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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紀錄 

時  間：98 年 03 月 11 日（三） 15：00 
地  點：行政大樓三樓第五會議室 
主  席：彭作奎校長                                               紀錄：張綺嫺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好！非常高興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正式核定 34,339,525 元，比

97 年增加約 1,600 萬，與其他各校相比，經費成長大概排名第 4 名左右，從去年排名第 54 名

晉升到今年的第 34 名，成長的幅度相當令人欣慰。 

教育部獎補助款是過去一年董事會、各位老師及同學共同對本校投入績效的結果，本次

獎補助款經費比往年大幅成長，教學卓越計畫特殊領域人才 A 計畫又拿到全國公私立技專院

校第 1 名，讓社會對本校的評價大幅提高，認為中州技術學院正在脫胎換骨，突飛猛進！ 

由於獎補助款核定金額比先前報部的支用計畫書多了約 160 萬元，因此各項經費比例面

臨調整，稍後請承辦單位按照今日議程作詳細的報告，同時請鄭研發長說明是哪些項目績效

提升，使今年獎補助款相較去年為多，以作為我們未來努力的目標與改進的方向。謝謝研發

處同仁們做此一分析，也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的出席！ 

貳、工作報告 

一、依教育部 98 年 02 月 23 日台技(三)字第 0980013616-U 號函，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

款核定金額分別為補助款 13,692,389 元整及績效型獎助款 20,647,136 元整，共計

34,339,525 元整。 
二、依教育部規定，本校自籌款至少應為獎補助款之 10%，以 5,660,475 元(16.48%)編列，故

98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款合計共 4000 萬元整，如附件 1 所示。(P. 6) 
三、98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及本校之回覆，如附件 2 所示。(P. 7~8) 

參、提案討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一、98 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教育部核定金額及自籌款共計 22,665,000 元。 
說明： 

(一) 分配及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件 3 資本門。(P. 9) 
(二) 其中新增資本門獎補助款 2,603,715 元；配合款 2,612,85 元，建議全數列入各所系

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項由商管學群規劃購置設備，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如附

件 4、附件 5 (P. 10~22)，請討論。 

校  長：商管學群有何意見？ 

商管學群 陳召集人： 

未來幼保系有可能規劃為健康與照顧學群，本次商管學群並未分配經費予幼保系，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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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與照顧學群似乎也未分配經費給幼保系，因此建議將商管學群所提出的採購優先序 1，約

90 萬元的經費改分配給幼保系採購設備。 

校 長：幼保系 吳主任有何意見？ 

幼保系 吳主任： 
感謝陳召集人對本系的厚愛，我們會努力去規劃，謝謝！ 

鄭研發長： 
請委員們審查附件 4 及附件 5，各系所提出的資本門設備是否符合教育部的規範，設備

單價不得低於 1 萬元，但若依照本校的規定，是單價不得低於 2 萬元，以避免招標時發生單

價金額低於 1 萬元的情形。 

教育部規定新增項目必須是要經過專責小組會議通過，才能函報教育部，而陳召集人建

議商管學群所提優先序 1 改由幼保系提出採購項目，若是如此，則需再次召開專責小組會議

審查。 

按本校資本門經費分配要點規定，系所資本門經費分配依績效而定，因此建議，在今年

6 月會計室召開預算會議時，假若系所已分配到獎補助款經費，則會先扣除，所以幼保系或

是其他未分配到獎補助款經費的系所請不用擔心，學校對各系所的經費分配都是很公平的，

並不會去忽略任何一單位。 

進修專校 柴主任： 
若產生標餘款時，本校的作法為何？依照教育部規定，標餘款的採購項目是需要經專責

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函報教育部，這方面有考慮到嗎？且採購的設備都必須符合中長程發展

計畫，設備所產生的績效為何？請提出採購的單位，將績效清楚填寫於備註欄中。 

可否請資訊處將學校電腦規格固定化，同時把價錢固定化，亦即明列 A 級的電腦規格，

與 A 級電腦的價錢，並且三至四個月微調價格，提供各單位採購電腦參考。避免單位提出的

採購規格，和招標時價錢不一樣，而產生標餘款。 

研發長： 
依照往年的經驗，標餘款皆未超過 100 萬元，因此在去年報部的支用計劃書中，已經編

列共 150 萬的標餘款採購項目，亦已排列好優先序，且經過專責小會議討論通過。教育部的

立場是只要學校於支用計畫書中敘明標餘款採購順序，並按照此一優先序採購，這樣就合乎

法規。 

往後各系在撰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前，須至校務發展委員會中報告系所的發展方向及

採購的設備是否與系所的發展相關，將採購設備績效呈現於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請各群召

集人及各系所主管從現在就可以開始構思，99 年的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預計今年暑假

開始修訂。 

另外，支用計畫書中所編列經常門獎補助款項目，請執行單位於 11 月底前執行完畢。各

項次經費執行在已符合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規定比例前題下，如未能於期限內執行完畢之經

費，建議統一流用至「六、新聘教師薪資」(執行單位：人事室)，挹注新進教師薪資，由執

行單位辦理新進教師薪資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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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教育部獎補助款的應用必須與本校的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相吻合，從委員的審查意見即

可明確看出。往年的支用計畫書並未明列標餘款採購項目。但從今年開始，本校已明列採購

設備優先序，不僅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也讓本校使用獎補助款的制度更加健全與完善。 

