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德科技大學 96 年度第 3 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本紀錄已於 96 年 5 月 15 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本紀錄已於 96 年 6 月 1 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6 年 11 月 8 日（星期四）13：30 

地  點：行政大樓會議室(A0308) 

主持人：校長朱元祥             記錄：洪春筑 

出 席 人 員：朱元祥、謝文雄、王賢德、吳邦一、杜清敏(黃綉惠代)、駱建利、 
黎進三、陳協勝(尤玲妙代)、陳麗惠、程毓明，孫錦榕。 

出席教師代表：黃慧玲、李繼尊、梁台仙。 

請假人員：林蘋、蔡聰男、顏錦柱、郭哲賓、吳建德、陳瀅存。 

壹、主席致辭(略) 

貳、提案討論 

第 1 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規劃及編列「97年度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說明：一、配合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各校應於每年11月30日前，彙整次年度經費支用計畫

書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錄、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

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各一份報本部審查。」。故擬建議先依據96年度

已執行項目之相關金額及比例進行規劃。 

二、會計室先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中之相關規定及96年度已執行項目之相關金額及比例進行規劃，明細請詳

附件一（P.2~5），請討論之。 
三、「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請詳附件二

（P.6~16）。 
四、「97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格式請參閱附

件三（P.17~28）。建請討論編寫支用計畫書內容之負責單位。 

決議：一、參酌96年度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修正97年度經常門經費「其他教師薪

資」項目之學校配合款金額由$497,325改為$0，並配合教學單位需求，於

經常門經費中增加支用「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非消耗品)」項目，其額度為

$497,325。其修改後經費分配明細請詳附件一及附表二。 

      二、資本門經費中「教學儀器設備」項目，全數由教學單位依據其校務發展計

畫所需提列，其經費提列參考額度請詳附表一。 

  三、「97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內容之負責 

單位分配，請參照附件三，各單位所有資料於11月23日前繳交至會計室， 

由會計室彙整後，於96年11月30日前報部核備。 

 

散會（下午午 3 時整） 

第 1 頁，共 29 頁 《96-3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angela
文字方塊
本紀錄已於96年11月21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97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分配表

 96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定數)

 補助金額 獎助金額 合計 配合款10% 總計

                       19,441,458 23,653,368            43,094,826      4,309,483      47,404,309                            

 97年度預估獎補助經費為47,600,000元(96年度核撥數43,094,826+扣款4,505,404)，

預計經費分配(資本門60％、經常門40％)，97年度配合款可不依照此比例分發

 補助金額 獎助金額 合計 配合款10% 總計

                  19,441,458         28,158,542    47,600,000    4,760,000                        52,360,000

 類別 資本門60% 經常門40% 合計

 獎補助款 28,560,000             19,040,000       47,600,000     

 配合款 2,856,000               1,904,000        4,760,000       

 小計 31,416,000            20,944,000      52,360,000    

 補助款分配比例 60.00% 40.00% 100.00%

 配合款分配比例 60.00% 40.00% 100.00%

 資本門分配明細

 項目 規定比例下限
 97年度預計提

列金額

97年度預計提

列比例

96年度提列金

額

96年度提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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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0,004 68.15% 19,712,557 68.15%

各教學單位

分配金額,請

詳附表一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8,733,648 27.80% 8,041,219 27.8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
659,736 2.10% 607,430 2.10%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

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

等）

612,612 1.95% 564,042 1.95%

 合計 31,416,000 100.00% 28,925,248 100.00%

 經常門分配明細

 項目 規定比例下限
 97年度預計提

列金額

97年度預計提

列比例

96年度提列金

額

96年度提列比

例
備註

 其他教師薪資 4,973,248 23.75% 4,826,620 26.12%
各項明細詳

附表二

 獎助教師編籑教材、製

作教具、改進教學、研

究、研習、進修、著作、

升等送審

經常門經費30%以

上
14,183,277 67.72% 12,514,737 67.72%

各項明細詳

附表二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活動

經常門經費5%以

內
860,798 4.11% 758,469 4.11%

各項明細詳

附表二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經常門經費2%以

上
429,352 2.05% 379,235 2.05%

各項明細詳

附表二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

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97,325 2.37% 0 0.00%

各項明細詳

附表二

 合計 20,944,000 100.00% 18,479,061 100.00%

附件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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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計提列狀況表

97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各單位提列金額如下：

一、教學儀器設備 21,410,004    

項目 單位 系別

 97年度預計

分配比例(以

附表三比例

分配)

 97年度預計

分配金額

96年度分配

金額

96年度分配

比例
備註

一、教學儀器設備

管理學院

企管系

33.67% 7,208,748      

969,000 4.92% 1.本次會議分

配額度予各院

，請各院與院

內各系所協調

各系所額度後

，請各系所再

依據年度「校

務發展計畫」

書，編列所需

購置之設備明

細。

金融系(所) 903,527 4.58%

休管系 93,500 0.47%

國企系 1,648,575 8.36%

運管系 1,460,300 7.41%

行銷系 1,544,450 7.83%

休運系 0 0.00%

經管所 215,050 1.09%

資訊學院

資管系(所)

19.99% 4,279,860      

1,129,650 5.73%

電通系(所) 1,518,780 7.70%

資工系(所) 938,188 4.76%

應用社會

學院

應外系

12.34% 2,641,995      

425,000 2.16%

幼保系(所) 447,100 2.27% 2.本次規畫為

預計支用明細

，待教育部核

定補助金額後

，可再依實際

補助金額重新

調整編列額度

及項目。

性研所 51,000 0.26%

設計學院

室設系

34.00% 7,279,401      

305,150 1.55%

視傳系 499,800 2.54%

流設系 833,000 4.23%

建古系(所) 113,574 0.58%

產設系 210,800 1.07%

數位遊戲系 3,485,000 17.68%

表演藝術系 51,000 0.26%

應設所 0 0.00%

流設科 0 0.00%

其他單位

通識教育學院 119,000 0.60%

電算中心 0 0.00%

總務處保管組 2,751,113 13.96%

一、教學儀器設備合計 68.15% 21,410,004    19,712,557 68.15%

二、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圖書館 27.80% 8,733,648 8,041,219 27.80%

三、訓輔設備 學務處 2.10% 659,736 607,430 2.10%

四、其他（省水器

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理、無障

礙空間設施等）

總務處 1.95% 612,612 564,042 1.95%

總計 100.00% 31,416,000    28,925,248  100.00%

附件一：附表一

《附件一：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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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提列狀況表

97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各項目提列金額如下：

經常門分配總金額 20,944,000

經費項目

 97年度預計提列金額

(提列比例比照96年

度)

 96年度提列比例 96年度提列金額

（一）獎助教師項目

教師編纂教材 890,120 4.25% 785,343

製作教具 209,440 1.00% 185,138

研究 3,654,728 17.45% 3,223,492

研習 1,503,780 7.18% 1,327,321

進修 2,148,854 10.26% 1,896,173

著作 4,297,709 20.52% 3,792,344

升等送審 429,352 2.05% 379,234

改進教學 1,049,294 5.01% 925,692

獎助教師合計 14,183,277 67.72% 12,514,737

(二)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

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97,325 0.00% 0

（三）行政人員研習、進

修
860,798 4.11% 758,469

（四）其他(增聘師資、現

有教師)
4,973,248 26.12% 4,826,620

（五）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
429,352 2.05% 379,235

合計 20,944,000                  100.00% 18,479,061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單位 分配比例 分配金額

管理學院 33.67% 167,449                      

資訊學院 19.99% 99,415                       

應用社會學院 12.34% 61,370                       

設計學院 34.00% 169,091                      

合計 100.00% 497,325                      

附件一：附表二

《附件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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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31各系學雜費收入統計

學院別
學制 四技日間部 四技進修部 二技在職專班 二技進修部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班 進修專校

系別 學費 雜費 學分學雜費 學分學雜費 學分學雜費 學費 雜費 學費 雜費 學費 雜費 學費

管理學院

企管系 17,049,756     3,829,203   4,446,000           1,555,200        

金融系 16,228,980     3,644,865   3,150,000           356,400           1,404,000       1,156,548   259,749    756,000      140,000    

休管系 28,055,616     6,301,008   4,878,000           

國企系 16,863,216     3,787,308   3,582,000           259,200           1,593,000       

運管系 15,818,592     3,552,696   1050000 675,000         

休運系 1,716,168      385,434      

行銷系 1,940,016      435,708      1290000

經管所 2,238,480   502,740    4,926,750   820,000    

33.67% 154,647,633 97,672,344     21,936,222 18,396,000         2,170,800        3,672,000       3,395,028   762,489    5,682,750   960,000    

資訊學院

資管系 17,094,264     5,948,916   5,106,000           194,400           2,106,000       2,692,932   937,158    1,458,000   270,000    

電通系 14,440,360     5,025,340   3,462,000           1,444,036   502,534    

資工系 17,406,488     6,057,572   4,752,000           1,522,092   529,698    702,000      130,000    

19.99% 91,781,790   48,941,112     17,031,828 13,320,000         194,400           2,106,000       5,659,060   1,969,390  2,160,000   400,000    

應用社會

學院

應外系 15,706,668     3,527,559   3,774,000           680,400           1,188,000       

幼保系 16,782,040     5,840,260   1,328,400        1,701,000       1,912,372   665,518    

性研所 1,268,472   284,886    1,332,000   370,000    240,636 54,042 

12.34% 56,656,253   32,488,708     9,367,819   3,774,000           2,008,800        2,889,000       3,180,844   950,404    1,332,000   370,000    240,636 54,042 

設計學院

室設系 17,211,348     5,989,662   4,458,000           

視傳系 19,201,776     6,682,344   5,532,000           2,700,000       

流設系 22,089,848     7,687,412   6,000,000           

建古系 6,907,956      2,404,014   

產設系 17,835,796     6,206,974   3,090,000           

數遊系 3,590,576      1,249,544   

建環所 1,287,924   448,206    432,000      80,000      

應設所 1,873,344   651,936    1,296,000   240,000    

演藝系 3,707,660      1,290,290   

流設科 5,970,000 

34.00% 156,114,610 90,544,960     31,510,240 19,080,000         -                  2,700,000       3,161,268   1,100,142  1,728,000   320,000    -        -       5,970,000 

100.00% 459,200,286 269,647,124   79,846,109 54,570,000         4,374,000        11,367,000     15,396,200 4,782,425  10,902,750 2,050,000 240,636 54,042 5,970,000 

附件一：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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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 91.7.31 日台（九一）技（三）字第 91108914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2.10.27 日台技（三）字第 0920137608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3.10.04 台技（三）字第 0930110882A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4.11.11 台技（三）字第 0940150851B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5.7.26 台技（三）字第 0950109991B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6.8.6 台技（三）字第 0960110779B 號函修正公布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私立技專校院（以下簡稱各校）健全發展，協助各校做

整體與特色規劃，合理分配獎助與補助經費，提昇教育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作業方式 

（一）本部總預算數區分為補助部分(占總經費百分之三十)及獎助部分(占總經費百分之七

十)。其中獎助部分又分為計畫型獎助(占總經費百分之三十)及績效型獎助(占總經費百

分之四十)。 
（二）新改制之專科學校或新設立之學校，僅得參與補助款核配及計畫型獎助之申請；改制

或設立滿二年，方得參與績效型獎助之申請。 

三、獎補助核配基準 

（一）各校補助部分之金額依下列基準核算： 

1.基本補助額（占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二十）：依當年度參與分配獎補助款之學校總數平均

分配。 

2.學生加權（占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三十）： 

(1)學生數以當年度三月十五日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為計算基準，全年在校外實習

之學生數、延修(畢)學生、休學學生及推廣教育班學生不列入計算。 

(2)在籍學生之學制配分方式如下： 

○1 研究所日間上課者每生 二分

○2 研究所夜間上課者、在職專班每生 一分

○3 大學部日間部每生 一分

○4 大學部進修部、進修學校、在職專班每生 零點五分

○5 專科日間部每生 一分

○6 專科夜間部、進修部、進修學校、在職專班每生 零點五分

○7 專科學校之高職日間部每生 零點二五分

○8 專科學校之高職夜間部每生 零點一分

(3)經本部核准實施春、秋兩季招生方式之系科班，以其實際在校上課之系科班學生數

計算。 

(4)產學攜手專班學生數，加權值以一點二倍計算。 

(5)各校之所系科，依其「總量管制」收費標準分級，Ａ級加權學生數百分之三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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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不得加權。依各校加權學生數乘以配分(即各校加權學生數得分)，占所有學校配

分數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七十之補助款；再計算全校均分，依各校均分核配

此項百分之三十之補助款，所系科分級如下： 

級別 所系科類別 對照總量管制級別 

Ａ 工業、海事、醫技、藥學、護

理類、音樂、藝術、家政類等

Ａ２、Ａ３、Ｂ２、Ｂ３、

Ｃ２、Ｃ３、Ｃ１（護） 

Ｂ 商業、語文類及其它類 Ａ１、Ｂ１、Ｃ１（護除外） 

學雜費標準比照工業類之類科，如商管類之資管、工管等，均以Ａ級計算。跨類之

系科，依各校實際收取之學雜費標準歸類。如情形特殊者，得由各校專案報部核定。 

(6)科技大學於期限內(當年度六月三十日)依計畫配合本部政策調減五專生者，其專科日

間部每生仍採計一分；未於規定期限內依計畫調減者，則專科日間部每生學制配分

僅採計零點一分。 

3.現有合格專任教師及生師比（占補助經費百分之十）： 

(1)現有合格專任教師（占補助經費百分之五）：以該校現有合格專任教師職級配分之均

分，除以所有學校該項均分總和之比率核配。現有合格專任教師之認定、計算及其

職級配分方式如下： 

○1 現有合格專任教師指學校當年度三月薪資帳冊所列，並須於當年三月十五日（含）

以前完成聘任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含留職停(留)薪專任教師，本部介派之軍訓教

官及護理教師、護理實習臨床指導教師及兼任教師（須名列於當年度三或四月薪

資帳冊）折算之專任教師。 

○2 合格專任教師應有本部所頒發證書方予核計，尚在報部以學位送審中之新聘教

師，其於當年度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取得合格證書者，納入計算。依專科學校專業

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由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定合格所聘專任之專業及技術教

師及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所聘專任之專業技術人員，按其聘任

職級計算。 

○3 合格專任教師之職級配分方式如下： 

教授每名 二分

副教授每名 一點五分

助理教授每名 一分

講師每名 零點五分

 
(2)生師比（占補助經費百分之五）：現有合格專任教師數與實際學生數之全校生師比。

依其各校生師比換算為配分後，除以所有學校該項配分總和之比率核配；其配分方

式如下： 

Y＝分數  X＝生師比（實際學生數除以現有合格專任教師數之比率） 

Y＝140－2X   for 20＜X≦25  即  90≦Y＜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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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90－4X   for 25＜X≦30  即  70≦Y＜ 90 

Y＝280－7X   for 30＜X≦40  即  0 ≦Y＜ 70 

Y＝100  for  X≦20 

Y＝0    for  X＞40 

(3)前二小目兩項補助，學校必須先符合「教育部輔導私立技專校院提昇師資素質實施

要點」中之各校師資員額最低要求（生師比及專任師資結構），方予以核配。 

4.教學資源投入（占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十五）： 

(1) 前一學年度之「行政管理支出」、「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支出（含教學圖儀設

備）」及「學生就學輔助金」三項支出決算數總額(不包含本部補助之經費)不得低

於學雜費收入（不包含宿舍、電腦實習費、重補修、延修、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之

費用收入）百分之八十為合格，合格學校得參與此項分配。 

(2) 第一小目之合格學校，以前一學年度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除以學雜費收入之比率

占所有合格學校該項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七十之補助款；再計算各校購

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占所有合格學校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

百分之三十之補助款。 

(3) 前小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以機械儀器設備（限會計科目編號一三四０）、圖書及博

物（限會計科目編號一三五０）、維護費（限會計科目編號五一三三，不含報廢）

為限。 

(4) 各校最高核配金額以本項經費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5.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占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十五）： 

依各校前一學年度捐贈收入（含董事會捐資）、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其

他教學活動收入、財務收入、作業收益及其他收入等獲得之金額，除以所有學校該項

金額總和之比率核配。各校最高核配金額以此項經費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6.職員比率（占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五）： 

(1) 職員係於三月十五日（含）前聘任正式編制內在校支薪之專任行政職員、助教、專

門技術人員、工友(含技工)、非計畫性研究人員（學校聘任之專業及非專業研究人

員）為基準，且須名列當年度三月薪資帳冊。 

(2) 各校職員比率為職員人數除以該校專任師資（含兼任教師折算部分）人數之比率，

各校職員比率以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以占所有學校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 

7.樓地板面積（占補助經費百分之五）： 

依當年度三月十五日之校舍面積數核配；校舍面積認定依本部公布之「技專校院

增設調整院所系科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審查作業要點」為準，以「實有校舍面積」與

「應有校舍面積」之差，除以「應有校舍面積」後之比率（超過百分之一百以百分之

一百計算），占所有學校總數之比率核配。各校最高核配金額以此項經費百分之十為上

限。 

（二）獎助款分配區分為計畫型獎助及績效型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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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型獎助（占總經費百分之三十）： 

(1)由本部每年配合政策公布計畫型獎助項目後由各校擇提，經本部專案小組審查通過

後擇優獎助。  

(2)例行評鑑成績獲評三等以下科系組之學校，應優先提報改進計畫審核通過後，方可

申請計畫型獎助項目。 

2.績效型獎助（占總經費百分之四十）： 

績效型獎助金額依下列標準核算，符合標準者予以獎助，未達標準者不予獎助。 

(1)教育評鑑成績（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二十）： 

○1 先依已評鑑之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在其餘百分之八十績效獎助經費中 

實際配得總額所占之比率分配本項部分經費。 

○2 已評鑑學校依最近一次接受教育評鑑（含追蹤或專案評鑑）成績（含行政類、進 

修（夜間）部二項成績），成績一等者每院所系科組以五分計、成績二等者每院 

  所系科組以二分計、成績三等（含）以下不給分，新設及未評鑑之院所系科組數 

  以二分計，核算各校院所系科組之均分後，再依該校均分之排序換算為級分，以 

  該校級分占所有學校總級分之比率核配；其級分分配比率如下： 

 前百分之十學校 十分 

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五學校 八分 

百分之二十六至百分之四十學校 六分 

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五十五學校 三分 

百分之五十六至百分之七十學校 二分 

百分之七十一至百分之八十五學校 一分 

百分之八十六至百分之百學校 零分 

 

 

 

 
 
 

 
○3 再依本項績效型獎助經費之餘額，由未評鑑科技大學分配；其分配之方式以該校

在其餘百分之八十績效獎助經費中核配之金額與所有未評鑑科技大學在其餘百分

之八十績效獎助經費中核配之總金額比率核配。 

(2)技職教育特色（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三十五）： 

依下列各技職教育之特色指標核配：  

○1 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持有率(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二十)：依前一學年度下學期

至本學年度上學期間在籍學生獲得下列證照之總張數除以全校在籍學生總人數之

比率占所有學校該項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證照之認定及採計如下： 

a. 證照種類以職訓局、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直轄市、縣

（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證照為主(政府機關委託財團法人、民間機構舉辦之

認證，以政府機關為名義核發者，予以認列)，並參考本部各類系適合專科學校

技(藝)能優良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之相關職種對照表及本部自學進修學力

鑑定考試職業證照與專科學校類科對照表認定。 

b. 下列證照予以採計：日本語能力認證書（日本國際教育協會所發證照）、證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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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發證照）、證券投資

分析人員、投信投顧業務員（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公會所發證照

）、期貨商業務員、期貨交易分析人員、期貨商業務員【英文】（中華民國期貨

商業公會所發證照）、大師級認證（微軟 office 專家認證所發證照）、國際認證

考試之證照。 

c. 語言類科系學生英文檢定合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CEF)A2

級，予以採計；B2 級以上，其加權值以二倍計算。非語言類科系學生取得英文

證照 A2 級，加權值以二倍計算；B2 級以上，其加權值以四倍計算。 

d. 前一學年度應屆畢業生須取得學位後，始可參與之考試，於前一年度十月三十

一日前取得證照者得列入計算。各校填報時，應檢附應考資格及相關佐證文件

。 

e. 本部委託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辦理「委辦技專校院取得民間證照認證執行計

畫案」作業完成後，視其公告證照之內容進行採計。 

○2 學生參與競賽得獎件數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五）：依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

本學年度上學期在籍學生以學校名義參加國際（外）、全國或其他由中央、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主辦之專業技（藝）能競賽決賽得獎之件數除以所有學校總件

數之比率分配，如為國際（外）競賽得獎之件數，其加權值以二倍計算，參與競

賽項目須與就讀所系科相關方可認列。僅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但決賽未得獎之

件數不予採計。 

○3 學生參與業界實習時數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五)：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

年度上學期在籍學生（含正式學程之學生，不包含教育學程之學生）參與學校校

內系所開設有學分數之正式實習課程及企業界實務學習之實習時數（須正式簽

約，合約內應載明參與實習之人數、就讀學制、所系科別、課程名稱、實習時數

及實習期間等資料），依各校學生參與實習總時數除以全校學生總人數之比率占所

有學校該項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 

○4 系科本位課程成效及就業比及(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二十)： 

a. 系科本位課程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前一學年度各校透過產業發展

、畢業生就業發展及學校自身優劣勢分析，確定系科畢業生就業之區域或全國

之產業定位，進一步將其工作能力分析內容轉換為職場專業智能分析，具體訂

定系科學生所應具備之核心專業能力、職場所需能力及通識能力所規劃之系科

本位課程，並有業界代表參與課程規劃者，始得參與此項分配。其分配方式為

依下列指標計分加總後，依各校總分除以各校所系科總數(採用統計處資料)占

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 

(a)系科課程小組內業界代表人數 
一位至二位 一分 
三位至五位 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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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位以上 三分 
(b)依系科內容分析學生就業所需能力，規劃其就業能力區分出其課程

模組 
一個課程模組 一分 
二個課程模組 二分 
三個課程模組以上 三分 

(c)系科有無開設實務專題之課程(應與開設之課程模組相關) 
沒有 零分 
列為選修學分 一分 
列為必修學分 二分 

b. 就業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以前一學年度「大專院校畢業生流向調查

」之日間部畢業生實際就業人數除以前一學年度日間部畢業生人數（扣除其中

繼續升學與服役中之學生人數），再依各校就業比率占所有學校比率總和之比率

核配。 

○5 產學合作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二十五)：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

期以學校名義或經由各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媒合，與政府機關、公民營企業廠商或

事業單位正式完成簽約之產學合作案件，其簽約經費須新臺幣五萬元(含)以上，

且須納入合作學校帳戶；合約期間跨不同年度者，以合約內容中之執行起始時間

為基準點，採計一次。 

a. 產學合作件數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五）：以各校於規定期間內正式完成簽

約之產學合作總件數除以所有學校產學合作總件數之比率核配。 

b. 產學合作金額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以各校於規定期間內正式完成簽

約之產學合作總金額除以所有學校產學合作總金額之比率核配。 

c. 核准專利數及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數（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以各校於

規定期間內以學校或校內教師（跨校合作之專利件數以發明人均分計算）已核

准通過專利件數及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數(須有正式簽約且技術移轉金額

或授權金額須新臺幣五萬元(含)以上)之總配分，除以所有學校該項配分總和之

比率核配。其各項專利配分如下： 

新型核准專利每件 一分 

新式樣核准專利每件 一分 

發明核准專利每件 三分 

未取得專利而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每件 五分 

已取得專利並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每件 六分 
○6 國際化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四)：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內，

以學校名義設有國際合作專責單位與國外教育或職業及訓練機構(不含大陸、港澳

地區)，進行實質之國際合作與交流。交流類型及計分方式如下： 
a. 教師交流人數(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一)：以各校於規定期間內專任教師出國

講學、赴國外辦理短期研習或學校邀請國外教師來本校講學、辦理短期研習，

第 11 頁，共 29 頁 《96-3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且其講學或研習期間（不含互訪）須超過二週以上之總人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

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b. 招收外籍、雙學位及交換學生(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二)：以各校於規定期間

內招收入學時間符合資料計算期間之自費攻讀學位之外國學生（不含公費生、

短期語言班學生及僑生）、本校學生出國或國外學生來本校修讀雙學位之學生及

修習雙方學校學分（不含遊學取得之學分）之交換學生之總人數除以所有學校

該項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c. 辦理外語授課科目數(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一)：以各校於規定期間內辦理外

語授課總科目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科目數總和之比率核配。外語授課科目指各

校非外語科系所開設之外語科目(不含英語教學所開設之科目)、開設東南亞語

言教學科目及針對外國學生開設之華文教學科目(含海外開班)。 
○7 產學攜手(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一)：以本學年度（當年度三月十五日為基準日）

各校與高職及合作企業依年級、類科特性，強調實作能力培養、切合產業需求所

開設之產學攜手計畫專班學生人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3)改善師資成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二十）： 

○1 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已取得博士學位人數（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二十）： 以各校

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之人數（須

與學校完成正式在職進修簽約，切結書不得作為契約證明），除以所有學校該項人

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2 合格專任教師進修研習件數（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以各校前一學年度下學

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或參加校內、外機

構研習單一課程累積時數達十六小時以上之件數(國內、外研討會、協會舉辦之年

會不得採計)，除以所有學校該項總件數之比率核配（正在進修學位之教師與其取

得學位相關之學分不採計）。 

○3 合格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件數（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二十）：依各校前一學年度下

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教師升等後之職級加權配分後，再以該校職級加權總分除

以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其通過升等件數不含以學位（論文）申請升等者；

以技術報告升等者，其加權值以二倍計算。各項職級加權配分如下： 

教授每名 二分

副教授每名 一點五分

助理教授每名 一分

講師每名 零點五分

○4 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以各校專任教師具二年以上業

界工作實務經驗或專任教師持有乙級以上之技術士證照（參照私立技專校院實務

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人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5 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二十）：以各校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

本學年度上學期之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服務項目須與教師專業技能相關方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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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並符合該校教師在外兼職辦法，與公民營企業、事業單位、各校附設機構完

成簽約，每件簽約時數須達八小時以上且每小時回饋金須新臺幣五佰元以上；合

約期間跨不同年度者，以簽約服務起始日為基準點，採計一次。 

a. 時數比（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以各校教師於規定期間內至業界服務之總

時數除以所有學校教師至業界服務總時數之比率核配。 

b. 回饋金比（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以各校教師於規定期間內至業界服務之

總回饋金除以所有學校教師至業界服務之總回饋金之比率核配。 
○6 產學合作教學(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二十)：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 

期，學校邀請具產業實務之業界教師與專任教師共同開設之課程，其中業界教師 

及專任教師授課時數須各占課程總時數三分之一(含)以上（不含政府機關補助之 

相關課程）。依業界教師上課之總時數占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五 

十；再依各校開課科目數占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五十。 

(4)經費支用及執行績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二十）： 

○1 依前一年度整體發展經費訪視之成績分配核算（百分之七十）：成績未達六十分者

為不合格，不得參與此項經費分配。 

○2 依各校編列之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不含計畫型獎助）之成績核算（百分之

三十）：由本部聘請學者專家予以評比，成績未達六十分者為不合格，不得參與此

項經費分配。因特殊情況（如績效獎助經費被凍結）未能即時於規定時間內提報

者，成績暫以六十分核計，並應補提計畫，未提計畫者不予核配。 

○3 前二細目成績合格之學校，依該校兩項成績之排序換算為級分後，以該校級分占

所有合格學校總級分之比率分別核配，級分分配比率如下： 

 前百分之二十學校 七分 

百分之二十一至百分之四十學校 五分 

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六十學校 三分 

百分之六十一至百分之八十學校 二分 

百分之八十一至百分之百學校 一分 

 

 

 

 

 
(5)會計行政成績 (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五)： 

依各校前一年度會計行政成績分配核算，分數未達六十分者為不合格，不得參

與此項分配。成績合格之學校，依該校成績之排序換算為級分後，以該校級分占所

有合格學校總級分之比率核配，級分分配比率如下： 

前百分之二十學校 七分 

百分之二十一至百分之四十學校 五分 

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六十學校 三分 

百分之六十一至百分之八十學校 二分 

百分之八十一至百分之百學校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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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補助經費扣減原則： 

1.學校如有重大缺失，由本部「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小組」（以下簡稱

審議小組）依下列規定決議扣減及凍結全部或部分獎補助經費： 

(1) 資料惡意填報不實，全額扣減績效獎助及補助經費，並依法究辦。 

(2) 會計師財務查核報告未出具無保留意見者；或近一年學校因財務困難積欠教職員

工薪資達三個月以上者，全額扣減績效獎助及補助經費。 

(3) 師資員額最低要求不符本部輔導私立技專校院提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之生師比及

專任師資結構之規定，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並全額凍結補助

經費及扣減後之績效獎助。 

(4) 校務財務違失案，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5) 校地案未處理完峻、已購地未取得所有權與未報部核定先行購置或處分土地，扣 

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 

(6) 董事會運作缺失，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7) 校長資格不符，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8) 會計主任資格不符，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9) 行政缺失，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 

(10) 辦理招生事務違失，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 

(11) 獎補助經費支用不符規定，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12) 若情節嚴重或有連續年度相同違失之情事，得加重其扣減比例。 

2.新改制專科學校或新設立之學校若有以上重大缺失，得依前款各目事由情節之輕重扣

減或凍結補助經費。 

3.學校有第一款各目事由之一，致本部扣減或凍結其獎補助經費者，應於收到本部正式

公文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本部提出申覆，由審議小組再行審議，逾期者不予受理。但受

凍結獎補助經費之學校於次年度九月三十日前改善缺失並報本部備查者，得於十月三

十一日前提出相關佐證資料再報本部審議，逾期者凍結之獎補助經費不予核撥。 

4.審議小組之組成、職掌及權責規定如下： 

(1) 審議小組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及本部有關人員八人至十五人組成。 

(2) 負責審議各校之重大缺失依「獎補助扣減原則」扣減或凍結獎補助經費之百分比。 

(3) 各項獎補助款經費核配如有不合理之情形，審議小組得依循公平、公正之原則作

適當調整。 

(4) 負責審議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相關事項。 

四、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與使用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含計畫型獎助經費，以下同），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學校須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 

2.各校應成立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學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成員應包括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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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共同科）代表，由各科系自行推舉產生。但除校長外，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不得

擔任之。 

3.各校應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年度經費支用計畫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含簽到單）、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各

一份報本部審查。 

4.修正後經費支用計畫書應於收到本部審查意見一個月內報本部備查。 

5.報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

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

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 

6.購置之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理系統，其使用年限及報廢應依相關規定辦理並將

相關資料登錄備查。 

7.各校應參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經校務會

議、董事會通過後，據以執行本項獎補助經費，並由經費稽核委員會負責監督。 

8.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央信託局聯合採購標準，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案應上網公開招

標，經費稽核委員會小組成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 

9.本項獎補助經費使用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 

（二）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不含計

畫型獎助）百分之六十及百分之四十，經費之使用應依據各校支用計畫所編列為準，

如有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列於支用計畫中。 

（三）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

助）。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

由並報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

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四）本項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

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六十；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

分之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

之二；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宜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

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 

（五）本項經常門獎補助經費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三

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

審之用途。 

2.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

後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及確實執行，不得僅適用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3.各校依其獎勵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得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支用行政

第 15 頁，共 29 頁 《96-3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4.各校應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

至多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

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5.各校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行

標準表之規定列支，獎補助案件須依據事實建立審核機制，並有具體成果或報告留校

備供查考。 

6.各校提撥上開獎補助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應由學務處

統籌規劃辦理。

（六）各項獎補助經費之核銷方式： 
1.各項獎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採專款專帳管理，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料依照私立學

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第七章會計事務處理原則辦理，以備查核。 

2.各校應於次年一月三十一日前，將本項補獎助經費使用情形（即執行清冊）、前一學年

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含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及財務報表附註)、會議紀

錄(含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與公開招標紀錄、簽到單)與修正前、後之經費支用

計畫書彙整書面報告一份，經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先行審核通過後始備文報部，俾便

考核運用成效。同份資料亦應公告於本部與各校網站，未公告上網之學校，扣減獎補

助經費。 

（七）本項獎補助經費配合政府會計年度（曆年制每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執行，

各校應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執行完竣，因不可抗拒之因素而未執行完畢之學校，應於

十二月二十五日前敘明原因報部同意使得繼續執行於次年度六月三十日前；如未行文

報部辦理保留，未執行款應依規定繳回。 

（八）各項獎補助申請資料應據實填報，若有造假不實，經查屬實者除依法究辦外並全額扣

除該年度獎補助款。經費之支用應依相關規定辦理，不符規定者本部將予以追繳。 

（九）以上經費比率之計算，不含自籌款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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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九十七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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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人 

姓名：                        單位及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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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負責單位：(校務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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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負責單位：教務處）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負責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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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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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秘書室）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負責單位：秘書室）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負責單位：人事室） 

  

肆、預期成效（負責單位：資本門─學務處、總務處、圖書館、系所(學院彙整) 
經常門─教務處、研發處、人事室）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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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負責單位：校務發展委員會） 

 

※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參考「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

規定辦理。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 ＄ ＄ ＄ ＄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   ﹪）

金額 ＄ ＄ ＄ ＄ ＄ ＄ 

合計 ＄ ＄ 

占總經

費比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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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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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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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 60﹪以上【不含

自籌款金額】） 

＄ ﹪ ＄ ﹪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

達資本門經費 10﹪【不含

自籌款金額】） 

＄ ﹪ ＄ ﹪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 ﹪ ＄ ﹪ 註四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

間設施等） 

＄ ﹪ ＄ ﹪ 註五

合計 ＄ 100﹪ ＄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

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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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說明） 

研究＄ 研究        ﹪ 研究＄ 研究        ﹪  
研習＄ 研習        ﹪ 研習＄ 研習        ﹪  
進修＄ 進修        ﹪ 進修＄ 進修        ﹪  
著作＄ 著作        ﹪ 著作＄ 著作        ﹪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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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 合計＄ 合計        ﹪  

二、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
費 5﹪以內【不

含自籌款金額】） 

＄ ﹪ ＄    ﹪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占經
常門經費 2%以上
【不含自籌款金額】) 

＄ ﹪ ＄    ﹪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 以 下 之 非 消 耗
品)

＄ ﹪ ＄    ﹪ 

 

五、其他 ＄ ﹪ ＄    ﹪ 
 

總計 ＄ 100﹪ ＄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九：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四

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２.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參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3.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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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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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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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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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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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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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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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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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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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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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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註一：本表請填列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為增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獎補助教師研究之經費、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

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若填列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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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根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細說明，各項採購單價請參

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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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校長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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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97年度第 1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本紀錄已於 97年 3月 28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7年 3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  點：行政大樓會議室(A0308) 

主持人：校長朱元祥             記錄：洪儷娟 

出 席 人 員：朱元祥校長、王賢德主任秘書、吳邦一教務長、杜清敏學務長、駱建利
總務長、孔方正研發長、黎進三館長、陳協勝主任、陳麗惠主任、程毓明

主任、黃慧玲(教師代表)、顏錦柱(教師代表)、郭哲賓(教師代表)、李繼尊
(教師代表)、梁台仙(教師代表) 

列 席 人 員：會計室孫錦榕、會計室陳瀅存 

請假人員：謝文雄副校長、黃慧玲(教師代表)、蔡聰男(教師代表)、吳建德(教師代表) 

壹、報告事項 

會計室：檢附 96年 5月 4日台技(三)字第 0960058916D號函核定本校 96年度「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金額及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如附件一（P.1∼
4），請參閱。本校已依據預估獎補助金額先提送支用計畫書，故現需依教育
部實際核定後獎補助款以及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會計室已先行依原支用計

畫書各項支用項目比例重新調整各項支用明細金額，請各位委員提供意見。 
 

貳、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為規劃及修正「97年度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中經常門、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及金額。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97年3月3日台技(三)字第0970026086D號函核定本校97年度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補助款16,797,176元、獎助款31,782,640
元，合計48,579,816元，詳附件一之（P.1∼2）。 

      二、本校已於96年11月29日依據預估獎補助金額先提送支用計畫書，故現需依
核定後獎補助款修正計畫書支用明細。會計室已先行依原支用計畫書各項

支用項目比例重新調整各項支用明細金額如附件二（P.5∼7）。 
決議：一、依原比例重新調整各支用項目明細金額如附件二（P.5∼7），請各系所依重

新調整後金額提出資本門採購項目，於3月26日前將採購項目提送會計室彙
整，以便會計室修訂計畫書提報教育部。 

      二、建議將來依中長期發展計畫系所全面思考發展特色，獎補助款用來補助各
教學單位之重點發展，重點發展特色所需資金除來自獎補助款外，大多由

校務資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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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提請討論回覆教育部97年3月3日台技(三)字第0970026086D號函支用計畫書面
審查意見。 

