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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二十一世紀全球進入知識經濟時代，善用知識突破技術、開發新技術成為加速

國家經濟發展及民生福祉改善的重要關鍵。然科技研發是知識創新的泉源，因此，

各先進國家莫不積極投入科技研發，我國亦應持續加強科技投資，方能在未來十

年內達到已開發國家水準之目標，創另一波的經濟優勢，再造另一個經濟奇蹟。

二十世紀末為「知識經濟」的發軔期，而今二十一世紀「知識經濟」更是普世追

求的新典範。在知識經濟時代，國家的興衰，繫於知識的力量；而經濟的成長，

有賴創新、科技、資訊、全球化、競爭力等為動力，而這些力量的發動，則有待

教育的培育與支持。 

大學院校為國家社會的中堅，負有引領社會風氣、建立普世價值的責任，在此

社會急刻變遷，新舊價值交替的年代，大學院校的職責除了思考如何延續優良的

傳統外，面對嶄新的局面及各項嚴峻的挑戰，建立創新的思維，追求卓越兼顧效

益與效能，營造校園的核心文化及價值，保持日新月新精益求精，才能在激烈的

競爭環境中，維繫學校整體的競爭優勢。行政院已於先前通過「知識經濟發展方

案」，成為國家各項施政的基礎指標，面對如此急遽變遷的時代趨勢，為求學校的

永續經營，自不可昧於現實而安於現況，否則，遲早必然遭到無情的淘汰。本校

的經營方針將朝以下幾點方向前進： 

1、健全校務行政及發展，提升行政效率及服務品質 

2、為營造優質卓越的學習環境，增進本校在知識經濟時代下的教育核心價值競爭

力 

3、強化資源的整合與共享，提升資源使用的效益及效用 

4、落實社區營造，善盡社會的教育功能 

5、強化產學合作，深化技職教育特色 

 

(一)師資結構 

本校 95 學年度專任教師 206 人，教授 8人，副教授 34 人，助理教授 44 人，講

師 120 人，在職進修教師 64 人，進修教師數佔本校現有教師人數 31.07％。

(64/206)；佔全校講師數為 53.33%(64/120)。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已逾 42%。本校亦

積極鼓勵教師在職進修、留職停薪出國進修或論文著作、技術送審升等，95 學年

度師資結構將有效地大幅提昇，師資結構制度提升制度如下。 

1、師資進用制度化，公開遴選優良教師 

本校教師遴選聘任已建立制度化，每年依教育部增設系（科）及自然增班核定

後，各系檢討現有師資人數並考量系（科）發展特色，提出教師需求人數及必具資

格條件後辦理登報公開徵才，再經人事室彙整應徵全部資料後，送回各系教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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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依需求人數加倍錄取；並經試講、口試後，擇優錄取，過程公平、公正、公

開，廣泛吸納優秀人才投入教育行列。 

  

圖 1  中州技術學院新進教師遴選聘任流程圖 

2、鼓勵教師進修提昇師資結構  

95學年度專任教師，在職進修教師64人，進修教師數佔本校現有教師人數31.07

％。(64/206)；佔全校講師數為 53.33%(64/120)。 

3、 強化教師証照取得，符合技職教育需求  

    技職証照是技職教育必然的趨勢，為求落實，除鼓勵學生於在學期間取得

証照外，更將具証照列為新聘教師資格優先錄取重要參考；並鼓勵教師藉助研習或

考試取得証照，以強化教師實作能力，全校現具有乙級技術士以上証照之教師共 47

人次，佔全校專任教師 23％（47/206），今後將持續鼓勵教師証照資格取得，以符技

職教育宗旨。 

4、強化理論與落實實務，重視教師職前相關工作經驗  
教師具職前相關工作經驗，除有利教師在教學進程中以實務印証理論外，並可

體驗實踐是檢驗真理的途徑，期使理論與實務合一，有利學生實習多元化的優點，

以獲得正面的學習效果。本校現辦理新聘教師甄選時，均明列須具「二年以上職前

相關工作經驗」，現有教師中具職前二年以上工作經驗者已逾 50 人。 

5、積極推動研究工作，期使研究與教學同步提昇  

教師研究是改善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之重要途徑之一，本校多年來即已積極鼓

勵教師從事各類研究，國科會、教育部及公部門計劃，已有持續性成長。 

6、鼓勵教師全力投入改進教學工作  

系(科)檢討教
師需求及必備

資格條件
登報公開徵才

人事室
彙整資料

學、經歷證件查核

系(科)教評小
組審查

試      講
具相同專長教

師評審

提校教評會審議
通過校長聘任

新進教師
職前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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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或輔助器材之改善，以及教學資料之蒐集均有助於提昇教學效果。教

務處每學期舉辦輔助教學媒體製作競賽一次，除補助參加教師製作材料費用外，並

擇優獎勵頒發獎金公開表揚對改進教學效果頗有助益。 

7、提高教師待遇，提供優質工作環境  

本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依規定報私立學校退休撫卹基金會核定後，即遵照規定依

標準發放﹝諸如薪資、年終獎金、職員考核獎金及每年提敘薪級等﹞，達公立學校

標準，今年來學雜費少有調整，然人事經費之支出卻相對增加，但本校仍堅持依部

訂標準廣籌財源調高薪資，教職員工待遇逐年不斷改善下，師資結構在穩定中成長、

進步，並每年持續增聘教師，教師除具有很好之實務教學經驗外，對受教學生更具

有極大助益。 

(二)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圖書館，面積為 4664.6 平方公尺，圖書館之主要設備及服務分區包括一樓

