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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帶給學習和教學過程極其深刻的變化，如何以動態且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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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教學模式已很難適應教學發展的需要。如何因地制宜的充分利用學校現有軟、硬體

教學資源，大力發展資訊技術輔助教學在各學科教學中的廣泛應用是本校最重要之工

作，也是一年來進展最快的成果。 
一、學校現有資源 

現就本校目前現有之軟、硬體資源分為師資、圖書、及電腦教學設備做一明確說明： 

（一）師資結構：本校依據各系所規劃之專業課程及跨系院之學程聘請專業教師，

健全師資陣容；除積極引進具博士學位及豐富的產業經驗人才外，並鼓勵資

深專業教師升等，達成具實務與理論相輔相成的師資結構規劃。 

1. 現職教師及支援人力 

學校現有師資結構目前計有專任教師(含教官)278位，各等級教師結構及支援

人力如下表。 

表一：96學年度師資及支援人力狀況表 

96學年度 
等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其他 合計 師資

狀況 
專任 

人數 20 57 122 69 10  278 

職 員  技術人員  

97 17 

技 工 工 友 其 他 

專任支援人力  

合計(人數)：166 
1 3 48 

2. 師資結構規劃 

除專任教師268位（教官10位）外，本校配合產業需求，聘用業界專家來校

授課，計有兼任教師 424位。在現有師資結構下，本校積極增聘相關師資，

以改善師資比，降低生師比；並配合各學系之發展，及精緻小班教學之需求，

未來師資結構規劃目標如下： 

(1) 增聘各學系相關師資。 

(2) 均衡國內、外背景師資。 

(3) 均衡各學系領域師資。 

(4) 增聘新興學術領域專長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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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268位專任教師之職等比例，教授20人（7﹪）、副教授57人（21﹪）、

助理教授122人（46﹪）、講師69人（26﹪），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占全校

專任教師比率為74.25%。 

截至96年10月15日止全校生師比為29.64(未含進專學生)，若含進專學生生

師比30.19，日間生師比為19.86，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比為57.95%(現有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應有教師數)。 
4. 專任教師之博士學位比例 

目前 268位專任教師中獲有博士學位者計有 169人，比例為 63.1﹪；碩士學

位者94人，占35.1%，其他6人占1.8%。 

5. 專任教師之背景、專長與授課之相關性 

本校屬於技職體系，對於教師遴選，除強調新任教師之學術專長外，並考量

其工作經驗及實務背景，亦特別著重其群體合作與人格品德之修為。目前專

任教師的授課皆能與其學術專長互相配合，而對於兼任教師之聘任與授課則

以政府財經官員及業界實務人士為主，以期藉由其實務經驗，擴大學生的視

野與認知領域，提早培養業界之所需技能。 
6. 相關規定及辦法 

專任教師排課每週以四天為原則，各系專任教師授課之超鐘點，日間部每週

至多可超四個鐘點，日夜合計每週至多以八個鐘點為限（一級主管及系所主

管四個鐘點、二級主管八個鐘點），惟教授週末專班者，得再多超二個鐘點。 

（二）圖書資源  

1. 組織編制與職掌 

目前圖書館編制為館長一人;下設三組(採訪編目組組長一人，組員三人；典藏

閱覽組組長一人，組員二人，約聘夜間館員一人；資訊服務組組長一人，組

員一人，約聘館員一人，全館工作人員總數為 12人)，另有計時工讀生員額

約80人。圖書館組織架構圖及各組職掌詳述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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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書館編制與職掌 

2. 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佈資料表 

   大學圖書館之宗旨以支援師生教學研究之需求為目的，故在館藏的發展

上以滿足其需求為出發點，期能在第一時間提供師生即時且新穎的資訊。為

因應資訊爆炸時代的來臨，圖書館所扮演角色亦趨重要，如何滿足讀者的需

求，發揮圖書館的功能，是現階段本館的重要的課題。因此，除蒐集各學科

領域方面主題的圖書資料外，其他不同媒體之資源，如電子書、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等都是蒐藏的重點，有充實的館藏資源外，讀者如何利用館藏資

源，並提供更多元方式館藏檢索，更是圖書館的服務重點，故透過教育訓練、

推廣宣傳等方式配合，方可發揮圖書館的功能。 

  再者，本校圖書館為瞭解各個不同讀者之興趣及需要，開放讀者網路薦

購的管道，希望透過此方式讓讀者反映其需求，而圖書館將配合儘量購入推

薦購買圖書。不僅如此，平時亦主動蒐集國內外新出版訊息，供師生選擇圖

書、掌握出版新知。圖書館站在第一線為讀者蒐集新書、新知，並採購入館

供讀者使用，至96年9月30日止圖書館計有中文圖書236,260冊，西文圖書48,534

冊，電子書可用館藏 43,411冊，且每月持續增加中（如表二）。 
3. 電子資源 

  圖書館為支援全校師生教學、研究及學習，提供有35種電子資料庫。為

便利全校師生於校外也可使用電子資源，並提供了遠端認證系統，師生透過

遠端認證，即可在校外索檢圖書館之電子資源，提供無遠弗屆之服務，可謂

為一數位圖書館。 

 

圖書館 

採訪編目組 典藏閱覽組（含參考） 資訊服務組（含視聽） 

圖書委員會 

◆中、西文圖書資料採編 

◆連續性出版品採編 

◆電子資源之徵集及採訪 

◆受贈書刊處理 

◆校史及特殊館藏資料收集

◆圖書流通服務 

◆參考諮詢服務 

◆典藏資料維護與管理 

◆館舍環境維護與管理 

◆電子資源推廣教育 

◆圖書館利用教育 

◆館際合作服務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規劃、

評估與維護 

◆伺服器建置、管理維護 

◆館內網路規劃、建置及調

整 

◆圖書館網頁製作與維護 

◆公用電腦設備管理 

◆多媒體服務中心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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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視聽媒體 

為豐富館藏資料類型，充實教學與生活知識輔助教材，視聽室每年持續增購

視聽媒體；包括有錄音帶、錄影帶、光碟片。 
5. 多媒體中心館藏區建置案及視聽資料開架式流通服務 

為使本館視聽資料於5年內有足夠的存放空間，同時，也提供讀者開架式借閱

視聽資料的服務，進而： 
（1）增加視聽資料的館藏的存放空間，約達50,000冊的館藏容量。 

（2）目前視聽資料的館藏量約有 14,243件，已採開架式服務供讀者自行

選取VCD或DVD借閱。 

（3）視聽資料上架前均安裝保護盒及無線射頻標籤(Radio Frequency Tag；

RF Tag)後才上架，讀者在自行選取欲借出的視聽資料後，可以到視

聽服務台辦理借閱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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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二：圖書館館藏現況 

圖書館館藏現況 

圖書收藏冊數 冊數 非書資料 數量 

一．中文圖書 計 236260 一、電子資料   

               總類 9476 光碟及線上資料庫 (種) 35 

               哲學類 19445 電子書                  (冊) 43411 

               宗教類 8372     

               自然科學類 21179 二、微縮影片   

               應用科學類 42187 單片 (片) 0 

               社會科學類 44365 捲片 (捲) 0 

               史地類(含世界史地類) 20014     

               語文類 52619 三、視聽資料 (件) 14243 

               美術類 18603 現期書報 種類 

二．外文圖書 計 48534 1.報紙 (種) 18 

圖書館服務 數量  2.期刊    

1.圖書閱覽座位數 500 中、日文 (種) 1051 

2.上學年借書(含視聽資

料及其他館藏)人次 
87374 西文       (種) 476 

3.上學年圖書(含視聽資

料及其他館藏)借閱冊數 
234271 電子期刊 (種) 0 

4.上學年線上及光碟資

料庫(含電子書及電子期

刊)檢索人次 

180219 3.期刊合訂本(冊) 0 

��          館藏統計至96.09.30止; 圖書館服務為95學年度之統計。 

  

