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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學校概況及 108-110(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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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07 月 18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80100841 號函准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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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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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人，約聘僱人員（含工友）25 人，共計 61 人（截

至 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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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師資結構 

目前本校共有102位教師(不含軍護教師)，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共83位，助理教授以上

師資比例已經達到81.4％，具有博士學位者計有68位，具有碩士學位者32位，博士師資佔

全校師資66.7％。本校積極培育教師，目前有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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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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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學年度師資結構比例(資料時間：109.04) 

學歷 
職級 

博士 碩士 學士(其他) 合計 百分比 

教  授 6 0 0 6 5.9% 
副 教 授 33 5 1 39 38.2% 
助理教授 29 9 0 38 37.3% 
講  師 0 18 1 19 18.6% 

合計 68 32 2 101 100.00% 
百 分 比 66.7% 3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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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之全校新生報到率為 62%，108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實際

註冊人數為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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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預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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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8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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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調整二技招生系科增加行銷系、時尚系、保食系及景

觀造園與維護系，調整日間部招生名額，並再將多遊系與資訊管理系整合為多媒體與

遊戲科學系、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與運動與健康促進系整合為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科)、餐旅事業管理系與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整合為餐旅商務行銷系、時尚創意設計與管

理系與視訊傳播系整合為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本校自 109 學年度由 14 系整合成 9

系 2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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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35 35 35 35 
研究所 

進修部 在職專班碩士 50 68 68 68 68 

日間部 四技 286 308 331 364 364 

進四技 298 472 480 484 484 工學院 
進修部 

進二技 - - 50 50 50 

日間部 四技 560 419 391 420 460 

進四技 154 210 250 250 250 

進二技 499 514 400 400 400 
健康學院 

進修部 

進二專 89 79 65 65 65 

日間部 四技 559 385 394 414 419 

進四技 387 403 420 434 434 

進二技 243 230 239 239 239 

觀光與管

理學院 進修部 

進二專 23 60 65 65 65 

合計 3173 3183 3188 3288 3333 

 

表 3 109 學年度新生來源統計 

核定 109 學年度各系招生名額 

 
四技 

日間部

技優 

(外加) 

申請入學

高中生

(外加)

四技 

進修部
碩士班

碩士在

職專班

二技 

進修部 

二專

進修

部 

身障

甄試

(外加)

小計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工程技術碩士班 
0 0 0 0 10 30 0 0 0 40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機械組  40 6 3 87 0 0 0 0 4 140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組 40 3 3 86 0 0 0 0 4 136

多媒體與遊戲科學 30 3 0 42 0 0 60 0 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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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 

日間部

技優 

(外加) 

申請入學

高中生

(外加)

四技 

進修部
碩士班

碩士在

職專班

二技 

進修部 

二專

進修

部 

身障

甄試

(外加)

小計

系 
餐旅商務行銷系 25 2 2 40 0 0 65 0 2 136

觀光休閒與健康管

理系(科) 
30 3 4 35 0 0 45 19 7 143

時尚造型與視訊傳

播系 
25 5 3 35 0 0 45 0 6 119

保健食品系 ( 含碩

士班) 
28 4 1 35 12 10 30 0 3 123

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30 3 0 0 0 0 20 0 4 57 

幼兒保育與家庭服

務系(科) 
24 1 0 0 0 0 221 40 0 286

餐飲廚藝系 31 1 1 40 0 0 0 0 0 73 

 303 31 17 400 22 40 486 59 36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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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校類型及近三年學校基本資料，如下附表 1、2 臚列。 

附表 1：學校類型及近三年學校基本資料表 
年度 

 
核配 109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專科學校
專案輔導

學校 
學生數未達一千五百人

之學校 
 

依指標核配 
採定額獎勵

補助 

學校類型 
    

  

 
年度

項目 
106 107 108 

學生人數 3669 3383 3173 

專任教師 132 117 101 

兼任教師 62 49 50 教職員人數 

職員 68 55 65 

全校生師比 19.72 19.4 21.67 

校地面積(m2) 59946.82 59946.82 59,946.82 

校舍面積(m2) 55947.68 55947.68 55,947.68 

每生平均校地面積(m2) 16.34 17.72 18.89 
校地及校舍面積 

每生平均校舍面積(m2) 15.25 16.54 17.63 

全校註冊率 54.28% 53.41 65.3 

備註： 

1. 學校類型：請學校依所屬類型於該類型打勾，屬多類型之學校請複選，其中學生數未達一千

五百人之學校，請選擇核配方式欲依指標核配或採定額獎勵補助，報部後不得修正，其他類

型之學校不須填列該欄位。另依要點第三款第三目規定專案輔導學校僅核給補助經費。 

2. 若有其他基本資料，請逕行增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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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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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68,400 2,556,611 16,895,389 0 9,916,400 0 368,104,477 0 311,070,227 0

占學校 

總支出比率 
7.98% 0.69% 4.59% 0.00% 2.69% 0.00%     

占學校 

總收入比率 
9.44% 0.82% 5.43% 0.00%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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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或107年8月1日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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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年 10 月) 

項次 類型 種            類 冊(種)數 

中文圖書 284,300 
1 圖書 

西文圖書 27,068 

中文現期期刊 464 

外文現期期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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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4 非書資料 
含DVD、VCD、Music CD、錄音帶、VHS錄影

帶等視聽資料。 
1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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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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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M1815 

Storages（二） Synology DSM1819 

Storages（三） Synology DSM1815 

Storages（四） Synology DSM1815 

Storages（五） Synology DSM1817 

Storages（六） Synology DSM1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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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動系 3 29 2 6 

多遊系 1 3 1 2 

資管系 1 4 1 2 

行管系 0 5 0 1 

觀光系 0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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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1 1 

餐廚系 0 5 0 0 

運促系 0 5 0 0 

餐旅系 0 6 0 1 
小計 9 1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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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齡照顧為依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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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以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之家庭服務領域與保健食品系(碩

士班)、運動與健康促進系(109 年 8 月 1 日起與觀光與休閒管理系合併改名為觀光休閒與健康

管理系)、餐飲廚藝系、及景觀系(109 年 8 月 1 日起更名為景觀造園與維護系)，配合發展保健

食品研發、營養膳食及食品檢驗等，以建立全齡照顧之教學與發展特色。 

工學院定位在結合地方產業發展特色，以智慧製造與工業自動化、多媒體設計與電競產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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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智慧製品設計與智慧製造暨模具加工技術之研發與智慧製自動化應用為目標，以智慧自動

化系電機組、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與慧自動化系機械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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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光休閒與

健康，結合服務業中的餐旅商務行銷做為教學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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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情境體驗、闖關趣味遊戲等，彰顯走出教室「從做中學」教學

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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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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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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能力與大愛無

礙之胸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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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與學生

將行善視為一生學習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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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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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志工從事志願服務正確的理念，瞭解相

關法規與發展；透過課程訓練，讓參與志願服務之志工勇於奉獻服務，落實推動學校品

德教育政策，重塑學生新價值，讓學生實際參與在地社區服務及關懷行動，培養學生服

務的能力與大愛無礙之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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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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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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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至 108 年）獲獎勵案件合計 100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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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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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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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止已獲得

金、銀、銅牌等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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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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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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表現成績亮眼之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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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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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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輸出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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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作為境外學生招生來源國，積極引進海外生源，培育學

生國際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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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與東南亞國家、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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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本校校園國際化績效如下： 

1. 104 學年度-107 學年度與國際地區締約共 53 案、大陸地區締結共 12 所，目前與 67 餘

所大專院校洽談合作中。 

2. 104 學年度-107 學年度赴國際暨兩岸地區進行學術交流共 157 人次；國際暨兩岸地區來

校進行交流共 788 人次；我校學生赴國際暨兩岸交流共 165 人次；國際暨兩岸交流

生來校交流共 312 人次。 

3. 104 學年度-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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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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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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訪日照技術學院 

拜訪福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等大陸高校 

拜訪鐘祥市紀技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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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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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重慶兩岸同心—巴渝文化參訪周 

參加第七屆澳門健康促進協會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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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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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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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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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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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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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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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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媽祖文化 2019 年研習營-湄州灣 

參加南京農業交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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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帝尼、烏干達等地辦理教育展或招生宣導活動。配合教育部教育輸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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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來校就

讀。為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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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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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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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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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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

年度止已受理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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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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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2019/7/30-8/10 
赴馬來西亞雪蘭莪州適耕庄育群國民型華文

中學舉辦影視夏令營 
2 9 

 

三、校務發展目標及願景 

中州科技大學的定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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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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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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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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未來趨勢與產業人才需求，已陸續調整系所規劃，因此自 108 學年度起，陸續展開系所整併計

畫，送請教育部核定，並經教育部同意，目前已經確認自 109 學年度起，從原先之 14 系所精實整

併為 9 系所，整併後，工學院含智慧自動化工程系(含工程技術碩士班)、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等，健康學院含保健食品系(含碩士班)、餐飲廚藝系、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景觀造園與服務系，

觀光與管理學院含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餐旅商務行銷系等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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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產業優秀人才之目標。並在研究總中

心之下，配合各院發展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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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 

區域性實用型之優質科技大學 

願景 

卓越、創新、品質、健康 

中州精神 

1. 辦學正派、品質卓越 

2. 學生第一、正向回應 

3. 團隊合作、績效為先 

4. 分享資源、關懷社會 

目標 

年輕、快樂、學習、希望、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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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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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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海外生源，提升國際化服務，增廣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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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友善校園，蘊育開闊視野之優質國際社會公民 

1.推動優質五心服務整合學務功能 

2.形塑三柱「品德教育、校園安全、校園文化」，營造友善校園氛圍 

3.蘊育具開闊視野之優質國際社會公民 

策略四：推動務實致用，深耕教師產學合作及深化學生職涯輔導 

1.鏈結政府產業政策支持，持續產學合作開拓與經營 

2.發展學生職涯，建構職涯輔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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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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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列七面向來努力： 

（一） 日間部學生大於 2,000 人；進修部學生大於 1,500 人； 

（二） 外籍生大於 400 人； 

（三） 學生休轉退比率降低 5%； 

（四） 教師研究及產學收入提升 10％； 

（五） 學分班及非學分班收入提升 10％； 

（六） 證照檢定收入提升 10％； 

（七） 綠能節流經費支出節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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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校務發展計畫 

一、學校辦學特色 

(一)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1. 依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州轉型質變深耕計畫」，緊密結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六大

重點策略，發展學校特色，力求校務轉型質變深耕，反轉少子化的經營困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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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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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產學合作與實務研究 

1. 依各系科發展方向，將專業技術與管理能力運用於產業經營與技術研究發展領域。 

2. 積極扮演與產業連絡的窗口，使教師的研究成果可解決產業面臨的問題。 

3. 秉持「從做中學」的主要辦學理念，實際接觸、瞭解與提早培養產業實務所需之能力。 

4. 持續強化校外實習與就業輔導，結合專業證照獎勵，建構「中州人核心就業力」。 

5. 藉由中州校友社會網絡支援教學，反應業界人才需求，一同規劃職場專精的核心競爭能力，

建立持續的學習系統，達就業的續航力。 

 

