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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帶給學習和教學過程極其深刻的變化，如何以動態且開放式

的新思維方式來設計教學過程是本校每位教師的心願和職責，一支粉筆、一本教材的封

閉課堂教學模式已很難適應教學教改發展的需要。如何因地制宜的充分利用學校現有

軟、硬體教學資源，大力發展資訊技術輔助教學，在各學科教學中廣泛應用是本校最重

要之工作，也是一年來進展最快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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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就本校目前現有之軟、硬體資源，分為師資、圖書、及電腦教學設備依序作明確

說明： 

（一）師資結構：本校依據各系所規劃之專業課程及跨系院之學程聘請專業教師，

健全師資陣容；除積極引進具博士學位及豐富的產業經驗人才外，並鼓勵資

深專業教師升等，達成具實務與理論相輔相成的師資結構規劃目標。 

1.現有師資結構 

目前計有專任教師(含教官)269位，各等級教師分列於下表一。 

表一 94學年度師資及支援人力狀況表 

94學年度 

等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其他 合計 
師資

狀況 
專任 

人數 18 52 101 87 11  269 

職 員  技術人員  

97 17 

技 工 工 友 其 他 

專任支援人力  

合計(人數)：157 
1 3 39 

2.師資結構規劃 

除專任教師258位與教官11位外，本校配合產業需求，聘用業界專家來校授

課，計有兼任教師396位。本校積極增聘相關師資，以改善師資結構，降低

生師比。為配合各學系之發展，及精緻小班教學之需求，未來師資的規劃目

標如下： 

(1) 增聘各學系相關師資。 

(2) 均衡國內外背景師資。 

(3) 均衡各學系領域師資。 

(4) 增聘新興學術領域專長之教師。 

(5) 鼓勵現任講師進修博士學位，專業師資進修及充實業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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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職等比例與生師比 

目前258位專任教師之職等比例，教授18人（7﹪）、副教授52人（20.2﹪）、
助理教授101人（39.1﹪）、講師87人（33.7﹪）。 
學生共10,539人(未含加權)，全校生師比為31.11:1，日間生師比為20.7:1，助

理教授以上之師資比為66%。 

4.專任教師之博士學位比例 

目前258位專任教師中獲有博士學位者計有151人，比例為58.5﹪；碩士學

位者103人，占40%，其他4人占1.5%。 

5.專任教師之背景、專長與授課之相關性 

本校屬於技職體系，對於教師遴選，除強調新任教師之學術專長外，並考量
其工作經驗及實務背景，亦特別著重其群體合作與人格品德之修為。目前專
任教師的授課皆能與其學術專長互相配合，而對於兼任教師之聘任與授課則
以政府財經官員及業界實務人士為主，以期藉由其實務經驗，擴大學生的視
野與認知領域，提早培養業界所需技能。 

6.相關規定及辦法 
專任教師排課每週以四天為原則，各系專任教師授課之超鐘點為日間部每週
至多可超四個鐘點，日夜合併每週至多以八個鐘點為限（一級主管及系所主
管四個鐘點、二級主管八個鐘點），惟教授週末專班者，得再多超二個鐘點。 

（二）圖書資源 

1.組織編制與職掌 
目前圖書館編制為館長一人;下設三組(採訪編目組組長一人，組員三人；典
藏閱覽組組長一人，組員二人，約聘夜間館員一人；資訊服務組組長一人，
組員一人，約聘館員一人，全館工作人員總數為12人)，另有計時工讀生員
額約80人。圖書館組織架構圖及各組職掌詳述如下圖： 

 

 

 

 

 

 

2.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佈資料表 

大學圖書館之宗旨即以支援師生教學研究之需求為目的，故在館藏的發展上

以滿足其需求為出發點，期能在第一時間提供師生即時且新穎的資訊。為因

圖書館 

採訪編目組 典藏閱覽組（含參考） 資訊服務組（含視聽） 

圖書委員會 

l 中、西文圖書資料採編 
l 連續性出版品(含中、西
文期刊、學報、報紙及校
訊)採編 

l 電子資源之徵集及採訪 
l 受贈書刊處理 
l 校史及特殊館藏資料收
集與管理 

l 公文收發及郵務作業 

l 圖書流通服務 
l 參考諮詢服務 
l 典藏資料維護與管理 
l 館舍環境維護與管理 
l 電子資料庫管理及推廣 
l 圖書館利用教育 
l 館際合作服務 
l 工讀生管理 

l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規劃、
評估與維護 

l 伺服器建置、管理維護 
l 館內網路規劃、建置及調
整 

l 圖書館網頁製作與維護 
l 公用電腦設備管理 
l 多媒體服務中心的管理  
l 電子書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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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資訊爆炸時代的來臨，圖書館所扮演角色亦趨重要，如何滿足讀者的需

求，發揮圖書館的功能，是現階段本館的重要的課題。因此，除蒐集各學科

領域方面主題的圖書資料外，其他不同媒體之資源，如電子書、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等都是蒐藏的重點，有充實的館藏資源外，讀者如何利用館藏資

源，並提供更多元方式館藏檢索，更是圖書館的服務重點，故透過教育訓練、

推廣宣傳等方式配合，方可發揮圖書館的功能。 

再者，本校圖書館為瞭解各個不同讀者之興趣及需要，開放讀者網路薦購的

管道，希望透過此方式讓讀者反映其需求，而圖書館將配合儘量購入其薦購

圖書。不僅如此，平時亦主動蒐集國內外新出版訊息，供師生選擇圖書、掌

握出版新知。圖書館站在第一線為讀者蒐集新書、新知，並採購入館供讀者

使用，至九十四學年度圖書館計有中文圖書212,036冊，西文圖書40,541冊，

電子書可用館藏42,053冊，且每月持續增加中，請參酌表二列示94學年度圖

書館館藏明細。 

3.電子資源 

圖書館為提昇及便利全校師生學術研究，特購置電子期刊整合系統，將圖書

館採購之電子資料庫中，屬於西文期刊全文資料部分，彙集於系統中。全校

師生可經由西文期刊之刊名、出版商/代理公司、ISSN或不限欄位等，於線上

查詢檢索所需之西文期刊全文資料。至94學年度，電子期刊整合系統共計提

供涵蓋 34個資料庫中西文期刊全文資料，全校師生不限系所，皆可於校園

網域或校外連線設定後，進行線上查詢檢索。 

4.視聽媒體 

為豐富館藏資料類型，充實教學與生活知識輔助教材，視聽室每年持續增購

視聽媒體，包括有錄音帶、錄影帶與光碟片。 

5.多媒體中心館藏區建置案及視聽資料開架式流通服務 

為使本館視聽資料於5年內有足夠的存放空間，同時也提供讀者開架式借閱

視聽資料的服務。 

（1）增加視聽資料的館藏的存放空間，約達50,000冊的館藏容量。 

（2）目前視聽資料的館藏量約有6,500件，已採開架式服務供讀者自行選取
VCD或DVD借閱。 

（3）視聽資料上架前均安裝保護盒及無線射頻標籤(Radio Frequency Tag；RF 
Tag)後才上架，讀者在自行選取欲借出的視聽資料後，可以到視聽服務
台辦理借閱手續。 

 

表二  94學年度圖書館館藏明細   

圖書收藏冊數 冊數 非書資料 數量 

一、中文圖書 計 212,036 一、電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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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類 7,730 光碟及線上資料庫 (種) 34 

                 哲學類 18,368 電子書                      (冊) 42,053 

                 宗教類 7,936     

                 自然科學類 19,036 二、微縮影片   

                 應用科學類 37,851 單片 (片) 0 

                 社會科學類 40,623 捲片 (捲) 0 

                 史地類(含世界史地類) 17,856     

                 語文類 47,349 三、視聽資料 (件) 9,976 

                 美術類 15,287 現期書報 種類 

二、外文圖書 計 40,541 1.報紙 (種) 25 

圖書館服務 數量  2.期刊     

1.圖書閱覽座位數 500 中、日文 (種) 1,111 

2.上學年借書(含視聽資料

及其他館藏)人次 
93,436 西文         (種) 610 

3.上學年圖書(含視聽資料

及其他館藏)借閱冊數 
277,004 電子期刊 (種) 145 

4.上學年線上及光碟資料

庫(含電子書及電子期

刊)檢索人次 

14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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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教學設備與網路基礎建設 

本校在現有的電腦網路硬體基礎上，積極的加強軟體的建設和強化硬體設備

的利用率取得很好的效果。 

1.電腦設備 

 目前電算中心計有七間電腦教室，共432台桌上型電腦，一間開放學生自

由上機使用外，其餘六間提供學校教學使用。於93年7月購置LabCommander

廣播教學軟體，藉以強化教學品質，並輔以Ghost企業網路軟體自動化派

送系統，增強軟體遭破壞迅速修復能力，提昇教學之多樣性與便利性，而

94學年度則汰換更新原Pentium III 733 MHz主機共192台。 

電腦教室除了支援學校資訊基礎課程，也提供各院(系、所)專業課程上機實

習課借用，學生日常上機需求外，並協助全體師生、學生社團教學活動及

校外廠商辦活動借用。 

電腦教室規格數量明細表 

地  點 電 腦 規 格  
數

量 
實 景 

圖資B1 

LB111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4  2.4 GHz 

Ram ： 256 Mb 

HDD： 80 GB 

OS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XP 專業版 

69 

 

圖資B2 

教室 

(一)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4 3.2GHz 

Ram ： 1 Gb 

HDD： 160 GB 

OS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XP 專業版 

65 

 

圖資B2 

教室 

(二)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4 3.2GHz 

Ram ： 512 MB 

HDD： 160 GB 

OS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XP 專業版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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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B2 

教室 

(三)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4 3.2GHz 

Ram ： 1 Gb 

HDD： 160 GB 

OS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XP 專業版 

55 

 

圖資B2 

教室 

(四)  

ACER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Ⅳ 3.0GHz 

Ram ： 512 Mb 

HDD： 120 GB 

OS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oftware ： MS Office XP 專業

版 

67 

 

圖資B2 

教室 

(五)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4 3.2GHz 

Ram ： 1 Gb 

HDD： 160 GB 

OS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XP 專業版 

52 

 

圖資B2 

教室 

(六)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4 3.2GHz 

Ram ： 512 MB 

HDD： 160 GB 

OS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XP 專業版 

53 

 

資源利

用指導

教室  

LB208 

  

IBM NetVista A30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Ⅳ 3.0GHz 

Ram ： 256 Mb 

HDD： 80 GB 

OS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 ：Office XP 專業版 

40 

 

  

2.網路基礎建設 

校園網路骨幹採用 Gigabit Ethernet超高速交換器及光纖傳輸技術來架設。

建立光纖架構對學校而言是一大筆投資，因為它需要特殊的交換器及纜

線，且光纖所帶來的益處可以克服成本的支付，原因就在於光纖對電磁干

擾、封包窺竊及訊號衰減等有高度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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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校園網路骨幹分為Gigabit WAN、Gigabit Backbone、Gigabit Edge及Fast 

Ethernet。Gigabit WAN端為Foundry FastIron 2402SE與中山大學Cisco 6509

以FTTB方式連線、並進行流量統計作業；而Alteon 184e Layer 4 Switch負

責將網頁流量導入到Hardware Proxy上以節省頻寬。Gigabit Backbone端以

兩顆Foundry NetIron 1500為核心，主要做為全校Routing交換，並搭配VRRP

備援機制，以達成校園網路24*7的服務品質。除此外部分大型服務(如ftp、

webtv等)也直接以 Gigabit介面連接。而 Gigabit Edge端分別由 Foundry 

FastIron 3208/4802及BigIron4000負責，主要用途為NAT及第一線抵擋異常

攻擊的設備。Fast Ethernet端為cisco/dlink/lantech/3com等Layer2網管型交換

器，做為使用者與網路連接的介面。 

目前本校分配到的IP數共有20個Class C(210.71.4.0/24~210.71.23.0/24)，宿

舍網路、電腦教室等都需以NAT技術將虛擬IP轉換為實體IP。目前將NAT

分散至各棟大樓Edge Router進行處理，而校內不做NAT以方便管理。但依

舊會有虛擬IP發動攻擊，造成該大樓Edge Router癱瘓。目前網路設備多為

Software base NAT轉換機制，但無法有效遏止瞬間大量攻擊。而ASIC base

的設備價位太高。在未來要有效解決這個問題，除了購入ASIC base的NAT

設備、改善使用者的習慣外，也同時考慮IPv6 tunnel的可行性。 

配合教育部新世代網路、TWAREA、Grid、VoIP、IPv6、10Gbps等相關技術

發展，未來網路基礎建設將持續進行更新昇級作業，在下一代校園網路骨

幹中，將全力與Gigabit Ethernet、IPv6與網路安全為主要推動方向，以帶來

更方便、安全的網路環境。 

樹德科技大學網路邏輯架構圖

BigIron 4000F OU N DR Y
N ETW OR KS

ServerIronXLF OU N DR YN ETW OR 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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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5

16

9

10

11

12

Console

P o w e r

F D X

1 0 0Link/ActF D X1 0 0

Link/Act

FDX

100Link/Act FDX100

Link/Act

MODE

STACKSPEEDDUPLXSTATMASTRRPSSYST

Catalyst 3750 S E R I E S

12 3 4 56 7 8 91 0 1 1 121X

2X

1 1 X

1 2 X

1314 15 16 1718 19 20 2122 23 2413X

14X

23X

24X

1 2 3 4

 

（1）校內主幹頻寬為1Gbps線路。 

（2）對外網路頻寬連結區網中心已經提昇為1Gbps線路，目前使用

300Mbps。另有ADSL線路 Download 1.5Mbps X4及Upload 384Kbps X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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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位講桌及數位倉儲 

為提昇教學成效，改善教室環境，除教室之燈光、空調外，94年度更斥資   

800餘萬元，全面裝設數位講桌，將電腦、網路、單槍投影機、錄音及擴音

設備? 集於數位講桌內；教師上課不必攜帶任何課本及設備，直接上網即

可授課，老師學生於課後可利用數位倉儲進行討論、測驗、繳交報告及輔

導，可收最佳且教學輔助之效，數位講桌及數位倉儲系統概述如下： 

(1) 數位講桌：94學年度起，於每間普通教室建置數位講桌，藉由數位講

桌功能，期能提昇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可控管單槍投影機等相關設

備，效益如下： 

(a)有效降低借用設備次數與往返時間 

於各教室裝設專屬液晶投影機，結合數位講桌之電腦，使教師及學

生於課程進行時，可即時進行教學簡報或多媒體教學，不需再於課

程開始前借用單槍與筆記型電腦，降低各院系辦公室配置人力負責

教學器材借用之負擔。 

(b)減少各項設備安裝與調整時間 

數位講桌與液晶單槍投影機已完成連結裝設，不需外接傳輸線及電源

線，若需調整設定，僅需以遙控器進行即可，可減少安裝時間。數位

講桌皆已統一整理於金屬軟管中，避免前方地面電源線、傳輸線等多

種線路紊亂，提高行走時的安全，也可保護設備線路，避免因線路問

題當機、斷電等情形。 

 

(c)降低因頻繁拆裝移動式教學設備產生之設備故障 

配置講桌與液晶單槍投影機為每一教室之基礎設施，並依卡片管理使

用，教學使用時僅需插卡。使用完畢時完成關機程序即可退卡。課程

開始與結束都不需裝設或拆除，可避免設備於搬運過程中，可能造成



 9 

的損壞。 

(d)便利教師進行教學及教學多樣化 

教師可以網路下載教學資料或展示說明，並可用光碟片直接放入，或

以隨身碟或記憶卡即插即用，如此在課程進行中即可隨時播放輔助教

學資料。 

 

