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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
修正或辦理情形對照表
委員審查意見

修正或辦理情形

建 議 修 改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辦 法 第 二 1.遵照審查意見辦理。
條，具有商學或管理專業之委員應至少 2.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至少二位具有
二位。
商學或管理專業之經費稽核委員；並
於 96 學年度加入經費稽核委員會行
列。
學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辦法中，執行要 經費稽核委員依辦法執行經費之稽核。
項第 5、6、7 條相當完善。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第 45 頁 95 學年
成立企管系，但在第 251 頁中看不出企
管系之近程計畫，且 95 年度之資本門
編給企管系僅$1,000,000，似乎偏低，
恐無法支撐企管系之未來長期發展(見
支用計畫書第 39 頁)。

企管系於 96 年度資本門已編列經費
1,537,500 元，以支應該系之未來長期
發展。
【請參閱會議記錄－
華夏技術學院 96 年度經費專責小組
第 1 次會議記錄 p.14】

相關組織辦法資料齊全，經費稽核委員 依審查意見繼續辦理。
會議記錄詳盡。
經常門中進修經費占(1.04%)仍有提昇 96 年度經常門中編列進修經費占獎補
空間，對於改善師資結構應會有助益。 助款的 1.25%，對於師資素質的改善有
所助益。
【請參閱會議記錄－
華夏技術學院 96 年度經費專責小組
第 1 次會議記錄 p.18】
在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方面之校 1.遵照審查意見辦理。
園衛生設備，除提供飲水機五台外，亦 2.96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方
可加強節水及淨水設備之購置。
面，除購置飲水機外，亦增添校園省
水器材項目。
【請參閱
c支用計畫書 p.19
d會議記錄－華夏技術學院 96 年度
經費專責小組第 2 次會議記錄：
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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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等）
(一)師資結構
1.現有教師數
(1) 本校現有講師以上教師 176 人，計教授 7 人，副教授 50 人，助理
教授 12 人，講師 107 人；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實際專任
講師以上教師比例為 39.20％。
(2) 博士學位者 54 人，碩士學位者 107 人。
(3) 30 人進修博士班，3 人進修碩士班。
(4) 部派軍訓教官 6 人及護理教師 1 人，合計 7 人。
(5) 兼任教師兼任時數每週 2 小時以上，具有講師以上教師證書且確
實在企業界或同等級學術機構專任者共 87 人，四人折算 1 人，共
計 21.75 人。
(6) 教師數總計(含折算)：176+ 7 +21.75 = 204.75 人。
2.生師比(學生/教師)
(1) 全校生師比為：5708 人/204.75 人=27.88
(2) 日間部生師比為：3555 人/204.75 人=17.36
3.本校各系教師結構一覽表
職

級

教授

副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合計

電子系

1

2

4

12

19

機械系

1

12

2

9

24

建築系

0

6

1

13

20

電機系

0

7

1

13

21

生化系

2

4

1

9

16

資管系

2

4

3

11

20

營管系

1

3

0

2

6

數媒系

0

1

0

4

5

企管系

0

0

0

1

1

0

11

0

33

44

7

50

12

107

176

系

別

通識教育中心
合計

4.本校教師學歷結構一覽表
學歷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總計

博士

7

40

7

0

54

碩士

0

7

5

95

107

2

學士

0

3

0

12

15

總計

7

50

12

107

176

5.本校各系教師進修碩博士學位統計表
單位 通識教 電子
育中心
進修別
進修博士
3
6
進修碩士

0

0

機械

建築

電機

生化

資管

營管

數媒 總計

2

2

5

2

7

1

2

30

0

2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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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軟體資源
1.館舍配置
(1) 本校新建圖書資訊大樓完成後，圖書館總面積達 5,693 平方公尺。
除六樓國際會議廳外，一至五樓館舍分為流通諮詢服務櫃檯區、
網路資訊檢索區、館藏線上目錄檢索區、期刊區、參考書區、視
聽資料區、利用指導區、資料庫檢索區、閱覽區、行政辦公室、
中西文書庫。
(2) 附設藝廊等區域，提供全校師生各項相關服務。
2.組織架構
(1) 擴編整合為圖書資訊中心，為校內一級行政單位。
(2) 設有圖書諮詢委員會，監督圖書館運作。
(3) 圖書館成員如下：
圖書資訊中心主任一人，由專任助理教授兼任。
組長一人、館員三人，負責圖書、期刊、電子資源採購ヽ分編ヽ
流通、閱覽、參考諮詢服務及藝廊推廣等之例行運作。
技工一名，協助一般行政及電腦系統及網頁維護工作。
3.館藏資源
(1) 圖書資料：紙本館藏 138,897 冊，電子書 42,802 冊，合計為 181,699
冊。含非書資料總館藏共約 19 萬冊/件。
(2) 各類期刊雜誌：中文期刊 417 種，西文期刊 136 種，各系專業期
刊均超過 20 種。
(3) 電子資料庫：34 種，提供中西文期刊索引、全文數千種。
(4) 電子期刊：提供西文期刊全文索引 3,200 種。
(5) 電子書：提供中外文電子書 42,802 冊。
(6) 視聽資料：5,807 種。
(7) 館際合作
1本校屬「中華館際合作協會」會員，可透過「全國文獻傳遞系統」
線上申請各學校單位之期刊文獻複印及圖書互借。
3

2本校屬「北區技專校院校際合作聯盟」會員，憑本校教職員生證
件逕行至本區 36 校借閱圖書並現場使用館藏資源與設施。
3本校為國立台灣圖書館地區性資源共享館際合作網合作成員。
4.圖書館自動化
(1) 採用 Horizon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並於 94 年進行系統升級更新、
擴展 Web 檢索功能「iPAC」。
(2) 軟體採主從架構、視窗介面。介面依循相關標準；如 TCP/IP,
Z39.50，MARC 等國際標準。
(3) 系統含採購、編目、流通、期刊、線上公用目錄 OPAC、網頁公用
目錄 WebPAC、Z 39.50 等模組。
5.讀者服務
(1) 基本服務：提供閱覽、流通、期刊、典藏、參考諮詢等各項服務。
(2) 線上流通：具備先進之線上館藏查詢系統，提供查詢個人借閱狀
況、線上預約、續借服務，並每日定期 email 通知服務。
(3) 推廣服務：含讀者利用指導、電子資源指引、資訊講座、 藝文推
廣活動、圖書館週活動、讀書會、主題書展、出版館訊、圖書館
通報、新書選介、出版專刊、讀者借書排行榜、熱門書排行榜等
活動。
(4) 閱覽席次：300 席。
6.歷年發展
(1)人員專業化
逐年增加專業人員比例，並實施校內外館員再教育。
(2)增加服務項目
不斷增加服務項目，並嚴格要求作業及服務品質。
(3)行政制度化及標準化
致力於內部行政制度化，建立標準化的工作流程，建立各組工作
手冊。
(4)館藏發展制度化
依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指導，制定合宜的館藏發展政策，使經費之分
配及使用合乎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並參照原有館藏類別予以調
整，使各類館藏得以平衡發展。
(5)加強研究資源
逐年增加期刊預算，進行全校期刊使用情況問卷調查、統計，據以
全面增訂、續訂、刪訂各類期刊，出版紙本及電子式全校期刊聯合
目錄，圖書館期刊並提供線上查詢。
(6)引進資料庫
加入 CONCERT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聯盟，評選購置國內外資料
庫，並逐年增加資料庫之訂購預算，廣增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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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立完善資訊使用環境
廣增檢索點，廣設資訊接頭，提供全館有線及無線網路使用環境。
(8)廣增數位館藏
增加數位資源採購，積極引進電子書及電子期刊等各項數位資源。
(9)建立圖書館網站
提供最新消息、館藏查詢、讀者個人資訊查詢、各項服務項目說明
與實施、服務辦法與規章、各式表單下載、概況簡介等訊息，以方
便讀者查詢。
(10)建立圖書館留言版
提供師生雙向溝通管道，有效提升服務品質。
(11)建立自學平台
引進各項線上自學資料庫，提供學生自學資源。
(12)建置無線網路環境
全館建置無線網路使用環境，利於讀者多元檢索使用資料。
(13)加入共同採購聯盟
加入由逢甲大學主導之「學術資源倍增行動方案聯盟」
，於 94 年底
前引進 4 萬餘冊外文電子書。
7.特色
(1)圖書館自動化
本館致力於自動化系統建置作業，除了完成系統硬體及軟體的購
置，並依需求逐年更新，同時進行上線作業館員教育系列課程，使
圖書館整體編目、採購、期刊、流通、館藏查詢、讀者借閱查詢、
館際資料交換等作業均得以標準化，並增加服務項目與內容。
(2)館藏編目作業標準化
本館館藏全面重新以國內外標準的 C-MARC 及 US-MARC 兩種
「機讀編目格式」重新分類編目建檔，加入主題(標題，Subject)、
叢書名等重要欄位(tag)，提供讀者更多元的檢索點。並重新處理書
標等書後加工項目，使本館館藏在整齊、美觀、適當分類、提供多
重檢索點的原則下，因而提高館藏使用率。
(3)加強推廣服務
積極進行參考諮詢、利用指導、圖書館週、演講、館訊出版、新書
選介、圖書館通報、建立讀書會、推動讀書護照及資訊講座等活動，
並開設圖書館利用課程，積極提高圖書館利用率。
(4)強化館藏使用率
致力於回溯編目、線上書目及使用推廣，大幅增加館藏使用率。
(5)建立自學平台
引進各項線上自學資料庫，提供學生自學資源。
(6)推廣閱讀文化，籌組「悅讀讀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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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共同閱讀與導讀、討論與分享，鼓勵學生多元閱讀，以培養主
動閱讀習慣與個人獨立學習能力。推動閱讀護照，介紹優良讀物提
昇閱讀風氣。
(7)注入人文關懷
基於促進人文關懷與科技職能結合的理念，致力於藝文之推廣，並
設立華夏藝廊，定期或不定期舉辦各類藝文活動，提供全校師生知
性與休閒的空間。
(8)落實主動服務
師生薦購圖書完成分編作業即主動分送閱讀，館藏有效流通。
(三)電腦教學設備
1.校園網路
(1) 本校校園網路光纖之舖設，係以電算中心為核心，以 Gigabit
Ethernet 連接至各教學單位以及行政單位。
(2) 個人工作站與工作站總數將近兩千部，均能與 Internet 連結。目前
對外和北區區網中心(台灣大學)以 GBE 200Mbps 連接，另有多
ADSL(頻寬共 10 Mbps) 連至 HiNet。
(3) 無線網路現況︰
隨著聚鈺樓的完工使用，93 學年度第二學期起本校開始無線網路
的環境，95 學年度起並將隨校園規劃分期建立基地台，以期校園
內各處皆可無線上網。
2.編制及管理(電算中心)
(1)圖書資訊中心整合圖書館與電算中心資源，資訊業務由管理資訊組
及系統支援組負責營運規劃。
c管理資訊組成員如下：
組長一人，統籌中心的發展與計劃推動並管理中心業務。
講師兼行政一人，負責網路系統維護並輔助推動各項業務。
組員二人，負責行政業務、設備之管理、網路系統及電腦設備之
維護。
d系統支援組成員如下：
組長一人，規劃校務行政電腦化業務。
講師兼行政一人，負責網頁維護並輔助推動各項業務。
行政助理一人，負責協助校務行政電腦化相關作業。
(2)電算中心面積約 1000 平方公尺，空間配置如下：
電腦網路實驗室五間，共可同時提供 290 位同學一人一機使用。
網際網路主機房一間。
教師研究室一間。
研討室一間。
多功能機房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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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製作室一間。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一)資本門
1.電子工程系
(1) 充實電子系發展方向中的信號與系統領域設備，強化實驗室的基
礎實習教學設備，並兼顧教師在專題研究之需求。
(2) 加強嵌入式系統實驗室之基礎設備。
(3) 強化周邊介面實驗室設備，增加 FPGA 電路設計之課程設備，增
強電子系同學畢業出路之競爭力。
2.機械工程系
(1) 加強機械基礎實驗(力學、設計、製造、熱流)之教學與研究。
(2) 申請成立機電工程研究所。
(3) 整合全校機電設計整合課程學程，發展本校機電整合重點特色。
(4) 積極推動本校智慧型機器人特色領域人才培育計畫。
3.建築系
(1) 配合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與綠色產業、傳統產業高值化之國家計
畫；為塑造文化創意環境、提升生活空間品質、提昇建築產業人
力之創意知識與專業技能，擬發展永續環境設計學程，以整合建
築文化空間設計與媒體應用與綠色永續建築環境技術設計為新發
展方向。
(2) 延續 95 學年度展推動綠色建築相關研究，建構永續環境設計實驗
設施，落實於教學內容。
(3) 發展遠距學習環境，包含：e-Learning 遠距教學軟硬體設備、改善
舊有多媒體廣播教學系統。
4.電機工程系
(1) 配合政府積極推動再生能源之應用與環境營造，協助再生能源產
業萌芽。同時配合政府推動數位台灣之計畫，運用機電設備整合
與自動化之控制，建立智慧化的監控系統。擬朝向『能源科技』
領域與『智慧生活科技』領域之目標發展。
(2)本系發展目標涵蓋能源工程、控制工程、感測系統、通訊系統及
計算機網路應用。
(3) 未來電機系將以能源科技及智慧生活科技學程為發展方向，並與
本校友系共同執行在綠色能源和智慧生活空間領域的重點特色。
5.生化工程系
(1) 提昇學生實際操作分析之能力及本系發展目標，並讓同學能藉由
實做的練習，來增進同學分析檢測的能力。
(2) 整合化學及生物相關課程學程，使學生能同時學習較多領域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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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基礎知識，以增加學生面臨多元化時代潮流的競爭。
(3) 配合國家重點發展生化科技人才培育目標。
(4) 與學校其他科系互相搭配來滿足課程與發展需求，以提昇各系設
備的使用率。
6.資訊管理系
(1) 配合政府政策發展及資訊管理的未來發展趨勢，積極規劃資訊管
理系課程，使得專科與二技課程能夠一貫銜接，課程設計兼顧理
論與實務應用，並透過實務專題訓練培養學生實作能力，落實教
學內容與現代化資訊環境結合。
(2) 以通訊網路證照人才培育發展為目標，提供網路認證課程，培育
同學考取 CCNA、MCSE 證照，提升同學網路專業能力。
(3) 培育具有資訊服務能力之專業技術人才，結合物流管理、物業管
理、生活與商業支援之資訊化服務，培養產業所需之專業知識及
現代化資訊服務技術，畢業後即能夠進入其相關產業進行資訊化
技術服務與管理工作。
7. 資產與物業管理系：
(1) 本系配合政府發展新興服務業政策及因應行政院「物業管理服務
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中，發展策略及具體措施之「提升物業
管理人才素質」
，教育部所負責配合辦理的事項為「鼓勵大專院校
將物業管理納入教育體系，故本系於九十六學年度將營建管理系
轉型更名為資產與物業管理系
(2) 本系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為利用現有營建管理專業背景及專
業技術，投入於不動產鑑價量化之教學與研究，建構資產鑑價實
驗室。
8.數位媒體系
(1) 配合政府發展數位內容產業及創意文化產業之政策，開設數位遊
戲設計課程與電腦動畫相關課程，如平面動畫、3D 電腦動畫、
數位影音製作等課程，並結合學生專題製作與業界產學合作關係
發展出特色性學程。
(2) 發展數位遊戲學程包含遊戲企劃、遊戲美術設計、手機遊戲程式
設計、互動網頁設計等。並積極與遊戲業者結盟引進實務經驗。
(3) 推廣數位化教學，培訓教師製作數位教材及平台，增進教學效率。
9.企業管理系
(1) 以培育學生獨立思考、團隊合作與創新之能力為主，培育學生實
用之商業與管理技能，尤其著重創意行銷、資訊技術專業。
(2) 培育學生應用資訊技術協助企業創新與管理的能力，鼓勵同學利
用專題製作課程參與產學合作，增加實務經驗。