工研所 黃所長： 
工學群及商管學群提出的採購設備，都蠻平均的由所屬各系提出採購需求，反觀環設學群

卻是將經費統一由保營系提出採購項目，不知是否會成為缺失？請承辦單位說明。 
鄭研發長：依 97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規劃系所特色與採購教學所需設備，經專責小組會議審

查，依法使用即可。 

進修專校 柴主任： 
現今保營系的獎補助款這麼多，相對的自籌款部分也要多，才能使未來保營系要專案評

鑑時，能有好成績。因此是否須調整採購項目呢？  

校  長：請問保營系 楊主任，評鑑委員會因為設備經費是獎補助款或是自籌款而提出異議嗎？ 

保營系 楊主任：評鑑委員並無提出異議。 

校  長： 
獎補助款採購設備最好能呈現本校特色，假使要申請專案評鑑的系所，則自籌款會多一

些，各系主管及教師代表們不用擔心，各系經費的分配都有基本額度，獎補助款分配不到，

自籌款就會多一些。 

鄭研發長：保營系所提出的採購項目符合該系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所提出的項目。 

黃副校長： 
之前一再強調採購設備的用途說明必須要與教學做緊密結合，並針對使用狀況做說明，

行管系設備的用途說明就需要再確實說明清楚。 

進修專校 柴主任： 
企管系的設備規格將廠商名稱寫出似乎有綁標之嫌，建議刪除，亦請各單位在規格中不

要出現廠商名稱及指定規格，避免外界認為本校圖利特定廠商。 

企管系 王主任：感謝柴主任的指教，ERP 軟體並非只有鼎新出產，本系會將廠商名稱刪除。 

資訊處 詹處長： 
優先序 6 機電系所採購的電腦設備，規格太詳細，恐怕未來採購時會有困難，因為電腦

規格是一直在更新，有可能到採購時此規格已經不存在。 

決議： 

1. 修正後通過，並請提出採購設備的單位，說明用途務必符合獎補助款使用原則-「教

學」，並請註明各設備之使用率。 

2. 保營系所提之採購項目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依原案通過。 

3. 設備規格中請勿出現特定廠商名稱及固定規格，以提高招標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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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8 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教育部核定金額及自籌款共計 17,335,000 元。 
說明： 

(一) 分配及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件 6 經常門。(P. 23) 
(二)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改進教學獎補助款經費擬由 240,000 元調整為 600,000 元，

研究、研習配合款部分，擬由各 312，000 元皆調整為 500,000 元。 
(三)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考量歷年之需求與預估承辦案件，獎補助款經費

調整擬由 600,000 元調降為 300,000 元，配合款部分擬由 60,000 元調降為 0 元。 
(四)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考量歷年之需求與預估承辦案件，獎補助款經費調整

擬由 360,000 元調為 300,000 元，配合款部分擬由 36,000 元調降為 0 元。。 
(五) 經以上列調整後，新增之經常門獎補助款 1,735,810 元、配合款 2,119,190 元，建

議全數列入新聘教師薪資項。 
(六) 以上調整均符合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規定比例，請討論。 

鄭研發長： 
本次經費調整編列新聘教師薪資 1,735,810 元，為呼應審查委員意見，可考慮提升本校自籌款

績效。 

校  長：人事室及學務處有無意見？ 

人事室 鍾主任：無意見。 

張學務長：無意見。 

鄭研發長： 

請人事室及學務處將行政人員研習及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計畫書，於會後送行政協調

會討論，每個月所要辦的活動請詳細列出，確實追蹤經費支出情形，避免經費無法如期使

用完畢。 

校  長：學務處經費會不會不足？ 

張學務長： 

獎補助款經常門對學生事務經費支用的限制比起教育部訓輔經費還多，往往造成執行

上的困難，且本校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經費已編列到 98 年度的訓

輔經費中，經費充足無匱。 

鄭研發長： 

獎補助款績效中有關學生事務與輔導採計，乃依據教育部訓輔經費運用原則辦理，依

教育部過去訪視成績，衡量過往經驗及法規限制，請學務處思考是否要維持 30 萬元亦或

需要增加經費。 

校  長： 

未來導師以及學務處所要扮演的角色越來越重要，不僅著重獎補助款的績效，更重要

的是學生、家長要認同校園，認同學校文化。 

校  長：各位委員還有其他意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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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請人事室及學務處將行政人員經費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支用計劃書，於會後送行

政協調會討論，核定後依序執行。 

肆、散會：17 時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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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8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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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款 10﹪

以上） 

總經費

(5)=(3)+(4) 

13,692,389 20,647,136 34,339,525 $5,660,475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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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

金額 $8,215,433 $12,388,282 2,061,285 $5,476,956 $8,258,854 3,599,190 
合計 22,665,000  17,335,000  

占總經費

比例 
5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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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學校名稱：中州技術學院 

審查意見 回覆 相關單位 
 委員Ａ 

1. 學校願景、宗旨、策略及行動方

案明確，惟具體衡量指標及以往

績效未見提及，應可再予加強。 

已修正支用計畫書，加入本校具體作法與實

際績效。 校發組 

2. 計畫書中宜將各系、處等單位之

執行內容與方向、與學校整體特

色發展，及獎補助經費分配應

用，作一整體關聯之策略說明，

以瞭解是否能達成特色成效。 

已修正支用計畫書，羅列各系所發展方向與

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之關聯性。 
校發組 

3. 各單項說明明確，惟整體學校策

略、特色、目標尚待整合，並說

明其與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關

聯性；建議學校整體策略應酌加

考量。 

謹遵委員意見辦理。 

校發組 

4. 專責小組在決定獎補助經費分配

原則及優先序之參與程度為何？

似不明確，無法由相關會議記錄

中得知。 

專責小組對獎補助經費之分配與優先序決定

原則乃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單位資本門預算

編配原則」規定辦理，未來將建請專責小組

針對分配比例與優先序等內容進行實質討

論，並納入會議紀錄。 

校發組 

 委員Ｂ 

1. 學校 97-100 學年度之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有 12 重點(見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摘要第 1 頁)，然資