說明：教育部96年5月4日台技(三)字第0960058916D號函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請詳
附件一(P3∼4)。 

決議：教育部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共17點，全盤計畫書之審閱統整由副校長負  
責，文字修正請王主任秘書幫忙，書面審查意見之負責彙整單位列表於附件

三，各彙整單位彙整各相關單位提出之說明與解釋，於3月21日前交由會計室統
合。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提示 

1、案由一請各單位 3 月 26 日前將修訂後支用計畫明細提送會計室彙整；案由二請各
彙整單位彙整各相關單位提出說明與解釋於 3月 21前將資料彙整給會計室。 

2、本校今年獎補助款被扣32萬元，因無講師證書之教師不計入，講師證書申請中之教
師亦不計入，請各系所聘任之教師須具有教師證書。 

 

散會（中午 11時 50分） 



裝

訂

線

教育部　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真：02-23566379
聯絡人：鄭秀貞
聯絡電話：02-77365858

受文者：樹德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3月3日

發文字號：台技(三)字第0970026086D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審查意見（26086D.TIF，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有關9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案，請

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97年1月15日「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

費審議小組」會議決議，核定　貴校97年度「私立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補助款新台幣1,679萬7,176元整

，扣減後績效型獎助款新台幣3,178萬2,640元整，共計新

台幣4,857萬9,817元整（含經常門新台幣1,943萬1,927元，

資本門新台幣2,914萬7,890元）。

二、貴校經本部96年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暨校務基本資

料庫資料查核有資料填報錯誤情事（兼任師資人數原報部

資料為365人，經查核修正為346人，減少19人，修正比率

為5.2%），扣減績效型獎助款1%，計新台幣32萬1,037元

。倘　貴校就上開扣減事由有異議，請於文到30日內檢附

該項缺失事由業經本部相關權責單位同意改善完竣之相關

公文影本向本部提出申覆。

三、貴校9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業委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委請不同領域專家學者審

查完畢，檢送書面審查意見乙份（如附件），請依審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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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見修正後，於1個月內檢附修正計畫書1份及領據備文報部

，另1份送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

路1段4號13樓之1）彙辦。

四、貴校應自籌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度為配合款，連同

本部獎補助經費確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及「教育部獎補助支出憑證免送

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重申本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工程建築與

建築貸款利息；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維

護工程，須於「報部公文」與「支用計畫書」中敘明並經

本部核准始得支用，未依規定者本部將予追繳。

正本：樹德科技大學

副本：本部技職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97/03/03

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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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金額 獎助金額 合計 配合款10%

            16,797,17631,782,640          48,579,816     4,857,982     

 類別

 獎補助款

 配合款

 小計

 補助款分配比例

 配合款分配比例

 資本門分配明細

 項目 規定比例下限
 97年度原計畫
提列金額

 補助款金額
 補助款比
例

 配合款金額
 配合款比
例

依原計畫比
例重計算提
列金額

補助款 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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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0,00419,463,64068.15%1,946,36468.15%21,850,71619,864,2871,986,429

各教學單
位分配金
額,請詳附
表一

二、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8,733,6487,939,68027.80%793,96827.80%8,913,4248,103,113810,311

三、教學研究及
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

659,736599,7602.10%59,9762.10%673,317612,10661,211

四、其他（省水器
材、實習實驗、校園
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
物處理、無障礙空間
設施等）

612,612556,9201.95%55,6921.95%625,222568,38456,838

 合計 31,416,00028,560,000100.00%2,856,000100.00%32,062,67929,147,8902,914,789

 經常門分配明細

 項目 規定比例下限
 97年度原計畫
提列金額

 補助款金額
 補助款比
例

 配合款金額
 配合款比
例

依原計畫比
例重計算提
列金額

補助款 配合款 備註

 其他教師薪資 4,973,2484,973,24826.12% 0 0.00%5,075,6195,075,6190
各項明細
詳附表二

 獎助教師編?教
材、製作教具、
改進教學、研
究、研習、進
修、著作、升等
送審

經常門經費30%
以上

14,183,27712,893,88867.72%1,289,38967.72%14,475,22813,159,2991,315,929
各項明細
詳附表二

 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活
動

經常門經費5%以
內

860,798782,5444.11%78,2544.11%878,519798,65479,865
各項明細
詳附表二

 學生事務與輔導
經費

經常門經費2% 429,352390,3202.05%39,0322.05%438,189398,35439,835
各項明細
詳附表二

 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497,325 0 0.00%497,32526.12%507,564 0 507,564
各項明細
詳附表二

 合計 20,944,00019,040,000100.00%1,904,000100.00%21,375,11919,431,9261,943,193

總計

53,437,798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定數)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分配表

2,914,789                                      

32,062,679                                  

60.00%

60.00%

經常門40%

19,431,926                       

1,943,193                         

21,375,119                     

40.00%

40.00%

資本門60%

29,147,890                                     

100.00%

100.00%

合計

48,579,816                    

4,857,982                      

53,437,798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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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各單位提列金額如下：

一、教學儀器設備 21,410,004    21,850,716    

項目 單位 系別
 97年度原計
畫提列比例

 97年度原計
畫提列金額

97年度核定
數依原計畫
比例預計提
列金額

97年度分配
比例

備註

企管系 1.96%420,000         428,645 1.96%

金融系(所) -                

休管系 -                

國企系 8.20%1,756,000      1,792,1468.20%

運管系 4.95%1,059,000      1,080,7994.95%

行銷系 7.00%1,498,000      1,528,8357.00%

休運系 11.83%2,532,090      2,584,21211.83%

經管所 -                

資管系(所) 6.30%1,348,000      1,375,7486.30%

電通系(所) 8.71%1,865,000      1,903,3908.71%

資工系(所) 5.42%1,160,000      1,183,8785.42%

應用社會學院 1.47%315,000         321,484 1.47%

應外系 3.82%817,000         833,817 3.82%

幼保系(所) 2.90%620,600         633,375 2.90%

性研所 3.93%841,250         858,567 3.93%

室設系

建古系(所)

流設系 4.86%1,039,914      1,061,3204.86%

視傳系 4.86%1,039,914      1,061,3204.86%

產設系 4.85%1,037,633      1,058,9924.85%

數位遊戲系 4.84%1,035,789      1,057,1104.84%

表演藝術系 4.40%942,800         962,207 4.40%

應設所 -                

流設科 -                

通識教育學院 -                

電算中心 -                

總務處保管組 -                

68.15%21,410,004    21,850,71668.15%

二、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27.80%8,733,6488,913,42427.80%

三、訓輔設備 2.10%659,736673,317 2.10%

四、其他（省水器
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設施等）

1.95%612,612625,222 1.95%

100.00%31,416,000    32,062,680    100.00%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計提列狀況表

圖書館

學務處

總務處

9.72%

總計

其他單位

一、教學儀器設備合計

一、教學儀器設備

管理學院

應用社會
學院

設計學院

資訊學院

2,082,014      2,124,8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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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1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各單位提列金額如下：

一、教學儀器設備 21,410,004    21,850,716    

項目 單位 系別
 97年度原計
畫提列比例

 97年度原計
畫提列金額

97年度核定
數依原計畫
比例預計提
列金額

97年度分配
比例

 97修正支用
計畫書實際提
列金額

企管系 1.96%420,000         428,645 1.96%           428,645

金融系(所) -                

休管系 -                

國企系 8.20%1,756,000      1,792,1468.20%        1,790,000

運管系 4.95%1,059,000      1,080,7994.95%        1,080,799

行銷系 7.00%1,498,000      1,528,8357.00%        1,528,835

休運系 11.83%2,532,090      2,584,21211.83%        2,657,700

經管所 -                

資管系(所) 6.30%1,348,000      1,375,7486.30%        1,476,550

電通系(所) 8.71%1,865,000      1,903,3908.71%        1,698,124

資工系(所) 5.42%1,160,000      1,183,8785.42%        1,283,850

應用社會學院 1.47%315,000         321,484 1.47%           210,000

應外系 3.82%817,000         833,817 3.82% 911,000          

幼保系(所) 2.90%620,600         633,375 2.90%           227,100

性研所 3.93%841,250         858,567 3.93%           362,000

室設系

建古系(所)

流設系 4.86%1,039,914      1,061,3204.86%        1,283,655

視傳系 4.86%1,039,914      1,061,3204.86%        1,061,320

產設系 4.85%1,037,633      1,058,9924.85%        1,079,390

數位遊戲系 4.84%1,035,789      1,057,1104.84%        1,057,140

表演藝術系 4.40%942,800         962,207 4.40%        1,015,900

應設所 -                

流設科 -                

通識教育學院 -                573,850          

電算中心 -                

總務處保管組 -                

68.15%21,410,004    21,850,71668.15% 21,850,716      

二、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27.80%8,733,6488,913,42427.80%8,913,424       

三、訓輔設備 2.10%659,736673,317 2.10% 673,317          

四、其他（省水器
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設施等）

1.95%612,612625,222 1.95% 625,222          

100.00%31,416,000    32,062,679    100.00%32,062,679      

        2,124,858

總計

其他單位

一、教學儀器設備合計

一、教學儀器設備

管理學院

應用社會
學院

設計學院

資訊學院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計提列狀況表

圖書館

學務處

總務處

9.72%2,082,014      2,124,8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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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各項目提列金額如下：

補助款 19,431,926配合款 1,943,193

經費項目
 97年度原計畫
提列金額

 補助款金額 補助款比例 配合款金額 配合款比例

97年度核定
數依原計
畫比例預
計提列金
額

補助款 配合款

（一）獎助教師項目

教師編纂教材 650,000590,9093.10% 59,0913.10%663,379603,07260,307      

製作教具 100,00090,9090.48% 9,0910.48%102,05892,7809,278        

研究 3,654,7283,322,48017.45%332,24817.45%3,729,9583,390,871339,087    

研習 1,503,7791,367,0727.18%136,7077.18%1,534,7331,395,212139,521    

進修 2,148,8551,953,50410.26%195,35110.26%2,193,0881,993,716199,372    

著作 5,246,5634,769,60325.05%476,96025.05%5,354,5604,867,782486,778    

升等送審 429,352390,3202.05% 39,0322.05%438,189398,35439,835      

改進教學 450,000409,0912.15% 40,9092.15%459,263417,51241,751      

獎助教師合計 14,183,27712,893,88867.72%1,289,38967.72%14,475,228  13,159,2991,315,929 

(二)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497,325 0 0.00%497,32526.12%507,564 0 507,564    

（三）行政人員研
習、進修

860,798782,5444.11% 78,2544.11%878,519798,65479,865      

（四）其他(增聘師
資、現有教師)

4,973,2484,973,248    26.12% -              0.00%5,075,6195,075,619-           

（五）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429,352390,320       2.05%39,032         2.05%438,189398,35439,835      

合計 20,944,000      19,040,000  100.00%1,904,000    100.00%21,375,11919,431,926  1,943,193 

單位 分配比例
 原計畫提列
金額

管理學院 6.11%30,380         

資訊學院 20.92%104,050       

應用社會學院 18.10%90,000         

設計學院 54.87%272,895       

合計 100.00%497,325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提列狀況表

經常門分配總金額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278,514

507,564

97年度核定數依原計畫
比例預計提列金額

31,005

106,192

9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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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各項目提列金額如下：

補助款 19,431,926配合款 1,943,193

經費項目
 97年度原計畫
提列金額

 補助款金額 補助款比例 配合款金額 配合款比例

97年度核定
數依原計
畫比例預
計提列金
額

補助款 配合款

 97修正支
用計畫書
實際提列
金額

（一）獎助教師項目

教師編纂教材 650,000590,9093.10% 59,0913.10%663,379603,07260,307     500,000     

製作教具 100,00090,9090.48% 9,0910.48%102,05892,7809,278       100,000     

研究 3,654,7283,322,48017.45%332,24817.45%3,729,9583,390,871339,087    3,727,364  

研習 1,503,7791,367,0727.18%136,7077.18%1,534,7331,395,212139,521    1,018,302  

進修 2,148,8551,953,50410.26%195,35110.26%2,193,0881,993,716199,372    2,006,000  

著作 5,246,5634,769,60325.05%476,96025.05%5,354,5604,867,782486,778    6,500,000  

升等送審 429,352390,3202.05% 39,0322.05%438,189398,35439,835     348,000     

改進教學 450,000409,0912.15% 40,9092.15%459,263417,51241,751     624,700     

獎助教師合計 14,183,27712,893,88867.72%1,289,38967.72%14,475,228  13,159,2991,315,929 14,824,366 

(二)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497,325 0 0.00%497,32526.12%507,564 0 507,564    507,564     

（三）行政人員研
習、進修

860,798782,5444.11% 78,2544.11%878,519798,65479,865     505,000     

（四）其他(增聘師
資、現有教師)

4,973,2484,973,248    26.12% -              0.00%5,075,6195,075,619-           5,100,000  

（五）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429,352390,320       2.05%39,032         2.05%438,189398,35439,835     438,189     

合計 20,944,000      19,040,000  100.00%1,904,000    100.00%21,375,11919,431,926  1,943,193 21,375,119 

單位 分配比例
 原計畫提列
金額

管理學院 6.11%30,380         

資訊學院 20.92%104,050       

應用社會學院 18.10%90,000         

設計學院 54.87%272,895       

合計 100.00%497,325       

278,514

507,564

97年度核定數依原計畫
比例預計提列金額

31,005

106,192

91,853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提列狀況表

經常門分配總金額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281,914

507,564

 97修正支用計畫書實
際提列金額

0

144,650

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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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九十七年度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彙整單位 

1. 建議可製作歷年執行成效質量比較表，以瞭解過去與未

來的改變差異。 

2. 支用計畫與中長程計畫關聯不明確(建議可逐項表列)。 

3. 專責小組會議應討論支用計畫編列原則後，再進行實質

計畫審查，並應充分討論是否與學校特色發展之高度關

聯性，並酌附摘錄會議討論部份過程內容。 

4. 經常門其他部分($4,973,248，佔26.12%，與他校相較為

低，且經常門自籌款$1,904,000全數『未』支用於此一

項目，值得肯定，惟於實際執行時宜請落實)科目建議可

再細分為新聘教師或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惟補助現有教

師薪資之比例仍可再逐年調降。 

5. 部分經常門項目，如：改善教學、教具等與提昇教學品

質相關經費僅編列56萬，恐難以發揮具體效果。 

6. 支用計畫書檢附過多不相干資料，且內容繁瑣、雜亂，

較難以看出學校用心之處。 

7. 「樹德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

置要點」第二條『選任委員教師代表7名』，與「教育

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四條第(一)項第2款規定不符；經查96學年度該校教

師代表僅由各學院選派，亦與教育部相關規定不符。 

8.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內容說明未盡詳實，建議可

將預估數量及平均單位補助金額列出，以利日後執行與

控管。 

9.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優先序12~15屬應用社會學院辦公室、會議室需求之項

目，請改列與教學直接相關項目。 

10. 獎助教師佔經常門獎補助款比例67.72%(不含自籌款)，

比率雖不低，惟宜針對細目有進一步之規劃(如：如何達

成360萬元之研究績效發放---等)，方能得知是否達成原

預期目標。另補助教師薪資仍規劃近500萬元之經費，

雖就比例而言(26.12%)與他校相較尚佳，然就實質金額

來看仍屬偏高，而學校似乎誤解去年書審意見，認為只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務發展委員會 

(會計室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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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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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申請單位 

 

 

應用社會學院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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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此部分不編列自籌搭配款即可。 

11. 其專責小組代表並未包含各系所代表，而是所謂7名教

師代表，此點去年書審其實也有暗指其不當，然其漠視

法規，不思探究法規精神，另人遺憾。 

12. 整體獎補助經費規劃與學校特色之關聯性不高。 

13. 無法看出其校內資本門儀器備補助款分配原則。 

14. 資本門優先序係依系所分為幾大區塊，似未與學校整體

經費規劃優先序之意函。 

15. 資本門設備購置目前尚無標餘款之規劃，未來執行時宜

請注意「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

及申請要點」第四條第(一)項第5款之相關規定。 

16. 訂有「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法」，但該辦法乃經行政會

議及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而未經校教評會通過，其辦法

第十一條亦如此規定，應予改善。(請參酌「教育部獎補

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條

第（五）項第2款之相關規定)：其他經常門相關獎勵補

助辦法亦同。 

17. 由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來看，似未真正發揮實質稽

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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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樹德科技大學 97年度第 2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本紀錄已於 97年 8月 7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7年 7月 8日（星期二）14：00 

地  點：行政大樓會議室(A0308) 

主持人：校長朱元祥             記錄：洪儷娟 

出席人員：朱元祥、謝文雄、王賢德、駱建利、孔方正、黎進三、陳協勝、陳麗惠、

程毓明、黃慧玲、郭哲賓。 
列席人員：董偉群、陳麗娟、黃凱鈴、董惠禎、嚴永珅、孫錦榕、各變更單位代表。 
請假人員：吳邦一、杜清敏、蔡聰男、顏錦柱、李繼尊、梁台仙、吳建德。 

壹、報告事項 

會計室：  
 

貳、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案由：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設備規格」等各項變更案。 

說明：一、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4  
項第1款第5點規定辦理。 

二、檢附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教學研究及學生
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決議：修訂後通過。修訂後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教學
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等如附件一（P.2~15）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提示（無） 
 

散會（下午 3時 55分）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37-4電動式布幕
電動式背景幕120"三色及
書架式背景等等以上

1       70,000         70,000行銷系 37-4
攝影棚電
動背景幕

電動式背景幕120"三色及書架式背景
等等以上

1     70,000        70,000行銷系
原項目名稱為
錯誤，修正為
正確名稱。

44
QSurveyPlus 問
卷系統

● 3 個客戶端版權     編
號：QP1A003UPG●
HTML Edit Module     編
號：QP1A010HTM

1      319,000       319,000運管系 44
線上問卷
系統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裝於
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或主機)之
版權。支援線上後台管理功能，後台所
做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現。2. 問卷
系統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管理者與使用者登錄介面，且無使
用者註冊數量限制。b. 使用者可於線上
編製問卷，受訪者可於線上填答問卷，
且無同時上線人數限制。 c. 提供E-mail
寄送清單管理功能，且可以授權碼，追
蹤問卷填答狀況。 d. 問卷填答結果須以
html格式存檔及輸出，且可以數值格式
輸出為Excel 檔。須以表格、圓餅圖及
長條圖呈現問卷分析結果。 e. 具備管理
者後台管裡功能，並建置問卷及回覆結
果資料庫及資料庫管理系統。 f. 問卷題
項類型至少應包括：單選題、多選題、
題組、開放題。g. 承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標準版 -
五人授權，供伺服器使用。 3. 承包商須
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光碟，並負責安裝
本系統於業主提供之主機，測試前述功
能並做必要之增修，直至系統正常運
作。於發揮系統功能效益之必要範圍內
，需依業主需求提供前述功能20% 以內
之增修，並完成測試功能正常，並提供
至少3小時之教育訓練。

1    299,000      299,000運管系

1.原計畫採購之
軟體價格大幅
上漲，遠超出
原有預算。故
改採承包商依
據採購規格，
專為本系開發
符合功能需求
之系統，且無
使用者人數限
制，更具成本
效益。2.本項目
金額變更減少
流入優先序
46。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變更及增減項目名稱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附件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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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變更及增減項目名稱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附件ㄧ

46
EzOpen電子商
務教育實習平

台

●供應商提供之服務及附
件：4hr × 2天教育訓練 操
作手冊光碟-教師教學輔
助光碟及學生      學習輔
助光碟- 系統平台建置-
軟體顧問服務    - 一年內
軟體保固及免費升級 - 提
供免費加開 30 個Store

30       12,000       360,000運管系 46
網路商城
經營平台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裝於所屬
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或主機)之版權。具
備商城-商店 (mall-store) 線上後台管理功能
，後台所做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現。本
系統不限於教學使用，店 家可實際進行商品
交易，且無開店數量限制。2. 系統前台功能
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會員註
冊、輸入及修改會員資料功能。 b. 提供顧客
搜尋資料庫中的商品，列出符合條件的商品
的圖式與資訊。c. 具備購物車功能，顯示前
10個暢銷商品，以及顧客近期瀏覽過的商
品。d. 承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標準版 - 五人授權，供伺服器
使用。3. 系統後台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
級規格)商城 (mall)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基本
資料設定、商城建置、商城管理、商城維護
系統 (商城經營及交易控制台) 等功能。商店
(store)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商店網站建置、
商品設置、交易設定、行銷管理、系統維
護、訂單維護、銷售分析、供應商管理等功
能。4. 承包商須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光碟，
並負責安裝本系統於業主提供之主機，測試
前述功能並做必要之增修，直至系統正常運
作。於發揮教學及電子商務效能之必要範圍
內，須依業主需求提供前述功能20% 以內之
增修，並完成測試功能正常。 另須提供至少
3小時之教育訓練。

1    380,000      380,000運管系

1.原規劃之
EzOpen 有開店
數量限制，且
僅適用教學，
不得提供實際
線上交易，限
制了本系未來
網路行銷領域
之發展。擬改
採承包商依據
採購規格，專
為本系開發符
合功能需求之
系統，無開店
數量限制，且
可用於實際交
易，將可供本
系開發完善之
線上購物服
務、實習課程
及競賽，更具
成本效益。2.變
更項目名稱規
格並經優先序
44部份金額流
入變更增加金

57
數位化教學講

桌

內建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支援JAVA。含數
位控制面板,13. 17吋手寫
銀幕(崁入式防水),鵝頸麥

克風,講桌尺寸:
630~790*640~720*1080~12

00mm

1       20,000         20,000性學所 57
數位化教
學講桌

內建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支援
JAVA。含數位控制面板,13. 17吋手
寫銀幕(崁入式防水),鵝頸麥克風,講

桌尺寸:
630~790*640~720*1080~1200mm

0 0 0 性學所

1.數位講桌,因
再評估後，暫
時可以不需要
，所以不購
置。2.本項目刪
除並將預算金
額流入優先序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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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變更及增減項目名稱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附件ㄧ

57-4單槍投影機

亮度: 3200流明解析度:
1024*768重量: 2.5公斤(含
以下)特色: 光感應技術,
不斷電系統,兩秒快速開

機

2       39,000         78,000性學所 57-4
單槍投影
機

亮度:3200流明解析度: 1024*768重量:
2.5公斤(含以下)特色: 光感應技術,不
斷電系統,兩秒快速開機(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 49,00098,000 性學所

1.單槍因價格預
估錯誤,所以修
正變更。2.本項
預算金額經優
先序57流入變
更。

89 個人電腦

Athlon 64×2   4400＋
2.2G/1GB*1/160G/GBIC/16
X  DVD光碟機/鍵盤擊滑
鼠/三年保固(含人
工)/XPHOME  液晶螢幕
19吋LCD 亮度:300/對
比:500以上

42       20,670       868,140 數遊系 89 個人電腦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硬碟/20倍速
DVD燒錄器/ 19吋螢幕液晶顯示器(內
建防刮玻璃功能)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三年保固/復原管理系統(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30 22,570677,100 數遊系

1.原項目電腦設
備42組，因螢
幕的設備，系
上原先有買了
12台電腦螢幕
，為節省資源
，故只需購置
30台螢幕，並
變更規格及數
量與單價。2.其
餘主機12台列
於下列項目並
變更規格。

89-1
個人電腦
(不含螢
幕)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硬碟/20倍速
DVD燒錄器//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三年保固/復原管理系統(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2 15,920191,040 
此項目為優先
序89拆項變更
，無含螢幕。

合計 1,715,140    1,71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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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6 投影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2800流
明        3.ViewSonic PJ658

1       50,000         50,000 國企系 6 投影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2800流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格)

1      50,000         50,000 國企系
變更規格"同等
或以上規格"字
樣。

10 單眼數位相機 Olympus E510 KIT1       30,000         30,000 國企系 10
單眼數位
相機

Olympus E510 KIT(同等或以上
規格)

1      30,000         30,000 國企系
變更規格"同等
或以上規格"字
樣。

14 A3規格印表機
HP LaserJet 5200 A3黑白
雷射印表機(48MB記憶

體)
1       40,000         40,000國企系 14

A3規格印
表機

HP LaserJet 5200 A3黑白雷射印
表機(48MB記憶體)(同等或以上

規格)
1      40,000         40,000國企系

變更規格"同等
或以上規格"字
樣。

18 電腦跑步機 Johnson  T80004      168,000       672,000休運系 18
電腦跑步
機

Johnson  T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166,000       166,000休運系

1.原購置Johnson
T8000 跑步機4
台，但目前體
適能中心跑步
機已足夠，所
以擬採購一台
，其餘預算分
別流入優先序
19、20、21。2.
變更修正"規格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9 電腦跑步機 Horizon Elite  5071       80,000         80,000休運系 19
電腦跑步
機

Horizon Elite  507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      80,000       160,000休運系

1.由優先序18預
算流入此項變
更增加數量。2.
變更修正"規格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20
心肺交叉訓練

機
Johnson  E80004      138,000       552,000休運系 20

心肺交叉
訓練機

Johnson  E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6    138,000       828,000休運系

1.由優先序18預
算流入此項變
更增加數量。2.
變更修正"規格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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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21 飛輪腳踏車  Johnson  P800010       25,000       250,000休運系 21
飛輪腳踏
車

 Johnson  P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6      25,000       400,000休運系

1.由優先序18預
算流入此項變
更增加數量。2.
變更修正"規格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31
可攜式硬碟錄
影機

DSR-SR5四百萬硬碟攝影
機

1       37,900         37,900休運系 31
可攜式硬
碟錄影機

DSR-SR5四百萬硬碟攝影機 (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7,900         37,900休運系
變更規格增加"
或同規格等級
以上"字樣

32 投影機 PT-LB60EA1       60,000         60,000休運系 32 投影機 PT-LB60EA(或同規格等級以上) 1      60,000         60,000休運系
變更規格增加"
或同規格等級
以上"字樣

33 雷射印表機 A3規格  PF-2330 1       88,000         88,000休運系 33
雷射印表
機

A3規格  PF-2330 (或同規格等級
以上)

1      88,000         88,000休運系
變更規格增加"
或同規格等級
以上"字樣

34 珠光螢幕
UNOO GFEM-SQ120 (電
動式84吋*84吋)

1       15,000         15,000休運系 34 珠光螢幕
UNOO GFEM-SQ120 (電動式84
吋*84吋)或同規格等級以上

1      15,000         15,000休運系
變更規格增加"
或同規格等級
以上"字樣

56
充實外語軟硬
體之設置

學生工作站LENOVO
A55；Inter E2140

1.6GHz/1G/160G(SATA)/D
VD-

ROM/Gigabit/946GZ/XPH/
鍵盤滑鼠/3年保固

32       19,000       608,000應外系 56
充實外語
軟硬體之
設置

Inter E2140 1.6GHz(含)以上
/1G(含)以上/160G(含)以上
/DVD-ROM/含鍵盤滑鼠、作業
系統、含三年保固(以上規格含

以上或同等級)

32 19,000608,000 應外系
因應實際需求
修正變更規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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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57-2
前級混音機
Mixer

1. 麥克風輸入(150Ω)2. 線
性輸入(10kΩ)：3. 立體線
性輸入(direct to L/R):輸入
阻抗：10kΩ輸入增益：
20dB(最大)、0dB(最小)4.
主輸出(Master L/R)：輸出
阻抗：600Ω,輸出音平：
+4dBu(Nominal)、

+22dBu(Max5. 群組1-4及
輔助1-6(Groups &

AUX)10.尺寸：16FX(高x
寬x深)：18.4 x 48.3 x 46.7
(公分)24FX(高x寬x深)：
19.7 x 61.9 x 18.8 (公
分)32FX(高x寬x

1       35,000         35,000性學所 57-2
前級混音
機Mixer

 1.共16軌輸入含以上。
 2.單軌可指定4組含以上可群組
輸出。
 3.單軌配有及時聲音訊號輸出
入控制/指定、及AUX輸出切換
等操作選擇按鍵或旋鈕。
 4.每輸入頻道接具有三段以上
的參數式等化器,且中音部分頻
率可另外指定調控
 5.具錄音輸出(REC OUT)及輸
入(TAPE IN)端子
 6.單軌具備經前級個別監聽輸
出選擇鍵
 7.輸出部分另具經後級處理監
聽輸出選擇鍵
 8.內建電源及開關,以提供一般
動圈式及電容式麥克風之用
 9.具單軌即時音頻訊號開關鈕,
可隨時直接控制單軌音訊進出
而不需以推桿上下移動方式
 10.配備立體輸出12段LED力度
表
 11.含Insert  I/O介面
以上規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上

1 35,00035,000 性學所

前級混音機
Mixer規格因應
實際需求而做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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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57-3
功率擴大機
Amplifier

1. 驅動功率:  8Ω(立體)為
260瓦   4Ω(立體)為400瓦
2Ω(立體)為640瓦  8Ω(橋
接)為800瓦   4Ω(橋接)為
1200瓦2. 輸入靈敏度 =
0.775V3. 阻抗:20KΩ / 10K
Ω(平衡/非平衡)4. 電壓增
益 = 35db5. 迴轉率：大於
50V/μsec6. 信號雜訊比：
100dB7. 總諧波失真：

0.05%

1       20,000         20,000性學所 57-3
功率擴大
機Amplifier

1.雙迴路輸入出設計、額定功
率在8Ω時每迴路輸出最高可達
275W(含)以上、 4Ω時可達
390W(含)以上 、2Ω時可達
650W(含)以上、 8Ω橋接時可
達(含)780W 、 4Ω橋接時可達
1300W(含)以上 2.擴大器本身具
有電源開關機靜音保護 /DC直
流故障輸出 中斷保護 /過熱保
護(≧90度C)及VI限制器的基本
功能，且有對應電源狀態,保護,
溫度警告,喇叭處理器狀態,信號
狀態,過載等的LED指示燈。3.
輸出模式有立體、橋接、並聯
等三種模式,並具有附頻率調整
的超低音及高頻濾波器2組，及
內建喇叭處理器，均附開關必
要時可以關閉。4.具有變速的
散熱風扇。5.通過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電磁波相容性測試
(CNS13439及IEC60065)檢驗合
格 6.噪訊比100db以上 7.功率頻
寬在10Hz~40Hz以上 8.輸入組抗
為30k歐姆(平衡)及15歐姆(非平
衡)。以上規格可報同等級或含
以上

1 20,00020,000 性學所

功率擴大機
Amplifier規格因
應實際需求而
做變更。

58 筆記型電腦

cpu：Intel Core 2 Duo
T7300 2.0G (L2:4M)、光
碟機：DVD Super Multi
(DL) LightScribe、記憶
體：1.5GB DDRII
(512+1GB)、硬碟：
160G(SATA)、USB 2.0
*3/IEEE 1394*1/TV Out
/Express Card/Bluetooth藍
芽V2.0 EDR /130萬畫素網
路攝影機/內建五合一讀
卡機、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Ready!

4       46,800       187,200幼保系 58
筆記型電
腦

cpu：Intel Core 2 Duo T7300 2.0G
(含以上)、光碟機：DVD Super
Multi (DL) LightScribe、記憶
體：2GB、硬碟：160GB、作業
系統、含三年保固(同等級或含
以上)。

4 46,800187,200 幼保系
因應實際使用
需求，故變更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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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59 硬碟式攝影機

(內含Sony 原廠包(LCS-
SRA)及繪聲繪影10影音
編輯軟體)內建40GB硬碟
容量， 600萬畫素素靜態
攝影、2.7吋16:9 雙模式
觸控液晶螢幕、10倍光學
變焦、20倍數位變焦，最
長可錄製28小時。

1       39,900         39,900幼保系 59
硬碟式攝
影機

(內建40GB硬碟容量， 600萬
畫素素靜態攝影、雙模式觸
控液晶螢幕、10倍光學變
焦、20倍數位變焦，攝影機
包，影音編輯軟體，以上規
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上）。

         1   39,900       39,900 幼保系
因應實際使用
需求，故變更
規格

60 筆記型電腦

INTEL CORE TM 2 DUO
PROCESSOR T7250(2GHz)
正版Window Vista Home
Premium      14.1 Clear
Bright LCD寬螢幕 1280×
800WXGA      ATI Mobility
Radeon TM X2300      DVD
+-RW/+-R DL/RAM 2GB
記憶體  160GB硬碟， 規
格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1       45,000         45,000應社院 60
筆記型電
腦

1.中央處理器：IntelR  Core
?  2 Duo 雙核心處理器T8300
(2.4 GHz，800MHz系統匯流
排)支援IntelR Extended
Memory 64 Technology
(EM64T) 。   2.主記憶體：
2GB DDRII 667MHz。    3.儲
存硬碟容量：320GB Serial
ATA(5400 rpm) 。   4.光碟
機：DVD-Super Multi DL。
5.三年保固  。6.同等級含以
上

1 4500045000 應社院
變更後規格較
符合實際使用
情形

63
專業電腦教室
繪圖教學電腦

一般型電腦   Core 2 Quad
2.4GHz   (Windows XPP作
業系統)    主機：ASUS
AS-D792   主機板：P5B-
VM DO/S  19吋彩色液晶
顯示器 (內建防刮玻璃功
能)，規格可同等級或含
以上

18 33,981       611,658 室設系 63
專業電腦
教室繪圖
教學電腦

主機：ASUS AS-D792   主機
板：P5B-VM DO/S     CPU:Core
2 Quad 2.4GHz 、 NVIDIA
Quadro FX370專業顯示卡、 低
階19吋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Windows XPP作業
系統)、含三年保固 (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4 43,690611,658 室設系

 有鑑於專業繪
圖運算軟體其
硬體需求愈來
愈高，考量日
後授課需求，
必須加裝專業
繪圖顯示卡方
能獲致需要，
因此變更採購
項目及規格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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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82 液晶電視 42吋 2 27,500         55,000 流設系 82 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FULL
HD1920*1080、高對比900:1和
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
(含線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55,00055,000 流設系

 此設備估價錯
誤，預算55000
只能購置1台42
吋電視，故變
更數量、單
價。

91
數位攝錄放影

機
MiniDV 數位攝錄放影機
DCR-HC96

6 25,500      153,000       數遊系 91
數位攝錄
放影機

SONY DCR-SR85
數位錄放影機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6 25,500153,000 數遊系

 數位錄放影機:
原先提的設備
與系既有的同
款，但目前這
款設備同等級
容量比較大，
學生會比較容
易操作，故變
更規格。

103
手部及大腿氣
壓與酸痛感應
模擬器

三洋DR-6100 1      147,000       147,000 產設系 103

手部及大
腿氣壓與
酸痛感應
模擬器

三洋DR-6100(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47,000147,0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04
跑步姿勢模擬

機
互動科技185*84*140cm 1 52,500         52,500 產設系 104

跑步姿勢
模擬機

長x寬x高: 185 x 84 x 140 cm
跑帶面積 : 長x寬: 140 x 51 cm
產品重量 : 114kgs 承載重量 :
125 kgs
‧Cardio Grip心跳螢幕可隨時監
控心跳率
‧18組內建模擬程式可供使用
者自選
‧2.5匹持續輸出馬力，可承重
125公斤的使用者
‧速度範圍0~12.坡度範圍
0~12%
‧藍色液晶顯示面板可變換不
同情境.可.顯示時間.速.度.心跳.
距離.卡路里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52,50052,5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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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105
騎馬姿勢模擬

器
國際EU-6441 1       52,500         52,500 產設系 105

騎馬姿勢
模擬器

國際EU-6441(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52,50052,5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06塑身實驗機
奧斯卡OS-3521
70*61*123cm

1       26,000         26,000 產設系 106
塑身實驗
機

奧斯卡OS-3521
70*61*123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26,00026,0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07
風扇划船訓練

機
奧斯卡OS-2305
246*50*66cm

1       27,500         27,500 產設系 107
風扇划船
訓練機

奧斯卡OS-2305
246*50*66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27,50027,5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08
磁控立身健身
模擬器

奧斯卡OS-1202
97*97*175cm

1 32,000      32,000         產設系 108
磁控立身
健身模擬
器

奧斯卡OS-1202
97*97*175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2,00032,0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09
磁控健步實驗

器
奧斯卡OS-2407
100*75*150cm

1 24,000      24,000         產設系 109
磁控健步
實驗器

奧斯卡OS-2407
100*75*150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24,00024,0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10
交叉橢圓訓練

機
奧斯卡OS-2407
120*75*100cm

1 22,890      22,890         產設系 110
交叉橢圓
訓練機

奧斯卡OS-2515
120*75*100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22,89022,89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11
人體工學電腦
實驗椅