為現期期刊區、閱報區、參考區、出納服務台、影印區、線上目錄查檢區、視聽設

備區，圖書館視聽設備如表三。二樓為中英文書庫及過期期刊區，並設有自由上機

區，提供 30 部個人電腦搭配 LCD 液晶螢幕，供讀者在館內使用數位化服務內容與列

印服務。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包括流通、編目、期刊、OPAC 等模組，其書目格式可同時容

納多種 MARC，資料交換符合 ISO2709 標準，除可透過網路查詢書目資料，並可進行

線上續借及預約圖書功能。 

館藏總資料量共 185707 件(含紙本資料與非書資料)，其中中文圖書 117674 冊、

西文圖書 15299 冊、中文電子書 596 冊（北大方正電子書）、西文電子書 45092 冊，

各類視聽資料 7046 件。訂閱之期刊共計 422 種，其中中文期刊 233 種、西文期刊 155

種，大陸期刊 34 種。於外文資料庫方面，本校參加國科會科資中心之 CONCERT 聯盟，

除了自行訂購之 ProQuest ABI/INFORM 線上資料庫外，可使用 Grolier Online，

SwetsWise, OCLC FirstSearch，PQDD 等，以 National Licence 方式授權之全文或

索摘資料庫。在電子期刊方面，透過 SwetsWise 可使用之全文期刊 13 種。訂購之

中文資料庫包含「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及「工程學刊資料庫」，均可經由校

內網際網路上線查詢。且 94 年度起已訂購 Science Direct On Site (SDOS)資料。 

(三)電腦教學設備 

民國 88 年率先汰除僅有 10 Mbps 的校內 FDDI 網路，更換為當時業界主流的 ATM

骨幹網路，提供 622 Mbps (OC-12)的超大頻寬。自 91 年開始，逐步更換為更大頻寬

(1000 Mbps)的 Gigabit Ethernet 網路。在對外頻寬上，除了加入 TANet II 新世代

台灣學術網路外，有感於台灣學術網路出國頻寬較為不足，除了確保頻寬能有效的

用於學術用途，建置了綿密的頻寬管理機制外，也另外租用中華電信 2條 3Mbps ADSL

線路 

目前有提供教職員生郵件及個人網頁服務，網路學院專屬伺服器之維護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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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且可同時提供 46 個撥接用戶，VOD 設備之維護，以及電腦教室管理維護及提供

教職員行政電腦故障檢修服務。 

電腦教學設備充實，各電腦教室均可連通台灣學術網路。本校目前聯外通訊專

線為 Gigabit 專線 100M，以及兩條中華電信 ADSL 線路，校園光纖網路骨幹 1Gbps

光纖網路連接體育館、圖書館及各大樓，網路設施遍怖各樓館單位，提供校園更快

速之網路環境。 

目前本校已鋪設獨立的視訊光纖網路至各普通教室，可接收由頭端機房播送的

cable 節目，由於電視均為 Web TV，也可連上網路。配合中州技術學院建構數位化

學習專案計畫，每間教室均裝置珠光螢幕，使得普通教室也可變成專業教室。且目

前校園內各公共區域幾乎均可無線上網。另外，本校電腦教室共計 28 間，1400 部個

人電腦及相關設備，其統計資料如下表 3.2。 

表 3.1 電算中心伺服器一覽表 

設 備 名 稱 規 格 

DNS 伺服器 SUN Interprise 250 

郵件伺服器 HP ML350G4 Server  

無線網路認證伺服器 HP ML350G4 Server  

Web 伺服器 Compaq ML530 

Wins 伺服器 Acer Altos 1200 

備用 Proxy 伺服器 HP LC2000 

防毒伺服器 Asus Asuspro 2300 

E-learning 伺服器 Compaq 539 

圖書館自動化伺服器 HP LC2000 

 

表 3.2 個人電腦及相關設備統計表 

項目 電腦教室 單槍投影機 廣播教學系統 網路設備

電算中心 1 14 16 189 

資訊管理系 3 3 59 29 

電子工程系 1 3 0 10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3 4 17 8 

企業及資訊管理 1 1 2 17 

資訊工程系 11 2 2 59 

視訊傳播系 2 0 3 3 

自動化控制工程系 1 3 1 49 

電機工程系 1 5 1 50 



 5

應用外語系 1 4 0 0 

國際貿易系 2 8 3 6 

景觀設計系 7 1 2 

生物技術系 1 0 3 

保健營養系 

1 

2 0 0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近年來從事高等教育的學校持續增加，各校逐年擴展學校規模，入學人數

乃隨之攀升。相對地，由於社會結構改變，出生率降低伴隨生源數持續減少；

加上國家教育政策愈來愈趨向自由化與國際化，各校在擁有更多自主權的同

時，不可避免地必須承受未來招生及經營的壓力，如何繼續改善學校的體質以

增加競爭力，在學校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注入新的生命及使命，乃本校未來校

務發展的主軸。未來方向： 

1.以實務及理論並重為導向，培育高級技術人才 

2.建構完整之技職教育體系，因應國家科技發展及社會政策調整系所 

3.配合政府政策開辦回流教育，建立終身學習管道 

4.營造學習型組織的校務運作模式，迅速適應教育環境的變革 

5.倡導「心生活運動」，建立樂觀、進取與服務、學習的教育功能 

6.資源的整合與共享，追求效益與效能的提昇 

7.強化產學合作機能，深化技職教育特色 

8.重視行銷與服務品質管理，提高行政效率服務師生 

9.結合社區及地方產業的發展，共創繁榮共享社會資源 

10.持續改善學校體質，增加教育市場的競爭力 

 