本門與經常門經費規劃項目，卻

無法看出其與學校發展計畫 12
個重點間的關聯性。 

97-100 年本校中程校務發展有 12 重點，有關

校園建築、校外道路改善工程由學校自有經

費支用，獎補助經費支用項目與第一、五、

六、七、十項有關，詳見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 3 頁。 

校發組 

2. 97.11.27 第二專責小組會議實際

討論 98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分配

及優先序，然委員出席率徧低；

建議在專責小組會議針對優先

序、分配比例等內容進行實質之

討論。 

1. 未來專責小組開會時間將安排於教師無排

課時間召開，以利教師代表委員出席。 
2. 謹遵委員意見辦理，未來將建請專責小組

針對分配比例與優先序等內容進行實質討

論，並納入會議紀錄。 

校發組 

3. 新聘教師薪資編列為０，現有教

師薪資則高達$4,800,000，約佔

經常門獎補助經費 40%，就目前

整體師資構，講師比例仍高之情

況下，進修及新聘教師項目，建

議可編列較多經費（新聘宜以高

謹遵委員意見辦理，已修正支用計畫書現有

教師薪資與新聘教師薪資比例，並以高階師

資為主，以提升本校整體師資結構。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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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師資為主），以茲因應。 

4. 根據學校經費分配原則，經常門

經費分配比例係由校教評會討

論決定，然學校所檢附之 97 學

年度第一、二次校教評會記錄，

均未見此一議程之討論紀錄。 

經常門經費分配比例係由研究發展處校務發

展組準備分配比例資料再送專責小組討論，

已修正支用計畫書中有關「中州技術學院教

育部補助經費規劃運用與分配作業」管控圖。 
校發組 

5. 建議在經常經費計畫中，明列預

估研習人次、進修人數、著作件

數、改進教學案件數等，而非僅

以一個總額表示，以利未來執行

控管。 

有關進修、研習、著作、改進教學件數等，

98 年度預定教師進修人數為 7 人，研習人數

為 93 人、著作 292 件、改進教學 42 件，未

來將加強本部分之控管，以求計畫與實際執

行之相互配合。 

校發組 

 委員Ｃ 
1. 經費分配方面，由校教評會分配

行政人員研習進修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似與校教評

會業務不甚相關；而且，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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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第(一)項第 2 款『各校應成立專

責小組負責規劃學校整體發展獎

補助經費支用計畫…』，同法第四

條第(五)項第 6 款亦規定『…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應由學

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1. 經常門經費分配比例係由研究發展處校務

發展組準備分配比例資料再提送專責小組

討論。 
2.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由學務處統籌

再提送專責小組討論後依規定辦理。 
3. 已修正支用計畫書中有關「中州技術學院

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劃運用與分配作業」管

控圖。 

校發組 

2. 採購辦法未見制訂及修訂之時間

及層級，無法得知其是否合於時

宜，亦無法確知是否經校務會議

及董事會通過，如未經上述會議

通過，請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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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一)項第 7 款

規定辦理；如實際執行有經相關

會議通過，建議可參考一般法規

作法，將通過日期及會議名稱加

註於右上角，俾供確認。 

一、本校獎補助款之採購作業，乃依教育部

台會(二)字第 0920070176 號函核備之「會計

制度」執行，其中之「採購要點」為校內執

行時之補充說明。為統一法典，避免執行時

之適用錯誤或執行者之疑慮，已依委員建議

重行制訂本校「採購辦法」，並依規定層級交

付審議。 
二、本校採購辦法已於 98 年 2 月完成制訂，

並將於 98 年 4 月提報本校校務會議及 98 年 5
月提報董事會，俟通過後將依通過層級及會

議名稱加註於右上角，俾利於 98 年度獎補助

款執行及查考。 

事務組 

3.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如能全數由

選舉產生將更佳。 
謹遵委員意見辦理。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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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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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3,715 82.53% 2,061,2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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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 13.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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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00 2.6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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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0 1.75% 0 0% 

合計 20,603,715 100% 2,061,285 100.00%

『資本門』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修正前 修正後 增額 修正前 修正後 增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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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0,000 17,003,715 $2,603,715 $1,800,000 $2,061,285 $26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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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 2,700,0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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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00 540,0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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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永續校園綠化

等相關設施。） 
$360,000 360,000 $0 $0 $0 $0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學群依中程發展重點發展項目建議分配如下：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小計 

工學群 7,115,000 41.84% 0 0% 7,115,000

商學群 2,603,715 15.31% 261,285 13% 2,865,000

環設學群 7,285,000 42.84% 1,800,000 87% 9,085,000

總額度 17,003,715 100% 2,061,285 100% 19,0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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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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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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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流感應馬

