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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等） 

中州技術學院創校迄今，已有 38 年的歷史，中州技術學院秉持著以『精公誠毅』校

訓為辦學最高指導原則，和培育學生兼具『活力、快樂、學習、希望』全人格特質之宗

旨，並以發揚技職體系培育專業技能之精神，培育符合產業研發需求的人才。自民國 89

年升格為技術學院以來，在歷屆董事會與歷任校長的努力下，辦學績效卓越，並以結合

社區需求，配合地方產業發展環境，建立學校發展特色，校友在各行各業都有傑出表現。 

(一) 師資結構 

目前中州技術學院共有 210 位教師，其中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已經超過 55.45％，

目前有 51 位講師進修博士班。本校積極延攬禮聘知名大學資深教授來校擔任講座教授

與客座教授，預計未來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可達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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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結構制度提昇制度如下： 

1. 師資進用制度化，公開遴選優良教師 

本校教師遴選聘任已建立制度化，每年依教育部增設系（科）及自然增班核定後，

各系檢討現有師資人數並考量系（科）發展特色，提出教師需求人數及必具資格條件

後辦理登報公開徵才，再經人事室彙整應徵全部資料後，送回各系教評小組初審，依

需求人數加倍錄取；並經試講、口試後，擇優錄取，過程公平、公正、公開，廣泛吸

納優秀人才投入教育行列(圖 1)。 

圖 1 中州技術學院新進教師遴選聘任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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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勵教師進修提昇師資結構 

96 學年度上學期助理教授佔師資比例已達 55.45％，另有 51 位講師進修博士班，

而擁有實務經驗之教師 159 人，占 78％，具專業證照專兼任教師 180 人，全校生師比

為 23.57：1，日間部為 12.65：1。 

3. 強化教師証照取得，符合技職教育需求 

培育學生具備專業技能，一直是技職教育的主要重點，本校藉由專業證照課程輔

導、訓練場地申設(目前本校擁有國家級證照考場 25 座)和產學合作計畫的推動，造就

中州的學生具備『畢業即就業、創業』的優勢和享受『一手文憑、一手證照』的收穫。

同時，配合中部科學園區人才需求、中彰投區域產業型態以及校內各項教師專業知能

提昇措施，使得師生在專業技能證照取得上，獲得顯著之成果。全校現具有乙級技術

士以上証照之教師共 62 人次，佔全校專任教師 30％（62/210），今後將持續鼓勵教師

証照資格取得，以符技職教育宗旨。 

4. 強化理論與落實實務，重視教師職前相關工作經驗  

教師具職前相關工作經驗，除有利教師在教學進程中以實務印証理論外，並可體

驗實踐是檢驗真理的途徑，期使理論與實務合一，有利學生實習多元化，以獲得正面

的學習效果。本校辦理新聘教師甄選時，均明列須具「二年以上職前相關工作經驗」，

現有教師中具職前二年以上工作經驗者已逾 62 人。 

5. 積極推動研究工作，期使研究與教學同步提昇  

教師從事研究是改善教師、提昇教學品質之重要途徑之一，本校多年來即已積極

鼓勵教師從事各類研究，接受國科會、教育部及公部門之計畫，已有持續性成長。 

6. 鼓勵教師全力投入教學改進工作  

教學方法或輔助器材之改善，以及教學資料之蒐集等均有助於提昇教學效果。教

務處每學期舉辦輔助教學媒體製作競賽，除補助參加教師製作材料費用外，並擇優獎

勵頒發獎金公開表揚，對改進教學效果頗有助益。 

7. 提高教師待遇，提供優質工作環境  

本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依規定報私立學校退休撫卹基金會核定後，即遵照規定依標

準發放﹝諸如薪資、年終獎金、職員考核獎金及每年提敘薪級等﹞，達公立學校標準，

近年來學雜費少有調整，然人事經費之支出卻相對增加，但本校仍堅持依部訂標準廣

籌財源調高薪資，教職員工待遇逐年不斷改善，師資結構在穩定中成長、進步，並每

年持續增聘教師，教師除具有很好之實務教學經驗外，對受教學生更具有極大助益。 

(二) 圖書軟體資源 

基於全校資源共有、共享的理念，本校全力提供經過選擇、組織的資訊，舒適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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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空間，讓師生自我學習與充實。 

在資訊豐富與傳播媒體多元之發展下，本校圖書館藏資源類型已不再侷限於紙本式

資料，且透過網際網路亦可取得豐富資源，為配合本校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並兼顧休

閒活動，以及均衡發展圖書、期刊與資料庫館藏資源。圖書館依據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

要點，定期召開圖書諮詢委員會議，討論圖書、期刊與資料庫之購買等相關事宜。目前

本校館藏總資料量共 199038 冊（含紙本與非紙本；西文書 61560 冊，佔 32%），紙本

圖書約 153903 冊（西文書 16661 冊，佔 12%)，視聽資料共 7997 件，現期期刊與學報

870 種(西文期刊 156 種)，電子期刊 4301 種，電子資料庫 20 種，館藏資源豐富。 

為擴展本校師生之教學及研究資料，本校圖書館也積極加入各區域聯盟，除可彌補

本校部份領域之館藏可能無法完全滿足同學需求外，亦可與聯盟學校資源共享本館館

藏，以互惠合作方式提供文獻傳遞與跨校借書服務，增加圖書館之虛擬館藏，讓本校師

生之教學研究資源更加豐富。 

1. 館際合作-文獻傳遞服務(NDDS) 

為滿足全校師生多方面之研究需求，本館為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會員之一，透

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提供本校師生透過該系統可輕易取得本校資訊圖書館未收

藏之資料，利用館際合作方式，有效整合校內外之圖書資源，擴充館內之虛擬館藏，

滿足多方面之研究需求。 

2. 館際合作-圖書互借服務 

本校圖書館分別與國立臺灣大學及國立中興大學簽署「圖書互借協議 」，並加入

「中區技專院校校際聯盟」與「彰雲嘉地區大專校院館際合作聯盟 」，與全國大專院

校圖書館進行館際合作，提供圖書互借，以有效擴充虛擬館藏，達到資源共享。本校

圖書館亦不定期舉辦館際合作宣導教育訓練，教導師生善用各項館際資源。 

3. 館際合作-代借代還服務 

為進一步服務學生，本校圖書館訂定代借代還館際聯盟學校圖書服務實施要點，

圖書館於 95 學年起提供大葉大學圖書館代借代還圖書服務。 

(三) 電腦教學設備 

在對外頻寬上，自 96 年開始提昇頻寬為 Gigabit Ethernet 網路，除加入 TANet II 新

世代台灣學術網路外，有感於台灣學術網路出國頻寬較為不足，除了確保頻寬能有效地

用於學術用途，建置綿密的頻寬管理機制外，亦租用中華電信 2 條 12Mbps ADSL 線路。

目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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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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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間，800 部個人電腦及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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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如表二)。 

 
表一 本校資訊處伺服器 

設 備 名 稱 規 格 
DNS 伺服器 HP ML 530 
郵件伺服器 HP ML 530 
Web 伺服器 HP DL 580 
防毒伺服器 HP ML 530 
校務伺服器 HP ML 370 

