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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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3 月 19 日 上午 10：00 
地點：第五會議室 
主席：彭作奎 校長                                                 紀錄：賴文琪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早安！感謝各位委員的出席。今天召開此會議主要是審查 99 年度獎補助款

支用計畫書中資本門與經常門的經費運用、優先序、規格…等等，由專責小組會議審議定案後

報部。請研發長開始就議程內容加以說明。 

貳、工作報告 
一、依教育部 99 年 01 月 22 日台技(三)字第 0990009100-X 號函，本校 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

款核定金額分別為補助款 15,876,957 元整及績效型獎助款 18,325,723 元整，共計

34,20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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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7,320 元(14.03%)編列，故

99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款合計共 3900 萬元整，如附件 1 所示。(P. 3) 
三、99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如附件 2 所示。(P. 4) 

參、提案討論 

一、99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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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50,000 元。 
 說明： 

(一) 分配及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件 3 資本門。(P. 5) 
(二) 修正之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4  (P. 7)，其中變動設備項如下： 

1.行管系設備變更項目請參閱(P. 11)優先序 2； 
2.資工系設備變更項目請參閱(P. 13)優先序 3~4； 
3.視傳系設備變更項目請參閱(P. 16~17)優先序 25、30； 
4.企管系設備變更項目請參閱(P. 17)優先序 31~34； 
5.時尚系設備變更項目請參閱(P. 18~20)優先序 35~42； 
6.創思設計學位學程設備變更項目請參閱(P. 27)優先序 56~57； 
7.資管系設備新增項目請參閱(P. 28)優先序 58； 
8.電子系設備變更項目請參閱(P. 28)優先序 59~6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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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1-21、附件 5 (P. 33-37)請討論。 
 討論： 
校  長：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 

鄭研發長： 
請針對設備變更之行管系、資工系、視傳系、企管系、時尚系、創思設計學位學程、

資管系等單位的規格是否有疑慮或有綁標之嫌，請各位委員審查。 

校  長： 
請各位委員針對有變更設備項目的優先序、採購規格審查？首先，行管系變更案請

陳院長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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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群 陳院長： 
商管學群於上次提報獎補助款設備項目時，因行管系發展方向為包裝中心相關設

備，這次請行管系提列設備修正，支援院級的服務創新與會展產業中心相關設備，請各

位委員審查。 

校  長：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若沒有問題，資工系變更案請王院長說明。 

數位內容學群 王院長： 
資工系變動是將 3DMax 原 20U 改為 10U，將經費調整至優先序 3-3D 遊戲引擎的部

份，其他設備不變，總經費不變。 

校  長：資工系所採購的設備有無達到發展的重點？ 

數位內容學群 王院長： 
資工所採購的設備主要開發數位遊戲與教學，是符合發展方向的。 

校  長：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若沒有問題，視傳系變更案請王院長說明。 

數位內容學群 王院長：視傳系的總經費不變，是採購項目的數量變動。 

校  長：未來學群內各系的設備能互相使用嗎？ 

數位內容學群 王院長：各系有相關課程皆可互相使用。 

校  長： 
希望各單位有效使用教補款經費，呈現單位特色。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若沒有問

題，企管系變更案請陳院長說明。 

商管學群 陳院長： 
商管學群於上次提報獎補助款設備項目時，因企管系發展方向為 3D 動畫相關設

備，這次請企管系提列設備修正，主要支援校級與院級中心相關設備，請各位委員審查。 

校  長：企管系所採購的設備有呈現觀光的發展特色嗎？ 

商管學群 陳院長： 
商管學群於上次提報獎補助款設備項目時，因企管系原預計調整至數位內容學群，

設備規劃發展方向為 3D 動畫為主，行管系原預計支援商管學群設計之商品規劃發展包

裝中心，當時以這兩個系為發展重點，資管系並無編列經費預算。 
這次修正，以校級與院級為主要支應對象，原行管系編列包裝設備 276 萬，經過群

開會討論後，將經費微調至資管系。 

校  長：行管系代表有沒有意見？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若沒有問題，時尚系變更案請

王院長說明。 

數位內容學群 王院長： 
時尚系配合校務發展調整至數位內容學群，設備做了大幅度的更動，優先序 35~42。

這些設備支援創意設計中心與配合時尚系的課程。 

校  長：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若沒有問題，創思設計學位學程變更案請王院長代表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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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數位內容學群 王院長： 
創思設計學位學程優先序 56~57，主要支援自行車中心相關設備，請各位委員審查。 

校  長：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若沒有問題，電子系變更案請王院長代表說明。 

數位內容學群 王院長：電子系設備優先序 59~61，請各位委員審查。 

校  長：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若沒有問題，請各位委員針對附件 5，33 頁~37 頁標餘

款或本校增籌配合款之設備優先序 1-20 審查。若沒有問題，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二、99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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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0,000 元。 
 說明： 

(一) 分配及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件 6 經常門。(P. 38) 
(二) 新聘教師薪資：獎補款經費擬由 2,300,000 元調整為 2,060,804 元；配合款經費擬由

500,000 元調整為 489,196 元。 
(三) 以上調整均滿足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規定比例，請討論。 

 討論： 
校  長：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經常門調降『新聘教師薪資』的部份，其他項目也都符

合比例嗎？ 

鄭研發長：均符合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規定比例。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伍、結論 

陸、散會 11:30 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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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9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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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6,957 18,325,723 34,202,680 $4,797,320 $39,00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助款 70﹪
自籌款 

（13.82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14.51﹪）

金額 $11,113,870 $12,828,006 3,308,124 $4,763,087 $5,497,717 1,489,196
合計 27,250,000 11,750,000 

占總經費

比例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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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學校名稱：中州技術學院 

審查意見 相關單位 
 委員Ａ 

1. 資本門獎補助款預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比例高達 85.31%，經常門獎補助款預計支