（四）電腦教學設備與網路基礎建設 

本校在現有的電腦網路硬體基礎上，積極的加強軟體建設和強化硬體設備的

利用率並獲得很好的效果。 

1. 電腦設備 

   目前中心計有八間電腦教室，共495台桌上型電腦，除一間開放學生自由

上機使用外，其餘七間提供學校教學使用。於 93年 7月購置 LabCommander

廣播教學軟體，藉以強化教學品質，並輔以 Ghost企業網路軟體自動化派送

系統，增強軟體遭破壞迅速修復能力，提升教學之多樣性與便利性。 

  電腦教室除了支援學校資訊基礎課程，提供各院(系、所)專業課程上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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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借用，學生日常上機需求外，並協助全體師生、學生社團教學活動及校

外廠商辦活動借用。八間電腦教室之地點、規格、數量如下表： 

 

 

表三：電腦教室規格及數量 

地  點 電 腦 規 格  數量 實 景 

圖資

B1  

LB111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Intel Pentium 4  2.4 GHz 

Ram：768 Mb 

HDD：80 GB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Office 2003 

69 

 

圖資

B2  

教室 

(一)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Intel Pentium 4  3.2 GHz 

Ram ： 1 GB 

HDD： 160 GB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Office 2003 

65  

 

圖資

B2  

教室 

(二)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Intel Pentium 4  3.2 GHz 

Ram ： 1 GB 

HDD： 160 GB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Office 2003 

69  

 

圖資

B2  

教室 
(三)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Intel Pentium 4  3.2 GHz 

Ram ： 1 GB 

HDD： 160 GB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Office 200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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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

B2  

教室 
(四)  

ACER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Ⅳ 3.0GHz 

Ram ： 1 GB 

HDD： 120 GB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Office 2003 

67  

 

圖資

B2  

教室 
(五) 

ACER 原廠個人電腦 

CPU：Intel Pentium 4  3.2 GHz 

Ram ： 1 GB 

HDD： 160 GB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Office 2003 

52  

 

圖資

B2  

教室 

(六) 

IBM 原廠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 2.8GHz CPU(1) 

Ram ： 1 GB 

HDD： 160 GB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Office 2003 

63  

 

資源

利用

指導

教室  

LB208 

  

IBM NetVista A30個人電腦 

CPU ： Intel Pentium Ⅳ 3.0GHz 

Ram ： 256 Mb 

HDD： 80 GB 

OS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oftware ：Office XP 專業版 

56 

 

  

 

2. 網路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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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建立光纖架構對學校而言是一大筆投資，因為它需要特殊的交換器及纜

線，且光纖所帶來的益處可以克服成本的支付，原因就在於光纖對電磁干擾、

封包窺竊及訊號衰減等有高度抵抗力。 

  目前校園網路骨幹如圖二，分為Gigabit WAN、Gigabit Backbone、Gigabit 

Edge及Fast Ethernet。Gigabit WAN端為Foundry FastIron 2402SE與中山大學

Cisco 6509以FTTB方式連線、並進行流量統計作業；而Alteon 184e Layer 4 

Switch負責將網頁流量導入到Hardware Proxy上以節省頻寬。Gigabit Bac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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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以兩顆 Foundry NetIron 1500為核心，主要做為全校 Routing交換，並搭配

VRRP備援機制，以達成校園網路24*7的服務品質。除此外部分大型服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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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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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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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使用者與網路連接的介面。 

  目 前 本 校 分 配 到 的 IP數 共 有 20個 Class C 

(210.71.4.0/24~210.71.23.0/24)，宿舍網路、電腦教室等都需以NAT技術將虛擬

IP轉換為實體IP。目前將NAT分散至各棟大樓Edge Router進行處理，而校

內不做NAT以方便管理，但依舊會有虛擬IP發動攻擊，造成該大樓Edge Router

癱瘓。目前網路設備多為Software base NAT轉換機制，但無法有效遏止瞬間

大量攻擊，而ASIC base的設備價位太高，在未來要有效解決這個問題，除了

購入ASIC base的NAT設備、改善使用者的習慣外，也同時考慮IPv6 tunnel

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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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發展，未來網路基礎建設將持續進行更新昇級作業，在下一代校園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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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方便、安全的網路環境。 

       

圖二：校園網路骨幹 

  目前校內主幹頻寬為 1Gbps線路，對外網路頻寬連結區網中心已經提升

為1Gbps線路，目前使用300Mbps；另有ADSL線路 Download 1.5Mbps X4

及Upload 384Kbps X4。為達無所不在之網路環境，本校在校園各處裝設無線

網路，覆蓋率已達90%，無線網路覆蓋情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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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校園無線網路 

3.數位講桌、數位倉儲及校務資訊系統 

  為提升教學成效，改善教室環境，除教室之燈光、空調外，全面裝設數

位講桌，將電腦、網路、單槍投影機、錄音及擴音設備彙集於數位講桌內；

教師上課不必攜帶任何課本及設備，直接上網即可授課，老師學生於課後可

利用數位倉儲進行討論、測驗、繳交報告及輔導，可收最佳且教學輔助之效，

數位講桌及數位倉儲系統概述如下： 

（1）數位講桌 

  94學年度起，於每間普通教室建置數位講桌(請詳圖四)，藉由數

位講桌功能，期能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可控管單槍投影機等相

關設備，目前已全數裝設完成，可達效益如下： 

a. 有效降低借用設備次數與往返時間。 
於各教室裝設專屬液晶投影機，結合數位講桌之電腦，使教師及學

生於課程進行時，可即時進行教學簡報或多媒體教學，不需再於課

程開始前借用單槍與筆記型電腦，降低各院系辦公室配置人力負責

教學器材借用之負擔。 

b. 減少各項設備安裝與調整時間。 
數位講桌與液晶單槍投影機已完成連結裝設，不需外接傳輸線及電

源線，若需調整設定，僅以遙控器進行即可，可減少安裝時間。數

位講桌皆已統一整理於金屬軟管中，避免前方地面電源線、傳輸線

等多種線路紊亂，提高行走時的安全，也可保護設備線路，避免因

線路問題當機、斷電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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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降低因頻繁拆裝移動式教學設備產生之設備故障。 
配置講桌與液晶單槍投影機為每一教室之基礎設施，並依卡片管理

使用，教學使用時僅需插卡。使用完畢時完成關機程序即可退卡。

課程開始與結束都不需裝設或拆除，可避免設備於搬運過程中，可

能造成的損壞。 

d. 便利教師進行教學及教學多樣化。 
教師可以網路下載教學資料或展示說明，並可用光碟片直接放入，

或以隨身碟或記憶卡即插即用，如此在課程進行中即可隨時播放輔

助教學資料。 

 

 

