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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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的封閉式課堂教學模式已很難適應教學發展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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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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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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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明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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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現職教師及支援人力 

學校現有師資結構目前計有專任教師(含教官)268位，各等級教師 

結構及支援人力如下表。 

表一：95學年度師資及支援人力狀況表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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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54 109 78 10  268 

職 員  技術人員  

97 17 

技 工 工 友 其 他 

專任支援人力  

合計(人數)：159 
1 3 41 

2. 師資結構規劃 

除專任教師258位（不含教官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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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有師資結構下，本校

積極增聘相關師資，以改善師資比，降低生師比；並配合各學系之發展，

及精緻小班教學之需求，未來師資結構規劃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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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師資進修以及充實業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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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職等比例與生師比 

目前258位專任教師職等之比例，教授17人（6.6﹪）、副教授54

人（20.9﹪）、助理教授109人（42.2﹪）、講師78人（30.3﹪），助理教

授以上師資比69.7%。 

截至 95學年度本校共有學生 10735人(未含加權)，全校生師比為

31.48(未含進專學生)，若含進專學生生師比31.94，日間生師比為21.31，

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比為 51.28%(現有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應有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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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培養業界之所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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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部每週至多可超四個鐘點，日夜合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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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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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書館編列與職掌 

2. 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佈資料表 

   大學圖書館之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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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料庫等都是收藏的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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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購入推薦購買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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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9月30日止圖書館計有中文圖書

226,297冊，西文圖書43,995冊，電子書可用館藏42,053冊，且每月持續

增加中（如表二）。 

3. 電子資源 

  圖書館為支援全校師生教學、研究及學習，提供有35種電子資料

庫。為便利全校師生於校外也可使用電子資源，並提供了遠端認證系

統，師生透過遠端認證，即可在校外索檢圖書館之電子資源，提供無遠

弗屆之服務，可謂為一數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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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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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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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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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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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表二：圖書館館藏現況 

圖書館館藏現況 

圖書收藏冊數 冊數 非書資料 數量 

一、中文圖書 計 226,297 一、電子資料  

               總類 8,479 光碟及線上資料庫 (種) 35 

               哲學類 19,015 電子書                  (冊) 42,053 

               宗教類 8,178   

               自然科學類 20,282 二、微縮影片   

               應用科學類 40,067 單片 (片) 0 

               社會科學類 42,761 捲片 (捲) 0 

               史地類(含世界史地類) 19,257   

               語文類 50,808 三、視聽資料 (件) 11,838 

               美術類 17,450 現期書報 種類 

二、外文圖書 計 43,995 1.報紙 (種) 24 

圖書館服務 數量  2.期刊    

1.圖書閱覽座位數 500 中、日文 (種) 1,206 

2.上學年借書(含視聽

資料及其他館藏)人次 
76,735 西文       (種) 599 

3.上學年圖書(含視聽

資料及其他館藏)借閱

冊數 

237,055 電子期刊 (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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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796 3.期刊合訂本(冊) 0 

l 統計至95.09.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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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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強軟體建設和強化硬體設備 

的利用率並取得很好的效果。 

1. 電腦設備 

   目前中心計有8間電腦教室，共495台桌上型電腦，除1間開放學

生自由上機使用外，其餘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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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教室除了支援學校資訊基礎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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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間電腦教室之地點、規格、數量如下表： 

表三：電腦教室規格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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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Ⅲ 733 MHz 

Ram ： 128 Mb 

HDD： 20 GB 

OS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XP 專業版 

65  

 

圖資

B2  

教室 

(二)  

IBM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Ⅲ 733 MHz 

Ram ： 128 Mb 

HDD： 20 GB 

OS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XP 專業版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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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

B2  

教室 

(三) 

IBM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4  1.5 GHz 

Ram ： 256 Mb 

HDD： 20 GB 

OS ： Window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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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Ⅲ 800 MHz 

Ram ： 128 Mb 

HDD： 20 GB 

OS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oftware ： Office 2000 專業版 

52  

 

圖資

B2  

教室 

(六) 

IBM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Ⅲ 733 MHz 

Ram ： 128 Mb 

HDD： 20 GB 

OS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oftware ：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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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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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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校園網路骨幹如圖二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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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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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校園網路骨幹 

  目前校內主幹頻寬為1Gbps線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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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無所不在之網路環境，本校在校

園各處裝設無線網路，覆蓋率已達100%，無線網路覆蓋情形如下圖： 

 

圖三：校園無線網路 

3.數位講桌、數位倉儲及校務資訊系統 

  為提昇教學成效，改善教室環境，除教室之燈光、空調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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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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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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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全數裝設完成，可達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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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數位講桌 

 

（2） 數位倉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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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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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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教師數位倉儲活動自

95年9月至10月已舉辦三次教師說明會，參加情形良好。 

  在數位倉儲上，每位老師、每門課、每一班級都有專屬平

台如圖五，供平台內成員作教學、學習及活動之互動，有效達

到輔助教學與連繫情感之目的。 

（3） 校務資訊管理系統：本校已徹底資訊化，舉凡教師、職員、學生、

業務、教學、學習、指導、採購、請假等等校內外所有活動或業

務均在網路上進行，大大提昇行政效率，並減少資源浪費(可見

圖六)。            

 
圖五：數位倉儲 

 

 
圖六：校務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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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執行重點特色及成效 

（一）校務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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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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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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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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執行重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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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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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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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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相信教師是有專業、有自律能力，在尊重學術自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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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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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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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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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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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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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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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泉源。各教學及行政單位應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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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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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以上(舊公式＝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現有專

任教師（不含教官）)，50%(新公式＝現有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應有助

理教授以上師資)。 

成效：本校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目前已達69％，預計96年初可達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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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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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積極攬聘國內外具博士學位之教師至本校任教。 

b. 聘請具學術專業領域卓越之正教授至本校任教。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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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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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教學資源中心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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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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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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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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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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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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成立教學評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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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線上即時反應教學系統：學生在學期中有任何意見可

隨時上網反應，經教務處轉達予任課教師，可供教師

適時調整上課方式、內容等。 

（b） 期末教師教學評量系統：評量結果提供校方及開課單

位主管，以做為聘任、升等、排課及優良教學教師選

拔之參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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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人類性學研究所博士班，已招第一屆博士生3名，並

申請成立資訊技術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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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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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之發展特色而成立目前台灣學術領域較稀少之博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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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工作配合教學e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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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整合預算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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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信件軟

體與地點之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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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e化結合數位倉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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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成立數位教學與學習中心協助規劃整合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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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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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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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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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與馬來西亞之學校合作進行教師進修課程之規劃。 

（6） 受邀至馬來西亞宣導及教授性教育等課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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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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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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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協助本校學生與姐妹校進行交換學生之合作關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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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建置全校雙語標識之規劃以營造國際化之氛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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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學習資源與就業生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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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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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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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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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的就

業率已大幅提昇。 

（5）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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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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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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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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95）學年度發展重點 

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本校95學年重點為強化師資結構，提昇學生素質。 

（一） 強化師資結構及教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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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學院舉辦教學研討會，達250人次。（各學院、教務處） 

（2） 提高教師在職進修人數，由100人次增至200人次。（各系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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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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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實施課程英語授課由4人增至10人。（各系所、教務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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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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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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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研發處) 

（2） 實施教師教學評量。（各系所、教務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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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發學習意願，提升學生素質 

願由各院各系，及各處室之相關措施及活動來激發學生學習意願，透過

自動學習及輔助措施提升學生素質，各項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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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業界需求規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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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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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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行政效率與教學成效，逐步

進行了校務資訊系統、教學評量、數位倉儲、數位講桌等數位科技導入應用

之事務，換言之，如何運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是本校最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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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求培養出具有就業競爭力的學生。 

同時，本校在95學年度有更明顯性突破，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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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本校的學制及研究領域，另外更

獲得了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補助，不僅是對本校過去辦學的肯定也是對未

來更高的期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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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於行政與教學單位的協商與共識形成，並

力求達到院、系間的資源整合與應用，目前本校五院廿系所即是在這種互補、

共享的環境下推展，以下為各院與行政單位規劃重點論述。 

(1) 圖書館以建置圖書自動化設備與持續充實全校中外文圖書與視聽資料為

主，以支援各單位教學與研究所需。 

(2) 延續數位教室之規劃，建置與改善各系所教室之投影設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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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強化人文藝術領域之外，本年度該院將更著重

於學生英文能力的提升，將持續提升視聽教材數位化的教學活動設備，

以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資源與環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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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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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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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資本門採購項目主要為培養學生專業能力所需的實驗與教學設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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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先前的規劃，資本門項目主要在採購教學與專業課程所需之資訊軟硬

體設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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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資本門支用項目主要

為提升數位化學習與學生實務能力所需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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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實務能力所需相關實驗之軟硬體

設備等，是資本門支用之主要項目，亦符合本校之發展目標與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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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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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教學獎

補助辦法、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及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研究發

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等各項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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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為本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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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4年度起本校共成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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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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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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年度教師研習共計 148人次，95年度教師研習共計 212人