安達國際公司   凱薩琳
/sterling

1 42,000      42,000         產設系 111
人體工學
電腦實驗
椅

安達國際公司   凱薩琳
/sterling(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42,00042,0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112
人體工學電腦
實驗椅

Herman Miller   Aeron
Chair(小)

1 45,000      45,000         產設系 112
人體工學
電腦實驗
椅

Herman Miller   Aeron
Chair(小)(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45,00045,0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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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113
人體工學腳底
按摩器

MARUTAKA375*515*310c
m    13kg

1 33,600      33,600         產設系 113
人體工學
腳底按摩
器

MARUTAKA375*515*310cm
13kg(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3,60033,600 產設系
 變更規格增加"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字樣

合計 4,084,648    4,08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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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2 天幕帳
(同等級或以上)300*600cm:
收納尺寸150*54*29cm

10       18,000   180,0002 天幕帳
(同等級或以上)300*600cm:收
納尺寸150*54*29cm

5 18,00090,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因天幕帳為
初次購買，
經考量社團
可能之使用
頻率，故原
預購10個減
為5個並變
更本項金
額。

5 電木吉他
(同等級或以上)高級側板
及背板NATO

2       25,000     50,0005 電木吉他
(同等級或以上)高級側板及
背板NATO

1 25,00025,000
吉他社社
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因電木吉他
考量社團學
生損壞率高
，故原預購
2個，現減
少為1個並
變更本項金
額。

8
專業攜帶式擴
音器

(同級或以上)內建大功率
放大器,無線麥克風,有限克
風輸入,AUXIN可連接多肥
體電腦輸入,內庄無線與紅
外線接收模組,附屬配件:手
持無線MIC*1及領夾式MIC
各1,電源供應器,腳架,擴音
機收藏袋

6       18,000   108,0008 專業攜帶式擴音器

(同級或以上)內建大功率放
大器,無線麥克風,有限克風
輸入,AUXIN可連接多肥體電
腦輸入,內庄無線與紅外線接
收模組,附屬配件:手持無線
MIC*1及領夾式MIC各1,電源
供應器,腳架,擴音機收藏袋

3 18,00054,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專業攜帶式
擴音器考量
社團學生損
壞率高，故
原數量6個
，現減少數
量3個並變
更本項金
額。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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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9 棒壘球發球機

(同級或以上)球速可調最
高可達60mph,1/4hp附三角
架,棒球,壘球可轉換使用,
附加木製球棒2支,鋁棒球
棒2支

2       76,158   152,3169 棒壘球發球機

(同級或以上)球速可調最高
可達60mph,1/4hp附三角架,棒
球,壘球可轉換使用,附加木
製球棒2支,鋁棒球棒2支

2 111,938223,876

社團平時
練習或活
動器材可
以更方便
取得

因棒壘球發
球機原物料
上漲，導致
價格提高，
故變更本項
金額。

10 數位攝影機

(同級或以上)總畫素107萬
/100萬，25倍光學變焦，
蔡司鏡頭，，隨機附件：
電源供應器、Multi AV線
(無S端子)、鋰電池NP-
FP50、電腦應用軟體、
USB連接線、Handycam底
座、遙控器

2       25,000     50,00010數位攝影機

(同級或以上)總畫素107萬
/100萬，25倍光學變焦，蔡
司鏡頭，，隨機附件：電源
供應器、Multi AV線(無S端
子)、鋰電池NP-FP50、電腦
應用軟體、USB連接線、
Handycam底座、遙控器

1 25,00025,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因數位攝影
機考量社團
學生損壞率
高，故原預
購2個，現
減少為1個
並變更本項
金額。

11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al
E8200 2.記憶體：2GB DDR2
800 3.光碟機：20x
DVD/SATA 介面DVD 燒錄器
4.硬碟：250GB/7200轉(五年
保固) 5.晶片：Intel G31
Express Chipset 6.繪圖：Intel
GMA 3100 7.19吋(ASUS
VW195U(寬螢幕) 8.作業系
統：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9.保固年限：原
廠人工、零件全免保固三年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3 19,98059,94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1.本項為增
購項目。2.
為補足學生
活動中心資
訊設備之不
足且電算中
心所移轉之
電腦不敷使
用，故將增
購電腦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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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2

筆記型電腦
(ACER
TravelMate6292
)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T7500 2.螢幕尺寸：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面
寬螢幕 3.記憶體：2GB
DDR2 667 4.硬碟：160GB
5.DVD Super Multi DL燒錄光
碟機 5.Mobile Intel GM965搭
配3D整合式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GMA)X3100晶片
6.內建網路攝影機指紋辨識
系統 7.作業系統：Windos
Vista Business 8.保固年限：
原廠工人、零件全免保固3
年(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2 31,25062,5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1.本項為增
購項目。2.
為補足學生
活動中心資
訊設備之不
足且電算中
心所移轉之
電腦不敷使
用，故將增
購電腦設
備。

540,316  5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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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37-4電動式布幕
電動式背景幕120"三色及
書架式背景等等以上

1       70,000         70,000行銷系 37-4
攝影棚電
動背景幕

電動式背景幕120"三色及書架式背景
等等以上

1     70,000        70,000行銷系
原項目名稱為
錯誤，修正為
正確名稱。

44
QSurveyPlus 問
卷系統

● 3 個客戶端版權     編
號：QP1A003UPG●
HTML Edit Module     編
號：QP1A010HTM

1      319,000       319,000運管系 44
線上問卷
系統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裝於
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或主機)之
版權。支援線上後台管理功能，後台所
做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現。2. 問卷
系統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管理者與使用者登錄介面，且無使
用者註冊數量限制。b. 使用者可於線上
編製問卷，受訪者可於線上填答問卷，
且無同時上線人數限制。 c. 提供E-mail
寄送清單管理功能，且可以授權碼，追
蹤問卷填答狀況。 d. 問卷填答結果須以
html格式存檔及輸出，且可以數值格式
輸出為Excel 檔。須以表格、圓餅圖及
長條圖呈現

1    299,000      299,000運管系

1.原計畫採購之
軟體價格大幅
上漲，遠超出
原有預算。故
改採承包商依
據採購規格，
專為本系開發
符合功能需求
之系統，且無
使用者人數限
制，更具成本
效益。2.本項目
金額變更減少
流入優先序
46。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變更及增減項目名稱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附件一

2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變更及增減項目名稱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附件一

46
EzOpen電子商
務教育實習平

台

●供應商提供之服務及附
件：4hr × 2天教育訓練 操
作手冊光碟-教師教學輔
助光碟及學生      學習輔
助光碟- 系統平台建置-
軟體顧問服務    - 一年內
軟體保固及免費升級 - 提
供免費加開 30 個Store

30       12,000       360,000運管系 46
網路商城
經營平台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裝於所屬
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或主機)之版權。具
備商城-商店 (mall-store) 線上後台管理功能
，後台所做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現。本
系統不限於教學使用，店 家可實際進行商品
交易，且無開店數量限制。2. 系統前台功能
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會員註
冊、輸入及修改會員資料功能。 b. 提供顧客
搜尋資料庫中的商品，列出符合條件的商品
的圖式與資訊。c. 具備購物車功能，顯示前
10個暢銷商品，以及顧客近期瀏覽過的商
品。d. 承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

1    380,000      380,000運管系

1.原規劃之
EzOpen 有開店
數量限制，且
僅適用教學，
不得提供實際
線上交易，限
制了本系未來
網路行銷領域
之發展。擬改
採承包商依據
採購規格，專
為本系開發符
合功能需求之
系統，無開店
數量限制，且
可用於實際交
易，將可供本
系開發完善之
線上購物服
務、實習課程
及競賽，更具
成本效益。2.變
更項目名稱規
格並經優先序
44部份金額流
入變更增加金

57
數位化教學講

桌

內建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支援JAVA。含數
位控制面板,13. 17吋手寫
銀幕(崁入式防水),鵝頸麥

克風,講桌尺寸:
630~790*640~720*1080~12

00mm

1       20,000         20,000性學所 57
數位化教
學講桌

內建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支援
JAVA。含數位控制面板,13. 17吋手
寫銀幕(崁入式防水),鵝頸麥克風,講

桌尺寸:
630~790*640~720*1080~1200mm

0 0 0 性學所

1.數位講桌,因
再評估後，暫
時可以不需要
，所以不購
置。2.本項目刪
除並將預算金
額流入優先序
57-4。

3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變更及增減項目名稱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附件一

57-4單槍投影機

亮度: 3200流明解析度:
1024*768重量: 2.5公斤(含
以下)特色: 光感應技術,
不斷電系統,兩秒快速開

機

2       39,000         78,000性學所 57-4
單槍投影
機

亮度:3200流明解析度: 1024*768重量:
2.5公斤(含以下)特色: 光感應技術,不
斷電系統,兩秒快速開機(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 49,00098,000 性學所

1.單槍因價格預
估錯誤,所以修
正變更。2.本項
預算金額經優
先序57流入變
更。

89 個人電腦

Athlon 64×2   4400＋
2.2G/1GB*1/160G/GBIC/16
X  DVD光碟機/鍵盤擊滑
鼠/三年保固(含人
工)/XPHOME  液晶螢幕
19吋LCD 亮度:300/對
比:500以上

42       20,670       868,140 數遊系 89 個人電腦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硬碟/20倍速
DVD燒錄器/ 19吋螢幕液晶顯示器(內
建防刮玻璃功能)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三年保固/復原管理系統(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30 22,570677,100 數遊系

1.原項目電腦設
備42組，因螢
幕的設備，系
上原先有買了
12台電腦螢幕
，為節省資源
，故只需購置
30台螢幕，並
變更規格及數
量與單價。2.其
餘主機12台列
於下列項目並
變更規格。

89-1
個人電腦
(不含螢
幕)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硬碟/20倍速
DVD燒錄器//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三年保固/復原管理系統(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2 15,920191,040 
此項目為優先
序89拆項變更
，無含螢幕。

合計 1,715,140    1,71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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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11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al
E8200 2.記憶體：2GB DDR2
800 3.光碟機：20x
DVD/SATA 介面DVD 燒錄器
4.硬碟：250GB/7200轉(五年
保固) 5.晶片：Intel G31
Express Chipset 6.繪圖：Intel
GMA 3100 7.19吋(ASUS
VW195U(寬螢幕) 8.作業系
統：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9.保固年限：原
廠人工、零件全免保固三年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3 19,98059,94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1.本項為增
購項目。2.
為補足學生
活動中心資
訊設備之不
足且電算中
心所移轉之
電腦不敷使
用，故將增
購電腦設
備。

12

筆記型電腦
(ACER
TravelMate6292
)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T7500 2.螢幕尺寸：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面
寬螢幕 3.記憶體：2GB
DDR2 667 4.硬碟：160GB
5.DVD Super Multi DL燒錄光
碟機 5.Mobile Intel GM965搭
配3D整合式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GMA)X3100晶片
6.內建網路攝影機指紋辨識
系統 7.作業系統：Windos
Vista Business 8.保固年限：
原廠工人、零件

2 31,25062,5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1.本項為增
購項目。2.
為補足學生
活動中心資
訊設備之不
足且電算中
心所移轉之
電腦不敷使
用，故將增
購電腦設
備。

122,440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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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樹德科技大學 97年度第 3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本紀錄已於 97年 10月 23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7年 10月 2日（星期四）14：00 

地  點：行政大樓會議室(A0308) 

主持人：校長朱元祥             記錄：洪儷娟 

出席人員：朱元祥、謝文雄、王賢德、陳國彥、鄭時宜、駱建利、孔方正(邱伊君代)、
黎進三、陳協勝、陳麗惠、黃坤祥、余振國、曾宗德。 

列席人員：董偉群、陳麗娟、董惠禎、嚴永珅、傅淑真、各變更單位說明人員。 
請假人員：程毓明、黃秀慧、盧圓華、劉奕岑、劉蔚萍、林蘋。 

壹、報告事項 

貳、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案由：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資本門圖書自動化設備」、
「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

格」、「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等各項變更案。 

說明：一、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4 
項第 1款第 5點規定辦理。 

      二、檢附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狀況表詳如附表一。 
      三、檢附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詳如附表二、「資

本門圖書自動化設備」詳如附表三、「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詳如

附表四、「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詳如附表五、「資本

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詳如附表六、「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
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如附表七變更彙總表等。 

決議：經出席委員討論修正後通過。修正後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狀況表詳
如附表一(P.2)、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詳如附表二
（P.3~41）、「資本門圖書自動化設備」詳如附表三(P.42)、「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

資源設備」詳如附表四（P.43）、「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詳

如附表五（P.44~47）、「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詳如附表六（P.48）、「經常門

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詳如附表七
（P.49~58）。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提示（無） 

散會（16時25分） 



附表一

餘額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教學儀器設備(變更前) 21,850,716         68.15%

教學儀器設備(流入金額65124元、
212,830元、199,222元變更支用總額)

22,327,892         69.64%18,282,195   57.02% 0 0.00%4,045,69712.62% 0

圖書館自動化(變更前) 1,094,676           3.41%

圖書館自動化(流出金額65,124元變更支
用總額)

1,029,552           3.21%1,029,552    3.21% 0 0.00% 0 0.00% 0

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變更前) 7,818,748           24.39%

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流出金
額212,830元變更支用總額)

7,605,918           23.72%7,605,918    23.72% 0 0.00% 0 0.00% 0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
格

673,317             2.10%602,440       1.88% 0 0.00%70,8770.22% 0

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變更前) 625,222             1.95%

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流出金額
199,222元，變更支用總額)

426,000             1.33% 0 0.00% 0 0.00%426,0001.33% 0

合計 32,062,679         100.00%27,520,105   85.83% 0 0.00%4,542,57414.17% 0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507,564             \ 401,590       \ 0 \ 102,000     \ 3,974         

經費項目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狀況表

採購中未決標 餘款提出案原支用計劃 實際決標支用

第 2 頁



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1 O3護髮機
烘、蒸全自動護髮機

(TAKA)
1 62,33562,335流設系 1 O3護髮機 烘、蒸全自動護髮機(TAKA) 0 0 0  流設系

單位規格有誤
遲未確認，故
刪除此項。

1-1 電視 32型液晶以上 1 20,00020,000流設系 1-1 電視 32型液晶以上 1 20,00020,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2
桌上型電腦
(含液晶螢幕)

(櫃檯專用)1.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
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 2. DDR2 800
1GB×2(含)以上 3. 250GB
（含）以上 Serial ATA II
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
4. 16X DVDRW (含)以上
5. 含作業系統規格可同等
級或含以上     19吋液晶
螢幕：1.面板尺寸(吋) 19"
(含)以上 2.對比700:1(含)
以上 3.亮度(燭光) 300
cd/m2(含)以上4.總體訊號
反應時間(毫秒)8ms(含)以
下規格可同等級或含以

上

1 25,00025,000流設系 1-2
桌上型電
腦(含液晶
螢幕)

(櫃檯專用)1.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cache)
記憶體4MB(含)以上 2. DDR2
800  1GB×2(含)以上 3. 250GB（
含）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
16mb buffer(含)以上 4. 16X
DVDRW (含)以上 5. 含作業系
統規格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19
吋液晶螢幕：1.面板尺寸(吋)
19" (含)以上 2.對比700:1(含)以
上 3.亮度(燭光) 300 cd/m2(含)以
上4.總體訊號反應時間(毫

秒)8ms(含)以下規格可同等級或
含以上

1 20,25020,25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3 手提電腦

(燙染區專用)1. 雙核心處
理器技術： IntelR Core?
2 Duo 雙核心處理器
2.2GHz（含）以上 2. 系
統記憶體：2GB DDR2
667(含)以上 3. 硬碟：160
GB(含)以上 4. DVD Super
Multi DL燒錄光碟機規格
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3 38,333115,000流設系 1-3手提電腦

(燙染區專用)1. 雙核心處理器
技術： IntelR Core?   2 Duo 雙
核心處理器2.2GHz（含）以上
2. 系統記憶體：2GB DDR2
667(含)以上 3. 硬碟：250

GB(含)以上 4. DVD Super Multi
DL燒錄光碟機規格可同等級或

含以上

3 38,000114,000 流設系

1.修正提升規格
硬碟容量。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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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相機

 強化臉部智慧對焦功能
28mm廣角鏡頭+IS防手震
功能 3吋高解像度
LCD+800萬像素CCD

2 13,45026,900流設系 2 數位相機
 強化臉部智慧對焦功能 28mm
廣角鏡頭+IS防手震功能 3吋高
解像度LCD+800萬像素CCD

2 13,15026,300
 表演藝術
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 單槍投影機
3000ANSI流明高亮度
400：1的高對比N.C.E.超
顯亮自然增色技術

1 61,00061,000
表演藝術
系

3
單槍投影
機

TOSHIBA  3000ANSI流明高亮
度  400：1的高對比N.C.E.超顯

亮自然增色技術
1 50,00050,000

 表演藝術
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4
電腦(不含螢
幕)

1.?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
上 2.DDR2 800  1GB×2(含)
以上 3.2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4.16X
DVDRW (含)以上5.含作
業系統；規格可同等級
或含以上

15 20,200303,000應外系 4
電腦(不含
螢幕)

1.?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
以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 2.DDR2 800  1GB×
2(含)以上 3.2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4.16X DVDRW
(含)以上5.含作業系統；規格可

同等級或含以上

15 14,800222,000 應外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 電腦(含螢幕)

1.?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
上 2.DDR2 800  1GB×2(含)
以上 3.2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4.16X
DVDRW (含)以上5.含作
業系統       螢幕  1.面板尺
寸(吋) 19" (含)以上2.對比
700:1(含)以上3.亮度(燭
光) 300 cd/m2(含)以上4.總
體訊號反應時間(毫
秒)8ms(含)以下   ；規格
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23 24,950573,850
通識教育
學院

5
電腦(含螢
幕)

1.?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
以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 2.DDR2 800  1GB×
2(含)以上 3.2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4.16X DVDRW
(含)以上5.含作業系統       螢幕
1.面板尺寸(吋) 19" (含)以上2.對
比700:1(含)以上3.亮度(燭光)
300 cd/m2(含)以上4.總體訊號反
應時間(毫秒)8ms(含)以下   ；
規格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23 20,250465,750
 通識教育
學院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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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影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2800流
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格)

1 50,00050,000 國企系 6 投影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3200流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格)

1 43,30043,300 國企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7 個人電腦

Core2 Dual 2.66GHZ、2G
RAM、17吋彩色液晶顯
示器(內建多層膜防刮玻
璃功能)

17 20,000340,000 國企系 7 個人電腦

Core2 Dual 2.66GHZ、2G
RAM、19吋彩色液晶顯示器(內
建多層膜防刮玻璃功能   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7 19,980339,660 國企系

1.修正變更規格
增加"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字
樣。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8
EZOPEN電子
商務軟體

虛擬商店模組 30 10,000300,000 國企系 8
EZOPEN電
子商務軟
體

虛擬商店模組 30 10,000300,000 國企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9
系務知識管理
平台

ProEdu旗艦版 1 280,000280,000 國企系 9
系務知識
管理平台

ProEdu旗艦版 1 275,000275,000 國企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0 單眼數位相機
Olympus E510 KIT(同等或

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國企系 10

單眼數位
相機

SONY A350 數位單眼Kit含
DT18-70mm F3.5-5.6 標準單眼
鏡頭(同等或以上規格)

1 28,09028,090 國企系
1.依實際需求變
更規格。2.此為
實際決標金額

11
航空貨物運輸
承攬作業系統

含60台PC系統維護/系統
操作/實務訓練/輔導相關

證照考試
1 520,000520,000 國企系 11

航空貨物
運輸承攬
作業系統

含60台PC系統維護/系統操作/
實務訓練/輔導相關證照考試

1 515,000515,000 國企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2 EZOPEN主機 高階伺服器 1 170,000170,000 國企系 12
EZOPEN主
機

高階伺服器(同等或以上規格) 1 137,000137,000 國企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3
油漆式英文單
字記憶軟體

全民應檢中級字彙、
TOEIC字彙

1 60,00060,000 國企系 13
油漆式英
文單字記
憶軟體

全民應檢中級字彙、TOEIC字
彙

1 60,00060,000 國企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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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3規格印表機
HP LaserJet 5200 A3黑白
雷射印表機(48MB記憶
體)(同等或以上規格)

1 40,00040,000國企系 14
A3規格印
表機

HP LaserJet 5200 A3黑白雷射印
表機(48MB記憶體)(同等或以上

規格)
1 26,25026,250國企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5
EzOpen電子商
務教育實習平

台

‧30個Store/1個Mall以上
‧商城(mall)--商店(sotre)
兩階層式管理模組‧作
業系統LINUX ‧程式語
言  JAVE ‧支援資料庫
MYSQL‧商店數30個 ‧
首頁版型2款‧內頁版型
40款   ‧商城功能-基本
資料設定、商城建置系
統、商城管理系統、商
城維護系統等‧商店

1式 368,645368,645
企業管理
系

15

EzOpen電
子商務教
育實習平
台

‧30個Store/1個Mall以上 ‧商
城(mall)--商店(sotre)兩階層式管
理模組‧作業系統LINUX ‧程
式語言  JAVE ‧支援資料庫
MYSQL‧商店數30個 ‧首頁版
型2款‧內頁版型40款   ‧商城
功能-基本資料設定、商城建置
系統、商城管理系統、商城維

護系統等‧商店

1式 350,000350,000
企業管理
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6
實驗室門禁設

備

‧門禁卡鐘‧感應讀卡
機 ‧控制箱體(含UPS、
按鈕) ‧陽極鎖(磁感應
型) ‧卡鐘連線系統‧其
他相關耗材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式 60,00060,000
企業管理
系

16
實驗室門
禁設備

‧門禁卡鐘‧感應讀卡機 ‧控
制箱體(含UPS、按鈕) ‧陽極
鎖(磁感應型) ‧卡鐘連線系統
‧其他相關耗材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式 22,50022,500
企業管理
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7 製冰機
Manitowoc Q-MODEL 600

製冰機
1 85,00085,000休運系 17 製冰機

Manitowoc 製冰機 含貯冰槽 (生
產量204kg的冰24小時、儲存容
量131.7kg、尺寸76.2cm寬
*86.3cm深*151cm高、三年保
固)同等或以上規格

1 72,00072,000休運系

1.因設備置放位
置之電源電壓
無法相符，故
變更規格以符
合實際需求。2.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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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電腦跑步機
Johnson  T8000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166,000166,000休運系 18

電腦跑步
機

Johnson  T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120,000120,0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9 電腦跑步機
Horizon Elite  507 (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2 80,000160,000休運系 19

電腦跑步
機

Horizon Elite  507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 65,000130,0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20
心肺交叉訓練

機
Johnson  E8000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6 138,000828,000休運系 20

心肺交叉
訓練機

Johnson  E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6 100,000600,0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21 飛輪腳踏車
 Johnson  P8000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6 25,000400,000休運系 21

飛輪腳踏
車

 Johnson  P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6 20,000320,0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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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臥姿腿部彎曲

機
Matrix  S-731 130,000130,000休運系 22

臥姿腿部
彎曲機

Matrix  S-73(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00,000100,000休運系

1.增加規格字
樣"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23 蹲舉架 Matrix  FW-731 80,00080,000休運系 23 蹲舉架
Matrix  FW-73(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57,00057,000休運系

1.增加規格字
樣"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24 槓片架 Matrix        FW-942 24,00048,000休運系 24 槓片架
Matrix    FW-94(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2 20,50041,000休運系

1.增加規格字
樣"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25 平躺式臥推架 Matrix        FW-132 50,000100,000休運系 25
平躺式臥
推架

Matrix    FW-13(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2 30,00060,000休運系

1.增加規格字
樣"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26 包膠槓玲組 35磅-80磅 1 52,00052,000休運系 26
包膠槓玲
組

35磅-80磅(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45,00045,000休運系

1.增加規格字
樣"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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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加長槓玲槓 25公斤 1 14,00014,000休運系 27
加長槓玲
槓

20公斤(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2,00012,000休運系

1.原規格25公斤
經詢價後規格
有誤，故修正
規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28 包膠槓片組 2.5-25公斤 2 24,00048,000休運系 28
包膠槓片
組

2.5-25公斤(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2 22,00044,000休運系

1.增加規格字
樣"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29 雙頭複金屬燈
MVP507雙頭複金屬燈

{1000W}
4 35,000140,000休運系 29

雙頭複金
屬燈

MVP507雙頭複金屬燈{1000W}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4 35,000140,000休運系

1.增加規格字
樣"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30 仰臥起坐架 Matrix  FW-501 50,00050,000休運系 30
仰臥起坐
架

Matrix  FW-50(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3,00033,000休運系

1.增加規格字
樣"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31
可攜式硬碟錄
影機

DSR-SR5四百萬硬碟攝影
機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7,90037,900休運系 31
可攜式硬
碟錄影機

DSR-SR5四百萬硬碟攝影機 (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5,50035,5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2 投影機
PT-LB60EA(或同規格等

級以上)
1 60,00060,000休運系 32 投影機 PT-LB60EA(或同規格等級以上) 1 43,30043,3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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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雷射印表機
A3規格  PF-2330 (或同規

格等級以上)
1 88,00088,000休運系 33

雷射印表
機

A3規格  PF-2330 (或同規格等級
以上)

1 75,00075,0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4 珠光螢幕
UNOO GFEM-SQ120 (電
動式84吋*84吋)或同規格

等級以上
1 15,00015,000休運系 34 珠光螢幕

UNOO GFEM-SQ120 (電動式84
吋*84吋)或同規格等級以上

1 12,20012,2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5
42型液晶顯示
器附視訊盒

寬930mm*高520mm(含)以
上或可視畫面對角線：
1066mm(含)以上

2 42,90085,800休運系 35
42型液晶
顯示器附
視訊盒

寬930mm*高520mm(含)以上或
可視畫面對角線：1066mm(含)
以上，另含壁掛安裝。

2 38,40076,800休運系

1.修正規格另含
壁掛安裝。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36 個人電腦

8500GT（四核心）/512M
獨立顯卡/320G/2G

RAM、19吋、22吋彩色
液晶顯示器(內建多層膜
防刮玻璃功能)規格可同

等級或含以上

2 35,00070,000休運系 36 個人電腦

8500GT（四核心）/512M獨立
顯卡/500G/2G RAM、DVD光碟
機、作業系統、19吋彩色液晶
顯示器(內建多層膜防刮玻璃功
能)規格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2 35,00070,000休運系

1.依實際需求修
正規格內容。2.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7
錄音室桌上型
工作站(伺服
器)

INTEL C2D 6550 CPU、
250G HDD *4、1G DDRII-
800 RAM*4、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20X DVD-
DUAL、MOTO SOUND
STUDIO IEEEE介面、
GEFORCE 8600GT 512M
VGA CARD、450W 機架
式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HANSON-G
19"LCD *2等等以上

1 138,000138,000行銷系 37
錄音室桌
上型工作
站(伺服器)

INTEL C2D 6550 CPU、250G
HDD *4、1G DDRII-800

RAM*4、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20X DVD-
DUAL、MOTO SOUND
STUDIO IEEEE介面、

GEFORCE 8600GT 512M VGA
CARD、450W 機架式
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
HANSON-G 19"LCD *2等等以

上

1 120,000120,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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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37-1
多媒體實驗室
相關軟體

SONY SOUNDVERGE剪
輯軟體(含教育訓練12H)

等等以上
1 80,00080,000行銷系 37-1

多媒體實
驗室相關
軟體

SONY SOUNDVERGE剪輯軟體
(含教育訓練12H)等等以上

1 65,00065,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7-2
多媒體實驗室
相關軟體

NUENDO最新版錄音軟體
(含教育訓練12H)等等以

上
1 152,000152,000行銷系 37-2

多媒體實
驗室相關
軟體

NUENDO最新版錄音軟體(含教
育訓練12H)等等以上

1 125,000125,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7-3
視訊剪輯工作
站(伺服器)

INTEL C2D 6550 CPU、
250G HDD *4、1G DDRII-
800 RAM *4、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20X DVD-
DUAL、GEFORCE
8600GT 512M VGA
CARD、450W 機架式
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HANSON-G
19"LCD *2、視訊剪輯
卡、LEEE介面等等以上

1 138,000138,000行銷系 37-3
視訊剪輯
工作站(伺
服器)

INTEL C2D 6550 CPU、250G
HDD *4、1G DDRII-800 RAM

*4、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20X DVD-
DUAL、GEFORCE 8600GT
512M VGA CARD、450W 機架
式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
HANSON-G 19"LCD *2、視訊
剪輯卡、LEEE介面等等以上

1 120,000120,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7-4
攝影棚電動背
景幕

電動式背景幕120"三色及
書架式背景等等以上

1 70,00070,000行銷系 37-4
攝影棚電
動背景幕

電動式背景幕120"三色及書架
式背景等等以上

1 65,00065,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8
WIN-CAMI電
腦實驗室相關

軟體

WIN-CAMI電腦輔助網路
調查模組

1 270,000270,000行銷系 38

WIN-CAMI
電腦實驗
室相關軟
體

WIN-CAMI電腦輔助網路調查
模組

1 270,000270,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8-1
自動化行銷與
調查系統

Web call系統、WEB網路
作業、可提供到3000條電

話線同時撥出
1 58,00058,000行銷系 38-1

自動化行
銷與調查
系統

Web call系統、WEB網路作業、
可提供到3000條電話線同時撥

出
1 50,00050,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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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39 單槍投影機
高流明3000ANSI(含)以上

等等
2 62,000124,000行銷系 39

單槍投影
機

高流明3200ANSI(含)以上等等 2 43,30086,6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40 筆記型電腦

Intel雙核心中央處理
2GHz*2(含以上)，記憶體
1GB(含以上)，硬碟SATA
5400rpm 120G(含以上)，
光碟機DVD+RW(含以上)
，螢幕12吋(含以上)，
Windows作業系統，五合
一讀卡插槽等等以上

5 48,000240,000行銷系 40
筆記型電
腦

Intel Core Duo T8300處理器
2.4GHz(含以上)，記憶體
2GB(含以上)，硬碟SATA
250G(含以上)，外接式

DVD+RW(含以上)，螢幕12吋
(含以上)，Windows作業系統，
五合一讀卡插槽等等以上

5 42,500212,500行銷系

1.依實際需求修
正規格內容。2.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41
桌上型電腦及
相關週邊設備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
上‧DDR2 800  1GB×
2(含)以上 ‧50GB(含)以
上 Serial ATA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 ‧20X
DVDRW (含)以上‧含作
業系統windows等等以上
‧350W POWERCASE(含
OS、LOGITECH
MOUSE/KB、HANSON-G
19"LCD等等以上)

5 25,000125,000行銷系 41
桌上型電
腦及相關
週邊設備

‧Intel Core 2 Duo 3.0GHz(含)以
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DDR2 667  1GB×
2(含)以上 ‧320GB(含)以上
Serial ATA硬碟16mb buffer(含)
以上 ‧20X DVDRW (含)以上
‧含作業系統windows等等以上
‧350W 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
HANSON-G 19"LCD等等以上)

5 21,500107,500行銷系

1.依實際需求修
正規格內容。2.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42
彩色單眼數位
相機

1000萬畫素(含)以上等等
(含廣角鏡頭、望遠鏡
頭、專業腳架及相關配

件)

1 65,83565,835行銷系 42
彩色單眼
數位相機

1000萬畫素(含)以上等等(含廣
角鏡頭、望遠鏡頭、專業腳架

及相關配件)
1 57,00057,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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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43 無線擴音機

專業攜帶式擴音系統(無
線/紅外線手提音響系統)
內建50W,內建接收天
線,(含CD座,CF卡座,背包,
腳架,手持無線MIC ,無線
MIC(雙頻使用),電池,電源
供應器 )等等相同規格或

以上

2 34,00068,000行銷系 43
無線擴音
機

專業攜帶式擴音系統(無線/紅
外線手提音響系統)內建50W,內
建接收天線,(含CD座,CF卡座,背
包,腳架,手持無線MIC ,無線
MIC(雙頻使用),電池,電源供應
器 )等等相同規格或以上

2 22,50045,000行銷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44 線上問卷系統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
裝於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
(或主機)之版權。支援線上後台管
理功能，後台所做之更新，前台網
頁立即呈現。2. 問卷系統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管理
者與使用者登錄介面，且無使用者
註冊數量限制。b. 使用者可於線上
編製問卷，受訪者可於線上填答問
卷，且無同時上線人數限制。 c.
提供E-mail 寄送清單管理功能，且
可以授權碼，追蹤問卷填答狀況。
d. 問卷填答結果須以 html格式存檔
及輸出，且可以數值格式輸出為
Excel 檔。須以表格、圓餅圖及長
條圖呈現問卷分析結果。 e. 具備
管理者後台管裡功能，並建置問卷
及回覆結果資料庫及資料庫管理系
統。 f. 問卷題項類型至少應包括：
單選題、多選題、題組、開放題。
g. 承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標準版 - 五人
授權，供伺服器使用。 3. 承包商
須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光碟，並負
責安裝本系統於業主提供之主機，
測試前述功能並做必要之增修，直
至系統正常運作。於發揮系統功能
效益之必要範圍內，需依業主需求
提供前述功能20% 以內之增修，並
完成測試功能正常，並提供至少3

小時之教育訓練。

1 299,000299,000運管系 44
線上問卷
系統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裝
於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或主
機)之版權。支援線上後台管理功能，
後台所做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
現。2. 問卷系統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
高等級規格) a. 提供管理者與使用者
登錄介面，且無使用者註冊數量限
制。b. 使用者可於線上編製問卷，受
訪者可於線上填答問卷，且無同時上
線人數限制。 c. 提供E-mail 寄送清單
管理功能，且可以授權碼，追蹤問卷
填答狀況。 d. 問卷填答結果須以 html
格式存檔及輸出，且可以數值格式輸
出為Excel 檔。須以表格、圓餅圖及長
條圖呈現問卷分析結果。 e. 具備管理
者後台管裡功能，並建置問卷及回覆
結果資料庫及資料庫管理系統。 f. 問
卷題項類型至少應包括：單選題、多
選題、題組、開放題。g. 承包商須提
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
標準版 - 五人授權，供伺服器使用。
3. 承包商須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光碟
，並負責安裝本系統於業主提供之主
機，測試前述功能並做必要之增修，
直至系統正常運作。於發揮系統功能
效益之必要範圍內，需依業主需求提
供前述功能20% 以內之增修，並完成
測試功能正常，並提供至少3小時之

教育訓練。

1 275,000275,000運管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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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45
網路儲存伺服

器

● Gigabit RJ45網路連接
埠 ● SATA II 企業級硬
碟：750 GB (含) 以上 4
部● 2個 (含) 以上 USB
2.0 連接埠● 支援
TCP/IP、NetBEUI ● 支援
Microsoft Networks
(CIFS/SMB) 、Internet
(HT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 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2000/XP/2003 ● 磁碟組
態：支援 RAID 0、RAID
1、RAID 5、JBOD● 支
援 英文

2 81,000162,000運管系 45
網路儲存
伺服器

● Gigabit RJ45網路連接埠 ●
SATA II 企業級硬碟：750 GB
(含) 以上 4 部● 2個 (含) 以上
USB 2.0 連接埠● 支援
TCP/IP、NetBEUI ● 支援
Microsoft Networks (CIFS/SMB)
、Internet (HT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 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2000/XP/2003 ● 磁碟
組態：支援 RAID 0、RAID 1、
RAID 5、JBOD● 支援 英文

2 57,000114,000運管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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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46
網路商城
經營平台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
裝於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
(或主機)之版權。具備商城-商店
(mall-store) 線上後台管理功能，後
台所做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
現。本系統不限於教學使用，店
家可實際進行商品交易，且無開店
數量限制。2. 系統前台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會員
註冊、輸入及修改會員資料功能。
b. 提供顧客搜尋資料庫中的商品，
列出符合條件的商品的圖式與資
訊。c. 具備購物車功能，顯示前10
個暢銷商品，以及顧客近期瀏覽過
的商品。d. 承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標準
版 - 五人授權，供伺服器使用。3.
系統後台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
級規格)商城 (mall) 管理模組功
能：具備基本資料設定、商城建
置、商城管理、商城維護系統 (商
城經營及交易控制台) 等功能。商
店 (store)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商店
網站建置、 商品設置、交易設
定、行銷管理、系統維護、訂單維
護、銷售分析、供應商管理等功
能。4. 承包商須提供完整之系統安
裝光碟，並負責安裝本系統於業主
提供之主機，測試前述功能並做必
要之增修，直至系統正常運作。於
發揮教學及電子商務效能之必要範
圍內，須依業主需求提供前述功能
20% 以內之增修，並完成測試功能
正常。 另須提供至少3小時之教育