圖四：數位講桌 

（2）數位倉儲 

  本校數位倉儲自94年09月開始推動，目前已內建全校教師（專、

兼任）及學生帳號 (教師共804人，學生共11,659人），教師及學生可

自行啟用，目前教師啟用使用者人數為737人，啟用率約為92％，推

動成效尚稱良好。 

 在數位倉儲上，每位老師、每門課、每一班級都有專屬平台，供 

                    平台內成員作教學、學習及活動之互動，有效達到輔助教學與連繫情

感之目的。 

（3） 校務資訊管理系統 

本校已徹底資訊化，舉凡教師、職員、學生、業務、教學、學習、指

導、採購、請假等等校內外所有活動或業務均在網路上進行，大幅提

升行政效率，並減少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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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數位倉儲 

 

 
圖六：校務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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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執行重點特色及成效 

（一）校務發展方向 

由於台灣加入WTO後，於面對國際競爭壓力下，社會產業結構之轉變，

價值觀多元化之衝擊，教育環境亦面臨國內外市場之激烈競爭，及教育經費

日漸緊縮之困境，使得樹德科大在此扮演人才培育的教育機構，亦必須將此

以知識經濟發展為主軸的世紀，於兼顧普及教育之同時，並以建立教育特色，

符合多元之需求，以及推廣終身教育之規劃，進行新的思考模式、採新管理

機制，建立新文化價值觀念、以形成新大學文化、以確實發揮大學功能及其

社會價值。 

本校第二任校長朱元祥博士於93年1月2日接任以來，即對學校未來發

展規劃為以人文精神為根基，以科技發展為導向，以藝術展現為特色等為其

治校理念；並運用學校的獨特性，積極與國外大學名校互補合作，以落實「學

術、知性、快樂、希望」的校訓。並將本校定位為具有研究能力的教學型大

學，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大學教育之三大任務為教學、研究、服務，而

技職教育其回歸之本質更應著重於教學方面，能全力提供予學生發展良好之

學習態度與培育專業技職能力之場域，並協助學生成為具備獨立思考、問題

解決、及溝通協調能力，使學生能有科技與人文素養兼容並蓄之內涵，故本

校期能對學生在專業能力之孕育外，並能使其對社會人文關懷及品德修習上

有所成效，而個個均成為可用之才，符合各行各業之需求，為因應教育部國

際政策，目前正朝向國際化教育策略，增進學生國際視野與概念。 

面對多元開放的社會，提高競爭力為「物競天擇」之生存條件，尤其在

政府開放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的數量限制之後，本校所面對之生存挑戰，須

進行以下列四項目標，以取得競爭優勢： 

1. 建立特色 

本校要成為一所小而大的專業學府，不論在制度上、教學上或生活管理

上要成為國內最好的科技大學之一。在因應產業結構之改變，社會人力需求

亦由傳統之製造業而轉變為以專業知識與技術為核心的服務業，其中亦含括

高產值之文化創意產業之人才需求。本校目前之系所即以此勞動市場需求人

才為主要之規劃執行，建立特色系所規劃、教學創新、讓師生共同營造一個

自主開放的環境，並能在最樂的「希望」工程中，皆能於有目標、有理想中

生活與學習。 

2. 業界認同 

技職教育之功能在於能培養出具備職場要求之人力，因此基於此原則本

校對於學生之畢業要求亦會因應產業別而制定不同之學習目標，即是本校之

學生經由在校期間的學習訓練於畢業後進入就業市場時，都要能達到業界可

以接受的最低要求，培養畢業生能在初到業界前3-6個月的在職訓練後即可上

線獨立作業。因此也規劃了相關證照之輔導課程、生涯發展諮詢課程、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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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學習等，以使學生除專業課程之加強外，亦可強化其職場倫常、及自我

發展規劃管理等職場潛在需求職能，而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3. 品質保證 

由於學習成果呈現較難量化，而教育之 TQM、零缺點之執行亦無法標準

化之故，因此對於畢業生之品質保證，係施行校內教學之自我要求保證，即

對本校的學生畢業後，進入就業市場後仍無法勝任工作者，學校將邀請學生

回校，利用在職班、推廣班給予補強教育，不收學費只收雜費，協助學生重

新就業，創造品質保證之聲譽。 

4. 邁向國際化 

 不論由經濟、文化、國際影響力各方觀點來看，國際化能力不再是奢侈品或

是宣傳花招，而是教育必須提供給學生的必需技能之一。為配合教育部發展重

點，本校已著手進行國際化教育策略，除加強學生外語學習能力，並獎助學生

於外語的檢測合格者，藉此引導學生重視語文能力邁向國際社會；另一方面以

國際招生為重點，以優汱的條件與學校與特色吸引外藉學生入學，加入樹德行

列與本國學生互動學習，打開學生視野建立地球村觀念。 

（二）校務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校務執行採分段進階模式，此乃教育事乃又屬百年大業更應仔細規

劃，一點一滴地完成，而非一口氣完成即結束，因此在整體發展成一個循環

成長之過程，應特別重視遞迴的的關係與下坡時所造成之衝擊。處於e時代，

特別重視資料、資訊、知識及智能之遞迴。事實上，本校已邁入無所不在校

園（Ｕ－校園）生活環境建置，第三波資訊革命後幾年，學術界早就把資料、

資訊提昇到知識及智能的層次。因此，在這個鉅變的時代，如何靈活運用知

識及智能進而將它們轉換成最有競爭力的資源實為我們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契

機。 

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之各項內容均以教學及行政系統此二大系統以整體

配合共同規劃執行之，各計畫均有特定目標以供執行，並於本校之MBO系統

及財務系統中予以控管其執行完成程度，期能達到確實執行並能作為提供評

估檢討之依據。 

「樹德」為一所以科技為主軸之綜合大學，而科技是「有效的行為」，「學

術、知性、快樂、希望」應透過科技而實現，也因科技具有高度的變化性，

因此本校之長期規劃乃以「現狀、目標、經營」之互動為發展策略，期能徹

底落實本校發展宗旨。 

1. 策略 

以螺旋式循環成長策略，規劃為一所多元、整合、開放、自重及自律性

的學府，以「學術、知性、快樂、希望」反映師生之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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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為重點，並作為本校長期發展的目標與努力方向： 

（1）建立特色：祈能成為一個全國性且具有完整規劃的專業學府，不論在

校園文化、學校制度、教學或生活管理上都成為台灣地區最好的選擇

之一。 

（2）提升就業率：訂定教學指標及生活指標 

a. 教學指標－達到業界可以接受的最低要求。畢業生進入業界，經三~  
六個月的在職訓練後即可上線工作。 

b. 生活指標－強化業界無法在短時間內培養的人文素養：如：人際（兩 
性）關係、團隊精神、人性素養（人文、藝術），等，除通識課程外，

以建教方式培育學生人文素養。 

c. 追求卓越：養成學生終生學習的態度，培養學生追求終生成長的理 
想，師生共同追求卓越，隨時利用在職班、推廣班補強畢業生工作

之不足。 

 

3. 重點目標 

  本校組織架構依行政與教學兩大系統分類。為達成整體性的特色，學校作

整體的規劃，經由辦學治校理念，凝聚共識，透過共同願景，規劃與發展，最

後將抽象理念具體的落實，為十項重點目標。 

優點：能建立整體性之目標，重點目標? 述如下： 

（1） 理念的形成與目標的建立 

  樹德的教育工作以反映人生價值為理念。知性價值的真，希望向上的

善，快樂心靈的美，融合真、善、美的學術追求為落實的重要目標。首先我

們相信教師是有專業、有自律能力，在尊重學術自由的情境下，以前瞻性，

宏觀性及整體性的發展理念與共同願景，配合學校屬性，以培養實用、優秀

的科技與管理人才為優先。 

（2） 學校文化、制度的塑造與行銷 

  校園文化與制度的塑造需要時間的累積。高雄市樹德家商為貫徹積極的

辦學理念與務實精神，暢通技職教育體系之升級而籌辦「樹德科技大學」，

本校努力行銷的文化制度是「發揮光榮歷史，開創卓越未來」。為延續原有

良善的文化制度，從校園的規劃到學校的大門乃至學生的服裝、師生的互

動、通識教育中的文化融合等，由大處著眼並於小處著手，使樹德科技大學

全體師生皆能落實學術、知性、快樂、希望的校訓。具體的說，透過校門及

樹德校園當為精神堡疊，並以系服、刊物、師生互動等諦造內部形象，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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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以開放的校園，鼓勵參與社區事務及活動，並透過地方社團組織加深外界