人、總、會系統伺服器 HP DL 580 
E-learning 伺服器 HP LC 3000 
VMWare 伺服器 HP DL580 G4、DL380 

問卷調查系統伺服器 HP DL 380 
 

表二 個人電腦及相關設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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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處 2 2 1 2 
電機系 1 6 1 1 
電子系 2 4 2 1 
機電系 2 3 1 1 
自控系 2 2 2 2 
資工系 7 4 3 7 
應語系 1 1 1 1 
資管系 3 3 3 3 
行管系 2 6 2 2 
企管系 1 7 2 1 
幼保系 0 3 0 0 
景觀系 1 7 1 1 
生技系 0 3 0 1 
保營系 0 3 0 0 
視傳系 2 4 2 1 
小計 25 58 1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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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技職教育之宗旨在務實致用，並以培育產業界所需的優秀人才為目標。但許多企業

主在相關的場合，都反應學校教育無法培育出他們所需求之人才；相反的，學校亦抱怨

產業界接受師生到職場實習的願意低。因此，出現學校教育與產業間存在嚴重的落差現

象，以致於學生畢業後無法立即就業，即使找到合適的工作，亦無法立即上手。這樣的

問題其實與學生是否取得加入職場的各項基礎條件有密切關係，雖然政府辦理許多職類

專業證照檢定，但合格的技術卻非適業條件的唯一。有鑑於此，本校乃主張在『語文能

力』、『資訊能力』、『專業技術能力』及『社會服務能力』上設定畢業門檻，亦即本

校辦學理念『學生有證照，畢業一把罩』之實踐。 

(一) 增強學生就業能力--學生有證照、就業一把罩 

科技學院之存在，在使學生獲得精良之技術、縮短畢業與就業間之待業時間，並

使所教授的技術能立即為現今之就業市場所用，而欲達成前述目標，本校策略如下(圖

2): 

1. 在提昇語文能力方面：積極構建校內英語學習環境、推動多元語文的學習、強化

職場及專業英語、設定英語能力的畢業門檻，以達提昇學生英語能力之目標。 

2. 在均衡文化與科技發展方面：強化校園內數位化學習環境、在學習中深植專業英

語能力、運用各種輔導機制增強學生資訊能力、加強愛與美的通識教育、開設服

務與學習課程、設定畢業學生資訊能力門檻等，以達文化與科技均衡之全人教育

目標。 

3. 在學生適業能力方面：積極輔導學生在就學期間取得系科專業能力技術證照、英

文及資訊能力合格檢定，並通過以「團隊合作」、「服務」、「創新」及「負責」

為主軸之社團護照標準，以增強學生之就業競爭力。 

4. 在就業輔導方面：透過職場倫理、愛與美之心靈陶冶及商務禮儀與態度教育，使

學生內在健全，並加強對學生之適性輔導、職涯規劃、職業介紹及就業追蹤等，

以協助跨出就業的第一步。 

5. 在職能技術方面：以實驗室、實習工廠之專題操作、業界實習及產學合作，增加

學生實作機會，透過精訓、勤練及臨場作業強化職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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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增強學生就業能力 
 

(二) 培養優質的教育團隊—老師具專業，教研有保證 

欲使學生獲具精良的工作技術，則應先具備優質的教育團隊及適當的教學圖儀設

備，本校在培養優質的教育團隊上，所採行之策略如下(圖 3)： 

1. 在引領師資升級方面：透過獎勵手段鼓勵教師進修及研究，鼓勵教師取得高階專

業證照，並獎勵產學合作，以厚實教師在業界之實務能力。 

2. 在落實教學品質方面：透過教師校園核心價值之評核及學生對教師之教學評鑑制

度，對教師之定期回饋，使教師得以自行調整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工作投

入配當，及在教學方法上與學生取得最佳之互動，俾保證學生受教權益，提昇教

學、研究之品質。 

3. 在厚植研究能量方面：透過系所樹狀研究群之落實、廣泛參與國際級之教學與研

究及辦理產業論壇等方式，使在職教師有系統的吸取新知，並貼近產業，掌握世

界及產業脈動，厚植教師之研究能量。 

4. 在展現創意思維方面：鼓勵教師參與創意研習及創意競賽，並活用研究成果引領

學生在既有的學科接觸嶄新的思維。 

5. 在擘劃師資增強方面：積極延攬國內外之學術、產業大師加入本校教育團隊或為

本校顧問，以強化本校師資陣容，應鼓勵教師赴國外作短期的研究、進修，以增

進教師本職學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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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培養優質的教育團隊 

(三) 建立一流的科技學府—學校具優質、社會獲福祉 

一流的學校未必孕育得出一流的學生，唯一流的學生必定出自於一流的學校，本

校既立意成為培育優秀科技人才之重鎮，一流的師資、設備及優良的學習環境自是不

可或缺。優雅的校園可醞釀高雅的學術氣息，「校園不在大，在精緻富有學術氣息」，

在追求越之際，本校不忘與地方的情感及對地方的責任。在成為一流校園方面，本校

的策略如下(圖 4)所示： 

1. 在建設優美校園氣息方面：透過國家級標準運動設施之建設、校內整體景觀設

計、校區域內廣植樹木、建立暢通的訊息網絡群、活用地區交通之便、活絡生活

機能圈等，使校地雖小而無遠弗屆，有都會之便而無都會喧鬧，營造學習、休閒、

運動、遊憩皆宜的優美校園。 

2. 在營造優質學術風氣方面：透過高水準的教育大師群之建立、培育堅強的研究團

隊、優渥的教學與研究獎勵制度，以建立大師級的教學研究團隊。收集豐富多樣

的圖書期刊、E 化校園與教學以便利學生自主的學習。提倡真善美的藝文素養，

以營造優質學術風氣。 

3. 在加強國際交流方面：透過國際企業產學合作的開辦、海外國際企業見習等共創

產學國際化、與夥伴學校共同推動教育國際化及國際雙聯學制，並辦理國際學術

研討會等方式推動國際交流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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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深化社區服務方面：透過推廣教育服務的增強、優化社區大學營運，另以學術

優勢協助產業在地化合作及扶助弱勢團體的學習，以縮短城鄉差距，深化社區服

務及促進地區共榮。 

5. 在前瞻的治校理念方面：我們有健全董事會、傑出校長領導及因應時代的組織架

構、高效率合作團隊，共同醞釀出宏觀的教學目標及獨特校園核心價值，以明確

的教育措施及完善教師評鑑治理校園，並引領本校立足中州、放眼亞洲、胸懷世

界。 
 

 

圖 4 建立一流的科技學府 

(四) 近一年之辦學績效 

為提昇辦學績效，本校董事會於 96 年 3 月份敦聘行政經驗豐富之前農委會主任委

員彭作奎教授擔任本校校長，帶領本校邁向新的紀元。而在 96 年 5 月間，本校第十二

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補選韋董事伯韜、楊董事朝祥及楊董事濬中等三位董事，

新任董事的學術研究及社經背景與資歷均相當完整。在三位新董事加入後，本校董事

會組織更為堅強，董事會的運作將更順遂，對學校的校務發展與學校聲望的提昇更加

助益。三位董事之簡歷如下： 

1. 韋董事伯韜（原名韋端）：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統計學博士，現任育達商業大學

