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目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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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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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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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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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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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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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二）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 20 
（三）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 21 

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  29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30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31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  34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  46 
（六）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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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51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  52 
（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

細表……………………………………………………………54 

二、預期實施成效  ……………………………………………………………… 23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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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專任教師共 303 人，其中教授 28 人、副教授 100 人、助理教授 56 人、講師 119 人，

實際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所有實際專任講師以上師資比為 60.73％，顯示本校師資結

構佳；再者，本校專任師資具二年以上實務經驗共 97 人，佔所有講師以上比為 32.01％，

專任師資具乙級以上職業證照共 151 人，佔所有講師以上比為 49.83％，具有二年以上實

務經驗或乙級以上職業證照的人數為 192 人（此兩項資格不重複列計），佔所有講師以上

比為 63.37％，顯示為落實技職教師之特色，本校聘任之師資，除要求具有實務經驗外，

新聘教師亦以具有專業及技術證照者為優先考慮，以建立有別於高等教育學術研究之技

職特色。 

 (二) 圖書軟體資源：  

 

 

( 

 

 

 
 
 
 

項目 
九十六學年      

(截至 9702 止) 
中文 紙本 181,619

圖書總冊數 
外文 紙本 56,494

紙本 670
中文 

電子式 5,824
紙本 252

期刊種類數 

外文 
電子式 30,738

中文 電子式 53網路版資料庫種類數 

（連續性出版品） 外文 電子式 65
中文 電子式 30單機版資料庫種類數 

（連續性出版品） 外文 電子式 9
非書資料套數(可包含縮影、光碟、視聽、地圖等) 11,413
圖書流通使用量 75,518
全年線上及光碟資料庫使用統計 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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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教學設備 

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HP 電腦 D330 P4-3.0GHz+15"LCD 15 

高階掃描器 1 

集線器 SMC 24port 2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P4-2.8GHz+15"LCD 5 

F202 

電腦 P4-2.8GHz+15"LCD 20 

營科系 

ASUS 電腦 P4-3.2GHz+17"LCD 60 

集線器 ACCTON EH3024C 3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HP P4-3.4GHz+17"LCD 1 

F206 

繪圖機 1 

營科系 

記憶體 30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雷射印表機 HP LJ8000 1 

電腦 ASUS 雙核心 3.4GHz+19"LCD 31 

電腦 HP P4-3.2GHz+17"LCD 30 

G307 

廣播教學系統 1 

工管系 

集線器 24Port EH3524A 2 

雷射印表機 HP LaserJet 5000 1 

電腦 P4-2.8G+17"LCD 35 
E302 

廣播教學系統 1 

環工系 

3COM 集線器 3 

HP 電腦 P4-3.2GHz+17"LCD 61 

集線器 24Port EH3524A 1 

雷射印表機 1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網路交換集線器 Accton ES3526L 1 

L303 

廣播教學系統 MBS 1 

國企系 

掃描器 Microtek8700 1 

集線器 Cisco Catalyst 2950T 3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4核心- (新進) 61 

J501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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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記憶體 31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2 

雷射印表機 1 
J502 

電腦 HP P4-3.2GHz+17"LCD 31 

企管系 

HP 電腦主機 D330 P4-3.2GHz 61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掃描器 HP ScanJet6300C 1 

液晶螢幕 19" 62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5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電腦華碩 P4-3.2GHz 62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7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掃描器 HP ScanJet6300C 2 

雷射印表機 HP LJ 5000 1 

電腦 ASUS 3.4GHz+19"LCD 61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7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DVD 燒錄器 DVR-104 [數位剪輯系統] 1 

MAC 電腦 G4/733 +15"LCD 60 

記憶卡 256MB RAM [數位剪輯系統] 60 

記憶體 512MB 122 

集線器 EH3524A HUB 3 

電腦 ASUS P-D3.4GHz 61 

I7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商設系 

硬碟機 61 

集線器 2 

集線器 D-Link 1 

電腦 HP P4-3.2GHz+17"LCD 61 

I706 

廣播教學系統 1 

商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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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網路管理軟體 Cisco Works & Cisco 1 

32MB 記憶體模組(Cisco1721) 5 

32MB 記憶體模組(Cisco2600) 1 

32 埠非同步模組 1 

ADSL 路由器 Cisco 1 

DSL 局端設備模擬器 1 

GIBC 介面轉換模組 WS-G5484 4 

SMART 模組 1 

VPN 防火牆 2 

VPN 路由器 Cisco 2 

乙太網路卡 Intel Pro/100 2 

乙太網路交換器 10 

交換器 Catalyst 3550-24-EMI 1 

交換器 Cisco 2950 1 

交換器(NETLAB 網路硬體設備) 4 

多層乙太網路交換器 2 

防火牆 Cisco 4 

防火牆 PIX-515 1 

防火牆網路卡 Cisco PIX10/100 1 

記憶體 70 

記憶體(Flash16MB &Memory48MB) 10 

終端伺服器 Cisco 2621 1 

無線網路卡 AIR-CB20A-A-K9 6 

無線網路卡 AIR-PCI352 6 

無線網路卡 AIR-PCM352 6 

無線網路存取器 Cisco 1200 8 

無線網路橋接器 Cisco 350 4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路由器 1 

路由器 Cisco 1720 10 

路由器 Cisco 1721 11 

路由器 Cisco 2621 3 

路由器 Cisco 776M 1 

S404 

路由器(NETLAB 網路硬體設備) 1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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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路由器 ADSL 介面卡 1 

雷射印表機 HP LJ2200 1 

電腦 P4 2G+15"LCD 69 

網路交換模組 WS-X4232-L3 2 

網路交換器 Cisco 2950 3 

網路交換器 Cisco C2950 2 

網路交換器 Cisco WS-C4006-S2 2 

網路作業軟體系統-12 套通訊協定 1 

網路作業軟體系統-3 套通訊協定 1 

網路電纜測試儀 Fluke 620 1 

網路模組 NT1/ISDN WIC-1B-U 3 

網路模組 T1/ISDN-PRI NM-1CT1 1 

網路模擬器 ATLAS 550-CC 1 

廣域網路介面卡 WIN-2A/S 2port -1B-U 12 

S404 

廣域網路模擬器 Adtran 550 1 

資工系 

乙太網路交換器 3 

雷射印表機 HP LJ2200 1 

電腦 ASUS 雙核心 3.4GHz+19"LCD 68 
S4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工系 

SUN 工作站+17"CRT Blade100 4 

工作站 SUN Blade150+17"LCD 31 

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 2 

電腦主機 ASUS P4-3.2GHz 62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6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工系 

3COM 集線器 3 

IBM 電腦 2.66GHz+17"LCD [數位金融中心] 30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電腦 IBM A50 Celeron 2.66G+17"LCD 12 

電腦主機 IBM Celeron2.66G+17"LCD 15 

廣播教學系統 1 

J301 

數位講桌 1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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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L2 交換器 1 

即時接收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防火牆 Juniper 1 

教學廣播系統 (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1 

無線基地台 1 

筆記型電腦 PⅢ850 (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2 

虛擬交易所撮合主機"(財務金融教育規? 1 

資料庫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雷射印表機 1 

電視牆系統-電腦主機 P4(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2 

電腦 HP P4-3.2GHz 51 

撮合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J701 

數位講桌 1 

財金系 

電腦 ASUS 3.4GHz+19"LCD 60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6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光電系 

集線器 D-Link DES-1024R 3 
MB101 

電腦 P4-2.4GHz+17"CRT 60 
電算中心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電腦主機 P4-2.8GHz 41 

噴墨印表機 EPSON COLOR 850 1 
J201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推職中心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本校以誠信、前瞻、務實、卓越之辦學理念，整合人文通識與科技，培育具現

代專業知識、人文藝術涵養及國際視野之國家經濟建設人才為目標。本校發展重點

特色說明如下： 

1.實施全人與數位教育： 

培養學生尊重生命、自我肯定及敬業服務的基礎人文素養，塑造學生成為具

有敬業精神的優質公民以及具備數位資訊化能力之現代青年，並實施「131」政策，

即每位學生畢業後能有 1 張學歷證書，3 種能力證照(專業能力、電腦能力及英語能

力證照)及學生榮譽護照。 

2.重視專業技能與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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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校院教育應以專業技能學習為重點著重理論與實務結合，才能因應產業

結構變遷，在職場上一展所長。因此本校重視學生專業及實作能力，並輔導學生取

得專業證照，以提升就業率及就業競爭力。 

3.重視資源整合與研究發展： 

本校具整合校內外系所間研究及設備能力，以奈米材料、綠色環境、創新管

理及電資科技等四個研發中心為主軸，從事跨領域之研究計畫與開發專業潛能。 

 4.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為培養本校教師提升專業能力，提升其人文素養，特擬訂本校相關具體目標

如下： 

提升教師專業學識能力 

-輔導專業教師取得相關乙級以上技術證照或英文檢定或同等級國際證照。 

-鼓勵教師持續進修第二專長或英語教學碩士學位或學分班，並補助部份學分費。 

-提高教師參加研習意願。 

提升教師人文素養 

-委請推職中心、通識教育中心延聘本校英語檢定、電腦等專長老師，每學期開設

十六小時電腦相關研習課程講座，結業時發給研習證書，並輔導考取政府機關認

證之證照。 

-提升教師英語能力 

-結合商設系、創意藝術中心塑造校園藝術風氣與環境。 

完善教師終身學習機制 

-鼓勵教師參加校內外研習課程。  

-電算中心推動 e-learning 網路學習社群，鼓勵教師及學生參與，建立校內及社區終

身學習網站。 

-協助教育部舉辦高中職老師技能檢定。 

全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 

-人事室協同教務處、學務處擬定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送校務會議審議，並由校

長公佈實施。 

 5.提升學生素質 

提升本校學生素質 

-加強英文、微積分、物理、化學等基礎學科教育。 

-強化就業實務課程比率，減少學理論述。 

-各系規劃系本位特色實務課程，提高學生專業知識水準。 

-技檢學科科目融入平時教學，國內外證照納入教學內容。 

-辦理相關職類乙級技能檢定必修零學分訓練課程，鼓勵學生獲取職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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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丙級以上技能檢定證照獎學金」制度，提高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意願。 

-獎勵學生參加校外競賽。 

-增加大三、大四英語課程教學，全民英檢初級通過可免修大三、大四英文課程，

各系得將外語能力列為畢業門檻。 

-加強補救教育，鼓勵學生主動到語言自學中心學習英文。 

-英文統一教材之比例逐年增加。 

-建置網路大學，提供網路輔導學習環境。 

提升本校學生通識能力 

-配合大專校院通識教育評鑑，提升教學品質，提升學生通識能力。 

-加強認識台灣、族群、美育、國際觀、品德教育、法治教育及強化公民教育。 

提升本校學生畢業水準 

-每年進行畢業學生就學就業狀況調查，作為規劃系本位課程及教學之參考。 

-鼓勵學生通過語文檢定或其他技能檢定作為畢業條件之一，以提升學生素質。 

-每學年辦理就業輔導講座、校園徵才博覽會，印製學生就業輔導手冊，以提升學

生求職技能，增加就業率。 

加強本校教學品質 

-推動教師教學及研究評鑑，根據評鑑結果作為教師續聘與否之依據。 

-訂定教師教學服務獎勵措施，激勵教師認真教學。 

-視聽教室改為多媒體視訊教室。 

-各系提報「提升系科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6.強化終身學習體系 

建構知識整合性教育入口網站 

充實數位內容，推廣遠距教學課程 

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引發民眾學習興趣並增進教育素質。 

配合政府政策辦理提昇社區民眾外語能力與國際觀，以因應全球化趨勢。 

架設並維護知識學習平台：委託電算中心架設並維護知識學習網站。 

 編製教育學習 e 化教材：提昇 e 化成效，委託專業教師暨電算中心進行網路 e

化教材之製作。 

開設推廣教育暨證照訓練課程：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提供民眾多元學習管道；

並推廣證照課程，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7.推動學校國際化 

營造教學國際化環境，完成全英語授課之 個課程數，以吸引外籍生來本校就

讀。 

與英語系國家建立姐妹校制度，鼓勵學生赴姐妹校參加短期交換學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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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與交流，以增強本校教育學術國際競爭力。 

提升學生外語能力，建置教學雙語環境。 

辦理雙聯學制之課程。 

擬定相關獎勵措施，鼓勵師生出國進修，以增廣師生國際視野。 

持續進行「國際合作專案計畫」，奠定本校學術成果國際化。 

拓展本校與國際技職教育聯盟，推動國際交流機制。 

訂定經費補助辦法，鼓勵教師參加國際研討會及國外參訪。 

8.增進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及國際趨勢結合 

加強本校產學合作、技術研發，申請專利。 

推動本校與產業界產學聯盟，辦理就業學程。 

配合國際證照開設相關課程、學程、或遠距教學。 

開發與產業界合作機會，與產業界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書。 

鼓勵本校師生重視成就表現，落實證照制度，大專學生相關系科參加國家證照

考試或通過技能檢定之證照。 

9.鼓勵學校發展特色 

培育具語言能力與國際視野的新世紀專業人才。 

促進認識台灣及發揚各族群文化。 

提昇師生專業及 化智能與產業合作質量。 

輔導弱勢學生就業及終身學習教育與社區服務。 

10.營造友善校園 

建構和諧關懷的校園情境，營造平等尊重的友善校園。 

建立多元開放的校園環境，營造和諧互助的學校氣氛。 

訂定關懷支持的體制規章，建置照顧弱勢學生的機制。 

規劃健康人性的環境設施，奠定安全溫馨優質的校園。 

發展開放便利的資源網絡，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 

11.加強品德教育 

建構新世紀品格及道德教育內涵，增進學校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

行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省，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力。 

協助學生建立自己的價值系統，發展其道德判斷能力，付諸實行，成為一個對

自己、家庭、社會、國家負責任的人。透過修身及行為教育，培養學生健全人

格。落實身教，以生活教育學程紮根基。 

採「研究發展、人力培訓、宣導推廣」等實施策略推動品德教育實施方案。 

加強學生行為教育，強化學生進而之責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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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十美教學卓越藍圖將是遵循： 

5I 教學方向 

「產學合作」(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人格教育」(Integrity education) 

「優質校園」(Infrastructure excellence) 

「數位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國際接軌」(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培育 5C 的現代青年  

「全人品格」(Character) 

「專業技能」(Concentration) 

「電腦能力」(Computerization) 

「外語溝通」(Communication) 

「專業証照」(Certification)  

具體方案 

延攬培訓理論與實務兼備教師 

 落實產業導向就業課程 

 拓展教師教學資源中心 

 推動教學評鑑與國際認證 

 促進數位 e 化曁圖資多元平台 

精進國際化英語教學情境與空間 

強化教學設備與空間資源 

拓展學生學習資源中心 

發展整全功能的全人教育 

增進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能力  

促進研究與教學互動與建教合作 

獎勵與培育創意創新研究傑出師資 

拓展研究所成長滿足產業需求 

增益研究發展中心資源與空間 

開拓產、官、學、研、社研究計畫 

精進國際水準、設備、設施與環境 

提升研發數位圖資內容與平台 

強化創新育成中心績效 

推動國內與國際學術交流 

樹立學校研發特色與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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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一)、校務發展重點： 

 1.招生, 知生,識生,留生,提升教學與服務品質 

 2.北區私立科大評鑑一等奪冠,宣傳與保持水準 

 3.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提升重點大學品質 

 4.承辦 97 學年四技申請入學,強化與高中職宣導與互動 

 5.提升讀書風氣與就業力: 

        （1）落實 e 化教學 

        （2）積極參與校內外競賽,學生專題 

        （3）大幅提高證照取得比率 

        （4）增加實作,建教合作,校外參訪與實習 

        （5）積極推廣教育學分班 

        （6）落實導師與系導師對同學的輔導 

  （二）教學單位發展重點 

1、管理學院： 

（1）成立研究與教學團隊 
針對本院的師資專長，規劃出國際金融與企業化、製商整合與運籌管理、數

位內容設計、健康休閒產業等四大教師團隊，每一團隊皆以跨系所師資整合之，並

且引導與落實於教學方向之特色籌建，規劃對應之學生證照並積極輔導之。 

（2）擴大研究所能量 
增設管理相關研究所，並規劃於 98 學年度成立「服務業管理研究所在職專

班」，以銜接社會脈動、擴大學生升學管道並且得以增加教師研發能量。 

（3）學程化課程設計 
就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及地區區域經濟特色，以跨系所整合方式，將相關知識

領域融入於專業學程內，除引導學生依興趣及能力進行系統化選課外，並得以汲取

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之專業能力，以因應新世紀產業經營變革之需求。 

（4）推動前瞻務實之研究 
爭取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以提昇研發能量，並鼓勵管理學院教師，

以產業前瞻之眼光加強學術及實務性研究，並著重於企業電子化、科技產業之經營

策略與管理、供應鏈及需求鏈管理、國際電子商務、財務金融分析與管理，以及企

業決策分析等領域之研究，來順應產業發展趨勢，並培育相關領域之管理專才。 

（5）提昇學生證照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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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學生就業競爭力，並與高等教育市場進行區隔，除專業課程教育外，

也將整合管理相關專業證照資訊，除現有之「金融證照測驗室」外，並成立相關證

照取得輔導中心，修改各系課程以輔助證照之取得，協助學生應用專業技能取得專

業證照，以利日後之職場競爭，並縮小理論與實務之差距。 

（6）強化國際交流 
鼓勵教師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進行國外短期研究，以瞭解國際學術研究發

展情形，藉此提昇本校知名度，積極與國外大學進行學術交流合作並進行互換學生

與學分相互承認等項工作，以落實雙方之合作，並推動兩岸三地學生實習機制，以

擴大教師及學生國際視野，並得以逐次拓展全球觀之管理教育。與國際企業或海外

台商進行國際產學合作案，增強本院產學案之廣度與深度。 

 2、工程學院： 

（1）積極改善教學品質 
整合各系所之師資專長與教學資源，規劃整合性跨系選修學程，並逐年爭取

經費提升實習試驗室設備，改善教學空間與環境，積極鼓勵教師至公民營機構進修

第二專長或攻讀博士學位，並參與各項實務型研討會，以有效改善教學品質。 

（2）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設有奈米材料應用研發中心及綠色環境研發中心，整合本院專長相近或互補

之教師成立研發團隊，在既有優良的個人研究能力基礎上，發揮團體作戰之優勢，

集中研發能量於高分子材料、能源材料、光電材料、生醫材料、綠色材料等領域之

實務研究，以期與區域產業結合，解決區域產業各種研發之困境，促進產業升級，

增進產業競爭力。 

（3）逐年擴大研究所設立數量 
已奉教育部核定於 96 學年度增設材料科技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並擬逐年鼓

勵各系爭取獨立設置研究所，最終達一系一所之目標，以朝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卓越

大學目標邁進。 

（4）推動工程教育認證 
為使各系提升整體競爭力，吸引更多優秀學生就讀，並使與國際教育接軌，

促進國際人才流動，配合產業需要培養實務人才，增加畢業學生就業發展空間，推

動工程與科技教育認證制度，提升教學品質，建立各系自我管理的文化。 

（5）學程化課程設計 
依照國內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及區域經濟特色，推動跨系所整合，將相關知識

領域融入於專業學程課程內，除引導學生依興趣及能力進行系統化選課外，並得以

汲取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之專業能力，以因應新世紀產業經營變革之需求。 

（6）提升學生證照率 
為加強學生就業競爭力，建立技職教育特色，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的職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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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能力，鼓勵各系設立相關證照輔導課程，建立學生在校取得證照之鼓勵措

施，協助學生培養專業技能取得各項證照，以利日後職場競爭力。 

3、電資學院： 

（1）系統晶片應用與高頻電路測試技術 
 電子系發展目標為晶片系統應用與積體電路設計佈局及通訊高頻測試技

術，95 年 6 月電子系與新竹科學園區之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協定，

由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捐贈微晶片應用發展系統四十套，並提供相關晶片予萬

能科技大學電子系開授應用課程，使學生提早接受產業開發產品使用之工具。另產

業界在製作 IC 上有大型化且系統化的傾向，國科會也正在積極推展系統晶片。政

府所主導之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目的是在未來 3∼5 年間為台灣建立豐富的

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簡為 SIP)、整合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 (EDA)、
提供優良的設計環境，供全球系統設計廠商使用。使台灣能在製造利基上繼續做強

有力的發揮，同時再開創出新的設計優勢，達到垂直整合的效果，從而在世界半導

體、資訊與電子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原電子系控制專長之師資將轉向系統

與晶片微控應用之整合設計領域，以期讓電子系之研究方向有一個很明確的特色。

通訊產業有機會成為台灣第三兆之產業，而通訊之高頻電路設計與測試領域需靠經

驗與技術純熟之技術人員。因此對訓練電子領域之技職體系學生從事高頻電路測

試，將會是適才適所之工作，電子系基於過去對通訊領域之發展，且在教育部通訊

教改計畫中，與鄰近之中央大學及元智大學結盟為夥伴學校，可利用計畫中於中央

大學設立之通訊實驗室從事研究與教學。利用本校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中，籌

設教學資源之經費與學校配合產學案之電資科技研發中心經費，於電資科技研發中

心成立通訊高頻量測教學實驗室，另將續增聘通訊高頻電路專業之具產業經驗教

師，並積極發展通訊高頻電路測試技術。 

（2）網路通訊技術與多媒體應用 
 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及應用在全球已蔚為風潮，並快速地蓬勃發展。多媒體

通訊的時代，隨著 GPRS 服務的廣為佈建以及 3G 執照的標售，似乎亦已經提前宣

告了它的來臨。隨著多媒體通訊時代的來臨，高寬頻通訊系統及網路科技已成為先

進 國 家 產 業 優 先 發 展 的 重 點 。 為 了 因 應 此 一 趨 勢 ， 學 院 目 標 將 整 合 電 腦

（Computer）、通訊（Communication）、電子（Consumption Electronics）、多媒體

（Multimedia）等相關教學資源與研發人力，並配合本校重點發展網路通訊技術，

整合電腦多媒體應用與遊戲引擎研發人力設立網路與多媒體應用學程，以培育具備

獨立思考及創新能力之優秀人才。資運安全為網路通訊之重要之課題，本院與管理

學院申請之跨院系「資通安全學程推廣計畫」獲教育部 95 年 09 月 22 日台字顧第

0950140892 號函補助，將積極推動相關課程並鼓勵同學選修該學程。  

（3）光電源件與平面顯示器技術發展與應用 
光電科技成為二十一世紀各國增加國際經濟競爭力所不可或缺的國家重點發

展科技，從全球通訊產業發展趨勢來看，整合語音、數據及影像顯示的多媒體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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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輸，在結合網際網路之後，成為全球網路多媒體產業發展的焦點；而光通訊

寬頻網路有助於多媒體產業的起飛及相關光電周邊產品的發展。兩兆雙星項目中之

顯示器產業，為政府大力扶植之產業，能帶來可觀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商機技術研發

過程中，欲使產品研發技術能量提昇，基礎專業技術人才，亦是各公司產品開發過

程中不可或缺的要角。光電工程系以培育訓練顯示器技術人才為重點，除積極增聘

專、兼任師資外，更規劃 95~97 三年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成立【顯

示器技術發展實驗室】，95 年獲教育部補助 300 萬元，學校與院系資本門經費配合

款 300 萬元，積極籌設培育顯示器技術人才所需之環境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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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支用項目在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計畫充實教育資源，達成各單位中長期發

展計畫之目標，充實軟硬體設備。 

各項資本門支用項目亦與本校各教學單位中長期發展計畫所規劃欲購置之設備

相符。說明如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25,430,085，77.9 %)： 
購置電腦、靜電紡絲機、折射率偵測器、寬頻地震儀、絕熱式熱卡計、超臨界萃

取儀、半乾式轉漬機、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置、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數位式

厚度計、語言學習應用軟體、2U 超薄型伺服器、視訊剪輯製作軟體、立體雕刻機、數

位講桌、水中攝影機、統計軟體、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晶圓變溫量測機座、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高真空熱蒸鍍膜系統、單槍投影機等，與本校發展目標「培養

實用專門人才」及「充實教育資源」、「提升教學研究品質」策略吻合。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6,314,600，19.3 %)： 

   購買 DVD、VCD、VOD、中西文書籍，與本校發展目標「培養實用專門人才」

及「提升教學研究品質」、「開創具有濃郁人文、藝術氣息的校園生活環境」策略相關。 

(三)學輔相關設備($574,600，1.8 %)： 

購置無線擴音機、主動式喇叭、硬碟式攝影機、速錄器等與「加強學生課外學習

活動擴大學生視野」之策略相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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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45，1%)： 

購置中央實驗桌、抽氣藥品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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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持續提昇師資結構延攬教授級師資，並鼓勵副教授升等（九十三學年升等教授通

過 3 人，九十四學年升等教授通過 4 人、九十六學年升等教授通過 5 人、目前尚

有 2 人升等教授於教育部審查中，現有教授 28 人（佔 9.24％），預計九十七學年

教授人數佔整體師資比將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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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助教師發表論文、學術性專書、專利等；鼓勵教師積極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或參與實務研習取得實務證照等（研習期間一律以請公假辦理）；同時充分運用

獎補助款資源，鼓勵教師從事研究工作，預計可以有效提昇本校教師之民間產學

合作案件之質與量。 

（三）依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除以增聘方式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外，並持續鼓

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專長碩士學位（或學分班）及著作升等方式進行改善，

因此運用此部分經費提供教師進修學位（或學分班）所需之學雜（分）費補助，

且專任教師著作升等之校級校外學者審查費（一次逕送三人）亦由本項經費支應。 

（四）補助校內各教學單位召開改進教學研討會，並對獲得教育部輔助教學器材競賽績

優者給予獎勵，同時補助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每學年舉辦一次具前瞻性之校際

性學術活動（研討會）。再者，遴選表揚九十六學年教學優良教師，鼓勵教師從

事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於改進教學，有助教師提昇教學績效，進而改善教學環境。 

（五）鼓勵教師研究、研習、著作、進修、升等、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及改進教學，此

部分經費 9,455,000 元（佔經常門獎補助款比例 53.24％），均符合中長程發展需要，

與規劃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改善研究風氣，提高學術地位，精進教學

品質等均有密切關連。 

（六）補助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師，以提升社團經營

及活動水準。 

參、經費支用原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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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設備預算分配程序與原則：  

1. 學校根據年度財務狀況，規劃圖書、儀器設備預算額度。 

2. 依年度儀器設備額度及下列原則分配預算： 

(1)各院所系基本額: 院=10%*(所屬所系總基本額)。所基本額：工程$700,000，管理

$350,000。系基本額：工業類為$1,500,000,商業類為$1,000,000,通識：500,000。新成

立所開辦費為$1,500,000，系開辦費為$3,000,000，不足則以學校統籌款部分支應。 

(2)所系分配比例，以學生數加收費標準及產學合作研究與推廣案績效為參數計算而

得。 

(3)儀器設備預算金額=各所系基本額(含新所系開辦費)+各所系分配金額+研究案與

推廣績效分配金額+96 系所提撥資本門經費分配金額+各系電腦逐年汰舊換新分攤

-攤還以前年度借支金額  

3.學院依實際狀況統籌規畫調整院系經費，再提預算審議委員會議審查單位預算。 

（二）獎補助經費分配： 

1.資本門經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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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依據教育部核配獎補助款金額及規定應提配合款比例，並根據年度「教育

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之經、資

門比例估算經、資門所應提報計畫金額。 

1.資本門經費部分：各單位提出規格說明書__ 

(1)教學研究設備，各教學單位提出需求。 

(2)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圖書館彙整提出需求。 

(3)學輔相關設備，學務處彙整提出需求。 

(4)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總務

處會同各所系提出需求。 

會計室彙整各項需求後，提專責小組依學校整體發展予以審核後報部；重大

修繕工程歷年皆以學校經費支應，未使用教育部補助款。 

2.經常門經費部分： 

經常門部分就獎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及改進教學、增聘或現有教師之薪資支付及行政人員業務研習與進修活動補

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補助經費等各方面，分別研訂辦法，有效經費運用。茲分

別說明如下： 

(1)研究方面：獎勵教師民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專任教師進行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2)研習方面：獎助教師參加國內外與個人專業或任教課程相關之學術或教學研討

（習）會（含赴實務單位研習），或依本校發展需要培養第二專長所參

加之在職訓練班、證照訓練班‥‥等。 

(3)進修方面：持續鼓勵與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專長碩士學位（或學分班）。 

(4)著作方面：獎助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包括：發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學

術性專書（著作）與申請專利等。 

(5)升等送審方面：須通過系（所）教評會、院（中心）教評會、校教評會三級審查，

且校級辦理外審時一次逕送三位委員，審查程序力求嚴謹。 

(6)改進教學方面：為提昇教學效果，各系及通識教育中心各組每學期得申請補助教

學研究與改進研討會乙次，並對參加教育部輔助教學器材競賽獲

獎之教師給予獎勵。自九十三學年度起，為提昇專業品質及學術

研究風氣與水準，鼓勵本校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辦理具前瞻性

及改進教學品質之校際性學術活動（研討會），並補助舉辦學術活

動相關費用（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每學年至多舉辦一次為原

則，每次補助金額上限為 15 萬元）。 

(7)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方面：由於多元智慧觀念的崛起，為鼓勵教師配合課程需

要、規劃的課程內容能將各主題連貫，有效將教學方法與教材組織起來，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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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教學器材，輔助課堂講解，進而達到課程全盤完善的整合，提昇教學績效（藉

由表揚與獎勵由各院、中心教評會所遴選出之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達成）。 

(8)研究、研習…等上述各項經費占經常門獎補助款比例遠超過教育部要求之 30％下

限的編列要求，並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規定：「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及確實執行，不得僅適用於少

數人或特定對象」，故本校增訂教師每年支領研究獎助、研習獎助、進修獎助及

著作獎助等經費（含教育部獎補助款及本校配合款）不得超過新台幣 35 萬元

整，鼓勵校內教師均能積極參與研習、進修或發表論文著作、研究成果等。 

(9)行政人員業務研習與進修方面：為提昇行政人員知識與工作技能，獎助行政人員

參與業務研習，預計辦理公文寫作、行政作業電腦化、數位多媒體、禮儀訓練…

等相關講習課程，冀望提高服務品質，增進行政人員知能。 

(10)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活動方面：為落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並積極發展

學生事務輔導工作特色，全面提昇學生事務與輔導功能，以促進校園安定

與和諧。 

(11)外聘學生社團專業指導老師方面：為提昇社團經營及活動水準，各社團皆可提出

申請。 

(12)本校增聘教師已具博士學位或助理教授以上資格為必要條件，增聘師資之用人單

位，與該名教師專長需求詳如下表： 

姓名 職級 所屬單位 系上需求 教師專長 

莊金海 副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聘請具有法政領域之專任副

教授 

1、政治學、憲法學領域 

2、防偽鑑識 

3、企業與公共關係 

薛光博 助理教授 電子工程系 

獲有國內外大學電子、電

機、資工、電訊（信）工程

等相關領域博士學位。 
具通訊、嵌入式系統應用、

IC 設計相關專長。 

1.積體電路製程技術 

2.高頻微波電路設計 

3.類比電路設計 

4.半導體元件物理 

5.固態電子學 

6.化合物半導體 

李勝楠 助理教授 資訊工程系 

獲有國內外大學資工、資

科、電子、電機、電訊（信）

工程等相關領域博士學位；

具網路通訊、行動計算、數

位內容、影像處理、積體電

路設計相關專長。 

1.光纖網路 

2.演算法 

3.多點傳輸技術(Multicasting) 

4.程式設計(C++, Java, VB, 

www,ASP.NET) 

5.人工智慧 

以上增聘教師之學術、實務經驗俱豐且符合該系之本位課程發展，有助於提升學生就

業能力之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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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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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一、為促進經費整體規劃與運用，源依萬能科技大學組織規程，設置萬能科技

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置委員三十三人，除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校發中心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圖書館館長、

工程學院院長、管理學院院長、電資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

通識中心及各系科所選舉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 

三、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秘書一人，辦理有關事務，

並於開會時擔任紀錄事宜。 

四、本小組委員任期二年，選任委員連選得連任，惟二次為限。 

五、本小組職掌規定如左：  

(一)、關於各項購置重要儀器設備規劃。 

(二)、關於各項購置預算對內之查核，得查詢其處理情形。 

(三)、關於儀器設備添置、租賃或報廢移轉事項得加以審議。 

(四)、關於購置作業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

採擇施行。 

(五)、有關經常門之審議。 

六、對於審計會計職掌不得抵觸。 

七、本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若有需要得召開臨時會。 

八、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不得同時兼任經費稽核委員。 

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莊暢、莊晉、金良敏、劉興鑑、張昌財、周錦東、劉興中、李孔智、王金珠、

謝智穎、王榮祖、黃介銘、劉祥泰、鄭益昌、陳昭利、莊富盛、蔡元謙、蔡秦

興、簡顯光、歐陽炳昌、劉新校、陳政平、劉顯仲、王連杰、黃裕庭、黃金恩、

涂昆源、戴遠東、湯德瑋、王耀明、嚴明惠、邱雅萍、陳錦江。 

專責小組相關會議紀錄：(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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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一．為促進本校經費收支保管與運用提昇教育品質，源依萬能科技大學組織規

程，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以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校

內經費情形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由教學單位：通識教育中心、兩個研究所、16 系各

推選教師代表 1 人組成之，唯總務、會計主管不得被推選為委員。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推選之，另置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遴

聘，辦理日常事務，並于開會時擔任記錄事宜。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年（會計學年度），連選得連任，惟二次為限。 

五．本委員會之設置，職掌規定如左： 

〈一〉 

1、關於各項經費收支、預算執行及營造購置事項，得為事後之稽核。 

2、關於現金出納處理情形之事後稽核。 

3、關於校產添置、擴充、改良或租賃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4、關於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採擇

施行。 

5、其他經費稽核事項。 

〈二〉對於審計會計職掌不得抵觸。 

六．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請校內各有關單位派員列席報告說明。 

七．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遇有重要事項，得由主任委員召開臨時會。 

八．本委員會對各單位經管之經費實施定期與不定期之稽核並作成紀錄。 

九．本委員會委員不得同時兼任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及預算委員。 

十．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潘惠芬、陳美純、陳遠斌、許耀基、李訓清、黃正自、錢榮芳、吳復強、葉金

明、周盛夏、歐遠東、向漢強、陳寬常、俞秀美、蔣國政、劉文傑、蘇玉燕、

鄭秀琴、陳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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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會議紀錄： (見附件二)。 

萬能科技大學採購辦法及作業流程： (見附件三)。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 

1. 提昇師資素質實施辦法（見附件四） 

2. 獎勵教師研習作業要點（見附件五） 

3. 獎勵教師改進教學作業要點（見附件六） 

4.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要點（見附件七） 

5. 舉辦學術活動補助原則（見附件八） 

6.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要點（見附件九） 

7. 教師在職進修辦法（見附件十） 

8. 教師研究及獎勵實施要點（見附件十一） 

9. 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辦法（見附件十二） 

10. 教師創作獎勵實施要點（見附件十三） 

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1. 93.07.13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十
四） 

2. 94.03.31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十
五） 

3. 93.04.22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六） 

4. 94.01.13 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七） 

5. 94.11.30 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八） 

6. 95.04.20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九） 

7. 95.06.21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廿） 

8. 95.10.27 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廿一） 

9. 96.06.26 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十七次行政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

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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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ㄧ‧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十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十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十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十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十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十六）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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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十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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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高材系：靜電紡絲機 本設備可供本系大三及大四，
高分子產品開發及應用、纖維
物理及實驗、高分子纖維材
料、高分子產品製程及紡絲學
等課程教學使用。提供本系學
生於靜電紡絲實作之能力，以
鍛練學生與業界接軌之技術職
能。共計可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訓練。可
配合本系發展製作功能性纖維
材料、製作奈米化纖維，研發
過濾材及敷材等商品。 

 化材系：折射率偵測器、自
動屈折計。 

折射率偵測器，可供本系日四
技三年級及夜二技一年級，儀
器分析實驗課程教學使用。提
供本系學生於儀器實作之能
力，以鍛練學生與業界接軌之
技術職能。共計可提供日、夜
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
訓練。自動屈折計本設備可供
本系日四技二年級及夜四技三
年級，物理化學實驗課程教學
使用。提供本系學生於物理化
學實作之能力，以鍛練學生與
業界接軌之技術職能。共計可
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訓練。 

 營科系：寬頻地震儀、拉拔
試驗儀 

為本系二～四年級流力實驗課
及專題研究，研究生課程使
用，建立學生的流力拉拔試驗
及地震儀有其基礎瞭解知識及
技能，日夜間部五年共計 40
班，參與專題研究約 200 人。

 環工系：絕熱式熱卡計、上
皿天平等 

為本系一～四年級普化實驗、
水質分析、固廢分析、儀器分
析、單元操作實驗等課程基礎
試驗分析用教學儀器，為實驗
操作及設計用重要因子，可增
加教學效果及增進學生實務技
能。添購此設備可提供本系約
30 班級數(約 1500 人)實驗課程
用、輔導學生約 750 人次考取
技能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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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妝品系：超臨界萃取儀 

本系二～三年級天然物學、生
物活性原料開發課程使用，預
計提供本系五年共 500 位學生
考取證照，並指導學生專題使
用 

 生技系：半乾式轉漬機、電
子本生燈、製備型電泳、電
泳照相設備、粉碎機 

基礎課程及微生物、生物化
學、分子生物等基實驗課程用
教學儀器並提供教師研究案使
用，預計在未來五年內可提供
二～四班級約 2,000 名學生受
惠。 

 工程所：雙通道 UV 消化及
加熱裝置 

應用於吸光度光學分析之自動
分析裝置，可供本所研究生及
工程學院四技部水質分析、固
廢分析儀器分析等進階課程使
用，五年內預計提供師生 500
人使用。 

 材科所：拉曼光譜高分子資
料庫、靜電共軛紡絲部件 

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本設備
可供本系日四技三年級，專題
實務一課程教學使用；日四技
四年級，專題實務二課程教學
使用；碩專一年級專題討論課
程教學使用。提供本系所學生
於專題實作之能力，以鍛練學
生與業界接軌之技術職能。共
計可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
課，90 人次技能訓練。靜電共
軛紡絲部件本設備可供高材系
大三及大四，高分子產品開發
及應用、纖維物理及實驗、高
分子纖維材料、高分子產品製
程及紡絲學等課程教學使用。
提供本系學生於靜電紡絲實作
之能力，以鍛練學生與業界接
軌之技術職能。共計可提供
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
次技能訓練。本設備可配合本
系發展製作功能性纖維材料、
製作奈米化纖維，研發過濾材
及敷材等商品。 