訓練。

1 380,000380,000運管系 46
網路商城
經營平台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裝
於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或主
機)之版權。具備商城-商店 (mall-store)
線上後台管理功能，後台所做之更新
，前台網頁立即呈現。本系統不限於
教學使用，店 家可實際進行商品交易
，且無開店數量限制。2. 系統前台功
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
會員註冊、輸入及修改會員資料功
能。 b. 提供顧客搜尋資料庫中的商品
，列出符合條件的商品的圖式與資
訊。c. 具備購物車功能，顯示前10個
暢銷商品，以及顧客近期瀏覽過的商
品。d. 承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標準版 - 五人授
權，供伺服器使用。3. 系統後台功能
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商城 (mall)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基本資料設定、
商城建置、商城管理、商城維護系統
(商城經營及交易控制台) 等功能。商
店 (store)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商店網
站建置、 商品設置、交易設定、行銷
管理、系統維護、訂單維護、銷售分
析、供應商管理等功能。4. 承包商須
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光碟，並負責安
裝本系統於業主提供之主機，測試前
述功能並做必要之增修，直至系統正
常運作。於發揮教學及電子商務效能
之必要範圍內，須依業主需求提供前
述功能20% 以內之增修，並完成測試
功能正常。 另須提供至少3小時之教

育訓練。

1 340,000340,000運管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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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47
專業型伺服器
(EzOpen 使用)

型號：eServer
X3400(7974-F2V) 或更高
等級●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Quad-Core
E5335 2.0G/1333MHz/ L2
Cache: 8MB 或更高等級
● IBM原廠主記憶體：
至少 2 GB (512 MB x 4)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上● 光碟機 ：
48X CD-ROM      或更高
等級● IBM 原廠 250 GB
(含) 以上       Simple-Swap
SATA 硬碟 2 部

1 89,00089,000運管系 47

專業型伺
服器

(EzOpen 使
用)

型號：eServer X3400(7974-F2V)
或更高等級●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Quad-Core E5335
2.0G/1333MHz/ L2 Cache: 8MB
或更高等級● IBM原廠主記憶
體：至少 2 GB (512 MB x 4)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上
● 光碟機 ：48X CD-ROM
或更高等級● IBM 原廠 250 GB
(含) 以上       Simple-Swap SATA
硬碟 2 部

1 55,00055,000運管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48
專業型伺服器
(電腦教室使

用)

型號：eServer
X3650(7979-A2V) 或更高
等級●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Quad-Core
E5335 2.0G/1333MHz/ L2
Cache: 8MB 或更高等級
● IBM原廠主記憶體：
至少 4 GB (1 GB x 4)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上● 光碟機
Combo:8x-24x CD-
RW/DVD-ROM 或更高等
級● IBM 原廠 146 GB
(含) 以上       Hot-Swap
SAS 硬碟 2 部● 機構型
式： 2U機架式

1 150,799150,799運管系 48
專業型伺
服器(電腦
教室使用)

型號：eServer X3650(7979-A2V)
或更高等級●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Quad-Core E5335
2.0G/1333MHz/ L2 Cache: 8MB
或更高等級● IBM原廠主記憶
體：至少 4 GB (1 GB x 4)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上● 光
碟機 Combo:8x-24x CD-
RW/DVD-ROM 或更高等級●
IBM 原廠 146 GB (含) 以上
Hot-Swap SAS 硬碟 2 部● 機構
型式： 2U機架式

1 95,00095,000運管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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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49 電腦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1066MHz FSB,含以
上), 創見DDR2 800 RAM
2GB(含以上),硬碟250GB
SATA(含以上), LCD

19"(含以上)等或同規格以
上機種(含配線)，三年保

固。

50 25,6771,283,850資工系 49 電腦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1066MHz FSB,含以上), 創見
DDR2 800 RAM 2GB(含以上),硬
碟250GB SATA(含以上), LCD
19"(含以上)等或同規格以上機
種(含配線)，三年保固。

50 17,570878,500資工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0
通訊實習基礎
設備組

1. 數位儲存式示波器:  頻
寬:40MHZ(含以上)  記憶
長度:2.5K點(含以上)  通
道數:2(含以上)  取樣
率:500MS/s(含以上)  VGA
液晶螢幕  前板有USB介
面連接儲存裝置2.電源供
應器:  Output
voltage:0~30v*2,5v(含以
上)  Output
current:0~3A*2,3A(含以
上)3.訊號產生器:  頻率範
圍：0.1Hz~10MHz 八檔位
(含以上)  輸出類型：一
般輸出,同步輸出(TTL),掃
描波  波形種類：正弦波,
方波,三角波, 鏈波,脈波,

30 36,0001,080,000
電腦與通
訊系

50
通訊實習
基礎設備
組

1. 數位儲存式示波器:  頻
寬:40MHZ(含以上)  記憶長
度:2.5K點(含以上)  通道數:2(含
以上)  取樣率:500MS/s(含以上)
VGA液晶螢幕  前板有USB介面
連接儲存裝置2.電源供應器:
Output voltage:0~30v*2,5v(含以
上)  Output current:0~3A*2,3A(含
以上)3.訊號產生器:  頻率範
圍：0.1Hz~10MHz 八檔位(含以
上)  輸出類型：一般輸出,同步
輸出(TTL),掃描波  波形種類：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 鏈波,脈波,

32 32,0311,025,000
電腦與通
訊系

1.因為學生人數
增加所以變更
採購數量。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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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51 RFID教學模組

1.RFID教學實驗模組-11
套規格：RFM-
001(134.2KHz)、RFM-
003(125KHz)、RF-
230(13.56MHz、
ISO15693)、RF-
220(13.56MHz、Mifare)，
共可使用RFID三種頻
段：高頻13.56MHZ及低
頻125KHZ、134.2KHZ，
四個模組以供實驗。
RFID入門教學使用，提
供學習無線射頻原理及
被動式短距離RFID應用
之認識。           2. 2.45G
主動式RFID網路型讀卡
機-5套通訊: 2.45 GHz 支
援雙向通訊頻率:
2.40~2.48 GHz介

1 310,000310,000
電腦與通
訊系

51
RFID教學
模組

1.RFID教學實驗模組-11套規
格：RFM-001(134.2KHz)、RFM-
003(125KHz)、RF-
230(13.56MHz、ISO15693)、RF-
220(13.56MHz、Mifare)，共可
使用RFID三種頻段：高頻
13.56MHZ及低頻125KHZ、
134.2KHZ，四個模組以供實
驗。RFID入門教學使用，提供
學習無線射頻原理及被動式短
距離RFID應用之認識。
2. 2.45G主動式RFID網路型讀卡
機-5套通訊: 2.45 GHz 支援雙向
通訊頻率: 2.40~2.48 GHz介

1 310,000310,000
電腦與通
訊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2
個人桌上型電

腦

CPU:Inter Core 2
Dual(2.66GHz)含以上
(1066MHz FSB,含以上)
記憶體:1G*2 DDRII 800
SDRAM含以上  硬
碟:250G/7200rpm Serial
ATAII含以上  16X DVD光
碟機含以上   內建
windows作業系統  繪圖
卡: Nvidia GeForce 晶片
PCI-Express介面含以上
電源供應器:280W含以上
網際鍵盤/光學滑鼠  保固
期限:五年全機保固(含人
工、材料)  19吋(含以
上)LCD螢幕

12 25,677308,124
電腦與通
訊系

52
個人桌上
型電腦

CPU:Inter Core 2 Dual(2.66GHz)
含以上(1066MHz FSB,含以上)
記憶體:1G*2 DDRII 800 SDRAM
含以上  硬碟:250G/7200rpm
Serial ATAII含以上  16X DVD光
碟機含以上   內建windows作業
系統  繪圖卡: Nvidia GeForce 晶
片 PCI-Express介面含以上  電源
供應器:280W含以上  網際鍵盤/
光學滑鼠  保固期限:五年全機
保固(含人工、材料)  19吋(含以
上)LCD螢幕

12 25,650307,800
電腦與通
訊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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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53 個人電腦

1.Core 2 Dual 2.66GHz(含
以上)(1066MHzFSB,含以
上),創見DDR2 800RAM
2GB(含以上),硬碟250GB
SATA(含以上),LCD
19"(含以上)等或同規格以
上機種(含配線)三年保
固。

50 25,6771,283,850資管系 53 個人電腦

1.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1066MHzFSB,含以上),創見
DDR2 800RAM 2GB(含以上),硬
碟250GB SATA(含以上),LCD
19"(含以上)等或同規格以上機
種(含配線)三年保固。

50 22,0001,100,000資管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4
RFID實驗室開
發應用軟硬體
平台

RFID行動學習套件(讀取
器、標籤、中介軟體模

組)
1 165,000165,000資管系 54

RFID實驗
室開發應
用軟硬體
平台

RFID行動學習套件(讀取器、標
籤、中介軟體模組)

1 163,000163,000資管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5
機器人專題實
驗開發應用軟
硬體平台

1.18軸機器人套件(含
BASIC Commander-BCI、
Servo Runner A、Cmd
Board、Cmd Board Power
線、cmdBUS線、USB接
線、伺服馬達S03T-
2BBMG、Servo Power線
(大)、模組安裝板、PC支
撐腳、伺服器鋁板、U型
鋁板27mm、軸承、六角
銅柱、束帶、鐵殼Power
Supply、LCD 2X16A、
Keypad A、Time Keeper

A)

1 27,70027,700資管系 55

機器人專
題實驗開
發應用軟
硬體平台

1.18軸機器人套件(含BASIC
Commander-BCI、Servo Runner
A、Cmd Board、Cmd Board
Power線、cmdBUS線、USB接
線、伺服馬達S03T-2BBMG、
Servo Power線(大)、模組安裝
板、PC支撐腳、伺服器鋁板、
U型鋁板27mm、軸承、六角銅
柱、束帶、鐵殼Power Supply、
LCD 2X16A、Keypad A、Time

Keeper A)

1 27,70027,700資管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6
充實外語軟硬
體之設置

Inter E2140 1.6GHz(含)以
上/1G(含)以上/160G(含)
以上/DVD-ROM/含鍵盤
滑鼠、作業系統、含三
年保固(以上規格含以上

或同等級)

32 19,000608,000 應外系 56
充實外語
軟硬體之
設置

Inter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2G(含)以上/250G(含)以上
/DVD-ROM/含鍵盤滑鼠、作業
系統、含三年保固(以上規格含

以上或同等級)

32 12,810409,920 應外系
1.修正規格提升
等級。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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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57-1電腦主機

1.Pentium Dual-Core
1.6GHz2. 1GB記憶體
/160GB硬碟 3. DVD光雕
燒錄機 4. 微軟Vista作業
系統(同級或以上)

1 19,00019,000性學所 57-1電腦主機

1.Inter Core 2 Dual 2.66GHz
2.2GB記憶體/250G硬碟 3. DVD
光雕燒錄機 4. 微軟Vista作業系

統(同級或以上)

1 13,50013,500 性學所
1.修正規格提升
等級。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57-2
前級混音機
Mixer

 1.共16軌輸入含以上。
 2.單軌可指定4組含以上可
群組輸出。
 3.單軌配有及時聲音訊號輸
出入控制/指定、及AUX輸
出切換等操作選擇按鍵或旋
鈕。
 4.每輸入頻道接具有三段以
上的參數式等化器,且中音
部分頻率可另外指定調控
 5.具錄音輸出(REC OUT)及
輸入(TAPE IN)端子
 6.單軌具備經前級個別監聽
輸出選擇鍵
 7.輸出部分另具經後級處理
監聽輸出選擇鍵
 8.內建電源及開關,以提供
一般動圈式及電容式麥克風
之用
 9.具單軌即時音頻訊號開關
鈕,可隨時直接控制單軌音
訊進出而不需以推桿上下移
動方式
 10.配備立體輸出12段LED
力度表
 11.含Insert  I/O介面
以上規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
上

1 35,00035,000 性學所 57-2
前級混音
機Mixer

 1.共16軌輸入含以上。
 2.單軌可指定4組含以上可群組
輸出。
 3.單軌配有及時聲音訊號輸出
入控制/指定、及AUX輸出切換
等操作選擇按鍵或旋鈕。
 4.每輸入頻道接具有三段以上
的參數式等化器,且中音部分頻
率可另外指定調控
 5.具錄音輸出(REC OUT)及輸
入(TAPE IN)端子
 6.單軌具備經前級個別監聽輸
出選擇鍵
 7.輸出部分另具經後級處理監
聽輸出選擇鍵
 8.內建電源及開關,以提供一般
動圈式及電容式麥克風之用
 9.具單軌即時音頻訊號開關鈕,
可隨時直接控制單軌音訊進出
而不需以推桿上下移動方式
 10.配備立體輸出12段LED力度
表
 11.含Insert  I/O介面
以上規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上

1 16,00016,000 性學所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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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57-3
功率擴大機
Amplifier

1.雙迴路輸入出設計、額定
功率在8Ω時每迴路輸出最
高可達275W(含)以上、 4Ω
時可達390W(含)以上 、2Ω
時可達650W(含)以上、 8Ω
橋接時可達(含)780W 、 4Ω
橋接時可達1300W(含)以上
2.擴大器本身具有電源開關
機靜音保護 /DC直流故障輸
出 中斷保護 /過熱保護(≧90
度C)及VI限制器的基本功能
，且有對應電源狀態,保護,
溫度警告,喇叭處理器狀態,
信號狀態,過載等的LED指示
燈。3.輸出模式有立體、橋
接、並聯等三種模式,並具
有附頻率調整的超低音及高
頻濾波器2組，及內建喇叭
處理器，均附開關必要時可
以關閉。4.具有變速的散熱
風扇。5.通過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電磁波相容性測試
(CNS13439及IEC60065)檢驗
合格 6.噪訊比100db以上 7.
功率頻寬在10Hz~40Hz以上
8.輸入組抗為30k歐姆(平衡)
及15歐姆(非平衡)。以上規
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上

1 20,00020,000 性學所 57-3
功率擴大
機Amplifier

1.雙迴路輸入出設計、額定功
率在8Ω時每迴路輸出最高可達
275W(含)以上、 4Ω時可達
390W(含)以上 、2Ω時可達
650W(含)以上、 8Ω橋接時可
達(含)780W 、 4Ω橋接時可達
1300W(含)以上 2.擴大器本身具
有電源開關機靜音保護 /DC直
流故障輸出 中斷保護 /過熱保
護(≧90度C)及VI限制器的基本
功能，且有對應電源狀態,保護,
溫度警告,喇叭處理器狀態,信號
狀態,過載等的LED指示燈。3.
輸出模式有立體、橋接、並聯
等三種模式,並具有附頻率調整
的超低音及高頻濾波器2組，及
內建喇叭處理器，均附開關必
要時可以關閉。4.具有變速的
散熱風扇。5.通過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電磁波相容性測試
(CNS13439及IEC60065)檢驗合
格 6.噪訊比100db以上 7.功率頻
寬在10Hz~40Hz以上 8.輸入組抗
為30k歐姆(平衡)及15歐姆(非平
衡)。以上規格可報同等級或含
以上

1 10,00010,000 性學所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7-4單槍投影機

亮度:3200流明解析度:
1024*768重量: 2.5公斤(含以
下)特色: 光感應技術,不斷電
系統,兩秒快速開機(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2 49,00098,000 性學所 57-4
單槍投影
機

亮度:3200流明解析度: 1024*768重
量: 2.5公斤(含以下)特色: 光感應技
術,不斷電系統,兩秒快速開機(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43,30086,600 性學所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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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57-5
9張桌子及25
張椅子

式(適合教室空間使用形式) 1 190,000190,000 性學所 57-5
9張桌子及
25張椅子

式(適合教室空間使用形式) 1 61,50061,500 性學所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8 筆記型電腦

cpu：Intel Core 2 Duo
T7300 2.0G (含以上)、光
碟機：DVD Super Multi
(DL) LightScribe、記憶
體：2GB、硬碟：
160GB、作業系統、含三
年保固(同等級或含以
上)。

4 46,800187,200 幼保系 58
筆記型電
腦

cpu：Intel Core 2 Duo T7300
2.0G (含以上)、光碟機：DVD
Super Multi (DL) LightScribe、記
憶體：2GB、硬碟：160GB、作
業系統、含三年保固(同等級或
含以上)。

4 33,500134,000 幼保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9
硬碟式攝影
機

(內建40GB硬碟容量，
600萬畫素素靜態攝
影、雙模式觸控液晶螢
幕、10倍光學變焦、20
倍數位變焦，攝影機包
，影音編輯軟體，以上
規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
上）。

      139,90039,900 幼保系 59
硬碟式攝
影機

(內建40GB硬碟容量， 600萬
畫素素靜態攝影、雙模式觸
控液晶螢幕、10倍光學變
焦、20倍數位變焦，攝影機
包，影音編輯軟體，以上規
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上）。

1 36,50036,500 幼保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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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筆記型電腦

1.中央處理器：IntelR
Core?  2 Duo 雙核心處
理器T8300 (2.4 GHz，
800MHz系統匯流排)支
援IntelR Extended
Memory 64 Technology
(EM64T) 。   2.主記憶
體：2GB DDRII
667MHz。    3.儲存硬
碟容量：320GB Serial
ATA(5400 rpm) 。   4.光
碟機：DVD-Super Multi
DL。  5.三年保固  。6.
同等級含以上

1 45,00045,000 應社院 60
筆記型電
腦

1.中央處理器：IntelR  Core
?  2 Duo 雙核心處理器T8300
(2.4 GHz，800MHz系統匯流
排)支援IntelR Extended
Memory 64 Technology
(EM64T) 。   2.主記憶體：
2GB DDRII 667MHz。    3.儲
存硬碟容量：320GB Serial
ATA(5400 rpm) 。   4.光碟
機：DVD-Super Multi DL。
5.三年保固  。6.同等級含以
上

1 40,00040,000 應社院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61
電動式珠光
螢幕

84"×84"電動軸心是管
狀馬達珠光螢幕

1 15,00015,000 應社院 61
電動式珠
光螢幕

84"×84"電動軸心是管狀馬達
珠光螢幕

1 14,00014,000 應社院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62 桌椅更新
含：7張討論桌及20張
椅子

1 150,000150,000 應社院 62 桌椅更新 含：7張討論桌及20張椅子 1 4800048000 應社院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63
專業電腦教室
繪圖教學電腦

主機：ASUS AS-D792
主機板：P5B-VM DO/S
CPU:Core 2 Quad 2.4GHz
、 NVIDIA Quadro FX370
專業顯示卡、 低階19吋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Windows
XPP作業系統)、含三年
保固 ( 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4 43,690611,658 室設系 63
專業電腦
教室繪圖
教學電腦

主機：ASUS AS-D792   主機
板：P5B-VM DO/S     CPU:Core
2 Quad 2.4GHz 、 NVIDIA
Quadro FX370專業顯示卡、 低
階19吋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Windows XPP作業
系統)、含三年保固 (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4 32,000448,000 室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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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HGonio8 燈具
配光曲線功率
表與軟體

◎ 四視窗同時顯示：電
壓、電流、功率、功率
因數/頻率：V,A,W,PF/Hz
◎ 所有測量值均為“真
實有效值” ◎ 電壓：
75V/150V/300V/600V 四檔
量程，自動換檔  ◎ 電
流：0.5A/2A/8A/20A 四檔
量程，自動換檔  ◎ 基頻
Hz：45Hz-65Hz，頻寬：
5kHz  ◎ 準確度：±（
0.4%讀數+0.1%量程+1
位）

1 140,00014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64

HGonio8 燈
具配光曲
線功率表
與軟體

◎ 四視窗同時顯示：電壓、電
流、功率、功率因數/頻率：
V,A,W,PF/Hz  ◎ 所有測量值均
為“真實有效值” ◎ 電壓：
75V/150V/300V/600V 四檔量程
，自動換檔  ◎ 電流：
0.5A/2A/8A/20A 四檔量程，自
動換檔  ◎ 基頻Hz：45Hz-65Hz
，頻寬：5kHz  ◎ 準確度：±（
0.4%讀數+0.1%量程+1 位）

1 140,00014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65
微奇3D設計家
專業版

微奇3D設計家專業版
V1.0學校教育網路板
(40users) 可同時供40位使
用者同時使用，含免費
更新版本一年

1 200,00020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65
微奇3D設
計家專業
版

微奇3D設計家專業版 V1.0學校
教育網路板(40users) 可同時供
40位使用者同時使用，含免費
更新版本一年

1 200,00020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66
空間實務教學
用掌上測距儀

Spectra Precision Laser  型
號：HD150

4 18,00072,000
 室內設計
系

66
空間實務
教學用掌
上測距儀

Spectra Precision Laser  型號：
HD150

4 16,75067,000
 室內設計
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67

空間文化研究
室文史記錄用
A3黑白多功能
事務機

A4彩色多功能事務機  (三
合一)

1 30,0003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67

空間文化
研究室文
史記錄用
A3黑白多
功能事務
機

A4彩色多功能事務機  (三合一) 1 23,50023,5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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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材料性能實驗
室用材料儲存
防潮櫃（大）

高櫃

防潮櫃（大）高櫃  約170
公升

1 17,00017,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68

材料性能
實驗室用
材料儲存
防潮櫃（
大）高櫃

防潮櫃（大）高櫃  約170公升 1 11,80011,8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69
數位釉料轉印
系統(主機)

Colours: C/M/Y/K four
colour, 850 centigrade high
temperature color pigment
for ceramic
Photoconductive material:
OPC    Printing method:
laser electrostatic transfer
system     Fixing method:
heated rollers     Resolution:
800dpi equivalent x 400dpi

1 1,061,3201,061,320 視傳系 69
數位釉料
轉印系統
(主機)

Colours: C/M/Y/K four colour, 850
centigrade high temperature color
pigment for ceramic
Photoconductive material: OPC
Printing method: laser electrostatic
transfer system     Fixing method:
heated rollers     Resolution:
800dpi equivalent x 400dpi

1 998,000998,000 視傳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70 手動抽線機 含抽線板2組 1組 30,00030,000 流設系 70
手動抽線
機

可拉取8mm以下線或管操作、
包含拉線鉗、腳架、拉線長
度、為80cm、重量33KG、長度
105cm*寬40cm*90cm(或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組 18,00018,000 流設系

 1.此為優先序
70~73整批採
購。2.因原規格
抽線板為耗材
無法購置，變
更規格內容。3.
依實際決標金
額調整單價及
總價。

71 小造型鉆組 共約17個造型鉆 1組 20,00020,000 流設系 71
小造型鉆
組

共約17個造型鉆 1組 22,00022,000 流設系

 1.此為優先序
70~73整批採
購。2.依實際決
標金額調整單
價及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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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Kg電子秤 最大秤量2100g 1 21,40621,406 流設系 72 2Kg電子秤 最大秤量2100g 1 28,80028,800 流設系

 1.此為優先序
70~73整批採
購。2.依實際決
標金額調整單
價及總價。

73
金工成型鐵鉆

組
13個造型、架子及固定座 1 30,00030,000 流設系 73

金工成型
鐵鉆組

13個造型、架子及固定座 1 31,00031,000 流設系

 1.此為優先序
70~73整批採
購。2.依實際決
標金額調整單
價及總價。

74
針筒式幫浦
(Syringe Pump)

1.注射體積0-60 cc　2注射
速度0.73μl/hr to 2120
ml/hr.

1 55,00055,000 流設系 74
針筒式幫
浦(Syringe
Pump)

1.注射體積0-60 cc　2注射速度
0.73μl/hr to 2120 ml/hr.

1 52,00052,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75
皮膚水份測定
探頭組

a.量測值顯示範圍至少包
含0∼120刻度b.量測面積
不大於50 mm2c.量測壓力
不大於1.5 Nd.可以量測到
20μm以上深度

1 130,000130,000 流設系 75
皮膚水份
測定探頭
組

a.量測值顯示範圍至少包含0∼
120刻度b.量測面積不大於50
mm2c.量測壓力不大於1.5 Nd.可
以量測到20μm以上深度

1 120,000120,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76
非接觸性紅外
線溫度器

T: -60oC-500oC1 15,00015,000 流設系 76
非接觸性
紅外線溫
度器

T: -60oC-500oC 1 15,00015,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77 溫控?環水槽
T: -30oC-100oC 精確度±
0.1oC

1 35,00035,000 流設系 77
溫控?環
水槽

T: -30oC-100oC 精確度±0.1oC 1 32,00032,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78
電子定位無線
針氈刺繡機

SIRUBA ※機頭裝配72針
規格※附贈7針圓形規格
一組

2 170,000340,000 流設系 78
電子定位
無線針氈
刺繡機

SIRUBA ※機頭裝配72針規格
※附贈7針圓形規格一組

2 155,000310,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79
三本自動切線

機
SIRUBA F007J-W122-
356/CH/UTR

1 82,00082,000 流設系 79
三本自動
切線機

SIRUBA F007J-W122-
356/CH/UTR

1 65,00065,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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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厚布類用布邊
包縫機

SIRUBA 747F-514M7-241 26,00026,000 流設系 80
厚布類用
布邊包縫
機

SIRUBA 747F-514M7-241 26,00026,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81 高頭車
皮鞋針車、長120cm、寬
55cm、高125cm、220V

2 22,50045,000 流設系 81 高頭車
皮鞋針車、長120cm、寬
55cm、高125cm、220V

2 18,50037,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82 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
FULL HD1920*1080、高
對比900:1和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含線
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55,00055,000 流設系 82 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FULL
HD1920*1080、高對比900:1和
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
(含線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42,00042,0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83 分離式冷氣機 1對1 1 35,00035,000 流設系 83
分離式冷
氣機

1對1含施工安裝 1 39,00039,000 流設系

 1.本項目原金
額因訪價後金
額不足，故由
優先序85流入
增加金額。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84

Adobe CS3
Design Standard
中文教育版授

權

9套 9 13,546121,914 流設系 84

Adobe CS3
Design
Standard中
文教育版
授權

9人授權 1 100,000100,000 流設系

 1.修正規格為9
人授權、數量
為1套。2.此為
實際決標金
額。

85 無線擴音機
Mipro-MA101A-MR823D+
掛耳式麥克風

1 20,00020,000 流設系 85
無線擴音
機

Mipro-MA101A-MR823D+掛耳
式麥克風

1 13,50013,500 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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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電腦主機

512m 8500GT獨立顯卡、
1GB DDR記憶卡、250GB
硬碟、DVD ROM(含佈線
工資)同等級或以上

25 27,500687,5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86
個人電腦
(含螢幕)

LENOVO  M57e  E8400/2GB
DDR2 800、技嘉GV-
RX365512H  512M 顯示卡、
250GB硬碟、DVD ROM、
19"LCD(含佈線工資)同等級或
以上

25 22,810570,25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1.修正項目及
規格，增加19"
螢幕，並升級
主機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87
彩色雷射印表

機
A4彩色雷射印表機 1 16,70016,7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87
雷射測距
儀

廠牌:德國Trimble
型號:HD-150
測量距離可至150M(500ft)
測距精度:± 2mm
解析度:1 mm
電源:1.5V電池4顆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6,70016,7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1.原項目名稱
與規格經單位
依實際需求評
估後修正變
更。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88 電腦軟體 Autcad(3D MIX)10套 35,000350,0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研
究所

88 電腦軟體 Autcad(3D MIX)10人授權 1 250,000250,0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研
究所

 1.修正規格為
10人授權、數
量為1套。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89 個人電腦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硬碟
/20倍速DVD燒錄器/ 19吋
螢幕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三年保固/復
原管理系統(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30 22,570677,100 數遊系 89 個人電腦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
硬碟/20倍速DVD燒錄器/ 19吋
螢幕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
功能)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三年保固/復原管理系統(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30 19,700591,000 數遊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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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個人電腦(不
含螢幕)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硬碟
/20倍速DVD燒錄器//Vista
Home Basic License/三年
保固/復原管理系統(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2 15,920191,040 數遊系 89-1
個人電腦
(不含螢幕)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
硬碟/20倍速DVD燒錄器//Vista
Home Basic License/三年保固/復
原管理系統(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2 14,500174,000 數遊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90 無音源鍵盤 MAUDIO Keystation 88es3 12,00036,000 數遊系 90
無音源鍵
盤

MAUDIO Keystation 88es (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3 10,20030,600 數遊系

 1.修正規格新
增"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字樣。
2.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91
數位攝錄放影

機

SONY DCR-SR85
數位錄放影機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6 25,500153,000 數遊系 91
數位攝錄
放影機

SONY DCR-SR85
數位錄放影機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6 22,500135,000 數遊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92 燈光設備組
24CH燈光控制盤、調光
器

1 250,000250,000
 表演藝術
系

92
燈光設備
組

24CH燈光控制盤、調光器(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214,200214,200
 表演藝術
系

 1.優先序92~96
為整批採購，
此項為實際決
標金額。2.修正
規格新增"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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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93 音效機櫃組

含16CH混音機、雙31段
等化器、數位式電子分
音器、功率擴大機、15吋
二音路喇叭、單18吋超低
音、手握數位無線MIC、
頭戴式無線MIC、CD播
放機、16U三面開櫃機、
喇叭架等相關器材

1 450,000450,000
 表演藝術
系

93
音效機櫃
組

含16CH混音機、雙31段等化
器、數位式電子分音器、功率
擴大機、15吋二音路喇叭、單
18吋超低音、手握數位無線
MIC、頭戴式無線MIC、CD播
放機、16U三面開櫃機、喇叭
架等相關器材(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50,280350,280
 表演藝術
系

 1.優先序92~96
為整批採購，
此項為實際決
標金額。2.修正
規格新增"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字樣。

94
戶外演出用器
材箱

視需求製作尺寸(8∼10
個)

1 136,000136,000
 表演藝術
系

94
戶外演出
用器材箱

視需求製作尺寸(8∼10個) 1 66,57066,570
 表演藝術
系

 優先序92~96為
整批採購，此
項為實際決標
金額

95 燈光架 視需求製作尺寸 4 13,00052,000
 表演藝術
系

95 燈光架
視需求製作尺寸(或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4 19,687.578,750
 表演藝術
系

 1.優先序92~96
為整批採購，
故依實際發包
金額修正單價
及數量。2.此為
實際決標金
額。

96 BOOM BASEL58*W45*H21 1 40,00040,000
 表演藝術
系

96
BOOM
BASE

L58*W45*H21(或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21,65021,650
 表演藝術
系

 1.優先序92~96
為整批採購，
故依實際發包
金額修正單價
及數量。2.此為
實際決標金
額。

第 30 頁



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97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
上DDR2 800  1GB×2(含)
以上 (建議終身保固)20X
DVDRW (含)以上含作業
系統windows XP Home

3 27,50082,500 產設系 97
個人電腦
(不含螢幕)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DDR2 800  1GB×
2(含)以上 (建議終身保固)20X
DVDRW (含)以上含作業系統
windows XP Home

3 13,30039,900 產設系

 1.修正項目增
加"不含螢幕"字
樣。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98
autodesk 3ds
Max

2008education newLSM 10
pack教育版.含subscription

1 200,000200,000 產設系 98
autodesk
3ds Max

2008education newLSM 10 pack教
育版.含subscription

1 200,000200,000 產設系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99 琺瑯電窯
內容積25x25x25 cm，
110v、1500w、溫度
1200℃以上。

1 35,00035,000 產設系 99 琺瑯電窯

1.爐體結構：內外階採用鍍鋅
鋼板，外殼並經雙色烤漆處理
，雙層結構設計，可使外殼溫
度低於50℃。
2.重量：約13公斤 。    3.升溫
速率：15公鐘可達 800℃，40分
鐘可達1150℃。    4.溫度控
制：a. 採用雙字幕顯示，可程
式微電腦控制器控制精度±1℃
，溫度控制器與爐體同廠牌。
b.具程式保證系統，實際燒成
溫度與設定溫度偏差超過2℃程
式會自動等待，燒成過程停電
再復電時，程式會自動啟動接
續未完程式。     c.具二組程式
記憶系統，每組程式可設定8
段。   5.測溫系統：採用白金測
溫棒。      (或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4,00034,000 產設系

 1.依實際需求
變更規格內
容。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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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00
電動抽線、抽
管機

40×120×90 1 55,00055,000 產設系 100
電動抽
線、抽管
機

動力1HP、尺寸42W×130L×93H
cm、拉線長度90cm  (或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 64,57564,575 產設系

 1.依實際需求
修正規格內
容。2.原金額不
足經優先序101
流入修正增加
金額。3.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101
金工專用迷你
鋸台

無段變速　110V　可調
整厚度　可使用金工#5 ~
#5/0鋸絲

1 12,00012,000 產設系 101
金工專用
迷你鋸台

無段變速　110V　可調整厚度
可使用金工#5 ~ #5/0鋸絲(或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0 0 0  產設系

 1.因預算不足
故刪除此項。2.
流出此項金額
，並流入至優
先序100。

102
木作鍛敲工具

櫃
180㎝×120㎝×40cm 2 10,00020,000 產設系 102

木作鍛敲
工具櫃

180㎝×120㎝×40cm(或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2 9,80019,600 產設系

 1.變更規格增
加"或同規格等
級以上"字樣。
2.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03
手部及大腿氣
壓與酸痛感應
模擬器

三洋DR-6100(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147,000147,000 產設系 103

手部及大
腿氣壓與
酸痛感應
模擬器

三洋DR-6100(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25,000125,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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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04
跑步姿勢模擬

機

長x寬x高: 185 x 84 x 140
cm
跑帶面積 : 長x寬: 140 x
51 cm
產品重量 : 114kgs 承載重
量 : 125 kgs
‧Cardio Grip心跳螢幕可
隨時監控心跳率
‧18組內建模擬程式可供
使用者自選
‧2.5匹持續輸出馬力，
可承重125公斤的使用者
‧速度範圍0~12.坡度範
圍0~12%
‧藍色液晶顯示面板可
變換不同情境.可.顯示時
間.速.度.心跳.距離.卡路
里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52,50052,500 產設系 104
跑步姿勢
模擬機

長x寬x高: 185 x 84 x 140 cm
跑帶面積 : 長x寬: 140 x 51 cm
產品重量 : 114kgs 承載重量 :
125 kgs
‧Cardio Grip心跳螢幕可隨時
監控心跳率
‧18組內建模擬程式可供使用
者自選
‧2.5匹持續輸出馬力，可承重
125公斤的使用者
‧速度範圍0~12.坡度範圍
0~12%
‧藍色液晶顯示面板可變換不
同情境.可.顯示時間.速.度.心跳.
距離.卡路里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60,0006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故依實
際決標金額修
正單價及總
價。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05
騎馬姿勢模擬

器
國際EU-6441(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52,50052,500 產設系 105
騎馬姿勢
模擬器

國際EU-6441(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40,0004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106塑身實驗機
奧斯卡OS-3521
70*61*123cm(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26,00026,000 產設系 106
塑身實驗
機

奧斯卡OS-3521
70*61*123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3,00013,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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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07
風扇划船訓練

機

奧斯卡OS-2305
246*50*66cm(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27,50027,500 產設系 107
風扇划船
訓練機

奧斯卡OS-2305
246*50*66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50,0005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故依實
際決標金額修
正單價及總
價。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08
磁控立身健身
模擬器

奧斯卡OS-1202
97*97*175cm(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32,00032,000 產設系 108
磁控立身
健身模擬
器

奧斯卡OS-1202
97*97*175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2,00032,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109
磁控健步實驗

器

奧斯卡OS-2407
100*75*150cm(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24,00024,000 產設系 109
磁控健步
實驗器

奧斯卡OS-2407
100*75*150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0,0001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110
交叉橢圓訓練

機

奧斯卡OS-2515
120*75*100cm(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22,89022,890 產設系 110
交叉橢圓
訓練機

奧斯卡OS-2515
120*75*100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故依實
際決標金額修
正單價及總
價。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11
人體工學電腦
實驗椅

安達國際公司   凱薩琳
/sterling(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42,00042,000 產設系 111
人體工學
電腦實驗
椅

安達國際公司   凱薩琳
/sterling(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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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12
人體工學電腦
實驗椅

Herman Miller   Aeron
Chair(小)(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45,00045,000 產設系 112
人體工學
電腦實驗
椅

Herman Miller   Aeron
Chair(小)(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113
人體工學腳底
按摩器

MARUTAKA375*515*310c
m    13kg(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3,60033,600 產設系 113

人體工學
腳底按摩
器

MARUTAKA375*515*310cm
13kg(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0,0001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03~113為整批
採購，故依實
際決標金額修
正單價及總
價。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14
Rhino4.0升級

版
教育授權30台 1 10,00010,000 產設系 114

Rhino4.0升
級版

教育授權30台 1 10,00010,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14~116為整批
採購。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115
Rhino4.1完整

