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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 師資結構 

目前中州技術學院共有192位教師，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120位，所佔助理教授以

上比例已經超過62.50％，其中具有博士學位者計有112位，具有碩士學位者80位(含其

他1人)，博士師資佔全校師資58.33％。本校積極培育教師，目前有43位講師進修博士

班，並鼓勵教師辦理專門著作升等，賡續提升本校教師師資結構，擴大延攬禮聘知名

國立大學資深教授來校主持講座教授與客座教授，預計100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

可達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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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統

計表請參考表一： 
 

表一、98學年度上學期師資結構比例(資料時間：98.11.03)： 
學歷 

職級 博士 碩士 學士(其他) 合計 百分比 

教  授 12 3 0 15 7.81% 
副 教 授 41 6 0 47 24.48% 
助理教授 55 2 1 58 30.21% 
講  師 4 68 0 72 37.50% 
合計 112 79 1 192 100.00% 

百 分 比 58.33% 41.15%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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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年增設圖書資訊處，統籌管理圖書館、資訊與通訊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

以維護並強化本校知識管理效能，提升學生獲取知識之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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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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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性的圖書館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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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圖書資料為輔，內容包括圖書、期刊、視聽媒體、電子資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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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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館亦採優閒風，除提供讀者豐富且多

元館藏圖書資源外，更提供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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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穿越時空之無線學習與校外遠端認證 

（2） 有效運用校內師生人力資源 

（3） 與社區緊密結合，招募社區志工，圖書與人力資源互惠共享 

（4） 圖書館內圖儀設備全面 e 化管理，以有效人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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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階段擴建書架，建構主題化館內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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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二： 

表一、圖書軟體資源館藏概況(統計至 98 年 9 月底止) 

名稱 類別 單位 冊數(數量) 

中文 冊 177,787 
圖書收藏冊數 

西文 冊 22,259 

中文 種 484 
現期期刊 

西文 種 92 

中文 種 11 
現期報紙 

西文 種 1 

中文 種 5 
電子期刊 

西文 種 3,911 

中文 冊 596 
電子書 

西文 冊 45,135 

中文 種 22 
線上資料庫 

西文 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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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圖書館電腦教學設備概況 
 

設置地點 數量 其他設備 

資料檢索區 28部電腦主機 

1. 黑白電射印表機一部 
2. 彩色電射印表機一部 
3. 單槍投影機一組 
4. 珠光螢幕一組 
5. 液晶螢幕28組 
6.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館藏查詢區 6部電腦主機 1. 液晶螢幕6組 

第一研討室 1部電腦主機 

1. 單槍投影機一組 
2. 錄放影機一組 
3. 電腦主機一組 
4. DVD放影機一組 
5.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6. 珠光螢幕(45*60) 一組 

第二研討室 1部電腦主機 同第一研討室 

視聽室 1 無 

1. 液晶顯示器一組 
2. DVD 放影機一組 
3. 錄放影機一組 
4. 沙發座椅一組 
5.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6. 珠光螢幕(45*60) 一組 

視聽室 2 無 同視聽室 1 

視聽室 3 無 同視聽室 1 

視聽室 4 無 同視聽室 1 

會議室 無 

1. 單槍投影機一組 
2. 錄放影機一組 
3. 電腦主機一組 
4. DVD 放影機一組 
5.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6. 珠光螢幕(68*84) 一組 

(三) 電腦教學設備 

目前本校對外頻寬是專線 1000Mb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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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網路並且架設兩條 12M/1M ADSL 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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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0M/2M FTTB 備援線路與一路 20Mbps Cable Modem，平時備援線路擔任 HTTP

網路分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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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部個人電腦及相

關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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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總務、會計系統伺服器 HP DL 580 
E-learning 伺服器 HP LC 3000 

問卷調查系統伺服器 HP DL 380 
Jetro Thin-Client 伺服器 HP DL380 G4 
VMWare 伺服器（一） HP DL580 G4 
VMWare 伺服器（二） HP DL380 G5 
VMWare 伺服器（三） HP DL380 G5 

SAN Storages（一） HP MSA1000 
SAN Storages（二） HP MSA1500 
SAN Storages（三） HP MSA2000 

* VMWare 伺服器群組提供 20 部虛擬伺服器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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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研所 0 2 0 0 
電機系 1 1 1 5 
電子系 1 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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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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系 2 5 2 3 
自控系 1 11 0 0 
資工系 5 5 3 5 

資管系 2 3 
1(軟體) 
1(硬體) 

2 

行管系 4 7 4 4 
企管系 1 10 2 1 
時尚系 0 1 0 0 
幼保系 1 11 1 1 
景觀系 1 14 1 1 
生技系 0 4 0 1 
保營系 0 6 2 0 
視傳系 3 5 3 1 
餐廚系 0 0 0 0 
運促系 0 0 0 1 
小計 24 87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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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一百多位教師在網路學院開課，學期開課數亦達三百四十幾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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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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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產業界所需的優秀人才為目標。本校將教育理念

定位為「特殊的服務業」，以服務的觀念來詮釋學生、教師、學校與社會之關係，希望藉由

推廣服務與產業界建立密切的互動與對話，將教學與研發成果反饋社會，活絡國家整體的

發展與進步。97-100 年本校校務發展願景為：「獨特優質研究」與「廣植社會福田」造就

「前瞻卓越教學」，營造優質教學型技職學府為目標。為達此目標，行動策略之規劃，對內

則以追求『教學卓越』為中心點，向外推展「科技應用」與「推廣服務」。藉由提升師資素

質型塑大師領航，培育出具專業與人文素養之博雅國民，深化社區服務與產學合作，以全

球視野推動台灣產學國際化。 



 

 6

本校 97-100 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主軸架構為： 

 

 

 

 

 

 

 

 

 

 

 

 

 

 

 

 

 

 

 

 

 

 

 

 

 

 

 

 

 

 

 

植基『獨特優質研究』『廣植社會福田』造就『前膽卓越教學』營造優質

教學型技職學府 
願景 

宗旨 

策略 

博雅國民 大師領航 全球視野 社會關懷 

1.提高語文能力 

2.均衡文化科技 

3.強化多元學習 

1.引領老師升級 

2.厚植研究能量 

3.展現創意思維

1.教育國際化 

2.擴大雙向留學 

3.產學國際化

1.扶助弱勢學習 

2.深化社區服務 

3.活絡產學合作

1.提升學生英語
能力 

2.建構英語學習
環境 

3.推動多元語文
學習 

4.建構數位化學
習環境 

5.增強學生資訊
化能力 

6.強化專業英語
文學習 

7.落實職場倫理
教育 

8.強化愛與美教
育 

9.強化禮儀與態
度教育 

10.強化健康與體
育教育 

11.增進勞作教育 

1.提升教師專業
素質 

2.落實教學品質
保證制度 

3.延覽國內外大
師 

4.延覽業界師資 
5.擘劃師資增育 
6.落實樹狀研究
群制度 

7.活用教師研究
成果 

8.追求國際級教
學與研究 

9.加強辦理產業
論壇 

10.提升教師專業
證照 

11.辦理教師創意
研習 

12.鼓勵教師參與
創意競賽 

1.落實學校國際
化與姐妹校互
訪 

2.加強師生參與
國際學術活動 

3.辦理國際學術
研討會 

4.提升教師撰寫
外文論文能力 

5.加強開辦國際
雙聯學制 

6.加強學生赴海
外參訪與研習 

7.加強國際學生
來校參訪與研
習 

8.落實師生赴海
外國際企業見
習 

9.加強國際企業
產學合作 

10.加強師生國際
證照 

1.扶助弱勢學生
就學 

2.輔助弱勢族群
學習 

3.縮短城鄉差距 
4.營造友善校園 
5.強化終身學習
體系 

6.增強推廣教育
服務 

7.發揮農業推廣
服務 

8.加強法治與關
懷教育 

9.優化社區大學
營運 

10.落實產業在地
化合作 

11.加強學生在地
產業專題製作 

12.落實產學合作
成果應用 

13.定期辦理產業
座談 

行

動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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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校務發展之規劃，中州近程重點發展將結合學校自有經費與各項專案獎補助，

分四大具體執行重點如下： 

一、 「博雅國民」：重視通識教育、語文教育與服務學習教育，配合藝文中心展覽活動

與校園環境美化，型塑優質學習氛圍。 

二、 「大師領航」：訂定獎助補助教師進修、研習、研究、教學等各項辦法，新聘與禮

聘業界師資參與本位課程制定與協同教學，讓學教教育與國家產業

政策接軌。 

三、 「社會關懷」：以服務學習課程推動社區服務，積極推動建教合作與實習制度，運

用教師研發成果進行產學合作，協助中部區域產業升級與服務精

進。 

四、 「全球視野」：改善校園與宿舍網路光纖系統，增加圖書期刊種類，推動資訊國際

化，並開設多國語文與多元文化課程，培育具國際觀的技職人才，

未來將積極展開雙向留學，應用研發成果共創產學國際化。 

目前四大重點特色已取得具體績效，分別表現在： 

一、 「博雅國民」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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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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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

及自然科學領域之能力，並培養思辨能力及終身學習之動力。 

(三) 強化多元學習途徑，落實學生禮儀與態度教育、施以健康與體育教育之體能耐力

訓練，確實執行增進勞作教育，涵育勤勞與服務美德，透過勞動方式學習愛大地

與愛人，提昇人文反思教育意涵，培養高感性、高體會能力的人生服務態度。 

(四) 創新麒麟學堂思惟，落實全人教育理念。結合在地資源和本校特色，建置「住宿

輔導體系」，形塑百果山山居學習中心，營造麒麟學堂環境，藉由同儕學習激勵、

社團活動推展及導師生活輔導，提昇學生對學校認同與向心力，感受「終生受照

護」信念。 

(五) 實施學習護照，詳載學習流程與參與藝文活動、演講及學術研討會之紀錄；定期

舉辦藝術展演及展覽活動，提昇學生多元學習管道。加強線上軟體自學機制，鼓

勵學生自主學習。 

(六) 設立藝文中心，定期舉辦藝文展示，97 學年度參展藝術家計有 52 人，參與活動

師生計有 3,51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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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於圖書館二樓外廊設立微型博物館，提供地質科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展示，增進學

生對自然科學與地球奧妙之理解。 

(八) 建置模擬法庭，實施法院案例式教學與對話式教學，並進行情境演練，讓學生充

分理解司法制度之運作與法律所牽涉的心理、政治與社會層面，擴充學生生活中

的法律知識與常識。 

(九) 實施勞作教育，涵育勤勞與服務美德，透過勞動方式學習愛大地與愛人。 

(十) 舉辦「愛與美通識講座」、「職場倫理講座」、「生活倫理講座」、「彰化人文

講座」，涵育學生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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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也藉此培養人際協調能力。 

二、 「大師領航」具體作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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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教師評鑑分項指標，獎勵績優教師及追蹤輔

導待改進教師，落實教學評量追蹤及教學歷程檔案建置。 

(二) 強化教師導師輔導任務，定期舉辦教師知能研習活動，落實 office hour 輔導教學

及課餘時間之師生互動溝通，提昇班級經營職能。 

(三) 規劃麒麟學堂大師講座，邀請國內外各界大師蒞校演講，藉由講座大師樹立品

德、品質、學習、職涯各面向之典範教育，期使學生產生質變的潛移默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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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校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從 95 年度開始積極進行校際與研究單位學術整合，

並訂有「教師研習補助」、「教師研究獎勵」及「取得專利獎勵」辦法，鼓勵教

師參與產學合作、技術研發及專利申請。在專利申請及獲准數量上，93 年度有 2

件；94 年度有 13 件；95 年度有 20 件，96 年度有 36 件，97 年度有 44 件，97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 115 件，其經費達約 21,800,000 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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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度教師進修 11人，研習補助約 98件，其經費約達 636,755

元，教學獎助案件 458 案(人次)，經費約達 7,431,589 元。 

(六) 依照教師專長成立特色模組教師群，設置學程特色實驗室，建置完成學程教育所

需之軟硬體設備。各學系特色模組規劃如下：1.機電系：成形設計、製品設計、

熱流系統設計 2.電機系：電力電子、通訊系統 3.電子系：積體電路設計、光電半

導體 4.自控系：自動化設計、順序控制、伺服控制 5.資工系：軟體開發、嵌入式

系統、網路應用。 

(七) 禮遇業界師資教學，聘請業界師資講授課程，或擔任教職工作，教授學生產品設

計與影視製作所需的基礎知識，並帶領學生進行工廠參觀與影像製作，提前與產

業接軌。本校助理教授以上高階師資比例為 62.50%，擁有教師實務經驗者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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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人，占 42.71％，具有專業證照專兼任教師有 159 人，占 82.81％。 

(八) 本校為鼓勵教師研究，制訂多項獎勵措施，獎勵條例如下：1.發表 SCI 等級以上

之論文每篇 24,000 元。2.會議論文每篇 3,200~11,200 元。3. 國科會研究計畫每

案補助等同管理費獎勵金。4.公民營研究計畫視金額核定獎助額度（等同管理費

獎勵金）。5.教師可申請校內研究計畫補助如中州專題。6.執行專題研究成效卓著

教師可獲頒本校「專題研究傑出貢獻獎」，核發最高 50,000 元獎金及獎狀，並於

學校慶典中公開表揚。 

(九) 本校在國科會接案表現上，93 年度共計有 24 件，94 年度共計有 24 件，95 年度

有 21 件，96 年度有 23 件，97 年度有 27 件，98 年度有 53 件(至 98 年 9 月 10 日

止)；在教育部專案上，93 年度有 10 件，94 年度有 10 件，95 年度有 6 件，96

年度有 11 件，97 年度有 14 件，98 年度有 4 件(至 98 年 9 月 10 日止)；93、94

年度農委會並未建立計畫案，但經 94 年度的細心規劃，95 年度呈現大幅成長為

6 件；96 年度有 4 件，97 年度有 4 件，98 年度有 11 件(至 98 年 9 月 10 日止)。

總結本校於 93 年度在公部門建案共計 34 件，總經費 29,555,765 元；94 年度在

公部門建案共計 34 件，總經費 16,347,887 元；於 95 年度在公部門建案共計 33

件，總經費 15,310,860 元，96 年度在公部門建案共計 38 件，總經費 24,037,800

元，97 年度在公部門計畫案共計 45 件，總經費 34,152,066 元；98 年度(至 98 年

9 月 10 日止)在公部門建案共計 68 件，總經費 31,092,554 元。經由獎勵措施的推

動，本校在公部門的建案數量與金額每年都維持在一定的成果以上，顯示本校教

師積極建案的努力。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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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績效、

輔導績效及專業發展進修五大部分。 

三、 「社會關懷」具體作法： 

(一) 本校現有三個學群，工學群架構『創意設計學程』，以持續開發教師之創思能量；

商管學群應用『ERP 學程』於農業產銷管理之推廣，結合中彰地區產業特性，三

年輔導近 10 家農產園藝場，成功地提高產銷通路附加價值;環境設計學群配合『新

興生技學程』和『設計藝術學程』，依地區產業特性，致力於生技、造園設計規

劃與數位文化創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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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學生在職場服務之創思靈感，體會腦力激盪、實務創作之重要性，在指導老師

的精心引領與要求下，完成具體、實用型精心作品與成就感。專題製作之同學，

把握參加校外競賽機會，成績輝煌、成果豐碩，為校爭光。97 年度獲國科會專

題研究及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共有 23 件，總金額 1,030 萬；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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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獲國科會專題研究及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共有 49 件，總金

額 2,211 萬。 

(三) 以就業市場所需專業能力設置『系科能力本位課程』，本校推行『系科能力本位

課程』，設定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能力，開設相關的專業課程，敦聘業界菁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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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培育出

為產業所需的專門技術人才。 

(四) 為使學生與就業環境完整的相互銜接，設計『就業學程』，設計重點係以系所、

學群相關領域之就業創業為主。於學校最後一年課程配課時納入產業需求，同時

引進專業業界擔任技職師資。97 學年度，本校計成功爭取開設就業學程 15 項，

98 學年度持續辦理開設就業學程 7 項，有利於企業選才，習修同學於課程習修

完成便能立即投入職場，尤其本計畫結合證照檢定，更可以公平及客觀方式證明

自己能力等級及深度，作為業界招聘人員之客觀證明。達到學習為就業做準備，

畢業即就業的效益。 

(五) 配合課程需要，由教師領隊進行產業觀摩。校外參觀視同正式上課，由相關授課

教師擔任領隊實施。為使課程與產業相互動，推展校外實習課程。 

(六) 為有效推廣本校之專業研究與技術服務，本校積極與產業進行聯盟簽約，以合約

書或協議書等方式進行研發整合。目前已簽署產學合作之廠商共有 34 家，其中

包括與日商台灣浩壹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研發改良無人割草機。與頂新和德文

教基金會合作規劃「康師父的故鄉文化園區」。與歐亞研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

行能源新利用、節約能源新技術及 LED 照明之研發。97 學年度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件數及經費總計 90 件，1,041 萬元，平均每件計畫金額 115,768 元；而統計 98

