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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校務發展概況與願景 

一、學校基本資料 

(一) 學校組織與人力結構 

1. 組織狀況 

本校組織規程之修訂，教育部於 107.07.19 臺教技(二)字第 1070110776 號函准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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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 學年度職員員額編制 

本校職員員額均依本校員額編制表覈實晉用，逐年提升行政人員素質，提供更佳的服

務品質與效能。目前編制內職員人數 28 人，約聘僱人員（含工友）27 人，共計 55 人（截

至 108.04 止）。各行政單位具有合適之人力與資源，且單位間具有良好的分工與合作機制，

藉以提昇行政運作效能，建立高效能的學術環境。 

 

3. 107 學年師資結構 

目前本校共有116位教師(不含軍護教師)，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93位，所佔助理教授以

上比例已經達到80％，具有博士學位者計有79位，具有碩士學位者34位，博士師資佔全校

師資68.1％。本校積極培育教師，目前有6位教師進修博士班，並鼓勵教師辦理升等，賡續

提升本校教師師資結構，預計108學年度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將可維持80％以上，師資陣容

堅強，對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水平，將會大幅提昇。統計如表1： 
表1 107學年度下學期師資結構比例(資料時間：108.04) 

學歷 
職級 

博士 碩士 學士(其他) 合計 百分比 

教  授 5 0 0 5 4.3% 
副 教 授 39 5 1 45 38.8% 
助理教授 34 8 1 43 37.1% 
講  師 1 21 1 23 19.8% 

合計 79 34 3 116 100.00% 
百 分 比 68.1% 29.3% 2.6% 100.00%  

 

4. 學生人數發展 

依據行政院經建會未來出生人口數之中、低推計值得知，出生人口將由 97 年的 20.5 

萬人及 20.1 萬人降至 113 年的 18.9 萬人及 17.1 萬人，而據推估大專校院一年級生人

數亦將由 97 學年的約 27.4 萬人，降至 113 年的 15.2 萬人及 17.6 萬人。少子女化時

代是所趨，嚴重衝擊本校生源，本校將在學生總量控制政策下，本校做適當招生策略及全

校學生人數調整，本校 107 學年度之全校新生報到率為 55%，108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將調

整為 3,219 人，109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將調整為 3,183 人，110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將調整為

3,188 人，111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將調整為 3,288 人，112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將調整為 3,333

人，本校 108 至 112 學年度學生預估人數如表 2 所示。未來將均衡系所發展規劃為原則，

深耕在地辦學招生策略，穩定生源及報到率，相關具體作法入如下： 

(1) 參加及辦理各項招生宣導活動，規劃媒體宣傳，提昇學校形象，拓展學校知名度 

 高中職學校招生集中及分班宣導，藉由雙向面對面的交流，解答學子心中的疑惑。 

 參加各校及技職博覽會讓更多學生、教師及家長，更了解本校特色。 

 高中職專題輔導計畫或合作計畫，定期協助高職學生輔導專題,藉由專業出教師至各高

中職校進行專題輔導，藉由與本校資源共享，取得與高職學生教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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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高中職學生校蒞校參訪。 

(2)依據地區生源、產業發展，調整各學制系科招生人數，電機與能源科技系與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系(含工程技術碩士班)：整併及改名為智慧自動化工程系(含工程技術碩士班)，

增加競爭力如調整二技招生系科增加行銷系及時尚系，調整日間部招生名額，並規劃

整併部分系科如多遊系與資訊管理系整併，及運動與健康促進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餐旅事業管理系、觀光與休閒管理系等整併。 

(3)表 3 為 108 學年度新生各個學制及系所招生來源。 

表 2 108-112 學年度學生數統計表 

院別 部別 系科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日間部 一般生 35 35 35 35 35 
研究所 

進修部 在職專班碩士 68 68 68 68 68 

日間部 四技 253 308 331 364 364 

夜四技 316 472 480 484 484 工學院 
進修部 

進二技 - - 50 50 50 

日間部 四技 451 419 391 420 460 

進四技 230 210 250 250 250 

進二技 514 514 400 400 400 
健康學院 

進修部 

進二專 79 79 65 65 65 

日間部 四技 456 385 394 414 419 

進四技 567 403 420 434 434 

進二技 190 230 239 239 239 

觀光與管

理學院 進修部 

進二專 60 60 65 65 65 

合計 3219 3183 3188 3288 3333 

 
表 3 108 學年度新生來源統計 

核定 108 學年度各系招生名額 

 四技 
日間部

技優 申請入學

高中生

四技 
進修部

碩士班
碩士在

職專班

二技 
進修部 進專 身障 小計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機械組  40 7 3 60 10 30   1 151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組 40 3 3 113     2 161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

科學系 35 3  0      3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5 3 2 50   50  1 131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40 3  51   60 49 2 205

資訊管理系 25 3  45   110  2 185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

理系 30 4  45   45  3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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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 
日間部

技優 申請入學

高中生

四技 
進修部

碩士班
碩士在

職專班

二技 
進修部 進專 身障 小計

視訊傳播系 30 8 4 0     3 45 

餐旅事業管理系 30 3  49     3 85 

幼兒保育與家庭服

務系 30 2  0   276 50  358

保健食品系 40 3 4 35 12 10    104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33 2 8 0      43 

餐飲廚藝系 60 3 3 49      115

景觀系 40 3 0 0     4 47 

小計 498 50 27 497 22 40 541 99 21 1795

 

5. 校地、校舍與空間發展 

本校主要建築有沁明樓、中正樓、行政大樓、踐初樓、工學一館、圖資大樓、學生宿

舍等，如表 3 所示，現有可供利用面積為 57,491.84 m2。 

表 3 全校建築物 

建物名稱 建號 座落地號 
樓地板面積

(m2) 
完工日期

沁明樓 新中州段 00121-000 新中州段 766,767,783,784,785 11,156.30 84.11.24

中正樓 新中州段 00123-000 新中州段 785 4,305.39 59.05.30

行政大樓 新中州段 00124-001 新中州段 785、786 1,544.16 76.01.06

踐初樓 新中州段 00124-000 新中州段 786、787 3,931.38 75.03.13

工學一館 

（諮商） 
新中州段 00125-000 新中州段 788 2,331.65 75.10.07

工學一館 

（電機） 
新中州段 00125-003 新中州段 788,789 1473.2 81.8.31

圖資大樓(資訊) 新中州段 00125-001 新中州段 789 2200 75.10.07

圖資大樓(圖書) 新中州段 00125-002 新中州段 788,789 4544.59 77.8.2

國際交流中心 新中州段 00141-000 新中州段 898 913.11 75.3.12

健康一館 新中州段 00142-000 新州段 900,913 2,941.14 75.3.12

綜 合 體 育 館 及

健康二館 
新中州段 00371-000 

新中州段

896,898,899,900,901,902,903,913
12,107.55 92.09.10

學生宿舍 新中州段 00446-000 新中州段 917 10,043.37 91.10.17

合計   57,4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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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地中尚有部份土地地目非為文教區，這些土地將來變更為文教區後，可增加本

校建蔽率，非為文教區地目如表 4。 

表 4 非為文教區地目 

地號 面積（㎡） 相對位置 現況 

765 63.18 沁明樓及路面 空地 

798 1494.53 立體停車場東側 停車場 

895 1108.76 平面停車場 停車場 

916 97.63 圖書二館西南側 空地 

917 3774.92 學生宿舍及路面 空地 

920 173.05  學生宿舍及路面 空地 

957 2284.49 體育館後方（南） 空地 

958-004 5564.59 風雨球場 球場 

綜合以上，本校近三年學校基本資料，如下表臚列。 

 
附表 1、近三年學校基本資料表 

年度

項目 
105 106 107 

學生人數 4,109 3669 3383 

專任教師 142 132 117 

兼任教師 82 62 49 教職員人數 

職員 80 68 55 

全校生師比 20.41 19.72 19.4 

校地面積(m2) 59946.82 59946.82 59946.82 

校舍面積(m2) 55947.68 55947.68 55947.68 

每生平均校地面積(m2) 14.59 16.34 17.72 
校地及校舍面積 

每生平均校舍面積(m2) 13.62 15.25 16.54 

全校註冊率 63.15% 54.28% 53.41 

 



 

6 

106 年度校務發展（含私校獎補助、其他補助計畫、學校經費）概況如下表臚列。 

附表 2、前一(學)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含私校獎補助、其他補助計畫、學校經費）一覽表 
前一(學)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 

教育部各類獎補助計畫(C)

前一(學)年度

學校 

總支出(E) 

前一(學)年度

學校 

總收入(F) 

 
總計(A) 

學校自

籌經費

(B) 
私校獎補

助計畫 

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

計畫 
其他 

其他政府

部門經費

(D) 學校 

附

設 

機

構 

學校 

附

設

機

構

經費 45,106,667 4,119,607 19,617,363 0 21,369,697 0 476,550,130 0 452,213,679 0

占學校 

總支出比率 
9.47% 0.86% 4.12% 0.00% 4.48% 0.00% - - - -

占學校 

總收入比率 
9.97% 0.91% 4.34% 0.00% 4.73% 0.00% - - - -

備註： 

1. 總計(A)＝(B)＋(C)＋(D)，請填入「學校前一(學)年度執行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包含學校自籌、

教育部各類獎勵補助計畫、其他政府部門獎勵或補助經費等經費。(其他：請學校檢視獲得教育

部補助計畫中與學校校務發展關聯性較高且屬全校性之補助計畫填入，若無則可免填。) 
2.學校自籌經費(B)：為學校支應學校當年度校務發展之相關經費。 
3.占學校總支出(收入)比率(%)＝各項經費/總支出(總收入)100%。 
4. 前一(學)年度學校總支出(E)：請填入前一(學)年度總支出；前一(學)年度學校總收入(F)：請填

寫前一(學)年度總收入。 
5.統計時間：106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或106年8月1日至107年7月31日止。 

(二) 圖書軟體資源 

1. 經營特色 

本校為技職體系一員，長期以來，亟思如何改善學生基礎素質不如高教體系的狀況，除了

傳統的「加深加廣」及補教教學措施外，也希望利用科技新趨勢，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感，因應知識經濟時代對於知識及資訊快速流通之需求，於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起組織整併運作與管理，由原資訊處與圖書館兩個單位合併而成，為本校之一級行政單

位，以滿足全校師生對圖書服務及資訊服務的需求為主要任務。其中圖書館在電子資源及紙本

圖書設備的擴充，向來不遺餘力，同時具體規劃與運作校內外相關資源，充分提供圖書、資訊

服務以因應教學、輔導、研究與服務之需要，以因應資訊時代之急速演變，提供師生更優質服

務。 

2. 館藏發展目標與特色 

本館以蒐集、管理、分享及創造知識為主要任務，並以加入校際聯盟及參加館際合作等方

式整合外部資源，增加可用之圖書資料資源，持續推動館藏數位電子化，提供多元性的圖書服

務。館藏則以各學術單位專業圖書資料為主，具知識性、啟發性、文化性及休閒性之一般通識

圖書資料為輔，內容包括圖書、期刊、視聽媒體、電子資源、政府出版品等各類型資料。 

3. 服務特色 

本校位於百果山麓，校園景緻怡人，因此本館亦採悠閒風，除提供讀者豐富且多元館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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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資源外，更提供悠閒雅緻之閱讀空間及學生的讀書場所，同時全館更設置安全錄影監視系統

及緊急安全求助器，提供讀者極致之安全保障，綜觀本館於服務方面具以下幾點特色： 

（1） 提供數位行動學習與閱讀，並建置電子書載具提供借用服務 

（2） 有效運用校內師生人力資源 

（3） 與社區緊密結合，提供社區民眾充實知識、休閒的最佳去處，以達到資源互惠共享 

（4） 圖資處內圖儀設備全面 e 化管理，推動 e 化學習與數位資源運用 

（5） 建置兼具教育訓練與影音欣賞的多功能會議室，提供多元化與主動式服務 

（6） 以各學院發展特色，個別設置學院主題專區與成果特展，建構主題化特色 

（7） 增設獨立閱讀空間，營造舒適、貼心與安全的閱讀場域 

（8） 充足的開放時間，使學生更有彈性的規劃學習時間 

（9） 提供全館監視錄影及緊急安全警報系統，提升圖書館服務的價值 

（10）訂定年度展覽活動計畫，與校內各單位及校外藝文人士合辦各項活動，提高讀者到館

使用頻率 

各項圖書軟體資源及電腦腦教學設備等資料請參考表5、表6： 

表5 圖書軟體資源館藏概況(統計至 107 年 10 月) 

項次 類型 種            類 冊(種)數 

中文圖書 283,530 
1 圖書 

西文圖書 26,952 

中文現期期刊 624 

外文現期期刊 11 2 期刊 

裝訂期刊 9,423 

3 電子資料庫 

中文電子資料庫：iThenticate論文原創比對系

統、華視影音典藏版、IEK產業情報網、設計

大師、無盡學術期刊資料庫、空中英語... 
Journal Citation Report、Reaxys化學資料庫、
Nature Archive 1987–1996等。 

40 

4 非書資料 
含DVD、VCD、Music CD、錄音帶、VHS錄影

帶等視聽資料。 
11,078 

5 電子書 
本校購買HyRead電子書以及參與中區技職校

院教學資源中心聯合電子書資源。 
48,861 

東方語文 4 
6 報紙 

西方語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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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圖書館電腦教學設備概況 

設置地點 數量 其他設備 

館藏資源查詢區 17 
1. 液晶螢幕17組 
2. 電腦桌椅17組 

M205~ M206多功能研討室 2 

1. 單槍投影機一組 
2. 錄放影機一組 
3. 電腦主機1部 
4. 液晶螢幕1組 
5. 擴大機與環音喇叭一組 
6. 珠光螢幕(45*60) 一組 
7. 會議桌椅一組 

M201~M204 研討室 4 討論桌椅 4 組 

K 書區暨多功能會議室 1 

1. 單槍投影機一組 

2. 會議桌椅 9 組 

3. 珠光螢幕(68*84) 一組 

多媒體視廳區 1 

1. DVD 放影機 12 組 

2. 液晶螢幕 12 組 

3. 沙發 12 組 

4. 電視櫃 12 組 

(三) 電腦教學設備 

目前本校對外頻寬是專線 1Gbps，連接臺灣學術網路與國家高速網路中心，提供校內使用

者更快速存取網際網路服務，並提供教學研究單位與學術網路與國家高速網路中心連接，取得

更豐富研究資訊。備援網路線路對外架設中華電信 FTTB 雙向 100M 一路，當對外光纖網路中

斷時，可以將備援線路提供學校對外連線需求。 

校園網路核心交換機是以兩部 CISCO 6509 高階核心交換器各自擔任內部網路與外部網

路存取服務，並提供兩道防火牆進行內網與外網資訊安全，若發生資安事件時，可彈性調整網

路存取方式，並且因應未來網路發展需求。 

資訊服務推動持續進行，提供教職員生郵件及個人網頁服務、網路學院專屬伺服器之維護

(如表 7)所示，電腦教室管理維護及提供教職員行政電腦故障檢修服務等。 

在網路主幹方面；透過光纖連接資訊大樓、電機館及行政大樓，網路設施遍佈各樓館單位，

提供校園更快速之網路環境。本校電腦教室 12 間，個人電腦及相關設備(如表 8)。 
表 7 本校圖資處伺服器 

設 備 名 稱 規 格 

DNS 伺服器 JCNET Hermes Q6480600G 

郵件伺服器 HP DL380 G6 

Web 伺服器 JCNET Hermes Q6480600G 

防毒伺服器 Supermicro X9QR7-TF 

校務伺服器 Supermicro X9QR7-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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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名 稱 規 格 

人事、總務、會計系統伺服器 JCNET Hermes Q6480600G 

E-learning 伺服器 HP DL580 Gen9 

問卷調查系統伺服器 HP DL 380 

Jetro Thin-Client 伺服器 HP DL380 G6 

VMWare 伺服器（一） HP DL380 G6 

VMWare 伺服器（二） JCNET Hermes Q6480600G 

VMWare 伺服器（三） Supermicro X9QR7-TF 

VMWare 伺服器（四） HP DL580 Gen9 

Storages（一） Synology DSM815 

Storages（二） Synology DSM815 

 Storages（三） Synology DSM815 

Storages（四） Synology DSM815 

Storages（五） Synology DSM817 

* VMWare 伺服器群組提供 20 部虛擬伺服器服務平台 

 

表 8 電腦教室及相關設備統計 

電腦教室 單槍投影機 廣播教學系統 網路設備 
項目 

(間) (台) (式) (式) 
圖資處 1 2 1 2 

機電系 2 15 1 3 

電機系 1 14 1 3 

多遊系 1 3 1 2 

資管系 1 4 1 2 

行管系 1 5 1 1 

觀光系 1 9 1 1 

時尚系 1 8 1 0 

幼家系 0 8 0 0 

景觀系 1 13 1 0 

保食系 0 8 0 0 

視傳系 2 4 1 1 

餐廚系 0 5 0 0 

運促系 0 5 0 0 

餐旅系 0 6 3 1 
小計 12 109 13 16 

本校規劃學校數位學習平台與內容服務，加強網路學院課程豐富性，自建置以來，經教師熱烈

參與，目前教師在網路學院開課每學期開課數超過 200 門課。為讓網路學院能發揮其最大效能，資

訊融入教學之卓越教學模式順利推動，使教師與學生均能充分利用網路學院，加強數位學習教室的

實施與推廣，以及提昇教師在網路學院使用技能，並提供教師優質的數位教材製作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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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辦學績效及特色 