(三)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1. 建構五心三柱一核心之優質學務工作。 

2. 積極推動品德教育，培養學生以品德為本，進而關心社會及群體。108-112學年度推動「用記

錄點亮品德 再造品德新中州」有品生活運動，整合並運用校內外資源投入，據以提升教職員

生品德教育知識及涵養，實際身體力行至學習場域及日常生活。 

3. 積極推動生命教育，落實師生對生命之關懷，激發實踐生涯與樂在生活的行動力。辦理「珍

愛生命 挑戰自我」生命教育體驗活動，關懷並強化學生自我挑戰經驗進而內化為自我生命價

值的故事，提昇挫折容忍的堅毅韌性。 

4. 積極提倡自我健康管理，建構樂活校園。 

5. 健全導師輔導機制，整合輔導網絡，落實心理衛生三級預防及全面關懷。 

6. 關懷弱勢群體，推動多元助學措施及輔導機制，讓學生安心就學。 

7. 重視學生關懷與輔導，營造安全、舒適、優惠的住宿環境 

8.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大型競賽，爭取佳績，豐富人生閱歷；亦鼓勵投入辦理以學生為主

體之大型活動，豐富學生領導經驗。 

9. 重視圍牆外的教育，推動學生投入服務學習，培養學生公民意識及責任。亦鼓勵社團暑假參

與國際志工服務拓展國際視野增加社團國際經驗。 

10. 暢通師生溝通管道，凝聚師生共識及向心力。 

11. 積極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建立無歧視，營造性別平等之友善校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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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學績效與社會責任 

1. 服務在校學生、畢業校友和社會大眾。 

2. 透過證照輔導培養專業技能，一手證照一手文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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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構終身教育學習與社區服務系統。 

 

(五) 國際化 

1. 鞏固國際化教學與學習氛圍，推動本校與姊妹校教師之學術交流，活絡姊妹校與本校學術研

究單位之合作潛能，建構地球村之教學及學習環境。 

2. 厚植學生外語能力，與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育訓練中心共同開設相關專業全英文開程，培

養學生具備未來職場專業能力。 

3. 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在校、院、系等層級建立國際交換生平台，鼓勵「學生走出去」增加

國際視野。 

4. 提升國際行政服務品質，在校、院、系等層級建立完善雙語網路系統以協助外籍生入學、註

冊、選課等。 

5. 推動跨國雙聯學位學程課程，與國外高等教育機構雙聯學位項目之簽署與招生。 

6. 完善華語學分學程，與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育訓練中心共同開設華文課程，以提供外籍生

之華語程度具備進入各類專業課程之能力，擴大學習之深度及廣度。 

7. 拓展本校國際高等教育學府間之知名度，吸引國際優秀學生至本校就讀，提升本校的國際能

見度。 

 

二、校務發展計畫關聯性 

辦學特色 校務計畫關聯性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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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六：提昇校務行政效能，建構優美溫馨校園 

產學合作與實務研究 策略四：推動務實致用，深耕教師產學合作及深化學生職涯輔導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策略三：營造友善校園，蘊育開闊視野之優質國際社會公民 

辦學績效與社會責任 策略五：發揮社會服務功能，落實推廣技職教育 

國際化 策略二：引進海外生源，提升國際化服務，增廣國際視野 

 

 

參、學校辦學特色與校務發展計畫關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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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務處負責推動，以資源整合、績效責任、教學品保為機制，實踐技職務實致用教育理念，

培養學生具備職場所需之學習核心力、就業專業力、和職涯生命力的技術人才。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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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1-1-1 
穩定生源、減少流

失 

1. 強化及整合系所整合規劃發展。 
2. 與策略聯盟夥伴學校加強互動，穩定生源。 
3. 穩定生源、縮減流失，提升學生就學穩定率。 

1-1-2 
擴展生源管道 

1. 辦理各項招生宣導活動，規劃媒體宣傳，提升新生

整體報到率及舉辦新生入學活動，強化學生入學意

願。 
2. 開設境外專班及學分班，積極招收境外學生。 

1-1. 
活化招生對策，穩定

生源及擴展生源管

道 

1-1-3 
穩 定 在 校 學 生 就

學意願 

1. 增加及穩定學生人數。 
2. 增加新生報到人數。 
3. 減少舊生流失人數。 
4. 增加轉學生人數。 
5. 推動產業學院申請案。 
6. 增加境外學生人數。 

1-2-1. 
因 應 少 子 女 化 教

育環境變化，規劃

就 業 導 向 課 程 改

革 

1. 就業導向之課程改革，推動各系對焦產業核心技術

之特色課程。 
2. 推動務實化通識課程。 
3. 培養職場倫理與態度。 
4. 舉辦藝文展覽。 
5. 跨領域證照輔導班。 

1-2. 
活絡課程彈性，產學

共構就業導向課程 
1-2-2 
強化教師實務教學

能力，創造實作教

學績效 

1. 增加業師協同教學人數。 
2.申請教育部教學相關計畫案件數。 
3.推動教師編撰實務教學教材。 

1-3-1 
重 視 實 用 化 教 學

環境與設施，建置

雲 端 與 數 位 輔 助

學習教材資源庫 

1. 建置就業導向學習環境。 
2. 強化資訊平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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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競賽能力 

1. 各系建立學生實作競賽特色案例。 
2. 各系建立學生多元能力。 

 

策略二：引進海外生源，提升國際化服務，增廣國際視野 

由國際流中心負責推動，以厚植學生國際競爭實力，培養學生之國際移動力為目標，著重國際

化的教學與學術環境的建立。以課程國際化設計為根本，鼓勵師生走出去，開拓視野增加個人專業

競爭力。規劃如下： 

 

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2-1 
建構國際化氛圍，

提升國際競爭力 

2-1-1 
整 合 外 語 教 學 資

源，提升外語能力 

1. 承辦專業英文能力測驗。 
2. 辦理國際證照輔導課程，鼓勵學生參加外語檢測。 
3. 開辦英文輔導課程及東南亞語系之培訓、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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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2-1-2 
建構國際化氛圍，提

升國際競爭力 

1. 推動國際生研習活動，辦理國際營隊活動。 
2. 辦理國際文化課程 
3. 開設全外語授課之專業課程。 

2-2-1 
建 置 國 際 協 作 平

台，推動學術交流活

動 

1. 締結國際姐妹校合作協議。 
2. 積極延攬境外生來臺交流、交換學習。 
3. 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4. 推動師生跨國交流。 
5. 積極參加國際競賽 

2-2 
建 置 國 際 協 作 平

台，精進人才國際

移動。 2-2-2 
積極招收境外生，建

構教育學習系統 

1. 強化境外生的輔導機制及學習環境 
2. 提升跨國學位生招收人數 
3. 積極辦理境外專班(學位班) 
4. 推動短期專業技能培訓班(非學位班) 

 

策略三：營造友善校園，蘊育開闊視野之優質國際社會公民 

由學務處負責推動，以優質五心服務-真心、耐心、放心、用心、安心整合學務功能，並以校

園三柱-品德教育、校園安全、校園文化為三大學務推動主軸。規劃如下： 

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3-1-1 
整合輔導網絡，落

實全面關懷 

落實心理衛生三級預防： 
1.辦理初級預防學生輔導工作，辦理輔導知能及自我

成長相關活動及講座。 
2.辦理二級預防學生輔導工作，辦理導師/教師諮商輔

導專業進修活動，落實新生心理健康篩檢、辦理相

關講座及工作坊，整合校內外之專業人員(心理師、

精神科醫師、社工師)資源到校服務。 
3.辦理三級預防學生輔導工作，針對偏差行為及嚴重

適應困難學生，整合專業輔導人力、醫療及社政資

源，進行專業之輔導、諮商及治療。在學生問題發

生後，進行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理，並預防問題再發

生。 

3-1-2 
安心就學 缺曠改

善雙軌並行 
休轉退學降低 

以三階段管制措施輔以缺曠預警機制雙軌並行 
1.缺曠 15 堂採 1 級預警處理：由導師、系輔導教官協

同處理。 
2.缺曠 30 堂採 2 級預警處理：導師、系輔導教官、任

課教師、保諮中心並通知家長方式共同聯繫處理。 
3.缺曠 45 堂啟動 3 級預警處理：召開專案會議通盤專

案檢討。 

3-1 
推動優質五心服務

整合學務功能 

3-1-3 
辦理「珍愛生命 挑

戰自我」生命教育

體驗活動 

1.辦理尊重與關懷生命或冒險探索體驗系列活動，包

含講座、工作坊、影展、成長團體、營隊等，協助

學生提升挫折忍受力與對生命之正向態度。 
2.辦理身心障礙學生生命體驗特色教育活動：於暑假

期間透過辦理身心障礙學生生命體驗教育活動，讓

每位參與人員將每次自我挑戰經驗內化為自己的生

命故事。憑藉自己的力量完成目標，透過付出過程

中也培養意志力與耐力，並且提升挫折容忍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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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3-1-4 
提倡自我健康管理

1.落實健康促進計畫活動跨處室合作共同辦理健康促

進相關活動，並積極與社區醫療單位攜手合作推廣

自我健康管理概念。 

2.推廣健康服務設施使用率，營造優質健康服務環

境，提昇健康服務品質。 

3-1-5 
推 動 多 元 助 學 措

施 

1. 就學貸款至台灣銀行各分行辦理。(詳細辦理方式於

就學貸款入口網參考)。 
2. 減免學雜費由學生主動向學校辦理，減免資格有：

身心障礙學生或子女、（中）低收、原住民、特殊境

遇子女、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等。 
3. 對突遭重大變故或家境清寒特殊需要協助之學生，

提供本急難助學金，協助同學能順利地完成學業。 

3-1-6 
廣 納 優 秀 學 生 入

學措施 

1. 配合各管道入學學生：推出符合各式優秀學生入學

獎勵措施，廣納優秀人才。 
2. 獎勵本校弱勢學生之生活住宿優惠及各項獎學金補

助。 

3-1-7 
推動學務傳承工作

1. 辦理學輔人員暨學生自治幹部之互動交流及經驗傳

承，以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之目標。 
2. 並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幹部學習進行講座分享。 

3-2-1.1 
辦理「品德教育」

相關推廣活動 

爭取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計畫」及教育部補

助學輔活動，以七大項主題系列活動進行推廣： 
1. 「中州有禮，希望相隨」開學迎新問禮活動 
2. 「中州有品  探索有你」品德教育探索營 
3. 「謙沖有禮  幸福有你」有品青年講座 
4. 「大手牽小手 中州有愛 希望相隨」跨校傳播品德

教育活動 
5. 「中州有愛、幸福相隨」社區推廣活動 
6.「有品書香 傳愛中州」短文小品及標語創作競賽活

動 
7. 「提昇師生禮儀活動」 

3-2-1.2 
辦理「品德教育」

相關活動 
-宿舍樂活教育活

動 

1.由宿舍服務社規劃宿舍樂活教育系列活動，舉辦住

宿生聯誼茶會，讓學長、姊和學弟、妹相互認識，

相互幫助，亦藉由宿舍服務社服務忱，協調與反應

有關宿舍興革建議，搭起住宿同學間學校的溝通橋

樑，創造優質溫馨的住宿環境。 

2.針對學生相關住宿問題給予回應，並請單位協助處

理。 

3-2-1.3 
辦理「品德教育」

相關活動 
-宿舍志工幹部服

務學習活動 

宿舍進住與退宿服務，包括進退宿動線規劃、進退宿

登記作業及協助生活用品選購、載運等。透過學生宿

舍幹部服務，發揮志工幹部服務精神。發起清淨愛護

宿舍活動，透過廣播及文宣宣導環境整潔的重要性。

3-2 
形塑三柱「品德教

育、校園安全、校園

文化」，營造友善校

園氛圍 

3-2-2.1 
辦理「校園安全」

各 項 前 端 預 防 相

1. 邀請專家學者實施防制藥物濫用宣講。 
2. 辦理反毒靜態才藝競賽活動 
3. 帶領學生參觀反毒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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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關活動- 
防 制 學 生 藥 物 濫