次，95年度比94年度成長44%。 

3.進修：鼓勵教師進修升等，以改善師資結構，95 年度本校進修教師共計

48位。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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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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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年度共計 720篇，95年度共計 900篇，95年度比 94

年度成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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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本校共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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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積極獎勵教學優良教師

並鼓勵教師改進教學方法、自製暨運用教學媒體、豐富教學內容

並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以提昇教學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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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與「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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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94年度獎勵 4人，95年度擴大獎勵至 28人；改進教學 94年度有

10案，95年度有 27案，95年度比 94年度成長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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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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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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本校行政人員參加業務研習者共計

8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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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教學活動。 
 

 

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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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校之年度總預算涵蓋學校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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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書所列之計畫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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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各類獎補助教師辦法，提列適當之預算項目。 

(三)各相關單位將所提各項經費預算項目，送會計室彙整後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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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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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專責小組組織成員名單：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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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文雄 校務發展委員會執行長 

主任秘書 王賢德  

教務長 吳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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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主任 陳麗惠  

電算中心主任 程毓明  

管理學院-休閒事業管理系 劉田修 教師代表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黃慶源 教師代表 

資訊學院-資工系 張晉源 教師代表 

應用社會學院-應用外語系 段惠珍 教師代表 

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系 陳逸杰 教師代表 

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 翁英惠 教師代表 

通識教育學院 曾宗德 教師代表 

 18人  

製表日期：95.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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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1)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95.6.24) 

    (2)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94.10.26) 

   (3)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9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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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成員名單： 

95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冊(任期95.8.1至96.7.31)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委員 助理教授 蔡聰男 管理學院--運籌管理系 

委員 講師 李玉萍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 
具會計或財務專長 

委員 副教授 楊美蓮 資訊學院--資訊管理系 

委員 助理教授 林廷宜 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 

委員 講師 郭哲賓 設計學院--流行設計系 

委員 助理教授 林月仙 應用社會學院--幼兒保育系 

委員 助理教授 楊金? 通識教育學院 

共計  7人  
製表日期:95.08.01 

 

3. 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請詳【附件四】。 

含(1)94學年度第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含委員名單) 

  (2)93學年度第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含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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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附件十】 
7. 樹德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附件十一】 
 

 

相關會議紀錄 

1. 9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二】 

2. 94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三】 

             3. 94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四】 

             4. 9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五】 

             5. 9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研究發展學術審查小組會議紀錄【附件十六】 

             6. 95年度第1次改進教學審查小組審查會議紀錄【附件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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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第51頁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第52頁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第53-54頁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第55-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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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頁 

（六）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第75頁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第76-79頁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說明書－第80頁 

（九）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第81-83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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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主機  623,649 電腦教室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語文類課程電腦
使用度上升  

2   17 吋液晶螢幕  257,790 電腦教室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語文類課程電腦
使用度上升  

3  復活卡  118,800 電腦教室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語文類課程電腦
使用度上升  

4   單槍投影機  2,887,500 一般教室  各系所   改善教學環境  

5   投影螢幕  165,000 一般教室  各系所   改善教學環境  

6   手持雷射測距儀  30,000 測繪、調查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透過高科技測繪
儀器,使學生測量
更加準確與便利,
增加其時效與正確
性。  

7   投影機  49,800 社區營造研究室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輔助田野調查,使
其調查更具成效。 

8   數位錄音筆  9,160 社區營造研究室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輔助田野調查,使
其調查更具成效。 

9   DVD錄放機  13,000 保存科學實驗室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作為教學、實驗資
料燒錄留存,不致
流失,為資料存檔
並典藏。  

10   圖櫃  12,200 社區營造研究室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輔助田野調查,使
其調查更具成效。 

11   書櫃  15,000 社區營造研究室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輔助田野調查,使
其調查更具成效。 

12   外接式硬碟  14,000 社區營造研究室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有其儀器輔助田
野調查,使其調查
更具成效。  

13   磁帶機  34,138 保存科學實驗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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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數位相機  24,580 社區營造研究室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輔助田野調查,使
其調查更具成效。 

15   筆記型電腦  147,000 
社區營造研究室、保存科學
實驗室、萬能實驗室操作與

實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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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6  
 數位式攝影機 

  
51,000 社區營造研究室、萬能實驗

室操作、實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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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統計軟體  89,000 保存科學實驗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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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快易展示板  336,000 評圖、作品展示、研討會等
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
護系  

 設計課程評圖展
示、畢業作品展、
研討會展示作品。 

19   單槍投影機  80,000 
課堂中設備不敷使用,需添
購以配合師生小組討論使

用 
 視傳系  

 添購數位化教學
設備,加強學生實
務與專業技能,奠
定產學合作基礎, 
提升就業機會  

20  
 PC個人電腦及 19

吋螢幕  
33,000 提供本系學生小組討論使

用 
 視傳系  

 確立多樣化及專
業化學習空間環
境，加強學生學習
效果  

21  
 專業指向性麥克風

(Shotgun)  
78,100 建構錄音設備  視傳系  

 添購數位化教學
設備,加強學生實
務與專業技能,奠
定產學合作基礎, 
提升就業機會  

22  
 攜帶型隨身無線麥

克風系統  
65,000 影音多媒體製作及教學教

材製作 
 視傳系  

 於視聽多媒體相
關應用課程實作可
提高實地及對話收
錄音之品質 並於
其他影音多媒體製
作及教學教材製作
有所助益及改善  

23  
 Apple電腦(Power 

Mac G5)  
588,000 汰換舊機型因應師生上課

之需求 
 視傳系  

 添購數位化教學
設備,逐年汰換, 預
期學生一人一機  

24  
 可攜式 12-Input混

音器  
28,000 影音多媒體製作及教學教

材製作 
 視傳系  

 於視聽多媒體相
關應用課程實作可
提高實地及對話收
錄音之品質 並於
其他影音多媒體製
作及教學教材製作
有所助益及改善  

25  數位攝錄放影機  115,000 視聽課程拍攝使用  視傳系   提升數位教學品
質  

26  
 A4彩色雷射印表

機        
22,500 提供專題討論室使用  視傳系  

 確立多樣化及專
業化學習空間環
境，加強學生學習
效果  

27   平車  164,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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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片皮機  380,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29   乙炔銲槍組  100,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30   大型拋光機   15,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31  吊鑽及吊架  28,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32  
 TOYOTA ESP9000

電腦刺繡機  
550,000 提升服裝美學工藝發展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33  
 微電腦高速冷凍離

心機轉子  
17,5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34  
 微電腦高速冷凍離

心機轉子  
23,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35   除濕機  16,000 實驗室除濕  流設系  實驗室設備保存 

36  

 Virmaxx 3D  

/Architecture & 

Interior Design  

400,000 

針對空間設計中如何透過
虛擬場景創造與模擬，對應
建築/室內設計等需求所需

之 3D模擬軟體 

 室設系/建古系
/建環所  

 符合業界使用需
求，創造學生就業
競爭力  

37  

 AutoDesk 

AutoCAD Revit 9 

(ARS)  

385,000 

專業電腦教室目前擁有
AUTOCAD2000 25套，已
不符合時代使用之軟體趨
勢，造成學生學習成果之競
爭力不足，特此添購新版之

專業繪圖軟體 

 室設系/建古系
/建環所  

 符合業界使用需
求，創造學生就業

競爭力  

38  
 攜帶式甲醛濃度測

定系統  
150,000 

可供作建環所師生教學研
究之用，並可提供業界檢測

之建教合作之需 
 建環所  

 因應環保署所即
將公佈的室內環境
品質管理法令，以
目前的室內裝修特
性，在室內空氣品
質方面列為關鍵項
目，將有龐大的建
教合作契機  

39  
 攜帶式 TVOC濃度

測定系統  
300,000 

可供作建環所師生教學研
究之用，並可提供業界檢測

之建教合作之需 
 建環所  

 因應環保署所即
將公佈的室內環境
品質管理法令，以
目前的室內裝修特
性，在室內空氣品
質方面列為關鍵項
目，將有龐大的建
教合作契機  

40  網頁設計軟體  10,400 Dreamweaver8.0新增更多
製作網頁的功能 

 室設系／建環
所   網頁建置與更新  

41   儲存媒體  40,000 提供系上大量數位影像製
作時所需儲存媒體空間 

 室設系／建環
所  

 提昇數位影像轉
擋時的速率及穩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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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即時 3D互動軟體  380,000 

即時 3D互動遊戲製作開發
工具(可製作多人連線遊戲
及可利用 SDK開發創新工

具使用) 