 工管系：統計軟體、數位式
厚度計、實驗設計教學輔助
器材、 

提升同學對於統計分析與品質
管理等實務應用與分析能力及
提升同學對於產品檢測儀器的
認識與應用，提供一～四年級 4
年 80 班學生使用，並協助輔導
640 人參加證照考試，可提供至
少 35 位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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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國企系：電腦、資料庫伺服
器、AP 伺服器、語言學習應
用軟體、考試管理編輯軟體

提供二年級國際行銷管理三年
級企業資源規劃四年級 TOEIC
聽力、閱讀課程，各部學生 5
年共 18 班 5,000 位同學考取
ERP 證照、英日語證照、電腦
檢定證照等輔導課程用，學生
專題使用人數 560 人 

 企管系：電腦、伺服器、網
路交換器 

提供一～四年級企管系數位化
教學，學生資料存放等，五年
內試算表軟體應用、資料庫軟
體應用、試算表軟體應用、資
料庫軟體應用、電子商務、網
頁設計丙級檢定、企業政策、
專題製作、電腦軟體乙級檢定
預訂提供師生約 700 人使用，
證照輔導人數約 50 人，製作專
題人數 100 人次。 

 資管系：網頁多媒體設計軟
體、視訊剪輯製作軟體、影
像處理軟體等 

一～四年級學生網頁多媒體、
網頁資料庫、視訊剪輯製作、
多媒體概論、生產管理、行銷
管理、供應鏈管理、財務管理
等課程等，五年內提供師生 800
人使用，專題製作 100 人次。

 商設系：抽真空幫浦組、空
氣壓縮機、數位攝錄放影
機、立體雕刻機、電動紙型
切割機等 

二～四年級學生角色視覺意象
實務、生活型態與設計、提案
設計、文化創意設計實務、數
位剪接與後製、專題設計、展
示設計等課程使用，提升學生
對專業設備的認識與操作，預
計提供 5 年本系各部學生總計
約 5,300 位使用，專題製作，並
輔導參加證照考試。 

 財金系：單槍投影機、電動
銀幕、數位講桌、伺服器、
雷射印表機 

一～四年級微積分、統計學、
財務金融專題研討等基礎專業
科目數位化教學使用，五年內
預訂供師生約 800 人使用證照
輔導人數 5 年內約 300 人使用,
製作專題 300 人。 

 觀休系：電腦、硬體廣播教
學系統、水中攝影機、桌布
整燙成型機、咖啡杯保溫
器、洗地機 

一～四年級餐旅資訊系統、航
空客運與票務、統計資料處理
分析、餐旅電子商務與網路行
銷、水上運動、水域活動、餐
飲管理、旅館管理、房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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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實務、餐廳經營實務、民宿經

營管理、餐廳規劃與設計、旅
館籌備與規劃課程。預計提供
本系 5 年共 4250 位學生考取餐
服與調酒證照，電腦、廣播教
學系統用於餐飲資訊系統並指
導學生專題使用。 

 經管所：筆記型電腦、Base、
Classification Trees 等統計軟
體 

一～二年級管理資料分析、多
變量分析、碩士論文提升教學
及研究使用，預計 20 班參與人
數 565 人。 

 資管所：低階繪圖伺服器、
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

一年級數位媒體設計與管理、
企業資訊模式課程建構數位媒
體及 3D 設計管理教學使用，五
年內預計供師生 100 人使用，
專題製作 100 人。 

 電子系：網路集線器、晶圓
變溫量測機座、多功能電源
電錶、RFID 讀卡機 

提供系上網路幹線升級提升網
路傳輸效率。改善實驗室量測
儀器測量的範圍及其精準度與
準確度。增購 RFID 設備以提
升學生學習意願，了解其原理
及基礎知識，進而能自行研發
設計或應用在其他產學上。在
未來可提供三~四年級專題製
作、高頻電路設計、射頻微型
被動電路設計與量測實務、積
體電路量測驗證或無線網路等
相關課程使用，預計有 85 個班
次 3,800 餘名學生受惠。 

 資工系：伺服器、路由器、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伺服
器、入侵偵測系統、精簡型
無線基地台、 

資訊工程系 1~4 年級課程，一
年級-計算機程式、計算機概
論，二年級-網路實習、資訊網
路工程，三年級-嵌入式系統導
論、嵌入式系統應用、無線網
路應用，四年級-學生專題、網
路多媒體...等課程使用本系各
部共 18 班學生於網路工程及嵌
入式相關課程上課實習用設
備，並可協助約 500 位學生取
得資工相關證照，提供 50 組
250 位學生專題製作。 

 光電系：高真空熱蒸鍍膜系
統、高溫爐 

提供三～四年級應用光學精密
鑄膜太陽能板蒸鍍、光纖元件
薄膜半導體元件玻璃元件鍍膜
教學課程使用。預計五年指導
250 位學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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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通識中心：單槍投影機、混
音擴大器 

全校通識課程使用，預計使用
班級數為 200 班參與人數一萬
人次。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DVD、VCD、VOD、中西文
書籍 

持續擴充中、外文圖書及多媒
體視聽資料館藏，支援教學研
究，發揮重點館藏，以期達到
系所特色。配合教學研究單
位，擴充各類型館藏，以支援
教學、研究參考所需，並持續
購置人文、藝術、科普、休閒
等類資料，強化圖書館館藏功
能，提昇館藏質與量。 

三、學輔相關設備 無線擴音機、主動式喇叭、
硬碟式攝影機、速錄器等設
備。 

充實學生課外活動之內容，協
助社團舉辦全校性活動，以推
廣學生善用相關器材設備，活
化、增加學生參與課外休閒活
動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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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材系：中央實驗桌 
環工系：抽氣藥品櫃 

提升教學品質，維護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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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項目 重點 預期效果 

一、改善教學研究與師資

結構 

1.校內自行提供研究計畫，奠

定爭取國科會及教育部專

案計畫之競爭能力，鼓勵教

師積極爭取校外計畫及民

間產學合作案。 
2.補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

二專長碩士學位（學分班）

之學雜（分）費。 
3.鼓勵教師積極發表學術研

究成果，包括：論文、著作

及專利等。 
4.獎勵教師升等，改善師資結

構。 
5.補助各系舉辦改進教學研

討會及各學院與通識教育

中 心 辦 理 校 際 性 學 術 活

動；對參加教育部教材競賽

獲得績優者給予獎勵。 
6.表揚學年度所遴選出之教

學優良教師，期能鼓勵教師

配合課程需要、編纂教學教

材，有效將教學方法與教材

完善的整合，及製作多種教

學器材，輔助課堂講解。

1.獎勵教師研究，提昇研究風

氣。本校教師研究質與量已明

顯提昇，有助於教師升等，改

善師資結構。 
2.具博士學位師資比例可大幅

提高，96 年 10 月具博士學位

人數已達 144 人，佔講師以上

師資 47.84％，有助於改善師

資結構，培養老師第二專長，

保障其工作權益。 
3.鼓勵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創造

優質學術環境。 
4.預計本年度專任教師升等送

審將達 60 人左右（預計升等

教授 8 人、升等副教授 20 人、

升等助理教授 32 人），有助於

改善師資結構。 
5.改善教學環境，提昇教學績

效。 
 

二、增聘教師薪資 

增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尤

其教授級）。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提供學生優秀師資；專任師資

結構與生師比歷年來均優於部

訂標準。增聘教師之學術、實

務經驗俱豐且專長專教符合系

所本位課程發展，有助學生未

來就業發展。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舉辦「公文寫作、行政作業

電腦化、數位多媒體、禮儀

訓練…」等講習課程，增進

行政人員知能。 

提升專任職員工數位多媒體電

腦技能、公文寫作能力…，期

能增進行政服務效能。 

四、學輔相關經費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

動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

師。 

提升學生事務與輔導功能及社

團活動水準。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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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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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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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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總經費

(5)=(3)+(4)

＄14,859,863 ＄29,535,142 ＄44,395,005 ＄8,978,927 ＄53,373,932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67﹪）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33﹪）

金額 ＄8,915,918 ＄17,721,085 ＄6,007,127 ＄5,943,945 ＄11,814,057 ＄2,971,800

合計 ＄32,644,130 ＄20,729,802 

占總經

費比例 
6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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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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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0,562 84﹪ ＄2,989,523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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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3,700 14﹪ ＄2,650,900 44.1﹪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532,741 2﹪ ＄41,85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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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45 5.4 註五

合計 ＄26,637,003 100﹪ ＄6,007,1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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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研究＄2,920,000 16.4﹪ 研究＄0 0﹪ 

各項獎補助均明訂獎勵
辦 法 ， 經 由 系 院 教 評
會、校教評會、校務會
議、行政會議等程序審
議，且由業務承辦單位
統籌控管、開放教師申
請，並將心得、經驗成
果分享校內同仁。 
具體說明如下： 
研究方面：獎助教師民
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
校內教師進行專題研究
計畫。皆由研究發展及
產學合作審查小組依當
年學校經費預算編列情
況，審查計畫書核定計
畫補助金額。 

研習＄1,500,000 8.5﹪ 研習＄0 0﹪ 

研習方面：獎助教師參
加國內外與教學相關之
研習，依本校「獎勵教
師研習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 

進修＄785,000 4.4﹪ 進修＄0 0﹪ 

進修方面：獎助教師進
修博士學位及第二專長
碩士學位（學分班），依
本校「教師在職進修辦
法」規定程序完成申請
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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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2,800,000 15.8﹪ 著作＄100,000 3.4﹪ 

著作方面：依本校「教
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要
點」獎助發表國際級期
刊論文、專利、學術性
專書等，經系、院教評
會、學術審議委員會、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升等送審＄0 0﹪  
升等送審 

＄540,000 
18.2﹪ 

升等方面：依本校「教
師升等辦法」相關規定
辦 理 論 文 （ 著 作 ） 外
審 作 業 ， 校 級 外 審 一
次 逕 送 三 人 ， 嚴 格 審
查。  

 

改進教學＄650,000 3.7﹪ 改進教學＄0 0﹪ 

改 進 教 學 ： 召 開 各 系
改 進 教 學 研 討 會 、 鼓
勵 教 師 爭取教育部輔
助教學器材競賽績優。
再者，鼓勵各學院及通
識教育中心辦理具前瞻
性 之 校 際 性 學 術 活 動
（研討會），補助舉辦學
術活動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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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編纂教材＄400,000 2.2﹪ 編纂教材＄0 0﹪ 

製作教具＄400,000 2.2﹪ 製作教具＄0 0﹪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方
面：為鼓勵教師配合課
程需要，有效將教學方
法與教材組織起來，及
製作多種教學器材，輔
助課堂講解，進而達到
課程全盤完善的整合，
提昇教學績效，改善教
學環境，依學年度教學
優良教師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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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5,000 合計 53.2 ﹪ 合計＄640,000 合計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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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82 2.4﹪ ＄60,000 2.0 ﹪ 

以行政人員綜合性需求

之教育訓練為原則，加

強 訓 練 職 員 之 專 業 素

養，提高個人競爭力及

學校行政效率，進而提

昇服務品質，相關訓練

活動計畫經行政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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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00 2.1﹪ ＄0 0﹪ 

本項經費至多四分之一

用於外聘社團專業指導

老師，其餘補助學生事

務 與 輔 導 工 作 相 關 活

動，依教育部獎補助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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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 物 品 ( 單 價
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 ＄0 0﹪ 

 

五、其他（補助增

聘 及 現 有 教

師薪資） 
＄7,515,120 42.3﹪ ＄2,271,800 76.4﹪ 

補助增聘助理教授以上
師資為原則，持續提昇
師資結構；教師之聘任
由系、所依實際缺額提
出需求及專長，經公開
辦理甄試並經各級教師
評 審 委 員 會 通 過 後 聘
任。 

合計 ＄17,758,002 100﹪ ＄2, 971,8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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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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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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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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集線器(Switch) 24 port、100M 2 port 1G 5 40,000 200,000
實驗室網路設備
汰舊換新，提升實
驗室網路效能  

電子系 96 學年 

2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9 43,800 394,200 電腦教學用 生技系  

3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29 41,000 1,189,000 

電 腦 繪 圖 教 學
用，業界用 3D 軟
體、輔導圖學證照
考試。 

工管系  

4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1 41,000 41,000
LB02 教室提供學
生學程課程及專
題研討使用  

國企系  

5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19”LCD(含)以上

1 33,902 33,90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6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17”LCD(含)以上

56 23,037 1,290,07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7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61 41,000 2,501,000

整合與製作數位
多 媒 體 輔 助 教
材，擴展教學範
圍，增進學生學習
能力，提昇學生學
習效果，給予教師
優良教學使用環
境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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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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17 43,800 744,600 電腦教學用 資管系  

9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10 41,000 41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10 電腦 

多 核 心 CPU( 含 ) 以 上 ，
160GB( 含 ) 以 上 HDD ，
DVD-ROM ， 獨 立 顯 示 卡 ，
19”(含)以上液晶顯示器，還原
卡  

17 43,800 744,600 電腦教學用 財金系  

11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6 41,000 246,000 學生專題使用。 觀休系  

12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18 43,800 788,400 電腦教學用 資工系  

13 筆記型電腦 
雙核心 CPU、80GB(含) 以上
HDD、12”(含) 以上液晶螢幕 4 45,000 180,000

提供教師上課及
學生使用  經管所  

14 資料庫伺服器 
多核心 CPU、RAM2.5GB(含)
以上、HDD3 顆(含)以上 1 200,000 200,000

院內系統整合與
資管系資源共享,
供教師教學使用
且可讓學生了解
企業 e 化系統的
操作  

國企系  

15 AP 伺服器 
單核心 CPU、RAM1GB(含)以
上、HDD2 顆(含)以上 1 150,000 150,000

院內系統整合與
資管系資源共享,
供教師教學使用
且可讓學生了解
企業 e 化系統的
操作  

國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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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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伺服器 

2U 超 薄 機 架 型 多 核 心
CPU1.6G(含)以上，8G(含)以上 
RAM ， 146G( 含 ) 以 上 
HDD*4 ， 含 WINDOWS 
SERVER 系統(含)以上最新版

1 245,000 245,000

教學用伺服器，存
放學生學習檔
案、應用程式、系
網頁等，建構優質
的學習環境  

企管系  

17 伺服器 

2U 超 薄 型 (Quad-Core Intel 
Xeon 1.6GHz( 含 ) 以 上 二 顆 )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最新
中 文 版 )(SAS 硬 碟 ) 4G 
RAM( 含 ) 以 上 HDD 
146G*4(含)以上  

1 200,000 200,000

原教學網路伺服
器已達使用年限
並 不 敷 使 用 , 更
新為最新規格,以
提升教學品質  

財金系  

18 低階繪圖伺服器 
Intel or AMD Cpu,Nvidia 
Quadro 繪圖卡晶片,22 吋寬螢
幕 LCD 或以上 

2 70,000 140,000
提供學生建構數
位媒體設計與管
理的工作站  

資管所  

19 伺服器 

1U Server, Dual-Core CPU X 2, 
500 GB(含 )以上 HDD X 2, 
2G( 含 ) 以 上 RAM, No OS, 
Keyboard, Mouse 

2 80,000 160,000

架設伺服器,存放
學生學習檔案、應
用程式、系網頁、
E-mail 等,建立優
良學習環境  

資工系  

20 伺服器 
2U 超 薄 型 Quad-Core Intel 
Xeon 1.6GHz(含)以上 x2/SAS 
HDD/Windows Server 最新版 

1 163,000 163,000
提供多媒體課程/
學生專題架設伺
服器  

資工系  

21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高階) 
含硬體觸控台、60 片內接式控
制卡、提供全體廣播、自動監
看、黑屏警示、全體對話及單
鍵快選功能。 

2 150,000 300,000 

環工系 E302 及營
科系 F206 電腦教
室互動式教學使
用 

工程所  

22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含硬體觸控台、60 片內接式控
制卡、提供全體廣播、自動監
看、黑屏警示、全體對話及單
鍵快選 

1 150,000 150,000

安裝於本系電腦
教室，運用於互動
式教學環境及多
功能操作需求  

觀休系  

23 雷射印表機 A3 size(含網路介面,雙面列印) 1 49,000 49,000

J803 新建立之學
生專題與教材製
作室，供學生使用
提升教學品質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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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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DF 文件快速製作機 

尺寸：320×270×312mm，解析
度：1200dpi，單頁進紙式(饋紙
式)，支援檔案格式：PDF、
TXT、UNICODE、RTF、HTM、
DOC、WPD、XML、XLS、，
OPF、JPG、TIF、G3、G4、PNG…
等。 

1 29,800 29,800

1. 學 生 手 繪 作 品
轉存作品集。 2.
專題蒐集圖片轉
存小論文。 3.視
覺創作圖片剪輯
拼貼前之備份製
作。 4.教學蒐集
圖片、商品或廣告
型錄轉存 PDF。

商設系  

25 網路交換器 
有線式，24PORT10/100(含光纖
介面） 4 33,000 132,000

專題製作室及教
師研究用，建構優
質學習環境
(J602、J703、
J801、J802)  

企管系  

26 路由器 中階網路路由器 1 103,500 103,5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7 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3FE,3DES/AES 1 280,000 280,0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8 精簡型無線基地台 
精簡型無線基地台設備 IEEE 
802.11a/b/g 4 24,000 96,0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9 數位講桌 鋼製品講桌 ,鵝頸埋入式麥克
風  

1 160,000 16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30 RFID 讀卡機 Intel R1000 ； RFID Reader 
5m ：UHF Ethernet；天線 1 255,200 255,200

無線通訊課程與
通信改善計畫教
學：專題製作。 

電子系  

31 統計軟體 Minitab,最新版,30 人以上網路
版 1 210,000 210,000

工程統計、品質管
理、六標準差品質
管理和統計分析
與電腦應用等相
關 課 程 教 學 使
用。  

工管系  

32 統計軟體 Base 教育版(單機版) 1 55,500 55,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3 統計軟體 
Classification Trees 教育版(單
機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4 統計軟體 
Regression Model 教育版(單機
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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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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統計軟體 
Advanced Model 教育版(單機
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6 網頁多媒體設計軟體 
Adobe CS Web Premium (10 人
授權) 1 130,000 130,000

網頁多媒體、網頁
資料庫課程，培養
學生具有網頁設
計、網頁動畫和影
像處理的能力  

資管系  

37 視訊剪輯製作軟體 Adobe CS Production Premium 
(10 人授權) 1 190,000 190,000

視訊剪輯製作課
程，培養學生具有
視訊剪輯、後製作
視訊特效處理的
能力  

資管系  

38 影像處理軟體 PhotoImpact 系科授權 1 75,000 75,000
多 媒 體 概 論 課
程，培養學生具有
影像處理的能力 

資管系  

39 語言學習應用軟體 
含影音資料管理系統、教學主
控介面及課程編輯系統 1 949,000 949,000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40 考試管理編輯軟體 支援中英文操作介面及多媒體
類型試題製作 1 167,000 167,000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41 虛擬企業經營模擬軟體 

Virtual Business Management 
(VBM) 、 Virtual Business 
Retailing(VBR) 、 Virtual 
Business Sport (VBS) 

1 98,000 98,000

提 供 給 生 產 管
理、行銷管理、供
應鏈管理、財務管
理等課程，使用學
生能透過線上企
業經營學習管理
知識  

資管系  

42 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 支援 Business Architect 1 140,000 140,000
建置企業資訊模
式系統教學軟體
環境  

資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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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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實驗設計教學輔助器材 
支援 6 標準差教學訓練及田口
式品管驗證 8 27,000 216,000

教學用，品質管
理、六標準差品質
管理、實驗設計和
產品穩健設計等
相關課程教學使
用。  

工管系  

44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 行動通訊教學平台 3 52,000 156,000
嵌入式系統教學
及專題製作  資工系  

45 折射率偵測器 折射率範圍: 1.00-1.75   流量
範圍: 0.2-3.0ml/min 

1 250,000 250,000

層析儀之偵測器
/ 1.儀器分析實驗
教 學 用  2. 協 助
產學合作 

化材系  

46 自動屈折計 RX-5000α 1 357,000 357,000

檢測合成薄膜之
甲醇滲透濃度 / 
燃料電池電解質
薄膜合成與研究
開發  

化材系  

47 真空泵浦 至少 1/4 馬力、25cm ng 真空
度、15psi 排氣壓力、吸排兩用 1 26,500 26,500

固體物分析及水
樣 前 處 理 用 裝
置，提升教學品
質  

環工系  

48 上皿天平 

至少達 0.01g~610g、自我偵測
自動校正系統、具多點式線性
校正、具可擴充最小可讀數可
達小數點第三位、具可耐衝擊
與過載保賀設計 

1 25,000 25,000

藥劑配置及重量
分析用，本系現有
設備不敷使用，擬
購之以提升教學
品質  

環工系  

49 絕熱式熱卡計 
選單方式控制並自動計算試驗
結果， 附防塵套 1 850,000 850,000

廢棄物熱值分析
之必需之儀器，為
焚化爐操作及設
計之重要因子，熟
習此實驗項目可
使學生學以致
用。  

環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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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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流體注入自動分析裝置 

一、本體-1.進樣器最少可裝 90
各樣品 2.最少具 8 組輸送管蠕
動幫浦 3.偵測通道含 1 組 6 孔
或以上迴路定量閥 4.具雙通道
線上 UV 消化能力 5.系統可進
行 FIA、SFA、iSFA 分析 6.具
RS232 介面 7.具控制軟體系統
8.附氨氮分析套件 9.含 2 混合
模塊、2 除泡錐              
二、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
置-1.加熱溫度由室溫到+100℃
2.含氨氮分析套件、硝酸鹽氮/
亞硝酸鹽氮分析套件、正磷酸
鹽/總磷分析套件。 

1 960,000 960,000 

應用於吸光度光
學分析法之自動
分析裝置，適用於
分析水中及土壤
中各種利用光學
分析法之物質，如
氨氮、硝酸鹽、亞
硝酸鹽、正磷酸
鹽、總磷等等大量
樣本數之分析用

環工系 970930 

51 超臨界萃取儀 
溫度控制:室溫至 150 度 C,可控
至 1 度 C,操作壓力:10,000 psi 1 1,286,448 1,286,448

教 學 與 研 究 -- 天
然物保養品成份
製備  

妝品系  

52 半乾式轉漬機 尺 寸 20*20cm ， SEMI-DRY 
BLOTTING SYSTEM 

2 34,604 69,208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3 電子本生燈 gasprofiL 2 30,000 60,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4 製備型電泳 
1.Runn time ： 2-5min 
2.Material ： acrylic ， platinum 
3.Size：210*100*80mm 

4 15,750 63,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5 電泳照相設備 
1.Compact Digimage 2.System 
UVDI 1 64,000 64,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6 粉碎機 
1.尺寸 100*80*50cm 2.電壓：
220V 3.轉速：3600rpm 4.60Hz 
5.馬力 2HP 

1 60,000 60,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7 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置 

至少達 1.雙通道線上 UV 消化
器，加熱溫度由室溫到+100  ℃
2.氨氮分析套件 3.硝酸鹽氮/
亞硝酸鹽氮分析套件  4.正磷
酸鹽/總磷分析套件。 

1 250,000 250,000

應用於吸光度光
學分析法之自動
分析裝置，適用於
分析水中及土壤
中各種利用光學
分析法之物質，如
氨氮、硝酸鹽、亞

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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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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酸鹽、正磷酸
鹽、總磷等等大量
樣本數之分析用 

58 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 polymer data base 1 144,353 144,353

為 Renishaw 拉曼
光譜儀之附件,可
作樣品圖譜比對
分析 / 擴大拉曼
光譜儀之應用,使
樣品分析更廣泛

材科所  

59 靜電共軛紡絲部件 

共軛紡絲配件及進料系統，紡
嘴不鏽鋼共軛針頭，進料系統,
料筒容量 20ml,玻璃材質,推進
桿 前 進 速 度 <10mm/min, 左 右
移動速度 0~600mm/min 

1 289,352 289,352

建立學生高分子
材料加工成型實
作能力，並加強奈
米材料教學及研
究能量 / 強化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材科所  

60 靜電紡絲機 

尺 寸 : 小 於 1000x1000x1000 
mm, 重 量 <140kg, 輸 出 電 壓
0~50Kv 可調;傳動機構:左右移
動範圍<300mm,前後移動範圍
<200mm;接收電極:輸送帶式;
機器功能:PVA 或其他高分子,
纖維細度<0.4μm 

1 652,558 652,558

建立學生高分子
材料加工成型實
作能力，並加強奈
米材料教學及研
究能量 

高材系  

61 高真空熱蒸鍍膜系統 

1.可供尺寸 30*30cm 基板上形
成薄膜之熱阻式蒸鍍設備。2.
可溫控加熱至 200℃。3.壓力
12 小時內達 10 的負 6 次方 Torr
以下。 

1 1,030,080 1,030,080

金屬鍍膜技術為
國內產業大宗，市
場廣泛，人才需求
量大，為光電產業
中各產品重要製
程，也是光電系學
生必備之基本技
術。可供使用課
程：1.應用光學實
習課程 2.精密鑄
膜導電層 3.太陽
能板蒸鍍 4.光纖
元件薄膜 5.光電
半導體元件 6.玻
璃元件鍍膜 7.學
生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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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高溫爐 
可溫控加熱至 1000℃，爐式內
徑尺寸>=5cm 1 83,600 83,600

太陽能光電產業
為未來綠色能源
科 技 發 展 的 重
點，市場廣泛，人
才需求量大，可為
培育光電系學生
多元化之專業技
術。可供使用課
程：1.太陽能板蒸
鍍 2.學生專題製
作  

光電系  

63 裂片機 

玻璃尺寸 1~12 吋厚度
0.4~1.1mm，平台尺寸
>500*500mm 台面可 90 度迴
轉，裂片刀尺寸>520mm，位移
精度 0~300mm+-0.02mm，裂片
壓力可調，伺服馬達控制按鍵
位移。 

1 300,000 300,000 

提供學生平面顯

示器實習、專題製

作相關課程教學

使用 
提升學生平面顯示

器製作研發能力 

光電系 971030 

64 拉拔試驗儀 
植草拉力試驗,自動記錄器,電
子天平 1 250,000 250,000

提供流力實驗室
教學研究用  營科系  

65 便攜式寬頻地震儀 
三 軸 向 速 度 型 , 量 測 頻 寬
0.033~100,低雜訊並至少具備
有 140db 之動態範圍 

2 450,000 900,000 提供教學研究用 營科系  

66 數位式厚度計 0.4"*10mm，解析度 0.01mm 1 15,000 15,000

品質管理和產品
品質檢驗等相關
課程教學使用；以
及學生末來參加
品質檢驗師證照
術科測驗時教學
實作使用。  

工管系  

67 抽真空幫浦組 1 馬力，含壓力錶、抽氣桶。 1 40,000 40,000
提供設計體、專題
設計使用。  商設系  

68 空氣壓縮機 靜音式，1/6HP 2 16,000 32,000
提供設計體、專題
設計使用。  商設系  

69 立體雕刻機 
外 觀 尺 寸 ：
669(W)x760(D)x554(H)mm ，
15,000rpm 高轉速主軸。 

1 400,000 400,000
1.3D 電腦人偶模
擬製作。2.公仔原
型製作。  

商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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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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電動紙型切割機 

外 部 尺 寸 ： 約
623×285×223mm，最大切割範
圍:375mm x50m，紙張輸入有
效寬度：A3 尺寸。 

1 30,000 30,000

1.3D 遊戲低構面
場景實體貼圖模
擬練習。2.包裝原
型製作。3.立體紙
模型。  

商設系  

71 無影罩 寬 100 公分＊高 120 公分 2 38,000 76,000
提供數位攝影基
礎、廣告攝影等課
程使用。  

商設系  

72 晶圓變溫量測機座 
0-250±0.01℃， 6”量測晶片面
積 1 470,000 470,000

晶圓變溫量測專
題製作  電子系  

73 多功能電源電錶 

電壓源、電流源、電壓表、電
流表四合一新型儀器，最大電
壓電流 0V/1.05A，10V/5A，輸
出電壓準位最小 5uV，電流準
位最小 500pA，量測電壓解析
度最小可到 1uV，電流解析度
最小可到 100pA, 最大功率：
50W，內建 IEEE-488 和 RS-232
介面，適用於 Diode，LED，
LD 元件測試，包括崩潰電壓，
漏電流，順向電壓，電阻，需
提供原廠授權書 ，提供免費教
育訓練，提供 IV 曲線量測軟
體 

1 369,000 369,000

1.提供專題課程
訓練學生實務操
作 2.提供學生參
與業界合作案測
試高電流元件驗
證   

電子系  

74 微波通訊模組 

Gunn 振盪器電源/Gunn 振盪
器、駐波比測量錶、功率計、
開槽管、熱敏電阻座、晶體檢
波器、定向耦合器、滑動螺旋
調諧器、匹配一負載、可變衰
減器、喇叭型天線、微波附件、
波導管支架、天線方位指示
器、放大器 

1 660,000 660,000 
高頻實務量測實
驗用，專題製作。 電子系 971130 

75 桌布整燙成型機 55*63*23cm，900W，110V 3 22,500 67,500
用於餐飲服務之
教學課程使用  觀休系  

76 咖啡杯保溫器 40*40*65cm，40 安培 3 11,000 33,000
餐飲調酒相關課
程使用  觀休系  

77 洗地機 108*45*96cm，33L(以上) 3 90,000 270,000
餐飲相關課程使
用  觀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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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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UPS 不斷電系統 
機架式 3000VA,在線式不斷電
系統 1 40,000 40,000

供 ERP 資料庫伺
服器使用  國企系  

79 投影布幕 電動式 120 吋，170cm*220cm
以上 1 14,112 14,11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80 電動銀幕 120 吋有線無線遙控 1 20,000 2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1 數位攝錄放影機 1080i 格式(含)以上，含多功能
影音轉錄器。 2 139,000 278,000

提供數位剪接與
後 製 等 課 程 使
用，原使用一般小
型攝影機，配合進
階課程需採購專
業型攝影機，以增
進學習成效。  

商設系  

82 硬碟式錄放影機 容量：250G(含)以上 1 20,000 20,000
提供數位剪接與
後製等課程使用 商設系  

83 水中攝影機 
潛水深度至少 1.5 米，硬碟式
攝影機，含整套攝影機潛水用
外殼 

3 115,000 345,000
水上運動與相關
課程教學時使用 觀休系  

84 外拍閃燈 400 瓦 2 20,000 40,000
提供數位攝影基
礎、廣告攝影等課
程使用。  

商設系  

85 單槍投影機 XGA 3500ANSI 以上 1 85,000 85,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6 擴音器 300W(以上)含喇叭 1 40,000 4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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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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混音擴大器 300W 1 39,100 39,100
T201 教室教學使
用，增加多媒體教
學成效  

通識中心  

 合     計 
 

344 25,430,08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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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DVD/VCD/VO
D 片 168 3,500 588,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2            冊 35 3,500 122,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經管所 
97/7/31 前購

置 

3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工系 
97/7/31 前購

置 

4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97/7/31 前購
置 

5            冊 52 3,000 15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電子系 
97/7/31 前購
置 

6            冊 75 3,000 22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工管系 
97/7/31 前購
置 

7            冊 50 4,500 22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環工系 
97/7/31 前購
置 

8            冊 65 3,500 227,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企管系 
97/7/31 前購
置 

9            冊 45 3,500 157,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97/7/31 前購置 

10            冊 20 3,5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97/7/31 前購
置 

11            冊 25 3,340 83,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97/7/31 前購
置 

12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97/7/31 前購
置 

13            冊 34 2,500 8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97/7/31 前購
置 

14            冊 17 1,892 32,164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97/7/31 前購
置 

15            冊 40 2,5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營科系 
97/7/31 前購
置 

16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97/7/31 前購
置 

17            冊 28 2,437 68,236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工程所 
97/7/31 前購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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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8       冊 200 5,750 1,15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19            冊 175 4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高材系 
97/7/31 前購
置 

20            冊 200 400 8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化材系 
97/7/31 前購
置 

21            冊 180 360 64,8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營科系 
97/7/31 前購
置 

22            冊 230 380 87,4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97/7/31 前購
置 

23            冊 230 380 87,4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企管系 
97/7/31 前購
置 

24            冊 200 400 8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97/7/31 前購
置 

25            冊 120 550 6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97/7/31 前購
置 

26            冊 200 5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97/7/31 前購
置 

27            冊 120 550 6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工系 
97/7/31 前購
置 

28            冊 220 380 83,6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97/7/31 前購
置 

29      
DVD/VCD/VO
D 片 100 3,500 35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30           
DVD/VCD/VO
D 片 63 3,500 220,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31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32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經管所 
  

33            冊 30 2,500 7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34            冊 30 3,450 103,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35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36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高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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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7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38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電子系 
  

39            冊 100 600 6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40            冊 175 4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光系 
  

41            冊 200 320 64,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42            冊 200 320 64,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43            冊 200 380 7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44            冊 200 380 7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45            冊 180 5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合    計    6,3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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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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擴音機 
200W 手拉式+CD+專用三
腳架 

2 45,000 9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主動式喇叭 需配合無線擴音機+專用三
腳架 

2 22,000 44,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硬碟式攝影機 3CCD ，57 萬畫素 X3，FULL 
HD 

1 60,000 6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速錄器 DVD 式 1 20,000 2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50 吋電漿顯示器 15000 對比+璧掛移動式腳
架 

2 110,000 22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吉他音箱 100W 2 30,000 60,000 舉辦活動使用 
(童軍社)  課指組  

 炊事帳 300*300*200cm(以上) 2 10,300 20,600 舉辦活動使用 
 (熱音社)  課指組  

 單眼數位相機 
鏡 頭 :18 ～ 135mm 、 機
身:1000 萬畫素 

1 45,000 45,000 舉 辦 活 動 使
用 (攝影社) 課指組  

 閃光燈 

4 個通訊頻道、自動 FP 高
速閃光同步獨立的閃光燈
模式設定([TTL]，[AA]，[A]
及[M] 

1 15,000 15,000 舉 辦 活 動 使
用 (攝影社) 課指組 

 

合  計 
 

14  5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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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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央實驗桌 
尺寸：180*150*80cm 耐酸鹼

及耐溫台面 
2 83,700 167,400

H401 航太
及複合材
料實驗室
工安設備 

高材系 
 

2 抽氣藥品櫃 
PP 材 質 、 厚 度 10mm 、 尺 寸
1800W*600D*1800Hmm 、 排 風
口:4'*2、含配管及安裝工程 

1 157,445 157,445

貯存藥
品，保持其
純度與性
質提升教
學品質與
維護工安  

環工系 

 

       

         

         

合   計 3  32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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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究：獎助教師申請民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專任教師進行校內

專題研究計畫案。 2,920,000
 

2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習：獎助教師參加與本職學能有關之研習（研討會），增進教

師研究及教學能力。 1,500,000
 

3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進修：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及第二專長碩士學位（學分班），

以改善本校整體師資結構。 785,000
 

4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著作：獎助教師發表學術研究成果，包括：國內外著名期刊論文、

學術性專書、專利等。 2,900,000
 

5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獎助教師研究，以升等方式取得更高教師資格，校級

升等外審費由學校全額負擔，一次逕送三人，採嚴格審查。 540,000
 

6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改進教學：補助各系召開改進教學研討會、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

心辦理跨校性的學術活動；獎助教師教材於教育部競賽績優者。
650,000

預計舉辦 4 場跨校性的學

術活動。 

7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鼓勵教師配合課程需要，有效將教學方法

與教材組織，及製作多種教學器材，進而達到課程全盤完善的整

合，提昇教學績效，藉由表揚獎助教學優良教師作法達成。 
800,000

預計表揚 16 位教學優良教

師。 

8 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551,466
副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9 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373,875
副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0 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1,039,898
助理教授 2 人，97 年 1 月

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1 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691,600
助理教授 2 人，97 年 8 月

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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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2 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786,633
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3 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469,200
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4 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698,743
副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5 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417,475
副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6 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2,980,530
助理教授 5 人，97 年 1 月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7 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1,777,500
助理教授 5 人，97 年 8 月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8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提昇行政人員知識與技能，舉辦綜合性需求之教育訓練 484,882

 

19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

關經費 
提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功能，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師 363,000

 

合        計 20,72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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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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專任教師共 303 人，其中教授 28 人、副教授 100 人、助理教授 56 人、講師 119 人，

實際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所有實際專任講師以上師資比為 60.73％，顯示本校師資結

構佳；再者，本校專任師資具二年以上實務經驗共 97 人，佔所有講師以上比為 32.01％，

專任師資具乙級以上職業證照共 151 人，佔所有講師以上比為 49.83％，具有二年以上實

務經驗或乙級以上職業證照的人數為 192 人（此兩項資格不重複列計），佔所有講師以上

比為 63.37％，顯示為落實技職教師之特色，本校聘任之師資，除要求具有實務經驗外，

新聘教師亦以具有專業及技術證照者為優先考慮，以建立有別於高等教育學術研究之技

職特色。 

 (二) 圖書軟體資源：  

 

 

( 

 

 

 
 
 
 

項目 
九十六學年     

(截至 9702 止) 
中文 紙本 181,619

圖書總冊數 
外文 紙本 56,494

紙本 670
中文 

電子式 5,824
紙本 252

期刊種類數 

外文 
電子式 30,738

中文 電子式 53網路版資料庫種類數 

（連續性出版品） 外文 電子式 65
中文 電子式 30單機版資料庫種類數 

（連續性出版品） 外文 電子式 9
非書資料套數(可包含縮影、光碟、視聽、地圖等) 11,413
圖書流通使用量 75,518
全年線上及光碟資料庫使用統計 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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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教學設備 

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HP 電腦 D330 P4-3.0GHz+15"LCD 15 

高階掃描器 1 

集線器 SMC 24port 2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P4-2.8GHz+15"LCD 5 

F202 

電腦 P4-2.8GHz+15"LCD 20 

營科系 

ASUS 電腦 P4-3.2GHz+17"LCD 60 

集線器 ACCTON EH3024C 3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HP P4-3.4GHz+17"LCD 1 

F206 

繪圖機 1 

營科系 

記憶體 30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雷射印表機 HP LJ8000 1 

電腦 ASUS 雙核心 3.4GHz+19"LCD 31 

電腦 HP P4-3.2GHz+17"LCD 30 

G307 

廣播教學系統 1 

工管系 

集線器 24Port EH3524A 2 

雷射印表機 HP LaserJet 5000 1 

電腦 P4-2.8G+17"LCD 35 
E302 

廣播教學系統 1 

環工系 

3COM 集線器 3 

HP 電腦 P4-3.2GHz+17"LCD 61 

集線器 24Port EH3524A 1 

雷射印表機 1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網路交換集線器 Accton ES3526L 1 

L303 

廣播教學系統 MBS 1 

國企系 

掃描器 Microtek8700 1 

集線器 Cisco Catalyst 2950T 3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4核心- (新進) 61 

J501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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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記憶體 31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2 

雷射印表機 1 
J502 

電腦 HP P4-3.2GHz+17"LCD 31 

企管系 

HP 電腦主機 D330 P4-3.2GHz 61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掃描器 HP ScanJet6300C 1 