財金系講座教授及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財政金融組召集人，曾任行政院主計處達

19 年，並於 1996 至 2000 年間擔任行政院主計長。韋董事豐碩；財務行政歷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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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 

2. 楊董事朝祥：美國賓州州立大學工業職業教育博士，現任淡江大學講座教授及國

家政策研究基金會教育文化組召集人，曾任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教育部常務次

長、教育部政務次長、行政院研考會主委及教育部部長。校方多方仰仗楊董事協

助學校教育政策擬定及對外相關部會溝通之諮詢與指導。 

3. 楊董事濬中：美國伊利諾理工學院計算機科學博士，現任逢甲大學專任教授，曾

任逢甲大學校長、工研院電腦與通訊所所長、僑光技術學院校長、朝陽科技大學

校長。楊董事擁有經營私立技專校院之豐碩實務經驗，將可提供校方卓見、指導，

以提昇教學績效及校務經營更具特色。 

據 1111 人力銀行 5 月間，針對公司企業負責人及人力資源主管，進行「2007 年

企業最愛新鮮人」網路問卷調查，在私立技職院校中，本校畢業生廣獲企業主青睞，

榮登全國最受喜愛學校第二名（技術學院層級第一名）。本校教學方式向來以理論與

實務並重，除了專業課程的教授外，並與國內多家知名企業策略聯盟產學合作，提供

學生進入產業界從事實務研究與實習的機會，豐富的經驗使得學生畢業後，成為企業

主最想晉用的專業人才。 

另為使學生獲致最佳實務及專業證照考試經驗，本校目前已擁有 25 座的技職國

家級證照考場，較去年增加「丙級調酒」試場一處，是中區最大的證照檢定考場中心，

現更積極籌設「食品檢驗分析」乙、丙級證照考場，並將在 2007 年 11 月接受評鑑勘

驗。 

本校在 95 學年度，更積極運用教育部各項獎補助經費，結合本校既有設備及辦

學向上提昇之意圖，戮力於研究、教學、學生事務及體育活動，主要績效摘要如下： 

1. 在產學合作及策略聯盟方面 

(1) 2006 年 06 月與鍵發生技工業公司簽訂產學合作策略聯盟及建教合作關係，以

結合生物科技理論與實務，並共同開發無公害環保容器。 

(2) 2006 年 07 月與富強輪胎簽訂產學合作協議，共同研發製程環境污染控制、輪

胎花紋模具開發等技術，使學生得以接觸產業實作。 

(3) 2006 年 07 月與國華人壽簽訂建教合作協議，以促進學校與企業體資源相互支

援、相互利用，達到產學交流之目的，並共同創造學習機會。 

(4) 2007 年 5 月與台中區農業改良場及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簽訂產學合作策略聯

盟，並就農業議題與本校農業推廣委員會進行密切合作及技術交流。 

(5) 2007 年 6 月與亞洲大學簽訂跨校課程選修機制，提供兩校前 10 名學生免收學

分費之優惠。 

(6) 2007 年 7 月與歐亞研發科技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協議，針對汽車室內外溫差發

電、高亮度 LED 燈具散熱研發、非晶矽薄膜太陽能電池等計畫進行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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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7 年 10 月與頂新集團簽訂產學合作協議，就食品營養保健、生物科技、食

品行銷流通等議題進行交流合作；本校景觀系更與頂新和德文教基金會合作規

劃「康師父的故鄉文化園區」，以吸引觀光客，促進地方繁榮。 

2. 在學術活動方面 

(1) 2006 年 10 月邀請彰化縣境內十多所社區大學，擴大舉辦研討會，探討農村面

臨的發展困境與再造契機，以響應中壯與青年回流農村之政策，並依產業特

質，積極推動「農業型」社區大學的課程，促進農村再活化。 

(2) 2006 年 12 月承辦「2006 機械論壇—汽車製造、行銷與服務研討會」。 

(3) 2006 年 12 月與彰化縣政府合辦「2006 彰化農業發展論壇」。 

(4) 2007 年 8 月辦理中日幼教交流觀摩活動。 

(5) 2007 年 8 月協辦「96 年度大專暑期社區產業工讀計畫成過分享會」。 

(6) 2007 年 9 月行管系與國父紀念館共同舉辦「民生主義之台灣經驗與世界潮流

趨勢分析」學術研討會。 

3. 在深化研究方面 

(1) 2007 年 6 月與中興大學簽訂聯盟，就共同舉辦研討會、學術交流、學生論文

專題研究、教師合聘、圖書網路資源共享等進行實質交流，建立國內高等教育

與技職體系合作新典範。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與本校生物技術系將

針對「轉基因作物」、「病原檢測晶片」、「農業可利用微生物」、「醫藥關鍵性材

料」等相關議題，合作進行研究計畫或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其中，中興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所培育的中小企業將成為本校「企業診斷中心」的主要服

務廠商。另外，中興大學生物產業電機系與本校「生質能源中心」亦將合作太

陽能加熱發電應用、LED 燈具散熱設計開發及相關能源替代有關的研究。 

(2) 2007 年 8 月成立「能源科技中心」，工作團隊由校內能源相關領域教師組成，

配合國家能源政策，從事能源相關科技推廣及應用，中心分設「能源效率」、

「能源替代」及「經濟評估」等三部份，研究領域包括再生能源開發與利用、

能源新利用與能源環保、節約能源技術開發與能源政策評估與整合。 

(3) 2007 年 9 月成立「全球運籌模擬中心」、「行銷經營體驗實習中心」，提供

學生接近情境的實務模擬場景，同時也成為公司企業培訓通關、貿易、空運、

物流營運、創意行銷等領域人才的重要場所。 

4. 在教育成果方面 

 技能競賽類 

(1) 2007 年 1 月，電子工程系江榮隆老師帶隊參加 2007 CIEE 中部院校大專生專題

競賽，榮獲微電子、光電、CAD、電子電路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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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7 年 4 月，電子工程系江榮隆老師帶隊參加 2007 高應大第三屆全國電子創

意設計競賽，榮獲佳作。 

(3) 2007 年 6 月，自動化控制工程系邱創標老師指導日四技三乙劉亞城與劉茂盛

同學參加第 37 屆全國技能競賽，獲得中區機電整合銅牌獎。 

(4) 2007 年 10 月，本校參加第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從 39

所大學院校計 80 隊中勇奪「創意獎」特優、佳作及競賽獎第三名、第四名共

四項獎項，獲獎數為全國第一。 

(5) 2007 年 11 月，電子工程系余文俊老師帶隊參加教育部主辦第三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榮獲最優佳作大獎。 

(6) 2007 年 11 月，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吳明勳老師指導學生參加「2007 海峽兩

岸第一屆創新與發明學生論文競賽」，榮獲佳作。 

(7) 2007 年 11 月，工程技術研究所葉富鈞老師及視訊傳播系朱寶青老師帶隊參加

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財團法人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承辦，「2007 機器人產