版
教育授權30台 1 35,90035,900 產設系 115

Rhino4.０
完整版

教育授權30台 1 33,00033,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14~116為整批
採購。2.此項目
名稱經訪價並
無4.1版，經單
位確認變更修
正項目名稱。3.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16V-ray for Rhino教育授權60台 1 64,00064,000 產設系 116
V-ray for
Rhino

教育授權60台 1 66,00066,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14~116為整批
採購，故依實
際決標金額調
整單價及總
價。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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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17 燒焊台 115㎝×75㎝×45cm 2 30,00060,000 產設系 117 焊接台

鐵製烤漆,含抽風馬達、上工作
台尺寸:75㎝×45㎝×45cm、下工
作台尺寸:75㎝×45㎝×70cm   (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2 30,00060,000 產設系

 1.依實際需求
修正項目及規
格內容。2.此為
實際決標金額

118
Dreamvwea
ver 軟體

Dreamvweaver  中文教育最新版
(授權20人)

1 136,000136,000
 管理學院
院長室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19
LiveABC
英語學習
資源網

共40個類別(互動劇場, 英語情
境小劇場, 看廣告學英語,等 )共
82單元。(含同等或以上)

1 456,000456,000
 管理學院
院長室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0
LiveABC
英語檢定
網

1.全民英檢口說與寫作全真模
擬考, 初級2回 ; 中級1回   共3
回。2.多益模擬試題 共10回。

(含同等或以上)

1 324,000324,000
 管理學院
院長室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1
單槍投影
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3200流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格)
3 43,300129,9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2
筆記型電
腦

Intel Core2 Duo T7500 、螢幕尺
寸 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面寬螢幕、2GB
DDR2 667、硬碟160GB、DVD
Super Muliti DL燒錄光碟機、作
業系統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3 31,25093,75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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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23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吋
螢幕、作業系統、含三年保固

(以上或同等級)

1 19,98019,98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4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吋
螢幕、作業系統、含三年保固

(以上或同等級)

12 19,980239,760 產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5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吋
螢幕、復原軟體、技嘉V-
RX365512H  512MB、作業系
統、含三年保固(以上或同等

級)

2 24,01048,020 流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6
皮膚檢測
儀

Skin-pH-MeterR, SebumeterR and
CorneometerR in one housing with
a digital display for the measured

values.
Technical changes may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同等級或以上)

1 70,00070,000 流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7
筆記型電
腦

Fujitsu日系行動攜帶處理器
LifeBook14”、 2G、160GHD或

同等級以上
1 50,00050,000 室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8
單槍投影
機

4000ANSI高流明投影機或同級
品

1 80,00080,000 室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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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29

數位資料
輸出設備
(印表機、
掃瞄器)

1.京瓷環保黑白雷射印表機
A3(加購紙匣)或同級品。
2.Microtek ScanMaker9800，A3
掃瞄器含幻燈片專用光罩或同
級品。

2 42,50085,000 室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0
行動導播
機

AWS-G500 現場節目製播器 (含
電源需求AC 100 ~ 240V, 50/60
Hz、電源消耗功率160W、網路
介面RJ-45 x 1，10/100 Base-
TX、USB1.1  USB x 2RGB(GUI)
D-Sub 15 pin (母)，1280 x 800,
60Hz、控制介面  D-Sub 9 pin
(公)，RS-232C記憶卡介面
Memory Stick插槽(不支援
Memory Stick Pro)、VISCA介面
DIN 8 pin x 1 (支援Sony VISCA
攝影機控制)、LCD 15.4” 高亮
度LCD，1280 x 800, 60Hz喇叭
內建喇叭x 2(同等級或以上)

1 590,000590,000 表藝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1
LiveABC
英語檢定
網

多益(TOEIC)模擬考試題10回 1 240,000240,000 應外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2
電腦(含螢
幕)

ACER M3630 四核心主機(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9 26,000234,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3
旅行業管
理系統

科威旅行業管理系統，管理出
團及客戶資料(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2 48,00096,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4
單槍投影
機

3200ANSI高流明投影機或同級
品

1 43,30043,3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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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35電動銀幕
壁掛式120吋含安裝(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18,98718,987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6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FULL
HD1920*1080、高對比900:1和
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
(含線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38,00038,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7 沙發
3人+2人座(皮革)、大小茶几(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23,00023,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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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38
數位星象
設備及軟
體

1.投映主機一組含(可投映天
幕：直徑3~6m、解析度：真實
ψ1080像素(含)以上、對比：
12000：1(含)以上、燈源：
160W (含)以上、投映模式：穿
透型液晶模式Full HD、 面板尺
寸：0.74形×3平面16︰9、 畫
素：1920×1080 (SXGA)、重
量：約5.6 kg、 機身尺寸：約
50cm(長)x 40cm(寬) x 60cm(高)
、超廣角投射裝置、.太空飛行
操作搖桿控制器*1台、中文化
標示操作夜光鍵盤*1個)。2.自
動星象解說軟體*1套( 星象解說
編輯投映軟體【校園公播授權
版】： 原廠合法授權中文專有
名詞翻譯、 合法公播授權書、
安裝光碟及驅動程式。另含 中
文版「自動星空解說」【校園
公播授權版】)以上皆含星象媒
體安裝及投影裝置連結費用。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630,000630,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9碟型天幕

直徑3米碟型天幕:含骨架懸吊
式固定裝置、玻璃纖維圓弧骨
板、投影幕塗裝處理、圓頂下
緣收邊、吊裝組合及安裝。(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70,000370,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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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140
高階投影
專用電腦

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2 Duo
E8300含以上、記憶體2GB
DDR2 800含以上、硬碟500G含
以上、DVD燒錄機、繪圖卡/晶
片Intel Graphics Integrated 、作
業系統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液晶螢幕22吋。(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此為優先序118~140項目之合計
金額

4,045,697

合計 21,850,716 22,327,892

合計變更說明:原支用合計金額21,850,716元，經由圖書館自動化設備餘款65,124元流入、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餘款212,830元流入、資本門需求其它項目規格經費199,222元流入
，變更後支用合計金額為22,327,8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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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1 高階伺服器
HP (Intel Xeon 2.6GHz以上
(含)、含選購項目)

1 400,000400,000圖書館 1
高階伺服
器

HP (Intel Xeon 2.6GHz以上(含)、含
選購項目)

1 399,302399,302 圖書館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2 低階伺服器
HP (Dual-core Intel Xeon
2.0GHz以上(含))

2 167,000334,000圖書館 2
低階伺服
器

HP (Dual-core Intel Xeon 2.0GHz以上
(含))

2 160,890321,780 圖書館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3
網路設備 -
Layer 2 switch

高階24port 10/100Base-TX
(含選購項目)

6 21,000126,000圖書館 3
網路設備
- Layer 2
switch

高階24port 10/100Base-TX (含選購項
目)

6 15,20091,200 圖書館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4
館際合作暨其
他相關軟體

Ariel for Windows 升級版
(From 3.X to 4.1)

1 39,50039,500圖書館 4
館際合作
暨其他相
關軟體

Ariel for Windows 升級版 (From 3.X
to 4.1)

1 39,50039,500 圖書館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5
電腦相關週邊
設備(雷射印表
機、掃瞄器)

HP (A4 sizes)4 11,85047,400圖書館 5

電腦相關
週邊設備
(雷射印表
機、掃瞄
器)

HP (A4 sizes)同等或以上規格 4 8,57534,300 圖書館

1.此項目名稱含
二項設備，實
際決標單價金
額各為印表機
14400元*2台、
掃瞄器2750元*2
台。

6 電腦

HP Core2Quad2.4GH以上
(含)、RAM2G以上(含)、
HD160GB以上(含)、 (含

選購項目)

2 55,000110,000圖書館 6 電腦

HP Core2Quad2.4GH以上(含)、
RAM2G以上(含)、HD250GB以上
(含)、 22吋LCD(含以上)、(含選購

項目)

2 52,985105,970 圖書館

1.依實際需求修
正規格內容。2.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7 光纖卡
支援SAN使用 (含施工、

記憶體)
1 37,77637,776圖書館 7 光纖卡 支援SAN使用 (含施工、記憶體) 1 37,50037,500 圖書館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合計 1,094,676 1,029,552

合計說明:原支用合計金額1,094,676元，餘款65,124元流出至教學儀器設備使用，變更後支用合計金額為1,029,552元。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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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1 視聽資料 VOD/DVD/VCD400      5,000  2,000,000圖書館 1 視聽資料 VOD/DVD/VCD4564,100.871,870,000圖書館

1.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2.數量及
單價以實際交
書清單為準。

2 中文圖書 中文圖書 5,541         350  1,939,582圖書館 2 中文圖書 中文圖書 4945377.151,865,000圖書館

1.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2.數量及
單價以實際交
書清單為準。

3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551      2,501  3,879,166圖書館 3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3402,888.743,870,918圖書館

1.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2.數量及
單價以實際交
書清單為準。

合計 7,818,748  7,605,918

合計說明:原支用合計金額7,818,748元，餘款212,830元流出教學儀器設備使用，變更後支用合計金額為7,605,918元。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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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1 天幕帳
(同級或以上)300*600cm;指
揮營

1 33,00133,0011 天幕帳
(同級或以上)300*600cm;指揮

營
1 26,00026,000

 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2 天幕帳
(同等級或以上)300*600cm:
收納尺寸150*54*29cm

5 18,00090,0002 天幕帳
(同等級或以上)300*600cm:收
納尺寸150*54*29cm

5 17,00085,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3 電吉他
(同級或以上)指版、Pick
up：雙線圈

1 25,00025,0003 電吉他
(同級或以上)指版、Pick
up：雙線圈

1 10,00010,000

熱門音樂
社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4 電貝斯
(同級或以上)琴格 24,拾音
器,金屬配件

1 25,00025,0004 電貝斯
(同級或以上)琴格 24,拾音器,
金屬配件

1 11,00011,000

熱門音樂
社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5 電木吉他
(同等級或以上)高級側板
及背板NATO

1 25,00025,0005 電木吉他
(同等級或以上)高級側板及
背板NATO

1 15,00015,000
吉它社社
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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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5,00025,0006 bass音箱
(同級或以上)100W bass
amplifier with 12" coaxial 2-
way speaker

1 17,00017,000

熱門音樂
社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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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
變更內容

7 木吉他音箱
(同級或以上)60W.12吋喇
叭單體.多重輸出端子，
Line、調音器

1 25,00025,0007 木吉他音箱
(同級或以上)60W.12吋喇叭
單體.多重輸出端子，Line、
調音器

1 22,00022,000
吉它社社
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8
專業攜帶式擴
音器

(同級或以上)內建大功率
放大器,無線麥克風,有限克
風輸入,AUXIN可連接多肥
體電腦輸入,內庄無線與紅
外線接收模組,附屬配件:手
持無線MIC*1及領夾式MIC
各1,電源供應器,腳架,擴音
機收藏袋

3 18,00054,0008
專業攜帶式擴

音器

(同級或以上)內建大功率放
大器,無線麥克風,有限克風
輸入,AUXIN可連接多肥體電
腦輸入,內庄無線與紅外線接
收模組,附屬配件:手持無線
MIC*1及領夾式MIC各1,電源
供應器,腳架,擴音機收藏袋

3 17,00051,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9 棒壘球發球機

(同級或以上)球速可調最
高可達60mph,1/4hp附三角
架,棒球,壘球可轉換使用,
附加木製球棒2支,鋁棒球
棒2支

2 111,938223,8769 棒壘球發球機

(同級或以上)球速可調最高
可達60mph,1/4hp附三角架,棒
球,壘球可轉換使用,附加木
製球棒2支,鋁棒球棒2支

2 110,000220,000

社團平時
練習或活
動器材可
以更方便
取得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0 數位攝影機

(同級或以上)總畫素107萬
/100萬，25倍光學變焦，
蔡司鏡頭，，隨機附件：
電源供應器、Multi AV線
(無S端子)、鋰電池NP-
FP50、電腦應用軟體、
USB連接線、Handycam底
座、遙控器

1 25,00025,00010 數位攝影機

(同級或以上)總畫素107萬
/100萬，25倍光學變焦，蔡
司鏡頭，，隨機附件：電源
供應器、Multi AV線(無S端
子)、鋰電池NP-FP50、電腦
應用軟體、USB連接線、
Handycam底座、遙控器

1 23,00023,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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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
變更內容

11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al
E8200 2.記憶體：2GB
DDR2 800 3.光碟機：20x
DVD/SATA 介面DVD 燒錄
器 4.硬碟：250GB/7200轉
(五年保固) 5.晶片：Intel
G31 Express Chipset 6.繪
圖：Intel GMA 3100 7.19吋
(ASUS VW195U(寬螢幕) 8.
作業系統：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9.保固年
限：原廠人工、零件全免
保固三年(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3 19,98059,94011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al
E8200 2.記憶體：2GB DDR2
800 3.光碟機：20x
DVD/SATA 介面DVD 燒錄器
4.硬碟：250GB/7200轉(五年
保固) 5.晶片：Intel G31
Express Chipset 6.繪圖：Intel
GMA 3100 7.19吋(ASUS
VW195U(寬螢幕) 8.作業系
統：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9.保固年限：原
廠人工、零件全免保固三年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3 19,98059,94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2

筆記型電腦
(ACER

TravelMate629
2)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T7500 2.螢幕尺寸：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
面寬螢幕 3.記憶體：2GB
DDR2 667 4.硬碟：160GB
5.DVD Super Multi DL燒錄
光碟機 5.Mobile Intel
GM965搭配3D整合式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GMA)X3100晶
片6.內建網路攝影機指紋
辨識系統 7.作業系統：
Windos Vista Business 8.保
固年限：原廠工人、零件
全免保固3年(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 31,25062,50012

筆記型電腦
(ACER

TravelMate6292
)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T7500 2.螢幕尺寸：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面
寬螢幕 3.記憶體：2GB
DDR2 667 4.硬碟：160GB
5.DVD Super Multi DL燒錄光
碟機 5.Mobile Intel GM965搭
配3D整合式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GMA)X3100晶片
6.內建網路攝影機指紋辨識
系統 7.作業系統：Windos
Vista Business 8.保固年限：
原廠工人、零件全免保固3
年(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2 31,25062,5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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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
變更內容

13 歌唱音響設備

‧主機重量：5KG    ‧電源：100V∼
240V(50/60HZ)    ‧功率消耗：5W（待
機）/ 55W（工作）                       ‧視
頻輸出：色差端子輸出x1、S端子輸出
x1、RCA端子輸出(黃)x1      ‧視頻輸
入：RCA端子輸入(黃)x1
‧音頻輸出：KTV＆DVD(共用立體
RCA端子輸出)    ‧DVD (1)同軸數位端
子輸出 (2)光纖數位端子輸出
‧USB連接埠：USB PORT    ‧信號／
噪音比：100db以上   ‧頻率響應：5∼
22KHZ  ‧總諧波失真：0.01%以下    ‧
動態範圍：動態範圍96db以上‧
AUDIOKING擴大機SA700保固期：一年
‧遙控器  ‧無線麥克風
‧訊號雜訊比：90dB    ‧顯示方式：液
晶顯示器     ‧靜音方式：靜音及音碼
鎖定   ‧電源供應：DV12V~300mA   ‧
內建一組6.3mm接頭及2個XLR接頭   ‧
搭載4只天線，受干擾時可瞬間切換  ‧
頻率響應範圍80Hz~12500Hz    ‧麥克風
採用超心型指向性動圈式音頭
喇叭組:
‧VS-668主聲道x2/中置x1/環繞x2   ‧頻
率響應 50Hz-22KHz   ‧靈敏度 92dB  ‧
阻抗 主聲道4-6歐姆 中置/環繞8歐姆
‧瞬間功率 主聲道160W 中置/環繞80W
‧尺寸mm： 主聲道 W260H1065D360
‧中置80H195D210
‧環繞 W192H310D224   ‧重量kg：主
聲道 21.5    ‧中置 6.5   ‧環繞 3.5
同級或以上規格

1 70,87770,877

提供音樂
性社團練
習/辦理活
動

新增優先序
項目

673,317 67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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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1
多功能禮堂舞
台升降機建置

移動式油壓
舞台升降機

1    210,000    210,000總務處 1
具節能標
章空調主
機

氣冷式冰水機
(20RT) 含配電
及安裝

2 97,500195,000總務處

1.舞台升降機因
牽涉保養維護不
易，故取消此項
採購。2.為符節
能減碳之教育政
策，採購具節能
標章之空調主機
，以達節電省能
之目的，故變更
此項目名稱、規
格、數量、金
額。3.本項目實
際採購金額為
505,000元，差額
部份由本校自有
經費支應。

2
校區太陽能路
燈建置

太陽能燈具 1    415,222    415,222總務處 2
真空管太
陽能熱水
器

真空管太陽能
熱水器(含熱水
儲水桶、冷水
水塔、電磁
閥、馬達、安
裝及運費)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115,500231,000總務處

為使經費使用貼
近學生，並達節
能減碳教育目的
，修正變更此項
項目名稱及規
格、數量與金
額。

合計 625,222   426,000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

變更合計金額說明:原合計625,222元，流出199,222元至教學儀器設備，故變更合計金額為4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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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1
置物櫃(含底

座)

4*6尺拉門鐵櫃(玻
璃拉門)118寬*40深
*181高

6 7,00042,0001
置物櫃(含底

座)

4*6尺拉門鐵櫃(玻璃
拉門)118寬*40深
*181高(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6 3,30019,800 幼保系

1.修正增加"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字
樣。2.此為
實際決標金
額。

2 防潮箱
180公升、標準除
濕心臟

1 9,0009,0002 防潮箱
180公升、標準除濕
心臟(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8,9008,900幼保系

1.修正增加"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字
樣。2.此為
實際決標金
額。

3 五金零料
建置視聽教室用零
件

一式 30,00030,0003 五金零料
建置視聽教室用零
件

0 0 0 性學所

因當初規畫
為建置性學
所視聽教室
施工中零件
，由於目前
不需使用，
因此變更刪
除此項目規
格,另新增
優先序3-
1~3-5項目
規格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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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3-1 錄音筆

可支援播放格式
(MP3, WMA ; 32kbps-
192kbps);內置語音預
設時間錄音功能; 以
上規格可報同等級
或含以上

2 3,5007,0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3-2
外接式對拷
機

 支援 DVD media,
DVD-R/RW,
DVD+R/+RW,DVD ±
R (DL),DVD-
RAM,CD-R/RW; 以
上規格可報同等級
或含以上

1 8,5008,5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3-3條碼掃描器
遠距離條碼掃  ; 以
上規格可報同等級
或含以上

1 3,8003,8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3-4 護貝機

◆ A3 Size 最大護貝
尺寸
◆ 13 段可調適溫控
（90℃∼150℃）
◆ 具備紙張倒退功
能
◆ 可選擇冷、熱兩
種護貝方式 ; 以上規
格可報同等級或含
以上

1 3,2003,2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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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3-5 碎紙機

(1)碎紙張數：15張/
次A4紙
(2)碎紙尺寸：4*30
mm 短碎
(3)最大入紙寬度：
230mm
(4)可碎CD光碟片：1
片/次
(5)可碎信用卡：1片/
次
(6)碎紙筒容量：35
公升(約360張紙)
(同等級或含以上規
格)

1 7,5007,5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4 教學教具 依課程需求製作 一式 65,50065,5004 教學教具 依課程需求製作 一式 56,73056,730
表演藝術
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5
數位器材及
配件

依課程需求增購 一式 70,00070,0005
數位器材及
配件

依課程需求增購 一式 58,48058,480
表演藝術
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6
教學無線擴
音機

輸出功率120W、
內建無線麥克風接
收模組、可撥放
CD、MP3等

1 9,9009,9006
教學無線擴
音機

輸出功率120W、內
建無線麥克風接收
模組、可撥放CD、
MP3等(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9,9009,900
室內設計
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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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7 氣壓式營幕 100" 1 9,9009,9007 氣壓式營幕
100"(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9,9009,900
室內設計
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8
充電式手提
擴音器

20W大功率 2 2,1504,3008
充電式手提
擴音器

20W大功率(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2 2,1504,300
室內設計
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9 大聲公

輸出功率:最大35W
Max，35±15%
Watts，尺寸:喇叭
口徑313mmX全長
435mm

2支 4,8009,6009 大聲公

輸出功率:最大35W
Max，35±15% Watts
，尺寸:喇叭口徑
313mmX全長
435mm(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支 4,8009,6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0
無線教學擴
音器

50W超大功率有線/
無線手提教學麥克
風 且體積不大+電
源/電池兩用 充飽
電可使用5~8小時
(含兩支無線麥克
風)

1 組 7,9007,90010
無線教學擴
音器

50W超大功率有線/
無線手提教學麥克
風 且體積不大+電源
/電池兩用 充飽電可
使用5~8小時(含兩支
無線麥克風)(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 組 7,9007,9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1
TSZ 雙曲噴
槍

SP-35(2c.c)及配件 2 5,07810,15511
TSZ 雙曲噴
槍

SP-35(2c.c)及配件 2 3,0876,174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2
噴槍桌上型
迷你壓縮機

TSZ 2 7,00014,00012
噴槍桌上型
迷你壓縮機

TSZ 2 4,8519,702流設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第 52 頁



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3
minon通用噴

槍
12*12*15cm3 9,00027,00013 電動噴槍

靜音馬達/大噴槍
/110V、附腳踏控
制、管路、接頭

3 9,00027,000產設系

1.依實際需
求變更項目
名稱及規格
內容。2.此
為實際決標
金額。

14 數位錄音筆

記憶體容量：1GB支
援格式：MP3/WMA
錄音格式：MP3直
錄；三種錄音品質選
擇(SP:32Kbps,
HQ:64Kbps,
SHQ:128Kbs)電池使
用時間：播放時間-
約20小時(使用耳
機)；約15小時(使用
揚聲器)。錄音時
間：15小時。錄音時
間：1GB。FM ：FM
立體聲收聽（30個預
設電台）、FM錄
音。V.O.R聲控 ：自
動聲音偵測啟動錄
音。錄音雜訊消除：
錄音時過濾非語音外
的雜音。多國語言支
援：5國語言支援
(韓、英、簡中、繁
中、俄)。傳輸介
面：USB2.0。體積
(W x H x D)：33x 97

1 6,0006,00014 數位錄音筆

記憶體容量：1GB支援
格式：MP3/WMA錄音
格式：MP3直錄；三種
錄音品質選擇
(SP:32Kbps, HQ:64Kbps,
SHQ:128Kbs)電池使用
時間：播放時間-約20
小時(使用耳機)；約15
小時(使用揚聲器)。錄
音時間：15小時。錄
音時間：1GB。FM ：
FM立體聲收聽（30個
預設電台）、FM錄
音。V.O.R聲控 ：自動
聲音偵測啟動錄音。
錄音雜訊消除：錄音
時過濾非語音外的雜
音。多國語言支援：5
國語言支援(韓、英、
簡中、繁中、俄)。傳
輸介面：USB2.0。體
積(W x H x D)：33x
97(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4,9004,900視傳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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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5
無線教學擴
音機(充電
式)

●接收機．頻率範
圍：VHF 160-270
Mhz．調變方式：
FM　．接收靈敏
度：<10 dBuV ．
振盪方式：石英鎖
定振盪 ．音調控
制：有高低音控制
．使用電源：AC
110V 或  AC220V
●發射器(領夾式
發射器)．發射功
率：1mW．頻率範
圍：VHF 160-250
Mhz．穩定度：+/-
0.005% (石英振盪
鎖定)．音頻輸
出：60Hz~15KHz
．偏移度：+/- 20K
Hz．諧波抑制：-
40dBc(低於主波)．
消耗電流：<20mA
．使用電池：9V
電池×1

1 3,8003,80015
無線教學擴
音機(充電式)

●接收機．頻率範
圍：VHF 160-270
Mhz．調變方式：
FM　．接收靈敏
度：<10 dBuV ．振
盪方式：石英鎖定
振盪 ．音調控制：
有高低音控制．使
用電源：AC 110V
或  AC220V●發射
器(領夾式發射器)．
發射功率：1mW．
頻率範圍：VHF 160-
250 Mhz．穩定度：
+/- 0.005% (石英振盪
鎖定)．音頻輸出：
60Hz~15KHz．偏移
度：+/- 20K Hz．諧
波抑制：-40dBc(低
於主波)．消耗電
流：<20mA．使用電
池：9V電池×1 (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 2,8002,800視傳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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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6

SONY VCT-
870RM 大型
油壓雲台線
控腳架

‧  附設方便靈活
的遙控把手，可放
大縮小變焦(所有
手提攝錄機均適用
之多種速度變
焦)；鎖定/準
備；開始/停止攝
錄；開/關攝級功
能 ‧  適合於重量
少於4千克的專業
相機/攝錄機 ‧  高
度︰670至1630毫
米 ‧  約重2千克
‧  高度：伸長時
1630mm，收合時
670mm  ‧  適用機
種：數位攝影機全
系列機型、數位相
機(DSC-828/717除
外)

2 4,3008,60016

SONY VCT-
870RM 大型
油壓雲台線
控腳架

‧  附設方便靈活的
遙控把手，可放大
縮小變焦(所有手提
攝錄機均適用之多
種速度變焦)；鎖定/
準   備；開始/停止
攝錄；開/關攝級功
能 ‧  適合於重量少
於4千克的專業相機/
攝錄機 ‧  高度︰
670至1630毫米 ‧
約重2千克 ‧  高
度：伸長時1630mm
，收合時670mm  ‧
適用機種：數位攝
影機全系列機型、
數位相機(DSC-
828/717除外) (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4,3008,600視傳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第 55 頁



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7

飛利浦
DVDR3460
DVD錄放影

機

˙ 高階 10 bit /
54MHz 數位影像轉
換器 ̇  高階 24bit /
192kHz 音頻 D/A 轉
換器 ̇  i- Link 數位
影像輸入介面     透
過數位 I- Link 數據
轉換就可以把你之前
在攝錄放影機中捕捉
到最珍貴的畫面傳送
到 DVD+RW 。 ̇
全中文化設定操作模
式 ̇  DVD+R/RW 與
DVD-R/RW 支援「雙
規格」錄影
PHILIPS 獨家 Dual
Media 辨識功能，省
去辨識 +/- 的複雜關
係 ，由 DVDR3460
自動辨識，可在
DVD+R/RW

1 5,7555,75517

飛利浦
DVDR3460
DVD錄放影

機

˙ 高階 10 bit / 54MHz
數位影像轉換器 ̇  高
階 24bit / 192kHz 音頻
D/A 轉換器 ̇  i- Link
數位影像輸入介面
透過數位 I- Link 數據
轉換就可以把你之前
在攝錄放影機中捕捉
到最珍貴的畫面傳送
到 DVD+RW 。 ̇  全
中文化設定操作模式
˙ DVD+R/RW 與
DVD-R/RW 支援「雙
規格」錄影
PHILIPS 獨家 Dual
Media 辨識功能，省去
辨識 +/- 的複雜關係
，由 DVDR3460 自動
辨識，可在
DVD+R/RW(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4,8004,800視傳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8 硬碟

◆7200RPM 高轉
速,◆8MB 緩衝記
憶體,◆五年保
固,160G(含)以上◆
ATA/100◆平均搜
尋時間優於8.5ms

14 1,85025,90018 硬碟

◆7200RPM 高轉速,
◆8MB 緩衝記憶體,
◆五年保
固,160G(含)以上◆
ATA/100◆平均搜尋
時間優於8.5ms

14 1,65023,100資工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第 56 頁



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9 硬碟

尺寸：3.5吋 / 容
量：160GB / 介面
規格：IDE/ULTRA
ATA/100 / 主軸轉
速：7200rpm / 緩
衝記憶體：8MB /
內部傳輸速率：
736Mbits/sec /保固
期限：三年保固

15 1,85027,75019 硬碟

尺寸：3.5吋 / 容
量：160GB / 介面規
格：IDE/ULTRA
ATA/100 / 主軸轉
速：7200rpm / 緩衝
記憶體：8MB / 內部
傳輸速率：
736Mbits/sec /保固期
限：三年保固

15 1,60024,000
資訊管理
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20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
玻璃五年全機保
固:含人工、材料

7 6,50045,50020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
玻璃五年全機保固:
含人工、材料

7 6,50045,500
電腦與通
訊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21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
玻璃五年全機保
固:含人工、材料

7 6,50045,50021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
玻璃五年全機保固:
含人工、材料

0 0 0
電腦與通
訊系

此項與優先
序20重複故
變更項目

22
充電式教學
無線擴音機

GPA-366UHF
20W 無線音柱型擴
音器(UHF超高頻
無線MIC)

1 5,9745,97422
充電式教學
無線擴音機

GPA-366UHF
20W 無線音柱型擴
音器(UHF超高頻無
線MIC)(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5,9745,974數遊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23 書櫃 實木玻璃書櫃 2 3,0006,00023 書櫃
實木玻璃書櫃(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3,0006,000數遊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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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24 防潮櫃

AD-105  100 公 升
外 寸: W40 X H83.5
X D41.2 cm內 寸:
上 W36 X H35 X
D35.7 cm內 寸: 下
W36 X H35 X
D35.7 cm

2 8,76517,53024 防潮櫃

AD-105  100 公 升外
寸: W40 X H83.5 X
D41.2 cm內 寸: 上
W36 X H35 X D35.7
cm內 寸: 下 W36 X
H35 X D35.7 cm(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8,76517,530數遊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25 液晶螢幕
防刮玻璃,螢幕19吋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7 6,000102,000
通識教育
學院

新增優先
序、新增項
目規格。

507,564 503,590

合計說明:原支用合計金額507,564元，餘款3,974元流出至人事室獎助教師經費項目使用，變更後合計金額為503,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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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變更說明

1 O3護髮機
烘、蒸全自動護髮機

(TAKA)
1 62,33562,335流設系 1 O3護髮機 烘、蒸全自動護髮機(TAKA) 0 0 0  流設系

單位規格有誤
遲未確認，故
刪除此項。

86 電腦主機

512m 8500GT獨立顯
卡、1GB DDR記憶
卡、250GB硬碟、
DVD ROM(含佈線工
資)同等級或以上

25 27,500687,5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86
個人電腦
(含螢幕)

LENOVO  M57e  E8400/2GB
DDR2 800、技嘉GV-
RX365512H  512M 顯示卡、
250GB硬碟、DVD ROM、
19"LCD(含佈線工資)同等級或
以上

25 22,810570,250
 建築與
環境設計
系

 1.修正項目及
規格，增加19"
螢幕，並升級
主機規格。2.此
為實際決標金
額。

87
彩色雷射印表

機
A4彩色雷射印表機 1 16,70016,7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87
雷射測距
儀

廠牌:德國Trimble
型號:HD-150
測量距離可至150M(500ft)
測距精度:± 2mm
解析度:1 mm
電源:1.5V電池4顆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6,70016,700
 建築與
環境設計
系

 1.原項目名稱
與規格經單位
依實際需求評
估後修正變
更。2.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97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
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DDR2
800  1GB×2(含)以上
(建議終身保固)20X
DVDRW (含)以上含作
業系統windows XP
Home

3 27,50082,500 產設系 97
個人電腦
(不含螢幕)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DDR2 800  1GB×
2(含)以上 (建議終身保固)20X
DVDRW (含)以上含作業系統
windows XP Home

3 13,30039,900 產設系

 1.修正項目增
加"不含螢幕"
字樣。2.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101
金工專用迷你

鋸台

無段變速　110V　可
調整厚度　可使用金
工#5 ~ #5/0鋸絲

1 12,00012,000 產設系 101
金工專用
迷你鋸台

無段變速　110V　可調整厚度
可使用金工#5 ~ #5/0鋸絲(或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0 0 0  產設系

 1.因預算不足
故刪除此項。2.
流出此項金額
，並流入至優
先序100。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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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二

115
Rhino4.1完整

版
教育授權30台 1 35,90035,900 產設系 115

Rhino4.０
完整版

教育授權30台 1 33,00033,000 產設系

 1.優先序
114~116為整批
採購。2.此項目
名稱經訪價並
無4.1版，經單
位確認變更修
正項目名稱。3.
此為實際決標
金額。

118
Dreamvwea
ver 軟體

Dreamvweaver  中文教育最新版
(授權20人)

1 136,000136,000
 管理學
院院長室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19
LiveABC
英語學習
資源網

共40個類別(互動劇場, 英語情
境小劇場, 看廣告學英語,等 )共
82單元。(含同等或以上)

1 456,000456,000
 管理學
院院長室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0
LiveABC
英語檢定
網

1.全民英檢口說與寫作全真模
擬考, 初級2回 ; 中級1回   共3
回。2.多益模擬試題 共10回。

(含同等或以上)

1 324,000324,000
 管理學
院院長室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1
單槍投影
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3200流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格)
3 43,300129,9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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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二

122
筆記型電
腦

Intel Core2 Duo T7500 、螢幕尺
寸 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面寬螢幕、2GB
DDR2 667、硬碟160GB、DVD
Super Muliti DL燒錄光碟機、作
業系統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3 31,25093,75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3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
吋螢幕、作業系統、含三年保

固(以上或同等級)

1 19,98019,98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4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
吋螢幕、作業系統、含三年保

固(以上或同等級)

12 19,980239,760 產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5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
吋螢幕、復原軟體、技嘉V-
RX365512H  512MB、作業系
統、含三年保固(以上或同等

級)

2 24,01048,020 流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6
皮膚檢測
儀

Skin-pH-MeterR, SebumeterR
and CorneometerR in one housing
with a digital display for the

measured values.
Technical changes may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同等級或以上)

1 70,00070,000 流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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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二

127
筆記型電
腦

Fujitsu日系行動攜帶處理器
LifeBook14”、 2G、160GHD

或同等級以上
1 50,00050,000 室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8
單槍投影
機

4000ANSI高流明投影機或同級
品

1 80,00080,000 室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29

數位資料
輸出設備
(印表機、
掃瞄器)

1.京瓷環保黑白雷射印表機
A3(加購紙匣)或同級品。
2.Microtek ScanMaker9800，A3
掃瞄器含幻燈片專用光罩或同
級品。

2 42,50085,000 室設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0
行動導播
機

AWS-G500 現場節目製播器 (含
電源需求AC 100 ~ 240V, 50/60
Hz、電源消耗功率160W、網
路介面RJ-45 x 1，10/100 Base-
TX、USB1.1  USB x 2RGB(GUI)
D-Sub 15 pin (母)，1280 x 800,
60Hz、控制介面  D-Sub 9 pin
(公)，RS-232C記憶卡介面
Memory Stick插槽(不支援
Memory Stick Pro)、VISCA介面
DIN 8 pin x 1 (支援Sony VISCA
攝影機控制)、LCD 15.4” 高
亮度LCD，1280 x 800, 60Hz喇
叭內建喇叭x 2(同等級或以上)

1 590,000590,000 表藝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1
LiveABC
英語檢定
網

多益(TOEIC)模擬考試題10回 1 240,000240,000 應外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2
電腦(含螢
幕)

ACER M3630 四核心主機(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9 26,000234,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第4頁,共7頁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二

133
旅行業管
理系統

科威旅行業管理系統，管理出
團及客戶資料(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2 48,00096,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4
單槍投影
機

3200ANSI高流明投影機或同級
品

1 43,30043,3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5電動銀幕
壁掛式120吋含安裝(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18,98718,987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6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FULL
HD1920*1080、高對比900:1和
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
(含線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38,00038,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7 沙發
3人+2人座(皮革)、大小茶几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23,00023,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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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二

138
數位星象
設備及軟
體

1.投映主機一組含(可投映天
幕：直徑3~6m、解析度：真實
ψ1080像素(含)以上、對比：
12000：1(含)以上、燈源：
160W (含)以上、投映模式：穿
透型液晶模式Full HD、 面板
尺寸：0.74形×3平面16︰9、 畫
素：1920×1080 (SXGA)、重
量：約5.6 kg、 機身尺寸：約
50cm(長)x 40cm(寬) x 60cm(高)
、超廣角投射裝置、.太空飛行
操作搖桿控制器*1台、中文化
標示操作夜光鍵盤*1個)。2.自
動星象解說軟體*1套( 星象解
說編輯投映軟體【校園公播授
權版】： 原廠合法授權中文專
有名詞翻譯、 合法公播授權
書、 安裝光碟及驅動程式。另
含 中文版「自動星空解說」
【校園公播授權版】)以上皆含
星象媒體安裝及投影裝置連結
費用。(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630,000630,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139碟型天幕

直徑3米碟型天幕:含骨架懸吊
式固定裝置、玻璃纖維圓弧骨
板、投影幕塗裝處理、圓頂下
緣收邊、吊裝組合及安裝。(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70,000370,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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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二