8

10.資訊工程系
(1) 提供紮實的理論基礎教育與實作課程，經長期的思考訓練，使學生養成
能從事較高難度軟硬體設計工作能力，配合國家發展方向與產業趨勢，
發揮創意，創造價值。
(2) 主要發展重點在數位電路設計、電腦軟體與多媒體，特別著重培養學生
各種大型應用軟體的開發能力，以應用於電腦繪圖、科學顯像、行動運
算等領域。

11.室內設計系
(1)配合並落實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所提 2015 年「社會福利」、
「產業發
展」
、「公共建設」、
「產業人力」
、「金融市場」五大套案中產業發展、產
業人力、公共建設三個重點。

(2)三大發展主軸與重點特色；室內空間設計、健康環境設計、文化
展演應用設計。期盼為室內設計業創造新的價值觀並注提高競爭
力。
12.化妝品應用系
(1) 建構以人本為基礎之美學觀念，同時結合校內相關資源，拓展本
系在生物技術保養品(化妝品)上的教學品質和研究成果，培育生技
保養品(化妝品)之專業研發人才及有能力融合時尚流行之美容諮
詢及整體造型創意人才，以期使學生具備『美容諮詢、形象設計』
的專業能力。
(2) 發展重點著重在美容諮詢師及造型設計師的培育。是以化妝品應
用及諮詢管理兩部分學理知識的傳授與美容專業技術能力的養成
為主要教學主軸，同時結合本校生化工程、資產與物業管理、企
業管理及數位媒體等系在天然物生技保養品(化妝品)研發、物業流
通、經營管理及數位內容等方面的成果，發展出本系『美容諮詢、
形象設計』的特色。
13.通識教育中心
(1) 積極進行國際化教育，推動鼓勵學生通過各種英語能力檢定測驗。
(2) 為吸引學生的注意力，提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效果，推動多媒體
情境導向教學，運用電腦多媒體教學是本中心未來主要的發展方向
之一。
(3) 語文閱讀寫作能力的提升，技專校院學生語言能力普遍不佳，則是
不可否認的事實。語文為一切教育的基礎，思緒的流暢，條列的整
理，清晰的表達，均仰賴語文教育的訓練。
(4) 加強培養學生跳脫傳統思考的方式，培養有創意地思考模式，使學
生能夠在各專業範疇內找到自己的天空，將是本中心未來數年內的
重點。
(5) 推廣體育休閒運動與健康管理的系列活動與課程，讓學生養成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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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習慣與健康管理的正確觀念。
14.圖書館
(1) 完成館藏空間規劃及調整，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2) 組織人力調整，鼓勵館員進修，加強專業服務。
(3) 配合學系規劃，逐年建立教學與研究相關館藏。
(4) 配合改名科技大學長程需求，逐年增加外文館藏採購比例，並積極
擴充各項館藏。
(5) 建立專門性特色館藏，提升館藏深度。
(6) 逐年增訂各項資料庫及期刊以提升研究品質，期刊訂閱以全文索引
電子式期刊為原則。
(7) 建立完善圖書館自動化並定期修正參數，便利讀者使用。
(8) 逐年加強盤點淘汰工作，妥善維持館藏新穎性。
(9) 加強自動化讀者檢索站的硬體設備，提升館藏可用性及可及性。
(10)建立專業中西文參考工具書之基礎館藏，提升研究品質。
(11)加強推廣教育及讀者利用指導，有效提高圖書館資源利用率。
(12)注入人文關懷，提升師生人文素養。
(13)建立自學平台，發展 e-learning 學習環境，利於師生自我學習。
(14)建立電子資源統合平台，便於師生使用有效推廣電子資源利用。
(15)發展電子書等電子化館藏，利於師生利用。
15.學生事務與輔導
(1) 積極推動服務學習，學習服務的理念與實踐，教育學生「做中學」，
讓學生能夠從生活中輕鬆的學習，從學習中獲得成長。
(2) 加強生活教育，推動品德、健康與運動之校園文化營造，建立學生
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行為準則，健康保健之常識，運動健身之習
慣，建立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與願景，落實「生活即教育」之理念
與實踐。
(3) 加強導師之班級經營，幫助學生學習與群體生活之適應。
(4) 鼓勵學生參與社團活動，積極推展社團結合社區活動。
(5) 健全學生社團組織，鼓勵學生參與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
(6) 引導學生探索自我，瞭解他人特質，並且培養多元化思維以達個人
身心成長之發展。
16.校園環境安全衞生
(1) 加強校園安全意識，裝置廢液應變器材及預警保護處理設施，確保
師生校園安全。
(2) 建構綠建築校園，強化存放與操作安全性，並提昇有害物質的安全
儲存系統。
(3) 勵行省水、省電等節能工作，強化資源回收、垃圾減量等校園環保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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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1.獎助教師研究
(1) 95 年度獎助教師進修 8 案、研習 53 案、研究 68 案、著作 70 案、
升等審查 14 案、改進教學 60 案。至 96 年 5 月底申請核准參加
96 年度進修 4 案、研習 6 案。依據本校教師獎助辦法規定，教師
之研究、著作、改進教學等案，於 11 月份由當事人提出申請，由
技術合作處負責後續之相關作業。
(2) 特別重視教師參與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指導學生參加各種競賽
與輔導學生進路。
2.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1) 95 年度獎助行政人員在職進修或參加各種研習、研討會，共計為
12 案。96 年度至 5 月底已核准之獎助行政人員在職進修或參加各
種研習、研討會，共計為 4 案。
(2)行政人員藉由參加各種研習、研討活動，來強化本職學能，使行
政效率獲得提昇。
3. 學生事務與輔導
(1)增列相關經費，加強生活教育。
(2)增列相關經費，促進學生健康之觀念與運動習慣。
(3)增列相關經費，落實服務學習。
(4)增列相關經費，加強學生心理衛生教育。
(5)增列相關經費，引導學生認識校園，加強學生對學校之向心力。
三、本（96）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一)資本門
1.電子工程系
(1) 在重點發展方面，以發展電子系在系統與訊號處理領域為主之重
點特色，並新購周邊介面以及數位邏輯基礎實驗設備配合電子系
二技與四技課程暨專題研究的發展。
(2) 增購嵌入式研究實驗設備，加強本系教師之研究能量。
2.機械工程系
(1) 成立力學實驗室，增設相關課程，購置六種力學實驗設備，落實
理論與實驗相互驗證。
(2) 強化電腦輔助設計、製造、工程等創新研發教學與研究，購置
CAD/CAM/CAE 全校性版權軟體及硬體。
(3) 配合新能源、新技術政策，強化熱流基礎實驗，購置無線溫度量
測實驗、新能源轉換實驗設備，提升教學與研究實驗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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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系
(1) 發展建築空間設計與計劃，擬培訓建築室內空間美學知識與室內
綠環境工學基礎技術，應用電腦媒體科技輔助設計與表現作品。
(2) 發展綠色建築設計應用，綠色建築相關課程曾獲 93 學年度重點發
展計畫補助，是本系核心課程之一，其中綠建築有關亦是本系教
學展示與課題研究之發展重點。
(3) 強化電腦輔助繪圖應用教學，同時，ｅ化教學設備及網路資源整
合，未來仍須持續推廣。
4.電機工程系
(1) 發展能源應用實驗室以及智慧監控實驗室，以開發學院部相關實
習課程，並發展電機工程系各專長學程。
(2) 增購各實驗室基本配備，以充實實習教學設備，並兼顧教師在專
題研究之需求。
(3) 加強多媒體和資訊 e 化的教學，增加教學軟硬體設備以使教材與
教學達到數位化。
(4) 配合電機系大學部課程暨專題研究的發展，新購相關實驗設備。
5.生化工程系
(1) 配合本系近程發展方向，以充實生化系改制後增設之實驗室與專
題研究室的實習教學設備，並兼顧教師在研究上之需求。
(2) 由於新招收大學部二技及四技學生，因此全面擴增相關課程及實
驗設備。以提供二技、四技、五專同學更新穎的實驗教學設備。
同時提供足以發展本系特色之相關設備，以強化教師專案研究能
力。
6.資訊管理系
(1) 以通訊網路證照人才培育發展為目標，提供網路認證課程，培育
同學考取 CCNA、MCSE 證照，提升同學網路專業能力。
(2) 發展資訊服務之專業特色實習環境，成立生活與商業支援資訊化
特色實驗室，培養商業支援資訊化資訊化服務人才。
7.資產與物業管理系：
(1) 發展重點為建構資產鑑價實驗室，購置 ARGUS 資產鑑價專業軟
體，提供商業資產現金流量規劃、決策分析以及資產鑑價方案等
功能，提供本系資產管理課程教學使用。
(2) 購置資產鑑價專業硬體，以建構完整的資產鑑價實驗室，提供本
系發展資產管理之基本教學需求。
8.數位媒體系
(1) 建置數位多媒體美術設計實驗室，發展數位遊戲設計課程與電腦動
畫相關課程，如平面動畫、3D 電腦動畫、數位影音製作等課程。
(2) 強化多媒體專題製作研究室，培育學生專題製作與業界產學合作之
能力，並發展出數位遊戲設計、手機遊戲式設計等專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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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置音樂音效製作教學中心，加強數位影音創作、影片後製之教學
設備。
(4) 建置數位遊戲開發實驗室，購置各種遊戲機及軟體提供遊戲賞析教
學之用。
9.企業管理系
(1) 成立專題研究室,訓練學生專案與實作能力。
(2) 成立焦點團體實驗室，訓練學生研究蒐集資料訪談方式。
(3) 成立簡報模擬實驗室，模擬企業環境，境培養學生簡報能力。
(4) 與資訊工程系共同設立電腦教室一間。
10.資訊工程系
(1) 本系於 96 學年度設立日間部及夜間部四技各一班，預計至 99 學
年度共有八班。
(2) 設立多媒體網路教室，應用於各種程式設計課程，包括 C 語言、
C++語言、JAVA 語言、組合語言、硬體描述語言(HDL)、網路程式
設計、行動運算程式設計、視窗程式設計、2D 繪圖程式設計、3D
繪圖程式設計、遊戲程式設計、動態網頁設計、資料庫程式設計
等。
11.室內設計系
(1) 本系於 96 學年度設立夜間部四技一班，97 學年度再成立日四技
一班，共計三班。此後自然增班，預計至 100 學年度共有八班。
(2) 配合本系近程發展方向，96 學年度以成立永續環境設計實驗室為
目標，因此擬採購熱舒適儀與紅外線熱顯像儀。
12.化妝品應用系
(1) 本系於 96 學年度成立四技進修部一班，此後自然增班，預計至
100 學年度共有八班。
(2) 配合本系近程發展計畫，96 學年度以成立化妝及護膚技能檢定兩
個試場為目標，因此擬採購技能檢定考場所需之相關設備，用以
充實本系基礎設備，提供學生實務練習及教師教學研究使用。
13.通識教育中心
(1) 舉辦華夏博雅通識講座。推動 EQ 與服務實踐課程。
(2) 持續提昇學生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及各項英語能
力檢定通過的比率。
(3) 持續推動基礎共同學科的課程輔導與補救教學。
(4) 規劃多媒體「情境導向」的人文社會課程。
(5) 提昇學生語文寫作能力，加強閱讀優良讀物，配合全民閱讀活動。
(6) 加強教師至各大學進行學術交流及參加研討會，擴展老師研究方
向掌握社會脈動，使課程合於當前國家社會需求。
(7) 推動數位教學，加強 e-learning 自學系統與反覆學習的功能。
(8) 推廣體育休閒運動與健康管理的系列活動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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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圖書館