品創意競賽」，榮獲大專組全國第 3 名。 

 自由創作類 

(1) 2007 年 8 月，本校視訊傳播系教師林建志、陳宏銘榮獲行政院新聞局「優良

公用頻道節目獎勵活動」佳作獎殊榮，得獎影片《三年六班-天空上的紙飛機》。 

(2) 2007 年 10 月，本校視訊傳播系安哲毅老師帶領學生與公共電視合作拍攝之「指

印」影片，榮獲 96 年電視金鐘獎「迷你劇集獎」、「迷你劇集男配角獎 」、「迷

你劇集導播(演)獎 」、「迷你劇集編劇獎」及音效獎」等五項大獎入圍 。 

 專業認證類 

(1) 電子工程系 34 位師生獲得「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TEMI 單晶片

丙級能力認證」證書。 

(2) 資管系教師取得「進階 ERP 規劃師－運籌模組」8 張、「Applications in Microsoft 

Dynamics CRM 3.0 Certification」15 張、「供應鏈管理導入規劃證書」14 張、

「ERP 軟體應用師_生管製造模組」12 張、「GD-CRM 專業講師證照」17 張、

「計算機綜合能力國際認證 ( IC3 ) 」16 張。 

(3) 企管系教師取得「Applications in Microsoft Dynamics CRM 3.0 Certification」3

張、「供應鏈及需求鏈管理系統導入之規劃」3 張、「企業電子化規劃師－供應

鏈及需求鏈管理系統導入之規劃(EEC)」1 張、「CRM 3.0 Applications」2 張、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1 張、「門市服務乙級」1 張，與其他相關證照 2 張。 

(4) 行管系電子商務認證 22 張、MOS Word 2000 Expert 6 張；MOS Power 

Point2000 22 張；MOS Access 2000 Expert 3 張；海空運 EDI 報關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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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術科) 27 張；航空貨運承攬技術認證(術科) 23 張 

(5) 93 至 95 年度止已有 288 位學生取得 ERP 初階規劃師證照、193 位學生通過

ERP 學程，且多位老師完成鼎新 ERP 系統種子師資培訓及 SAP R/3 系統模組

等師資培訓，23 位教師取得 ERP 軟體顧問師暨應用師證照。另外，96 年度預

計有 15 位教師將可取得 ERP 進階規劃師、SAP 種子教師等相關證照。 

5. 獲補助特色學程及計畫 

 企業資源規劃(ERP) 

(1) 積極投入培育 ERP 專才成果豐碩；本校為培育 ERP 專才，提昇在職學員（學

生）職場競爭力，本校商管學群多年前即將 ERP 列為重點發展課程，特整合

資管系、企管系、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幼保系等之教學資源，除期望能導入

國際化的先進系統與強化各系研究室的結合運作外，更藉由開設專業課程、

訓練產業人才及從事相關研究等面向發展，藉以建立一個學員與產、學業界

知識及經驗交流的資源平台。 

(2) 本校商管學群於 91 年度向教育部提出「製商整合計劃—企業資源規劃教學教

室之規劃與實施」，並獲補助，且與中央大學 ERP 中心及 SAP 簽約推動三方

策略聯盟。 

(3) 92 年度，提出「第二期製商整合計劃—企業資源規劃教學資源整合中心」，獲

審核通過補助。 

(4) 93 年度榮獲教育部補助「技專院校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企業資源規

劃學程規劃」與「企業資源規劃科技中心設置」，再次獲得補助第三期製商整

合計劃—企業資源規劃教學資源整合中心。 

(5) 95 年度更獲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領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創意 ERPⅡ人才

培育計畫」。 

(6) 為整合 ERP 類相關課程，建構一系列完整的學程，有效推動學程的運作，現

已成立「企業資源規劃科技中心」，以發展行動化的電子商務教學與研究環

境，並成立「ERP 證照考試中心」，爭取各類 ERP 相關認證考試於本校舉行，

目前已獲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授權。 

 執行勞委會職訓局就業學程 

2007 年 96 學年度勞委會「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實施計畫」專案共有 260

案。本校申請 11 案，全數審核通過，為獲准執行案件第二多之大學，僅次於南

台科技大學。11 案計有「就業服務人員技能就業學程」、「服務業管理就業學程」、

「流通服務業就業學程」、「資訊人員專業技能養成就業學程計畫」、「保母專業人

員技能就業學程計畫」、「幼兒體能指導員技能就業學程計畫」、「電子科技就業學

程計畫」、「能源科技就業學程計畫」、「機電整合學程就業學程」、「嵌入式系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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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學程就業學程計畫」及「植物組織培養就業學程計畫」等。 

 執行『95 年度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領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 

總計劃名為「中州技術學院創意紮根人才培育改進計畫」計有「創意智慧型機器

人人才培育計畫」、「創意 ERP II 人才培育計畫」及「通識教育紮根人才培育計畫」

三項子計畫，總經費合計 1030 萬元。 

 執行『中區技職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檢定培訓研習營」及「網路學習平台與數位化教材應用研習

營」，總經費合計約 40 萬元。 

6. 學生社團活動方面 

(1) 本校於 2006 年 06 月與彰化縣環保局合作辦理機車定檢宣導活動，以響應環保

課題。 

(2) 2006 年 07 月主辦「2006 年主題夏令營」及 2007 年 7 月主辦「驚艷一夏 2007

夏令營」以多元課程協助學員提前體驗大學生活。 

(3) 2007 年 1 月與員林鎮源譚社區合辦「酸菜文化創意」社區彩繪活動。 

(4) 2006 年 3 月本校參加全國大專校院日語辯論比賽，榮獲團體獎第三名。 

(5) 2006 年 3 月本校參加第六屆全方位英語能力競賽，榮獲英語組第四名。 

(6) 2006 年 6 月本校參加全國校園春輝短片創意設計大賽，榮獲團體獎第三名。 

(7) 2006 年本校參加全國交通安全大競賽「第三屆原創影片自拍大賽」，榮獲全國

第三名。 

(8) 2007 年 10 月，本校主辦中區技專校院聯盟學生活動整合會議，主要議題有「整

合溝通各校學生社團活動輔導作法」、「整合各校學生會活動，促進各校學生會

間校際活動交流」、「協調各校活動整合平台之建立，加強各校辦理活動之資源

共享與資訊溝通」。 

7. 體育事務方面 

 為響應「運動人口倍增計畫」支持體能強國運動，本校籌(承)辦各類體育活動如

下： 

(1) 2006 年 9 月主辦 2006 年中州杯全國國高中籃球錦標賽，計有 60 所國高中、

69 隊勁旅參加。 

(2) 2006 年 12 月協辦 95 學年度大專院校劍道錦標賽，計有 32 所大專校院，300

位選手參加。 

(3) 2007 年 1 月舉辦「2007 中州杯全國國高中教職員工羽球競賽」，計有中區十

多所高中職，百餘名教職員工報名參加。 

(4) 2007 年 3 月協辦「跟健康談情、與運動說愛」競走活動，計有師生二千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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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 