140
高階投影
專用電腦

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2 Duo
E8300含以上、記憶體2GB
DDR2 800含以上、硬碟500G含
以上、DVD燒錄機、繪圖卡/晶
片Intel Graphics Integrated 、作
業系統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液晶螢幕22吋。(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休管系
 新增優先序項

目

合計 896,935 合計 4,70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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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13
歌唱音響
設備

‧主機重量：5KG    ‧電源：100V∼
240V(50/60HZ)    ‧功率消耗：5W（待機）/
55W（工作）                       ‧視頻輸出：色差
端子輸出x1、S端子輸出x1、RCA端子輸出
(黃)x1      ‧視頻輸入：RCA端子輸入(黃)x1
‧音頻輸出：KTV＆DVD(共用立體RCA端子輸
出)    ‧DVD (1)同軸數位端子輸出 (2)光纖數位
端子輸出
‧USB連接埠：USB PORT    ‧信號／噪音比：
100db以上   ‧頻率響應：5∼22KHZ  ‧總諧波
失真：0.01%以下    ‧動態範圍：動態範圍96db
以上‧AUDIOKING擴大機SA700保固期：一年
‧遙控器  ‧無線麥克風
‧訊號雜訊比：90dB    ‧顯示方式：液晶顯示
器     ‧靜音方式：靜音及音碼鎖定   ‧電源供
應：DV12V~300mA   ‧內建一組6.3mm接頭及2
個XLR接頭   ‧搭載4只天線，受干擾時可瞬間
切換  ‧頻率響應範圍80Hz~12500Hz    ‧麥克風
採用超心型指向性動圈式音頭
喇叭組:
‧VS-668主聲道x2/中置x1/環繞x2   ‧頻率響應
50Hz-22KHz   ‧靈敏度 92dB  ‧阻抗 主聲道4-6
歐姆 中置/環繞8歐姆   ‧瞬間功率 主聲道160W
中置/環繞80W   ‧尺寸mm： 主聲道
W260H1065D360  ‧中置80H195D210
‧環繞 W192H310D224   ‧重量kg：主聲道 21.5
‧中置 6.5   ‧環繞 3.5      同級或以上規格

1 70,87770,877

提供音樂
性社團練
習/辦理活
動

新增優先
序項目

合計 70,877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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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1
多功能禮堂舞
台升降機建置

移動式油壓
舞台升降機

1    210,000    210,000總務處 1
具節能標
章空調主
機

氣冷式冰水機
(20RT) 含配電
及安裝

2 97,500195,000總務處

1.舞台升降機因
牽涉保養維護不
易，故取消此項
採購。2.為符節
能減碳之教育政
策，採購具節能
標章之空調主機
，以達節電省能
之目的，故變更
此項目名稱、規
格、數量、金
額。3.本項目實
際採購金額為
505,000元，差額
部份由本校自有
經費支應。

2
校區太陽能路
燈建置

太陽能燈具 1    415,222    415,222總務處 2
真空管太
陽能熱水
器

真空管太陽能
熱水器(含熱水
儲水桶、冷水
水塔、電磁
閥、馬達、安
裝及運費)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115,500231,000總務處

為使經費使用貼
近學生，並達節
能減碳教育目的
，修正變更此項
項目名稱及規
格、數量與金
額。

合計 625,222   合計 426,000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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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3 五金零料
建置視聽教室
用零件

一式 30,00030,0003 五金零料 建置視聽教室用零件 0 0 0 性學所

因當初規畫
為建置性學
所視聽教室
施工中零件
，由於目前
不需使用，
因此變更刪
除此項目規
格,另新增
優先序3-
1~3-5項目
規格

3-1 錄音筆

可支援播放格式(MP3,
WMA ; 32kbps-192kbps);
內置語音預設時間錄
音功能; 以上規格可報
同等級或含以上

2 3,5007,0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3-2
外接式對拷
機

 支援 DVD media, DVD-
R/RW,
DVD+R/+RW,DVD ± R
(DL),DVD-RAM,CD-
R/RW; 以上規格可報同
等級或含以上

1 8,5008,5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五

第1頁,共3頁



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五

3-3條碼掃描器
遠距離條碼掃  ; 以上
規格可報同等級或含
以上

1 3,8003,8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3-4 護貝機

◆ A3 Size 最大護貝尺
寸
◆ 13 段可調適溫控（
90℃∼150℃）
◆ 具備紙張倒退功能
◆ 可選擇冷、熱兩種
護貝方式 ; 以上規格可
報同等級或含以上

1 3,2003,2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3-5 碎紙機

(1)碎紙張數：15張/次
A4紙
(2)碎紙尺寸：4*30 mm
短碎
(3)最大入紙寬度：
230mm
(4)可碎CD光碟片：1片
/次
(5)可碎信用卡：1片/次
(6)碎紙筒容量：35公
升(約360張紙)
(同等級或含以上規格)

1 7,5007,500性學所

1.新增項目
規格。2.待
變更後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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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內容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項目變更
附件五

13
minon通用噴

槍
12*12*15cm3 9,00027,00013 電動噴槍

靜音馬達/大噴槍
/110V、附腳踏控制、
管路、接頭

3 9,00027,000產設系

1.依實際需
求變更項目
名稱及規格
內容。2.此
為實際決標
金額。

21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
防刮玻璃五年
全機保固:含人
工、材料

7 6,50045,50021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玻璃
五年全機保固:含人
工、材料

0 0 0
電腦與通
訊系

此項與優先
序20重複故
變更項目

25 液晶螢幕
防刮玻璃,螢幕19吋(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7 6,000102,000
通識教育
學院

新增優先
序、新增項
目規格。

合計 102,500 合計 1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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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97年度第 4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本紀錄已於 97年 11月 26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7年 10月 23日（星期四）14：00 

地  點：行政大樓會議室(A0308) 

主持人：副校長謝文雄                        記錄：洪儷娟 

出席人員：謝文雄、王賢德、陳國彥、鄭時宜(黃慶源代)、駱建利、孔方正(邱伊君
代)、黎進三、陳協勝、陳麗惠、程毓明、黃秀慧、余振國、曾宗德。 

列席人員：孫錦榕、陳瀅存。 
請假人員：朱元祥、黃坤祥、盧圓華、劉奕岑、劉蔚萍。 

壹、報告事項 

    副校長：本校於 11 月 30 日提送下一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
計畫書至教育部，根據歷年表現及核銷紀錄修正後再送教育部，今天會議主要是做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工作分配及經費分配。附件是 97 學年度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請參考並作為編列 98 整體發
展獎補助經費改進參考。 

貳、提案討論 

案由：規劃及編列「98年度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說明：一、配合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各校應於每年11月30日前，彙整次年度經費支用計畫
書連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

採購規定與作業流程等資料各一份報本部審查。」故擬建議先依據97年度

已執行項目之相關金額及比例進行規劃。 

二、會計室先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中之相關規定及97年度已執行項目之相關金額及比例進行規劃，請討論

之。 

三、「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請詳附件二

(P4~P16)。 
      四、「9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格式請參閱。

建請討論編寫支用計畫書內容之負責單位。 

決議：一、依據人事室提供意見，為配合本校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

修改獎助教師著作標準，修正98年度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著
作」項目之比例由30.11%調絳為20%，並將其額度調整至「其他-現有教師
薪資」項下。其修改後經費分配明細請詳附件一及附表二(P1、P3)。 

      二、資本門經費中「教學儀器設備」項目，全數由教學單位依據其校務發展計

畫所需提列，其經費提列參考額度請詳附表一(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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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9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內容之負責 

單位分配，請參照附件三（P17~P28），各單位所有資料於11月17日前繳

交至會計室，支用計畫書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性請各負責單位於11

月17日前彙整給副校長室，以便於97年11月30日前報部核備。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提示: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需結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配合學校重點發展特

色，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規定相當嚴謹，所有採購均須符合政府採購法，

且經常門預算可留用 5%至資本門，留用後之資本門不得高於 65%，經常門不得低於
35%。10%的配合款教育部並無特別規定用於資本門或經常門。各學院應規劃凸顯各
院特色的資本門購置，各學院經常門計畫分工，使本校經費使用上除了配合本校的整

體發展外，並符合教育部經費使用的相關規定，   

散會（16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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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7年度第5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本紀錄已於97年 12月25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7年12月12日（星期五）10：00 

地  點：行政大樓會議室(A0308) 

主持人：校長朱元祥                     記錄：洪儷娟 

出席人員：朱元祥、謝文雄、王賢德、陳國彥、鄭時宜、駱建利、孔方正、黎進三、

陳協勝、程毓明、黃坤祥、余振國、劉奕岑、曾宗德。 

列席人員：會計事孫錦榕、陳瀅存、總務處採購組董偉群、陳麗娟、周佳君、董惠

禎、傅淑真。 

請假人員：陳麗惠、黃秀慧、盧圓華、劉蔚萍。 

壹、主席致詞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採購規格、數量及

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本次會議主要討論各項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變更案，請各單位提供意見。   

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案由：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圖書自動化設備」、「資本

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資

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等各項變更案。 

說明：一、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4 

項第1款第5點規定辦理。 

      二、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狀況表(詳附表一P.2)。 

      三、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詳附表二 P.3~P.37)、

「圖書自動化設備」(詳附表三 P.38~P.39)、「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

備」(詳附表四 P.40)、「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詳附

表五P.41~P.44)、「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詳附表六P.45)、「經常門

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附表七

P.46~P.55)變更彙總表等。   

決議：一、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優先序號 92~96為整批採購，應於變更說明

統一解釋說明「整批招標發包，變更前計畫總金額為 928,000元，決標金

額為 826,350元。.因 97年 10月 2日第 3次專責小組會議變更時,優先序

94~96金額誤植，故於本次97.12.12第5次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金額」。 

      二、「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優先序號

3~3-4為整批採購，應於變更說明統一解釋說明「此項為整批發包，故修

正優規規格，調整單價及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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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變更彙總表中採購項目無變更之採購項目，變更說明之「此為實際決標金

額」宜改為「本次會議無變更」。 

      四、其餘全體無異議通過。  

散會（11時25分） 



附表一

變更差
異數

餘額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金額 比例 金額

教學儀器設備 21,850,716  68.15%22,327,892 69.64%22,321,96069.62%5,932    22,321,96069.62%0

教學儀器設備(變
更餘額5,932流出
至"其他項目規
格")

圖書自動化設備 1,094,676    3.41%1,029,552   3.21%1,029,5523.21%-       1,029,5523.21%0

軟體教學資源設備 7,818,748    24.39%7,605,918   23.72%7,605,91823.72%-       7,605,91823.72%0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

673,317       2.10%673,317      2.10%672,9402.10%377      672,9402.10%0

教學研究及學生
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規格(變更餘
額377流出至"其他
項目規格")

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 625,222       1.95%426,000      1.33%432,3091.35%6,309-    432,3091.35%0

資本門需求其他
項目規格(經教學
儀器及訓輔設備
流入金額共6,309
後變更)

合計 32,062,679  100.00%32,062,679 100.00%32,062,679100.00%-       32,062,679100.00%0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507,564       \ 503,590      \ 489,009\ 14,581  489,009\ 0

依97年10月2日97
年度第3次專責小
組會議決議：餘
款流出至人事室
獎助教師經費項
目使用

經費項目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狀況表
前次變更後支用計劃

金額
實際決標支用原支用計劃

本次變更後支用計劃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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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1 O3護髮機
烘、蒸全自動護髮機

(TAKA)
0 0 0  流設系 O3護髮機 烘、蒸全自動護髮機(TAKA) 0 0 0  流設系

 刪除此優
先序

1-1 電視 32型液晶以上 1 20,00020,000 流設系 1 電視 32型液晶以上 1 20,00020,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
桌上型電腦
(含液晶螢幕)

(櫃檯專用)1.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
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 2. DDR2
800  1GB×2(含)以上 3.
2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 4. 16X
DVDRW (含)以上 5. 含作
業系統規格可同等級或
含以上     19吋液晶螢
幕：1.面板尺寸(吋) 19"
(含)以上 2.對比700:1(含)
以上 3.亮度(燭光) 300
cd/m2(含)以上4.總體訊號
反應時間(毫秒)8ms(含)以
下規格可同等級或含以

上

1 20,25020,250 流設系 1-1
桌上型電
腦(含液晶
螢幕)

(櫃檯專用)1.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上 2.
DDR2 800  1GB×2(含)以上 3.
2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II
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 4. 16X
DVDRW (含)以上 5. 含作業系
統規格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19
吋液晶螢幕：1.面板尺寸(吋)
19" (含)以上 2.對比700:1(含)以
上 3.亮度(燭光) 300 cd/m2(含)
以上4.總體訊號反應時間(毫
秒)8ms(含)以下規格可同等級

或含以上

1 20,25020,25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3 手提電腦

(燙染區專用)1. 雙核心處
理器技術： IntelR Core?
2 Duo 雙核心處理器
2.2GHz（含）以上 2. 系
統記憶體：2GB DDR2
667(含)以上 3. 硬碟：250
GB(含)以上 4. DVD Super
Multi DL燒錄光碟機規格
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3 38,000114,000 流設系 1-2手提電腦

(燙染區專用)1. 雙核心處理器
技術： IntelR Core?   2 Duo 雙
核心處理器2.2GHz（含）以上
2. 系統記憶體：2GB DDR2
667(含)以上 3. 硬碟：250

GB(含)以上 4. DVD Super Multi
DL燒錄光碟機規格可同等級或

含以上

3 38,000114,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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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2 數位相機

 強化臉部智慧對焦功能
28mm廣角鏡頭+IS防手震
功能 3吋高解像度
LCD+800萬像素CCD

2 13,15026,300
 表演藝術
系

2 數位相機
 強化臉部智慧對焦功能 28mm
廣角鏡頭+IS防手震功能 3吋高
解像度LCD+800萬像素CCD

2 13,15026,300
 表演藝術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 單槍投影機

TOSHIBA  3000ANSI流明
高亮度  400：1的高對比
N.C.E.超顯亮自然增色技

術

1 50,00050,000
 表演藝術
系

3
單槍投影
機

TOSHIBA  3000ANSI流明高亮
度  400：1的高對比N.C.E.超顯

亮自然增色技術
1 50,00050,000

 表演藝術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4
電腦(不含螢

幕)

1.?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
上 2.DDR2 800  1GB×
2(含)以上 3.250GB（含）
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
16mb buffer(含)以上4.16X
DVDRW (含)以上5.含作
業系統；規格可同等級

或含以上

15 14,800222,000 應外系 4
電腦(不含
螢幕)

1.?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
以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 2.DDR2 800  1GB
×2(含)以上 3.2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4.16X DVDRW
(含)以上5.含作業系統；規格可

同等級或含以上

15 14,800222,000 應外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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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5 電腦(含螢幕)

1.?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
上 2.DDR2 800  1GB×
2(含)以上 3.250GB（含）
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
16mb buffer(含)以上4.16X
DVDRW (含)以上5.含作
業系統       螢幕  1.面板
尺寸(吋) 19" (含)以上2.對
比700:1(含)以上3.亮度(燭
光) 300 cd/m2(含)以上4.
總體訊號反應時間(毫
秒)8ms(含)以下   ；規格
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23 20,250465,750
 通識教育
學院

5
電腦(含螢
幕)

1.?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
以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 2.DDR2 800  1GB
×2(含)以上 3.2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II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4.16X DVDRW
(含)以上5.含作業系統       螢幕
1.面板尺寸(吋) 19" (含)以上2.
對比700:1(含)以上3.亮度(燭光)
300 cd/m2(含)以上4.總體訊號
反應時間(毫秒)8ms(含)以下
；規格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23 20,250465,750
 通識教育
學院

本次會議無
變更

6 投影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3200
流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
格)

1 43,30043,300 國企系 6 投影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3200流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格)

1 43,30043,300 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 個人電腦

Core2 Dual 2.66GHZ、2G
RAM、19吋彩色液晶顯
示器(內建多層膜防刮玻
璃功能   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7 19,980339,660 國企系 7 個人電腦

Core2 Dual 2.66GHZ、2G
RAM、19吋彩色液晶顯示器
(內建多層膜防刮玻璃功能   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7 19,980339,660 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
EZOPEN電子
商務軟體

虛擬商店模組 30 10,000300,000 國企系 8
EZOPEN電
子商務軟
體

虛擬商店模組 30 10,000300,000 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9
系務知識管理

平台
ProEdu旗艦版 1 275,000275,000 國企系 9

系務知識
管理平台

ProEdu旗艦版 1 275,000275,000 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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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10 單眼數位相機

SONY A350 數位單眼Kit
含DT18-70mm F3.5-5.6 標
準單眼鏡頭(同等或以上

規格)

1 28,09028,090 國企系 10
單眼數位
相機

SONY A350 數位單眼Kit含
DT18-70mm F3.5-5.6 標準單眼
鏡頭(同等或以上規格)

1 28,09028,090 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
航空貨物運輸
承攬作業系統

含60台PC系統維護/系統
操作/實務訓練/輔導相關

證照考試
1 515,000515,000 國企系 11

航空貨物
運輸承攬
作業系統

含60台PC系統維護/系統操作/
實務訓練/輔導相關證照考試

1 515,000515,000 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 EZOPEN主機
高階伺服器(同等或以上

規格)
1 137,000137,000 國企系 12

EZOPEN主
機

高階伺服器(同等或以上規格) 1 137,000137,000 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3
油漆式英文單
字記憶軟體

全民應檢中級字彙、
TOEIC字彙

1 60,00060,000 國企系 13
油漆式英
文單字記
憶軟體

全民應檢中級字彙、TOEIC字
彙

1 60,00060,000 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4A3規格印表機
HP LaserJet 5200 A3黑白
雷射印表機(48MB記憶
體)(同等或以上規格)

1 26,25026,250國企系 14
A3規格印
表機

HP LaserJet 5200 A3黑白雷射印
表機(48MB記憶體)(同等或以

上規格)
1 26,25026,250國企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5
EzOpen電子商
務教育實習平

台

‧30個Store/1個Mall以上
‧商城(mall)--商店(sotre)
兩階層式管理模組‧作
業系統LINUX ‧程式語
言  JAVE ‧支援資料庫
MYSQL‧商店數30個 ‧
首頁版型2款‧內頁版型
40款   ‧商城功能-基本
資料設定、商城建置系
統、商城管理系統、商
城維護系統等‧商店

1式 350,000350,000
企業管理
系

15

EzOpen電
子商務教
育實習平
台

‧30個Store/1個Mall以上 ‧商
城(mall)--商店(sotre)兩階層式
管理模組‧作業系統LINUX ‧
程式語言  JAVE ‧支援資料庫
MYSQL‧商店數30個 ‧首頁
版型2款‧內頁版型40款   ‧商
城功能-基本資料設定、商城建
置系統、商城管理系統、商城

維護系統等‧商店

1式 350,000350,000
企業管理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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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16
實驗室門禁設

備

‧門禁卡鐘‧感應讀卡
機 ‧控制箱體(含UPS、
按鈕) ‧陽極鎖(磁感應
型) ‧卡鐘連線系統‧其
他相關耗材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式 22,50022,500
企業管理
系

16
實驗室門
禁設備

‧門禁卡鐘‧感應讀卡機 ‧控
制箱體(含UPS、按鈕) ‧陽極
鎖(磁感應型) ‧卡鐘連線系統
‧其他相關耗材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式 22,50022,500
企業管理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7 製冰機

Manitowoc 製冰機 含貯冰
槽 (生產量204kg的冰24
小時、儲存容量
131.7kg、尺寸76.2cm寬
*86.3cm深*151cm高、三
年保固)同等或以上規格

1 72,00072,000休運系 17 製冰機

Manitowoc 製冰機 含貯冰槽
(生產量204kg的冰24小時、儲
存容量131.7kg、尺寸76.2cm寬
*86.3cm深*151cm高、三年保
固)同等或以上規格

1 72,00072,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8 電腦跑步機
Johnson  T8000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120,000120,000休運系 18

電腦跑步
機

Johnson  T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120,000120,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9 電腦跑步機
Horizon Elite  507 (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2 65,000130,000休運系 19

電腦跑步
機

Horizon Elite  507 (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 65,000130,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0
心肺交叉訓練

機
Johnson  E8000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6 100,000600,000休運系 20

心肺交叉
訓練機

Johnson  E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6 100,000600,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1 飛輪腳踏車
 Johnson  P8000 (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6 20,000320,000休運系 21

飛輪腳踏
車

 Johnson  P8000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6 20,000320,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2
臥姿腿部彎曲

機
Matrix  S-73(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100,000100,000休運系 22

臥姿腿部
彎曲機

Matrix  S-73(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00,000100,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3 蹲舉架
Matrix  FW-73(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57,00057,000休運系 23 蹲舉架

Matrix  FW-73(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57,00057,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4 槓片架
Matrix    FW-94(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2 20,50041,000休運系 24 槓片架

Matrix    FW-94(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2 20,50041,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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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25 平躺式臥推架
Matrix    FW-13(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2 30,00060,000休運系 25

平躺式臥
推架

Matrix    FW-13(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2 30,00060,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6 包膠槓玲組
35磅-80磅(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45,00045,000休運系 26

包膠槓玲
組

35磅-80磅(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45,00045,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7 加長槓玲槓
20公斤(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2,00012,000休運系 27

加長槓玲
槓

20公斤(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0,00010,000休運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28 包膠槓片組
2.5-25公斤(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2 22,00044,000休運系 28

包膠槓片
組

2.5-25公斤(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2 22,00044,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9 雙頭複金屬燈
MVP507雙頭複金屬燈
{1000W}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4 35,000140,000休運系 29

雙頭複金
屬燈

MVP507雙頭複金屬燈{1000W}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4 35,000140,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0 仰臥起坐架
Matrix  FW-50(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33,00033,000休運系 30

仰臥起坐
架

Matrix  FW-50(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3,00033,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1
可攜式硬碟錄

影機
DSR-SR5四百萬硬碟攝影
機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5,50035,500休運系 31
可攜式硬
碟錄影機

DSR-SR5四百萬硬碟攝影機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5,50035,5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2 投影機
PT-LB60EA(或同規格等

級以上)
1 43,30043,300休運系 32 投影機

PT-LB60EA(或同規格等級以
上)

1 43,30043,3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3 雷射印表機
A3規格  PF-2330 (或同規

格等級以上)
1 75,00075,000休運系 33

雷射印表
機

A3規格  PF-2330 (或同規格等
級以上)

1 75,00075,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4 珠光螢幕
UNOO GFEM-SQ120 (電
動式84吋*84吋)或同規格

等級以上
1 12,20012,200休運系 34 珠光螢幕

UNOO GFEM-SQ120 (電動式84
吋*84吋)或同規格等級以上

1 12,20012,2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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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42型液晶顯示
器附視訊盒

寬930mm*高520mm(含)
以上或可視畫面對角
線：1066mm(含)以上，
另含壁掛安裝。

2 38,40076,800休運系 35
42型液晶
顯示器附
視訊盒

寬930mm*高520mm(含)以上或
可視畫面對角線：1066mm(含)
以上，另含壁掛安裝。

2 38,40076,8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6 個人電腦

8500GT（四核心）/512M
獨立顯卡/500G/2G

RAM、DVD光碟機、作
業系統、19吋彩色液晶
顯示器(內建多層膜防刮
玻璃功能)規格可同等級

或含以上

2 35,00070,000休運系 36 個人電腦

8500GT（四核心）/512M獨立
顯卡/500G/2G RAM、DVD光碟
機、作業系統、19吋彩色液晶
顯示器(內建多層膜防刮玻璃功
能)規格可同等級或含以上

2 35,00070,000休運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7
錄音室桌上型
工作站(伺服
器)

INTEL C2D 6550 CPU、
250G HDD *4、1G

DDRII-800 RAM*4、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20X DVD-
DUAL、MOTO SOUND
STUDIO IEEEE介面、
GEFORCE 8600GT 512M
VGA CARD、450W 機架
式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HANSON-G
19"LCD *2等等以上

1 120,000120,000行銷系 37
錄音室桌
上型工作
站(伺服器)

INTEL C2D 6550 CPU、250G
HDD *4、1G DDRII-800

RAM*4、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20X DVD-
DUAL、MOTO SOUND
STUDIO IEEEE介面、

GEFORCE 8600GT 512M VGA
CARD、450W 機架式
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
HANSON-G 19"LCD *2等等以

上

1 120,000120,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7-1
多媒體實驗室
相關軟體

SONY SOUNDVERGE剪
輯軟體(含教育訓練12H)

等等以上
1 65,00065,000行銷系 37-1

多媒體實
驗室相關
軟體

SONY SOUNDVERGE剪輯軟體
(含教育訓練12H)等等以上

1 65,00065,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7-2
多媒體實驗室
相關軟體

NUENDO最新版錄音軟
體(含教育訓練12H)等等

以上
1 125,000125,000行銷系 37-2

多媒體實
驗室相關
軟體

NUENDO最新版錄音軟體(含教
育訓練12H)等等以上

1 125,000125,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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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37-3
視訊剪輯工作
站(伺服器)

INTEL C2D 6550 CPU、
250G HDD *4、1G

DDRII-800 RAM *4、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20X DVD-
DUAL、GEFORCE
8600GT 512M VGA
CARD、450W 機架式
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HANSON-G
19"LCD *2、視訊剪輯
卡、LEEE介面等等以上

1 120,000120,000行銷系 37-3
視訊剪輯
工作站(伺
服器)

INTEL C2D 6550 CPU、250G
HDD *4、1G DDRII-800 RAM

*4、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20X DVD-
DUAL、GEFORCE 8600GT
512M VGA CARD、450W 機架
式POWERCASE含OS、
LOGITECH  MOUSE/KB、
HANSON-G 19"LCD *2、視訊
剪輯卡、LEEE介面等等以上

1 120,000120,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7-4
攝影棚電動背

景幕
電動式背景幕120"三色及
書架式背景等等以上

1 65,00065,000行銷系 37-4
攝影棚電
動背景幕

電動式背景幕120"三色及書架
式背景等等以上

1 65,00065,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8
WIN-CAMI電
腦實驗室相關
軟體

WIN-CAMI電腦輔助網路
調查模組

1 270,000270,000行銷系 38

WIN-CAMI
電腦實驗
室相關軟
體

WIN-CAMI電腦輔助網路調查
模組

1 270,000270,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8-1
自動化行銷與
調查系統

Web call系統、WEB網路
作業、可提供到3000條
電話線同時撥出

1 50,00050,000行銷系 38-1
自動化行
銷與調查
系統

Web call系統、WEB網路作
業、可提供到3000條電話線同

時撥出
1 50,00050,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9 單槍投影機
高流明3200ANSI(含)以上

等等
2 43,30086,600行銷系 39

單槍投影
機

高流明3200ANSI(含)以上等等 2 43,30086,6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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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40 筆記型電腦

Intel Core Duo T8300處理
器 2.4GHz(含以上)，記
憶體2GB(含以上)，硬碟
SATA 250G(含以上)，外
接式DVD+RW(含以上)，
螢幕12吋(含以上)，

Windows作業系統，五合
一讀卡插槽等等以上

5 42,500212,500行銷系 40
筆記型電
腦

Intel Core Duo T8300處理器
2.4GHz(含以上)，記憶體
2GB(含以上)，硬碟SATA
250G(含以上)，外接式

DVD+RW(含以上)，螢幕12吋
(含以上)，Windows作業系統，
五合一讀卡插槽等等以上

5 42,500212,5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41
桌上型電腦及
相關週邊設備

‧Intel Core 2 Duo
3.0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
上‧DDR2 667  1GB×
2(含)以上 ‧320GB(含)以
上 Serial ATA硬碟16mb
buffer(含)以上 ‧20X
DVDRW (含)以上‧含作
業系統windows等等以上
‧350W POWERCASE(含
OS、LOGITECH

MOUSE/KB、HANSON-G
19"LCD等等以上)

5 21,500107,500行銷系 41
桌上型電
腦及相關
週邊設備

‧Intel Core 2 Duo 3.0GHz(含)以
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DDR2 667  1GB
×2(含)以上 ‧320GB(含)以上
Serial ATA硬碟16mb buffer(含)
以上 ‧20X DVDRW (含)以上
‧含作業系統windows等等以
上‧350W POWERCASE(含
OS、LOGITECH  MOUSE/KB、
HANSON-G 19"LCD等等以上)

5 21,500107,5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42
彩色單眼數位

相機

1000萬畫素(含)以上等等
(含廣角鏡頭、望遠鏡
頭、專業腳架及相關配

件)

1 57,00057,000行銷系 42
彩色單眼
數位相機

1000萬畫素(含)以上等等(含廣
角鏡頭、望遠鏡頭、專業腳架

及相關配件)
1 57,00057,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43 無線擴音機

專業攜帶式擴音系統(無
線/紅外線手提音響系統)
內建50W,內建接收天
線,(含CD座,CF卡座,背包,
腳架,手持無線MIC ,無線
MIC(雙頻使用),電池,電
源供應器 )等等相同規格

或以上

2 22,50045,000行銷系 43
無線擴音
機

專業攜帶式擴音系統(無線/紅
外線手提音響系統)內建50W,
內建接收天線,(含CD座,CF卡
座,背包,腳架,手持無線MIC ,無
線MIC(雙頻使用),電池,電源供
應器 )等等相同規格或以上

2 22,50045,000行銷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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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44 線上問卷系統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
，安裝於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
擬電腦(或主機)之版權。支援
線上後台管理功能，後台所做
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現。
2. 問卷系統功能需求 (同等或
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管理者
與使用者登錄介面，且無使用
者註冊數量限制。b. 使用者可
於線上編製問卷，受訪者可於
線上填答問卷，且無同時上線
人數限制。 c. 提供E-mail 寄送
清單管理功能，且可以授權碼
，追蹤問卷填答狀況。 d. 問卷
填答結果須以 html格式存檔及
輸出，且可以數值格式輸出為
Excel 檔。須以表格、圓餅圖
及長條圖呈現問卷分析結果。
e. 具備管理者後台管裡功能，
並建置問卷及回覆結果資料庫
及資料庫管理系統。 f. 問卷題
項類型至少應包括：單選題、
多選題、題組、開放題。g. 承
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標準版 -
五人授權，供伺服器使用。 3.
承包商須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
光碟，並負責安裝本系統於業
主提供之主機，測試前述功能

1 275,000275,000運管系 44
線上問卷
系統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裝
於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或主
機)之版權。支援線上後台管理功能
，後台所做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
現。2. 問卷系統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
高等級規格) a. 提供管理者與使用者
登錄介面，且無使用者註冊數量限
制。b. 使用者可於線上編製問卷，受
訪者可於線上填答問卷，且無同時上
線人數限制。 c. 提供E-mail 寄送清單
管理功能，且可以授權碼，追蹤問卷
填答狀況。 d. 問卷填答結果須以 html
格式存檔及輸出，且可以數值格式輸
出為Excel 檔。須以表格、圓餅圖及
長條圖呈現問卷分析結果。 e. 具備管
理者後台管裡功能，並建置問卷及回
覆結果資料庫及資料庫管理系統。 f.
問卷題項類型至少應包括：單選題、
多選題、題組、開放題。g. 承包商須
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
育標準版 - 五人授權，供伺服器使
用。 3. 承包商須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
光碟，並負責安裝本系統於業主提供
之主機，測試前述功能並做必要之增
修，直至系統正常運作。於發揮系統
功能效益之必要範圍內，需依業主需
求提供前述功能20% 以內之增修，並
完成測試功能正常，並提供至少3小

時之教育訓練。

1 275,000275,000運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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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45
網路儲存伺服

器

● Gigabit RJ45網路連接
埠 ● SATA II 企業級硬
碟：750 GB (含) 以上 4
部● 2個 (含) 以上 USB
2.0 連接埠● 支援
TCP/IP、NetBEUI ● 支
援 Microsoft Networks
(CIFS/SMB) 、Internet
(HT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 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2000/XP/2003 ● 磁碟組
態：支援 RAID 0、RAID
1、RAID 5、JBOD● 支
援 英文

2 57,000114,000運管系 45
網路儲存
伺服器

● Gigabit RJ45網路連接埠 ●
SATA II 企業級硬碟：750 GB
(含) 以上 4 部● 2個 (含) 以上
USB 2.0 連接埠● 支援
TCP/IP、NetBEUI ● 支援
Microsoft Networks (CIFS/SMB)
、Internet (HT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 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2000/XP/2003 ● 磁碟
組態：支援 RAID 0、RAID 1、
RAID 5、JBOD● 支援 英文

2 57,000114,000運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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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46
網路商城
經營平台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
，安裝於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
擬電腦(或主機)之版權。具備
商城-商店 (mall-store) 線上後
台管理功能，後台所做之更新
，前台網頁立即呈現。本系統
不限於教學使用，店 家可實
際進行商品交易，且無開店數
量限制。2. 系統前台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
會員註冊、輸入及修改會員資
料功能。 b. 提供顧客搜尋資料
庫中的商品，列出符合條件的
商品的圖式與資訊。c. 具備購
物車功能，顯示前10個暢銷商
品，以及顧客近期瀏覽過的商
品。d. 承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
標準版 - 五人授權，供伺服器
使用。3. 系統後台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商城
(mall)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基
本資料設定、商城建置、商城
管理、商城維護系統 (商城經
營及交易控制台) 等功能。商
店 (store)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
商店網站建置、 商品設置、
交易設定、行銷管理、系統維
護、訂單維護、銷售分析、供
應商管理等功能。4. 承包商須
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光碟，並
負責安裝本系統於業主提供之

1 340,000340,000運管系 46
網路商城
經營平台

1. 本系統授權本校運籌管理系，安裝
於所屬之任何實體及虛擬電腦(或主
機)之版權。具備商城-商店 (mall-
store) 線上後台管理功能，後台所做
之更新，前台網頁立即呈現。本系統
不限於教學使用，店 家可實際進行商
品交易，且無開店數量限制。2. 系統
前台功能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
a. 提供會員註冊、輸入及修改會員資
料功能。 b. 提供顧客搜尋資料庫中的
商品，列出符合條件的商品的圖式與
資訊。c. 具備購物車功能，顯示前10
個暢銷商品，以及顧客近期瀏覽過的
商品。d. 承包商須提供一套 Windows
Server 2008 中文教育標準版 - 五人授
權，供伺服器使用。3. 系統後台功能
需求 (同等或更高等級規格)商城
(mall)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基本資料
設定、商城建置、商城管理、商城維
護系統 (商城經營及交易控制台) 等功
能。商店 (store) 管理模組功能：具備
商店網站建置、 商品設置、交易設
定、行銷管理、系統維護、訂單維
護、銷售分析、供應商管理等功能。
4. 承包商須提供完整之系統安裝光碟
，並負責安裝本系統於業主提供之主
機，測試前述功能並做必要之增修，
直至系統正常運作。於發揮教學及電
子商務效能之必要範圍內，須依業主
需求提供前述功能20% 以內之增修，
並完成測試功能正常。 另須提供至少

3小時之教育訓練。

1 340,000340,000運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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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47
專業型伺服器
(EzOpen 使用)

型號：eServer
X3400(7974-F2V) 或更高
等級●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Quad-Core
E5335 2.0G/1333MHz/ L2
Cache: 8MB 或更高等級
● IBM原廠主記憶體：
至少 2 GB (512 MB x 4)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上● 光碟機 ：
48X CD-ROM      或更高
等級● IBM 原廠 250 GB
(含) 以上       Simple-Swap
SATA 硬碟 2 部

1 55,00055,000運管系 47

專業型伺
服器

(EzOpen 使
用)

型號：eServer X3400(7974-F2V)
或更高等級●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Quad-Core E5335
2.0G/1333MHz/ L2 Cache: 8MB
或更高等級● IBM原廠主記憶
體：至少 2 GB (512 MB x 4)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
上● 光碟機 ：48X CD-ROM
或更高等級● IBM 原廠 250
GB (含) 以上       Simple-Swap
SATA 硬碟 2 部

1 55,00055,000運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48
專業型伺服器
(電腦教室使

用)

型號：eServer
X3650(7979-A2V) 或更高
等級●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Quad-Core
E5335 2.0G/1333MHz/ L2
Cache: 8MB 或更高等級
● IBM原廠主記憶體：
至少 4 GB (1 GB x 4)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上● 光碟機
Combo:8x-24x CD-
RW/DVD-ROM 或更高等
級● IBM 原廠 146 GB
(含) 以上       Hot-Swap
SAS 硬碟 2 部● 機構型
式： 2U機架式

1 95,00095,000運管系 48
專業型伺
服器(電腦
教室使用)

型號：eServer X3650(7979-
A2V) 或更高等級● 中央處理
器： Intel Xeon Quad-Core
E5335 2.0G/1333MHz/ L2 Cache:
8MB 或更高等級● IBM原廠主
記憶體：至少 4 GB (1 GB x 4)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
上● 光碟機 Combo:8x-24x CD-
RW/DVD-ROM 或更高等級●
IBM 原廠 146 GB (含) 以上
Hot-Swap SAS 硬碟 2 部● 機構
型式： 2U機架式