本校現係以健康照顧、產業技術、管理服務為教學研究主軸，配合現有學院架構，整合服

務創新，依屬性調整更改系所名稱。 

健康學院以「身、心、靈」之健康照顧為依歸，身體的照顧從食品著手，心靈的照顧則以

運動促進及景觀療癒為手段，建構保健食品系(碩士班)、運動與健康促進系、餐飲廚藝系、幼

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及景觀系，發展保健食品研發、營養膳食及食品檢驗等教學與發展特色。 

工學院定位在結合地方產業發展特色，以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綠色產業與智慧科技為主

要發展主軸，結合校級智慧科技研發中心與院級創意產品及模具技術研發中心進行製品設計與

製造暨模具加工技術之研發與智慧製自動化應用為目標，以電機與能源科技系、多媒體與遊戲

發展科學系與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含工程技術碩士班)等建構教學架構，並以健康及能源產業

發展投入居家智慧生活科技及模具研發設計，導入產業設計學程教學，培育相關產業之設計人

才為教學與發展重點。 

觀光與管理學院呼應國內以服務業為主導之產業結構，在「顧客是創新服務源頭」的理念

下，強調服務創新，著重新服務商品、新經營模式、新行銷模式及新技術應用，以觀光與休閒

管理、資訊管理、行銷與流通管理為教學基礎，結合服務業中的餐旅事業管理和時尚創意，並

以數位視訊傳達和時尚創意開發的課程組合作為教學與發展特色。 

在三大主軸之外尚有通識教育中心作為專業以外的博雅教育舞臺，以基礎與核心教育為定

位，經由「基礎通識」課程與「博雅教育」課程之薰陶，規劃適性之基礎通識及多元之博雅教

育教材，輔佐各科系專業技能訓練，培養具備就業能力之人才。 

因應未來趨勢，本校將持續根據社經發展狀況調整系所規劃，以發揮靈活調整、組織再造

的功能並以達成深化研究領域孕育高等優秀人才之目標。 

目前重點特色具體績效表現如下： 

(一) 提高學生語文能力，配合建構英語學習環境，營造外語學習氛圍；設置多媒體語言學習

中心、英文檢定考場及網路資料平台，推廣語文教學網與校園英語運動，實施語文能力

分級制度，並輔以補救教學，增加校內推動多元語文學習機會。另外，更於 100 學年度

起首次推動 CWT 全民中檢，以提升學生中文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二) 均衡文化與科技人才培育，除建構數位化學習環境，增強學生資訊化能力；此外為提昇

就業競爭力，強化學生專業英語文學習、落實職場倫理教育，同時強化愛與美教育。重

視通識教育，實施五育並進課程，以「基礎通識」課程奠定學生語文、邏輯及群體生活

能力；「博雅通識」課程則強化學生在人文藝術、社會素養、自然科學及生活應用領域

之能力，期望將倫理、媒體、民主、美學、科學等五大公民素養，以及中文表達、民主

法治、外語表達、品德養成、解決問題、人際互動、創新思維、資訊應用等八大核心能

力實際融入課程教學活動中。 

(三) 強化多元學習途徑，落實學生品德與生活教育、輔以性別與生命教育的多元尊重，確實

執行服務學習，涵育勤勞與服務美德，透過社區服務與志工訓練課程培育學生學習愛大

地與愛人，提升人文反思教育意涵，培養具感性、同理心的人生服務態度。 

(四)  創新在地文化思惟，落實全人教育理念。結合在地資源和本校特色，導入同儕學習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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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鍛造課程培育與活動推展及導師生活輔導，提升學生對學校認同與向心力。 

(五) 於課程中加強線上軟體自學機制，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並購入線上測驗系統，供學生平

日練習，以提升學習效率。 

(六) 將通識中心與藝文中心結合，定期舉辦藝文展演，邀請本地藝術家參展，提供校內師生

及社區人士藝術欣賞的機會，提升校園藝術氛圍，培養學生藝術鑑賞能力，並落實學校

社區化的理念。 

(七) 實施服務學習與志工基礎與特殊訓練課程，涵育勤勞與服務美德，透過服務方式學習愛

大地與愛人。 

(八) 舉辦「心手相連全校性社團活動」、「社團人才鍛造課程」，涵育學生社團互動力。 

(九) 開設服務學習內涵與行動解決課程，透過做中學、學中做，理解理論內涵並實踐於生活，

也藉此培養人際溝通協調，團隊合作等能力。 

(十) 強化與精進教師教學能力及第二專長，辦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系列研習及工作坊，擴大

專題講座及協同教學。 

(十一) 訂定教師評鑑分項指標，獎勵教學績優教師及追蹤輔導待改進教師，落實教學評量追蹤

及教學歷程檔案建置。 

(十二) 強化教師/導師輔導知能，定期舉辦教師/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落實 office hour 輔導

教學及課餘時間之師生互動溝通，提昇班級經營效能。 

(十三) 配合中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邀請國內各界大師蒞校演講，藉由講座大師樹立品德、品

質、學習、職涯各面向之典範教育，期使學生特質產生潛移默化效果，以回饋輔導座

談及經驗分享，學習典範為目標，開展生涯方向。 

(十四) 建立教師與研究人員良好進修制度，使老師隨時掌握最新的專業知識，提供學生更適才

適所的教育。 

(十五) 提供專業輔導產學服務：為使教師研發能量導入中小企業，本校長期參與經濟部工業局

學界關懷計畫，藉由政府研發補助資源，支持本校教師輔導團隊，提供專業診斷輔導，

協助廠商找出企業經營與研發升級的契機。自 98 年至今輔導中小企業已超過 300 家， 

獲得的補助經費已破千萬。 

(十六) 鑑於「結合區域產業」為本校之定位，及為活絡產學研究合作，建立學界與產業資源共

享，103 年便開始參與「產業園區廠商升級轉型再造-學校協助產業技術提昇計畫」，

由經濟部工業局於 103 年、104 年及 105 年各補助 60 萬、85 萬及 80 萬輔導經費，支

持本校教師輔導顧問團以『客製化協助產業技術提昇輔導服務』方式，至園區廠商進

行訪視輔導。 

(十七) 獎勵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表現：本校透過獎勵金之鼓勵方式，提昇本校教師與產業互動之

意願，實施「中州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獎勵實施要點」辦法進行獎勵，依產學合作執行

績效核發研究獎勵金，近三年（105 年至 107 年）獲獎勵的教師合計有 71 人。 

(十八) 104 年訂定「中州科技大學研究優良教師獎勵實施要點」辦法，鼓勵教師積極參與研究

獎勵研究成效卓著之教師，對於計畫、著作、專利技轉、實作、衍生新創事業等各方

面具有傑出表現績效之教師，頒發研究優良教師榮譽及核發新台幣 5 萬元獎金，於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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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106 年各獎勵 3 人（106 年僅頒發研究優良教師榮譽未核發獎金）。 

(十九) 善用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資源，推薦本校產學及學術研究均

具有高水準之表現教師通過科技部審查獲彈性薪資獎勵，105 年度獎勵 1 人（機械與自

動化工程系）、106 年度獎勵 2 人（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及保健與食品系各 1 人） 

(二十) 藉由獎補助資源輔助，自 2011 年起本校推動教師積極參與各大國際發明競賽，如台北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烏克蘭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

波蘭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義大利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IIIC 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

賽、捷克國際發明展及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屢獲佳績，截至 2018 年 10 月止已獲得

金、銀、銅牌等 89 個獎項。 

(二十一) 本校教師研發能量依然充沛且持續不斷，並深受業界青睞，延攬進行產學合作，藉

由獎補助資源輔助，配合本校獎補助辦法「專利申請與維護補助實施要點」、「研發成

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要點」施行之下專利件數倍增，102 年首次列入本國法人專利申請百

大排名內。近三年（105 年至 107 年）經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之專利件數共有 73

件。 

(二十二) 本校為鼓勵教師推動實務教學，實施獎補助措施如下：1.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國內

外競賽獲獎，依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獎勵實施要點」核予獎勵金。2.補助教師

指導學生積極從事校外專題競賽費用，展現實作能力，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模式。 

(二十三) 本校鼓勵教師發揮個人專長，將研究計畫之執行成果，融入教學引導學生整合理論

與實務，並將資源和成果與全校共享，以提升全校師生學習風氣，及教學與研究方面

的能量。包括運用研究成果開設課程、指導學生申請專利、帶領學生參加競賽、輔導

學生參加職場體驗、指導學生申請研究計畫等。 

(二十四) 本校為強化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及專業發展進修之績效，並作為教師升等、

續聘、停聘、不續聘及獎勵等之重要參考，特依據大學法第 21 條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評

鑑辦法。本校教師評鑑之範圍包含教學績效、研究績效、服務輔導績效等四大部分。 

(二十五) 健康學院依地區產業特性，致力於保健食品開發、運動休閒、造園設計規劃的發展；

觀光與管理學院依循本校服務創新研究之特色，全力發展服務創新相關產業之經營，

成立「智慧雲端與大數據研究中心」，培育服務業創新專業人才；工學院應用創思設計

根基，結合健康產業及綠能，持續發展智慧科技、數位家庭、多媒體遊戲與創意產品

設計，孕育機械設計製造、智慧電動車及智動化技術人才。 

(二十六) 本校推行實務專題製作，題目訂定要能符合產業界發展之需求，藉由專題製作激發

學生在職場服務之創思靈感，體會腦力激盪、實務創作之重要性，在指導老師的精心

引領與要求下，完成具體、實用型精心作品與成就感。專題製作之同學，把握參加校

外競賽機會，成績輝煌、成果豐碩，為校爭光。 

過往成績包括本校電機系學生組隊勇奪 2013 年 TDK 盃全國創思製作競賽自動組競賽

獎第一名及 2014 第二名；電機系專題作品「自動打包垃圾機」拿下「2014 年中台灣學

生實務專題創意製作競賽」電機控制組第一名及教育部「2014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

專題製作競賽」電機群第一名；視訊傳播系陳文彬副教授帶領本校畢業生所拍攝的微



 

13 

電影--「蚵男‧不難」榮獲 2014 年度「十佳微電影」金桂花獎殊榮；時尚系學生榮獲

2014 年奧林匹克盃美容美髮競技大賽 7 項大獎；餐廚系勇奪 2015 國產有機、產銷履歷

新一代廚藝展暨「國產有機、產銷履歷料理、烘焙」全國大賽團體金牌獎、2016 世界

廚王台北爭霸賽校園團體組亞軍、2016 台灣國際美食節─TCAC 挑戰賽一金一銅一金

人、本校男籃隊勇奪 2017 年 UBA 大專籃球聯賽甲二級冠軍，創下隊史最佳紀錄…等。 

(二十七) 配合教育部策略，本校推行『實用課程』，設定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能力與競爭力，

開設相關的專業課程，敦聘業界專家組成產業諮詢代表參與課程規劃，確保課程設計

符合現今產業的需求，以培育出為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為目標。 

(二十八) 為使學校與產業完整銜接，本校規劃有『就業學程』課程，其課程設計重點係以系

所、學院相關領域之就業及創業為主。該課程乃於學校最後一年課程配課時納入產業

需求，同時引進業界專家擔任技職師資。本校 96 年推動辦理就業學程至 106 年止已連

續辦理第 11 年。最高記錄是於 97 學年開辦 15 個就業學程，補助學程辦理經費近 900

萬，為當年度最高額度補助學校之一，其中「電子科技就業學程」和「流通服務業就

業」亦獲得教育部 98 年「最後一哩就業學程」最高獎助之榮譽，過往總總顯現本校推

動就業學程良好成效。另外，為促進就業，102 年至 107 年每年均申辦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藉以協助學子順利進入就業

市場。 

(二十九) 因應附近中小型的模具工廠林立，配合地方產業的需求，自 102 年度起本校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系辦理勞動部補助「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專班，培養機械產業人力。

課程著重在理論與實務實作之整合應用，使學生從實作中學習，從實作中發現自己的

興趣和專長，從實作中找到成就感，也從實作中找到未來的方向。課程中配合業師教

學，及實際進行模具專題實務習作，使學生更進一步能整合過去之所學，學以致用，

並習得產業界之現有經驗及技術，加強學生就業市場的認知，提早為爾後就業做準備。

歷年合作企業包括彥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摩特動力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原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勤精機股份有限公司、鐘镪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佐岡鋼鐵有限公司等。 

(三十) 本校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因此從 95 年度開始積極進行校際以及與研究單位之學術整

合研究，期能在此學術研究平台的建置下，雙方提供對等的經費與研究能量、人力，

達到雙方共同提昇學術研究的目的。晉身科技大學後，除持續參與彰雲嘉大學校院聯

盟、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外，並與國立嘉義大學、成都農業科技職業學院及貴陽職

業技術學院簽署學術研究合作，包括校際交流與學術合作、雙方之教師與學生互訪、

共同或輪流舉辦學術及教學研討會、指導學生進行論文專題研究、合作進行研究計畫、

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計畫、進行雙方同意之資源共享計畫、共同舉辦研發成果發表、圖

書與資訊交流及師資培訓。 

(三十一) 國際化為本校校務發展重要目標之一。盱衡教育部「高等教育產業輸出--連結亞太、

深耕東南亞」及「新南向政策」計畫，考量本校技職教育辦學特色與優勢，現階段務

實規劃以東南亞及中國大陸作為境外學生招生來源國，積極引進海外生源，培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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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拓展學生國際知識、增加學生國際就業優勢、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進而

提升本校國際教育競爭力。透過姐妹校實質合作，啟動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計畫，開拓

與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的實質教育交流，深化雙方互動及聯盟關係；鼓勵學生考取

國際級證照提昇職場專業競爭力，推動學生赴海外留遊學教育，以提高本校國際化量

能，營造校園國際化學習環境，達成創造互利共贏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區域經濟發展的

願景。據此，104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本校校園國際化績效如下： 

1. 104 學年度-106 學年度與國際地區締約共 88 案、大陸地區締結共 41 所，目前與 39 餘

所大專院校洽談合作中。 

2. 104 學年度-106 學年度赴國際暨兩岸地區進行學術交流共 155 人次；國際暨兩岸地區來

校進行交流共 721 人次；我校學生赴國際暨兩岸交流共 103 人次；國際暨兩岸交流

生來校交流共 299 人次。 

3. 104 學年度-106 學年度至國際暨兩岸地區參加活動： 

(1) 國際地區： 

至日本、泰國、越南拜訪等各大專院校 

至美國拜訪夏威夷馬諾大學 

至馬來西亞拜訪馬來西亞留臺聯總暨多所高校 

至馬來西亞 PTM 學院進行拜訪 

至越南維新大學進行拜訪 

至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進行拜訪 

參加馬來西亞沙拉越婆羅洲國際教育展 

參加馬來西亞臺灣寶島教育展 

參加馬來西亞東馬臺灣高等教育暨技職院校升學博覽會 

 

(2) 大陸地區 

至湖北生態工程職業學院進行講學 

至福州職業技術學院進行講學 

至福建職業技術學院進行講學 

至福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進行講學 

至福建交通職業技術學院進行講學 

至貴陽職業技術學院進行講學 

至日照職業技術學院進行講學 

至大陸地區(廣西壯族自治區、福建省、重慶市)拜訪各大專院校 

拜訪荊楚理工學院 

拜訪福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等大陸高校 

參加廣西第三屆桂臺高等教育高峰論壇 

參加第四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暨創新科技作品成果展 

參加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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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 

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文數民族風情文化節活動 

參加 2016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參加第九屆重慶．臺灣周活動 

參加第五屆桂臺高等教育高峰論壇 

參加第七屆預防藥物系列活動主講嘉賓 

至重慶參加兩岸同心—巴渝文化參訪周 

 

4. 舉辦/參加各項國際暨兩岸交流活動： 

(1) 國際地區： 

舉辦馬來西亞公教中學夏令營活動 

 至馬來西亞舉辦科學魔法車研習營活動 

 邀請紐西蘭、大陸等高校教師參加【第二屆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國際研討會】 

 邀請美國 Saint Paul College 聖保羅學院暨米其林主廚 JASON ROSS MATTHEW 蒞

校進行美國廚藝界之前瞻趨勢廚藝教學 

 邀請美國 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 曼徹普立敦大學 Carol Bormann Young 博士蒞