(5) 2007 年 6 月協辦 96 年度彰雲嘉大專院校聯盟體育交流活動，計有十所聯盟學

校進行籃球、羽球、網球及三對三籃球競賽。 

(6) 2007 年 9 月主辦 2007 年中州杯全國國高中籃球錦標賽，計有 106 支隊伍參加。 

(7) 2007 年 11 月辦理 96 學年度大專院校劍道錦標賽，計有 41 所大專院校 370 名

選手參加。 

(8) 2007 年 11 月，本校學生各自代表其居住縣市參加「96 年全國運動會」男子

組拳擊賽，計有六位選手共奪下二金二銀一銅的佳績。 

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 

中州技術學院將教育理念定位為「特殊的服務業」，以服務的觀念來詮釋學生、教

師與學校之關係，以行銷的方法與社會建立密切的互動。因此，本校在整體表現上以「科

技應用」與「推廣服務」的成果，作為本校追求『教學卓越』的重點工作，更是本校中

程校務發展與努力的目標。主要發展重點為： 

(一) 積極延聘優良師資，培養學生專業與核心能力 

大學需要大師，本校已訂定特殊專長領域師資獎勵辦法，鼓勵教師在該領域能有更

大的發揮能量，提昇教學服務品質。目前中州技術學院共有 210 位教師，其中助理教授

以上之師資已經超過 55.45％，目前有 51 位講師進修博士學位。本校積極延攬禮聘知名

大學資深教授來校擔任講座教授或客座教授，預計未來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可達 70％

以上，師資陣容堅強，對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水準，將會大幅提昇。 

(二) 以紮實課程規畫，提昇「中州人」職場的競爭力 

本校依據系科發展特色與學生畢業就業導向，因應產業發展趨勢，訂定各系「系科

本位學程」，依各學群特色進行跨學群、跨系科課程/學程之整合，培養學生專業與核心

能力；訂定學生學習門檻，確保學生品格培育，建構教學品保系統，落實教學目標，提

昇「中州人」職場的競爭力，建立「中州人」的品牌形象。 

(三) 因應國家科技、經濟與社會發展與政策調整系所 

目前中州共有工學、商管與環境設計等三個學群，設有 14 個系，1 個獨立研究所

及精密機械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系所設置符合產業脈動，並可與國際接軌。未來改名科

大後，將以此等系所為主，調整設立「健康與照顧學院」、「管理學院」、「工學院」、「環

境設計學院」等四個學院，語文教育中心、通識教育中心。並擬積極申請設立相關學院

研究所，以提昇研究水準，培養新興產業發展所需之兼具人文、管理與尖端科技高級技

術人才。 

(四) 充實軟硬體設施，建立和諧的校園文化，提昇師生以學校為榮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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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既有基礎上，寬籌經費充實各項改大量化條件之達成，提供足夠、易得且良

好狀態的設備，提昇學術水準。建立教職員合理的升遷、進修管道與福利，增進人際關

係，提高員工歸屬感與信任，訂定合宜之獎勵制度，尊重專業與獨立研究，讓中州成為

教職員自我實現理想的大家庭。 

(五) 強化學生社團及活動，養成學生良好習慣與品格 

本校是由專科學校改制之學院，過去已經建立完整的學生教訓輔三合一教育，導師

與諮商制度與機制健全。未來將繼續以系際各項，強化學生組織功能，豐富校園核心文

化。強化學生就業輔導與職場生涯規劃活動，注重生活倫理教育，發揮全人格教育功能，

提昇學生因應社會急速變遷之適應能力。輔導學生社團活動多元化，豐富大學校園生

活，孕育學生合群與領導能力，為社會培養領導人才。在學生學習輔導方面，利用課餘

時間推行『義務式加深、加廣課後學習輔導』，透過學生『學習檔案建立』和『成績即

時預警』措施，同儕學習激勵、社團活動推展及專屬導師生活輔導等，使學生感受『一

次選擇中州，終身受照護』。 

(六) 增修訂學校各項章程與制度，提高學校行政效率 

本校務推動依大學法之規定，有效執行教師評鑑、教學評量工作。有關教務、財務、

人事、會計等事項，務必依規定辦理且運作管理完善。大學法明定之重要會議之組成及

運作力求正常，以提高學校行政效率。 

(七) 結合社區及地方資源，加強終身學習與社區教育 

本校配合社區的需求，有效結合中州與社區資源，推廣社區服務工作，回饋社區民

眾，深入了解地區的需要，提出以知識服務地區的具體措施，協助彰化縣政府解決縣內

之農工商業產製銷問題。同時，結合彰化社區大學與老人大學，舉辦各項研習班，達成

全方位招生宣傳的成效。 

加強產學合作，擴大推廣與建教合作計畫；以培育學生具備專業技能，一直是技職

教育的主要重點，為配合中部科學園區人才需求、中彰投區域產業型態，本校藉由專業

證照課程輔導、訓練場地申設和產學合作計畫的推動，造就中州的學生具備『畢業即就

業、創業』的優勢和享受『一手文憑、一手證照』的待遇。本校已有 23 個國家級證照

之合格場地，由終身教育處輔導學生考取證照資格，成果豐碩；積極籌設學校重點研發

實驗中心，爭取設立技術研發中心與創新育成中心，加強建教合作，有效促成技術移轉，

帶動地方經濟之繁榮。 

(八) 加強國際與校際學術交流，提昇學術水準 

本校是一所相當國際化的大學，目前已與美國、澳洲、菲律賓、馬來西亞、越南、

中國、泰國、德國等國之 28 所大學締結為姐妹校，加強實質學術交流與合作，建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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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雙聯學位課程，提昇中州學術水平。積極參與教育部海外招生活動及姐妹校學術交

流，加強與大陸技職類大學之合作，與國際知名大學合作，爭取舉辦國際學術交流與國

際研討會，廣邀國內外及大陸學者參與，增進中州之學術地位與知名度。 

改名大學已經是中州人的共識，為有效凝聚改大的動力，中州已成立「中州科技大

學規劃委員會」，將改名科大列為「中州 97-100 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主軸，讓改大

成為全面提昇學校校務之指標與重要工作，依教育部改大之申請各項條件分別成立小

組，並將校務評鑑列為全校第一要務，以績效導向分配資源，務必使評鑑結果達到佳績，

並積極爭取卓越計畫與各項特色計畫，讓本校不論在教學、研究、服務與推廣等方面，

都能名列前茅，改大當可水到渠成。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本校 97 年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計為 2,261 萬 3,871 元，其中本校自籌款 368 萬 7,495 元

（19.5％）。教育部獎補助款 1,892 萬 6,376 元，獎補助款資本門 11,355,826 元，佔獎補助款

經費 60%；獎補助款經常門 7,570,550 元，佔獎補助款經費 40%。自籌款在資本門分配 1,140,676

元，在經常門分配 2,546,819 元。資本門及經常門之支用項目均配合本校中程發展計畫進行整

體規劃，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本校 97 年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金額、佔資本門經費百分比與學

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性如下： 

(一) 各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9,993,600 元；80%) 

購買教學及發展特色所需設備，如：機密鑄造實驗設備、企業資源規劃中心設

備更新、食品烘焙教室設備、電腦設備汰舊換新、網路教學實驗室教學設備等，與

本校校務發展目標中「營造優良的教學與研究環境」、「結合地方產業發展強化產學

合作，提昇實務應用研究能量」相關。 

(二)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1,878,302 元；15%) 