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經費亦高達 72.38%，顯見學校對於提升教師素質及強

化教學、研究設施之決心，值得肯定；惟於實際執行時能否達成，而非多數流用於

補助教師薪資，尚待觀察。 

校發組 

2. 支用計畫書 P.79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中之『內容說明』欄位，出現多次『98』
預定…字樣，請予更正。 校發組 

3. 專責小組會議簽到單中，建議將第 31~34 名實到人員分開標示，以區分委員及工作

人員；另有關委員會設置辦法，建議可明訂法定開會、決議人數或比例門檻，以使

其更具代表性。 
校發組 

4. 獎補助經費規劃比例符合規定，編列自籌款 NT$5,000,000 元，佔總獎補助款 14.29%，
與大部分學校所編列之 15%相當，惟其中之 10.00%（NT$500,000 元）係支用於教師

薪資補助，恐無法充分展現學校配合本獎補助經費之用心。 
人事室 

5. 經常門經費規劃中，目前未見於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中編列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未來於實際執行時如有該項目，宜請留意不得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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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第(五)項第 5 款所規定之 1/4 上限，

而且依該要點第五點第(九)項，其『比率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 

學務處 

 委員Ｂ 

1. 獎補助款經常門補助教師薪資比例約僅 21.90%，且該項經費預計全數用於新聘教

師，而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所佔比重規劃高達 72.38%，與他校相較而言尚屬突出，

予以肯定，主要著重於研究（佔該項目之 39.47%）及著作（佔該項目之 32.89%），

希望未來能確實落實於執行面，而非多數流用至教師薪資補助。 

校發組 

2. 學校之採購作業辦法，大都能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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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第(一)項第 7 款之規定，參考「政府採購法」進行修訂，實屬

難能可貴。 
總務處 

3. 依 97~98 年度之經費稽核委員會議紀錄，各委員有進行分組查核，且各組均能提出

相關之查核報告，成效大致良好；惟仍建議各組之稽核報告可列出查核清單，以提

供委員明確之查核範圍及項目，而非僅止於註明『尚未發現任何缺失』、『審查結果

無誤』等較不具體之敘述；此外，希望會計背景之教師代表能透過選舉產生，而非

由校長指派，以期更具獨立性。 

秘書室 

4. 學校 97~100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中，各單位均列有各年度之採購設備重點、

項目及金額，且尚能配合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之採購項目，經費支用規劃與學校

短中長程發展能呈現密切關聯性，尚值稱許。 
校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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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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1,876 84.96% 3,308,12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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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41,876 100% 3,308,1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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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0,000 $20,341,876 -$558,124 $3,500,000 $3,308,124 -$19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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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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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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群 系 獎補助款 配合款 標餘款 群小計 

保營系 1,500,000     

景觀系 2,000,000 2,000,000   

運促系 791,876 703,124   
健康與照顧 

餐廚系 1,320,000   1,200,000 

9,515,000 

時尚系 2,250,000   1,450,000 

視傳系 1,500,000     數位內容 

資工系 1,500,000     

6,700,000 

自控系 1,450,000     

創思設計 1,500,000     

電子系 1,050,000     

電機系 1,500,000     

工 

機電系 1,500,000   270,000 

7,270,000 

企管系 320,000   1,180,000 

行管系 2,160,000     商管 

資管系   605,000   

4,265,000 

總計 20,341,876 3,308,124 4,100,000 27,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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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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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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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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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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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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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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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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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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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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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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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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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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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智慧商店管

理暨學習平

台 

模組 A:智慧商店管理作業系統(WEB 教育版授

權單一系科使用) 
 
◎提供功能：後台具備人員管理、角色管理、

廠商管理、客戶管理、產品管理(產品內容物管

理)、產品類別管理、智慧貨架設定、(貨架設定、

貨層設定、儲格設定)、採購作業、進貨驗收、

手持 RFID HT 作業、購買結帳、帳務維護、相

關報表功能(如櫃位分析)，以上功能需搭配實驗

室硬體設備進行運用開發，如智慧貨架、智慧

結帳台、收銀機用電腦、手持 RFID 讀取器整

合 
◎使用設備：手持式設備(含 RFID Reader、Bar 
Code Reader)提供功能：進貨驗收、庫存盤點(查
詢)、商店訊息。 
◎本作業系統含以下設施： 

1.智慧商店管理作業系統 1 式 

2.UHF 手持式 RFID 讀取器 1 支規格：

Handheld RFID Reader、 Wide LCD touch 

screen、58 key QWERTY keyboard, 

Windows CE、802.11 b/g - Wi-Fi Network 

support；具備符合 RFID HT 程式整合的需

求 

3.智慧結帳台 1 式規格：配置 1 組 UHF 頻段天

線與 2Port UHF RFID 讀取器,燈號 

◎軟體支援:需符合智慧商店系統整合的需

求並提供必要的 API 作為介面 

 
 
 
 
 
 
 
 
 
 
 
 
 
 
 
 

1 組 

 
 
 
 
 
 
 
 
 
 
 
 
 
 
 
 

1,250,000

 
 
 
 
 
 
 
 
 
 
 
 
 
 
 
 

2,160,000 

本規劃以產業需求、創新研究、實務教

學、人才培訓的建設為主，具備：產學

合作、專業輔導、職能培訓的功能 
 
教學面： 
培養兼具創新行銷、物流與服務管理技

能之產業人才，發揮本系擁抱實務、重

視專業之教學與研究特色，可搭配:流通

服務管理學分學程、連鎖加盟經營管理

學分學程、消費者行為分析等課程應

用，切中產業所需就業知能與職能，達

成畢業即就業目標 
 
產學/研究面： 
流通業產學委託執行應用 
RFID 創新生活應用研究 
提供產業相關設施分享 
 
推廣面： 
產業/社群的輔導與推動 
流通業產業技術推廣研習 
推動資通訊科技結合流通產業的生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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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標籤_被動式：[需可協助列印指定的 logo 圖

形] 