三、本（96）年度發展重點 

(一)提昇教學品質，達到教育部評鑑的要求 

1.數位化教學及研究平台之建置暨功能之提昇 

2.學程特色發展與院際學程整合 

3.多元學習及專業能力的提升 

4.建立教學評量普及化 

5.夥伴學校教學資源之導入 

(二)配合國家重點發展及社會政策，成立新系所邁向全方位發展 

1.成立新系所邁向全方位發展 

2.成立工、商管及環境設計學院組織 

3.完整學生學習歷程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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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昇教師素質，強化研究風氣 

1.減少本校助理教授以上師資流失率 

2.選送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 

3.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94 年達 40%、95 年達 45%、96 年達 50% 

4.提昇教師專業學術技能 

5.延聘講座教授及客座教授 

(四)教訓輔三合一教育功能的提升 

1.主動學習風氣提升 

2.提倡「心生活運動」 

3.創造優質校園生活平台 

4.三級預防制度運作的強化(學務) 

(五)更廣更豐富更創新的新校園活動圈 

1.定期舉辦校園社團活動。 

2.積極推行學校與社區之互動。 

(六)全人格教育功能的提升 

1.推動勞作教育 

2.豐富校園核心文化 

3.優質公民特質的培育 

(七)營造優良的教學與研究環境 

1.教學與研究設備的增購、維修與更新 

2.整合研究與教學設備，充實研究設備數量，提升教師研究能力與研究產

出 

3.積極和產業界建立合作夥伴關係，共享新穎設備，提昇研究能力 

(八)資源的整合與共享，提昇設備的效用 

1.整合現有教學環境與空間，合理分配各系預算，建立標準作業程序，達

成現有資源共享，並能充分運用 

2.規劃以學院為主的校園環境，並整合學院之專業設備，以達到資源 

3.共享與充分利用的管理機制 

4.規劃以整合社區資源為主的校園空間 

(九)結合地方產業發展強化產學合作，提升實務應用研究能量 

1.加強產學合作 

2.提昇實務應用專題研究 

3.配合國家科技重點發展成立技術研發中心結合地方產業推展研發成果 

(十)改名科技大學，提昇辦學績效 

1.因應時代變遷適度調整系科教育目標及發展特色 

2.推動校園核心價值方案 

3.強化行政組織及運作 

4.提昇辦學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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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已建構無線網路並強化校園數位學習環境 

1.無線網路寬頻強化校園數位學習環境 

2.推動資訊教育訓練計畫 

3.推動同步遠距教學課程 

4.電算中心升格為校內一級單位 

(十二)圖書資訊功能的提昇 

1.推動三化(虛擬化、數位與電子化)圖書館 

2.提昇圖書館服務項目及功能 

3.增進圖書館際合作功能及推動圖書館社區化 

4.達成符合升格科技大學之館藏量及人力需求 

(十三)強化本職學能，提昇行政效率及服務品質 

1.鼓勵教職員參加行政業務相關技能研習會 

2.鼓勵教職員考取行政業務相關技能證照 

3.舉辦校內行政業務横向溝通訓練 

4.舉辦校內行政業務相關研習活動與校外行政業務觀摩 

5.建立職員工服務品質考評與獎懲制度(人事) 

(十四)重視學校行銷與服務品質管理，提昇師生滿意度 

1.提昇學校整體形象與口碑 

2.強化上游夥伴學校之合作關係 

3.發展(學院)系科核心競爭力 

4.提昇師生對學校的向心力 

(十五)重視社區營造，善盡社會教育責任 

1.開放學校資源與社區營造資源相結合 

2.關懷社區發展善盡社會教育責任 

(十六)深化技職教育特色，推動職業證照與專業技術能力檢定 

1.推動專業證照與技術能力檢定建立技職教育特色 

2.建立推動專業證照檢定的鼓勵方案 

(十七)提升進修教育的專業化，建置有特色之終身學習的回流教育 

1.規劃進修專校改制進修學院 

2.配合地區產業發展現況及需求，彈性調整課程內容，發展具地區產業特

性之回流技職教育 

(十八)積極推動本校國際化教育與活動。 

1.締結校際聯盟 

2.推廣國際產學合作 

3.國際交換學生與學術交流。 

(十九)建立中州特色之終身學習回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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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本校 96 年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計為 42,667,308 元，其中教育部獎補助款

38,788,462 元，本校自籌款 3,878,846 元。資本門 25,600,385 元，佔總經費 60%；

經常門為 17,066,923 元，佔總經費 40%。資本門及經常門之支用項目均配合本校

中長程發展計畫進行整體規劃，說明如下：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本校 96 年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金額、佔資本門經費百分

比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性如下： 

 (一)各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22,187,000 元；86.67%) 

 購買教學及發展特色所需設備，如：半導體製程設備與量測系統、網

路安全相關軟硬體設備、氣壓機台、真空燒結爐、能源應用實驗室、營養示

範教室設備、生態環境監測系統、多媒體影像處理軟體、GC 氣相層析儀等

設備，與本校校務發展目標中「營造優良的教學與研究環境」、「結合地方產

業發展強化產學合作，提升實務應用研究能量」相關。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 2,844,487 元；11.11%) 

此項目購買中西文圖書與教學媒體，與本校校務發展與圖資處發展策

略「圖書資訊功能的提昇」、「提昇圖書館服務項目及功能」、「達成符合升格

科技大學之館藏量及人力需求」相關。 

 

  (三)訓輔相關設備(568,898 元；2.22%)  

此項目購買設備為數位電鋼琴、數位硬碟攝影機、擴大機保護外殼、

多功能事務機、數位相機、瓦斯爐具組(含流理台)、飲水機等設備，與學務

處發展策略「提昇學生社團的數量」、「結合社團與系學會的功能能夠樹立學

校特色，加強與社區的互動，並強化校際間的合作交流」相關。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1.研究：整合校內人力設備，推動中型及大型研究計畫。 