年度截至目前為止，產學合作案計有 54 件，儘管件數略低於前一年度，但平均

每件計畫金額則向上增加為 146,954 元。 

(七) 與勞委會簽署合作意願書，開辦以工業類科為主軸的產業大學模式，參加職訓 1

年、到業界實習 3 年，即可獲得文憑又能馬上輔導就業，是結合職訓與技職教育

的新創舉。 

(八) 97 學年「產學攜手計畫」，機電系辦理「精密機械產學攜手計畫」。本校與彰化

縣大慶商工及廠商合作，開設專班一班，四技進修部機械與電腦輔助系專班 1

班，補助經費每班 50 萬元。 

(九)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及自動化控制工程系申請教育部及經濟部「97 年度啟動

產業人力扎根計畫」獲得通過。 

(十) 持續獎勵教師研提公部門（國科會、經濟部、農委會以及產業界）研究計畫，並

藉由中州專題經費的補助，逐步協助教師建立該研究技術的能量。 

(十一) 與中興大學簽訂學術與技術合作聯盟，促進校際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

學術合作、教師合聘、研究發展、圖書與資訊等四方面進行交流合作。並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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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學簽訂跨校選課策略聯盟協議。自 96 學年第 1 學期開始實施。雙方同意

每學期各提供 10 名免收學分費之跨校選課學生名額，方便、福利學生，進行

策略聯盟跨校選課。合約限額以外之學生得依選修酌收 1/2 學分費。 

(十二) 為加強本校與農業試驗所雙方學術合作研究之整合，訂定協議書規劃合作範圍

計有：雙方各提撥對等之經費以補助雙方研究人員進行學術合作；促進人才、

學術活動之交流及共享研究資源，包括農業試驗所人員得受聘為本校兼任教

師、共同舉辦學術演講、互相提供學術諮詢及期刊資訊之交換等。 

(十三) 與台中區農業改良場基於加強雙方學術科技資源整合與學術合作，訂定協議書

規劃合作範圍有：產學合作與學術研究、農業改良場人員得受聘為本校兼任教

師或校外顧問、人員互訪、本校學生至農業改良場進行校外實習、其他有助於

雙方互利的活動等。 

(十四) 本校與產業界的產學合作上，其成長表現十分優異。從 93 年度的 3 件，成長到

94 年度的 81 件，95 年度 87 件，96 年度之計畫更高達 102 件，97 年度為 90

件，98 年度為 42 件(至 98 年 9 月 10 日止)，產學合作金額於 93 年度為 880,000

元，94 年度為 5,462,100 元，95 年度之計畫金額成長為 8,300,300 元；96 年度

之計畫金額更高達 11,416,870 元；97 年度之計畫金額為 10,419,160 元；98 年度

(至 98 年 9 月 10 日止)之計畫金額為 7,144,500 元。由此顯示，本校近年來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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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全球視野」具體作法： 

(一) 本校於國際交流策略與績效上，有一完整且可行的推動策略，除成立國際學術交

流委員會及訂定國際合作相關辦法外，國際學術交流活動日益增加。96 年度已

辦理之活動如下： 

1. 德國波昂大學 Dr. Nolten 蒞校演講 

2. 德國海德堡大學 Dr. Gans 蒞校參訪 

3. 俄亥俄州立大學 Dr. Miller 蒞校短期講學 

4. 接待姊妹校清邁大學參訪團 

5. 接待姊妹校南京農業大學參訪團 

6. 接待姊妹校日本沖繩工專參訪團 

7. 協辦美國 Dr. Bernard Percy 蒞校參與研討會 

8. 協辦日本筑波大學蒞校參與研討會 

9. 辦理本校柴處長赴日參訪 

10. 辦理本校師長赴日本沖繩工專參訪 

11. 辦理姊妹校清邁大學交換學生來台 

12. 辦理本校師長赴清邁大學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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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辦理中國大陸福建省校長團蒞校參訪 

14. 赴馬來西亞出席 2009 台灣教育展 

15. 邀請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 Dr. Miller 及泰國清邁大學 Dr. Aree 來校講學 

16. 辦理中國大陸學生來台研修課程(研修期間一年) 

17. 辦理本校師長赴中國大陸福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及福建林業職業技術學院

講學 

(二) 本校於 94 學年度計簽訂 5 所姐妹校，95 學年度新增 4 所，至 97 學年度止已和

美國喬治亞大學 ATHENS 校區(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日本國立沖繩

工業高等專門學校、泰國清邁大學、泰國 Mae Fah Luang 大學、大陸地區南京農

業大學、蘇州大學及福建省多所學校締結學術交流合作約定。97 學年度起與泰

國清邁大學簽訂相互薦選優秀學生前往交換選讀及研習計畫，同時亦進行兩校教

師交換講學計畫，本校自本(98)學年度起在不授予學分及學位之原則下，首度受

理中國大陸福建省姊妹校學生申請來校選讀課程。 

(三) 辦理國際證照之培訓，以經費補助來鼓勵參與國外學術研討會與國際學術期刊投

稿，並全力配合各系申請辦理國際合作計畫經費之申請。 

(四) 於通識教育中開設多國語言課程，包括英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法文、俄

文等提供選修。另外，配合語言課程也開設相應多元文化課程，以供修課學生深

入了解他國文化與社會狀況，所開多元文化課程包括美國社會與文化、日本社會

與文化、韓國社會與文化、法國社會與文化、西班牙社會與文化、俄羅斯社會與

文化。 

(五) 實施英文補救教學與證照輔導制度，針對學習能力較低者施以課後輔導。同時，

積極培訓與輔導學生通過英檢考試，對參加英檢學生給予報名費補助，97 學年

度參加全球英檢課程輔導統計 614 人次而報考 109 人次通過英檢者計 33 人次。 

(六) 實施外語諮詢服務與留學諮詢服務，安排外語教師於圖書館及語言中心駐館。 

(七) 校園與宿舍佈建光纖網路，多處無線上網。 

根據上述作為，本校近三年校務發展成績優良，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成果豐碩：承

接國科會、政府與民間計畫共計395件；論文發表篇數1,197篇；已核准與申請中專利數共計

102件。而在獎助教師、學生與產學合作上，訂定完整的獎勵辦法，如：「中州技術學

院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究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

學院教師研習補助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專利申請與維護補助實施要點」、「中州

技術學院教師取得專利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學術著作獎勵實施要

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競賽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證照獎勵實施要

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提昇教師素質獎補

助原則」。目前獎助教師已獲得具體成果，教師研究共 125 件、教師發表論文共 419

篇、教師競賽獲獎共 2 件、教師取得專利共 1 件、教師取得乙級以上證照共 3 張、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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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競賽獲獎共 13 件、教師指導學生取得證照共 1,029 張、教師參與研習、研討會

約98 人次。未來師資結構規劃將逐年增長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而研究能量也將在

既有基礎上(如下表)以年成長 10%為目標。 

 

指標項目 96 年度指標 97 年度指標
98 年度指標 

(98/1/1-98/7/31) 
96/97 

成長百分比 
全校教師人數（人） 213 197 198 -7.51% 
總論文篇數（篇） 463 446 275 -3.67% 

平均每位教師篇數（篇/人） 2.174 2.264 1.389 4.14% 
TSSCI,SCI,SSCI,EI 等 
重要研究論文篇數（篇） 59 72 41 22.03% 

平均每位教師重要 
研究論文篇數（篇/人） 0.277 0.365 0.207 31.77% 

 

年度 96 年度指標 97 年度指標
98 年度指標 

(98/1/1-98/10/31)
96/97 成長百分比 

國科會計畫通過件數 23 27 50 17.39% 

國科會計畫執行 
件/人(含講師) 0.108 0.137 0.253 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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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各系所及行政單位將根據學校重點特色，規劃發展方向。各系所重點特色如下： 

【系(所)發展方向】 

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工 程 技 術 研

究所  

本所主要以「產業新產品開發」與「產業關鍵零組件開發」為中心發

展之核心目標。藉由整合學群教師，積極推動企業與學群之產學合作計

畫，快速累積研發能量，提供產學雙方技術交流及產業研發與設計人才培

育之管道，藉以吸引優秀人才加入研發設計工作，樹立本校良好之研究風

氣與教育品質。 

1.配合機械自控研究生研究方向設備，成立研究生室一間。 

2.配合本所落實機電整合控制教學，參與產學合作五件。 

3.支援研究論文及專案研究，每位研究生一案及論文一篇。 

創 思 設 計 機

器 人 學 位 學

程  

本學程以培養智慧型機器人相關之產業人力為目標。本學程整合本校

工學群各系之師資與設備，如：機電系之機構設計與製造、電機系之能源

與通訊、電子系之感測與晶片、自控系之控制理論、資工系之嵌入式等相

關技術，共同拓展智慧型機器人之創意設計與產業應用。 

機 械 與 電 腦

輔助工程系  

本系以設計與製造「PLA可分解性塑膠材料」環保製品及健康產業相

關產品為主軸，藉由「電腦輔助創意設計」與「電腦輔助精密製造」兩大

發展特色，開發環保與健康產業創意製品，向上拓展CAD與CAM技術、

並以電腦輔助工程分析為輔，向下拓展製品高值化之製造技術，並配合精

密量測、機械性質、金相組織等性能的檢測，以契合精微快速、創新研發

的產業需求，培養學生製品設計開發、熱流系統設計、模具及成型生產技

術三種能力，以培育注重實務，符合產業需求的電腦輔助專業技能的機械

科技人才為教育目標。 

電機工程系 

配合國家政策及電機電子相關科技產業的發展趨勢，本系將教學與研

究之發展主軸規劃為「電能與控制」及「計算機與通訊」兩大領域。99

學年度本系之發展重點方向為通訊系統應用，將規劃購置「數位家庭通訊

系統」設備，以發展「數位家庭通訊平台」與「無線居家照護系統」之教

學研究，提昇學生於「健康照顧產業」之就業競爭力。 

電子工程系 

電子系是以電子電路為基礎，以光電半導體與晶片設計為發展方向。

99 年度將延續發展規劃以自動光學檢測(AOI)為發展重點，成立自動光學

檢測實驗室，以結合工學群各系教學與研究資源，規劃相關課程配套，並

加以應用進而提升整體的能量為主。同時亦規劃無線感測實驗室，以結合

感測器、無線網路、嵌入式等相關技術，建置無線感測網路平台，以應用

於民生電子或居家照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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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資訊工程系 

資工系的研究、教學、以配合未來國家重點為發展方向，分二組： 

1. 嵌入式系統組：在傳統的學校教育中有偏向硬體電路設計如電子系，或

者偏向軟體軟體設計如資訊科學系，在硬體與軟體發展的本位主義下缺

乏全面系統整合設計的能力，而嵌入式系統可以解決軟體與硬體之系統

整合，因此嵌入式系統設計人才目前產業界需求孔急。本組發展的方向

為在嵌入式系統的架構下研究與發展:數位電路系統、電腦網路與通訊系

統、介面感測系統、人工智慧系統、嵌入式系統的軟硬體整合與設計能

力。未來可開發的產品包括餐廚機器人系統、老人居家照護機器人系

統、遊戲機器人系統、各種人工智慧整合系統。 

2. 網路遊戲組：主要研究為結合網路應用與軟體開發發展網路數位遊戲引

擎。並結合本校視傳系豐富的多媒體技術，期望在3D動畫的開發與本系

的遊戲引擎開發結合，朝著網路遊戲產品設計方向發展。將設計及建立

完成的3D模型導入遊戲引擎中成為線上遊戲成品，在遊戲程式設計中需

要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技術以完成遊戲的軟體設計，因此本系規劃「物

件導向程式設計」的課程。而遊戲的進行中需要記錄各角色的參數及遊

戲記錄，所以需要資料庫的技術，因此本系規劃「網路資料庫程式」課

程以培訓學生資料庫的應用技術。在線上遊戲的設計上另需要網路程式

設計，特別是NAT的穿透技術，所以因此本系規劃「網路程式設計」的

課程，以訓練學生線上遊戲的網路程式設計技術。在遊戲程式中需要處

理角色物件的移動、碰撞及物件的圖形轉換等問題，故需要遊戲物理及

遊論數學等知識，而遊戲中有一些NPC物件需要由電腦控制活動與玩家

進行互動，所以需要人工智慧知識，因此本系規劃「人工智慧概論」課

程以培訓學生運用人工智慧及相關知識去處理角色物件及玩家的互

動，其他的課程規劃請參考本系99學年的課程表。網路遊戲課程為後端

整合性課程，本系將邀請遊戲產業相關人士進行專題講座，使學生了解

遊戲製作之方式、過程、技術等。 

自動化控制系 

本系以培養產業所需之「工業自動化」與「機電控制系統」之改良與設計

人才為目標。 

1. 工業自動化：透過「順序控制」和「自動化」的課程訓練，使學生具備

產線物流規劃、PLC 順序控、產品檢測系統設計與產線監

控系統等自動化設計所需之專業知識。學生畢業後將可勝

任自動化工程師與製程工程師之職務。 

2. 機電控制系統：透過「順序控制」和「伺服控制」的課程訓練，使學生

具備控制系統之機構設計、信號處理、系統模型識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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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控制法則設計等專業知識。學生畢業後將可勝任系統控

制工程師與自動控制工程師之職務。 

行銷與流通管

理系 

1. 培養兼具行銷、物流與服務管理技能之產業中階人才。 

2. 教育生活上具有愛與美之人格特質，職場上具有溝通學習能力、專業知

能、語文能力與專業證照等優質專業人才。 

3. 推動國際學術交流與產業策略聯盟。 

4. 配合商管學群規劃設立獨立研究所—科技管理研究所。 

5. 組織研究團隊，發展產業經濟、物流、餐飲管理、行銷與數位化行銷等

領域的學術研究。 

6. 將教師的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與地方特色產業相結合，發揮輔導地方產

業行銷發展的功能。 

7. 發展創新的數位化行銷，建置數位行銷展場，培育具備資訊數位化與行

銷展示能力的服務產業人才。 

資訊管理系 

1. 整合系內課程與業界實務，在學以致用的指導原則下，培育理論與應用

兼顧的學生。 

2. 鼓勵學生取得有關程式設計等之技術證照。 

3. 加強學生有關程式設計與專題實作之能力。 

4. 加強學生 ERPII 與 CRM 分項模組操作之技能熟悉度，與其各模組間之整

合能力。 

5. 增設資訊技術相關研究室。 

6. 更新電腦教室設備。 

企業管理系 

企業管理系之發展目標為「培養具備有作業、行銷、人力資源、財務、

科技等管理活動之規劃、組織、領導及控制等技能，且引導企業倫理，以

符合社會責任之價值觀，並配合國際化、資訊化之趨勢，加強外語與電腦

之應用能力，以達到培養企業資源整合能力專業人才之目標。」為順應社

會潮流趨勢，並考量高職端生源，本系定位以「企業資源整合」為核心，

同時也兼顧數位商務管理人才及觀光休閒管理人才的養成教育。99學年度

本系擬成立「數位產業管理中心」，在課程規劃方面逐步調整課程，整併

原有之企業管理系課程為「企業經營管理學程」，另外，順應招生生源致

力於領隊導遊證照考試，規劃「觀光休閒管理學程」，同時，也因應學校

中長程計畫，研擬「數位商務管理學程」，期待達成企業資源整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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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時尚創意設計