 數位遊戲設計
系  

 訓練學生學習該
套全球最高表現效
能的工作站及專業
軟體,並指導完成
數位遊戲及 3D互
動數位內容應用  

43  動畫製作軟體  200,000 甲尚公司合作開發 3D動畫
數位內容 

 數位遊戲設計
系  

 以學生所完成的
作品開始進行甲尚
數位內容交易平台
測試  

44   紅外線擷取器模組 120,000 
紅外線擷取器模組,可應用
於非傳統滑鼠,鍵盤操作介

面之設計與應用 

 數位遊戲設計
系  

 提供學生應用最
新操作介面設備取
代傳統操作方式  

45   3D VR製作軟體  150,000 以最新的 3DVR技術應用
在數位媒體設計 

 數位遊戲設計
系  

 訓練學生學習該
套專業 3DVR軟
體,並指導完成 3D
互動數位內容開發
案  

46   攝影軌道組  80,000 製作各類影片推軌 
 數位遊戲設計
系  

 訓練學生學習製
作全球最新規格,
高解析度 HDV數
位影片  

47  
 高解析度影片剪輯

系統工作站  
200,000 

高解析度 HDV影片工作站
(可即時擷取 HDV格式無

壓縮) 

 數位遊戲設計
系  

 訓練學生學習製
作全球最新規格,
高解析度 HDV數
位影片  

48   筆記型電腦  50,000 
提供教學, 作業發表, 成果
展示等機動式教學活動使

用 
產設系  提升教學品質  

49  單槍投影機  60,000 
提供教學, 作業發表, 成果
展示等機動式教學活動使

用 
產設系  提升教學品質  

50   壓克力烘烤折彎機 8,000 壓克力模型製作之設備 產設系  提升教學品質  

51   設計繪圖桌  200,000 設計課程教學使用之桌子 產設系  提升教學品質  

52  電腦  350,000 實習教學 資訊學院 
 充實實驗室及專
業教室軟硬體設備 

53  
 電腦主機(不含螢

幕及作業系統)  
624,000 建構 L0834實驗室 ERP系

統 
 資管系  

 建立一個新的
ERP實驗室，提升
本系教學品質  

54   單槍投影機  160,000 
1.課程教學使用 

2.提供學生專題研討或代
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使用 

 資管系   提升本系教學品
質  

55   ATLAS.ti  29,000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使用  資管系   輔助研究生進行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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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次世代 3D感測通

訊開發平台  
45,000 大學部學生專題製作與碩

士班學生之論文實驗器材 
 資管系  

 大學部的專題製
作可針對 3D空間
感測器進行各式應
用之開發，碩士班
研究生則可以此做
為未來 3D空間感
測相關研究  

57  
 虛擬企業經營管理

軟體  
198,000 

以電腦模擬方式使學生有
身入其境的感覺，進而提昇

教學品質 
 資管系  

 學生從電腦模擬
系統中可以學習企
業環境，加強對企
業的認知，增強畢
業後適應就業環境
的能力  

58  

 LEGO 樂高系列 

MindStorm NXT 機

器人  

50,000 大學部學生專題製作與碩
士班學生之論文實驗器材 

 資管系  

 大學部的專題製
作可針對機器人進
行各式應用之開
發，碩士班研究生
則可以此做為未來
機器人感測相關研
究  

59   電腦  875,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充實實驗室及專
業教室軟硬體設備 

60   筆記型電腦  56,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充實實驗室及專
業教室軟硬體設備 

61   網路測試儀  120,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充實實驗室及專
業教室軟硬體設備 

62  
 光電元件訊號量測

儀  
195,000 大學部光電元件應用與設

計等課程 
 電通系  

 維持教學環境品
質， 強化大學課程
之實務性，提升學
生專題製作  

63   DSP實驗器  46,000 研究生之實作驗證  電通系  
 提昇學生理論與
實務二者合一之能

力  

64   單槍投影機  35,000 專題製作及研討報告用  電通系  
 強化學生在專題
製作及專題報告能

力之提升  

65  
 Borland C++ 2006

企業版  
240,000 大學部物件導向程式及資

料結構等課程 
 電通系  

 提升教學品質強
化學生在物件程式
設計的能力以符合
專題製作及業界需

求  

66  
 數位式示波器(含

USB插糟)   
41,000 電子實習學生量測實驗數

據用以加強學生分析能力 
 電通系   提升學生理論分

析及專題實作能力 

67  
 通訊實習模組(數

位類比通訊實驗器) 
114,000 電子實習學生量測實驗數

據用以加強學生分析能力 
 電通系   提升學生理論分

析及專題實作能力 

68  
 數位式示波器(含

USB插糟)   
170,000 電子實習學生量測實驗數

據用以加強學生分析能力 
 電通系   提升學生理論分

析及專題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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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高速光偵測器  30,800 應用於大學部與專題光電
元件、光通訊實驗等課程 

 電通系  

 維持教學環境品
質， 強化大學課程
之實務性，提升學
生專題製作  

70  
 A3規格高階彩色

雷射印表機  
105,000 辦公、教學及舉辦活動用  應用社會學院 

 辦公、教學及舉辦
活動列印海報使用
減少影印店輸出費
用  

71   SPSS  BASE  444,000 提供本院各系所教師與研
究生論文研究使用 

 應用社會學院 
 加速本院各系所
老師及學生資料之
分析  

72   桌上型電腦  200,000 L0436教室：主要用途：學
生自學中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1.提升整體之教
學評量 2.核心課程
小班教學 3.豐富模
組課程增進就業職
能  

73  
 16CH數位錄放影

機  
25,500 

L0436教室：主要用途：學

生自學中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增加蒐集資料之
器材  

74   液晶螢幕  10,000 
L0436教室：主要用途：學

生自學中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1.提升整體之教
學評量 2.核心課程
小班教學 3.豐富模
組課程增進就業職
能  

75   混音擴大機  16,000 
L0436教室：主要用途：學

生自學中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1.提升整體之教
學評量 2.核心課程
小班教學 3.豐富模
組課程增進就業職
能  

76  
 高效率喇叭(含吊

架)  
13,000 

L0436教室：主要用途：學

生自學中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1.提升整體之教
學評量 2.核心課程
小班教學 3.豐富模
組課程增進就業職
能  

77  
 單槍投影機(含吊

架)  
56,000 

L0436教室：主要用途：學

生自學中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1.提升整體之教
學評量 2.核心課程
小班教學 3.豐富模
組課程增進就業職
能  

78   主控桌  16,500 
L0436教室：主要用途：學

生自學中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1.提升整體之教
學評量 2.核心課程
小班教學 3.豐富模
組課程增進就業職
能  

79   門禁系統  25,000 
L0436教室：主要用途：學

生自學中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1.提升整體之教
學評量 2.核心課程
小班教學 3.豐富模
組課程增進就業職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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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硬碟式 DV  90,000 教學用  應用外語系   增加蒐集資料之
器材  

81   多功能燒錄機  23,800 具燒錄器功能及轉拷DV帶  幼保系/所  

 簡易燒錄及轉拷
攝影帶，減少因轉
拷所產生之花費與
時間。  

82   數位相機    1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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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ndNote 10(參考書

目軟體)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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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QSR N6

（NUD*IST）質性研

究資料分析軟體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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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vivo質性研究資

料分析軟體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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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2nd 

Edition嬰幼兒評量

工具  

3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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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PSS4.0base 專業

統計分析軟體  
5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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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電動式 8'x10'珠光

螢幕(含施工費)  
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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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otebook  65,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替換使用期限電
腦  

90   桌上型電腦  240,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博士班上課使用  

91  無線麥克風組  20,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碩.博士班上課使
用  

92  
 DVD硬碟可燒錄

錄放影機  
39,9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上課使用及轉拷

錄影帶  

93 電漿電視  140,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上課使用及轉拷
錄影帶  

94   多功能事務機  17,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舊機組故障無法
列印替換及將幻燈
片轉換成電腦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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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桌上型電腦  253,000 研究生研究室使用  經管所   教師論文發表與
研究生論文品質  

96   筆記型電腦  72,000 提供研究生或教師出外參
加研討會使用 

 經管所   教師論文發表與
研究生論文品質  

97  焦點群體訪談室  400,000 焦點群體市場調查訓練場
所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98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 WIN-CAMI 
Server模組 

20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99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 WIN-CAMI 
Master模組 

14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100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 WIN-CAMI 
Client模組 

27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101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 WIN-CAMI 監
看監聽錄音模組 

14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102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電腦 (XEON 
3.0g/800MHZ) 

14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103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電腦(INTEL P4 

3.2GHz) 
  

44,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104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電腦( INTEL 
Celeron 2.8GHz) 
 

34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105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 OA設備 

83,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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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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網路硬體及網路
工程 

8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107  

 WIN-CAMI電腦輔
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相關軟硬體設
備-電話架設 

63,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管理系暨
管院相關系所  

 提升學生前往市
場調查公司就業技
能及實務能力  

108  

 教師用個人電腦
(含 windows 作業系
統文書處理、防毒軟
體)  

55,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室，提
供本系與管理學院各系的
行銷與流通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理
學院各系  

 1‧提升本校教育設
備現代化，訓練學生
具有行銷與流通學
程整合管理之能力。 
2‧提供學生實作之
空間，結合理論與實
務之應用。  

109 

 學生用個人電腦

(含 windows 作業系

統文書處理、防毒軟

體、還原卡等)  

1,520,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室，提
供本系與管理學院各系的
行銷與流通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理
學院各系  