1 95,00095,000運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第 15 頁



附表二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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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49 電腦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1066MHz FSB,含以
上), 創見DDR2 800 RAM
2GB(含以上),硬碟250GB
SATA(含以上), LCD
19"(含以上)等或同規格
以上機種(含配線)，三年

保固。

50 17,570878,500資工系 49 電腦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1066MHz FSB,含以上), 創
見DDR2 800 RAM 2GB(含以
上),硬碟250GB SATA(含以上),
LCD 19"(含以上)等或同規格以
上機種(含配線)，三年保固。

50 17,570878,500資工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0
通訊實習基礎
設備組

1. 數位儲存式示波器:  頻
寬:40MHZ(含以上)  記憶
長度:2.5K點(含以上)  通
道數:2(含以上)  取樣
率:500MS/s(含以上)  VGA
液晶螢幕  前板有USB介
面連接儲存裝置2.電源供
應器:  Output
voltage:0~30v*2,5v(含以
上)  Output
current:0~3A*2,3A(含以
上)3.訊號產生器:  頻率範
圍：0.1Hz~10MHz 八檔
位(含以上)  輸出類型：
一般輸出,同步輸出(TTL),
掃描波  波形種類：正弦
波,方波,三角波, 鏈波,脈
波,

32 32,0311,025,000
電腦與通
訊系

50
通訊實習
基礎設備
組

1. 數位儲存式示波器:  頻
寬:40MHZ(含以上)  記憶長
度:2.5K點(含以上)  通道數:2(含
以上)  取樣率:500MS/s(含以上)
VGA液晶螢幕  前板有USB介
面連接儲存裝置2.電源供應器:
Output voltage:0~30v*2,5v(含以
上)  Output
current:0~3A*2,3A(含以上)3.訊
號產生器:  頻率範圍：
0.1Hz~10MHz 八檔位(含以上)
輸出類型：一般輸出,同步輸出
(TTL),掃描波  波形種類：正弦
波,方波,三角波, 鏈波,脈波,

32 32,0311,025,000
電腦與通
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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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51RFID教學模組

1.RFID教學實驗模組-11
套規格：RFM-
001(134.2KHz)、RFM-
003(125KHz)、RF-
230(13.56MHz、
ISO15693)、RF-
220(13.56MHz、Mifare)，
共可使用RFID三種頻
段：高頻13.56MHZ及低
頻125KHZ、134.2KHZ，
四個模組以供實驗。
RFID入門教學使用，提
供學習無線射頻原理及
被動式短距離RFID應用
之認識。           2. 2.45G
主動式RFID網路型讀卡
機-5套通訊: 2.45 GHz 支
援雙向通訊頻率:
2.40~2.48 GHz介

1 310,000310,000
電腦與通
訊系

51
RFID教學
模組

1.RFID教學實驗模組-11套規
格：RFM-001(134.2KHz)、
RFM-003(125KHz)、RF-
230(13.56MHz、ISO15693)、
RF-220(13.56MHz、Mifare)，共
可使用RFID三種頻段：高頻
13.56MHZ及低頻125KHZ、
134.2KHZ，四個模組以供實
驗。RFID入門教學使用，提供
學習無線射頻原理及被動式短
距離RFID應用之認識。
2. 2.45G主動式RFID網路型讀
卡機-5套通訊: 2.45 GHz 支援雙
向通訊頻率: 2.40~2.48 GHz介

1 310,000310,000
電腦與通
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2
個人桌上型電

腦

CPU:Inter Core 2
Dual(2.66GHz)含以上
(1066MHz FSB,含以上)
記憶體:1G*2 DDRII 800
SDRAM含以上  硬
碟:250G/7200rpm Serial
ATAII含以上  16X DVD
光碟機含以上   內建
windows作業系統  繪圖
卡: Nvidia GeForce 晶片
PCI-Express介面含以上
電源供應器:280W含以上
網際鍵盤/光學滑鼠  保固
期限:五年全機保固(含人
工、材料)  19吋(含以
上)LCD螢幕

12 25,650307,800
電腦與通
訊系

52
個人桌上
型電腦

CPU:Inter Core 2 Dual(2.66GHz)
含以上(1066MHz FSB,含以上)
記憶體:1G*2 DDRII 800
SDRAM含以上  硬
碟:250G/7200rpm Serial ATAII含
以上  16X DVD光碟機含以上
內建windows作業系統  繪圖卡:
Nvidia GeForce 晶片 PCI-
Express介面含以上  電源供應
器:280W含以上  網際鍵盤/光
學滑鼠  保固期限:五年全機保
固(含人工、材料)  19吋(含以
上)LCD螢幕

12 25,650307,800
電腦與通
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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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53 個人電腦

1.Core 2 Dual 2.66GHz(含
以上)(1066MHzFSB,含以
上),創見DDR2 800RAM
2GB(含以上),硬碟250GB
SATA(含以上),LCD
19"(含以上)等或同規格
以上機種(含配線)三年保
固。

50 22,0001,100,000資管系 53 個人電腦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1066MHzFSB,含以上),創見
DDR2 800RAM 2GB(含以上),硬
碟250GB SATA(含以上) 安全管
理系統,LCD 19"(含以上)等或同
規格以上機種(含配線)三年保
固。

50 22,0001,100,000資管系

1.依實際需
求變更規
格。2.金額
無變更。

54
RFID實驗室開
發應用軟硬體

平台

RFID行動學習套件(讀取
器、標籤、中介軟體模

組)
1 163,000163,000資管系 54

RFID實驗
室開發應
用軟硬體
平台

RFID行動學習套件(讀取器、
標籤、中介軟體模組)

1 163,000163,000資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5
機器人專題實
驗開發應用軟
硬體平台

1.18軸機器人套件(含
BASIC Commander-BCI、
Servo Runner A、Cmd
Board、Cmd Board Power
線、cmdBUS線、USB接
線、伺服馬達S03T-
2BBMG、Servo Power線
(大)、模組安裝板、PC支
撐腳、伺服器鋁板、U型
鋁板27mm、軸承、六角
銅柱、束帶、鐵殼Power
Supply、LCD 2X16A、
Keypad A、Time Keeper

A)

1 27,70027,700資管系 55

機器人專
題實驗開
發應用軟
硬體平台

1.18軸機器人套件(含BASIC
Commander-BCI、Servo Runner
A、Cmd Board、Cmd Board
Power線、cmdBUS線、USB接
線、伺服馬達S03T-2BBMG、
Servo Power線(大)、模組安裝
板、PC支撐腳、伺服器鋁板、
U型鋁板27mm、軸承、六角銅
柱、束帶、鐵殼Power

Supply、LCD 2X16A、Keypad
A、Time Keeper A)

1 27,70027,700資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6
充實外語軟硬
體之設置

Inter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2G(含)
以上/250G(含)以上/DVD-
ROM/含鍵盤滑鼠、作業
系統、含三年保固(以上
規格含以上或同等級)

32 12,810409,920 應外系 56
充實外語
軟硬體之
設置

Inter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2G(含)以上/250G(含)以上
/DVD-ROM/含鍵盤滑鼠、作業
系統、含三年保固(以上規格含

以上或同等級)

32 12,810409,920 應外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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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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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57-1電腦主機

1.Inter Core 2 Dual
2.66GHz 2.2GB記憶體
/250G硬碟 3. DVD光雕燒
錄機 4. 微軟Vista作業系
統(同級或以上)

1 13,50013,500 性學所 57-1電腦主機

1.Inter Core 2 Dual 2.66GHz
2.2GB記憶體/250G硬碟 3. DVD
光雕燒錄機 4. 微軟Vista作業系

統(同級或以上)

1 13,50013,500 性學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7-2
前級混音機
Mixer

 1.共16軌輸入含以上。
 2.單軌可指定4組含以上
可群組輸出。
 3.單軌配有及時聲音訊
號輸出入控制/指定、及
AUX輸出切換等操作選
擇按鍵或旋鈕。
 4.每輸入頻道接具有三
段以上的參數式等化器,
且中音部分頻率可另外
指定調控
 5.具錄音輸出(REC OUT)
及輸入(TAPE IN)端子
 6.單軌具備經前級個別
監聽輸出選擇鍵
 7.輸出部分另具經後級
處理監聽輸出選擇鍵
 8.內建電源及開關,以提
供一般動圈式及電容式
麥克風之用
 9.具單軌即時音頻訊號
開關鈕,可隨時直接控制
單軌音訊進出而不需以
推桿上下移動方式
 10.配備立體輸出12段
LED力度表
 11.含Insert  I/O介面
以上規格可報同等級或

1 16,00016,000 性學所 57-2
前級混音
機Mixer

 1.共16軌輸入含以上。
 2.單軌可指定4組含以上可群
組輸出。
 3.單軌配有及時聲音訊號輸出
入控制/指定、及AUX輸出切換
等操作選擇按鍵或旋鈕。
 4.每輸入頻道接具有三段以上
的參數式等化器,且中音部分頻
率可另外指定調控
 5.具錄音輸出(REC OUT)及輸
入(TAPE IN)端子
 6.單軌具備經前級個別監聽輸
出選擇鍵
 7.輸出部分另具經後級處理監
聽輸出選擇鍵
 8.內建電源及開關,以提供一般
動圈式及電容式麥克風之用
 9.具單軌即時音頻訊號開關鈕,
可隨時直接控制單軌音訊進出
而不需以推桿上下移動方式
 10.配備立體輸出12段LED力度
表
 11.含Insert  I/O介面
以上規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上

1 16,00016,000 性學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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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57-3
功率擴大機
Amplifier

1.雙迴路輸入出設計、額定
功率在8Ω時每迴路輸出最
高可達275W(含)以上、 4Ω
時可達390W(含)以上 、2Ω
時可達650W(含)以上、 8Ω
橋接時可達(含)780W 、 4Ω
橋接時可達1300W(含)以上
2.擴大器本身具有電源開關
機靜音保護 /DC直流故障輸
出 中斷保護 /過熱保護(≧
90度C)及VI限制器的基本功
能，且有對應電源狀態,保
護,溫度警告,喇叭處理器狀
態,信號狀態,過載等的LED
指示燈。3.輸出模式有立
體、橋接、並聯等三種模
式,並具有附頻率調整的超
低音及高頻濾波器2組，及
內建喇叭處理器，均附開
關必要時可以關閉。4.具有
變速的散熱風扇。5.通過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電磁波相
容性測試 (CNS13439及
IEC60065)檢驗合格 6.噪訊
比100db以上 7.功率頻寬在
10Hz~40Hz以上 8.輸入組抗
為30k歐姆(平衡)及15歐姆
(非平衡)。以上規格可報同
等級或含以上

1 10,00010,000 性學所 57-3
功率擴大
機Amplifier

1.雙迴路輸入出設計、額定功
率在8Ω時每迴路輸出最高可
達275W(含)以上、 4Ω時可達
390W(含)以上 、2Ω時可達
650W(含)以上、 8Ω橋接時可
達(含)780W 、 4Ω橋接時可達
1300W(含)以上 2.擴大器本身
具有電源開關機靜音保護 /DC
直流故障輸出 中斷保護 /過熱
保護(≧90度C)及VI限制器的基
本功能，且有對應電源狀態,保
護,溫度警告,喇叭處理器狀態,
信號狀態,過載等的LED指示
燈。3.輸出模式有立體、橋
接、並聯等三種模式,並具有附
頻率調整的超低音及高頻濾波
器2組，及內建喇叭處理器，
均附開關必要時可以關閉。4.
具有變速的散熱風扇。5.通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電磁波相容
性測試 (CNS13439及IEC60065)
檢驗合格 6.噪訊比100db以上 7.
功率頻寬在10Hz~40Hz以上 8.
輸入組抗為30k歐姆(平衡)及15
歐姆(非平衡)。以上規格可報
同等級或含以上

1 10,00010,000 性學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7-4單槍投影機

亮度:3200流明解析度:
1024*768重量: 2.5公斤(含以
下)特色: 光感應技術,不斷
電系統,兩秒快速開機(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43,30086,600 性學所 57-4
單槍投影
機

亮度:3200流明解析度: 1024*768重
量: 2.5公斤(含以下)特色: 光感應
技術,不斷電系統,兩秒快速開機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2 43,30086,600 性學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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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9張桌子及25
張椅子

式(適合教室空間使用形式) 1 61,50061,500 性學所 57-5
9張桌子及
25張椅子

式(適合教室空間使用形式) 1 61,50061,500 性學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8 筆記型電腦

cpu：Intel Core 2 Duo
T7300 2.0G (含以上)、光
碟機：DVD Super Multi
(DL) LightScribe、記憶
體：2GB、硬碟：
160GB、作業系統、含三
年保固(同等級或含以
上)。

4 33,500134,000 幼保系 58
筆記型電
腦

cpu：Intel Core 2 Duo T7300
2.0G (含以上)、光碟機：DVD
Super Multi (DL) LightScribe、
記憶體：2GB、硬碟：
160GB、作業系統、含三年保
固(同等級或含以上)。

4 33,500134,000 幼保系/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9
硬碟式攝影
機

(內建40GB硬碟容量，
600萬畫素素靜態攝
影、雙模式觸控液晶
螢幕、10倍光學變
焦、20倍數位變焦，
攝影機包，影音編輯
軟體，以上規格可報
同等級或含以上）。

1 36,50036,500 幼保系 59
硬碟式攝
影機

(內建40GB硬碟容量， 600
萬畫素素靜態攝影、雙模式
觸控液晶螢幕、10倍光學變
焦、20倍數位變焦，攝影機
包，影音編輯軟體，以上規
格可報同等級或含以上）。

1 36,50036,500
 幼保系/
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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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筆記型電腦

1.中央處理器：IntelR
Core?  2 Duo 雙核心處
理器T8300 (2.4 GHz，
800MHz系統匯流排)支
援IntelR Extended
Memory 64 Technology
(EM64T) 。   2.主記憶
體：2GB DDRII
667MHz。    3.儲存硬
碟容量：320GB Serial
ATA(5400 rpm) 。   4.
光碟機：DVD-Super
Multi DL。  5.三年保固
。6.同等級含以上

1 40,00040,000 應社院 60
筆記型電
腦

1.中央處理器：IntelR  Core
?  2 Duo 雙核心處理器
T8300 (2.4 GHz，800MHz系
統匯流排)支援IntelR
Extended Memory 64
Technology (EM64T) 。   2.主
記憶體：2GB DDRII
667MHz。    3.儲存硬碟容
量：320GB Serial ATA(5400
rpm) 。   4.光碟機：DVD-
Super Multi DL。  5.三年保
固  。6.同等級含以上

1 40,00040,000 應社院
本次會議無
變更

61
電動式珠光
螢幕

84"×84"電動軸心是管
狀馬達珠光螢幕

1 14,00014,000 應社院 61
電動式珠
光螢幕

84"×84"電動軸心是管狀馬達
珠光螢幕

1 14,00014,000 應社院
本次會議無
變更

62 桌椅更新
含：7張討論桌及20張
椅子

1 4800048000 應社院 62 桌椅更新 含：7張討論桌及20張椅子 1 4800048000 應社院
本次會議無
變更

63
專業電腦教室
繪圖教學電腦

主機：ASUS AS-D792
主機板：P5B-VM DO/S
CPU:Core 2 Quad 2.4GHz
、 NVIDIA Quadro FX370
專業顯示卡、 低階19吋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Windows
XPP作業系統)、含三年
保固 ( 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4 32,000448,000 室設系 63
專業電腦
教室繪圖
教學電腦

主機：ASUS AS-D792   主機
板：P5B-VM DO/S     CPU:Core
2 Quad 2.4GHz 、 NVIDIA
Quadro FX370專業顯示卡、 低
階19吋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Windows XPP作業
系統)、含三年保固 (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4 32,000448,000 室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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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64
HGonio8 燈具
配光曲線功率
表與軟體

◎ 四視窗同時顯示：電
壓、電流、功率、功率
因數/頻率：V,A,W,PF/Hz
◎ 所有測量值均為“真
實有效值” ◎ 電壓：
75V/150V/300V/600V 四
檔量程，自動換檔  ◎ 電
流：0.5A/2A/8A/20A 四檔
量程，自動換檔  ◎ 基頻
Hz：45Hz-65Hz，頻寬：
5kHz  ◎ 準確度：±（
0.4%讀數+0.1%量程+1
位）

1 140,00014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64

HGonio8
燈具配光
曲線功率
表與軟體

◎ 四視窗同時顯示：電壓、電
流、功率、功率因數/頻率：
V,A,W,PF/Hz  ◎ 所有測量值均
為“真實有效值” ◎ 電壓：
75V/150V/300V/600V 四檔量程
，自動換檔  ◎ 電流：
0.5A/2A/8A/20A 四檔量程，自
動換檔  ◎ 基頻Hz：45Hz-65Hz
，頻寬：5kHz  ◎ 準確度：±（
0.4%讀數+0.1%量程+1 位）

1 140,00014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本次會議
無變更(此
為二項設備
，金額為功
率表30,000
元、軟體
110,000元)

65
微奇3D設計家
專業版

微奇3D設計家專業版
V1.0學校教育網路板
(40users) 可同時供40位使
用者同時使用，含免費
更新版本一年

1 200,00020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65
微奇3D設
計家專業
版

微奇3D設計家專業版 V1.0學校
教育網路板(40users) 可同時供
40位使用者同時使用，含免費
更新版本一年

1 200,000200,0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66
空間實務教學
用掌上測距儀

Spectra Precision Laser  型
號：HD150

4 16,75067,000
 室內設計
系

66
空間實務
教學用掌
上測距儀

Spectra Precision Laser  型號：
HD150

4 16,75067,000
 室內設計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67

空間文化研究
室文史記錄用
A3黑白多功能
事務機

A4彩色多功能事務機
(三合一)

1 23,50023,5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67

空間文化
研究室文
史記錄用
A3黑白多
功能事務
機

A4彩色多功能事務機  (三合一) 1 23,40023,4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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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68

材料性能實驗
室用材料儲存
防潮櫃（大）

高櫃

防潮櫃（大）高櫃  約
170公升

1 11,80011,8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68

材料性能
實驗室用
材料儲存
防潮櫃（
大）高櫃

防潮櫃（大）高櫃  約170公升 1 11,50011,500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69
數位釉料轉印
系統(主機)

Colours: C/M/Y/K four
colour, 850 centigrade high
temperature color pigment
for ceramic
Photoconductive material:
OPC    Printing method:
laser electrostatic transfer
system     Fixing method:
heated rollers     Resolution:
800dpi equivalent x 400dpi

1 998,000998,000 視傳系 69
數位釉料
轉印系統
(主機)

Colours: C/M/Y/K four colour,
850 centigrade high temperature
color pigment for ceramic
Photoconductive material: OPC
Printing method: laser electrostatic
transfer system     Fixing method:
heated rollers     Resolution:
800dpi equivalent x 400dpi

1 998,000998,000 視傳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0 手動抽線機

可拉取8mm以下線或管
操作、包含拉線鉗、腳
架、拉線長度、為
80cm、重量33KG、長度
105cm*寬40cm*90cm(或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組 18,00018,000 流設系 70
手動抽線
機

可拉取8mm以下線或管操作、
包含拉線鉗、腳架、拉線長
度、為80cm、重量33KG、長
度105cm*寬40cm*90cm(或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組 18,00018,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1 小造型鉆組 共約17個造型鉆 1組 22,00022,000 流設系 71
小造型鉆
組

共約17個造型鉆 1組 22,00022,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2 2Kg電子秤 最大秤量2100g 1 28,80028,800 流設系 72 2Kg電子秤 最大秤量2100g 1 28,80028,8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3
金工成型鐵鉆

組
13個造型、架子及固定
座

1 31,00031,000 流設系 73
金工成型
鐵鉆組

13個造型、架子及固定座 1 31,00031,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第 24 頁



附表二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74
針筒式幫浦
(Syringe Pump)

1.注射體積0-60 cc　2注
射速度0.73μl/hr to 2120
ml/hr.

1 52,00052,000 流設系 74
針筒式幫
浦(Syringe
Pump)

1.注射體積0-60 cc　2注射速度
0.73μl/hr to 2120 ml/hr.

1 52,00052,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5
皮膚水份測定
探頭組

a.量測值顯示範圍至少包
含0∼120刻度b.量測面積
不大於50 mm2c.量測壓力
不大於1.5 Nd.可以量測到
20μm以上深度

1 120,000120,000 流設系 75
皮膚水份
測定探頭
組

a.量測值顯示範圍至少包含0∼
120刻度b.量測面積不大於50
mm2c.量測壓力不大於1.5 Nd.
可以量測到20μm以上深度

1 120,000120,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6
非接觸性紅外
線溫度器

T: -60oC-500oC1 15,00015,000 流設系 76
非接觸性
紅外線溫
度器

T: -60oC-500oC 1 15,00015,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7 溫控?環水槽
T: -30oC-100oC 精確度±
0.1oC

1 32,00032,000 流設系 77
溫控?環
水槽

T: -30oC-100oC 精確度±0.1oC 1 32,00032,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8
電子定位無線
針氈刺繡機

SIRUBA ※機頭裝配72針
規格※附贈7針圓形規格
一組

2 155,000310,000 流設系 78
電子定位
無線針氈
刺繡機

SIRUBA ※機頭裝配72針規格
※附贈7針圓形規格一組

2 155,000310,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9
三本自動切線

機
SIRUBA F007J-W122-
356/CH/UTR

1 65,00065,000 流設系 79
三本自動
切線機

SIRUBA F007J-W122-
356/CH/UTR

1 65,00065,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0
厚布類用布邊
包縫機

SIRUBA 747F-514M7-241 26,00026,000 流設系 80
厚布類用
布邊包縫
機

SIRUBA 747F-514M7-241 26,00026,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1 高頭車
皮鞋針車、長120cm、寬
55cm、高125cm、220V

2 18,50037,000 流設系 81 高頭車
皮鞋針車、長120cm、寬
55cm、高125cm、220V

2 18,50037,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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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
FULL HD1920*1080、高
對比900:1和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含線
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42,00042,000 流設系 82 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FULL
HD1920*1080、高對比900:1和
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
(含線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42,00042,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3 分離式冷氣機 1對1含施工安裝 1 39,00039,000 流設系 83
分離式冷
氣機

1對1含施工安裝 1 39,00039,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4

Adobe CS3
Design

Standard中文
教育版授權

9人授權 1 100,000100,000 流設系 84

Adobe CS3
Design
Standard中
文教育版
授權

9人授權 1 100,000100,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5 無線擴音機
Mipro-MA101A-MR823D+
掛耳式麥克風

1 13,50013,500 流設系 85
無線擴音
機

Mipro-MA101A-MR823D+掛耳
式麥克風

1 13,50013,5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6
個人電腦(含
螢幕)

LENOVO  M57e
E8400/2GB DDR2 800、
技嘉GV-RX365512H
512M 顯示卡、250GB硬
碟、DVD ROM、
19"LCD(含佈線工資)同
等級或以上

25 22,810570,25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86
個人電腦
(含螢幕)

LENOVO  M57e  E8400/2GB
DDR2 800、技嘉GV-
RX365512H  512M 顯示卡、
250GB硬碟、DVD ROM、
19"LCD(含佈線工資)同等級或
以上

25 22,810570,25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7 雷射測距儀

廠牌:德國Trimble
型號:HD-150
測量距離可至
150M(500ft)
測距精度:± 2mm
解析度:1 mm
電源:1.5V電池4顆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6,70016,7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87
雷射測距
儀

廠牌:德國Trimble
型號:HD-150
測量距離可至150M(500ft)
測距精度:± 2mm
解析度:1 mm
電源:1.5V電池4顆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6,70016,7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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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電腦軟體 Autcad(3D MIX)10人授權 1 250,000250,0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研
究所

88 電腦軟體

Autcad(3D MIX)2009 Education
New SLM 10 Seats 含
Subscription (10人版含一年升
級)

1 256,000256,0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研
究所

1.依實際需
求變更規格
及修正金
額。2.此為
實際決標金

89 個人電腦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硬碟
/20倍速DVD燒錄器/ 19吋
螢幕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三年保固/復
原管理系統(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30 19,700591,000 數遊系 89 個人電腦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
硬碟/20倍速DVD燒錄器/ 19吋
螢幕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
功能)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三年保固/復原管理系統(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30 19,700591,000 數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89-1
個人電腦(不
含螢幕)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硬碟
/20倍速DVD燒錄器//Vista
Home Basic License/三年
保固/復原管理系統(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2 14,500174,000 數遊系 89-1
個人電腦
(不含螢幕)

LENOVO  M57e  E8200/2GB
DDR2 800/ 250GB Serial ATAII
硬碟/20倍速DVD燒錄器//Vista
Home Basic License/三年保固/
復原管理系統(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2 14,500174,000 數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90 無音源鍵盤
MAUDIO Keystation 88es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3 10,20030,600 數遊系 90
無音源鍵
盤

MAUDIO Keystation 88es (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3 10,20030,600 數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91
數位攝錄放影

機

SONY DCR-SR85
數位錄放影機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6 22,500135,000 數遊系 91
數位攝錄
放影機

SONY DCR-SR85
數位錄放影機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6 22,500135,000 數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92 燈光設備組
24CH燈光控制盤、調光
器(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214,200214,200
 表演藝術
系

92
燈光設備
組

12迴路調光前後級控制器*1、
調光器設備、閃光燈、煙霧
機、泡泡機等相關設備(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 214,200214,200
 表演藝術
系

 1.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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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音效機櫃組

含16CH混音機、雙31段
等化器、數位式電子分
音器、功率擴大機、15
吋二音路喇叭、單18吋
超低音、手握數位無線
MIC、頭戴式無線MIC、
CD播放機、16U三面開
櫃機、喇叭架等相關器
材(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50,280350,280
 表演藝術
系

93
音效機櫃
組

含16CH混音機、雙31段等化
器、數位式電子分音器、功率
擴大機、15吋二音路喇叭、單
18吋超低音、手握數位無線
MIC、頭戴式無線MIC、CD播
放機等相關器材(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350,280350,280
 表演藝術
系

94
戶外演出用器

材箱
視需求製作尺寸(8∼10
個)

1 66,57066,570
 表演藝術
系

94
戶外演出
用器材箱

16U活動機櫃*1、飛行箱*1、
器材櫃*4組(同等或以上規格)

1 78,75078,750
 表演藝術
系

95 燈光架
視需求製作尺寸(或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4 19,687.578,750
 表演藝術
系

95 燈光架
燈光三角立架*4組(含電纜線
組、光電線等(或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4 29,137.5116,550
 表演藝術
系

96 BOOM BASE
L58*W45*H21(或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 21,65021,650
 表演藝術
系

96
BOOM
BASE

喇叭三腳立架*6支、麥克風長
短架、喇叭與混音器保護袋、
訊號線、喇叭線、音響用電源
延長線等(同等或以上規格)

1 66,57066,570
 表演藝術
系

97
個人電腦(不
含螢幕)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上, L2快取
(cache)記憶體4MB(含)以
上DDR2 800  1GB×2(含)
以上 (建議終身保固)20X
DVDRW (含)以上含作業
系統windows XP Home

3 13,30039,900 產設系 97
個人電腦
(不含螢幕)

Intel Core 2 Dual 2.66GHz(含)以
上, L2快取(cache)記憶體
4MB(含)以上DDR2 800  1GB×
2(含)以上 (建議終身保固)20X
DVDRW (含)以上含作業系統
windows XP Home

3 13,30039,9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98
autodesk 3ds
Max

2008education newLSM 10
pack教育版.含subscription

1 200,000200,000 產設系 98
autodesk
3ds Max

2008education newLSM 10 pack
教育版.含subscription

1 200,00020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優先序
92~96為整
批招標發包
，變更前計
畫總金額為
928,000元，
決標金額為
826,350元。
2.因97年10
月2日第3次
專責小組會
議變更時,優
先序94~96
金額誤植，
故於本次
97.12.12第5
次專責小組
會議修正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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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9 琺瑯電窯

1.爐體結構：內外階採用
鍍鋅鋼板，外殼並經雙
色烤漆處理，雙層結構
設計，可使外殼溫度低
於50℃。
2.重量：約13公斤 。    3.
升溫速率：15公鐘可達
800℃，40分鐘可達
1150℃。    4.溫度控制：
a. 採用雙字幕顯示，可
程式微電腦控制器控制
精度±1℃，溫度控制器
與爐體同廠牌。    b.具程
式保證系統，實際燒成
溫度與設定溫度偏差超
過2℃程式會自動等待，
燒成過程停電再復電時
，程式會自動啟動接續
未完程式。     c.具二組
程式記憶系統，每組程
式可設定8段。   5.測溫
系統：採用白金測溫
棒。      (或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34,00034,000 產設系 99 琺瑯電窯

1.爐體結構：內外階採用鍍鋅
鋼板，外殼並經雙色烤漆處理
，雙層結構設計，可使外殼溫
度低於50℃。
2.重量：約13公斤 。    3.升溫
速率：15公鐘可達 800℃，40
分鐘可達1150℃。    4.溫度控
制：a. 採用雙字幕顯示，可程
式微電腦控制器控制精度±1℃
，溫度控制器與爐體同廠牌。
b.具程式保證系統，實際燒成
溫度與設定溫度偏差超過2℃
程式會自動等待，燒成過程停
電再復電時，程式會自動啟動
接續未完程式。     c.具二組程
式記憶系統，每組程式可設定
8段。   5.測溫系統：採用白金
測溫棒。      (或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34,00034,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00
電動抽線、抽
管機

動力1HP、尺寸42W×
130L×93H cm、拉線長度
90cm  (或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64,57564,575 產設系 100
電動抽
線、抽管
機

動力1HP、尺寸42W×130L×93H
cm、拉線長度90cm  (或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 64,57564,575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01
金工專用迷你

鋸台

無段變速　110V　可調
整厚度　可使用金工#5 ~
#5/0鋸絲(或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0 0 0  產設系
金工專用
迷你鋸台

無段變速　110V　可調整厚度
可使用金工#5 ~ #5/0鋸絲(或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0 0 0  產設系
 刪除此優
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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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102
木作鍛敲工具

櫃
180㎝×120㎝×40cm(或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2 9,80019,600 產設系 101
木作鍛敲
工具櫃

1組(180㎝×120㎝×40cm *2個)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9,60019,600 產設系
修正規格內
容及單價總
價金額

103
手部及大腿氣
壓與酸痛感應
模擬器

三洋DR-6100(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125,000125,000 產設系 102

手部及大
腿氣壓與
酸痛感應
模擬器

三洋DR-6100(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25,000125,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04
跑步姿勢模擬

機

長x寬x高: 185 x 84 x 140
cm
跑帶面積 : 長x寬: 140 x
51 cm
產品重量 : 114kgs 承載重
量 : 125 kgs
‧Cardio Grip心跳螢幕可
隨時監控心跳率
‧18組內建模擬程式可
供使用者自選
‧2.5匹持續輸出馬力，
可承重125公斤的使用者
‧速度範圍0~12.坡度範
圍0~12%
‧藍色液晶顯示面板可
變換不同情境.可.顯示時
間.速.度.心跳.距離.卡路
里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60,00060,000 產設系 103
跑步姿勢
模擬機

長x寬x高: 185 x 84 x 140 cm
跑帶面積 : 長x寬: 140 x 51 cm
產品重量 : 114kgs 承載重量 :
125 kgs
‧Cardio Grip心跳螢幕可隨時
監控心跳率
‧18組內建模擬程式可供使用
者自選
‧2.5匹持續輸出馬力，可承重
125公斤的使用者
‧速度範圍0~12.坡度範圍
0~12%
‧藍色液晶顯示面板可變換不
同情境.可.顯示時間.速.度.心
跳.距離.卡路里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60,0006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05
騎馬姿勢模擬

器
國際EU-6441(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40,00040,000 產設系 104
騎馬姿勢
模擬器

國際EU-6441(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40,0004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06塑身實驗機
奧斯卡OS-3521
70*61*123cm(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13,00013,000 產設系 105
塑身實驗
機

奧斯卡OS-3521
70*61*123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3,00013,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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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107
風扇划船訓練

機

奧斯卡OS-2305
246*50*66cm(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50,00050,000 產設系 106
風扇划船
訓練機

奧斯卡OS-2305
246*50*66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50,0005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08
磁控立身健身
模擬器

奧斯卡OS-1202
97*97*175cm(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32,00032,000 產設系 107
磁控立身
健身模擬
器

奧斯卡OS-1202
97*97*175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2,00032,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09
磁控健步實驗

器

奧斯卡OS-2407
100*75*150cm(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10,00010,000 產設系 108
磁控健步
實驗器

奧斯卡OS-2407
100*75*150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10,0001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0
交叉橢圓訓練

機

奧斯卡OS-2515
120*75*100cm(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109
交叉橢圓
訓練機

奧斯卡OS-2515
120*75*100cm(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1
人體工學電腦
實驗椅

安達國際公司   凱薩琳
/sterling(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110
人體工學
電腦實驗
椅

安達國際公司   凱薩琳
/sterling(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2
人體工學電腦
實驗椅

Herman Miller   Aeron
Chair(小)(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111
人體工學
電腦實驗
椅

Herman Miller   Aeron
Chair(小)(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3
人體工學腳底
按摩器

MARUTAKA375*515*310
cm    13kg(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10,00010,000 產設系 112

人體工學
腳底按摩
器

MARUTAKA375*515*310cm
13kg(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0,0001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4
Rhino4.0升級

版
教育授權30台 1 10,00010,000 產設系 113

Rhino4.0升
級版

教育授權30台 1 10,0001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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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115
Rhino4.０完整

版
教育授權30台 1 33,00033,000 產設系 114

Rhino4.０
完整版

教育授權30台 1 33,00033,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6V-ray for Rhino教育授權60台 1 66,00066,000 產設系 115
V-ray for
Rhino

教育授權60台 1 66,00066,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7 焊接台

鐵製烤漆,含抽風馬達、
上工作台尺寸:75㎝×45㎝
×45cm、下工作台尺寸:75
㎝×45㎝×70cm   (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2 30,00060,000 產設系 116 焊接台

鐵製烤漆,含抽風馬達、上工作
台尺寸:75㎝×45㎝×45cm、下工
作台尺寸:75㎝×45㎝×70cm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2 30,00060,00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18
Dreamvweaver
軟體

Dreamvweaver  中文教育
最新版(授權20人)

1 136,000136,000
 管理學院
院長室

117
Dreamvwea
ver 軟體

Dreamvweaver CS3  中文教育最
新版(授權20個CONC)

1 112,400112,400 國企系

 1修正規格
版權為
CONC版可
增加電腦台
數使用。.2.
此為實際決

119
LiveABC 英語
學習資源網

共40個類別(互動劇場, 英
語情境小劇場, 看廣告學
英語,等 )共82單元。(含

同等或以上)

1 456,000456,000
 管理學院
院長室

118
LiveABC
英語學習
資源網

共40個類別(互動劇場, 英語情
境小劇場, 看廣告學英語,等 )共
82單元。(含同等或以上)

1 455,100455,100
 管理學院
院長室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20
LiveABC 英語
檢定網

1.全民英檢口說與寫作全
真模擬考, 初級2回 ; 中級
1回   共3回。2.多益模擬
試題 共10回。(含同等或

以上)

1 324,000324,000
 管理學院
院長室

119
LiveABC
英語檢定
網

1.全民英檢口說與寫作全真模
擬考, 初級2回 ; 中級1回   共3
回。2.多益模擬試題 共10回。

(含同等或以上)

1 324,000324,000
 管理學院
院長室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1單槍投影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3200
流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

格)

3 43,300129,900 休管系 120
單槍投影
機

1.三片式LCD液晶面板
2.XGA(1024*768)、3200流明度

(同等或以上規格)
3 43,300129,900 休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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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122筆記型電腦

Intel Core2 Duo T7500 、
螢幕尺寸 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面寬螢
幕、2GB DDR2 667、硬
碟160GB、DVD Super
Muliti DL燒錄光碟機、
作業系統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3 31,25093,750 休管系 121
筆記型電
腦

Intel Core2 Duo P8400(2.26G) 、
螢幕尺寸 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面寬螢幕、2GB
DDR3、硬碟250GB、DVD

Super Muliti DL燒錄光碟機、作
業系統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3 33,700101,100 休管系

 1.原規格已
停產,修正為
優規規格,故
修正調整金
額。2.此為
實際決標金
額。

123 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
2GB 、硬碟250G、DVD
燒錄器、19吋螢幕、作
業系統、含三年保固(以

上或同等級)

1 19,98019,980 休管系 122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
吋螢幕、作業系統、含三年保

固(以上或同等級)