與管理系 

1. 聘任時尚創意相關領域之師資，培養學生文化創意及人文藝術之素質。

2. 設立時尚配件中心。 

3. 強化美容／美體專業教室之功能與設備。 

4. 建立彩妝／美髮專業教室之功能與設備。 

5. 立足中台灣，結合地方性產業及學術及機關資源，與業界建立良好之互

動並積極落實產學合作，以奠定學生未來就業實務能力。 

6. 放眼國際化，強化設計專業人才的國際競爭能力，提供繼續深造之基

礎。 

幼兒保育系 

1、發展模組課程，配合幼保政策趨勢，增設「課後照顧人員」模組課程。

2、配合學校教學卓越計畫規劃幼保系課程學程化實施要點。 

3、推動本系教師至幼兒園所臨床教學，以提升教師實務經驗。 

4、添增幼兒繪本、視聽教學媒體以及教師研究、指導專題至作用的研究

軟體，以提升實習及專題製作課程的教學品質。 

5、發展幼兒園所輔導團隊，運作產學合作與幼兒園所相結合，強化深耕

社區。 

6、教師「一文一案」為原則，提升教師發表期刊論文與產學合作的參與。

7、發表為以「幼兒照顧與教育」為特色的幼兒保育系專業系所。 

保健營養系 
1、以保健食品開發、產製與檢驗分析為發展重點。 

2、強化保健食品研發暨檢驗中心的設備及通過實驗室TAF認證為目標。 

視訊傳播系 

1、配合政府六大新興產業政策，發展以電影、動畫、遊戲為主之文化創

意產業。 

2、運用影視製作技術，配合健康照顧學群之主軸，以人文關懷的角度服

務社會，服務人群。 

3、規畫影視與動畫製作等學程，加強影視製作之數位製作支能力，配合

影視製作學程與動畫製作學程等課程使用。 

4、配合學校政策，推動遊戲與動畫多媒體跨領域課程之整合，加強數位

動畫與多媒體軟硬體設備，籌設動畫多媒體製播中心。 

5、推動全面實習制度，輔導學生畢業即就業。 

景觀設計系 

1、積極爭取使用彰化縣景觀苗木生產專區，作為官學合作的契機，達到

教學與研究相乘作用。 

2、「輔導八卦山西麓休閒農場轉型經營」：結合芬園、員林、社頭、田中、

二水五鄉鎮；導入新的經營思維，發掘各農場之核心資源； 以合作代

替競爭，創造地區性的休閒農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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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3、規劃發展「虛擬庭園」來模擬實體庭園，以解決現實空間不足問題，

藉由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技術建置之景觀元素所組成的環境

來作為刺激感官的工具，以達景觀療癒效果。 

4、透過新購儀器設備可使本系在教學設備更加多元及豐富，教學的品質

和數據化分析更具準確及精確性，同時可提升同學學習意願及效率。

因為教學配合研究的設備購入，在教學與產學合作等研究上將獲得大

大提昇。 

生物技術系 

1、以目前被評鑑一等科大之生物技術相關科系為基本標準，來建設本系

軟硬體，進而超越之。 

2、以研究團隊的方式執行系發展特色-「植物組織培養與基因轉殖」、「農

業可利用微生物之開發與應用」之產學案以落實技術服務產業。 

3、增加與落實本系相關之檢定場：食品檢驗分析乙丙級的考照及過照率。

4、持續邀請產業專家擔任本系之課程發展委員，參與本系課程規劃，使

本系課程充份與產業接軌。 

運動與健康促

進系 

本系以全方位、多元化與多屬性的運動休閒、管理與健康促進專業課程為核心，培

育學生具備專業運動指導及運動休閒產業管理知能與健康促進為主要目標，課程內容方

面強調應用性與實務性，「運動指導管理」和「健康促進」兩個主要領域。除專業能力

外，也注重建教產學合作、實務操作、社區服務及教學實習等，讓學生從服務中學習，

實習中參與健康促進的推廣及規劃，奠定學生未來就業或進修之紮實根基。

餐飲廚藝系 

1、配合學校教學卓越計畫，規劃餐廚系課程學程化，發展特色。 

2、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特色，將餐飲廚藝配合健康、保健、養生、特色餐

飲等發展主軸。 

3、落實系科特色，積極遴聘相關師資。 

4、建立優質軟、硬體設備的教學研究環境(尋求教學空間及軟硬體建設) 

5、成立檢定場(中餐烹調乙丙級、食品烘焙乙丙級及調酒丙級等)，推動師

生在校原地考照之教學目標 

6、成立多功能廚藝教學研究示範教室，推行餐飲廚藝之研究教學。 

7、增加產學合作的功能與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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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部門】 

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一、教務處 

1. 持續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及強化教學評鑑成效。 

2. 厚植學生基礎能力。 

3. 提升學生證照取得成效。 

4. 擴展全人通識教育。 

5. 擴增數位化教學與學習環境。 

6. 賡續營造外語學習環境及增加外語教學。 

7. 完備專題製作教學特色。 

8. 推展業界師資教學納入回流教育課程，提供社會各階層在職人員進修專

業技能管道及專業知識，以培育符合業界實務需求之高階技術人才。 

二、學務處 

1. 持續推動「營造友善校園，加強安全教育」、「強化導師輔導知能，健

全學生全人人格」兩大發展目標。 

2. 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提昇學生就業適應力及競爭力」3+1證照制度中

社團護照之推動，充實學生社團設備並補助學生社團活動經費，鼓勵同

學積極參與社團活動及社區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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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三、總務處 

一、圖書館二館建置 

有鑒於目前本校圖書館之樓地板面積為 4,664m2，以改制科大之標準尚

不足 336m2（科大標準為 5,000m2），因此規劃於蕙和樓改建為圖書館

二館。 

二、無障礙空間工程 

為照護身障學生，本校於 96 學年度起即積極進行全校無障礙空間之改

善。目前已於踐初樓與行政大樓間設置一雙開電梯，預計 98 年 9 月啟

用。而為連結踐初樓與體育館，99 學年度將建置由踐初樓橫跨中州路

至體育館之鐵橋，以利身障學生通行，並保護用路人行的安全。 

三、強化環保節能環境 

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以建立一個永續發展的環境，因此，99 學

年度將於沁明樓建置電力監控系統、學生宿舍建立水表監控系統；且利

用永續能源，將於校內道路建置風力太陽能路燈，以節約本校水電相關

費用支出。 

四、工程二館補照 

為符合改大之校地標準以及增加學生使用空間，本校已於 98 年 7 月 21

日繳交變更（新中州段 794、795、891、955）等四筆土地回饋金，將

上述土地變更為文教用地。因此，本處將於 99 學年度進行工程二館(電

機館及機械工廠)補照作業。 

五、員林運動公園代管 

員林運動公園位於本校南邊約4.5公里處，運動公園內具有：室內、外

網球場、籃球場及體適能運場地等設施，其設備可提供本校運動與健康

促進系以及相關體育教學課程所需。為積極爭取員林運動公園代管，本

處將緊密與學務處、運促系、體育室、行管系及景觀系等相關單位加強

協調溝通及整合校內資源，以爭取場地代管、縣府與地方之大型活動規

劃與行銷相關計畫；另亦將積極與縣政府接洽，以擬定合理之託管預算

與經費分配，並凝聚鄰近社區認同感，以提高社區對本校之支持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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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四、研發處 

1. 訂定「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究獎勵實施要點」，透過獎勵方式，提昇本校

教師與產業互動之意願，以及做為補助執行計畫之運用，使本校教師得

以在良好的環境中，以個人接案、產學中心或跨系所教師合作等方式，

與公私立部門進行實質的產學合作計畫。 

2. 99年以執行 30 個產學合作為目標，協助輔導 20 家以上企業積極從事 

創新研發工作，並逐年提高產學合作計畫之質與量。 

3. 99年以申請 20 件專利案為目標並以每年 10 件之增加速度逐年提高並

保護全校師生之智慧財產權，在累積全校專利 50 件以上後積極將本校

智慧財產權活化將其技術移轉以利企業界之技術提升。 

4. 「推動師生國際交流」、「辦理國際活動與締結姊妹校」以及「吸引外籍

生來校攻讀學位及增加外語教學」，為本校97-100學年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的策略與首要任務。 

5. 積極推動「就業學程」及「產業攜手計畫」，期以建立學生完整的學習

歷程，強化學生專案實務能力，為國內培養具實務經驗適才適所的高級

技術人才。 

6. 設置畢業生離校管理作業程序，並執行應屆畢業生對學校滿意度問卷調

查，提供學校改革參考。結合校友資源，設置各地區服務據點，推動各

項校友服務，活絡「中州人」情誼。 

五、終教處 

1. 建構完整檢測平台，提供全方位服務，使本校成為中部地區技術士技能

檢定考試之發證中心 

2. 提升本校甲級、乙級、丙級證照之合格檢定試場數量 

3. 整合校內各種教育資源，提供適合社會大眾需求的訓練課程，增進本校

與社區的互動關係，提升本校知名度 

4. 以本校 11 個社區大學作為推廣教育的發展據點，並且充分結合本校 25

個技能檢定術科考場優勢，辦理證照輔導課程，以推廣教育深耕彰化社

群，成為在地社區進修唯一選擇。 

5. 以推廣教育、社區大學與證照考試服務作為學校與社會大眾之溝通平

台，讓中州技術學院走出去，讓社會大眾走進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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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六、資訊處 

1. ISMS 資訊安全認證推動 

2. 全校內網骨幹入侵偵測防禦系統 

3. 主機備援系統(虛擬化伺服器系統備援) 

4. IPv6 校園網路服務推動 

5. 同步遠距教學平台建置 

6. 資訊站、自動繳費列印機 

7. 學生及教職員證之應用業務推廣 

8. 資料採擷系統 

七、圖書館 

1. 以充裕經費購買符合教職員生所需圖書與資料庫等圖書館資源 

2. 完善的人力資源，各部門清楚的分工，讓讀者享有親切與快速的服務

3. 建構豐富入口網站，從網站提供多元的學習資源 

4. 提供穿越時空之無線學習與校外遠端認證 

5. 積極參與館際合作，拓展虛擬館藏，使學生能取得多項學術資源 

6. 有效運用校內師生人力資源與行政單位資源 

7. 與社區緊密結合，圖書與人力資源互惠共享 

8. 圖書館內圖儀設備全面 e 化管理，以有效人力運用 

9. 提供多元化與主動式服務 

10. 持續建構主題化館內設施 

11. 持續營造舒適、貼心與安全的閱讀空間 

12. 充足的開放時間，使學生更有彈性的規劃學習時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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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要求讀者登錄帳號密碼，確保個人資料安全 

15. 資料定期備份 

16. 張貼警語，請專家演講，深植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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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八、人事室 

1. 全校生師比維持在28以下，日間生師比維持在15以下。 

2. 目前中州技術學院共有192位教師，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120位，所佔助

理教授以上比例已經超過62.50％；其中具有博士學位者計有112位，具

有碩士學位者80位，博士師資佔全校師資58.33％。 

3. 積極培育教師，目前有43位講師進修博士班，並鼓勵教師辦理專門著作

升等，賡續提升本校教師師資結構，擴大延攬禮聘知名國立大學資深教

授來校主持講座教授與客座教授，預計100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

可達65％以上。 

4. 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加強訓練職員之專業智能及素養，特別鼓勵職員

在職進修及參加校外行政研習，以提高個人競爭力以及學校之行政效

率。 

九、會計室 

1. 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加強預算之編列與執行力，強化會計作業系

統與資訊分析能力，按月提供執行成果隨時檢討經費資源配置。 

2. 確實執行內部審核制度並按校務發展需求實況提供修正預算及計畫建

議，使經費之使用更趨合理及有效性，藉以厚植學校權益基金，支應校

務長期發展之需。 

十、通識教育

中心 

以通識教育培養學生成為德智兼具、慈慧雙修、多元融合、完整均衡的

人，使其除了具備專業技能之外，還有豐富的知識與正確態度，建立優質的

職場競爭力。具體作法包括： 

(1) 整合基礎通識課程以充分搭配及銜接專業課程，落實基礎教育。 

(2) 規劃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進之博雅課程，培育學生多元能力。

(3) 舉辦教學方法研討會及教學輔訓活動，強化教師之教學能力。 

(4) 多元化教學搭配博雅情境教室之展出，增進學生之學習成效並陶冶其

藝術氣息與科學涵養。 

(5) 提供服務學習與創意學習課程，培養學生「做中學」及獨立思考、解

決問題之能力。 

(6) 舉辦就業講座及職場研習營，提昇學生在職場之競爭力，發揮人才培

育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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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十一、語文教

育中心 

1. 提升本校教職員生及社區人士外語能力。 

2. 開設各種外語與國際文化教育課程。97學年度共開設英文課程21班，日

語課程1班。98學年度上學期英文課程7班，日語課程1班。 

3. 辦理外語檢定測驗。97學年度全球英檢通過率為30.27%。通過率擬以5%

為目標並逐年提高。 

4. 舉辦各項外語競賽、活動及工作坊，如：中州新生盃英詩朗誦比賽、日

詩朗誦比賽、英文單字比賽、外語嘉年華週、職場外文講座、英日語歌

曲敎唱工作坊、學習技巧工作坊...等。 

5. 推動與外語相關之產學與建教合作案。 

6. 開設外語推廣課程供社會人士選修。 

7. 開設華語文進修課程，供本校外籍生及旅居台灣之外籍人士選修。 

8. 營造全校學習外語之氛圍，如：設立語言學習園地、外語諮詢及外語環

境建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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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99）年度發展重點 

99 年度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藍圖，積極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本校深知教學之成效深受

各種軟硬體因素影響。硬體包括（1）師資（2）圖書儀器設備（3）教學空間（4）教學設

施；軟體即是師資素質與行政效能，包括研究能量、教材內容與課程規劃、教學評鑑、教

師成長研習、行政職員研習等等。為避免寶貴的獎補助款零星使用，將盡力發揮一元當十

元使用的經濟效能。99 學年度的本校發展重點，將側重健康照顧產業為主軸。 

（一）健康與照顧學群各系之研究重點與領域規劃分述如下： 

1. 視訊傳播系： 

(1) 以發展影視性教育，技術、服務與研究，奠基本系研究發展之主要目標，立志成

為中部地區影視產業發展的人才訓練、研究中心，並結合地方文化與產業特色

從事產學合作計劃為方向，同時經由學術與實務交流，一方面訓練影視製作與

創意人才，發掘地方文化特色從事創作、研究，並協助地區產業的發展與創新，

使本系教師獲致實務經驗與業界的相關訊息，並藉此轉化成課程實務內容，提

昇實務教學品質與成效。 

(2) 為使本系在學術研究展現動態的成長效益，以增進教師的研究競爭能力，本系設

立兩個研究中心：A.電影研究中心 B.動畫工作室，目的在於設立鼓勵機制，提

昇本系教師實務經驗與學術研究能力，強化教師研究成果之質與量，未來亦會

相繼設立「中州電視台」與「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 

(3) 教師依據專長研究、發展重點定為下列三項領域： 

a. 影視專業：劇本創作、影音短片製作（劇情片）、紀錄片製作、影展與發行、

電視節目製作、廣告影片、MTV等。 

b. 動畫專業：2D及3D影片製作、多媒體製作。 

c. 人文專業：作為創意發想之核心課程，與影視相關之人文研究，共分為歷史學、

哲學、影視研究三大學門。  

2. 生物技術系：依據系的兩個發展特色，整合成兩大團隊，細分四個組將對以下領域

繼續深入研究，此四組團隊將由本系老師與業界高階師資共同投入研究。 

(1) 蝴蝶蘭組織培養與花朵保鮮技術； 

(2) 養生菇蕈發酵製程與成分活性分析； 

(3) 植物病原暨應用微生物鑑定技術； 

(4) 生質能源與替代能源的生產暨分析。 

3. 景觀設計系：配合校及學群發展方向，本系教學除致力學群基礎學程及系核心學程

以外，系發展目標則著重在培育學生成為具備實務(真)、科技(善)與藝術(美)之景觀

設計師，並兼具規劃設計能力、營造施工能力及後續維護管理能力之專長素養。因

此將以景觀規劃與設計為本之相關產學合作，作為本系主要研究重點，並依據本系

規劃的三個專業領域學程作為研究的領域規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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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設計學程：主要以電腦及多媒體之綜合應用(電腦繪圖)，影像合成、