 
(2)數位倉儲 

(a)本數位倉儲自本年94年09月開始推動，目前已內建全校教師（專、

兼任）及學生之帳號共(教師：804，學生：11659），教師及學生可自

行啟用，目前教師啟用使用者人數為 737人，啟用率約為 91.67％，

推動成效尚稱良好。 

(b)推動教師數位倉儲活動自94年9月至10月共舉辦三次教師說明會，

皆因非強迫性質且教師課業忙碌故出席人數都是30-40人左右。 

(c)平時皆利用電子郵件方式回答教師與學生在使用上的各種問題。 

(d)利用本校訊息平台發送多次訊息以推動使用，發送內容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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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二、校務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一)、 校務發展之方向 
由於台灣加入WTO後，於面對國際競爭壓力下，社會產業結構之轉變，價

值觀多元化之衝擊，教育環境亦面臨國內外市場之激烈競爭，及教育經費日

漸緊縮之困境，使得樹德科大在此扮演人才培育的教育機構，亦必須將此以

知識經濟發展為主軸的世紀，於兼顧普及教育之同時，並以建立教育特色，

符合多元之需求，以及推廣終身教育之規劃，進行新的思考模式、採新管理

機制，建立新文化價值觀念、以形成新大學文化、以確實發揮大學功能及其

社會價值。 

本校第二任校長朱元祥博士於93年1月2日接任以來，即對學校未來發展規

劃為以人文精神為根基，以科技發展為導向，以藝術展現為特色等為其治校

理念；並運用學校的獨特性，積極與國外大學名校互補合作，以落實「學術、

知性、快樂、希望」的校訓。並將本校定位為具有研究能力的教學型大學，

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大學教育之三大任務為教學、研究、服務，而技職

教育其回歸之本質更應著重於教學方面，能全力提供予學生發展良好之學習

態度與培育專業技職能力之場域，並協助學生成為具備獨立思考、問題解

決、及溝通協調能力，使學生能有科技與人文素養兼容並蓄之內涵，故本校

期能對學生在專業能力之孕育外，並能使其對社會人文關懷及品德修習上有

所成效，而個個均成為可用之才，符合各行各業之需求。 

面對多元開放的社會，提高競爭力為「物競天擇」之生存條件，尤其在政府

開放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的數量限制之後，本校所面對之生存挑戰，須進行

以下列三項目標，以取得競爭優勢： 

1. 建立特色 
本校要成為一所小而大的專業學府，不論在制度上、教學上或生活管理上

要成為國內最好的科技大學之一。在因應產業結構之改變，社會人力需求

亦由傳統之製造業而轉變為以專業知識與技術為核心的服務業，其中亦含

括高產值之文化創意產業之人才需求。本校目前之系所即以此勞動市場需

求人才為主要之規劃執行，建立特色系所規劃、教學創新、讓師生共同營

造一個自主開放的環境，並能在最樂的「希望」工程中，皆能於有目標、

有理想中生活與學習。 

2. 業界認同 
技職教育之功能在於能培養出具備職場要求之人力，因此基於此原則本校

對於學生之畢業要求亦會因應產業別而制定不同之學習目標，即是本校之

學生經由在校期間的學習訓練於畢業後進入就業市場時，都要能達到業界

可以接受的最低要求，培養畢業生能在初到業界前3-6個月的在職訓練後

即可上線獨立作業。因此也規劃了相關證照之輔導課程、生涯發展諮詢課

程、人際互動學習等，以使學生除專業課程之加強外，亦可強化其職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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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及自我發展規劃管理等職場潛在需求職能，而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3. 品質保證 
由於學習成果呈現較難量化，而教育之 TQM、零缺點之執行亦無法標準

化之故，因此對於畢業生之品質保證，係施行校內教學之自我要求保證，

即對本校的學生畢業後，進入就業市場後仍無法勝任工作者，學校將邀請

學生回校，利用在職班、推廣班給予補強教育，不收學費只收雜費，協助

學生重新就業，創造品質保證之聲譽。 

(二)、 校務發展之執行 
適用於百年大業的教育規劃需要分段式，一點一滴地完成，而非一口氣完成

即結束，因此在以循環成長之過程裡，應特別重視遞迴的重點。現代e時代，

特別重視資料、資訊、知識及智能之遞迴，事實上，第三波資訊革命後幾年，

學術界早就把資料、資訊提昇到知識及智能的層次。因此，在這個巨變的時

代，如何靈活運用知識及智能進而將它們轉換成最有競爭力的資源實為我們

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契機。 

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之各項內容均以教學及行政系統此二大系統以整體配合

共同規劃執行之，各計畫均有特定目標以供執行，並於本校之 MBO系統及 

財務系統中予以控管其執行完成程度，期能達到確實執行並能作為提供評估

檢討之依據。 

「樹德」為一所以科技為主軸之綜合大學，而科技是「有效的行為」，「學術、

知性、快樂、希望」應透過科技而實現，也因科技具有高度的變化性，因此

本校之長期規劃乃以「現狀、目標、經營」之互動為發展策略，期能徹底落

實本校發展宗旨。 

1. 策略 
以螺旋式循環成長策略，規劃為一所多元、整合、開放、自重及自律性的

學府，以「學術、知性、快樂、希望」反映師生之人生價值。 

2. 行動方案 
在面對多元開放的社會，以「建立特色」、「提昇就業率」及「追求卓越」

為重點，並作為本校長期發展的目標與努力方向： 

(1)建立特色：祈能成為一個全國性且具有完整規劃的專業學府，不論                                      

在校園文化、學校制度、教學或生活管理上都成為台灣地區最好的選擇

之一。 

(2)提昇就業率：訂定教學指標及生活指標 

(a) 教學指標：達到業界可以接受的最低要求。畢業生進入業界，經三

至六個月的在職訓練後即可上線工作。 

(b) 生活指標：強化業界無法在短時間內培養的人文素養：如人際（兩

性）關係、團隊精神、人性素養（人文、藝術），等，除通識課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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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教方式培育學生人文素養。 

(c) 追求卓越：養成學生終生學習的態度，培養學生追求終生成長的理

想，師生共同追求卓越，隨時利用在職班、推廣班補強畢業生工作

之不足。 

3. 重點目標 
本校組織架構依行政與教學兩大系統分類。為達成整體性的特色，學校作

整體的規劃，經由辦學治校理念，凝聚共識，透過共同願景，規劃與發展，

最後將抽象理念具體的落實，為十項重點目標。 

優點：能建立整體性之目標，重點目標? 述如下： 

(1)理念的形成與目標的建立 

樹德的教育工作以反映人生價值為理念。知性價值的真，希望向上的

善，快樂心靈的美，融合真、善、美的學術追求為落實的重要目標。

首先在相信教師是具有專業與自律能力，於尊重學術自由的情境下，

以前瞻性，宏觀性及整體性的發展理念與共同願景，配合學校屬性，

以培養實用、優秀的科技與管理人才為優先。 

(2)學校文化、制度的塑造與行銷 

校園文化與制度的塑造需要時間的累積。高雄市樹德家商為貫徹積極

的辦學理念與務實精神，暢通技職教育體系之升級而籌辦「樹德科技

大學」，本校努力行銷的文化制度是「發揮光榮歷史，開創卓越未來」。

為延續原有良善的文化制度，從校園的規劃到學校的大門乃至學生的

服裝、師生的互動、通識教育中的文化融合等，由大處著眼並於小處

著手，在此文化情境下本校建立達此校訓目標的相關制度，此等制度

具全校廣泛接受性，使得校務執行上處於共融共處與和諧的氣氛，使

樹德科技大學全體師生皆能落實學術、知性、快樂、希望的校訓。具

體的說，透過校門及樹德校園當為精神堡疊，並以系服、刊物、師生

互動等諦造內部形象，進一步以開放的校園，鼓勵參與社區事務及活

動，並透過地方社團組織加深外界對學校文化形象的認識，將校徽色

系、造型及整體涵義很自然地融入師生的生活中。 

(3)學校特色與特質的建立 

透過不斷地評估外在環境趨勢，時時分析內在成效的優勢和劣勢，找

出外在環境的機會與相對威脅，發展組織內在優勢特點，隨時學習調

整，適應內外環境的激烈衝擊，以強化學校中長程發展的調適能力，

隨時回饋修正學校內在成效的缺失，達成學校永續經營及螺旋式的組

織成長。本校除加強競爭優勢之素質外，以e 化、國際化、及強化回

流教育等為發展重點。 

(4)學校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的得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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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的學校必須以經濟功能為基礎，對內而言，做好科技整合

與共用資源，對外則參與產學與校際合作。就社會功能而言，積極參

與大高雄社區的社會活動，協助社區總體營運的落實。經濟功能與社

會功能相互調和，突顯非營利組織的特色。在設立院、系所之際，反

應地方的需要與國家的需要。為積極兼顧學校經濟與社會功能，對內

以提高教學品質為優先；對外以建立具有科技特色的大學為基礎，服

務社會，獲取學校之經濟助益。  

(5)學校設備資訊的分配與共用 

整合教學的努力是整體規劃的重點之一。學校資源有限，行政與教學

單位密切配合是努力的重點。透過創新育成中心、推廣教育中心達成

行政與教學單位的相互協商與共識，類似教育部整合科技教育的參 

與，達成院、系所間資源的整合與應用。管理、設計、資訊、應用社

會及通識教育等五個學院，密切合作互補和共享資源，更積極參與教

育部等單位所舉辦之整合科技教育，朝向跨院與跨校分享資源的方向

發展。 

(6)顯著課程與潛在課程的整合 

校園文化及各種課外活動皆是效用無窮的潛在課程。學校除重視專業

科技與管理能力外，關心校園氣氛與文化，提倡社團活動，重視地方

需求，潛在課程的實現，透過社團活動，及科技方法來達成。社團活

動是潛在學習的團隊，將學生從參與社團，參加服務性及學術性的活

動中，延伸課程的學習。學務處善用學校人力資源，規劃社團活動，

發揮潛在課程與顯著課程整合之功能。此外，為因應國際化的趨勢，

將持續加強國際化的相關課程並增聘外籍教師，與國外建立姐妹學 

校，進行互動，加強學校國際化的潛在課程。 

(7)學校科技專業與人文通識的融合 

樹德科技大學，除科技專業外，必須增加人文的關懷與素養。為達成

科技與人文通識融合，把人文部份擴大為人文通識及生活通識，以便

在學習及生活中，很自然的達成科技與人文的結合。本校將通識教育

中心提升為通識教育學院，通識教育師資的聘請質量並重，而通識課

程教材的編訂也成為努力的目標之一，同時，藉由人性化（Humanity）、

社會化（Society）、科技化（Technology）之合一，凝聚科技與人文的共

識，促使學校發展成為一科技文化園地。  

(8)教學、研究、企業、研發與訓練實務的配合 

樹德科技大學以教學為主，老師除了有相當的學識外，還有豐富的實

務工作經驗，以教育出契合產業界需要的人才，並與產業作密切的交

流為目標。本校技術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及各學院間的密切配

合，是本校努力的重點。在獎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方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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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遺餘力，此外亦積極參與教育部有關「製商整合科技教育」的推

行，以及經濟部等相關機關的產學合作方案。 

(9)學校推廣教育與終生教育生涯發展的整合 

落實推廣教育，為本校開拓教育版圖奠定基礎。而「終身學習，百年

樹德」更是本校所秉持之理念。樹德畢業生是終身追求卓越的「樹德」

人。 

(10)學校財務籌募與建校基金的運用 

本校財務之籌募興建學校基金之運用，以達成下列三大競爭優勢為目

標： 

(a)優於其他學校的教學品質，研究品質及服務品質。 

(b)高營運效益、效率與低成本控制。 

(c)提供具競爭價格之服務。 

4. 行政及教學單位之配合 

整體規劃之學校藍圖，依賴全校行政及教學單位之合作及分工而落實，以

下為其之構面： 

(1)理念與目標方面： 

校務發展委員會會同教學及行政單位共同發展，修訂與評估。經由校務 

會議取得共識。 

(2)基礎建設方面： 

                  各子項由相關教學及行政單位就各自的權責範圍提供建議，經校務發

展委員會統籌規劃後，分別執行、評估並檢討。 

(3)校內績效之提升方面： 

         校內績效之提升，最後雖表現在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教師之研究成果 

上，行政單位之統籌、協助及配合方能臻於高境。這一思考向度更必須

以基礎建設為碁石，同時投入最多的資源，全校同心協力方可成功。 

(4)校外信賴指標方面： 

一致的建校理念，良好的基礎建設，校內績效的提升是校外信賴指標

的泉源，各教學及行政單位以上三項轉化為校外的信賴指標。 

優點：行政及教學單位依共同之願景可以合作無間。 

(三)、現階段校務發展指標及成效 

依據整體規劃之學校藍圖，訂出校務發展之具體指標，其重點及截至94年 

10月15日之成效詳述如下： 

1. 提昇師資素質：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達60%以上。 

成效：本校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目前已達 63.95％，預計 95年初可達 66 

％以上。 

由於師資為學校之重要資產，良好的師資結構與教學品質具有正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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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因此本校將師資素質之提昇列為校務發展之重要指標之一，即係藉

由優質的師資使本校在教學、研究等方面均能卓越之成果展現，故針對

師資之聘任經由下列途徑進行： 

(1).積極攬聘國內外具博士學位之教師至本校任教。 

(2).聘請具學術專業領域卓越之正教授至本校任教。 

(3).積極鼓勵本校現有講師教師在職進修，除改善本校師資結構外，亦

可幫助老師達到自我提昇、自我實現之目標。 

(4).積極推動講師級教師升等，如學位之取得、研究成果或展演成果之

升等審查等協助獎助。 

2. 提升教學品質 

加強學生求學動機與自信，落實課程設計及教學品質，以提高教學績

效。 

成效： 

(1)建立跨院系之研究及教學 

由於市場人力需求之多元化，及全人化，因此為使學生在校除了本

系所之專業課程修習外，本校並規劃配合社會脈動，整合系院師資

之專長， 開設統合課程，以培養適應就業市場人才能力之學生，以

提升學生之市場競爭力，相關開設課程供學生增加第二專長之培

育。並鼓勵跨系所院之研究能力之整合，以發揮群聚力量之效應，

使產值極大化。 

            (a)以資訊學院及設計學院之老師共同規劃執行，成立「文化創意數

位內容技術研發中心」。 

(b)整合資訊學院各系所相關領域專長，申請「提升私立大學校院

研發能量專案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獲准通過。 

(c)將本校相關單位資源整合，藉由「數位活氧館教育主題館」之建

置，建立學院整合及跨系所合作的整合機制，發揮本校各院系所

學術整合之效益。 

(d)規劃整合系院之教學模組課程、及跨系之學群學程課程之開設，

以培訓學生第二專長，並期能增強學生之競爭優勢，經由不同領

域同學之相互學習，而能使人際相處更具保容性，並對其 EQ管 

理具潛移默化之效能。 

(2)強化資訊學院與強化設計學院跨領教學與研究發展 

積極鼓勵教師從事跨院系整合研究計畫之進行，身處知識經濟之時

代唯有善用知識資源者方能成就不凡，本校具有完備之院系所，尤

以目前政府對於創意文化此領域之著重，但此仍需配合資訊科技等

相關領域之配合，以達加成之效，故本校多項整合型研究計畫均以

跨資訊及設計學院系所之合作計畫，成績斐然。 

(a)爭取設立技術研發中心，以資訊學院及設計學院之老師共同規劃

執行，成立「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技術研發中心」，以本校重點特

色之發展為基礎，結合科技專業知識及文化創意產業知識，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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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整合研究，學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均有具體成果