液晶螢幕 19" 62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5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電腦華碩 P4-3.2GHz 62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7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掃描器 HP ScanJet6300C 2 

雷射印表機 HP LJ 5000 1 

電腦 ASUS 3.4GHz+19"LCD 61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7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DVD 燒錄器 DVR-104 [數位剪輯系統] 1 

MAC 電腦 G4/733 +15"LCD 60 

記憶卡 256MB RAM [數位剪輯系統] 60 

記憶體 512MB 122 

集線器 EH3524A HUB 3 

電腦 ASUS P-D3.4GHz 61 

I7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商設系 

硬碟機 61 

集線器 2 

集線器 D-Link 1 

電腦 HP P4-3.2GHz+17"LCD 61 

I706 

廣播教學系統 1 

商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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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網路管理軟體 Cisco Works & Cisco 1 

32MB 記憶體模組(Cisco1721) 5 

32MB 記憶體模組(Cisco2600) 1 

32 埠非同步模組 1 

ADSL 路由器 Cisco 1 

DSL 局端設備模擬器 1 

GIBC 介面轉換模組 WS-G5484 4 

SMART 模組 1 

VPN 防火牆 2 

VPN 路由器 Cisco 2 

乙太網路卡 Intel Pro/100 2 

乙太網路交換器 10 

交換器 Catalyst 3550-24-EMI 1 

交換器 Cisco 2950 1 

交換器(NETLAB 網路硬體設備) 4 

多層乙太網路交換器 2 

防火牆 Cisco 4 

防火牆 PIX-515 1 

防火牆網路卡 Cisco PIX10/100 1 

記憶體 70 

記憶體(Flash16MB &Memory48MB) 10 

終端伺服器 Cisco 2621 1 

無線網路卡 AIR-CB20A-A-K9 6 

無線網路卡 AIR-PCI352 6 

無線網路卡 AIR-PCM352 6 

無線網路存取器 Cisco 1200 8 

無線網路橋接器 Cisco 350 4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路由器 1 

路由器 Cisco 1720 10 

路由器 Cisco 1721 11 

路由器 Cisco 2621 3 

路由器 Cisco 776M 1 

S404 

路由器(NETLAB 網路硬體設備) 1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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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路由器 ADSL 介面卡 1 

雷射印表機 HP LJ2200 1 

電腦 P4 2G+15"LCD 69 

網路交換模組 WS-X4232-L3 2 

網路交換器 Cisco 2950 3 

網路交換器 Cisco C2950 2 

網路交換器 Cisco WS-C4006-S2 2 

網路作業軟體系統-12 套通訊協定 1 

網路作業軟體系統-3 套通訊協定 1 

網路電纜測試儀 Fluke 620 1 

網路模組 NT1/ISDN WIC-1B-U 3 

網路模組 T1/ISDN-PRI NM-1CT1 1 

網路模擬器 ATLAS 550-CC 1 

廣域網路介面卡 WIN-2A/S 2port -1B-U 12 

S404 

廣域網路模擬器 Adtran 550 1 

資工系 

乙太網路交換器 3 

雷射印表機 HP LJ2200 1 

電腦 ASUS 雙核心 3.4GHz+19"LCD 68 
S4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工系 

SUN 工作站+17"CRT Blade100 4 

工作站 SUN Blade150+17"LCD 31 

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 2 

電腦主機 ASUS P4-3.2GHz 62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6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工系 

3COM 集線器 3 

IBM 電腦 2.66GHz+17"LCD [數位金融中心] 30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電腦 IBM A50 Celeron 2.66G+17"LCD 12 

電腦主機 IBM Celeron2.66G+17"LCD 15 

廣播教學系統 1 

J301 

數位講桌 1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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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L2 交換器 1 

即時接收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防火牆 Juniper 1 

教學廣播系統 (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1 

無線基地台 1 

筆記型電腦 PⅢ850 (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2 

虛擬交易所撮合主機"(財務金融教育規? 1 

資料庫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雷射印表機 1 

電視牆系統-電腦主機 P4(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2 

電腦 HP P4-3.2GHz 51 

撮合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J701 

數位講桌 1 

財金系 

電腦 ASUS 3.4GHz+19"LCD 60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6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光電系 

集線器 D-Link DES-1024R 3 
MB101 

電腦 P4-2.4GHz+17"CRT 60 
電算中心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電腦主機 P4-2.8GHz 41 

噴墨印表機 EPSON COLOR 850 1 
J201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推職中心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本校以誠信、前瞻、務實、卓越之辦學理念，整合人文通識與科技，培育具現

代專業知識、人文藝術涵養及國際視野之國家經濟建設人才為目標。本校發展重點

特色說明如下： 

1.實施全人與數位教育： 

培養學生尊重生命、自我肯定及敬業服務的基礎人文素養，塑造學生成為具

有敬業精神的優質公民以及具備數位資訊化能力之現代青年，並實施「131」政策，

即每位學生畢業後能有 1 張學歷證書，3 種能力證照(專業能力、電腦能力及英語能

力證照)及學生榮譽護照。 

2.重視專業技能與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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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校院教育應以專業技能學習為重點著重理論與實務結合，才能因應產業

結構變遷，在職場上一展所長。因此本校重視學生專業及實作能力，並輔導學生取

得專業證照，以提升就業率及就業競爭力。 

3.重視資源整合與研究發展： 

本校具整合校內外系所間研究及設備能力，以奈米材料、綠色環境、創新管

理及電資科技等四個研發中心為主軸，從事跨領域之研究計畫與開發專業潛能。 

 4.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為培養本校教師提升專業能力，提升其人文素養，特擬訂本校相關具體目標

如下： 

提升教師專業學識能力 

-輔導專業教師取得相關乙級以上技術證照或英文檢定或同等級國際證照。 

-鼓勵教師持續進修第二專長或英語教學碩士學位或學分班，並補助部份學分費。 

-提高教師參加研習意願。 

提升教師人文素養 

-委請推職中心、通識教育中心延聘本校英語檢定、電腦等專長老師，每學期開設

十六小時電腦相關研習課程講座，結業時發給研習證書，並輔導考取政府機關認

證之證照。 

-提升教師英語能力 

-結合商設系、創意藝術中心塑造校園藝術風氣與環境。 

完善教師終身學習機制 

-鼓勵教師參加校內外研習課程。  

-電算中心推動 e-learning 網路學習社群，鼓勵教師及學生參與，建立校內及社區終

身學習網站。 

-協助教育部舉辦高中職老師技能檢定。 

全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 

-人事室協同教務處、學務處擬定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送校務會議審議，並由校

長公佈實施。 

 5.提升學生素質 

提升本校學生素質 

-加強英文、微積分、物理、化學等基礎學科教育。 

-強化就業實務課程比率，減少學理論述。 

-各系規劃系本位特色實務課程，提高學生專業知識水準。 

-技檢學科科目融入平時教學，國內外證照納入教學內容。 

-辦理相關職類乙級技能檢定必修零學分訓練課程，鼓勵學生獲取職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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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丙級以上技能檢定證照獎學金」制度，提高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意願。 

-獎勵學生參加校外競賽。 

-增加大三、大四英語課程教學，全民英檢初級通過可免修大三、大四英文課程，

各系得將外語能力列為畢業門檻。 

-加強補救教育，鼓勵學生主動到語言自學中心學習英文。 

-英文統一教材之比例逐年增加。 

-建置網路大學，提供網路輔導學習環境。 

提升本校學生通識能力 

-配合大專校院通識教育評鑑，提升教學品質，提升學生通識能力。 

-加強認識台灣、族群、美育、國際觀、品德教育、法治教育及強化公民教育。 

提升本校學生畢業水準 

-每年進行畢業學生就學就業狀況調查，作為規劃系本位課程及教學之參考。 

-鼓勵學生通過語文檢定或其他技能檢定作為畢業條件之一，以提升學生素質。 

-每學年辦理就業輔導講座、校園徵才博覽會，印製學生就業輔導手冊，以提升學

生求職技能，增加就業率。 

加強本校教學品質 

-推動教師教學及研究評鑑，根據評鑑結果作為教師續聘與否之依據。 

-訂定教師教學服務獎勵措施，激勵教師認真教學。 

-視聽教室改為多媒體視訊教室。 

-各系提報「提升系科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6.強化終身學習體系 

建構知識整合性教育入口網站 

充實數位內容，推廣遠距教學課程 

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引發民眾學習興趣並增進教育素質。 

配合政府政策辦理提昇社區民眾外語能力與國際觀，以因應全球化趨勢。 

架設並維護知識學習平台：委託電算中心架設並維護知識學習網站。 

 編製教育學習 e 化教材：提昇 e 化成效，委託專業教師暨電算中心進行網路 e

化教材之製作。 

開設推廣教育暨證照訓練課程：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提供民眾多元學習管道；

並推廣證照課程，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7.推動學校國際化 

營造教學國際化環境，完成全英語授課之 個課程數，以吸引外籍生來本校就

讀。 

與英語系國家建立姐妹校制度，鼓勵學生赴姐妹校參加短期交換學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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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與交流，以增強本校教育學術國際競爭力。 

提升學生外語能力，建置教學雙語環境。 

辦理雙聯學制之課程。 

擬定相關獎勵措施，鼓勵師生出國進修，以增廣師生國際視野。 

持續進行「國際合作專案計畫」，奠定本校學術成果國際化。 

拓展本校與國際技職教育聯盟，推動國際交流機制。 

訂定經費補助辦法，鼓勵教師參加國際研討會及國外參訪。 

8.增進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及國際趨勢結合 

加強本校產學合作、技術研發，申請專利。 

推動本校與產業界產學聯盟，辦理就業學程。 

配合國際證照開設相關課程、學程、或遠距教學。 

開發與產業界合作機會，與產業界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書。 

鼓勵本校師生重視成就表現，落實證照制度，大專學生相關系科參加國家證照

考試或通過技能檢定之證照。 

9.鼓勵學校發展特色 

培育具語言能力與國際視野的新世紀專業人才。 

促進認識台灣及發揚各族群文化。 

提昇師生專業及 化智能與產業合作質量。 

輔導弱勢學生就業及終身學習教育與社區服務。 

10.營造友善校園 

建構和諧關懷的校園情境，營造平等尊重的友善校園。 

建立多元開放的校園環境，營造和諧互助的學校氣氛。 

訂定關懷支持的體制規章，建置照顧弱勢學生的機制。 

規劃健康人性的環境設施，奠定安全溫馨優質的校園。 

發展開放便利的資源網絡，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 

11.加強品德教育 

建構新世紀品格及道德教育內涵，增進學校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

行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省，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力。 

協助學生建立自己的價值系統，發展其道德判斷能力，付諸實行，成為一個對

自己、家庭、社會、國家負責任的人。透過修身及行為教育，培養學生健全人

格。落實身教，以生活教育學程紮根基。 

採「研究發展、人力培訓、宣導推廣」等實施策略推動品德教育實施方案。 

加強學生行為教育，強化學生進而之責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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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十美教學卓越藍圖將是遵循： 

5I 教學方向 

「產學合作」(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人格教育」(Integrity education) 

「優質校園」(Infrastructure excellence) 

「數位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國際接軌」(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培育 5C 的現代青年  

「全人品格」(Character) 

「專業技能」(Concentration) 

「電腦能力」(Computerization) 

「外語溝通」(Communication) 

「專業証照」(Certification)  

具體方案 

延攬培訓理論與實務兼備教師 

 落實產業導向就業課程 

 拓展教師教學資源中心 

 推動教學評鑑與國際認證 

 促進數位 e 化曁圖資多元平台 

精進國際化英語教學情境與空間 

強化教學設備與空間資源 

拓展學生學習資源中心 

發展整全功能的全人教育 

增進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能力  

促進研究與教學互動與建教合作 

獎勵與培育創意創新研究傑出師資 

拓展研究所成長滿足產業需求 

增益研究發展中心資源與空間 

開拓產、官、學、研、社研究計畫 

精進國際水準、設備、設施與環境 

提升研發數位圖資內容與平台 

強化創新育成中心績效 

推動國內與國際學術交流 

樹立學校研發特色與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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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一)、校務發展重點： 

 1.招生, 知生,識生,留生,提升教學與服務品質 

 2.北區私立科大評鑑一等奪冠,宣傳與保持水準 

 3.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提升重點大學品質 

 4.承辦 97 學年四技申請入學,強化與高中職宣導與互動 

 5.提升讀書風氣與就業力: 

        （1）落實 e 化教學 

        （2）積極參與校內外競賽,學生專題 

        （3）大幅提高證照取得比率 

        （4）增加實作,建教合作,校外參訪與實習 

        （5）積極推廣教育學分班 

        （6）落實導師與系導師對同學的輔導 

  （二）教學單位發展重點 

1、管理學院： 

（1）成立研究與教學團隊 
針對本院的師資專長，規劃出國際金融與企業化、製商整合與運籌管理、數

位內容設計、健康休閒產業等四大教師團隊，每一團隊皆以跨系所師資整合之，並

且引導與落實於教學方向之特色籌建，規劃對應之學生證照並積極輔導之。 

（2）擴大研究所能量 
增設管理相關研究所，並規劃於 98 學年度成立「服務業管理研究所在職專

班」，以銜接社會脈動、擴大學生升學管道並且得以增加教師研發能量。 

（3）學程化課程設計 
就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及地區區域經濟特色，以跨系所整合方式，將相關知識

領域融入於專業學程內，除引導學生依興趣及能力進行系統化選課外，並得以汲取

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之專業能力，以因應新世紀產業經營變革之需求。 

（4）推動前瞻務實之研究 
爭取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以提昇研發能量，並鼓勵管理學院教師，

以產業前瞻之眼光加強學術及實務性研究，並著重於企業電子化、科技產業之經營

策略與管理、供應鏈及需求鏈管理、國際電子商務、財務金融分析與管理，以及企

業決策分析等領域之研究，來順應產業發展趨勢，並培育相關領域之管理專才。 

（5）提昇學生證照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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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學生就業競爭力，並與高等教育市場進行區隔，除專業課程教育外，

也將整合管理相關專業證照資訊，除現有之「金融證照測驗室」外，並成立相關證

照取得輔導中心，修改各系課程以輔助證照之取得，協助學生應用專業技能取得專

業證照，以利日後之職場競爭，並縮小理論與實務之差距。 

（6）強化國際交流 
鼓勵教師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進行國外短期研究，以瞭解國際學術研究發

展情形，藉此提昇本校知名度，積極與國外大學進行學術交流合作並進行互換學生

與學分相互承認等項工作，以落實雙方之合作，並推動兩岸三地學生實習機制，以

擴大教師及學生國際視野，並得以逐次拓展全球觀之管理教育。與國際企業或海外

台商進行國際產學合作案，增強本院產學案之廣度與深度。 

 2、工程學院： 

（1）積極改善教學品質 
整合各系所之師資專長與教學資源，規劃整合性跨系選修學程，並逐年爭取

經費提升實習試驗室設備，改善教學空間與環境，積極鼓勵教師至公民營機構進修

第二專長或攻讀博士學位，並參與各項實務型研討會，以有效改善教學品質。 

（2）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設有奈米材料應用研發中心及綠色環境研發中心，整合本院專長相近或互補

之教師成立研發團隊，在既有優良的個人研究能力基礎上，發揮團體作戰之優勢，

集中研發能量於高分子材料、能源材料、光電材料、生醫材料、綠色材料等領域之

實務研究，以期與區域產業結合，解決區域產業各種研發之困境，促進產業升級，

增進產業競爭力。 

（3）逐年擴大研究所設立數量 
已奉教育部核定於 96 學年度增設材料科技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並擬逐年鼓

勵各系爭取獨立設置研究所，最終達一系一所之目標，以朝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卓越

大學目標邁進。 

（4）推動工程教育認證 
為使各系提升整體競爭力，吸引更多優秀學生就讀，並使與國際教育接軌，

促進國際人才流動，配合產業需要培養實務人才，增加畢業學生就業發展空間，推

動工程與科技教育認證制度，提升教學品質，建立各系自我管理的文化。 

（5）學程化課程設計 
依照國內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及區域經濟特色，推動跨系所整合，將相關知識

領域融入於專業學程課程內，除引導學生依興趣及能力進行系統化選課外，並得以

汲取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之專業能力，以因應新世紀產業經營變革之需求。 

（6）提升學生證照率 
為加強學生就業競爭力，建立技職教育特色，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的職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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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能力，鼓勵各系設立相關證照輔導課程，建立學生在校取得證照之鼓勵措

施，協助學生培養專業技能取得各項證照，以利日後職場競爭力。 

3、電資學院： 

（1）系統晶片應用與高頻電路測試技術 
 電子系發展目標為晶片系統應用與積體電路設計佈局及通訊高頻測試技

術，95 年 6 月電子系與新竹科學園區之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協定，

由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捐贈微晶片應用發展系統四十套，並提供相關晶片予萬

能科技大學電子系開授應用課程，使學生提早接受產業開發產品使用之工具。另產

業界在製作 IC 上有大型化且系統化的傾向，國科會也正在積極推展系統晶片。政

府所主導之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目的是在未來 3∼5 年間為台灣建立豐富的

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簡為 SIP)、整合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 (EDA)、
提供優良的設計環境，供全球系統設計廠商使用。使台灣能在製造利基上繼續做強

有力的發揮，同時再開創出新的設計優勢，達到垂直整合的效果，從而在世界半導

體、資訊與電子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原電子系控制專長之師資將轉向系統

與晶片微控應用之整合設計領域，以期讓電子系之研究方向有一個很明確的特色。

通訊產業有機會成為台灣第三兆之產業，而通訊之高頻電路設計與測試領域需靠經

驗與技術純熟之技術人員。因此對訓練電子領域之技職體系學生從事高頻電路測

試，將會是適才適所之工作，電子系基於過去對通訊領域之發展，且在教育部通訊

教改計畫中，與鄰近之中央大學及元智大學結盟為夥伴學校，可利用計畫中於中央

大學設立之通訊實驗室從事研究與教學。利用本校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中，籌

設教學資源之經費與學校配合產學案之電資科技研發中心經費，於電資科技研發中

心成立通訊高頻量測教學實驗室，另將續增聘通訊高頻電路專業之具產業經驗教

師，並積極發展通訊高頻電路測試技術。 

（2）網路通訊技術與多媒體應用 
 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及應用在全球已蔚為風潮，並快速地蓬勃發展。多媒體

通訊的時代，隨著 GPRS 服務的廣為佈建以及 3G 執照的標售，似乎亦已經提前宣

告了它的來臨。隨著多媒體通訊時代的來臨，高寬頻通訊系統及網路科技已成為先

進 國 家 產 業 優 先 發 展 的 重 點 。 為 了 因 應 此 一 趨 勢 ， 學 院 目 標 將 整 合 電 腦

（Computer）、通訊（Communication）、電子（Consumption Electronics）、多媒體

（Multimedia）等相關教學資源與研發人力，並配合本校重點發展網路通訊技術，

整合電腦多媒體應用與遊戲引擎研發人力設立網路與多媒體應用學程，以培育具備

獨立思考及創新能力之優秀人才。資運安全為網路通訊之重要之課題，本院與管理

學院申請之跨院系「資通安全學程推廣計畫」獲教育部 95 年 09 月 22 日台字顧第

0950140892 號函補助，將積極推動相關課程並鼓勵同學選修該學程。  

（3）光電源件與平面顯示器技術發展與應用 
光電科技成為二十一世紀各國增加國際經濟競爭力所不可或缺的國家重點發

展科技，從全球通訊產業發展趨勢來看，整合語音、數據及影像顯示的多媒體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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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輸，在結合網際網路之後，成為全球網路多媒體產業發展的焦點；而光通訊

寬頻網路有助於多媒體產業的起飛及相關光電周邊產品的發展。兩兆雙星項目中之

顯示器產業，為政府大力扶植之產業，能帶來可觀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商機技術研發

過程中，欲使產品研發技術能量提昇，基礎專業技術人才，亦是各公司產品開發過

程中不可或缺的要角。光電工程系以培育訓練顯示器技術人才為重點，除積極增聘

專、兼任師資外，更規劃 95~97 三年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成立【顯

示器技術發展實驗室】，95 年獲教育部補助 300 萬元，學校與院系資本門經費配合

款 300 萬元，積極籌設培育顯示器技術人才所需之環境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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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支用項目在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計畫充實教育資源，達成各單位中長期發

展計畫之目標，充實軟硬體設備。 

各項資本門支用項目亦與本校各教學單位中長期發展計畫所規劃欲購置之設備

相符。說明如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25,430,085，77.9 %)： 
購置電腦、靜電紡絲機、折射率偵測器、寬頻地震儀、絕熱式熱卡計、超臨界萃

取儀、半乾式轉漬機、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置、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數位式

厚度計、語言學習應用軟體、2U 超薄型伺服器、視訊剪輯製作軟體、立體雕刻機、數

位講桌、水中攝影機、統計軟體、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晶圓變溫量測機座、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高真空熱蒸鍍膜系統、單槍投影機等，與本校發展目標「培養

實用專門人才」及「充實教育資源」、「提升教學研究品質」策略吻合。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6,314,600，19.3 %)： 

   購買 DVD、VCD、VOD、中西文書籍，與本校發展目標「培養實用專門人才」

及「提升教學研究品質」、「開創具有濃郁人文、藝術氣息的校園生活環境」策略相關。 

(三)學輔相關設備($574,600，1.8 %)： 

購置無線擴音機、主動式喇叭、硬碟式攝影機、速錄器等與「加強學生課外學習

活動擴大學生視野」之策略相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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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45，1%)： 

購置中央實驗桌、抽氣藥品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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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持續提昇師資結構延攬教授級師資，並鼓勵副教授升等（九十三學年升等教授通

過 3 人，九十四學年升等教授通過 4 人、九十六學年升等教授通過 5 人、目前尚

有 2 人升等教授於教育部審查中，現有教授 28 人（佔 9.24％），預計九十七學年

教授人數佔整體師資比將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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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助教師發表論文、學術性專書、專利等；鼓勵教師積極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或參與實務研習取得實務證照等（研習期間一律以請公假辦理）；同時充分運用

獎補助款資源，鼓勵教師從事研究工作，預計可以有效提昇本校教師之民間產學

合作案件之質與量。 

（三）依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除以增聘方式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外，並持續鼓

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專長碩士學位（或學分班）及著作升等方式進行改善，

因此運用此部分經費提供教師進修學位（或學分班）所需之學雜（分）費補助，

且專任教師著作升等之校級校外學者審查費（一次逕送三人）亦由本項經費支應。 

（四）補助校內各教學單位召開改進教學研討會，並對獲得教育部輔助教學器材競賽績

優者給予獎勵，同時補助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每學年舉辦一次具前瞻性之校際

性學術活動（研討會）。再者，遴選表揚九十六學年教學優良教師，鼓勵教師從

事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於改進教學，有助教師提昇教學績效，進而改善教學環境。 

（五）鼓勵教師研究、研習、著作、進修、升等、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及改進教學，此

部分經費 9,455,000 元（佔經常門獎補助款比例 53.24％），均符合中長程發展需要，

與規劃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改善研究風氣，提高學術地位，精進教學

品質等均有密切關連。 

（六）補助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師，以提升社團經營

及活動水準。 

參、經費支用原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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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設備預算分配程序與原則：  

1. 學校根據年度財務狀況，規劃圖書、儀器設備預算額度。 

2. 依年度儀器設備額度及下列原則分配預算： 

(1)各院所系基本額: 院=10%*(所屬所系總基本額)。所基本額：工程$700,000，管理

$350,000。系基本額：工業類為$1,500,000,商業類為$1,000,000,通識：500,000。新成

立所開辦費為$1,500,000，系開辦費為$3,000,000，不足則以學校統籌款部分支應。 

(2)所系分配比例，以學生數加收費標準及產學合作研究與推廣案績效為參數計算而

得。 

(3)儀器設備預算金額=各所系基本額(含新所系開辦費)+各所系分配金額+研究案與

推廣績效分配金額+96 系所提撥資本門經費分配金額+各系電腦逐年汰舊換新分攤

-攤還以前年度借支金額  

3.學院依實際狀況統籌規畫調整院系經費，再提預算審議委員會議審查單位預算。 

（二）獎補助經費分配： 

1.資本門經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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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依據教育部核配獎補助款金額及規定應提配合款比例，並根據年度「教育

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之經、資

門比例估算經、資門所應提報計畫金額。 

1.資本門經費部分：各單位提出規格說明書__ 

(1)教學研究設備，各教學單位提出需求。 

(2)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圖書館彙整提出需求。 

(3)學輔相關設備，學務處彙整提出需求。 

(4)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總務

處會同各所系提出需求。 

會計室彙整各項需求後，提專責小組依學校整體發展予以審核後報部；重大

修繕工程歷年皆以學校經費支應，未使用教育部補助款。 

2.經常門經費部分： 

經常門部分就獎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及改進教學、增聘或現有教師之薪資支付及行政人員業務研習與進修活動補

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補助經費等各方面，分別研訂辦法，有效經費運用。茲分

別說明如下： 

(1)研究方面：獎勵教師民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專任教師進行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2)研習方面：獎助教師參加國內外與個人專業或任教課程相關之學術或教學研討

（習）會（含赴實務單位研習），或依本校發展需要培養第二專長所參

加之在職訓練班、證照訓練班‥‥等。 

(3)進修方面：持續鼓勵與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專長碩士學位（或學分班）。 

(4)著作方面：獎助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包括：發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學

術性專書（著作）與申請專利等。 

(5)升等送審方面：須通過系（所）教評會、院（中心）教評會、校教評會三級審查，

且校級辦理外審時一次逕送三位委員，審查程序力求嚴謹。 

(6)改進教學方面：為提昇教學效果，各系及通識教育中心各組每學期得申請補助教

學研究與改進研討會乙次，並對參加教育部輔助教學器材競賽獲

獎之教師給予獎勵。自九十三學年度起，為提昇專業品質及學術

研究風氣與水準，鼓勵本校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辦理具前瞻性

及改進教學品質之校際性學術活動（研討會），並補助舉辦學術活

動相關費用（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每學年至多舉辦一次為原

則，每次補助金額上限為 15 萬元）。 

(7)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方面：由於多元智慧觀念的崛起，為鼓勵教師配合課程需

要、規劃的課程內容能將各主題連貫，有效將教學方法與教材組織起來，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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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教學器材，輔助課堂講解，進而達到課程全盤完善的整合，提昇教學績效（藉

由表揚與獎勵由各院、中心教評會所遴選出之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達成）。 

(8)研究、研習…等上述各項經費占經常門獎補助款比例遠超過教育部要求之 30％下

限的編列要求，並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規定：「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及確實執行，不得僅適用於少

數人或特定對象」，故本校增訂教師每年支領研究獎助、研習獎助、進修獎助及

著作獎助等經費（含教育部獎補助款及本校配合款）不得超過新台幣 35 萬元

整，鼓勵校內教師均能積極參與研習、進修或發表論文著作、研究成果等。 

(9)行政人員業務研習與進修方面：為提昇行政人員知識與工作技能，獎助行政人員

參與業務研習，預計辦理公文寫作、行政作業電腦化、數位多媒體、禮儀訓練…

等相關講習課程，冀望提高服務品質，增進行政人員知能。 

(10)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活動方面：為落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並積極發展

學生事務輔導工作特色，全面提昇學生事務與輔導功能，以促進校園安定

與和諧。 

(11)外聘學生社團專業指導老師方面：為提昇社團經營及活動水準，各社團皆可提出

申請。 

(12)本校增聘教師已具博士學位或助理教授以上資格為必要條件，增聘師資之用人單

位，與該名教師專長需求詳如下表： 

姓名 職級 所屬單位 系上需求 教師專長 

莊金海 副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聘請具有法政領域之專任副

教授 

1、政治學、憲法學領域 

2、防偽鑑識 

3、企業與公共關係 

薛光博 助理教授 電子工程系 

獲有國內外大學電子、電

機、資工、電訊（信）工程

等相關領域博士學位。 
具通訊、嵌入式系統應用、

IC 設計相關專長。 

1.積體電路製程技術 

2.高頻微波電路設計 

3.類比電路設計 

4.半導體元件物理 

5.固態電子學 

6.化合物半導體 

李勝楠 助理教授 資訊工程系 

獲有國內外大學資工、資

科、電子、電機、電訊（信）

工程等相關領域博士學位；

具網路通訊、行動計算、數

位內容、影像處理、積體電

路設計相關專長。 

1.光纖網路 

2.演算法 

3.多點傳輸技術(Multicasting) 

4.程式設計(C++, Java, VB, 

www,ASP.NET) 

5.人工智慧 

以上增聘教師之學術、實務經驗俱豐且符合該系之本位課程發展，有助於提升學生就

業能力之專長。 



 - 19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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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一、為促進經費整體規劃與運用，源依萬能科技大學組織規程，設置萬能科技

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置委員三十三人，除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校發中心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圖書館館長、

工程學院院長、管理學院院長、電資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

通識中心及各系科所選舉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 

三、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秘書一人，辦理有關事務，

並於開會時擔任紀錄事宜。 

四、本小組委員任期二年，選任委員連選得連任，惟二次為限。 

五、本小組職掌規定如左：  

(一)、關於各項購置重要儀器設備規劃。 

(二)、關於各項購置預算對內之查核，得查詢其處理情形。 

(三)、關於儀器設備添置、租賃或報廢移轉事項得加以審議。 

(四)、關於購置作業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

採擇施行。 

(五)、有關經常門之審議。 

六、對於審計會計職掌不得抵觸。 

七、本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若有需要得召開臨時會。 

八、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不得同時兼任經費稽核委員。 

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莊暢、莊晉、金良敏、劉興鑑、張昌財、周錦東、劉興中、李孔智、王金珠、

謝智穎、王榮祖、黃介銘、劉祥泰、鄭益昌、陳昭利、莊富盛、蔡元謙、蔡秦

興、簡顯光、歐陽炳昌、劉新校、陳政平、劉顯仲、王連杰、黃裕庭、黃金恩、

涂昆源、戴遠東、湯德瑋、王耀明、嚴明惠、邱雅萍、陳錦江。 

專責小組相關會議紀錄：(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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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一．為促進本校經費收支保管與運用提昇教育品質，源依萬能科技大學組織規

程，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以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校

內經費情形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由教學單位：通識教育中心、兩個研究所、16 系各

推選教師代表 1 人組成之，唯總務、會計主管不得被推選為委員。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推選之，另置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遴

聘，辦理日常事務，並于開會時擔任記錄事宜。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年（會計學年度），連選得連任，惟二次為限。 

五．本委員會之設置，職掌規定如左： 

〈一〉 

1、關於各項經費收支、預算執行及營造購置事項，得為事後之稽核。 

2、關於現金出納處理情形之事後稽核。 

3、關於校產添置、擴充、改良或租賃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4、關於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採擇

施行。 

5、其他經費稽核事項。 

〈二〉對於審計會計職掌不得抵觸。 

六．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請校內各有關單位派員列席報告說明。 

七．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遇有重要事項，得由主任委員召開臨時會。 

八．本委員會對各單位經管之經費實施定期與不定期之稽核並作成紀錄。 

九．本委員會委員不得同時兼任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及預算委員。 

十．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潘惠芬、陳美純、陳遠斌、許耀基、李訓清、黃正自、錢榮芳、吳復強、葉金

明、周盛夏、歐遠東、向漢強、陳寬常、俞秀美、蔣國政、劉文傑、蘇玉燕、

鄭秀琴、陳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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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會議紀錄： (見附件二)。 

萬能科技大學採購辦法及作業流程： (見附件三)。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 

1. 提昇師資素質實施辦法（見附件四） 

2. 獎勵教師研習作業要點（見附件五） 

3. 獎勵教師改進教學作業要點（見附件六） 

4.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要點（見附件七） 

5. 舉辦學術活動補助原則（見附件八） 

6.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要點（見附件九） 

7. 教師在職進修辦法（見附件十） 

8. 教師研究及獎勵實施要點（見附件十一） 

9. 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辦法（見附件十二） 

10. 教師創作獎勵實施要點（見附件十三） 

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1. 93.07.13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十
四） 

2. 94.03.31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十
五） 

3. 93.04.22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六） 

4. 94.01.13 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七） 

5. 94.11.30 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八） 

6. 95.04.20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九） 

7. 95.06.21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廿） 

8. 95.10.27 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廿一） 

9. 96.06.26 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十七次行政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

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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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ㄧ‧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十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十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十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十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十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十六）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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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十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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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高材系：靜電紡絲機 本設備可供本系大三及大四，
高分子產品開發及應用、纖維
物理及實驗、高分子纖維材
料、高分子產品製程及紡絲學
等課程教學使用。提供本系學
生於靜電紡絲實作之能力，以
鍛練學生與業界接軌之技術職
能。共計可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訓練。可
配合本系發展製作功能性纖維
材料、製作奈米化纖維，研發
過濾材及敷材等商品。 

 化材系：折射率偵測器、自
動屈折計。 

折射率偵測器，可供本系日四
技三年級及夜二技一年級，儀
器分析實驗課程教學使用。提
供本系學生於儀器實作之能
力，以鍛練學生與業界接軌之
技術職能。共計可提供日、夜
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
訓練。自動屈折計本設備可供
本系日四技二年級及夜四技三
年級，物理化學實驗課程教學
使用。提供本系學生於物理化
學實作之能力，以鍛練學生與
業界接軌之技術職能。共計可
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訓練。 

 營科系：寬頻地震儀、拉拔
試驗儀 

為本系二～四年級流力實驗課
及專題研究，研究生課程使
用，建立學生的流力拉拔試驗
及地震儀有其基礎瞭解知識及
技能，日夜間部五年共計 40
班，參與專題研究約 200 人。

 環工系：絕熱式熱卡計、上
皿天平等 

為本系一～四年級普化實驗、
水質分析、固廢分析、儀器分
析、單元操作實驗等課程基礎
試驗分析用教學儀器，為實驗
操作及設計用重要因子，可增
加教學效果及增進學生實務技
能。添購此設備可提供本系約
30 班級數(約 1500 人)實驗課程
用、輔導學生約 750 人次考取
技能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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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妝品系：超臨界萃取儀 

本系二～三年級天然物學、生
物活性原料開發課程使用，預
計提供本系五年共 500 位學生
考取證照，並指導學生專題使
用 

 生技系：半乾式轉漬機、電
子本生燈、製備型電泳、電
泳照相設備、粉碎機 

基礎課程及微生物、生物化
學、分子生物等基實驗課程用
教學儀器並提供教師研究案使
用，預計在未來五年內可提供
二～四班級約 2,000 名學生受
惠。 

 工程所：雙通道 UV 消化及
加熱裝置 

應用於吸光度光學分析之自動
分析裝置，可供本所研究生及
工程學院四技部水質分析、固
廢分析儀器分析等進階課程使
用，五年內預計提供師生 500
人使用。 

 材科所：拉曼光譜高分子資
料庫、靜電共軛紡絲部件 

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本設備
可供本系日四技三年級，專題
實務一課程教學使用；日四技
四年級，專題實務二課程教學
使用；碩專一年級專題討論課
程教學使用。提供本系所學生
於專題實作之能力，以鍛練學
生與業界接軌之技術職能。共
計可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
課，90 人次技能訓練。靜電共
軛紡絲部件本設備可供高材系
大三及大四，高分子產品開發
及應用、纖維物理及實驗、高
分子纖維材料、高分子產品製
程及紡絲學等課程教學使用。
提供本系學生於靜電紡絲實作
之能力，以鍛練學生與業界接
軌之技術職能。共計可提供
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
次技能訓練。本設備可配合本
系發展製作功能性纖維材料、
製作奈米化纖維，研發過濾材
及敷材等商品。 

 工管系：統計軟體、數位式
厚度計、實驗設計教學輔助
器材、 

提升同學對於統計分析與品質
管理等實務應用與分析能力及
提升同學對於產品檢測儀器的
認識與應用，提供一～四年級 4
年 80 班學生使用，並協助輔導
640 人參加證照考試，可提供至
少 35 位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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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國企系：電腦、資料庫伺服
器、AP 伺服器、語言學習應
用軟體、考試管理編輯軟體

提供二年級國際行銷管理三年
級企業資源規劃四年級 TOEIC
聽力、閱讀課程，各部學生 5
年共 18 班 5,000 位同學考取
ERP 證照、英日語證照、電腦
檢定證照等輔導課程用，學生
專題使用人數 560 人 

 企管系：電腦、伺服器、網
路交換器 

提供一～四年級企管系數位化
教學，學生資料存放等，五年
內試算表軟體應用、資料庫軟
體應用、試算表軟體應用、資
料庫軟體應用、電子商務、網
頁設計丙級檢定、企業政策、
專題製作、電腦軟體乙級檢定
預訂提供師生約 700 人使用，
證照輔導人數約 50 人，製作專
題人數 100 人次。 

 資管系：網頁多媒體設計軟
體、視訊剪輯製作軟體、影
像處理軟體等 

一～四年級學生網頁多媒體、
網頁資料庫、視訊剪輯製作、
多媒體概論、生產管理、行銷
管理、供應鏈管理、財務管理
等課程等，五年內提供師生 800
人使用，專題製作 100 人次。

 商設系：抽真空幫浦組、空
氣壓縮機、數位攝錄放影
機、立體雕刻機、電動紙型
切割機等 

二～四年級學生角色視覺意象
實務、生活型態與設計、提案
設計、文化創意設計實務、數
位剪接與後製、專題設計、展
示設計等課程使用，提升學生
對專業設備的認識與操作，預
計提供 5 年本系各部學生總計
約 5,300 位使用，專題製作，並
輔導參加證照考試。 

 財金系：單槍投影機、電動
銀幕、數位講桌、伺服器、
雷射印表機 

一～四年級微積分、統計學、
財務金融專題研討等基礎專業
科目數位化教學使用，五年內
預訂供師生約 800 人使用證照
輔導人數 5 年內約 300 人使用,
製作專題 300 人。 

 觀休系：電腦、硬體廣播教
學系統、水中攝影機、桌布
整燙成型機、咖啡杯保溫
器、洗地機 

一～四年級餐旅資訊系統、航
空客運與票務、統計資料處理
分析、餐旅電子商務與網路行
銷、水上運動、水域活動、餐
飲管理、旅館管理、房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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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實務、餐廳經營實務、民宿經

營管理、餐廳規劃與設計、旅
館籌備與規劃課程。預計提供
本系 5 年共 4250 位學生考取餐
服與調酒證照，電腦、廣播教
學系統用於餐飲資訊系統並指
導學生專題使用。 