2.研習：依據本校政策，努力提昇師資達全國科技大學標準為現階段發展

目標，舉辦校內外學術研習活動，鼓勵發展與出版研究著作提升

本校學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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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修：鼓勵教師進修升等，以達強化師資結構，95學年度進修教師共計

64名。 

4.著作：獎勵教師將其著作及論文發表於國內外優良學術期刊，以提昇教

師學術能量。 

5.升等送審：鼓勵教師升等，強化師資結構。 

6.改進教學：辦理改進教學研習會，以提升教師教學之方法及內容，同時

鼓勵教師開發新穎之自製教學媒體製作。 

7.專業證執照：為注重理論與實務之結合，培養專業實務能力，獎勵取得

專業證執照之教師，以提升教學實務品質，落實技術職業

教育成效。 

8.研究獎勵金：獎勵教師申請國科會、政府機關及民間機構等研究計畫，

以提昇教師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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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並檢視各單位工作

業務，力求簡化行政流程。 

 

(三)其他 

本校向來注重教學品質，致力改善全校師資結構，為維持教學水準

及配合教育部輔導私立技專校院提昇師資素質之規定，逐年依據教學需

求增聘教師，並逐漸以高學位、高職稱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為聘任原則。

期能提升師資達全國科技大學標準之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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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經費分配依據「96 年度教育部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

則及注意事項」與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編列於各系（所）經費之分配

及運用要點辦理，並規劃經費專責小組會議，以規劃、審查與核定各項經費運用。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如附件一)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如附件二)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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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

書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1.教學儀器設備

(包括各系所中

心教學研究設

備等) 

 

1.營造優良的教學與研究環

境。 

2.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3.深化技職教育特色，推動專

業證照及技術能力檢定。

4.強化網路學院功能。 

5.結合地方產業強化產學合

作，提升實務應用研究能量。

1.購增教學、研究設備，提升教

學品質及研究能量。 

2.整合學群專業設備，達到資源

的共享，提升設備的使用效

益。 

3.提升專業證照的持有率，提升

就業市場競爭力。 

4.建置優質校園數位學習環境。

5.建立特色實驗室，增進產學合

作專題研究及技術服務能量。 

2.圖書自動化及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1.圖書資訊功能的提升 

2.館際合作之資源共享 

1.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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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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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教學、研究需求。 

3.訓輔相關設備 1.全人格教育的提升，豐富校

園核心文化。 

2.更廣、更豐富、更創新的新

校園活動圈。 

3.教訓輔三合一教育功能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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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常門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1.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 

 

1.提升教師素質，強化研究風

氣。 

2.鼓勵教師參加校外研討會及專

業訓練課程，強化實務能力，

鼓勵考取相關專業證照。 

3.鼓勵教師研究、著作及加強產

學實務研究。 

4.辦理教學媒體競賽，鼓勵教師

製作輔助教學器材。 

1.教師專業技能及教學品質的提

升。 

2.提升教師專業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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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學術地位。 

4.教材生動內容充實提升學習成

效。 

2.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 

1.鼓勵行政人員參加相關業務的

研習及進修。 

2.鼓勵考取相關專業證照。 

1.強化本職學能，提升行政效率及

服務品質。 

2.優質化服務品質、增強專業知能

3.其他（如補助

現有教師薪資

等） 

1.配合各系所師資需求，增聘高

階師資，強化師資陣容。 

2.增聘具實務專長高階師資。 

1.逐年提升師生比。 

2.逐年改善助理教授師資結構即

核心專業專長師資。 

3.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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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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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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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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1,154 ＄22,497,308 ＄38,788,462 ＄3,878,846 ＄42,667,308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60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60﹪）

金額 ＄9,774,692 ＄13,498,385 ＄2,327,308 ＄6,516,462 ＄8,998,923 ＄1,551,538 

合計 ＄25,600,385 ＄17,066,923 

占總經

費比例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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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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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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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000 86.67﹪ $2,017,000 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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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5,897 11.11﹪ $258,590 11.11﹪ 註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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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180 2.22﹪ $51,718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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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空間設施等） 

$0 0﹪ $0 ﹪ 註五

合計 $23,273,077 100﹪ $2,327,308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

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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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 

＄2,234,215 

研究  

14.4  

﹪ 

研究 

＄223,421

研究  

14.4  

﹪ 

45％

1.依據本校專題研究申請要點及
提昇教師素質獎助原則：鼓勵
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提案申請
補助，並循有關程序審核，每
一個案至多不超過 15 萬元(指
定專案，經核定後可酌予增加
補助)，核定後於每年度 10 月
前完成結報核銷。預定 80 案。

2.補助產學合作案計畫總經費
10％ 

3.國科會計畫計畫及政府公務部
門專案計畫獎助通過者行政
管理費。 

研習 

＄744,739 

研習 

4.8   

﹪ 

研習 

＄74,473 

研習  

4.8   

﹪ 

1.辦理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每
案以 10 萬元計為限。 

2.各系科教師校外研習：每系科
中心教師數至少 20%人次。 

3.總計約 50 人次，每人次 3000
元為限(含差旅、報名費…等)
請各系科以教學實際需要陳
核。 

進修 

＄248,246 

進修 

1.6  

﹪ 

進修 

＄24,825 

進修 

1.6   

﹪ 

20％

1.教師進修辦法相關規定。 
2.補助部分註冊費用或相關代課
鐘點。 

3.優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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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著作 