 1‧提升本校教育設
備現代化，訓練學生
具有行銷與流通學
程整合管理之能力。 
2‧提供學生實作之
空間，結合理論與實
務之應用。 

110 
 網路伺服器 (含作

業系統等必要軟體)  
120,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室，提
供本系與管理學院各系的
行銷與流通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理
學院各系  

 1‧提升本校教育
設備現代化，訓練
學生具有行銷與流
通學程整合管理之
能力。 
2‧提供學生實作之
空間，結合理論與
實務之應用。  

111   雷射印表機  30,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室，提
供本系與管理學院各系的
行銷與流通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理
學院各系  

 1‧提升本校教育設
備現代化，訓練學生
具有行銷與流通學
程整合管理之能力。 
2‧提供學生實作之
空間，結合理論與實
務之應用。  

112  教學網路廣播系統 90,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室，提
供本系與管理學院各系的
行銷與流通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理
學院各系  

 1‧提升本校教育設
備現代化，訓練學生
具有行銷與流通學
程整合管理之能
力。2‧提供學生實
作之空間，結合理論
與實務之應用。  

113   電腦桌  63,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室，提
供本系與管理學院各系的
行銷與流通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理
學院各系  

 1‧提升本校教育
設備現代化，訓練
學生具有行銷與流
通學程整合管理之
能力。 
2‧提供學生實作之
空間，結合理論與
實務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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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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不斷線系統  9,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室，提
供本系與管理學院各系的
行銷與流通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理
學院各系  

 1‧提升本校教育
設備現代化，訓練
學生具有行銷與流
通學程整合管理之
能力。 
2‧提供學生實作之
空間，結合理論與
實務之應用。  

115   實驗室施工  23,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室，提
供本系與管理學院各系的
行銷與流通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理
學院各系  

 1‧提升本校教育
設備現代化，訓練
學生具有行銷與流
通學程整合管理之
能力。 
3‧提供學生實作之
空間，結合理論與
實務之應用。  

116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RFID SERVER伺服

主機 

64,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
流產業之就業技能
及實務能力 

117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RFID Reader讀取

器 

156,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
流產業之就業技能
及實務能力 

118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RFID Reader天線 

25,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119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QRCode行動條碼製

作系統軟體 

20,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120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筆

記型電腦 

58,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121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PDA手機 

35,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122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RFID SDK開發模組

及工具 

120,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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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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商

品物流管理系統

(RFID) 

350,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124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物

流流利架 

152,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125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無

線基地台 

16,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126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物

流輸送帶(電動式) 

173,7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提升學生進入物流

產業之就業技能及

實務能力 

  合計 20,93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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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查詢系統 3,000,000 全校閱覽 採編組 支援教學研究 

2 參考書目軟體 300,000 全校閱覽 採編組 支援教學研究 

3 掃瞄器 100,000 供讀者學術研究使用 資服組 

1. 提升圖書館資訊服務
品質 
2. 提供讀者充裕之掃瞄
器，減少讀者對此服務之
抱怨 

4 電腦（含液晶螢
幕） 720,000 配合掃瞄器供讀者學術研究

使用 
資服組 

使讀者有舒適的視聽、休
閒及閱讀空間，提升圖書
館視聽及資訊服務品質  

5 電腦（含液晶螢
幕） 140,000 配合掃瞄器供讀者學術研究

使用 
資服組 

1. 提升圖書館資訊服務
品質 
2. 提供讀者充裕之掃瞄
器，減少讀者對此服務之
抱怨 

 合計 4,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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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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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書(含日文書) 463,755 全校閱覽 圖書館採編組 支援教學研究 

2 外文圖書 2,318,000 全校閱覽 圖書館採編組 支援教學研究 

3 視聽資料 1,500,000 充實視聽資料館藏 圖書館資服組 
1.支援教學研究         

2.提供師生閒暇休閒娛樂 

 合計 4,28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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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劍 
              

8,000  

提供太極拳社團練習/辦理

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2 絃箏 
          

100,000  

提供古箏社社團練習/辦理

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3 電動空氣槍 
            

35,000  

提供生存遊戲社社團練習/

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4 電動空氣槍 
            

50,000  

提供生存遊戲社社團練習/

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5 高階數位繪圖板 
            

19,500  
提供動漫社社團練習/辦理
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6 
CASHFLOW現金
流遊戲盒 

            
64,000  

提供證券研究社社團練習/
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7 

專業錄音用電容麥
克風(CM-H8C)+ 
幻像電源供應器
(PS-2) 

            
80,000  

提供瘋狂之音廣播社社團
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8 
主動式監聽喇叭
(對) 

              
6,500  

提供瘋狂之音廣播社社團
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9 全自動義式咖啡機 
            

35,000  

提供咖啡社社團練習/辦理

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10 大型推車 
              

6,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11 
專業手提無線擴音
機 

            
40,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減少社團活動器材租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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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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小蜜蜂 
            

39,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增加社團活動及報告的精緻
度 

13 除濕機 
            

22,500  

社團器材維護延長使用壽

命 
社團/學務處 

增加社團活動及報告的精緻
度 

14 DV數位攝影機 
            

45,0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 社團/學務處 

增加社團活動及報告的精緻
度 

15 超薄型數位相機 
            

15,000  
提供社團活動拍攝使用 社團/學務處 

增加社團活動及報告的精緻
度 

16 
DV專用外接式麥
克風  

              
8,000  

提升攝影機功能,提供社團

活動紀錄 
社團/學務處 

增加社團活動及報告的精緻
度 

17 
電腦多媒體轉檔設
備 

            
40,0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轉檔 社團/學務處 
增加社團活動及報告的精緻

度 

18 
提升電腦多媒體轉
檔設備 

              
4,0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轉檔 社團/學務處 
增加社團活動及報告的精緻

度 

19 無線電 
            

27,000  
提供社團辦理活動 社團/學務處 

增加社團活動及報告的精緻
度 

   合計 6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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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式海龍滅火系

統 
600,000 增進校園安全 總務處 增進校園安全 

 合計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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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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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參與研究計畫通過率，加強教師學術研究，提升教師

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案，加強教師實務經驗，累積研究能量。預

期較 95年度教師研究案成長 10%，96年度計畫約達 80件；教

師產學合作案金額成長 14.5%，96年度計畫約達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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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教師參與研習研討會計有 212人次，預期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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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本校進修教師

共計 48位，預期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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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

著作共計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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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度成長 5%，達 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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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以本校共計 15件升等送審，預期 96年

度能達 18件之多，預期約有 20%成長。 

(6)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依「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改

進教學獎補助辦法」及相關預算補助規定與標準等進行初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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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積極推動教師「教學媒體競賽」、「舉辦教學品質研討會」、

「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研習課程」等相關研習成長活動，9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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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獎勵教學優良教師 28人、改進教學有 27案，預期 96年度教

學優良獎勵 28人，改進教學獎補助可成長達 68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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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本校行政人員參加業

務研習者共計 80人次，預期 96年度可成長 10%，以達 88人次為預期目

標。  

3.其他 

本校目前師生比為 31.5：1，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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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度師生比降為 31.4：1，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
構達 70%。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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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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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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0,892 ＄18,611,597 ＄2,793,249 ＄6,213,927 ＄12,40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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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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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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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否 

項   目 
佔資本門經費

之金額 

佔資本門經費

之比例（﹪） 

自籌款佔資本

門經費之金額 

自籌款佔資本

門經費之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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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5,991 68.15% 1,903,492 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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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776,523 27.8%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2﹪） 
586,582 2.10% 57,918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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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684 1.95% 55,316 1.98% 註五 

合計 27,932,489 100.00% 2,793,24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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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682 17% 研究＄316,568 17% 

研習＄1,303,516 7% 研習＄130,352 7% 

進修＄1,862,166 10% 進修＄186,217 10% 

著作＄3,724,332 20% 著作＄372,433 20% 

升等送審＄372,433 2% 升等送審＄37,243 2% 

改進教學＄908,737 4.88% 改進教學＄91,263 4.9% 

編纂教材＄770,937  4.14% 編纂教材＄77,447 4.16% 

製作教具＄182,492 0.98% 製作教具＄17,508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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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0,295 

合 計

6 6% 
 

合計＄1,229,031 

合 計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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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教學審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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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內容說明（分配原則、審

查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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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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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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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6,498 30% ＄55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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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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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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主機  

 一般型電腦
Sempron3000+(1.6GHz 

HyperTransport)(Windows及 
Linux作業系統)(獨立主機不含

螢幕)   

39  15,991 623,649  電腦教室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2   17 吋液晶螢幕 
 低階17吋彩色液晶顯示器(內
建多層膜防刮玻璃功能)(獨立

顯示器不含主機)  
39  6,610 257,790  電腦教室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3  復活卡  蓮騰  66  1,800 118,800  電腦教室使用   通識教育學院  
 

4   單槍投影機   LCD2700流明(或以上)  55  52,500 2,887,500  一般教室   各系所   

5   投影螢幕   珠光或蓆白  55  3,000 165,000  一般教室   各系所  
 

6   手持雷射測距儀 

 測距能力0.05m~100m:±
1.5mm、距離、面積、體積測量；
螢幕圖形顯示、螢幕照明燈顯
示、前端測量或底部測量選
擇、計算功能（＋、－）公制、
英制切換、內置水平氣泡、調
出最後19個測量值、防水防
塵、手環、腰帶。  