 經管所：筆記型電腦、Base、
Classification Trees 等統計軟
體 

一～二年級管理資料分析、多
變量分析、碩士論文提升教學
及研究使用，預計 20 班參與人
數 565 人。 

 資管所：低階繪圖伺服器、
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

一年級數位媒體設計與管理、
企業資訊模式課程建構數位媒
體及 3D 設計管理教學使用，五
年內預計供師生 100 人使用，
專題製作 100 人。 

 電子系：網路集線器、晶圓
變溫量測機座、多功能電源
電錶、RFID 讀卡機 

提供系上網路幹線升級提升網
路傳輸效率。改善實驗室量測
儀器測量的範圍及其精準度與
準確度。增購 RFID 設備以提
升學生學習意願，了解其原理
及基礎知識，進而能自行研發
設計或應用在其他產學上。在
未來可提供三~四年級專題製
作、高頻電路設計、射頻微型
被動電路設計與量測實務、積
體電路量測驗證或無線網路等
相關課程使用，預計有 85 個班
次 3,800 餘名學生受惠。 

 資工系：伺服器、路由器、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伺服
器、入侵偵測系統、精簡型
無線基地台、 

資訊工程系 1~4 年級課程，一
年級-計算機程式、計算機概
論，二年級-網路實習、資訊網
路工程，三年級-嵌入式系統導
論、嵌入式系統應用、無線網
路應用，四年級-學生專題、網
路多媒體...等課程使用本系各
部共 18 班學生於網路工程及嵌
入式相關課程上課實習用設
備，並可協助約 500 位學生取
得資工相關證照，提供 50 組
250 位學生專題製作。 

 光電系：高真空熱蒸鍍膜系
統、高溫爐 

提供三～四年級應用光學精密
鑄膜太陽能板蒸鍍、光纖元件
薄膜半導體元件玻璃元件鍍膜
教學課程使用。預計五年指導
250 位學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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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通識中心：單槍投影機、混
音擴大器 

全校通識課程使用，預計使用
班級數為 200 班參與人數一萬
人次。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DVD、VCD、VOD、中西文
書籍 

持續擴充中、外文圖書及多媒
體視聽資料館藏，支援教學研
究，發揮重點館藏，以期達到
系所特色。配合教學研究單
位，擴充各類型館藏，以支援
教學、研究參考所需，並持續
購置人文、藝術、科普、休閒
等類資料，強化圖書館館藏功
能，提昇館藏質與量。 

三、學輔相關設備 無線擴音機、主動式喇叭、
硬碟式攝影機、速錄器等設
備。 

充實學生課外活動之內容，協
助社團舉辦全校性活動，以推
廣學生善用相關器材設備，活
化、增加學生參與課外休閒活
動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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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材系：中央實驗桌 
環工系：抽氣藥品櫃 

提升教學品質，維護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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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項目 重點 預期效果 

一、改善教學研究與師資

結構 

1.校內自行提供研究計畫，奠

定爭取國科會及教育部專

案計畫之競爭能力，鼓勵教

師積極爭取校外計畫及民

間產學合作案。 
2.補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

二專長碩士學位（學分班）

之學雜（分）費。 
3.鼓勵教師積極發表學術研

究成果，包括：論文、著作

及專利等。 
4.獎勵教師升等，改善師資結

構。 
5.補助各系舉辦改進教學研

討會及各學院與通識教育

中 心 辦 理 校 際 性 學 術 活

動；對參加教育部教材競賽

獲得績優者給予獎勵。 
6.表揚學年度所遴選出之教

學優良教師，期能鼓勵教師

配合課程需要、編纂教學教

材，有效將教學方法與教材

完善的整合，及製作多種教

學器材，輔助課堂講解。

1.獎勵教師研究，提昇研究風

氣。本校教師研究質與量已明

顯提昇，有助於教師升等，改

善師資結構。 
2.具博士學位師資比例可大幅

提高，96 年 10 月具博士學位

人數已達 144 人，佔講師以上

師資 47.84％，有助於改善師

資結構，培養老師第二專長，

保障其工作權益。 
3.鼓勵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創造

優質學術環境。 
4.預計本年度專任教師升等送

審將達 60 人左右（預計升等

教授 8 人、升等副教授 20 人、

升等助理教授 32 人），有助於

改善師資結構。 
5.改善教學環境，提昇教學績

效。 
 

二、增聘教師薪資 

增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尤

其教授級）。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提供學生優秀師資；專任師資

結構與生師比歷年來均優於部

訂標準。增聘教師之學術、實

務經驗俱豐且專長專教符合系

所本位課程發展，有助學生未

來就業發展。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舉辦「公文寫作、行政作業

電腦化、數位多媒體、禮儀

訓練…」等講習課程，增進

行政人員知能。 

提升專任職員工數位多媒體電

腦技能、公文寫作能力…，期

能增進行政服務效能。 

四、學輔相關經費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

動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

師。 

提升學生事務與輔導功能及社

團活動水準。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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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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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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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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總經費

(5)=(3)+(4)

＄14,859,863 ＄29,535,142 ＄44,395,005 ＄8,978,927 ＄53,373,932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67﹪）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33﹪）

金額 ＄8,915,918 ＄17,721,085 ＄6,007,127 ＄5,943,945 ＄11,814,057 ＄2,971,800

合計 ＄32,644,130 ＄20,729,802 

占總經

費比例 
6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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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0,562 84﹪ ＄2,989,523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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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3,700 14﹪ ＄2,650,900 44.1﹪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532,741 2﹪ ＄41,85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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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45 5.4 註五

合計 ＄26,637,003 100﹪ ＄6,007,1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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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研究＄2,920,000 16.4﹪ 研究＄0 0﹪ 

各項獎補助均明訂獎勵
辦 法 ， 經 由 系 院 教 評
會、校教評會、校務會
議、行政會議等程序審
議，且由業務承辦單位
統籌控管、開放教師申
請，並將心得、經驗成
果分享校內同仁。 
具體說明如下： 
研究方面：獎助教師民
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
校內教師進行專題研究
計畫。皆由研究發展及
產學合作審查小組依當
年學校經費預算編列情
況，審查計畫書核定計
畫補助金額。 

研習＄1,500,000 8.5﹪ 研習＄0 0﹪ 

研習方面：獎助教師參
加國內外與教學相關之
研習，依本校「獎勵教
師研習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 

進修＄785,000 4.4﹪ 進修＄0 0﹪ 

進修方面：獎助教師進
修博士學位及第二專長
碩士學位（學分班），依
本校「教師在職進修辦
法」規定程序完成申請
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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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2,800,000 15.8﹪ 著作＄100,000 3.4﹪ 

著作方面：依本校「教
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要
點」獎助發表國際級期
刊論文、專利、學術性
專書等，經系、院教評
會、學術審議委員會、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升等送審＄0 0﹪  
升等送審 

＄540,000 
18.2﹪ 

升等方面：依本校「教
師升等辦法」相關規定
辦 理 論 文 （ 著 作 ） 外
審 作 業 ， 校 級 外 審 一
次 逕 送 三 人 ， 嚴 格 審
查。  

 

改進教學＄650,000 3.7﹪ 改進教學＄0 0﹪ 

改 進 教 學 ： 召 開 各 系
改 進 教 學 研 討 會 、 鼓
勵 教 師 爭取教育部輔
助教學器材競賽績優。
再者，鼓勵各學院及通
識教育中心辦理具前瞻
性 之 校 際 性 學 術 活 動
（研討會），補助舉辦學
術活動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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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編纂教材＄400,000 2.2﹪ 編纂教材＄0 0﹪ 

製作教具＄400,000 2.2﹪ 製作教具＄0 0﹪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方
面：為鼓勵教師配合課
程需要，有效將教學方
法與教材組織起來，及
製作多種教學器材，輔
助課堂講解，進而達到
課程全盤完善的整合，
提昇教學績效，改善教
學環境，依學年度教學
優良教師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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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5,000 合計 53.2 ﹪ 合計＄640,000 合計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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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82 2.4﹪ ＄60,000 2.0 ﹪ 

以行政人員綜合性需求

之教育訓練為原則，加

強 訓 練 職 員 之 專 業 素

養，提高個人競爭力及

學校行政效率，進而提

昇服務品質，相關訓練

活動計畫經行政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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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00 2.1﹪ ＄0 0﹪ 

本項經費至多四分之一

用於外聘社團專業指導

老師，其餘補助學生事

務 與 輔 導 工 作 相 關 活

動，依教育部獎補助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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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 物 品 ( 單 價
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 ＄0 0﹪ 

 

五、其他（補助增

聘 及 現 有 教

師薪資） 
＄7,515,120 42.3﹪ ＄2,271,800 76.4﹪ 

補助增聘助理教授以上
師資為原則，持續提昇
師資結構；教師之聘任
由系、所依實際缺額提
出需求及專長，經公開
辦理甄試並經各級教師
評 審 委 員 會 通 過 後 聘
任。 

合計 ＄17,758,002 100﹪ ＄2, 971,8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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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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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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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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集線器(Switch) 24 port、100M 2 port 1G 5 40,000 200,000
實驗室網路設備
汰舊換新，提升實
驗室網路效能  

電子系 96 學年 

2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9 43,800 394,200 電腦教學用 生技系  

3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29 41,000 1,189,000 

電 腦 繪 圖 教 學
用，業界用 3D 軟
體、輔導圖學證照
考試。 

工管系  

4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1 41,000 41,000
LB02 教室提供學
生學程課程及專
題研討使用  

國企系  

5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19”LCD(含)以上

1 33,902 33,90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6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17”LCD(含)以上

56 23,037 1,290,07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7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61 41,000 2,501,000

整合與製作數位
多 媒 體 輔 助 教
材，擴展教學範
圍，增進學生學習
能力，提昇學生學
習效果，給予教師
優良教學使用環
境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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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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17 43,800 744,600 電腦教學用 資管系  

9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10 41,000 41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10 電腦 

多 核 心 CPU( 含 ) 以 上 ，
160GB( 含 ) 以 上 HDD ，
DVD-ROM ， 獨 立 顯 示 卡 ，
19”(含)以上液晶顯示器，還原
卡  

17 43,800 744,600 電腦教學用 財金系  

11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6 41,000 246,000 學生專題使用。 觀休系  

12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18 43,800 788,400 電腦教學用 資工系  

13 筆記型電腦 
雙核心 CPU、80GB(含) 以上
HDD、12”(含) 以上液晶螢幕 4 45,000 180,000

提供教師上課及
學生使用  經管所  

14 資料庫伺服器 
多核心 CPU、RAM2.5GB(含)
以上、HDD3 顆(含)以上 1 200,000 200,000

院內系統整合與
資管系資源共享,
供教師教學使用
且可讓學生了解
企業 e 化系統的
操作  

國企系  

15 AP 伺服器 
單核心 CPU、RAM1GB(含)以
上、HDD2 顆(含)以上 1 150,000 150,000

院內系統整合與
資管系資源共享,
供教師教學使用
且可讓學生了解
企業 e 化系統的
操作  

國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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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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伺服器 

2U 超 薄 機 架 型 多 核 心
CPU1.6G(含)以上，8G(含)以上 
RAM ， 146G( 含 ) 以 上 
HDD*4 ， 含 WINDOWS 
SERVER 系統(含)以上最新版

1 245,000 245,000

教學用伺服器，存
放學生學習檔
案、應用程式、系
網頁等，建構優質
的學習環境  

企管系  

17 伺服器 

2U 超 薄 型 (Quad-Core Intel 
Xeon 1.6GHz( 含 ) 以 上 二 顆 )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最新
中 文 版 )(SAS 硬 碟 ) 4G 
RAM( 含 ) 以 上 HDD 
146G*4(含)以上  

1 200,000 200,000

原教學網路伺服
器已達使用年限
並 不 敷 使 用 , 更
新為最新規格,以
提升教學品質  

財金系  

18 低階繪圖伺服器 
Intel or AMD Cpu,Nvidia 
Quadro 繪圖卡晶片,22 吋寬螢
幕 LCD 或以上 

2 70,000 140,000
提供學生建構數
位媒體設計與管
理的工作站  

資管所  

19 伺服器 

1U Server, Dual-Core CPU X 2, 
500 GB(含 )以上 HDD X 2, 
2G( 含 ) 以 上 RAM, No OS, 
Keyboard, Mouse 

2 80,000 160,000

架設伺服器,存放
學生學習檔案、應
用程式、系網頁、
E-mail 等,建立優
良學習環境  

資工系  

20 伺服器 
2U 超 薄 型 Quad-Core Intel 
Xeon 1.6GHz(含)以上 x2/SAS 
HDD/Windows Server 最新版 

1 163,000 163,000
提供多媒體課程/
學生專題架設伺
服器  

資工系  

21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高階) 
含硬體觸控台、60 片內接式控
制卡、提供全體廣播、自動監
看、黑屏警示、全體對話及單
鍵快選功能。 

2 150,000 300,000 

環工系 E302 及營
科系 F206 電腦教
室互動式教學使
用 

工程所  

22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含硬體觸控台、60 片內接式控
制卡、提供全體廣播、自動監
看、黑屏警示、全體對話及單
鍵快選 

1 150,000 150,000

安裝於本系電腦
教室，運用於互動
式教學環境及多
功能操作需求  

觀休系  

23 雷射印表機 A3 size(含網路介面,雙面列印) 1 49,000 49,000

J803 新建立之學
生專題與教材製
作室，供學生使用
提升教學品質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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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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DF 文件快速製作機 

尺寸：320×270×312mm，解析
度：1200dpi，單頁進紙式(饋紙
式)，支援檔案格式：PDF、
TXT、UNICODE、RTF、HTM、
DOC、WPD、XML、XLS、，
OPF、JPG、TIF、G3、G4、PNG…
等。 

1 29,800 29,800

1. 學 生 手 繪 作 品
轉存作品集。 2.
專題蒐集圖片轉
存小論文。 3.視
覺創作圖片剪輯
拼貼前之備份製
作。 4.教學蒐集
圖片、商品或廣告
型錄轉存 PDF。

商設系  

25 網路交換器 
有線式，24PORT10/100(含光纖
介面） 4 33,000 132,000

專題製作室及教
師研究用，建構優
質學習環境
(J602、J703、
J801、J802)  

企管系  

26 路由器 中階網路路由器 1 103,500 103,5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7 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3FE,3DES/AES 1 280,000 280,0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8 精簡型無線基地台 
精簡型無線基地台設備 IEEE 
802.11a/b/g 4 24,000 96,0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9 數位講桌 鋼製品講桌 ,鵝頸埋入式麥克
風  

1 160,000 16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30 RFID 讀卡機 Intel R1000 ； RFID Reader 
5m ：UHF Ethernet；天線 1 255,200 255,200

無線通訊課程與
通信改善計畫教
學：專題製作。 

電子系  

31 統計軟體 Minitab,最新版,30 人以上網路
版 1 210,000 210,000

工程統計、品質管
理、六標準差品質
管理和統計分析
與電腦應用等相
關 課 程 教 學 使
用。  

工管系  

32 統計軟體 Base 教育版(單機版) 1 55,500 55,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3 統計軟體 
Classification Trees 教育版(單
機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4 統計軟體 
Regression Model 教育版(單機
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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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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統計軟體 
Advanced Model 教育版(單機
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6 網頁多媒體設計軟體 
Adobe CS Web Premium (10 人
授權) 1 130,000 130,000

網頁多媒體、網頁
資料庫課程，培養
學生具有網頁設
計、網頁動畫和影
像處理的能力  

資管系  

37 視訊剪輯製作軟體 Adobe CS Production Premium 
(10 人授權) 1 190,000 190,000

視訊剪輯製作課
程，培養學生具有
視訊剪輯、後製作
視訊特效處理的
能力  

資管系  

38 影像處理軟體 PhotoImpact 系科授權 1 75,000 75,000
多 媒 體 概 論 課
程，培養學生具有
影像處理的能力 

資管系  

39 語言學習應用軟體 
含影音資料管理系統、教學主
控介面及課程編輯系統 1 949,000 949,000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40 考試管理編輯軟體 支援中英文操作介面及多媒體
類型試題製作 1 167,000 167,000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41 虛擬企業經營模擬軟體 

Virtual Business Management 
(VBM) 、 Virtual Business 
Retailing(VBR) 、 Virtual 
Business Sport (VBS) 

1 98,000 98,000

提 供 給 生 產 管
理、行銷管理、供
應鏈管理、財務管
理等課程，使用學
生能透過線上企
業經營學習管理
知識  

資管系  

42 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 支援 Business Architect 1 140,000 140,000
建置企業資訊模
式系統教學軟體
環境  

資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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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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實驗設計教學輔助器材 
支援 6 標準差教學訓練及田口
式品管驗證 8 27,000 216,000

教學用，品質管
理、六標準差品質
管理、實驗設計和
產品穩健設計等
相關課程教學使
用。  

工管系  

44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 行動通訊教學平台 3 52,000 156,000
嵌入式系統教學
及專題製作  資工系  

45 折射率偵測器 折射率範圍: 1.00-1.75   流量
範圍: 0.2-3.0ml/min 

1 250,000 250,000

層析儀之偵測器
/ 1.儀器分析實驗
教 學 用  2. 協 助
產學合作 

化材系  

46 自動屈折計 RX-5000α 1 357,000 357,000

檢測合成薄膜之
甲醇滲透濃度 / 
燃料電池電解質
薄膜合成與研究
開發  

化材系  

47 真空泵浦 至少 1/4 馬力、25cm ng 真空
度、15psi 排氣壓力、吸排兩用 1 26,500 26,500

固體物分析及水
樣 前 處 理 用 裝
置，提升教學品
質  

環工系  

48 上皿天平 

至少達 0.01g~610g、自我偵測
自動校正系統、具多點式線性
校正、具可擴充最小可讀數可
達小數點第三位、具可耐衝擊
與過載保賀設計 

1 25,000 25,000

藥劑配置及重量
分析用，本系現有
設備不敷使用，擬
購之以提升教學
品質  

環工系  

49 絕熱式熱卡計 
選單方式控制並自動計算試驗
結果， 附防塵套 1 850,000 850,000

廢棄物熱值分析
之必需之儀器，為
焚化爐操作及設
計之重要因子，熟
習此實驗項目可
使學生學以致
用。  

環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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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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流體注入自動分析裝置 

1.進樣器最少可裝 90 個樣
品 2.最少具 8 組輸送管之
蠕動幫浦 3.偵測通道含 1
組 6 孔或以上迴路定量閥
4.具與雙通道線上 UV 消
化能力及加熱裝置連結
功能 5.系統可進行 FIA、
SFA、iSFA 分析 6.具 RS232
介面 7.具控制軟體系統 8.
含 2 混合模塊及 2 除泡錐 

1 960,000 960,000 

應用於吸光度光
學分析法之自動
分析裝置，適用於
分析水中及土壤
中各種利用光學
分析法之物質，如
氨氮、硝酸鹽、亞
硝酸鹽、正磷酸
鹽、總磷等等大量
樣本數之分析用

環工系 

1.本預
算僅含
設備本
體，不
包含
「雙通
道 UV
消化及
加熱裝
置」設
備，此
處係誤
植。 

2.該附
件預算
部份由
工學院
支應，
此部份
規格重
複填寫
擬刪
除。 

51 超臨界萃取儀 
溫度控制:室溫至 150 度 C,可控
至 1 度 C,操作壓力:10,000 psi 1 1,286,448 1,286,448

教 學 與 研 究 -- 天
然物保養品成份
製備  

妝品系  

52 半乾式轉漬機 尺 寸 20*20cm ， SEMI-DRY 
BLOTTING SYSTEM 

2 34,604 69,208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3 電子本生燈 gasprofiL 2 30,000 60,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4 製備型電泳 
1.Runn time ： 2-5min 
2.Material ： acrylic ， platinum 
3.Size：210*100*80mm 

4 15,750 63,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5 電泳照相設備 
1.Compact Digimage 2.System 
UVDI 1 64,000 64,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6 粉碎機 
1.尺寸 100*80*50cm 2.電壓：
220V 3.轉速：3600rpm 4.60Hz 
5.馬力 2HP 

1 60,000 60,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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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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置 

至少達 1.雙通道線上 UV 消化
器，加熱溫度由室溫到+100  ℃
2.氨氮分析套件 3.硝酸鹽氮/
亞硝酸鹽氮分析套件  4.正磷
酸鹽/總磷分析套件。 1 250,000 250,000

應用於吸光度光
學分析法之自動
分析裝置，適用於
分析水中及土壤
中各種利用光學
分析法之物質，如
氨氮、硝酸鹽、亞
硝酸鹽、正磷酸
鹽、總磷等等大量
樣本數之分析用 

工程所  

58 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 polymer data base 1 144,353 144,353

為 Renishaw 拉曼
光譜儀之附件,可
作樣品圖譜比對
分析 / 擴大拉曼
光譜儀之應用,使
樣品分析更廣泛

材科所  

59 靜電共軛紡絲部件 

共軛紡絲配件及進料系統，紡
嘴不鏽鋼共軛針頭，進料系統,
料筒容量 20ml,玻璃材質,推進
桿 前 進 速 度 <10mm/min, 左 右
移動速度 0~600mm/min 

1 289,352 289,352

建立學生高分子
材料加工成型實
作能力，並加強奈
米材料教學及研
究能量 / 強化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材科所  

60 靜電紡絲機 

尺 寸 : 小 於 1000x1000x1000 
mm, 重 量 <140kg, 輸 出 電 壓
0~50Kv 可調;傳動機構:左右移
動範圍<300mm,前後移動範圍
<200mm;接收電極:輸送帶式;
機器功能:PVA 或其他高分子,
纖維細度<0.4μm 

1 652,558 652,558

建立學生高分子
材料加工成型實
作能力，並加強奈
米材料教學及研
究能量 

高材系  

61 

高真空熱蒸鍍膜系統 

1.可供尺寸 30*30cm 基板上形
成薄膜之熱阻式蒸鍍設備。2.
可溫控加熱至 200℃。3.壓力
12 小時內達 10 的負 6 次方 Torr

1 1,030,080 1,030,080

金屬鍍膜技術為
國內產業大宗，市
場廣泛，人才需求
量大，為光電產業
中各產品重要製
程，也是光電系學
生必備之基本技
術。可供使用課
程：1.應用光學實
習課程 2.精密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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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膜導電層 3.太陽
能板蒸鍍 4.光纖
元件薄膜 5.光電
半導體元件 6.玻
璃元件鍍膜 7.學
生專題製作  

62 高溫爐 
可溫控加熱至 1000℃，爐式內
徑尺寸>=5cm 1 83,600 83,600

太陽能光電產業
為未來綠色能源
科 技 發 展 的 重
點，市場廣泛，人
才需求量大，可為
培育光電系學生
多元化之專業技
術。可供使用課
程：1.太陽能板蒸
鍍 2.學生專題製
作  

光電系  

63 裂片機 

玻璃尺寸 1~12 吋厚度
0.4~1.1mm，平台尺寸
>500*500mm 台面可 90 度迴
轉，裂片刀尺寸>520mm，位移
精度 0~300mm+-0.02mm，裂片
壓力可調，伺服馬達控制按鍵
位移。 

1 300,000 300,000 

提供學生平面顯

示器實習、專題製

作相關課程教學

使用 
提升學生平面顯示

器製作研發能力 

光電系 971030 

64 拉拔試驗儀 
植草拉力試驗,自動記錄器,電
子天平 1 250,000 250,000

提供流力實驗室
教學研究用  營科系  

65 便攜式寬頻地震儀 
三 軸 向 速 度 型 , 量 測 頻 寬
0.033~100,低雜訊並至少具備
有 140db 之動態範圍 

2 450,000 900,000 提供教學研究用 營科系  

66 數位式厚度計 0.4"*10mm，解析度 0.01mm 1 15,000 15,000

品質管理和產品
品質檢驗等相關
課程教學使用；以
及學生末來參加
品質檢驗師證照
術科測驗時教學
實作使用。  

工管系  

67 抽真空幫浦組 1 馬力，含壓力錶、抽氣桶。 1 40,000 40,000
提供設計體、專題
設計使用。  商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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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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空氣壓縮機 靜音式，1/6HP 2 16,000 32,000
提供設計體、專題
設計使用。  商設系  

69 立體雕刻機 
外 觀 尺 寸 ：
669(W)x760(D)x554(H)mm ，
15,000rpm 高轉速主軸。 

1 400,000 400,000
1.3D 電腦人偶模
擬製作。2.公仔原
型製作。  

商設系  

70 電動紙型切割機 

外 部 尺 寸 ： 約
623×285×223mm，最大切割範
圍:375mm x50m，紙張輸入有
效寬度：A3 尺寸。 

1 30,000 30,000

1.3D 遊戲低構面
場景實體貼圖模
擬練習。2.包裝原
型製作。3.立體紙
模型。  

商設系  

71 無影罩 寬 100 公分＊高 120 公分 2 38,000 76,000
提供數位攝影基
礎、廣告攝影等課
程使用。  

商設系  

72 晶圓變溫量測機座 
0-250±0.01℃， 6”量測晶片面
積 1 470,000 470,000

晶圓變溫量測專
題製作  電子系  

73 多功能電源電錶 

電壓源、電流源、電壓表、電
流表四合一新型儀器，最大電
壓電流 0V/1.05A，10V/5A，輸
出電壓準位最小 5uV，電流準
位最小 500pA，量測電壓解析
度最小可到 1uV，電流解析度
最小可到 100pA, 最大功率：
50W，內建 IEEE-488 和 RS-232
介面，適用於 Diode，LED，
LD 元件測試，包括崩潰電壓，
漏電流，順向電壓，電阻，需
提供原廠授權書 ，提供免費教
育訓練，提供 IV 曲線量測軟
體 

1 369,000 369,000

1.提供專題課程
訓練學生實務操
作 2.提供學生參
與業界合作案測
試高電流元件驗
證   

電子系  

74 微波通訊模組 

Gunn 振盪器電源/Gunn 振盪
器、駐波比測量錶、功率計、
開槽管、熱敏電阻座、晶體檢
波器、定向耦合器、滑動螺旋
調諧器、匹配一負載、可變衰
減器、喇叭型天線、微波附件、
波導管支架、天線方位指示
器、放大器 

1 660,000 660,000 
高頻實務量測實
驗用，專題製作。 電子系 9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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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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桌布整燙成型機 55*63*23cm，900W，110V 3 22,500 67,500
用於餐飲服務之
教學課程使用  觀休系  

76 咖啡杯保溫器 40*40*65cm，40 安培 3 11,000 33,000
餐飲調酒相關課
程使用  觀休系  

77 洗地機 108*45*96cm，33L(以上) 3 90,000 270,000
餐飲相關課程使
用  觀休系  

78 UPS 不斷電系統 
機架式 3000VA,在線式不斷電
系統 1 40,000 40,000

供 ERP 資料庫伺
服器使用  國企系  

79 投影布幕 電動式 120 吋，170cm*220cm
以上 1 14,112 14,11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80 電動銀幕 120 吋有線無線遙控 1 20,000 2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1 數位攝錄放影機 1080i 格式(含)以上，含多功能
影音轉錄器。 2 139,000 278,000

提供數位剪接與
後 製 等 課 程 使
用，原使用一般小
型攝影機，配合進
階課程需採購專
業型攝影機，以增
進學習成效。  

商設系  

82 硬碟式錄放影機 容量：250G(含)以上 1 20,000 20,000
提供數位剪接與
後製等課程使用 商設系  

83 水中攝影機 
潛水深度至少 1.5 米，硬碟式
攝影機，含整套攝影機潛水用
外殼 

3 115,000 345,000
水上運動與相關
課程教學時使用 觀休系  

84 外拍閃燈 400 瓦 2 20,000 40,000
提供數位攝影基
礎、廣告攝影等課
程使用。  

商設系  

85 單槍投影機 XGA 3500ANSI 以上 1 85,000 85,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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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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擴音器 300W(以上)含喇叭 1 40,000 4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7 混音擴大器 300W 1 39,100 39,100
T201 教室教學使
用，增加多媒體教
學成效  

通識中心  

 合     計 
 

344 25,43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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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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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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DVD/VCD/VO
D 片 168 3,500 588,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2            冊 35 3,500 122,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經管所 
97/7/31 前購

置 

3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工系 
97/7/31 前購

置 

4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97/7/31 前購
置 

5            冊 52 3,000 15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電子系 
97/7/31 前購
置 

6            冊 75 3,000 22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工管系 
97/7/31 前購
置 

7            冊 50 4,500 22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環工系 
97/7/31 前購
置 

8            冊 65 3,500 227,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企管系 
97/7/31 前購
置 

9            冊 45 3,500 157,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97/7/31 前購置 

10            冊 20 3,5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97/7/31 前購
置 

11            冊 25 3,340 83,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97/7/31 前購
置 

12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97/7/31 前購
置 

13            冊 34 2,500 8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97/7/31 前購
置 

14            冊 17 1,892 32,164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97/7/31 前購
置 

15            冊 40 2,5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營科系 
97/7/31 前購
置 

16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97/7/31 前購
置 

17            冊 28 2,437 68,236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工程所 
97/7/31 前購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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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8       冊 200 5,750 1,15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19            冊 175 4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高材系 
97/7/31 前購
置 

20            冊 200 400 8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化材系 
97/7/31 前購
置 

21            冊 180 360 64,8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營科系 
97/7/31 前購
置 

22            冊 230 380 87,4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97/7/31 前購
置 

23            冊 230 380 87,4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企管系 
97/7/31 前購
置 

24            冊 200 400 8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97/7/31 前購
置 

25            冊 120 550 6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97/7/31 前購
置 

26            冊 200 5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97/7/31 前購
置 

27            冊 120 550 6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工系 
97/7/31 前購
置 

28            冊 220 380 83,6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97/7/31 前購
置 

29      
DVD/VCD/VO
D 片 100 3,500 35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30           
DVD/VCD/VO
D 片 63 3,500 220,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31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32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經管所 
  

33            冊 30 2,500 7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34            冊 30 3,450 103,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35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36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高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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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7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38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電子系 
  

39            冊 100 600 6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40            冊 175 4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光系 
  

41            冊 200 320 64,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42            冊 200 320 64,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43            冊 200 380 7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44            冊 200 380 7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45            冊 180 5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合    計    6,3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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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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擴音機 
200W 手拉式+CD+專用三
腳架 

2 45,000 9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主動式喇叭 需配合無線擴音機+專用三
腳架 

2 22,000 44,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硬碟式攝影機 3CCD ，57 萬畫素 X3，FULL 
HD 

1 60,000 6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速錄器 DVD 式 1 20,000 2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50 吋電漿顯示器 15000 對比+璧掛移動式腳
架 

2 110,000 22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吉他音箱 100W 2 30,000 60,000 舉辦活動使用 
(童軍社)  課指組  

 炊事帳 300*300*200cm(以上) 2 10,300 20,600 舉辦活動使用 
 (熱音社)  課指組  

 單眼數位相機 
鏡 頭 :18 ～ 135mm 、 機
身:1000 萬畫素 

1 45,000 45,000 舉 辦 活 動 使
用 (攝影社) 課指組  

 閃光燈 

4 個通訊頻道、自動 FP 高
速閃光同步獨立的閃光燈
模式設定([TTL]，[AA]，[A]
及[M] 

1 15,000 15,000 舉 辦 活 動 使
用 (攝影社) 課指組 

 

合  計 
 

14  5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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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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央實驗桌 
尺寸：180*150*80cm 耐酸鹼

及耐溫台面 
2 83,700 167,400

H401 航太
及複合材
料實驗室
工安設備 

高材系 
 

2 抽氣藥品櫃 
PP 材 質 、 厚 度 10mm 、 尺 寸
1800W*600D*1800Hmm 、 排 風
口:4'*2、含配管及安裝工程 

1 157,445 157,445

貯存藥
品，保持其
純度與性
質提升教
學品質與
維護工安  

環工系 

 

       

         

         

合   計 3  32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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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究：獎助教師申請民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專任教師進行校內

專題研究計畫案。 2,920,000
 

2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習：獎助教師參加與本職學能有關之研習（研討會），增進教

師研究及教學能力。 1,500,000
 

3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進修：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及第二專長碩士學位（學分班），

以改善本校整體師資結構。 785,000
 

4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著作：獎助教師發表學術研究成果，包括：國內外著名期刊論文、

學術性專書、專利等。 2,900,000
 

5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獎助教師研究，以升等方式取得更高教師資格，校級

升等外審費由學校全額負擔，一次逕送三人，採嚴格審查。 540,000
 

6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改進教學：補助各系召開改進教學研討會、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

心辦理跨校性的學術活動；獎助教師教材於教育部競賽績優者。
650,000

預計舉辦 4 場跨校性的學

術活動。 

7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鼓勵教師配合課程需要，有效將教學方法

與教材組織，及製作多種教學器材，進而達到課程全盤完善的整

合，提昇教學績效，藉由表揚獎助教學優良教師作法達成。 
800,000

預計表揚 16 位教學優良教

師。 

8 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551,466
副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9 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373,875
副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0 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1,039,898
助理教授 2 人，97 年 1 月

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1 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691,600
助理教授 2 人，97 年 8 月

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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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2 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786,633
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3 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469,200
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4 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698,743
副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5 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417,475
副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6 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2,980,530
助理教授 5 人，97 年 1 月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7 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1,777,500
助理教授 5 人，97 年 8 月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8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提昇行政人員知識與技能，舉辦綜合性需求之教育訓練 484,882

 

19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

關經費 
提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功能，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師 363,000

 

合        計 20,72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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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儀器設備項目對照表 

優 先

序 
項 目 名 稱 原 規 格 原 數 量 原 單 價 原 總 價 修 正 後 項 目 名 稱 修 正 後 規 格

修 正 後

數 量

修 正 後

單 價

修正後總

價 
備 註 

50 
流體注入自動分

析裝置 

一、本體-1.進樣器最少可
裝 90 各樣品 2.最少具 8
組輸送管蠕動幫浦 3.偵
測通道含 1 組 6 孔或以上
迴路定量閥 4.具雙通道
線上 UV 消化能力 5.系統
可進行 FIA、SFA、iSFA
分析 6.具 RS232 介面 7.
具控制軟體系統 8.附氨
氮分析套件9.含2混合模
塊 、 2 除 泡 錐
二、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
裝置-1.加熱溫度由室溫
到+100℃  2.含氨氮分析
套件、硝酸鹽氮/亞硝酸鹽
氮分析套件、正磷酸鹽/
總磷分析套件。 

1 960,000 960,000
流體注入自動分

析裝置 

1.進樣器最少可裝 90 個

樣品2.最少具8組輸送管

之蠕動幫浦 3.偵測通道

含 1 組 6 孔或以上迴路定

量閥 4.具與雙通道線上

UV 消化能力及加熱裝置

連結功能 5.系統可進行

FIA、SFA、iSFA 分析 6.