達控制器 

(1) 交流伺服馬達驅動器 

(2) 交流伺服馬達實驗平台 

(3) AD/DA 伺服控制卡 

1 240,000 
 

240,000

2 
無刷伺服馬

達控制器 

(1) 無刷伺服馬達驅動器 

(2) 無刷伺服馬達實驗平台 

(3) AD/DA 伺服控制卡 

1 240,000 
 

240,000

3 溫度控制器

(1) K、J 熱電耦 

(2) 熱電耦放大器 

(3) 溫度感測平台 

(4) AD/DA 伺服控制卡 

1 150,000 150,000

4 
液位流量控

制器 

(1) 流量感測器放大器 

(2) 液位壓力感測器 

(3) 流量∕流速感測器 

(4) 流水泵浦 

(5) 儀表放大器 

(6) AD/DA 伺服控制卡 

1 270,000 270,000

(1) 工學群發展伺服控制模組課

程使用。 
(2) 實驗室：伺服控制實驗室。

(3) 使用課程：控制工程實習、

電 動 機 控 制 實 習 等 課 程 使

用。 
(4)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6

班，約 240 人次。 

自控系 

 

5 
石墨爐原子

吸收光譜儀

一、石墨爐式原子吸收光譜儀一套 
(一)光學系統:單光束光學設計、單光器、 偵測

器、燈管燈座(至少具8 支燈管燈座、內建

能量供給器，可使用中空陰極管及無電極放

電燈管)、完全由軟體操作，自動選擇燈源

及調整至最佳位置。 
(二)茲曼石墨爐原子化器系統： 

1. 加熱方式為全自動電腦控制，石墨管為側向

加熱(THGA)設計。 
2. 升溫程式: 

(i)溫度範圍從室溫至2600℃，以10℃為單位

調整。 
(ii)Ramp 及 Hold time 可以1sec 為單位，

設定時間1~9 秒。 

1 2,382,980 2,382,980

(1) 配合中程發展計畫採購。 
(2) 實驗室：營養分析實驗室 
(3) 使用課程：儀器分析、食品

檢驗分析、食品分析化學、

專題製作。 

保營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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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可設定至少12 組以上升溫程式。 
3. 石墨爐氣體設計 

(i)具有外部保護氣體設計保護石墨管及內

部氣體設計。 
(ii)石墨管內部氣體可控制流量 0, 50, 250 
mL/min。 
(iii)內部氣體可轉換不同的氣體。 

4. 背景校正系統: 
(i)具有AC Zeeman 背景自動校正系統，磁

場方向平行於(Longitudinally)光徑方向。 
(ii)磁場設定範圍至少0.8 Tesla。 

(三)石墨爐自動取樣器一套 
(四)資料處理與控制介面系統 
二、.控制介面系統 
(一)至少鉛(Pb)、鈉(Na)中空陰極管各一支。 
(二)含必要附件及相關配備 

6 
繪圖電腦主

機 

規格明細如下： 
1. 處理器：雙核心 AMD Opteron™ 處理器，

AMD Opteron 1212 2.0GHz(1 MB L2 快取)
2. 晶片組：AMD 690G with ATI Radeon X1250
3. 記憶體：2GB DDR2-667 non-ECC；4 個 IMM

插槽，最大可支援 4G DDR2-667 ECC RAM
4. 擴充介面：PCI-Express x16*1、PCI-Express 

x4 *1、PCI *2 
5. I/O 埠：前端：耳機、麥克風、USB 2.0；

後端： USB 2.0、標準序列埠、RJ-45 LAN、

音效輸入、音效輸出； USB 2.0 (內部) 
6. 音效介面：整合式 HD Audio (Realtek 

ALC260) 
7. 網路介面：整合式 Broadcom 5755 

Netxtreme Gigabit PCIe LAN 
8. SATA 埠：4 Channel SATA 3.0 Gb/s 

Controller 
9. 磁碟陣列模式：SATA 磁碟陣列 RAID 0，1

41 45,000 1,845,000

(1) 【電腦輔助設計】作為規

劃，以 CAD 為主軸做為發展

特色，並與【電腦輔助分析】

相結合，達到設計實務。 
(2) 輔導【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電腦輔助立體製圖】術科

技能檢定。 
(3) 配合【製品設計開發模組】、

【成形與模具技術模組】教

學課程使用 
(4) 使用課程方面，日夜產攜皆

有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一)、電

腦輔助機械製圖(二)，電腦輔

助立體製圖(一)、電腦輔助立

體製圖 

機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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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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軟碟機：1.44MB / 3.5" 
11. 硬碟機：SATA 160GB 7200 rpm HDD 
12. 光碟機：16X DVD-ROM 
13. 繪圖卡：NVIDIA Quadro FX370 128MB 

GDDR3 PCI-E 
14. 網路卡：Integrated Broadcom 5755 

10/100/1000Mbps Gigabit 網路 
15. 機殼：3 組 5.25 吋擴充槽、2 組 3.5 吋內置

式擴充槽、1 組 3.5 吋 floppy drive 
16. 滑鼠鍵盤：光學滑鼠鍵盤組 
17. 電源供應器：直立式 300W，主動功率因素

修正、80 Plus Efficient 

7 
遠紅外線光

譜儀 

傅立葉轉換式紅外線光譜(FTIR) 