5.觸控式雙螢幕智慧收銀機&發票機各 1 式：

15 吋觸控式彩色螢幕、512MB RAM 以上、

80G HDD 以上、CF  記憶卡讀取機擴充介

面、COM 1/2/4/5、4 個 USB PORT、10/100、

BASE-T 網路埠、PS2KB&MOUSE PORT*1、

Microsoft XP 作業系統、電子型錢櫃(24V)含

錢櫃接頭 

6.手持條碼掃描器/桌上型條碼掃描器(各 1

式)：手持型雷射條碼掃描器(1D BarCode, 

2D)、桌上型雷射條碼掃描器(1D BarCode, 

2D) 

模組 B: KIOSK 資訊查詢作業系統 
(須整合 KIOSK 查詢機) 
◎提供功能：商店介紹、商店導覽、商品查詢、

最新消息、客戶留影、履歷查詢軟體功能 
◎本作業系統含以下設施：KIOSK 資訊查詢作

業系統 1 式、KIOSK 查詢機 1 式，外型尺寸如

下：高 140 ㎝ 寬 50 ㎝ 深 60 ㎝[可接受尺寸為

+90%~+110%內調整]配置觸控螢幕，UHF RFID

讀取器，條碼讀取器，WEBCAM，主機廠商需

提供查詢軟體並與智慧商店進行整合。 

◎軟體支援:需符合智慧商店系統整合的需求

並提供必要的 API 作為介面 

1 組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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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組 C:智慧購物車作業系統 
(須整合智慧購物車) 
 
◎使用設備：智慧購物車(含 RFID Reader) 
◎提供功能：選購商品清單、選購商品查詢 
◎本作業系統含以下設施：智慧購物車作業系

統 1 式、智慧購物車 1 式，外行型尺寸：車高

95cm 車寬 46cm 車長 76cm  容量 90 公升[可
接受尺寸為+90%~+110%內調整] 配置 2 組微

型化 UHF 頻段天線與 2Port UHF RFID 讀取器,
控制器 
◎軟體支援：需符合智慧商店系統整合的需求

並提供必要的 API 作為介面 

1 組 250,000  

模組 D：商品門禁管理作業系統 
(須整合立式 RFID 入口閘門) 
 
◎提供功能：商品門禁管控功能,含購物車/購物

籃/人員標籤的識別 
◎本作業系統含以下設施：商品門禁管理作業

系統 1 式、立式 RFID 閘門 1 式外型尺寸：高

160 ㎝ 寬 46 ㎝ 深 28 ㎝　 [可接受尺寸為

+90%~+120%內調整] 配置 3 組；UHF 頻段天

線與 4Port UHF RFID 讀取器；燈號與偵測器 
◎軟體支援:需符合智慧商店系統整合的需求

並提供必要的 API 作為介面 

1 組 350,000 

行管系 

 

3 
Unity 2.x Pro 

3D 遊戲引擎
Unity 2.x Pro(20U)(含教育訓練) 1 式 520,000 520,000 

4 
iClone3D 動

畫創作軟體 

iClone3D 動畫大全集(含國際認証中心)(含教育

訓練) 
1 式 300,000 300,000 

5 
3DMax 3D 建

模軟體 
3DMax 教育版 10U(含教育訓練) 1 式 380,000 380,000 

實驗室：遊戲引擎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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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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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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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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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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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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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組 1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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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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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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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Polygon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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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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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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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 220,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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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組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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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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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系 

 

 

 

 

 

 

 

 

 

 

 

 

 

 

 

 

 

 

 

 

 

 

 

 

 

 

 

 

 

 

 

 

3D 立體

CAVE 劇院

螢幕(12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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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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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D 數據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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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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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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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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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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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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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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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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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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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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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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38 

21 心率表 規格參考 Polar RS 800sd 含同級以上 8 組 23,0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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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12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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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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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能量
評估系統 
703,124 
為自籌款 

25 高階剪輯設
備 

剪接用電腦及附屬相關軟硬體設備 
主機：Mac pro 8-Core 2.26GHz 四核心 Intel 處
理器 
Led 螢幕： 24 吋 規格參考 apple LED Cinema 
Display 24 吋或同等級以上 

4 組 130,000 520,00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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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剪接軟體 Apple Final Cut Pro7 2 套 40,000 80,0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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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240,0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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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攝影燈光組 ARRI JUNIOR 650W (附燈腳架、攜行箱)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燈光設備 7 組 40,000 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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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數位內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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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傳系 

 

31 直立式伺服

器 

1. Intel® Xeon® Dual-Core  E3110 雙核心處

理器 
2. 2GB*2(PC2-6400 unbuffered DDR2 ECC 

800MHz) 
2 台 45,000 90,000 

(1) 配合中小企業診斷與行銷中心。 
(2) 配合本系已購置之企業資源規劃、

企業經營模擬、SPSS 統計、休旅模考系

統等應用軟體，授課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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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50GB(7200rpm), 3.5"SATA NHS*2 
4. DVD-ROM*1 / 無軟碟機 
5. 鍵盤 / 滑鼠 
電源供應器：365W*1 

32 相機 

1. 含 Sandisk Extreme SDHC (SD 2.0) 16G 
2. 含備用原廠電池一顆。 
3. 含原廠相機包、腳架。 
4. Canon PowerShot G11 或同級以上 

i. 影像大小 3648x2736 
ii. 光學變焦 5x (實體焦長: 6.1~30.5mm) , 

等效焦長: 28 ~ 140mm 

3 台 25,000 75,000 

(3) 分兩年汰換經營模擬專業教室電腦

設備。 
(4) 配合課程：商業套裝軟體、應用商

業套裝軟體、進階商業套裝軟體、管理

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劃導論、電子商

務、中小企業診斷、經營個案研討、生

產與作業管理、企業研究方法。 

33 攝影機 

1. EOS 550D 機身，含 EF-S18-55mm IS +EF-S 
55-250mmIS 鏡頭 

2. 1800 萬有效畫素 CMOS 影像感應器 
3. 最大動畫錄製 1920x1080, 30fps , 格式 : 