對學校文化形象的認識，將校徽色系、造型及整體涵義很自然地融入師生的

生活中。 

（3） 學校特色與特質的建立 

  透過不斷地評估外在環境趨勢，時時分析內在成效的優勢和劣勢，找出

外在環境的機會與相對威脅，發展組織內在優勢特點，隨時學習調整，適應

內外環境的激烈衝擊，以強化學校中長程發展的調適能力，隨時回饋修正學

校內在成效的缺失，達成學校永續經營及螺旋式的組織成長。本校除加強競

爭優勢之素質外，以e 化、國際化、及強化回流教育等為發展重點。 

（4） 學校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的得兼 

  非營利組織的學校必須以經濟功能為基礎，對內而言，做好科技整合與

共用資源，對外則參與產學與校際合作。就社會功能而言，積極參與大高雄

社區的社會活動，協助社區總體營運的落實。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相互調

和，突顯非營利組織的特色。在設立院、系之際，反應地方的需要與國家的

需要。為積極兼顧學校經濟與社會功能，對內以提高教學品質為優先；對外

以建立具有科技特色的大學為基礎，服務社會，獲取學校之經濟助益。  

（5） 學校設備資訊的分配與共用 

  整合教學的努力是整體規劃的重點之一。學校資源有限，行政與教學單

位密切配合是努力的重點。透過創新育成中心、推廣教育中心達成行政與教

學單位的相互協商與共識，類似教育部整合科技教育的參與，達成院、系間

資源的整合與應用。管理、設計、資訊、應用社會及通識教育等五個學院，

密切合作互補和共享資源，更積極參與教育部等單位所舉辦之整合科技教

育，朝向跨院與跨校分享資源的方向發展。 

（6） 顯著課程與潛在課程的整合 

  校園文化及各種課外活動皆是效用無窮的潛在課程。學校除重視專業科

技與管理能力外，關心校園氣氛與文化，提倡社團活動，重視地方需求，潛

在課程的實現，透過社團活動，及科技方法來達成。社團活動是潛在學習的

團隊，將學生從參與社團，參加服務性及學術性的活動中，延伸課程的學習。

學務處善用學校人力資源，規劃社團活動，發揮潛在課程與顯著課程整合之

功能。此外，為因應國際化的趨勢，將持續加強國際化的相關課程並增聘外

籍教師，與國外建立姐妹學校，進行互動，加強學校國際化的潛在課程。 

（7） 學校科技專業與人文通識的融合 

  樹德科技大學，除科技專業外，必須增加人文的關懷與素養。為達成科

技與人文通識融合，把人文部份擴大為人文通識及生活通識，以便在學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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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很自然的達成科技與人文的結合。本校將通識教育中心提升為通識

教育學院，通識教育師資的聘請質量並重，而通識課程教材的編訂也成為努

力的目標之一，同時，藉由人性化（Humanity）、社會化（Society）、科技化

（Technology）之合一，凝聚科技與人文的共識，促使學校發展成為一科技

文化園地。  

（8） 教學、研究、企業、研發與訓練實務的配合 

  樹德科技大學以教學為主，老師除了有相當的學識外，還有豐富的實務

工作經驗，以教育出契合產業界需要的人才，並與產業作密切的交流為目

標。本校技術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及各學院間的密切配合，是本校努

力的重點。在獎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方面更是不遺餘力，此外亦

積極參與教育部有關「製商整合科技教育」的推行，及經濟部等相關機關的

產學合作方案。 

（9） 學校推廣教育與終生教育生涯發展的整合 

  落實推廣教育，為本校開拓教育版圖，奠定基礎。而「終身學習，百年

樹德」，更是本校所秉持之理念。樹德畢業生是終身追求卓越的「樹德」人。 

（10） 學校財務籌募與建校基金的運用 

  本校財務之籌募興建學校基金之運用，以達成下列三大競爭優勢為目

標： 

a. 優於其他學校的教學品質，研究品質及服務品質。 
b. 高營運效益、效率與低成本控制。 
c. 提供具競爭價格之服務。 

4. 行政及教學單位之配合 

整體規劃之學校藍圖，依賴全校行政及教學單位之合作及分工而落實，以下

為其之構面： 

（1） 理念與目標方面 

校務發展委員會會同教學及行政單位共同發展，修訂與評估。經由校務

會議取得共識。 

（2） 基礎建設方面 

 各子項由相關教學及行政單位就各自的權責範圍提供建議，經校務發展

委員會統籌規劃後，分別執行、評估並檢討。 

（3） 校內績效之提升方面 

  校內績效之提升，最後雖表現在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教師之研究成果上。

行政單位之統籌、協助及配合方能臻於高境。這一思考向度更必須以基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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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為碁石，同時投入最多的資源，全校同心協力方可成功。 

（4） 校外信賴指標方面 

 一致的建校理念，良好的基礎建設，校內績效的提升是校外信賴指標的泉

源。各教學及行政單位應將以上三項轉化為校外的信賴指標。 

優點：行政及教學單位依共同之願景可以合作無間。 

 

（三）現階段校務發展指標及成效 

依據整體規劃之學校藍圖，訂出校務發展之具體指標，其重點及截至 96年

11月15日之成效詳述如下： 
1. 提升師資素質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達 69%以上(舊公式＝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現有專任教

師（不含教官）)，50%(新公式＝現有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應有教師數)。 

成效：目前268位專任教師之職等比例，教授20人（7﹪）、副教授57人（21

﹪）、助理教授 122人（46﹪）、講師 69人（26﹪），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占全校專任教師比率為74.25%。截至96年10月15日止全校生師比為29.64(未

含進專學生)，若含進專學生生師比 30.19，日間生師比為 19.86，助理教授以

上之師資比為57.95%(現有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應有教師數)。 

由於師資為學校之重要資產，良好的師資結構與教學品質具有正向關聯，

因此本校將師資素質之提升列為校務發展之重要指標之一，即係藉由優質

的師資使本校在教學、研究等方面均能卓越之成果展現，故針對師資之聘

任經由下列途徑進行： 

a. 積極攬聘國內外具博士學位之教師至本校任教。 

b. 聘請具學術專業領域卓越之教授至本校任教。 

c. 積極鼓勵本校現有講師教師在職進修，除改善本校師資結構外，亦
可幫助老師達到自我提升、自我實現之目標。 

d. 積極推動講師級教師升等，如學位之取得、研究成果或展演成果之
升等審查等協助獎助。 

2. 成立教學資源中心提升教學品質 

加強學生求學動機與自信，落實課程設計及教學品質，以提高教學績效。 

成效： 

（1）建立跨院系之研究及教學 

由於市場人力需求之多元化，及全人化，因此為使學生在校除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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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之專業課程修習外，本校並規劃配合社會脈動，整合系院師資