具RS232介面7.具控制軟

體系統8.含2混合模塊及

2除泡錐 

1 960,000 960,000

1.本預算僅含設

備本體，不包含

「雙通道 UV 消化

及加熱裝置」設

備，此處係誤植。 

2.該附件預算部

份 由 工 學 院 支

應，此部份規格重

複填寫擬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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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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專任教師共 303 人，其中教授 28 人、副教授 100 人、助理教授 56 人、講師 119 人，

實際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所有實際專任講師以上師資比為 60.73％，顯示本校師資結

構佳；再者，本校專任師資具二年以上實務經驗共 97 人，佔所有講師以上比為 32.01％，

專任師資具乙級以上職業證照共 151 人，佔所有講師以上比為 49.83％，具有二年以上實

務經驗或乙級以上職業證照的人數為 192 人（此兩項資格不重複列計），佔所有講師以上

比為 63.37％，顯示為落實技職教師之特色，本校聘任之師資，除要求具有實務經驗外，

新聘教師亦以具有專業及技術證照者為優先考慮，以建立有別於高等教育學術研究之技

職特色。 

 (二) 圖書軟體資源：  

 

 

( 

 

 

 
 
 
 

項目 
九十六學年     

(截至 9702 止) 
中文 紙本 181,619

圖書總冊數 
外文 紙本 56,494

紙本 670
中文 

電子式 5,824
紙本 252

期刊種類數 

外文 
電子式 30,738

中文 電子式 53網路版資料庫種類數 

（連續性出版品） 外文 電子式 65
中文 電子式 30單機版資料庫種類數 

（連續性出版品） 外文 電子式 9
非書資料套數(可包含縮影、光碟、視聽、地圖等) 11,413
圖書流通使用量 75,518
全年線上及光碟資料庫使用統計 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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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教學設備 

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HP 電腦 D330 P4-3.0GHz+15"LCD 15 

高階掃描器 1 

集線器 SMC 24port 2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P4-2.8GHz+15"LCD 5 

F202 

電腦 P4-2.8GHz+15"LCD 20 

營科系 

ASUS 電腦 P4-3.2GHz+17"LCD 60 

集線器 ACCTON EH3024C 3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HP P4-3.4GHz+17"LCD 1 

F206 

繪圖機 1 

營科系 

記憶體 30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雷射印表機 HP LJ8000 1 

電腦 ASUS 雙核心 3.4GHz+19"LCD 31 

電腦 HP P4-3.2GHz+17"LCD 30 

G307 

廣播教學系統 1 

工管系 

集線器 24Port EH3524A 2 

雷射印表機 HP LaserJet 5000 1 

電腦 P4-2.8G+17"LCD 35 
E302 

廣播教學系統 1 

環工系 

3COM 集線器 3 

HP 電腦 P4-3.2GHz+17"LCD 61 

集線器 24Port EH3524A 1 

雷射印表機 1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網路交換集線器 Accton ES3526L 1 

L303 

廣播教學系統 MBS 1 

國企系 

掃描器 Microtek8700 1 

集線器 Cisco Catalyst 2950T 3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4核心- (新進) 61 

J501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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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記憶體 31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2 

雷射印表機 1 
J502 

電腦 HP P4-3.2GHz+17"LCD 31 

企管系 

HP 電腦主機 D330 P4-3.2GHz 61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掃描器 HP ScanJet6300C 1 

液晶螢幕 19" 62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5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電腦華碩 P4-3.2GHz 62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7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掃描器 HP ScanJet6300C 2 

雷射印表機 HP LJ 5000 1 

電腦 ASUS 3.4GHz+19"LCD 61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7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DVD 燒錄器 DVR-104 [數位剪輯系統] 1 

MAC 電腦 G4/733 +15"LCD 60 

記憶卡 256MB RAM [數位剪輯系統] 60 

記憶體 512MB 122 

集線器 EH3524A HUB 3 

電腦 ASUS P-D3.4GHz 61 

I7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商設系 

硬碟機 61 

集線器 2 

集線器 D-Link 1 

電腦 HP P4-3.2GHz+17"LCD 61 

I706 

廣播教學系統 1 

商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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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網路管理軟體 Cisco Works & Cisco 1 

32MB 記憶體模組(Cisco1721) 5 

32MB 記憶體模組(Cisco2600) 1 

32 埠非同步模組 1 

ADSL 路由器 Cisco 1 

DSL 局端設備模擬器 1 

GIBC 介面轉換模組 WS-G5484 4 

SMART 模組 1 

VPN 防火牆 2 

VPN 路由器 Cisco 2 

乙太網路卡 Intel Pro/100 2 

乙太網路交換器 10 

交換器 Catalyst 3550-24-EMI 1 

交換器 Cisco 2950 1 

交換器(NETLAB 網路硬體設備) 4 

多層乙太網路交換器 2 

防火牆 Cisco 4 

防火牆 PIX-515 1 

防火牆網路卡 Cisco PIX10/100 1 

記憶體 70 

記憶體(Flash16MB &Memory48MB) 10 

終端伺服器 Cisco 2621 1 

無線網路卡 AIR-CB20A-A-K9 6 

無線網路卡 AIR-PCI352 6 

無線網路卡 AIR-PCM352 6 

無線網路存取器 Cisco 1200 8 

無線網路橋接器 Cisco 350 4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路由器 1 

路由器 Cisco 1720 10 

路由器 Cisco 1721 11 

路由器 Cisco 2621 3 

路由器 Cisco 776M 1 

S404 

路由器(NETLAB 網路硬體設備) 1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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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路由器 ADSL 介面卡 1 

雷射印表機 HP LJ2200 1 

電腦 P4 2G+15"LCD 69 

網路交換模組 WS-X4232-L3 2 

網路交換器 Cisco 2950 3 

網路交換器 Cisco C2950 2 

網路交換器 Cisco WS-C4006-S2 2 

網路作業軟體系統-12 套通訊協定 1 

網路作業軟體系統-3 套通訊協定 1 

網路電纜測試儀 Fluke 620 1 

網路模組 NT1/ISDN WIC-1B-U 3 

網路模組 T1/ISDN-PRI NM-1CT1 1 

網路模擬器 ATLAS 550-CC 1 

廣域網路介面卡 WIN-2A/S 2port -1B-U 12 

S404 

廣域網路模擬器 Adtran 550 1 

資工系 

乙太網路交換器 3 

雷射印表機 HP LJ2200 1 

電腦 ASUS 雙核心 3.4GHz+19"LCD 68 
S4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工系 

SUN 工作站+17"CRT Blade100 4 

工作站 SUN Blade150+17"LCD 31 

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 2 

電腦主機 ASUS P4-3.2GHz 62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6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工系 

3COM 集線器 3 

IBM 電腦 2.66GHz+17"LCD [數位金融中心] 30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電腦 IBM A50 Celeron 2.66G+17"LCD 12 

電腦主機 IBM Celeron2.66G+17"LCD 15 

廣播教學系統 1 

J301 

數位講桌 1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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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L2 交換器 1 

即時接收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防火牆 Juniper 1 

教學廣播系統 (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1 

無線基地台 1 

筆記型電腦 PⅢ850 (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2 

虛擬交易所撮合主機"(財務金融教育規? 1 

資料庫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雷射印表機 1 

電視牆系統-電腦主機 P4(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2 

電腦 HP P4-3.2GHz 51 

撮合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J701 

數位講桌 1 

財金系 

電腦 ASUS 3.4GHz+19"LCD 60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6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光電系 

集線器 D-Link DES-1024R 3 
MB101 

電腦 P4-2.4GHz+17"CRT 60 
電算中心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電腦主機 P4-2.8GHz 41 

噴墨印表機 EPSON COLOR 850 1 
J201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推職中心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本校以誠信、前瞻、務實、卓越之辦學理念，整合人文通識與科技，培育具現

代專業知識、人文藝術涵養及國際視野之國家經濟建設人才為目標。本校發展重點

特色說明如下： 

1.實施全人與數位教育： 

培養學生尊重生命、自我肯定及敬業服務的基礎人文素養，塑造學生成為具

有敬業精神的優質公民以及具備數位資訊化能力之現代青年，並實施「131」政策，

即每位學生畢業後能有 1 張學歷證書，3 種能力證照(專業能力、電腦能力及英語能

力證照)及學生榮譽護照。 

2.重視專業技能與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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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校院教育應以專業技能學習為重點著重理論與實務結合，才能因應產業

結構變遷，在職場上一展所長。因此本校重視學生專業及實作能力，並輔導學生取

得專業證照，以提升就業率及就業競爭力。 

3.重視資源整合與研究發展： 

本校具整合校內外系所間研究及設備能力，以奈米材料、綠色環境、創新管

理及電資科技等四個研發中心為主軸，從事跨領域之研究計畫與開發專業潛能。 

 4.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為培養本校教師提升專業能力，提升其人文素養，特擬訂本校相關具體目標

如下： 

提升教師專業學識能力 

-輔導專業教師取得相關乙級以上技術證照或英文檢定或同等級國際證照。 

-鼓勵教師持續進修第二專長或英語教學碩士學位或學分班，並補助部份學分費。 

-提高教師參加研習意願。 

提升教師人文素養 

-委請推職中心、通識教育中心延聘本校英語檢定、電腦等專長老師，每學期開設

十六小時電腦相關研習課程講座，結業時發給研習證書，並輔導考取政府機關認

證之證照。 

-提升教師英語能力 

-結合商設系、創意藝術中心塑造校園藝術風氣與環境。 

完善教師終身學習機制 

-鼓勵教師參加校內外研習課程。  

-電算中心推動 e-learning 網路學習社群，鼓勵教師及學生參與，建立校內及社區終

身學習網站。 

-協助教育部舉辦高中職老師技能檢定。 

全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 

-人事室協同教務處、學務處擬定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送校務會議審議，並由校

長公佈實施。 

 5.提升學生素質 

提升本校學生素質 

-加強英文、微積分、物理、化學等基礎學科教育。 

-強化就業實務課程比率，減少學理論述。 

-各系規劃系本位特色實務課程，提高學生專業知識水準。 

-技檢學科科目融入平時教學，國內外證照納入教學內容。 

-辦理相關職類乙級技能檢定必修零學分訓練課程，鼓勵學生獲取職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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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丙級以上技能檢定證照獎學金」制度，提高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意願。 

-獎勵學生參加校外競賽。 

-增加大三、大四英語課程教學，全民英檢初級通過可免修大三、大四英文課程，

各系得將外語能力列為畢業門檻。 

-加強補救教育，鼓勵學生主動到語言自學中心學習英文。 

-英文統一教材之比例逐年增加。 

-建置網路大學，提供網路輔導學習環境。 

提升本校學生通識能力 

-配合大專校院通識教育評鑑，提升教學品質，提升學生通識能力。 

-加強認識台灣、族群、美育、國際觀、品德教育、法治教育及強化公民教育。 

提升本校學生畢業水準 

-每年進行畢業學生就學就業狀況調查，作為規劃系本位課程及教學之參考。 

-鼓勵學生通過語文檢定或其他技能檢定作為畢業條件之一，以提升學生素質。 

-每學年辦理就業輔導講座、校園徵才博覽會，印製學生就業輔導手冊，以提升學

生求職技能，增加就業率。 

加強本校教學品質 

-推動教師教學及研究評鑑，根據評鑑結果作為教師續聘與否之依據。 

-訂定教師教學服務獎勵措施，激勵教師認真教學。 

-視聽教室改為多媒體視訊教室。 

-各系提報「提升系科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6.強化終身學習體系 

建構知識整合性教育入口網站 

充實數位內容，推廣遠距教學課程 

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引發民眾學習興趣並增進教育素質。 

配合政府政策辦理提昇社區民眾外語能力與國際觀，以因應全球化趨勢。 

架設並維護知識學習平台：委託電算中心架設並維護知識學習網站。 

 編製教育學習 e 化教材：提昇 e 化成效，委託專業教師暨電算中心進行網路 e

化教材之製作。 

開設推廣教育暨證照訓練課程：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提供民眾多元學習管道；

並推廣證照課程，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7.推動學校國際化 

營造教學國際化環境，完成全英語授課之 個課程數，以吸引外籍生來本校就

讀。 

與英語系國家建立姐妹校制度，鼓勵學生赴姐妹校參加短期交換學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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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與交流，以增強本校教育學術國際競爭力。 

提升學生外語能力，建置教學雙語環境。 

辦理雙聯學制之課程。 

擬定相關獎勵措施，鼓勵師生出國進修，以增廣師生國際視野。 

持續進行「國際合作專案計畫」，奠定本校學術成果國際化。 

拓展本校與國際技職教育聯盟，推動國際交流機制。 

訂定經費補助辦法，鼓勵教師參加國際研討會及國外參訪。 

8.增進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及國際趨勢結合 

加強本校產學合作、技術研發，申請專利。 

推動本校與產業界產學聯盟，辦理就業學程。 

配合國際證照開設相關課程、學程、或遠距教學。 

開發與產業界合作機會，與產業界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書。 

鼓勵本校師生重視成就表現，落實證照制度，大專學生相關系科參加國家證照

考試或通過技能檢定之證照。 

9.鼓勵學校發展特色 

培育具語言能力與國際視野的新世紀專業人才。 

促進認識台灣及發揚各族群文化。 

提昇師生專業及 化智能與產業合作質量。 

輔導弱勢學生就業及終身學習教育與社區服務。 

10.營造友善校園 

建構和諧關懷的校園情境，營造平等尊重的友善校園。 

建立多元開放的校園環境，營造和諧互助的學校氣氛。 

訂定關懷支持的體制規章，建置照顧弱勢學生的機制。 

規劃健康人性的環境設施，奠定安全溫馨優質的校園。 

發展開放便利的資源網絡，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 

11.加強品德教育 

建構新世紀品格及道德教育內涵，增進學校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

行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省，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力。 

協助學生建立自己的價值系統，發展其道德判斷能力，付諸實行，成為一個對

自己、家庭、社會、國家負責任的人。透過修身及行為教育，培養學生健全人

格。落實身教，以生活教育學程紮根基。 

採「研究發展、人力培訓、宣導推廣」等實施策略推動品德教育實施方案。 

加強學生行為教育，強化學生進而之責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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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十美教學卓越藍圖將是遵循： 

5I 教學方向 

「產學合作」(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人格教育」(Integrity education) 

「優質校園」(Infrastructure excellence) 

「數位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國際接軌」(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培育 5C 的現代青年  

「全人品格」(Character) 

「專業技能」(Concentration) 

「電腦能力」(Computerization) 

「外語溝通」(Communication) 

「專業証照」(Certification)  

具體方案 

延攬培訓理論與實務兼備教師 

 落實產業導向就業課程 

 拓展教師教學資源中心 

 推動教學評鑑與國際認證 

 促進數位 e 化曁圖資多元平台 

精進國際化英語教學情境與空間 

強化教學設備與空間資源 

拓展學生學習資源中心 

發展整全功能的全人教育 

增進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能力  

促進研究與教學互動與建教合作 

獎勵與培育創意創新研究傑出師資 

拓展研究所成長滿足產業需求 

增益研究發展中心資源與空間 

開拓產、官、學、研、社研究計畫 

精進國際水準、設備、設施與環境 

提升研發數位圖資內容與平台 

強化創新育成中心績效 

推動國內與國際學術交流 

樹立學校研發特色與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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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一)、校務發展重點： 

 1.招生, 知生,識生,留生,提升教學與服務品質 

 2.北區私立科大評鑑一等奪冠,宣傳與保持水準 

 3.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提升重點大學品質 

 4.承辦 97 學年四技申請入學,強化與高中職宣導與互動 

 5.提升讀書風氣與就業力: 

        （1）落實 e 化教學 

        （2）積極參與校內外競賽,學生專題 

        （3）大幅提高證照取得比率 

        （4）增加實作,建教合作,校外參訪與實習 

        （5）積極推廣教育學分班 

        （6）落實導師與系導師對同學的輔導 

  （二）教學單位發展重點 

1、管理學院： 

（1）成立研究與教學團隊 
針對本院的師資專長，規劃出國際金融與企業化、製商整合與運籌管理、數

位內容設計、健康休閒產業等四大教師團隊，每一團隊皆以跨系所師資整合之，並

且引導與落實於教學方向之特色籌建，規劃對應之學生證照並積極輔導之。 

（2）擴大研究所能量 
增設管理相關研究所，並規劃於 98 學年度成立「服務業管理研究所在職專

班」，以銜接社會脈動、擴大學生升學管道並且得以增加教師研發能量。 

（3）學程化課程設計 
就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及地區區域經濟特色，以跨系所整合方式，將相關知識

領域融入於專業學程內，除引導學生依興趣及能力進行系統化選課外，並得以汲取

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之專業能力，以因應新世紀產業經營變革之需求。 

（4）推動前瞻務實之研究 
爭取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以提昇研發能量，並鼓勵管理學院教師，

以產業前瞻之眼光加強學術及實務性研究，並著重於企業電子化、科技產業之經營

策略與管理、供應鏈及需求鏈管理、國際電子商務、財務金融分析與管理，以及企

業決策分析等領域之研究，來順應產業發展趨勢，並培育相關領域之管理專才。 

（5）提昇學生證照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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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學生就業競爭力，並與高等教育市場進行區隔，除專業課程教育外，

也將整合管理相關專業證照資訊，除現有之「金融證照測驗室」外，並成立相關證

照取得輔導中心，修改各系課程以輔助證照之取得，協助學生應用專業技能取得專

業證照，以利日後之職場競爭，並縮小理論與實務之差距。 

（6）強化國際交流 
鼓勵教師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進行國外短期研究，以瞭解國際學術研究發

展情形，藉此提昇本校知名度，積極與國外大學進行學術交流合作並進行互換學生

與學分相互承認等項工作，以落實雙方之合作，並推動兩岸三地學生實習機制，以

擴大教師及學生國際視野，並得以逐次拓展全球觀之管理教育。與國際企業或海外

台商進行國際產學合作案，增強本院產學案之廣度與深度。 

 2、工程學院： 

（1）積極改善教學品質 
整合各系所之師資專長與教學資源，規劃整合性跨系選修學程，並逐年爭取

經費提升實習試驗室設備，改善教學空間與環境，積極鼓勵教師至公民營機構進修

第二專長或攻讀博士學位，並參與各項實務型研討會，以有效改善教學品質。 

（2）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設有奈米材料應用研發中心及綠色環境研發中心，整合本院專長相近或互補

之教師成立研發團隊，在既有優良的個人研究能力基礎上，發揮團體作戰之優勢，

集中研發能量於高分子材料、能源材料、光電材料、生醫材料、綠色材料等領域之

實務研究，以期與區域產業結合，解決區域產業各種研發之困境，促進產業升級，

增進產業競爭力。 

（3）逐年擴大研究所設立數量 
已奉教育部核定於 96 學年度增設材料科技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並擬逐年鼓

勵各系爭取獨立設置研究所，最終達一系一所之目標，以朝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卓越

大學目標邁進。 

（4）推動工程教育認證 
為使各系提升整體競爭力，吸引更多優秀學生就讀，並使與國際教育接軌，

促進國際人才流動，配合產業需要培養實務人才，增加畢業學生就業發展空間，推

動工程與科技教育認證制度，提升教學品質，建立各系自我管理的文化。 

（5）學程化課程設計 
依照國內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及區域經濟特色，推動跨系所整合，將相關知識

領域融入於專業學程課程內，除引導學生依興趣及能力進行系統化選課外，並得以

汲取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之專業能力，以因應新世紀產業經營變革之需求。 

（6）提升學生證照率 
為加強學生就業競爭力，建立技職教育特色，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的職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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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能力，鼓勵各系設立相關證照輔導課程，建立學生在校取得證照之鼓勵措

施，協助學生培養專業技能取得各項證照，以利日後職場競爭力。 

3、電資學院： 

（1）系統晶片應用與高頻電路測試技術 
 電子系發展目標為晶片系統應用與積體電路設計佈局及通訊高頻測試技

術，95 年 6 月電子系與新竹科學園區之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協定，

由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捐贈微晶片應用發展系統四十套，並提供相關晶片予萬

能科技大學電子系開授應用課程，使學生提早接受產業開發產品使用之工具。另產

業界在製作 IC 上有大型化且系統化的傾向，國科會也正在積極推展系統晶片。政

府所主導之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目的是在未來 3∼5 年間為台灣建立豐富的

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簡為 SIP)、整合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 (EDA)、
提供優良的設計環境，供全球系統設計廠商使用。使台灣能在製造利基上繼續做強

有力的發揮，同時再開創出新的設計優勢，達到垂直整合的效果，從而在世界半導

體、資訊與電子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原電子系控制專長之師資將轉向系統

與晶片微控應用之整合設計領域，以期讓電子系之研究方向有一個很明確的特色。

通訊產業有機會成為台灣第三兆之產業，而通訊之高頻電路設計與測試領域需靠經

驗與技術純熟之技術人員。因此對訓練電子領域之技職體系學生從事高頻電路測

試，將會是適才適所之工作，電子系基於過去對通訊領域之發展，且在教育部通訊

教改計畫中，與鄰近之中央大學及元智大學結盟為夥伴學校，可利用計畫中於中央

大學設立之通訊實驗室從事研究與教學。利用本校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中，籌

設教學資源之經費與學校配合產學案之電資科技研發中心經費，於電資科技研發中

心成立通訊高頻量測教學實驗室，另將續增聘通訊高頻電路專業之具產業經驗教

師，並積極發展通訊高頻電路測試技術。 

（2）網路通訊技術與多媒體應用 
 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及應用在全球已蔚為風潮，並快速地蓬勃發展。多媒體

通訊的時代，隨著 GPRS 服務的廣為佈建以及 3G 執照的標售，似乎亦已經提前宣

告了它的來臨。隨著多媒體通訊時代的來臨，高寬頻通訊系統及網路科技已成為先

進 國 家 產 業 優 先 發 展 的 重 點 。 為 了 因 應 此 一 趨 勢 ， 學 院 目 標 將 整 合 電 腦

（Computer）、通訊（Communication）、電子（Consumption Electronics）、多媒體

（Multimedia）等相關教學資源與研發人力，並配合本校重點發展網路通訊技術，

整合電腦多媒體應用與遊戲引擎研發人力設立網路與多媒體應用學程，以培育具備

獨立思考及創新能力之優秀人才。資運安全為網路通訊之重要之課題，本院與管理

學院申請之跨院系「資通安全學程推廣計畫」獲教育部 95 年 09 月 22 日台字顧第

0950140892 號函補助，將積極推動相關課程並鼓勵同學選修該學程。  

（3）光電源件與平面顯示器技術發展與應用 
光電科技成為二十一世紀各國增加國際經濟競爭力所不可或缺的國家重點發

展科技，從全球通訊產業發展趨勢來看，整合語音、數據及影像顯示的多媒體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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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輸，在結合網際網路之後，成為全球網路多媒體產業發展的焦點；而光通訊

寬頻網路有助於多媒體產業的起飛及相關光電周邊產品的發展。兩兆雙星項目中之

顯示器產業，為政府大力扶植之產業，能帶來可觀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商機技術研發

過程中，欲使產品研發技術能量提昇，基礎專業技術人才，亦是各公司產品開發過

程中不可或缺的要角。光電工程系以培育訓練顯示器技術人才為重點，除積極增聘

專、兼任師資外，更規劃 95~97 三年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成立【顯

示器技術發展實驗室】，95 年獲教育部補助 300 萬元，學校與院系資本門經費配合

款 300 萬元，積極籌設培育顯示器技術人才所需之環境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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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支用項目在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計畫充實教育資源，達成各單位中長期發

展計畫之目標，充實軟硬體設備。 

各項資本門支用項目亦與本校各教學單位中長期發展計畫所規劃欲購置之設備

相符。說明如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25,430,085，77.9 %)： 
購置電腦、靜電紡絲機、折射率偵測器、寬頻地震儀、絕熱式熱卡計、超臨界萃

取儀、半乾式轉漬機、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置、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數位式

厚度計、語言學習應用軟體、2U 超薄型伺服器、視訊剪輯製作軟體、立體雕刻機、數

位講桌、水中攝影機、統計軟體、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晶圓變溫量測機座、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高真空熱蒸鍍膜系統、單槍投影機等，與本校發展目標「培養

實用專門人才」及「充實教育資源」、「提升教學研究品質」策略吻合。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6,314,600，19.3 %)： 

   購買 DVD、VCD、VOD、中西文書籍，與本校發展目標「培養實用專門人才」

及「提升教學研究品質」、「開創具有濃郁人文、藝術氣息的校園生活環境」策略相關。 

(三)學輔相關設備($574,600，1.8 %)： 

購置無線擴音機、主動式喇叭、50 吋電漿顯示器、速錄器等與「加強學生課外學

習活動擴大學生視野」之策略相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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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45，1%)： 

購置中央實驗桌、抽氣藥品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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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持續提昇師資結構延攬教授級師資，並鼓勵副教授升等（九十三學年升等教授通

過 3 人，九十四學年升等教授通過 4 人、九十六學年升等教授通過 5 人、目前尚

有 2 人升等教授於教育部審查中，現有教授 28 人（佔 9.24％），預計九十七學年

教授人數佔整體師資比將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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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助教師發表論文、學術性專書、專利等；鼓勵教師積極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或參與實務研習取得實務證照等（研習期間一律以請公假辦理）；同時充分運用

獎補助款資源，鼓勵教師從事研究工作，預計可以有效提昇本校教師之民間產學

合作案件之質與量。 

（三）依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除以增聘方式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外，並持續鼓

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專長碩士學位（或學分班）及著作升等方式進行改善，

因此運用此部分經費提供教師進修學位（或學分班）所需之學雜（分）費補助，

且專任教師著作升等之校級校外學者審查費（一次逕送三人）亦由本項經費支應。 

（四）補助校內各教學單位召開改進教學研討會，並對獲得教育部輔助教學器材競賽績

優者給予獎勵，同時補助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每學年舉辦一次具前瞻性之校際

性學術活動（研討會）。再者，遴選表揚九十六學年教學優良教師，鼓勵教師從

事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於改進教學，有助教師提昇教學績效，進而改善教學環境。 

（五）鼓勵教師研究、研習、著作、進修、升等、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及改進教學，此

部分經費 9,455,000 元（佔經常門獎補助款比例 53.24％），均符合中長程發展需要，

與規劃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改善研究風氣，提高學術地位，精進教學

品質等均有密切關連。 

（六）補助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師，以提升社團經營

及活動水準。 

參、經費支用原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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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設備預算分配程序與原則：  

1. 學校根據年度財務狀況，規劃圖書、儀器設備預算額度。 

2. 依年度儀器設備額度及下列原則分配預算： 

(1)各院所系基本額: 院=10%*(所屬所系總基本額)。所基本額：工程$700,000，管理

$350,000。系基本額：工業類為$1,500,000,商業類為$1,000,000,通識：500,000。新成

立所開辦費為$1,500,000，系開辦費為$3,000,000，不足則以學校統籌款部分支應。 

(2)所系分配比例，以學生數加收費標準及產學合作研究與推廣案績效為參數計算而

得。 

(3)儀器設備預算金額=各所系基本額(含新所系開辦費)+各所系分配金額+研究案與

推廣績效分配金額+96 系所提撥資本門經費分配金額+各系電腦逐年汰舊換新分攤

-攤還以前年度借支金額  

3.學院依實際狀況統籌規畫調整院系經費，再提預算審議委員會議審查單位預算。 

（二）獎補助經費分配： 

1.資本門經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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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依據教育部核配獎補助款金額及規定應提配合款比例，並根據年度「教育

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之經、資

門比例估算經、資門所應提報計畫金額。 

1.資本門經費部分：各單位提出規格說明書__ 

(1)教學研究設備，各教學單位提出需求。 

(2)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圖書館彙整提出需求。 

(3)學輔相關設備，學務處彙整提出需求。 

(4)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總務

處會同各所系提出需求。 

會計室彙整各項需求後，提專責小組依學校整體發展予以審核後報部；重大

修繕工程歷年皆以學校經費支應，未使用教育部補助款。 

2.經常門經費部分： 

經常門部分就獎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及改進教學、增聘或現有教師之薪資支付及行政人員業務研習與進修活動補

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補助經費等各方面，分別研訂辦法，有效經費運用。茲分

別說明如下： 

(1)研究方面：獎勵教師民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專任教師進行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2)研習方面：獎助教師參加國內外與個人專業或任教課程相關之學術或教學研討

（習）會（含赴實務單位研習），或依本校發展需要培養第二專長所參

加之在職訓練班、證照訓練班‥‥等。 

(3)進修方面：持續鼓勵與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專長碩士學位（或學分班）。 

(4)著作方面：獎助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包括：發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學

術性專書（著作）與申請專利等。 

(5)升等送審方面：須通過系（所）教評會、院（中心）教評會、校教評會三級審查，

且校級辦理外審時一次逕送三位委員，審查程序力求嚴謹。 

(6)改進教學方面：為提昇教學效果，各系及通識教育中心各組每學期得申請補助教

學研究與改進研討會乙次，並對參加教育部輔助教學器材競賽獲

獎之教師給予獎勵。自九十三學年度起，為提昇專業品質及學術

研究風氣與水準，鼓勵本校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辦理具前瞻性

及改進教學品質之校際性學術活動（研討會），並補助舉辦學術活

動相關費用（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每學年至多舉辦一次為原

則，每次補助金額上限為 15 萬元）。 

(7)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方面：由於多元智慧觀念的崛起，為鼓勵教師配合課程需

要、規劃的課程內容能將各主題連貫，有效將教學方法與教材組織起來，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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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教學器材，輔助課堂講解，進而達到課程全盤完善的整合，提昇教學績效（藉

由表揚與獎勵由各院、中心教評會所遴選出之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達成）。 

(8)研究、研習…等上述各項經費占經常門獎補助款比例遠超過教育部要求之 30％下

限的編列要求，並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規定：「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及確實執行，不得僅適用於少

數人或特定對象」，故本校增訂教師每年支領研究獎助、研習獎助、進修獎助及

著作獎助等經費（含教育部獎補助款及本校配合款）不得超過新台幣 35 萬元

整，鼓勵校內教師均能積極參與研習、進修或發表論文著作、研究成果等。 

(9)行政人員業務研習與進修方面：為提昇行政人員知識與工作技能，獎助行政人員

參與業務研習，預計辦理公文寫作、行政作業電腦化、數位多媒體、禮儀訓練…

等相關講習課程，冀望提高服務品質，增進行政人員知能。 

(10)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活動方面：為落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並積極發展

學生事務輔導工作特色，全面提昇學生事務與輔導功能，以促進校園安定

與和諧。 

(11)外聘學生社團專業指導老師方面：為提昇社團經營及活動水準，各社團皆可提出

申請。 

(12)本校增聘教師已具博士學位或助理教授以上資格為必要條件，增聘師資之用人單

位，與該名教師專長需求詳如下表： 

姓名 職級 所屬單位 系上需求 教師專長 

莊金海 副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聘請具有法政領域之專任副

教授 

1、政治學、憲法學領域 

2、防偽鑑識 

3、企業與公共關係 

薛光博 助理教授 電子工程系 

獲有國內外大學電子、電

機、資工、電訊（信）工程

等相關領域博士學位。 
具通訊、嵌入式系統應用、

IC 設計相關專長。 

1.積體電路製程技術 

2.高頻微波電路設計 

3.類比電路設計 

4.半導體元件物理 

5.固態電子學 

6.化合物半導體 

李勝楠 助理教授 資訊工程系 

獲有國內外大學資工、資

科、電子、電機、電訊（信）

工程等相關領域博士學位；

具網路通訊、行動計算、數

位內容、影像處理、積體電

路設計相關專長。 

1.光纖網路 

2.演算法 

3.多點傳輸技術(Multicasting) 

4.程式設計(C++, Java, VB, 

www,ASP.NET) 

5.人工智慧 

以上增聘教師之學術、實務經驗俱豐且符合該系之本位課程發展，有助於提升學生就

業能力之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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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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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一、為促進經費整體規劃與運用，源依萬能科技大學組織規程，設置萬能科技

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置委員三十三人，除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校發中心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圖書館館長、

工程學院院長、管理學院院長、電資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

通識中心及各系科所選舉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 

三、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秘書一人，辦理有關事務，

並於開會時擔任紀錄事宜。 

四、本小組委員任期二年，選任委員連選得連任，惟二次為限。 

五、本小組職掌規定如左：  

(一)、關於各項購置重要儀器設備規劃。 

(二)、關於各項購置預算對內之查核，得查詢其處理情形。 

(三)、關於儀器設備添置、租賃或報廢移轉事項得加以審議。 

(四)、關於購置作業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

採擇施行。 

(五)、有關經常門之審議。 

六、對於審計會計職掌不得抵觸。 

七、本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若有需要得召開臨時會。 

八、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不得同時兼任經費稽核委員。 

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莊暢、莊晉、金良敏、劉興鑑、張昌財、周錦東、劉興中、李孔智、王金珠、

謝智穎、王榮祖、黃介銘、劉祥泰、鄭益昌、陳昭利、莊富盛、蔡元謙、蔡秦

興、簡顯光、歐陽炳昌、劉新校、陳政平、劉顯仲、王連杰、黃裕庭、黃金恩、

涂昆源、戴遠東、湯德瑋、王耀明、嚴明惠、邱雅萍、陳錦江。 

專責小組相關會議紀錄：(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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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一．為促進本校經費收支保管與運用提昇教育品質，源依萬能科技大學組織規

程，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以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校

內經費情形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由教學單位：通識教育中心、兩個研究所、16 系各

推選教師代表 1 人組成之，唯總務、會計主管不得被推選為委員。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推選之，另置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遴

聘，辦理日常事務，並于開會時擔任記錄事宜。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年（會計學年度），連選得連任，惟二次為限。 

五．本委員會之設置，職掌規定如左： 

〈一〉 

1、關於各項經費收支、預算執行及營造購置事項，得為事後之稽核。 

2、關於現金出納處理情形之事後稽核。 

3、關於校產添置、擴充、改良或租賃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4、關於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採擇

施行。 

5、其他經費稽核事項。 

〈二〉對於審計會計職掌不得抵觸。 

六．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請校內各有關單位派員列席報告說明。 

七．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遇有重要事項，得由主任委員召開臨時會。 

八．本委員會對各單位經管之經費實施定期與不定期之稽核並作成紀錄。 

九．本委員會委員不得同時兼任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及預算委員。 

十．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潘惠芬、陳美純、陳遠斌、許耀基、李訓清、黃正自、錢榮芳、吳復強、葉金

明、周盛夏、歐遠東、向漢強、陳寬常、俞秀美、蔣國政、劉文傑、蘇玉燕、

鄭秀琴、陳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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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會議紀錄： (見附件二)。 

萬能科技大學採購辦法及作業流程： (見附件三)。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 

1. 提昇師資素質實施辦法（見附件四） 

2. 獎勵教師研習作業要點（見附件五） 

3. 獎勵教師改進教學作業要點（見附件六） 

4.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要點（見附件七） 

5. 舉辦學術活動補助原則（見附件八） 

6.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要點（見附件九） 

7. 教師在職進修辦法（見附件十） 

8. 教師研究及獎勵實施要點（見附件十一） 

9. 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辦法（見附件十二） 

10. 教師創作獎勵實施要點（見附件十三） 

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1. 93.07.13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十
四） 

2. 94.03.31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十
五） 

3. 93.04.22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六） 

4. 94.01.13 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七） 

5. 94.11.30 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八） 

6. 95.04.20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九） 

7. 95.06.21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廿） 

8. 95.10.27 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廿一） 

9. 96.06.26 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十七次行政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

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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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ㄧ‧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十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十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十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十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十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十六）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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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十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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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高材系：靜電紡絲機 本設備可供本系大三及大四，
高分子產品開發及應用、纖維
物理及實驗、高分子纖維材
料、高分子產品製程及紡絲學
等課程教學使用。提供本系學
生於靜電紡絲實作之能力，以
鍛練學生與業界接軌之技術職
能。共計可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訓練。可
配合本系發展製作功能性纖維
材料、製作奈米化纖維，研發
過濾材及敷材等商品。 

 化材系：折射率偵測器、自
動屈折計。 

折射率偵測器，可供本系日四
技三年級及夜二技一年級，儀
器分析實驗課程教學使用。提
供本系學生於儀器實作之能
力，以鍛練學生與業界接軌之
技術職能。共計可提供日、夜
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
訓練。自動屈折計本設備可供
本系日四技二年級及夜四技三
年級，物理化學實驗課程教學
使用。提供本系學生於物理化
學實作之能力，以鍛練學生與
業界接軌之技術職能。共計可
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訓練。 

 營科系：寬頻地震儀、拉拔
試驗儀 

為本系二～四年級流力實驗課
及專題研究，研究生課程使
用，建立學生的流力拉拔試驗
及地震儀有其基礎瞭解知識及
技能，日夜間部五年共計 40
班，參與專題研究約 200 人。

 環工系：絕熱式熱卡計、上
皿天平等 

為本系一～四年級普化實驗、
水質分析、固廢分析、儀器分
析、單元操作實驗等課程基礎
試驗分析用教學儀器，為實驗
操作及設計用重要因子，可增
加教學效果及增進學生實務技
能。添購此設備可提供本系約
30 班級數(約 1500 人)實驗課程
用、輔導學生約 750 人次考取
技能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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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妝品系：超臨界萃取儀 

本系二～三年級天然物學、生
物活性原料開發課程使用，預
計提供本系五年共 500 位學生
考取證照，並指導學生專題使
用 

 生技系：半乾式轉漬機、電
子本生燈、製備型電泳、電
泳照相設備、粉碎機 

基礎課程及微生物、生物化
學、分子生物等基實驗課程用
教學儀器並提供教師研究案使
用，預計在未來五年內可提供
二～四班級約 2,000 名學生受
惠。 

 工程所：雙通道 UV 消化及
加熱裝置 

應用於吸光度光學分析之自動
分析裝置，可供本所研究生及
工程學院四技部水質分析、固
廢分析儀器分析等進階課程使
用，五年內預計提供師生 500
人使用。 

 材科所：拉曼光譜高分子資
料庫、靜電共軛紡絲部件 

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本設備
可供本系日四技三年級，專題
實務一課程教學使用；日四技
四年級，專題實務二課程教學
使用；碩專一年級專題討論課
程教學使用。提供本系所學生
於專題實作之能力，以鍛練學
生與業界接軌之技術職能。共
計可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
課，90 人次技能訓練。靜電共
軛紡絲部件本設備可供高材系
大三及大四，高分子產品開發
及應用、纖維物理及實驗、高
分子纖維材料、高分子產品製
程及紡絲學等課程教學使用。
提供本系學生於靜電紡絲實作
之能力，以鍛練學生與業界接
軌之技術職能。共計可提供
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
次技能訓練。本設備可配合本
系發展製作功能性纖維材料、
製作奈米化纖維，研發過濾材
及敷材等商品。 

 工管系：統計軟體、數位式
厚度計、實驗設計教學輔助
器材、 

提升同學對於統計分析與品質
管理等實務應用與分析能力及
提升同學對於產品檢測儀器的
認識與應用，提供一～四年級 4
年 80 班學生使用，並協助輔導
640 人參加證照考試，可提供至
少 35 位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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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國企系：電腦、資料庫伺服
器、AP 伺服器、語言學習應
用軟體、考試管理編輯軟體

提供二年級國際行銷管理三年
級企業資源規劃四年級 TOEIC
聽力、閱讀課程，各部學生 5
年共 18 班 5,000 位同學考取
ERP 證照、英日語證照、電腦
檢定證照等輔導課程用，學生
專題使用人數 560 人 

 企管系：電腦、伺服器、網
路交換器 

提供一～四年級企管系數位化
教學，學生資料存放等，五年
內試算表軟體應用、資料庫軟
體應用、試算表軟體應用、資
料庫軟體應用、電子商務、網
頁設計丙級檢定、企業政策、
專題製作、電腦軟體乙級檢定
預訂提供師生約 700 人使用，
證照輔導人數約 50 人，製作專
題人數 100 人次。 

 資管系：網頁多媒體設計軟
體、視訊剪輯製作軟體、影
像處理軟體等 

一～四年級學生網頁多媒體、
網頁資料庫、視訊剪輯製作、
多媒體概論、生產管理、行銷
管理、供應鏈管理、財務管理
等課程等，五年內提供師生 800
人使用，專題製作 100 人次。

 商設系：抽真空幫浦組、空
氣壓縮機、數位攝錄放影
機、立體雕刻機、電動紙型
切割機等 

二～四年級學生角色視覺意象
實務、生活型態與設計、提案
設計、文化創意設計實務、數
位剪接與後製、專題設計、展
示設計等課程使用，提升學生
對專業設備的認識與操作，預
計提供 5 年本系各部學生總計
約 5,300 位使用，專題製作，並
輔導參加證照考試。 

 財金系：單槍投影機、電動
銀幕、數位講桌、伺服器、
雷射印表機 

一～四年級微積分、統計學、
財務金融專題研討等基礎專業
科目數位化教學使用，五年內
預訂供師生約 800 人使用證照
輔導人數 5 年內約 300 人使用,
製作專題 300 人。 

 觀休系：電腦、硬體廣播教
學系統、水中攝影機、桌布
整燙成型機、咖啡杯保溫
器、洗地機 

一～四年級餐旅資訊系統、航
空客運與票務、統計資料處理
分析、餐旅電子商務與網路行
銷、水上運動、水域活動、餐
飲管理、旅館管理、房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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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實務、餐廳經營實務、民宿經

營管理、餐廳規劃與設計、旅
館籌備與規劃課程。預計提供
本系 5 年共 4250 位學生考取餐
服與調酒證照，電腦、廣播教
學系統用於餐飲資訊系統並指
導學生專題使用。 

 經管所：筆記型電腦、Base、
Classification Trees 等統計軟
體 

一～二年級管理資料分析、多
變量分析、碩士論文提升教學
及研究使用，預計 20 班參與人
數 565 人。 

 資管所：低階繪圖伺服器、
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

一年級數位媒體設計與管理、
企業資訊模式課程建構數位媒
體及 3D 設計管理教學使用，五
年內預計供師生 100 人使用，
專題製作 100 人。 

 電子系：網路集線器、晶圓
變溫量測機座、多功能電源
電錶、RFID 讀卡機 

提供系上網路幹線升級提升網
路傳輸效率。改善實驗室量測
儀器測量的範圍及其精準度與
準確度。增購 RFID 設備以提
升學生學習意願，了解其原理
及基礎知識，進而能自行研發
設計或應用在其他產學上。在
未來可提供三~四年級專題製
作、高頻電路設計、射頻微型
被動電路設計與量測實務、積
體電路量測驗證或無線網路等
相關課程使用，預計有 85 個班
次 3,800 餘名學生受惠。 

 資工系：伺服器、路由器、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伺服
器、入侵偵測系統、精簡型
無線基地台、 

資訊工程系 1~4 年級課程，一
年級-計算機程式、計算機概
論，二年級-網路實習、資訊網
路工程，三年級-嵌入式系統導
論、嵌入式系統應用、無線網
路應用，四年級-學生專題、網
路多媒體...等課程使用本系各
部共 18 班學生於網路工程及嵌
入式相關課程上課實習用設
備，並可協助約 500 位學生取
得資工相關證照，提供 50 組
250 位學生專題製作。 

 光電系：高真空熱蒸鍍膜系
統、高溫爐 

提供三～四年級應用光學精密
鑄膜太陽能板蒸鍍、光纖元件
薄膜半導體元件玻璃元件鍍膜
教學課程使用。預計五年指導
250 位學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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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通識中心：單槍投影機、混
音擴大器 