用宣導活動 

4. 結合在地資源，推廣反毒宣導成效 

3-2-2.2 
辦理「校園安全」

各 項 前 端 預 防 相

關活動- 
辦理寄宿生訪問與

輔導座談會 

1.落實校方對賃居校外學生之生活輔導，並與房東建

立良好的溝通平台，提供校外租屋訊息，以確保學

生及房東雙方的權益。 

2.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租屋安全宣講。 

3-2-2.3 
辦理「校園安全」

各 項 前 端 預 防 相

關活動- 
辦理宿舍安全教育

活動 

透過教育宣導及複合式實際演練方式，落實宿舍安全

教育，建立學生安全防護之常識與技能，提升學生防

災、救災及逃生能力，熟悉防災措施及避難方式，以

維護學生住宿安全 

3-2-2.4 
辦理「校園安全」

各 項 前 端 預 防 相

關活動- 
加 強 對 民 主 法 治

與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認知，辦理宣導工

作 

1.以旗幟、電視牆、電子看板、line 即時通訊平台、學

校網頁等文宣布置，強化宣教效果。 
2.邀請智財權經理、執業律師等專家學者，到校實施

專題講座，宣導施教方式，提高學生法律常識與素養。

3.宣講中實施有獎徵答，引起同學對課題的興致。 
4.發給同學每人一份宣傳禮品，激發同學的參與感。 

3-2-2.5 
辦理「校園安全」

各 項 前 端 預 防 相

關活動-配合國家

防災日，辦理防災

教育宣導工作 

1.以旗幟、電視牆、電子看板、line 即時通訊平台、學

校網頁等文宣布置，強化宣教效果。 
2.邀請員林消防分隊小隊長，到校實施複合式防災（地

震、火災）教育宣導、滅火機具操作、逃生機具解說、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緊急救護 CPR 訓練等相關專題。

3.為提升全校校職員生防災求生意識，實地操作相關

逃生設備器材。 
4.課堂中安排有獎徵答，增加課程吸收效果。 

3-2-2.6 
辦理「校園安全」

各 項 前 端 預 防 相

關活動- 
辦 理 交 通 安 全 宣

導講座 

1. 邀請專家學者實施交通安全宣講。 
2.協調交通監理單位提供文宣品運用。 
3.交通服務人員選訓用。 

3-2-2.7 
辦理「校園安全」

各 項 前 端 預 防 相

關活動- 
查 察 學 校 交 通 違

規情形 

1.交通違規態樣勸導與告發。 

2.配合導師會議宣導要求。 

3.學校週邊危險易肇事路段調查。 

4.交通意外事故統計分析。 

5.警政單位協調聯繫。 

3-2-2.8 

營造優質「校園文

化」各項相關活動

1. 邀請專業講師來校演講。 
2. 辦理師生競賽活動。 
3. 結合結合特定日子(端午節.母親節…等)主題活動。 
4. 針對主題舉辦深層文化鑑賞(如咖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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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 

辦理「親師親生活

動」 

5. 舉辦國際飲食文化交流，讓學生認識世界，走向國

際。 

3-2-2.9 
營造優質「校園文

化」各項相關活動

-「學生與行政主

管有約」 

透過校長和相關一級主管與學生代表面對面溝通，讓

相關主管瞭解學生有關學習及生活上所遭遇的問題，

並即時給予學生適當的協助與處理，提高學生學習效

果，增進學生對學校的向心力。 

3-2-4 
落 實 推 動 性 別 平

等教育 

1.舉辦性別平等教育講座、體驗營、工作坊等活動，

提倡性別友善概念，建立無歧視、平等之友善校園。

2.辦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講座與工作

坊，提昇學校師生對身體自主權以及性別事件之敏

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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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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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相關體育競賽，鼓勵學生強健體魄；舉辦各種

創意競賽，發揮與展現學生的創意。 
3.補助學生及社團參加校外各項競賽活動。  

3-3-3 
鼓 勵 社 團 積 極 參

與 國 內 及 國 際 之

志工服務 

1.協助學生社團承接鄰近社區或民間社團的活動，鼓

勵學生走入社區。 
2.輔導社團辦理帶動中小學活動，強化學生服務之精

神，並向相關中小學宣傳中州精神 
3.鼓勵社團暑假參與國際志工服務拓展國際視野增加

社團國際經驗。 

3-3 
蘊育具開闊視野之

優質國際社會公民 

3-3-4 
服 務 學 習 課 程 紮

根計畫 

1.協助服務性社團承接鄰近社區或民間社團的活動，

鼓勵學生走入社區。 
2.積極推展各系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結合專業課程讓

學生在專業中學習服務。 
3.成立服務性禮節親善服務隊。 
4.推動志工服務認證。 
5.辦理環保走秀大賽以及校園品德相關系列活動融入

「節能」、「環保」之概念。 
6.推動弱勢社區學校服務計畫。 

 

策略四：推動務實致用，深耕教師產學合作及深化學生職涯輔導 

由研發處負責推動，以現有系所資源為基礎，導入本校研發能量，結合區域產業特性，激盪產

學合作思維，使研究產出貼近業界需求，發展區域化之產學合作特色。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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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4-1-1 
媒合教師研究專長

，深耕區域產學合作

1.強化和工商團體、地方產業公協會互動關係，開拓與

民間機構共同產學合作機會。 
2.推動教師組成跨領域團隊，與鄰近產業交流與合作，

將研究專長導入產業輔導。 
3.推動教師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規範，任

教每六年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

習或研究。 

4-1-2 
優化行政支援環境

，凝聚教師產學共識

1.建立教師研究社群，由研究成果豐碩之教師，帶領社

群，共同討論，以團體力量營造學術研究氛圍。 
2.辦理產學合作共識營（研究精進研習會），邀請專家

學者、資深教師分享申請計畫及產學合作經驗，深化

教師研究能量。 
3.訂定「中州科技大學教師執行計畫減授鐘點實施要

點」，協助參與產學合作教師能減輕教學負荷。 
4.依「中州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獎勵實施要點」獎勵教師

產學合作成效。 
5.善用科技部或其他部會之獎補助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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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補助相關經費，鼓勵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重要研究

成果，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 

4-1 
鏈結政府產業政策

支持，持續產學合

作開拓與經營 

4-1-3 
推廣研究智慧財產

，授權產業發展運用

1.補助教師將研發（究）成果衍生之發明進行專利申請。

2.利用參加商展（國內外發明展）機會，行銷本校專利

技術，展示可技術移轉的專利原型，尋求資金及商機

等全方面的交流與媒合。 
3.提高教師經營及參與研發（究）成果技轉誘因，依「中

州科技大學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要點」，優化教

師技轉授權金額分配比例，以促進本校智財收入。 

4-2-1 

強 化 學 生 輔 導 服

務，完善職涯輔導工

作，做好職涯規劃 

1.辦理就業學程，輔導學生參加職場體驗。 
2.開辦標竿職涯講座，引進業界專家分享，鼓勵學生參

與，洞悉職場趨勢，補足就職所需知能，強化實務經

驗；辦理企業參訪、雇主座談會及就業博覽會，瞭解

產業發展，培養學生就業力及協助提供就業機會。 
3.辦理前程規劃座談會，以「中州人提攜中州人」模式，

廣邀畢業校友返校座談，發揮職場影響力，建構學校

生活與職涯的無縫接軌。 

4-2 
發展學生職涯，建

構職涯輔導平台 

4-2-2 
建置職涯平台 

1.輔導學生職涯規劃，開拓與評估實習機構，輔導學生

參與校外實習，增強學生就業能力。 

 

策略五：發揮社會服務功能，落實推廣技職教育 

由終身教育處負責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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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終身學習，及時受用；即時學習，終身受用」的教育目標。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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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5-1-1 建 構 完 整 檢 定

平台，提供全方位服

務 
5-1 
形塑本校為國際及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

定考試之發證中心 
5-1-2 增加本校甲級、

乙級、丙級證照之合

格檢定試場數量 

1.便利學生獲得技能檢定資訊，提供多元及多場次報檢

機會，方便學生就近考照，提升本校學生報考率及通

過率。 
2.提供完整檢定資訊，服務更多外界人士，提升本校技

術士證照業務專業形象，可吸引更多學生來校報考。

3.本校目前已成立 39 個合格檢定試場，擬增加更多合格

檢定試場，提供學生多元化之證照考試，因應不同專

業之學生需求。 
4.加強本校為即測即評及發證學校的優勢，配合策略聯

盟學校需求，提升本校招生的透明度。 
5-2-1 終 身 學 習 在 地

化，以本校經營之各

鄉鎮社區學習中心作

為推廣教育的發展據

點 

1.加強與各社區及教學中心的互動與溝通，建立社區民

眾對推廣教育課程的熟悉與喜愛程度。 
2.與各社區大學及社區教學中心辦公室建立一套文宣與

課務管理機制，藉由網路課務系統作好教學與服務品

質。 
5-2-2 充分結合本校技

能檢定考場優勢，結

合系所專業辦理符合

產業核心技術需求證

照輔導課程，以達到

證能合一 

1.結合本校之證照考場優勢，作為開設證照輔導班與各

種技藝專班之行銷焦點，發展證照輔導或訓練考照及

就業輔導之一條龍服務，為本校特色。 
2.配合系所專業，善用資源，結合本校專業考場優勢，

提升在校學生通過檢定人數，並與各技能檢定職類相

關之學校、社團保持密切聯繫，以利招生。 
5-2-3 課 程 設 計 客 製

化，以企業需求為導

向的招生規劃，爭取

職訓局、產業及就業

支持，擴大企業影響

力 

1.瞭解彰化縣內企業開班需求，配合系所規劃產業學

院，開設產業所需之核心技術課程，本處將依據各廠

商之開班需求，量身訂做合宜之課程規劃，取得各大

廠商之認同與合作。 
2.以中高齡失業者為招生主軸，以解決彰化縣高失業率

的問題，本校將依據中高齡縣民就業機會較大的職

類，規劃合宜職訓課程。 
3.積極拜訪縣內中小企業校友經營之大型企業，爭取企

業委辦經費，以擴大企業影響力。針對有意願之企業

規劃合宜之課程，以吸引企業員工之認同，針對企業

因經營型態不同及對課程之需求不同之規劃，擬定合

宜之課程計畫。 

5-2 
彈性的推廣教育訓

練規劃，全方位職

業訓練基地 

5-2-4 積極在外縣市及

東 南 亞 設 立 教 學 中

心，擴大社會影響範

疇，逐步擴大推廣教

育之質與量，提升本

校之知名度 

1.掌握社會脈動，規劃符合社會需求之課程，以吸引更

多民眾之興趣與報名。 
2.開設證照輔導班級：食品檢驗分析(乙級)、食品檢驗

分析(丙級)、中餐烹調丙級(葷)衛生講習、西點蛋糕(丙
級)證照輔導、麵包(丙級)證照輔導、保母人員專業訓

練課程、保母術科加強班…等。 
3.透過產學合作方式，爭取彰化縣以外之優良廠商協助

辦理產學合作計畫，並在當地設立教學中心，以利就

近服務。 
4.積極爭取中部四縣市政府各單位委訓機會，以增加本

校知名度與社會影響力。 

 
5-2-5 持 續 延 伸 辦 理

教（推廣教育）、考

1. 持續擴大辦理各專業在職研習（如：托育、教保服務

人員、照顧服務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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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證照輔導）後之用

（媒合與管理）、訓

（在職與進階研習、

資源與專業支持）之

服務 

2. 積極爭取辦理各專業進階研習，取得更高資格（如：

幼兒園園長訓練班、等） 
3. 配合及爭取公部門管理及資源服務計畫（如：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托育資源中心、非營利幼兒園、長期照