1. 譜測量波數範圍：7800 ~ 350 ㎝-1  

2. 可擴充測量波數範圍：15000 ~ 2200; 5000 ~ 

220 ㎝-1 選購 

3. 最高解析度：0.9 ㎝-1 

4. 感度(雜訊比 S/N ratio)： 22000：1 

5. 光源系統 

單光束、固定光圈 

高強度陶瓷光源 

6. 干涉儀 

密閉式 Michelson 型干涉計 

Beam splitter：Ge coated KBr substrate 

驅動方式：電磁驅動，機械軸承 

移動速率：2, 4 mm/sec 

視窗材料：KRS-5 

Corner Cube Mirror 無需校正鏡面即可確保

反射角度及光徑的準確性 

AccuTracTM 自動微調功能，確保系統最高

感度 

7. 檢知器 

標準 DLATGS(Coating KRS-5 Window) 

可擴充 MCT、Si、InSb、InGaAs 

可同時使用兩個上述之檢知器並由電腦軟

1 

 
 
 
 
 
 
 
 
 
 
 
 
 

940,000 940,000

(1) 配合中程發展計畫採購。 
(2) 實驗室：營養分析實驗室 
(3) 使用課程：儀器分析、食品

檢驗分析、食品分析化學、

專題製作 

保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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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設定切換 

8. 增益放大倍數： 

人工放大 at 1，2，4，8，16，32，64，128，

256，512，1024，2048 (12 steps) 

自動放大 at 1，2，4，8，16，32，64，128，

256，512 (10 steps) 

9. 電腦連接介面 ：USB

10. 智慧型 IQ Accessory Recognition 附件辨識功

能，可自動判斷安裝附件型號並設定參數 

11. 具備 Quick Start System 單鍵操作即可完成背

景扣除、樣品測定、資料處理、圖譜分析、

報表列印等預設功能 

12. 可擴充 Rapid Scan 快速測量功能，速度可達

每秒測量 10 張圖譜 

13. 預設氣體充填管路，可 Purge 干涉儀、樣品

室及檢知器 

14. 可選購應用附件：ATR，DR，HDR，RF，

PR，顯微鏡….等 

15. 外部尺寸：460 (W) x 590 (D) x 290 (H) ㎜ 

8 
網路應用教

學平台 

Zigbee 通訊平台 
紅外線/Zigbee 通訊平台 
無線 ZigBee 定位通訊平台 
無線 ZigBee 定位通訊平台軟體 

4 
4 
4 
1 

110,000 
110,000 
110,000 
180,000 

1,500,000

(1) 提供工學群網路應用教學模

組教學使用。 
(2) 搭配課程::無線網路通訊,網

路設計與規畫 ,網路通訊協

定,網路程式設計。 

資工系 

 

9 氣相層析儀

一、氣相層析儀主機： 
1》恒溫箱： 
1. 操作溫度至少可由室溫+4℃到450℃，以1℃

增加。 
2. 可程式升溫段數至少為二十段。 
3. 由450℃降溫至50℃最快可達3.5分鐘。 
4. 最大升溫速度至少可達120℃/min。 
5. 恒溫箱內容積不小於13.5升。 
6. 溫控穩定性 : 室溫改變 1℃ 時恆溫箱內的

變化需小於 0.01℃。 

1 1,521,000 1,521,000

(1) 配合中程發展計畫採購。 
(2) 實驗室：營養分析實驗室 
(3) 使用課程：儀器分析、食品

檢驗分析、食品分析化學、

專題製作。 

保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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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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流/不分流進樣口： 
1. 具有電子式調整氣體流量、壓力之分流/不分

流進樣口，最高溫度至少可達400℃，分流比

例可由按鍵或操作軟體設定控制並具有漏氣

自動警示裝置。 
2. 電子式可設定壓力範圍最高可達0-100psi，可

設 定 流 量 範 圍 至 少 為 0-200 毫 升 / 分 鐘 ( 氮

氣)，1250毫升/分鐘(氫氣或氦氣)，其準確精

度至少可到小數點下三位達0.001psi。 
3. 具有電子式自動控制省氣模式之功能 
4. 具有電子可調變流量式注射墊片吹掃之功

能，以避免注射針之交互污染。 
5. 注射口liner與O-ring保養更換，為免旋蓋直接

開啟之設計，以達快速保養之功效。 
3》火燄離子檢測器： 
1. 最高操作溫度不得低於450℃。 
2. 所用之氣體均由電子式流量控制調整Air流

量可達800ml/min、H2流量可達100ml/min，

並可完全由操作軟體設定控制。 
3. 最小檢測量：MDL≦1.8pg C/s (carrier gas : 

He) 。 
4. 線性動態範圍至少可達1x107。 
5. 取樣速率至少可達500MHz。 
6. 具有熄火自動警示與安全停機裝置。 
二、自動進樣器： 
1. 可同時放置單分析通道8個以上之分析樣

品，其分析次序可由系統操作軟體來控制。

2. 為符合生化樣品之需求，樣品配置盤可擴充

至100vials並具恆溫功能 
3. 快速進樣並對高黏滯度之樣品可設定執行

慢速注射。 
4. 具自動洗針功能，可設定洗針次數與相異溶

劑二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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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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實驗要求，此系統可升級同時由貳個注射

口對相同樣品同時注入分析，以比較不同偵

測器之差異。 
6. 可加裝自動條碼掃描器，以判讀樣品瓶上的

條碼，並記錄於數據檔中且無須加裝外部控

制軟體。 
三、數據處理工作站： 
1. 此 軟 體 架 構 於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以上的多工作業系統的環境