展現。 

(b)以統合人文領域相關系所為主軸核心，與資訊及管理相關單位資

源整合，藉由「數位活氧館教育主題館」之建置，建立學院整合

及跨系所合作的整合機制，發揮本校跨院系所之學術整合效益，

此計畫計有設計、資訊、管理、應用社會等學院之教師共同參與。 

(3)鼓勵優良教師之選拔 

本校對教師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成效均設置相關獎勵辦法，

以鼓勵教師從事其專職之工作績效，並於校慶之頒獎典禮上公開

予以表揚： 

(a)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為提昇教師研究水準，鼓勵教

師推動研究計劃特訂定此辦法。 

(b)服務績優教師獎勵辦法：為獎勵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各種

服務工作者特訂定此辦法。 

(4)積極舉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 

本校教師均具有豐富之理論與實務經驗，但為提升教師之教學品

質，定期舉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經由教師之教學經驗分享，

及其他在教學專業領域之學者，示範教學方法、教材教案製作等，

本校之老師均願踴躍出席，並將研討會之相關教材放置於網路學 

院網頁上供無法出席之教師瀏覽，成效顯著。 

(5)充實教學支援設施 

本校對於各項支援教學活動之設施，均能全力配合，以能具備符

合課程需求，並能與科技發展趨勢相吻合。 

(a)數位講桌：以科技系統之方式整合各教室之數位教學設備，使

老師上課不須為上課而攜帶各項設備上課，並能有效控管及維

護設備。 

(b)線上點名系統：經由此系統使任課老師、導師、及學生能及時

了解學生之出席情況，使師生學習互動更為密切。 

(c)數位倉儲：提供全校教職員生50G之空間供教學資源之共享，

使學生之學習更為便捷，並能達到輔助學習之效。 

3. 提昇研究品質 

五年內，能成立兩個博士班。 

成效：目前已申請人類性學研究所博士班獲核准籌設，預計於95學

年度招收3名。                 

博士班之設立對本校之研究品質具有加成作用，且對教師之研究發 

展具有激勵之效，因此本校將成立博士班定為重點發展要項之一。 

其目的不外乎經由教學、研究之互動而使本校之研究品質更為提 

升，並依本校之發展特色而成立目前台灣學術領域較稀少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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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此也成達到建立教育特色，符合多元需求，推廣終身教育等之 

國家高等教育政策之規劃。 

4. 全面網路化 

逐年加強e 化工作。 

成效：在知識經濟時代，資訊科技是科技發展之基礎，攸關了全球

各國、企業、以及人我之間的財富重分配，同時國家之資訊科技實

力及運用資訊技術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即為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

策略。且網路無遠弗屆之功能亦使得教育機關因此而產生了另一波

的教學新趨勢，而本校於創校初期即是面對此潮流創新之時刻 

(Internet Browser的興起)。因此本校對於校園之網路環境建置及 e 

化作業之進行，均能有極佳之呈現。 

(1) 校務資訊系統 

導入校務資訊系統之預期目標為，簡化行政流程、縮短作業時

間、提升行政效率、提供即時統計分析資訊協助主管做為管理

決策之參考、提供師生更多服務及最佳的學習環境，使教職員

生可以充分掌握及運用資訊、灌輸學生e化概念及運用，提昇

就業競爭力等，進而提高行政服務品質、加強組織運作關係，

提升決策品質，增進組織營運績效等。各年度所完成上線之各

項系統。 

藉由單一入口網站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 系統架構，讓

使用者可透過此系統，便可獲得個人的整合性資訊。提供單一

帳號認證 (Single Sign On) 架構，使全校師生可用一組帳號密碼

通行所有資訊服務。並以智慧型校務訊息通知架構，主動通知

使用者個人校務訊息，提供一個便捷資訊系統操作環境。 

目前在電子公文與各項電子申請表單系統裡，可讓使用者? 有

時間及地點限制地簽核公文及各項申請表單，因而提升公文傳

送簽核作業時效、簡化公文處理流程，加強公文遞送間之時效

性與正確性。並透整合預算系統，及目標管理系統 (MBO)，可

詳細紀錄、檢視各單位工作之執行狀況，由秘書室及會計室進

追蹤考核，以達有效達成學校所設定之中長程目標，並大幅提

升行政效率及簡化工作考核。 

提供WEB MAIL系統，強化垃圾郵件判斷與阻擋、加大信箱容

量及信件備援，以增加全校師生存取信的便利性，不受收信軟

體與地點之侷限。 

(2) 教學e化 

由於網路教學具有不受時空限制之優勢，故對於終身學習、跨

校際共同教學分享、補救教學等均有其助益，因此本校亦積極

鼓勵老師從事數位教學之進行，並能使學生於選課前即能了解

課程內容、大網、及老師教學內容， 

以使學習成效提升；為協助教師在教學e化之資訊能力提升，

特舉辦多次之資訊能力之課程，及e化教材製作課程，期使本



 19 

校老師人人在教學e化均可輕易上手。 

與他校合作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以達資源共享，遠距教學的課

程係運用網際網路相關技術於課程的內容呈現及教學互動，此

也建立了新的學習型態，並改善了許多傳統教學存在的學習問

題，此也發展創造出「數位學習」的前景，且更能發揮整合效

用，提昇學習品質。         

本校已成立網路學院籌備處協助規劃整合本校e化教學課程，

目前完成之課程及設施。預期目標為：提昇國際化數位學習研

究水準、提供企業界及學校教師數位學習進修管道、改善全民

數位學習品質、配合軟體工業園區之設立，數位學習科技為新

興軟體產業，協助南部地區之工業發展等。 

5.加強國際化 

                逐年加強兩岸、東南亞及歐美之學術交流。 

成效：建構國際化之學習環境與機制，必需軟硬體兼顧，故本校積

極推動英語授課，建構中英標示環境，透過通識英文課程加強學生

們英語文能力，並設立全英語學習園區營造學習氛圍，除上逑專業

課程及環境之經營外，並整合本校國際業務推動之豐富資源，開創

國際性學習環境，培養本校師生的國際視野，提昇研究與教學品

質，如全校性之英語歌唱比賽定期之舉行、全方位多媒體英語學習 

園區等。 

本校除陸續與歐美地區之知名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外，並配合國家之

「南進政策」積極與東南亞地區簽訂策略聯盟合作關係，對於西進

大陸地區亦保持著謹慎態度從事對等之學術交流活動，於這幾年來

的努力且透過本校特色系、所之經營宣導，而有了實質具體成果之

呈現： 

(1)持續與馬來西亞進行教學合作計畫，如資訊學院課程、性教育課

程等。 

(2)提供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吸引成績及英文程度較佳之大學生來本

校就讀。 

(3)招收外籍碩專班生，進行全英語授課之課程: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

研究所、及資訊學院資訊管理系碩專班。 

(a)規劃開設認識台灣之相關課程，使外藉學生能感受多元文化

環境差異，以促使其儘速融入學習及生活之適應。 

(b)與馬來西亞之學校合作進行教師進修課程之規劃。 

(c)受邀至馬來西亞宣導及教授性教育等課程。 

(d)與各國之台商及當地企業定時交流，瞭解當地人才需求之條

件及情況，期能協助畢業生覓得進路。 

(e)定期接待美國奧本大學師生與本校設計學院產品設計系進行

教學互動。 

(f)邀請國外知名學者專家蒞校舉辦國際研討會及workshop等學

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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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協助本校學生與姐妹校進行交換學生之合作關係。 

(h)創辦「百萬築夢計畫」，協助學生實現夢想，並達促進國際交

流及增進國際觀，以達本校辦學理念之目標，並能行銷本校

予國際間。 

(i)建置全校雙語標識之規劃以營造國際化之氛圍。 

(j)響應全民外交，培育學生參與公共事務能力，落實第三部門

之社會功能，NPO中心先後舉辦三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齊聚

國內外社造學者先進為地區社造工作注入新生活力，並強化

國際間公共事務之交流。 

(k)創辦「百萬築夢計畫」，協助學生實現夢想，並達促進國際交

流及增進國際觀，以達本校辦學理念之目標，並能行銷本校

予國際間。 

(l)建置全校雙語標識之規劃以營造國際化之氛圍。 

(m)響應全民外交，培育學生參與公共事務能力，落實第三部門

之社會功能，NPO中心先後舉辦三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齊聚

國內外社造學者先進為地區社造工作注入新生活力，並強化

國際間公共事務之交流。 

6.追求卓越樹德人 

               積極建立終身成長的樹德人體制。 

             成效：技職教育之目的係培育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所需技術人力，本 

校為使所教育之學生均須負有對其畢業進入就業市場各項能力之養 

成；基於此對學生在學時期即進行各種課程協助同學能在初到業界 

前3至6個月之在職訓練後即可上線獨立作業，以達畢業即就業之 

目標，且針對進入職場後仍無法勝任工作之學生回校，利用推廣班、 

在職班施予補救措施，建立終身成長之體制。此為校訓中之「希望」 

內涵之實施具體內容為： 

(1)為縮短學界與業界之人才職場供需落差，以厚植學生實務經驗，

邀請業界專業主管進行職場說明會。 

(2)導入Topping 教學副實務學程，使學生深入了解企業、人才需、

職務安排及權利義務關係；並安排實地就業實習。 

(3)規劃系列專業認證課程，以培養學生專業技能，並輔導學生考取

專業證照；訂定獎勵措施，以鼓勵同學報考專業證照，目前考取

專業證照之人數已明顯成長。 

(4)舉辦系列就業輔導活動，協助欲就業之同學尋獲工作機會，此一

輔導活動自92學年度以來已展現出初步成果，目前每年亦定期辦

理相關活動，畢業生的就業率已大幅提昇。 

(5)規劃建置網路學院，以使樹德人之學習不因時空之限制而中斷停

止，期成達到終身成長學習的功。 

7.人文與科技融合的人生價值 

               校園潛在課程的規劃，使師生在教學生活中，反映出學術知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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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希望的人生價值。 

成效：此為校訓中之「知性、快樂」內涵與實施之目標，藉由校必

修之通識教育課程四大領域，核心、技能、情意及生活通識等，
並配合零學分之服務領導教育課程之實施，經由導師及任課老師共
同配合帶領及輔導，培訓學生良好的人格素養及倫理與道德修為。

能使學生除了基礎能力、專業能力課程之修習，相互融合；確實將
人文教育於技職教育領域中落實。讓學生從「付出」中學習社會關

懷拉近學校與社區之距離，促進其社會參與，實行過程中使學生養

成互助、自律、負責、服務及領導之行為，期以務實服務領導之精

神共同打造一個全人性、完整性、多元性、服務性、國際性的樹德，

日後為社會服務與奉獻。內容為： 

(1)學生社團對於社區服務熱心參與，其中以英文、兩性、疾病防治、

資訊教育最受歡迎。 

(2)推動學生關懷社區發展，及帶動偏遠地區中小學營隊及相關教育，

帶動中小學社團活動，包括資訊研習營、多媒體研習教學活動， 

以及動畫學習營，以協助縮短城鄉數位差距。 

(3)藉由實習課程深入社區，協助社區發展活化，帶動學生除了專業能

力培養外，並能關懷人群及社會發展，成為人文、科技兼具之「技

職全人」。 

(4)NPO研究發展中心以配合地方社會發展之需要結合本校專精之師

資帶領學生，協助社區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的實務中，學習對社區的 

關懷，實際體驗社區議題的重要性。 

(5)導入藝術節系列活動，結合休管系藝術行政管理組師生、及藝文性

社團之專長，及藝文人士專家蒞校展演，以增加校園人文藝術之氣

氛，使學生能在科技管理相關專業課程的學習環境中，增添人文氣

息之涵養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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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95年度發展重點分述於後： 

(一)師資 

為培養教師將自己所了解的知識變成可以讓學生明白的知識，以及教師如何針

對學習者的能力與興趣，將特定的教學主題加以組織、表徵與調適進行教學，

使學生得到真正的學習，也就是必須將學科知識和一般教學知識融合為學科教

學知識來教學，養成教師專業、敬業、樂業之精神，特擬定相關具體目標如次： 

1.提升教師專業學識能力 

各學院舉辦教學研討會達250人次。（各學院、教務處） 

(1)提高教師在職進修人數，由100人次增至200人次。（各系所） 

(2)輔導教師取得乙級技術士證以提升技能教學實務品質達到 25人。（各系

所、人事室） 

(3)組成研究團隊，提高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數量，由29人增至40人，國際學

術期刊篇數由47篇增至60篇。（研發處） 

(4)實施課程英語授課由4人增至10人。（各系所、教務處） 

(5)教師資訊能力培訓，由25人增至200人教師完成培訓。（各系所、教務處） 

2.強化教師普通涵養 

(1)提升教師人權與法治專業知能，將人權與法治教育融入各學科教學，提升

教師對人權與法治的認知。（通識教育學院、人事室） 

(2)培養教師跨領域知識整合能力，以專業知識結合通識知識，發揮教學完整

性與多元化。（通識教育學院、人事室） 

(3)人文知識及素養之培養，增進教師人文知識及素養（通識教育學院、人

事室） 

(4)增進教師性別平等觀念及意識，建立不具性別歧視之學校教育環境。（諮

商中心、人事室） 

(5)增進教師輔導觀念及預防意識，提升教師對輔導的認知。（諮商中心、人

事室） 

3.教師終身學習機制 

逐年提升教師終身學習平均學習（時數），於2008年教師終身學習平均學

習時數達到72小時。（各系所、人事室） 

4.改善師資結構 

(1)教師具博士學位比率由53%人增至66以上%。（各系所、人事室） 

(2)助理教授以上占全校教師總數比率由58%人增至68%。（各系所、人事室） 

(3)二年以上工作經驗教師占全校教師總數比率由40%人增至65%。（各系

所、人事室） 

(4)引進國外教師，提昇教學國際化，達10位外籍教師。（各系所） 

(5)跨國性學術機構實質交流合作。（各系所、教務處） 

5.教師績效  

(1)專任教師學年度最低要求標準，實施教師學年度一人一案一篇。(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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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研發處) 

(2)實施教師教學評量。（各系所、教務處）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達66%以上，其中管理學院70%以上、應用社會學院

60%、資訊學院80%、設計學院40%、通識教育學院65%，並加強教師教

學及研究之能力。 

          

(二)提升學生素質 
1.提高本校學生英語程度。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全民英檢初級通過率達60%。應