校演講 

 邀請馬來西亞 celebre 學院葉振輝院長蒞校演講聆聽內在的聲音 

 邀請泰國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uvarnabhumiNOPMALLEE 

TAECHAWATCHANANONT 講師蒞校演講 

 邀請泰國素萬那普皇家理工大學參訪團交流研習 

 邀請越南李孟涵理事長放眼國際系列-越南風情、越南文化講座 

 邀請日本ホスピタリティツーリズム専門學校林昆翰先生進行放眼國際課程系列

講座 

 邀請日本大阪支援留學中心黃麗心社長進行放眼國際課程系列講座 

 邀請法國 Jean-Pierre, Francois Clary 先生蒞校進行放眼國際系列-漫談法國講座 

 邀請韓國富川大學李泰成教授進行講座分享 

 邀請史瓦濟蘭 Dumile Fungile Dlami 女士蒞校進行放眼國際系列-Why you in Taiwan

講座 

 邀請馬來西亞詩巫公教中學至我校參加籃球移地訓練營活動 

 邀請馬來西亞 celebre 學院學生來校參與冬日計畫馬來西亞主題華語暨流行時尚培

訓課程 

 邀請泰國碧武里皇家大學派生交流研習 

 邀請泰國清邁大學派生來校交流研習 

 邀請馬來西亞君誠國際烘培與烹飪學院派生來校交流研習 

 派生赴新加坡、美國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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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陸地區 

邀請湄洲灣職業技術學院派師交流研習 

舉辦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師資培訓團 

舉辦寧夏農牧廳師資培訓團 

舉辦江蘇理工學院-湯洪泉教師水墨山水作品巡迴展 臺灣站 

舉辦日照職業技術學院師資培訓團 

邀請大陸貴陽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來校參加境外生成果發表會活動 

至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進行庭園造景之學術交流 

 

5. 104-106 學年度辦理臺生至大陸競賽活動： 

兩岸校園動畫大賽 3D 組-佳作 

兩岸校園動畫大賽 3D 組-3D 動畫新秀獎 

第七屆兩岸大學校園歌手邀請賽-金獎 

高教社杯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 

兩岸學生微電影創意大賽-影像二等獎第二名及最佳劇情獎 

第四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暨創新科技作品成果展獲得微電影項目三等獎 

參加第二屆桂港澳臺職業院校學生烹飪技能比賽活動，榮獲銅獎 

參加【海峽兩岸(江蘇)技能邀請賽】 

參加【2018 年創勝杯兩案數控技術邀請賽】，榮獲優勝獎 

 

6. 104-106 學年度辦理臺生至國際暨大陸交流活動： 

港澳臺青年人才重慶實踐活動 

蘇州大學辦理海峽兩岸同根同源高校化願景合作研討會暨江南文化研習營 

派生至重慶市參加臺灣大學生重慶實踐活動 

派生至日本大阪生物醫療工學專門學校參加語言文化體驗營活動 

派生至大陸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進行庭園造景 

派生至日本名櫻大學進行交流 

赴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交流 

赴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進行庭園造景之學術交流活動 

赴福建省參加莆臺青年文化交流體驗週 

至湖北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參加秋季運動會開幕式 

赴浙江省參加 2017 浙臺兩岸學生暑期交流大會 

 

(三十二) 為拓展多元境外生市場，本校赴美國、日本、蒙古、馬來西亞、印尼、緬甸、越南、

香港、等地辦理教育展或招生宣導活動。配合教育部東南亞教育輸出政策，已和泰國、

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香港等國大學和高中簽訂學術合作協議，進行交換

學生和雙聯學位合作計畫，透過高中和大學策略聯盟招收東南亞學生來校就讀。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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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校園國際化學習環境，鼓勵教師申請開設全英文課程，培訓學生專業英語能力，促

使技職教育與國際化接軌；104 學年度開始增開華語文課程，提供友善的華語學習環

境。本校在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與交換生政策及措施已有成效： 

1. 各學年度短期交流陸生概況： 

學年度 人數 

104 189 

105 113 

106 44 

2. 各學年度招收國際學位生概況(新生人數)： 

學年度 人數 

104 39 

105 71 

106 34 

3. 104 學年度執行 7 名學生至日本名櫻大學、日本國立沖繩高等工業專門學校進行交換學

生計畫。 

4. 104 學年度執行 8 名泰國學生、5 名馬來西亞學生來校交換及 2 位本校學生至泰國姐妹

校交換學生，履行泰國大學之交換學生計畫。 

5. 105 學年度執行 6 名學生至日本名櫻大學、泰國清邁大學、美國 OMNI International 

school、新加坡 SHEFFIELD KIDSWORLD 進行交換學生計畫。 

6. 105 學年度，12 名泰國學生來校交換，維護本校與泰國清邁大學、碧武里皇家大學之交

換學生計畫。 

7. 105 學年度，12 名泰國學生來校交換，維護本校與泰國清邁大學、碧武里皇家大學之交

換學生計畫。 

8. 106 學年度，8 名泰國學生來校交換，維護本校與泰國清邁大學、碧武里皇家大學之交

換學生計畫。 

9. 106 學年度通過教育部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計畫，開設工程技術國際學生產學

合作專班，共招收 8 位越南學生。 

10. 在兩岸交流方面，本校自 98 學年度起，在不授予學分及學位之原則下，截至 106 學

年度止已受理 801 名學生來校研習。並透過「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

會」於 105 學年度招收 1 名二年制學士班(專升本)。 

 

(三十三) 為提升學生赴東南亞及其他國家交流及發展意願，促進學生發現自我價值及建立國

際體驗學習多元管道，鼓勵教師申請學海計畫，選送並補助學生赴東南亞企業或跨國

企業進行見習或實習計畫；辦理「外國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結合實習機會，吸引外籍

學生來臺就學；鼓勵學生擔任國際志工及赴海外體驗學習，提升學生國際參與及交流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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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4 學年度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築夢計畫，安排 5 位學生赴日本完成交換學

生計畫、2 位學生赴泰國完成交換學生實習計畫。 

2. 105 學年度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築夢計畫，安排 3 位學生赴日本、1 位學生

赴泰國完成交換學生計畫、1 位學生赴美國完成 OMNI International school 實習、

1 位學生赴新加坡完成 SHEFFIELD KIDSWORLD 實習。 

3. 於 2011 年 7 月起前往菲律賓奧蘭哥島、馬來西亞等國家進行國際志工服務： 

日期 項目 教師 學生 

2014/7/21-7/30 
赴馬來西亞柔佛洲建國華語小學舉辦品德環

保教育營 

  

2015/7/21-7/27 赴馬來西亞古晉中華第三中學規劃中草藥園 3 5 

2016/8/3-8/9 
赴馬來西亞古晉中華第三中學舉辦影視夏令

營 

2 8 

2017/8/2-8/11 
赴馬來西亞沙勞越縣詩巫公教中學國際志下

鄉服務影視美學深耕計劃 

2 9 

2018/7/31-8/11 赴馬來西亞培華獨立中學舉辦影視夏令營 2 8 

 

三、校務發展目標及願景 

本校定位為「區域性實用型之優質科技大學」，在校訓「精、公、誠、毅」為教育最高指導原

則下，以「年輕、快樂、學習、希望、追求卓越」為目標，以「從事職業技術教育，培育實務致用

專業人才」為宗旨，追求「卓越、創新、品質、健康」的辦學願景，發揚「辦學正派、品質卓越」、

「學生第一、正向回應」、「團隊合作、績效為先」和「分享資源、關懷社會」的「中州精神」，密

切結合地區產業，發揮技職特性，強化社區服務，成為終身教育場所。 

中州致力培育學習者成為兼具區域性和實用型之工學、觀光與管理、健康領域實用專業人才，

為達成目標，採取以下必要的具體行動，作為增強學校聲望的基石。 

為達成人才培育的目標，本校在教學研究組織建置上設置工學、觀光與管理及健康三個學院，

整合為 14 個學系，並成立「保健食品研發暨檢驗」、「智慧科技」、「智慧雲端與大數據」等 3 個研

究中心，以加強教學績效和研發推廣，同時將配合國家社會及經濟發展之人才需求，檢視地區性產

業成長的特色，進行適時適切之教學系所或研究單位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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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因應外在教育環境分析與校務發展內外部分析，配合 SWOT 分析之結果，訂定校務發展

之六大策略及 17 個行動方案如下： 

策略一：活化招生對策，就業導向課程改革，培養務實致用技術人才 
1.活化招生對策，穩定生源及擴展生源管道 

2.活絡課程彈性，產學共構就業導向課程 

3.建置雲端與數位輔助學習， 強化教學品保機制 

策略二：配合新南向政策，引進海外生源，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 

1.建構國際化氛圍，提升國際競爭力 

2.建置國際協作平台，精進人才國際移動 

策略三：發揚技職教育精神，培育精公誠毅青年 

1.型塑具品德、品質、品味之有品大學校園 

2.創新學務工作，整合輔導網絡，讓學生安心就學 

3.蘊育具開闊視野及領導氣息之現代公民 

策略四：營造親近產學環境，推動師生實務增能，籌劃衍生新創事業 
1.推動產學合作，增進實務研究能量 

2.師生實務增能，致力縮短學用落差 

3.發展學生職涯，建構新創事業交流平台 

策略五：發揮社會服務功能，落實推廣技職教育 
1.形塑本校為國際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之發證中心 

2.彈性的推廣教育訓練規劃，全方位職業訓練基地 

3.建立中州人才聯繫網絡，強化校友會組織架構以增進對校友服務面向與聯繫 

策略六：提昇校務行政效能，建構優美溫馨校園 

1.提升校務行政系統效率 

2.營造安全溫馨之校園學習生活環境 

3.建構節能環保之綠色生態校園 

以下列四面向來努力： 
（一） 提高學校知名度。 

（二） 提升辦學績效，著重學生就業力。 

（三） 改善招生情況。 

（四） 妥適安排學校財務，積極爭取校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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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一(學)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情形及辦理成效 

一、 前一(學)年度經費支用情形 

本校秉持自我設定願景與目標，致力提升教學品質，改善教學設備，營造精緻優質的科技大

學。107 年度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藍圖，積極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側重產業技術、管理服務、健

康照顧為主軸。依據學院重點特色，整體發展經費需求主要分為兩部份： 

1. 資本門經費需求 

根據各教學單位之中長程發展規劃，基於提升教學與研究能量，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

設備，除基礎設備需要更新外，增添相應精密儀器與設備更顯迫切。此外，圖書、電腦相關軟硬

體同步升級，才能使教師與學生能夠快速獲得資訊，學習最新知識與技能，提高研究與教學效能。 

2. 經常門經費需求 

現階段本校需大量挹助經費於提昇研究與教學品質，並針對系所需要新聘特殊專長師資。因

此，經常門經費需求，將依校務發展中長程規劃，主要投注於改善師資結構與素質、鼓勵專利與

產學合作與精進職員行政效能的培訓上。 

3. 內控管理機制 

本校已建立完整之內部控制制度，包括人事、財務、學校營運之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及稽核

作業規範，各院系所亦受前述內部控制制度之管制。本制度由學校訂定，經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

另外，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並參照行政院頒布「健全內

部控制實施方案」規定，訂定「中州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並設置「中州科技大學內部

控制委員會」；再依據內部控制制度之內部稽核實施辦法，設置「中州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小組」，辦

理相關內部控制稽核事項。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內部控制 

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明確規定有關內部控制

及稽核作業。本校訂定「中州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實施辦法」並制定內部控制手冊，執行本校相關內

部控制制度，並設「中州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委員會」。任務如下： 

(1)推動校內各單位內部控制之規劃、設計與建制；參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

範例，並審視個別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規定。 

(2)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3)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本委員會議自105學年度起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自105學年度開始

亦請各單位辦理自評。其中，本校新版內部控制制度手冊(5.0版)業已於106學年度第二學期修訂完

成並實施，並訂定本校之風險評估可承受值為3。 

 2).內部稽核 

為檢核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手冊之有效性及可行性，本校設置內部稽核小組，本小組置稽核委員

七至十一人，任期一年，任滿得續聘，稽核委員由校長於校內專任教師或職員中遴聘之。依風險評

估結果擬訂年度稽核計畫，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依年度計畫及內部控制制度對業務單位進行稽

核，並製作稽核報告及後續追蹤，或建議修訂內部控制制度，完成後送校長核閱副本陳監察人審閱。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對學校法人或本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立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 

本校自 105 學年度起每學期均召開一次以上之內部稽核小組委員會議，實地查核本校會計帳務

及內部控制等事項。受稽核單位均能配合委員會審核需求，接受徵詢和提報有關資料及文件，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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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委員提議亦能充分溝通和改善。委員會為校內最高經費稽核指導編組，已具有全面性、代表性，

深受校長及各級主管肯定。 

3).內部檢討制度 

本校內部檢討機制，係依據本校所定內部控制辦法，並按照所編定之內部控制手冊執行，本校

內部控制制度手冊包括下列組成要素： 

1.控制環境：本校設計及執行本制度之基礎，包括組織文化、誠信與道德價值、組織結構、權

責分派、人力資源政策、績效衡量及獎懲等。 

2.風險評估：本校主管階層應先確立各項目標，並與不同層級單位相連結，同時需考慮目標之

適合性，並考量內外環境改變之影響及可能發生之舞弊情事，透過適當風險管理政策及程

序，進行風險辦識、分析及評估。其評估結果可協助本校及時設計、修正及執行必要之控制

作業。 

3.控制作業：本校依風險評估結果，採用適當政策及程序之行動，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

控制作業之執行，包括本校所有層級、業務流程內各個階段、所有科技環境等範圍之監督及

管理。 

4.資訊及溝通：本校蒐集、產生及使用與校務規劃、執行及監督有關之內外部資訊，以支持內

部控制其他組成要素之持續運作，確保資訊之有效溝通，並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

機制。 

5.監督作業：本校進行下列監督作業，以確定本制度之有效性、及時性及確實性： 

(1)例行監督：主管階層本於職責，就分層負責授權業務執行持續性常態督導。 

(2)自行評估：由相關單位依職責分工，評估各組成要素運作之有效程度。 

(3)稽核評估：由內部稽核人員以客觀公正之立場，協助檢核內部控制實施狀況，並適時提供

改善建議；發現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時，應向適當層級之主管階層、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 
經由內部控制管理及內部稽核督導與追蹤反饋，確實執行以上之內容，確保本校各項制度及業務

程序，能確實按照法規章程進行，並得到預期之成果，保障學校之行政效率，並提供教職員生適

切合宜之優質校園環境。 

 

105～107 年度獎勵補助款占比及學校自籌款占比之經資門比率及執行率，如下表所示： 

附表 3、105～107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年

度 
金額 

比

率 
金額 

比

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總計 
已支用 

經費 

執行

率 

105 16,403,581 70% 7,030,106 30% 2142,919 71.04% 873,689 28.96% 26,450,295 26,450,295 100%

106 13,732,154 70% 5,885,209 30% 1,387,846 70% 594,791 30% 21,600,000 21,600,000 100%

107 5,415,253 70% 2,321,299 30% 542,035 70% 232,301 30% 8,510,888 8,510,888 100%

備註：總計＝獎勵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之金額＋學校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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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辦理成效 

附表 4：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情形 
投入經費 

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效之

原因分析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之比率 

活化招生對策，就業導向

課程改革，培養務實致用

技術人才 

1.提升教學品質，並加強學生生活、學習、

職涯等輔導，藉由學生優良表現，提升校

譽。 
2.實施就業導向課程，讓學生樂於學習，並

與產業接軌，吸引學生就讀意願。 
3.規劃入學獎學金制度，吸引優秀學生就

讀，帶動班級學習風氣，提升學生學習成

就。 
4.加強課堂師生互動、提高教學品質及師生

滿意度，建置課堂互動系統，利用手機

APP 進行點名、課程互動紀錄、學生課程

即時回饋等。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17 案 無 

129,426 127,000 98.13% 

配合新南向政策，引進海

外生源，強化學生國際移

動力 

1.外籍學生自入境後的生活適應、學習適應

等事項，國際交流中心均有安排專人協

助，讓外籍學生可以安心就學。 
2.在課程上，安排外籍新生每週五上午有生

活華語相關課程，讓學生具備基本溝通能

力，以適應生活與學習之需；另每週四下

午有認識台灣的相關課程，讓學生可以瞭

解台灣的自然環境、風俗民情，融入校園

與社會。 

引進海外生源，強化學生國際移動

力。以往主要的海外生源為大陸短

期研修生，然因局勢演變，目前以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為發展重心。 

無 

250,000 0 0.00% 

發揚技職教育精神，培育

精公誠毅青年 

將品德教育融入校園生活中，運用集會宣

導、文宣發放，透過學生社團活動與自治幹

部組織的協力配合，讓同學從活動中陶冶個

人品德。 

學務處協助弱勢學生就學，辦理學

雜費減免、就學貸款、獎助學金等

事項，並營造有品大學校園，辦理

各項生活、生命、安全、民主法治、

智慧財產權保護理念、性別平等、

菸害防治理念等活動。 

無 

842,799 842,79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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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經費 