顧 C 與 D 級站等） 

 

策略六：提昇校務行政效能，建構優美溫馨校園 

由總務處負責推動，積極爭取外部相關資源，朝向建立更便利安全、環保節能之優美溫馨的校

園環境而努力。規劃如下： 

實施要領 行動方案 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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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年整合教務、學務、人事、總務與會計等校務系統，

有效提升各系統間之資料鏈存取效率 

6-2-1 
營造溫馨校園 

1.持續改善更新校園基礎設施 

2.積極維護改善無障礙環境 

6-2-2 
持續強化校園安全 

1.整合與優化現有之校園緊急防災系統與校園安全監

控系統 

2.強化校園保全與優化大樓門禁管制系統 
6-2 
營造安全溫馨之校

園學習生活環境 6-2-3 
建構符合職業安全

衛生法規範之校園

環境及實驗室環境

安全管理 

建構與維護符合法規規範之特色實驗室，自動化管理滿

足各項法令要求，提高安全、優良之實驗室環境。 

6-3-1 
整合強化現有校園

用電與用水監測管

制系統 

1.整合校園用電與用水監測管制設備 

2.裝置節能燈具與用電插卡管控系統 

3.建置節水設備、用水監測設備與雨水處理系統 

4.建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6-3-2 
持續推動環保衛生

之校園 

1.持續維護校園環境的清潔 

2.強化落實校園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 

6-3 
建構節能環保之綠

色生態校園 

6-3-3 
積極綠美化校園 

1.持續整合維護校園綠美化工作 

2.持續麒麟坑溪綠美化認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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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109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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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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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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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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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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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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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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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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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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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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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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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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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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8,431,544 50% 8,400,124 50% 817,766 50% 721,400 50% 18,370,834 18,370,8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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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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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件數 得獎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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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57 55 26 9 11 9 

合計 397 391 105 63 73 150 

預期達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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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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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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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止，共獲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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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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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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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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定位為教學型大學，工學院為整合師資設備課程，以智慧自動化工程系-機械組(含工程

技術碩士班)、智慧自動化工程系-電機組、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等建構教學架構，並結合地方產

業發展特色，以智慧產品研發與設計為主軸，而定位為結合區域產業特色，研發與設計相關產業

核心技術，提高中部地區產業創造高附加價值，有效提昇整體產業技術品質，培育相關產業之技

術人才。本校工學院發展在於結合地方產業發展特色，以智慧製造與工業自動化、多媒體設計與

電競產業為主要發展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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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智動系機械組之模具開發「產業人才扎根計畫」多次獲獎績優

計畫；智動系電機組參與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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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遊系學生榮獲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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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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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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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立 92 個證照檢定考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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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個勞動部乙、丙級證照檢定考場(含學科與職安衛)，加上協助 54 個民間證照職類

檢定，合計辦理 92 項證照檢定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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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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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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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更是辦理 69 班次，培訓

學員總數 2,291 人次，總執行經費計 29,092,7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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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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及研究設備，採購 40 項設備 46 項設備 無 7,719,451 6,901,685

圖書館自動化(350,000 元) 
圖書期刊(550,000 元) 

圖書館自動化(330,000 元) 
圖書期刊(526,009 元) 

無 856,009 856,009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預估

8(人) 案 
6(人)案 

本校新聘之教師均比照公立學校，因

此薪資計算之落差導致實際案次落

差。 
2,500,000 2,000,000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預估 1 (年)

案 
 1 (年) 案 

因 少 子 化 本 校 專 任 老 師 員 額 數 減

少，因此原規劃之費用使用之比例降

低，已要求規劃數字更為趨近實際狀

況。 

513,730 513,730

升等送審，預估 8 案 4 案 

108 年度原規劃 8 位教師提出升等送

審，本校實際執行新聘老師 4 案升等

外審；原有之專任教師於 107 年度提

出升等送審；導致 108 年度原有之專

任教師無提出升等申請。 

37,500 37,500

推動實務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

具，預估 15 案 
5 案 

申請件數降低(減少)，乃因本校教師

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勵要點第五

點規定，已申請「同一作品不論版數

僅接受一次申請獎助」教師若在之前

已申請，則不再提出，故影響申請之

件數。目前已針對此情形，修改要點

鼓勵老師研發新課程新教材。在 109

年科系整併後，此現象應可獲得改

善。 

46,879 46,000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購入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秏

品，提升學習成效。 
無 2,236,694 2,056,160

活化招生對策，就業

導向課程改革，培養

務實致用技術人才 

資料庫訂閱、軟體訂購及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購置電子資源，

供全校師生查詢使用及支援教學

研究。 
無 788,500 788,500

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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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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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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設立專責人員：.已設立專責行

政教師，協助外籍生生活適應

與語言溝通橋梁。 
2.108 學年度起安排台灣生活導

航、跨文化溝通課程，使學生

適應台灣生活、了解台灣文

化。 
3.每學期安排四-五學分之華語課

程，提供學生進行基礎華語、

華語習字等訓練。 

無 

0 0 0 

運動攝影機、數位單眼相機、平板電

腦、單槍投影機、大型投影布幕、AED
套裝等設備 

已購入運動攝影機、數位單眼相

機、平板電腦、單槍投影機、大

型投影布幕、AED 套裝等設備 
333,850 333,850

發揚技職教育精

神，培育精公誠毅青

年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75,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225,000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75,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225,000

無 

301,433 300,000

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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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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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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

大學教師研究獎勵實施要點」等相

關辦法，推動教師從事研究，參與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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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左列相關辦法提供教師申請

減授鐘點、辦理各項產學合作

案、教師執行計畫核予研究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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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施措施有：

(1)運用獎補助經費，補助教師

至業界進行深耕服務、深度實

務研習、產業實務研習相關費

用，充實教師專業實務經驗。

(2)已修正本校推動教師進行產

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深耕

服務型態開放第三類深耕服

務，提供教師以寒暑假為期間

進行實地服務或研究。(3)連結

教師評鑑研究績效評核項目，

已完成產業研習或研究教師，

核予研究績效分數。截至 108
年 11 月底，110 年 11 月 20 日

應完成半年產業研習或研究之

現職教師，22 人已完成，62 人

進行中。 
 
3.本校有 2 位教師於 108 年獲科

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受獎勵教師為智慧自動化工程

系邱銘杰教授、保健食品系李

淑玲副教授。 

無。 

2,613,651 2,575,317 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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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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個勞動部技術士證照考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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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預估

4 人次行政人員業務研習、2 場次研

習，經費 100,000 元 

6 人次行政人員業務研習、1 場次

研習 
無 83,137 82,917提昇校務行政效

能，建構優美溫馨校

園 建構節能環保之綠色生態校園，採購

光學無段變焦投光燈 
已採購光學無段變焦投光燈 無 340,000 340,000

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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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或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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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9 年度整體發展支用計畫 

一、 109 年度各項經費配合校務發展計畫、高教深耕計畫執行內容及預期成效 

(一) 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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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海外生源，提升國際化服務，增廣國際視野」。「營造友善校園，蘊育開

闊視野之優質國際社會公民」。「推動務實致用，深耕教師產學合作及深化學生職涯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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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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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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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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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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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各分項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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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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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為業務推動窗口，高教深耕辦公室由副校長擔任主任、教務長擔任執

行長綜理本辦公室業務，全校3個學院13個系所(109學年度9個系所)全體師生動員參與計畫的

設計與執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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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計畫書期程之管考，將依「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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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各項經費執行內容及預期成效 

依據校務發展計畫六大策略，制定 109 年度各項執行內容，分述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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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A「培育多元創意樂活通才計畫」：發展創新數位互動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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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為： 

a. 建置E化教學環境：基於餐旅商務行銷系、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系互動學習需求，提升數

位化教學環境。經費項目為資本門附表11之優先序1至5，計340萬元。 

b. 充實圖書館數位資源：改善圖書館軟硬體，以增進各系師生教學與研究所需之數位學習

資源，含圖書、期刊、資料庫等。經費項目為資本門附表12之優先序1至3，及附表13之

優先序1至3，計80萬元；經常門附表19之優先序1至4，計31萬5,000元。 

預期成效為： 

a. 改善教學情境，提昇教學環境品質。 

b. 充實電子資料庫資源，提供師生教學研究使用。 

(2)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B「落實教學產業專才計畫」：發展各系科特色，以培育各產業專業

人才。 

執行內容為： 

a. 充實系科專業教學設備：發展各系科專業特色，建置實務課程實習環境，讓學生在做中

學的學習氛圍中，養成專業技能。經費項目為資本門附表11之優先序6、8、9、10，計172

萬元。 

b. 改善系科專業師資：藉由新聘專任師資、提供現職教師薪資、鼓勵教師進修與升等等措

施，提升專任師資之專業素養。經費項目為經常門附表16之優先序1-1、1-2、1-7與1-8，

計297萬5,132元。 

c. 推動實務教學：依據學習資源、實習環境，獎勵教師開發適合學生學習的教材及教具，

以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及教學品質。經費項目為經常門附表16之優先序1-3，計15萬元。 

預期成效為： 

a. 增購教學、研究設備，提昇教學品質及研究能量。 

b. 改善師資結構及師資素質，提昇學術地位。 

c. 教材生動、內容充實，提昇學習成效。 

2. 策略二：引進海外生源，提升國際化服務，增廣國際視野 

(1)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C「適性發展培育南向人才計畫」：養成學生多元語言溝通能力及國

際移動力。 

執行內容為： 

a. 建置互動式語言學習環境：配合引進海外生源之策略，強化本國學生英語能力、外國學

生華語能力，營造溝通無礙的國際化環境。經費項目為資本門附表11之優先序7，計50萬

元。 

預期成效為： 

a. 配合英文課程，培養學生外文溝通能力。 

3. 策略三：營造友善校園，蘊育具開闊視野之優質國際社會公民 

(1)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F「提升高教公共性實行計畫」：養成學生探索力、支持力、堅毅力、

合作力、生產力，築夢踏實。 

執行內容為： 

a. 學生事務與輔導：充實學生社團與輔導相關設備、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之社團活動、

校園活動。經費項目為資本門附表14之優先序1至6，計20萬元；經常門附表16之優先序2，

計37萬5,000元。 

預期成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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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高學生課外活動的參與度與職能、深化學生服務的理念與價值。 

4. 策略四：推動務實致用，深耕教師產學合作及深化學生職涯輔導 

(1)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E「厚植實務研究能量發展計畫」：工學院以智慧自動化、觀光與管

理學院以雲端大數據、健康學院以食品安全為核心技術，透過課程、設備、師資的強化，並

結合研究總中心的研發創新，鏈結產業，達成學用零落差的目標。 

執行內容為： 

a. 推動教師指導學生從事校外專題競賽：參賽或訓練相關經費補助、參賽績優獎勵。經費

項目為經常門附表16之優先序1-4，計95萬元。 

b. 鼓勵教師研究：補助發明專利申請與維護、鼓勵教師投入公私部門之產學合作計畫、研

究計畫、鼓勵教師參與校務研究實務工作。經費項目為經常門附表16之優先序1-5，計170

萬4,868元。 

預期成效為： 

a. 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模式、實務技能與研究能力。 

b. 提升教師與系院校之研發能量。 

c. 校務研究成果回饋校務規劃與決策。 

(2)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F「提升高教公共性實行計畫」：增進教師適性適所發展。 

執行內容為： 

a. 鼓勵教師參與國際性學術會議，發表學術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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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為經常門附表16之優先序1-6，計30萬元。 