下操作，可以滑鼠操作並為RJ45網路架構直

接控制設計。 
2. 氣相色層分析儀的數據經由傳輸系統輸入

化學工作站軟體，可提供即時顯示分析結果

及變換圖形大小之功能。 
3. 於分析進行中亦可同時處理前次分析數

據、不限數據筆數的比對分析結果、圖譜重

疊並列印比對圖形。 
4. 提供自動積分功能。 
5. 可提供多種定量方式，包含面積百分比、內

標準、內標準百分比、外標準、外標準百分

比等。 
6. 可任意作圖形放大或縮小，不同圖形亦可作

圖形扣除運算。 
7. 工作站採用Pentium IV以上IBM相容性個人

電腦，含512Mb RAM，100Gb 硬碟及1.44Mb
軟 碟 各 乙 部 ， DVD/CD-RW 乙 部 ， 19 吋

TFT-LCD螢幕及HP雷射印表機乙部所組

成。 
四、安裝測試及售後服務： 
1. 安裝測試項目包括：標準樣品圖譜測試、標

準樣品分析穩定性與再現性測試。 
2. 提供每套儀器及各項組(配)件(含所需維修

工具壹套)，1年完整硬體保固維修。 
3. 需提供4小時，於裝機現場進行之教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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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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4. 提供1人次參加得標廠商對業界所舉辦之原

廠專業教學訓練課程，學習進階儀器操作與

維修訓練。 

10 
數位電路實

驗器 

一、數位電路實驗器主機及電路測試版。 
1.主機規格：  
主機包含以下部份及功能 
(1)直流電源供給 
(2)交流及時序脈波信號產生器 
(3)3 1/2 位數字式直流電壓、電流錶 
(4)LED 指示器 
(5)邏輯準位開關 
(6)脈波信號開關 
(7)邏輯準位指示器 
(8)數字顯示器 
2.模組規格: 
(1) 近接、光電控制實驗 
(2) 水位控制裝置 
(3) 電晶體放大電路 
(4) 電晶體耦合串級放大電路實驗 
(5) 達靈頓、FET 實驗 
(6) 運算放大器實驗 
(7) 基本邏輯閘實驗模組 
(8) 組合邏輯電路實驗模組 
(9) 時脈產生電路實驗模組 
(10)正反器電路實驗 
(11)計數器、跑馬燈、紅綠燈電路實驗 
(12) 轉換電路實驗及綜合實作應用電路練習模

組 
二、萬用 IC 燒錄器（1 台） 
萬用型 IC 燒錄器，運用 USB 介面，支援 
EPROM 和 FLASH 快速燒錄功能。運用 USB
介面，支援 EPROM 和 FLASH 快速燒錄功

能。 

25 
 
 
 
 
 
 
 
 
 
 
 
 
 
 
 
 
 
 
 
 
 
 
 
 
 
 
 

1 

39,000 
 
 
 
 
 
 
 
 
 
 
 
 
 
 
 
 
 
 
 
 
 
 
 
 
 
 
 

25,000 
 
 

1,000,000

(1) 提供工學群電路設計基礎模

組教學使用。 
(2) 電子電路實習/約 120 人。 
(3) 數位邏輯設計/約 120 人。 
(4) (4).邏輯設計實習/約 120 人。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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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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冷螢光數位

影像分析儀

型號：Kodak Gel Logic 1500 Imaging System 
120V含 
Gel Logic 1500 image-capture hardware、Gel 
Logic 1500 camera assembly 等13項配備 

1 800,000 800,000

(1) 配合中程發展計畫採購。 
(2) 實驗室：營養分析實驗室 
(3) 使用課程：儀器分析、食品

檢驗分析、食品分析化學、

專題製作。 

保營系 自籌款 

12 遠端控制器

1. RS-232/RS-485 轉換器 
2. 繼電器輸出模組 
3. 數位輸入/輸出控制器 
4. 類比輸入顯示器 
5. K 型溫度感測器 

20 30,000 600,000

(1) 工學群發展自動化模組課程

使用。 
(2) 實驗室：自動化設計實驗室

(3) 使用課程：遠端監控課程使

用 
(4)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3

班，約 120 人次 

自控系 

 

13 
胺基酸分析

儀 

1. 儀器本體可測定生理液(PF)胺基酸及蛋白質

水解胺基酸(PH)測定。 
2. 測定功能:在2nmol蛋白質水解胺基酸重複5次

測定,能達到以下規格: 
(1) 分析時間:30分以內(淨分析)。 
(2) 波峰滯留時間再現性:CV 

0.35%(Arg),0.5%(Ala),或更低。 
(3) 波鋒面積再現性:CV 1.0%(Gly,His)。 
(4) 偵測極限:3.2pmol,或＜3.2 pmol 

(S/N=2,ASP)。 
(5) 選配之快速分析PH可20分內完成分析。

(6) 有原廠實際目錄報告。 
3. 分析儀本體: 

(1) 落地型,有輪子與固定器；兩門對開,所有的

裝備皆在一正平面架構位置,不採吊掛於

壁上,易於維修工作。 
(2) 分離管柱:4.6㎜IDx60㎜L, 3.0µm粒徑；充

填陽離子交換樹脂(鋰鹽系統)。         
(3) 幫浦:二台個別雙推桿幫浦；0到30MPa；

流速範圍:0.000~0.999ml/min。 

1 2,800,000 2,800,000

(1) 配合中程發展計畫採購。 
(2) 實驗室：營養分析實驗室 
(3) 使用課程：儀器分析、食品

檢驗分析、食品分析化學、

專題製作。 

保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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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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自動取樣器:X-Y-Z直接注入法（Direct 
injection）,不採選擇閥注入法(Select Valve 
injection),以避免5分鐘前因shock peak影響