之專長，開設統合課程，以培養適應就業市場人才能力之學生，以

提升學生之市場競爭力，相關開設課程供學生增加第二專長之培

育。並鼓勵跨系所院之研究能力之整合，以發揮群聚力量之效應，

使產值極大化。 

a. 以資訊學院及設計學院之老師共同規劃執行，成立「文化創意數
位內容技術研發中心」。 

b. 整合資訊學院各系所相關領域專長，申請「提升私立大學校院研
發能量專案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獲准通過。 

c. 將本校相關單位資源整合，藉由「數位活氧館教育主題館」之建
置，建立學院整合及跨系所合作的整合機制，發揮本校各院系所

學術整合之效益。 

d. 規劃整合系院之教學模組課程、及跨系之學群學程課程之開設，
以培訓學生第二專長，並期能增強學生之競爭優勢，經由不同領

域同學之相互學習，而能使人際相處更具包容性，並對其EQ管

理具潛移默化之效能。 

（2）強化資訊學院與設計學院跨領教學與研究發展 

積極鼓勵教師從事跨院系整合研究計畫之進行，身處知識經濟之時代

唯有善用知識資源者方能成就不凡，本校具有完備之院系所，尤以目

前政府對於創意文化此領域之著重，但此仍需配合資訊科技等相關領

域之配合，以達加成之效，故本校多項整合型研究計畫均以跨資訊及

設計學院系所之合作計畫，成績斐然。 

a. 爭取設立技術研發中心，以資訊學院及設計學院之老師共同規劃執
行，成立「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技術研發中心」，以本校重點特色之

發展為基礎，結合科技專業知識及文化創意產業知識，進行跨領

域整合研究，學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均有具體成果展現。 

b. 以統合人文領域相關系所為主軸核心，與資訊及管理相關單位資源
整合，藉由「數位活氧館教育主題館」之建置，建立學院整合及

跨系所合作的整合機制，發揮本校跨院系所之學術整合效益，此

計畫計有設計、資訊、管理、應用社會等學院之教師共同參與。 

c. 鼓勵優良教師之選拔，本校對教師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成效均
設置相關獎勵辦法，以鼓勵教師從事其專職之工作績效，並於校

慶之頒獎典禮上公開予以表揚 

（a） 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為提升教師研究水準，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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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推動研究計劃特訂定此辦法。 

（b） 服務績優教師獎勵辦法：為獎勵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各

種服務工作者特訂定此辦法。 

d. 成立教學評鑑中心積極舉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 

本校教師均具有豐富之理論與實務經驗，但為提升教師之教學品

質，定期舉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經由教師之教學經驗分享，及

其他在教學專業領域之學者，示範教學方法、教材教案製作等，本

校之老師均願踴躍出席，並將研討會之相關教材放置於網路學院網

頁上供無法出席之教師瀏覽，成效顯著。 

（a） 線上即時反應教學系統：學生在學期中有任何意見可隨時上

網反應，經教務處轉達予任課教師，可供教師適時調整上課

方式、內容等。 

（b） 期末教師教學評量系統：評量結果提供校方及開課單位主

管，以做為聘任、升等、排課及優良教學教師選拔之參考。 

e. 充實教學支援設施 

本校對於各項支援教學活動之設施，均能全力配合，以能具備符合

課程需求，並能與科技發展趨勢相吻合。 

（a） 數位講桌：以科技系統之方式整合各教室之數位教學設備，

使老師上課不須為上課而攜帶各項設備上課，並能有效控管

及維護設備。 

（b） 線上點名系統：經由此系統使任課老師、導師、及學生能及

時了解學生之出席情況，使師生學習互動更為密切。 

（c） 數位倉儲：提供全校教職員生50G之空間供教學資源之共

享，使學生之學習更為便捷，並能達到輔助學習之效。 

3. 提升研究品質 

五年內，能成立兩個博士班。 

成效：目前已有人類性學研究所博士班，已招收二屆博士生計六名，目前正

進行第三屆博士班，本次招收人數為四名；另著手進行申請成立資訊

技術博士班。 

       博士班之設立對本校之研究品質具有加成作用，且對教師之研究發展具

有激勵之效，因此本校將成立博士班定為重點發展要項之一。其目的不外乎

經由教學、研究之互動而使本校之研究品質更為提升，並依本校之發展特色

而成立目前台灣學術領域較稀少之博士班，此也成達到建立教育特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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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需求，推廣終身教育等之國家高等教育政策之規劃。 

4. 全面網路化 

逐年加強e 化工作，行政工作配合教學e化。 

成效：在知識經濟時代，資訊科技是科技發展之基礎，攸關了全球各國、企

業、以及人我之間的財富重分配，同時國家之資訊科技實力及運用資

訊技術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即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策略。且網路

無遠弗屆之功能亦使得教育機關因此而產生了另一波的教學新趨勢，

而本校於創校初期即是面對此潮流創新之時刻 (Internet Browser的興

起)。因此本校對於校園之網路環境建置及e化作業之進行，均能有極

佳之呈現。 

（1）校務資訊系統 

導入校務資訊系統之預期目標為，簡化行政流程、縮短作業時間、提

升行政效率、提供即時統計分析資訊協助主管做為管理決策之參考、

提供師生更多服務及最佳的學習環境，使教職員生可以充分掌握及運

用資訊、灌輸學生e化概念及運用，提升就業競爭力等，進而提高行

政服務品質、加強組織運作關係，提升決策品質，增進組織營運績效

等。各年度所完成上線之各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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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透過此系統，便可獲得個人的整合性資訊。提供單一帳號認證 

(Single Sign On) 架構，使全校師生可用一組帳號密碼通行所有資訊服

務。並以智慧型校務訊息通知架構，主動通知使用者個人校務訊息，

提供一個便捷資訊系統操作環境。 

目前在電子公文與各項電子申請表單系統裡，可讓使用者? 有時間及

地點限制地簽核公文及各項申請表單，因而提升公文傳送簽核作業時

效、簡化公文處理流程，加強公文遞送間之時效性與正確性。並透過

整合預算系統，及目標管理系統 (MBO)，可詳細紀錄、檢視各單位

工作之執行狀況，由秘書室及會計室進追蹤考核，以達有效達成學校

所設定之中長程目標，並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及簡化工作考核。 

提供WEB MAIL系統，強化垃圾郵件判斷與阻擋、加大信箱容量及

信件備援，以增加全校師生存取信的便利性，不受信件軟體與地點之

侷限。 

（2）教學e化結合數位倉儲系統 

由於網路教學具有不受時空限制之優勢，故對於終身學習、跨校際共

同教學分享、補救教學等均有其助益，因此本校亦積極鼓勵老師從事

數位教學之進行，並能使學生於選課前即能了解課程內容、大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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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教學內容， 