用外語系畢業生畢業前全民英檢中級通過率達90%。 

2.鼓勵學生參與各項競賽全校達60件。 

3.各系重視學生成就表現，落實證照制度，全校學生持有至少一張證照達60%。 

4.規劃符合各學院、系特殊需求之通識教育。 

5.實施形成性與總結性之教師教學評量，並提昇其信度與效度。 

6.提高學生畢業條件，提高各系畢業學分至少136學分。 

7.重點課程實施小班教學，以期提高教學效果。 

8.引進業界需求規劃課程。 

9.成立校內專責評鑑中心，每年針對各行政教學單位做TQM評鑑，以提昇行

政單位之服務品質與行政效率以及增進教學單位教學研究，服務之品質及增

進教學資源（設備）之使用率，進而提升學生素質。 

10.藉由數位藝中心人力、學生社團、與數位化教學課程教師，成立一個數位教

學社? 組織，分享、共創數位學習內涵及建立合作服務機制。 

11.由研發處成立產學合作、技術研發、專利申請輔導小組制定專利申請取技術

移轉輔導作業要點。 

12.成各系配合推廣教育中心業務與社會人力資源規劃設置證照培訓班。 

13.成立國際技能競賽推動委員會，組成國際技能競賽培訓團研擬選手甄選及培

訓參賽實施辦法。 

14.規劃選手培訓專用教室 

15.將培訓選手參與競賽列為教師一年一案績效及學生實習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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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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本校積極推展數位校園的理想思維，除了行政系統的公文聯繫、教學評量，

或教學系統的照片點名簿、數位倉儲或數位講桌等事務都已將數位科技導入應用，換

言之，如何推廣e化學園是本校最重的工作。本校校長對學校未來的發展規劃定義為「以

人文精神為根基，以科技發展為導向，以藝術展現為特色。」；並將學校定位為具有研

究能力的教學型大學，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同時，本校在 95學年度有更明顯性突破，經教育部核准通過設立全亞洲唯一的「人類

性學研究所博士班」，另外也增加設立了數位遊戲設計系，擴展本校的學制及研究領域。

這些的發展是印證本校在校長的領導下，全體教職員工生將抽象理念的「學術、知性、

快樂、希望」，逐步地透過共識將其具體實現。意圖創造出能夠提供學生發展良好學習

態度與專業技能之場域，以期教育出具備獨立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協調能力的學生，

以為社會有用之才。 

當然教育為百年大業，非短時間及數人即可成就的事業，它必須眾志成城、相互扶持方

可成就。本校透過技術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推廣教育中心進行行政與教學單位

的協商與共識形成，達到院、系間的資源整合與應用，目前本校五院十六系即是在這種

互補、共享的環境下推展，以下為各院規劃重點論述。 

 

(一) 通識教育學院以「全人教育」理念為導引，從「有機系統論」的觀念與多元智能統

合的學理基礎，來規劃與整合通識教育學院的八組領域。藉由「螺旋式」及「多

樣 化」的有機系統性，使學生具備適應未來生活，培養終身學習之能力。本年度

該院著重視聽教材數位化的教學活動，以強化人文藝術領域發展。 

 

(二) 管理學院除了加強現有教學方法、提昇教學品質之改進、增進教學服務外，本年度

亦以 e化教學環境的整合為重點，並配合各系特質予以建構多元發展平台，所以

為強化原有教學設備，實施科技與傳統兼顧的策略。 

 

(三) 資訊學院主要以建構產、官、學等單位之合作機制，加強學生生涯輔導為主，所以

發展資訊整合式的教學模式為其重點發展項目。本年度亦繼續推動能力本位模組

教學，鼓勵學生參與證照檢測並提高教學績效。 

 

(四) 應用社會學院以環保、生態、社區、二性平權、性教育等為核心議題，亦以建立

數位環境、發展數位課程、建構人才資料庫為主軸。本年度延續前年度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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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urse課程的課題，建構客觀、公正之數位評量平台，以顧及教學實務的重要

性。 

 

(五) 設計學院則以奠定本土設計專業自主地位，發展數位內容，提昇國家設計競爭力

為主軸，以理論與實務均衡為目標，以數位化科技教學為手段，達其培育具創意、

研發、企劃、執行能力，且培養科技、藝術、人文與國際宏觀視野之高等設計人

才之使命目標。 

  

由上簡述應可了解專業教學設備、數位環境、e化教學、語言能力、證照輔導、 

研究工具、產學合作及能力本位模組所需相關實驗之軟硬體設備等，是資本門預算之

編製大宗，空間佈置整建、相關的附屬、週邊設備，是本年度資本門支用之主要內涵。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本校為提升教師研究水準，致力改善現有之教學人力、制度與資源，鼓勵教師教學

改進及專業成長，充實教學之基礎能量，增進本校整體卓越之發展。為發揮本校整體發

展成效，結合校內外相關單位，以豐沛的師資品質管理、教育發展知識與研究能量，精

進教學及整體校務革新之體現。本計畫經常門經費本校支用項目以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及獎補助增聘教師或現有教師薪資等三大項為主，依 

序說明如下。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本項支用於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學等項目，並依據

本校經校務會議制定之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師進修辦法、教師研究

績效獎勵辦法、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法及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等各

項辦法，依教評會程序審理。 

1.研究：整合校內人力設備，推動中型及大型研究計劃，本校為全國同類型大學首創

要求教師每人每年至少發表一篇研究論文及承接一個專案研究計劃案，訂定

「樹德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年度績效最低要求標準」，其目的在於開擴與公民營

機關的研究合作與交流，以推動學術研究風氣，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另外，

除上述嚴格要求外，本校訂定「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法」，積極

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賞罰分明。值得一提，本校自93年度創新訂定「研

究團隊之組成與獎助」辦法，鼓勵教師組成研究團隊，自籌經費補助團隊研

究之各項費用，94年度本校共成立有27組研究團隊。總之，本校積極營造

優質研究風氣，強化學術研究激勵制度，推動學術研究風氣，以提升教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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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能力。鼓勵教師執行產學研究專案，推廣產學合作，增進教師實務經

驗，整合產官學資源，更是不遺餘力。 

2.研習：本校除鼓勵教師參加國內各項研習或學術研討會外，為提昇教師國際學術研

究能力，訂定「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法」，積極鼓勵

教師參與國際研討會。另外，本校為鼓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特別訂定「樹

德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實施辦法」，從教師專業證照之技能研

習、考照費用補助至證照取得獎勵，整體配套獎補助辦法來鼓勵教師取得專

業證照。本校93年度教師研習共計148人次，94年度教師研習共計213人次，

94年度比93年度成長44%。 

3.進修：鼓勵教師進修升等，以改善師資結構，94年度本校進修教師共計 48位。94

年度本校依「樹德科技大學教師進修辦法」獲得進修補助之教師共計16位。 

4.著作：鼓勵教師將其著作及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優良學術期刊，凡本校專任教師以本

校名義發表之論著刊登於SSCI、AHCI、SCI、TSSCI、EI、TSSCI觀察名單者，

均頒發獎金，並於校慶時公開表揚，以提昇本校學術地位，深化教師學術論

述能量。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著作 93年度共計 516篇，94年度共計 720

篇，94年度比93年度成長40%。 

5.升等送審：鼓勵教師升等，強化師資結構，讓教師透過學術競爭，以提昇學術研究

氛圍。94年度本校共計18件升等送審案。 

6.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為提昇學術地位，促進學術交流，精進教師學品

質及拓展學生知識領域，本校積極鼓勵教師自製暨運用教學媒體，豐富教學

內容，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提昇教學效能。另為提昇學術研究風氣，

促進學術交流，亦協助各院系所舉辦學術活動。本校除訂有「改進教學補助

辦法」、「革新編撰教材補助辦法」、「創新教具暨媒體製作補助辦法」等

各類補助辦法外，並積極推動教師成長相關活動，其中包含「改善教學品質

研討會」、「教學課程數位化研習會」。藉以鼓勵教師參加各項學術研討會

持續成長、運用教學科技與媒體來充實教學教材，進而增加學生專業實務知

能與技術，提昇學習成效。本校改進教學93年度有4案，94年度有10案，

94年度比93年度成長150%。 

(二)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本校為貫徹終身學習政策，並協助提昇行政效能與效率，積極鼓勵行政人員參

與相關業務研習與進修，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用於行政人員專業知能學習

成長，除自行辦理校內行政人員業務研習課程之外，並鼓勵參加校外專門機構舉辦

之研習活動，以增進其本職學能。大學學歷以下之行政人員鼓勵在職進修，以有效

提升行政人員素質。94年度本校行政人員參加業務研習者共計9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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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 

本校致力於改善師資結構，新增聘教師以助理教授以上級教師為原則，若為聘

用講師級教師則需具備教學或實務經驗。另在補助教師薪資方面，依教師進用計畫

補助新進教師薪資及現有教師薪資為主，促使教師安心教學活動。 

 

 

 

 

 

 

 

 

 

 

 

 

 

 

 

 
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說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一)本經費預算之編列，納入學校整體預算編列之一環，學校整體預算編列，以達

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為要務，即本校之年度預算總額涵蓋學校年度預算經費及 

獎補助款經費。 

(二)專責小組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

事項」訂定資本門、經常門各支用項目之應用分配比例。其中資本門再分別請

各教學單位(系所)、圖書館、學務處及總務處，依據校務發展計畫書所列之計畫

提出應用獎補助款預算經費之項目；而經常門項目則由人事室及研發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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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獎補助教師辦法，提列適當之項目。 

(三)各相關單位將所提項目，送會計室彙整，再提報專責小組審議後，由會計室彙

整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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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請詳【附件一】。 

 

 

2. 專責小組組織成員名單 

                 94學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成員名冊如表所示。 
 
 
 
 
 
 
 
 
 
 
 
 
 
 
 
              94學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成員名冊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校 長 朱元祥  
副校長暨 

校務發展委員會執行長 
謝文雄  

主任秘書 王賢德  

教務長 溫嘉榮  

學務長 杜清敏  

總務長 洪春棋  

研發長 林 蘋  

圖書館館長 黎進三  

人事室主任 陳協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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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任 陳麗惠  

電算中心主任 程毓明  

管理學院代表 陳清燿 學院代表 

資訊學院代表 陳龍銘 學院代表 

應用社會學院代表 張幼珠 學院代表 

設計學院代表 翁英惠 學院代表 

通識教育學院代表 曾宗德 學院代表 

 16人  
 

  3. 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請詳【附件二】。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 

 

 1.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請詳【附件三】。   

 

  

2.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成員名單 

94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冊(任期94.8.1至95.7.31)如表所示 
 

 
94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冊(任期94.8.1至95.7.31)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當然委員 主任秘書 王賢德 通識教育學院教授兼行政職 

委員 助理教授 林淑美 金融保險系(具會計或財務專長) 

委員 副教授 李敬文 管理學院--運籌管理系 

委員 副教授 洪盟峰 資訊學院--資訊工程系 

委員 助理教授 王明堂 設計學院--生活產品設計系 

委員 助理教授 王玉強 應用社會學院--人類性學研究所 

委員 助理教授 戰克勝 通識教育學院 

共計  7人  

 
製表日期:9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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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請詳【附件四】。 

      

（三）獎助教師獎勵辦法、相關會議紀錄與出席人員名單 

1. 樹德科技大學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附件五】 

2.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進修辦法【附件六】 

3.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法【附件七】 

4.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法【附件八】 

5. 樹德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實施辦法【附件九】 

 

相關會議紀錄 

1.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附件十】 

2.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附件十一】 

             3.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附件十二】 

 

             其他 

             1. 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90.6.13)【附件十三】 

2. 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94.6.29)【附件十四】 

3.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含委員名單)【附件十五】 

             4.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含委員名單)【附件十六】 
 

肆、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第44頁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第45頁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第46-47頁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第48-68頁 

（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第69頁 

（六）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第70頁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第71-72頁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說明書－第73頁 

（九）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第74-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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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數位放影機 36,100 
器材借用室及院辦公室錄影

監視用 
通識教育學院 

提昇教學效用並資源
整合 

2 網路施工含安裝及線材 7,600 
器材借用室及院辦公室錄影

監視用 
通識教育學院 

提昇教學效用並資源
整合 

3 
紅外線夜視防水彩色攝影

機 
9,500 

器材借用室及院辦公室錄影

監視用 
通識教育學院 

提昇教學效用並資源
整合 

4 數位攝影機 20,450 特色週等各項活動攝影用 通識教育學院 
提昇教學效用並資源
整合 

5 全碎型碎紙機 6,837 考卷報廢用 通識教育學院 
提昇教學效用並資源
整合 

6 錄影帶雙向迴帶機 1,140 視聽教學資料迴帶用。 通識教育學院 
提昇教學效用並資源
整合 

7 
外接可攜式薄型光碟複合

機 
9,876 

教學用筆記型電腦光碟已故

障，需另外接光碟機。 
通識教育學院 

提昇教學效用並資源
整合 

8 雙向迴帶機 646 視聽教學資料迴帶用。 通識教育學院 
提昇教學效用並資源
整合 

9 
西洋藝術史LANDMARKS 

OF WESTERN ART  
14,250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術組 

建立教學資料庫 

10 
印象大師全集THE 

IMPRESSIONISTS 
9,975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術組 

建立教學資料庫 

11 世界頂級音樂會 33,250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術組 

建立教學資料庫 

12 世界頂級歌劇院DVD 40,660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術組 

建立教學資料庫 

13 雲門三十週年經典DVD 22,230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術組 

建立教學資料庫 

14 燒錄器 4,560 活動影片轉檔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15 掃描器 13,870 活動資料存檔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16 攝錄影機(DV) 28,500 校際活動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17 數位相機 14,250 校際活動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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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8 網站伺服器 49,400 
藝文資訊網站設置，方便訊息

傳遞及活動宣傳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19 擴音喇叭 47,500 校際活動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20 無線麥克風 30,875 校際活動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21 麥克風架 4,275 校際活動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22 列表機 28,500 活動資料彙整列印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23 樂譜 19,000 樂團練習及演出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推動通識潛在課程 

24 單槍投影機 160,550 T701、T702教室使用 金融保險系 學生對教學環境滿意
度 

25 財務工程學習系統 475,000 輔助財務工程課程使用 金融保險系 
學生對教學環境滿意
度 

26 外匯虛擬交易系統 342,000 輔助金融匯兌課程使用 金融保險系 
學生對教學環境滿意
度 

27 
Eviews標準網路版-25人

版 
114,000 教學研究 金融保險系 達到研究績效獎勵標

準（含）以上 

28 電腦主機 261,298 研究生研究室用 金融保險所 學生對教學環境滿意度 

29 筆記型電腦 147,362 研究生上課用 金融保險所 
學生對教學環境滿意

度 

30 
Dreamweaver最新中文教

育版--CLP 
256,500 教學使用,提升教學品質 運籌管理系 系統化學習 

31 Flash最新中文版--CLP 256,500 教學使用,提升教學品質 運籌管理系 系統化學習 

32 單槍投影機 52,155 教學使用,提升教學品質 運籌管理系 系統化學習 

33 電腦設備 270,750 建制實驗設備 
國際企業與貿

易系 

輔導學生提升技能、

增進實務能力 

34 教學廣播系統 51,300 教學授課用 
國際企業與貿

易系 

強化系與院專業教室

相關資源設備 

35 筆記型電腦 40,850 
學生上課或校外參加研討會

使用 
經管所 

教師論文發表與研究

生論文品質 

36 桌上型電腦 24,657 
專業研究室供研究生做研究

使用 
經管所 

教師論文發表與研究

生論文品質 

37 折射式天文望遠鏡 133,000 教學研究 休管系 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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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38 Sea Quest浮力背心 23,75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39 QUICKDRAW浮力背心 12,35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0 QUICKDRAW浮力背心 12,35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1 SUNNTO電腦潛水錶 18,05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2 TUSA調節器 41,325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3 氣瓶瓶子含瓶頭及三用錶 41,325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4 沙灘車 98,42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5 休閒獨木舟 80,75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6 中音笙 73,15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7 高胡 22,99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8 中胡 34,485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49 專業電子拉線機 50,73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50 專業微電腦拉線機 40,850 
教學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51 
Canon EF-S 10-22mm 

f3.5-4.5 USM 鏡頭 
29,450 

教學研究用 休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52 電腦會計 38,000 
供學生參加電腦會計認證之

事前練習 
企管系 

提昇本系學生取得證

照之機會 

53 會計資訊系統 95,000 
增添專業教室之設備，供學生

實習 
企管系 提昇學生之專業能力 

54 單槍 152,000 教學用 企管系 
提升學生對教學設施

滿意度 

55 
數位相機(含原廠配備、及

額外一顆電池) 
33,250 辦公、教學及舉辦活動使用 應用社會學院 

1.提供教師與學生教

學研究用2.提供院及

系所舉辦活動及講座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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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56 
數位攝影機(含原廠配備

及額外一顆長效型電池) 
38,000 辦公、教學及舉辦活動使用 應用社會學院 

1.舉辦研討會、演講、

校外教學參觀與學術

交流可以完整的紀錄

活動內容與存檔 

57 
學生考照輔導相關軟體與

書籍 
142,500 辦公、教學及舉辦活動使用 應用外語系 

1.本系同學提升外語

能力 2.提昇學生考證

照數3.提昇本系社會

聲望. 