MOV/H.264 
4. 含 SanDisk Ultra II SDHC 16GB 記憶卡 
5. CANON EOS 550D 雙鏡組或同級以上 
含原廠攜行包、腳架。 
 

2 台 40,000 80,000 

34 投影機 

1. 解析度 XGA 
2. 亮度 4000ANSI; 
3. 含吊架施工安裝 
4. HITACHI 日立 CP-X615 或同級以上 
含連接 pc 端 hdmi 與 vga 訊號線 15m 施工安裝

1 台 75,000 75,000 

(1) 配合本系因應重點發展特色增設

「觀光休閒管理學程」之導遊與領

隊相關課程之教學與實習需要。 

(2) 配合本系擬成立「服務創新暨會展

產業服務中心」，對多媒體數位教學

設備之需求。 

(3) 配合課程：電子商務、導遊實務、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領隊實務、

觀光休閒事業經營管理、休閒事業

策略管理、中小企業診斷、時尚個

人行銷。 

 

 

 

 

 

 

企管系 

 

35 
單眼數位像

機 

(1) 感光元件: 36 x 24mm 
(2) 焦長轉換: 1.6x 
(3) 動畫錄製: 1920x1080, 30fps  
(4) 快門範圍: Auto: 30s~1/8000s  
(5) 鏡頭 EF24-105mm/ F4LIS 含同級以上 
(6) 配件全配 
(7) 規格參考 CANON 5D2 或同等級以上 單

眼數位相機 
(8) 含腳架參考規格 ARIA  /  AA-735 或同

等級以上 

2 組 110,000 220,000 

(1) 訓練學生轉化流行脈動的體認、確

實應用並精準掌握；將理念落實於

數位美學與創意設計之專業領域。

(2) 配合課程：影視概論、創意設計概

論、多媒體概論、攝影、多媒體互

動設計、互動娛樂設計、新媒體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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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蘋果電腦 

(1) 螢幕 21.5 吋含同級以上 
(2) CPU3.06GHz Intel Core 2 Duo 含同級以上

(3) 顯示卡 9400M - TWN 含同級以上 
(4) 標準記憶體容量 2*2GB 含同級以上 
(5) 硬碟容量 500GB 含同級以上 

2 組 42,900 85,800 

(1) 增 進 學 生 數 位 美 學 的 培 養 與 啟

發，進而提昇學生數位創作要領。

(2) 配合課程：影視概論、創意設計概

論、多媒體概論、攝影、多媒體

互動設計、互動娛樂設計、新媒

體藝術。 

37 液晶電視 
參考規格 CHIMEI 42 型 FULL HD LCD TV 
( TL–42S 4000 T )含同級以上 2 台 26,500 53,000 

(1) 展示學生作品及轉化流行脈動的

體認、確實應用並精準掌握；將理

念落實於數位美學與創意設計之

專業領域。 
(2) 配合課程：影視概論、創意設計概

論、多媒體概論、攝影、多媒體互

動設計、互動娛樂設計、新媒體藝

術。 

38 印表機 
參考規格 HP Color LaserJet CP2025N 含同級以

上 1 台 19,300 19,300 

(1) 數位多媒體專業教室，配備實務設
備，提供學生學習數位創作與設
計，發揮創意及作業實習的最佳場
所。 

(2) 配合課程：。計算機概論、立體電
腦建模、網頁設計與應用、多媒體
互動設計、網頁檢定設計、高階電
腦動畫、數位音樂創作、數位多媒
體創作、網路藝術創作、互動娛樂
設計、虛擬實境、電子商務技術。

39 
投影機及布

幕 

(1) 亮度：2600 流明 
(2) 對比度：500:1 
(3) 1024x768 高解析度 / 支援 1600x1200 解

析度(UXGA 壓縮模式) 
(4) Panasonic PT-LB75U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5) 電動投影布幕 152×152 cm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3 台 60,300 180,900 

(1) 數位多媒體專業教室，配備實務設
備與檢測儀器提供學生學習數位創
作與設計，發揮創意及作業實習的
最佳場所。 

(2) 配合課程：。計算機概論、立體電
腦建模、網頁設計與應用、多媒體
互動設計、網頁檢定設計、高階電
腦動畫、數位音樂創作、數位多媒
體創作、網路藝術創作、互動娛樂
設計、虛擬實境、電子商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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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廣播系統 

(1) 混音擴大機 8CH，EMX-512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2) 無線双頻接收機及 MIC，MOSCOT 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3) 二音路崁入式喇叭，QUAD R-8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4) 音場調整器，PV-231EQ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組 150,000 150,000 

(1) 立體造型設計教室，配備實務設備
與檢測儀器提供學生學習數位創作
與設計，發揮創意及作業實習的最
佳場所。 

(2) 配合課程：計算機概論、立體電腦
建模、網頁設計與應用、多媒體互
動設計、網頁檢定設計、高階電腦
動畫、數位音樂創作、數位多媒體
創作、網路藝術創作、互動娛樂設
計、虛擬實境、電子商務技術。 

41 數位繪圖板 

(1) 474 x 320 x 14 mm 
(2) 數位板重: 1.8kg (3.96 lb) 
(3) 墊板: 335.4 x 210.4 mm 
(4) 數位板壓感等級: 2048 
(5) 數位板解析度: 200 lpmm (5080 lpi) 
(6) 精確度 (透視游標): +/-0.15mm 
(7) 傾斜範圍感應 (所有筆款): +/-60 度 
(8) Intuos4 Large (PTK-840) 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50 面 16,420 821,000 

(1) 培養繪圖能力及數位設計、流行美
學與創新設計，並結合數位輔助之
專業設計能力、多元創造開發能力。

(2) 配合課程：動畫製作、角色動作設
計、繪本創作、互動娛樂設計、數
位多媒體設計、多媒體互動設計、
平面遊戲設計、漫畫與插畫、停格
動畫製作、服裝造型設計、配件設
計、織品設計、創意商品設計、角
色造型設計。 