2  15,000 30,000  測繪、調查使用   建築與古蹟維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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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影機  

 2000ANSI,SXGA(1280*1024),
對比2000:1,單片式0.55吋DMD
晶片,支援DLP技
術,1.9kg,AC100∼240V，50∼
60Hz,內建2W喇叭可外接擴大
器或喇叭(內附專業多功能提
袋)  

1  49,800 49,800  社區營造研究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8   數位錄音筆  

 內建 64M B記憶體，在LP模
式下可錄音長達32小時又10
分鐘、內附 Digital Voice Editor
應用軟體及USB連接線，可與
電腦連接做編輯  

2  4,580 9,160  社區營造研究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9  DVD錄放機  

 內建160GB超大容量硬碟，
DVD+R/RW、DVD-R/RW 及
CD-R/RW 碟片都可錄影，
HDD/DVD 高速雙向複製功
能，檔案瀏覽功能，可撥放
MP3/WMA/WAV/JPEG/BMP 等
檔案格式，全中文圖形化操作
介面"Easy Guider2 易上手精靈
"，指引使用者一步步完成所有
主要功能，只要依照螢幕上的
操作指示，就可以輕易操作
LVW-5045 所有功能，如錄
影、播放、預約錄影等。  

1  13,000 13,000  保存科學實驗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10   圖櫃   A1五層圖櫃  2  6,100 12,200  社區營造研究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11   書櫃   3*6(直玻
/0.7mm)(W88*D40*H176cm)  5  3,000 15,000  社區營造研究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12   外接式硬碟   2.5吋,160g容量  2  7,000 14,000  社區營造研究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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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磁帶機   支援Unix,Unic-like作業系統, 
SCSI介面（含磁帶40G7卷)  1  34,138 34,138  保存科學實驗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14  數位相機  
 710萬有效畫素，5X光學變焦
鏡頭，2.5LCD，ccd移動式手震
校正，防塵防水功能。  

2  12,290 24,580  社區營造研究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15   筆記型電腦  

 Intel Pentium M 1.7GHz 、12.1
吋 XGA TFT LCD、256MB DDR 
SDRAM  
硬碟60G、56K 傳真數據機及
10/100/1000Mbps網路連線功能 
/ 802.11b,g無線功能、PCMCIA 
TYPE II * 1 與 Compact Flash 
Slot * 1/ USB 2.0 *2 / 並列埠 * 
1 / 外接顯示器埠*1 / RJ-11數
據機埠*1 / RJ-45網路埠*1 / 紅
外線(4Mbps)埠*1 / IEEE 1394連
接埠    

3  49,000 147,000 

 社區營造研究
室、保存科學實驗
室、萬能實驗室操
作與實驗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16   數位式攝影機   

 400萬像素超高解析 、DIGIC 
DV影像引擎 、真正16:9寬螢
幕錄像  
2.7吋高亮度寬螢幕LCD 、優
越的相機性能 、Joystick十字
操控捍 、2.7 英寸16:9 寬螢幕
彩色LCD ; 約123,000像素(背
光調整)、8cm DVD-R/RW光碟 
  

2  25,500 51,000 
 社區營造研究
室、萬能實驗室操
作、實驗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17   統計軟體  

 STATISTICA 6.0教育標準版
(Base+advance 
Linear+Multivariate 
Exploratory)(Neural Nrtworks)  

1  89,000 89,000  保存科學實驗室
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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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快易展示板  

 材 質: 展示板: 
H178xW94cm 、附5支重型穩
定角、顏色A06 
可任意角度組合.易拆裝.移動.
搬運.巡迴展示  

60  5,600 336,000  評圖、作品展
示、研討會等使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19   單槍投影機    2000流明以上  2  40,000 80,000 

 課堂中設備不敷
使用,需添購以配
合師生小組討論
使用  

 視傳系  

 

20   PC個人電腦及19吋螢幕  

 4-3.0G/1GB/200G/DVDRW,Intel 
Pentium 4 3.0G,512 DDR400 
RAM,200GB 硬碟,16x DVD-Dual燒錄
機,ASUS N6200GE/TD/128M內接式
DVD(含CD)燒錄機  

1  33,000 33,000  提供本系學生小
組討論使用   視傳系  

 

21  專業指向性麥克
風(Shotgun)  

 指向性麥克風Superlux 
PRA-118S(34cm) / 附麥克風防風罩
(Superlux Shotgun),麥克風防風毛套
(CAVISION 10' 21mm)、四節麥克風桿
(CAVISION AVSP004)各2組  

2  39,050 78,100  建構錄音設備   視傳系  

 

22  攜帶型隨身無線
麥克風系統  

 無線接收器、無線發設器、無
線麥克風  5  13,000 65,000  影音多媒體製作

及教學教材製作   視傳系  

 

23   Apple電腦
(Power Mac G5)  

17 吋 iMac (MA590TA/A),處理器
2.0GHz Intel Core 2 Duo,4MB 共享,記
憶體1GB (2x512MB) 667MHz DDR2 
SDRAM (PC2-5300)升級為2.0GB，硬
碟250GB,吸入式 8 倍速 
SuperDrive，具 2.4 倍雙層光碟燒錄
功能（DVD+R DL/DVD±RW/CD-RW）,
顯示卡ATI Radeon X1600；具 128MB 
GDDR3 SDRAM 記憶體,硬體附件: 
Apple Keyboard 與 Mighty Mouse 

14  42,000 588,000  汰換舊機型因應
師生上課之需求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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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可攜式12-Input
混音器  

 Behringer XENYX-1202） 
12-Input (4 mic, 4 stereo) 2-Buss 
Plus Effects Send with Rotary 
Control  

1  28,000 28,000  影音多媒體製作
及教學教材製作   視傳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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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配件: 廣角鏡 /遮光罩 /電
源供應器 /AC電源線 /NP-F970鋰電
池/清潔帶/鏡頭蓋 /遙控器 RMT- 
811/3號電池 /AV訊號線  

1  115,000 115,000  視聽課程拍攝使
用   視傳系  

 

26   A4彩色雷射印表機        

 解析度最高可達600x600dpi,處理器
360 MHz,記憶體64 MB SDRAM,可手
動雙面列印功能,附可容納500張的進
紙匣  

1  22,500 22,500  提供專題討論室
使用   視傳系  

 

27   平車   JK-6318-3  8  20,500 164,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28   片皮機   Jh-500  1  380,000 380,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29   乙炔銲槍組   #0001234  2  50,000 100,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30   大型拋光機    80x60x30cm  1  15,000 15,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31   吊鑽及吊架   foredom  4  7,000 28,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32  
 TOYOTA 
ESP9000電腦刺
繡機  

 單頭15針自動換色可繡面積
(50*30)cm  1  550,000 550,000  提昇服裝美學工

藝發展   流設系  

 

33   微電腦高速冷凍離心機轉子  
 No.1195 angle rotor(1.5/2.0ml x 
24)  1  17,500 17,5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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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微電腦高速冷凍離心機轉子  
 No.1016 angle rotor NT23,000  
規格(50ml x 6)  1  23,000 23,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35   除濕機  依學校現有規格 1  16,000 16,000  實驗室除濕   流設系   

36  
 Virmaxx 3D  
/Architecture & 
Interior Design  

專業版 50  8,000 400,000 

 針對空間設計中如何
透過虛擬場景創造與
模擬，對應建築/室內
設計等需求所需之3D
模擬軟體  

 室設系/建古
系/建環所  

 

37  
 AutoDesk 
AutoCAD Revit 9 
(ARS)  

Building9 10  38,500 385,000 

 專業電腦教室目前擁
有AUTOCAD2000 25
套，已不符合時代使用
之軟體趨勢，造成學生
學習成果之競爭力不
足，特此添購新版之專
業繪圖軟體  

 室設系/建古
系/建環所  

 

38  甲醛濃度測定系統  攜帶式 1  150,000 150,000 

 可供作建環所師生教
學研究之用，並可提供
業界檢測之建教合作
之需  

 建環所  

 

39   TVOC濃度測定系統  攜帶式 1  300,000 300,000 

 可供作建環所師
生教學研究之
用，並可提供業界
檢測之建教合作
之需  

 建環所  

 

40   網頁設計軟體  Dreamweaver8.0中文教育版  1  10,400 10,400 
 Dreamweaver8.0
新增更多製作網
頁的功能  

 室設系／建
環所  

 

41   儲存媒體   Iomega 400G 3.5吋三介面硬碟
及聲音儲存媒體sony 1G  2  20,000 40,000 

 提供系上大量數
位影像製作時所
需儲存媒體空間  

 室設系／建
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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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即時3D互動軟體  

 Quest3D 
Creative Edition10人授權1套,  
商業版Power Edition 1套  

1  380,000 380,000 

 即時3D互動遊戲
製作開發工具(可
製作多人連線遊
戲及可利用SDK
開發創新工具使
用)  