購買中西文圖書與教學媒體，與本校校務發展與圖資處發展策略「圖書資訊功

能的提昇」、「提昇圖書館服務項目及功能」、「達成符合升格科技大學之館藏量及人

力需求」相關。 

(三)  訓輔相關設備(374,760 元；3%) 

購買設備為伸縮背景骨架、背板、伸縮阻隔柱、組合式舞台、單槍投影機、擴

音器、電冰箱等設備，與學務處發展策略「提昇學生社團的數量」、「結合社團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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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的功能能夠樹立學校特色，加強與社區的互動，並強化校際間的合作交流」相

關。 

(四) 其他(249,840 元；2%) 

此項目購買設備省水器材、校園安全設備、無障礙空間等相關設施。本校今年

購買項目經專責小組會議決議採購夜間太陽能照明設備。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1. 研究：獎勵教師申請國科會、政府機關及民間機構等研究計畫，以提昇教師研究

風氣。整合校內人力設備，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依「中州技術學院專題研究計

畫補助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師資卓越專案計畫實施要點」辦理。 

2. 研習：依據本校政策，努力提昇師資達全國科技大學標準為現階段發展目標，舉

辦校內外學術研習活動，鼓勵發展與出版研究著作提昇本校學術水準。依「中州

技術學院教師研習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3. 進修：鼓勵教師進修升等，以達強化師資結構，95學年度進修教師共計51名。依

「中州技術學院教師進修辦法」辦理。 

4. 著作：獎勵教師將其著作及論文發表於國內外優良學術期刊，以提昇教師學術能

量。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競賽暨

專利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5. 升等送審：鼓勵教師升等，強化師資結構。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升等辦法」、

「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升等外審作業要點」辦理。 

6. 改進教學：為注重理論與實務之結合，培養專業實務能力，獎勵取得專業證執照

之教師，以提昇教學實務品質，落實技術職業教育成效。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取得乙級技術士以上證照獎勵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

細則」、「中州技術學院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獎勵教師進行遠距教學辦理。 

7.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鼓勵教師開發新穎之自製教學媒體製作，辦理改進教學研

習會，以提昇教師教學之方法及內容。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實施要點」

辦理。 

(二)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配合本校 97-100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加強訓練職員之專業素養，並檢視各單位

工作業務，力求簡化行政流程。依「中州技術學院教職員研習獎勵辦法」辦理。 

(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辦理學生社團活動用設備、場地及設施維修及維護工作，鼓勵社團指導教師及

學生會幹部參加校外研習費用及績優社團教師獎勵。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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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補助學生社團活動要點」辦理。 

(四) 其他 

本校向來注重教學品質，致力改善全校師資結構，為維持教學水準及配合教育

部輔導私立技專校院提昇師資素質之規定，逐年依據教學需求增聘教師，並逐漸以

高學位、高職稱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為聘任原則，期能提師資達全國科技大學標準

之發展目標。 

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說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經費分配依據「97 年度教育部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

事項」與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編列於各系（所）經費之分配及運用要點辦理，

並規劃經費專責小組會議，以規劃、審查與核定各項經費運用。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一)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如附件)。 

(二)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略)。 

(三)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略)。 

(四) 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略)。 

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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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 資本門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1. 教學儀器設備 (包括

各系所中心教學研究

設備等) 

1. 營造優良的教學與研

究環境。 
2. 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3. 深化技職教育特色，

推動專業證照及技術

能力檢定。 
4. 強化網路學院功能。 
5. 結合地方產業強化產

學合作，提昇實務應

用研究能量。 

1. 購增教學、研究設

備，提昇教學品質及

研究能量。 
2. 整合學群專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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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圖書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 
1. 圖書資訊功能的提昇 
2. 館際合作之資源共享 

1. 提昇圖書館服務功能

及豐富館藏。 
2. 增購電子期列與資料

庫，滿足師生教學、

研究需求。 
3. 訓輔相關設備 1. 全人格教育的提昇，

豐富校園核心文化。

2. 更廣、更豐富、更創

新的新校園活動圈。

3. 教訓輔三合一教育功

能的提昇。 

1. 強化學生社團活動及

學生組織。 
2. 拓展優質校園生活機

能及活絡學生課外活

動。 
3. 加強人文素養，健全

社團活動。 
4. 其他 1. 推廣綠色能源及校園

環保觀念 
2. 提高無障礙空間之滿

意度 

1. 降低用電量、減少

CO2 排放。 
2. 建立永續校園、提高

本校環保節能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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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常門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1. 提昇教師素質，強化

研究風氣。 
2. 鼓勵教師參加校外研

討會及專業訓練課

程，強化實務能力，

鼓勵考取相關專業證

照。 
3. 鼓勵教師研究、著作

及加強產學實務研

究。 
4. 辦理教學媒體競賽，

鼓勵教師製作輔助教

學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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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生動內容充實提

昇學習成效。 

2.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1. 鼓勵行政人員參加相

關業務的研習及進

修。 
2. 鼓勵考取相關專業證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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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勵相關行政人員及

社團幹部參加相關業

務的研習及進修。 
2. 辦理學生社團活動用

設備、場地及設施維

修及維護工作。 
3. 獎勵績優社團教師。

1. 強化本職學能，提昇

行政效率及服務品

質。 
2. 提昇學生社團幹部服

務知能。 
3. 改善學生事務相關設

施功能，提昇服務效

能。 

4. 其他 1. 配合各系所師資需

求，增聘高階師資，

強化師資陣容。 
2. 增聘具實務專長高階

師資。 

 

1. 逐年改善生師比。 
2. 逐年改善助理教授師

資結構即核心專業專

長師資。 
3. 提昇教師教學、服務

與研究之教育功能。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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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參考「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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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19.5％） 

總經費(5)=(3)+(4)

10,750,914 8,175,462 18,926,376 3,687,495 22,613,871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10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25﹪）

金額 6,450,549 4,905,277 1,140,676 4,300,365 3,270,185 2,546,819 
合計 12,496,502  10,117,369  

占總經費

比例 
55﹪ 45﹪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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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 60﹪以上【不含

自籌款金額】） 

9,033,550 80% 960,050 84.17%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不含自

籌款金額】） 

1,707,876 15% 170,426 14.94%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

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364,560 3% 10,200 0.89%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

礙空間設施等） 

249,840 2% 0 0%  

合計 11,355,826 100.00% 1,140,676 100.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

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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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 
＄4,769,447 63% 

研究 
＄476,553 18.71%

1. 研究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師資

卓越專案計畫實施要點」辦理，中州專題預計

獎勵件數為 40 案，師資卓越專案預計獎勵件

數為 100 案,專利申請案 50 案。 
2. 教師個人申請案經系中心初審，研發委員會議

審定後，提校教評會議核定補助金額。 

研習 
＄302,822 4% 

研習 
＄30,178 1.18% 

1. 研習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

習獎勵實施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90

案。 
2. 實施之目的再於提昇教師本職水準與教學品

質。 

進修 
＄227,116 3% 

進修 
＄22,884 0.90% 

1.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鼓勵教師利用在職進

修、或出國進修，以逐年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

資之比例。 
2. 進修教師一學年每人補助 4-6 萬元外，並優先

排課及減少在校授課時數，及減少每週在校天

數。(每週在校 2-3 日)。 

著作 
＄757,055 10% 

著作 
＄75,945 2.98% 

1. 著作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教

師競賽暨專利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2. 預計獎勵件數為 200 案。 

升等送審 
＄151,411 2% 

升等送審 
＄15,589 0.61% 

1.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外審學者專家審查費用。

2. 預定升等送審人 30 次，教授 5 人、副教授 10
人、助理教授 15 人(含新聘)。 

改進教學 
＄378,528 5% 

改進教學 
＄37,472 1.47% 

1. 改進教學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

師取得乙級技術士以上證照獎勵實施細則」、

「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細則」

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25 案。 
2. 依據「中州技術學院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獎勵