AutoCAD、Autodesk VIZ、數位資訊技術應用與虛擬實境等，多媒體設計之結合，

廣泛運用電腦新型科技。以規劃設計學程為架構，輔導學生考取電腦輔助建築

製圖證照、研究所或國家考試及就業。 

(2) 營造施工學程：主要以營造與施工，營造各種景觀休憩空間如河川、溪流或湖泊

之親水空間等，強調水資源保育及自然生態工法之環境影響評估，作為依據景

觀相關法規之規劃與設計，營造健康、舒適及美感之空間，無論在都市或鄉村

將是未來發展之趨勢。並以營造施工學程為架構，輔導學生考取造園景觀相關

證照。 

(3) 維護管理學程：主要以景觀園藝栽培技術，培育景觀用植物、植物繁殖方法、景

觀植栽設計、景觀植栽維護與管理等，著重於植物與氣候、環境、土壤之配合，

因地置宜之栽植技術與方法。以維護管理學程為架構，輔導學生考取造園景觀

相關證照。 

4. 保健營養系：本系已整合成食品營養研究團隊，本研究團隊的研究將對以下領域繼

續深入研究，包括： 

(1) 利用分子生物技術探討保健食品對基因表現之影響，以深入了解保健食品與疾病

預防的關係； 

(2) 利用體外初級神經細胞培養及神經膠細胞為模式，探討天然抗氧化物及藥物對腦

缺氧再灌氧所誘發神經細胞凋亡之保護機制及發展人類內皮細胞培養模式，探

討天然物對低密度脂蛋白誘發內皮細胞凋亡之保護作用； 

(3) 建立細胞老化的研究模式，利用創新 SA- G 活性測定技術，配合纖維母細胞生長

曲線的變化，作為細胞老化的研究模式，可用於任何抗細胞老化成份或能量限

制模枋劑的篩選； 

(4) 高機能性成份乳酸菌製品之開發技術：乳酸菌所產胞外多醣所製成酸酪乳製品，

使其擁有酸酪乳製品的生理機能外，更具有胞外多醣額外的保健功效，並且能

在減少生產成本下達到更為穩定的質地與口感；  

(5) 固態發酵技術在食藥用菇的應用：利用食藥用菇固態培養技術提高國內生產過剩

農產品的經濟價值。 

(6) 中草藥美白能力模式的建立：建立測定 tyrosinase 活性及產生 melanin 含量方法，

技術建立 UV cross link 儀器照射以誘導細胞產生黑色素的實驗平台，以作為中

草藥美白的研究模式，可應用於篩選具有美白潛力的成份； 

(7) 開發食藥用菇菌新的保建用途：以科學方法證明食藥用菇菌醱酵產物能抑制食品

致病及污染菌生長，擴大食藥用菇菌研發的方向及用途。 

(8) 類藥劑營養品(nutraceutical)的功效驗證，以人體臨床試驗模式驗證食品之保健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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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餐飲廚藝系：本系發展目標，在培養餐飲廚藝專業人才。因此本系學習領域重點規

劃為： 

(1) 中餐烹調技術：核心課程涵蓋中餐烹飪、中點製作、餐飲服務、餐飲衛生與安全、

中式特色料理、台灣小吃料理、飲食文化、菜單設計與傳統飲食製作等。 

(2) 西餐烹調技術：專業核心課程包含西餐烹飪實務、西點製作、宴會實務、義式料

理烹調、西式套餐設計、世界飲食文化等課程。 

(3) 餐飲管理技術：課程有餐飲管理、餐飲業連鎖經營管理、餐飲行銷學、餐廳規劃

設計、人力資源管理、餐飲衛生與安全、廚房管理與設備規劃、團體膳食管理

等課程。 

(4) 特色餐點烹調：配合為餐飲服務技術、蔬果雕藝術、餐廳規劃與設計、感官品評

學、膳食設計學、西式套餐設計、酒與烹調、宴會茶點設計與製作、廣式點心、

鐵板燒、日式料理與實務等課程。 

(5) 以健康為特色之課程設計：配合健康照顧產業為未來產業發展趨勢與配合本校之

發展特色，開設課程含有餐飲營養學、生技產業趨勢、保健食品概論、運動保

健學、優生保健、膳食療養學、膳食設計學、飲食養生料理等課程。 

6.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1) 整合成運動健康研究團隊，進行各項研究。 

(2) 培育民俗療法與運動體適能之健康促進人才。 

(3) 培養運動與健康促進運動處方之專業指導人員。  

(4) 提供多元化之休閒運動指導與健康促進策略。 

(5) 提供有志朝向運動健身指導與健身設施經營管理人員進修管道，以提升專業知能

與研究能力。 

(6) 結合運動休閒的指導與設計、運動技能、健康知能以及健康體適能之管理，相互

整合，彼此支援，以提供社會更多相關人員與資訊。 

7. 幼兒保育系：從照顧與保育的知識背景與技術面切入，並關注其與社會價值面的正

向連結，重視關懷、公平提供等議題，不僅是理想面的熱忱，而將社會價值與責任、

永續經營與實踐作為本系培育的重要主軸與內涵，使本系能培養出能接受社會現實

面挑戰與競爭的知識技能，也能保有學術殿堂的人性觀與關懷倫理觀。 

(1) 培育嬰幼兒健康照顧與保育人才。 

(2) 培育幼兒教保活動設計與實施人才。 

(3) 培養幼保產業規劃與經營管理人才。 

(4) 涵育擁有幼保專業知能與職場倫理人才。 

(二)工學群方面，99 學年度依各研究中心之研究重點與領域規劃，如下： 

1. 自行車研發設計中心：因應經濟部技術處積極推動『自行車暨衍生系統關鍵技術開

發計畫』，以協助自行車及其衍生相關產業朝高附加價值之創新產品發展。本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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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擬配合學校政策，設立「自行車研發設計中心」。主要發展動力傳動及控制系

統與 LED 照明整合之關鍵核心技術，以協助在地自行車及其衍生相關產業朝高附

加價值之創新產品發展。 

2. 居家照顧產業研發中心：初期將透過 ADSL、Cable、802.11、Wi-Fi/Ethernet、微波

或衛星等家庭網路，以及 GSM、CDMA 的行動網路等數位家庭通訊平台架構，將

控制系統與數位家電設備或是相關居家照護系統，進行連接與外部通訊。長期則開

發無線居家照護網路系統，以提供長期照護服務的功能，收集個人生理參數以供醫

生診斷，同時可以縮短調整診斷處方的時間，讓照護人員充份掌握病患的生理狀

況。並結合無線感測器網路與 RFID 技術，運用遠距照護的方式，建構一個遠距居

家照護服務系統，增加醫護人員提供照護服務的能力，以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質。 

3. 產業科技研發設計中心：以精密半導體設備之關鍵技術開發為首要研究的重點。將

藉由工學群與產學夥伴台灣暹勁公司共同設置的「快速精密定位與載入研究室」，

合作投入 Crystal 點膠機之精密點膠技術的開發，提昇國內半導體設備技術，增進

企業競爭力。 

（三）商管學群現況與未來新增系所和學程規劃 

1.結合地方特色與學群專業知能，將企業資源規劃融入地方產業，提高產業競爭力，綜

合理論與實務，增進與產官學間的互動關係。 

2.利用中小企業診斷中心，掌握社會與產業脈動，維護學術研究、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

的供需平衡。 

3.發揮完整商管學群優勢，整合資管、行銷、企管及創意等四學系的師資，持續推動跨

系整合性課程與學程，包括：「企業資源規劃學程」、「企業資源規劃學程 II 學程」(資

訊管理系、企業管理系) 「流通管理學程」、「行銷管理學程」、「餐飲行銷管理學程」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時尚造型設計學程」、「創意設計管理學程」、「時尚行銷傳播

學程」(時尚創意設計與管理系)共 8 個專業學程以及勞委會補助技職院校就業學程包

括「資訓人員專業技能養成就業學程」、「資源整合資訊技術人員就業輔導學程」(資

訊管理系)。學程除培養學生專業能力外，也提升學生就業能力與市場競爭力。 

4.落實現代化、電腦化與網路教學，除資訊專業課程外，並配合行銷、企管及會計等相

關商學領域，應用各項實務軟體，使學生具備紮實的理論基礎與電腦運用能力。 

5.積極鼓勵院內教師成立研究群，提昇院內研究能量，與應用研發成果於教學、服務之

基礎，並增加與他院、校合作之機會。 

 

依據學群重點特色，本校整體發展經費需求主要分為兩部份： 

1. 資本門經費需求 

根據各教學單位之中程發展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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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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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相關軟硬體同步升級，才能使教師與學生能夠快速獲得資訊，學習最新知識與技能，

提高研究與教學效能。 

2. 經常門經費需求 

現階段本校需大量挹助經費於提昇研究與教學品質，並針對系所需要新聘特殊專長

師資。因此，經常門經費需求，將依校務發展中長程規劃，主要投注於改善師資結構與

素質、鼓勵專利與產學合作與精進職員行政效能的培訓上。 

私立學校的財務來源主要為學雜費收入與獎補助款，教育部的財政支持將是本校校

務發展的重要支柱。本校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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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營造質優教學型技職學府目標邁進。



 

 30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資本門重點支用項目規劃圖 



 

 31

2.資本門規劃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

性 

電
機
工
程
系 

本系發展通訊系統應

用，將規劃購置「數位

家庭通訊系統」設備，

以發展「數位家庭通訊

平台」與「無線居家照

護系統」之教學研究，

提昇學生於「健康照顧

產業」之就業競爭力。 

「通訊系統設計」

實驗室 

1.數位家庭通訊平

台 

2.無線居家照護系

統 

1. 建構通訊系統設計

實驗室、製作編制教

材 2 門。 

2. 預計開設課程 3 門、

培訓學生 40 人*3 門

共 120 人。 

3. 預計取得相關之產

學計畫 2 件。 

一
、
各
所
系
科
中
心
之
教
學
及
研
究
設
備 

行
銷
與
流
通
管
理
系 

1.培養兼具行銷、物流

與服務管理技能之產

業中階人才。 

2.教育生活上具有愛與

美之人格特質，職場

上具有溝通學習能

力、專業知能、語文

能力與專業證照等優

質專業人才。 

「創新數位行銷展

場」實驗室 

1.條碼印製及接收

設備 

2.商品包裝設備組 

3.弧形促銷台、展覽

架 

4.實體投影設備 

5.收納式展場館模

擬設施 

6.智慧型主題商店

實驗室硬體設備 

7.輕型可攜式單槍

投影機 

8.行動 KTV 組 

9.數位攝影機 

10.多媒體網路廣告

播映機 

創新產業、活力行銷與

魅力生活為目標，以培

訓內容(設計、開發、製

作、教學，與企畫)、關

鍵技術、跨平台整合、

專案管理及數位內容行

銷等專業技術人才及管

理人才，構建創新數位

展覽多元商務整合中

心，透過完善之專業設

備及資訊科技相關專業

軟體，提昇教師教學品

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中程

校務

發展

目標

六：充

實軟

硬體

設施 

P2 

工學

群重

點發

展特

色 

P26 

商管

學群

重點

發展

特色 

P109 

健康

與照

顧學

群重

點發

展特

色：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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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

性 

資
訊
工
程
系 

主要研究為結合網路

應用與軟體開發發展

網路數位遊戲引擎。並

結合本校視傳系豐富

的多媒體技術，期望在

3D 動畫的開發與本系

的 遊 戲 引 擎 開 發 結

合，朝著網路遊戲產品

設計方向發展。 

「網路遊戲設計」

實驗室 

1. 3DMax 教育版

20U(含教育訓

練) 

2. MAYA 教育版

20U(含教育訓

練) 

3. Unity 2.x Pro 20

人授權(含教育

訓練) 

4. Unity 2.x Pro 

with iPhone 

Advanced 

5. IGT 系統含

iPadTuch 頻道

授權數 20 個 (含

教育訓練) 

6. 高階伺服器主機

7. Power mac/Apple 

Cinema 30" 

8. Wacom Cintiq 21

吋液晶繪圖顯示

器 

1.開發虛擬實境之 2D

與 3D 動畫製作的數位

化專業技術。 

2.讓學生簡單快速的學

會遊戲製作：單機遊戲

(PC/Mac)、網頁遊戲、

多人線上遊戲、iPhone 

遊戲、Wii 遊戲。 

3.提昇學生就業機會的

競爭力。 

4.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 

5.增強校際各類比賽的

競爭力。 

6.看得到的成果展現。 

7.使用率：每學年使用

班級 2 班，約 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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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

性 

企
業
管
理
系 

企業管理系之發展目

標為「培養具備有作

業、行銷、人力資源、

財務、科技等管理活動

之規劃、組織、領導及

控制等技能，且引導企

業倫理，以符合社會責

任之價值觀，並配合國

際化、資訊化之趨勢，

加強外語與電腦之應

用能力，以達到培養企

業資源整合能力專業

人才之目標。」為順應

社會潮流趨勢，並考量

高職端生源，本系定位

以「企業資源整合」為

核心，同時也兼顧數位

商務管理人才及觀光

休閒管理人才的養成

教育。 

1.中小企業診斷中

心設備 

2.PASW Statistics 

Base 17.0 中文版 

1.配合商管學群之特

色，建置學群特色研究

室。 

2.配合企業經營管理、

統計學、企業研究方

法、學生專題課程，讓

學生系統中獲得企業經

營方面相關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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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

性 

時
尚
創
意
設
計
與
管
理
系 

時尚系課程規劃為飾

品設計領域，內容有布

料表面及皮件設計、流

行飾品與活傢飾相關

的織品設計，並輔以電

腦輔助之專業設計能

力、多元創造開發能力

以及同時具備敏銳之

流行觀與國際觀為方

向。 

「時尚流行配件創

意設計中心」實驗

室 

1. 專業縫紉機 

2. 萬用拷克機 

3. 商用電腦刺繡 

4. 縫紉機 

5. A4 紡織品數位 

6. 印花機 

7. 功能壓花、切

模、 

8. 熱熔、網印、轉

印機 

1. 配合本系的時尚創意

設計與展演公關走

向，可加強學生對時

尚走秀與傳媒之能

力。 
2. 期望學生可以有自行

規劃及設計個人風格

能力，及公開演出的

能力。 

保
健
營
養
系 

1、以保健食品開發、

產製與檢驗分析為發

展重點。 

2、強化保健食品研發

暨檢驗中心的設備及

通過實驗室 TAF 認證

為目標。 

1、液相層析儀(含紫

外光可見光偵測

器、RI 偵測器、螢

光偵測器、電化學

偵測器) 

2、分光光度計 

1、發展保健食品開發與

產製特色。 

2、成立食品檢驗實驗

室。 

3、申請 TAF 實驗室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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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

性 

機
械
與
電
腦
輔
助
工
程
系 

機電系以設計與製造

「PLA 可分解性塑膠材

料」環保製品及健康產

業相關產品為主軸，藉

由「電腦輔助創意設計」

與「電腦輔助精密製造」

兩大發展特色，開發環

保與健康產業創意製

品，向上拓展 CAD 與

CAM 技術、並以電腦輔

助工程分析為輔，向下

拓展製品高值化之製造

技術，並配合精密量

測、機械性質、金相組

織等性能的檢測，以契

合精微快速、創新研發

的產業需求，培養學生

製品設計開發、熱流系

統設計、模具及成型生

產技術三種能力，以培

育注重實務，符合產業

需求的電腦輔助專業技

能的機械科技人才為教

育目標。 

「熱流系統設計」

實驗室 

1. 熱流實驗室設備

1. 建構熱流實驗室、製

作編制教材 1 門。 

2. 預 計 開 設 課 程 3

門、培訓學生 35 人* 

3 門共 105 人。 

3. 預計取得相關之產

學計畫 2 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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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

性 

電
子
工
程
系 

電子系是以電子電路

為基礎，以光電半導體

與晶片設計為發展方

向。99 年度將延續發展

規劃以自動光學檢測

(AOI)為發展重點，成立

自動光學檢測實驗

室，以結合工學群各系

教學與研究資源，規劃

相關課程配套，並加以

應用進而提升整體的

能量為主。同時亦規劃

無線感測實驗室，以結

合感測器、無線網路、

嵌入式等相關技術，建

置無線感測網路平

台，以應用於民生電子

或居家照護等。 

「自動光學檢測」

實驗室 

1.自動光學檢測實

驗設備 

2.無線感測實驗設

備 

 

1. 建構自動光學檢測實

驗室。 

2. 建構無線感測網路實

驗室。 

3. 結合業界，提升產學

合作能量。 

4. 強化電子電路基礎教

學模組。 

5. 強化微算機或嵌入式

應用之能力。 

6. 可提升半導體感測元

件應用之技術。 

二
、
圖
書
館 

圖
書
館 

1. 配合館藏政策，發展特

色館藏 

2. 提供全校師生充足專

業圖書與專業期刊 

1. 中文圖書 

2. 西文圖書 

3. 中文期刊 

4. 西文期刊 

1. 優化教學品質 

2. 厚植研究能量 

中程校

務發展

目標

六：充

實軟硬

體設施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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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

性 

三
、
訓
輔 

課
指
組 

1. 為加強各社團辦公及

活動效能，添購所需

之硬體及週邊設備，

增加活動品質。 

2. 為加強社團專業技

能，增添學生會、熱

門音樂社、中州競技

啦啦隊、器材，提高

器材完整性。 

1. 麥金塔繪圖用電腦 

2. 迷你筆電 

3. 夜間活動照明燈具組

4. 爵士鼓 

5. 拉網式展屏 

6. 啦啦隊專用練習墊 

7. 運動健身電腦遊戲雙

人組 

8. 硬碟式數位攝影機 

9. 液晶螢幕數位電視 

1. 活動器材完整、可提升

活動品質、提高學生參

加意願。 

2. 社團在表演或比賽時

能有較好的表現成績。 

中程校

務發展

目標

七：創

新麒麟

學堂思

惟，落

實全人

教育

P2-3 

四
、
其
他 

環
安
組 

營繕及環境安全安組 

1. 宿舍數位水表 

2. 沁明樓數位電表

3. 風力太陽能路燈

(垂直軸風力發

電風光互補型路

燈) 