 數位遊戲設
計系  

 

43   動畫製作軟體   iClone Studio 1.52 教育版10
人授權  1  200,000 200,000 

 甲尚公司合作開
發3D動畫數位內
容  

 數位遊戲設
計系  

 

44   紅外線擷取器模組  
 紅外線擷取器模組 + 模組發
展應用工具SDK  15  8,000 120,000 

 紅外線擷取器模
組,可應用於非傳
統滑鼠,鍵盤操作
介面之設計與應
用  

 數位遊戲設
計系  

 

45   3D VR製作軟體  3DVR軟體教育版10人授權  1  150,000 150,000 
 以最新的3DVR
技術應用在數位
媒體設計  

 數位遊戲設
計系  

 

46   攝影軌道組   第3代輕巧軌道組 或同等級
以上產品  1  80,000 80,000  製作各類影片推

軌  
 數位遊戲設
計系  

 

47   高解析度影片剪輯系統工作站  

 廣播級剪輯系統工作站 
EDIUS NX for HDV 或同等級
以上產品  

1  200,000 200,000 

 高解析度HDV影
片工作站(可即時
擷取HDV格式無
壓縮)  

 數位遊戲設
計系  

 

48   筆記型電腦   15吋標準螢幕  1  50,000 50,000 

 提供教學, 作業
發表, 成果展示等
機動式教學活動
使用  

 產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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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單槍投影機   支援真實解析度1024*768, 
2000流明以上  1  60,000 60,000 

 提供教學, 作業
發表, 成果展示等
機動式教學活動
使用  

 產設系  

 

50   壓克力烘烤折彎機  
 長150cm以上, 可加熱折彎壓
克力  2  4,000 8,000  壓克力模型製作

之設備   產設系  
 

51   設計繪圖桌   105*75*74cm  40  5,000 200,000  設計課程教學使
用之桌子   產設系  

 

52   電腦  

 PD 2.8(含以上), RAM 1GB/硬碟
160GB SATA/DVD-ROM(含以上), 
LCD 17"(含以上)等或同規格以上機
種  

10  35,000 350,000  實習教學   資訊學院  

 

53   電腦主機(不含螢幕及作業系統) 

 Intel雙核心處理器時脈在2.8GHz以
上及適用之主機板 
記憶體DDR2 1G以上/ 硬碟160GB 
SATA以上/ DVD-ROM及一般個人電
腦共同規格  

26  24,000 624,000  建構L0834實驗
室ERP系統   資管系  

 

54   單槍投影機  

 2200ANSI以上,SXGA(1280*1024),對
比2000:1,單片式0.55吋DMD晶片,
支援DLP技術,1.9kg,AC100∼240V，
50∼60Hz,內建2W喇叭可外接擴大器
或喇叭(內附專業多功能提袋)  

4  40,000 160,000 

 1.課程教學使用 
2.提供學生專題研
討或代表學校參
加校外競賽使用  

 資管系  

 

55   ATLAS.ti   5.2版以上  1  29,000 29,000  質性研究資料分
析使用   資管系  

 

56   次世代3D感測通訊開發平台  

 內建512MB記憶體 
*具備動態感應與光學指標, 以及採
用藍芽無線通訊的無線控制器, 內建
3維空間感測裝置。 
*可以外接擴張手把Nunchunk，內建
有3D空間感測裝置和類比操作跟兩
顆按鈕。 

1  45,000 45,000 

 大學部學生專題
製作與碩士班學
生之論文實驗器
材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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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無線LAN(IEEE802.11b/g)以及
DS無線通訊 
*輸出入端子：USB 2.0*2，NGC 記憶
卡插槽*2，SD 記憶卡插槽*1，AV 輸
出端子*1，NGC 手把插槽*4，感應裝
置插槽*1  

57   虛擬企業經營管理軟體  

 網路實驗室版本（Unlimited User 
License），軟體內含：1.商業活動流
程模擬2.國際企業貿易實務模擬3.電
子商務資訊技術模擬4.企業組織管理
模擬5.便利商店經營模擬6.3D動畫展
示系統7.中文安裝與操作投影片一份
(150頁以上)  

1  198,000 198,000 

 以電腦模擬方式
使學生有身入其
境的感覺，進而提
升教學品質  

 資管系  

 

58  
 LEGO 樂高系
列 MindStorm 
NXT 機器人  

32-bit ARM7 microcontroller/ 256 
Kbytes FLASH, 64 Kbytes RAM/ 8-bit 
AVR microcontroller/ 4 Kbytes FLASH, 
512 Byte RAMBluetooth wireless 
communication (Bluetooth Class II V2.0 
compliant) USB full speed port (12 
Mbit/s) 
4 input ports, 6-wire cable digital 
platform (One port includes a IEC 61158 
Type 4/EN 50 170 compliant expansion 
port for future use)3 output ports, 6-wire 
cable digital platform 100 x 64 pixel LCD 
graphical display Loudspeaker - 8 kHz 
sound quality. Sound channel with 8-bit 
resolution and 2-16 KHz sample rate. 
Power source: 6 AA batteries 

4  12,500 50,000 

 大學部學生專題
製作與碩士班學
生之論文實驗器
材  

 資管系  

 

59   電腦  

 PD 2.8(含以上), RAM 1GB/硬碟
160GB SATA/DVD-ROM(含以上), 
LCD 17"(含以上)等或同規格以上機
種  

25  35,000 875,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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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筆記型電腦   IBM ThinkPad R60e 0658-I1v或
同規格以上機種  2  28,000 56,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61   網路測試儀   Fluke cableIQ + IntelliTone或同
規格以上機種  2  60,000 120,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62   光電元件訊號量測儀  

 1.量測模式有高電壓，高電流，高功
率或脈衝源模式   2.可程式化的電
流源及限壓能力   3.透過 GPIB 可

以儀控讀值  

1  195,000 195,000 
 大學部光電元件
應用與設計等課

程  
 電通系  

 

63   DSP實驗器   DSP  數位信號實驗平台含模
擬器(晶片TI TMS5402)  1  46,000 46,000  研究生之實作驗

證   電通系  
 

64   單槍投影機   2000流明以上  1  35,000 35,000  專題製作及研討
報告用   電通系  

 

65   Borland C++ 
2006企業版   30人授權  1  240,000 240,000 

 大學部物件導向程
式及資料結構等課

程  
 電通系  

 

66   數位式示波器
(含USB插糟) 

 頻寬100MHz以上、上升時間
3.5ns  1  41,000 41,000 

 電子實習學生量測
實驗數據用以加強
學生分析能力  

 電通系  
 

67  
 通訊實習模組
(數位類比通訊實

驗器)  
 工作頻率2.4 GHz以上  2  57,000 114,000 

 電子實習學生量測
實驗數據用以加強
學生分析能力  

 電通系  
 

68   數位式示波器
(含USB插糟) 

 頻寬200MHz以上、2 GS/s 
sample rate、2Channels   2  85,000 170,000 

 電子實習學生量測
實驗數據用以加強
學生分析能力  

 電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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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高速光偵測器  
 1.具有1 GHz偵測頻寬  2.波
長850 nm  3.雜訊低於7 pA/√

Hz  
2  15,400 30,800 

 應用於大學部與
專題光電元件、光
通訊實驗等課程  

 電通系  
 

70   A3規格高階彩色雷射印表機  

 250張(含)以上A3紙匣一個及
250張、可手動送紙及雙面列印
處理器  

1  105,000 105,000 教學及舉辦活動
用  

 應用社會學
院   

71   SPSS  BASE   升級版14.0  35  12,686 444,000 
 提供本院各系所
教師與研究生論
文研究使用  

 應用社會學
院   

72   桌上型電腦  中信局 5 40,000 200,000 
 L0436教室整修. 主
要用途：學生自學中
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73   16CH數位錄放影機   DR-6163N  1  25,500 25,500 
 L0436教室整修. 主
要用途：學生自學中
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74   液晶螢幕   19吋  1  10,000 10,000 
 L0436教室整修. 主
要用途：學生自學中
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75   混音擴大機   VM6S-DRV  1  16,000 16,000 
 L0436教室整修. 主
要用途：學生自學中
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76   高效率喇叭(含吊架)   PROGRAMME50  2  6,500 13,000 
 L0436教室整修. 主
要用途：學生自學中
心，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77   單槍投影機(含吊架)   PT-LB50EA  1 56,000 56,000 

L0436教室整修. 主要

用途：學生自學中心，

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78   主控桌  配合學校原有規格  1 16,500 16,500 
L0436教室整修. 主要
用途：學生自學中心，
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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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門禁系統  配合學校原有規格  1 25,000 25,000 

L0436教室整修. 主要

用途：學生自學中心，

小班教學教室  
 應用外語系   

80   DV  硬碟式 3  30,000 90,000  教學用   應用外語系   

81   多功能燒錄機   Sony DVDirect【VRD-MC1】  2  11,900 23,800  具燒錄器功能及
轉拷DV帶   幼保系/所   

82   數位相機    
 Sony Cyber-shot  DSC-N2，含
額外原廠皮套LCS-CSG、高速
記憶卡1G 、電池NP-BG1一顆 

1  18,366 1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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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ndNote 10(參考
書目軟體)  