58 
DV攝影機(含原廠配備、

及額外一顆長效型電池) 
30,096 

提供學生錄製試教、實習及練

習工作職場媒體教材之製作 
幼保系 

讓學生熟悉器材之使

用進而運用器材功能

增加職場技能 

59 轉譯機(標準帶) 38,000 
提供教師與研究生論文研究

使用 
幼保所 

加速老師及學生資料

之分析 

60 
DV攝影機(含原廠配備、

及額外一顆長效型電池) 
30,096 

提供教師與研究生論文研究

使用 
幼保所 

增加蒐集資料之器材 

61 
分離式冷氣(含材料費與

施工費用) 
40,375 

提供研究生上課、討論與論文

考試空間 
幼保所 

增加研究空間 

62 電動式 8'x10'珠光螢幕 15,200 
提供研究生上課、討論與論文

考試空間 
幼保所 

增加研究空間 

63 沐浴娃娃 12,825 供研究使用 幼保所 增加輔助研究設備 

64 沐浴娃娃 12,825 供研究使用 幼保所 增加輔助研究設備 

65 筆記型電腦 66,500 教學使用 性研所 提昇教學品質 

66 教學評圖板 73,150 
大一至大四各年級設計課上

課貼圖解說。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各年級設計課上課時

能藉由地藉圖、航照

圖等講解，使學生能

清楚明瞭。 

67 
高解析度電腦視覺攝影機

與附屬配件 
11,400 

測繪建物可放大局部,透過儀

器傳輸數據到電腦,有利於研

究之判斷。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94學年度所購置之測

量顯微鏡，現購其可

傳輸電腦之高解析度

電腦視覺攝影機配

件。 

68 ? 氏貫入針 13,300 測繪與調查所須之探測設備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使各實驗室設備在資

源共享之前提下發揮

最大功能，並為研究

案締造佳績。 

69 
微電腦資料處理器與附屬

配件 
52,134 

測繪建物結構，透過處理器研

判,有利於研究。測繪與調查所

須之探測設備。 

建築與環境設

計研究所 

使各實驗室設備在資

源共享之前提下發揮

最大功能，並為研究

案締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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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70 個人電腦 665,000 電腦教室課程使用 
產設系電腦教

室 

改善電腦教室硬體設

備 

71 EK Form切割機 256,500 
工業設計與模型製作等課程

使用 
產設系辦公室 

改善教學與模型製作

設備 

72 個人電腦 133,000 應設所教學使用 應設所研究室 改善研究與教學設備 

73-1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室系統

增設更新-電腦主機 
185,250 專業電腦繪圖教學用 室內設計系 

73-2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室系統

增設更新-液晶螢幕 
71,906 專業電腦繪圖教學用 室內設計系 

73-3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室系統

增設更新-電腦桌 
34,200 專業電腦繪圖教學用 室內設計系 

73-4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室系統

增設更新-網路架設施工 
39,245 專業電腦繪圖教學用 室內設計系 

73-5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室系統增

設更新-吸頂式投影機 
44,650 專業電腦繪圖教學用 室內設計系 

73-6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室系統增

設更新-互動式電腦教學筆

記型 

42,750 專業電腦繪圖教學用 室內設計系 

74 整體教學輔佐資源 142,500 專業電腦繪圖教學用 室內設計系 

1.   配合本校94年度綠

建築改善示範計畫空

間成果，逐步針對電

腦系統進行增設更

新，提升示範效益。 

2.   針對本系電腦系統

老舊引致之學生學習

障礙部分，將大幅提

昇有效學習率至 70

％。 

3.   透過整合系統之教

學模式（既有廣播系

統配合新設之投影教

學系統），更能有效

整合數位設計教學與

互動。  

75 木模crown 142,500 飾品設計-帽飾 流設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76 木模 brim 90,250 飾品設計-帽飾 流設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77 頭模 66,500 飾品設計-帽飾 流設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78 Hat Stretcher 19,000 飾品設計-帽飾 流設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79 削皮機 36,594 飾品設計-皮件 流設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80 單針雙押腳平車 213,750 飾品設計-皮件 流設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81 筒形車 83,600 飾品設計-皮件 流設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82 
縫紉機(含機台及線路配

置) 
175,560 學生上課使用及平常實習用 流設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83 掃描器 14,250 

提供教學使用，並建立課程後
學生歷屆優良作品影像系
統，作為日後學生長期觀摩學
習 

視傳系 

添購數位化教學設
備，加強學生實與專
業技能，奠定產學合
作基礎，提昇就業機
會 

84 行動錄音設備 79,800 建構錄音室設備 視傳系 

添購數位化教學設
備，加強學生實與專
業技能，奠定產學合
作基礎，提昇就業機
會 



 36 

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85 數位錄音器材 190,095 建構錄音室設備 視傳系 

添購數位化教學設
備，加強學生實與專
業技能，奠定產學合
作基礎，提昇就業機
會 

86 高性能攜帶式分光測色儀 247,472 

1.上課教學使用           

2.輔助教師學術研究上必備儀

器 

視傳系 

添購數位化教學設
備，加強學生實與專
業技能，奠定產學合
作基礎，提昇就業機
會 

87 PC個人電腦及19吋螢幕 31,350 
提供專兼任教師建置教學資

料用途 
視傳系 

有助專兼任老師機動

性完成教材、講義之

論寫，提升教學品質 

88 A4彩色雷射印表機 19,000 
提供專兼任教師建置教學資

料用途 
視傳系 

有助專兼任老師機動

性完成教材、講義之

論寫，提升教學品質 

89 數位攝錄放影機 190,614 
拍攝教學課程使用圖片與

活動 
視傳系 

提升數位教學教學品

質 

90 數位單眼相機 33,250 教材及多媒體製作 資管系 
提升本係多媒體教材

製作品質 

91 
多媒體影音串流UMTS 3G

行動通訊平台 
22,800 

3G多媒體影音串流實習教學

之用 
資管系 

了解現行3G通信網路

對於多媒體串流影音

的承受能力，並針對

其缺點提出改進方法 

92  LISREL 8.7版 166,250 多變量課程資料分析使用 資管系 

透過LISREL軟體使

用，對管理議題之研

究與探討能有更進一

步的洞悉理解 

93 

Intel ARMIO XScale 

PXA255資訊實用系統發

展平台  

85,500 
發展資訊整合系統之環境教

學 
資管系 

可練習WinCE、Linux

使用環境，I/O，以及

模擬高階實務使用平

台 

94  ERP Total Models (5人) 574,750 ERP情境教學使用  資管系 
使學生理解企業資源

規劃實際操作流程 

95  STATA9.0版 47,500 資料分析工具 資管系 
分析跨國電子商務發

展與成長趨勢  

96 

Worldwide Internet Usage 

and Commerce 

2004-20097Forecast: Internet 

Commerce Market Model 

Version 

142,500 跨國電子商務資料分析 資管系 
分析跨國電子商務發

展與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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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97 SPSS12.0 151,383 
統計學、多變量分析、研

究方法等專業課程使用 

資管系 改善研究與教學設備 

98 PhotoImpact11 標準版 66,500 多媒體相關專業課程使用 
資管系 改善研究與教學設備 

99 硬碟式數位攝影機 39,900 製作多媒體動畫教材 
資管系 改善研究與教學設備 

100 個人電腦主機 125,400 研究所用 資管所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101 伺服器 142,5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學生每人一個帳號，
可供許多課程使用。 

102 智慧型手機 285,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可提供網路、遊戲和嵌入
式系統設計課程在手持式
平台之軟體設計和實作 

103 
ZigBee可攜式無線感測網

路分析裝置 
152,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可提供嵌入式系統設

計課程在無線感測網

路之量測應用和實作 

104 無線感測網路開發平台 114,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可提供嵌入式系統課

程在無線感測網路之

電路設計、閘道器、

通訊韌體開發 

105 
32位元ARM嵌入式發展

平台實驗模擬板 
76,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可提供嵌入式系統設

計、數位系統與實習

課程在ARM平台之趨

動程式開發和軟體實

作 

106 
32位元ARM嵌入式發展

平台實驗器 
319,2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可提供嵌入式系統設

計、數位系統與實習

課程在ARM平台之趨

動程式開發和軟體實

作 

107 嵌入式開發軟體 22,8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改善嵌入式系統相關

課程的軟體，開發環

境並取得合法授權。 

108 手持式網路量測設備 38,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109 個人電腦 142,5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110 LCD螢幕 76,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改善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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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11 嵌入式網路晶片實驗板 76,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可提供嵌入式系統設
計、數位系統與實習
課程在ARM平台之趨
動程式開發和軟體實
作 

112 
實驗實習模擬(實驗)器

CPLD/FPGA實驗模擬器 
142,5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提昇學生實驗能力 

113 
實驗實習模擬(實驗)器 

數位類比通訊實驗器 
83,6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提昇學生實驗能力 

114 
實驗實習模擬(實驗)器 

射頻電路實驗器 
72,2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提昇學生實驗能力 

115 
實驗實習模擬(實驗)器 

微波主動電路設計實驗器 
63,65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提昇學生實驗能力 

116 儀器設備-頻譜分析儀 256,5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提昇學生高頻元件量

測能力 

117 儀器設備-萬用燒? 器 56,24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提昇學生高頻元件量

測能力 

118 電腦主機 456,0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提昇學生工作站管理

能力 

119 電腦軟體 11,400 製作2D動畫 視傳系 
補充軟體數量，輔助

教學 

120 電腦螢幕 1,451,332 
汰換電腦教室二、三、五、六

螢幕 

電算中心電腦

教室 

提昇教學品質 

121 電腦主機 778,294 
汰換電腦教室二、三、五、六

螢幕 

電算中心電腦

教室 

提昇教學品質 

122 數位講桌 3,497,093 

裝設數位講桌，將電腦、
網路、單槍投影機、錄音
及擴音設備? 集於數位講
桌內 

各系所教室 

提昇教學成效，改

善教室環境 
 

123 單槍 370,500 
教學用 各系所教室 提昇教學成效，改

善教室環境 

124 3D互動遊戲製作軟體 189,05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25 網頁製作軟體 72,2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26 數位遊戲主機及遊戲 19,95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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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27 教學用電腦 1,710,0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28 單槍投影機 95,0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29 3D動畫製作軟體 19,0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0 數位電子琴 9,5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1 動畫工作站 366,699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2 dvd數位攝影機 31,35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3 影像處理軟體 247,0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4 防潮櫃 11,4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5 單張環景魔鏡套組 32,3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6 繪圖液晶螢幕 47,5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7 低階數位攝影機 91,2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138 電漿電視 161,5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系 新增教學設備，提

供學生良好學習環

境 

合計 20,9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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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門-圖書館自動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雷射印表機 75,000 視聽資料加工 圖書館資服
組 

增加視聽資料加工
後之成品美觀 

2 
 網路核心交換器模組及

2~4個埠介面 

620,000 介接其它網路設備用（現

有模組不敷使用） 
圖書館資服
組 增加網路延展性 

3 
 乙太網路交換器 25,300 美化圖書館環境，延長讀

者在館時間 
圖書館資服
組 

提昇讀者閱覽服務
品質 

合計 720,300 
 

  

 

(三)圖書館-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中文圖書 1,407,455 全校閱覽 
圖書館採編

組 

支援教學研究 

2 外文圖書 4,914,000 全校閱覽 
圖書館採編

組 

支援教學研究 

3 視聽資料 1,500,000 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資服

組 

充實館藏支援教學

研究 

合計 7,821,455    

 

(四)資本門-訓輔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電腦多媒體轉檔設

備 
58,5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轉檔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節省轉錄為電子檔
的時間及經費,並
可編輯成果 

2 
電腦多媒體轉檔設

備 
7,6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轉檔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資料可儲存更多,
且更便利 

3 手提音響(小砲) 38,400 提供社團推動社務及練習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活
動器材可以更方便
取得 

4 小蜜蜂 34,200 提供社團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增加活動效果 

5 爵士鼓 22,000 提供熱門音樂社、吉他社練習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讓更多同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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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6 麥克風含腳架 28,800 
提供熱門音樂社、吉他社

練習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增加活動效果 

7 音箱 14,500 
提供熱門音樂社、吉他社

練習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增加活動效果 

8 音箱 14,500 
提供熱門音樂社、吉他社

練習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增加活動效果 

9 影音紀錄器材 36,5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可將活動錄影保
存,供檢討改進或
參考 

10 影音紀錄器材 11,400 提供社團活動拍攝使用 社團/課外活動指導組 

社團活動攝影以數
位相機拍攝可節省
耗材 

11 筆記型電腦 157,500 提供社團文書及簡報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社團文書或活動簡
報可以更專業,平
時練習或活動器材
可以更方便取得 

12 單槍投影機 43,467 提供社團文書及簡報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社團文書或活動簡
報可以更專業,平
時練習或活動器材
可以更方便取得 

12 樂器 85,800 提供音樂性社團練習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讓更多同學練習 

14 護貝機 2,375 提供社團文書使用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使文書作業更精良
利於保存 

15 
專業手提無線擴音

機 
46,000 提供社團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增加活動效果 

16 數位單眼相機 46,0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可將活動錄影保
存,供檢討改進或
參考 

  總計 647,542       

 

(五)資本門-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理設施 

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陶藝教室排氣集
塵設備 234,422 噴釉台排氣集塵設備 產品設計系 解決實驗室塵飛的問題 

2 
勞安及消防訓練設備

購置 
75,200 勞安、消防用 環安組 

現有設備老舊故障
維修耗時，避免影
響校園安全產生空
窗 

3 
監視系統新增購置與

汰換 
255,000 全校監視系統用 環安組 

現有設備故障時更
替，避免影響校園
安全產生空窗 

 合計 56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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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經常門預期實施成效： 

1.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經常門之經費主要在於提昇師資素質，改善師資結構。鼓勵教師從事研究，提