P-ser,Tau,PEA,urea之安定性；樣品瓶容

量:1500µl x 200支；溫度可設定4℃及10℃

採Peltier方式冷卻；注射量:0.1~100µl。 
(5) 分離管加熱器:採Peltier方式,20~85℃ 1℃

steps可控制。 
(6) 反應器方式:電子加熱高速反應管柱

(Reaction column)內徑4.6mm x 40mm長,   
溫度範圍50~140℃,1℃為steps,以防止擴

散,排除Reaction coil方式。 
(7) 光度計:分光光譜儀,採無收差凹面光柵；波

長570nm與440nm單一流動液槽          
(Flow cell)同時偵測,避免因流入570nm後

再流入440nm而產生了擴散及浪費       
分析時間, 並可二個頻道同時顯示層析

圖。 
4. 操控與資料處理系統:採數位化USB輸出,同一

版本軟體,並符合FDA21 CFR PartⅡ認證。可

由同一File叫出操控與資料處理參數。 
5. 自動漏液偵測系統:內附自動取樣器,分光光譜

偵測器,幫浦,分離管恆溫槽,高溫反應管柱

(Reaction column),漏液時自動偵測,並具Alarm
呼叫與警告聲功能。 

6. 溶離液與衍生液能自動氮氣purge及Bubbling
功能,並由電腦自動壓力監測與轉換閥之方向

畫面顯示。 
7. 衍生液(Ninhydrin)採分析前才自動混合排除

預混系統（Pre-Mixed）,勿需冷卻。 
8. 六種溶離液能同時執行線性梯度混合(Linear 

Gradient)及Steps梯度混合。 
9. 代謝物分析時間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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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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苯酮尿症(PKU)之Tyr,phe,2nmole 10分鐘

內(含內標)能有波谷100%之分離度。 
(2) 動脈硬化病,楓糖尿病(MSUD),苯酮尿症

(PKU)相關9支成分2nmole 26分鐘內需完

成分析。 
(3) 50種混合胺基酸需能120分鐘內完成分析。

(4) 選配之分離管70分鐘內可完成41種胺基酸

分析。 
(5) 有原廠實際目錄或資料證明。 

10. 溶離液(Buffer)及衍生液允許數量:溶離液6
瓶衍生液3瓶。 

11. 分析前光源能量自動監測並以圖畫顯示電

腦銀幕上。 
12. 儀器所有系統之運作情況,皆可由電腦圖面

顯示監測。 
13. 電源:115V AC, 60Hz 

14 
3D 電腦繪圖

軟體 

(SolidWorks) 

(1) 2009 版本 

(2) 40 users 1 320,000 320,000

(1)電腦輔助設計】作為規劃，以

CAD 為主軸做為發展特色，並

與【電腦輔助分析】相結合，

達到設計實務。 
(2)輔導【電腦輔助機械製圖】、【電

腦輔助立體製圖】術科技能檢

定。 
(3)配合【製品設計開發模組】、【成

形與模具技術模組】教學課程

使用 
(4)使用課程方面，日夜產攜皆有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一)、電腦

輔助機械製圖(二)，電腦輔助

立體製圖(一)、電腦輔助立體

製圖(二)。 

機電系 

 

15 感測實驗器
1. 感測開關應用模組 
2. 光感測器應用模組 25 38,000 950,000

(1) 提供工學群感測模組教學使

用。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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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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溫度感測與溫控應用模組 
4. 磁性感測元件應用模組 
5. 音波與振動感測器應用模組 
6. 氣體濃度(瓦斯)與(酒精)感測應用模組 
7. 旋轉感測方法應用模組 
8. 距離(位移)感測器應用模組 
9. 重量與壓力感測器應用模組 
10. 液面高度感測應用模組 

(2) 感測與轉換器/約 120 人 
(3) 感測與轉換實習/約 120 人 
(4) 感測實習/約 30 人 

16 四口西餐爐 FAGOR，不鏽鋼 1 85,000 85,000

17 水幕式煙罩 2200*1000*500，不鏽鋼 1 72,600 72,600

18 
六盤式萬能

蒸烤箱 FAGOR，不鏽鋼 1 210,000 210,000

19 
雙口中式爈

灶 1240*600*800，不鏽鋼 1 22,000 22,000

20 
四門式冷凍

藏庫 1200*800*2000，不鏽鋼 1 52,000 52,000

21 
單水槽工作

台 2500*850*800，不鏽鋼 1 46,500 46,500

22 製冰機 250磅，不鏽鋼 1 60,000 60,000

23 
桌上型煎板

台 450*600*300，不鏽鋼 1 54,120 54,120

24 多翼式風車
(1)3HP*3# 
(2)含鐵架 

1 38,800 38,800

(1) 配合中程發展計畫採購。 
(2) 實驗室：中西餐示範教室。

(3) 使 用課 程：中 餐烹 調與實

習、食物製備原理、烹調技

術。 

保營系 

 
 
 
 
 
 
 
 
 
 
 
 
 
 
 
製冰機

60,000 元為

自籌款 
 

合   計   16,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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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修正後 商管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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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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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軟體 
Adobe CS3 Design Premium 3.0 中文教育