預期成效為： 

a. 鼓勵教師進行第二專長培訓，精進教師教學知能。 

5. 策略五：發揮社會服務功能，落實推廣技職教育 

(1)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G「善盡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持續辦理樂齡大學、社區大學、證照

輔導課程。 

 

6. 策略六：提昇校務行政效能，建構優美溫馨校園 

(1)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F「提升高教公共性實行計畫」：營造透明公開數位化行政服務。 

執行內容為： 

a. 辦理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經費項目為經常門附表16之優先序3，計10萬元。 

預期成效為： 

a. 精進行政人員行政業務能力、增進行政人員資訊應用能力，以提升服務效率。 

(2) 配合高教深耕分項計畫G「善盡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建設永續校園。 

執行內容為： 

a. 建置環保節能設施。經費項目為資本門附表15之優先序1，計30萬元。 

預期成效為： 

a. 環保節能，減少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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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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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E化教學教室 
(資本門項次 1、2、3) 

1,249,869 650,131

建置電腦廣播教學教室 
(資本門項次 4、5) 

1,500,000

圖書館自動化 300,000

訂購圖書、期刊、數位光碟 500,000

訂閱圖書資料庫 250,000

落 實 教 學 創

新 及 提 升 教

學品質 

培育多元

創意樂活

通才計畫

發展創新

數位互動

學習環境

計畫 

訂購圖書軟體 65,000

改 善 教 學 環

境 、 學 習 資

源，提昇教學

環境品質 

1. 餐旅系建

置E化教學

教室 5 間 

2. 觀光系建

置E化教學

教室 1 間 

3. 圖書館電

子資料庫 4

種 

充實系科專業教學設備 
(資本門項次 6、8、9、10)

1,720,000

新聘專任教師薪資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教師進修 
教師升等 

2,475,000 500,132落 實 教 學 創

新 及 提 升 教

學品質 

落實教學

產業專才

計畫 

各系科專

業人才培

育計畫 

推動實務教學，獎勵教師編

著教材及教具 
150,000

1. 充 實 教 學

設備，提昇教

學品質 
2. 改 善 師 資

結構及師資素

質 

1. 保食系建

置次氯酸水

製造實驗室

1 間 

2. 多遊系建

置伺服器實

驗室 1 間 

3. 教師教材

20 案 

落 實 教 學 創

新 及 提 升 教

學品質 

適性發展

培育南向

人才計畫

多元語言

溝通能力

暨國際移

動力養成

計畫 

建置互動式語言學習評量

系統 
(資本門項次 7) 

500,000

3,750,000

培養學生外文

溝通能力 

建置語言學

習教室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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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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實務教學 
補助教師指導學生校外專

題競賽、獎勵教師指導學生

參與競賽 

950,000

增進研究 
鼓勵教師投入公、私部門之

產學合作計畫 
補助教師進行研究而衍生

之發明申請、維護費 
補助教師參與校務研究 

1,624,868 80,000

發 展 學 校 特

色 

厚植實務

研究能量

發展計畫

 

增進國際學術交流 
補助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會

議 
80,000

2,250,000

20,000

1. 培 養 學 生

創 新 思 考 模

式、實務技能

與研究能力 
2. 提 升 教 師

與系院校之研

發能量 

1. 指 導 學 生

專 題 競 賽 計

畫 13 件 

2. 指 導 學 生

競賽獲獎 27

件 

3. 教 師 產 學

合作 27 件 

4. 教 師 專 利

10 件 

5. 校 務 研 究

專 題 計 畫 3

件 

6.參與國際

學術會議 3

人 

學生社團與輔導 
學 生 事 務 及 輔 導 相 關 設

備，如各項樂器等 
200,000

提 升 高 教 公

共性 

提升高教

公共性實

行計畫 

五力養成

築夢踏實

自主計畫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補助社團老師指導費、辦理

校園活動。 
375,000

1. 提 高 學 生

課外活動的參

與度與職能 
2. 深 化 學 生

服務的理念與

價值 

補助 3 位社

團老師指導

費、辦理 3

場學生活動 

提升高教公

共性 
提升高教

公共性實

行計畫 

教師適性

適所發展

安置計畫 

推動教師至業界進行深度

實務研習 
鼓勵教師進行第二專長培

200,000

1,125,000

1. 充 實 教 師

專業實務經驗

2. 精 進 教 師

教師研習 1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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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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教學知能 

提 升 高 教 公

共性 

提升高教

公共性實

行計畫 

營造透明

公開數位

化行政服

務計畫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100,000

精進行政人員

服務效率 

辦理行政人

員研習活動

5 場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善盡社會

責任實踐

計畫 
 永續校園-環保節能設施 300,000 0

環保節能，減

少碳排 

改善校園節

能照明 1 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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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000   

總計 － － － 6,269,869 6,269,868 7,125,000 1,300,2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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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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發展經費使用原則及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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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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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資源的共享，提昇設備的使用效益。 

3. 提昇專業證照的持有率，提昇就業市場競爭力。 

4. 建置優質校園數位學習環境。 

5. 建立特色實驗室，增進產學合作專題研究及技術服務能量。 

6. 提昇圖書服務功能及豐富館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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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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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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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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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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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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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9 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參考） 

附表 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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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招生人數逐年遞減，108 學年度新生註冊率亦僅略多

於 6 成，建議學校應提出較有效之招生策略，一方面吸引新

生入學，另一方面穩住在學學生，讓修退轉比例不要太過惡化。

因應少子化的影響，本校目前實施的招生策略如下： 

1.加強與高中職課程連結：本校積極在夥伴高中職開設專題課程，實作課

程等。讓高中職學生提前體驗大學的上課方式，以及了解本校的教學資源，

經營幾年後，參與本校課程的學生，多能認同本校的教學方式，而有一定

比例的高中職學生，畢業後進入本校就讀。 

2.提供獎學金，鼓勵優秀學生就讀：許多優秀學生，可能因為經濟因素而

無法繼續升學。本校提供比照國立大學收費、甚至免學雜費的獎學金方案，

鼓勵優秀學生入學，本方案每年都提供許多機會讓優秀學生入學。 

3.提供產學合作機會，讓學生熟理論能實作：本校積極聯繫產學合作機會，

讓本校學生，不只在學校學習理論，也能在職場上驗證實務技能，熟理論

能實作來提升學生未來就業的競爭力。另外，學生也能由實務技能工作，

獲得生活經濟上的補貼，讓經濟弱勢學生，也可以讀書與學技能並進。 
4.拓展新的學生來源：台灣的少子化，已讓國內生源減少，但台灣優良的

教育環境，仍是吸引一些外國學生嚮往。本校積極開拓外籍生，本校目前

的外籍生有蒙古、史瓦帝尼、烏干達等。外籍生普遍認同我們的教育環境，

我們也積極到國外招生。未來外籍生會變成我們生源的重要來源。 
 
另外，對於有休退意圖的學生，由系上導師積極啟動第一線關懷，釐清休

退原因。之後再由心理諮商中心實施第二階段的心理輔導與協助。在確定

問題後，本校實施下列改善休退策略: 
1.安排工作與實習機會，讓學生可以改善經濟問題，及在職場建立專業技

能信心。 
2.大幅放寬學生學費分期付款條件，只要學生提出學費分期請求，學校幾

乎都以幫助學生的立場而同意，讓學生可以安心就學。 
3.安排老師與學生，持續關懷發生休退意圖學生，強化人際互動，建立學

校群體的關懷圈，使學生願意繼續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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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本校已報部通過 109 學年度由原本 13 系所整併為 9 系所將系所資源整合有

效分配資源,提升成本效益並及教學研究品質與內涵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與(資訊管理系)：整併為多媒體與遊戲科學系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與(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整併為觀光休閒與健康管理

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與(餐旅事業管理系)：整併為餐旅商務行銷系。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與(視訊傳播系):整併為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

系。 

109 學年度持續以調整系科招生名額,配合招生獎學金策略提升新生報到

率。 
 

2. 校務發展計畫中對進修部招生及推廣教育寄望頗高，目前

進修部學生占全校學生比例亦有相當比例，惟進修部及推廣教

育仍應規劃適當招生策略，自我提升。此外，數月前學校在推

廣教育發生之缺失，亦建議痛定思痛提出自我改善之道。 

本校招生涉及總量管制相關條件，進修部學生占全校學生比例亦有相當比

例，持續透過調整系科招生名額,配合招生獎學金策略提升新生報到率。 
 
數月前周邊學校推廣教育頻上新聞版面，本校亦深以為警惕，非常感謝耳

提面命，本校亦深自檢討；尤其推廣教育學分班與進修部的轉銜，教務處

先期共同參與開班的審訂與教學品質和成績與出席的掌控，並與系科連結

對接，提早掌握學生學習與適應。 
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非學分班、技能證照班、勞動部職訓班、企業委

訓班）與進修部積極透過協助各專業機構、協會與團體培育需要人才，以

產業學院的理念客製化專業需求，多年運營成效有成，獲各專業機構、協

會與團體加以協力運作，例如上市公司全額提供學生助學獎學金，並包遊

覽車直接載送學生到校上下課，且等同上班時間，以培育年輕血水命脈；

隨著政府幼托準公共化的推動，在地及周邊教保團體需才孔急，積極協助

學校與會員團體連結，招募新血培訓並進行產學合作……..以上犖犖大者稍

加詳述。 
非學分班亦許多為公私部門委訓班、證照輔導班，學員專業需求度強，上

課自主管理性高；有些連結證照考試資格之課程，更是缺課需要求進行補

課，且到課率需達 8 或 9 成，成績 70 分以上，方能取得考試資格之結業證

書；課程結束後皆會辦理滿意度調查，汰除及修訂師資、課程及辦理方式。 
非學分班另一大類型為長青大學等以生活化之樂齡課程為主，課程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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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亦皆會辦理滿意度調查，汰除及修訂師資、課程及辦理方式。 

3. 學校 inbound 或 outbound 海外交流學生人數仍有很大努

力空間。 

如委員所擬，本校學生參加海外交流人數仍有很大努力空間，因此，本校

將透過以下方式，推動國外學生來台進行交流活動(Inbound)與在校學生赴

海外進行交流活動(Outbound)： 
1. 親赴史瓦帝尼王國歐非學院 (Euro Africa Campus College)，進行教學場

域實地考察及雙邊教育理念及學術合作需求座談，  
2. 辦理海外大學到我校參訪，進行實質國際友校合作簽約，並進行學術交

流；如力邀史瓦帝尼王國歐非學院校長及董事會成員赴臺參訪敝校，以

期促成雙方深化合作。 
3. 展現本校系所特色，以合作方式與國外大學進行合作，如刻正合作為協

助史瓦帝尼王國，設計該國第一間『複合型婚宴會館』，由本校「餐旅

商務行銷系」、「時尚造型與視訊傳播系」、「餐飲廚藝系」、「景觀造園與

維護系」協助，齊力推動雙方產官學整合與實務技能交流，透過專業來

增加學生參加海外交流機會。 

 

4. 108-112 學年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學生數由 3,173 成長至

3,333 人，學雜費收入卻僅規劃 1.9-2 億元，其他收入在

108-112 學年均維持不變，與擬定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08-112）總目標為：學生人數超過 3,500 人，學雜費占總

收入 60%以下，並不一致，計畫之明確性及可行性較弱。 

1. 本校因應少子化的到來影響招生，因此對於學雜費收入採取保守估算，

但本校財務規畫周全，財務狀況健全。 
2. 為求學校永續發展，本校以學生人數 3500 人為目標持續努力。在本國

學生日益減少的趨勢下，本校拓展海外生源逐年成長，將可維持學校穩定

發展。 
3. 除了學雜費收入之外，本校積極想要提升其他收入，目標為學雜費占總

收入 60%以下。 
4. 本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未來仍會依據產業環境、經濟發展趨勢、人口