昇教師研究能力，提供更佳的教學品質，來滿足學生的需求。 

(1)研究：本校向來注重產學合作，重視實務性之專題研究，為提昇本校學術風

氣、科學技術本土化之全方位政策，本校要求教師每人每年負責一

專案計劃，並鼓勵成立研究團隊，實施一年來已初見成效，預期較

94年度成長15%，95年度計畫約達135件。 

(2)研習：除鼓勵教師參加校外學術研習會外，更鼓勵校內各學術單位辦理學術

研討會，達教學相長之目的，並強化教師研究、教學之能力。94年

度教師參與研習研討會計有213人次，預期95年度可成長10%，以

達230人次為預期目標。 

(3)進修：本校致力於改善師資結構，除由新進教師資格從嚴任用外，鼓勵教師

進修升等，亦是相輔相成的努力目標，目前本校講師進修博士學位

者約占講師數三分之二，本校除營造競爭環境與氣氛外，積極鼓勵

教師進修，亦刻不容緩，94年度本校進修教師共計48位，預期95

年度成長5%，預計達50位教師進修博士班。 

(4)著作：本校除注重教學品質外，鼓勵教師將其著作及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優良

學術期刊，亦不遺餘力，94年度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著作共計720

篇，本校對每位教師每人每年發表一篇研究論文之要求以略見成

效，預期95年度成長10%，達800篇之多。 

(5)升等送審：本校除鼓勵教師提出著作外，其最終目標乃是要鼓勵教師升等，

強化師資結構。本教營造教師學術競爭環境與氣氛，積極鼓勵教師提昇

等案。94年度以本校共計18件升等送審，預期95年度能達21件之多，

預期約有20%成長。 

(6)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依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及相關預算補助規

定、標準等進行初審，再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核定，審核程序符合

公平、公開、公正原則，且適用於全體教師，審核會議記錄及審議結果

於本校網頁公告。94年度以來本校為推動數位學習，硬體方面創新於

教室內設置數位講桌，軟體方面以建立E-course平台教學，改善e化課

程環境為主軸，從每位老師都可以運用現有的環境及設備進行教學資料

的數位化輔導學生學習著手，例如：網頁做資料的分享或分享平台加強

學習社群互動。95年度將積極推動教師「教學媒體競賽」、「舉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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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質研討會」、「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研習課程」等相關研習成長活

動，94年度本校改進教學有10案，實有提增之空間，預期95年度可成

長400%，以達50案為預期目標。95年度將修正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

預期老師將積極革新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申請之件數預計約各有7件。 

2.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本校建立完善績效評鑑制度，藉以提昇行政效能與效率。並輔以積極鼓勵行政

人員參與相關業務研習與進修，來提昇行政人員專業知能學習成長。除自行辦

理校內行政人員業務研習課程之外，並鼓勵參加校外專門機構舉辦之研習活

動，以增進其本職學能。94年度本校行政人員參加業務研習者共計90人次，預

期95年度可成長10%，以達100人次為預期目標。  

3.其他 

本校目前師生比為31.04：1，師資結構66.28%，本校將持續增聘教師充實教師

員額，降低師生比，以滿足教學需求與教學品質。另外，本校致力於改善師資

結構，新聘教師以助理教授以上級教師為原則，若為聘用講師級教師則需具備

教學或實務經驗，以提昇本校競爭力。在補助教師薪資方面，依教師進用計畫

補助新進教師薪資及現有教師薪資為主，安心教學活動。本校預期95年度師生

比降為30：1，師資結構達70%以上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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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行注意事項，請參考「本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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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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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

(5)=(3)+(4) 

＄15,534,819 ＄31,019,329 ＄46,554,148 ＄4,655,415 ＄51,209,563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60﹪ 獎助款60﹪ 
自籌款 

（ 60% ） 
補助款40﹪ 獎助款40﹪ 

自籌款 

  ( 40﹪） 

金額 ＄9,320,891 ＄18,611,598 ＄2,793,249 ＄6,213,928 ＄12,407,731 ＄1,862,166 

合計 ＄30,725,738 ＄20,483,825 

占總經

費比例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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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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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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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3,924 68.25﹪ ＄1,907,895 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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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5,232 27.80﹪ ＄776,523 27.80﹪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 

＄586,582 2.10﹪ ＄60,960 2.18﹪ 註四 

四、其他（省水器材、

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與環保廢

棄物處理設施等） 

＄516,751 1.85﹪ ＄47,871 1.72﹪ 註五 

合計 ＄27,932,489 100﹪ ＄2,793,24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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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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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30

﹪以上） 

 

 

研究＄3,165,682 

研習＄1,303,516 

進修＄1,862,166 

著作＄3,724,332 

升等送審$372,433 

改進教學$1,489,733 

編纂教材＄186,217 

製作教具＄186,217 

 

合計＄12,290,296 

 
 
研究17% 
研習 7% 

進修 10% 

著作 20﹪ 

升等送審2﹪ 

改進教學8﹪ 

編纂教材1﹪ 

製作教具1﹪ 

 

合計  66 ﹪ 

 

研究＄316,568 

研習＄130,352 

進修＄186,217 

著作＄372,433 

升等送審＄37,243 

改進教學＄148,973 

編纂教材＄18,622 

製作教具＄18,622 

 

合計＄1,229,030 

 

研究 17 ﹪ 

研習 7  ﹪ 

進修 10 ﹪ 

著作  20﹪ 

升等送審 2﹪ 

改進教學 8﹪ 

編纂教材 1﹪ 

製作教具 1﹪ 

 

合計66  ﹪ 

一、分配原則： 

1.經常門各項經費
分配由專責小組
審議參酌本校前
一年度使用情形
及預估本年度規
劃與執行為分配
原則。 

2.本項經費以公
平、公正、公開為
原則，明訂相關獎
補助辦法，經本校
教 評 會 審 議 通
過，於本校網頁公
告週知，方便申請
教師及各界查閱。 

3.本校相關獎補助
辦法明定單一教
師、單一個案及單
一合作對象使用
本項經費之各項
標準及上限，以避
免經費集中於少
數特定對象使用。 

二、 審查機制： 

1.設置「研究發展
學術審查小組」依
據相關辦法執行
審議各項有關教
師研究等獎補助
案件。 

2.各項經費核支依
據本校整體發展
計畫經常門經費
實施要點，分別由
各系院初審，校教
評會複審後，送本
校經費稽核委員
會稽核相關經費
支用情形。 

3.接受獎補助案件
之具體成果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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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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占經常

門經費5﹪

以內） 

 

 

＄744,866 

 

 

4﹪ 

 

 

＄74,487 

 

 

4﹪ 

一、分配原則： 

本項經費核支依
據本校整體發展
計畫經常門經費
實施要點及相關
辦法經學校行政
會議或校務會議
審核通過並公告
週知，適用本校
全體行政人員，
本於公平、公
正、公開為原
則。 

二、審查機制： 

各獎補助案件依
據相關經費支用
辦法及事實，建
立審核程序與機
制，並有具體成
果或報告上網公
告及留校備供查
核。 

三、其他 

＄5,586,497 

 

30﹪ 

 

＄558,649 30﹪ 

一、分配原則： 

1.以增聘教師為
優先。 

2.以助理教授級
以上教師為優
先考量。 

二、審查機制： 

教師敘薪皆比照
公立學校，依規
定年資提敘與晉
級。 

總計 ＄18,621,659 100﹪ ＄1,862,166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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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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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數位放影機 
IDIS 4CH 同等級或以上(含硬碟及

CRT顯示器) 
1 36,100 36,100 

器材借用

室及院辦

公室錄影

監視用 

通識教育學

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 網路施工含安裝及線材 依實際需求 1 7,600 7,600 

器材借用

室及院辦

公室錄影

監視用 

通識教育學

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3 
紅外線夜視防水彩色攝影

機 
1/3"同等級或以上 2 4,750 9,500 

器材借用

室及院辦

公室錄影

監視用 

通識教育學

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4 數位攝影機 SONY DCR-HC42同等級或以上 1 20,450 20,450 

特色週等

各項活動

攝影用 

通識教育學

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5 全碎型碎紙機 
KOKA超級悍將智慧型抽屜式(同等級

或以上) 
3 2,279 6,837 

考卷報廢

用 

通識教育學

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6 錄影帶雙向迴帶機 CKA-32DV同等級或以上 1 1,140 1,140 

視聽教學

資料迴帶

用。 

通識教育學

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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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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外接可攜式薄型光碟複合

機 
Lite-ON SOSC-2483KX(同等級或以上) 4 2,469 9,876 

教學用筆
記型電腦
光碟已故
障，需另外
接光碟
機。 

通識教育學

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8 雙向迴帶機 V-7000 VHS同等級或以上 1 646 646 

視聽教學

資料迴帶

用。 

通識教育學

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9 

西洋藝術史

LANDMARKS OF 

WESTERN ART  

巨圖/文采( DVD) 6 2,375 14,250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術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0 
印象大師全集THE 

IMPRESSIONISTS 
巨圖/文采(DVD) 3 3,325 9,975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術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1 世界頂級音樂會 
金革唱片發行/保盈科技公司經銷

(DVD) 
10 3,325 33,250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術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2 世界頂級歌劇院DVD 
金革唱片發行/保盈科技公司經銷

(DVD) 
10 4,066 40,660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術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3 雲門三十週年經典DVD 
雲誙門舞集出品/保盈科技公司經銷

(DVD) 
6 3,705 22,230 教學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術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4 燒錄器 SONY DRX-810UL同等級或以上 1 4,560 4,560 
活動影片

轉檔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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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掃描器 
低速A4規格高階掃描器(正負底片掃

描裝置)同等級或以上 
1 13,870 13,870 

活動資料

存檔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6 攝錄影機(DV) SONY DCR-HC90同等級或以上 1 28,500 28,500 
校際活動

使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7 數位相機 SONY Cyber Shot H1同等級或以上 1 14,250 14,250 
校際活動

使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8 網站伺服器 

低階繪圖伺服器(Intel Pentium 4 3.2GHz

一顆)(Linux作業系統)(Serial ATA硬碟)

同等級或以上 

1 49,400 49,400 

藝文資訊

網站設

置，方便

訊息傳遞

及活動宣

傳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19 擴音喇叭 PHONIC PA-550同等級或以上 2 23,750 47,500 
校際活動

使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0 無線麥克風 Mipro MA-01同等級或以上 5 6,175 30,875 
校際活動

使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1 麥克風架 可佳牌MA-723同等級或以上 5 855 4,275 
校際活動

使用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2 列表機 HP-5100SE同等級或以上 1 28,500 28,500 
活動資料

彙整列印 

通識教育學

院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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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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樂譜 

一  曲目: QUINTET in G MAJOR OP.77  FOR 2 
VIOLINS/VIOLA/CELLO AND BASS / BY ANTONIN DVORAK 
版本: London ; New York : E. Eulenburg 
  二   曲目: OCTET in E FLAT OP.103  FOR 2 OBOES/2 
CLARINETS/2 HORNS &  2 BASSOONS / BY BEETHOVEN. 版
本 : Monteux, France : Musica Rara 等相關樂譜 

1    19,000 19,000 樂團練習及演
出 

通識教育學院
藝文中心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4 單槍投影機 EPSION EMP-821同等級或以上 2   80,275  160,550 T701、T702教室
使用 

金融保險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5 財務工程學習系統 

l 包括了財務工程上常用之計算模組，包括範圍：遠期契約 Forwards 
期貨 Futures 選擇權 Options 互換 Swaps 固定收益債券 Fixed 
Income Security 時間序列 Time Series Tools 統計工具 Statistic Tools 
投資組合工具 Portfolio Tools 預測模組 Forecasting Tools 每一個計
算模組，均包括：原始需求情境 學術公式 試算模組相關計算圖形
或者表格顯示實例說明名詞解釋相關網頁、書籍、參考資料來源 

1   475,000 475,000 
輔助財務工程

課程使用 
金融保險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6 外匯虛擬交易系統 

1. 交易標的含括主要國家之外匯交易。包括：AUD、JPY、THB、
TWD、USD、IDR、KRW、MYR、ZAR、NZD、HKD、CNY、SGD、
EUR、GBP、FRF、DEM、CAD、CHF。2. 每三分鐘可執行撮合一
次；每日至少完成一百八十次撮合。3. 同時開放多組競賽進行。4. 
同時顯示多國貨幣持有狀況，並能自動轉換成指定之等值貨幣。5. 
個人投資組合每日清算。6. 各競賽自動處理排行榜作業。7. 可提
供授課老師管理之功能頁面：8. 提供教師查詢各使用者的投組報
告。9. 統計使用者登入次數、下單次數、發表文章、停留時間排行
榜，以便利管理者進行績效考核。10. 自由設定初始投資金額。11. 提
供交易記錄查詢。12. 可提供訊息交換功能。13. 提供歷史淨值資料
與歷史排行，供使用者自行檢視過去之投資績效。 

1   342,000 342,000 
輔助金融匯兌

課程使用 
金融保險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7 
Eviews標準網路版

-25人版 
Eviews標準網路版-25人版 1 114,000 114,000 教學研究 金融保險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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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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電腦主機 AcerVeriton 7600GT顯示器Acer 
AL1511同等級或以上 10 26,130 261,298 研究生研究室

用 
金融保險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9 筆記型電腦 HP TC420012.1LCD同等級或以上 3 49,121 147,362 
研究生上課

用 

金融保險

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30 
Dreamweaver最新中文教

育版--CLP 
60人授權 1 4,275 256,500 

教學使用,

提升教學品

質 

運籌管理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項目、規格、

金額(95.5.8) 

31 Flash最新中文版--CLP 60人授權 1 4,275 256,500 

教學使用,

提升教學品

質 

運籌管理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項目、規格、

金額(95.5.8) 

32 單槍投影機 

投影方式:RGB三原色液晶快門投影

方式、亮度:2000ANSI流明以上、畫素

數:2,359,296(1024x768x3) 

1 52,155 52,155 

教學使用,

提升教學品

質 

運籌管理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規格、金額

(95.5.8) 

33 電腦設備 

Intel P4CPU 3.2GHz以上，Ram 2GB，

DVD燒錄機，19吋LCD螢幕，Windows 

XP，喇叭，200G硬碟，或其他機型相

似規格以上，或同等級以上 

5 54,150 270,750 
建制實驗設

備 

國際企業

與貿易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34 教學廣播系統 

Lan Star 8.0(50人授權版)多媒體教學

網路平台等相似規格以上，或其他同

等級以上，含安裝費 

6 8,550 51,300 教學授課用 
國際企業

與貿易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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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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記型電腦 
CPU 1.73GHz以上+記憶體512MB

以上+硬碟60G以上 
1 40,850 40,850 

學生上課或

校外參加研

討會使用 

經管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36 桌上型電腦 
CPU 3.0GHz以上+記憶體512MB

以上+15吋液晶螢幕 
1 24,657 24,657 

專業研究室

供研究生做

研究使用 

經管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37 折射式天文望遠鏡 
口徑:80mm 焦距: 910mm(F11.4) 

目鏡:LV-20LV-5  尋星鏡:6x30mm 
2 66,500 133,000 教學研究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38 Sea Quest浮力背心 規格:M   型號:Diva QD 黑色 1 23,750 23,75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39 QUICKDRAW浮力背心 規格:M  型號:339121 1 12,350 12,35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40 QUICKDRAW浮力背心 規格:S  型號:339121 1 12,350 12,35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41 SUNNTO電腦潛水錶 型號:STINGER 1 18,050 18,05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42 TUSA調節器 型號:RS-460 3 13,775 41,325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43 氣瓶瓶子含瓶頭及三用錶 品牌:Saekodive 3 13,775 41,325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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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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沙灘車 品牌:E-TON    型號:Challenger 
CXL-150含拖船架 1 98,420 98,42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