 單機版(For Windows Single 
License)  2  14,000 28,000  提供教師與研究

生論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84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軟體   QSR N6（NUD*IST）教育版  1  33,000 33,000  提供教師與研究
生論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85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軟體   Nvivo教育版  1  35,000 35,000  提供教師與研究
生論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86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2nd 
Edition嬰幼兒評
量工具  

 Includes Manual, Stimulus Booklet, 
pkgs of 25 each of the Mental Scale 
Record Forms, Motor Scale Record 
Forms (with Tracing Design Sheet), and 
Behavior Rating Scale Record Forms, 
Visual Stimulus Cards, Map, and all 
necessary manipulatives in a soft-  

1  36,300 36,300  提供教師與研究
生論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87   spss14.0base 專
業統計分析軟體   中文教育網路65人版  1  515,000 515,000  提供教師與研究

生論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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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電動式 8'x10'珠
光螢幕(含施工
費)  

 軸心式管狀馬達  1  19,500 19,500 
 提供研究生上
課、討論與論文考
試空間  

 幼保所   

89   Notebook   華碩A8j/14.1  1  65,000 65,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90   桌上型電腦   華碩AS-D695  6  40,000 240,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91   無線克風組   雙頻VHFY自動無線麥克  1  20,000 20,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92   DVD硬碟可燒錄錄放影機   PioneerDVR745II-S  1  39,900 39,9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93  電漿電視    42吋聲寶PM42D11(含移動
式基座‧分離式揚音器)   1  140,000 140,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94   多功能事務機   HPphotosmart3310  1  17,000 17,000  上課使用   性學所   

95   桌上型電腦  
 CPU2.8GHz以上+記憶體
512MB以上+17吋液晶螢幕以
上  

11  23,000 253,000  研究生研究室使
用   經管所   

96   筆記型電腦   CPU 1.73GHz以上+記憶體
512MB以上+硬碟60G以上  2  36,000 72,000 

 提供研究生或教
師出外參加研討
會使用  

 經管所   

97   焦點群體訪談室 

 含訪談室之裝潢、內部設施
(沙發、茶几、電視、錄音、錄
影器材、攝影設備、訪談監控
設備、電腦、桌椅、監控記錄
系統)及相關設備(等等以上)  

1  400,000 400,000  焦點群體市場調
查訓練場所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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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WIN-CAMI Server模組  1  200,000 20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99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WIN-CAMI Master模組  2  70,000 14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100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WIN-CAMI Client模組  20  13,500 27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101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WIN-CAMI 監看監聽錄音模
組  2  70,000 14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102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XEON 3.0g/800MHZ, 2MB L2, OPEN, 
1GB CHIPKILL RAM, TOWER-4U, 
530W*1, 3 Years(HS) 
xSeries 3.0GHz/800MHz-2MB L2 Cache 
Xeon Processor 73GB Ultra320 熱抽換
硬碟，1萬轉/顯示器，17吋LCD、 
作業系統 WIN2000 Server+5CL 
 資料庫系統 WIN2000 
SQLServer+5CL(等等以上)  

1  140,000 14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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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處理器：INTEL P4 3.2GHz、記憶體：
1G MB DDRAM、 
硬碟：120GB、光碟機：48X、音效：
內建AC97音效、 
軟碟機：1.44、網路：10/100MBps LAN
網路卡、 
輸入裝置：鍵盤/滾輪滑鼠、顯示器：
17吋LCD(等等以上)  

2  22,000 44,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104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處理器：INTEL Celeron 2.8GHz、記
憶體：512 MB DDRAM、硬碟：80GB、
光碟機：48X、 
音效：內建AC97音效、軟碟機：1.44、 
網路：10/100MBps LAN(RJ45*1)、 
輸入裝置：鍵盤/滾輪滑鼠(另加創巨
128聲霸卡)、 
顯示器：17吋LCD(等等以上)  

20  17,000 34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105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OA設備(等等以上)  1  83,000 83,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106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網路硬體及網路工程(內含
10/100m、24PORT、HUB、網路
建置(含電源24點)(等等以上)  

1  80,000 8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107  

 WIN-CAMI電腦
輔助市場行銷調
查實驗室相關軟
硬體設備  

 電話架設(含電話線路架設20
點、電話機)(等等以上)  1  63,000 63,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管理系
暨管院相關系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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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教師用個人電腦
(含 windows作業
系統文書處理、防
毒軟體)  

 含P4  3.4GHz 
RAM 1 GB  
HD 200 G  
Monitor 17" LCD 
掃瞄器、DVD燒錄器 
等級以上之電腦組件 
  

1  55,000 55,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
實驗室，提供本系
與管理學院各系
的行銷與流通服
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
理學院各系   

109  

 學生用個人電腦(含
windows作業系統文
書處理、防毒軟體、
還原卡等)  

 含P4  3.0GHzRAM 512MB  
HD 160 GMonitor 17" LCD 
等級以上之電腦組件  

40  38,000 1,520,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實驗
室，提供本系與管理學
院各系的行銷與流通
服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
理學院各系   

110  網路伺服器   含作業系統等必要軟體  1  120,000 120,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
實驗室，提供本系
與管理學院各系
的行銷與流通服
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
理學院各系   

111  印表機   雷射A4  2  15,000 30,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
實驗室，提供本系
與管理學院各系
的行銷與流通服
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
理學院各系   

112   教學網路廣播系統   行銷與流通實驗室（硬體）  1  90,000 90,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
實驗室，提供本系
與管理學院各系
的行銷與流通服
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
理學院各系   

113   電腦桌   125W*70D*70H 含公分以上  21  3,000 63,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
實驗室，提供本系
與管理學院各系
的行銷與流通服
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
理學院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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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不斷線系統   行銷與流通實驗室（硬體）  1  9,000 9,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
實驗室，提供本系
與管理學院各系
的行銷與流通服
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
理學院各系   

115   實驗室施工  
 實驗室裝潢、內部設施(沙
發、茶几、窗簾)及相關施工周
邊設備(等等以上)  

1  23,000 23,000 

 成立行銷與流通
實驗室，提供本系
與管理學院各系
的行銷與流通服
務人員訓練  

 企管系暨管
理學院各系   

116   國際物流監控及RFID應用實驗室 

 RFID SERVER伺服主機：1. 
中央處理器(CPU)：Intel P4 3.0 
GHz2. 記憶體容量：2×512MB 
DDRII 5333. 磁碟控制介面：
SATA磁碟控制介面4. 硬碟容
量︰7200rpm SATA 160GB*25. 
光碟機6. 內建 VGA, 8 MB 
SDRAM7. /100/1000 Mbps 
Ethernet8. 含802.1b/g 無線網
路卡9. 顯示器：17”  LCD 

1  64,000 64,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117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物流系統RFID Reader讀取器：1. 
Network: 10/100 BaseT Ethernet - RJ452. 
External interfaces: Control I/O Port (12) 
- DB15 USB Host Hardware – USB3. 
RS232 Serial Console - DB94. Power 
Supply: +24v5. Memory Flash 64 
MB;DRAM 64 MB6. Frequency UHF 
band7. Tag protocols EPC Gen1(Class 0 
Read-only,Class0 read/Write, Class 1) 
and EPC Gen2  

1  156,000 156,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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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物流系統RFID Reader天線：1. Type: 
Two circular polarized patch array2. 
Connectors: 2 type "N" female 
connectors 
3. Frequency Range: 900-928 MHz4. 
Gain: 5.25 dBi linear5. Front-to-Back 
Ratio: 20 dB6. 3dB Horizontal 
Beamwidth: 70°7. 3dB Vertical 
Beamwidth: 70° 
  

4 25,000 100,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119   國際物流監控及RFID應用實驗室 

 QRCode行動條碼製作系統軟體：1. 
可產生QR矩陣碼2. 標準標籤與即印
格式3. 自訂資料輸入表單4. 密碼保
護 
5. 可使用Visual Bacis指令碼來加入
自訂功能6. 可讀取大部分資料庫7. 
可透過PDA手機自動讀取  

1  20,000 20,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120   國際物流監控及RFID應用實驗室 

筆記型電腦：1. LCD尺寸︰14" 鏡面
寬螢幕 LCD2. 中央處理器︰Intel 
Dual-Core 1.66(含)以上3. 硬碟容量︰
80GB HDD 4. 重量︰2.4 Kg 5. 記憶
體︰512MB6. 光碟：DVD-Super 
Multi7. 內建無線網路 

1  58,000 58,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121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PDA手機：1. 作業系統：Windows 
Mobile 5.0中文版 2. 螢 幕：240 x 
320 pixels、65536 色 2.8 吋 TFT 3. 
記憶體：內建 128 MB ROM / 64 MB 
RAM4. 擴充槽：microSD或 miniSD 
記憶卡5. 內建 802.11b/g 無線網路
6. GSM、GPRS 三頻7. 內建 200 萬
畫素相機 