教師進行遠距教學。 

一、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不含

自籌款金額】） 

編纂教材 
＄227,117 3% 

編纂教材 
＄22,883 0.90%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實施要點」辦

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材，藉以提昇

教學品質、建置優質數位學習環境，競賽內容

分個人組及團體組，個人組分「簡報」及「網

頁」及「數位教材」三類，團體組需架設網站

教學共同資訊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特優」，未

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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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製作教具 
＄151,410 2% 

製作教具 
＄15,589 0.61%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實施要點」辦

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材，藉以提昇

教學品質、建置優質數位學習環境，競賽內容

分個人組及團體組，個人組分「簡報」及「網

頁」及「數位教材」三類，團體組需架設網站

教學共同資訊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特優」，未

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料費。 
合 計 ＄

6,964,906 92% 合 計 ＄

697,093 27.3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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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528 5﹪ ＄37,872 1.49﹪ 

1. 預定舉行校內行政人員及相關主管業務研討

會八場次。 
2. 補助行政人員參與校內外業務座談會、研習、

研討會之註冊費及差旅費。 
3. 行政人員進修酌予補助學分費。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
費 2% 以 上
【不含自籌款

金額】) 

＄227,116 3﹪ ＄22,484 0.88﹪ 

1. 辦理學生社團活動用設備、場地及設施維修及

維護工作。 
2. 鼓勵社團指導教師及學生會幹部參加校外研

習費用。 
3. 績優社團教師獎勵。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
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0 0﹪ ＄0 0﹪ 

 

五、其他 ＄0 0﹪ ＄1,789,370 70.27﹪

積極延聘優良教師，經費來源大多以學校自行編

列之預算支應。 
上列經常門支用經費如有變動，則召開專責小組

會議討論。 

總計 ＄7,570,550 100﹪ ＄2,546,819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九：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四

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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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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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精密鑄造實驗

設備 

1. 超大型脫臘機：70*58.5*45.5 ㎝，240V/15A
鋼管室容量：69*48*30 ㎝ 

2. 鑄粉攪拌真空填入機石膏容量：18 ㎏真空

度：10cfm29.5hg(300l/min)最大鋼管：9“ 
3. 超大型噴砂機：52*62*49 ㎝，120v 附噴槍 1

支，噴嘴(2.2、2.7、3.0、3.5 ㎜)各 1 個 
4. 研磨機(精)：15*18*20 吋，120v 
5. 拋光機：直徑 80*高 60 ㎝，120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30,000
180,000
20,000
65,000
60,000

355,000
學生實習用/學生實

習研磨成品用/學生

實習拋光成品用 
機電系 教補款 

2 
企業資源規劃

中心設備更新

1. 電腦設備： 
CPU：Intel Core 2 
Dual E6550 
RAM：DDRII 1G 
HD：160G 
光碟機：16x DVD-ROM、20X DVD 燒錄機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8600GT 
保護系統：蓮騰 復活卡 
螢幕：Asus VB191S-G4，需防刮 
2.教學廣播一式 
3.網路及電力佈線 
4.電腦桌椅等辦公室設備 

25 組 33,772 844,300
學生實習用/學生考

照練習用 資管系 教補款 

3 
食品烘焙教室

設備 

攪拌機 
一貫(220Q 攪拌缸，含置機架) 
電烤爐 
3kw 上下火溫度控制(3 層 6 盤) 
發酵箱 

2 組 
 

2 組 
 

2 組 

21,000

80,000

28,000

493,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教補款 



 

27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自動溫濕度控制 
冷凍冷藏冰箱 

1200x800x2000cm 

冷藏 2-8oC, 冷凍-8~-20oC 

工作台 
依現場規格施作(附水槽 2 座) 

 
1 組 

 
1 組 

60,000

175,000

4 
電腦設備汰舊

換新 
電腦主機含螢幕：CPU 雙核心、液晶螢幕 19 吋

寬螢幕（含裝配電網路與教學廣播系統） 50 台 30,000 1,500,000 電腦教室 電子系 教補款 

5 學生專題研討

室 
1.電腦設備：雙核心 CPU 1.8MHz 以上等級以

上，DDR II 667 1G 以上記憶體，160G 以上硬碟，

17 吋 LCD 電腦螢幕，含還原卡，螢幕廣播卡 
2.網路及電力配置 

16 台 32,430 518,880
更新與充實學生專

題研討室電腦設備
企管系 教補款 

6 萬能蒸烤箱 10 盤桌上型 1 組 350,000 350,000 團膳實驗室 保健營養系 教補款 

7 
網路教學實驗

室教學設備 
原電腦教學設備更新、電腦主機含螢幕：CPU 雙

核心、液晶螢幕 19 吋螢幕（含裝配電網路） 50 組 25,000 1,250,000
網路教學實驗室教

學設備更新 資工系 教補款 

8 經營策略專業

教室與中小企

業專業教室 

1.可攜式無線教學擴音器：內建 UHF PLL 相位鎖

定單頻道 16 組互不干擾頻率接收模組，

27W(rms)/4Ω 負 荷 阻 抗 輸 出 功 率 ， 內 建

12V/2.7AH 充電式電池，可連續使用約 8 小時。

2.建議機種：MIPRO MA-101a(紅外線傳輸) 

3 台 11,990 35,970
加強一般教學輔助

設備 企管系 教補款 

9 
可程式控制設

備 控制系統之受控體機構、馬達等。 6 組 150,000 900,000 自動控制實驗使用 自控系 教補款 

10 
兒童照護暨圖

書資訊中心 

1.筆記型電腦：(中信局第一組第 37 項次)，ASUS 
A8T。 
2.液晶投影機：TOSHIBA TLP-X2000(投影機第

1 套 382,400 382,400
支援教學活動/輔導

學生技術練習/學生

教學演試用 
幼保系 教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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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二組第 4 項次) 
3.電動布幕：UNOO GFEM-SQ120(布幕第六組第

3 項次)(含施工及材料) 
4.嬰兒急救甦醒訓練模型 
5.哽塞娃娃 
6.沐浴娃娃 
7.四面旋轉書櫃：47×48×105 ㎝ 
8.教具櫃(原木)：120×30×75 ㎝ 
9.玩具整理櫃(附籃子)：42×117×33 ㎝ 
10.桌上型旋轉書櫃：39×39×26 ㎝ 
11.增購蒙特梭利教具：0-3 歲項目 