強化環保節能環境 中程校

務發展

目標

四：

 強化

綠色校

園生活

機能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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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經常門重點支用項目規劃圖 



 

 39

2.經常門規劃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關聯性 

一、獎助教師研究 

研訂激勵措施，激發本校教師研

究能量與質量，增進產學研究、

專題研究、國科會、教育部、農

委會、經濟部等公部門計畫之研

究，同時鼓勵教師於 SCI 、
AHCI、SSCI、EI、THCI 等專業

期刊發表論文，以及參加國內、

外研討會，發揮本校作為區域研

究學校與培育工程、設計、管理、

生技保健等基礎人才之社會功

能，進而提升本土相關產業人才

之競爭力。 

中程校務發展目標一：積極提升

師資素質 
P1 
 

二、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 

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加強訓練

職員之專業智能及素養，特別鼓

勵職員在職進修及參加校外行政

研習，以提高個人競爭力以及學

校之行政效率。 

中程校務發展目標八：提高行政

效率 
P3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補助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並辦理

社團幹部訓練，以鼓勵同學積極

參與社團活動及志工服務工作，

並強化社團功能。 

中程校務發展目標七：落實全人

教育 
P2-3 

四、新聘教師薪資 

五、現在教師薪資 

1.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以

及國家產業競爭力提升計畫，

延聘尖端科技人才加入師資陣

容，本年度主要以未來即將成

立之「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餐飲廚藝系」與「時尚創意

設計與管理系」等三學系之增

聘師資為主。 
2.鼓勵現有師資進行整合性、跨

校性、跨領域性之大型研究計

畫，以配合本校及國家發展需

要。 

中程校務發展目標一：積極提升

師資素質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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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依教育部「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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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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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0％。本校經費分配係由研發處、

學術單位、學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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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技術學院學術單位績效產出與年度預算編列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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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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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獎補助經費規畫運用與分配作業管控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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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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核定之
獎補助款金額 X

研發處校發組
X*0.3=Y

學群(行政)單位
X*0.7=Z

Y*0.72=C

為教師
研究、
研習、
進修、
著作、
升等送
審及改
進教學
獎勵與
補助經
費

Y*0.03= D

行政人
員業務
研習與
進修活
動補助

Y*0.22=F

新聘教
師薪資

圖
書
期
刊
及
圖
書
館
自
動
化

A1

中州技術學院
學術單位績效
產出與年度預
算編列原則

各系所

教學研究設備
經費 -B-

重
大
修
繕
工
程

A4

教
學
媒
體
及
訓
輔
相
關
設
備

A2

校
園
安
全
、
環
保
、
省
水
設
備

A3

Y*0.03=E

學生事
務與輔
相關經
費

獎補助款
專責小組會議

學務處

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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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如附表一至十） 
二、預期實施成效資本門 

(一) 資本門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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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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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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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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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永續校園、提高本校環保節能意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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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生動內容充實提昇學習成效。 
5. 99 年度預定研究為 80 人次、研習人數為 90 人次、教師進修人

數為 7 人、著作約為 290 件、改進教學約為 4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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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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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教師薪資 

5. 現有教師薪資 

1. 逐年提昇師生比。 
2. 逐年改善助理教授師資結構即核心專業專長師資。 
3. 提昇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能量。 
4. 提昇教師教學、服務與研究之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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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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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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0,000 17,500,000 35,000,000 $5,000,000 $40,00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助款 70﹪

自籌款 
（14.29 ﹪）

補助款 30﹪ 獎助款 30﹪ 
自籌款 

（14.29 ﹪）

金額 $12,250,000 $12,250,000 3,500,000 $5,250,000 $5,250,000 1,500,000
合計 28,000,000 12,000,000 

占總經費

比例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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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及 30﹪。前段經常

門預算得流用 5%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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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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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0,000 85.31% 3,500,000 100%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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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0 0.00%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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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0 0.00% 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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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0 0.00% 註五

合計 24,500,000 100% 3,500,000 100.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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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

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

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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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28.57%
研 究 ＄

500,000 33.33% 

研習＄420,000 4.00%
研 習 ＄

500,000 33.33% 

進修＄360,000 3.43% 進修＄0 0.00% 
著作＄2,500,000 23.81% 著作＄0 0.00% 
升等送審＄240,000 2.29% 升等送審＄0 0.00% 
改進教學＄600,000 5.71% 改進教學＄0 0.00% 
編纂教材＄320,000 3.05% 編纂教材＄0 0.00% 
製作教具＄160,000 1.52% 製作教具＄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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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000 72.38%

合計 
＄1,000,000 66.67% 

1.分配原則：各項經費

分配參酌本校前一

年度使用情形及預

估 本 年 度 規 劃 執

行。本項經費以公

平、公開、公正為原

則，明訂相關獎助辦

法(請參見 P38)，以

mail 告知申請教師

審議結果，並公告於

本校網頁。 
2.審查機制：由各系院

初審後送研發委員

會議審議再送校教

評會複審後，按各獎

補助案件依據獎助

辦法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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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0 0.00% 

1.分配原則：本項經費

之使用辦法經學校

行政會議審核通過

並公告周知，適用學

校全體專任職員，本

公平、公開、公正之

原則運用之。 
2.審查機制：各項獎補

助案件依據事實建

立審核機制，並有具

體成果留校備供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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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0 0.00% 

依據教育部規定提撥

2％以上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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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其他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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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新聘教師薪
資 

＄2,300,000 21.90% ＄500,000 33.33% 

1.分配原則：以增聘助

理教授級以上為優

先。 
2.審查機制：教師敘薪

皆比照公立學校，依

規定年資提敘與晉

級。 

七、 現有教師薪
資 

＄0 0% ＄0 0% 

1.分配原則：以助理教

授級以上為優先。

2.審查機制：教師敘薪

皆比照公立學校，依

規定年資提敘與晉

級。 

總計 ＄10,500,000 100.00% ＄1,500,000 100%  

註七：『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料庫訂閱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

30%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

基本授課時數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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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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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十一：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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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獎補助款金額，不含自

籌款金額) 
2.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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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1 
數位家庭 

通訊平台 

每套包括「數位家庭通訊系統發展平台」、

「無線通訊系統發展模組」、「無線感測網

路系統套件」各一，每套並提供下列感測器

與相關驅動程式及其控制介面:流量感測

器、光照度感測器、雨滴感測器、血壓感測

器、溫溼度感測器、海拔感測器、霍爾感測

器、火源感測器。 
(1)數位家庭通訊系統發展平台 
1. CC2430128 Soc 射頻晶片，內置 8 位元單

晶片  
2. 擴展介面:支援類比信號、資料信號的採

集，同時可相容 I2C、SPI、UART 等介面。

3. 通訊標準：IEEE802.15.4  
4. 傳輸速率：250Kbps  距離 0~100m 可調

整 
5. 頻段：2.4G，RF 傳輸模組相容

IEEE802.15.4/Zigbee，可在全球免費頻段

2.4 至 2.4835GHz 間傳輸資料，可自由在 16
個頻段間切換 
6. 作業系統：TinyOS 2，硬體抽象，元件

程式設計，可構建即時感測器網路 
7. 具有完整的 TinyOS 元件庫，將相應的硬

體抽象成易於使用的元件，在進行應用程式

設計時只需調用相應的元件進行邏輯程式

設計即可。 
8. 具有新增節點或缺失節點時，自動修

復，完善路由功能。 
9. 具有整合 TDMA、CSMA 的 ZMAC 協定

和網狀路由之功能，可使大量節點自動組成

網路。  

10 組 150,000 1,500,000 

發展與建置數位家庭通訊平台用以

整合居家保全、家庭娛樂、家庭網

路、居家照顧、以及數位家庭軟體工

程等作為相關系統與應用服務，使其

能 提 升 學 生對 整 體 應 用系 統 的 創

意、設計、實作、測試與整合能力。

電機系  



 

 48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10. 提供業界常用標準路由式通訊協定為

完善的、開放的、可靠的協定。   
11. 可接各類感測器模組板，自動識別，隨

插即用以採集溫、濕、壓、光、加速度等各

類資訊。 
12. 支援所有 Atosenet 的感測器模組板。 
13. 具有低功耗功能，空閒時節點處於睡眠

狀態，僅在需要時喚醒進行資料傳輸。  
14. C8051F320 處理器，整合 USB 2.0 介面，

可透過 USB 供電 
15. 採用模組化設計，底版和射頻板分離 
16. 支援節點模組熱插拔，透過標準介面與

節點連接 
17. 閘道板可以使用 USB 連結 PC，並可以

下載程式至節點  
18. 閘道板具有 RS-232 介面，可用作調試

介面，可以用於除錯節點程式 
19. 閘道板可以接所有的 ANTc 系列節點信

號，閘道板自帶節點可以充當基站節點，也

可充當 Sniffer 節點，捕獲網路中的資料包，

並且透過 RS232 介面發送到 PC 上，作數據

分析用。  
20. 閘道板提供調試介面，可以透過 PC 上

相應軟體調試節點上程式。 
21. 提供 LED 燈，方便除錯。 
22. 閘道板提供多種供電方案，支援 USB
介面直接供電，外接 5V 電源，支援 3.3-2.7V
電池供電。  
23. 連接無線感測器網路到企業資訊管理

系統的中間物件 
24. 提供 USB Slave 介面，用於下載 zImage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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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到核心板的 CC2430 晶片上。 
(2)無線通訊系統發展模組:  
1.3.5G 模組、CCD 影像擷取器、藍芽模組、

GPS 模組、GSM/GPRS 通訊模組、CPU : 
INTEL PXA270，520MHz、記憶體：64MByte 
SDRAM、NOR Flash：32MByte、串列埠 : 
3 個 非 同 步 串 列 介 面 、 網 路 介 面 : 
10M/100M 標準網路介面 。 
USB 介面  : USB HOST/ USB DEVICE
（USB1.1 規範）介面、音效介面 : AC97
音效 CODEC，支援播放、錄音、LED x 8 介

面、Keypad x 8 介面、支援 CF 卡介面、一

個 SD/MMC 卡介面、視訊和觸控螢幕、5.6” 
256K 色 320x240 TFT 液晶螢幕，觸控螢

幕、RTC 介面 : PXA270 內 RTC 即時時鐘、

2.GPS 模組(內建於系統板上)：802.11g 無線

介面、電池管理系統 : 提供重複充電式鋰

電池 3000mAh、提供與 Zigbee 無線定位整

合功能(支援 WinCE 與 Linux 作業系統)、系

統支援須可以和 Zigbee 感測器系統整合實

驗、支援 3A 遠距共享資源、支援 3A 遠距

資料擷取監控、支援 3A 遠距教學系統、

WinCE 5.0 (含 BSP 原始碼與週邊硬體驅動

程式)、Linux 2.6.9 (含 Kernel 原始檔與週邊

硬體驅動程式)、ADS 編譯環境(需提供

7-Seg LED,Timer,IRQ,RTC,LCD,UART 等

範例程式與原始碼)、3A 嵌入式教學發展軟

體。 
1.kernel – Linux 2.6 and Linux 2.4 
2.gcc – 3.3.6/4.1.2 
3.uClibc – 0.9.28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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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4.binutils – 2.16.1 
5.Unix/Linux utilities – BusyBox(1.8.2) 
6.webserver – thttpd(2.21b) + php(4.4.8) 
7.ftp server – vsftpd(2.0.5) 
8.ssh server – dropbear(0.50) 
9.Qtopia Core 4.3.3 or Qt embedded 2.3.10 
Flash partitions： 
1.Bootloader(256KB) 
2.Kernel(2MB), compressed kernel 
3.RamDisk(8MB), compressed ramdisk, 
expanded to 16MB 
4.User area(~22MB or 54MB), JFFS2 of 
YAFFS2 
5.支援遠端連線測試功能: 如:可以遠端利

用 sftp 上傳 bootloader, kernel 與 ramdisk，

然後利用 dd 命令更新，reboot 重新啟動系

統每天自動對時當有不明人士用 admin, 
mysql, pgsql, test 等這 4 個帳號試圖 login
時，會給與警告。 
(3) 無線感測網路系統套件 
1. 使用 TI ZigBee SoC C2430F128/CC2431
射頻晶片 
2. 提供 ZigBee 定位開發系統 
3. 無線定位解析度為 0.25 米 
4. 提供採用 PCB 電池座板供電 
5. PCB 電池座板可支援 I/O 擴充，可擴充溫

溼度/光照/重力等感測器模組 
5. 採用了 RS232 轉 USB 晶片，方便無串列

埠的電腦使用 
6. 可 link 嵌入式系統平台,提供 Wince 及

Linux 系統之完整範例及 source code,Zigbee
實驗定位軟體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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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條碼列印機

列印模式：熱轉式 & 熱感式  
解析度： 203 dpi，300 dpi 
列印寬度：ZM600 : 6.60 (168mm) 
列印長度：43 (1092 mm) 碳帶長度:300M
(1 捲心) 
標籤寬度：ZM600 : 7.0 (178mm) 
標籤厚度：0.058mm ~ 0.25mm 
列印速度：每秒 10(254mm) ~ 4(102mm) 
(視解析度而定) 
介面：Centronics Parallel、RS232、USB、

Zebranet Wireless、Zebranet print server 
條碼種類： 
1D Barcode :Code 11 , Code 16k , Cdoe 39 , 
Code 93 , Code 128 A/B/C and UCC Case C 
codes , UPC-A , UPC-E , EAN-8 , EAN-13 , 
UPC and EAN 2 or 5 digit extensions , 
Plessey , Postnet , 2 of 5 , Industrial 2 of 5 , 
Interleaved 2 of 5 , Logmars , MSI , Codabar , 
Planet Code 
2D Barcode :Codablock , PDF417 , Code 49 , 
Data Matrix , Maxicode , QR code , 
MicroPDF417 TLC 39 , GS1 DataBar (RSS) , 
Aztec 
規格參考精聯電子 Zebra ZM600 含同級以

上 

1 台 

2 

雷射式條碼

掃瞄器 

光源：Visible Laser Diode 650+/-10nm 
掃描寬度：最大 55cm 
解碼速度：200 times/ sec 
解析度：5mli (0.125mm) 
條碼種類： 
Code11,Code32,Code 39,Code 39 Full 
ASCII,Code 93,Code 128,I 2 of 5,S 2 of 
5,UPC-A/E,EAN-8/13,EAN128,Codabar,Lab
el Code,Plessy Code,MSI Code,China Postal 

1 台 

75,000 75,000 
條碼印製及接收設備，供教學使用，

教導學生編列與管理商品條碼、列印

條碼、條碼的實際使用 

 

 

 

 

 

 

 

 

 

 

 

行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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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Code 
通 訊 方 式 ： IEEE802.11b,2.4GHz ， 支 援

TCP/IP、固定 IP 與 DHCP 模式 
傳輸距離：30M 以上，可支援基地台漫遊

模式，延伸傳輸距離 
掃瞄速率：40 scans/sec 
認證：FCCClassA、CE、BSMI 
規格參考精聯電子 unitech MS860 Wi-Fi 含

同級以上 

標準型轉盤

包膜機 

轉盤直徑 1650 mm  
包裝高度 2200 mm 
電眼自動偵測包裝高度 
四種裹包模式記憶 

1 台 

雙面貼標機

Economical two side labeler 

適用於三角飯糰、食品、藥品、 

化工、化妝品等特殊之貼標。 

速度(Speed): 0-250pcs/min 

可加裝印字及自動整列送料系統 

規格參考川井精機 PML-620E 經濟型雙面

貼標機含同級以上 

1 台 

4 

全 自 動 L 

型包裝機 

封口尺寸：450 x 500 mm  

包裝能力：20 PPM Max.  