全校通識課程使用，預計使用
班級數為 200 班參與人數一萬
人次。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DVD、VCD、VOD、中西文
書籍 

持續擴充中、外文圖書及多媒
體視聽資料館藏，支援教學研
究，發揮重點館藏，以期達到
系所特色。配合教學研究單
位，擴充各類型館藏，以支援
教學、研究參考所需，並持續
購置人文、藝術、科普、休閒
等類資料，強化圖書館館藏功
能，提昇館藏質與量。 

三、學輔相關設備 無線擴音機、主動式喇叭、
50 吋電漿顯示器、速錄器等
設備。 

充實學生課外活動之內容，協
助社團舉辦全校性活動，以推
廣學生善用相關器材設備，活
化、增加學生參與課外休閒活
動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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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材系：中央實驗桌 
環工系：抽氣藥品櫃 

提升教學品質，維護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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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項目 重點 預期效果 

一、改善教學研究與師資

結構 

1.校內自行提供研究計畫，奠

定爭取國科會及教育部專

案計畫之競爭能力，鼓勵教

師積極爭取校外計畫及民

間產學合作案。 
2.補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

二專長碩士學位（學分班）

之學雜（分）費。 
3.鼓勵教師積極發表學術研

究成果，包括：論文、著作

及專利等。 
4.獎勵教師升等，改善師資結

構。 
5.補助各系舉辦改進教學研

討會及各學院與通識教育

中 心 辦 理 校 際 性 學 術 活

動；對參加教育部教材競賽

獲得績優者給予獎勵。 
6.表揚學年度所遴選出之教

學優良教師，期能鼓勵教師

配合課程需要、編纂教學教

材，有效將教學方法與教材

完善的整合，及製作多種教

學器材，輔助課堂講解。

1.獎勵教師研究，提昇研究風

氣。本校教師研究質與量已明

顯提昇，有助於教師升等，改

善師資結構。 
2.具博士學位師資比例可大幅

提高，96 年 10 月具博士學位

人數已達 144 人，佔講師以上

師資 47.84％，有助於改善師

資結構，培養老師第二專長，

保障其工作權益。 
3.鼓勵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創造

優質學術環境。 
4.預計本年度專任教師升等送

審將達 60 人左右（預計升等

教授 8 人、升等副教授 20 人、

升等助理教授 32 人），有助於

改善師資結構。 
5.改善教學環境，提昇教學績

效。 
 

二、增聘教師薪資 

增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尤

其教授級）。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提供學生優秀師資；專任師資

結構與生師比歷年來均優於部

訂標準。增聘教師之學術、實

務經驗俱豐且專長專教符合系

所本位課程發展，有助學生未

來就業發展。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舉辦「公文寫作、行政作業

電腦化、數位多媒體、禮儀

訓練…」等講習課程，增進

行政人員知能。 

提升專任職員工數位多媒體電

腦技能、公文寫作能力…，期

能增進行政服務效能。 

四、學輔相關經費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

動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

師。 

提升學生事務與輔導功能及社

團活動水準。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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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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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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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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總經費

(5)=(3)+(4)

＄14,859,863 ＄29,535,142 ＄44,395,005 ＄8,978,927 ＄53,373,932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67﹪）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33﹪）

金額 ＄8,915,918 ＄17,721,085 ＄6,007,127 ＄5,943,945 ＄11,814,057 ＄2,971,800

合計 ＄32,644,130 ＄20,729,802 

占總經

費比例 
6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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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0,562 84﹪ ＄2,989,523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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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3,700 14﹪ ＄2,650,900 44.1﹪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532,741 2﹪ ＄41,85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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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45 5.4 註五

合計 ＄26,637,003 100﹪ ＄6,007,1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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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研究＄2,920,000 16.4﹪ 研究＄0 0﹪ 

各項獎補助均明訂獎勵
辦 法 ， 經 由 系 院 教 評
會、校教評會、校務會
議、行政會議等程序審
議，且由業務承辦單位
統籌控管、開放教師申
請，並將心得、經驗成
果分享校內同仁。 
具體說明如下： 
研究方面：獎助教師民
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
校內教師進行專題研究
計畫。皆由研究發展及
產學合作審查小組依當
年學校經費預算編列情
況，審查計畫書核定計
畫補助金額。 

研習＄1,500,000 8.5﹪ 研習＄0 0﹪ 

研習方面：獎助教師參
加國內外與教學相關之
研習，依本校「獎勵教
師研習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 

進修＄785,000 4.4﹪ 進修＄0 0﹪ 

進修方面：獎助教師進
修博士學位及第二專長
碩士學位（學分班），依
本校「教師在職進修辦
法」規定程序完成申請
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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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2,800,000 15.8﹪ 著作＄100,000 3.4﹪ 

著作方面：依本校「教
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要
點」獎助發表國際級期
刊論文、專利、學術性
專書等，經系、院教評
會、學術審議委員會、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升等送審＄0 0﹪  
升等送審 

＄540,000 
18.2﹪ 

升等方面：依本校「教
師升等辦法」相關規定
辦 理 論 文 （ 著 作 ） 外
審 作 業 ， 校 級 外 審 一
次 逕 送 三 人 ， 嚴 格 審
查。  

 

改進教學＄650,000 3.7﹪ 改進教學＄0 0﹪ 

改 進 教 學 ： 召 開 各 系
改 進 教 學 研 討 會 、 鼓
勵 教 師 爭取教育部輔
助教學器材競賽績優。
再者，鼓勵各學院及通
識教育中心辦理具前瞻
性 之 校 際 性 學 術 活 動
（研討會），補助舉辦學
術活動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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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編纂教材＄400,000 2.2﹪ 編纂教材＄0 0﹪ 

製作教具＄400,000 2.2﹪ 製作教具＄0 0﹪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方
面：為鼓勵教師配合課
程需要，有效將教學方
法與教材組織起來，及
製作多種教學器材，輔
助課堂講解，進而達到
課程全盤完善的整合，
提昇教學績效，改善教
學環境，依學年度教學
優良教師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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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5,000 合計 53.2 ﹪ 合計＄640,000 合計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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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82 2.4﹪ ＄60,000 2.0 ﹪ 

以行政人員綜合性需求

之教育訓練為原則，加

強 訓 練 職 員 之 專 業 素

養，提高個人競爭力及

學校行政效率，進而提

昇服務品質，相關訓練

活動計畫經行政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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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00 2.1﹪ ＄0 0﹪ 

本項經費至多四分之一

用於外聘社團專業指導

老師，其餘補助學生事

務 與 輔 導 工 作 相 關 活

動，依教育部獎補助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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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 物 品 ( 單 價
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 ＄0 0﹪ 

 

五、其他（補助增

聘 及 現 有 教

師薪資） 
＄7,515,120 42.3﹪ ＄2,271,800 76.4﹪ 

補助增聘助理教授以上
師資為原則，持續提昇
師資結構；教師之聘任
由系、所依實際缺額提
出需求及專長，經公開
辦理甄試並經各級教師
評 審 委 員 會 通 過 後 聘
任。 

合計 ＄17,758,002 100﹪ ＄2, 971,800 100﹪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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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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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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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集線器(Switch) 24 port、100M 2 port 1G 5 40,000 200,000
實驗室網路設備
汰舊換新，提升實
驗室網路效能  

電子系 96 學年 

2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9 43,800 394,200 電腦教學用 生技系  

3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29 41,000 1,189,000 

電 腦 繪 圖 教 學
用，業界用 3D 軟
體、輔導圖學證照
考試。 

工管系  

4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1 41,000 41,000
LB02 教室提供學
生學程課程及專
題研討使用  

國企系  

5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19”LCD(含)以上

1 33,902 33,90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6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17”LCD(含)以上

56 23,037 1,290,07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7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61 41,000 2,501,000

整合與製作數位
多 媒 體 輔 助 教
材，擴展教學範
圍，增進學生學習
能力，提昇學生學
習效果，給予教師
優良教學使用環
境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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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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17 43,800 744,600 電腦教學用 資管系  

9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10 41,000 41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10 電腦 

多 核 心 CPU( 含 ) 以 上 ，
160GB( 含 ) 以 上 HDD ，
DVD-ROM ， 獨 立 顯 示 卡 ，
19”(含)以上液晶顯示器，還原
卡  

17 43,800 744,600 電腦教學用 財金系  

11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6 41,000 246,000 學生專題使用。 觀休系  

12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18 43,800 788,400 電腦教學用 資工系  

13 筆記型電腦 
雙核心 CPU、80GB(含) 以上
HDD、12”(含) 以上液晶螢幕 4 45,000 180,000

提供教師上課及
學生使用  經管所  

14 資料庫伺服器 
多核心 CPU、RAM2.5GB(含)
以上、HDD3 顆(含)以上 1 200,000 200,000

院內系統整合與
資管系資源共享,
供教師教學使用
且可讓學生了解
企業 e 化系統的
操作  

國企系  

15 AP 伺服器 
單核心 CPU、RAM1GB(含)以
上、HDD2 顆(含)以上 1 150,000 150,000

院內系統整合與
資管系資源共享,
供教師教學使用
且可讓學生了解
企業 e 化系統的
操作  

國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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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伺服器 

2U 超 薄 機 架 型 多 核 心
CPU1.6G(含)以上，8G(含)以上 
RAM ， 146G( 含 ) 以 上 
HDD*4 ， 含 WINDOWS 
SERVER 系統(含)以上最新版

1 245,000 245,000

教學用伺服器，存
放學生學習檔
案、應用程式、系
網頁等，建構優質
的學習環境  

企管系  

17 伺服器 

2U 超 薄 型 (Quad-Core Intel 
Xeon 1.6GHz( 含 ) 以 上 二 顆 )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最新
中 文 版 )(SAS 硬 碟 ) 4G 
RAM( 含 ) 以 上 HDD 
146G*4(含)以上  

1 200,000 200,000

原教學網路伺服
器已達使用年限
並 不 敷 使 用 , 更
新為最新規格,以
提升教學品質  

財金系  

18 低階繪圖伺服器 
Intel or AMD Cpu,Nvidia 
Quadro 繪圖卡晶片,22 吋寬螢
幕 LCD 或以上 

2 70,000 140,000
提供學生建構數
位媒體設計與管
理的工作站  

資管所  

19 伺服器 

1U Server, Dual-Core CPU X 2, 
500 GB(含 )以上 HDD X 2, 
2G( 含 ) 以 上 RAM, No OS, 
Keyboard, Mouse 

2 80,000 160,000

架設伺服器,存放
學生學習檔案、應
用程式、系網頁、
E-mail 等,建立優
良學習環境  

資工系  

20 伺服器 
2U 超 薄 型 Quad-Core Intel 
Xeon 1.6GHz(含)以上 x2/SAS 
HDD/Windows Server 最新版 

1 163,000 163,000
提供多媒體課程/
學生專題架設伺
服器  

資工系  

21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高階) 
含硬體觸控台、60 片內接式控
制卡、提供全體廣播、自動監
看、黑屏警示、全體對話及單
鍵快選功能。 

2 150,000 300,000 

環工系 E302 及營
科系 F206 電腦教
室互動式教學使
用 

工程所  

22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含硬體觸控台、60 片內接式控
制卡、提供全體廣播、自動監
看、黑屏警示、全體對話及單
鍵快選 

1 150,000 150,000

安裝於本系電腦
教室，運用於互動
式教學環境及多
功能操作需求  

觀休系  

23 雷射印表機 A3 size(含網路介面,雙面列印) 1 49,000 49,000

J803 新建立之學
生專題與教材製
作室，供學生使用
提升教學品質  

財金系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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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DF 文件快速製作機 

尺寸：320×270×312mm，解析
度：1200dpi，單頁進紙式(饋紙
式)，支援檔案格式：PDF、
TXT、UNICODE、RTF、HTM、
DOC、WPD、XML、XLS、，
OPF、JPG、TIF、G3、G4、PNG…
等。 

1 29,800 29,800

1. 學 生 手 繪 作 品
轉存作品集。 2.
專題蒐集圖片轉
存小論文。 3.視
覺創作圖片剪輯
拼貼前之備份製
作。 4.教學蒐集
圖片、商品或廣告
型錄轉存 PDF。

商設系  

25 網路交換器 
有線式，24PORT10/100(含光纖
介面） 4 33,000 132,000

專題製作室及教
師研究用，建構優
質學習環境
(J602、J703、
J801、J802)  

企管系  

26 路由器 中階網路路由器 1 103,500 103,5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7 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3FE,3DES/AES 1 280,000 280,0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8 精簡型無線基地台 
精簡型無線基地台設備 IEEE 
802.11a/b/g 4 24,000 96,0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9 數位講桌 鋼製品講桌 ,鵝頸埋入式麥克
風  

1 160,000 16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30 RFID 讀卡機 Intel R1000 ； RFID Reader 
5m ：UHF Ethernet；天線 1 255,200 255,200

無線通訊課程與
通信改善計畫教
學：專題製作。 

電子系  

31 統計軟體 Minitab,最新版,30 人以上網路
版 1 210,000 210,000

工程統計、品質管
理、六標準差品質
管理和統計分析
與電腦應用等相
關 課 程 教 學 使
用。  

工管系  

32 統計軟體 Base 教育版(單機版) 1 55,500 55,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3 統計軟體 
Classification Trees 教育版(單
機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4 統計軟體 
Regression Model 教育版(單機
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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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統計軟體 
Advanced Model 教育版(單機
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6 網頁多媒體設計軟體 
Adobe CS Web Premium (10 人
授權) 1 130,000 130,000

網頁多媒體、網頁
資料庫課程，培養
學生具有網頁設
計、網頁動畫和影
像處理的能力  

資管系  

37 視訊剪輯製作軟體 Adobe CS Production Premium 
(10 人授權) 1 190,000 190,000

視訊剪輯製作課
程，培養學生具有
視訊剪輯、後製作
視訊特效處理的
能力  

資管系  

38 影像處理軟體 PhotoImpact 系科授權 1 75,000 75,000
多 媒 體 概 論 課
程，培養學生具有
影像處理的能力 

資管系  

39 語言學習應用軟體 
含影音資料管理系統、教學主
控介面及課程編輯系統 1 949,000 949,000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40 考試管理編輯軟體 支援中英文操作介面及多媒體
類型試題製作 1 167,000 167,000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41 虛擬企業經營模擬軟體 

Virtual Business Management 
(VBM) 、 Virtual Business 
Retailing(VBR) 、 Virtual 
Business Sport (VBS) 

1 98,000 98,000

提 供 給 生 產 管
理、行銷管理、供
應鏈管理、財務管
理等課程，使用學
生能透過線上企
業經營學習管理
知識  

資管系  

42 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 支援 Business Architect 1 140,000 140,000
建置企業資訊模
式系統教學軟體
環境  

資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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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實驗設計教學輔助器材 
支援 6 標準差教學訓練及田口
式品管驗證 8 27,000 216,000

教學用，品質管
理、六標準差品質
管理、實驗設計和
產品穩健設計等
相關課程教學使
用。  

工管系  

44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 行動通訊教學平台 3 52,000 156,000
嵌入式系統教學
及專題製作  資工系  

45 折射率偵測器 折射率範圍: 1.00-1.75   流量
範圍: 0.2-3.0ml/min 

1 250,000 250,000

層析儀之偵測器
/ 1.儀器分析實驗
教 學 用  2. 協 助
產學合作 

化材系  

46 自動屈折計 RX-5000α 1 357,000 357,000

檢測合成薄膜之
甲醇滲透濃度 / 
燃料電池電解質
薄膜合成與研究
開發  

化材系  

47 真空泵浦 至少 1/4 馬力、25cm ng 真空
度、15psi 排氣壓力、吸排兩用 1 26,500 26,500

固體物分析及水
樣 前 處 理 用 裝
置，提升教學品
質  

環工系  

48 上皿天平 

至少達 0.01g~610g、自我偵測
自動校正系統、具多點式線性
校正、具可擴充最小可讀數可
達小數點第三位、具可耐衝擊
與過載保賀設計 

1 25,000 25,000

藥劑配置及重量
分析用，本系現有
設備不敷使用，擬
購之以提升教學
品質  

環工系  

49 絕熱式熱卡計 
選單方式控制並自動計算試驗
結果， 附防塵套 1 850,000 850,000

廢棄物熱值分析
之必需之儀器，為
焚化爐操作及設
計之重要因子，熟
習此實驗項目可
使學生學以致
用。  

環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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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流體注入自動分析裝置 

1.進樣器最少可裝 90 個樣
品 2.最少具 8 組輸送管之
蠕動幫浦 3.偵測通道含 1
組 6 孔或以上迴路定量閥
4.具與雙通道線上 UV 消
化能力及加熱裝置連結
功能 5.系統可進行 FIA、
SFA、iSFA 分析 6.具 RS232
介面 7.具控制軟體系統 8.
含 2 混合模塊及 2 除泡錐 

1 960,000 960,000 

應用於吸光度光
學分析法之自動
分析裝置，適用於
分析水中及土壤
中各種利用光學
分析法之物質，如
氨氮、硝酸鹽、亞
硝酸鹽、正磷酸
鹽、總磷等等大量
樣本數之分析用

環工系 

1. 本 預

算 僅 含

設 備 本

體，不包

含「雙通

道 UV 消

化 及 加

熱裝置」

設備，此

處 係 誤

植。 

2.該附

件預算

部份由

工學院

支應，此

部份規

格重複

填寫擬

刪除。 

51 超臨界萃取儀 
溫度控制:室溫至 150 度 C,可控
至 1 度 C,操作壓力:10,000 psi 1 1,286,448 1,286,448

教 學 與 研 究 -- 天
然物保養品成份
製備  

妝品系  

52 半乾式轉漬機 尺 寸 20*20cm ， SEMI-DRY 
BLOTTING SYSTEM 

2 34,604 69,208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3 電子本生燈 gasprofiL 2 30,000 60,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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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製備型電泳 
1.Runn time ： 2-5min 
2.Material ： acrylic ， platinum 
3.Size：210*100*80mm 

4 15,750 63,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5 電泳照相設備 
1.Compact Digimage 2.System 
UVDI 1 64,000 64,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6 粉碎機 
1.尺寸 100*80*50cm 2.電壓：
220V 3.轉速：3600rpm 4.60Hz 
5.馬力 2HP 

1 60,000 60,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7 
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置 

至少達 1.雙通道線上 UV 消化
器，加熱溫度由室溫到+100  ℃
2.氨氮分析套件 3.硝酸鹽氮/
亞硝酸鹽氮分析套件  4.正磷
酸鹽/總磷分析套件。 1 250,000 250,000

應用於吸光度光
學分析法之自動
分析裝置，適用於
分析水中及土壤
中各種利用光學
分析法之物質，如
氨氮、硝酸鹽、亞
硝酸鹽、正磷酸
鹽、總磷等等大量
樣本數之分析用 

工程所  

58 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 polymer data base 1 144,353 144,353

為 Renishaw 拉曼
光譜儀之附件,可
作樣品圖譜比對
分析 / 擴大拉曼
光譜儀之應用,使
樣品分析更廣泛

材科所  

59 靜電共軛紡絲部件 

共軛紡絲配件及進料系統，紡
嘴不鏽鋼共軛針頭，進料系統,
料筒容量 20ml,玻璃材質,推進
桿 前 進 速 度 <10mm/min, 左 右
移動速度 0~600mm/min 

1 289,352 289,352

建立學生高分子
材料加工成型實
作能力，並加強奈
米材料教學及研
究能量 / 強化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材科所  

60 靜電紡絲機 

尺 寸 : 小 於 1000x1000x1000 
mm, 重 量 <140kg, 輸 出 電 壓
0~50Kv 可調;傳動機構:左右移
動範圍<300mm,前後移動範圍
<200mm;接收電極:輸送帶式;
機器功能:PVA 或其他高分子,
纖維細度<0.4μm 

1 652,558 652,558

建立學生高分子
材料加工成型實
作能力，並加強奈
米材料教學及研
究能量 

高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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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高真空熱蒸鍍膜系統 

1.可供尺寸 30*30cm 基板上形
成薄膜之熱阻式蒸鍍設備。2.
可溫控加熱至 200℃。3.壓力
12 小時內達 10 的負 6 次方 Torr
以下。 

1 1,030,080 1,030,080

金屬鍍膜技術為
國內產業大宗，市
場廣泛，人才需求
量大，為光電產業
中各產品重要製
程，也是光電系學
生必備之基本技
術。可供使用課
程：1.應用光學實
習課程 2.精密鑄
膜導電層 3.太陽
能板蒸鍍 4.光纖
元件薄膜 5.光電
半導體元件 6.玻
璃元件鍍膜 7.學
生專題製作  

光電系  

62 高溫爐 
可溫控加熱至 1000℃，爐式內
徑尺寸>=5cm 1 83,600 83,600

太陽能光電產業
為未來綠色能源
科 技 發 展 的 重
點，市場廣泛，人
才需求量大，可為
培育光電系學生
多元化之專業技
術。可供使用課
程：1.太陽能板蒸
鍍 2.學生專題製
作  

光電系  

63 裂片機 

玻璃尺寸 1~12 吋厚度
0.4~1.1mm，平台尺寸
>500*500mm 台面可 90 度迴
轉，裂片刀尺寸>520mm，位移
精度 0~300mm+-0.02mm，裂片
壓力可調，伺服馬達控制按鍵
位移。 

1 300,000 300,000 

提供學生平面顯

示器實習、專題製

作相關課程教學

使用 
提升學生平面顯示

器製作研發能力 

光電系 971030 

64 拉拔試驗儀 
植草拉力試驗,自動記錄器,電
子天平 1 250,000 250,000

提供流力實驗室
教學研究用  營科系  

65 便攜式寬頻地震儀 
三 軸 向 速 度 型 , 量 測 頻 寬
0.033~100,低雜訊並至少具備
有 140db 之動態範圍 

2 450,000 900,000 提供教學研究用 營科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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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數位式厚度計 0.4"*10mm，解析度 0.01mm 1 15,000 15,000

品質管理和產品
品質檢驗等相關
課程教學使用；以
及學生末來參加
品質檢驗師證照
術科測驗時教學
實作使用。  

工管系  

67 抽真空幫浦組 1 馬力，含壓力錶、抽氣桶。 1 40,000 40,000
提供設計體、專題
設計使用。  商設系  

68 空氣壓縮機 靜音式，1/6HP 2 16,000 32,000
提供設計體、專題
設計使用。  商設系  

69 立體雕刻機 
外 觀 尺 寸 ：
669(W)x760(D)x554(H)mm ，
15,000rpm 高轉速主軸。 

1 400,000 400,000
1.3D 電腦人偶模
擬製作。2.公仔原
型製作。  

商設系  

70 電動紙型切割機 

外 部 尺 寸 ： 約
623×285×223mm，最大切割範
圍:375mm x50m，紙張輸入有
效寬度：A3 尺寸。 

1 30,000 30,000

1.3D 遊戲低構面
場景實體貼圖模
擬練習。2.包裝原
型製作。3.立體紙
模型。  

商設系  

71 無影罩 寬 100 公分＊高 120 公分 2 38,000 76,000
提供數位攝影基
礎、廣告攝影等課
程使用。  

商設系  

72 晶圓變溫量測機座 
0-250±0.01℃， 6”量測晶片面
積 1 470,000 470,000

晶圓變溫量測專
題製作  電子系  

73 多功能電源電錶 

電壓源、電流源、電壓表、電
流表四合一新型儀器，最大電
壓電流 0V/1.05A，10V/5A，輸
出電壓準位最小 5uV，電流準
位最小 500pA，量測電壓解析
度最小可到 1uV，電流解析度
最小可到 100pA, 最大功率：
50W，內建 IEEE-488 和 RS-232
介面，適用於 Diode，LED，
LD 元件測試，包括崩潰電壓，
漏電流，順向電壓，電阻，需
提供原廠授權書 ，提供免費教
育訓練，提供 IV 曲線量測軟
體 

1 369,000 369,000

1.提供專題課程
訓練學生實務操
作 2.提供學生參
與業界合作案測
試高電流元件驗
證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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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微波通訊模組 

Gunn 振盪器電源/Gunn 振盪
器、駐波比測量錶、功率計、
開槽管、熱敏電阻座、晶體檢
波器、定向耦合器、滑動螺旋
調諧器、匹配一負載、可變衰
減器、喇叭型天線、微波附件、
波導管支架、天線方位指示
器、放大器 

1 660,000 660,000 
高頻實務量測實
驗用，專題製作。 電子系 971130 

75 桌布整燙成型機 55*63*23cm，900W，110V 3 22,500 67,500
用於餐飲服務之
教學課程使用  觀休系  

76 咖啡杯保溫器 40*40*65cm，40 安培 3 11,000 33,000
餐飲調酒相關課
程使用  觀休系  

77 洗地機 108*45*96cm，33L(以上) 3 90,000 270,000
餐飲相關課程使
用  觀休系  

78 UPS 不斷電系統 
機架式 3000VA,在線式不斷電
系統 1 40,000 40,000

供 ERP 資料庫伺
服器使用  國企系  

79 投影布幕 電動式 120 吋，170cm*220cm
以上 1 14,112 14,11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80 電動銀幕 120 吋有線無線遙控 1 20,000 2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1 數位攝錄放影機 1080i 格式(含)以上，含多功能
影音轉錄器。 2 139,000 278,000

提供數位剪接與
後 製 等 課 程 使
用，原使用一般小
型攝影機，配合進
階課程需採購專
業型攝影機，以增
進學習成效。  

商設系  

82 硬碟式錄放影機 容量：250G(含)以上 1 20,000 20,000
提供數位剪接與
後製等課程使用 商設系  

83 水中攝影機 
潛水深度至少 1.5 米，硬碟式
攝影機，含整套攝影機潛水用
外殼 

3 115,000 345,000
水上運動與相關
課程教學時使用 觀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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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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外拍閃燈 400 瓦 2 20,000 40,000
提供數位攝影基
礎、廣告攝影等課
程使用。  

商設系  

85 單槍投影機 XGA 3500ANSI 以上 1 85,000 85,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6 擴音器 300W(以上)含喇叭 1 40,000 4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7 混音擴大器 300W 1 39,100 39,100
T201 教室教學使
用，增加多媒體教
學成效  

通識中心  

 合     計 
 

344 25,430,08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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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DVD/VCD/VO
D 片 168 3,500 588,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2            冊 35 3,500 122,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經管所 
97/7/31 前購

置 

3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工系 
97/7/31 前購

置 

4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97/7/31 前購
置 

5            冊 52 3,000 15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電子系 
97/7/31 前購
置 

6            冊 75 3,000 22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工管系 
97/7/31 前購
置 

7            冊 50 4,500 22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環工系 
97/7/31 前購
置 

8            冊 65 3,500 227,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企管系 
97/7/31 前購
置 

9            冊 45 3,500 157,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97/7/31 前購置 

10            冊 20 3,5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97/7/31 前購
置 

11            冊 25 3,340 83,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97/7/31 前購
置 

12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97/7/31 前購
置 

13            冊 34 2,500 8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97/7/31 前購
置 

14            冊 17 1,892 32,164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97/7/31 前購
置 

15            冊 40 2,5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營科系 
97/7/31 前購
置 

16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97/7/31 前購
置 

17            冊 28 2,437 68,236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工程所 
97/7/31 前購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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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8       冊 200 5,750 1,15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19            冊 175 4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高材系 
97/7/31 前購
置 

20            冊 200 400 8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化材系 
97/7/31 前購
置 

21            冊 180 360 64,8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營科系 
97/7/31 前購
置 

22            冊 230 380 87,4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97/7/31 前購
置 

23            冊 230 380 87,4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企管系 
97/7/31 前購
置 

24            冊 200 400 8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97/7/31 前購
置 

25            冊 120 550 6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97/7/31 前購
置 

26            冊 200 5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97/7/31 前購
置 

27            冊 120 550 6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工系 
97/7/31 前購
置 

28            冊 220 380 83,6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97/7/31 前購
置 

29      
DVD/VCD/VO
D 片 100 3,500 35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30           
DVD/VCD/VO
D 片 63 3,500 220,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31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32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經管所 
  

33            冊 30 2,500 7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34            冊 30 3,450 103,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35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36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高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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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7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38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電子系 
  

39            冊 100 600 6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40            冊 175 4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光系 
  

41            冊 200 320 64,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42            冊 200 320 64,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43            冊 200 380 7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44            冊 200 380 7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45            冊 180 5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合    計    6,3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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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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擴音機 
200W 手拉式+CD+專用三
腳架 

2 45,000 9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2 主動式喇叭 需配合無線擴音機+專用
三腳架 

2 22,000 44,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3 12 吋二音路防刮烤漆輔助喇叭 

25-600watts(-10dB) ：
40Hz-20kHz ；
(+/-3dB)：65Hz-20kHz 

4 15,000 6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活動效果更

為精彩豐富，更改購置喇叭設

備 

4 速錄器 DVD 式 1 20,000 2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5 50 吋電漿顯示器 15000 對比+璧掛移動
式腳架 

2 110,000 22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6 吉他音箱 100W 2 30,000 60,000 舉辦活動使用 
(童軍社)  課指組  

7 雙 10 吋舞台前沿喇叭 
25-300watts 

96dB/1watt/1meter 
2 20,300 40,6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活動效果更

為精彩豐富，更改購置喇叭設

備，不足預算部分自優先序 8、

9 調整 

8 18 吋超低音喇叭 

25-400watts (-10dB) ：

50Hz-20kHz ；

(+/-3dB) ： 55Hz-20kHz 

96dB/1watt/1meter 

1 40,000 4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活動效果更

為精彩豐富，增購此喇叭設

備，尚餘 5000 元預算併入優先

序 7 

合  計 
 

16  5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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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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央實驗桌 
尺寸：180*150*80cm 耐酸鹼

及耐溫台面 
2 83,700 167,400

H401 航太
及複合材
料實驗室
工安設備 

高材系 
 

2 抽氣藥品櫃 
PP 材質、厚度 10mm、尺寸
1800W*600D*1800Hmm 、 排
風口:4'*2 

1 157,445 157,445

貯存藥
品，保持其
純度與性
質提升教
學品質與
維護工安  

環工系 

本項設備已

內含安裝 

       

         

         

合   計 3  32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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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究：獎助教師申請民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專任教師進行校內

專題研究計畫案。 2,920,000
 

2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習：獎助教師參加與本職學能有關之研習（研討會），增進教

師研究及教學能力。 1,500,000
 

3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進修：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及第二專長碩士學位（學分班），

以改善本校整體師資結構。 785,000
 

4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著作：獎助教師發表學術研究成果，包括：國內外著名期刊論文、

學術性專書、專利等。 2,900,000
 

5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獎助教師研究，以升等方式取得更高教師資格，校級

升等外審費由學校全額負擔，一次逕送三人，採嚴格審查。 540,000
 

6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改進教學：補助各系召開改進教學研討會、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

心辦理跨校性的學術活動；獎助教師教材於教育部競賽績優者。
650,000

預計舉辦 4 場跨校性的學

術活動。 

7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鼓勵教師配合課程需要，有效將教學方法

與教材組織，及製作多種教學器材，進而達到課程全盤完善的整

合，提昇教學績效，藉由表揚獎助教學優良教師作法達成。 
800,000

預計表揚 16 位教學優良教

師。 

8 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551,466
副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9 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373,875
副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0 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1,039,898
助理教授 2 人，97 年 1 月

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1 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691,600
助理教授 2 人，97 年 8 月

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53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2 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786,633
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3 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469,200
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4 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698,743
副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5 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417,475
副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6 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2,980,530
助理教授 5 人，97 年 1 月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7 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1,777,500
助理教授 5 人，97 年 8 月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8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提昇行政人員知識與技能，舉辦綜合性需求之教育訓練 484,882

 

19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

關經費 
提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功能，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師 363,000

 

合        計 20,72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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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更項目對照表 

優 先

序 
項 目 名 稱 原 規 格 原 數 量 原 單 價 原 總 價 修 正 後 項 目 名 稱 修 正 後 規 格

修 正 後

數 量

修 正 後

單 價

修 正 後

總 價
備 註 

3 硬碟式攝影機 
3CCD，57 萬畫素 X3，

FULL HD 
1 60,000 60,000

12 吋二音路防刮烤漆

輔助喇叭 

25-600watts(-10dB) ：

40Hz-20kHz ；

(+/-3dB)：65Hz-20kHz

4 15,000 60,000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

活動效果更為精彩

豐富，更改購置喇

叭設備 

7 炊事帳 300*300*200 以上 2 10,300 20,600 雙 10 吋舞台前沿喇叭 
25-300watts 

96dB/1watt/1meter 
2 20,300 40,600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

活動效果更為精彩

豐富，更改購置喇

叭設備，不足預算

部分自優先序 8、9

調整 

8 數位單眼相機 
鏡頭:18～135mm、機

身:1000 萬畫素 
1 45,000 45,000 18 吋超 低音喇叭 

25-400watts (-10dB)：

50Hz-20kHz ；

(+/-3dB)：55Hz-20kHz

96dB/1watt/1meter 

1 40,000 40,000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

活動效果更為精彩

豐富，增購此喇叭

設備，尚餘 5000 元

預算併入優先序 7 

9 閃光燈 

4 個通訊頻道、自動 FP

高速閃光同步獨立的

閃 光 燈 模 式 設 定

([TTL]，[AA]，[A]及

[M]) 

1 15,000 15,000 [本項刪除] [本項刪除] 0 0 0
本項刪除，將預算

併入優先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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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對照表 

優 先

序 
項 目 名 稱 原 規 格 原 數 量 原 單 價 原 總 價 修 正 後 項 目 名 稱 修 正 後 規 格

修 正 後

數 量

修 正 後

單 價

修正後總

價 
備 註 

2 抽氣藥品櫃 

PP 材質、厚度 10mm、尺寸

1800W*600D*1800Hmm、排

風口:4'*2、含配管及安裝

工程 

1 157,445 157,445 抽氣藥品櫃 

PP 材質、厚度 10mm、尺寸

1800W*600D*1800Hmm、排

風口:4'*2 

1 157,445 157,445
本項設備已內含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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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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專任教師共 303 人，其中教授 28 人、副教授 100 人、助理教授 56 人、講師 119 人，

實際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所有實際專任講師以上師資比為 60.73％，顯示本校師資結

構佳；再者，本校專任師資具二年以上實務經驗共 97 人，佔所有講師以上比為 32.01％，

專任師資具乙級以上職業證照共 151 人，佔所有講師以上比為 49.83％，具有二年以上實

務經驗或乙級以上職業證照的人數為 192 人（此兩項資格不重複列計），佔所有講師以上

比為 63.37％，顯示為落實技職教師之特色，本校聘任之師資，除要求具有實務經驗外，

新聘教師亦以具有專業及技術證照者為優先考慮，以建立有別於高等教育學術研究之技

職特色。 

 (二) 圖書軟體資源：  

 

 

( 

 

 

 
 
 
 

項目 
九十六學年     

(截至 9702 止) 
中文 紙本 181,619

圖書總冊數 
外文 紙本 56,494

紙本 670
中文 

電子式 5,824
紙本 252

期刊種類數 

外文 
電子式 30,738

中文 電子式 53網路版資料庫種類數 

（連續性出版品） 外文 電子式 65
中文 電子式 30單機版資料庫種類數 

（連續性出版品） 外文 電子式 9
非書資料套數(可包含縮影、光碟、視聽、地圖等) 11,413
圖書流通使用量 75,518
全年線上及光碟資料庫使用統計 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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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教學設備 

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HP 電腦 D330 P4-3.0GHz+15"LCD 15 

高階掃描器 1 

集線器 SMC 24port 2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P4-2.8GHz+15"LCD 5 

F202 

電腦 P4-2.8GHz+15"LCD 20 

營科系 

ASUS 電腦 P4-3.2GHz+17"LCD 60 

集線器 ACCTON EH3024C 3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HP P4-3.4GHz+17"LCD 1 

F206 

繪圖機 1 

營科系 

記憶體 30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雷射印表機 HP LJ8000 1 

電腦 ASUS 雙核心 3.4GHz+19"LCD 31 

電腦 HP P4-3.2GHz+17"LCD 30 

G307 

廣播教學系統 1 

工管系 

集線器 24Port EH3524A 2 

雷射印表機 HP LaserJet 5000 1 

電腦 P4-2.8G+17"LCD 35 
E302 

廣播教學系統 1 

環工系 

3COM 集線器 3 

HP 電腦 P4-3.2GHz+17"LCD 61 

集線器 24Port EH3524A 1 

雷射印表機 1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網路交換集線器 Accton ES3526L 1 

L303 

廣播教學系統 MBS 1 

國企系 

掃描器 Microtek8700 1 

集線器 Cisco Catalyst 2950T 3 

雷射印表機 HP LJ5100 1 

電腦 4核心- (新進) 61 

J501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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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記憶體 31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2 

雷射印表機 1 
J502 

電腦 HP P4-3.2GHz+17"LCD 31 

企管系 

HP 電腦主機 D330 P4-3.2GHz 61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掃描器 HP ScanJet6300C 1 

液晶螢幕 19" 62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5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電腦華碩 P4-3.2GHz 62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7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彩色印表機 HP DJ1220C 1 

掃描器 HP ScanJet6300C 2 

雷射印表機 HP LJ 5000 1 

電腦 ASUS 3.4GHz+19"LCD 61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7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管系 

DVD 燒錄器 DVR-104 [數位剪輯系統] 1 

MAC 電腦 G4/733 +15"LCD 60 

記憶卡 256MB RAM [數位剪輯系統] 60 

記憶體 512MB 122 

集線器 EH3524A HUB 3 

電腦 ASUS P-D3.4GHz 61 

I7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商設系 

硬碟機 61 

集線器 2 

集線器 D-Link 1 

電腦 HP P4-3.2GHz+17"LCD 61 

I706 

廣播教學系統 1 

商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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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網路管理軟體 Cisco Works & Cisco 1 

32MB 記憶體模組(Cisco1721) 5 

32MB 記憶體模組(Cisco2600) 1 

32 埠非同步模組 1 

ADSL 路由器 Cisco 1 

DSL 局端設備模擬器 1 

GIBC 介面轉換模組 WS-G5484 4 

SMART 模組 1 

VPN 防火牆 2 

VPN 路由器 Cisco 2 

乙太網路卡 Intel Pro/100 2 

乙太網路交換器 10 

交換器 Catalyst 3550-24-EMI 1 

交換器 Cisco 2950 1 

交換器(NETLAB 網路硬體設備) 4 

多層乙太網路交換器 2 

防火牆 Cisco 4 

防火牆 PIX-515 1 

防火牆網路卡 Cisco PIX10/100 1 

記憶體 70 

記憶體(Flash16MB &Memory48MB) 10 

終端伺服器 Cisco 2621 1 

無線網路卡 AIR-CB20A-A-K9 6 

無線網路卡 AIR-PCI352 6 

無線網路卡 AIR-PCM352 6 

無線網路存取器 Cisco 1200 8 

無線網路橋接器 Cisco 350 4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路由器 1 

路由器 Cisco 1720 10 

路由器 Cisco 1721 11 

路由器 Cisco 2621 3 

路由器 Cisco 776M 1 

S404 

路由器(NETLAB 網路硬體設備) 1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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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路由器 ADSL 介面卡 1 