＄1,241,231 

著作  

8    

﹪ 

著作 

＄124,123

著作  

8   

﹪ 

1.獎勵教師著作、發表論文、外
審費用及獎勵等。以提升教師
研究水準與教學品質。 

2.依相關教師獎勵辦法辦理。

升等送審 

＄248,246 

升等

送審

1.6﹪

升等送審 

＄24,825 

升等

送審 

1.6﹪

30％ 1.著作升等教授預定 3 人、副教
授 10 人(含學位升等) 助理教授
8-12 人（含新聘），補助相關升

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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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教學 

＄99,298 

改 進

教學 

0.64 

﹪ 

改進教學 

＄9,931 

改 進

教 學

0.64

﹪ 

5％

1.辦理教師製作改進教學相關競
賽 2 次(每學期一次)獎助參加人
員製作材料費用及提供優良作

品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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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編纂教材 

＄74,474 

編纂

教材

0.48

﹪ 

編纂教材 

＄7,447 

編纂

教材

0.48

﹪ 

1.鼓勵教師製作教學教材 (每學
期一次)獎助參加人員製作材
料費用及提供優良作品獎勵。

2.預定獎勵 16 案。 

製作教具 

＄74,474 

製作

教具

0.48

﹪ 

製作教具 

＄7,447 

製作

教具

0.48

﹪ 

1.鼓勵教師製作教學教具 (每學
期一次)獎助參加人員製作材
料費用及提供優良作品獎勵。

2.預定獎勵 16 案。 

合計 

＄4,964,923 

合 計

32﹪ 

合計 

＄496,492
合 計

32﹪

100％ 1.依據本校專題研究申請要點及
提昇教師素質獎助原則：鼓勵
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提案申請
補助，並循有關程序審核，每
一個案至多不超過 15 萬元(指
定專案，經核定後可酌予增加
補助)，核定後於每年度 10 月
前完成結報核銷。預定 80 案。

2.補助產學合作案計畫總經費
10％ 

3.國科會計畫計畫及政府公務部
門專案計畫獎助通過者行政
管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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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769 5﹪＄77,577 5 ﹪

1.依教職員研習獎勵辨法相關規定及

獎助原則辦理。 
2.參與研習經核定後檢據辦理補助。

3.進修比照教師進修辦理補助。 
 

三、其他 ＄9,774,693 63﹪＄977,469
63 
﹪

1.補助新聘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2.教師校園核心價值獎勵 
3.師資卓越計畫獎勵 

總計 
＄15,515,385 100

﹪ 
＄

1,551,538
100
﹪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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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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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1 機器人控制系統 1.多軸機械手臂及其控制模組 

2.含軟體及完整訓練產出。 

套 1 1,200,000 1,200,000 機器人控制相關研究 自控系  

工-2 念力控制網路機器

人設備 

1. 腦波放大模組一套 

2. 先進家用型無線監控機器人模組 2套 

3. 含軟體及完整訓練產出。 

套 

1 1,280,000 1,280,000

結合目前研究人力開發

國內最先進之研究作為

本系之重點特色 
資工系 

智慧型暨

嵌入式軟

體實驗室 

工-3 電腦網路教室設備/

電腦主機 
Intel Pentium D 3.0GHz 以上等級，記憶體 1GB 

台 
61 25,000 1,525,000 電腦網路教室設備 電機系 

 

工-4 超高速薄殼射出成

型機 

1.基本性能 
(1) 最大射壓 340 Mpa 
(2) 最大射速 1500 mm/sec 
(3) 理論射出容積 14 cm3 
(4) 最大鎖模力 （以 100 噸為原則－可面議） 
(5) 停止-最大射速 所需時間 7ms 
(6) 最大射速-停止 所需時間 3ms 
2.計量精度：0.01mm 
(1) 極限射膠時間精度：0.01sec 
(2) 速度應答性：0.01sec 
(3) 保壓切換誤差值：0.1msec 
(4) Screw 與 Plunger 各兩點溫度控制 
3.V-Line system 
(1) 螺桿由 AC 伺服馬達控制，負責可塑化功能。 
(2) Plunger 負責計量、射出及保壓，其動力來源為

機台 ACC 油壓缸。 
4.直壓式油電混合鎖模裝置 
5.鎖模單元使用油壓 Clamping Lock, 定位使用伺
服機構 
6.含水電配管及完整訓練課程。 

台 1 2,400,000 2,400,000 射出成型、電腦輔助分

析、專題製作共三班；電

腦輔助創新製品開發技

術之系發展重點特色；在

廠商產學合作計畫方

面，將與中原大學「模具

自動化教學資源中心合

作」，輔導中部產業園區

相關產業發展超高速薄

殼射出成技術，並與輔導

廠商簽署產學合作案。 

機 械 與 電

腦 輔 助 工

程系 

 

工-5 自動量測設備 1.數位儲存示波器介面卡：數位儲存示波器 546xx 

GPIB 介面卡 

套 3 

3 

15,000

46,000

45,000

138,000

自動量測實習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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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可程式電源供應器：120W 可程式電源供應

器,15V,7A 或 30V,4A 

3.函數信號產生器：函數任意波形產生器 20MHz 

4.數位萬用電表：6.5 位數 

5.HPIB82350 介面卡：GPIB 介面 

3 

4 

4 

80,000

50,000

15,000

240,000

200,000

60,000

工-6 製程量測系統(製程

整合實驗室) 