以使學習成效提升；為協助教師在教學 e化之資訊能力提升，特舉辦

多次之資訊能力之課程，及 e化教材製作課程，期使本校老師人人在

教學e化均可輕易上手。 

與他校合作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以達資源共享，遠距教學的課程係運

用網際網路相關技術於課程的內容呈現及教學互動，此也建立了新的

學習型態，並改善了許多傳統教學存在的學習問題，此也發展創造出

「數位學習」的前景，且更能發揮整合效用，提昇學習品質。         

本校已成立數位教學與學習中心協助規劃整合本校 e化教學課程，目

前完成之課程及設施。預期目標為：提升國際化數位學習研究水準、

提供企業界及學校教師數位學習進修管道、改善全民數位學習品質、

配合軟體工業園區之設立，數位學習科技為新興軟體產業，協助南部

地區之工業發展等。 

5. 加強國際化 

  逐年加強兩岸、東南亞及歐美之學術交流。 

成效：建構國際化之學習環境與機制，必須軟硬體兼顧，故本校積極推動英

語授課，建構中英標示環境，透過通識英文課程加強學生們英語文能

力，並設立全英語學習園區營造學習氛圍，除上逑專業課程及環境之

經營外，並整合本校國際業務推動之豐富資源，開創國際性學習環境，

培養本校師生的國際視野，提升研究與教學品質，如全校性之英語歌

唱比賽定期之舉行、全方位多媒體英語學習園區等。 

  本校除陸續與歐美地區之知名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外，並配合國家之「南

進政策」積極與東南亞地區簽訂策略聯盟合作關係，對於西進大陸地區亦保

持著謹慎態度從事對等之學術交流活動，於這幾年來的努力且透過本校特色

系、所之經營宣導，而有了實質具體成果之呈現： 

（1）持續與馬來西亞進行教學合作計畫，如資訊學院課程、性教育課程

等。 

（2） 提供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吸引成績及英文程度較佳之大學生來本校

就讀。 

（3） 招收外籍碩專班生，進行全英語授課之課程: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研

究所，及資訊學院資訊管理系碩專班。 

（4） 規劃開設認識台灣之相關課程，使外藉學生能感受多元文化環境差

異，以促使其儘速融入學習及生活之適應。 

（5） 與馬來西亞之學校合作進行教師進修課程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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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邀至馬來西亞宣導及教授性教育等課程。 

（7） 與各國之台商及當地企業定時交流，瞭解當地人才需求之條件及情

況，期能協助畢業生覓得進路。 

（8） 定期接待美國奧本大學師生與本校設計學院產品設計系進行教學互

動。 

（9） 邀請國外知名學者專家蒞校舉辦國際研討會及workshop等學術活

動。 

（10） 協助本校學生與姐妹校進行交換學生之合作關係。 

（11） 創辦「百萬築夢計畫」，協助學生實現夢想，並達促進國際交流及增

進國際觀，以達本校辦學理念之目標，並能行銷本校予國際間。 

（12） 建置全校雙語標識，並於公佈欄或其他公告每週更新單字，及LCD

螢幕撥放外語學習教材之規劃以營造國際化之氛圍。 

（13） 響應全民外交，培育學生參與公共事務能力，落實第三部門之社會

功能，NPO中心先後舉辦三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齊聚國內外社造學

者先進為地區社造工作注入新生活力，並強化國際間公共事務之交

流。 

6. 追求卓越樹德人 

  成立學習資源與就業生涯中心，積極建立終身成長的樹德人體制。 

   成效：技職教育之目的係培育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所需技術人力，本校為使所

教育之學生均須負有對其畢業進入就業市場各項能力之養成；基於此

對學生在學時期即進行各種課程協助同學能在初到業界前 3-6個月之

在職訓練後即可上線獨立作業，以達畢業即就業之目標，且針對進入

職場後仍無法勝任工作之學生回校，利用推廣班、在職班施予補救措

施，建立終身成長之體制。此為校訓中之「希望」內涵之實施具體內

容為： 

（1）為縮短學界與業界之人才職場供需落差，以厚植學生實務經驗，邀

請業界專業主管進行職場說明會。 

（2）導入Topping 教學副實務學程，使學生深入了解企業、人才需、職

務安排及權利義務關係；並安排實地就業實習。 

（3）規劃系列專業認證課程，以培養學生專業技能，並輔導學生考取專

業證照；訂定獎勵措施，以鼓勵同學報考專業證照，目前考取專業

證照之人數已明顯成長。 

（4）舉辦系列就業輔導活動，協助欲就業之同學尋獲工作機會，此一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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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活動自92學年度以來已展現出初步成果，近年畢業生的就業率已

大幅提升。 

（5）規劃建置網路學院，以使樹德人之學習不因時空之限制而中斷停

止，期達到終身成長學習的功。 

7. 人文與科技融合的人生價值 

  校園潛在課程的規劃，使師生在教學生活中，反應出學術知性、快樂、希望

的人生價值。 

成效：此為校訓中之「知性、快樂」內涵與實施之目標，藉由校必修之通識
教育課程四大領域，核心、技能、情意及生活通識等，並配合零學分之服
務領導教育課程之實施，經由導師及任課老師共同配合帶領及輔導，培訓學

生良好的人格素養及倫理與道德修為，能使學生除了基礎能力、專業能力課
程之修習，相互融合，確實將人文教育於技職教育領域中落實；讓學生從「付
出」中學習社會關懷拉近學校與社區之距離，促進其社會參與，實行過程中

使學生養成互助、自律、負責、服務及領導之行為，期以務實服務領導之精

神共同打造一個全人性、完整性、多元性、服務性、國際性的樹德，日後為

社會服務與奉獻。內容為： 

（1）學生社團對於社區服務熱心參與，其中以英文、兩性、疾病防治、資

訊教育最受歡迎。 

（2）推動學生關懷社區發展，及帶動偏遠地區中小學營隊及相關教育，帶

動中小學社團活動，包括資訊研習營、多媒體研習教學活動，以及動

畫學習營，以協助縮短城鄉數位差距。 

（3）藉由實習課程深入社區，協助社區發展活化，帶動學生除了專業能力

培養外，並能關懷人群及社會發展，成為人文、科技兼具之「技職全

人」。 

（4）NPO研究發展中心以配合地方社會發展之需要結合本校專精之師資

帶領學生，協助社區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的實務中，學習對社區的關

懷，實際體驗社區議題的重要性。 

（5）導入藝術節系列活動，結合休管系藝術行政管理組師生，及藝文性社

團專長之藝文人士專家蒞校展演，以增加校園人文藝術之氣氛，使學

生能在科技管理相關專業課程的學習環境中，增添人文氣息之涵養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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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97）年度發展重點 
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本校96學年執行重點為強化師資結構，提升學生素質。 

（一） 強化師資結構及教學素養 

    為培養教師將自己所了解的知識變成可以讓學生明白的知識，以及教師如何針對

學習者的能力與興趣，將特定的教學主題加以組織、表徵與調適進行教學，使學生得

到真正的學習，也就是必須將學科知識和一般教學知識融合為學科教學知識來教學，

養成教師專業、敬業、樂業之精神，特擬定相關具體目標如次： 

1. 提升教師專業學識能力 

（1）各學院每學年舉辦教學研討會。 

（2）提高教師在職進修人數，培育教師修習第二專長。 

（3）輔導教師取得乙級技術士證及教師專利以提升技能教學實務品質達

到25人。 

（4）獎助國際學術期刊(EI級以上)發表數量，國際學術期刊篇數由 60篇

增至96篇。 

（5）實施校內課程英語授課。 

（6）教師資訊能力培訓，由25人增至200人教師完成培訓。 

 

2. 強化教師人文涵養： 

（1）提升教師人權與法治專業知能，將人權與法治教育融入各學科教學，

提升教師對人權與法治的認知。 

（2）培養教師跨領域知識整合能力，以專業知識結合通識知識，發揮教學

完整性與多元化。 

（3）人文知識及素養之培養，增進教師人文知識及素養。 

（4）增進教師性別平等觀念及意識，建立不具性別歧視之學校教育環境。 

（5）增進教師輔導觀念及預防意識，提升教師對輔導的認知。 

3. 教師終身學習機制 

逐年提升教師終身學習平均學習時數，預期於2008年教師終身學習平均學

習時數達到72小時。 

4. 改善師資結構 

（1）目前268位專任教師之職等比例，教授20人（7﹪）、副教授57人（21

﹪）、助理教授 122人（46﹪）、講師 69人（26﹪），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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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師資占全校專任教師比率為74.25%。截至96年10月15日止全