(95.5.8) 

45 休閒獨木舟 
規格:雙人座含划槳     

品牌:Wile-water 
2 40,375 80,75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

(95.5.8) 

46 中音笙 36簧(鍍鎳)附架,盧國英 1 73,150 73,15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

(95.5.8) 

47 高胡 上海老紅木(上海王根興) 1 22,990 22,99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

(95.5.8) 

48 中胡 紫檀刻名(上海張龍祥) 1 34,485 34,485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

(95.5.8) 

49 專業電子拉線機 品牌：EAGNAS型號：XP-8200S 3 16,910 50,73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95.5.8) 

50 專業微電腦拉線機 品牌：EAGNAS、型號：XP-8600S 1 40,850 40,850 教學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95.5.8) 

51 

Canon EF-S 

10-22mm f3.5-4.5 

USM 鏡頭 

適用的影像感測器尺寸：APS-C ?約當35mm規格
的焦長：16-35mm ?鏡頭結構：10群13片 非球面
鏡片：3  UD 鏡片：1 (超UD)  圓型光圈：有 最
短對焦距離(m)：0.24  最高放大倍率(x)：0.17  濾
鏡口徑(mm)：77  最大直徑(mm)：83.5 ?長度
(mm)：89.8 ?重量(g)：385 ?L：內含高階鏡片(每支
鏡頭所含材質及數量不一，可能是螢石或超低色
散(UD)鏡片) U：內含超音波直驅動AF馬達(USM) 
IS：內含光學防手震機構 DO：內含多層衍射鏡
片 

1 29,450 29,450 

教學研究用 休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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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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電腦會計 

版本：accounting98/2000、風雲大

師、財政簿長、鳳凰五號、會計

95/98、大帳省、會計世家等同等

級或以上 

1 38,000 38,000 

供學生參加電

腦會計認證之

事前練習 

企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

(95.5.8) 

53 會計資訊系統 

鼎新或他業者開發之同等級或以

上會計資訊系統或會計類相關系

統 

1 95,000 95,000 

增添專業教室

之設備，供學生

實習 

企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規格、

金額(95.5.8) 

54 單槍 SONY或EPS等同等級新型規格 4 38,000 152,000 教學用 企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95.5.8) 

55 

數位相機(含原廠

配備、及額外一顆

電池) 

1.800萬數以上?2.雙眼廣角數位

相機?3.5倍以上光學變焦?4.3倍

以上數位變焦模式?5.記憶

體:CF(1GB) 

1 33,250 33,250 
辦公、教學及舉

辦活動使用 

應用社會

學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項目、

規格、金額(95.5.8) 

56 

數位攝影機(含原

廠配備及額外一顆

長效型電池) 

1.133萬畫數以上?2.15x光學變焦/700x數位變焦鏡
頭?3.2.5吋以上高解析 lcd顯示銀幕?4.F1.2以上超
大光圈值鏡頭設計?5.30GB 1.8吋以上超大容量內
建式數位式硬碟 6.同級品133萬畫數以上也可 

1 38,000 38,000 辦公、教學及舉辦活動使用 
應用社會

學院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項目、

規格、金額(95.5.8) 

57 
學生考照輔導相關

軟體與書籍 

TOEIC,IELTS與跨院LCCI等同級外

語能力考試與國際證照之軟硬體 
1 142,500 142,500 

辦公、教學及舉

辦活動使用 

應用外語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規格、

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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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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V攝影機(含原廠配

備、及額外一顆長效型

電池) 

至少331萬畫素及10倍光

學變焦 
1 30,096 30,096 

提供學生錄製試教、實

習及練習工作職場媒

體教材之製作 

幼保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規格、金額(95.5.8) 

59 轉譯機(標準帶) TRC-8080 2 19,000 38,000 
提供教師與研究生論

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60 

DV攝影機(含原廠配

備、及額外一顆長效型

電池) 

至少331萬畫素、10倍以上

光學變焦 
1 30,096 30,096 

提供教師與研究生論

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項目、規格、金額

(95.5.8) 

61 
分離式冷氣(含材料費

與施工費用) 
2噸冷氣(約10坪空間使用) 1 40,375 40,375 提供研究生上課、討論

與論文考試空間 幼保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項目、金額(95.5.8) 

62 
電動式 8'x10'珠光螢

幕 
軸心式管狀馬達 1 15,200 15,200 

提供研究生上課、討論

與論文考試空間 
幼保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63 沐浴娃娃 
男，等同實體嬰兒比例與重

量 
1 12,825 12,825 供研究使用 幼保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64 沐浴娃娃 
女、等同實體嬰兒比例與重

量 
1 12,825 12,825 供研究使用 幼保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65 筆記型電腦 
宏碁Aspire 5672WLMi 

T2300 (1.66G)同級品或以上 
1 66,500 66,500 教學使用 性研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

增(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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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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評圖板 4*6尺的單面白板附雙面架 22 3,325 73,150 

大一至大四各年

級設計課上課貼

圖解說。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數量、金額(95.5.8) 

67 
高解析度電腦視覺

攝影機與附屬配件 

3百萬畫素附? 學低通濾波晶片,電腦
環境P4以上或同等級CPU,搭配
USB2.0介面、記憶體512MB、獨立顯
示卡256MB。 

1 11,400 11,400 

測繪建物可放大
局部,透過儀器
傳輸數據到電
腦,有利於研究
之判斷。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68 ? 氏貫入針 
Jame強度貫入儀附屬配件貫入針

W-P-2000(40支/盒) 
1 13,300 13,300 

測繪與調查所

須之探測設備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項目、規格、金額
(95.5.8) 

69 
微電腦資料處理器

與附屬配件 
超音波探測儀所屬之電腦資料處理器 1 52,134 52,134 

測繪建物結構，透
過處理器研判,有
利於研究。測繪與
調查所須之探測
設備。 

建築與環境

設計研究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項目、規格、金額
(95.5.8) 

70 個人電腦 CPU：P4（或以上)＋17" TFT-LCD＋還
原卡 20 33,250 665,000 

電腦教室課程

使用 

產設系電腦

教室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規格、金額(95.5.8) 

71 EK Form切割機 
可切割PU, EK form等模型材料, 並具

備旋轉軸可切割圓錐等特殊造型 
3 85,500 256,500 

工業設計與模

型製作等課程

使用 

產設系辦公

室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72 個人電腦 
CPU：P4(或以上)+17" TFT-LCD+還原

卡 
4 33,250 133,000 

應設所教學使

用 

應設所研究

室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規格、數量、金額
(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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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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

室系統增設更新 

1. 華碩電腦主機 (中信局第 1組第4項)CPU：INTEL P4 
3.0GB主機板：華碩 主機板記憶體：256MB DDR400 * 2
光碟機：華碩16X DVD ROM顯示卡：內建硬碟機： 80GB 
8MB外殼：華碩外殼含300W POWER鍵鼠組 ：鍵盤+光
學滑鼠不含Windows XP Professional 價格(同級品) 

10 18,525 185,250 
專業電腦繪圖教

學用 
室內設計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規格、數量、金額
(95.5.8) 

73-2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

室系統增設更新 

2.液晶螢幕：奇美 CT-712A 17"LCD(同

級品) 
10 7,191 71,906 

專業電腦繪圖教

學用 
室內設計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規格、數量、金額
(95.5.8) 

73-3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

室系統增設更新 

3. 電腦桌：鋼製  長度 180 * 深50

含鍵盤抽屜*3  主機架*3 
9 3,800 34,200 

專業電腦繪圖教

學用 
室內設計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73-4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

室系統增設更新 

4.補足網路架設施工：含資訊插座 16只、安

裝工資及測試 12式24 port switch：Zyxel 1台

(同級品)，含安裝工資及測試 8 式，整體地

板下配線整理 

1 39,245 39,245 
專業電腦繪圖教

學用 
室內設計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規格、金額(95.5.8) 

73-5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

室系統增設更新 

5. 吸頂式投影機： EPSON EMP-S3(同

級品)含角架安裝施工、測試與連線設

定 

1 44,650 44,650 
專業電腦繪圖教

學用 
室內設計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規格、金額(95.5.8) 

73-6 
綠建築專業電腦教

室系統增設更新 

6.互動式電腦教學筆記型：W3000(中

信局第4組第8項)  PM1.73 / 14" / 

60GB /512MB DDRII /COMBO / 

2.4KG(同級品) 

1 42,750 42,750 
專業電腦繪圖教

學用 
室內設計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規格、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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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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教學輔佐資源 

行動運算處理工作站(HP同級品)?高

流明高解析高亮度單槍投影設備

(SONY同級品) 

1 142,500 142,500 教學用 室內設計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

增(95.5.8) 

75 木模crown 10種22.5"款式的帽冠木模 10 14,250 142,500 
飾品設計-

帽飾 
流設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項目、數量、規
格、金額(95.5.8) 

76 木模 brim 5種22.5"款式的帽緣木模 5 18,050 90,250 
飾品設計-

帽飾 
流設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項目、數量、規
格、金額(95.5.8) 

77 頭模 5種22"、22.5"、23"款式的頭模 5 13,300 66,500 
飾品設計-

帽飾 
流設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項目、數量、規
格、金額(95.5.8) 

78 Hat Stretcher 擴帽機 1 19,000 19,000 
飾品設計-

帽飾 
流設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規格、金額(95.5.8) 

79 削皮機 CS-747 或 同級品 2 18,297 36,594 
飾品設計-

皮件 
流設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規格、金額(95.5.8) 

80 單針雙押腳平車 CS-6100 或 同級品 10 21,375 213,750 飾品設計-
皮件 流設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規格、金額(95.5.8) 

81 筒形車 CS-8230 或 同級品  2 41,800 83,600 
飾品設計-

皮件 
流設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規格、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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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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縫紉機(含機台及線

路配置) 
Juki DDL-5530 或 同級品 11 15,960 175,560 

學生上課使

用及平常實

習用 

流設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規格、金額(95.5.8) 

83 掃描器 

正負片掃描光罩，CCD技術，4800 bit 

彩色色階，最大文件尺寸

216*311mm，2到4個中型格式架

框，(4*6吋相片)，30張底片架框，

16張幻燈片，3個正負片掃描光罩

(TMA)樣板。 

2 7,125 14,250 

提供教學使
用，並建立課
程後學生歷屆
優良作品影像
系統，作為日
後學生長期觀
摩學習 

視傳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數量、金額(95.5.8) 

84 行動錄音設備 
1.攜帶型專業錄音器  2.電容式遠距

麥克風 
2 39,900 79,800 

建構錄音室

設備 
視傳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85 數位錄音器材 

十六軌數位混音器混音器擴充卡電

腦錄音編曲軟體監聽喇叭耳機電源

時序控制器訊號線大震膜電容式麥

克風麥克風專用線大麥克風架 

1 190,095 190,095 
建構錄音室

設備 
視傳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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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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攜帶式分光

測色儀 

1.分光測色儀(攜帶型) 2.專業色彩品管

軟體(視窗版)一套 3.小型印表機一台 
1 247,472 247,472 

上課教學使

用、教師學術研

究上必備儀器 

視傳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87 
PC個人電腦及19吋

螢幕 

P4-3.0G/1GB.200G/DVDRW,Intel 
Pentium4,3.0G512DDR400RAM,200GB硬
碟,16xDVD-Dual燒錄
機,ASUSN6200GE/TD/128M內接式
DVD(含CD)燒錄機 

1 31,350 31,350 
提供專兼任教
師建置教學資
料用途 

視傳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88 A4彩色雷射印表機 

解析度最高可達600*600dpi，處理器

360MHz,記憶體64MB SDRAM,可手動雙

面列印功能，附可容納500張的進紙匣 

1 19,000 19,000 

提供專兼任教

師建置教學資

料用途 

視傳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89 數位攝錄放影機 

3.5吋16:9雙模式LCD液晶螢幕、大型觀景窗、輸入輸出端
子 /總畫素：約1.12百萬畫素 有效畫素：約1.07百萬畫素 
/德國蔡司 Vario-Sonnar T*鍍膜鏡頭 12倍可變式光學變焦 
/1/3吋（6mm）16：9 3CCD／960條水平掃瞄線 /超級HAD 
CCD影像感應器 /L系列 infoLITHIUM 鋰離子電池 ,附屬
配件: 廣角鏡 /遮光罩 /電源供應器 /AC電源線 /NP-F330
鋰電池/清潔帶/鏡頭蓋 /遙控器 RMT- 811/3號電池 /AV訊
號線 

2 95,307 190,614 

拍攝教學課程

使用圖片與活

動 

視傳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90 數位單眼相機 SLR，可更換鏡頭，600萬畫素以上 1 33,250 33,250 
教材及多媒體

製作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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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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多媒體影音串流UMTS 

3G行動通訊平台 
內建藍芽，支援J2ME MIDP2.0 1 22,800 22,800 

3G多媒體

影音串流實

習教學之用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92  LISREL 8.7版  網路版20人 1 166,250 166,250 

多變量課程

資料分析使

用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93 

Intel ARMIO XScale 

PXA255資訊實用系統發

展平台  

含Bluetooth Module/ 802.11b 

PCMCIA/ GSM/ GPS/ GPRS Module/ 

FPGA Module/ IDE Module 

1 85,500 85,500 

發展資訊整

合系統之環

境教學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94  ERP Total Models  5人授權版  1 574,750 574,750 
ERP情境教

學使用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項目、金額

(95.5.8) 

95  STATA9.0版 單機版  1 47,500 47,500 
資料分析工

具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96 

Worldwide Internet Usage 

and Commerce 

2004-20097Forecast: 

Internet Commerce Market 

Model Version 

Internet Commerce Market Model 

Version 
1 142,500 142,500 

跨國電子商

務資料分析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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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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PSS12.0 

SPSS12.0 Base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SPSS12.0 Regression Model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SPSS12.0 Advanced Model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SPSS12.0 Tables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SPSS12.0 Trends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SPSS12.0 Exact Tests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SPSS12.0 Miss Vaule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SPSS12.0 Categories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SPSS12.0 Conjoint中文教育單機升級版 

1 151,383 151,383 

統計學、

多變量分

析、研究

方法等專

業課程使

用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98 PhotoImpact11 標準版 PhotoImpact11 科系授權標準版 1 66,500 66,500 

多媒體相

關專業課

程使用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99 硬碟式數位攝影機 

331萬畫素，內建硬碟，硬碟摔落防碎措

施，雙模式觸控式液晶螢幕，夜視功能，

防手震，鋰電池充電器 

1 39,900 39,900 

製作多媒

體動畫教

材 

資管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100 個人電腦主機 

Pentium4 3.0G CPU /256MB RAMx2 /80GB 

HDD?1.44MB FDD /16X DVD /Keyboard 

/Mouse?Windows XP OS 

6 20,900 125,400 研究所用 資管所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101 伺服器 
1U，機架式，含RAID 、INTEL XEON 

3.2GHz，1G Byte ECC等 
1 142,500 142,5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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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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智慧型手機 
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PDA功能，

藍芽，無線網路 
10 28,500 285,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數

量、金額(95.5.8) 

103 
ZigBee可攜式無線感

測網路分析裝置 

含ZigBee無線感測網路訊號強度

分析, 接收器, 分析軟硬體 
1 152,000 152,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

額(95.5.8) 