42 多媒體電腦 

(1) 處理器: 四核心含同級以上 
(2) 主機板晶片組: Intel G41 含同級以上 
(3) 記憶體: 2GB*2 
(4) 顯示卡  
(5) 硬碟: 500G 含同級以上 
(6) 燒錄機: DVD 燒錄機 
(7) 廣播系統 
(8) 還原系統 
(9) 19 吋螢幕 

24 組 30,000 720,000 

(1) 建構本系的學習網絡，涵養學生的
美學創作知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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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專
業人才。 

(2) 配合課程：計算機概論、立體電腦
建模、網頁設計與應用、多媒體互
動設計、網頁檢定設計、高階電腦
動畫、數位音樂創作、數位多媒體
創作、網路藝術創作、互動娛樂設
計、虛擬實境、電子商務技術。

時尚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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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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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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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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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液相層析儀

（HI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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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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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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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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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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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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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Q-H5 或同級以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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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系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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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組 2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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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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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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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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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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組 880,000 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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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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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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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小配件:1 桶 1 勾 1 扇 1 球 

2.(20 公升)行星式攪拌機 

3.配件： 

20 公升+-4%攪拌桶材質 304# 厚度 1.5m/m 攪

拌勾、攪拌扇、攪拌球各一支 

10 公升+-4%攪拌桶材質 304# 厚度 1.2m/m 攪

拌勾、攪拌扇、攪拌球各一支 

以上須符合食品機械衛生標準(附資料或證書)
5.符合國際安全指令、旋轉式安全網及料斗，

當旋開安全網，機械即斷電，馬達自動停止，

安全網可拆卸清洗。 

6.機器須符合(EMC)電磁相容、防磁波、台灣電

子檢驗測試(附証書)。 

6 台 42,000 

單水槽工作

檯 
不鏽鋼，180*90*80 cm（依需求訂製） 5 台 20,000 

48 

單門雙層烘

焙爐 

外徑 W74 x D81 x H144cm 
內徑 W48 x D70 x H20cm 
烤皿架型腳架：共可入 46x66cm 烤盤五片 
S1：單層內藏式蒸氣 
附鋁合金輕量化入爐架及出爐鏟 
C1：下火紅外線上釉矽石板 
紅外線上釉矽石板尺寸： 
寬 79 × 深 97 × 厚度 2 CM. 

3 台 150,000 

9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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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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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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門發酵箱 
外徑 W102 x D95 x H218cm 
容量八門 x2 盤=16 盤 
液壓型噴霧設計 

1 台 89,000 

烘烤式 

殺菌櫃 
烘烤式，不鏽鋼（依需求訂製） 1 台 42,000 

49 
單門單層烘

焙爐 

外徑 W74xD81xH120cm 

內徑 W48xD70xH20cm 

烤皿架型腳架：共可入 46x66cm 烤盤五片  

1 台 61,500 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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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雙孔單蒸氣
咖啡機鍋爐
10 公升  

前置二道濾心+8L 軟水器 
含磨豆機 1 台 98,000 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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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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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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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蒸汽式殺菌
櫃 蒸汽式（依需求訂製） 1 台 68,500 6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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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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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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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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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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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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檢測維修工作平台 
(a)工作檯尺寸約 180×70×75 cm(含抽屜工具

組) 
(b)檢測維修工具系統組約 80×60×75 cm 及支

架 
(c)自行車維修設備 3 組和元件設備 

56 
基礎檢測暨

維修設備系

統 

(2)電動控制車 
(a)電動花鼓 250W, 36 V 輪幅 10~26 吋、車

架可摺疊。 

(b)磷酸鐵鋰電池 C-LiFePO4 Battery pack 
36V 7.2Ah 以上(Cell Type : GE1200), 
incl.BMS & case, Size (L*W*H):around  
402*133.5*71.5mm, Weight: approx. 3.8 kg 
(c)電池組滑軌 Fixing bracket and lock 
(d)磷酸鐵鋰專用充電機 36V 2A charger for 

3 套 660,000 660,000 

1. 自行車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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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產學合作案 2 件。 

創思設計 

機器人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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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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FePO4 battery 

57 
電動自行車

測試平台設

備 

(1)座管負載最大 50Kg 
(2)具快速固定電動車裝置，可測試速度最大 40

km/h，可模擬煞車及續航力、最大扭力、最

大電壓電流等測試。 

(3)機器平台受控模組：馬力、扭力、坡度感知、

續航力等之處理器與控制裝置。 
(4)測試能力最大 500kg。 
(5)測試頻率最大 10Hz。 

1 套 840,000 840,000 

1. 建構自行車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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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產學合作案 2 件。 

58 

Smart eVision 

商業智慧系

統(教育版) 

Smart eVision 商業智慧系統(教育版) 

包含以下功能 

(1)KPI績效目標管理/ 魚骨圖 

(2)全球銷售戰報分析/ 地圖 

(3)損益及毛利分析/ 比例分佈圖 

(4)生產流程監控/ 燈號即時更新 

(5)客戶關係管理/ OLAP客群分佈 

(6)生產成本分析/ 趨勢統計圖 

(7)平衡計分卡/ 儀錶板 

(8)高階經營會議/ 改善對策 

25 套 24,200 605,000 

支援資訊管理系相關課程，包含企業資

源規劃導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企業

資源規劃與生產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

財務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運籌管理、

企業資源規劃與銷售配送、企業資源規

劃與系統分析設計、企業資源規劃與流

程管理等。 

資管系 自籌款 

59 
太陽光電實

驗設備 

1. 系統規格 

系統最大電壓：21.5V 

系統最大電流：2A 

系統最大功率：25W 

2. 太陽能電池規格 
元件尺寸(L*W*H)：621*281*28mm，單晶

矽太陽能電池 x 1 
最佳功率：20W 
最佳工作電壓：17.05±0.5V 
最佳工作電流：1.20±0.10A， 
Isc：1.34±0.10A 
Voc：21.0±0.5V 