(1) 積極增加各項館藏資源，配合系科調整，質量並增的加強研究資
源，以建立教學及研究型館藏。
(2) 調整空間規劃，配合師生需求，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3) 配合教育部提升技職體系學生英語能力之政策，發展 e-learning
學習環境，建立自學資源。
(4) 持續進行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升級更新。
(5) 加強圖書盤點清查及淘汰工作。
(6) 更新並加強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功能，提昇檢索方便性與個人化服
務。
(7) 建立讀者遠端檢索圖書館電子資訊資源之認證機制與服務功能。
(8) 建立電子資源統合平台，有效推廣電子資源利用。
15.學生事務與輔導
(1) 配合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強化學生社團活動發展，擬增置校園
電子看版，e 化傳播社團活動訊息。
(2) 擬購買跆拳道練習靶、手足球反應訓練機、冰棍球檯、籃球框，
吸引學生培養健康運動習慣。
(3) 擬改善社團設備，逐步增購社團所需器具，活絡學生校園生活。
(4) 增購遠端診療視訊設備，提高救護社緊急醫療應變能力。
(5) 設置心靈照護成長營，購置影音視聽設備、心理相關測驗。
16.校園環境安全衞生
(1) 建構校園廢液處理系統及設施，以維護環境衛生。
(2) 建構安全的校園環境。
(3) 更換省水、省電設備，以達節能目的。
(二)經常門
1.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96 年度獎助重點著重在
(1)鼓勵教師在教學之餘多參與研究工作，諸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中央各部會委託研究案、公民營企業會產學合作案等。為因應
臨近地區業界對研發創新之實際需求，希冀教師在教學之外，能夠
從事相關之研究，以提昇實務之能力，貢獻個人之所學。
(2)鼓勵教師指導學生參加專題製作競賽、技術士證照測試、其它相
關之專業證照測試等，藉以提昇學生之專業實務能力，以發揮教學
相長之效。
(3)鼓勵教師指導學生朝國際化方面努力，以提昇學生英文能力及國
際證照為主要方向；c在提昇學生英文程度方面之輔導，以獲取初
級全民英檢證照為基本目標，進而以中級證照為方向。d有關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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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方面之，本校目前正在起步中；現以輔導使用者需具備基本應
用技巧之微軟的國際性 MOS 認證為努力目標。
2.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96 年度本項經費獎助重點著重在鼓勵職員參加相關之業務研習，以
強化本職學能，提昇行政效率。
3.學生事務與輔導
(1)舉辦相關活動，加強生活教育。
(2)舉辦相關活動，促進學生健康之觀念與運動習慣。
(3)舉辦相關活動，落實服務學習。
(4)舉辦相關活動，加強學生心理衛生教育。
(5)舉辦相關活動，引導學生認識校園，加強學生對學校之向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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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體說明）
(一)電子工程系
為發展與強化系統與訊號處理領域之特色，擬購買相關設備：
1.強化系統與訊號處理領域之嵌入式訊號處理及網路通訊相關課程
內涵，本年增購嵌入式系統相關軟硬體設備，增進學生在嵌入式系
統訊號處理與網路通訊之技術能力。
2.支援教師的研究計畫，並提供本系專題實務研究相關設備，以提升
教師研究水準與學生實務能力。
3.持續強化本系大學部專業基礎實驗之內容，購置基礎實驗設備
(FPGA, VLSI) ，並加強硬體描述語言(VHDL)之課程，以充實學習
的質與量。
(二)機械工程系
為發展機械設計製造課程特色，擬購買相關設備：
1.配合 CAD/CAM 中心之設置，添購 CAE 繪圖工作站、CAE 繪圖機
及相關 CAD/CAM 軟體，提升機械設計與製造之教學內涵，增進學
生技術本能及促進產學合作之能量。
2.強化本系大學部專業基礎實驗之內容，成立力學實驗室，購置多種
力學實驗設備；強化熱流基礎實驗，購置無線溫度量測實驗、新能
源轉換實驗設備，以提升教學品質。
(三)建築系
為發展本系課程以建築文化空間設計、綠建築環境設計技術、電腦
媒體科技輔助應用為三大主軸與重點特色，故擬購買相關設備：
1.配合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與綠色產業、傳統產業高值化之國家計畫；
為塑造文化創意環境、提升生活空間品質、提昇建築產業人力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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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知識與專業技能，擬發展室內設計學程，以整合建築空間設計與
媒體應用設計與綠色建築技術設計為新發展方向；擬購買：紅外線
測溫熱像儀、繪圖軟體，以強化教學設備。
2.延續 94 學年度展推動綠色建築相關研究，持續綠建築有關環境設計
與控制之相關教學展示與課題研究，發展室內設計課程，落實於教
學內容。擬購買：紅外線測溫熱像儀、日射計，以充實教學設備，
提升學習成效。
3.發展遠距學習環境，包含遠端終端機網路系統、e-Learning 遠距教學
軟硬體設備，擬購買：多媒體桌上電腦、室內媒體廣播教學系統、穩壓
機，以提升電腦教學設備。
(四)電機工程系
為發展能源科技、智慧生活科技和電腦網路課程特色，擬購買相關
設備：
1.強化大學部智慧生活課程內涵，增購網路監控管理系統及自動化監
控模擬系統用以加強智慧監控實驗室。
2.強化大學部能源科技課程內涵，增購電能轉換系統、電力轉換器及
諧波產生器用以加強能源應用實驗室。
3.推動電腦輔助教學於數位通訊實務及機電系統與控制實習上的應
用，擬增購數位通訊及機電系統模組介面用以設置數位化實驗室。
4.發展電子儀表E化設計相關課程，擬購電路模擬軟體以及Labview軟
體供實習教學及專題研究。
5.配合發展數位媒體教學，支援發展教材數位化課程，擬購置系統模
擬實驗模組，以強化E化教學設備，朝向資訊化教學。
6.強化實驗室基本配備，以充實實習教學設備，擬購置儲存式示波器，
供學生實習以提升增進學生技術本能。
(五)生化工程系
教育部評鑑委員所提供本系未來可以努力朝向的目標，因此本學年
度儀器設備採購之重點除增加核心生化實驗室教學設備，同時增加
基礎實驗設備來增加學生操作的機會。
1.配合實驗的更新，需要高品質零件來更替以實施進行實驗課程，所
以擬需申購工作檯。
2.增加核心生化實驗室教學及設備，同時增加基礎實驗設備來增加學
生操作的機會所以擬需申購發酵槽系統。
(六)資訊管理系
為發展通訊網路認証實驗室 ，擬購置相關設備：
1.96 年度擬採購網路模擬終端設備 25 台、思科網路路由器 4 台、磁
碟陣列儲存系統 1 台、網路伺服器 1 台等設備，做為資管系教學研
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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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設課程計有計算機資訊網路、網路程式設計、網路安全、網路規
劃與管理、CCNA 認證等網路等課程。
(七)資產與物業管理系
為發展資產鑑價系統平台以提供資產管理相關課程教學需求，故擬
購買相關設備：
1.購置 ARGUS 資產鑑價專業軟體，主要功能為：commercial real estate
cash flow projection, transaction analysis and asset valuation solution.。
2.購置資產鑑價專業硬體，包含專供安裝使用軟體之工作站、提供氯
離子滴定檢測以及外觀檢測以輔助軟體分析之不足。
(八)數位媒體系
為發展影音動畫、數位遊戲相關教學研究，擬購置相關設備：
1.96年度(8-12月)擬採購電腦設備35台，做為數位媒體系多媒體教學研
究使用，擬開設課程計有電腦動畫、電腦繪圖、影像處理，發展電
腦動畫技術與應用相關課程，並核心結合學生專題製作與業界產學
合作關係發展出特色性學程。
2.強化多媒體製作中心，擬採購多媒體製作工作站。培育學生專題製
作與業界產學合作之能力。
3.建置音樂音效製作教學中心，加強數位影音創作、影片後製之教學
設備，培訓學生數位影音基礎技術。。
4.成立數位遊戲開發實驗室，購製遊戲機及相關開發軟體。並結合運
動擷取技術研發互動遊戲環境，增進創意研發能力。
(九)企業管理系
為發展企業管理課程特色，擬購買相關設備：
1.成立簡報模擬實驗室(96 年 2-7 月)，購置投影幕、投影機、數位講台、
模擬企業環境境，培養學生簡報能力。
2.成立焦點團體實驗室(96 年 8-12 月)，購置投影幕、投影機與訪談環
境，以做為訓練學生研究蒐集訪談資料環境，預計以明年度經費繼
續建置本實驗室。
3.與資訊工程系(96 年 8-12 月)共同成立一間電腦教室，以作為學生上
課使用。
(十)資訊工程系
為應用於各種程式設計課程，擬購置相關設備：
1.96年度(8-12月)擬採購多媒體網路工作站60台及網路交換器、網路檔
案伺服器及工作站、數位教學媒體影像儲存播放器、教學廣播系統
以建置教學實習環境，做為各種程式設計課程教學及學生發展程式
使用。
2.96年度(8-12月)擬採購移動式資料處理平台、微型資料處理器，做為
資訊工程系教師行動運算程式設計研究及教學使用。
3.96 年度(8-12 月)擬採購多媒體繪圖工作站，以做為資訊工程系教師
教學研究及架設網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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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室內設計系
為延續建築系 95 學年度推展推動綠色產業相關研究、發展綠建築
與綠建材有關之課程特色，擬購買相關設備：
1.首先擬購買熱舒適儀與紅外線熱顯像儀，以成立永續環境設計實驗
室。
2.成立光色實驗室，故擬購買照明軟體與移動式資料處理平台。
(十二)化妝品應用系
為成立化妝及護膚技能檢定試場，96 年度(8-12 月)擬購置相關設備
如下：多媒體網路工作站、雷射印表機、電動美容升降床、按摩推
脂機、專業低週波減肥儀、皮膚檢測儀、活化回春儀、晶鑽(鑽石)
微雕儀、微電腦超音波美容除皺/減肥儀、超聲波美容儀器、軟光柔
膚儀等設備，以作為化妝品應用系教師教學及技能檢定考場用。
(十三)通識教育中心
為推動學生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比率，發展電腦多
媒體情境教學，推動基礎共同學科課程輔導教學、.提昇學生中英文
寫作能力，加強閱讀優良讀物及推動數位教學，加強體育運動與健
康管理教學，加強 e-learning 教學與反覆學習的功能等特色，故擬
購買相關設備：
1.為提高學生效果，加強 e-learning 教學，發展電腦多媒體情境教
學，推動學生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比率，推動基礎
共同學科課程輔導教學，擬採購情境模擬實驗系統一套等相關設
備，以做為教學及演講活動使用。
2.加強實驗室儀器設備，物理實驗室擬採購<轉動慣量測定實驗>設
備，<力之分解與合成>設備與多功能儲存式光電計時器、數位工作
站等設備，作為實驗室教學教材製作用。
3.強化基礎輔導教學及發展電腦多媒體情境教學.提昇學生中文寫作
能力，擬採購中文寫作數位化處理模組等相關設備，以做為教學及
演講活動使用。
(十四)圖書館
1. 配合各學系發展訂購各項專業期刊、電子期刊、中西文圖書、資料
庫、多媒體資料等，有效提升館藏質量。
2. 增加不斷電系統，確保資料不因突發狀況遺失。
3. 增添事務機器，提供多元服務。
4. 添購電腦設備有利財產建檔及藝廊推廣。
(十五)學生事務與輔導
1.建置校園電子看版，可促進學校資訊暢通之整體規劃。
2.購買社團運動性器材，有助學校運動教育之發展。
3.改善音樂性社團設備，可提升校園文藝氣息。