1.製程 CAE/CAM 監控模擬量測系統設備 

2.含水電配管及完整訓練課程。 

套 1 1,151359 1,151,359 研究生三十人 

產學合作及國科會1-2件
工研所  

工-7 螢幕更新 19 吋 LCD 台 40 8,000 320,000 教學需求 電子系  

工-8 智慧型控制系統 1.馬達平台控制設備 

2.含水電配管及完整訓練課程。 

套 2 480,000 960,000 智慧型控制相關研究 自控系  

工-9 無線感測實習 1.Zigbee 通訊平台：無線頻率:2.4GHz 不用執照的

ISM 頻帶、調變:DSSS(O-QPSK)、傳送距離:400 m 

(LOS)、資料加密:128-bit AES、網路位址:每個

網路 65535 個節點、網路拓樸:網狀、序列

埠:RS-232/RS-485 

2.GPRS 通訊平台：SRAM : 128K、通訊模組 : GPRS 

900/1800/ 1900 系統頻段、數據傳輸 : 簡

訊,PSD(類比/數位 ISDN)、數位輸出入介面 : 4

組輸入及 4 組輸出、提供 RS-232,RS-485,TTL 介

面、提供 Server and client 開發軟體 

套 6 

 

 

 

 

 

2 

25,000

55,000

150,000

110,000

無線感測實習 電子系  

小   計        9,779,35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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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商-1 個人電腦 
雙核心 CPU 等級以上，17 吋液晶螢幕，記憶體為

512RAM,160GBHD 以上 
台 60 33300 1998000

改善教學設

備 
資管系   

商-2 個人電腦 
雙核心 CPU 等級以上，17 吋液晶螢幕，記憶體為

512RAM,160GBHD 以上 
台 60 30000 1800000

改善教學設

備 
行管系   

商-3 個別諮商室   間 1 450,000 450000 教學設備 幼保系   

商-4 筆記型電腦 

Intel Core Duo 處理器,速度>1.6G, 記憶體>1G,硬碟>80G,

獨立顯示卡,內建 Bluetooth+背包+原廠筆記型電腦有線滑鼠

+微軟無線雷射簡報鯊 8000 

台 3 42,000 126,000 教學設備 企管系   

商-5 單槍投影機 >2500 流明,XVGA,可直接關閉電源,含安裝施工（AV連接線） 台 2 65,000 130,000 教學設備 企管系   

DVD 投影機  >1000 流明,內建全數位式 DVD 播放機,內建雙聲

道 5W 立體聲喇叭 
台 1 40,000 40,000 教學設備 企管系 

數位攝影機組：                                        

3CCD,光學防手振,400 萬畫素,DV 帶紀錄,可插記憶卡支援靜

態照片  +50W 攝影燈（附外掛充電電池）+iLink 傳輸線+攝

影背包+可荷重 6公斤腳架+ VIDEO 用油壓雲台+快拆雲台座 

台 2 60,000 120,000 教學設備 企管系 

商-6 多媒體硬體設備 

數位相機組：  800 萬畫素以上 DSLR 金屬機身相機＋

17-85mmF4 光學防手震鏡頭+指數 58原廠可連動閃光燈+ 高度

150公分以上荷重6公斤以上碳纖維腳架+原廠三向雲台+ 120X 

4G CF卡 *2+ 低放電鎳氫3號充電池*4+原廠相機鋰電池 + 攝

影背包 

組 1 90,000 90,000 教學設備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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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硬碟式 DVD 錄放影機 ：                       250G 硬

碟,HDMI 介面搭載,可輸出 1080i/720P,iLink 端子可接 DV 數

位攝影機 

台 1 35,000 35,000 教學設備 企管系 

DVD 放影機設備： DVD 播放機＋小型擴音系統(>30W)＋接線施

工 
套 2 10,000 20,000 教學設備 企管系 

商-7 建置感覺統合教室   間 1 750,000 750000 教學設備 幼保系   

影片剪輯軟體：  Ulead MediaStudio Pro8 中文教育版 套 1 10,000 10,000 教學設備 

商-8 多媒體軟體設備 
影片處理軟體：  Adobe Creative Suites 2.0Prem 中文教育

版 
套 1 30,000 30,000 教學設備 

企管系   

桌上型多媒體電腦:                                     

Intel Core Duo 處理器,速度>1.6G, 記憶體>1G,硬碟>160G 

(含還原卡＋螢幕廣播卡)+液晶顯示器（17 吋彩色內建 2W 喇

叭）+電腦螢幕廣播系統  + 滑鼠 + 鍵盤 +網路施工 + 電腦

桌+頭戴式耳機麥克風組 

台 20 35,000 700,000
建置多媒體暨

語言專業教室
企管系 

單槍投影機                                           

>2500 流明,XVGA,可直接關閉電源,含安裝施工（吊架與 PC 及

AV 連接線） 

台 1 70,000 70,000
建置多媒體暨

語言專業教室
企管系 

商-9 
多媒體語言專業教

室 

電動投影布幕 

電動式（6呎*8 呎）＋側掛同步碼達 
組 1 20,000 20,000

建置多媒體暨

語言專業教室
企管系 

  

商-10 硬碟式 DV 
至少 310 萬畫數 , LEICA 鏡頭 , ACCD 數位攝影

機,  DVD 光碟直接燒錄 
台 1  40,000     40,000 系教學特色 應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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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商-11 數位相機 700 萬畫數 , 3.6 倍變焦, 3.0 螢幕 台 1  20,000     20,000 系教學特色 應語系   

商-12 單槍投影機 2000 ANSI, 400:1, 1024*768PPI  台 1  45,000     40,000 輔助教學 應語系   

商-13 雷射印表機 A3 進紙匣 , USB 台 1  65,000     60,000 輔助教學 應語系   

商-14 
英語資源庫永久授

權使用 
初級, 中級, 高級英文 單元  10 6,000 60,000 系教學特色 應語系   

商-15 
新聞英文資源庫永

久授權使用 
新聞英文 2005-2006 單元  10 6,000 60,000 系教學特色 應語系   

商-16 線上英文測驗 模擬測驗軟體 套   1 100,000 100,000 系教學特色 應語系   

商-17 英語教學輔助教具 
海報  拼圖  積木  繪本  英文兒童叢書 遊戲互

動軟體 
批  21,304 21,304 系教學特色 應語系   

  小  計 6,7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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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1 
可攜式微氣候