包裝物高度：10~120 mm  

電源：1-ph 220V  

電熱：1.3 KW 

規格參考星強 HC-500 含同級以上 

1 台 

300,000 300,000 
商品包裝設備組，供教學使用,教導

學生從設計商品外包,進而實際包裝,
刷碼嘜頭等裝箱事項 

 

 

 

 

 

 

 

 

 

行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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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腳踏式封口

機 

電源：100-240(V) 

功率：800(W) 

最大封口長度：600(m/m) 

熱封時間：0.2~3(Sec) 

最大熱封厚度：0.4(m/m) 

包裝尺寸：755x445x430 (m/m) 

規格參考盛嘉封口機有限公司 KF-600FP 含

同級以上 

1 台 

手提電動打

包機 

觸控面板：電力存量直接顯示 、束緊力及

熔接時間由面板直接調整  

適用 PP 與 PET 帶  

最大束緊力可達 250 kg  

電池外殼護蓋 

束緊、熔接、切帶單鍵操作完成  

免用角紙，不會造成紙箱破損  

適用帶寬：12 ~ 16 mm 、適用帶厚：0.5 ~ 1.0 

mm  

規格參考計 東 公 司 OR-T250 含同級以上

1 台 

5 弧 形 促 銷

台、展覽架

高檔展架（可伸縮）：1.3KG 

布網型 DM 架(雙排) P-M03 / P-M03 

材質：鋁、布網 重量：1kg 尺寸： 畫面尺

寸：W51cm x L37cm x H132cm 配件：布網

DM 袋 x1、伸縮支撐桿 x1、底座 x1、收納

1 組 200,000 200,000 創新數位行銷展場設備 

 

 

 

 

 

 

 

 

 

 

 

 

行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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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袋 x1 

豪華型促銷檯：P-P01 材質：塑膠 重量：

8kg 尺寸：W82cm x L48cm x H194cm 畫面

尺寸：(上) W77cm x H28cm (下) W182.8cm 

x H85cm 配件：展檯本體 x1、塑膠接管 x4、

上橫板 x1、收納袋 x1 

展示架：雙面架[片片崁入鐵製槽板] 

6 
實體投影設

備 

12 倍光學鏡頭  
支援高解析度圖檔 1024x768  
內建 64 張畫面記憶體, 方便授課或演講者

在第一時間完成儲存的功能並可重覆播放 
攝像機鏡頭可旋轉 -90 ~ +90 度  
面板上的快速按鈕可提供立即縮放以符合

A4/A5 長寬  
內建 CF 記憶卡槽提供可攜式儲存媒體存取

支援無縫式切換使得畫面切換不延遲  
可同時顯示即時影像及預存影像以方便作

影像比對  
內建網路連接埠可進行遠端控管 
規格參考 Lumens PS600 含同級以上 

2 台 60,000 120,000 創新數位行銷展場設備 

7 
收納式展場

館模擬設施

壓克力展示櫃，大、中、小隔間，展示燈，

燈光廊燈箱，標題板，展示桌等依需訂製。
1 組 800,000 800,000 創新數位行銷展場設備 

8 

智慧型主題

商店實驗室

硬體設備 

包含智慧型貨架 1 組、門式與手持式 RFID
讀取器、RFID 熱感式印表機、RFID 發射

器、RFID 標籤 40 個 
1 組 750,000 750,000 

供教學使用, 將 RFID 技術設備運用

於門商店管理實務 

 

 

 

 

 

 

 

 

 

 

 

 

行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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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9 
輕型可攜式

單槍投影機

 

解析度-- XGA (1024 x 768)、對比--1200:1、

亮度--VikuitiTM Super Close Projection 最

佳化 1500ANSI 流明 

規格參考 DMS700 含同級以上 

2 台 105,000 210,000 創新數位行銷展場設備 

10 行動 KTV 組

42 吋 Full HD 液晶電視含架、規格參考

PD-103 喇叭含同級以上 

規格參考 A-300 擴大機含同級以上、規格參

考 MU-999 

無線麥克風系統 

規格參考天王星 CD2100 含同級以上 

1 套 120,000 120,000 創新數位行銷展場設備 

11 數位攝影機

義大利 MANFROTTO 曼富圖 715B 配球形

雲台的數位三腳架（或同級以上） 

SONY HDR-HC9 數位液晶攝錄放影機（或

同級以上） 

2 組 50,000 100,000 創新數位行銷展場設備 

12 
多媒體網路

廣告播映機

超高解析度播映機(Live Video in 功能,播放

內容可儲存於可攜式 USB 或 CF 卡等)，規

格參考 ATEN International，6277 含同級以

上 42 吋 Full HD 液晶電視含架 
1 組 85,000 85,000 創新數位行銷展場設備 

 

 

 

 

 

 

 

 

 

 

 

 

行管系 

 

 

 

 

 

 

 

 

 

 



 

 56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13 

3DMax 教育

版 20U(含教

育訓練) 

3DMax 最新教育版 20 人授權 (含教育訓練

&UGC 行動平台) 
1 式 600,000 600,000 

14 

MAYA 教育

版 20U(含教

育訓練) 

MAYA 最新教育版 20 人授權 (含教育訓練

&UGC 行動平台) 
1 式 600,000 600,000 

實驗室：遊戲軟體實驗室 

使用課程：遊戲相關課程 

開發虛擬實境之 2D 與 3D 動畫製作

的數位化專業技術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2 班，約

80 人次。 

15 
高階伺服器

主機 

1. Intel Quad-Core Intel(R) Xeon(R) E5405, 
2x6MB Cache x 2  

2. Raid 5 (PERC 5i / PERC 6i Integrated), 
PERC 6/i, Integrated Controller Card 

3. 146GB 3.5-inch 15K RPM SAS Hard 
Drive x 4 

4. 4GB (2x2048), DDR-2 667MHz ECC 2R 
Fully-Buffered 

5. 16x SATA DVD + / - RW Drive 
6. Storage ( support Raid 0、1、5、10 、50, 

1TB SATA 7200 rpm HD x 4 ,Max 15 
HD)  

7. Windows 2008 Server(include 
Management system) 
(1) Web-based Browser Interface support 

Mac / Win Platform 
(2) Multiple Screens and Zones support
(3) Playlist Editing  
(4) Graphical calendar interface 

Scheduling system 
(5) Media Library and support batch 

upload 
(6) support ticker and Urgent cast 
(7) Supports edge server 

1 台 220,000 220,000 

實驗室：遊戲軟體實驗室。 
使用課程：遊戲相關課程 
電腦開發 3D 虛擬實境作品儲存&
發佈的裝置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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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16 

Wacom 
Cintiq 21 吋

液晶繪圖顯

示器 

螢幕尺寸: 21 吋 a-si TFT LCD 螢幕解析度: 
1600*1200 像素(SXGA) 對比/亮度: 400：

01：00// 250 cd/m2 點距：0.270*0.270mm
座標定位中心點：+ - 0.5mm 反應速率: 
133point/sec 數位板感壓: 1024 階工作區域: 
432*324mm 仰角/旋轉: ~ 360 度免電池壓

感筆、筆座 

1 台 80,000 80,000 

使用課程: 遊戲相關課程提升學生

2D.3D 及手繪能力.  
使用方便的優點，它的壓力感應式

手寫筆在使用上，就跟畫家在繪圖

應用程式中使用筆刷等動作一樣自

然順暢。在繪製草圖與概念圖時可

以盡量展現創意的獨特方式。 

資工系 

17 
虛擬實境開
發軟體（一）

(一)Quest3D V4.X Educational VR 
Edition10U  
1.4.X 安裝光碟 
2.軟體授權證明書 
3.4.X 中文手冊 

1 組 460,000 

18 
虛擬實境開

發軟體（二）

(二) Quest 3D 多功能模組 
模組內涵： 
1.場景替換功能 
2.結合 Quest 3D 內建之天氣系統、植樹系

統、第一人稱系統 
3.立體螢幕輸出校正選單化 
4.Quest 3D 基礎教學及多功能模組教學一

天(六小時) 
5.光碟及中文文件一份 

1 組 152,000 

19 
Polygonwor
ks sensors 

(三) 
1.Wi-microSystem 藍芽系統 
2.Bio-Beat 心跳脈搏偵測 
3.Hot v1.2 溫度偵測 
4.Tap Tile v2.2 壓力、重量感應 
5.Driver for Quest3d 

1 組 530,000 

20 3D 立體 
掃描器 

(四)  

1.讀寫鏡頭：雙軸四點, 等級 1M, 10 mW 特

製光學固態式雷射 

2.感應器：兩個 3 百萬像素的 CMOS RGB 

圖像感應器. 

1 台 220,000 

4,000,000 

 
1.儀器使用目的：建構「虛擬庭園」

來模擬實體庭園，即利用 3D/VR 所
營造出的情境，結合庭園景觀案
例，透過空間感知效果以引發使用
者學習動機以達到景觀療癒之效
果。 

2.儀器位置：建置於 3D 虛擬實境展
示室 

3.使用課程：虛擬實境、數位景觀建
築(一)、(二) 

4.學群及系所重點發展特色 
虛擬庭園-景觀療癒系統：使用者可
於立體螢幕前，透過踩動 Sensor
於虛擬登山系統中行走，藉由心跳
與體溫 Sensor 感測人體數值，可以
透過軟體資料庫回傳電腦，蒐集醫
療所需資料。 

內容包含： 
1)虛擬登山步道(含步道、涼亭、

植物等虛擬物件) 
2)串聯各式 Sensor(含心跳、踩動、

體溫 Sensor) 
3)支援三面投影同步播放 
4)採用軟體建構之柔邊投影效果 
5)於螢幕上端顯示虛擬儀表，顯示

使用者各類數值 

 

 

 

 

 

 

 

 

景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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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3.材質擷取：透過同步光學式 RGB 色彩材

質擷取出極精密的幾何物件. 

4.材質來源：建構於空間中多樣的白光材質

三基色照明器, 廣色域. 

5.測量物大小：無限制. 透過提供的軟體能

將測量物合成擷取出比測量範圍來的大.

6.測量範圍：5.1” x 3.8” (空間) 和 13.5” x 

10.1” (方體). (分別為“可樂瓶” 和“鞋盒”

的大小). 

7.解析度：在空間模式中與方體模式目標表

面上的點密度為 400 DPI 和 150 DPI. 

8.掃描速度：處理速度為每秒 50,000 (含)以

上 個 處 理 點 . 基 本 上 以 每 個 掃 描 面

90(含)以內秒軟體須包含具備 reduce mesh

功能之 3D 模型編修軟體 

 

 

 

 

 

 

 

 

 

 

景觀系 

21 

3D 立 體

CAVE 劇 院

螢幕(120") 

(五) 
1.DA-TLITE 3D 固定式螢幕，120 吋對角線

(4:3) 
2.Quest3D 專用投螢幕接縫柔邊軟體模組 
3.LCD 單槍投影機 Sanyo PLC-XU105 (較廣

角)+IPL T S6 
4.整合安裝測試 
5.機架式工業用 PC(電腦四台、機架一組)
6.專業教育訓練 (16 小時) 

1 組 2,000,000

22 
3D 數據手套

(左手) (六)5DTData Glove 5 Ultra 1 個 85,000 

6)未來可擴充為虛擬腳踏車、六軸
平台等各式互動效果 

7)可連結後端資料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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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23 
HMD 立體頭

戴式顯示器
(七)規格參考 i-Visor FX601 含同級以上 1 台 78,000 

24 
空間位置追

踪器 

( 八 ): 無 線 (FOR 二 個 接 收 器 )System 
Includes(系統組件): 

1.RS-232 序列輸出埠 t 
2.USB 1.1 輸出埠 t 
3.One Null Modem Cable 類調解數據機電纜
4.USB 纜線 e 
5.使用手冊,軟體及 SDK CD 
6.電池充電器 
7.接收器 (20’ or 60’ cable length only) x 1 
8.標記信號器 (包含電池組) x 2 
9.Body Marker Mounting Accessories x 1（標

記固定縮緊帶）    

1 個 475,000 

景觀系 

25 
IC 卡三分鐘
登階測定器

測定範圍：0-300mmHg 
脈博：30-260 下/分 
AC 110V-220V 50/60HZ 
登階踏台高 35cm 
規格參考科正 ACC-870 含同級以上 

1 組 91,000 

26 
IC 卡立定跳
遠測定器 

測定範圍：0-65cm 
規格尺寸：AC 110V 50/60Hz 
175cm X 40cm X 26 ㎝ 
規格參考科正 ACC-900 含同級以上 

1 組 173,000 

27 
IC 卡閉眼單
定測定器 

測定範圍：身高 90-200cm 
體重 10-200 ㎏ 
AC110-220V；50/60HZ 67x42x5cm(踏板) 
規格參考科正 ACC-850 含同級以上 

1 組 111,000 

28 
IC 卡坐式腿
肌力測定器

測定範圍：0-300kg 
規格參考科正 ACC-840BI 含同級以上 1 組 137,000 

29 
電子式背肌
力計 

測量範圍 0-240 公斤，可依手臂長短調整長
度 
規格參考科正 TKK-5402 含同級以上 

2 組 25,000 

1,500,000 

 
本系體適能檢測中心可設置於體育
館內固定區域。本中心內部除提供完
善的儀器設備，除可提供本系教師針
對不同族群進行運動健康相關性學
術研究外，亦可運用於專業課程之指
導（如：運動科學概論、健康管理、
體 適 能 評 估 與 測 試 、 運 動 處 方 ...
等）。 
 
學生經由該系統之操作，可進一步瞭

解個體體能標準、診斷體適能、身體

組成及心肺功能。如此一來，學生在

求學的過程中，不僅可於課堂上充實

理論觀念，更同步強化實務體驗驗；

進一步推廣全民健康保健的理念。

 

 

 

 

 

 

運促系 

 

 

 

 

 

電 子 式 皮

脂夾 

24,000 為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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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30 心率表 
規格參考 Polar RS 800sd 含同級以上 

8 組 23,000 

31 
運動能量評
估系統 

vacu．med Lode Corival Ergometer 
規格參考 Polar RS 800CX 含同級以上 1 組 700,000 

32 
垂直跳測量
器 

尺寸：170CM 長×40.5CM 寬×6CM 厚±3%；
刻度顯示 
規格參考僑泰鑫 TKK-5106 含同級以上 

1 組 30,000 

33 
電子式皮脂
夾 

27x19x6cm 
規格參考科正 SK-002 含同級以上 1 組 24,000 

運促系 

34 
高階剪輯設
備 

剪接用電腦及附屬相關軟硬體設備 
8-Core  2.26GHz 四核心 Intel  
系統需與 apple Mac Pro 相容，以利整合 
Led 螢幕： 24 吋 規格參考 apple LED 
Cinema Display 24 吋或同等級以上 

4 組 150,000 600,000 

35 
高階轉錄設
備 

SONY  HVR-M25N 專業 HDV 數位磁帶
錄影機（或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參考 SONY HVR-M25N 或同等級以上

2 台 110,000 220,000 

36 剪接軟體 Apple Final Cut Pro7 2 套 50,000 100,000 

37 單槍投影機
3500 流明(含週邊配備) 
規格參考台銀採購處第 18 項或同等級以上
規格設備 

2 台 150,000 300,000 

38 軌道組 

直軌：長度: 150 cm 軌寬: 60cm  
彎軌：長度:內邊 121 & 外邊 152.5  
軌寬: 60cm  
規格參考映齊 EJO3-SET 單板型軌道車或
同等級以上規格設備 

2 套 80,000 160,000 

39 攝影燈光組

650W 攝影燈光組 3 組，附燈腳架×3、攜行
箱×1 
規格參考 ARRI JUNIOR 650W 或同等級以
上 

3 盞 40,000 120,000 

1. 配合政府六大新興產業政策，發

展以電影、動畫、遊戲為主之文化創

意產業。 

2. 運用影視製作技術，配合健康照

顧學群之主軸，以人文關懷的角度服

務社會，服務人群。 

3. 規畫影視與動畫製作等學程，加

強影視製作之數位製作之能力，配合

影視製作。 

視傳系 

高階剪輯

設備 600,000

為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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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40 

數位商務相

關設備-工作

站 

 19 吋液晶銀幕 

 Intel Core 2 Quad E7400 2.8GHz 

 2GB DDR2/硬碟 250G/Slot-in Slim DVD 

Super-multi 

 含獨立顯卡 

 含電腦安裝，配電及線材 

17 組 27,560 468,520 

41 

數位商務相

關設備-數位

錄製系統 

 數 位 錄 製 ; 線 上 網 路 直 播 ; 輸 出 格

式:WMV HD 

 具多重訊號輸入端子：DVI*2、VGA*2、

Component*1、Composite*1 

 系統錄製格式需可達 HD WMV 以上串

流檔案 

 錄製影音串流檔案可建立索引點與相關

內容資訊，提供隨選視訊平台導入 

 支 援 各 式 輸 出 入 解 析 度 :800 x 

600(SVGA) ~ 1920 x 1200(UXGA) 

 可任意選擇二組輸入端子進行畫面結合

與大小調整 

 操作軟體畫面具中文介面以利學習 

 系統主機支援國際電壓輸入 110~220V，

無需外接電源供應器 

 數位錄製主機可搭配市售任何高階筆記

型或桌上型電腦 

1 台 102,500 102,500 

(1) 配合學校擬成立多媒體數位遊戲

學院，本系因應重點發展特色為數位

商務管理課程模組。 

(2) 配合本系擬成立「數位產業管理

中心」，對多媒體數位軟體教學之需

求。 

(3) 配合課程：網頁製作、軟體應用

證照、數位創意與設計、數位多媒體

設計、網路行銷、專案管理、數位商

務管理個案研討。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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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42 