變化等，滾動式修改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5. 學校因應外在教育環境及校務發展內外部分析，並配合

SWOT 分析結果，訂定校務發展 6 項策略及 15 個行動方

案，內容尚屬具體可行，惟在教學資源有限條件下，在校外，

甚至國外設立教學中心，學校似宜再審慎評估細酌。 

感謝委員建議。教學資源有限情況下，欲設立國外教學中心主要目的為擴

大生源，但是否能夠真正落實，會仔細評估後，修改到 109-113 年之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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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6. 學校近 3 年來學生數及教師數咸呈下降趨勢，宜經由校務

研究，滾動式修正校務發展。 

1. 少子化趨勢在短時間內確實無法避免，因此本校近 3 年來學生數下降是

事實，為達到財務收支平衡，部分教師因自然退休、離職、系所整併等因

素，教師數呈現自然下降趨勢。 
2. 因應少子化與社會發展需要，本校已申請系所整併案並經教育部同意，

自 109 學年度起，由原來 14 個系所，整併為 9 個系所，因此，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將配合於 109-113 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一併滾動修正。 

 

7. 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六大策略，唯校務發展目標不夠明確具

體，目標與策略關聯性亦不夠明確。 

本校在原 14 個系所整併成為 9 個系所之過渡期間，仍以六大策略為目標，

自 109 學年度起，將依據教育部之人才培育白皮書、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

綱領、政府相關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新南向人才

培育推動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以期提升本校技職教育競爭力，及

培育國家未來所需實務致用之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大幅更新校務發展目

標、訂定新策略與實施方法，將於 109-113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滾動式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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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將於 109-113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滾動式修正，並規畫未來可能會

面臨之問題，提早因應，做好永續規畫。規畫方向須朝向財務永續為前題，

目前已評估轉型其他如長照人力需求、工業人力需求、農業人力需求以達

到永續目標，將於 109-113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滾動式修正。 

 

9. 學校學生呈逐年遞減之勢，且新生註冊率偏低，學校就入

學管道及地區分析新生來源，有助於擬訂適當之招生策略，108 

年度學生之註冊率已由上年度之 53.41%提升至 65.3%。 

感謝委員的肯定。本校將持續正確的方向與做法，繼續努力。 
 
1.本校 109 學年度已報部通過由原本 13 系所整併為 9 系所將系所資源整合

有效分配資源,提升成本效益並及教學研究品質與內涵。 

2.本校入學管道主要為單獨招生為主，為吸引學生入學 109 學年度持續以

調整系科招生名額分配,配合招生獎學金策略提升新生報到率。 

3.分析新生來源，了解技高科別設備情況，配合獎補助款經費，建立各系

特色發展。 

 

1. 學校辦學特色仍未有顯著凸顯，建議學校仍應型塑明顯辦

學特色，並規劃校務發展，在型塑特色上有所精進。 

本校原定位為「實用型之優質科技大學」，希望能密切結合地區產業，包含

中、彰、投地區在農業、工業、商業之發展，未來系所整併後，辦學特色

將朝長照趨勢、工業發展、農業復甦之方向，將於 109-113 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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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2. 學校辦學特色有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產學合作與實務研

究、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辦學績效與社會責任、國際化等五

個面向，分別有對應校務發展計畫之發展策略一六、四、三、

五、二，大部分有關連性。 

謝謝委員肯定與指教。 

 

3. 學校依高教深耕計畫「中州轉型質變深耕計畫」，結合學校

中、長程發展計畫項下 6 大策略，發展學校特色，具關聯性。

謝謝委員肯定與指教。 
 

4. 學校以食品安全，智慧自動化，雲端與大數據為研究主軸，

建立學院特色品牌課程，達成特色人才培育目標，並提升高教

公共性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辦學特色目標聚焦校務發展。 

謝謝委員肯定與指教。 

 

5. 學校稱擴大招收境外生與交換生政策及措施已有成效，但

在短期交流陸生卻由 104 學年度之 189 人降至 107 學年度之

13 人；國際學位生由 104 學年度之 39 人降至 107 學年度之

27 人。學校設定未來努力的目標為「外籍生大於 400 人」，

欲達致此目標，尚待努力建置友善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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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一年度未編列資料庫訂閱費及軟體訂購費，對學生學習

及教師研究輔助有很大影響。 

感謝委員建議。 
本校於 108 年度使用獎補助經費採購之資料庫及軟體如下： 
1. 各系採購 

JBS 進銷存管理系統/4.5 萬、JBS 收銀管理系統/4.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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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3D)導覽系統/37.5 萬、電腦繪圖軟體/59.5 萬、 
飯店前檯管理系統/45 萬 

2. 圖資處採購： 

微軟CA全校授權、ProQuest-Research Library、 

IGP -綜合類電子書 (EBA Model) 、餐飲文化管理資料庫 

Adobe Creative Cloud 大專院校方案、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四庫) 

2. 前一年度經費使用情形（附表 4）中，每一項辦學特色太過

籠統，涵蓋多項執行成效，但是僅標示一筆經費，無法看出哪

一項執行成效實際花費金額，無法判斷經費使用之洽當與否，

明年請改進此經費表示方式。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附表 4 修正各項辦學特色之工作項目所投入之經費，

以及預期成效與執行成效之說明。 
 

3. 本次提報之 109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沒有 107 年

度之內容與預期成效之質、量化指標，僅在第 37 頁-第 38 頁

說明兩大項（11 萬 8,224+257 萬 5,317）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按 107 年度共核配 1,689 萬 5,389 金額，應補充其他項目之

預期與實際成效之質、量化指標比較與具體執行成效之差異。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附表 4 修正各項辦學特色之工作項目所投入之經費，

以及預期成效與執行成效之說明。 

 

4. 配合南向政策，引進海外生源，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為學

校特色之一，為面對國際學生數逐年下降，學校宜提出因應對

策。 

1.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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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升海外招生人數的前提，須建立完整在校外籍學生相關之課程教學與

輔導機制，因此，校內陸續推展外籍生修課機制(如調整語言教學、課後

教學補教)，以及生活輔導相關機制，以提升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成效及對

學校向心力。 
3.建置完整網路招生宣導，提供國際學生申請學校時相關訊息。 

 

5. 108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合計為 1,860 萬元，已支用經

費 1,534 萬 8,604 元，執行率為 85.52%，無法發揮獎補助經

費之使用效益。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在使用獎補助款經費上尚有改進之處，將繼續持續改

善執行進度，以發揮經費使用效益，創造更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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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8 年度學校之學生數由上年度之 3,383 人降為 3,173 

人；專任教師人數由上年度之 117 人降為 101 人；而職員數

卻反而由上年度之 55 人增至 65 人，有違常態運作方式。 

107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職員數由 55 人增至 65 人，原因為原本學校聘任

之專案型計畫人員轉任職員，增加所致；目前學校各單位之人員為最精簡

之情況，107 學年度校務整體評鑑特別建議增加行政人員，因此原專案型

人員轉任職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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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均達成預期目標，但仍有下

列諸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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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多數計畫未設定預期之量化指標，無法評核計畫之執行是

否確已達標。 

(3) 6 項辦學特色計畫使用經費（含自籌款）508 萬 3,540 元，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269 萬 3,561 元，似未涵蓋全部之經費。

(4) 表中「發揚技職教育精神，培育精公誠毅青年」辦學特色，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率」應為 94.6%而非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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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兩項目所需經費由學校經費支應，並無

使用本計畫之經費。另，「提升校務行政效能，建構優美溫馨校園」使用

經費金額修正為 42 萬 3,137 元。 
2. 各項子計畫預期之量化指標已修正於附表 4。 
3. 已修正附表 4 之經費，總計畫經費為 1,837 萬 0,834 元，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為 1,683 萬 1,668 元。 
4. 已於附表 4 修正「發揚技職教育精神，培育精公誠毅青年」使用之經費。 

 

1. 下一年度預定證照檢定收入提升 10%，由於此收入絕大部

分來自學校學生之報名費，若訂定此目標，代表學校會鼓勵學

生多考證照，但是證照應與就業互相配合，不應一味要求學生

考證照，建議此目標可予以刪除。 

感謝委員建議。 
本校將依委員建議修正、刪除此目標。 

 

2. 下一年度資料庫訂閱費僅編列 31.85 萬，軟體訂購費僅編

列 6.5 萬，此經費恐不敷一個大學師生所需，建議應酌予提高。

感謝委員建議。 
本校 109 年度採購資料庫及軟體經費編列如下： 

ProQuest-Research Library、餐飲文化管理資料庫、Adobe Creative Cloud 大

專院校方案、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四庫)。 
本校於經費充足下會考量提高編列採購資料庫及軟體的部份，以供師生教

學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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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 年度之經費規劃仍有多個子計畫並不明確，特別在各系

科專業人才培育計畫中，量化指標如相關系科新建或改善實習

室各 1 間（沒有具體項目）；相關系科編製實務教材各 1 份（沒

有具體項目）；新聘高階教師（沒有具體員額）。 

1. 已修正附表 5 之工作項目，詳列各子計畫工作內容。 
2. 已修正工作內容之量化指標。 

 

4. 附表 16，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項下（一）新聘（三年以內）

專任教師薪資，列 2 學期 277 萬元，未提新聘教師人數。 

108 年度學校之學生數由上年度之 3,383 人降為 3,173 人；專任教師人數

由上年度之 117 人降為 101 人，系所將於 109 學年度進行整併為 9 個系

所，目前 277 萬用於改善新聘三年內專任教師薪資。 
 

5. 附表 5 發展學校特色項下「厚植實務研究能量發展計畫」

共編列 566 萬元，金額不在少數，惟量化預期成效，僅列各

系參與競賽至少 1 件，未提及教師研發能量之產出。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修正計畫書之附表 5 中修正。 

 

6. 下一年度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工作計畫、工作內容及預期

成效堪稱妥適。 

謝謝委員肯定與指教。 
 

7. 「109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的 8 個子計畫

中，有 5 個子計畫之量化指標設定為「至少××件」或「××以

上」等，此種設定方式往往彈性空間大，較易流於形式，以具

體明確之數字呈現應較佳。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修正計畫書之附表 5 中修正。 

 

8. 附表 8「109 年度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表」中，「教學及研

究設備」獎勵補助款編列 890 萬元，占獎補助款資本門之

80.91%；而自籌款編列 110 萬元，全數投入此一項目。將有

助於教學研究水準之提升。 

謝謝委員肯定與指教。 

 

9. 附表 9「109 年度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一覽表」中，「研究」

在獎勵補助款編列 241 萬 4,700 元，占獎補助款之 21.95%；「改

善教學相關物品」在獎勵補助款編列 300 萬 1,800 元，占獎補

助款之 27.29%；兩項所占之比例略顯偏高，相對壓縮了其他

諸項計畫的執行空間。 

依核定經費調整計畫項目，減少「研究」及「改善教學相關物品」之經費。

「研究」項目經費降為 160 萬 4868 元，「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降為 0 元。

此二項目與其他項目如有經費不足之處，將由高教深耕計畫及本校自有經

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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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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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隔間拉簾」之規格為「1.防焰、抗菌處理，2.