雷射印表機 HP LJ2200 1 

電腦 P4 2G+15"LCD 69 

網路交換模組 WS-X4232-L3 2 

網路交換器 Cisco 2950 3 

網路交換器 Cisco C2950 2 

網路交換器 Cisco WS-C4006-S2 2 

網路作業軟體系統-12 套通訊協定 1 

網路作業軟體系統-3 套通訊協定 1 

網路電纜測試儀 Fluke 620 1 

網路模組 NT1/ISDN WIC-1B-U 3 

網路模組 T1/ISDN-PRI NM-1CT1 1 

網路模擬器 ATLAS 550-CC 1 

廣域網路介面卡 WIN-2A/S 2port -1B-U 12 

S404 

廣域網路模擬器 Adtran 550 1 

資工系 

乙太網路交換器 3 

雷射印表機 HP LJ2200 1 

電腦 ASUS 雙核心 3.4GHz+19"LCD 68 
S4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工系 

SUN 工作站+17"CRT Blade100 4 

工作站 SUN Blade150+17"LCD 31 

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 2 

電腦主機 ASUS P4-3.2GHz 62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604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資工系 

3COM 集線器 3 

IBM 電腦 2.66GHz+17"LCD [數位金融中心] 30 

雷射印表機 HP LJ5000 1 

電腦 IBM A50 Celeron 2.66G+17"LCD 12 

電腦主機 IBM Celeron2.66G+17"LCD 15 

廣播教學系統 1 

J301 

數位講桌 1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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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電腦配備 數量 備註 

L2 交換器 1 

即時接收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防火牆 Juniper 1 

教學廣播系統 (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1 

無線基地台 1 

筆記型電腦 PⅢ850 (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2 

虛擬交易所撮合主機"(財務金融教育規? 1 

資料庫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雷射印表機 1 

電視牆系統-電腦主機 P4(財務金融教育規劃 2 

電腦 HP P4-3.2GHz 51 

撮合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60 1 

J701 

數位講桌 1 

財金系 

電腦 ASUS 3.4GHz+19"LCD 60 

網路集線器 Accton EH3524 3 S605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光電系 

集線器 D-Link DES-1024R 3 
MB101 

電腦 P4-2.4GHz+17"CRT 60 
電算中心

集線器 ACCTON EH3524A 3 

電腦主機 P4-2.8GHz 41 

噴墨印表機 EPSON COLOR 850 1 
J201 

廣播教學系統 MCC-390KC 1 

推職中心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本校以誠信、前瞻、務實、卓越之辦學理念，整合人文通識與科技，培育具現

代專業知識、人文藝術涵養及國際視野之國家經濟建設人才為目標。本校發展重點

特色說明如下： 

1.實施全人與數位教育： 

培養學生尊重生命、自我肯定及敬業服務的基礎人文素養，塑造學生成為具

有敬業精神的優質公民以及具備數位資訊化能力之現代青年，並實施「131」政策，

即每位學生畢業後能有 1 張學歷證書，3 種能力證照(專業能力、電腦能力及英語能

力證照)及學生榮譽護照。 

2.重視專業技能與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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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校院教育應以專業技能學習為重點著重理論與實務結合，才能因應產業

結構變遷，在職場上一展所長。因此本校重視學生專業及實作能力，並輔導學生取

得專業證照，以提升就業率及就業競爭力。 

3.重視資源整合與研究發展： 

本校具整合校內外系所間研究及設備能力，以奈米材料、綠色環境、創新管

理及電資科技等四個研發中心為主軸，從事跨領域之研究計畫與開發專業潛能。 

 4.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為培養本校教師提升專業能力，提升其人文素養，特擬訂本校相關具體目標

如下： 

提升教師專業學識能力 

-輔導專業教師取得相關乙級以上技術證照或英文檢定或同等級國際證照。 

-鼓勵教師持續進修第二專長或英語教學碩士學位或學分班，並補助部份學分費。 

-提高教師參加研習意願。 

提升教師人文素養 

-委請推職中心、通識教育中心延聘本校英語檢定、電腦等專長老師，每學期開設

十六小時電腦相關研習課程講座，結業時發給研習證書，並輔導考取政府機關認

證之證照。 

-提升教師英語能力 

-結合商設系、創意藝術中心塑造校園藝術風氣與環境。 

完善教師終身學習機制 

-鼓勵教師參加校內外研習課程。  

-電算中心推動 e-learning 網路學習社群，鼓勵教師及學生參與，建立校內及社區終

身學習網站。 

-協助教育部舉辦高中職老師技能檢定。 

全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 

-人事室協同教務處、學務處擬定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送校務會議審議，並由校

長公佈實施。 

 5.提升學生素質 

提升本校學生素質 

-加強英文、微積分、物理、化學等基礎學科教育。 

-強化就業實務課程比率，減少學理論述。 

-各系規劃系本位特色實務課程，提高學生專業知識水準。 

-技檢學科科目融入平時教學，國內外證照納入教學內容。 

-辦理相關職類乙級技能檢定必修零學分訓練課程，鼓勵學生獲取職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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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丙級以上技能檢定證照獎學金」制度，提高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意願。 

-獎勵學生參加校外競賽。 

-增加大三、大四英語課程教學，全民英檢初級通過可免修大三、大四英文課程，

各系得將外語能力列為畢業門檻。 

-加強補救教育，鼓勵學生主動到語言自學中心學習英文。 

-英文統一教材之比例逐年增加。 

-建置網路大學，提供網路輔導學習環境。 

提升本校學生通識能力 

-配合大專校院通識教育評鑑，提升教學品質，提升學生通識能力。 

-加強認識台灣、族群、美育、國際觀、品德教育、法治教育及強化公民教育。 

提升本校學生畢業水準 

-每年進行畢業學生就學就業狀況調查，作為規劃系本位課程及教學之參考。 

-鼓勵學生通過語文檢定或其他技能檢定作為畢業條件之一，以提升學生素質。 

-每學年辦理就業輔導講座、校園徵才博覽會，印製學生就業輔導手冊，以提升學

生求職技能，增加就業率。 

加強本校教學品質 

-推動教師教學及研究評鑑，根據評鑑結果作為教師續聘與否之依據。 

-訂定教師教學服務獎勵措施，激勵教師認真教學。 

-視聽教室改為多媒體視訊教室。 

-各系提報「提升系科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6.強化終身學習體系 

建構知識整合性教育入口網站 

充實數位內容，推廣遠距教學課程 

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引發民眾學習興趣並增進教育素質。 

配合政府政策辦理提昇社區民眾外語能力與國際觀，以因應全球化趨勢。 

架設並維護知識學習平台：委託電算中心架設並維護知識學習網站。 

 編製教育學習 e 化教材：提昇 e 化成效，委託專業教師暨電算中心進行網路 e

化教材之製作。 

開設推廣教育暨證照訓練課程：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提供民眾多元學習管道；

並推廣證照課程，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7.推動學校國際化 

營造教學國際化環境，完成全英語授課之 個課程數，以吸引外籍生來本校就

讀。 

與英語系國家建立姐妹校制度，鼓勵學生赴姐妹校參加短期交換學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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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與交流，以增強本校教育學術國際競爭力。 

提升學生外語能力，建置教學雙語環境。 

辦理雙聯學制之課程。 

擬定相關獎勵措施，鼓勵師生出國進修，以增廣師生國際視野。 

持續進行「國際合作專案計畫」，奠定本校學術成果國際化。 

拓展本校與國際技職教育聯盟，推動國際交流機制。 

訂定經費補助辦法，鼓勵教師參加國際研討會及國外參訪。 

8.增進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及國際趨勢結合 

加強本校產學合作、技術研發，申請專利。 

推動本校與產業界產學聯盟，辦理就業學程。 

配合國際證照開設相關課程、學程、或遠距教學。 

開發與產業界合作機會，與產業界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書。 

鼓勵本校師生重視成就表現，落實證照制度，大專學生相關系科參加國家證照

考試或通過技能檢定之證照。 

9.鼓勵學校發展特色 

培育具語言能力與國際視野的新世紀專業人才。 

促進認識台灣及發揚各族群文化。 

提昇師生專業及 化智能與產業合作質量。 

輔導弱勢學生就業及終身學習教育與社區服務。 

10.營造友善校園 

建構和諧關懷的校園情境，營造平等尊重的友善校園。 

建立多元開放的校園環境，營造和諧互助的學校氣氛。 

訂定關懷支持的體制規章，建置照顧弱勢學生的機制。 

規劃健康人性的環境設施，奠定安全溫馨優質的校園。 

發展開放便利的資源網絡，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 

11.加強品德教育 

建構新世紀品格及道德教育內涵，增進學校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

行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省，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力。 

協助學生建立自己的價值系統，發展其道德判斷能力，付諸實行，成為一個對

自己、家庭、社會、國家負責任的人。透過修身及行為教育，培養學生健全人

格。落實身教，以生活教育學程紮根基。 

採「研究發展、人力培訓、宣導推廣」等實施策略推動品德教育實施方案。 

加強學生行為教育，強化學生進而之責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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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十美教學卓越藍圖將是遵循： 

5I 教學方向 

「產學合作」(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人格教育」(Integrity education) 

「優質校園」(Infrastructure excellence) 

「數位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國際接軌」(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培育 5C 的現代青年  

「全人品格」(Character) 

「專業技能」(Concentration) 

「電腦能力」(Computerization) 

「外語溝通」(Communication) 

「專業証照」(Certification)  

具體方案 

延攬培訓理論與實務兼備教師 

 落實產業導向就業課程 

 拓展教師教學資源中心 

 推動教學評鑑與國際認證 

 促進數位 e 化曁圖資多元平台 

精進國際化英語教學情境與空間 

強化教學設備與空間資源 

拓展學生學習資源中心 

發展整全功能的全人教育 

增進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能力  

促進研究與教學互動與建教合作 

獎勵與培育創意創新研究傑出師資 

拓展研究所成長滿足產業需求 

增益研究發展中心資源與空間 

開拓產、官、學、研、社研究計畫 

精進國際水準、設備、設施與環境 

提升研發數位圖資內容與平台 

強化創新育成中心績效 

推動國內與國際學術交流 

樹立學校研發特色與聲譽 



 - 12 -

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一)、校務發展重點： 

 1.招生, 知生,識生,留生,提升教學與服務品質 

 2.北區私立科大評鑑一等奪冠,宣傳與保持水準 

 3.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提升重點大學品質 

 4.承辦 97 學年四技申請入學,強化與高中職宣導與互動 

 5.提升讀書風氣與就業力: 

        （1）落實 e 化教學 

        （2）積極參與校內外競賽,學生專題 

        （3）大幅提高證照取得比率 

        （4）增加實作,建教合作,校外參訪與實習 

        （5）積極推廣教育學分班 

        （6）落實導師與系導師對同學的輔導 

  （二）教學單位發展重點 

1、管理學院： 

（1）成立研究與教學團隊 
針對本院的師資專長，規劃出國際金融與企業化、製商整合與運籌管理、數

位內容設計、健康休閒產業等四大教師團隊，每一團隊皆以跨系所師資整合之，並

且引導與落實於教學方向之特色籌建，規劃對應之學生證照並積極輔導之。 

（2）擴大研究所能量 
增設管理相關研究所，並規劃於 98 學年度成立「服務業管理研究所在職專

班」，以銜接社會脈動、擴大學生升學管道並且得以增加教師研發能量。 

（3）學程化課程設計 
就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及地區區域經濟特色，以跨系所整合方式，將相關知識

領域融入於專業學程內，除引導學生依興趣及能力進行系統化選課外，並得以汲取

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之專業能力，以因應新世紀產業經營變革之需求。 

（4）推動前瞻務實之研究 
爭取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以提昇研發能量，並鼓勵管理學院教師，

以產業前瞻之眼光加強學術及實務性研究，並著重於企業電子化、科技產業之經營

策略與管理、供應鏈及需求鏈管理、國際電子商務、財務金融分析與管理，以及企

業決策分析等領域之研究，來順應產業發展趨勢，並培育相關領域之管理專才。 

（5）提昇學生證照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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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學生就業競爭力，並與高等教育市場進行區隔，除專業課程教育外，

也將整合管理相關專業證照資訊，除現有之「金融證照測驗室」外，並成立相關證

照取得輔導中心，修改各系課程以輔助證照之取得，協助學生應用專業技能取得專

業證照，以利日後之職場競爭，並縮小理論與實務之差距。 

（6）強化國際交流 
鼓勵教師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進行國外短期研究，以瞭解國際學術研究發

展情形，藉此提昇本校知名度，積極與國外大學進行學術交流合作並進行互換學生

與學分相互承認等項工作，以落實雙方之合作，並推動兩岸三地學生實習機制，以

擴大教師及學生國際視野，並得以逐次拓展全球觀之管理教育。與國際企業或海外

台商進行國際產學合作案，增強本院產學案之廣度與深度。 

 2、工程學院： 

（1）積極改善教學品質 
整合各系所之師資專長與教學資源，規劃整合性跨系選修學程，並逐年爭取

經費提升實習試驗室設備，改善教學空間與環境，積極鼓勵教師至公民營機構進修

第二專長或攻讀博士學位，並參與各項實務型研討會，以有效改善教學品質。 

（2）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設有奈米材料應用研發中心及綠色環境研發中心，整合本院專長相近或互補

之教師成立研發團隊，在既有優良的個人研究能力基礎上，發揮團體作戰之優勢，

集中研發能量於高分子材料、能源材料、光電材料、生醫材料、綠色材料等領域之

實務研究，以期與區域產業結合，解決區域產業各種研發之困境，促進產業升級，

增進產業競爭力。 

（3）逐年擴大研究所設立數量 
已奉教育部核定於 96 學年度增設材料科技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並擬逐年鼓

勵各系爭取獨立設置研究所，最終達一系一所之目標，以朝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卓越

大學目標邁進。 

（4）推動工程教育認證 
為使各系提升整體競爭力，吸引更多優秀學生就讀，並使與國際教育接軌，

促進國際人才流動，配合產業需要培養實務人才，增加畢業學生就業發展空間，推

動工程與科技教育認證制度，提升教學品質，建立各系自我管理的文化。 

（5）學程化課程設計 
依照國內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及區域經濟特色，推動跨系所整合，將相關知識

領域融入於專業學程課程內，除引導學生依興趣及能力進行系統化選課外，並得以

汲取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之專業能力，以因應新世紀產業經營變革之需求。 

（6）提升學生證照率 
為加強學生就業競爭力，建立技職教育特色，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的職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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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能力，鼓勵各系設立相關證照輔導課程，建立學生在校取得證照之鼓勵措

施，協助學生培養專業技能取得各項證照，以利日後職場競爭力。 

3、電資學院： 

（1）系統晶片應用與高頻電路測試技術 
 電子系發展目標為晶片系統應用與積體電路設計佈局及通訊高頻測試技

術，95 年 6 月電子系與新竹科學園區之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協定，

由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捐贈微晶片應用發展系統四十套，並提供相關晶片予萬

能科技大學電子系開授應用課程，使學生提早接受產業開發產品使用之工具。另產

業界在製作 IC 上有大型化且系統化的傾向，國科會也正在積極推展系統晶片。政

府所主導之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目的是在未來 3∼5 年間為台灣建立豐富的

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簡為 SIP)、整合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 (EDA)、
提供優良的設計環境，供全球系統設計廠商使用。使台灣能在製造利基上繼續做強

有力的發揮，同時再開創出新的設計優勢，達到垂直整合的效果，從而在世界半導

體、資訊與電子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原電子系控制專長之師資將轉向系統

與晶片微控應用之整合設計領域，以期讓電子系之研究方向有一個很明確的特色。

通訊產業有機會成為台灣第三兆之產業，而通訊之高頻電路設計與測試領域需靠經

驗與技術純熟之技術人員。因此對訓練電子領域之技職體系學生從事高頻電路測

試，將會是適才適所之工作，電子系基於過去對通訊領域之發展，且在教育部通訊

教改計畫中，與鄰近之中央大學及元智大學結盟為夥伴學校，可利用計畫中於中央

大學設立之通訊實驗室從事研究與教學。利用本校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中，籌

設教學資源之經費與學校配合產學案之電資科技研發中心經費，於電資科技研發中

心成立通訊高頻量測教學實驗室，另將續增聘通訊高頻電路專業之具產業經驗教

師，並積極發展通訊高頻電路測試技術。 

（2）網路通訊技術與多媒體應用 
 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及應用在全球已蔚為風潮，並快速地蓬勃發展。多媒體

通訊的時代，隨著 GPRS 服務的廣為佈建以及 3G 執照的標售，似乎亦已經提前宣

告了它的來臨。隨著多媒體通訊時代的來臨，高寬頻通訊系統及網路科技已成為先

進 國 家 產 業 優 先 發 展 的 重 點 。 為 了 因 應 此 一 趨 勢 ， 學 院 目 標 將 整 合 電 腦

（Computer）、通訊（Communication）、電子（Consumption Electronics）、多媒體

（Multimedia）等相關教學資源與研發人力，並配合本校重點發展網路通訊技術，

整合電腦多媒體應用與遊戲引擎研發人力設立網路與多媒體應用學程，以培育具備

獨立思考及創新能力之優秀人才。資運安全為網路通訊之重要之課題，本院與管理

學院申請之跨院系「資通安全學程推廣計畫」獲教育部 95 年 09 月 22 日台字顧第

0950140892 號函補助，將積極推動相關課程並鼓勵同學選修該學程。  

（3）光電源件與平面顯示器技術發展與應用 
光電科技成為二十一世紀各國增加國際經濟競爭力所不可或缺的國家重點發

展科技，從全球通訊產業發展趨勢來看，整合語音、數據及影像顯示的多媒體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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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輸，在結合網際網路之後，成為全球網路多媒體產業發展的焦點；而光通訊

寬頻網路有助於多媒體產業的起飛及相關光電周邊產品的發展。兩兆雙星項目中之

顯示器產業，為政府大力扶植之產業，能帶來可觀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商機技術研發

過程中，欲使產品研發技術能量提昇，基礎專業技術人才，亦是各公司產品開發過

程中不可或缺的要角。光電工程系以培育訓練顯示器技術人才為重點，除積極增聘

專、兼任師資外，更規劃 95~97 三年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成立【顯

示器技術發展實驗室】，95 年獲教育部補助 300 萬元，學校與院系資本門經費配合

款 300 萬元，積極籌設培育顯示器技術人才所需之環境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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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支用項目在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計畫充實教育資源，達成各單位中長期發

展計畫之目標，充實軟硬體設備。 

各項資本門支用項目亦與本校各教學單位中長期發展計畫所規劃欲購置之設備

相符。說明如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25,430,085，77.9 %)： 
購置電腦、靜電紡絲機、折射率偵測器、寬頻地震儀、絕熱式熱卡計、超臨界萃

取儀、半乾式轉漬機、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置、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數位式

厚度計、語言學習應用軟體、2U 超薄型伺服器、視訊剪輯製作軟體、立體雕刻機、數

位講桌、水中攝影機、統計軟體、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晶圓變溫量測機座、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高真空熱蒸鍍膜系統、單槍投影機等，與本校發展目標「培養

實用專門人才」及「充實教育資源」、「提升教學研究品質」策略吻合。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6,314,600，19.3 %)： 

   購買 DVD、VCD、VOD、中西文書籍，與本校發展目標「培養實用專門人才」

及「提升教學研究品質」、「開創具有濃郁人文、藝術氣息的校園生活環境」策略相關。 

(三)學輔相關設備($574,600，1.8 %)： 

購置無線擴音機、主動式喇叭、50 吋電漿顯示器、速錄器等與「加強學生課外學

習活動擴大學生視野」之策略相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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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45，1%)： 

購置中央實驗桌、抽氣藥品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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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持續提昇師資結構延攬教授級師資，並鼓勵副教授升等（九十三學年升等教授通

過 3 人，九十四學年升等教授通過 4 人、九十六學年升等教授通過 5 人、目前尚

有 2 人升等教授於教育部審查中，現有教授 28 人（佔 9.24％），預計九十七學年

教授人數佔整體師資比將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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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助教師發表論文、學術性專書、專利等；鼓勵教師積極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或參與實務研習取得實務證照等（研習期間一律以請公假辦理）；同時充分運用

獎補助款資源，鼓勵教師從事研究工作，預計可以有效提昇本校教師之民間產學

合作案件之質與量。 

（三）依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除以增聘方式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外，並持續鼓

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專長碩士學位（或學分班）及著作升等方式進行改善，

因此運用此部分經費提供教師進修學位（或學分班）所需之學雜（分）費補助，

且專任教師著作升等之校級校外學者審查費（一次逕送三人）亦由本項經費支應。 

（四）補助校內各教學單位召開改進教學研討會，並對獲得教育部輔助教學器材競賽績

優者給予獎勵，同時補助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每學年舉辦一次具前瞻性之校際

性學術活動（研討會）。再者，遴選表揚九十六學年教學優良教師，鼓勵教師從

事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於改進教學，有助教師提昇教學績效，進而改善教學環境。 

（五）鼓勵教師研究、研習、著作、進修、升等、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及改進教學，此

部分經費 9,455,000 元（佔經常門獎補助款比例 53.24％），均符合中長程發展需要，

與規劃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改善研究風氣，提高學術地位，精進教學

品質等均有密切關連。 

（六）補助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師，以提升社團經營

及活動水準。 

參、經費支用原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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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設備預算分配程序與原則：  

1. 學校根據年度財務狀況，規劃圖書、儀器設備預算額度。 

2. 依年度儀器設備額度及下列原則分配預算： 

(1)各院所系基本額: 院=10%*(所屬所系總基本額)。所基本額：工程$700,000，管理

$350,000。系基本額：工業類為$1,500,000,商業類為$1,000,000,通識：500,000。新成

立所開辦費為$1,500,000，系開辦費為$3,000,000，不足則以學校統籌款部分支應。 

(2)所系分配比例，以學生數加收費標準及產學合作研究與推廣案績效為參數計算而

得。 

(3)儀器設備預算金額=各所系基本額(含新所系開辦費)+各所系分配金額+研究案與

推廣績效分配金額+96 系所提撥資本門經費分配金額+各系電腦逐年汰舊換新分攤

-攤還以前年度借支金額  

3.學院依實際狀況統籌規畫調整院系經費，再提預算審議委員會議審查單位預算。 

（二）獎補助經費分配： 

1.資本門經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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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依據教育部核配獎補助款金額及規定應提配合款比例，並根據年度「教育

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之經、資

門比例估算經、資門所應提報計畫金額。 

1.資本門經費部分：各單位提出規格說明書__ 

(1)教學研究設備，各教學單位提出需求。 

(2)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圖書館彙整提出需求。 

(3)學輔相關設備，學務處彙整提出需求。 

(4)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總務

處會同各所系提出需求。 

會計室彙整各項需求後，提專責小組依學校整體發展予以審核後報部；重大

修繕工程歷年皆以學校經費支應，未使用教育部補助款。 

2.經常門經費部分： 

經常門部分就獎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及改進教學、增聘或現有教師之薪資支付及行政人員業務研習與進修活動補

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補助經費等各方面，分別研訂辦法，有效經費運用。茲分

別說明如下： 

(1)研究方面：獎勵教師民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專任教師進行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2)研習方面：獎助教師參加國內外與個人專業或任教課程相關之學術或教學研討

（習）會（含赴實務單位研習），或依本校發展需要培養第二專長所參

加之在職訓練班、證照訓練班‥‥等。 

(3)進修方面：持續鼓勵與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專長碩士學位（或學分班）。 

(4)著作方面：獎助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包括：發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學

術性專書（著作）與申請專利等。 

(5)升等送審方面：須通過系（所）教評會、院（中心）教評會、校教評會三級審查，

且校級辦理外審時一次逕送三位委員，審查程序力求嚴謹。 

(6)改進教學方面：為提昇教學效果，各系及通識教育中心各組每學期得申請補助教

學研究與改進研討會乙次，並對參加教育部輔助教學器材競賽獲

獎之教師給予獎勵。自九十三學年度起，為提昇專業品質及學術

研究風氣與水準，鼓勵本校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辦理具前瞻性

及改進教學品質之校際性學術活動（研討會），並補助舉辦學術活

動相關費用（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每學年至多舉辦一次為原

則，每次補助金額上限為 15 萬元）。 

(7)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方面：由於多元智慧觀念的崛起，為鼓勵教師配合課程需

要、規劃的課程內容能將各主題連貫，有效將教學方法與教材組織起來，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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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教學器材，輔助課堂講解，進而達到課程全盤完善的整合，提昇教學績效（藉

由表揚與獎勵由各院、中心教評會所遴選出之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達成）。 

(8)研究、研習…等上述各項經費占經常門獎補助款比例遠超過教育部要求之 30％下

限的編列要求，並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規定：「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及確實執行，不得僅適用於少

數人或特定對象」，故本校增訂教師每年支領研究獎助、研習獎助、進修獎助及

著作獎助等經費（含教育部獎補助款及本校配合款）不得超過新台幣 35 萬元

整，鼓勵校內教師均能積極參與研習、進修或發表論文著作、研究成果等。 

(9)行政人員業務研習與進修方面：為提昇行政人員知識與工作技能，獎助行政人員

參與業務研習，預計辦理公文寫作、行政作業電腦化、數位多媒體、禮儀訓練…

等相關講習課程，冀望提高服務品質，增進行政人員知能。 

(10)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活動方面：為落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並積極發展

學生事務輔導工作特色，全面提昇學生事務與輔導功能，以促進校園安定

與和諧。 

(11)外聘學生社團專業指導老師方面：為提昇社團經營及活動水準，各社團皆可提出

申請。 

(12)本校增聘教師已具博士學位或助理教授以上資格為必要條件，增聘師資之用人單

位，與該名教師專長需求詳如下表： 

姓名 職級 所屬單位 系上需求 教師專長 

莊金海 副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聘請具有法政領域之專任副

教授 

1、政治學、憲法學領域 

2、防偽鑑識 

3、企業與公共關係 

薛光博 助理教授 電子工程系 

獲有國內外大學電子、電

機、資工、電訊（信）工程

等相關領域博士學位。 
具通訊、嵌入式系統應用、

IC 設計相關專長。 

1.積體電路製程技術 

2.高頻微波電路設計 

3.類比電路設計 

4.半導體元件物理 

5.固態電子學 

6.化合物半導體 

李勝楠 助理教授 資訊工程系 

獲有國內外大學資工、資

科、電子、電機、電訊（信）

工程等相關領域博士學位；

具網路通訊、行動計算、數

位內容、影像處理、積體電

路設計相關專長。 

1.光纖網路 

2.演算法 

3.多點傳輸技術(Multicasting) 

4.程式設計(C++, Java, VB, 

www,ASP.NET) 

5.人工智慧 

以上增聘教師之學術、實務經驗俱豐且符合該系之本位課程發展，有助於提升學生就

業能力之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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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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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一、為促進經費整體規劃與運用，源依萬能科技大學組織規程，設置萬能科技

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置委員三十三人，除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校發中心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圖書館館長、

工程學院院長、管理學院院長、電資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

通識中心及各系科所選舉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 

三、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秘書一人，辦理有關事務，

並於開會時擔任紀錄事宜。 

四、本小組委員任期二年，選任委員連選得連任，惟二次為限。 

五、本小組職掌規定如左：  

(一)、關於各項購置重要儀器設備規劃。 

(二)、關於各項購置預算對內之查核，得查詢其處理情形。 

(三)、關於儀器設備添置、租賃或報廢移轉事項得加以審議。 

(四)、關於購置作業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

採擇施行。 

(五)、有關經常門之審議。 

六、對於審計會計職掌不得抵觸。 

七、本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若有需要得召開臨時會。 

八、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不得同時兼任經費稽核委員。 

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莊暢、莊晉、金良敏、劉興鑑、張昌財、周錦東、劉興中、李孔智、王金珠、

謝智穎、王榮祖、黃介銘、劉祥泰、鄭益昌、陳昭利、莊富盛、蔡元謙、蔡秦

興、簡顯光、歐陽炳昌、劉新校、陳政平、劉顯仲、王連杰、黃裕庭、黃金恩、

涂昆源、戴遠東、湯德瑋、王耀明、嚴明惠、邱雅萍、陳錦江。 

專責小組相關會議紀錄：(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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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一．為促進本校經費收支保管與運用提昇教育品質，源依萬能科技大學組織規

程，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以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校

內經費情形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由教學單位：通識教育中心、兩個研究所、16 系各

推選教師代表 1 人組成之，唯總務、會計主管不得被推選為委員。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推選之，另置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遴

聘，辦理日常事務，並于開會時擔任記錄事宜。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年（會計學年度），連選得連任，惟二次為限。 

五．本委員會之設置，職掌規定如左： 

〈一〉 

1、關於各項經費收支、預算執行及營造購置事項，得為事後之稽核。 

2、關於現金出納處理情形之事後稽核。 

3、關於校產添置、擴充、改良或租賃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4、關於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採擇

施行。 

5、其他經費稽核事項。 

〈二〉對於審計會計職掌不得抵觸。 

六．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請校內各有關單位派員列席報告說明。 

七．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遇有重要事項，得由主任委員召開臨時會。 

八．本委員會對各單位經管之經費實施定期與不定期之稽核並作成紀錄。 

九．本委員會委員不得同時兼任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及預算委員。 

十．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潘惠芬、陳美純、陳遠斌、許耀基、李訓清、黃正自、錢榮芳、吳復強、葉金

明、周盛夏、歐遠東、向漢強、陳寬常、俞秀美、蔣國政、劉文傑、蘇玉燕、

鄭秀琴、陳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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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會議紀錄： (見附件二)。 

萬能科技大學採購辦法及作業流程： (見附件三)。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 

1. 提昇師資素質實施辦法（見附件四） 

2. 獎勵教師研習作業要點（見附件五） 

3. 獎勵教師改進教學作業要點（見附件六） 

4.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要點（見附件七） 

5. 舉辦學術活動補助原則（見附件八） 

6.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要點（見附件九） 

7. 教師在職進修辦法（見附件十） 

8. 教師研究及獎勵實施要點（見附件十一） 

9. 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辦法（見附件十二） 

10. 教師創作獎勵實施要點（見附件十三） 

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1. 93.07.13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十
四） 

2. 94.03.31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十
五） 

3. 93.04.22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六） 

4. 94.01.13 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七） 

5. 94.11.30 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八） 

6. 95.04.20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十九） 

7. 95.06.21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廿） 

8. 95.10.27 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

單（見附件廿一） 

9. 96.06.26 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十七次行政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見附件

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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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ㄧ‧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十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十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十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十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十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十六）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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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十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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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高材系：靜電紡絲機 本設備可供本系大三及大四，
高分子產品開發及應用、纖維
物理及實驗、高分子纖維材
料、高分子產品製程及紡絲學
等課程教學使用。提供本系學
生於靜電紡絲實作之能力，以
鍛練學生與業界接軌之技術職
能。共計可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訓練。可
配合本系發展製作功能性纖維
材料、製作奈米化纖維，研發
過濾材及敷材等商品。 

 化材系：折射率偵測器、自
動屈折計。 

折射率偵測器，可供本系日四
技三年級及夜二技一年級，儀
器分析實驗課程教學使用。提
供本系學生於儀器實作之能
力，以鍛練學生與業界接軌之
技術職能。共計可提供日、夜
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
訓練。自動屈折計本設備可供
本系日四技二年級及夜四技三
年級，物理化學實驗課程教學
使用。提供本系學生於物理化
學實作之能力，以鍛練學生與
業界接軌之技術職能。共計可
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次技能訓練。 

 營科系：寬頻地震儀、拉拔
試驗儀 

為本系二～四年級流力實驗課
及專題研究，研究生課程使
用，建立學生的流力拉拔試驗
及地震儀有其基礎瞭解知識及
技能，日夜間部五年共計 40
班，參與專題研究約 200 人。

 環工系：絕熱式熱卡計、上
皿天平等 

為本系一～四年級普化實驗、
水質分析、固廢分析、儀器分
析、單元操作實驗等課程基礎
試驗分析用教學儀器，為實驗
操作及設計用重要因子，可增
加教學效果及增進學生實務技
能。添購此設備可提供本系約
30 班級數(約 1500 人)實驗課程
用、輔導學生約 750 人次考取
技能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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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妝品系：超臨界萃取儀 

本系二～三年級天然物學、生
物活性原料開發課程使用，預
計提供本系五年共 500 位學生
考取證照，並指導學生專題使
用 

 生技系：半乾式轉漬機、電
子本生燈、製備型電泳、電
泳照相設備、粉碎機 

基礎課程及微生物、生物化
學、分子生物等基實驗課程用
教學儀器並提供教師研究案使
用，預計在未來五年內可提供
二～四班級約 2,000 名學生受
惠。 

 工程所：雙通道 UV 消化及
加熱裝置 

應用於吸光度光學分析之自動
分析裝置，可供本所研究生及
工程學院四技部水質分析、固
廢分析儀器分析等進階課程使
用，五年內預計提供師生 500
人使用。 

 材科所：拉曼光譜高分子資
料庫、靜電共軛紡絲部件 

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本設備
可供本系日四技三年級，專題
實務一課程教學使用；日四技
四年級，專題實務二課程教學
使用；碩專一年級專題討論課
程教學使用。提供本系所學生
於專題實作之能力，以鍛練學
生與業界接軌之技術職能。共
計可提供日、夜間部 10 班開
課，90 人次技能訓練。靜電共
軛紡絲部件本設備可供高材系
大三及大四，高分子產品開發
及應用、纖維物理及實驗、高
分子纖維材料、高分子產品製
程及紡絲學等課程教學使用。
提供本系學生於靜電紡絲實作
之能力，以鍛練學生與業界接
軌之技術職能。共計可提供
日、夜間部 10 班開課，500 人
次技能訓練。本設備可配合本
系發展製作功能性纖維材料、
製作奈米化纖維，研發過濾材
及敷材等商品。 

 工管系：統計軟體、數位式
厚度計、實驗設計教學輔助
器材、 

提升同學對於統計分析與品質
管理等實務應用與分析能力及
提升同學對於產品檢測儀器的
認識與應用，提供一～四年級 4
年 80 班學生使用，並協助輔導
640 人參加證照考試，可提供至
少 35 位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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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國企系：電腦、資料庫伺服
器、AP 伺服器、語言學習應
用軟體、考試管理編輯軟體

提供二年級國際行銷管理三年
級企業資源規劃四年級 TOEIC
聽力、閱讀課程，各部學生 5
年共 18 班 5,000 位同學考取
ERP 證照、英日語證照、電腦
檢定證照等輔導課程用，學生
專題使用人數 560 人 

 企管系：電腦、伺服器、網
路交換器 

提供一～四年級企管系數位化
教學，學生資料存放等，五年
內試算表軟體應用、資料庫軟
體應用、試算表軟體應用、資
料庫軟體應用、電子商務、網
頁設計丙級檢定、企業政策、
專題製作、電腦軟體乙級檢定
預訂提供師生約 700 人使用，
證照輔導人數約 50 人，製作專
題人數 100 人次。 

 資管系：網頁多媒體設計軟
體、視訊剪輯製作軟體、影
像處理軟體等 

一～四年級學生網頁多媒體、
網頁資料庫、視訊剪輯製作、
多媒體概論、生產管理、行銷
管理、供應鏈管理、財務管理
等課程等，五年內提供師生 800
人使用，專題製作 100 人次。

 商設系：抽真空幫浦組、空
氣壓縮機、數位攝錄放影
機、立體雕刻機、電動紙型
切割機等 

二～四年級學生角色視覺意象
實務、生活型態與設計、提案
設計、文化創意設計實務、數
位剪接與後製、專題設計、展
示設計等課程使用，提升學生
對專業設備的認識與操作，預
計提供 5 年本系各部學生總計
約 5,300 位使用，專題製作，並
輔導參加證照考試。 

 財金系：單槍投影機、電動
銀幕、數位講桌、伺服器、
雷射印表機 

一～四年級微積分、統計學、
財務金融專題研討等基礎專業
科目數位化教學使用，五年內
預訂供師生約 800 人使用證照
輔導人數 5 年內約 300 人使用,
製作專題 300 人。 

 觀休系：電腦、硬體廣播教
學系統、水中攝影機、桌布
整燙成型機、咖啡杯保溫
器、洗地機 

一～四年級餐旅資訊系統、航
空客運與票務、統計資料處理
分析、餐旅電子商務與網路行
銷、水上運動、水域活動、餐
飲管理、旅館管理、房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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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實務、餐廳經營實務、民宿經

營管理、餐廳規劃與設計、旅
館籌備與規劃課程。預計提供
本系 5 年共 4250 位學生考取餐
服與調酒證照，電腦、廣播教
學系統用於餐飲資訊系統並指
導學生專題使用。 

 經管所：筆記型電腦、Base、
Classification Trees 等統計軟
體 

一～二年級管理資料分析、多
變量分析、碩士論文提升教學
及研究使用，預計 20 班參與人
數 565 人。 

 資管所：低階繪圖伺服器、
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

一年級數位媒體設計與管理、
企業資訊模式課程建構數位媒
體及 3D 設計管理教學使用，五
年內預計供師生 100 人使用，
專題製作 100 人。 

 電子系：網路集線器、晶圓
變溫量測機座、多功能電源
電錶、RFID 讀卡機 

提供系上網路幹線升級提升網
路傳輸效率。改善實驗室量測
儀器測量的範圍及其精準度與
準確度。增購 RFID 設備以提
升學生學習意願，了解其原理
及基礎知識，進而能自行研發
設計或應用在其他產學上。在
未來可提供三~四年級專題製
作、高頻電路設計、射頻微型
被動電路設計與量測實務、積
體電路量測驗證或無線網路等
相關課程使用，預計有 85 個班
次 3,800 餘名學生受惠。 

 資工系：伺服器、路由器、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伺服
器、入侵偵測系統、精簡型
無線基地台、 

資訊工程系 1~4 年級課程，一
年級-計算機程式、計算機概
論，二年級-網路實習、資訊網
路工程，三年級-嵌入式系統導
論、嵌入式系統應用、無線網
路應用，四年級-學生專題、網
路多媒體...等課程使用本系各
部共 18 班學生於網路工程及嵌
入式相關課程上課實習用設
備，並可協助約 500 位學生取
得資工相關證照，提供 50 組
250 位學生專題製作。 

 光電系：高真空熱蒸鍍膜系
統、高溫爐 

提供三～四年級應用光學精密
鑄膜太陽能板蒸鍍、光纖元件
薄膜半導體元件玻璃元件鍍膜
教學課程使用。預計五年指導
250 位學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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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設備名稱 預期成效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通識中心：單槍投影機、混
音擴大器 