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效之

原因分析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之比率 

營造親近產學環境，推動

師生實務增能，籌劃衍生

新創事業 

1.積極宣導「中州科技大學執行計畫減授鐘

點實施要點」辦法，修訂「中州科技大學

教師研究獎勵實施要點」、「中州科技大學

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要點」等相關辦法。 
 
 
2.持續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技

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

法」、「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教師產業

研習研究實施要點」等各項政策，加強推

動任教滿六年之教師至合作機構或與任

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

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藉此提昇

本校產學合作績效。 
 
 
 
 
 
 
 
 
 
 
 
 
3.配合行政院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

秀人才之彈性薪資政策，善用科技部補助

大專校院研究獎勵資源，及教育部整體發

展獎補助經費，對學術、產學或跨領域研

究績效傑出教師進行獎勵，形塑本校產學

典範。 

1.本校於 108 年 3 月 20 日修正「中

州科技大學執行計畫減授鐘點實

施要點」、「中州科技大學產學合

作計畫實施要點」，另「中州科技

大學教師研究獎勵實施要點」刻

正研擬修法中。 
 
2.本校於「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

研習或研究辦法」104 年 11 月 20
日公告後日期至 107 學年度上學

期止，計有 20 位教師已完成半年

之產業研習或研究。目前尚未完

成人數計 93 位，後續將強化本校

行政支援環境，以協助教師能盡

速完成產業研習研究，以符技術

及職業教育法及教育部規範。預

計實施措施有：(1)運用獎補助經

費，推動教師至業界進行深度實

務研習，充實教師專業實務經

驗。(2)修正本校規範深耕服務辦

理內容，鼓勵教師利用寒暑假期

間進行實地服務或研究。(3)修正

本校教師評鑑研究績效評核項

目，針對完成產業研習或研究教

師，核予研究績效分數。 
 
3.本校有 2 位教師於 107 年獲科技

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受獎

勵教師為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鄒

國益教授、保健食品系李淑玲副

教授。 

各項研究計畫，檢討發現

部分教師對於產學合作

參與未具積極主動性，以

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或各部會委託研究案計

畫獲通過比率不高，使本

校不易爭取科研補助經

費。 

2,765,051 2,732,000 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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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經費 

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效之

原因分析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之比率 

發揮社會服務功能，落實

推廣技職教育 

持續申請與辦理即測即評及發證業務，方便

鄰近地區民眾及高職學生到本校考照。高職

學生到本校考照，認識本校特色，也有助於

招生宣傳效果。 

推展證照、培養專業技能，設有 39
個技術證照考場，在學生人數降低

的情形下，本校考照人數也逐年遞

減，積極拓展鄰近地區民眾及高職

學生到本校考照。 

無 

375,000 0 0.00% 

提昇校務行政效能，建構

優美溫馨校園 

1.解決學生交通問題，本校總務處協調客運

公司調整公車路線，延伸原有行駛路線，

進入校園，便於師生往返員林火車站與本

校之間。 
2.解決學生餐飲問題，設有便利商店，可提

供學生方便快速的飲食。另，協調鄰近餐

廳每日中午進入校院駐點，販賣便餐，逐

日變換餐廳與菜色，提供學生多樣化選

擇，解決師生「食」的問題。 

解決學生交通問題、餐飲問題，顯

示校方有合理快速因應策略及方

法。 

無 

750,000 0 0.00% 

備註： 
1. 預期成效(目標)：請依照學校最近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填寫擬定之預期目標。 
2. 實際執行成效：請確實呈現學校於最近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推動後執行之成效。 
3. 未達成預期成效之原因分析：本項請具體說明及檢討，如無，則填寫「無」。 
4.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率=使用獎勵補助經費/總經費 100%。 
5. 統計時間：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或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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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108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獎勵補助款 
面向 主計畫 

名稱 

子計畫 

名稱 
工作內容 

資本門 經常門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如：

學校自籌

款、科技

部…等) 

質化 量化 

活化招生對策，

就業導向課程改

革，培養務實致

用技術人才 

1-3 建 置 雲

端與數位輔

助學習，強

化教學品保

機制 

1-3-1 重 視

實用化教學

環 境 與 設

施，推動數

位輔助學習

教材資源庫 

根據各教學單位之中長程發展規

劃，提升教學品質，改善教學設

備，提升教學與研究，發展學校

特色。 6,847,695 0 6,300,000 2,819,305

1. 增購教學、研

究設備，提昇

教學品質及研

究能量。 
2. 整 合 專 業 設

備，提昇設備

的使用效益。

 

1.推動學生通過

科技部/民營企業

產學專題製作研

究。 

每院每年 3 案 

2.增加學生因自

我學習參賽獲得

獎勵案件。 
全校 3 案 

活化招生對策，

就業導向課程改

革，培養務實致

用技術人才 

1-3 建 置 雲

端與數位輔

助學習，強

化教學品保

機制 

1-3-2 推 動

學生多元學

習，培養學

生再學習能

力，塑造學

生多元學習

能力 

配合本校數位學習平台的建置，

建置雲端和數位教材輔助學習的

趨勢，打造一個學習無所不在，

與鼓勵主動學習的不中斷學習環

境，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專業認

知，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 900,000 0 6,150,000 477,000

3.各系建立學生

實作競賽特色案

例。 
各系每年 3 案 

發揚技職教育精

神，培育精公誠

毅青年 

3-3 蘊 育 具

開闊視野及

領導氣息之

現代公民 

3-3-1 強 化

輔導各類型

社團辦理學

習成果展演

活動 

1.辦理學生幹部核心能力訓練 
2.辦理校內社團評鑑 
3.舉辦社團指導老師會議及指導

老師評鑑 
4.辦理校園文化系列活動 
5.辦理社團嘉年華活動 
6.辦理體育競賽系列活動 
7.辦理名人講座 

350,000 300,000 0 2,657,580

1.鼓勵一系一社

團，成立以系所

特色出發之社團

，強化系所創新

與互動價值。 
2.輔導學生會統

籌辦理校內大型

活動，展現服務

熱誠活力與學生

自 主 之 社 團 活

動。 

1.藉辦理幹部核

心 能 力 訓 練 活

動。 
2.每年有 2 個社

團 參 加 全 國 社

團評鑑。 
3.全年度辦理 1
場。 
4.社團送舊相關

活 動 每 學 年 至

少 3 場以上。 
5.每學期有 5 個

具 表 演 實 力 之

社團。 



 

26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獎勵補助款 
面向 主計畫 

名稱 

子計畫 

名稱 
工作內容 

資本門 經常門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如：

學校自籌

款、科技

部…等) 

質化 量化 

6.每學年至少 3
場。 
7.每學年至少 2
場。 

發揚技職教育精

神，培育精公誠

毅青年 

3-3 蘊 育 具

開闊視野及

領導氣息之

現代公民 

3-3-2 補 助

教師並輔導

學生及社團

辦理校內外

各項交流與

競賽、全國

社團評鑑囊

獲獎項 

1.輔導社團與國內外、大專院

校、高中職、社區、民間團體

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2.輔導社團積極參與跨校性體育

競賽聯誼或交流活動。 
3.補助學生及社團參加校外各項

競賽活動。 
4.補助本校教師指導學生積極從

事校外競賽，培養學生創新思

考之模式，以提昇實務技能。

5.推動技能競賽，建立職能基

準，以利人才培育，減少學訓

用落差並能優先為企業或團體

所用。與教務處課務組協同合

作，開辦專業證照班，提昇專

業能力的培訓，並積極帶領學

生參與技能檢定之競賽，達到

證照與能力合一的目標。 

補助並鼓勵師生

及社團參加校外

比賽 

目標：透過競賽

獲得佳績媒體露

出機會，厚植本

校知名度。 

1.每學期辦理社

團成果展 2 場 
2.每學期有 3 個

運動或技藝性

社團可參加校

外比賽。 
3.補助學生及社

團參與校外競

賽，約 10 件。 
4.補助教師指導

學生參與競賽

件數。 
5.每學年開設證

照課程至少 6
門。 

師資結構規劃 
提升教學品

質落實教學

創新 

F2 教師適性

適所發展安

置計畫 

1.改善師資結構及師資素質 
2.持續調整生師比，改善專兼任

教師比例，以及專業及技術教師

比率，兼顧教學品質與人事成

本。 

0 3,500,000 4,500,000 500,000

改善師資結構及

師資素質 
2(學期) 

營造親近產學環

境，推動師生實

務增能，籌劃衍

生新創事業 

4-1 推 動 產

學合作，增

進實務研究

能量 

4-1-1 厚 植

研究發展實

力，深耕區

域產業合作

，擴大本校

產學合作能

1.推動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從事校

外專題競賽，補助教師指導學生

參賽或訓練相關經費，以培養學

生創新思考模式、實務技能與研

究能力。 
2.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之

0 1,680,000 0 100,000

1.藉由教師承接

公 私 部 門 產 學

案，建立產學合

作與教學連結機

制，擴大產學合

作能量。 

7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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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獎勵補助款 
面向 主計畫 

名稱 

子計畫 

名稱 
工作內容 

資本門 經常門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如：

學校自籌

款、科技

部…等) 

質化 量化 

量 績優成果，彰顯本校學生專業技

能教學成效。 
2.協助教師積極

投入產學合作，

活絡本校產學合

作機制。 
3. 整 合 校 內 能

量，整合服務在

地產業，提昇產

業需求技術。 

營造親近產學環

境，推動師生實

務增能，籌劃衍

生新創事業 

4-1 推 動 產

學合作，增

進實務研究

能量 

4-1-2 推 展

教師研發成

果、專利商

品化，提升

技轉成效 

1.補助教師進行研究而衍生之發

明申請、維護費用及參加國內外

成果展、發明展（發明競賽）之

參展費用。 
2.鼓勵教師投入公、私部門之產

學合作計畫、研究計畫等，依計

畫管理費核定金額給予獎勵點數

及獎勵金。 

0 1,827,695 0 162,305

1.師生發揮創新

及創意能力，將

創意之發想與發

明轉化為專利，

朝產業化之開發

邁進。 
2.教生參與專利

開發，強化學生

專題製作能力，

使學術與理論相

結合展示教學實

際之成效。 
3.建立產業與本

校教師合作研究

開發機制，提升

廠商與本校的研

究與智慧財產效

益。 

50 件 

營造親近產學環

境，推動師生實

務增能，籌劃衍

生新創事業 

4-2 
師生實務增

能，致力縮

短學用落差

4-2-1 推 動

教師至業界

研習，精進

教學實務經

驗，協助教

師多元升等 

1.制定「中州科技大學補助教師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實施要點」，鼓

勵教師參與國際性學術會議，發

表學術研究成果，增加學校國際

知名度，提昇國際學術地位。 
2.補助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註

冊費、交通費。 

0 900,000 0 0

1. 教 師 貼 近 產

業，提升實務教

學及研發品質。

2.教師至業界服

務，建立產學長

期互動模式，提

升實務教學能力

2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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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獎勵補助款 
面向 主計畫 

名稱 

子計畫 

名稱 
工作內容 

資本門 經常門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如：

學校自籌

款、科技

部…等) 

質化 量化 

3.藉由企業經營

模式，教導學生

職場專業技能，

提升學生就業成

效。 

活化招生對策，

就業導向課程改

革，培養務實致

用技術人才 

提升教學品

質落實教學

創新 

F2 教師適性

適所發展安

置計畫 

1.逐年改善助理教授師資結構即

核心專業專長師資。 
2.提昇教師教學、服務與研究之

教育功能。 

0 140,000 0 0
改善師資結構及

師資素質 

1.預估 1 位教師

申請進修補助 
2.補助 8 位教師

升等送審之外

審學者專家審

查費用及升等

著作之付梓補

助費 

提昇校務行政效

能，建構優美溫

馨校園 

6-1 
提升校務行

政系統效率

6-1-1 
推動校務行

政系統整合 

補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提昇行

政人員專業素養，以提供更佳的

服務品質與效能，提升行政運作

效能，建立高效能的學術環境。

0 100,000 0 0
改善行政人員素

質 

4 人次行政人員

業務研習、2 場

次研習 

提昇校務行政效

能，建構優美溫

馨校園 

6-3 
建構節能環

保之綠色生

態校園 

6-3-1 整合

強化現有校

園用電與用

水監測管制

系統 

建立永續校園、提高本校環保節

能意識。 
350,000 0 0 0

用電指標 EUI 值

較前一年度負成

長至少 1% 

1 式(光學無段

變焦投光燈) 

總計 － － － 8,447,695 8,447,695 1,6950,000 4,272,190 － － 

備註： 

1. 面向：以校務發展計畫為本，規劃學校發展面向，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校公共性及落實社會責任、其他

面向…等。 

2. 主計畫名稱：若為高等教育深耕面向之主計畫，請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名稱一致。舉例說明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之落實教學創新面向，學校

提出「培養學生國際與多元文化視野」之工作計畫，其計畫亦為此表對應面向之主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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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表現優異，獲獎連連： 
培養學生多方面興趣，鼓勵學生參加專業技藝（能）競賽，開拓視野，強化多元學習能力。並

推動整合式實務專題運作模式，訂定相關辦法補助本校教師指導學生積極從事國內外競賽，培養學

生創新思考，提昇實務技能。 

學年度 參加次數 得獎次數 金牌、第一名 銀牌、第二名 銅牌、第三名 其他獎項 
104 155 154 28 23 24 79 

105 113 110 32 16 23 39 

106 72 72 19 15 15 23 

合計 340 336 79 54 62 141 

預期達到（一）輔導學生將專業所學透過競賽途徑，加以實踐學習成果及驗收學習成效，（二）

建立學生對產業與實用技術之了解，縮短未來學生就業之落差之發展目標，加強鏈結學界與產業。 
2).國內外發明屢獲佳績： 

藉由獎補助資源輔助，自 2011 年起本校推動教師積極參與各大國際發明競賽，至 2018 年 10

月止，共獲 89 個獎項，如下表所示： 
競賽名稱 金牌 銀牌 銅牌 其他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1 11 15  

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5 5 1  

烏克蘭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 2 3   

波蘭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 5 5   

義大利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 2 1   

IIIC 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 11 14 4 1 

捷克國際發明展  2   

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  1   

預期將教師研發專利作品（技術）廣為宣傳，增加曝光度，行銷本校專利發明充沛能量，引發

業者洽談專利技術授權。透過參加展示會，尋求資金及商機等全方面的交流與媒合，將教師研究成

果導入商品化、產業化。 

3).成立三個特色研發中心，大幅提升產學研究能量： 
本校健康學院以健康和照顧為學院發展之特色，方向涵蓋健康促進、全齡照顧及人文關懷等三

大領域，成立「保健食品研發暨檢驗中心」，從事保健食品之研發及功效性評估等研究工作。同時

榮獲教育部「養生保健產品與市場開發特色典範三年計畫」、「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特色發展三年計

畫」，成立保健食品研發暨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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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工學院發展在於結合地方產業發展特色，以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綠色產業與智慧科技為

主要發展主軸，結合校級智慧科技研發中心與院級創意產品及模具技術研發中心進行製品設計與製

造暨模具加工技術之研發與智慧製自動化應用為目標，院級設立「創意產品與模具技術研發中心」，

協助在地創意產品與模具相關產業朝高附加價值之創新產品發展，創造產業與學術雙贏局勢。展現

出來的成果與績效，包括機動系之模具開發「產業人才扎根計畫」多次獲獎績優計畫；電機系參與

教育部「TDK 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更是全國唯一連續三年進入冠亞軍決賽；而

教師於專利申請、國際發明展上亦屢獲獎項的肯定。多遊系發展主軸在電競產業的電競人才培育及

多媒體及遊戲設計技術，在 106 年建立了中台灣第一座電競實戰基地，藉著舉辦多項電競賽事培養

賽事企劃及直播技術人才頗有成效，並在 106 年的「2017 綠遊農場智慧導覽遊程創意競賽」中囊

括「行動 APP 遊程組」全國第一名、第三名（兩組）及 2018 李國鼎 KT 科普動畫工作坊成果選拔

第一名。並在 107 年彰化縣政府辦理「107 年青年職場實務訓練獎勵計畫心得報告競賽」獲得佳績，

本系學生榮獲第一名、第三名及佳作各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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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觀光與管理學院目的在整合商管領域知識和發展具創意經營與服務管理之產業特色，成立

「智慧雲端與大數據研究中心」，配合行政單位與工學院、健康學院之執行方案，發展服務創新，

推動各項產學合作計畫，提供中小企業經營改善輔導與企業資源規劃導入之診斷諮詢，提升企業獲

利率與降低經營風險，促進國家中小企業健全發展，共同建立學校特色。 

 

本校工學院、觀光與管理學院、健康學院教師之研發能量，已經獲得大幅的肯定，與產業界密

切合作日漸密切，尤其近年來所建立的相關產學內外部環境基礎建設，已著實發揮具體之功效，帶

動各系與產業界完成實質之交流外，並對學生未來之就業有相當的幫助。 

 
4).成立 93 個證照檢定考場，全國中區第一 

本校教學設備優良，特別設置 119 間專業教室，許多教室符合勞動部技能檢定考場標準。目前

已經成立 93 個證照檢定考場，平均每一系有 9 個專業教室，有 7 個證照考場，在全國證照考照環

境規劃上名列前矛；本校學生不但能就地考照，且能運用各系專業環境，強化技術能力，學生擁有

技能證照張數共 23,350 張，對本校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力，有實質的幫助。 