18

4.增購救護社診療設備，可提高學校健康與醫療效能。
5.設置心靈照護成長營購置影音視聽設備、心理相關測驗，可增進輔
導成效。
(十六)校園環境安全衛生
為提昇校園環境之安全衛生，96 年度擬採購校園安全監視系統及化
學物質貯存抽風系統等設備。除此之外，亦擬採購飲水衛生及省水
設備，以達衛生及節水之目的。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
學校之成長與發展，師資陣容是一項重要的條件。有了良好的師
資，方能培育出優秀的學生，為國家社會造就人才。而在行政上的支援
與配合，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配合學校的整體發展方向，經常門支用
項目包括下述各項：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基於教學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需要，提供教師下列相關之獎助鼓勵
措施：
1.研究：獎助教師從事與教學相關之研究，需以本校為執行機構且擔
任計畫主持人，以提昇教師之研究水平。如鼓勵教師承接各
界產學合作委託研究案或申請國科會(包括中央政府各部會)
研究案；鼓勵教師申請學校重點發展特色專案或相關計畫；
獎助教師從事與教學相關之研究過程中所需之費用；獎助教
師因從事與教學相關之研究而卓有成就者；獎助教師承接本
校委託之研究專案。
2.研習：獎助教師參加短期研習活動，吸收相關的新知，強化教師之
本職學能。
3.進修：獎助教師參與各類進修，提昇師資水平，以強化師資的結構
與陣容。
4.著作：獎助教師在著名之學術期刊或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提昇教
師之論文寫作能力和研究水平；獎助教師申請與本系專長相
關之國內外專利，以提昇教師之實務技術水平；鼓勵教師出
版與教學相關之著作，以提昇教學成效。
5.升等送審：獎助教師申請升等，強化師資結構。
6.改進教學：獎助教師提昇教學品質、改善教學方法、製作教學媒體，
以提昇教學成效。
7.編纂教材：獎助教師自行編纂適合學生程度之教材，使學生能夠樂
於學習，來提昇教學之效果。
8.製作教具：獎助教師發揮創意，製作具有啟發性之教具，使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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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有接近實務之臨場感，來增進學習之功效。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鼓勵行政人員基於業務需要之考量，申請參加國內業務訓練班、講習
班、研討會，並給予相當程度之獎助，以增進行政人員之本職學能，
提昇行政效率，發揮服務之功能。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編列經費，舉辦相關活動，增加同學之參與度，提升學校在學生品德
教育、服務學習、衛生保健、體育運動、心理健康之統籌性規劃的落
實度，對學校整體發展有密切的關聯性。
(四)其他
未來學校之發展，在師資方面，不但要重視量的增加，也應調整師資
結構，朝質方面的提昇。目前學校師資充裕，但人事經費負擔相對沉
重。欲使師資能維持在既有的員額之下，又能提昇師資結構，使助理
教授以上教師比例繼續提高，則人事費用之支出將更龐大。因此，現
有教師薪資除由學校負擔外，擬由獎補助款中協助支應。
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說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一)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依各單位提出計畫需求，並參酌學校近中長程校務發展需求，並由經
費專責小組成員討論與審查，訂定各單位分配金額。
1.96 年度上半年 (1 月至 7 月，相當於 95 學年度之第 2 學期)：
先預估各系教學及研究設備全年之獎補助經費數額，再取其半依各
系日夜間部班級學生人數按比例分配，作為各系教學及研究設備年
度之基本需求，符合公平之原則。
2. 96 年度下半年 (8 月至 12 月，相當於 96 學年度之第 1 學期)：
先行預控經費 4,000,000 元做為全校性跨系科整合實驗室之用。另優
先編列數位講台、建置現代化與特色之專業教室、95 年專業評鑑為
二等之系，酌增分配經費，請該系就訪視委員所提建議，妥善提出
改進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執行重要特色人才培育計畫、教學資源
改善計畫之系，降低分配經費。凡編列跨系科整合資源共享實驗室
經費之系，降低其他部份之經費分配。前開之所餘經費依據班級數
比例做適度之分配。
(二)經常門經費分配原則
1.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經費占經常門之比例定為 43.5%，以維持足夠之獎助金額，鼓勵教
師參與進修、研習、研究、著作、升等及改進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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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經費佔經常門之比例定為 1.5%，重點放在鼓勵行政人員參加相關業
務研習，來提昇行政效率。
3.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經費占經常門 2%，至多四分之ㄧ可用於部份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
點費，以加強多元化發展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
4.其他：
前三項所佔經費之比例扣除後，方列為本項所佔經費之比例。優先
以補助難聘師資及現有教師薪資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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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附表十 經常門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在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
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資門本
以獎補助經費滿足各系(含通識教育中心)基本教學設備之需求，並向教
育部申請各類之計畫，同時也挹注學校自有之經費，使得整體教學與研究之
硬體設施不但能獲得量的滿足，且能達成質的提升。圖書館自動化及訓輔相
關設備之購置更將營造一個高效能的學習環境；藏書及視聽媒體之增加將讓
本校擁有大學水準之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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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工程系
1.增購嵌入式系統相關之硬體設施，使得嵌入式系統實驗室設施更加充實
嵌入式系統為電子系無論發展硬體設備或者是開發軟體系統的一大方
向主軸，當此一基礎實驗室設施完備，則可供開發簡易的微電腦機器，
也可以開發複雜的軟體程式。
2.嵌入式系統採購將使得電子系遷入式系統實驗室的設備趨於完整，學生
經過適當的學習後，預計四技以及二技學生可以利用這些設施製作出可
參與教育部舉辦的諸多競賽，或者結合老師們的特長提出諸多專利。
(二)機械工程系
1.反應本系 95 年度技術學院評鑑缺失，強化本系大學部專業基礎實驗之內
容，以提升教學績效及教學品質。
2.提升本系學生在 CAD/CAM 技術本能，促進產學合作、技術研發之機會。
(三)建築系
1.為配合本系以建築文化空間設計、綠建築環境設計技術、電腦媒體科技
輔助應用為三大主軸之課程重點特色。
2.可以整合建築空間設計與媒體應用設計與綠色建築技術設計為新發展方
向，建構永續環境設計實驗之基礎教學與研究設備，發展永續建築環境
設計課程與建築空間設計課程，落實於教學內容。
3.提供建築系有關綠色永續建築環境設計相關課程使用。持續發展距學習
環境，改善室內媒體廣播教學系統，充實教學設備，提升學習成效。
(四)電機工程系
1.強化大學部專業基礎實驗之設備，配合課程暨專題研究的發展，以提升
教學績效及教學品質。
2.提升本系學生在能源科技及智慧監控領域的技術本能，增進產學合作和
技術研發之機會。
3.加強多媒體和資訊 e 化的教學，增加教學軟硬體設備以使教材與教學達
到數位化。
(五)生化工程系
1.藉由發酵槽系統的建置，可以提供學生學習發酵反應相關的技術與知
識，同時可以將所學的發酵槽系統廣泛應用在生化製造領域。
2.與化妝品應用系做跨系整合應用，進行玻尿酸、生產盤尼西林、生產冬
蟲夏草、生產酒麴、生產牛樟芝、生產納豆菌生產蒸餾酒、生產啤酒、
生產有機醋酸等相關領域的實作。
(六)資訊管理系
1.提升本系在通訊網路認證專業技術課程及實習課程，做為本系未來發展
規劃與教學之需求，強化資訊網路專業基礎能力的培養。
2.提升大學部同學考取 CCNA、MCSE 證照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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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產與物業管理系
1.配合本系 96 學年度由營建管理系轉型資產與物業管理系，強化本系大
學部專業基礎課程實習之內容，以提升教學績效及教學品質。
2.提升本系學生在資產鑑價技術以及資產管理本能，促進產學合作、技術
研發之機會。
(八)數位媒體系
1.落實數位遊戲美術與動畫教學，提升學生就業競生力。
2.積極媒合業界與本校產學合作，增加學生實習與接觸實務的機會強化學
習動機。
(九)企業管理系
1.簡報模擬實驗室:可以模擬企業環境，境培養學生簡報能力。
2.焦點團體實驗室:可以建立訪談環境，以做為訓練學生研究蒐集訪談資料
環境。
3.電腦教室:除做為系上學生使用，亦可提供給其他系教學使用。
(十)資訊工程系
1.本系學生畢業時將具備紮實的理論基礎與實作能力，可以獨立思考，養
成能從事較高難度軟硬體設計工作能力，配合國家發展方向與產業趨
勢，發揮創意，創造價值。
2.本系學生畢業時將具備大型應用軟體的開發能力，可應用於電腦繪圖、
科學顯像、遊戲程式設計、行動運算等領域。
(十一)室內設計系
1.永續環境設計實驗室：強化本系健康環境專業基礎實驗之內容，以提升
教學績效及教學品質。
2.光色實驗室：提升本系學生照明設計與照明技術本能，促進產學合作、
技術研發之機會。
(十二)化妝品應用系
1.可充分滿足化妝品應用系基礎教學設備所需。
2.建置完成之化妝及護膚技能檢定試場除可提供美容類乙級技能檢定所
需外，亦能提供八十學士副學分班及推廣教育上課所需。
(十三)通識教育中心
1.改進本中心於 95 年度技術學院評鑑教務行政組評鑑之部分缺失，強化
情境教室部分專業實驗之內容，以提升教學績效及教學品質。
2.提升學生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A2 級比率，提昇學生中
英文寫作能力，增加學生將來就業與深造之機會。
(十四)圖書館
1.配合各學系發展訂購各項專業期刊、電子期刊、中西文圖書、資料庫、
多媒體資料等，有效提升館藏質量，紙本館藏將提升至 13.7 萬冊，整體
館藏將增至 20 萬件/冊。
2.增加不斷電系統，確保資料不因突發狀況遺失，有效改善資料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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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添事務機器，提供多元服務，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
(十五)學生事務與輔導
1.社團活動訊息電子化，電子看板設置點位增多，達到活動訊息傳遞快和
取得方便之效，可提高學生對學校之關心度與向心力。
2.提高學生進行體能鍛鍊活動之意願與實效。
3.學生音樂性社團設備更強化，可促進音樂性社團之發展，提升校園文藝
氣息。
4.遠端診療視訊設備增加，可提高緊急醫療應變能力。
5.心靈健康教育與輔導得以更具體落實。