版 45 人授權(含 CD)(Win) 
1 900,000 900,000

使用於多媒體導論、多媒體動畫

實務、多媒體電腦動畫製作等相

關多媒體課程使用。約 6個班 200

人次使用 

資管系  

2 
供應鏈管理教學套

件 

RFID 教學套件(專業版含防偽系統、識別系

統) 
4 75,000 300,000

可提供修習：網路程式設計、資

料庫原理、資料庫程式設計、無

線通訊網路、網路安全等課程使

用，每學期約可提供 4個班級約

160 人次使用。 

資管系  

3 教學軟體-ERP 
鼎新 ERP- WorkflowERP 大專院校軟體授權

服務 22 模組套餐 
1 643,720 643,720

採購企業資源規劃教學軟體，配

合企業資源規劃概論。企業資源

規劃實務，並輔導學生報考企業

資源規劃師證照考試。13班約440

人。 

企管系  

4 
教學軟體-TOP BOSS

升級版 
TOP-BOSS 企業模擬競賽管理系統升級版 1 200,000 200,000

經營實務研討、企業經營模擬課

程使用，供 11 個班級約 370 人使

用 

企管系 自籌款 

5 實物投影機 

1. 12 倍光學鏡頭。 

2. 畫面更新頻率 24 張/秒。 

3. 支援高解析度圖檔 1024*768 或以上。

4. 內建 64 張畫面記憶体。 

5. 內建 CF 記憶卡槽提供可攜式儲存媒體

存取。 

6. 攝影機鏡頭可旋轉-90~+90 度。 

7. 支援無縫式切換(切換不延遲)。 

8. 可提供立即縮放以符合 A4/A5 長寬。

9. 同時顯示即時影像及預存影像。 

10. 內建網路連接埠可遠端連線。 

1 61,280 61,280

配合 D403、D402、D304、D407 專

業教室上課使用，約 13 班約 440

人。 

企管系 自籌款 

6 
桌上型 

電腦 

主機 Pentium dual-core 2.0GHz 以上、液

晶螢幕 17 吋彩色螢幕以上、RAM-4G、

HD-320G 

12 30,000 360,000

1.加強專業教室硬體設備支援教

學活動/輔導學生技術練習 

2.配合課程：行銷管理、電子商

務、顧客關係管理、體驗行銷…

行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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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提供日夜進 10 個班級使用，預

計一週約 100 人次使用 

7 餐飲 POS 系統 餐飲系統、POS 硬體、銷售資料轉出主機 1 400,000 400,000

1.做為學生實習與實做之工具 

2.供顧客關係管理,零售管理,畢

業專題等課程使用 

3.配合課程：市場情報分析實

習、企銷計畫與執行實習、顧

客關係管理實習、商品作業實

習、e化作業實習…等 

4.預計一週約 30 人次使用 

行管系  

合計 2,8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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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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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2,400,000 17.47% 研究＄500,000 13.89% 
研習＄480,000 3.49% 研習＄500,000 13.89% 
進修＄360,000 2.62% 進修＄0 0% 
著作＄2,040,000 14.85% 著作＄0 0% 
升等送審＄240,000 1.75% 升等送審＄0 0% 
改進教學＄600,000 4.37% 改進教學＄0 0% 
編纂教材＄240,000 1.75% 編纂教材＄0 0% 
製作教具＄240,000 1.75% 製作教具＄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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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6,600,000 48.05% 合計＄1,000,000 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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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2.1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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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2.18% ＄0 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0 0.00% ＄0 0% 

五、其他 ＄0 0.00% ＄0 0% 

六、新聘教師薪資 ＄1,735,810 12.64% ＄2,119,190 58.88%

七、現有教師薪資 ＄4,800,000 34.95% ＄480,000 13.34% 

總計 ＄13,735,810 100.00% ＄3,599,1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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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修正前 比例 修正後 比例 增額 修正前 比例 修正後 比例 增額 

研究 2,400,000 20.00% 2,400,000 17.47% 0 312,000 26.00% 500,000 13.89% 188,000

研習 480,000 4.00% 480,000 3.49% 0 312,000 26.00% 500,000 13.89% 188,000

進修 360,000 3.00% 360,000 2.62% 0 0 0.00% 0 0.00% 0

著作 2,040,000 17.00% 2,040,000 14.85% 0 0 0.00% 0 0.00% 0

升等送審 240,000 2.00% 240,000 1.75% 0 0 0.00% 0 0.00% 0

改進教學 240,000 2.00% 600,000 4.37% 360,000 0 0.00% 0 0.00% 0

編纂教材 240,000 2.00% 240,000 1.75% 0 0 0.00% 0 0.00% 0

製作教具 240,000 2.00% 240,000 1.75% 0 0 0.00%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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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6,240,000 52.00% 6,600,000 48.05% 360,000 624,000 52.00% 1,000,000 27.78% 3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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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5.00% 300,000 2.18% -300,000 60,000 5.00% 0 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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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0 3.00% 300,000 2.18% -60,000 36,000 3.00% 0 0.00% -36,000

四、 改善教

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0 0.00% 0 0.00% 0 0 0.00% 0 0.00% 0

五、 其他   0 0.00% 0 0.00% 0 0 0.00% 0 0.00% 0

六、 新聘教

師薪資 
  0 0.00% 1,735,810 12.64% 1,735,810 0 0.00% 2,119,190 58.88% 2,119,190

七、 現有教

師薪資 
  4,800,000 40.00% 4,800,000 34.95% 0 480,000 40.00% 480,000 13.34% 0

總計   12,000,000 100.00% 13,735,810 100.00% 1,735,810 1,200,000 100.00% 3,599,190 100.00% 2,399,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