2  35,000 70,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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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RFID SDK開發模組及工具：RFID 
SDK產品功能：1. 能夠為客戶應用系
統提供不間斷的介面。2. 具備資料過
濾和輸送功能。3. 能夠管理、監控和
配置RFID讀寫器及標籤。4. 支援多
個主平臺或應用的RFID資料請求。 
5. 提供多種形式調用介面，如OCX、
DLL、DCOM等方式。6. 支援
WINDOWS、Linux、WinCE、Palm等
多作業系統。7. 支援.NET、JAVA、
VC、VB、Delphi多開發環境。8. 含
安裝及教育訓練3小時 

1 120,000 120,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123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商品物流管理系統(RFID)：1. 出貨管
理模組2. 入庫管理模組3. 權限管理
模組4. 商品物流自動感測管理5. 庫
存管理模組6. 物流編碼對應管理模
組7. 商品庫存管理模組 

1 350,000 350,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124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物流流利架：1. 1600Wx900Dx1600H2. 
三層烤漆格板3. 格板前端加50H前
檔板 

4 38,000 152,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125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無線基地台：1. 標準：符合
IEEE802.11g 網路規範2. 通訊協定：
CSMA/CD3. 頻道：1~11 channels4. 安
全機制：WPA-PSK、WEP 64/128bits5. 
傳輸方式：OFDM/DS-SS 

4 4,000 16,0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126 國際物流監控及
RFID應用實驗室 

物流輸送帶(電動式)：1. 傳送型式：
皮帶式2. 3000Lx300Wx750H *23. 
2000Lx300Wx750H *14. 速度：
0.3-12m/min5. 電功率：0.37-1.5kw 

3 57,900 173,700  提升實驗室功能   運籌管理系   

    總計    20,93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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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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查詢系統 
整合查詢系統軟體

及系統主機 
1 3,000,000 3,000,000 全校閱覽 採編組 

  

2 參考書目軟體 參考書目軟體 1 300,000 300,000 全校閱覽 採編組 
  

3 掃瞄器 A3（含）以上 4 25,000 100,000 
供讀者學術研

究使用 
資服組 

 

4 
電腦（含液晶螢

幕） 

Pentium IV 3.0GHz

以上（含）、HD 160GB

以上（含）、RAM 512MB

以上（含） 

24 30,000 720,000 

配合掃瞄器供

讀者學術研究

使用 

資服組 

 

5 
電腦（含液晶螢

幕） 

Pentium D 3.4  雙核

心以上（含）、HD 

160GB以上（含）、

RAM 1G以上（含）、

17吋以上（含）LCD 

4 35,000 140,000 

配合掃瞄器供

讀者學術研究

使用 

資服組 

 

                  

        合計 4,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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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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冊 1,325 350 463,755 
全校閱覽 圖書館採編組 

 

中日文圖書 

2 P      冊 858 2,702 2,318,000 
全校閱覽 圖書館採編組 

 

外文圖書 

3      P 種 500 3,000 1,500,000 
充實視聽資料館藏 圖書館資服組 視聽資料

(VCD/DVD) 

              

              

              

              

              

              

              

              

              

合    計    4,28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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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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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劍 含劍袋;金屬材料 2 4,000 8,000 
提供太極拳社團練習/辦理

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2 絃箏 
21絃纏;含箏架、譜架; 約

170*46*35(cm) 
5 20,000 100,000 

提供古箏社社團練習/辦理

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3 電動空氣槍 

仿型號M4A1 ;伸縮拖 (含鋰電池

（7.4V/1300mAh）*3、鋰電池充電

器*1、槍袋*3) 

5 7,000 35,000 
提供生存遊戲社社團練習/

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4 電動空氣槍 

仿MP-5 A5(一芝軒);型號MP-5 A5  

(含鋰電池（7.4V/1300mAh）*3、鋰

電池充電器*1、槍袋*3) 

5 10,000 50,000 
提供生存遊戲社社團練習/

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5 高階數位繪圖板 XP-8060B   8吋 3 6,500 19,500 
提供動漫社社團練習/辦理

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6 
CASHFLOW現金

流遊戲盒 
中文成人版 4 16,000 64,000 

提供證券研究社社團練習/

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7 

專業錄音用電容

麥克風(CM-H8C)+ 

幻像電源供應器

(PS-2) 

頻率響應：30~20000Hz、靈敏度：
-30.5/-35.4/-35.4dBV/Pa 
(28/17/17mV/Pa)、最大聲壓級：
138/142/142 dB (諧波失真≦0.5% 
1000Hz) 

2 40,000 80,000 
提供瘋狂之音廣播社社團

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8 
主動式監聽喇叭

(對) 

 (Studiophile BX 4),採用4”低音單

體及1”高音單體、每一個頻道有

18瓦的輸出功率 
1 6,500 6,500 

提供瘋狂之音廣播社社團

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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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全自動義式咖啡

機 

具有雙鍋爐熱水、蒸氣功能; 

咖啡出水口高度，可依需求調整; 

可依需要調整咖啡豆量和咖啡豆

粗細 

1 35,000 35,000 
提供咖啡社社團練習/辦理

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10 大型推車 可裝載燈具音響等大型物品 2 3,000 6,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11 
專業手提無線擴

音機 

附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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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Ｐ

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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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40,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12 小蜜蜂 30W.5吋喇叭.領夾式MIC; 6 6,500 39,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13 除濕機 

可洗式抗敏速清靜濾網+備長炭濾

網+免更換光觸媒濾網+超密度濾

網.便利取水箱設計.底部滑輪設

計;4.8L超大水箱容量設計．連續

排水．定時功能1∼9小時．滿水

時LCD螢幕指示燈亮並自動停機 

3 7,500 22,500 
社團器材維護延長使用壽

命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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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DV數位攝影機 

附加:攝影包,另一顆備用電池,有

線控器的腳架,廣角鏡,照明燈 

規格:儲存媒體：錄影/DV帶

（HDV1080i、DV）、相片

/MemoryStick Duo ;感光元件：1/3

吋Clear Vid CMOS;像素（拍照模

式）：最大400萬（2304×1728）4：

3 ;總像素：210萬像素;像素(錄影

模式)：錄影/143萬 16:9、拍照/199

萬 4:3 ;最低照度：11 lux（NightShot

撮影時0 lux）;鏡頭：Carl Zeiss

（Vario-Sonnar T*）鏡頭 ;變焦：錄

影/10倍光學 80倍數位、拍照/10

倍光學 ;F值：F=1.8∼2.9;手震補

償 ：Active Image Area（電子式）; 

液晶螢幕：2.7吋（16:9）、21.1萬

像素、觸控式 ;輸出入介面：HDMI

輸出、i.LINK（HDV/DV）輸出入 ;

重量(不含配件)：約500g ;標準配

件：智慧鋰電（NP-FP60）、AC變

壓器、專用D端子線、AV端子、

USB端子、遙控器、說明書  

1 45,000 45,0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15 超薄型數位相機 

(同級或以上)700萬畫素.3倍

光學變焦.SD記憶卡1G*2個.

附電池*2個,皮套 

1  15,000   15,000  提供社團活動拍攝使用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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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V專用外接式麥

克風  

型式: 立體收音麥克風 
指向特性: 單一指向X2(STEREO) 
週波數: 100~15000Hz 
感度: -47d B 
S/N: 56d B以上 
電源: PLUG IN 1.3V~10V 
尺寸: 直徑15mm X 長70mm  
重量: 筒身 24g  

2 
             

4,000  

        

8,000  

提升攝影機功能,提供社團

活動紀錄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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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DVD拷貝機;視訊擷取

卡,1394傳輸線;音源線 

1 
           

40,000  

            

40,0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轉檔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18 
提升電腦多媒體

轉檔設備 

視訊擷取卡,1394傳輸線;音

源線 
1  4,000   4,000  提供社團活動紀錄轉檔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19 無線電 

Walkie Talkie 
˙免執照 . 免通話費˙14組通話
頻道和38組CTCSS防干擾靜音碼
˙電池電量指示及不足警告。 
˙LCD顯示功能˙背景燈光照明
˙60秒自動停止發射功能˙通話
結束確認音功能˙按鍵上鎖功能。 
˙頻道掃描功能˙耳機聲空VOX
功能˙使用鎳氫充電池或3號
AA一般鹼性乾電池。 

15 
             

1,800  

            

27,000  
提供社團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活動

指導組 
 

  
合計 

  
6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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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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式海龍滅火系統 改良式海龍 1  600,000  600,000  
增進校

園安全 
總務處  

         

         

         

         

         

         

         

         

         

         

合   計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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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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教

師因從事教學相關研究過程中所需費用與獎

助教師因從事教學相關研究卓有成效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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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教師有

關專利申請之相關費用係指專利申請費、證

書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法令

內應繳之專利規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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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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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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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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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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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教師留職留薪出國進

修之本俸薪資、獎補助留職停薪與留職留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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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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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

教師取得專利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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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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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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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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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教學優

良教師獎助金 

1,000,000 

 依據本校「改進教學補助辦法」、「教學優良
教師獎勵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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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