數位商務相

關設備-互動

式展示系統

 GRAPHIC CONTROLLER 

 IR CCD SENSOR ; and IR Light set 

 2.4G Wirless KM Remote controller 

 AMIT software(動作辨識軟件) 

1 套 450,000 450,000 

43 

數位商務相

關 設 備

-INTERAD

互動內容 

 INTERAD 互動遊戲軟體 

i.可相容於互動式展示系統 

ii. 互動遊戲軟體至少應包含十種 
1 套 299,980 299,980 

44 

數位商務相

關設備-專業

高彩度光學

銀幕 

 100" 

 光學高彩度投影銀幕 

 Color Sharpness 接近 LCD TV 水準 

 抗環境光的吸收率 90%以上 

 防水、防塵、抗靜電 

 規格參考 PRO2000 系列，含同級以上 

1 式 99,000 99,000 

45 

數位商務相

關設備-投影

機 

 解析度 XGA;亮度 4000ANSI; 規格參考

SHARP PGD-4010，含同級以上 1 台 80,000 80,000 

企管系 

 

 

 

 

 

 

 

 

 

 

 

46 專業縫紉機

(1) 布料自動感測系統 
(2) 樞軸功能 
(3) 500 種針趾花樣以上 
(4) 規格參考 brother QC-1000，含同級以上

9 台 45,900 413,100 

(1) 時尚建構本系的學習網絡，涵

養學生的時尚知覺，並提升學

生的術科技能，與提高其美學

的鑑賞能力，以融合實驗、實

習、實務、創新、創意、創業

的連貫性課程設計，培育「專

業技術足、藝術涵養夠、創新

開發強、產業適應快」的現代

時尚美容人才。 

時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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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2) 配合課程：時尚造型設計、形

象設計、時尚品牌管理學、時

尚設計史。 

47 萬用拷克機

(1)  3 線或 4 線拷克  
(2) 穿線系統  
(3) 下鉤針穿線系統  
(4) 差動比裝置  
(5) 捲邊密拷  
(6) 規格參考 brother M-3034D，含同級以上

3 台 19,900 59,700 

(1) 增進學生時尚流行美學的培

養與啟發，進而提昇學生時尚

流行創作要領。 
 
(2) 配合課程：時尚造型設計、形

象設計、時尚品牌管理學、時

尚設計史。 

48 
商用電腦刺

繡縫紉機 

(1) 內附四種以上尺寸刺繡框，提供使用方

便性。 
(2) 刺繡最大範圍。(130（W）×60（H）㎜) 

以上。 
(3) 規格參考 brother PR620C，含同級以上 2 台 333,000 666,000 

(1) 專 業 科 目 規 劃 為 飾 品 設 計 領

域，內容有布料表面及皮件設

計、流行飾品與活傢飾相關的織

品設計，並輔以電腦輔助之專業

設計能力、多元創造開發能力以

及同時具備敏銳之流行觀與國

際觀為方向。 
(2) 配合課程：時尚造型設計、形象

設計、時尚品牌管理學、時尚設

計史。 

49 
A4 紡織品數

位印花機 

(1) 噴頭規格：壓電式噴頭 
(2) 列印解析度：5760*1440dpi 以上 
(3) 列印速度：2min/件以上 
(4) 可列印厚度：6cm 以內 
(5) 規格參考 PRINTDIY PRI210SB，含同級

以上 

2 台 55,000 110,000 

(1) 訓練學生轉化時尚脈動的體認，
確實應用並精準掌握；將理念落
實於時尚造型與時尚傳媒之專業
領域。 

(2) 配合課程：色彩學、時尚造型設
計、形象設計、時尚品牌管理學、
時尚設計史。 

時尚系 

50 

功能壓花、

切 模 、 熱

熔、網印、

轉印機 

(1) 具 4 個以上的雷射頭可移轉、植毛、熱

熔壓花、刺繡、網印時定位，且可於任

何機型上 
(2) 兒童、成人服及帽架用整燙台；依工作

台所需可搭配至少 1-4 個整燙台 
(3) 轉印用矽樹脂材質的墊襯 

 1 台 250,000 250,000 

(1) 時尚造型配件設計專業教室，

配備實務設備與檢測儀器提供

學生學習時尚設計，發揮創意

及作業實習的最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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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4) 鑽孔、壓印和雕刻工具組 
(5) 移動式光學相機控制面板 
(6) 切模板 
(7) 冷卻液 
(8) 產量：一個小時 240-360 片以上 
(9) 規格參考 TPM 705，含同級以上 

(2) 配合課程：時尚造型設計、形

象設計、時尚品牌管理學、時

尚設計史。 

時尚系 

(一)雙推桿幫浦 
1.溶媒壓縮率補正系統：採電腦回饋記憶補
正及 Real Time 同時補正。 
2.流量比例範圍：0.001 至 9.999mL/min (每
一 step 為 1μL/min)。 
3.壓力單位：可任選 (bar, psi, kgf/cm2, MPa) 
四種壓力單位。 
4.規格參考日立 L-2130 或同級以上 
(二)四溶媒梯度混合裝置 
1.混合溶媒數：4 種。 
2.混合比例：0 – 100%  
3.流速：0.001～9.999 ml/min 
4.可 UP 至 100 steps 
5.可控制時間：UP 至 600 分。 
6.9 個 FILES 記憶。 
7.裝於幫浦內,不另佔空間。 

51 
液相層析儀

（HITACH）

(三) UV 偵測器 
1.光學系統：雙光束(比測光系統)。 
2.光源：D2 Lamp & Hg Lamp 
3.雜訊：小於 0.6 x 10-5 AU 或更低(±0.3 x 10-5

AU)。 
4.規格參考日立 L-2400 或同級以上 

1 組 1,500,000 1,500,000 

1.強化保健食品研發暨檢驗中心。 

2.實驗室：精密儀器室。 

3.使用課程：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食品儀器分析 /專題製作等課程使

用。 

4.使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5 班，

約 200 人次。 

 

 

 

 

 

 

 

 

保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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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四)自動取樣器 
1.標準樣品數：200 支(含)以上 
2.注射器量：100μ1 (標準)，可擴充 500μl, 
2.5ml, 1ml, 5ml 
3.注射樣品量：0.1μL ~ 50μL，可擴充 5 ~ 
4500μl。 
4.規格參考日立 L-2200 或同級以上 
(五)螢光偵測器 
1.光學系統：採機械刻痕及無吸收差凹面繞
射 Grating 設計 
2.波長範圍：EX 200∼850 nm;EM 250∼900 
nm 
3.規格參考日立 L-2485 或同級以上 

(六)DEAGSSER 脫氣裝置 
1.可同時做四頻道線上除氣。 
2.幫浦可內建。 
3.最大流速：3ml/min. 
4.流路內除氣容積：7ml/flow path. 
5.有警示功能。 
6.可裝置於幫浦本體內預留位置,不佔空間

(七)資料處理系統及軟體 
1.傳輸及轉換電腦訊號 
2.聯強電腦(Pentium Dual Core E5300, 
320G HD, DVD 光碟燒錄機, WIN XP 軟
體,19”LCD 及雷射印表機) 或同級以上 

保營系 

52 文氏管實驗

設備(含台製

水桌) 

a.必須包含鋁製文氏管、10 個以上透明具

有彈性材質的水位計和連通的玻璃岐管 
b.能直接量測分佈於文氏管各點的靜水頭。

c.文氏管為鋁製，並以水平式置放。 
d.固定背板須貼附刻度表。 
e.可以觀察與直接量測，其靜水頭完整的分

佈情形。 
f.實驗使用最大流率：25 升/分 (含) 以上。

1 組 160,000 160,000 

(1) 工學群發展熱流系統設計模組

課程使用。 

(2) 實驗室：熱流實驗室。 

(3) 使用課程：熱力學（一）、熱傳

學、熱力學（二）、電腦輔助熱流分

析與實驗、電子熱傳冷卻與控制等課

 

 

機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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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g.壓力計高度範圍：0 – 280 mm (含) 以上。

h.文氏管入口端直徑：25mm±5%。 
i.文氏管出口端直徑：25mm±5%。 
j.文氏管喉部直徑：15mm±10%。 
k.本實驗文氏管設備需具有 10 個以上壓力

量測點。 
l.設備底部具有可調整水平的支撐腳。 
m.文式管出水端具有調整流量的節流閥。

n.附手持式手動幫浦一只，可利用此幫浦加

壓於玻璃岐管內以同時調整 10 個水位計

的壓力量測水位。 
o.需具有玻璃管可連接 10 個水位量測計。

p.可連結能提供穩定水源的白鐵烤漆水桌

一組，尺寸：1370 * 880 * 570mm ±10 %
q.詳細規格可參考皮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Q-H5 或同級以上 

53 

流體流經凹

槽實驗設備

( 含 台 製 水

桌) 
 

a.整合模組化的水槽，和三個不同形狀的堰

口，堰口可以插入到流道中。 
b.模組化水槽和流道必須是一體成型的玻

璃罹纖維製品，尺寸 920 mm X 620 mm 
X 520 mm±10%，流道需為 228 mm X 178 
mm X 305 ±10% mm，可以防腐蝕。 

c.必須提供堰口實驗設備教學和結果分析

的電腦輔助教學軟體，需附熱流耦合分析

動畫和文件，並包含統馭方程式和邊界條

件設定，後處理物理量顯示輸出,且提供

Matlab.的檔案程式碼。 
d.可連結能提供穩定水源的白鐵烤漆水桌

一組，尺寸：1370 * 880 * 570mm ±10 %。

e.詳細規格可參考皮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Q-H6 或同級以上 

1 組 160,000 160,000 

程使用。 

(4)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6 班，

約 210 人次。 

 

 

 

 

 

 

 

 

 

 

機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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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54 

管路能量損

失實驗設備

( 含 台 製 水

桌) 
 

a.能進行定量研究。 
b.使用傳統式管路工作系統，易於操作與保

養。 
c.可直接比較主要壓降。 
d.具有不同的彎管與接頭試樣。 
e.管路工作系統、彎管及接頭大部分皆以高

級塑膠材質製成。 
f.主要底座及背板皆以玻璃纖維製成。 
g.測壓儀管長度 540mm±10%，其校正精度

為 mm。 
h.主要彎管及接頭： 
(1) 90°斜接彎管 
(2) 小半徑90°肘狀彎管，中心線半徑：14 
mm±5% 
(3) 大半徑90°彎管。中心線半徑45 mm±5%
(4) 突擴管，內（直）徑22.5/29.6mm±5%
(5) 突縮管，內（直）徑29.6/22.5mm±5%

i.運作需求：具測量流量功能的供水系統，

提供水源最大流率為 30l/min(含)以上。

j.可連結能提供穩定水源的白鐵烤漆水桌

一組，尺寸：1370 * 880 * 570mm ±10 %。

K.詳細規格可參考皮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Q-H34 或同級以上 

1 組 200,000 200,000 機電系 

55 

桌上型熱交

換器含：同

心管熱交換

器、板式熱

交換器、多

功能資料截

取系統 

a.必須提供熱交換器實驗監控本體,可以具

有加熱系統,熱水提供系統,冷水冷卻系統

和溫度量測顯示控制系統, 實驗監控本體

可以輕易使用快速連接頭,和至少 3 種以

上不同的熱交換器相接。 
b. 熱 交 換 器 實 驗 監 控 本 體 尺 寸 須 符 合

750mm (±10%)寬 x 600mm (±10%)長 x 
600mm (±10%)高。 

c.熱水系統必須有 7.0 公升(含)以上的熱水

箱、2.5kW(含 )以上的加熱器、3.0(含 ) 

1 組 880,000 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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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L/min（1 bar）以上流速的幫浦、具有電

控閥控制水量、具有 PID（比例、積分、

微分）設定控制功能的溫度控制器、水箱

具有滿水位半水位與空箱指示,和具有水

量過低與過熱保護裝置。 
d.冷水系統具有具有流量調節器,入口壓力

必須可以涵蓋 1 bar 至最大 2.5 bar 範圍，

5L/min。 
e.必須提供資料擷取軟體,安裝到電腦,可以

連接實驗設備進行電腦化的數據讀取，實

驗設備組件後方含電源出口，以及用於選

購的盤管夾套式容器（TD360D）攪拌器

馬達的低電壓電源孔(DC Outlet)。 
f.同心管熱交換器模組與實驗本體連接的, 
外 觀 尺 寸 必 須 500mm(±10%) x 
250mm(±10%) x 150mm(±10%), 需 具 有

30mm外徑與 20mm內徑;和不鏽鋼材質的

內管，12mm 外徑與 10mm 內徑,具有連接

至實驗模組（Service Module）的快速接

頭,同心管熱交換器模組的平均熱傳面積

0.02m2,並在熱水與冷水流柱中央位置配

有熱電偶。 
g.板式熱交換器模組具有四個 1mm 厚不銹

鋼薄板，表面含擾動器,以及 EPDM 橡膠

板狀間隔片。 
h. 板 式 熱 交 換 器 模 組 的 外 觀 尺 寸 必

須 ,500mm (±10%) x 260mm (±10%) x 
100mm(±10%),需具有透明上蓋和連接至

實驗模組（Service Module）的快速接頭。

i.必須提供資料擷取軟體,熱交換器實驗本

體可以電腦連接。 
j.詳細規格可參考皮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Q-TD360 或同級以上 

 

 

 

 

 

 

 

 

 

 

 

 

機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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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56 
實驗桌/實驗

椅 
實驗桌：12 張，尺寸 W120＊D70＊H74 
cm，木頭材質（依需訂製整批決價）。 12 張 -- 100,000 機電系 

瓦斯爐 雙口，含不鏽鋼爐台 
規格參考 SAKURA SG-611 含同級以上 2 台 20,000 

攪拌機 
桌上型，36*19*35CM 

規格參考 KENWOOD KM-800 含同級以上
4 台 25,000 

單水槽工作

檯 
不鏽鋼，2300*900*800 mm（依需求訂製） 5 台 20,000 

壹貫攪拌機

含製台 
不鏽鋼，1/2 hp，220V （依需求訂製） 2 組 20,000 

烤箱 
三門六板，不鏽鋼，1410*1010*1680 mm，

380V, 3918KW 含同級以上 2 組 70,000 

發酵箱 
單門式，不鏽鋼，670*810*1540 mm 含同級

以上 
2 組 29,000 

57 

烘烤式殺菌

櫃 
烘烤式，不鏽鋼（依需求訂製） 1 台 42000 

520,000 

 
食品烘焙教室教學，須滿足 40-50 同
時上課，目前教室僅能容納約 20 人
同時上課，。食品烘焙教室包含餐廚
系之食品烘焙與實習(一)(二)，保營
系之食品烘焙與實習上課使用，且於
99 學年度上學期即開始上課。 

鐵板燒台 無煙式，含風車、靜電機（依需求訂製） 1 座 295,800 

冷凍冰箱/單

水槽上展示

廚 

低溫臥式，溫度可達-180C 以下（依需求訂

製） 1 台 95,700 

冷藏冰箱/單

水槽上展示

廚 

低溫臥式，溫度可達 50C 以下（依需求訂製）

1 台 83,000 

58 

旋風烤箱含

置台 

旋風式，不銹鋼製置台（依需求訂製） 
1 組 54,800 

564,300 廚藝示範教室教學之用，廚藝示範教
室須包含各種調理機具，為本校餐飲
廚藝系異於他校餐飲管理學系的重
要特色。廚藝示範教室除了提供各種
上課需求之外，多功能之餐廚設備將
可以提供教師與學生練習許多廚藝
的重要工具，亦可作為學生專題製
作、參加比賽之練習場地。 

 

 

 

 

 

 

餐廚系 

 

 

 

 

 

 

 

 

 

 

 

 

 

 

 

 

 

 

 

 

 

 

 

 

 

 

 

 

 

旋 風 烤 箱

含 置 台

54,800 為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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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燒魚器含置