3. 控制器規格： 

光電控制器：額定電流為 10A，配置鉛酸蓄

2 組 160,000 320,000 

1.光電元件實驗課程。 

2.使用課程：光電量測系統、太陽能電

池概論等課程。 

3.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2 班，約 80

人次。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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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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負載為 100W 以下的 12V 直流負載，

控制單元一通道為光控輸出，另一通道為多

類定時輸出 
用戶型控制器：，額定電壓：12V，最大光

電電池功率：60W，最大負載電流：5A，過

放電壓：11.0 ± 0.5， 蓄電池過充、過放電

保護、蓄電池開路保護、負載過電壓保護、

夜間防反充電保護、輸出短路保護、電池接

反保護、欠壓和過壓防震盪保護、均衡充

電、溫度補償、光控開關 
4. 電錶規格： 

電流錶：x 3, 0~2A，顯示模式︰0.5＂LCD
液晶顯示 
電壓表：x 3, 0~20V，顯示模式︰0.5＂LCD
液晶顯示 
溫度錶：x 1, -19.9～99.9℃ 

5. 負載： 

風扇：x 1，額定電壓：12V，工作電流：

0.25A，功率：3W 
交通燈：2 組(R,G,B)，額定電壓：12V，工

作電流：0.25A，功率：3W 
LED 燈：1 組(7 顆) 
蜂鳴器：x 1 
馬達：x 1，額定電壓：12V，工作電流：

0.25A，功率：3W 
開關：x 1 
按鈕：x 1 

6. 電池： 

閥控式密封鉛酸蓄電池，額定電壓：12V，

額定容量(20hr) ：3.3Ah，充電方法（恆壓），

循環︰最大充電電流為 825mA 
7. 電壓器： 

1 個電壓器(可變電阻)，電阻值調整範圍為 0
～1kΩ 
DC/DC：5 個 DC/DC 電源模組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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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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DC 轉 AC 模組 
支援外接 PC 電腦量測太陽能電池 I-V 特性

曲線(VB 軟體 or LabView) 
8. 無線監控： 

含 PC 端 Zigbee 無線監控模組，與太陽能教

學模組 Zigbee 發射模組，透過 IEEE802.15.4

標準無線協定截取 I(電流)V(電壓)值至 PC 端

顯示以便監控 

60 

CADSTAR 
Silver HS 大

專單間教室

(50U)授權 

1. 零件腳位上限 : 3,500 PINS ( Capacity limits 

3500 pins) 

2. 無限制佈線的層數，能夠提供線長控制與串

音的分析 Unlimited layer router, routing by 

delay controls and cross talk analysis. 

3. 電路圖的繪製 (Schematic Capture) 

4. PCB 的設計 (PCB design) 

5. 圖形化的零件建置系統 (Graphical Library 

Editors) 

6. 包含高速 PCB 設計模組 Predictor XR2000HS 

Standalone 

7. 包含高速訊號佈線功能 P.R.Editor XR 

Interactive，提供先進的佈線工具 

8. 包含自動佈線的工具 Embedded Route Editor 

2000，提供線長控制與串音的分析 

9. 在內建的佈線環境下，提供先進的佈線工具

Embedded Route Editor Interactive 

10. 包含完整功能的 Predictor XR 2000S 

(PC-3015) 

1 套 270,000 270,000 

1.發展 PCB Layout 認證。 

2.實驗室：電腦網路實驗室 

3.使用課程：配合 PCB Layout 課程。

4.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2 班，約 80
人次。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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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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電路板雕刻

機 

一、電路板雕刻機 

1. 機台尺寸：570mm×350mm×380mm±5％

（長、寬、高） 

2. 有效加工尺寸：320mm ×200mm 

3. 機械構造：X、Y、Z 三軸全自動加工 

4. X、Y 軸驅動系統：五相步進馬達  

5. Z 軸驅動系統：步進馬達 

6. 精密度：5μm 

7. 檯面移動速度：45 mm/秒（最快） 

8. 鑽孔尺寸：0.3～∞ mm 

9. 換刀方式：手動更換 

10. 加工中深度微調方式：由軟體微調加工深度

11. 刀具長度自動補償：自動補償加工時刀長

（補償精度 5μm） 

12. 平面偵測自動補償：自動修正加工時深度

（補償精度 5μm） 

13. 主軸轉速：35,000 rpm（含）以上 

14. 使用電力：AC 110 V / AC 220 V 

15. 緊急暫停裝置：加工時可控制暫時停止及繼

續加工 

二、工業級防塵隔音箱 

1. 箱體材質：SS41 結構鋼板 

2. 箱體尺寸：720mm×550mm×570mm±5％

（長、寬、高） 

三、電鍍貫孔模組 

1 台 460,000 460,000 

1.電路設計課程使用。 

2.使用課程：配合 PCB Layout 課程。

3.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2 班，約 80

人次。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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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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電鍍槽尺寸：430mm×250mm×300mm±5％

（長、寬、高） 

2. 可電鍍尺寸：220mm×330mm 

3. 可電鍍孔徑：0.3mm 以上 

4. 電源供應器：使用電力 AC 110V（DC 6V 定

電輸出） 

5. 定時設定：10~60 分鐘 

6. 電流設定：1~6A 

7. 導電液浸泡槽：三個 

四、操控軟體 

1. PCAM Version 4.2（含）以上或同等級軟體

2. 軟體永久免費升級、更新 

3. 中文／英文可切換操作系統 

4. WINDONS 95/98/2000/NT/XP 完全相容 

5. Gerber File Input/Output 及編輯修改 

6. AutoCAD *.DXF 檔案 Input/Output 

7. 吸塵裝置同步開關功能 

 
 
 
 
 
 
 
 
 
 

電子系 

合計  23,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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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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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設備(教
師廣播端) 

1. 24 吋或以上液晶銀幕 
2. I INTEL Core 2 Quad Q8400 四核心 2.66GHz 
3. 2GB DDR2/硬碟 320G/ 
4. BD Rom) 
5. 含獨立顯卡，相容 HDMI、VGA 雙輸出、支援