經常門
藉由對教師與行政人員的研習或進修的持續鼓勵措施，確實能夠不斷提升
教師與行政人員的職能之水平，有助於教學與日常工作之推動。研究方面之推
動，希冀經由教師的執行產學合作與實務性研究計畫，除了提昇研究開發創新
之能力外，亦能進一步充實研究設備，對於教學活動亦能有所幫助。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1.從事與教學相關之研究，提昇研究水準與風氣。
2.參加短期研習或參與各類進修活動，強化教師之本職學能。
3.發表論文於學術期刊或學術研討會，提昇教師之論文寫作能力和研究水平。
4.以學位或著作申請升等，強化師資結構。
5.教材編纂、教具製作、教學媒體製作等，來提昇教學之效果。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1.依業務職掌的需求，參加國內業務訓練班、講習班、研討會，增進行政人
員之本職學能，提昇行政效率，發揮服務之功能。
2.對於相關業務之瞭解，有助於橫向之連繫、溝通與協調，提昇工作效率與
服務水準。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1.學生的價值觀更正確，人生態度更積極樂觀，對其日後開創美好人生有所
助益。
2.學生對學校之認識與關心更多，對學校之向心力更強化。
3.學生更關心健康問題，養成運動習慣。
4.學生服務學習理念得以強化，有助於服務學習之實踐。
5.學生之心理衛生觀念更正確，諮商輔導知能更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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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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2,219 ＄25,548,256

總預算(3)=(1)+(2)
＄35,870,475

自籌款(4)
總經費
（獎補助款 10﹪以上） (5)=(3)+(4)
＄4,849,525
＄40,720,000

資本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金額

經常門
自籌款

補助款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92.7455﹪)
(7.2545﹪)
＄6,193,331 ＄15,328,954 ＄4,497,715 ＄4,128,888 ＄10,219,302 ＄351,810

合計

＄26,020,000

＄14,700,000

占總經
費比例

63.90﹪

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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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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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自籌款

目

備註
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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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例（﹪）

金額

比例（﹪）

＄15,122,285

70.26﹪

＄3,397,715

75.543﹪* 註二

＄5,500,000

25.56﹪

＄1,000,000

22.234﹪* 註三

＄500,000

2.32﹪

＄0

0﹪ 註四

＄400,000

1.86﹪

＄100,000

2.223﹪* 註五

＄21,522,285

100﹪

＄4,497,715

自籌款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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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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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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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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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金額

自籌款
比例

金額

內容說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說明）

比例

研究＄2,241,463 研究 15.62

﹪ 研究＄251,810

研究 71.58 ﹪ 1. 依 據 學 校 校 務

研習＄600,000

﹪ 研習＄0

研習

0

﹪ 各子項目之金額

進修

0

﹪ 使用需求，訂定

著作

0

﹪ 2.審查機制採

研習

4.18

一、改善教學 進修＄180,000 進修 1.25 ﹪ 進修＄0
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著作＄900,000 著作 6.27 ﹪ 著作＄0
門經費 30 升等送審＄120,000 升等送審 0.84 ﹪ 升等送審＄0
﹪以上【不

發展需要及歷年
公平的辦法。

系、校教評會二
級二審。
含自籌款金 改進教學＄2,000,000 改進教學 13.94﹪ 改進教學＄100,000 改進教學 28.42 ﹪ 3.依據本校「教
額】）
編纂教材＄100,000 編纂教材 0.7 ﹪ 編纂教材＄0
編纂教材 0
﹪ 師獎助辦法」核
發獎金。
製作教具＄100,000 製作教具 0.7 ﹪ 製作教具＄0
合計＄6,241,463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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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23

0

﹪

製作教具

0

﹪

43.5 ﹪ 合計＄351,810 合計 100 ﹪

1.5﹪

＄0

1. 依 據 本 校 「 職
員進修辦法」進
行金額之分配。
0 ﹪ 2. 鼓 勵 行 政 人 員
加強在職訓
練，以提昇工作
效率。

籌款金額】）

三、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經
費(占經常門
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四、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
品)

升等送審

＄320,000

2.23﹪

＄0

依據所編列之相
0 ﹪關項目妥善運
用。

＄0

0 ﹪

＄0

0 ﹪
依據本校「教師
獎助辦法」進行
0 ﹪ 分配，審查機制
採校教評會一級
一審。

五、其他

＄7,571,504

52.77﹪

＄0

總計

＄14,348,190

100﹪

＄351,810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九：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四
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參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3.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長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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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001-00 教學用廣播系統

002-00 多功能介面實驗模組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規格
無線多頻道可調式廣播系統，含
擴大器、喇叭、領夾式無線麥克
風(含充電電池及充電器)及施工
1. USB 發展系統及 LPT 發展系
統(含網路工作站)
網路工作站:Intel Core 2 Duo
E6600( 含 ) 以 上 , DDR2 1G
RAM,160G
SATA2
HD,DVD-ROM 17 吋 防 刮
LCD(含)以上
2. 單槍投影機(含固定架及安裝)
3. 網路機櫃(含安裝)
4. 網路交換器 48 Port
5. AVR 穩壓器 20KVA
6. FPGA 發展系統(含網路工作站)

3

15,000

15

31,600

用途說明

45,000 教室廣播設備

1,113,000 教學實驗設備
1
1
1
1
15

45,000
30,000
45,000
45,000
31,600

3

10,000

30,000 教學實驗設備

使用單位
電子系

本實驗室
進行電腦
介面實驗
課程, 2 人
電子系
ㄧ組之規
劃讓學生
有充足的
設備學習.

003-00 8051 實驗室教學套件

8051 發展系統套件

004-00 CAE 繪圖工作站

Intel Core 2 Duo E6400/2GB
DDR2 667/160GB, 7200 轉 ,
SATA2/Nvidia
Quadro
FX
1500(256MB
GDDR3)/16
X
DVD+-RW Double Layer 燒錄機
19＂液晶螢幕(8msec 以下)

2

60,000

用 於 CAD/CAM
中心實驗教學、
120,000
機械系
研究及產學合作
用。

005-00 CAE 繪圖機

解析度 2400X1200dpi
A1 附 Roll feeder

1

60,000

用 於 CAD/CAM
60,000 中心實驗教學研 機械系
究產學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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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電子系

006-00 紅外線測溫熱像儀

含操作軟體及可攜式溫溼度記錄
器。
測溫範圍由 0℃~900℃或更寬。
精確度 100℃以內，±2℃；100℃
以上，±2% 讀值。
再現性±1% 或 ±1℃。
零敏度在 30℃工作時為≦0.1℃。
鏡頭視野(19° ~ 15°) × (14° ~
10°)≦2.1 mrad。

1

569,000

穩壓機 40KVA(輸入 220V 輸出 40KVA, 含現場施工安裝與配線,
007-00
電源開關
110V)

1

90,000

008-00 繪圖軟體

1

25,000

009-00 網路監控管理系統

010-00 自動化監控模擬系統

011-00 系統模擬實驗模組

Sigma plot
自動化監控管理系統 CCD 彩色錄
影裝置含紅外線功能彩色高解析
低照度攝影機,鏡頭 16 個，双硬
碟 200G,數位保全卡 4 張，22＂
LCD 顯示器,工業型數位監控主
機，包含配線安裝施工
LonWorks 控制器，LonWorks 資
料庫編輯軟體，PcVue 圖控編輯軟
體(模擬版）
，RS232To RS485 轉換
器，電源供應器，壓克力板與版
面圖文
Intel® Core™2 Duo E6300 ，
ASUS P5B，IntelR P965，1GB
DDR II 667，1608P3S DVD，
EN7300GS/HTD
256MB ，
160GB SATA II 8M，多功能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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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000

1

98,000

21

28,000

綠色室內環境設
569,000 計課程教學及實 建築系
驗,研究

綠色室內環境設
計課程教學及實
90,000
建築系
驗,研究, 電腦多
媒體教學
綠色室內環境設
25,000 計課程教學及實 建築系
驗,研究
監控系統實驗室
教學實驗用設備
198,000 監控技術應用課 電機系
程之實習教學並
支援專題研究。
監控系統實驗室
教學實驗用設備
98,000 監控技術應用課 電機系
程之實習教學並
支援專題研究。
系統模擬實驗室
教學實驗用設備
588,000 多媒體資訊系統 電機系
課程之實習教學
並支援專題研究

機，鍵盤與光學滑鼠，ViewSonic
VA703M 17”LCD
012-00 諧波產生器

變 頻 器 VLT 281S 2 馬 力 (Hp),
22V/240V、臥式 4 極馬達

1

44,000

013-00 電力轉換器

DC/DC，DC/AC

1

48,000

014-00 電路模擬軟體

INTUSOFT Mod. ICAP 4Windows
Educational

1

58,000

015-00 Labview 軟體

升級 Labview 8.2 完整版

1

46,000

016-00 工作檯

017-00 音效製作工作站

018-00 多媒體製作工作站

內含
1.化妝檯 90cm、寬 45cm；化妝鏡：
長 60cm、高 75cm 12 組
2.四層工作推車（附鏡架及鏡子） 1
48 張
3.模特兒椅 48 張（圓）
4.化妝師座椅 48 張
Intel Core 2 Duo 2.13 GHz，
L2:2MB，1066 MHz, FSBDDR2
533 2GMB 160G SATA2 HD,
6
DVD-RW,顯卡 GeForce
7600GT,256M DDR3, 19in 防刮
LCD(含)以上監聽耳機、音效卡
Intel Core 2 Duo 2.13 GHz，
L2:2MB，1066 MHz, FSBDDR2
533 2GMB 160G SATA2 HD,
2
DVD-RW,顯卡 GeForce
7600GT,256M DDR3, 19in 防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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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000

及發展數位化教
學教材。
能源科技應用教
44,000 學實驗用設備支
援課程教學實習
能源科技應用教
48,000 學實驗用設備支
援課程教學實習
二技、四技應用
58,000 電子實務相關課
程及專題研究。
支援發展電子儀
46,000 表 E 化 設 計 相 關
課程。