11 
-86℃ 超 低 溫

冷凍櫃 

內 部 容 量 在 483 公 升 以 上 ， 冷 煤

HFC/CFC-FREE，原廠保固 4 年以上(附件不鏽鋼

儲存架及防潮紙盒)。 
1 組 290,000 290,000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教補款 

12 
運籌配送管理

平台(Web 版)

1.平台管理模組 
2.基本資料管理模組 
3.客戶訂單管理 
4.派車配送管理 
5.衛星定位資料轉入 
6.衛星定位系統模擬 
7.配送桌面訊息 
8.配送績效統計配送帳務報表 

1 套 540,000 540,00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教補款 

13 
PCR(含梯度 /
快速 PCR各一

組) 

具 96 孔盤，溫度可梯度調整(梯度 PCR，4℃/s)，
升溫 2.5℃/s 以上，降溫 2.0℃/s 以上。 1 組 350,000 350,000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教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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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4 
電腦相關設備

(含 1 部彩色雷

射印表機) 

主機螢幕比照中信標 
印表機規格：列印品質 600 x 600 dpi 以上，列印

速度(彩色/黑白)17PPM 以上，100 張多功能進紙

匣可用於特殊列印材質、 250 張可調式進紙匣

2，可使用大部分的紙張尺寸，選購的 500 張進

紙匣 3，可用於 letter 和 A4 尺寸的紙張、250 
張上方出紙槽，高速  USB 2.0 連接埠、HP 
Jetdirect 高速乙太內接式列印伺服器、選用

802.11b/g 無線區域網路及其他網路配件 

10 組 32,500 325,000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教補款 

15 
電腦多媒體教

室設備 

電腦設備(21 組):CPU:Intel Core 2 Dual E6550 
RAM:DDRII 1G 
HD:160G 
光碟機:16x DVD-ROM、20X DVD 燒錄機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8600GT 512MB 顯示晶片

組 
保護系統:蓮騰 復活卡 
螢幕:Asus VB191S-G 4:3 螢幕。需防刮 
彩色雷射印表機(一部) 
HP Color LaserJet 2605 
教學廣播系統添購一式 

1 套 799,000 799,000
配合動畫與數位剪

接教室教學 視訊傳播系 教補款 

16 
動畫與數位剪

接教室 Maya 軟體更新與 2D 動畫軟體添購 1 套 100,000 100,000
動畫與剪接軟體更

新與添購 視訊傳播系 教補款 

17 
行銷經營體驗

實習中心設備
1.教學廣播系統 1 套 90,000 90,00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自籌款 

18 
RFID 主動式

系統設備 

1. 2.45G 網路型讀卡機、主動式腕帶型電子標

籤、白卡型 2.45G 電子標籤、PDA、CF 雙頻

讀卡器 
1 套 402,400 402,400

主動式 RFID 與無

線感測網路實驗使

用 
電機系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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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 無線感測網路開發套件 

19 
產學合作中心

設備 

1. 筆記型電腦 2 台  
2. 數位攝影機 1 台 
3. 數位相機 1 台  
4. 活動式白板 1 面  
雙頻無線教學擴音機 1 台 

1 套 167,950 167,95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自籌款 

20 鐳射測距槍 

測量距離可達：1850m 
精度達到：10cm 
具傾斜角度測量、方位角測量、周長測量、面積

測量功能 

1 組 299,700 299,700
景觀環境分析及研

究 景觀設計系 自籌款 

合   計  9,99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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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無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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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 先

序 
西文圖

書 

中文圖

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 冊 、

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1  ˇ     批 1 1,478,302 1,478,302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002 ˇ      批 1 400,000 4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170,426 元 

為自籌款 

合    計 批 2 1,878,302 1,87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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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

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伸縮背景骨架 
背板 
伸縮阻隔柱 

W180*H200_300 
W180*H300 
36*105 

9 組 17,000 153,000 辦 理 大

型 活 動

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教補款 

2 組合式舞台 W180*D90*H100 10 組 10,800 108,000 辦 理 大

型 活 動

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教補款 

3 單槍投影機 2200 流明以上 1 台 53,560 53,560 辦 理 大

型 活 動

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教補款 

4 電冰箱 電冰箱，雙門 300 公升

(含)以上 
1 台 10,200 10,200 學 生 會

辦 公 室

使用 

學生會辦公

室使用 
自籌款 

5 擴音器 Mipro MA-707 擴音機 2 台 25,000 50,000 辦 理 大

型 活 動

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教補款 

合   計  37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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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

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夜間太陽能照明 照明時間 6 小時以上

（17：00~23：00） 
4 62,460 249,840 改 善 夜

間照明 
校園（公共

區域） 
教補款 

合   計   24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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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2 (一)獎助教師研究 

1. 研究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實施細則」、

「中州技術學院師資卓越專案計畫實施要點」辦理，中州專題預計獎勵

件數為 40 案，師資卓越專案預計獎勵件數為 100 案,專利申請案 50 案。

2. 教師個人申請案經系中心初審，研發委員會議審定後，提校教評會議核

定補助金額。 

5,246,000  

3 (二)教師研習 
1. 研習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習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預計獎勵件數為 90 案。 
2. 實施之目的再於提昇教師本職水準與教學品質。 

333,000  

4 (三)教師進修 

1.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鼓勵教師利用在職進修、或出國進修，以逐年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之比例。 
2. 進修教師一學年每人補助 4-6 萬元外，並優先排課及減少在校授課時

數，及減少每週在校天數。(每週在校 2-3 日)。 

250,000  

5 (四)教師著作 
1. 著作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則」、

「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競賽暨專利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2. 預計獎勵件數為 200 案。 

833,000  

6 (五)教師升等送審 
1.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外審學者專家審查費用。 
2. 預定升等送審人 30 次，教授 5 人、副教授 10 人、助理教授 15 人(含新

聘)。 
167,000  

7 (六)改進教學 

1. 改進教學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取得乙級技術士以上證

照獎勵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預計獎勵件數為 25 案。 
2. 依據「中州技術學院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獎勵教師進行遠距教學。 

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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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8 (七)編纂教材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實施要點」辦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材，藉以提昇教學品質、建置優質數位

學習環境，競賽內容分個人組及團體組，個人組分「簡報」及「網頁」

及「數位教材」三類，團體組需架設網站教學共同資訊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特優」，未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料費。

250,000  

9 (八)製作教具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實施要點」辦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材，藉以提昇教學品質、建置優質數位

學習環境，競賽內容分個人組及團體組，個人組分「簡報」及「網頁」

及「數位教材」三類，團體組需架設網站教學共同資訊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特優」，未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料費。

166,999  

1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1. 預定舉行校內行政人員及相關主管業務研討會八場次。 
2. 補助行政人員參與校內外業務座談會、研習、研討會之註冊費及差旅

費。 
3. 行政人員進修酌予補助學分費。 

416,400  

11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1. 辦理學生社團活動用設備、場地及設施維修及維護工作。 
2. 鼓勵社團指導教師及學生會幹部參加校外研習費用。 
3. 績優社團教師獎勵。 

249,600  

12 其他 
上列經常門支用經費如有變動，則召開專責小組會議討論 

1,789,370  

合   計 10,117,369  

 
註一：本表請填列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為增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獎補助教師研究之經費、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

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若填列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明

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