Microsoft DirectX 10.1 與 Shader Model 4.1 、

OpenGL®2.1、PCI Express & PCI Express 2.0、

H264 與 ATI CrossFireX� 
6. 含電腦安裝，配電及線材 

1 組 40,000 40,000 

2 
工作站(學生

端) 

1. 19 吋或以上液晶銀幕 
2. Intel Core 2 Quad E7400 2.8GHz 或更高階 
3. 2GB DDR2/硬碟 320G/ 
4. Slot-in Slim DVD Super-multi 
5. 含獨立顯卡 
6. 含 50 人授權廣播系統 
含電腦安裝，配電及線材 

20 組 28,650 573,000

3 

Fidelio 飯店

前台系統 -教

育版

（Opera） 

1. Opera 前台系統 -教育版(一間教室授權) 
2. Software License Fee 系統軟體 
3. 含系統規劃/資料庫設定/環境整合/模擬系統建置

1 套 567,000 567,000 

(1)  配合中小企業診斷與行銷中心。 

(2)  配合本系已購置之企業資源規劃、企業經營模

擬、SPSS 統計、休旅模考系統等應用軟體，授課

之需要。 

(3)  分兩年汰換經營模擬專業教室電腦設備。 

(4) 配合課程：商業套裝軟體、應用商業套裝軟體、

進階商業套裝軟體、管理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

劃導論、電子商務、中小企業診斷、經營個案研

討、生產與作業管理、企業研究方法。 

(5) 配合本系因應重點發展特色增設「觀光休閒管理

學程」之導遊與領隊相關課程之教學與實習需要。 

(6) 配合本系擬成立「服務創新暨會展產業服務中

心」，對多媒體數位教學設備之需求。 

(7) 配合課程：電子商務、導遊實務、休閒活動規劃

與設計、領隊實務、觀光休閒事業經營管理、休

閒事業策略管理、中小企業診斷、時尚個人行銷。 

企管系 

4 多媒體電腦 

(1) 處理器: 四核心含同級以上 
(2) 主機板晶片組: Intel G41 含同級以上 
(3) 記憶體: 2GB*2 
(4) 顯示卡  
(5) 硬碟: 500G 含同級以上 
(6) 燒錄機: DVD 燒錄機 
(7) 廣播系統 
(8) 還原系統 
(9) 19 吋螢幕 

26 組 30,000 780,000 

(1) 建構本系的學習網絡，涵養學生的美學創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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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專

業人才。 
(2) 配合課程：計算機概論、立體電腦建模、網頁設

計與應用、多媒體互動設計、網頁檢定設計、高

階電腦動畫、數位音樂創作、數位多媒體創作、

網路藝術創作、互動娛樂設計、虛擬實境、電子

商務技術。 

時尚系 

標
餘
款
或
本
校
增
籌
配
合
款
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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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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軟體 
Adobe Creative Suite 4 Master Collection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套 97,000 97,000 

6 動畫軟體 
Autodesk Maya Unlimited 2010 教育盒裝單機版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 套 35,000 35,000 

7 繪圖軟體 
Corel Painter 11 含以上版本 完整版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套 13,500 13,500 

(1) 使用簡化的方式以更有效率地進行跨媒體設計及

完成常用工作，而且可以自由地表現創意。 

(2) 配合課程：動畫製作、角色動作設計、繪本創作、

互動娛樂設計、數位多媒體設計、多媒體互動設

計、平面遊戲設計、漫畫與插畫、停格動畫製作、

服裝造型設計、配件設計、織品設計、創意商品設

計、角色造型設計。 

時尚系 

8 
渦電流電導

度計 

1. AutoSigma 3000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Meter主機或同

等級 

2. 探頭規格 60-500KHz, 直徑 12.7mm 

3. 探頭導線 1.5m(Lemo/Lemo) 

1 組 270,000 270,000 

(1) 工學群發展成型模組課程使用。 

(2) 實驗室：金屬成型實驗室。 

(3) 使用課程：金屬成型技術。 

(4)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1 班，約 50 人次。 

機電系  

9 
工作檯含水

槽 

工作檯尺寸 

180*75*80/86cm 

水槽尺寸 60*50*80cm 

台面採用 SUS304#1.5mm 厚以上不鏽鋼板施工製造。

層板採用 SUS304#1.2mm 厚以上不鏽鋼板施工製。 

底板採用 SUS304#1.2mm 厚以上不鏽鋼板施工製造。

附不鏽鋼高低活動調整腳四只。 

尺寸須依現場規格，配合業主要求。 

6 台 36,500 219,000 
西餐烹調教學之用，西餐烹調為本系特色之發展方

向，提供學生各種需求，並作為學生考照及比賽之訓

練場所。 

10 排煙機 

排油煙罩體內外使用 SUS304#1.2mm 厚以上不鏽鋼板

製作。 

不鏽鋼濾網丶可拆缷式導流檢修等裝置，使油煙罩兼

具水洗丶脫油。 

固定吊架使用 SUS304#9mm 以上不鏽鋼圓條,配合天

花板施工。 

6 台 65,000 390.000 西餐烹調教學之用，西餐烹調為本系特色之發展方

向，提供學生各種需求，並作為學生考照及比賽之訓

練場所。 

餐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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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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溫感應器設定溫度為 300°F~305°F，失火時可感應