459,000 化妝技能試場用

42,000

252,000

35,000

70,000

電機系

電機系

電機系

電機系

生化系

音樂音效製作教
數媒系
學中心

多媒體專題製作
研究室

數媒系

LCD(含)以上
019-00 遊戲機及周邊
020-00 數位影像器
021-00 電動投影布幕

022-00 會議室多媒體教學設備

023-00 多媒體網路工作站

PSP,NDS,XBOX 360,Wii 及周邊
3500ANSI 流明(含)以上， 解析
度：標準 XGA1024 X 768(含)以上
電動式 8 呎×10 呎,軸心式管狀馬
達(含施工)
1.將 電腦,電子白板,DVD player ,
無線數位電視訊號 傳送至投影
裝置
2.將上述聲音與無線麥克風聲音
訊號 傳送到喇叭
3.含施工(地板鋪設,桌椅固定,窗
簾)含 數位講桌,電子白板,擴大
機(SA757 PRO),電腦(含防寫卡),
DVD 錄影機,無線麥克風三組,數
位電視盒(含天線),喇叭組,電腦雙
螢幕輸出顯示卡 2 張
Pentium core 2 dual ,Asus 主 機
板,DVD 光碟機, 硬碟 200G 以上,
滑鼠,鍵盤,記憶體 1G 以上，附喇
叭,防寫卡,雙螢幕輸出顯示卡,20
吋液晶螢幕, 含配電及網路施工

024-00 教學軟體

iThink 模擬軟體

025-00 情境模擬實驗系統

1.3 套 U56T2ADD(U5F) Intel
Dual-Core T2250 1.73GHz、12.1"
XGA 、 1GB DDRII 、 80GB
STAT 、 DVD Super-Multi 、
BluetoothV2.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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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500

1

86,294

1

20,000

1

156,206

1

1

1

數位遊戲開發實
數媒系
驗室
音樂音效製作教
86,294
企管系
學中心

20,500

20,000 簡報模擬實驗室

企管系

簡報模擬實驗室
環境設置

企管系

30,000

30,000 簡報模擬實驗室

企管系

45,000

45,000 教學使用

企管系

140,000

156,206

情境模擬實驗室
用。支援教學大
140,000 樓上課教學用。 通識中心
支援 E 化相關課
程。

026-00 轉動慣量測定實驗

027-00 嵌入式系統實驗教學模組

028-00 靜力實驗模組

029-00 斜面與摩擦實驗模組

030-00 振動儀

2. 1 套 具備 Intel Core 2 Duo 處理
器，P4 3.0G 以上 、800MHz 外
頻，支援 EM64T、XD 防毒技
術，2 具 L2 快取記憶體：2 *
1024KB ， 1GB RAM ， 3GB/s
SATA-II 160GB 硬碟 7200 轉，
Super Mutil DVD 燒錄器、(含飛
瑞 B-600 UPS 600VA On line)
3. 4 台 CD 手提音響, Panasonic
(機體輕，聲音大)
4. 4 台 . DVD player
旋轉台，滑輪組，砝碼組，金屬
圓盤，金屬圓柱，長方形金屬棒， 2
多媒體教學軟體
1. ARM9 S3C2410 Creator
32
2. ARM9 S3C2410Carrier ICE(含
1
TFT 教材)
32
3.ARM9 S3C2410Pocket-ARM
提供力學平面系統實驗, w 600 x h
700mm 印至 50-mm grid,張力及壓
力 媻 直 徑 Ø110 mm, 量 測 範 圍 1
0…50N,解析度 1N,20 種以上機械
元件待測物。
4 種不同摩擦面,承受力達 40N,滾
輪可快速組裝,彈簧常數~ 1
0,95N/cm, max. load 25N
震 動 頻 率 2...6Hz, 彈 簧 常 數
1.7N/m, 震動質量 1.25...11.25kg,
油粘滯阻尼 15...300Ns/m, 紙張寬 1
100mm, 速 度 20mm/s,l x w x h
610x500x1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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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18,000
55,000
13,500

40,000

物理實驗室教學
通識中心
用設備

1,063,000 教學實驗用設備

電子系

225,175

用於大學部力學
225,175 實驗課程教學及 機械系
研究用

21,920

用於大學部力學
21,920 實驗課程教學及 機械系
研究用

244,705

用於大學部力學
244,705 實驗課程教學及 機械系
研究用

031-00 虎克定律觀察儀

032-00 應變規示範單元

033-00 光彈儀

彈簧直徑18mm, 53 and 109 coils,
鋼製荷重up to 6N,0.5N一級,lxwxh
300x300x900mm
面板含電路圖,電壓表,實驗座,及
旋轉電位計,使用重量負載,內建
放 大 器 及 電 源 供 應 器 ,120V,
50/60Hz.
直徑150mm加載式光彈儀
漫射光源:白光-每套功率11w共兩
套 , 納 光 燈 - 每 套 功 率 20w, 波 長
589.3nm共兩套,偏振片和四分之
一波片:直徑150mm,刻度間隔2度
機械同步迴轉機構:迴轉分辨率 1
度,條紋補償分辨率 0.01 條,載荷
架:荷載為 1000N,槓桿式

1

51,845

用於大學部力學
51,845 實驗課程教學及 機械系
研究用

1

137,355

用於大學部力學
137,355 實驗課程教學及 機械系
研究用

1

271,000

用於大學部力學
271,000 實驗課程教學及 機械系
研究用

034-00 U.G. CAD/CAM 軟體

NX5 版(全校版)

1

268,000

035-00 無線溫度量測傳輸模組

PS-2005 藍芽無線溫度量測傳輸
模組,有效距離 10 公尺。PS-2553
USB 藍芽電腦轉接器,有效距離
10 公尺。

1

20,000

036-00 氫燃料電池實驗模組

037-00 多媒體桌上電腦

SE-8573 使用 PEM 技術的氫燃料
電 池 實 驗 模 組 , 太 陽 能 電 池 2.5
V,300 mA,氫燃料電池電壓範圍
0.3-0.9V,輸出功率以電風扇表現
20 mW。
Core 2 Duo 雙核心,RAM: 1GB,
HDD:160GB, VGA : on Board Intel
GMA 3000 顯示晶片,吸入式 8X
Super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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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用於大學部及專
268,000 科 部 CAD/CAM 機械系
教學及研究用。
用於大學部熱流
實驗課程，有關
20,000 無線熱電偶溫度 機械系
量測實驗教學
用。

86,000

用於大學部熱流
實驗課程，有關
86,000
機械系
新能源轉換實驗
教學用。

26,000

綠色室內設計環
52,000 境、電腦多媒體 建築系
教學

LAN:10/100/1000,D-Sub+DVI 雙螢
幕輸出, Vista Home Premium, L2
快取記憶體, HD, DVD 燒錄,
Integrated VIA UniChrome Graphic。
038-00 日射計

039-00 室內媒體廣播教學系統

040-00 電力量測表組

041-00 電能轉換系統

042-00 數位通訊模組介面

043-00 機電系統模組介面

量測:340~2800nm 日射量
廣播設備，全功能控制台，影音
分組器，配線施工，電腦桌，廣
播套件
發電力電功率、電量量測，
耗電力電功率、電量量測，
蓄電力電功率、電量量測
儲能設備(蓄電池、充電控制器、
電池電壓電流保護裝置)，整流換
流模組
Intel Pentium D 820 2.8GHz ，
ASUS
P5GZ-MX ， Intel
945GZ/ICH7 ， 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950 ，512MB
DDRII 667 DRAM ， HITACHI
SATAII 80GB ， LG 16xDVD ，
Realtek ALC883，鍵盤與光學滑
鼠，ViewSonic VA703M 17”LCD
Intel Pentium D 820 2.8GHz ，
P5GZ-MX，Intel 945GZ，512MB
DDRII 667 ， SATAII 80GB ，
16xDVD ， ViewSonic VA703M
17”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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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室內設計環
99,200 境、綠建築課程
教學及實驗用
綠色室內設計環
273,000 境、電腦多媒體
教學
綠色室內設計環
13,800 境、綠建築課程
教學及實驗用
教學實驗用設備
大學部相關課程
162,000 之實習教學，支
援課程教學實習
及專題研究。

1

99,200

建築系

1

273,000

1

13,800

1

162,000

25

15,000

更新通訊實驗室
375,000 實習教學設備， 電機系
強化基本配備

20

15,000

更新 PLC 實驗室
300,000 實習教學設備， 電機系
強化基本配備

建築系

建築系

電機系

044-00 示波器

045-00 發酵槽系統

046-00 網路模擬終端設備

20MHz、9020A

可生產製造及發酵反應系統
設備本體：不銹鋼組架，上下層
耐酸鹼板，交錯 SUS#304 不銹鋼
條，可支撐實驗管子(附車輪)
數字顯示型
電源：110V 60Hz 或 220V
蠕動幫浦：（進料、消泡）
功能：正轉、反轉、停止
恒溫控制系統

10

22,000

1

724,000

1. 網路模擬監控終端設備
2. P4 3.2G 以上 、800MHz 外頻，
1GB RAM ， 3GB/s SATA-II
160GB 硬碟 7200 轉、17＂ TFT 25
Monitor、工作椅、網路及電力
施工
3. linux 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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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更新數位邏輯實
220,000 驗室實習教學設 電機系
備強化基本配備
生產玻尿酸(可
作美容保濕)
生產盤尼西林
(可作抗菌美容)
生產冬蟲夏草
(可作美容養生)
生產酒麴(可作
美容養生)
生產牛樟芝(可
生化系
724,000
作美容養生)
生產納豆菌(可
作美容養生)
生產蒸餾酒(可
作美容養生)
生產啤酒(可作
美容養生)
生產有機醋酸
(可作美容養生)

發展網路通訊認
625,000 證特色實驗室設 資管系
備。

047-00 磁碟陣列儲存系統

1. 伺服器提供 RAID 0、1、5 的
資料保護機制以及熱擴充
(Hot-Expansion)功能、可以隨
時線上即時擴充 RAID 5 的
存儲容量。
2. 提供 8 個熱抽換硬碟模組，支
援 PATA(IDE)或 Serial ATA 硬
碟機，存取容量達 3.2TB

048-00 網路伺服器

1. 機架式網路伺服器
2. 雙 Xeon 處理器 SAS/SATA 熱抽
機 型 ]ASUS 華 碩 RS162-E4
機架式伺服器

049-00 網路交換器

1.Cisco Catalyst 2960 24
Workgroup Switches
2.WS-C2960-24TT
3.網路准入控制(NAC)、服務品質
控管(QoS)

050-00 標準型機櫃

19"41U Rack 標準型機櫃

051-00 網路路由器

052-00 第二層網路交換器

1. Cisco 2800 Series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2. 1-2Port Async/Sync Serial
WAN Interface Card
1. 第二層 1G/100MBPS 網路交換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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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00

發展網路通訊認
142,000 證特色實驗室設 資管系
備。

80,000

發展網路通訊認
80,000 證特色實驗室設 資管系
備。

2

43,500

發展網路通訊認
87,000 證特色實驗室設 資管系
備。

2

25,000

發展網路通訊認
50,000 證特色實驗室設 資管系
備。

4

100,000

發展網路通訊認
400,000 證特色實驗室設 資管系
備。

1

27,000

1

1

27,000

發展網路通訊認
資管系
證特色實驗室設

3. 1 組 6 式，每式 16-24 個輸出
入埠

備。

053-00 第三層網路交換器

第三層 16 埠 1G/100MBPS 網路交
換器

2

20,000

發展網路通訊認
40,000 證特色實驗室設 資管系
備。

054-00 資產鑑價系統平台

資產鑑價軟體：ARGUS industry
standard commercial real estate cash
flow projection, transaction analysis
and asset valuation solution.
1. Provides project snapshots with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different roles within th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industry
such as appraisers, brokers and
lenders.
2. Organizes large portfolios or
multiple versions of financial
models for individual assets for
easy acces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3. Streamlines the input of simple
projects and shortens the learning
curve
4. Provides a flexible, intuitive
interface for analyzing leases,
speculative renewals and the
absorption of vacant space
5. Redemise existing space or
ratably lease vacant or newly
constructed space with ease
6. Precisely forecast operating and
capital budgets for individual