1 19,98019,980 休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4 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
2GB 、硬碟250G、DVD
燒錄器、19吋螢幕、作
業系統、含三年保固(以

上或同等級)

12 19,980239,760 產設系 123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
吋螢幕、作業系統、含三年保

固(以上或同等級)

12 19,980239,760 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5 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
2GB 、硬碟250G、DVD
燒錄器、19吋螢幕、復
原軟體、技嘉V-

RX365512H  512MB、作
業系統、含三年保固(以

上或同等級)

2 24,01048,020 流設系 124個人電腦

Inter Core 2 Dual E8200、2GB
、硬碟250G、DVD燒錄器、19
吋螢幕、復原軟體、技嘉V-
RX365512H  512MB、作業系
統、含三年保固(以上或同等

級)

2 24,01048,02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6皮膚檢測儀

Skin-pH-MeterR,
SebumeterR and
CorneometerR in one
housing with a digital
display for the measured

values.
Technical changes may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同等級或以上)

1 70,00070,000 流設系 125
皮膚檢測
儀

Skin-pH-MeterR, SebumeterR
and CorneometerR in one housing
with a digital display for the

measured values.
Technical changes may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同等級或以上)

1 70,00070,000 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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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筆記型電腦
Fujitsu日系行動攜帶處理
器 LifeBook14”、 2G、
160GHD或同等級以上

1 50,00050,000 室設系 126
筆記型電
腦

Fujitsu日系行動攜帶處理器
LifeBook14”、 2G、160GHD

或同等級以上
1 50,00050,000 室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8單槍投影機
4000ANSI高流明投影機

或同級品
1 80,00080,000 室設系 127

單槍投影
機

4000ANSI高流明投影機或同級
品

1 70,00070,000 室設系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 52,00052,000

數位資料輸出
設備(印表
機、掃瞄器)

1 30,00030,000

130行動導播機

AWS-G500 現場節目製播
器 (含 電源需求AC 100 ~
240V, 50/60 Hz、電源消
耗功率160W、網路介面
RJ-45 x 1，10/100 Base-
TX、USB1.1  USB x
2RGB(GUI) D-Sub 15 pin
(母)，1280 x 800, 60Hz、
控制介面  D-Sub 9 pin
(公)，RS-232C記憶卡介
面 Memory Stick插槽(不
支援Memory Stick Pro)、
VISCA介面DIN 8 pin x 1
(支援Sony VISCA攝影機
控制)、LCD 15.4” 高亮
度LCD，1280 x 800, 60Hz
喇叭內建喇叭x 2(同等級
或以上)

1 590,000590,000 表藝系 129
行動導播
機

AWS-G500 現場節目製播器 (含
電源需求AC 100 ~ 240V, 50/60
Hz、電源消耗功率160W、網
路介面RJ-45 x 1，10/100 Base-
TX、USB1.1  USB x 2RGB(GUI)
D-Sub 15 pin (母)，1280 x 800,
60Hz、控制介面  D-Sub 9 pin
(公)，RS-232C記憶卡介面
Memory Stick插槽(不支援
Memory Stick Pro)、VISCA介面
DIN 8 pin x 1 (支援Sony VISCA
攝影機控制)、LCD 15.4” 高
亮度LCD，1280 x 800, 60Hz喇
叭內建喇叭x 2(同等級或以上)

1 560,000560,000 表藝系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31
LiveABC 英語
檢定網

多益(TOEIC)模擬考試題
10回

1 240,000240,000 應外系 130
LiveABC
英語檢定
網

多益(TOEIC)模擬考試題10回 1 240,000240,000 應外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9

1.京瓷環保黑白雷射印表
機A3(加購紙匣)或同級
品。 2.Microtek
ScanMaker9800，A3掃瞄
器含幻燈片專用光罩或
同級品。

2 42,500

1.京瓷環保黑白雷射印表機
A3(加購紙匣)或同級品。
2.Microtek ScanMaker9800，A3
掃瞄器含幻燈片專用光罩或同
級品。

 室設系

 此為二項
設備,實際決
標金額為印
表機52000
元;掃瞄器
30000元

85,000 室設系 128

數位資料
輸出設備
(印表機、
掃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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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ACER M3630 四核心主機  (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記憶體2GB

8 25,700205,600 休管系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ACER M3630 四核心主機  (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記憶體4GB

1 26,40026,400 休管系

 1.此項為支
援旅行業管
理系統,故修
正升級記憶
體規格。2.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33
旅行業管理系

統

科威旅行業管理系統，
管理出團及客戶資料(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2 48,00096,000 休管系 132
旅行業管
理系統

科威旅行業管理系統，管理出
團及客戶資料(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2 48,00096,000 休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34單槍投影機
3200ANSI高流明投影機

或同級品
1 43,30043,300 休管系 133

單槍投影
機

3200ANSI高流明投影機或同級
品

1 43,30043,300 休管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35 電動銀幕
壁掛式120吋含安裝(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 18,98718,987 休管系 134電動銀幕
壁掛式120吋含安裝(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15,30015,300 休管系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36 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
FULL HD1920*1080、高
對比900:1和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含線
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38,00038,000 休管系 135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解析度FULL
HD1920*1080、高對比900:1和
高亮度500 cd/m2或同級品以上
(含線材、吊架與施工安裝)

1 37,50037,500 休管系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37 沙發
3人+2人座(皮革)、大小
茶几(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23,00023,000 休管系 136 沙發
3人+2人座(皮革)、大小茶几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16,90516,905 休管系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132
ACER M3630 四核心主機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9 26,000234,000 休管系 131
電腦(含螢
幕)

電腦(含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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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138
數位星象設備
及軟體

1.投映主機一組含(可投映
天幕：直徑3~6m、解析
度：真實ψ1080像素(含)以
上、對比：12000：1(含)以
上、燈源：160W (含)以
上、投映模式：穿透型液
晶模式Full HD、 面板尺
寸：0.74形×3平面16︰9、
畫素：1920×1080 (SXGA)、
重量：約5.6 kg、 機身尺
寸：約50cm(長)x 40cm(寬) x
60cm(高)  、超廣角投射裝
置、.太空飛行操作搖桿控
制器*1台、中文化標示操
作夜光鍵盤*1個)。2.自動
星象解說軟體*1套( 星象解
說編輯投映軟體【校園公
播授權版】： 原廠合法授
權中文專有名詞翻譯、 合
法公播授權書、 安裝光碟
及驅動程式。另含 中文版
「自動星空解說」【校園
公播授權版】)以上皆含星
象媒體安裝及投影裝置連
結費用。(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630,000630,000 休管系 137
數位星象
設備及軟
體

1.投映主機一組含(可投映天
幕：直徑3~6m、解析度：真實
ψ1080像素(含)以上、對比：
12000：1(含)以上、燈源：
160W (含)以上、投映模式：穿
透型液晶模式Full HD、 面板
尺寸：0.74形×3平面16︰9、 畫
素：1920×1080 (SXGA)、重
量：約5.6 kg、 機身尺寸：約
50cm(長)x 40cm(寬) x 60cm(高)
、超廣角投射裝置、.太空飛行
操作搖桿控制器*1台、中文化
標示操作夜光鍵盤*1個)。2.自
動星象解說軟體*1套( 星象解
說編輯投映軟體【校園公播授
權版】： 原廠合法授權中文專
有名詞翻譯、 合法公播授權
書、 安裝光碟及驅動程式。另
含 中文版「自動星空解說」
【校園公播授權版】)以上皆含
星象媒體安裝及投影裝置連結
費用。(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600,000600,000 休管系

139 碟型天幕

直徑3米碟型天幕:含骨架
懸吊式固定裝置、玻璃
纖維圓弧骨板、投影幕
塗裝處理、圓頂下緣收
邊、吊裝組合及安裝。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70,000370,000 休管系 138碟型天幕

直徑3米碟型天幕:含骨架懸吊
式固定裝置、玻璃纖維圓弧骨
板、投影幕塗裝處理、圓頂下
緣收邊、吊裝組合及安裝。(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370,000370,000 休管系

 此優先序
137與優先
序138為整
批開標發包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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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140
高階投影專用

電腦

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2
Duo E8300含以上、記憶
體2GB DDR2 800含以
上、硬碟500G含以上、
DVD燒錄機、繪圖卡/晶
片Intel Graphics Integrated
、作業系統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液
晶螢幕22吋。(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30,00030,000 休管系 139
高階投影
專用電腦

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2 Duo
E8300含以上、記憶體2GB
DDR2 800含以上、硬碟500G含
以上、DVD燒錄機、繪圖卡/晶
片Intel Graphics Integrated 、作
業系統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液晶螢幕22吋。(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1 28,00028,000 休管系
 此為實際
決標金額

合計 22,327,892 22,321,960

合計變更說明:原合計金額為22,327,892元，流出餘款5,932元至"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經費，變更後支用合計金額為22,321,9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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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1 高階伺服器
HP (Intel Xeon 2.6GHz以
上(含)、含選購項目)

1 399,302399,302 圖書館 1
高階伺服
器

HP (Intel Xeon E7320 2.13GHz*4
顆、記憶體8GB、硬碟:145GB*4
顆、8XDVD-ROM 以上(含)、含選

購項目)

1 434,302434,302 圖書館

1.此項與優先
序2一併發包
，依實際使
用需求將原
優先序2"低
階伺服器"加
購之記憶體
容量移轉至
優先序1高階
伺服器使用
，故修正規
格記憶體容
量 及調整此
單價、總價
金額。2.此為

2 低階伺服器
HP (Dual-core Intel Xeon
2.0GHz以上(含))

2 160,890321,780 圖書館 2
低階伺服
器

HP (Dual-core Intel XeonE5420
2.5GHz*2顆、記憶體2GB、硬碟
145GB*4顆、8XDVD-ROM 以上

(含))

2 143,390286,780 圖書館

1.此項與優先
序1一併發包
，依實際使
用需求調整
規格、單
價、總價。2.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3
網路設備 -
Layer 2 switch

高階24port 10/100Base-TX
(含選購項目)

6 15,20091,200 圖書館 3
網路設備
- Layer 2
switch

高階24port 10/100Base-TX (含選購
項目)

6 15,20091,200 圖書館
本次會議無
變更

4
館際合作暨其
他相關軟體

Ariel for Windows 升級版
(From 3.X to 4.1)

1 39,50039,500 圖書館 4
館際合作
暨其他相
關軟體

Ariel for Windows 升級版 (From 3.X
to 4.1)

1 39,50039,500 圖書館
本次會議無
變更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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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變更內容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變更彙總表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5

電腦相關週邊
設備(雷射印
表機、掃瞄
器)

HP (A4 sizes)同等或以上
規格

4 8,57534,300 圖書館 5

電腦相關
週邊設備
(雷射印表
機、掃瞄
器)

含HP (A4 sizes)雷射印表機*2台、
掃瞄器*2台  同等或以上規格

1 34,30034,300 圖書館

本項次含二
項設備，金
額各為印表
機14400元*2
台、掃瞄器
2750元*2台

6 電腦

HP Core2Quad2.4GH以上
(含)、RAM2G以上(含)、
HD250GB以上(含)、 22
吋LCD(含以上)、(含選購

項目)

2 52,985105,970 圖書館 6 電腦

HP Core2Quad2.4GH以上(含)、
RAM2G以上(含)、HD250GB以上
(含)、 22吋LCD(含以上)、(含選購

項目)

2 52,985105,970 圖書館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 光纖卡
支援SAN使用 (含施工、

記憶體)
1 37,50037,500 圖書館 7 光纖卡 支援SAN使用 (含施工、記憶體) 1 37,50037,500 圖書館

本次會議無
變更

合計 1,029,552 1,02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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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說明

1 視聽資料 VOD/DVD/VCD456      4,101  1,870,000圖書館 1 視聽資料 VOD/DVD/VCD456 4,1011,870,000圖書館
本次會議無變

更

2 中文圖書 中文圖書 4,945         377  1,865,000圖書館 2 中文圖書 中文圖書 5096365.981,865,000圖書館

1.依實際採購修
正數量及單
價。2.金額無變

更。

3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340      2,889  3,870,918圖書館 3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4412,686.273,870,918圖書館

1.依實際採購修
正數量及單
價。2.金額無變

更。

合計 7,605,918  7,605,918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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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1 天幕帳
(同級或以上)300*600cm;指

揮營
1 26,00026,0001 天幕帳

(同級或以上)300*600cm;指揮
營

1 26,00026,000
 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 天幕帳
(同等級或以上)300*600cm:
收納尺寸150*54*29cm

5 17,00085,0002 天幕帳
(同等級或以上)300*600cm:收
納尺寸150*54*29cm

5 17,00085,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 電吉他
(同級或以上)指版、Pick
up：雙線圈

1 10,00010,0003 電吉他
(同級或以上)指版、Pick
up：雙線圈

1 10,00010,000

熱門音樂
社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4 電貝斯
(同級或以上)琴格 24,拾音
器,金屬配件

1 11,00011,0004 電貝斯
(同級或以上)琴格 24,拾音器,
金屬配件

1 11,00011,000

熱門音樂
社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5 電木吉他
(同等級或以上)高級側板
及背板NATO

1 15,00015,0005 電木吉他
(同等級或以上)高級側板及
背板NATO

1 15,00015,000
吉它社社
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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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7,00017,0006 bass音箱
(同級或以上)100W bass
amplifier with 12" coaxial 2-
way speaker

1 17,00017,000

熱門音樂
社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 木吉他音箱
(同級或以上)60W.12吋喇
叭單體.多重輸出端子，
Line、調音器

1 22,00022,0007 木吉他音箱
(同級或以上)60W.12吋喇叭
單體.多重輸出端子，Line、
調音器

1 22,00022,000
吉它社社
團/課外活
動指導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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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
變更內容

8
專業攜帶式擴
音器

(同級或以上)內建大功率
放大器,無線麥克風,有限克
風輸入,AUXIN可連接多肥
體電腦輸入,內庄無線與紅
外線接收模組,附屬配件:手
持無線MIC*1及領夾式MIC
各1,電源供應器,腳架,擴音
機收藏袋

3 17,00051,0008
專業攜帶式擴

音器

(同級或以上)內建大功率放
大器,無線麥克風,有限克風
輸入,AUXIN可連接多肥體電
腦輸入,內庄無線與紅外線接
收模組,附屬配件:手持無線
MIC*1及領夾式MIC各1,電源
供應器,腳架,擴音機收藏袋

3 17,00051,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9 棒壘球發球機

(同級或以上)球速可調最
高可達60mph,1/4hp附三角
架,棒球,壘球可轉換使用,
附加木製球棒2支,鋁棒球
棒2支

2 110,000220,0009 棒壘球發球機

(同級或以上)球速可調最高
可達60mph,1/4hp附三角架,棒
球,壘球可轉換使用,附加木
製球棒2支,鋁棒球棒2支

2 110,000220,000

社團平時
練習或活
動器材可
以更方便
取得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0 數位攝影機

(同級或以上)總畫素107萬
/100萬，25倍光學變焦，
蔡司鏡頭，，隨機附件：
電源供應器、Multi AV線
(無S端子)、鋰電池NP-
FP50、電腦應用軟體、
USB連接線、Handycam底
座、遙控器

1 23,00023,00010 數位攝影機

(同級或以上)總畫素107萬
/100萬，25倍光學變焦，蔡
司鏡頭，，隨機附件：電源
供應器、Multi AV線(無S端
子)、鋰電池NP-FP50、電腦
應用軟體、USB連接線、
Handycam底座、遙控器

1 23,00023,0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第 42 頁



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
變更內容

11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al
E8200 2.記憶體：2GB
DDR2 800 3.光碟機：20x
DVD/SATA 介面DVD 燒錄
器 4.硬碟：250GB/7200轉
(五年保固) 5.晶片：Intel
G31 Express Chipset 6.繪
圖：Intel GMA 3100 7.19吋
(ASUS VW195U(寬螢幕) 8.
作業系統：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9.保固年
限：原廠人工、零件全免
保固三年(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3 19,98059,94011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al
E8200 2.記憶體：2GB DDR2
800 3.光碟機：20x
DVD/SATA 介面DVD 燒錄器
4.硬碟：250GB/7200轉(五年
保固) 5.晶片：Intel G31
Express Chipset 6.繪圖：Intel
GMA 3100 7.19吋(ASUS
VW195U(寬螢幕) 8.作業系
統：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License 9.保固年限：原
廠人工、零件全免保固三年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3 19,98059,94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

筆記型電腦
(ACER

TravelMate629
2)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T7500 2.螢幕尺寸：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
面寬螢幕 3.記憶體：2GB
DDR2 667 4.硬碟：160GB
5.DVD Super Multi DL燒錄
光碟機 5.Mobile Intel
GM965搭配3D整合式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GMA)X3100晶
片6.內建網路攝影機指紋
辨識系統 7.作業系統：
Windos Vista Business 8.保
固年限：原廠工人、零件
全免保固3年(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 31,25062,50012

筆記型電腦
(ACER

TravelMate6292
)

1.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T7500 2.螢幕尺寸：12.1吋
WXGA Acer CrystalBrite鏡面
寬螢幕 3.記憶體：2GB
DDR2 667 4.硬碟：160GB
5.DVD Super Multi DL燒錄光
碟機 5.Mobile Intel GM965搭
配3D整合式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GMA)X3100晶片
6.內建網路攝影機指紋辨識
系統 7.作業系統：Windos
Vista Business 8.保固年限：
原廠工人、零件全免保固3
年(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2 31,25062,500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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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彙
變更內容

13 歌唱音響設備

‧主機重量：5KG    ‧電源：100V∼
240V(50/60HZ)    ‧功率消耗：5W（
待機）/ 55W（工作）
‧視頻輸出：色差端子輸出x1、S端
子輸出x1、RCA端子輸出(黃)x1
‧視頻輸入：RCA端子輸入(黃)x1
‧音頻輸出：KTV＆DVD(共用立體
RCA端子輸出)    ‧DVD (1)同軸數位
端子輸出 (2)光纖數位端子輸出
‧USB連接埠：USB PORT    ‧信號
／噪音比：100db以上   ‧頻率響
應：5∼22KHZ  ‧總諧波失真：
0.01%以下    ‧動態範圍：動態範圍
96db以上‧AUDIOKING擴大機SA700
保固期：一年   ‧遙控器  ‧無線麥
克風
‧訊號雜訊比：90dB    ‧顯示方
式：液晶顯示器     ‧靜音方式：靜
音及音碼鎖定   ‧電源供應：
DV12V~300mA   ‧內建一組6.3mm接
頭及2個XLR接頭   ‧搭載4只天線，
受干擾時可瞬間切換  ‧頻率響應範
圍80Hz~12500Hz    ‧麥克風採用超心
型指向性動圈式音頭
喇叭組:
‧VS-668主聲道x2/中置x1/環繞x2
‧頻率響應 50Hz-22KHz   ‧靈敏度
92dB  ‧阻抗 主聲道4-6歐姆 中置/環
繞8歐姆   ‧瞬間功率 主聲道160W
中置/環繞80W   ‧尺寸mm： 主聲道
W260H1065D360  ‧中置80H195D210
‧環繞 W192H310D224   ‧重量kg：
主聲道 21.5    ‧中置 6.5   ‧環繞 3.5
同級或以上規格

1 70,87770,87713 歌唱音響設備

擴大機 Audioking SA-700 、 伴唱機 美
華 868 、無線麥克風 MIPRO MR-823D
、 劇院組喇叭 ‧主機重量：5KG    ‧
電源：100V∼240V(50/60HZ)    ‧功率
消耗：5W（待機）/ 55W（工作）
‧視頻輸出：色差端子輸出x1、S端子
輸出x1、RCA端子輸出(黃)x1      ‧視頻
輸入：RCA端子輸入(黃)x1
‧音頻輸出：KTV＆DVD(共用立體
RCA端子輸出)    ‧DVD (1)同軸數位端
子輸出 (2)光纖數位端子輸出
‧USB連接埠：USB PORT    ‧信號／
噪音比：100db以上   ‧頻率響應：5∼
22KHZ  ‧總諧波失真：0.01%以下    ‧
動態範圍：動態範圍96db以上‧
AUDIOKING擴大機SA700保固期：一年
‧遙控器  ‧無線麥克風
‧訊號雜訊比：90dB    ‧顯示方式：液
晶顯示器     ‧靜音方式：靜音及音碼
鎖定   ‧電源供應：DV12V~300mA   ‧
內建一組6.3mm接頭及2個XLR接頭   ‧
搭載4只天線，受干擾時可瞬間切換  ‧
頻率響應範圍80Hz~12500Hz    ‧麥克風
採用超心型指向性動圈式音頭
喇叭組:
‧VS-668主聲道x2/中置x1/環繞x2   ‧頻
率響應 50Hz-22KHz   ‧靈敏度 92dB  ‧
阻抗 主聲道4-6歐姆 中置/環繞8歐姆
‧瞬間功率 主聲道160W 中置/環繞80W
‧尺寸mm： 主聲道 W260H1065D360
‧中置80H195D210
‧環繞 W192H310D224   ‧重量kg：主
聲道 21.5    ‧中置 6.5   ‧環繞 3.5
同級或以上規格

1 70,50070,500

提供音樂
性社團練
習/辦理活
動

依實際需求
修正規格內
容，此為實
際決標金額

合計 673,317 672,940

合計變更說明:原合計金額為673,317元，流出餘款377元至"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經費，變更後支用合計金額為672,9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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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變更說明

1
具節能標章
空調主機

氣冷式冰水
機(20RT) 含
配電及安裝

2      97,500    195,000總務處 1
具節能標
章空調主
機

氣冷式冰水機
(20RT) 含配電
及安裝

2 100,654.5201,309總務處

本項目實際採購
金額為505,000元
，經本次變更流
入教學儀器設備
經費餘款5,932元
及訓輔設備餘款
377元共6,309元支
應後，計畫經費
支出金額調整為
201,309元，其餘
差額部份則由本
校自有經費支
應。

2
真空管太陽
能熱水器

真空管太陽
能熱水器
(含熱水儲
水桶、冷水
水塔、電磁
閥、馬達、
安裝及運
費)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2    115,500    231,000總務處 2
真空管太
陽能熱水
器

真空管太陽能
熱水器(含儲水
桶、溫差控制
器、液位控制
器、電磁閥、
馬達、安裝及
運費)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2 115,500231,000總務處
依實際需求修正
規格內容，金額
無變更

合計 426,000   432,309

合計變更說明:原合計金額為426,000元，經教學儀器設備經費餘款5,932元及訓輔設備餘款377元流入金額共6,309元，故變更後支用合計金額為432,309
元。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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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變更說明

1
置物櫃(含底

座)

4*6尺拉門鐵櫃(玻
璃拉門)118寬*40深
*181高(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6 3,30019,8001
置物櫃(含底

座)

4*6尺拉門鐵櫃(玻璃
拉門)118寬*40深
*181高(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6 3,30019,800 幼保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 防潮箱
180公升、標準除
濕心臟(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8,9008,9002 防潮箱
180公升、標準除濕
心臟(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8,9008,900幼保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3 五金零料
建置視聽教室用零
件

0 0 0 五金零料
建置視聽教室用零
件

0 0 0 性學所
刪除此項優
先序

3-1 錄音筆

可支援播放格式
(MP3, WMA ;
32kbps-192kbps);內
置語音預設時間錄
音功能; 以上規格
可報同等級或含以
上

2 3,5007,0003 錄音筆

記憶體容量：1GB
．支援格式：
MP3/WMA
．錄音格式：MP3直
錄；三種錄音品質
選擇(SP:32Kbps,
HQ:64Kbps,
SHQ:128Kbs)
．V.O.R聲控 ：自動
聲音偵測啟動錄音
．錄音雜訊消除：
錄音時過濾非語音
外 雜音
含同等級或含以上

2 4,9009,800性學所

1.此項為優
先序3~3-4
整批發包，
故修正優規
規格，調整
單價及總
價。2.此為
實際決標金
額。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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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3-2
外接式對拷

機

 支援 DVD media,
DVD-R/RW,
DVD+R/+RW,DVD
± R (DL),DVD-
RAM,CD-R/RW; 以
上規格可報同等級
或含以上

1 8,5008,5003-1
外接式對拷
機

 支援 DVD media,
DVD-R/RW,
DVD+R/+RW,DVD ±
R (DL),DVD-
RAM,CD-R/RW; 以
上規格可報同等級
或含以上

1 6,5006,500性學所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3-3條碼掃描器
遠距離條碼掃  ; 以
上規格可報同等級
或含以上

1 3,8003,8003-2條碼掃描器
遠距離條碼掃  ; 以
上規格可報同等級
或含以上

1 2,8002,800性學所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3-4 護貝機

◆ A3 Size 最大護
貝尺寸
◆ 13 段可調適溫
控（90℃∼
150℃）
◆ 具備紙張倒退
功能
◆ 可選擇冷、熱
兩種護貝方式 ; 以
上規格可報同等級
或含以上

1 3,2003,2003-3 護貝機

◆ A3 Size 最大護貝
尺寸
◆ 13 段可調適溫控
（90℃∼150℃）
◆ 具備紙張倒退功
能
◆ 可選擇冷、熱兩
種護貝方式 ; 以上規
格可報同等級或含
以上

1 3,2003,200性學所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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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3-5 碎紙機

(1)碎紙張數：15張
/次A4紙
(2)碎紙尺寸：4*30
mm 短碎
(3)最大入紙寬度：
230mm
(4)可碎CD光碟
片：1片/次
(5)可碎信用卡：1
片/次
(6)碎紙筒容量：35
公升(約360張紙)
(同等級或含以上
規格)

1 7,5007,5003-4 碎紙機

(1)碎紙張數：15張/
次A4紙
(2)碎紙尺寸：4*30
mm 短碎
(3)最大入紙寬度：
230mm
(4)可碎CD光碟片：1
片/次
(5)可碎信用卡：1片/
次
(6)碎紙筒容量：35
公升(約360張紙)
(同等級或含以上規
格)

1 6,9006,900性學所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4 教學教具 依課程需求製作 一式 56,73056,7304 教學教具 依課程需求製作 一式 54,17954,179
表演藝術
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5
數位器材及
配件

依課程需求增購 一式 58,48058,4805
數位器材及
配件

依課程需求增購 一式 52,80052,800
表演藝術
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6
教學無線擴
音機

輸出功率120W、
內建無線麥克風接
收模組、可撥放
CD、MP3等(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 9,9009,9006
教學無線擴
音機

輸出功率120W、內
建無線麥克風接收
模組、可撥放CD、
MP3等(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9,9009,900
室內設計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7 氣壓式營幕
100"(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9,9009,9007 氣壓式營幕
100"(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9,9009,900
室內設計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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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8
充電式手提
擴音器

20W大功率(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2,1504,3008
充電式手提
擴音器

20W大功率(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2 2,1504,300
室內設計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9 大聲公

輸出功率:最大35W
Max，35±15%
Watts，尺寸:喇叭
口徑313mmX全長
435mm(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2支 4,8009,6009 大聲公

輸出功率:最大35W
Max，35±15% Watts
，尺寸:喇叭口徑
313mmX全長
435mm(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2支 3,5007,0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0
無線教學擴
音器

50W超大功率有線/
無線手提教學麥克
風 且體積不大+電
源/電池兩用 充飽
電可使用5~8小時
(含兩支無線麥克
風)(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 組 7,9007,90010
無線教學擴
音器

50W超大功率有線/
無線手提教學麥克
風 且體積不大+電源
/電池兩用 充飽電可
使用5~8小時(含兩支
無線麥克風)(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 組 7,5007,500
建築與環
境設計系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11
TSZ 雙曲噴
槍

SP-35(2c.c)及配件 2 3,0876,17411
TSZ 雙曲噴
槍

SP-35(2c.c)及配件 2 3,0876,174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2
噴槍桌上型
迷你壓縮機

TSZ 2 4,8519,70212
噴槍桌上型
迷你壓縮機

TSZ 2 4,8519,702流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3 電動噴槍
靜音馬達/大噴槍
/110V、附腳踏控
制、管路、接頭

3 9,00027,00013 電動噴槍
靜音馬達/大噴槍
/110V、附腳踏控
制、管路、接頭

3 9,00027,000產設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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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4 數位錄音筆

記憶體容量：1GB支
援格式：MP3/WMA
錄音格式：MP3直
錄；三種錄音品質選
擇(SP:32Kbps,
HQ:64Kbps,
SHQ:128Kbs)電池使
用時間：播放時間-
約20小時(使用耳
機)；約15小時(使用
揚聲器)。錄音時
間：15小時。錄音時
間：1GB。FM ：FM
立體聲收聽（30個預
設電台）、FM錄
音。V.O.R聲控 ：自
動聲音偵測啟動錄
音。錄音雜訊消除：
錄音時過濾非語音外
的雜音。多國語言支
援：5國語言支援
(韓、英、簡中、繁
中、俄)。傳輸介
面：USB2.0。體積
(W x H x D)：33x
97(同等級或以上規
格)

1 4,9004,90014 數位錄音筆

記憶體容量：1GB支援
格式：MP3/WMA錄音
格式：MP3直錄；三種
錄音品質選擇
(SP:32Kbps, HQ:64Kbps,
SHQ:128Kbs)電池使用
時間：播放時間-約20
小時(使用耳機)；約15
小時(使用揚聲器)。錄
音時間：15小時。錄
音時間：1GB。FM ：
FM立體聲收聽（30個
預設電台）、FM錄
音。V.O.R聲控 ：自動
聲音偵測啟動錄音。
錄音雜訊消除：錄音
時過濾非語音外的雜
音。多國語言支援：5
國語言支援(韓、英、
簡中、繁中、俄)。傳
輸介面：USB2.0。體
積(W x H x D)：33x
97(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 4,9004,900視傳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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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5
無線教學擴
音機(充電
式)

●接收機．頻率範
圍：VHF 160-270
Mhz．調變方式：
FM　．接收靈敏
度：<10 dBuV ．
振盪方式：石英鎖
定振盪 ．音調控
制：有高低音控制
．使用電源：AC
110V 或  AC220V
●發射器(領夾式
發射器)．發射功
率：1mW．頻率範
圍：VHF 160-250
Mhz．穩定度：+/-
0.005% (石英振盪
鎖定)．音頻輸
出：60Hz~15KHz
．偏移度：+/- 20K
Hz．諧波抑制：-
40dBc(低於主波)．
消耗電流：<20mA
．使用電池：9V
電池×1 (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2,8002,80015
無線教學擴
音機(充電式)

●接收機．頻率範
圍：VHF 160-270
Mhz．調變方式：
FM　．接收靈敏
度：<10 dBuV ．振
盪方式：石英鎖定
振盪 ．音調控制：
有高低音控制．使
用電源：AC 110V
或  AC220V●發射
器(領夾式發射器)．
發射功率：1mW．
頻率範圍：VHF 160-
250 Mhz．穩定度：
+/- 0.005% (石英振盪
鎖定)．音頻輸出：
60Hz~15KHz．偏移
度：+/- 20K Hz．諧
波抑制：-40dBc(低
於主波)．消耗電
流：<20mA．使用電
池：9V電池×1 (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1 2,8002,800視傳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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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6

SONY VCT-
870RM 大型
油壓雲台線
控腳架

‧  附設方便靈活
的遙控把手，可放
大縮小變焦(所有
手提攝錄機均適用
之多種速度變
焦)；鎖定/準
備；開始/停止攝
錄；開/關攝級功
能 ‧  適合於重量
少於4千克的專業
相機/攝錄機 ‧  高
度︰670至1630毫
米 ‧  約重2千克
‧  高度：伸長時
1630mm，收合時
670mm  ‧  適用機
種：數位攝影機全
系列機型、數位相
機(DSC-828/717除
外) (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2 4,3008,60016

SONY VCT-
870RM 大型
油壓雲台線
控腳架

‧  附設方便靈活的
遙控把手，可放大
縮小變焦(所有手提
攝錄機均適用之多
種速度變焦)；鎖定/
準   備；開始/停止
攝錄；開/關攝級功
能 ‧  適合於重量少
於4千克的專業相機/
攝錄機 ‧  高度︰
670至1630毫米 ‧
約重2千克 ‧  高
度：伸長時1630mm
，收合時670mm  ‧
適用機種：數位攝
影機全系列機型、
數位相機(DSC-
828/717除外) (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4,3008,600視傳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第 52 頁



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7

飛利浦
DVDR3460
DVD錄放影

機

˙ 高階 10 bit /
54MHz 數位影像轉
換器 ̇  高階 24bit /
192kHz 音頻 D/A 轉
換器 ̇  i- Link 數位
影像輸入介面     透
過數位 I- Link 數據
轉換就可以把你之前
在攝錄放影機中捕捉
到最珍貴的畫面傳送
到 DVD+RW 。 ̇
全中文化設定操作模
式 ̇  DVD+R/RW 與
DVD-R/RW 支援「雙
規格」錄影
PHILIPS 獨家 Dual
Media 辨識功能，省
去辨識 +/- 的複雜關
係 ，由 DVDR3460
自動辨識，可在
DVD+R/RW(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 4,8004,80017

飛利浦
DVDR3460
DVD錄放影

機

˙ 高階 10 bit / 54MHz
數位影像轉換器 ̇  高
階 24bit / 192kHz 音頻
D/A 轉換器 ̇  i- Link
數位影像輸入介面
透過數位 I- Link 數據
轉換就可以把你之前
在攝錄放影機中捕捉
到最珍貴的畫面傳送
到 DVD+RW 。 ̇  全
中文化設定操作模式
˙ DVD+R/RW 與
DVD-R/RW 支援「雙
規格」錄影
PHILIPS 獨家 Dual
Media 辨識功能，省去
辨識 +/- 的複雜關係
，由 DVDR3460 自動
辨識，可在
DVD+R/RW(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1 4,8004,800視傳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18 硬碟

◆7200RPM 高轉
速,◆8MB 緩衝記
憶體,◆五年保
固,160G(含)以上◆
ATA/100◆平均搜
尋時間優於8.5ms

14 1,65023,10018 硬碟

◆7200RPM 高轉速,
◆8MB 緩衝記憶體,
◆五年保
固,160G(含)以上◆
ATA/100◆平均搜尋
時間優於8.5ms

14 1,65023,100資工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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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19 硬碟

尺寸：3.5吋 / 容
量：160GB / 介面
規格：IDE/ULTRA
ATA/100 / 主軸轉
速：7200rpm / 緩
衝記憶體：8MB /
內部傳輸速率：
736Mbits/sec /保固
期限：三年保固

15 1,60024,00019 硬碟

尺寸：3.5吋 / 容
量：160GB / 介面規
格：IDE/ULTRA
ATA/100 / 主軸轉
速：7200rpm / 緩衝
記憶體：8MB / 內部
傳輸速率：
736Mbits/sec /保固期
限：三年保固

15 1,60024,000
資訊管理
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0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
玻璃五年全機保
固:含人工、材料

7 6,50045,50020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
玻璃五年全機保固:
含人工、材料

7 6,50045,500
電腦與通
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1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
玻璃五年全機保
固:含人工、材料

0 0 0 液晶螢幕
19吋寬螢幕、防刮
玻璃五年全機保固:
含人工、材料

0 0 0
電腦與通
訊系

刪除此項優
先序

22
充電式教學
無線擴音機

GPA-366UHF
20W 無線音柱型擴
音器(UHF超高頻
無線MIC)(同等級
或以上規格)

1 5,9745,97421
充電式教學
無線擴音機

GPA-366UHF
20W 無線音柱型擴
音器(UHF超高頻無
線MIC)(同等級或以
上規格)

1 5,9745,974數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3 書櫃
實木玻璃書櫃(同
等級或以上規格)

2 3,0006,00022 書櫃
實木玻璃書櫃(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3,0006,000數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第 54 頁



附表七

購置內容(經97年10月2日97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變更)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彙總表
變更內容

24 防潮櫃

AD-105  100 公 升
外 寸: W40 X H83.5
X D41.2 cm內 寸:
上 W36 X H35 X
D35.7 cm內 寸: 下
W36 X H35 X
D35.7 cm(同等級或
以上規格)

2 8,76517,53023 防潮櫃

AD-105  100 公 升外
寸: W40 X H83.5 X
D41.2 cm內 寸: 上
W36 X H35 X D35.7
cm內 寸: 下 W36 X
H35 X D35.7 cm(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

2 8,76517,530數遊系
本次會議無
變更

25 液晶螢幕
防刮玻璃,螢幕19
吋(同等級或以上
規格)

17 6,000102,00024 液晶螢幕
防刮玻璃,螢幕19吋
(同等級或以上規格)

17 5,85099,450
通識教育
學院

此為實際決
標金額

503,590 489,009

合計說明:原合計金額503,590元，餘款14,581元流出至人事室獎助教師經費項目使用，變更後合計金額為489,0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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