全校通識課程使用，預計使用
班級數為 200 班參與人數一萬
人次。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DVD、VCD、VOD、中西文
書籍 

持續擴充中、外文圖書及多媒
體視聽資料館藏，支援教學研
究，發揮重點館藏，以期達到
系所特色。配合教學研究單
位，擴充各類型館藏，以支援
教學、研究參考所需，並持續
購置人文、藝術、科普、休閒
等類資料，強化圖書館館藏功
能，提昇館藏質與量。 

三、學輔相關設備 無線擴音機、主動式喇叭、
50 吋電漿顯示器、速錄器等
設備。 

充實學生課外活動之內容，協
助社團舉辦全校性活動，以推
廣學生善用相關器材設備，活
化、增加學生參與課外休閒活
動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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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材系：中央實驗桌 
環工系：抽氣藥品櫃 

提升教學品質，維護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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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項目 重點 預期效果 

一、改善教學研究與師資

結構 

1.校內自行提供研究計畫，奠

定爭取國科會及教育部專

案計畫之競爭能力，鼓勵教

師積極爭取校外計畫及民

間產學合作案。 
2.補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第

二專長碩士學位（學分班）

之學雜（分）費。 
3.鼓勵教師積極發表學術研

究成果，包括：論文、著作

及專利等。 
4.獎勵教師升等，改善師資結

構。 
5.補助各系舉辦改進教學研

討會及各學院與通識教育

中 心 辦 理 校 際 性 學 術 活

動；對參加教育部教材競賽

獲得績優者給予獎勵。 
6.表揚學年度所遴選出之教

學優良教師，期能鼓勵教師

配合課程需要、編纂教學教

材，有效將教學方法與教材

完善的整合，及製作多種教

學器材，輔助課堂講解。

1.獎勵教師研究，提昇研究風

氣。本校教師研究質與量已明

顯提昇，有助於教師升等，改

善師資結構。 
2.具博士學位師資比例可大幅

提高，96 年 10 月具博士學位

人數已達 144 人，佔講師以上

師資 47.84％，有助於改善師

資結構，培養老師第二專長，

保障其工作權益。 
3.鼓勵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創造

優質學術環境。 
4.預計本年度專任教師升等送

審將達 60 人左右（預計升等

教授 8 人、升等副教授 20 人、

升等助理教授 32 人），有助於

改善師資結構。 
5.改善教學環境，提昇教學績

效。 
 

二、增聘教師薪資 

增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尤

其教授級）。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提供學生優秀師資；專任師資

結構與生師比歷年來均優於部

訂標準。增聘教師之學術、實

務經驗俱豐且專長專教符合系

所本位課程發展，有助學生未

來就業發展。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舉辦「公文寫作、行政作業

電腦化、數位多媒體、禮儀

訓練…」等講習課程，增進

行政人員知能。 

提升專任職員工數位多媒體電

腦技能、公文寫作能力…，期

能增進行政服務效能。 

四、學輔相關經費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

動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

師。 

提升學生事務與輔導功能及社

團活動水準。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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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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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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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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總經費

(5)=(3)+(4)

＄14,859,863 ＄29,535,142 ＄44,395,005 ＄8,978,927 ＄53,373,932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67﹪）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33﹪）

金額 ＄8,915,918 ＄17,721,085 ＄6,007,127 ＄5,943,945 ＄11,814,057 ＄2,971,800

合計 ＄32,644,130 ＄20,729,802 

占總經

費比例 
6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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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0,562 84﹪ ＄2,989,523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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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3,700 14﹪ ＄2,650,900 44.1﹪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532,741 2﹪ ＄41,85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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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45 5.4 註五

合計 ＄26,637,003 100﹪ ＄6,007,1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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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研究＄2,920,000 16.4﹪ 研究＄0 0﹪ 

各項獎補助均明訂獎勵
辦 法 ， 經 由 系 院 教 評
會、校教評會、校務會
議、行政會議等程序審
議，且由業務承辦單位
統籌控管、開放教師申
請，並將心得、經驗成
果分享校內同仁。 
具體說明如下： 
研究方面：獎助教師民
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
校內教師進行專題研究
計畫。皆由研究發展及
產學合作審查小組依當
年學校經費預算編列情
況，審查計畫書核定計
畫補助金額。 

研習＄1,500,000 8.5﹪ 研習＄0 0﹪ 

研習方面：獎助教師參
加國內外與教學相關之
研習，依本校「獎勵教
師研習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 

進修＄785,000 4.4﹪ 進修＄0 0﹪ 

進修方面：獎助教師進
修博士學位及第二專長
碩士學位（學分班），依
本校「教師在職進修辦
法」規定程序完成申請
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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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2,800,000 15.8﹪ 著作＄100,000 3.4﹪ 

著作方面：依本校「教
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要
點」獎助發表國際級期
刊論文、專利、學術性
專書等，經系、院教評
會、學術審議委員會、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升等送審＄0 0﹪  
升等送審 

＄540,000 
18.2﹪ 

升等方面：依本校「教
師升等辦法」相關規定
辦 理 論 文 （ 著 作 ） 外
審 作 業 ， 校 級 外 審 一
次 逕 送 三 人 ， 嚴 格 審
查。  

 

改進教學＄650,000 3.7﹪ 改進教學＄0 0﹪ 

改 進 教 學 ： 召 開 各 系
改 進 教 學 研 討 會 、 鼓
勵 教 師 爭取教育部輔
助教學器材競賽績優。
再者，鼓勵各學院及通
識教育中心辦理具前瞻
性 之 校 際 性 學 術 活 動
（研討會），補助舉辦學
術活動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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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編纂教材＄400,000 2.2﹪ 編纂教材＄0 0﹪ 

製作教具＄400,000 2.2﹪ 製作教具＄0 0﹪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方
面：為鼓勵教師配合課
程需要，有效將教學方
法與教材組織起來，及
製作多種教學器材，輔
助課堂講解，進而達到
課程全盤完善的整合，
提昇教學績效，改善教
學環境，依學年度教學
優良教師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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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5,000 合計 53.2 ﹪ 合計＄640,000 合計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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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82 2.4﹪ ＄60,000 2.0 ﹪ 

以行政人員綜合性需求

之教育訓練為原則，加

強 訓 練 職 員 之 專 業 素

養，提高個人競爭力及

學校行政效率，進而提

昇服務品質，相關訓練

活動計畫經行政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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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00 2.1﹪ ＄0 0﹪ 

本項經費至多四分之一

用於外聘社團專業指導

老師，其餘補助學生事

務 與 輔 導 工 作 相 關 活

動，依教育部獎補助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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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 物 品 ( 單 價
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 ＄0 0﹪ 

 

五、其他（補助增

聘 及 現 有 教

師薪資） 
＄7,515,120 42.3﹪ ＄2,271,800 76.4﹪ 

補助增聘助理教授以上
師資為原則，持續提昇
師資結構；教師之聘任
由系、所依實際缺額提
出需求及專長，經公開
辦理甄試並經各級教師
評 審 委 員 會 通 過 後 聘
任。 

合計 ＄17,758,002 100﹪ ＄2, 971,8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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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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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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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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集線器(Switch) 24 port、100M 2 port 1G 5 40,000 200,000
實驗室網路設備
汰舊換新，提升實
驗室網路效能  

電子系 96 學年 

2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9 43,800 394,200 電腦教學用 生技系  

3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29 41,000 1,189,000 

電 腦 繪 圖 教 學
用，業界用 3D 軟
體、輔導圖學證照
考試。 

工管系  

4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1 41,000 41,000
LB02 教室提供學
生學程課程及專
題研討使用  

國企系  

5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19”LCD(含)以上

1 33,902 33,90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6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17”LCD(含)以上

56 23,037 1,290,07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7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61 41,000 2,501,000

整合與製作數位
多 媒 體 輔 助 教
材，擴展教學範
圍，增進學生學習
能力，提昇學生學
習效果，給予教師
優良教學使用環
境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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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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17 43,800 744,600 電腦教學用 資管系  

9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10 41,000 41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10 電腦 

多 核 心 CPU( 含 ) 以 上 ，
160GB( 含 ) 以 上 HDD ，
DVD-ROM ， 獨 立 顯 示 卡 ，
19”(含)以上液晶顯示器，還原
卡  

17 43,800 744,600 電腦教學用 財金系  

11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 

6 41,000 246,000 學生專題使用。 觀休系  

12 電腦 

多核心 CPU(含)以上，160G(含)
以上 HDD，DVD-ROM，獨立
顯示卡，19＂LCD(含)以上，還
原卡 

18 43,800 788,400 電腦教學用 資工系  

13 筆記型電腦 
雙核心 CPU、80GB(含) 以上
HDD、12”(含) 以上液晶螢幕 4 45,000 180,000

提供教師上課及
學生使用  經管所  

14 資料庫伺服器 
多核心 CPU、RAM2.5GB(含)
以上、HDD3 顆(含)以上 1 200,000 200,000

院內系統整合與
資管系資源共享,
供教師教學使用
且可讓學生了解
企業 e 化系統的
操作  

國企系  

15 AP 伺服器 
單核心 CPU、RAM1GB(含)以
上、HDD2 顆(含)以上 1 150,000 150,000

院內系統整合與
資管系資源共享,
供教師教學使用
且可讓學生了解
企業 e 化系統的
操作  

國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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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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伺服器 

2U 超 薄 機 架 型 多 核 心
CPU1.6G(含)以上，8G(含)以上 
RAM ， 146G( 含 ) 以 上 
HDD*4 ， 含 WINDOWS 
SERVER 系統(含)以上最新版

1 245,000 245,000

教學用伺服器，存
放學生學習檔
案、應用程式、系
網頁等，建構優質
的學習環境  

企管系  

17 伺服器 

2U 超 薄 型 (Quad-Core Intel 
Xeon 1.6GHz( 含 ) 以 上 二 顆 )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最新
中 文 版 )(SAS 硬 碟 ) 4G 
RAM( 含 ) 以 上 HDD 
146G*4(含)以上  

1 200,000 200,000

原教學網路伺服
器已達使用年限
並 不 敷 使 用 , 更
新為最新規格,以
提升教學品質  

財金系  

18 低階繪圖伺服器 
Intel or AMD Cpu,Nvidia 
Quadro 繪圖卡晶片,22 吋寬螢
幕 LCD 或以上 

2 70,000 140,000
提供學生建構數
位媒體設計與管
理的工作站  

資管所  

19 伺服器 

1U Server, Dual-Core CPU X 2, 
500 GB(含 )以上 HDD X 2, 
2G( 含 ) 以 上 RAM, No OS, 
Keyboard, Mouse 

2 80,000 160,000

架設伺服器,存放
學生學習檔案、應
用程式、系網頁、
E-mail 等,建立優
良學習環境  

資工系  

20 伺服器 
2U 超 薄 型 Quad-Core Intel 
Xeon 1.6GHz(含)以上 x2/SAS 
HDD/Windows Server 最新版 

1 163,000 163,000
提供多媒體課程/
學生專題架設伺
服器  

資工系  

21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高階) 
含硬體觸控台、60 片內接式控
制卡、提供全體廣播、自動監
看、黑屏警示、全體對話及單
鍵快選功能。 

2 150,000 300,000 

環工系 E302 及營
科系 F206 電腦教
室互動式教學使
用 

工程所  

22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含硬體觸控台、60 片內接式控
制卡、提供全體廣播、自動監
看、黑屏警示、全體對話及單
鍵快選 

1 150,000 150,000

安裝於本系電腦
教室，運用於互動
式教學環境及多
功能操作需求  

觀休系  

23 雷射印表機 A3 size(含網路介面,雙面列印) 1 49,000 49,000

J803 新建立之學
生專題與教材製
作室，供學生使用
提升教學品質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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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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PDF 文件快速製作機 

尺寸：320×270×312mm，解析
度：1200dpi，單頁進紙式(饋紙
式)，支援檔案格式：PDF、
TXT、UNICODE、RTF、HTM、
DOC、WPD、XML、XLS、，
OPF、JPG、TIF、G3、G4、PNG…
等。 

1 29,800 29,800

1. 學 生 手 繪 作 品
轉存作品集。 2.
專題蒐集圖片轉
存小論文。 3.視
覺創作圖片剪輯
拼貼前之備份製
作。 4.教學蒐集
圖片、商品或廣告
型錄轉存 PDF。

商設系  

25 網路交換器 
有線式，24PORT10/100(含光纖
介面） 4 33,000 132,000

專題製作室及教
師研究用，建構優
質學習環境
(J602、J703、
J801、J802)  

企管系  

26 路由器 中階網路路由器 1 103,500 103,5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7 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3FE,3DES/AES 1 280,000 280,0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8 精簡型無線基地台 
精簡型無線基地台設備 IEEE 
802.11a/b/g 4 24,000 96,000 網路實習用  資工系  

29 數位講桌 鋼製品講桌 ,鵝頸埋入式麥克
風  

1 160,000 16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30 RFID 讀卡機 Intel R1000 ； RFID Reader 
5m ：UHF Ethernet；天線 1 255,200 255,200

無線通訊課程與
通信改善計畫教
學：專題製作。 

電子系  

31 統計軟體 Minitab,最新版,30 人以上網路
版 1 210,000 210,000

工程統計、品質管
理、六標準差品質
管理和統計分析
與電腦應用等相
關 課 程 教 學 使
用。  

工管系  

32 統計軟體 Base 教育版(單機版) 1 55,500 55,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3 統計軟體 
Classification Trees 教育版(單
機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4 統計軟體 
Regression Model 教育版(單機
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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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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統計軟體 
Advanced Model 教育版(單機
版) 1 37,500 37,500

提供教學及研究
使用  經管所  

36 網頁多媒體設計軟體 
Adobe CS Web Premium (10 人
授權) 1 130,000 130,000

網頁多媒體、網頁
資料庫課程，培養
學生具有網頁設
計、網頁動畫和影
像處理的能力  

資管系  

37 視訊剪輯製作軟體 Adobe CS Production Premium 
(10 人授權) 1 190,000 190,000

視訊剪輯製作課
程，培養學生具有
視訊剪輯、後製作
視訊特效處理的
能力  

資管系  

38 影像處理軟體 PhotoImpact 系科授權 1 75,000 75,000
多 媒 體 概 論 課
程，培養學生具有
影像處理的能力 

資管系  

39 語言學習應用軟體 
含影音資料管理系統、教學主
控介面及課程編輯系統 1 949,000 949,000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40 考試管理編輯軟體 支援中英文操作介面及多媒體
類型試題製作 1 167,000 167,000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41 虛擬企業經營模擬軟體 

Virtual Business Management 
(VBM) 、 Virtual Business 
Retailing(VBR) 、 Virtual 
Business Sport (VBS) 

1 98,000 98,000

提 供 給 生 產 管
理、行銷管理、供
應鏈管理、財務管
理等課程，使用學
生能透過線上企
業經營學習管理
知識  

資管系  

42 企業流程規畫分析系統軟體 支援 Business Architect 1 140,000 140,000
建置企業資訊模
式系統教學軟體
環境  

資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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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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實驗設計教學輔助器材 
支援 6 標準差教學訓練及田口
式品管驗證 8 27,000 216,000

教學用，品質管
理、六標準差品質
管理、實驗設計和
產品穩健設計等
相關課程教學使
用。  

工管系  

44 嵌入式系統教學平台 行動通訊教學平台 3 52,000 156,000
嵌入式系統教學
及專題製作  資工系  

45 折射率偵測器 折射率範圍: 1.00-1.75   流量
範圍: 0.2-3.0ml/min 

1 250,000 250,000

層析儀之偵測器
/ 1.儀器分析實驗
教 學 用  2. 協 助
產學合作 

化材系  

46 自動屈折計 RX-5000α 1 357,000 357,000

檢測合成薄膜之
甲醇滲透濃度 / 
燃料電池電解質
薄膜合成與研究
開發  

化材系  

47 真空泵浦 至少 1/4 馬力、25cm ng 真空
度、15psi 排氣壓力、吸排兩用 1 26,500 26,500

固體物分析及水
樣 前 處 理 用 裝
置，提升教學品
質  

環工系  

48 上皿天平 

至少達 0.01g~610g、自我偵測
自動校正系統、具多點式線性
校正、具可擴充最小可讀數可
達小數點第三位、具可耐衝擊
與過載保賀設計 

1 25,000 25,000

藥劑配置及重量
分析用，本系現有
設備不敷使用，擬
購之以提升教學
品質  

環工系  

49 絕熱式熱卡計 
選單方式控制並自動計算試驗
結果， 附防塵套 1 850,000 850,000

廢棄物熱值分析
之必需之儀器，為
焚化爐操作及設
計之重要因子，熟
習此實驗項目可
使學生學以致
用。  

環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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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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流體注入自動分析裝置 

1.進樣器最少可裝 90 個樣
品 2.最少具 8 組輸送管之
蠕動幫浦 3.偵測通道含 1
組 6 孔或以上迴路定量閥
4.具與雙通道線上 UV 消
化能力及加熱裝置連結
功能 5.系統可進行 FIA、
SFA、iSFA 分析 6.具 RS232
介面 7.具控制軟體系統 8.
含 2 混合模塊及 2 除泡錐 

1 960,000 960,000 

應用於吸光度光
學分析法之自動
分析裝置，適用於
分析水中及土壤
中各種利用光學
分析法之物質，如
氨氮、硝酸鹽、亞
硝酸鹽、正磷酸
鹽、總磷等等大量
樣本數之分析用

環工系 

1. 本 預

算 僅 含

設 備 本

體，不包

含「雙通

道 UV 消

化 及 加

熱裝置」

設備，此

處 係 誤

植。 

2.該附

件預算

部份由

工學院

支應，此

部份規

格重複

填寫擬

刪除。 

51 超臨界萃取儀 
溫度控制:室溫至 150 度 C,可控
至 1 度 C,操作壓力:10,000 psi 1 1,286,448 1,286,448

教 學 與 研 究 -- 天
然物保養品成份
製備  

妝品系  

52 半乾式轉漬機 尺 寸 20*20cm ， SEMI-DRY 
BLOTTING SYSTEM 

2 34,604 69,208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3 電子本生燈 gasprofiL 2 30,000 60,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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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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製備型電泳 
1.Runn time ： 2-5min 
2.Material ： acrylic ， platinum 
3.Size：210*100*80mm 

4 15,750 63,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5 電泳照相設備 
1.Compact Digimage 2.System 
UVDI 1 64,000 64,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6 粉碎機 
1.尺寸 100*80*50cm 2.電壓：
220V 3.轉速：3600rpm 4.60Hz 
5.馬力 2HP 

1 60,000 60,000
提升生物技術實
驗設施  生技系  

57 
雙通道 UV 消化及加熱裝置 

至少達 1.雙通道線上 UV 消化
器，加熱溫度由室溫到+100  ℃
2.氨氮分析套件 3.硝酸鹽氮/
亞硝酸鹽氮分析套件  4.正磷
酸鹽/總磷分析套件。 1 250,000 250,000

應用於吸光度光
學分析法之自動
分析裝置，適用於
分析水中及土壤
中各種利用光學
分析法之物質，如
氨氮、硝酸鹽、亞
硝酸鹽、正磷酸
鹽、總磷等等大量
樣本數之分析用 

工程所  

58 拉曼光譜高分子資料庫 polymer data base 1 144,353 144,353

為 Renishaw 拉曼
光譜儀之附件,可
作樣品圖譜比對
分析 / 擴大拉曼
光譜儀之應用,使
樣品分析更廣泛

材科所  

59 靜電共軛紡絲部件 

共軛紡絲配件及進料系統，紡
嘴不鏽鋼共軛針頭，進料系統,
料筒容量 20ml,玻璃材質,推進
桿 前 進 速 度 <10mm/min, 左 右
移動速度 0~600mm/min 

1 289,352 289,352

建立學生高分子
材料加工成型實
作能力，並加強奈
米材料教學及研
究能量 / 強化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材科所  

60 靜電紡絲機 

尺 寸 : 小 於 1000x1000x1000 
mm, 重 量 <140kg, 輸 出 電 壓
0~50Kv 可調;傳動機構:左右移
動範圍<300mm,前後移動範圍
<200mm;接收電極:輸送帶式;
機器功能:PVA 或其他高分子,
纖維細度<0.4μm 

1 652,558 652,558

建立學生高分子
材料加工成型實
作能力，並加強奈
米材料教學及研
究能量 

高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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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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高真空熱蒸鍍膜系統 

1.可供尺寸 30*30cm 基板上形
成薄膜之熱阻式蒸鍍設備。2.
可溫控加熱至 200℃。3.壓力
12 小時內達 10 的負 6 次方 Torr
以下。 

1 1,030,080 1,030,080

金屬鍍膜技術為
國內產業大宗，市
場廣泛，人才需求
量大，為光電產業
中各產品重要製
程，也是光電系學
生必備之基本技
術。可供使用課
程：1.應用光學實
習課程 2.精密鑄
膜導電層 3.太陽
能板蒸鍍 4.光纖
元件薄膜 5.光電
半導體元件 6.玻
璃元件鍍膜 7.學
生專題製作  

光電系  

62 高溫爐 
可溫控加熱至 1000℃，爐式內
徑尺寸>=5cm 1 83,600 83,600

太陽能光電產業
為未來綠色能源
科 技 發 展 的 重
點，市場廣泛，人
才需求量大，可為
培育光電系學生
多元化之專業技
術。可供使用課
程：1.太陽能板蒸
鍍 2.學生專題製
作  

光電系  

63 裂片機 

玻璃尺寸 1~12 吋厚度
0.4~1.1mm，平台尺寸
>500*500mm 台面可 90 度迴
轉，裂片刀尺寸>520mm，位移
精度 0~300mm+-0.02mm，裂片
壓力可調，伺服馬達控制按鍵
位移。 

1 300,000 300,000 

提供學生平面顯

示器實習、專題製

作相關課程教學

使用 
提升學生平面顯示

器製作研發能力 

光電系 971030 

64 拉拔試驗儀 
植草拉力試驗,自動記錄器,電
子天平 1 250,000 250,000

提供流力實驗室
教學研究用  營科系  

65 便攜式寬頻地震儀 
三 軸 向 速 度 型 , 量 測 頻 寬
0.033~100,低雜訊並至少具備
有 140db 之動態範圍 

2 450,000 900,000 提供教學研究用 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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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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數位式厚度計 0.4"*10mm，解析度 0.01mm 1 15,000 15,000

品質管理和產品
品質檢驗等相關
課程教學使用；以
及學生末來參加
品質檢驗師證照
術科測驗時教學
實作使用。  

工管系  

67 抽真空幫浦組 1 馬力，含壓力錶、抽氣桶。 1 40,000 40,000
提供設計體、專題
設計使用。  商設系  

68 空氣壓縮機 靜音式，1/6HP 2 16,000 32,000
提供設計體、專題
設計使用。  商設系  

69 立體雕刻機 
外 觀 尺 寸 ：
669(W)x760(D)x554(H)mm ，
15,000rpm 高轉速主軸。 

1 400,000 400,000
1.3D 電腦人偶模
擬製作。2.公仔原
型製作。  

商設系  

70 電動紙型切割機 

外 部 尺 寸 ： 約
623×285×223mm，最大切割範
圍:375mm x50m，紙張輸入有
效寬度：A3 尺寸。 

1 30,000 30,000

1.3D 遊戲低構面
場景實體貼圖模
擬練習。2.包裝原
型製作。3.立體紙
模型。  

商設系  

71 無影罩 寬 100 公分＊高 120 公分 2 38,000 76,000
提供數位攝影基
礎、廣告攝影等課
程使用。  

商設系  

72 晶圓變溫量測機座 
0-250±0.01℃， 6”量測晶片面
積 1 470,000 470,000

晶圓變溫量測專
題製作  電子系  

73 多功能電源電錶 

電壓源、電流源、電壓表、電
流表四合一新型儀器，最大電
壓電流 0V/1.05A，10V/5A，輸
出電壓準位最小 5uV，電流準
位最小 500pA，量測電壓解析
度最小可到 1uV，電流解析度
最小可到 100pA, 最大功率：
50W，內建 IEEE-488 和 RS-232
介面，適用於 Diode，LED，
LD 元件測試，包括崩潰電壓，
漏電流，順向電壓，電阻，需
提供原廠授權書 ，提供免費教
育訓練，提供 IV 曲線量測軟
體 

1 369,000 369,000

1.提供專題課程
訓練學生實務操
作 2.提供學生參
與業界合作案測
試高電流元件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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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微波通訊模組 

Gunn 振盪器電源/Gunn 振盪
器、駐波比測量錶、功率計、
開槽管、熱敏電阻座、晶體檢
波器、定向耦合器、滑動螺旋
調諧器、匹配一負載、可變衰
減器、喇叭型天線、微波附件、
波導管支架、天線方位指示
器、放大器 

1 660,000 660,000 
高頻實務量測實
驗用，專題製作。 電子系 971130 

75 桌布整燙成型機 55*63*23cm，900W，110V 3 22,500 67,500
用於餐飲服務之
教學課程使用  觀休系  

76 咖啡杯保溫器 40*40*65cm，40 安培 3 11,000 33,000
餐飲調酒相關課
程使用  觀休系  

77 洗地機 108*45*96cm，33L(以上) 3 90,000 270,000
餐飲相關課程使
用  觀休系  

78 UPS 不斷電系統 
機架式 3000VA,在線式不斷電
系統 1 40,000 40,000

供 ERP 資料庫伺
服器使用  國企系  

79 投影布幕 電動式 120 吋，170cm*220cm
以上 1 14,112 14,112

L102 語言實習教
室設備充實師生
個 別 互 動 之 功
能，符合本系教學
特色之規劃  

國企系  

80 電動銀幕 120 吋有線無線遙控 1 20,000 2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1 數位攝錄放影機 1080i 格式(含)以上，含多功能
影音轉錄器。 2 139,000 278,000

提供數位剪接與
後 製 等 課 程 使
用，原使用一般小
型攝影機，配合進
階課程需採購專
業型攝影機，以增
進學習成效。  

商設系  

82 硬碟式錄放影機 容量：250G(含)以上 1 20,000 20,000
提供數位剪接與
後製等課程使用 商設系  

83 水中攝影機 
潛水深度至少 1.5 米，硬碟式
攝影機，含整套攝影機潛水用
外殼 

3 115,000 345,000
水上運動與相關
課程教學時使用 觀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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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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外拍閃燈 400 瓦 2 20,000 40,000
提供數位攝影基
礎、廣告攝影等課
程使用。  

商設系  

85 單槍投影機 XGA 3500ANSI 以上 1 85,000 85,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6 擴音器 300W(以上)含喇叭 1 40,000 40,000

基礎課程如會計
學、微積分與統計
學等上課教室，以
便利製作補救教
育教材。  

財金系  

87 混音擴大器 300W 1 39,100 39,100
T201 教室教學使
用，增加多媒體教
學成效  

通識中心  

 合     計 
 

344 25,43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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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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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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DVD/VCD/VO
D 片 168 3,500 588,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2            冊 35 3,500 122,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經管所 
97/7/31 前購

置 

3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工系 
97/7/31 前購

置 

4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97/7/31 前購
置 

5            冊 52 3,000 15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電子系 
97/7/31 前購
置 

6            冊 75 3,000 22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工管系 
97/7/31 前購
置 

7            冊 50 4,500 22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環工系 
97/7/31 前購
置 

8            冊 65 3,500 227,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企管系 
97/7/31 前購
置 

9            冊 45 3,500 157,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97/7/31 前購置 

10            冊 20 3,5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97/7/31 前購
置 

11            冊 25 3,340 83,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97/7/31 前購
置 

12            冊 35 3,0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97/7/31 前購
置 

13            冊 34 2,500 8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97/7/31 前購
置 

14            冊 17 1,892 32,164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97/7/31 前購
置 

15            冊 40 2,5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營科系 
97/7/31 前購
置 

16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97/7/31 前購
置 

17            冊 28 2,437 68,236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工程所 
97/7/31 前購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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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8       冊 200 5,750 1,15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19            冊 175 4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高材系 
97/7/31 前購
置 

20            冊 200 400 8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化材系 
97/7/31 前購
置 

21            冊 180 360 64,8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營科系 
97/7/31 前購
置 

22            冊 230 380 87,4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97/7/31 前購
置 

23            冊 230 380 87,4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企管系 
97/7/31 前購
置 

24            冊 200 400 8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97/7/31 前購
置 

25            冊 120 550 6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97/7/31 前購
置 

26            冊 200 5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97/7/31 前購
置 

27            冊 120 550 6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工系 
97/7/31 前購
置 

28            冊 220 380 83,6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97/7/31 前購
置 

29      
DVD/VCD/VO
D 片 100 3,500 35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97/7/31 前購
置 

30           
DVD/VCD/VO
D 片 63 3,500 220,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圖書館 

  

31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32            冊 30 3,500 10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經管所 
  

33            冊 30 2,500 75,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休系 
  

34            冊 30 3,450 103,5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35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36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高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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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請勾選)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7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資管系 
  

38            冊 30 3,0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電子系 
  

39            冊 100 600 6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光電系 
  

40            冊 175 400 7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觀光系 
  

41            冊 200 320 64,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生技系 
  

42            冊 200 320 64,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妝品系 
  

43            冊 200 380 7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財金系 
  

44            冊 200 380 76,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國企系 
  

45            冊 180 500 90,000 提供全校師生參考使用 商設系 
  

合    計    6,3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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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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擴音機 
200W 手拉式+CD+專用三
腳架 

2 45,000 9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2 主動式喇叭 需配合無線擴音機+專用
三腳架 

2 22,000 44,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3 12 吋二音路防刮烤漆輔助喇叭 

25-600watts(-10dB) ：
40Hz-20kHz ；
(+/-3dB)：65Hz-20kHz 

4 15,000 6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活動效果更

為精彩豐富，更改購置喇叭設

備 

4 速錄器 DVD 式 1 20,000 2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5 50 吋電漿顯示器 15000 對比+璧掛移動
式腳架 

2 110,000 22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6 吉他音箱 100W 2 30,000 60,000 舉辦活動使用 
(童軍社)  課指組  

7 雙 10 吋舞台前沿喇叭 
25-300watts 

96dB/1watt/1meter 
2 20,300 40,6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活動效果更

為精彩豐富，更改購置喇叭設

備，不足預算部分自優先序 8、

9 調整 

8 18 吋超低音喇叭 

25-400watts (-10dB) ：

50Hz-20kHz ；

(+/-3dB) ： 55Hz-20kHz 

96dB/1watt/1meter 

1 40,000 40,000
舉辦活動使用 
(學生會)  課指組 

辦理各項活動時使活動效果更

為精彩豐富，增購此喇叭設

備，尚餘 5000 元預算併入優先

序 7 

合  計 
 

16  5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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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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央實驗桌 
尺寸：180*150*80cm 耐酸鹼

及耐溫台面 
2 83,700 167,400

H401 航太
及複合材
料實驗室
工安設備 

高材系 
 

2 抽氣藥品櫃 
PP 材質、厚度 10mm、尺寸
1800W*600D*1800Hmm 、 排
風口:4'*2 

1 157,445 157,445

貯存藥
品，保持其
純度與性
質提升教
學品質與
維護工安  

環工系 

 

       

         

         

合   計 3  32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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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究：獎助教師申請民間產學計畫，以及補助專任教師進行校內

專題研究計畫案。 2,920,000
 

2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習：獎助教師參加與本職學能有關之研習（研討會），增進教

師研究及教學能力。 1,500,000
 

3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進修：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及第二專長碩士學位（學分班），

以改善本校整體師資結構。 785,000
 

4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著作：獎助教師發表學術研究成果，包括：國內外著名期刊論文、

學術性專書、專利等。 2,900,000
 

5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獎助教師研究，以升等方式取得更高教師資格，校級

升等外審費由學校全額負擔，一次逕送三人，採嚴格審查。 540,000
 

6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改進教學：補助各系召開改進教學研討會、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

心辦理跨校性的學術活動；獎助教師教材於教育部競賽績優者。
650,000

預計舉辦 4 場跨校性的學

術活動。 

7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鼓勵教師配合課程需要，有效將教學方法

與教材組織，及製作多種教學器材，進而達到課程全盤完善的整

合，提昇教學績效，藉由表揚獎助教學優良教師作法達成。 
800,000

預計表揚 16 位教學優良教

師。 

8 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551,466
副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9 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373,875
副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0 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1,039,898
助理教授 2 人，97 年 1 月

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1 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691,600
助理教授 2 人，97 年 8 月

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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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2 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786,633
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3 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469,200
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4 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698,743
副教授 1 人，97 年 1 月至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5 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417,475
副教授 1 人，97 年 8 月至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6 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2,980,530
助理教授 5 人，97 年 1 月

7 月本薪及研究費。 

17 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1,777,500
助理教授 5 人，97 年 8 月

12 月本薪及研究費。 

18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提昇行政人員知識與技能，舉辦綜合性需求之教育訓練 484,882

 

19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

關經費 
提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功能，並外聘社團專業指導老師 363,000

 

合        計 20,72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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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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88 

高頻細胞均質機 

操作樣品容量 0.25～

250ml、輸出功率：400W，

變能器 L180×φ60 mm，不

需氣冷效率達 90％、輸出

頻率：20KHz，不需調頻、

尺 寸 ： W190 × D430 ×

H230mm、溫度（℃/℉）

選項功能，可至 100℃、

10％～100％可調式振幅

設計，微量探頭可使用至

70％、防水按鍵式薄膜面

板、獨立之停機及暫停按

鍵，含兩支不同容量之攪

拌棒附件及隔音箱。 

1 313,894 313,894 微生物、藻類

及廢水生物處

理之活性污泥

組成成份分析

之前處理用粉

碎裝置 

環工系 

標 餘 款

增 購 項

目 ( 台 技

(三)字第

09702373

71 號) 

89 

任意波型產生器 

頻寬: ≧ 20MHz，產生波

形型態: 正弦波、方波、

斜波、三角波、脈衝波

形、雜訊和直流波形 ，-

正弦波: 頻率範圍 : 1μ

Hz~20MHz；-方波:   頻

率範圍 : 1μHz~20MHz，

上升時間/ 下降時間 : 

≦ 13ns，Overshoot: ≦ 

2%；-斜波、三角波: 頻

率 範 圍  : 1 μ

1 69,291 69,291 

擬用於「通訊

原理與實習」

課程之通訊信

號處理之教學

展示，加強學

生對系統各項

功能之實務及

波形、頻譜等

變化之瞭解 

電子系 

標餘款

增購項

目(台技

(三)字第

09702373

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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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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z~200kHz；-脈衝波形: 

頻 率 範 圍  : 500 μ

Hz~5MHz ， Jitter(RMS): 

≦ 300ps + 0.1ppm of 

period，Pulse Width: 20 

ns minimum, 10 ns 

resolution ， Variable 

Edge Time: 13 ns ~ 100 

ns，Overshoot: ≦ 2%；

- 雜訊 :  頻寬  : ≧ 

9MHz；- 直流(任意)波

形 : 頻率範圍 : 1μ

Hz~6MHz，解析度 : 14 位

元，取樣率 : ≧ 50 

MSa/s，波形長度: 64000 

點，相位雜訊 ( 10KHz 

offset): 

-115dBc/Hz(含)更小 

90 

雙輸出電源供應器 

提供一台雙輸出電源供

應器，提供兩組電壓電流

輸出，提供 0 to 15V/7A, 

與 0 to 30V/4A 兩種電壓

電 流 輸 出 ， Load 

regulation ≦0.01% +2 

mV@ C.V. model; ≦

0.02% +250uA@ C.C 

model ， Ripple and 

1 83,860 83,860 

擬用於「通訊

原理與實習」

課程之通訊信

號處理之教學

展示，加強學

生對系統各項

功能之實務及

波形、頻譜等

變化之瞭解 

電子系 

標餘款

增購項

目(台技

(三)字第

09702373

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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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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ise: ≦350u Vrms，DC 

power supply. Single 

output, dual 

range:0-15V, 7A; 

0-30V, 4A 105/120W. 

GPIB 

91 

電路板雕刻機 

1. 主軸馬達轉速：≧

42000 RPM 

2.加工面幅(X/Y)：≧

229mm*305mm 

3. 最小導線寬度：≦

0.1mm 

4. 最小絕緣間距：≦

0.1mm 

5.解析度：≦7.5μm (0.3 

mil) 

6. 重 複 定 位 精 度 ： ±

0.005mm(±0.2mil) 

7.換刀方式：半自動快速

換刀 

8.最快鑽孔能力：≧每分

鐘 90 孔 

9.最大雕刻（移動）速

度：≧每秒 50mm 

1 400,000 400,000 

1 微波工程實

務。2. 提升教

學與研究品質

電子系 

標 餘 款

增 購 項

目 ( 台 技

(三)字第

09702373

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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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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銲接工具組 

1.恆溫烙鐵(輸出功率

30W) 

‧操作溫度：520℃，適

用電壓：110V 

‧絕緣電阻(500 V DC)：

Over 100MΩ) 

2. 桌 上 型 鑽 孔 機 ( 動

力 :1Hp/3Ph, 迴 轉

速 :3440rpm/60Hz, 淨

重:70 公斤以下,)  

3.銲接電路放大鏡(倍數 

4X 鏡面直徑 45mm,), 

4. 自動送錫 / 剖錫系

統(送錫時間 (Auto Mode 

時) 0 ~ 7 秒  

送錫速度 (Auto Mode 

時) 4.5 ~ 26 mm /秒(送

錫量 0 ~ 182 mm ) 

5.焊嘴清潔器(含助焊

錫，不需使用水的清潔器 

清潔時，焊嘴的溫度下降

縮小), 

6. 虎 口 鋏  ( 厚  度 ：

17m/m, 管 束 ： 1/2" 、 

3/4"、1") 

 

1 37,340 37,340 

1 微波工程實

務。2. 提升教

學 與 研 究 品

質。 

電子系 

標 餘 款

增 購 項

目 ( 台 技

(三)字第

09702373

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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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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主動式 RFID 監控系統 433MHz 主動式 RFID 讀

取器 

802.11a 基地台 

主動式 RFID 標籤 30 個 

RFID 讀取器之控制軟體 

資料蒐集示範軟體  

數位攝影監視器以及控

制軟體 

12V 汽車急救電池 

15W, 12V 太陽能電板 

1 250,000 250,000 

利用無線網路

傳遞 RFID 監

控現場的資訊

資管系 

標 餘 款

增 購 項

目 ( 台 技

(三)字第

09702373

71 號) 

94 
液相層析儀 1.LC10AT Pump ( 沖堤液

流速 0.1~5ml/min) 

2.ABI 783A Detector (UV

偵測範圍: 200~400nm) 

3.7725 Injector: (樣品

注射體積 5ul~100ul) 

1 250,000 250,000 

提升學生儀器

分 析 教 學 品

質，與實務專

題製作用 

化材系 標 餘 款

增 購 項

目 ( 台 技

(三)字第

09702373

71 號) 

 
合計  7  1,40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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