測量系統 
可攜式微氣候測量儀器含資料紀錄器 台 1 110,000 110,000

景觀系產學合作計

畫及研究規劃案，

系內教學使用及科

系特色發展 

景觀系  

環-2 

Real-Time PCR

核酸(即時)定

量分析系統 

1. 光源系統：採用石英鎢絲鹵素燈(或 LED 燈

源)，提供寬廣的波長範圍至少 400 奈米 

至 700 奈米。 

2. 偵測系統：採用一個光燈倍增館將螢幕訊號

台 1 1324,908 1324908 配合中長程計畫
生物技術

系 

常態教

學研究

型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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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可使離訊降至最低以獲得最高的零敏

度，偵測波長範圍至少從 515 奈米至 700 奈米。

3. 可激發螢光波長範圍：至少 475~645nm 

4. 零敏度：1-10copies 

5. 單一反應管最多可偵側五種不同的螢光 

6. 掃瞄方式：藉由濾鏡轉盤轉換位置（激發濾

鏡與發射濾鏡允許不對稱），可掃描最多至五種

螢光探針。激發螢光光源激發與偵測係同時進

行，沒有時間差存在。 

7. 樣品掃描所需時間：96 孔樣品盤可在 4.5

秒內完成掃描。 

8.樣品槽容量：96 孔，可使用 200ul96 孔的樣

品盤、200ul 8 連排反應管、單一反應管。 

9. 反應體積：至少涵蓋 15-60ul 

10. 反應槽溫度均一產：±0.3℃（整盤） 

11. 反應槽升溫速度：每秒 2.5℃以上 

12. 溫度設定範圍涵蓋 25-95℃ 

保健營

養系資

源共享

與案件

合作 

環-3 
Adobe 

Photoshop CS2
 套 20 10,000 200,000

動畫教室軟體教

學,產學合作案 
視傳系  

環-4 高溫爐 7L, 1100oC 台 1 209,000 209,000
食品檢驗分析實驗

室設備、學生教學
保營系  

環-5 
虛擬實境製作

軟體 

virtool 或同等級含安裝、教育訓練、一年

內昇級 
套 1 330,000 330,000

配合 96 學年度下

學期虛擬實境課程
  

環-6 
Macromedia

（Flash 8 + 
 套 20 10,000 200,000

動畫教室軟體教

學,產學合作案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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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Dreamweaver 

8） 

環-7 
粗纖維測定裝

置 
 台 1 890,852 890,852

食品檢驗分析實驗

室設備、學生教學
保營系  

環-8 
河川流速測定

儀 
敏感度小於 0.1m/s 台 4 37,000 148,000

景觀系產學合作計

畫及研究規劃案，

系內教學使用及科

系特色發展 

  

環-9 Maya 8  套 5 100,000 500,000 配合動畫教室教學 視傳系 

多媒體

動畫製

作 

環-10 單槍投影機 2200 流明以上，2.5kg 以下 台 4 45,000 180,000

景觀系產學合作計

畫及研究規劃案，

系內教學使用及科

系特色發展 

  

環-11 
Adobe 

Premiere Pro
 套 20 10,000 200,000

動畫教室軟體教

學,產學合作案 
視傳系

多媒體

動畫製

作 

環-12 影像分析處理 ERDAS IMAGE 或同等級 台 1 180,000 180,000

景觀系產學合作計

畫及研究規劃案，

系內教學使用及科

系特色發展 

  

環-13 
Sony Vegas 6

 
 套 5 13,200 66,000 配合動畫教室教學 視傳系 

多媒體

動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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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14 
土木工程設計

軟體 
Bentley PowerCivil 或同等級 套 1 90,000 90,000

景觀系產學合作計畫及

研究規劃案，系內教學使

用及科系特色發展 

 

土木工

程設計

軟體 

環-15 
After Effects 

7.0 
  20 10,000 200,000

動畫教室軟體教

學,產學合作案 
視傳系

多媒體

動畫製

作 

環-16 地理資訊系統 ArcGIS 或同等級 1 1 180,000 180,000 地理資訊系統 
ArcGIS 或

同等級
 

環-17 
Autodesk 

Combustion 4
  5 13,500 67,500

動畫教室軟體教

學,產學合作案 
視傳系

多媒體

動畫製

作 

環-18 
土壤硬度計及

採樣計 

土壤硬度計:PSI 和 kpa 數位顯示，硬度指

示範圍 0-300 Kg/Cm2 或更高  

採樣計: 

1 1 15,000 15,000
土壤硬度計及採樣

計 
  

環-19 全測站經緯儀 MicroStation 或同等級 台 1 478,847 478,847

景觀系產學合作計

畫及研究規劃案，

系內教學使用及科

系特色發展 

  

環-20 ACID PRO 5.0   5 9,446 47,230
動畫教室軟體教

學,產學合作案 
視傳系  

小計 5,617,337    

總   計 22,1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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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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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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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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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西文 中文 
優先序 

圖書 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數量 

          