並噴灑藥劑。 

防爆燈 1∮-100V-100W 一盞。 

含控制箱。 

11 
四口西餐爐

（含烤箱） 

89*90*85cm 

面板採用 SUS304#1.5mm 厚以上不鏽鋼施工製造。 

側板採用 SUS304#1.0mm 厚以上不鏽鋼施工製造。 

門板採用 SUS304#1.0mm 厚以上不鏽鋼施工製造。 

爐心採用日式爐心 雙管式電子開關。 

烤箱採用電氣式加熱 220v。5 KW 

6 台 72,000 432,000 

12 明火烤爐 60*62*57cm   220 V  4KW 1 台 28,000 28,000 

13 
6 門 冷凍/
藏冰箱  

上 3 下 3    180*80*203cm 

櫃體內外層採用 SUS304#1.2mm 厚以上不鏽鋼板製

造。 

冷卻方式採無霜風冷式。 
使用電力  單相 220V   1 HP 全新壓縮機 電子式 
溫度控制器。 

1 台 74,000 74,000 

西餐烹調教學之用，西餐烹調為本系特色之發展方

向，提供學生各種需求，並作為學生考照及比賽之訓

練場所。 
餐廚系 



 36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14 
大圖彩印輸

出機 

(1) 最大的紙張尺寸: 24inch 
(2) 噴嘴數:黑色 540 孔噴嘴 (180X3)；彩色 900

孔噴嘴 (180X5) 
(3) 最大列印解析度: 2880x1440dpi 
(4) 機型尺寸: 1178mmx 501mmx 560 mm  
(5) EPSON Stylus Pro 7880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台 99,000 99,000 

(1) 隨著數位列印的創始，越來越多的專業攝影師、藝

術工作者，以及藝廊負責人選擇從開始到完成全程

控制列印製作的過程。因此，彩印輸出機已成為必

備機器之一。 

(2) 配合課程：動畫製作、角色動作設計、繪本創作、

互動娛樂設計、數位多媒體設計、多媒體互動設

計、平面遊戲設計、漫畫與插畫、停格動畫製作、

服裝造型設計、配件設計、織品設計、創意商品設

計、角色造型設計。 

15 掃描機 
(1) 內建 ADF 自動文件送紙器 
(2) 可掃描 A4 以上尺寸的文件 
(3) 規格參考 EPSON GT1500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2 台 20,000 40,000 

配合課程：計算機概論、立體電腦建模、網頁設計與

應用、多媒體互動設計、網頁檢定設計、高階電腦動

畫、數位音樂創作、數位多媒體創作、網路藝術創作、

互動娛樂設計、虛擬實境、電子商務技術。 

16 測光表 參考規格 Kenko KFM-1100 含同級以上 2 12,500 25,000 

(1) 當學生進行展演時，可以適當的控制攝影光線。 

(2) 配合課程：影視概論、創意設計概論、多媒體概

論、攝影、多媒體互動設計、互動娛樂設計、新

媒體藝術。 

17 色溫表 參考規格 SEKONIC Prodigi Color C-500 含同級以上 1 42,000 42,000 

(1) 當學生進行展演時，可以適當的控制色溫。 

(2) 配合課程：影視概論、創意設計概論、多媒體概

論、攝影、多媒體互動設計、互動娛樂設計、新

媒體藝術。 

時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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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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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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台 45,500 318,500 

(1) 建構本系的學習網絡，涵養學生的創意知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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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人才。 

(2) 配合課程：造型設計、形象設計、設計史。 

時尚系 

19 掃把放置櫃 

80*60*160cm 

櫃體內外層採用 SUS304#1.5mm 厚以上不鏽鋼板製

造。 

門體採用 SUS304#1.2mm 厚以上不鏽鋼板製造。 
吊桿 1" *1.2mm 厚以上不鏽鋼管製造 附 12 支吊鉤。

附不鏽鋼高低活動調整腳四只   2"*6" 高。 

1 台 15,000 15,000 

20 拖把清洗槽 60*55* 45cm 
內外層採用 SUS304#1.5mm 厚以上不鏽鋼板製造。 

1 台 12,000 12,000 

21 餐具存放櫃 

120*70*160cm  3 層式 

櫃體內外層採用 SUS304#1.5mm 厚以上不鏽鋼板製

造。 

門體採用 SUS304#1.2mm 厚以上不鏽鋼板製造 需可

透氣。 
層板採用 SUS304#1.2mm 厚以上不鏽鋼板施工製。 

1 台 30,000 30,000 

西餐烹調教學之用，西餐烹調為本系特色之發展方向，

提供學生各種需求，並作為學生考照及比賽之訓練場

所。 
餐廚系 

合計  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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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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29.24% 研究＄0 0% 
研習＄420,000 4.09% 研習＄500,000 33.58% 
進修＄360,000 3.51% 進修＄0 0% 
著作＄2,500,000 24.36% 著作＄500,000 33.58% 
升等送審＄240,000 2.34% 升等送審＄0 0% 
改進教學＄600,000 5.85% 改進教學＄0 0% 
編纂教材＄320,000 3.12% 編纂教材＄0 0% 
製作教具＄160,00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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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0,000 74.07% 合計＄1,000,000 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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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804 20.08% ＄489,196 32.85%

七、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 

總計 ＄10,260,804 100.00% ＄1,489,1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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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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29.24% 3,000,000 29.24% 0 0 0.00% 0 0.00% 0

研習 420,000 4.09% 420,000 4.09% 0 500,000 33.58% 500,000 33.58% 0

進修 360,000 3.51% 360,000 3.51% 0 0 0.00% 0 0.00% 0

著作 2,500,000 24.36% 2,500,000 24.36% 0 500,000 33.58% 500,000 33.58% 0

升等送審 240,000 2.34% 240,000 2.34% 0 0 0.00% 0 0.00% 0

改進教學 600,000 5.85% 600,000 5.85% 0 0 0.00% 0 0.00% 0

編纂教材 320,000 3.12% 320,000 3.12% 0 0 0.00% 0 0.00% 0

製作教具 160,000 1.56% 160,00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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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000 74.07% 7,600,000 74.07% 0 1,000,000 66.67% 1,000,000 67.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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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300,000 2.92% 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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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300,000 2.92% 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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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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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00 20.08% 2,060,804 20.09% -239,196 500,000 33.33% 489,196 32.85% -10,804

七、 現有教

師薪資 
  0 0.00% 0 0% 0 0 0.00% 0 0.00% 0

總計   10,500,000 100% 10,260,804 100.00% -239,196 1,500,000 100.00% 1,489,196 100.00% -1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