104 
無線感測網路開發平

台 

含多組式移動裝置、路由器、讀取

器、網路閘道器、網路橋接器 
2 57,000 114,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

額(95.5.8) 

105 
32位元ARM嵌入式發

展平台實驗模擬板 

Samsung S3C2410X，200MHz主

頻,64MB flash ROM,64MB SDRAM, 

10M乙太網路,VGA(含以上) 

8 9,500 76,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規

格、數量、金額(95.5.8) 

106 
32位元ARM嵌入式發

展平台實驗器 

Samsung S3C2410X, 200MHz主頻, 

16MB flash ROM, 64MB SDRAM, 

100M乙太網路, 步進電機(含以

上) 

8 39,900 319,2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規

格、數量、金額(95.5.8) 

107 嵌入式開發軟體 
支援WinCE之嵌入式系統軟體開

發環境 
1 22,800 22,8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數

量、金額(95.5.8) 

108 手持式網路量測設備 RJ45介面、TCP/IP協定解析 2 19,000 38,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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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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個人電腦 P4 3.2G RAM 512MB(含以上) 5 28,500 142,5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10 LCD螢幕 17吋 8 9,500 76,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11 嵌入式網路晶片實驗板 

提供16組光耦合隔離輸入接點和8組電驛輸

出，2port RS232C/RS485/RS422port，Ethernet 

RJ45port輸出 

8 9,500 76,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12 CPLD/FPGA實驗模擬器 

系統晶片為 0.13製程執行速度可達 240MHZ / 
軟體平台必須為 QuartusII; 適用於ALTERA的
最新軟體開發平台 Quartus II / 24 bits VGA埠 x 
1 ■  PS/2 埠 x 2■   數位音源接頭 x 1 

15 9,500 142,5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數量、金額(95.5.8) 

113 數位類比通訊實驗器 設計與製作(ASK、FSK、PSK、QPSK調變器、
數位與類比轉換)等以上功能 

2 41,800 83,6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數量、金額(95.5.8) 

114 射頻電路實驗器 設計與製作(阻抗匹配網路、單/雙級低雜訊放
大器、兩級前置放大器)等以上功能 

1 72,200 72,2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115 
微波主動電路設計實驗

器 
設計與製作(微帶線匹配電路、低雜訊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等以上功能 

1 63,650 63,65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116 頻譜分析儀 

頻率範圍：9kHz-2.7GHz以上 / 解析頻寬範
圍：3kHz, 30kHz, 300kHz, 4MHz / 顯示器：640 x 
480 單色高解析度 LCD / RF-輸入端：N-母座，
50Ω 

2 128,250 256,5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117 萬用燒錄器 
USB介面，可燒錄 EPROM、EEPROM、
BPROM、PAL、GAL、MPU、FLASH等 8000
多種元件 

4 14,060 56,24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數量、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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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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電腦主機 

CPU:Inter P4 3.0(含)以上  
RAM:512MB2x256)DDR2-533 ECC(含)以上 
OS:windows XP專業版/Linux Graphic Card:ATI FireGL 
V3100 128MB(含)以上 PCIe Graphics 
Drive:48XDVD-ROM(含)以上 HD:80G(含)以上 

12 38,000 456,000 教學及實驗用 電通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數

量、金額(95.5.8) 

119 電腦軟體 
Toon Boom Studio (最新教育中文

版)(含教育訓練) 
1 11,400 11,400 製作2D動畫 視傳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

(95.5.8) 

120 電腦螢幕 17吋液晶 179 8,108 1,451,332 

汰換電腦教室

二、三、五、

六螢幕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數

量、規格、金額(95.5.8) 

121 電腦主機 

CPU ： Intel Pentium 4  3.2 GHz(含)以上

Ram ： 1GB(含)以上HDD： 160 GB(含)

以上 

34 22,891 778,294 

汰換電腦教室

二、三、五、

六螢幕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22 數位講桌  
整合型數位講桌(含網路怖線及管

理系統) 
18 194,283 3,497,093 

裝 設 數 位 講
桌，將電腦、
網路、單槍投
影機、錄音及
擴音設備? 集
於數位講桌內 

各系所教

室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數

量、金額(95.5.8) 

123 
單槍 2000流明以上 6 61,750 370,500 

教學用 各系所教

室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24 3D互動遊戲製

作軟體 

3D互動遊戲製作軟體 ANARK Studio 3.5 

教育10人版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1 189,050 189,05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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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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網頁製作軟體 Flash MX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20 3,610 72,2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26 

數位遊戲主機及遊戲 

XBOX 360 台灣專用機(豪華配備) + Xbox 360 

遊戲片4片?■ 內建可拆卸 20GB硬碟 ?■ 循

序掃描 ?■ 5.1 聲道環場音 ?■ 支援寬螢幕

電視? 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1 19,950 19,95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27 

教學用電腦 

處理器：支援Intel Core Duo雙核心處

理器 T2400(1.83GHz) ,?保固：2年完全

保固 ;  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45 38,000 1,710,0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28 
單槍投影機 

SONY VPL-CX70同等級以上

產品 
2 47,500 95,0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29 
3D動畫製作軟體 

3D動畫軟體 相關外掛程式或

昇級套件軟體 
1 19,000 19,0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30 
數位電子琴 

YAMAHA PSR-295 電子琴 ;或

同等級以上產品 
1 9,500 9,5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31 

動畫工作站 

Athlon64 FX 60處理器; RAM(4GB -DDR 400);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7600GS,256M 
DDR2,128-bit,PCI-E 16X,D-Sub,DVI,TV-Out?顯
示幕優派 VP920b-19吋 ;光碟機 先鋒Pioneer 
DVR-A11  /  8DVD±R DL/16DVD±
R/6DVD-RW/8DVD+RW/16DVD/40R/40W/32RW
兩台 ; 硬碟250GB三顆(7200轉 SATAII 
300/16MB)⋯等? ;  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3 122,233 366,699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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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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dvd數位攝影機 

SONY DCR-DVD805數位攝影機?電源供應器
AC-L25、鋰電池NP-FP50、立體聲麥克風 
ECM-L100、遙控器 RMT-835、Multi AV線 (無
S端子)、USB線、外掛式鏡頭蓋、配件插槽蓋、
拭鏡布⋯等 ; 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1 31,350 31,35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33 
影像處理軟體 

photoshop + illustrator⋯等 ; 或

同等級以上產品 
20 12,350 247,0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34 
防潮櫃 

收藏家電子防潮箱?40×50.2×43.7(cm) ?有效內容
積61公升 ?全自動除濕系統 ?五年品質保證與
2千萬產品責任險⋯等 ; 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1 11,400 11,4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35 
單張環景魔鏡套組 

360ONEVR 單張環景魔鏡套組

?⋯ ; 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1 32,300 32,3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36 
繪圖液晶螢幕 

P-Active17吋繪圖液晶螢幕⋯ ; 

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1 47,500 47,5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37 

低階數位攝影機 

JVC GR-D250數位攝影機?25倍

光學變焦 ?800倍數位變焦 ?68

萬畫素 ⋯等 ; 或同等級以上

產品 

6 15,200 91,2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38 

電漿電視 

Panasonic 42吋電漿電視 

(TH-42PM50T)⋯ ; 或同等級

以上產品 

2 80,750 161,500 

教學授課用 數位遊戲

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合計       20,9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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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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雷射印表機 A3 Sizes 1 75,000 75,000 視聽資料加

工 

圖書館資服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規格(95.5.8) 

2  網路核心交換器模組及2~4

個埠介面 

 BD 6800 G16X3及埠介面 (配

合原圖書館設備使用) 

 1  620,000 620,000 介接其它網

路 設 備 用

（現有模組

不敷使用） 

圖書館資服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

增(95.5.8) 

3  乙太網路交換器  24埠（含）以上  1 25,300 25,300 美化圖書館

環境，延長

讀者在館時

間 

圖書館資服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

增(95.5.8) 

合   計      7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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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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單位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數量 

     

1  P     冊 4,021 350 1,407,455 全校閱覽 圖書館採編組 

(中日文圖書) 經專責
小組會議修正數量、金額

(95.5.8) 

2 P      冊 1,820 2,700 4,914,000 全校閱覽 圖書館採編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數

量、金額(95.5.8) 

3      P 種 300 5,000 1,500,000 
全校師生

閱覽 
圖書館採編組 

(視聽資料) 經專責小
組會議修正數量、金額

(95.5.8) 

                            

                            

              

                            

                            

合    計        7,82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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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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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電腦多媒體轉檔設備 

(同級或以上)電腦P-4 3.2GCPU
雙通道.Rem1G.200G硬
碟.G-force256顯示卡.液晶螢幕
19吋.DVD/VCD燒錄.無線上網.
應用軟體.隨身儲存碟 

1 58,500 58,500 
提供社團活動

紀錄轉檔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2 
電腦多媒體轉檔設備 DVD拷貝機 1 7,600 7,600 

提供社團活動

紀錄轉檔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3 
手提音響(小砲) 

(同級或以上)VCD/CD/MP3/FM

收音 .輸出功率250 W 
8 4,800 38,400 

提供社團推動

社務及練習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數量、金額(95.5.8) 

4 小蜜蜂 (同級或以上) 
30W.5吋喇叭.領夾式MIC 6 5,700 34,200 提供社團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5 
爵士鼓 

(同級或以上) 
原木色.大鼓.落地鼓.小鼓.踏板.
鈸 

1 22,000 22,000 提供熱門音樂社.吉他社練習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6 
麥克風含腳架 (同級或以上)有線 6 4,800 28,800 提供熱門音樂社.吉他社練習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7 
音箱 

bass音箱(同級或以上)100W 
bass amplifier with 12" coaxial 
2-way speaker 

1 14,500 14,500 提供熱門音樂社.吉他社練習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8 
音箱 

木吉他音箱(同級或以
上)60W.12吋喇叭單體.多重輸
出端子，錄音/耳機、Line、調
音器、和外接喇叭輸出 

1 14,500 14,500 提供熱門音樂社.吉他社練習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

正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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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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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影音紀錄器材 DV數位攝影機(同級或以上)330萬總畫素.蔡司鏡頭;

附電動腳架,照明燈 
1 36,500 36,5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10 
影音紀錄器材 數位相機(同級或以上)600萬畫素.3倍光學變焦.SD 記

憶卡1G.附電池*2, 
1 11,400 11,400 提供社團活動拍攝使用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數量、金額(95.5.8) 

11 
筆記型電腦 輕巧型.12吋螢幕.P-2GCPU.無線網路.1.4Kg.應用軟體

(同級或以上) 
3 52,500 157,500 提供社團文書及簡報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項目、規格、金額
(95.5.8) 

12 單槍投影機 2000流明.2.6kg以下(同級或以上) 1 43,467 43,467 提供社團文書及簡報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項目、規格、金額
(95.5.8) 

13 樂器 

Keyboard 61鍵.內建128MB波形ROM，包含88鍵分鍵
鋼琴等高品質的聲音 32MB取樣RAM，並可透過
DIMM記憶體擴充至544MB記憶空間 彩色 LCD螢
幕 .USB埠.4個Line output輸出端子(2對立體聲或4
個單聲道)，立體聲輸入端子 

3 28,600 85,800 提供音樂性社團練習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14 護貝機 A3規格 1 2,375 2,375 
提供社團文

書使用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
金額(95.5.8) 

15 
專業手提無線

擴音機 

最大功率輸出 200W(內建10"喇叭配合分音器及高音
喇叭(2音路))，能自動充電；功能；輸入音源：無線
接收機／ＣＤ／ＴＡＰＥ／有線麥克風／外部輸入音
源；有線、無線麥克風；音頻輸出 1.外接喇叭2.外接
喇叭（切換式）3.混合音頻輸出插座；無線接收機 

1 46,000 46,000 提供社團辦
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16 
數位單眼相機 800萬畫素,記憶卡2G.腳架,標準鏡,廣角鏡,200mm變焦

長鏡頭,附電池*2(同級或以上) 
1 46,000 46,0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 

社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新增

(95.5.8) 

合   計    64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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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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藝教室排氣集塵設備 
箱型集塵設備7.5HP電源3相380V 

60Hz風量90cmm靜壓 120mmaq  
一式 234,422 234,422 

噴釉台排氣

集塵設備 

產品設

計系 

 經專責小組會議
修正金額(95.5.8) 

2 勞安及消防訓練設備購置 數位攝影機，移動式擴音機及擴大主機 1式 75,200 75,200 
勞安、消防

用 
環安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3 監視系統新增購置與汰換 
原校園內監視主機DVR、Video Server、監

視器購置 
1式 255,000 255,000 

全校監視系

統用 
環安組 

經專責小組會議

新增(95.5.8) 

合   計     56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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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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教師研究 

鼓勵教師承接各界建教合作等委託研究案，及

申請國科會研究案之相對性獎助，獎補助內容

如下：  

補助教師先期研究計畫、獎助取得國科會計

畫、獎助產學合作計畫、獎助大學追求卓越計

畫、教師專題研究外審費用等 

3,482,250 

 依據本校「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

「教師參與產學合作計畫獎補助實施要

點」、「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

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專校院教師素質經

費使用原則」。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95.5.8) 

2 獎補助教師研習 

鼓勵教師參加或辦理短期研習研討會並獎補助

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補助內容如下： 

補助教師參加學術研討會、補助教師出席國際

會議、補助教師辦理學術研討會、補助教師參

加專業證照研習及考照費用、獎助教師取得乙

級以上專業證照等 

1,433,868 

 依據本校「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

法」、「教職員公差公假處理辦法」、「教職員

工國內出差旅費規則」、「獎補助教師取得專

業證照實施辦法」、「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

門經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專校

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
額(95.5.8) 

3  補助教師進修 

獎補助教師長期進修博士學位相關之費用，獎

補助內容如下： 

補助教師進修學雜費、獎補助教師留職停薪出

國進修費用、補助留職停薪教師進修代課鐘點

費 

2,048,383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運用整體發展

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助私

立技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經專責小
組會議修正金額(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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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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獎補助教師著作 

鼓勵教師發表學術創作，提升本校學術地位，

獎補助內容如下： 

獎助教師學術論文出版、藝術創作展演、出版

專書及 E-course電子書、獎助競賽、補助教師

投稿國際性期刊英文稿件修稿費 

4,096,765 

 依據本校「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法」、「運用

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育

部獎助私立技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

則」。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95.5.8) 

5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 

鼓勵教師升等送審以改善師資結構，獎補助內

容如下：  

補助教師升等審查費、補助教師升等材料費 

409,676 

 依據本校「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

施要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專校院教師素

質經費使用原則」。經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95.5.8) 

6 獎補助教師改進教學 

鼓勵教師改善教學方法、媒體製作，進而提高

教學品質，獎補助內容如下： 

獎補助教師改進教學相關經費 

1,638,706 

 依據本校「改進教學補助辦法」、「運用整體

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

助私立技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經
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95.5.8) 

7 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 

鼓勵教師革新編纂教材、媒體製作，進而提高

教學品質，獎補助內容如下： 

獎補助教師革新編纂教材及媒體製作之費用 

204,839 

依據本校「改進教學補助辦法」、「運用整體

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

助私立技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經專
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95.5.8) 

8 獎補助教師製作教具 

鼓勵教師製作教具，進而提高教學品質，獎補

助內容如下： 

獎補助教師製作教具之費用 

204,839 

依據本校「改進教學補助辦法」、「運用整體

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

助私立技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經專
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9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