1

550,000

建構資產鑑價實
550,000 驗 室 - 提 供 資 產 營管系
管理課程教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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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 or at a portfolio level
資產鑑價硬體：
1.測量範圍:
極化
解析度
水份量測範圍:
10ppm~100%
10-5 ppm
極化電流量測範圍:
0~100μA
0.1μA
PH 量測範圍:
0.000~14.000 PH 0.001PH
ORP 量測範圍:
±2000.0Mv
0.1mV
溫度量測範圍:
-75~+175℃
0.1℃
2.顯示幕: 69 x 69 (mm),128x128 點
之背光式液晶顯示器,可直讀各種
滴定參數、結果並可即時做滴定
曲線。
3.校正：全自動校正、內含 8 組內
建標準液及三組由使用可自由輸
入標準值之校正組,每次可執行三
種標準液進行校正。
4.滴定管：具 1ml、5ml、10ml、
20ml 及 50ml,可供選擇,精度符合
DINEN ISO80655,Part 3 之規範,為
高精度耐酸鹼之 DURAN 玻璃製。
5.滴定管徑精度：±0.003 (mm)
6.滴定管精度：10、20、50ml/ 0.1% ,
5ml/0.15% , 1ml/0.3%
7. 滴 定 管 再 現 性 ： 10 、 20 、
50ml/0.05% , 5ml/0.07% , 1ml/0.1%
8.輸入阻抗：>1 x 1013Ω以上
9.電極輸入介面：◎具 2 個獨立
PH/Mv 之接口 DIN18262；◎1 組
KF 雙白金電極接口 2 x 4 (mm)；
◎1 組溫度
PT1000 接口 2x4mm/1x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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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度
0.2μA
0.02 PH
1.0 mV
0.2 k

10.介面卡：具 2 組 9 pin RS232 雙
向介面卡
介面卡(1)：9 pin RS232C 雙向
介面卡,可連接電腦經由選購之軟
體,達成全自動滴定量測。
介面卡(2)：9 pin RS232C 雙面
介面卡,可串聯連接最多 16 組、包
含滴定儀、自動取樣系統或分析
天平等儀器。
11.印表機介面：並列式 25-D-SUB
接口,可連接一般印表機使用,
可列印包括結果、數值及滴定
曲線。
12.攪拌器：主機可同時接用兩組
小型攪拌器,一般使用 TM135 可
直接由主機供應電源之小型攪拌
器 , 當 使 用 KF 滴 定 時 則 配 備
TMKF 具抽吸液 pump 之攪拌器
(如做多種滴定可選購另一台同
時使用)。
13.材質：外殼為不銹鋼及聚丙烯
樹脂一體而成,耐蝕性高,面板為
聚酯樹脂。
14.尺寸：不含滴定瓶組: W145 x
H260 x D270 (mm)；含滴定瓶組:
W145 x H360 x D295 (mm)
15.重量：4.1kg (不含滴定瓶組)；
5.1kg (含滴定瓶組)
16.電壓：115/230V、50/60HZ,43VA
17.操作及儲存環境：+10~+40℃,
依照 EN61010,part1 規範,建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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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00 多媒體工作站

056-00 液晶影像器

(1)在 RH80%時,最高不得操作
31℃；(2)在 RH50%時,最高不得操
作 40℃
18.標準附件：(1)主機 x 1(滴定)；
(2)滴定管組(10ml) x 1；(3)攪拌器
x1
19.電極附件：(1)電極連接線 x 1；
(2)銀電極 x 1
20. 建 物 外 觀 檢 測 儀 ： 700 萬 畫
素,1G 儲存體,,3 吋 Clear LCD Plus
液晶螢幕
21.工作站：Intel P4 up to 3.8 GHz,
DDRII 800 2G, HD100GB
Intel Core 2 Duo 2.13 GHz，
L2:2MB，1066 MHz, FSBDDR2
533 2GMB,HD 160 GB(7200rpm)
SATA,16XDVD-RW,.I/O 介面：
(前) USB 2.0 x 4, Audio x 2
IEEE1394 x 1(後端) 1x Parallel,1x
25
Serial port, 1x PS/2 KB, 1x PS/2
MS, 1xD-sub, 1xAudio I/O, 4x
USB2.0, 1x RJ45, 1xIEEE1394,
10/100/1000 Mbps Ethernet,顯卡
GeForce 7600GT,256M DDR3
17"LCD 以上
畫素 1366 x 768p,內建 HDMI 數位
影 音 端 子 / 亮 度 550cd/m2/ 對 比 1
1000:1

40,000 1,000,000 共享電腦教室

40,000

40,000

數位遊戲開發實
數媒系
驗室

10,000

數位遊戲開發實
數媒系
驗室

057-00 遊戲機及周邊

NDS,XBOX 360,PS2 及周邊

1

10,000

058-00 多媒體工作站

Intel Core 2 Duo 2.13 GHz，
L2:2MB，1066 MHz, FSBDDR2

25

40,000 1,000,000 共享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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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物系

數媒系

059-00

060-00
061-00

062-00

533 2GMB,HD 160 GB(7200rpm)
SATA,16XDVD-RW,.I/O 介面：
(前) USB 2.0 x 4, Audio x 2
IEEE1394 x 1(後端) 1x Parallel,1x
Serial port, 1x PS/2 KB, 1x PS/2
MS, 1xD-sub, 1xAudio I/O, 4x
USB2.0, 1x RJ45, 1xIEEE1394,
10/100/1000 Mbps Ethernet,顯卡
GeForce 7600GT,256M DDR3
17"LCD 以上
Intel Core 2 Duo 2.13 GHz，
L2:2MB，1066 MHz, FSBDDR2
533 2GMB,HD 160 GB(7200rpm)
SATA,16XDVD-RW,.I/O 介面：
(前) USB 2.0 x 4, Audio x 2
IEEE1394 x 1(後端) 1x Parallel,1x
多媒體工作站
Serial port, 1x PS/2 KB, 1x PS/2
MS, 1xD-sub, 1xAudio I/O, 4x
USB2.0, 1x RJ45, 1xIEEE1394,
10/100/1000 Mbps Ethernet,顯卡
GeForce 7600GT,256M DDR3
17"LCD 以上
3500ANSI 流明(含)以上， 解析
數位影像器
度：標準 XGA1024 X 768(含)以上
電動式 8 呎×10 呎,軸心式管狀馬
電動投影布幕
達(含施工)
1.將電腦,DVD player,無線數位電
視訊號 傳送至投影裝置
焦點團體實驗室多媒體視聽設 2.將上述聲音與無線麥克風聲音
訊號 傳送到喇叭
備
3.含施工(隔兩間房,地板鋪設,窗
簾)含 DVD 錄影機,無線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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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0,000

400,000

1

86,294

86,294

1

20,000

1

93,706

數位多媒體美術
數媒系
設計實驗室

焦點團體實驗室
企管系
投射裝置
焦點團體實驗室
20,000
企管系
簡報

93,706

焦點團體實驗室
企管系
環境設置

063-00 多媒體網路工作站

064-00 網路交換器

065-00 多媒體網路工作站

066-00 機櫃

三組,數位電視盒(含天線),喇叭
組,機組外殼,桌椅,沙發
Intel Pentium D, 2.8GHz 以 上 ,
800MHz FSB, 2MB L2 Cache，1 G
記憶體,DDR2-533 512MB，SATA-2
80GB 7200rpm ， DVD-ROM ，
ATX 300W, TFT-LCD17 吋，解析
度 1024x768；對比 350:1 亮度 250
cd/m2、喇叭
24port 10/100Mbps
Intel Pentium D, 2.8GHz 以上，
800MHz FSB, 2MB L2 Cache ，
DDR2-533 512MB，SATA-2 80GB
7200rpm ， DVD-ROM ， ATX
300W, TFT-LCD17 吋 ， 解 析 度
1024x768；對比 350:1 亮度 250
cd/m2、喇叭、
活動式 15U 標準機櫃一台，含配
線、施工安裝

33

30,000

990,000 共享電腦教室

企管系

1

10,000

10,000 共享電腦教室

企管系

27

30,000

810,000

1

30,000

30,000

067-00 網路交換器

24port 10/100Mbps

2

10,000

068-00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1.採外接式螢幕控制器方式，無需
LAN 網路即可執行 2.不需在老師
端電腦或學生端電腦或其他控制
主機執行任何常駐程式 3.每個外
接式螢控制器均不需要另插電源
4.老師端電腦及學生端電腦不需
插任何控制卡，在原處可隨時更
換廣播電腦主機 5.可做電腦影像
或聲音或同時之廣播教學 6.螢幕
廣播解析度須達 1600 x1280，且在

1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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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電腦教室
教學用

資工系

共享電腦教室教
資工系
學用
共享電腦教室教
20,000
資工系
學用

140,000

共享電腦教室教
資工系
學用

069-00 程式發展教學系統

070-00 網路檔案伺服器

071-00 行動運算程式發展器

072-00 高階資料擷取輸出裝置

073-00 多媒體網路工作站

全彩動畫廣播時完全同步畫質不
失真 7.須負責連線施工及線材 8.
含一組 60 人軟體廣播
Intel Core 2 Duo E6600，65nm，
1066Hz FSB，L2=4M，DDR2-800
2GB，SATA-2 250GB 7200rpm，
DVD-SuperMulti ， ATX 400W
Active PFC ， Intel 965P/ICH8
Chipset ， nVidia GF 7600GS
512MB / 128Bit Silence DVI+TV，
19" TFT-LCD ； Bright : ANSI
2000、Contrast : 400:1、Resolution :
1024 x 768；TC, DevC, BCB6 教學
版軟體
IBM eServer xSeries346 ， Intel
Xeon 3.4GHz x 2 ， ECC DDR2
4GB ， 74GB SCSI HD x
4(RAID-5)，20" TFT-LCD
Intel Core 2 Dou T5600, Intel
945GM, DDR2-1G, nVidia GeFource
Go 7400
Windows Mobile 5.0，1GB Micro SD
彩色雷射 A4 雙面列印 2400dpi
網 路 /usb postscrip HP Color
LaserJet 2605DN 彩色雷射印表機
Intel Pentium D, 2.8GHz 以上，
800MHz FSB, 2MB L2 Cache，
DDR2-533 512MB，SATA-2 80GB
7200rpm， DVD-ROM， ATX
300W, TFT-LCD17 吋，解析度
1024x768；對比 350:1 亮度 250
cd/m2、喇叭、防括玻璃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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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0,000

140,000 教學用

資工系

1

200,000

200,000 教學用

資工系

1

60,000

60,000 教學研究用

1

22,800

22,800 化妝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1

25,000

25,000 化妝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資工系

074-00 消毒殺菌系統

075-00 電動美容升降床

076-00 按摩推脂機

077-00 專業低週波減肥儀

078-00 網路伺服器

內含
1.毛巾蒸氣消毒箱 5 台
2.毛巾紫外線殺菌箱 5 台
尺寸：L195＊W70＊H58-74CM
商品附件：枕頭、美容師椅、蒸
臉器
按摩速度可自動調整
電 壓 120V. 230V
週波數 50 / 60HZ
消耗功率 115 W
電壓:120v.230v
週波數:50/60HZ
消耗功率:45W
1. IBM 7976-62V (X3400 熱 抽
Hot-Swap SATA & SAS 硬碟
機型) × 1
2. IBM 原 廠 雙 核 心 XEON
5130 2.0GHZ / 2X2MB L2
CACHE / 1333MHZ × 1
3. IBM 原廠 1GB(內含 512MB*2)
PC5300 ECC DDR2 FBDIMM
CL4 × 1
4. IBM
ServerRAID-8k SATA
RAID Controller(RAID 5) × 1
5. IBM 250G 7200rpm Hot-Swap
SATA HDD × 2
6. DLINK DGS-1224T 22 埠
10/100/1000BASE-T+ 2 埠
Combo 1000Base-T/SFP *簡易
式網管*機架式交換器 *架構
採星狀拓蹼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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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2,500