台 

上火式，含不鏽鋼製台（依需求訂製） 
1 組 35,000 

59 
單孔半自動
咖啡機  

可同時沖泡 2 杯以上，含奶泡調理系統 
規格參考 OSCAR,HG7235 含同級以上 1 台 48,000 48,000 

飲料製備教室教學之用，飲料製備為
本系具有特色之發展方向，目前最新
之飲料調製教學發展趨勢為咖啡拉
花，本系尚缺適當之教學與練習設
備。 

雙頭豪華包
魚車 

1120*545*860mm 
規格參考 Tiger 20271 含同級以上 1 組 27,000 

60 

保溫鍋 
不鏽鋼，40x51cm 

規格參考 Tiger 1271D 含同級以上 2 個 25,000 

77,000 

餐服教室教學之用，餐飲服務之設備
可以展示餐飲廚藝系教學之成果，餐
飲服務可包含擺飾、服務設備、服務
技巧，因應未來之趨勢，餐飲服務之
提升將有畫龍點睛之效。 

61 
紫外線 
殺菌櫃 110V，紫外線式（依需求訂製） 1 台 42,000 42,000 

中餐教室教學之用，餐飲的安全衛生
是決定餐飲品質的重要因素，目前中
餐教室尚缺適合的殺菌設備，故添購
一套紫外線殺菌設備。 

62 
蒸汽式 
殺菌櫃 蒸汽式（依需求訂製） 1 台 68,700 68,700 

團膳教室教學之用，餐飲的安全衛生
是決定餐飲品質的重要因素，尤其是
團體膳食，目前團膳教室尚缺適合的
殺菌設備，故添購一套蒸汽式殺菌設
備。 

餐廚系 

63 
取像檢測 
設備 

(1) 伺服馬達機構 
  (a)有效行程：300mm 
  (b)連續推力：100N 以上 
  (c)最大速度：3m/s 以上 
  (d)含馬達固定機構、載台固定機構 
(2) 運動控制介面卡 
  (a) D/A：通道數 4、解析度：12bits 
  (b) A/D：通道數 4、解析度：12bits 

(c)數位輸出：16bits (d)數位輸入：16bits

1 組 1,000,000 1,000,000 

1. 建構機器視覺實驗室、製作編制

教材 1 門。 

2. 預計開設課程 1 門、培訓學生 80

人*1 門共 80 人。 

自控系  



 

 71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64 
磁浮球控制

設備 

(1)控制機構： 
(a)線圈(含鐵心) 
(b)磁浮球可控位置：20±1mm 
(c)具類比控制電路 
(d)光感測器量測磁浮球位置 

(2)運動控制介面卡： 
  (a) PWM 輸出：通道數 4、解析度：8bits(可
程式選擇) 
 (b)類比輸出：通道數 4、解析度：12bits

(c)類比輸入：通道數 16、解析度：12bits
(d)數位輸入/輸出：通道數：32bits 雙向

1 組 500,000 500,000 

1. 建構伺服控制實驗室、製作編制

教材 1 門。 

2. 預計開設課程 1 門、培訓學生 80

人*1 門共 80 人。 

自控系 

65 

基礎機器人

教學開發平

台 

(1)控制模組含：伺服馬達模組、感測模組、

鍵盤模組、LCD 顯示模組； 
(2)開關接頭含：控制腳座：32-pin 腳座 
電源插頭：內正外負 6~12 V 直流電源插頭

電源：6~12 V 直流電源輸入插銷 
電池扣：9V 電池扣 

20 組 33,000 660,000 

1. 建構機器人實驗室、製作編制教

材 1 門。 
2. 預計開設課程 1 門、培訓學生 40

人*1 門共 40 人。 

66 
智慧型機器

人設備 

(1)DC 馬達：額定電壓 24DCV；額定速度

3600 RPM；額定轉矩 3.8Ncm；額定電流：

0.9A 
(2)影像感測器：Color VGA CMOS；色彩深

度 24 Bit True Color；擷取格式 BMP、JPG
(3) 機 器 平 台 受 控 模 組 ： 處 理 器 與

MOPSIcdVE 相容；I/O 介面：8 個類比輸入，

8 個數位輸入，8 個數位輸出，2 個繼電器

作動器；2 個可充電電池 

2 組 420,000 840,000 

1. 建構機器人實驗室、製作編制教

材 1 門。 
2. 預計開設課程 1 門、培訓學生 40

人*1 門共 40 人。 

創思設計 

機器人學位學程 
自籌款 

67 
LabVIEW 
軟體 

LabVIEW8.6 學院版（或更新）  
1 式 548,200 548,200 

68 
Matlab&Sim
ulink 軟體 

Matlab&Simulink 軟體 (50 人授權版) 
1 式 563,000 563,000 

1. 工學群發展自動光學檢測課程使

用。 

2. 實驗室：自動光學檢測實驗室。

3. 使用課程：半導體量測概論、半

 

 

電子系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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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導體量測實習、光電子學、微處

理機等。 

4.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4 班，

約 160 人次。 

 

電子系 

69 視覺軟體 

<互動式、可設定的視覺軟體>NI Vision 
Builder for AI 
(1)互動, 設定視窗式機器視覺應用工具 
(2)狀態圖設計檢測流程 
(3)可自動轉成 LabVIEW 程式碼 
(4)可執行同步觸發 
(5)控制數位 I/O、PLCs，和序列裝置 
(6)超過 100 種強大的機器試覺檢測工具

(ex:灰階比對.座標系統,統計圖＆二質化.物
件分析.二維校正.邊緣偵測及量測.字元辨

識.流程控制) 
(7)進階數學運算,  Decision-making 能力 

4 套 52,500 210,000 

1. 工學群發展自動光學檢測課程使

用。 
2. 實驗室：自動光學檢測實驗室。

3. 使用課程：半導體量測概論、半

導體量測實習、光電子學、微處

理機等。 
4.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4 班，

約 160 人次。 

電子系 自籌款 

合計  24,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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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餘款或本校增籌配合款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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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軟體 

<互動式、可設定的視覺軟體>NI Vision Builder for AI 
(1)互動, 設定視窗式機器視覺應用工具 
(2)狀態圖設計檢測流程 
(3)可自動轉成 LabVIEW 程式碼 
(4)可執行同步觸發 
(5)控制數位 I/O、PLCs，和序列裝置 
(6)超過 100 種強大的機器試覺檢測工具(ex:灰階比對.
座標系統,統計圖＆二質化.物件分析.二維校正.邊緣偵測

及量測.字元辨識.流程控制) 
(7)進階數學運算,  Decision-making 能力 

16 套 52,500 840,000

2 
數位工業攝影機與 
數位影像擷取卡 

每套包括 
（一）<數位 1394 工業攝影機>Camera, Basler 
scA640-70fm 
(1)非交錯式掃描單色攝影機解析度達 640x480 像素 
(2)拍攝速度每秒可達 70 張畫面 
(3)包含一條觸發 IO 連接線,可接受外部觸發與 I/O 溝通

(4)外部電壓 12V 提供下,功率消耗低於 3W 
(5)攝影機本體重量少於 160g 
(6)包含一組可直接連接標準的  C-Mount 鏡頭 , 焦距

12mm 
（二）<數位 IEEE 1394 影像擷取卡>NI PCI-8252, IEEE 
1394 Board with Vision Acquisition SW 
(7)1394 匯流排電流共 12 W 
(8)可透過 IEEE 1394 網路集線器延伸 
(9)可用於 IEEE 1394 軟體的 NI-IMAQ 
(10)符合 OHCI v1.0 協定 
(11)支援三組 IEEE 1394 攝影機 
(12)包含一條四米長 IEEE 1394A to 1394B 連接線 

20 套 48,000 960,000

1. 工學群發展自動光學

檢測課程使用。 
2. 實驗室：自動光學檢

測實驗室。 
3. 使用課程：半導體量

測概論、半導體量測

實習、光電子學、微

處理機等。 
4.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

班級 4 班，約 160 人

次。 

電子系 

合計  1,800,000   

標
餘
款
或
本
校
增
籌
配
合
款
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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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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器 
Quad-Core Intel Xeon 2.0GHz 二顆，提供磁碟陣列控制器，支援

RAID1,5，(參考臺銀共同契約 LP5-970060 第四組) 
1 156,717 156,717

自 動 化 系

統主機 
圖書館 

 

合計  156,717 15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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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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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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     批 1 2,043,283 2,043,283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2 v      批 1 500,000 5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合計 批 2 2,543,283 2,54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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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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金塔設計 
繪圖用電腦 

規格請參考 Apple iMac (型號: MB419TA/A) 同級

或以上 / 含 photoshop、illustrator 繪圖軟體 
1 $84,500 $84,500

接用原有大圖輸出機，配置

為快印輸出工作站供社團共

同使用。 
學生會  

2 迷你筆電 

規格請參考 Asus EeePC (型號: 1004DN) 同級或以

上 / 11 吋螢幕尺寸以下迷你筆記型電腦 / 內建

DVD 播放機 / 附隨機正版 MS Windows OS 及 MS 
Office 

3 $25,000 $75,000
出借提供各社團做為影片放

映、活動文書處理及網路電

子郵件查詢收發 
學生會  

3 夜間活動照明燈具組 
1000 瓦舞台照明燈 4+4 件組 / 含吊掛橫桿及升降

燈架各 4 組及配電盤開關組 
1 $50,000 $50,000

出借提供各社團作為夜間活

動照明 
學生會  

4 爵士鼓 
規格請參考 YAMAHA TOUR CUSTOM 同級或以

上 / 含銅鈸組 
1 $45,000 $45,000

撥交熱門音樂社練習使用，

並備出借其他社團音樂活動

所需 

熱門 
音樂社 

 

5 拉網式展屏 
依需訂做 / 3mx6m(直形/L 形)快式組拆展屏 / 含

照明燈 / 裝運箱 及全配件組 
1 $42,000 $42,000

出借提供各社團作為主題展

覽或舞台活動使用 
學生會  

6 啦啦隊專用練習墊 
依 需 訂 製  / 尺 寸 ： 長 約 12.8M~13M / 寬 約

1.82M~2M /  厚度：2 英吋(含)或以上 / 規格請參

考 DOLLAMUR (型號: #137R) 同級或以上 
2 $65,000 $130,000

撥交競技啦啦隊練習使用，

並備出借供其他體育活動使

用 

中州競技 
啦啦隊 

 

7 運動健身電腦遊戲 
雙人組 

wii 遊戲機 + wii sport 軟體 + wii fit 平衡板 x 4 4 $13,000 $52,000
出借並用以辦理趣味體能競

賽活動，設置於規劃空間開

放同學使用 

課外活 
動組代管 

 

8 硬碟式數位攝影機 
規格請參考 JVC (型號: AVCHD/MPEG-2) 同級或

以上 / 120G 以上硬碟容量 / 含立式伸縮腳架 
1 $30,000 $30,000

出借提供各社團紀錄活動歷

程 
學生會  

9 液晶螢幕數位電視 
規格請參考 CHIMEI (型號:TL-42V7000D) 同級或

以上 / 42 吋螢幕以上規格，內建數位電視功能 
1 $31,500 $31,500

出借提供各社團作為影片播

映、資料展示使用 
學生會  

合   計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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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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水表 

宿舍水錶監控（一套）： 
1. 口徑：75mm(3”)  (廠商需依實際現場狀況進行調整) 
2. 流體：WATER    3. 流量範圍：8~40 M3/HR 
4. 材質：外部為鑄鐵、接液部為銅、葉輪為 P.P.、內襯為不

銹鋼充 
5. 溫度：NORMAL 
6. 發信單位：1 M3/Pulse 
7. 接續方式：3”JIS 10K FLANGE 
8. 電源電壓：100~240 VAC 

1 50,000 50,000
計 算 宿 舍 使 用

自來水費 總務處  

2 數位電表 

沁明樓電力監控（一套）： 
1. 全數位化量測、顯示、校正、輸出。 
2. 可量測電壓 Volts、電流 Amps、有效功率 Watts、虛功率

Vars、視在功率 VA、功因 PF、頻率 Frequency、瓦時

Watt-Hour、乏時 VAR-hour。 
3. 精確度： 電壓--±0.1%。 電流--±0.1%。 

有功功率--±0.2%   
無功功率--±0.2%   
功率因素--±0.5% 
頻率--±0.2% 

4. 通信介面：RS232/RS485。 
5. 通信協定：Modbus RTU @9600bps 或 Modbus TCP。 
6. 最大輸入容量：電壓 750V(連續)，10A(連續)，50A(5 秒)。 
7. 線電壓範圍：35V～600V。 
8. 相電壓範圍：20V～346V。 
9. 電流範圍：50mA～5A。 
10. 功率因素範圍：±0.5～±1。 
11. 頻率範圍：45～65Hz。 
12. CT、PT 比例因數：1~9999。 
13. AC/DC 工作電源：AC90～260V，50/60Hz；DC24V，48V，

110V±20% (可選)。 
14. 兩組以上之邏輯設定繼電器輸出控制。 
15. 具備最大值及最小值量測功能。 

1 60,000 60,000 增設數位電表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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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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滿刻度調整，全範圍設定。 
17. 瓦時資料儲存時間超過 1000 小時。 
18. 操作溫度：0~60℃。 
19. 溫度係數：≦100PPM/℃ (≦60PPM/℃，25℃±10℃)。 
20. 允許最大相對溼度：95%。 
21. 輸入負擔：電壓輸入 0.2VA/相；電流輸入≦0.2VA/相。 
22. 功率消耗：AC≦6VA，DC≦5W。 
23. 介電強度：AC 2kV/1min.。 
24. 符合突波測試：4kV/1.2×50μs, IEC 255-4。 
25. 設備廠商需提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度量衡許可執照。 

3 風力太陽能路燈 

垂直軸風力發電風光互補型路燈： 
1. 額定功率：300W 
2. 風能轉換：MPPT 最大功率追蹤 
3. 葉片數量/材質：3/鋁質 
4. 葉片直徑：1.245m 
5. 軸心材料：SS400 
6. 切入風速：<3m/sec 
7. 額定風速：12m/sec 
8. 額定轉速：850 rpm 
9. 切離風速：15m/sec 
10. 臨界風速：60m/sec 
11. 減速：自動偵測防過充減速 
12. 煞車：過速自動三相短路 
13. 轉換效率：電能轉換效率 90%以上 
14. 充電系統：充放電防過充，低電壓過電流等多重保護機制 
15. 太陽能板：85W 單晶矽高效率太陽能模組 
16. 燈具：LED 24W 高效能節能燈，IP65 防護等級 
17. 控制器：200W 太陽能充電控制器+400W 風能充電控制器 
18. 蓄電池：12Vdc 100Ah 矽能環保電池 x2，無有害人體之

揮發氣體 
19. 燈柱：5.5m 高度，熱浸鍍鋅表面處理 
20. 安規：CE 

1 250,000 250,000
加 強 夜 間 綠 色

照明 總務處  

合   計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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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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師個人專長，提出相關研究計畫，結合實務操作，檢驗理論的可行性。 
2. 補助對象為(1)本校中程發展計畫所衍生之學院、系所及中心整合之任務型計畫者；(2)去年度提出

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案件或其他政府單位之研究型計畫未獲通過者，並具研究價值者；(3)其他一般

個人型研究計畫。 
3. 教師個人申請案經系中心審定，外審後，提校教評會議核定補助金額，於年度結束前完成核銷，並

交繳成果報告，彙整集冊存校、系、圖書館供師生參閱，另於網站中公告、通知及參考。 
4. 補助產學合作案計畫總經費 10％ 
5. 國科會計畫及政府公務部門專案計畫獎助通過者行政管理費。 
6. 98 年度預定研究為 80 人次。 

3,500,000

 

3 (二)教師研習 
1. 獎勵教師著作、發表論文、外審費用及獎勵等，98 年度預定研習人數為 90 人。 
2.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習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3. 實施之以提昇教師研究水準與教學品質。 

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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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預定教師進修人數為 7 人。 
2. 進修教師每人補助 1-2 萬元外，並優先排課及減少在校授課時數，和減少每週在校天數。(每週在校

2-3 日)。 

360,000  

5 (四)教師著作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2.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競賽暨專利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3. 98 年度預定著作約為 290 件。 

2,500,000  

6 (五)教師升等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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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  

7 (六)改進教學 

1. 重點獎助項目設定在：(1)教師本人取得乙級證照；(2)教師輔導學生取得丙級以上證照；(3)教師本

人參加校外競賽獲獎；(4)教師指導學生參加校外競賽獲獎；(5)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6)教師製

作教學媒體。 
2. 98 年度預定改進教學約為 40 件。 

600,000

 

8 (七)編纂教材 

1. 為鼓勵本校教師編著出版教學相關教材，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及教學品質。 
2. 本校專任教師編著之教材，A 類：具 ISBN 碼且公開發行之自編著作、翻譯書或電子書；B 類：

編纂教材(含實驗或實習手冊)。 
3. 其材料不列入獎助，以上所有教材內容須為自製且實際教學使用。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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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9 (八)製作教具 
1. 為鼓勵本校教師製作教學相關教具，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及教學品質。 
2. 本校專任教師製作之教具：自製數位學習教材(含投影片、網頁軟體)、示教板。 
3. 其材料不列入獎助，以上所有教材教具內容須為自製且實際教學使用。 

160,000

 

1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1. 舉行校內行政人員及相關主管業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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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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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12 新聘教師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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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0
 

13 現有教師薪資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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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合   計 12,000,000
 

註一：本表請填列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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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編列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

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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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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細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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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空白        

         

         

         

         

         

         

         

         

         

合計       
校長      教務長(主任)     總務長(主任)     學務長(主任)          會計主任               人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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