校生師比為29.64(未含進專學生)，若含進專學生生師比30.19，日間

生師比為 19.86，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比為 57.95%(現有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應有教師數)。 

（2）引進國外教師不定期舉辦演講、互動討論工作坊，提升教學國際化。 

（3）提升跨國性學術機構實質交流合作，至國際交流學校做境外教學，增

進教師國際觀。 

（4）與國際交流學校簽屬合作契約，辦理交流學教師參訪與教學互動研習

活動。 

5. 教師績效  

（1）專任教師學年度最低要求標準，實施教師學年度一人一案一篇。 

（2）實施教師教學評量及教師評鑑。 

          

 

（二） 激發學習意願，提升學生素質 

由各院各系，及各處室之相關措施及活動來激發學生學習意願，透過自動

學習及輔助措施提升學生素質，各項措施如下： 

1. 提高本校學生英語程度。期望以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全民英檢初級通過率達

20%；應用外語系畢業生畢業前全民英檢中級通過率達90%為目標。 

2.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競賽及全國性專業技能競賽。 

3. 各系重視學生成就表現，落實證照制度，全校學生持有至少一張證照。 

4. 規劃符合各學院、系特殊需求之通識教育與各專業學院學程配合。 

5. 實施形成性與總結性之教師教學評量，並提升其信度與效度，加強學生對老

師的信任感。 

6. 提高學生畢業條件，考慮提高各系畢業學分至少136學分。 

7. 重點課程實施小班教學，且實施雙TA制度，以期提高教學效果。 

8. 引進業界需求規畫課程，以最後一哩之概念教授予學生免於畢業即失業的恐

慌。 

9. 成立校內專責評鑑中心，每年針對各行政教學單位做行政滿意度調查，二年

內再施以校務自我評鑑制度，以提升行政單位之服務品質與行政效率以及



 26 

增進教學單位教學研究，服務之品質及增進教學資源（設備）之使用率，

進而提升學生素質。 

10. 藉由藝文暨休閒運動發展處人力、學生社團、與數位化教學課程教師，成立

一個數位教學社? 組織，分享、共創數位學習內涵及建立合作服務機制。 

11. 由創新育成中心與研發處結合，建構產學合作、技術研發、專利申請輔導小

組制定專利申請取技術移轉輔導作業要點，協助學生於求學過程中亦能接

受業界之洗禮。 

12. 結合各系所配合推廣教育中心業務與社會人力資源規劃設置證照培訓班。 

13. 成立國際技能競賽推動委員會，組成國際技能競賽培訓團研擬選手甄選及培

訓參賽實施辦法並且規劃選手培訓專用教室，將培訓選手參與競賽列為教

師一年一案績效及學生實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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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近年來本校積極推展數位校園的理想以提升行政效率與教學成效，逐步進行了

校務資訊系統、教學評量、數位倉儲、數位講桌等數位科技導入應用之事務，換言

之，如何運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是本校重要的工作。本校校長對學校未

來的發展規劃定義為「以人文精神為根基，以科技發展為導向，以藝術展現為特

色。」；並將學校定位為具有研究能力的教學型大學，務求培養出具有就業競爭力的

學生。 

同時，本校積極面對外在的變化與社會的需求，在96學年度新設立行銷管理、休閒

運動與表演藝術等三個學系，另外更持續獲得了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第二年的補

助，不僅是對本校過去辦學的肯定也是對未來更高的期許。這些的發展是印證本校

在校長的領導下，全體教職員工生將抽象理念的「學術、知性、快樂、希望」，逐步

地透過共識將其具體實現，意圖創造出能夠提供學生發展良好學習態度與專業技能

之場域，以期教育出具備獨立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協調能力的學生，以為社會有

用之才。 

當然教育為百年大業，非短時間及數人即可成就的事業，它必須眾志成城、相互扶

持方可成就。本校致力於行政與教學單位的協商與共識形成，並力求達到院、系間

的資源整合與應用，目前本校五院廿四系所即是在這種互補、共享的環境下推展，

以下為各院與行政單位規劃年度資本門之重點敘述。 

(1) 圖書館以建置圖書自動化設備與持續充實全校中外文圖書與視聽資料為主，以

支援各單位教學與研究所需。 

(2) 管理學院除了加強現有教學方法、提升教學品質之改進、增進教學服務外，本

年度新設行銷管理系與休閒運動系，因此本年度資本門之建置除了e化教學環

境的整合為重點，充實電腦相關實驗室並之設備、電子商務相關軟硬體外，亦

購置運動選手之訓練設備以及行銷媒體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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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發展資訊整合式的教學模式為其重點發展項目。本年度亦繼續推動能力本

位模組教學，鼓勵學生參與證照檢測並提高教學績效，其資本門採購項目主要

為電腦與通訊系之訊號量測設備以及資管系之電腦與 RFID實驗室設備，皆為

培養學生專業能力所需的實驗與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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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社會學院以環保、生態、社區、二性平權、性教育等為核心議題，亦以建

立數位環境、發展數位課程、建構人才資料庫為主軸。本年度資本門項目主要

在採購性學所將新建之視聽教室專業設備與幼兒保育系增加學生實務演練之

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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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為主軸，以理論與實務均衡為目標，以數位化科技教學為手段，達其培育具

創意、研發、企劃、執行能力，且培養科技、藝術、人文與國際宏觀視野之高

等設計人才之使命目標。本年度資本門支用項目主要為各專業課程所需之設備

以及結合電腦化設計之軟硬體，另 96年度新成立表演藝術系，故採購部分舞

台與戶外表演所需之音響燈光等設備。 

  

由上簡述應可了解專業教學設備、數位環境、e化教學、證照輔導、研究工具、以

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實務能力所需相關實驗之軟硬體設備等，是資本門支用之主

要項目，亦符合本校之發展目標與整體規劃。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本校為提升教師研究水準，致力改善現有之教學人力、制度與資源，鼓勵教師

教學改進及專業成長，充實教學之基礎能量，增進本校整體卓越之發展。為發揮本

校整體發展成效，結合校內外相關單位，以豐沛的師資品質管理、教育發展知識與

研究能量，精進教學及整體校務革新之體現。本計畫經常門經費本校支用項目以改

善教學與師資結構、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及獎補助增聘教師或現有教師薪

資等三大項為主，依序說明如下。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本項支用於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學等項目，並依據本

校經校務會議制定之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師進修辦法、教師研究

績效獎勵辦法、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法、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教學優良

教師獎勵辦法及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等各項辦法，依教評會程序審理。 

1.研究：整合校內人力設備，推動中型及大型研究計畫，本校為全國同類型大學

首創要求教師每人每年至少發表一篇研究論文及承接一個專案研究計畫案，訂定

「樹德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年度績效最低要求標準」，其目的在於開擴與公民營機

關的研究合作與交流，以推動學術研究風氣，提升學術研究水準。另外，除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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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要求外，本校訂定「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法」，積極鼓勵教師