 
5).推廣教育成果豐碩 

本校落實在地產業，本校以全方位生涯發展的觀點，整合校內外資源，建構終身教育的學習系

統。終身教育之核心價值在於「關心生命，激發潛能」，進而達到「終身學習，及時受用，即時學

習，終身受用」之教育目標。本學習系統的主要服務對象有三種類別：在校學生、畢業校友和社會

CADCAM 

CAD/CAE

精密量測

金屬成形

射出成形

粉末冶金

創意產品 
與模具技術 
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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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冀望透過證照輔導，培養專業技能，一手證照一手文憑；成功教育經驗，提供社會大眾多元

服務，鼓勵社會大眾終身學習；進而塑造學校形象，深化在地經營。 

本校 3 個學院與本校終身教育處，廣設推廣教育班，在執行經費、訓練人次及開課班次上每年

度有穩定幅度之成長，自 103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累計辦理 190 班次，培訓學員總數 6,671 人次，

總執行經費計 135,546,887 元。 

 

參、108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108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發展目標 
本校以達到「教學追求卓越、研究扶持創新、服務重視品質、推廣造就健康」為發展願景；落

實「建構優質學習環境、落實適性學習教育、提昇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深化國際競爭力、精緻卓

越發展、培育產業專業人才」的發展目標，創造獨立特色、區域性實用型之技職學府，提供培育「在

地學子」能安心就學、成長的環境，結合本校現有資源與優勢，擬定六大策略，決心發展成為「區

域性實用型之優質科技大學」。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六大重點策略：「活化招生對策，就業導向課程改革，培養務實致

用技術人才」。「配合新南向政策，引進海外生源，強化學生國際移動力」。「發揚技職教育精神，培

育精公誠毅青年」。「營造親近產學環境，推動師生實務增能，籌劃衍生新創事業」。「發揮社會服務

功能，落實推廣技職教育」。「提昇校務行政效能，建構優美溫馨校園」。共 44 個行動方案，分為基

礎面向、精進特色及自訂項目，做為管理考核之指標，管考內容依特性，設定其質化或量化指標做

為管考依據。 

為達成計畫目標，透過建立校內自我管考機制如下： 

(一)成立考核評鑑小組：由校長擔任小組召集人，邀請各單位代表參與檢核評鑑，檢討改進各

項實施計畫，有效達成中長程發展計畫目標。 

(二)擬定考核評鑑辦法：本計畫均有規劃相關管考指標納入年度工作計畫，並於年度計劃執行

完竣後，依年度及績效評鑑指標分組考核評鑑，檢討得失，以為下年度執行之參考。 

 
本校研提之高教深耕計畫，定調為「中州轉型質變深耕計畫」，其緊密結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之六大重點策略，依高教深耕計畫之精神-「發展學校特色」、「落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高教公共性」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提出七大分項計畫，22 個子計畫，冀望藉由高

教深耕計畫之規劃與執行，落實教學品質，提升身心靈成長，促進健康生活，讓中州轉型質變進而

翻轉形象。力求校務轉型質變深耕，反轉少子化的經營困境；落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創建

唯一特色，深耕創意樂活產業人才；以食品安全、智慧自動化、雲端與大數據為研究中心主軸，建

構「與產業鏈結實用課程」改革，建立學院特色品牌課程，達成學用零落差的特色人才培育目標、

提升高教公共性，以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計畫推動策略為： 

(一)以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為業務推動窗口，副校長室之教學卓越辦公室負責計畫管考，全校

3 個學院 14 個系所全體師生動員參與計畫的設計與執行。 

(二)結合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總務處、圖資處、終身教育處、國際交流中心、通識教育

中心等行政部門整合與支援計畫的推動。 

(三)計畫畫期程之管考，將依「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草案），以審核計畫之經費及

執行進度，並提供計畫執行方向之修正建議，俾使補助經費得以完全發揮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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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年度各項經費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執行內容及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如附表六至十九） 

(二)預期實施成效資本門 

 

資本門 

項目 預期效果 

1. 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

書館自動化設備、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等) 

3. 增購教學、研究設備，提昇教學品質及研究能量。 

4. 整合專業設備，達到資源的共享，提昇設備的使用效益。 

5. 提昇專業證照的持有率，提昇就業市場競爭力。 

6. 建置優質校園數位學習環境。 

7. 建立特色實驗室，增進產學合作專題研究及技術服務能量。 

8. 提昇圖書服務功能及豐富館藏。 

9. 增購電子期列與資料庫，滿足師生教學、研究需求。 

2. 訓輔相關設備 
1. . 強化學生社團活動，提升人文及活動素養。 

2.  拓展優質校園生活機能及活絡學生課外活動。 

3. 其他 建立永續校園、提高本校環保節能意識。 

經常門 

項目 預期效果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1. 教師專業技能及教學品質的提昇。 

2. 提昇教師專業能力，熟悉產業的發展重點，協助學生學習。 

3. 改善師資結構及師資素質，提昇學術地位。 

4. 宏揚中州實作能力，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模式。 

5.  教材生動內容充實提昇學習成效。 

6. 逐年提昇師生比。 

7. 逐年改善助理教授師資結構即核心專業專長師資。 

8. 提昇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能量。 

9. 提昇教師教學、服務與研究之教育功能。 

2.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1. 強化本職學能，提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2. 優質化服務品質、增強專業知能。 

3. 學生事務與輔導 

1.  提高本校學生課外活動的參與度與職能。 

2.  提升學生品德，強化對生命的認知與關愛，增進對性別差異的尊重。

3.  深化學生服務的理念與價值。 

 
三、 整體發展經費使用原則及相關說明 

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辦理，共分為資本門與

經常門兩大項目，其分配比例各佔 50%：50%。本校經費分配係由研發處、學術單位、學務處、總

務處、圖資處分層規劃再由專責小組討論決議與修訂預算分配比例決定各項金額後，納入支用計畫

書中，相關單位依教育部獎勵補助支用辦法執行(架構如下頁圖所示)。 

（一）資本門之編列係根據「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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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學生數、師資等比例，配合其所申請之硬體設施及前年執行成效等，統計成「各系所經

費分配執行比例表」，提出由專責小組討論議定細項之分配比例。 

（二）經常門由研發處與學務處負責規劃，議定各細項之分配比例後提交專責小組決議與核定。本

校獎勵補助經費規畫運用與分配作業管控圖如下所示： 

中州科技大學「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劃運用與分配作業」管控圖 

 

 
 



 

35 

肆、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1. 學校定位為「區域性實用型之優質科技大學」。   

2. 為因應深耕計畫所需，各校均須經由校務研究分析各項校務治理資

料，以為校務決策參考，故需設立校務研究相關單位。根據組織系統圖，

學校尚未設立校務研究相關單位。 

1.本校已經成立校務研究研究中心，並於 107/12/26 公告

增訂「中州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由黃校長

擔任中心主任，刻正規劃展開業務推動與運作中。 
2.本校先前已於 106 學年委由智慧雲端與大數據研究中

心運用所採購程曦資訊 School Insight 2.0 系統，進行「大

數據視覺化分析平台用於生源分析」之建置，協助招生

單位登入平台以視覺化方式檢視及分析生源，進而研擬

招生對策。 

 

3. 105-107 學年學生數、教職員數均下降，全校註冊率已趨近 50%，未

來校務重點應考慮院系所整併，均衡系所發展規劃，深耕在地辦學招生

策略，穩定生源及報到率。 

1.已將 13 系所資源及師資專長整合並報部審核中，預計

109 學年度中州科大全校系所為 9 個系，2 個研究所。 
2.  
(1)參加及辦理各項招生宣導活動，規劃媒體宣傳，提昇

學校形象，拓展學校知名度 
(2)高中職學校招生集中及分班宣導，藉由雙向面對面的

交流，解答學子心中的疑惑。 
(3)參加各校及技職博覽會讓更多學生、教師及家長，更

了解本校特色。 
(4)高中職專題輔導計畫或合作計畫，定期協助高職學生

輔導專題,藉由專業教師至各高中職校進行專題輔導，與

本校資源共享，取得與高職學生教師信任。 
(5)邀請高中職學生校蒞校參訪。 
(6)與產業結合共同訓練學生以減少學界與業界技術落

差，落實務實致用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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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4. 預估 107-112 學年度學生數統計表如表二，似依比例在各學制減少學

生數，如是，院系所級學制依舊，請學校說明校務成本如何維持。 

1.已將 13 系所資源及師資專長整合並報部審核中，預計

109 學年度中州科大全校系所為 9 個系，2 個研究所。 
2.本校目標朝向小而美之專業科技大學並均衡系所發展

規劃，深耕在地產、官、學招生策略，穩定生源及報到

率。 
3.本校目前全校人數高於 3000 人，教師人數已調降為 100
多人，生師比可維持 30，有助永續經營。 

 

5. 強化與精進教師教學能力及第二專長，辦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系列研

習及工作坊，擴大專題講座及協同教學。有助院系所調整，惟推動成效

如何請予補充說明。 

1.已將 13 系所資源及師資專長整合並報部審核中，預計

109 學年度中州科大全校系所為 9 個系，2 個研究所。 
2.  
(1)參加及辦理各項招生宣導活動，規劃媒體宣傳，提昇

學校形象，拓展學校知名度 
(2)高中職學校招生集中及分班宣導，藉由雙向面對面的

交流，解答學子心中的疑惑。 
(3)參加各校及技職博覽會讓更多學生、教師及家長，更

了解本校特色。 
(4)高中職專題輔導計畫或合作計畫，定期協助高職學生

輔導專題,藉由專業教師至各高中職校進行專題輔導，與

本校資源共享，取得與高職學生教師信任。 
(5)邀請高中職學生校蒞校參訪。 
(6)與產業結合共同訓練學生以減少學界與業界技術落

差，落實務實致用之精神。 

 

6. 深耕創意樂活產業人才；以食品安全、智慧自動化、雲端與大數據為

研究中心主軸，其中策略三之發揚技職教育精神，培育精公誠毅青年，

為何僅學務處主責請予補充說明。 

1.已將 13 系所資源及師資專長整合並報部審核中，預計

109 學年度中州科大全校系所為 9 個系，2 個研究所。 
2.本校目標朝向小而美之專業科技大學並均衡系所發展

規劃，深耕在地產、官、學招生策略，穩定生源及報到

率。 
3.本校目前全校人數高於 3000 人，教師人數已調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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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生師比可維持 30，有助永續經營。 

7. 學校在持續推動「區域性實用大學」之校務發展之際，宜強化如何結

合在地特色與區域位置之整合性做法，並落實學校定位與校務發展之契

合性規劃。 

本校定位為「區域性應用型之優質科技大學」並培育學

習者成為兼具區域性和實用型之實用專業人才。本校目

前學生與教師約有 80%左右來自於中彰投地區，目前相

關之產學合作案、就業學程計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學生競賽、合作廠商多為彰化地區之廠商，包括彥豪金

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摩特動

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原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和

勤精機股份有限公司、鐘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佐岡鋼

鐵有限公司等，多為彰化地區之廠商，可以整合區域之

產業聚落。 

 

8. 校務發展計畫發展方向明確可行，定期滾動修正，惟永續規劃部分未

明確。 

目前依據本校 105-109 學年度(107 修訂版)之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編列支用計畫書。目前已著手編纂 108-112 年

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已永續經營規劃為原

則，以因應少子女化與高齡化之影響，產業發展需求鉅

變，經濟景氣普遍不佳，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降低教師

教學壓力，教學研究結合產業需求等方向來重新規劃，

從課程、師資、設備、系科整併等方向著手，此階段規

畫之目標包含學生人數大於 3500 人，學雜費收入低於

60%等。 

 

9. 學校未於「學校基本資料」中，填寫「新生來源分析」，僅在學生總

量控制政策下，依據新生報到率預估 107 至 111 學年度學生人數，雖

仍具參考價值，但不若依據「新生來源分析」對招生策略招致之效果來

得有效。 

感謝委員提醒。已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

正。 

本校新生來源主要來自大中部地區，為因應少子化來

臨，本校特地擴大招生區域並給予新竹以北、嘉義以南、

花東及離島地區住宿免費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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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表 8「個人電腦及相關設備統計」之 4 個欄目分別為「電腦教室」、

「單槍投影機」、「廣播教學系統」及「網路設備」，並未呈現「個人電

腦」，故表之名稱以修正為「電腦教室及相關設備統計」較宜。 

感謝委員提醒。已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

正。  

11. 107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合計為 851 萬 2,000 元，截至近 11 月

底執行 524 萬 9,537 元，執行率為 61.67%，進度嚴重落後，無法發揮獎

補助經費之使用效益。 

感謝委員提醒。將於 108 年度加強執行。 

 

12. 學校自我定位為區域性實用型之優質科技大學，只在培育兼具區域

性與實用性之工學、觀光與管理及健康領域之專業人才；學校也進行

SWOT 分析，提出策略矩陣及選定校務發展的六大策略。惟學校在弱點

Weakness 分析時，曾提出學生能力／素質／學習態度不佳、學校地點

差，知名度低等缺點；但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中，卻未見對應的策略以

改善學生的現況；在學校提出的六大策略中，亦未見學校提出教學創新

方法改善的策略與行動方案，恐無助於學校校務發展及辦學績效提升。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目前已著手編纂之 108-112 年度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將重新審視 SWOT 分析結

果，提出因應之策略，包含教學創新、課程因應學生特

色、師資改善、設備整合、系科整併等方向著手，以永

續經營規劃為原則。 
 

1. 各學年度短期交流陸生人數劇減，各學年度招收國際學位生（新生人

數）也在 106 學年減至 34 生，如何自謂：在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與交換

生政策及措施已有成效？宜提出更有效之推動策略。 

在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與交換生政策及措施成效，本校 104
學年境外學生為 6 個國家、105 學年增加至 9 個國家、

106 學生增加至 11 個國家。配合教育部南向政策開發新

境外生市場由原本 6 個國家增加至 11 個國家，規劃陸續

開發新國家招收更多境外學生與交流學生。 
新開發國家招生第一批學生為種子學生，推動藉由口耳

相傳達到招生目的。並積極透過下列方式進行宣導，以

讓就讀(交流)學生人數求穩定 
1.網路宣導：即時更新學校舉辦或外籍生參加校內外活

動之訊息，讓未來學生及家長，在來臺之前能先瞭解學

校概況；亦能透過網路管道直接諮詢，以免去昂貴通話

費用。 
2.多語言簡介：本校邀請境外生拍攝學校簡介影片並製

 



 

39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作中.英.日.越等版本招生影片，以生活化呈現境外生在

台學習點滴。 
3.學生心得交流：邀請就讀(交流)本校之學長姐，自製學

習交流成果，向未來學弟妹們進行宣傳交流。 
4.學伴志工：邀請同國籍學長姐來協助新生，讓學生在

來校前就有一份親屬感，可降低新生對於陌生環境的不

安感；抵校報到後，由學伴志工協助入住等事宜，讓學

生能快速熟悉環境。 
5.姐妹校締約：除了與現有姊妹校維持交流之外，本校

也積極向新學校或機構進行締結，讓學生能透過多元管

道認識中州，如夏令營等。 

2. 營造親近產學環境，推動師生實務增能，籌劃衍生新創事業之辦學特

色未達預期成效，檢討發現部分教師對於產學合作參與未具積極主動

性，以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各部會委託研究案計畫獲通過比率不

高。可擬更具誘因的鼓勵措施。 

1.感謝委員建議。 
2.本校已就此現象研擬相關改善措施及鼓勵方案，並列

入本校 108-112 校務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優化行政

支援環境，凝聚教師產學共識」行動方案內，預期將有

助本校產學合作績效提升。 

 

3. 經費支用表中，與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之經費為零，兩者應有其搭配

性。經費規劃要採購的方向不明，請說明量化指標所謂的兩案、三案、

20 所指為何。 

感謝委員建議。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4. 在 107 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之經費以活化招生對策、就業導向課

程改革、培育務實致用技術人才共編列 26 萬元（附表 4），似可相對提

升以落實成效。此外，108 年度經費之預估辦理成效之資經門獎補助款

共 2,190 萬元，學校自籌款僅 477 萬元。部分預期成效之質量化檢核宜

強化成效的產出性指標。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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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表 4「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情形」之僅有

的 6 項辦學特色中，有下列諸項缺失： 

6. （1）「配合新南向政策，引進海外生源，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發

揮社會服務功能，落實推廣技職教育」及「提升校務行政效能，建構優

美溫馨校園」三項辦學特色未投入任何經費。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7. （2）「營造親近產學環境，推動師生實務增能，籌劃衍生新創事業」

辦學特色，無實際執行績效。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8. （3）6 項辦學特色計畫使用經費（含自籌款）為 373 萬 7,276 元，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370 萬 1,799 元，似未涵蓋全部之經費。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9. （4）表中「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率」一欄之數字均計算錯誤。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10. 學校 108 年度經費配置並未預估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主要以獎勵補