001-00 ˇ        冊 21 1,000 21,000   機電系   

002-00  ˇ      冊 315 400 126,000   機電系   

004-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機電系   

005-00 ˇ        冊 26 1,000 26,000   電機系   

006-00  ˇ      冊 364 400 145,600   電機系   

008-00        ˇ 片/卷 10 3,500 35,000   電機系   

009-00 ˇ        冊 34 1,000 34,000   電子系   

010-00  ˇ      冊 375 400 150,000   電子系   

012-00        ˇ 片/卷 10 3,500 35,000   電子系   

013-00 ˇ        冊 27 1,000 27,000   行管系   

014-00  ˇ      冊 291 400 116,400   行管系   

016-00        ˇ 片/卷 10 3,500 35,000   行管系   

017-00 ˇ        冊 31 1,000 31,000   資管系   

018-00  ˇ      冊 433 400 173,200   資管系   

020-00        ˇ 片/卷 10 3,500 35,000   資管系   

021-00 ˇ        冊 33 1,000 33,000   企管系   

022-00  ˇ      冊 376 400 150,400   企管系   

024-00        ˇ 片/卷 10 3,500 35,000   企管系   

025-00 ˇ        冊 28 1,000 28,000   應語系   

026-00  ˇ      冊 387 400 154,800   應語系   

028-00        ˇ 片/卷 10 3,500 35,000   應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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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西文 中文 
優先序 

圖書 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數量 

          

029-00 ˇ        冊 11 1,000 11,000   通識中心   

030-00  ˇ      冊 74 400 29,600   通識中心   

032-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通識中心   

033-00 ˇ        冊 30 1,000 30,000   資工系   

034-00  ˇ      冊 336 400 134,400   資工系   

036-00        ˇ 片/卷 10 3,500 35,000   資工系   

037-00 ˇ        冊 36 1,000 36,000   生技系   

038-00  ˇ      冊 255 400 102,000   生技系   

040-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生技系   

041-00 ˇ        冊 31 1,000 31,000   景觀系   

042-00  ˇ      冊 307 400 122,800   景觀系   

044-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景觀系   

045-00 ˇ        冊 26 1,000 26,000   視訊系   

046-00  ˇ      冊 355 400 142,000   視訊系   

048-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視訊系   

049-00 ˇ        冊 31 1,000 31,000   自控系   

050-00  ˇ      冊 316 400 126,400   自控系   

052-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自控系   

053-00 ˇ        冊 11 1,000 11,000   圖書館   

054-00  ˇ      冊 64 400 25,600   圖書館   

054-01  ˇ      冊 1 387 387   圖書館   

056-00        ˇ 片/卷 9 3,500 31,500   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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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西文 中文 
優先序 

圖書 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數量 

          

057-00 ˇ        冊 11 1,000 11,000   幼保系   

058-00  ˇ      冊 175 400 70,000   幼保系   

060-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幼保系   

061-00 ˇ        冊 11 1,000 11,000   保營系   

062-00  ˇ      冊 176 400 70,400   保營系   

064-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保營系   

065-00 ˇ        冊 16 1,000 16,000   工研所   

066-00  ˇ      冊 155 400 62,000   工研所   

068-00        ˇ 片/卷 8 3,500 28,000   工研所   

合    計  2,84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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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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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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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舞台燈光組 七彩燈、聚光燈組、乾冰組 2 20,000 40,000 社團使用 學生活動中心   

2 電腦 Intel Pentium D320 5 27,200 136,000 社團使用 學生活動中心/班聯會   

3 數位相機 F460 或同等級設備 3 10,000 30,000 社團使用
學生活動中心/進修部

班聯會/畢聯會 
  

4 
辦公室會議室辦公家

具 

 會議桌*2.會議用椅*12.

會客用桌椅*3 
3 40,000 120,000 社團使用 學生活動中心   

5 數位硬碟攝影機 型號:GZ-MG70 或同等級設備 2 41,745 83,490 社團使用
學生活動中心/小惡魔

聯誼社 
  

6 對講機   8 1,900 15,200 社團使用 進修部班聯會   

7 活動式音響組 Mipro MA-707 擴音機 1 25,000 25,000 社團使用 小惡魔聯誼社   

8 多功能事務機 
HP Officejet5610+連續式供

墨裝置或同等級設備 
3 10,000 30,000 社團使用 學生活動中心/畢聯會   

9 醫療模型展示櫃 210cm*160cm*81cm 1 30,000 30,000 社團使用 健康大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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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0 全身人體骨骼模型 120 公分高 玻璃纖維製 1 26,000 26,000 社團使用 藍天使救傷隊   

11 
蒸氣式冰溫熱三用飲

水機 
壓縮機制冷 3 4,400 13,200 社團使用

學生活動中心/進修部

班聯會 
  

12 棒球用具 手套、護具、球棒等 1 20,008 20,008 社團使用 壘球社   

合   計   56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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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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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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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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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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獎助教師研究 1.依教師個人專長，提出相關研究計劃，結合實務操作，檢驗理論的可行性。 

2.依本校提升教師素質獎助原則，每一個案最高補助 15 萬元為上限，指定專案至

多不超過 20 萬元，預定全年度獎助 80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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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計畫計畫及政府公務部門專案計畫獎助通過者行政管理費。 

＄ 2,457,636   

   (二)鼓勵教師著作

及升等送審 

1. 獎勵教師著作、發表論文、外審費用及獎勵等。以提升教師研究水準與教學品

質、預定獎助 120 人次。 

2.補助著作，升等材料費用論文發表註冊費及外審學者專家審查費用。 
3.預定升等送審人次，教授 3人、副教授 10 人、助理教授 8-12 人(含新聘)  

＄1,638,425   

    (三)鼓勵教師進修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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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逐年提升助理

教授師資之比例。 

2.進修教師每人補助 1-2 萬元外，並優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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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理與教師教學相關研討會或研習，預定辦理 5 場次每場次補助 5-10 萬，邀請

校內外人士參加。 

＄1,092,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