長度：70m m 　 5%，高度：2.4m 　 5%，含安裝施作」，由於

材質的不同會影響產品的價格，故此項規格是否適當請再斟

酌。優先序 16 及 17 亦有類似情況。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修正計畫書中調整並增列規格。 

 

11. 附表 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中

之標餘款，優先序 5「二門冰箱」之規格為「定頻、右開、雙

門上下門，容量：101L-150L1」，似乎過簡，易造成採購及驗

收之困擾。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修正計畫書中調整並增列規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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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吉他音箱」之規格訂為「寬／深／高：

53/ 24.8/ 48.4/公分　 5%」，過於簡潔不利於採購作業。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修正計畫書中增列規格。 

13. 附表 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勿物品明細表」

中，優先序 38「伺服馬達」之規格訂為「400w」，過於簡潔不

利於採購作業。優先序 57 亦有類似情況。 

依核定經費調整計畫項目，減少「改善教學相關物品」之經費，取消相關

物品之編列。 

 

備註：依教育部 109 年 3 月核配函文附件之審查意見進行回覆。 

 
 

肆、109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設備規格說明書及項目明細表（參考附表 11~19） 

 

附錄：高等教育深耕修正版計畫書及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光碟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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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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9,869 6,269,868 650,131 650,132 6,920,000 6,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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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附表6】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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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9,737 1,300,263

90.61% 9.39%
10.37%

13,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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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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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08

109

附表7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教學及研究設備(請另填寫【附表11】) 4,969,869 79.27% 650,131 100.00%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請另填寫【附表12】) 300,000 4.78% 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請另填寫【附表13】) 500,000 7.97% 0.00%

小計 5,769,869 92.03% 650,131 100.00%

二、 200,000 3.19% 0.00%

三、 300,000 4.78% 0.00%

6,269,869 100.00% 650,13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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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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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新聘(三年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備註1) 1,875,000 29.90% 500,132 76.93%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備註1) 500,000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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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0 17.54% 0 0.0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及從事應用實務研究) 1,624,868 25.92% 80,000 12.31%

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 280,000 4.47% 20,000 3.08%

進修(備註2) 50,000 0.80% 0 0.00%

升等送審(包括教師資格送審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 50,000 0.80% 0 0.00%

小計 5,479,868 87.40% 600,132 92.31%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75,000 1.20%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備註3)(請另填寫
【附表17】)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300,000 4.78% 0 0.00%

小計 375,000 5.98% 0 0.00%

三、 100,000 1.59% 0 0.00%

四、 0 0.00% 0 0.00%

資料庫訂閱費(備註4)(請另填寫【附表19】) 250,000 3.99% 0 0.00%

【附表9】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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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附表9】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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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訂購費(備註4)(請另填寫【附表19】) 65,000 1.04% 0 0.00%

其他(備註5) 0 0.00% 50,000 7.69%

小計 315,000 5.03% 50,000 7.69%

六、 0 0.00% 0 0.00%

6,269,868 100.00% 650,13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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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任教
師薪資：補助對象不得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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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從事應用實務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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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師資格送審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之用途。(4)接受前述
補助之教師，應符合教師基本授課時數規定（惟校長及實際授課時數為零者，不得接受各項補助），不符前述規定者，將予追繳相關獎勵補助款。

兼任師資授課鐘點費(備註6)

五、 其他

附表9 - 2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附表9】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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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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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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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D螢幕

1. 60吋(含以上)
2.顯示器：4K Ultra HD LED
3.面板解析度：3840x2160
4.長寬比：16:9
5.音效輸出功率 (RMS)：
16W(含)以上
6.介面：HDMI、AV、USB、乙
太網路、同軸、VGA
7.支援影片、音樂、圖片等多媒
體播放
8.含壁掛安裝

20 台 55,000 1,100,000
完善教學環境，提昇教
學環境品質，建置E化
教學教室

餐旅商
務行銷
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92

8月
自籌款
650,131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附表11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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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化控制電腦

1.處理器：Core i5-9500(含)以
上
2.主機板：具PCIe x16 插槽1個
(含)以上
3.記憶體：DDR4 2666 8GB
(含)以上
4.硬碟：固態硬碟(SSD)
100GB(含)以上及傳統硬碟
(HDD) 450GB(含)以上。
5.光碟機：DVD/CD複合式燒錄
光碟機
6.顯示介面：HDMI 及 VGA
(含)以上
7.網路介面：
10/100/1000Mbps Ethernet
8.還原卡：純硬體架構，內建或
支援 10/100/1000 Mbps 網
路。
9.顯示器：解析度：1920x1080
@60Hz(含)以上

10 台 25,000 250,000
完善教學環境，提昇教
學環境品質，建置E化
教學教室

餐旅商
務行銷
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92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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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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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整合控制裝
置

1.控制器：至少可支援包含
Android / iOS / Windows /
Mac / Chrome OS任一作業系
統無線鏡射投影。
2.控制盒：可以獨立控制電腦、
投影機開關機、電動螢幕升降
停控制，具4組以上視訊源切換
鍵。
3.喇叭：40W(含)以上數位功率
擴大輸出,50W(含)以上雙路喇
叭。
4.麥克風：具有2路6.3mm麥克
風輸入

10 台 55,000 550,000
完善教學環境，提昇教
學環境品質，建置E化
教學教室

餐旅商
務行銷
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92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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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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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

1.處理器：Core i5-9500(含)以上
2.主機板：具PCIe x16 插槽1個
(含)以上
3.記憶體：DDR4 2666 8GB (含)
以上
4.硬碟：固態硬碟(SSD)
100GB(含)以上及傳統硬碟
(HDD) 450GB(含)以上。
5.光碟機：DVD/CD複合式燒錄
光碟機
6.顯示介面：HDMI 及 VGA (含)
以上
7.網路介面：
10/100/1000Mbps Ethernet
8.還原卡：純硬體架構，內建或
支援 10/100/1000 Mbps 網路。
9.顯示器：解析度：1920x1080
@60Hz(含)以上

50 台 25,000 1,250,000
完善教學環境，提昇教
學環境品質，建置E化
教學教室

觀光休
閒與健
康管理
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207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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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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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廣播教學系
統

1.平台式教學廣播主控器：觸控
感應電容式面版，可同時顯示95
位座號(含)以上。提供全體廣
播、自動監看、黑屏警示、雙人
對話…等功能。
2.教學廣播外接盒：提供輸入及
輸出各二組，可同時使用二台桌
機作為教學切換。提供一組單槍
投影專用輸出埠。
3.教學廣播中繼器：具訊號增益
放大功能。8個(含)以上迴路。
4.教學廣播控制外接盒：50點。
以四位或二位學生共用一組外接
控制盒，外接盒間以STP CAT5線
材方式連接，影音訊號及控制訊
號分離，確保畫面品質。

1 組 250,000 250,000
完善教學環境，提昇教
學環境品質，建置E化
教學教室

觀光休
閒與健
康管理
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92

8月

6
次氯酸水製
造機

1.30分鐘(含更少)生產5公升(含
以上)。
2.產出原液約為2000ppm±5%
次氯酸水(含以上)

1 台 100,000 100,000

教學上課[產製課程:產
製過程(人員/器皿/設備
/包裝)完全杜絕病毒與
細菌的殘留汙染]及學生
專題製作研究使用

保食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37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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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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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互動式語言
學習評量系
統

1.教學系統：5.1聲道輸出界
面。具聯合操控、群組教學、
上課隨選、單人或多人發言、
電子舉手、數位螢幕及聲音錄
製、文字訊息傳遞、學生登錄
等功能。
2.教師操控主控台：具遠端程式
控制、即時訊息傳送、實名登
錄、監視/聽、媒體廣播、機智
搶答、課堂討論、作業分發、
口譯訓練、多人對話等功能。
3.考試系統：具綜合試題編輯、
考試分析功能。
4.學生端軟體：自選點播，支援
格式MPEG1、MPEG2、
MPEG4、RA、RM、RMVB、
WMA、WMV、DIVX、XVID、
AVI、ASF及影文同步檔。

1 套 500,000 500,000
配合英文課程，以培養
學生外文能力。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7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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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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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融合基礎
架構儲存叢
集系統

1. 2顆Intel Xeon CPU，
2.1GHz (含)以上，處理器核心
數(Cores)12個(含)以上之處理
器。
2.單一節點提供288GB(含)以上
配置之記憶體3.單一節點提供
1.92TB(含)以上固態硬碟(SSD)
5顆(含)以上。
4.單一節點提供2組(含)以上
1Gb/s 網路連接埠4埠(含)以上
，連接介面需為TCP/IP。
5.單一節點提供1組(含)以上
10Gb/s 網路連接埠2埠(含)以上
6.具10Gb/s通訊能力備份NAS
一部，至少可提供內置硬碟空
間8槽(含)以上
7.保固 提供3年 即時 的維修保
固服務

2 台 730,000 1,460,000

配合遊戲伺服器架站、
AI、網路安全等課程，
培養伺服器架設與管理
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7

8月

9 虛擬化系統

Vmware vSphere Essentials
PLUS Kit 6 Processor
配合超融合系統主機的作業系
統
支援 3 部雙CPU主機

1 套 140,000 140,000

配合遊戲伺服器架站、
AI、網路安全等課程，
培養伺服器架設與管理
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7

8月

附表11 - 7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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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最
新版作業系統，每套含
16Core(含)以上合法永久授
權。

2 套 10,000 20,000

配合遊戲伺服器架站、
AI、網路安全等課程，
培養伺服器架設與管理
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7

8月

5,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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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合　計

附表11 - 8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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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Gb網路交
換設備

1.形式: 高度為1U機架式，須提供上
機架的套件
2.具備24個(含以上)  1Gb / 10Gb
RJ-45 連接埠、 6個(含以上) 40GbE
QSFP+ ports
3.網路線:提供4條長度1.8米Cat6a網
路線

2 台 280,000 560,000

配合遊戲伺服器架
站、AI、網路安全等
課程，培養伺服器架
設與管理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7

10月

2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最新版
作業系統，每套含16Core(含)以上
合法永久授權

8 套 10,000 80,000

配合遊戲伺服器架
站、AI、網路安全等
課程，培養伺服器架
設與管理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7

10月

3
虛擬化備分
系統

1.Academic VMware vCenter
Server Standard for vSphere 1套。
2.虛擬備份軟體含6-CPU(含)以上永
久授權。

1 套 540,000 540,000

配合遊戲伺服器架
站、AI、網路安全等
課程，培養伺服器架
設與管理人才。

多遊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117

10月

4 隔間拉簾
1、防焰、抗菌處理
2、材質: 100% Polyester 原紗防焰
3、總長70m±5%，高度2.4m±5%

1 組 170,000 170,000 幼家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78

10月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附表11 (標餘款)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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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洗手台組

1、洗手台（盆內尺寸寬40cm±5%*
深30cm±5%*高10cm±5%），可
供冷熱水及排水
2、浴櫃（寬47cm±5%*深47cm±
5%*高82cm±5%
3、熱水器
含安裝施作

6 組 30,000 180,000 幼家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78

10月

6 水槽流理台

1、 水槽及平台
2、 尺寸：120cm±5%×56cm±5%
×80cm±5%
3、 水槽內槽56 cm±5%×41 cm±
5%×20 cm±5%
4、 含水龍頭及排水功能
5、 瓦斯爐
6、 含安裝施作

4 套 50,000 200,000 幼家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78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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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1 (標餘款) - 2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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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成人全身甦
醒安妮