32,500 衛生技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27

18,100

488,7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2

18,000

36,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2

30,000

60,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1

125,000

125,000

美容模擬教學儲 化妝品應
存系統
用系

110V 或 220V
電源開關
消耗功率 1 W 以上
可接電腦
附 50 倍 鏡 頭
皮膚檢測儀
1:1 數 位 鏡 頭 各 一 個，檢 測 軟
體一套
電壓:120v.230v
活化回春儀
週波數:50/60HZ
消耗功率:4W
主機一台
鑽石微雕筆／吸引導管 1 組
鑽 石 魔 頭 (臉 部 )4 顆 ( 70#、
100#、 140#、 170# )
晶 鑽 (鑽 石 )微 雕 儀
鑽 石 魔 頭 (身 體 )1 顆 ( 100# )
過 濾 棉 一 包 ( 100 pcs )
清潔用夾子一支
清潔用小刷子一支 電源線
一條
電 壓 120V. 230V
微電腦超音波美容除皺/減肥儀 週波數 50 / 60HZ
消耗功率 22 W
電壓／頻率：100VAC／60Hz
輸出功率：12W
耗電流：0.1A
內附配件：
超聲波美容儀器
小型眼部按摩頭 1 組
中型臉部按摩頭 1 組
大型身體按摩頭 1 組
電源線 1 條
具蒸汽美膚、洗臉按摩刷及
三項功能綜合美容儀器
放大燈功能

化妝品調製實習 化妝品應
用
用系

079-00 化妝品連續生產系統

1

300,000

300,000

080-00

2

17,500

35,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2

12,500

25,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2

17,500

35,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2

11,000

22,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2

15,000

30,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2

16,000

32,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081-00

082-00

083-00

084-00

0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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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00 軟 光 柔 膚 儀

087-00 建築設計色票集

088-00 標準色彩圖表

089-00 日本色研配色板

090-00 基本色彩教具

定時顯示
脈衝光連續光設計
強、中、弱功率設計
燈罩可換式
手 臂 可 120 度 旋 轉
紅光、藍光、綠光、黃光，
四顆燈更換
1. A4 活頁 2. 460 色 3. 附
解說集解說色表 4. 附 JIS 記號
油性色票(各 17.5*6cm)
1. PCCS24 色相環，基本 12 色
相的等色相面，包含 12 色相 9 色
調一覽圖 2. 活頁式、B4 尺寸
3. 油性色票 602 色 4.附有：系統
色名、色調分類表、及說明書
1. 灰 、 白 雙 面 鋼 製 崁 板
90*60cm 2. 154 色 磁 性 色 紙
18*18cm 3.指導解說書
1.
基 本 色 彩 掛 圖
(1)B0(78.5*108cm)共十幅，包括：
日本色研配色體系的色相環
日本色研配色體系的名度和彩度
日本色研配色體系的色調類別
日本色研配色體系的系統色名
曼塞爾色彩體系的色相環
曼塞爾色彩體系的名度和彩度
奧斯華德色彩體系的色相環
奧斯華德色彩體系的等色相三角
形
分光反射率曲線與色彩之關係
CIE 色度網和修正曼塞爾體系
(2) 油性色紙貼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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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000

36,000 護膚技能試場用

化妝品應
用系

1

26,000

26,000 色彩學教材

室內設計
系

1

10,000

10,000 色彩學教材

室內設計
系

1

33,000

33,000 色彩學教材

室內設計
系

1

31,300

31,300 色彩學教材

室內設計
系

091-00 內視鏡

(3)
附
盒
子
2.標準色卡，包括：
(1)以 PCCS 系統完整色調、色名
的 230 色 4.2*9cm 色卡
(2)附 JIS 記號、系統色名
(3)裝訂盒裝
3.PCCS harmonic color chart
201-L，包括：
(1) A4 (6 個 chart)
(2) 201 色
(3)
附
說
明
索
引
4.PCCS-201 系配色卡 175b
BORESCOPE 硬 管 式 ， 直 徑
8MM，工作長度 44CM，視野角
度 45°。 含影像檔輸出裝置與轉
接頭

1

100,000

室內設計實習與 室內設計
100,000 模型學教學拍攝
系
用

092-00 氣流分佈模擬軟體

Pheonics V3.62

1

260,000

260,000

永續環境設計實 室內設計
驗室
系

093-00 逃生軟體

simulex

1

110,000

110,000

永續環境設計實 室內設計
驗室
系

094-00 分光測色計

內置 UV 瞬間調節機能，可同時
測定 SCI 及 SCE，10nm 的間距測
定。備有兩個不同的測定口徑
(8mm 及 3mm)可供切換。照明/受
光光學系統為 d/8 (擴散照明，8°
方向受光) SCI/SCE 同時測定(無
機械切換) (根據 DIN 5033 第七部
份、JIS Z 8722 的條件 C、ISO
7724/1 、 CIE No. 15 、 ASTM
E1164)。Ø52mm 積分球，受光元

1

259,200

259,200 色彩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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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
系

095-00 紅外線溫度量測槍

096-00 BSR 240 熱流感測器
097-00 室內照明舒適軟體

件為雙重 40 個元件矽光電二極體
陣列。測定波長範圍 360nm 至
740nm，測定波長間隔 10nm。反
射率測定範圍 0 至 175%、顯示分
解能力；0.01%。最短可測間隔
SCI/SCE 測定時間 3 秒(螢光測定
時：約 4 秒)。測定直徑/照明直徑
為 MAV：Ø8mm / Ø11mm。儀器
誤差ΔE*ab0.2 以內(MAV/SCI)以
主機為基準、BCRA 系列 II 12 色
測定時的平均值。表色系/表色值
為 L*a*b*、L*C*h、CMC (1：1)、
CMC (2：1)、CIE94、搜索器- Lab、
Yxy、孟塞爾、XYZ、MI、WI、
(ASTM E313/CIE) 、 YI (ASTM
E313/ASTM D1925)、(ISO 2470)、
濃度測試 A/T。另含硬盒、防塵罩
盒、防塵罩、色彩管理軟體
CM-S9w SpectraMagic、零校正盒
等裝備。
可儲存數據，距離目標比
60:1 ，testo 845，測量範圍 -30 to
+900℃(紅外線)，-30 to +870℃(接
觸 Type K) ，精確度 ±0.75℃(紅
外線)、±0.75%測量值(視測棒而
定)， 解析度 0.1℃(紅外線)、0.1
℃(測棒)
Thermopile sensing,量測範圍
-125~1500w/ m2,解析度 1w/m2 , 反
應時間 2min/1sec
1.SIMPLY
2.ASHRAE

LIGHTING
COMFORT

附 24

1

35,000

35,000

永續環境設計實 室內設計
驗室
系

2

21,000

42,000

永續環境設計實 室內設計
驗室
系

1

30,500

30,500

空間設計與照明 室內設計
設計初階用
系

SOFTWARE
098-00 熱流軟體更新

099-00 中文寫作數位化處理模組

100-00 力之分解與合成
101-00 多功能儲存式光電計時器
合

1

trnsys tess
1) 1 套 AcuLaser CX11F ，Color
四 合 一 ， USB2.0 Ethernet 10
Base T/100 Base-Tx 網路卡
2) 1 套 Storyspace (數位化超
文本 寫作軟體) 10 人用, for
Windows
力桌 ，滑輪，平衡力盤，砝碼掛
鉤，砝碼，韌質細線，水平儀，
量角器，多媒體教學軟體
外殼：ABS 一體射出成型， 尺
寸約 165*125*100mm，九大功能

68,000

1

48,000

中文寫作數位化
實習用，發展教
48,000 材數位化課程， 通識中心
支援課程教學實
習及專題研究。

2

15,000

30,000

物理實驗室教學
通識中心
用設備

2

11,000

22,000

物理實驗室教學
通識中心
用設備

18,520,000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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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環境概論教 室內設計
學用
系

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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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tium D 2.8GHz(800MHz FSB)
(Windows 及 Linux 作業系統) (獨立主
機不含螢幕)主機:HP dx7200ST / 主
機板:HP(Hon Hai OEM 381028-001)

001-00

企業型網路工作站

002-00

雷射普通紙多功能掃描傳 具掃描影印傳真功能
真機
解析度 300DPI 以上

003-00

不斷電系統

直立型 1500VA 在線式(ON-Line)飛
瑞 C-1500

合

計

使用單位

2

25,000

配合公用查詢
50,000 電腦管理系統
升級

1

11,900

11,900 提供多元服務

圖書館

3

12,700

38,100

預防停電資料
遺失

圖書館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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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說明

圖書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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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單位

優先序

(冊、卷) 數量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1
2
3
4

期刊

多媒體資料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其他

●紙本

種

95

●電子

套

1

冊

2666

冊

500

種

6

100,000

600,000 綜合性線上資料庫

圖書館

件

120

2,500

300,000 綜合性多媒體資料

圖書館

●
●

5

●資料庫

6

●

合

預估單價

計

1,900,000 綜合性館藏

圖書館

1,000,000 綜合性館藏

圖書館

600

1,600,000 綜合性中文館藏

圖書館

2,000

1,000,000 綜合性外文館藏

圖書館

20,000

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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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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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0 跆拳道練習靶

含龜靶（4 組）、速度靶
（8 組）、大護手靶（4
處）、小護手靶（4 組）
安 全 保 護 墊
(100cmX100cmm)

1

75,000

75,000 跆拳社練習 跆拳社練習

002-00 電子佈告欄公告端

SMP Player ,Plasma TV

1

80,000

80,000 辦理活動

學生會

003-00 教學用擴音器

攜帶式音響（含 CD 及卡
式撥放及兩組無線麥克
風）

1

38,000

38,000 辦理活動

學生會

004-00 數位影像器

2000ANSI 流明(含)以上，
解析度：標準 SVGA800 X
600(含)以上

1

27,000

27,000 辦理活動

學輔中心

005-00 移動式資料處理平台

一般型筆記型電腦 Intel
Pentium M 或 Core Solo
1.66GHz (Windows 作業系
統) (14 吋)

1

40,000

40,000 辦理活動

學輔中心

006-00 網路伺服主機

低階伺服器(Intel Pentium
4 3.2GHz 一顆)(Windows
作業系統)(Serial ATA 硬

1

70,000

70,000 辦理活動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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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碟)
007-00 網路工作站

Pentium4 4.35 含 LCD 螢幕

1

30,000

30,000 辦理活動

學生會

008-00 光學影像儲存設備

Super Steady Shot CCD 防
手 震 1000 畫 素 APS-C
CCD

1

30,000

30,000 辦理活動

學生會

009-00 手足反應訓練機

CS-3300A

2

10,000

20,000 社團活動

足球社

010-00 冰棍球檯

CS-3400

2

13,000

26,000 社團活動

足球社

011-00 籃球框(含籃板)

電子移動式

4

16,000

64,000 社團活動

籃球社

合

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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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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0

校園安全設備

智慧型數位校園監視系統

1

250,000

250,000 校園安全維護

總務處

002-00

校園衛生設備

冰溫熱三用飲水機

5

150,000

150,000 校園水質維護

總務處

003-00

校園省水器材

省水馬桶、水龍頭等省水器材

1

30,000

30,000 校園省水器材

總務處

004-00

校園化學物質操作存放系
儲存及抽風系統
統

1

70,000

70,000

合

500,000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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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化學廢液改
總務處
善設備

備註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研
究：55 案
研
習：60 件
進
修：5 件
著
作：50 篇
升等送審：7 案
改進教學：80 項
編纂教材：5 案
製作教具：5 案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

習：15 件

c公民教育活動d華夏之美—認識校園e健康體位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4社團服務學習研習5學生社團授課6印製心理衛
生預防推廣教育資料7諮商輔導個案研討會
支應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2 人、副教授 6 人、助理教授 5 人、講師 1 人

合

備註

本經費佔經常門總經費
44.85﹪，超過 30%，檢附本
6,593,273 校「教師獎助辦法」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四、其他

預估金額

計

此經費佔經常門總經費 1.46
﹪，在可支用經常門總經費
215,223
5﹪以內，檢附本校「職員進
修辦法」
此經費佔經常門總經費 2.18
﹪依據所編列之相關項目妥
320,000 善運用。
除學校負擔外，擬由本獎補
7,571,504 助款支付 96 年度教師部分
薪資所需
14,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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