助經費支應年度各項校務發展計畫之經費需求，對應高教深耕四大面向

著墨不多，不易連結到教學創新及學校特色發展。 

本校已成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已設置中州科技

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107.12.19 107 學年

度第 1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通過)，其中已聘任辦公室成

員，其中副執行長及副執行秘書，將由研發長、研發處

校務企劃組組長擔任之，可以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與

高等教育深根計畫結合，做整體校務發展之規畫，以達

到教學創新及學校特色發展目的。 

 

11. 108 年度所有經費支用的面向，除面向 6-3-1 及面向 3-3-2 未見對應

的主計畫外，其餘各項經費支出，其主計畫均對應到高教深耕計畫的「提

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單一面向（包括教師安置計畫與社團輔導計

畫），做法有待商榷。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1. 原配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

或研究實施辦法」、「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教師產業研習研究實施要

點」等各項政策，加強推動任教滿六年之教師至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

1.本校於 105 年 4 月 27 日已制訂「中州科技大學推動教

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規範教師進行產業研

習研究之作業規定，並設有推動委員會，審議教師進行

產業研習研究完成進度、教師完成產業研習研究成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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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藉此

提昇本校產學合作績效。因為達成預期成效，請學校說明要如何達成法

規要求。 

查等。 
2.強化本校行政支援環境，以協助教師能盡速完成產業

研習研究，以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及教育部規範。預計

實施措施有：(1)運用獎補助經費，推動教師至業界進行

深度實務研習，充實教師專業實務經驗。(2)修正本校規

範深耕服務辦理內容，鼓勵教師利用寒暑假期間進行實

地服務或研究。(3)修正本校教師評鑑研究績效評核項

目，針對完成產業研習或研究教師，核予研究績效分數。

2. 108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僅列「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

創新」主計畫？而子計畫亦未周全？量化預期成效／目標似顯簡略（如

3 案、1 場等）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3. 附表 5「108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中，主計畫「提升

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未訂定量化指標；面向「4-1-1 厚植研究發展

實力，深耕區域產業合作，擴大本校產學合作能量」、「4-1-2 推展教師

研發展成果實力、專利商品化，提升技轉成效」及「4-2-1 推動教師至

產業研習，精進教學實務經驗，協助教師升等」之預期成效量化指標均

僅填寫一個數字，未列出單位，無法認知在描述何事？請學校進一步檢

視。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4. 附表 5「108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中，所有主計畫之

經常門獎勵補助款之總和為 1,090 萬元；與附表 6「108 年度經費支用

預估情形一覽表」中，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編列 1,100 萬元不符。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5. 全年度未見編列「資料庫訂閱費」及「軟體訂購費」，恐將造成教學

及研究資源之不足。 

1.本年經費運用重點在圖書館系統更新，以提升全校師

生更好的服務品質。 
2.軟體部份，除了全校授權軟體(如微軟 VLSC)之外，本

校往年均由各系依需求購買相關專業軟體，108 年度

各系擬購置專業軟體簡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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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系：XXX 
YY 系：YYY 
ZZ 系：ZZZ 

3.在經費限制下，資料庫部份目前館內提供檢索的資料

庫有 Journal Citation Report、Web of Science、EBSCO 
Vocational Studies Premier、CJTD、餐飲文化暨管理資

料庫與台灣商學企管資料庫等等。另外，也補助教師

申請 IEL 帳號，以利教師檢索 IEEE 資料庫。 

6. 附表 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中，優先序

29「索式萃取裝置組」之規格過於詳細，是否會造成採購上符合此規格

之產品過少，或易於誤認有鎖定特定產品之嫌。其他多項設備之規格亦

有類似情況。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資本門購置項目規格內容。 
 

7. 附表 13「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中，中文圖書

及西文圖書依表格所示，其「單位」為「冊、卷」，而非學校所填寫之

以「批」為單位。 

因每本書的價格差異很大，只能以批為單位，例如 107
年度中文圖書共 297 本，平均 329.9 元。108 年度，預計

採購中文圖書約 290 本(以 345 元本計)，西文圖書約 62
本(以 1,600 元/本)。 

 

8. 附表 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中，

優先序 3「平板電腦」之規格訂為「Apple 2018 ipad 32GLTE 版（含）

以上等級」並不適宜，除過於簡略外，恐有指定廠牌之疑慮；優先序 6 及

優先序 7 亦有類似情況。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資本門購置項目規格內容。 
 

9. 學校學生人數由 105 年度的 4,109 人，降至 107 年度的 3,383 人，

專任教師人數由原有的 142 人降至 117 人，行政人力亦由原有的 80 人

驟降至 55 人；教師與行政人力的不足，恐會影響支用計畫書中計畫目

標的達成，以及支用計畫執行的效能。 

感謝委員提醒。校方將逐步改善，補聘學校行政人力，

以體恤教職員工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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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10. 在上一學年度辦學績效與經費支用上，附表四中學校並未提出預期

績效衡量的量化基準，實際執行成效亦未見績效指標的量化成效，無法

比較學校實際的績效達成情形。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11. 在 108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成效上，附表五顯示，多個面向的量化績

效指標過於簡化及闕漏，經費使用效益不易評估；如第 26 頁的面向

1-3-1（無績效指標及基準）、1-3-2 第三項量化指標（是各系 3 案還是

全校 3 案？）、6-3-1（11 組是何意？）；其它如第 27 頁的教師安置計

畫、第 28 頁的面向 4-4-1、面向 4-4-2 量化績效指標均不易理解。另第

27 頁面向 4-2-1 工作內容是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而質化指標說明

包括教師貼近產業提升實務教學及研發品質、教師至業界服務，建立產

學長期互動、及藉由指導學生專業技能…等三項指標，而量化衡量指標

僅寫 20，沒有文字說明，內容不易了解。 

感謝委員提醒。於 108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修正。

 

12.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學校核定約 774 萬左右（第 22 頁，附表 3），

108 年度編列 2,190 萬（附表 4，第 29 頁，與第 36 頁附表 6 的 2,200 

萬數字金額不同），經費編列大幅成長，對應的績效衡量與管理措施亦

需強化，建議學校適度補強經費支用的績效推動與管理機制。 

感謝委員提醒。不足部分再由高教深耕計畫及自有經費

編列預算補助，本校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皆訂有相關法

規、要點規範，以提高教學品質，依法辦理。  

13. 部分資本門購置項目，如攝影機、相機之規格指定像素（如 2,420 萬

像素），恐造成限制產品，出現投標廠商過少的現象，建議或可改為多

少像素以上，以增加資本門項目採購的選擇性。 

感謝委員提醒。資本門購置項目規格內容皆已加註『同

級或含以上等級』。  

備註：依教育部 108 年 4 月核配函文附件之審查意見進行回覆 

伍、108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設備規格說明書及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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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勵補助款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8,447,694 8,447,695 852,306 852,305 9,300,000 9,300,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1.

2.

3.

【附表6】108 年度經費支用預估情形一覽表

小計

占總金額比率

金額

比率

獎勵補助款 總金額自籌款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二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五十；其經費之使
用，應依各校支用計畫所編列者為準，經常門預算至多得流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五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
四十五。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更經常門及資本門比率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列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行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財
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十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比率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理。

備註：

16,895,389 1,704,611

90.84% 9.16%
10.09%

18,600,000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學校應自籌本獎勵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

附表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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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補助經費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支用說明 金額 占資本門比率

□ 是　■否

□ 是　■ 否

□ 是　■否

備註：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三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
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50%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

【附表7】近三年重大修繕維護工程說明表

年度

106

107

108

附表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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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教學及研究設備(請另填寫【附表11】) 6,847,694 81.06% 852,306 100.00%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請另填寫【附表12】) 350,000 4.14% 0 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請另填寫【附表13】) 550,000 6.51% 0 0.00%

小計 7,747,694 91.71% 852,306 100.00%

二、 350,000 4.14% 0 0.00%

三、 350,000 4.14% 0 0.00%

8,447,694 100.00% 852,306 100.00%

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理、
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請另填寫【附表
15】)

總　計

【附表8】108年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表

備註：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十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比率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理。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2%以上(不含自籌款金
額)(請另填寫【附表14】)

教學及研究設備(含
圖書館自動化設
備、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等)

一、

附表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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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新聘(三年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備註1) 2,000,000 23.68% 500,000 58.66%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備註1) 1,500,000 17.76% 0 0.0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備註1) 0 0.00% 0 0.00%

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1,680,000 19.89% 100,000 11.73%

研究(獎勵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
師多元升等機制)

1,827,695 21.64% 162,305 19.04%

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 900,000 10.65% 0 0.00%

進修(備註1) 30,000 0.36% 0 0.00%

升等送審 110,000 1.30% 0 0.00%

小計 8,047,695 95.27% 762,305 89.44%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75,000 0.89%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備註2)(請另填寫
【附表17】)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225,000 2.66% 0 0.00%

小計 300,000 3.55% 0 0.00%

三、 100,000 1.18% 0 0.00%

四、 0 0.00% 0 0.00%

【附表9】108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請另填寫【附表16】)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5%以內(不含自籌款金額)

二、

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不含自
籌款金額)

一、

改善教學、教
師薪資及師資
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60%以
上(不含自籌款
金額)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寫【附表18】)

附表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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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附表9】108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請另填寫【附表16】)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資料庫訂閱費(備註3)(請另填寫【附表19】) 0 0.00% 0 0.00%

軟體訂購費(備註3)(請另填寫【附表19】) 0 0.00% 0 0.00%

其他(備註4) 0 0.00% 90,000 10.56%

小計 0 0.00% 90,000 10.56%

六、 0 0.00% 0 0.00%

8,447,695 100.00% 852,305 100.00%

1.

2.

(1) 經常門獎勵補助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1/4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4)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3)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附表之使用說明D2，經常門得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單價在1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總　計

備註：

本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百分之六十以上供作下列經費所需：(1)新聘(三年以內)且符合校內
授課規定及有授課事實之專任教師薪資：校長、公立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領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2)提高現職專
任教師待遇所需經費：包括比照中央政府一百零七年度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公立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標準所提高之現職專任教師薪資所需經費及
彈性薪資。(3)推動實務教學（包括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獎勵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研習（
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進修（護理高階師資不足之學校，應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兼任師資授課鐘點費(備註5)

五、 其他

附表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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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附表9】108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請另填寫【附表16】)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3.

4.

5.

6.

7.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十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比率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理。

授權使用年限在2年以下之「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項目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
下。

為保障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擔任兼任助理之學習及勞動權益，各校依本部104年6月17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理
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認定校內兼任助理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並依學習或僱傭等不同關係設計相關配套措施（包含各項權利義務關係）者
，如有符合上開處理原則有關學習型助理之獎助金或勞僱型助理之薪資及勞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得列入經常門「其他」項下。

已申請「兼任師資待遇成效」獎勵經費並獲核定之學校，所獲核定之經費得用於支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本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勞。

附表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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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 系統伺服器

1. CPU：實體雙CPU Xeon
2.0GHz雙核心(含)以上或同等級
相容機種
2. RAM：4GB(含)以上
3.硬碟(HDD)：可熱插拔SCSI或
SAS或SATA硬式磁碟機146GB
(含)以上4個(四個必須同型號)
4.磁碟陣列卡(RAID Card)：須
支援RAID-5規格
5.DVD光碟機
6.網路卡(NIC)：2片
7.顯示器
8. 1 KVA(含)以上UPS Online(不
斷電系統須與主機做連線控制)

1 台 100,000 100,000
建置教學用套裝軟體，管
控端授課、測驗及資料庫
備份使用。

行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44

7-8月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附表1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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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2 伺服器軟體

1.中文版作業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含)以上  版本：
標準版(含)以上(Small Business
Server(SBS)版本除外)
2.MS SQL Server中文版：2012
R2(含)以上版本：標準版(含)以
上
(授權使用年限：2年)

1 套 100,000 100,000
充實教學設備，內容可加
密連線學校或軟體商伺服
器，資料庫儲存、備份。

行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44

7-8月

3 印表機

1.雷射式：黑白/彩色皆可
2.雷射列印速度：16ppm(含)以
上
3.解析度：600dpi(含)以上
4.可列印最大紙張尺寸：A4(含)
以上
5.能連結於同一區域網路上，含
外接式或內建式網路列印伺服器
裝置

3 台 12,000 36,000 搭配電腦設備資料列印用 行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44

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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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4 廣播設備

教學廣播教學設備-支援
WINDOWS 7(含)以上，(1老師
+50學生)版
無硬碟系統-支援WINDOWS
7(含)以上，(1老師+50學生)版
含無線擴音設備。

1 套 200,000 200,000
專業電腦課程授課使用，
老師教學廣播示範

行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44

7-8月

5
最佳進銷存（
後台）

1.系統設定
2.基本資料：現有客戶、潛在客
戶、廠商、貨品等資料維護。
3.單據維護：交易單據處理、採
購訂單處理、應收付帳款處理
4.報表作業：交易單據處理、採
購訂單處理、應收付帳款處理。
需有：1.銷退貨報表；2.進退貨
報表；3.出入庫報表；4.訂單報
表；5.採購報表；6.應收款報
表；7.應付款報表；8.調整報表
5.統計分析：綜合分析報表
6.資料維護
7.輔助工具
永久授權使用

1 套 60,000 60,000

強化門市課程後台訓練之
相關設備。並延伸發展到
商店倉庫管理、進出貨與
供應鏈、物流、金流等。

行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44

7-8月

附表11 - 3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6

POS銷售管理
軟體及交換服
務管理系統（
前台）

1. 主機、螢幕、收銀錢櫃、價格
顯示器、掃描器、標準二聯式發
票印製機、客顯器及POS收銀機
基本軟體，POS系統可在
windows作業系統下使用
2. 檢附POS規格相關資料，如收
銀員交接班、結清（日/月/年）
操作的明細表
3. POS系統功能（符合POS基本
功能）
4. POS系統Layout及function操
作使用
5. POS商品資料庫/ABCDE類or
大中小類的商品主檔
永久授權使用

1 套 60,000 60,000
強化門市課程前台訓練之
相關設備。

行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44

7-8月

7 滾筒式乾衣機
容量>15kg
電源 120V / 60Hz
額定消耗電功率 630W

1 台 45,000 45,000

整體造型實習商店輔助教
學設備組-消毒衛生設備
組-滾筒式乾衣機美容美
髮實習商店課程教學設備

時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90

7-8月

附表11 - 4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8 縫紉機

>30種針趾花樣、LCD液晶顯
示、手控/腳控兩用、自動穿線
裝置
可調範圍：0.0~7.0 mm、縫紉
速度：每分鐘70~710針、補助
床及自由臂、單手切線器、操控
按鈕集中、可快速更換壓布腳、
應用於重磅織物縫紉、可調降送
布齒

1 台 18,000 18,000
整體造型實習商店輔助教
學設備，校內設立更能增
加學習機會。

時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90

7-8月

9 拷克機

2／3／4線拷克
自動穿線系統、下勾針穿線系
統、差動送布裝置捲邊及密拷、
LED 冷光燈照明彩色穿線圖、巧
臂裝置 + 輔助板

1 台 17,000 17,000
整體造型實習商店輔助教
學設備，校內設立更能增
加學習機會。

時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90

7-8月

10
AR(3D)導覽系
統

3D虛擬實境720度全景拍攝及剪
輯製作/3D 虛擬實境導覽網頁樣
版製作/3D 虛擬實境導覽網頁後
台軟體系統/3D觸控機台

2 式 196,500 393,000

透過3D 虛擬景點導覽系
統不僅能讓使用者更加方
便，亦充分達到「認
識」、「學習」、「導
覽」以及「互動」等功
能。

觀光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70

7-8月

附表11 - 5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1 數位講桌電腦

1.Intel Core i7
2.記憶體：8GB DDR4
3.硬碟：1TB (7200RPM)
4.固態硬碟：M.2 SSD SATA
128G
5.光碟機：DVD RW
6.作業系統：Windows 10 家用
版 (64 bit)
7.usb多孔插座
8.22吋電腦液晶螢幕
含以上等級

2 台 30,000 60,000 提供互動教學使用 觀光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70

7-8月

12
AR互動開發與
展示設備平台

1.系統開發工作站
2.AR虛擬導覽互動電子桌

1 組 261,000 261,000
1.充實教學實驗設備
2.提供學生專題製作

資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57

7-8月

附表11 - 6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3 美髮桌

˙桌面採天然花崗石,堅固耐用美
觀，耐酸、耐腐、耐刮、耐壓，
便於清整。
桌體採鐵製烤漆黑色材質，鏡台
以不繡鋼框架製雙面鏡台。
雙面鏡台設立控制伸縮拉桿可垂
直拉起放下鏡台，安全、省力。
˙腳踏板可放置物品，座位安置
吹風機架與電源插座 。
˙桌下設立椅子置架，便於收納
，不佔空間更便於清理環境。尺
寸:W91*L150*H81cm±5％