1. 可模擬訓練心肺復甦術之成人全
身式假人。
2. 可搭配挪度各款QCPR監測裝置。
3. 自然位置時，呼吸道為關閉狀態
，模擬失去知覺的人舌頭阻塞住呼
吸道的情形。
4. 可執行壓額抬下巴或下頦上提法
開啟呼吸道。
5. 擬真的吹氣及胸外按壓之感覺。
6. 電腦版無線心肺復甦品質監測記
錄系統
7. 筆記型電腦
(1) Intel Core i5-8250U 1.6 GHz以
上
(2) DDR4 4G 以上
(3) 作業系統Windows 10 以上
(4) 1TB 以上

3 套 160,000 480,000 幼家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78

10月

輔具、安全與急救、
照顧服務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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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1 (標餘款) - 3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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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門冷凍冷
藏冰箱

1. 外型尺寸:1200*810*2000mm±
5％
2. 箱體內底板採ABS塑鋼一體成形截
流式水盤
3. 門板十字框架使用ABS絕緣材質包
覆
4. 容量:冷凍庫487L、冷藏庫487L
5. 散熱排須裝設可拆式濾網
6. 附高低溫警報裝置
7. 冷凍及冷藏庫各有獨立溫度顯示
器

2 台 60,000 120,000
建置中餐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9
四門冷藏冰
箱

1. 外型尺寸:1200*800*2000mm ±
5％
2. 溫度範圍:-2~12℃.
3. 內容量:1110公升
4. 庫內各角落採R角設計，不藏污納
垢
5. 可拆式門板密封膠條

3 台 62,000 186,000
建置西餐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10
二門插盤式
冷藏庫

尺寸：750x900x2030cm±10％
電壓：1P 220V 1kw
型式:四門
箱體為不銹鋼板製造
溫度顯示為液晶顯示幕

1 台 52,000 52,000
建置烘焙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附表11 (標餘款) - 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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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門插盤式
冷凍庫

尺寸：750x900x2030cm±10％
電壓：1P 220V 2kw
型式:四門
箱體為不銹鋼板製造
溫度顯示為液晶顯示幕

1 台 58,000 58,000
建置烘焙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12
冰溫熱飲水
機

1.:寬 41*深42*高135cm±5％
2..外殼採用不銹鋼材質,內桶採用不
銹鋼材質,機架採用不生鏽材質
3.可供應冰水、溫水和熱水

1 台 30,000 30,000
建置烘焙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13
桌上型攪拌
機

尺寸：260x315x415mm±10％
電力：110V 1/3HP
容量：4.8L

7 台 20,000 140,000
建置烘焙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14 拉糖機
1.單相220 V
2.尺寸460*340*500 mm±5％

1 台 39,000 39,000
建置烘焙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15 洗脫烘機

1.容量: 7公斤
2.電壓: 220v/60hz
3.瓦數 / 耗電量: 1600W
4.運轉安培: 7.5A洗脫烘一體機

1 台 35,000 35,000

建置中餐、西餐、烘
焙教室教室設備，充
實教學設備，以提昇
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附表11 (標餘款) - 5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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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司整形機

尺寸：1000*530*106mm±10％
馬力：1/2HP
滾輪尺寸：∮95*275mm±10％
皮帶尺寸：330mm*1325mm±
10％

1 台 60,000 60,000
建置烘焙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17
高流量小型
噴槍組

0.7 mm±10％口徑 噴槍1支
125cc 容量、20psi、噴輻20cm±
10％
1/6 馬力 無油式 迷你空壓機
5.5kg輕巧雙氣缸

1 台 20,700 20,700
建置烘焙教室教室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18 電腦

1.處理器Intel i5-8250u
2.螢幕14”HD
3.儲存空間 256G SSD 固態硬碟
含同等級以上

2 台 27,000 54,000
充實教學設備，以提
昇教學品質。

餐廚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專業特
色篇】P54

10月

3,00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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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餘款) - 6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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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禁管理系統設
軟體

1. 門禁出入設定
2. 讀者資料設定、維護
3. 刷卡鐘設定
4. 即時連線及查詢
5. 管理報表
6. 系統維護

1 套 58,000 58,000
圖書館人員
進出管制

圖資處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校務行
政篇】P79

8月

【附表12】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附表12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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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卡門柱

1. 門柱直立式、兩進型，
防磁不鏽鋼覆黑色烤漆。
2. 尺寸H101.6公分×
W15.7公分× D21.5公分
(±5%)
3. 具LED顯示面板可顯示
中文狀態
4. 具刷卡感應器可讀取
MIFARE卡
5. 具雷射掃描裝置，可感
應條碼卡
6. 需能與現行圖書館閘門
及安全系統相容

1 套 130,000 130,000
圖書館人員
進出管制

圖資處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校務行
政篇】P79

8月

附表12 - 2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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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退磁感應機

1.適用於一般非磁性之印
刷出版物，如圖書、期
刊、CD...等。
2.觸發方式：光電方式，
直接由書本控制，無需按
鈕。二組觸發裝置（含）
以上，可依操作習慣，選
擇操作書本方向，由右至
左或由左至右。
3.上/退感應變換，可由開
關設定轉換。
4.一次可以同時完成多本
書籍上/退感應。
5.指示燈：可顯示已上感
應或已退感應狀態，並可
指示書中有無安全磁條。
6.可依操作習慣，選擇操
作書本方向，由右至左或
由左

1 台 112,000 112,000

配合圖書安
全系統使用
，兼具上
磁、退磁及
檢查書籍有
無黏貼磁條
的功能。

圖資處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校務行
政篇】P79

8月

300,000合　計

備註：

附表12 - 3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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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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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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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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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5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5月

2 V 1 批 300,000 3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5月

3 V 1 批 50,000 50,000
配合數位化
，圖資處推
動-數位光碟

各系所 8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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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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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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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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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型電貝士

琴身-白楊木
琴炳-楓木
指板-玫瑰木/21音階
弦軸-銀配件
下駒-銀配件
拾音器-P型
電子配件-1Vol，2Tone
含電貝士音箱

1 組         11,000 11,000 9月

2 ST3電吉他

琴身-白楊木
琴炳-楓木
指板-玫瑰木/22音階
弦軸-銀配件
下駒-銀配件
護板-白珍珠
拾音器-單單雙
電子配件-5段開關、1Vol，
2Tone
含電吉他音箱

1 組         11,00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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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學生社
團活動使用

吉他時代
社

提升教學品質落

附表14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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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電子琴

鍵盤  61鍵
顏色：黑色系
含變壓器、譜架、麥克風、說
明書

1 組         21,000 21,000 9月

4  吉他音箱

多種效果選擇 Reverb, delay，
Variation,Lead,Crunch以及其
他可外接音源以及耳機孔USB
等供使用。
寬/深/高：53/24.8/48.4/公分
±5

1 顆         13,000 13,000 9月

5  電子鼓

顏色：黑色系
寬/深/高：120/110/120公分±
5
含AC變壓器、特殊連接導線、
架設導引使用手冊

1 組         27,000 27,000 9月

6
壁球木質地板設
備

厚 15-18mmx寬 50-120mmx
長 300-600mm±5，含粉刷作
業

1 組 117,000 117,000
提供學生社
團活動及聯
誼活動使用

壁球社 8月

200,000合　計

備註：

實教學創新-3.
學生跨域學習能

力提升成效

提供學生社
團活動使用

熱門音樂
社

附表14 - 2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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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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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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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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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節能
光學無段變
焦投光燈

1.燈具光學：
 投光型，無段變焦光束角可選擇10°
~110°自由調整
   (附原廠20種(含)以上可調配光圖)
 廣角型，水平前拋超廣角光學反射鏡
   (附原廠4種(含)以上可調配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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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熱電纜線(380℃)
7.光學變焦：光學無段變焦適應場地
條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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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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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 3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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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9

8月

300,000

【附表15】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合　計

附表15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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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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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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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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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案 2,375,13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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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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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金額預估50%支
用於補助教師指導學生
參賽或訓練相關經費。
2.核配金額預估50%支
用於獎勵教師指導學生
參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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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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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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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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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四)推動實務教學

附表16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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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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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實務教學」預
估金額之100%支用於
核給教師之獎勵金。

1.獎勵教師自編教材教具依「中
州科技大學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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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獎勵教師實施全英語教學依
「中州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授課
實施要點」給予獎勵金，審核機
制同本校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

2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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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6 - 2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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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教師執
行計畫研究獎勵
金。
3.鼓勵教師參與校
務研究實務工作，
配合學校中長程發
展計畫研提校務研
究專題計畫，相關
研究成果回饋本校
校務規劃與治理決
策之客觀檢核依
據。

1.核配金額預估30%支
用於補助教師發明專利
申請維護及發明展費
用。
2.核配金額預估55%支
用於教師執行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績效獎勵
金。
3.核配金額預估15%支
用於教師執行校務研究
專題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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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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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補助教師校務研究專題計畫經費，
依「中州科技大學校務研究專題計
畫補助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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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70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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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6 - 3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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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金額預估金額
50%支用於補助教師參
加國際學術會議費用。
2.核配金額預估金額
50%支用於補助教師參
加研習費用。

1.補助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費
用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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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教師參加各項研習費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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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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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教
師申請補助，每位
每年最多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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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
期）

50,000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 8

附表16 - 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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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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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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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位社團

老師、3
場學生活

動

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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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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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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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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補助行政人員業
務研習，每年每位
最多10,000元，自
辦研習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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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0,000
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校務行
政篇】(P20)

4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購買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秏品，提
升學習成效。

各單位依實際教學需求
，提出「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申請。

由各教學相關單位提出申請，再
經由專責小組委員會審查排定優
先序。 - 0

提升教學品質落
實教學創新－
「A3 厚植學生
能力落實教學磐
石計畫」

附表16 - 6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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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訂閱費，購
置電子資源，供全
校師生查詢使用及
支援教學研究。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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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關規定及本校整體
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之決議辦理。

經費規劃經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專
責小組審議通過。

4 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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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0

6,920,000

1.
2.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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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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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教學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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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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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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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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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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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授權1年，不限人數
PRL為學術性的期刊全文資料庫
，內容涵蓋了多樣性的學術研究
領域，包含6,900多種期刊，其
中約5,200種期刊為全文，主題
涵蓋：商業管理、餐旅觀光、食
品營養、工程、教育、社會科
學、健康、心理學、公共衛生、
國際關係、法律、藝術、老年人
與兒童、女性研究、人文、考
古、多元文化、軍事、科學等廣
泛涵蓋各學科領域。

1 組 175,000 175,000

充實電子資
料庫資源，
提供師生教
學研究使用

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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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
餐飲文化管理
資料庫

收錄餐飲類相關的論文集、講
座、影片，授權1年

1,350 點 10 13,500

充實電子資
料庫資源，
教學、研究
參考資料，
提供師生使
用

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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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附表19】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料庫／軟體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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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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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obe
Creative
Cloud大專院校
方案

包含Adobe Photoshop CC、
Adobe Lightroom、Adobe
Illustrator CC、Adobe
InDesign CC、Adobe
Dimension CC、Adobe
Acrobat Pro DC、Adobe
InCopy CC、Adobe Bridge
CC、Adobe Premiere Pro
CC、Adobe After Effects CC、
Adobe Audition CC、Adobe
Premiere Rush CC、Adobe
Media Encoder CC、Adobe
Prelude CC、Adobe
Dreamweaver CC、Adobe
Animate CC、Adobe XD CC、
Adobe Spark with
premiumfeatures(only web)、
Adobe Flash Builder

1 套 13,000 13,000

更新媒體教
學軟體，提
供師生教學
研究使用

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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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4
天下雜誌群知
識庫(四庫)

授權1年，不限人數
天下/康健/Cheers/親子天下

1 組 113,500 113,500

充實電子資
料庫資源，
提供師生使
用

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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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315,0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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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含附表6～9及附表11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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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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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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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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