10 張 20,000 200,000
整體造型彩妝設備組美容
美髮實習課程，建置彩妝
教室

時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90

7-8月

附表11 - 7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4
雷射測距儀實
驗設備

內含SF02 雷射測距儀 (40m以上) 6
組
每組規格：
商品重量：2.43 oz (69 g)
測距範圍：0 to 130 feet (0 to 40
m) on natural targets
解析度：0.39 in (1 cm)
精度：±( 0.1 + 1%) m
更新率：12 readings per second
輸出介面：analog, serial and
digital
電源電壓需求：6.5 V to 9.0 V or
5.0 V ± 0.5 V DC
電源電流需求：150 mA
(maximum)
雷射功率：14 W (peak), 6 mW
(average), Class 1M
外型尺寸：1.1 x 2.3 x 3.4 in (27 x
59 x 86 mm)
工作溫度：32 to 104 °F (0 to 40°
C)
FDA認證：1310953-000
(2013/12)
安裝螺絲：4-40 screw or 4 x M3
(3.2 mm diameter)

1 套 90,000 90,000
機器視覺運算搬運車輔助
，提供學生實作使用。

電機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96

7-8月

附表11 - 8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5
樹莓派3代 實
驗設備

內含Raspberry Pi 3 超值豪華(含
GPIO 擴充套件) 10套
每套規格：
樹莓派 Pi3 B+  RS 原廠貨 主機 x
1
樹莓派原廠紅白外殼 x 1
樹莓派GPIO擴展板 Cobbler
Plus + 40P 彩虹排線 + 400孔麵
包板  x 1
原裝5V2A  USB 電源 (輸出能力
2A，最大可達3A)  x 1
具開關大電源 MicroUSB 電源
線。 x 1
樹莓派記憶卡 SanDisk 16GB
microSDHC class 10 microSD
TF x 1
樹莓派原廠高解析度 HD 攝影模
組 Camera Module V2 八百萬
像素   x 1
樹莓派 USB 紅外線遙控器 x 1
原裝  HDMI 線 HE20HF 扁平線
1.4版 2米(2M)  超高清 3D
1080P 鍍金接頭 x 1
海備思  HDMI 轉 VGA  x 1

3 式 50,000 150,000
機器視覺運算搬運車輔助
，提供學生實作使用。

電機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96

7-8月

附表11 - 9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6 3D光柵掃描儀

1.掃描尺寸：60至500mm±5％
2.精度：0.05% of the scan
wide / 0.083% of the scan
hight
3.掃描時間：每次掃描約2~4秒
4.網格密度:每次掃描2,300,000
個
5.相機解析度：1920*1200
6.輸出格式：OBJ、STL、PLY
7.含對焦鏡頭的工業用相機
8.含遠距對焦用特殊鏡頭的影像
投影機
9.攝影機直立架，所有設備可固
定在同一三角架上，不需要人工
拿取系統
10.校正板，提供30mm、
60mm、120mm和240mm的校
正值選項
11.Pro Edition 4軟體，含硬體
鎖一個，支援物件材質顏色擷取
縫合，可依掃描順序半自動縫補
12.中文操作手冊

1 台 198,000 198,000

增進學生
1.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2.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等技術能力

機動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23

7-8月

17
3D光柵掃描儀
專用電動轉盤

1.可設定旋轉角度
2.轉盤尺吋:180x50 mm±5％
3.重量：1.6kg±5％

1 台 62,000 62,000

增進學生
1.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2.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等技術能力

機動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23

7-8月

附表11 - 10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8
電競水冷彎管
初階設備

1. 電競裝修主機系統外殼：壁掛
式ATX主機殼。
2. 電競裝修主機系統電源供應
器：500W 80+ RGB電源供應器
含或以上。
3. PETG硬管×4。
4. 水冷管接頭組×1。
5. 鋁合金鰭片薄型水冷排×1。
6. 12cm RGB 256色水冷風扇組
×1。
7. CPU水冷頭×1。
8. 水冷測溫器：溫度範圍0~99°
C×1。
9. 專業水冷液(透明) ×1。
10. 馬達水箱幫浦×1。
11. 熱風槍:數位顯示控制50-600
度含以上×1。
12. 鋁合金水冷彎管工具組×1。
13. 水冷彎管工作桌×1。

10 套 45,600 456,000

1. 配合勞動部硬體裝修
乙、丙級證照課程的進階
技能。
2. 建立電競水冷彎管初階
檢定教室。
3. 培養電競產業人才在高
階水冷彎管主機的設計和
維護。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0

6-7月

附表11 - 11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9
水冷裝修中階
系統設備

1. 電競裝修主機處理器：Intel
Core I7-7700 3.6GHz(含)以
上。
2. 電競水冷主機記憶體：8G
DDR4(含)以上。
3. 電競水冷主機系統主機板：
250 系列
(含)以上。
4.電競水冷主機顯示卡：
GTX1060 3GT OC (含)以
  上。
5.電競水冷主機硬碟：240GB
SSD＋1TB  HDD
  (含)以上。
6.電競水冷主機系統外殼：全景
開窗式主機。
7.電競水冷主機散熱系統：水冷
散熱系統（含CPU
 水冷頭、水冷管、管接頭、水冷
排、水箱、
 幫浦、風扇等元件）。
8.電競水冷主機配件:機械式鍵
盤、光學滑鼠。
9.電競電腦螢幕:23.6吋含以上、
FHD、支援

8 套 68,000 544,000

1. 配合勞動部硬體裝修
乙、丙級證照課程的進階
技能。
2. 建立電競水冷彎管初階
檢定教室。
3. 培養電競產業人才在高
階水冷彎管主機的設計和
維護。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0

6-7月

附表11 - 12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20
主機式虛擬實
境裝置

1. 110度視野的視覺沉浸式效果
2. 32個感應器實現360度動作追
蹤
3. 2160x1200的組合解析度

6 台 35,000 210,000

1. 利用VR設備及Unity遊
戲引擎製作壁球運動等相
關遊戲。
2. 培養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0

7-8月

21
MR混合實境
眼鏡

CPU:Intel 32-bit
記憶體:2GB RAM *1GB HPU
RAM
儲存空間:64GB
顯示:2.3 兆像素寬螢幕,立體頭戴
式顯示器
輸入:慣性測量單元 （加速規，
陀螺儀及磁強計）
4感測器、120°×120° 深度攝影
機
控制器輸入:Gestural
commands via sensors and
HPU
音效:Spatial sound technology
連接介面:IEEE 802.11ac、藍牙
4.1
同級含以上等級

1 式 200,000 200,000

1. 利用VR設備及Unity遊
戲引擎製作壁球運動等相
關遊戲。
2. 培養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0

7-8月

附表11 - 13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22 VR一體機

2,880 x 1,600pixels 解析度
AMOLED 螢幕
內建 Qualcomm Snapdragon
835 八核心處理器
Wi-Fi 802.11 a/b/g/n/ac（
2.4GHz & 5GHz）、藍牙
inside-out 追踪技術、支援六自
由度
採用 USB Type-C 規格，支援
QC 3.0 快充
支援 microSD 記憶卡，最高可
擴充至2TB儲存空間，同級含以
上等級

2 組 29,000 58,000

1. 利用VR設備及Unity遊
戲引擎製作壁球運動等相
關遊戲。
2. 培養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0

7-8月

23
VR虛擬實境眼
鏡

顯示螢幕：OLED
解析度：2160 x 1200（左右各
自為1080 x1200）
更新頻率：90Hz
系統平台：Oculus Home
視域：110 degrees
追蹤區域：5 x 5 feet (two
sensors)
介面：HDMI, USB 2.0, USB 3.0

1 台 32,000 32,000

1. 利用VR設備及Unity遊
戲引擎製作壁球運動等相
關遊戲。
2. 培養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0

7-8月

附表11 - 14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24 六軸機械手臂

1.自由度：6
2.額定負載：5kg(含)以上
3.最大運動半徑：710mm(含)以
上
4.重覆定位精度：±0.03mm(含)
以下
5.運動範圍：J1：±165°；J2：
+85°~-125°；
  J3：+185°~-55°；J4：±
190°；J5：±115°；
  J6±360°
6.週期時間：0.5s
7.具軸控制器、教導器、手臂外
部控制軟體鎖(SDK)及中文操作
手冊
8 保固期：1年

1 台 700,000 700,000

增進學生
1. 機械手臂控制
2. 介面程式設計
等技術能力

機動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23

7-8月

25 電腦繪圖軟體
1. SketchUp Pro 中文最新教育
版(2年期限，網路授權)
2. Lumion Pro 最新教育版

1 式 695,000 695,000

1. 更新軟體使課程能更符
合現行業界實務操作，並
應用於療癒景觀實務，發
展全齡健康照護之特色。
2. 可支援課程：景觀設計
軟體應用(一)(二)、數位
景觀模擬、虛擬實境，使
用班級數4 班。

景觀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43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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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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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26
造園景觀實習
場地及設備

20呎標準貨櫃
a. 外徑：長606 cm  寬243 cm
高259 cm±5%
b. 內徑：長590 cm  寬235 cm
高239 cm±5%
c. 角鋼架：長 245 cm  寬 60.5
cm  高210 cm ±5% 分為三層
每層70 cm±5%，每只貨櫃四座
角鋼架*2份
d. 上鋪設木芯板：長244 cm 寬
60.5 cm 厚16 mm±5%
e. 開氣窗：貨櫃開4座氣窗分別
位於兩側邊的前後端
f. 含貨櫃安置費用

2 座 100,000 200,000

1. 建置此實習場地使課程
能更符合現行業界實務操
作及勞委會乙級技術士技
能檢定術科訓練，並可應
用於療癒景觀實務，發展
全齡健康照護之特色。
2. 可支援課程：景觀工程
與實習(一)(二)、植栽原
理、景觀工程材料與營建
方法，使用班級數4 班。

景觀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43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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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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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27
索式萃取裝置
組

1. 加熱系統: 電子式鋁製平板加
熱設計
2. 具內藏式排氣連接設計.
3. 一次可同時處理6個(含以上)
樣品，至少有Boiling、
Rinising、Recovery及Pre-
drying 四階段(含以上)萃取設計.
4. 循環冷凝水流速2L/min(含以
上).
5.電 源: AC 220~230V,
50/60Hz.
6..附件: 高低溫控循環水槽
a..溫度範圍: 0℃ ～ 100℃(含以
上)
b.溫控器: 採用微電腦全自動控
制器，
c.加熱器: 1.5 KW(含以上)
d 壓縮機: 1500 Kcal/hr(含以上)

1 套 850,000 850,000

充實教學實驗設備，以增
加學生實務操作能力。主
要在於檢測食品中粗脂肪
的含量。

保食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33

6月 配合款

28 冷凍櫃

1. 容量:580L(含以上)
2. 溫度:-20℃(含以下)
3. 溫度誤差: ±1℃(含以下)
4. 棚架:4層(含以上)
5. 含指示燈、門鎖、排水功能等
功能
6. 直立式

1 台 40,000 40,000
充實教學實驗設備，以增
加學生實務操作能力。

保食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33

6月
配合
款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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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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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角冰製冰機

1. 日產量：220磅/24小時(含以
上)
2. 儲冰量：81磅(含以上)
3. 冷卻方式：氣冷式
4. 冷媒：環保冷媒
5. 上推(或掀)式冰槽門蓋

1 台 64,000 64,000
充實教學實驗設備，以增
加學生實務操作能力。

保食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33

6月

30
專業懸吊訓練
組(含架)

懸吊帶及主繩材質：工業用高強
度軟質尼龍繩
懸吊訓練繩耐重達 450kg ±
5%(含以上)
主繩最長長度(黑色雙邊拉至最
長且對稱,含 D 型扣鎖、握把、
足圈等)：178cm ±5%(含以上)
懸吊帶及主繩寬度：3.8 cm ±
5%(含以上)
握把長度：13.3 cm ±5%(含以
上)
腳扣帶長度：37.5 cm ±5%(含
以上)
D 型扣鎖：方便懸吊帶和主繩快
速連接

15 組 18,000 270,000

幫助強化核心肌群，對心
肺能力、全身肌群的平衡
和協調都有助益，而不只
是單一肌群。對慢跑、有
氧舞蹈等能提升肺活量，
但操作TRX需要全身肌肉
一起參與，血液必須快速
流到各處肌肉補充，會確
實加強心肺能力，並達到
功能性訓練的效果。

運促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7

7月

31
45度/90度訓
練椅

尺寸：長136*寬94*高98cm(含
以上)
機台重量：39公斤(含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添購重量訓練器材，建置
完善教學習環境，增加學
生學習滿意度，以及增加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學生實
務操作能力。

運促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7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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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療桶
尺寸(吋)：33×15×25×33
容量(加侖)：48
以上等級±5%

1 台 138,000 138,000

建置完善運動傷害防護教
學習環境，增加學生學習
滿意度，以及增加運動與
健康促進系學生實務操作
能力。

運促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7

7-8月

33
桌上型冰淇淋
機

尺寸:350×350×350 mm±5％
電壓:220V 單相 0.44kw
容量:1.3L

1 台 98,000 98,000
增加廚藝示範教室設備，
充實教學設備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1

7-8月

34
蛋白質消化裝
置

1. 溫度範圍 ：100 ℃～440
℃。
2. 加熱升溫時間 (20~400 ℃)：
45 分鐘
3. 加熱器材質：整塊鋁合金(或
導熱更好材質)，底部為加熱線
圈，具溫度感測計。 .
4.抽氣蓋為耐酸鋼材，排氣管玻
璃材質一體成型，並俱鐵氟龍耐
化學墊片。
5. 消耗電力：2300 W。
6. 電源：AC 230V  50-60Hz。
7. 配件 : 20 孔抽氣罩一組 、20
支消化管

1 套 300,000 300,000

充實教學實驗設備，以增
加學生實務操作能力。主
要功能在於分解食品中蛋
白質，利於後續檢測食品
中蛋白質的含量。

保食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33

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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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REDCORD
TRAINER

懸吊主機1組，塑鋼一體成形
繩索：直徑8釐米，長5公尺附圈
形握繩，可無段調整長度，主繩
含掛勾、吊帶含懸吊安裝標準零
件組1組
操作手冊

5 組 58,000 290,000

核心肌群的訓練，患者腰
椎的穩定性、平衡性、協
調性都能隨之增加，便可
以達到減少慢性腰痛的發
生率及復發率。

運促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7

7-8月

36 多功能訓練架

尺寸：長195*寬195*高259cm
(含以上)
方管尺寸：75*75*3mm (含以
上)

1 台 127,000 127,000

添購重量訓練器材，建置
完善教學習環境，增加學
生學習滿意度，以及增加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學生實
務操作能力

運促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7

7-8月

37 舉重台

舉重訓練地墊
長：240.5公分、寬：180.5公
分、高：5公分
以上等級±5%

1 台 98,000 98,000

添購重量訓練器材，建置
完善教學習環境，增加學
生學習滿意度，以及增加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學生實
務操作能力。

運促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7

7-8月

38 桌上型攪拌機
尺寸：490x384x363mm±5％
電力：110V 2/5HP
容量：4.8L

3 台 20,000 60,000
建置烘焙教室、廚藝示範
教室及多國料理教室設備
，充實教學設備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1

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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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定寬、修平、
打節機

1. 長150cm寬90cm高100cm±
5％。
2. 馬達3HP.刀片組3片。
3. 機電設備控制一組。
4. 電壓單機：220V。

1 台 150,000 150,000

配合景觀材料與營建方
法、景觀工程與實習、景
觀設計(一)(二)等實作課
程教學之教材與教具，並
配合社區服務及產學合作
個案，製作創意竹材設施
，提昇學生實作視野與能
力。

景觀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43

6月

40 平篾機

1. 長40cm寬40cm高90cm±
5％。
2. 馬達1/2 HP。
3. 機電設備控制一組。
4. 電壓單機：110V/220V。

1 台 42,000 42,000

配合景觀材料與營建方
法、景觀工程與實習、景
觀設計(一)(二)等實作課
程教學之教材與教具，並
配合社區服務及產學合作
個案，製作創意竹材設施
，提昇學生實作視野與能
力。

景觀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43

6月

7,700,000

1.

2.

3.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
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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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蒸烤爐

外型尺寸：847×776×782mm
±5％
容量:6* 1/1GN
設備功率:11 kw
乾烤功率:10.3 kw
蒸氣功率:9 kw
電壓:220V 三相

1 台 500,000 500,000
建置多國料理教室設備，
充實教學設備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1

11月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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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
深度學習運算
嵌入式系統

1. NVIDIA Pascal™, 256 CUDA
cores
2. HMP Dual Denver 2/2 MB L2 +
Quad ARM® A57/2 MB L2
3. 4K x 2K 60 Hz Encode (HEVC),
4K x 2K 60 Hz Decode (12-Bit
Support)
4. 8 GB 128 bit LPDDR4, 59.7
GB/s
5. 2x DSI, 2x DP 1.2 / HDMI 2.0 /
eDP 1.4
6. Up to 6 Cameras (2 Lane)
7. CSI2 D-PHY 1.2 (2.5
Gbps/Lane)
8. Gen 2 | 1x4 + 1x1 OR 2x1 +
1x2
9. 32 GB eMMC, SDIO, SATA
10. CAN, UART, SPI, I2C, I2S,
GPIOs
11. USB 3.0 + USB 2.0
12. 1 Gigabit Ethernet, 802.11ac

8 套 37,500 300,000
人工智慧演算法運算、機
器學習演算法運算、機器
視覺運算

電機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97

10月

3
車銑複合軸向
動力刀座

刀具軸向90度,ER25筒夾(含套筒
ψ3~16間隔1mm各1),轉速
4000rpm以上,配合台中精機
Vturn-A20Y機型使用

3 組 33,000 99,000
增進學生:
1.電腦輔助製造能力
2.車銑複合機加工能力

機動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24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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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備註

4
車銑複合徑向
動力刀座

刀具徑向0度,ER25筒夾(含套筒
ψ3~16間隔1mm各1),轉速
4000rpm以上,配合台中精機
Vturn-A20Y機型使用

3 組 26,000 78,000
增進學生:
1.電腦輔助製造能力
2.車銑複合機加工能力

機動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24

10月

5
飯店前檯管理
系統

一、系統架構功能說明
⚫ 系統資料庫要支援Oracle 版本
⚫ 系統作業平台要支援Window 平
台
⚫ 系統編碼可支援Unicode 國際碼
，支援多國語言輸入
⚫ 系統可支援因應政府個資法，具
有資料遮掩設定功能
二、服務人力與維護
⚫ 現場安裝/教育訓練服務提供4 天
人力天數
⚫ 系統包括提供合法資料庫、系統
為買斷，維護保固一年，授權安裝
於電腦教室伺服器
⚫ 廠商保固內須提供四十台電腦系
統線上網路教學系統課程、客服諮
詢服務
⚫ 未來教學系統可支援學生外面第
三方認證電腦機構考照。
三、旅館系統功能詳細清單
訂房管理/鎖控管理/OVERBooking
管理/接待管理/出納管理/外幣匯兌
/總機管理/房務管理 /失物管理/住
客歷史/業務系統/夜間稽核/團 體訂

1 式 500,000 500,000

培養本系學生具備客務與
房務資訊系統實作能力，
能從事前台服務與房務管
理，以了解訂房資訊系統
的資訊流之整合與運用。

餐旅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201

11月

附表11 (標) - 3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6
單槍投影機(含
布幕)

1.(1024x768)解析度，3LCD液
晶板系統
2.4200 ANSI，對比2000:1
3.垂直梯形校正功能
4.ImageCare保護模式，節省
70%電力
5.Daytime自動調整模式
6.綠色環保1W低電耗待機
7.含布幕
含以上等級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投影使用 資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57

11月

7
錄混音後製設
備

1.手持數位錄音機 (含以上等級) *2
2.Mac電腦*1 (21.5吋、3.6HZ 四核
心、Retina 4K顯示器、1TB SSD含
以上等級)*1
3.Recording interface 錄音介面含
以上等級(Pro Tools 12軟體含以上
等級)*1
4.無線 Mini麥克風組*1(含以上等
級)
5、主動式錄音室監聽喇叭*1（含
以上等級)
6、超指向性槍型麥克風含k6電源
組 *1 （含以上等級)
7、MPC Live取樣器 *1（含以上等
級)

1 套 185,000 185,000
拍攝現場收音、錄音、混
音、後製製作及課程使用

視傳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81

11月

附表11 (標) - 4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8
伺服器主機電
腦(含作業系
統、防毒軟體)

CPU : E3-1230v6 3.5 GHz 含以
上等級
Memory : 16GB RAM含以上等
級
HDD : 1TB SATA *2含以上等級
RAID: RAID 1
網路卡 : 1000MB
作業系統 : Windows
2012R2/2016 Server
安裝防毒軟體
含以上等級

1 台 100,000 100,000

培養本系學生具備客務與
房務資訊系統實作能力，
能從事前台服務與房務管
理，以了解訂房資訊系統
的資訊流之整合與運用。

餐旅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201

11月

9
AR互動開發與
展示開發平台

1.FHD網路攝影機
2.Unity AR導覽互動開發模組
3.結合應用擴增實境多媒體系統
教學展示平台

1 組 175,000 175,000
1.充實教學實驗設備
2.提供學生專題製作

資管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57

11月

10 VR顯示電視牆

55吋電視牆  (2*2)
矩陣切換器
自動偵測訊號源，支援雙系統直
接切換訊號
內建USB Media Player功能，無
須電腦即可輪播圖片、影音
內建電視牆功能，無須分割器即
可拼接電視牆

1 台 523,000 523,000

1. 利用VR設備及Unity遊
戲引擎製作壁球運動等相
關遊戲。
2. 透過電視牆可讓現場觀
眾體會玩家身歷其境的視
覺感官刺激。
3. 培養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1

11月

附表11 (標) - 5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
採購
月份

備註

11 壓瘡護理模型

1. 模型規格：尺寸：
39x22x10cm(±5%)/個；重量：
1kg(±5%)
2. 一套共四個穿戴模型：
(1) 第一段: 皮膚表皮無破損但可
看到少許發紅
(2) 第二段: 表皮剝離及少量滲血
(3) 第三段: 已損傷到肌肉層，筋
膜正在復原
(4) 第四段: 筋膜、骨膜、皮下組
織分離，表皮層與肌肉層剝離
3. 模型為軟質合成橡膠製，觸感
似真人皮膚。
4. 模型可穿著於人體身上實際操
作傷口護理，並可直接塗抹藥物
，洗滌方便。

2 組 250,000 500,000

1、強化高齡照顧技術教
學專業空間和儀器設備
2、配合「高齡照顧學、
高齡照顧技術、高齡居家
環境設計與輔具、安全與
急救、高齡健康促進實
習、高齡健康促進進階實
習」課程，提供學生練習
使用。

幼家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73

11月

3,000,000

1.
2.
3.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表11 (標) - 6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 圖書館系統

HOTENIS圖書館系統
Unicode版
含手機版查詢APP
舊BIG5資料移轉
客戶端作業系統Win 10
保固一年
(含)以上等級

1 套 350,000 350,000
圖書館館藏
管理

圖書館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3
，學生跨域學習
能力提升成效

9月
銜接
舊系
統

350,000

1.

2.

3.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
將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附表12】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表12 - 1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單位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冊/卷)

1 v v 1 批 200,000 2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9月

2 v 1 批 300,000 3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7月

3 v 1 批 50,000 50,000

配合數位化
圖資處推動-
數位多媒體
光碟

各系所 9月
公播版DVD
為永久授權

550,000

1.

2.

3.

【附表13】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3
，學生跨域學習
能力提升成效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
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優先序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

，如為電子資源請另標示授權年限)

附表13 - 1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
註

1 運動攝影機

1,200 萬像素、4K60 超高
清影片、10 米防水、
HyperSmooth 電子防震技
術、內置 Wi-Fi + 藍牙、支
援語音控制、2"觸控式屏
幕、8X 慢動作影片
(含)以上等級

3 組 15,900 47,700
提供學生社
團活動使用

學生會、
國際志工
服務社

8月

2 數位單眼相機

1.2,420 萬像素 Exmor
CMOS 感光元件
2.自動對焦 0.05 秒
3.425 點自動對焦點
4.內建五軸影像穩定系統
5.內建 4K 錄影功能
6.變焦鏡頭
(含)以上等級

1 台 37,000 37,000
提供學生社
團活動使用

學生會 8月

3 平板電腦

32G LTE版
9.7 吋 Retina 顯示器
64 位元 A10 Fusion 晶片
Touch ID 指紋感測器
(含)以上等級

4 台 15,900 63,600
提供學生社
團活動使用

國際志工
服務社、
學生會

9月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附表1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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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
註

4 單槍投影機

5500流明
16:10 FULL HD 3LCD亮彩
投影機
WUXGA 1920*1200(691
萬畫素)
垂直、水平正負30度梯形
修正及自動梯形修正
鏡頭水平垂直位移功能
內建2組 D-sub 15pin電腦
輸入端
2組HDMI輸入介面
Wi-Fi CERTIFIED Miracast
無線投影功能(含)以上等級

1 台 74,700 74,700
提供學生社
團活動使用

學生會 9月

5 大型投影布幕

120吋摺疊螢幕
附攜帶箱
比例:4:3/布幕尺寸
240*180cm±5%

1 組 37,750 37,750
提供學生社
團活動使用

學生會 9月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3
，學生跨域學習
能力提升成效

附表14 - 2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
註

6 AED套裝

主機、專用電池、成人智慧
電擊貼片盒*2、攜行袋、配
件包、收納展示箱(壁掛式)
含AED指示牌及安裝、主機
保固5年、AED交機驗收時
，進行CPR+AED指導教
學、售後服務
(含)以上等級

1 組 89,250 89,250
提供學生社
團急救教學
與訓練使用

藍天使救
傷隊

9月

350,000

1.

2.

3.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
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表14 - 3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
先
序

設備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
註

1
永續校園
綠化

光學無段
變焦投光
燈

1.燈具光學：無段變焦光學反射鏡，光學之光束
角可選擇10°~110°自由調整，能夠再加裝燈具時
重新配合調整配光之用
2.光源：陶瓷複金屬燈泡
3.發光效率：大於100 Lm/W
4.燈座：陶瓷絕緣耐熱燈座
5.燈具端子：陶瓷絕緣耐熱鎖固接線端子台
6.燈具出線：XLPE-PVC耐熱電纜線(380℃)
7.快速調焦：可用十字起子正逆轉快調/微調光束
角改變光學配光
8.燈泡更換：免工具快拆機構
9.燈具外殼：鋁合金高速壓鑄外殼，鐵灰氟碳耐
候粉體厚烤
10.防水氣密件：耐熱耐候絕緣彈性矽膠/鐵氟龍
，戶外長期使用特高耐用度
11.固定配件：SUS 304不鏽鋼防蝕耐候金屬固定
配件
12.防鬆固定：力臂加點延伸高扭力防鬆緊固加固
13.控光罩：依正常視覺角製作環境專屬控光/抑
光功能光學罩
14.安定器：灌膠防水安定器，功率改善電容器耐
壓AC350V
15.額定電壓: AC220V
含新燈具(線路)安裝

1 式 350,000 350,000
環保節能
省電

事務
與營
繕組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校務行
政篇】P71

7月

【附表15】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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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設備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
註

350,000

1.

2.

3.

4.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月完
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設備類別」分為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表1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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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1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1-2
(一)新聘(三
年以內)專任
教師薪資

教師敘薪皆比照公立學校，
依規定年資提敘與晉級

依「中州科技大學教師聘
用服務規則」或「中州科
技大學專案約聘教師實施
要點」辦理

以增聘助理教授級以上為優先
，教師敘薪皆比照公立學校，
依規定年資提敘與晉級

8人 2,500,000

1-3
(二)提高現職
專任教師薪
資

現職專任教師調高後薪資差
額

教師本俸薪額 依教育部來文規定 1年 1,500,000

內容說明優先
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備
註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8.
優化師資質量及
改善生師比推動
成效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附表1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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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優先
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備
註

1.推動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從
事校外專題競賽，補助教師
指導學生參賽或訓練相關經
費，以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模
式、實務技能與研究能力。
2.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
賽之績優成果，彰顯本校學
生專業技能教學成效。

1.「推動實務教學」核配金
額預估40%支用於補助教
師指導學生參賽或訓練相
關經費。
2.「推動實務教學」核配金
額預估45%支用於核給教
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之獎
勵金。

1.補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賽或訓
練相關經費依「中州科技大學
補助教師指導學生校外專題競
賽計畫實施要點」辦理，申請
案經系、院教評會審查同意，
提送學術研究審查委員會核定
補助金額，以專簽呈報校長核
准，及彙整造冊提報校教評會
備查。
2.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之績優成果依「中州科技大學
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獎勵實
施要點」辦理，申請案先由
系、院教評會初審，學術研究
審查委員會複審後，提送校教
評會審議核定。

70件 1,600,000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2.
教師推動創新教
學成效之提升

3.獎勵教師編著出版教學相
關教材及教具，提昇學生學
習興趣及教學品質。

1.「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預估金額之30%支用於補
助教師製作教具之材料
費。
2.「推動實務教學」預估金
額之70%支用於核給教師
之獎勵金。

獎勵教師自編教材教具依「中
州科技大學教師編纂教材、著
作及製作教具獎勵要點」辦理
，申請案採三級制：「系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初審，成績達
七十五分以上者為通過門檻，
「教務處成立審查委員會」複
審，「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
審。

15案
次

180,000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2.
教師推動創新教
學成效之提升

1-4
(四)推動實務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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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優先
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備
註

1-5 (五)研究 1.補助教師進行研究而衍生之

1.「教師研究」核配金額預
估40%支用於補助教師發
明專利申請維護及發明展
費用。
2.「教師研究」核配金額預
估60%支用於教師執行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績效獎勵
金。

1.補助教師之發明專利申請、
維護及國內外發明展之參展費
用，依「中州科技大學專利申
請與維護補助實施要點」辦理
，專利申請案由研發處彙整，
提送學術研究審查委員會審查
同意；國內外發明展之參展費
用申請以專簽提出經校長（或
授權代簽人）簽准補助後，提
報學術研究審查委員會核備。
2.獎勵教師執行公、私部門之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績效依
「中州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獎勵
實施要點」辦理，申請案由
系、院教評會初審，學術研究
審查委員會複審後，提送校教
評會審議核定。

50件 1,990,000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2.
教師推動創新教
學成效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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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優先
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備
註

1-6 (六)研習

1.鼓勵教師參與國際性學術
會議，發表學術研究成果，
增加學校國際知名度，提昇
國際學術地位，補助教師參
加國際學術會議費用。
2.推動教師至業界進行深度
實務研習，充實教師專業實
務經驗，及鼓勵教師進行第
二專長培訓，精進教師教學
知能，補助教師參加研習費
用。

1.「教師研習」預估金額
70%支用於補助教師參加
國際學術會議費用。
2.「教師研習」預估金額
30%支用於補助教師參加
研習費用。

1.依「中州科技大學補助教師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實施要點」
辦理，申請教師以專簽方式提
出申請，經由行政程序送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簽准補助後
，提報學術研究審查委員會備
查。
2.依「中州科技大學補助教師
參加研習實施要點」辦理，申
請教師以專簽方式提出申請，
經由行政程序送校長（或授權
代簽人）簽准補助後，提報學
術研究審查委員會備查。

20件 900,000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2.
教師推動創新教
學成效之提升

1-7 (七)進修
每學期預估1位教師申請補
助，每位每年最多3萬元

依本校教師進修暨校外研
究服務辦法申請。

教師依規定奉准並簽約後，每
學期提出申請，由人事室簽陳
校長同意後辦理核銷。

1人 30,000

1-8 (八)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外審學
者專家審查費用及升等著作
之付梓補助費。

依「中州科技大學教師升
等辦法」與其相關準則辦
理。

依「中州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辦
法」與其相關準則簽陳校長同
意後辦理。

8人 110,000

2
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
費

補助社團老師指導費、辦理
心手相連校園活動。藉由活
動辦理厚實學生活動規劃與
執行力，活絡校園整體氣
氛。

依據「整體獎補助款辦理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
費」使用原則分配使用。

依據「整體獎補助款辦理學生
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使用原
則簽陳鈞長同意後辦理。

4案次 300,000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3.
學生跨域學習能
力提升成效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8.
優化師資質量及
改善生師比推動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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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優先
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備
註

3
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補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每
年每位最多10,000元，自辦
研習1場，1位職員申請進修
補助，每人每學期最多1萬5
仟元，一年共約3萬元。

依「中州科技大學職員研
習補助實施要點」、「中
州科技大學職員在職進修
要點」、「中州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教育訓練要點」
辦理。

一、校內舉辦之研習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應於一個月前連同
計畫書，會簽相關單位，報請
校長核可後方得補助經費並公
告週知職員參加，研習結束一
個月內，將研習紀錄及支出單
據送交人事室辦理核銷結案。
二、職員前往校外參加研習活
動，應於事前經單位主管同意
並依行政程序簽報校長核准後
辦理。
三、職員申請進修，須於進修
學年度前一學期檢附相關資料
，經單位主管同意提送職員工
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進
修；但申請公餘時間進修者，
經服務單位一、二級主管同意
簽陳 校長核准後，即可進修。

4人次
行政
人員
業務
研

習、2
場次
研習

100,000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校務行
政篇】(P20)

4 其他

執行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經
費、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經費等所需要之補充
保費。

各項經費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規定之補充保費1.91％費
率核實支給。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4條規定
辦理。

90,000

9,300,0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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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優先
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備
註

1.
2.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備註：
本表請填列「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各細項經費、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改善教

附表16 - 6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
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表17 - 1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
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物品類別」分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

附表18 - 1



108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
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附表19】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料庫／軟體明細表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表1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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