進行學術研究，賞罰分明。總之，本校積極營造優質研究風氣，強化學術研究激

勵制度，推動學術研究風氣，以提升教師學術研究能力，鼓勵教師執行產學研究

專案，推廣產學合作，增進教師實務經驗，整合產官學資源，更是不遺餘力。 

2.研習：本校除鼓勵教師參加國內各項研習或學術研討會外，為提升教師國際學

術研究能力，訂定「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法」，積極鼓

勵教師參與國際研討會。另外，本校為鼓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特別訂定「樹

德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實施辦法」，從教師專業證照之技能研習、

考照費用補助至證照取得獎勵，整體配套獎補助辦法來鼓勵教師取得專業證

照。本校 95 年度教師研習共計 181人次，96 年度教師研習共計 202 人次，96

年度比95年度成長11%。 

3.進修：鼓勵教師進修升等，以改善師資結構，96年度本校進修教師共計 53位；

96 年度本校依「樹德科技大學教師進修辦法」獲得進修補助之教師共計 20

位。 

4.著作：鼓勵教師將其著作及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優良學術期刊，凡本校專任教

師以本校名義發表之論著刊登於 SSCI、AHCI、SCI、TSSCI、EI、TSSCI觀察

名單者，均頒發獎金，並於校慶時公開表揚，以提升本校學術地位，深化教師

學術論述能量。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著作 95年度共計 900篇，96年度共計

940篇，96年度比 95年度成長 4%。 

5.升等送審：鼓勵教師升等，強化師資結構，讓教師透過學術競爭，以提升學

術研究氛圍。95年度本校共計 41件升等送審案。 

6.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為提昇教學成效、精進教學品質及拓展學

生知識領域，本校積極獎勵教學優良教師並鼓勵教師改進教學方法、自製暨

運用教學媒體、豐富教學內容並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以提升教學效能。

本校除訂有「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與「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外，並積

極推動教師成長相關活動，其中包含改善教學品質與數位化教學之研討會。

藉由改進教學方法、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進而增加學生專業實務知能與技

術，提升學習成效。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93 年度獎勵 7 人，94 年度擴大獎勵

至 28人，95學年度則達 30人；改進教學 94年度有 10案，95年度有 27案，

96年度則達 30案。 

7.改善教學之物品：為進一步改善教學，本計畫將補助教學單位購置改善教學

所需之物品，如屬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則依規定由經常門經費中補助

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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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本校為貫徹終身學習政策，並協助提昇行政效能與效率，積極鼓勵行政人員

參與相關業務研習與進修，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用於行政人員專業

知能學習成長，除自行辦理校內行政人員業務研習課程之外，並鼓勵參加校

外專門機構舉辦之研習活動，以增進其本職學能。大學學歷以下之行政人員

鼓勵在職進修，以有效提升行政人員素質，96年度本校行政人員參加業務研

習者共計 80人次。 

(三) 其他： 

本校致力於改善師資結構，新增聘教師以助理教授以上級教師為原則，若為

聘用講師級教師則需具備教學或實務經驗。另在補助教師薪資方面，依教師

進用計畫補助新進教師薪資及現有教師薪資為主，安心教學活動。 

 

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說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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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校務發展計畫為要務，即本校之年度總預算涵蓋學校年度預算經費及獎補助款

經費。 

(二)專責小組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 

項」訂定資本門、經常門各支用項目之應用分配比例。其中資本門再分別請各教 

學單位(系所)、圖書館、學務處及總務處，依據校務發展計畫書所列之計畫目標 

提出應用獎補助款預算經費之項目；而經常門項目則由人事室及研發處，配合各 

類獎補助教師辦法，提列適當之預算項目。 

(三)各相關單位將所提各項經費預算項目，送會計室彙整後報部。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 

1.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請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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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責小組組織成員名單： 

96學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成員名冊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校 長 朱元祥  

副校長 謝文雄  

主任秘書 王賢德  

教務長 吳邦一  

學務長 杜清敏  

代理總務長 駱建利  

研發長 林 蘋  

圖書館館長 黎進三  

人事室主任 陳協勝  

會計主任 陳麗惠  

電算中心主任 程毓明  

教師代表 黃慧玲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與貿易系講師 

教師代表 蔡聰男 管理學院-運籌管理系助理教授 

教師代表 顏錦柱 資訊學院-電腦與通訊系教授 

教師代表 郭哲賓 設計學院-流行設計系講師 

教師代表 李繼尊 設計學院-建築與古蹟維護系助理教授 

教師代表 梁台仙 應用社會學院-應用外語系教授 

教師代表 吳建德 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 

   

 18人  

   

製表日期：96.08.30 

 

3.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請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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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 

1.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請詳【附件三】 

2.經費稽核作業要點： 

        請詳【附件四】 

 

  3.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成員名單： 

 

96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冊(任期95.8.1至96.7.31)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委員 副教授 王昭雄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 

委員 副教授 林靜香 
管理學院—金融與風險管理系 
具會計或財務專長 

委員 助理教授 陳璽煌 資訊學院--資訊工程系 

委員 助理教授 陳逸聰 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系 

委員 副教授 楊裕隆 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 

委員 副教授 楊幸真 應用社會學院—人類性學研究所 

委員 助理教授 劉幼嫻 通識教育學院 

共計  7人  

製表日期:96.08.30 
 

 

 

4.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請詳【附件五】 

 

 

 

 

 

 

 

 



 33 

        （三） 獎助教師獎勵辦法、相關會議紀錄與出席人員名單 

 1. 樹德科技大學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附件六】 

2.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進修辦法【附件七】 

3.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法【附件八】 

4.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法【附件九】 

5. 樹德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實施辦法【附件十】 

6.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附件十一】 

7. 樹德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附件十二】 
   

 

      相關會議紀錄 

      1.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三】 

      2.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四】 

      3.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五】 

      4.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六】 

      5.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七】 

      6.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附件十八】 

      7.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學術審查小組會議紀錄【附件十九】 

      8.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研究發展學術審查小組會議紀錄【附件二十】 

      9.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學術審查小組會議紀錄【附件二十一】 

     10.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學術審查小組會議紀錄【附件二十二】 

     11.95年度第 1次改進教學審查小組審查會議紀錄【附件二十三】 

     12.95學年度第 2次改進教學審查小組審查會議紀錄【附件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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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第 48頁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第 49頁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第 50-51頁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第 52-66頁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第 67頁 

（六） 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第 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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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9-70頁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說明書-第 71頁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第 7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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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6-80頁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美製傷情模型 44,000 
讓學生於課堂上可實際針
對各種傷勢進行觀察與包
紮演練 

幼保系 
增加學生實務演
練機會 

2 
美製肩掛式乳房自

我檢查模型 
96,000 

讓學生於課堂上可實際操
演 幼保系 

增加學生實務演
練機會 

3 美製懷孕體驗服 130,000 
讓學生實地體驗懷孕時身
體改變之各種情況 幼保系 

增加學生實務演
練機會 

4 美製性教育模型 66,000 
讓學生於課堂上可實際操
演 幼保系 

增加學生實務演
練機會 

5 冰箱 17,600 儲放上課用之食品 幼保系 
增加學生實務演
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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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6 筆記型電腦 187,200 
提供教師與研究生論文研
究使用 幼保所 

教師每人達每年
一篇之目標、學
生學位口試前參
加論文發表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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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00 提供教師與研究生論文研
究使用 幼保所 

教師每人達每年
一篇之目標、學
生學位口試前參
加論文發表會 

8 數位化教學講桌 160,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1 PC主機 19,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2 
簡報教學同步錄製

系統 
58,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3 錄影攝影機 19,9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4 收音麥克風 14,8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5 19吋標準機櫃 15,25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6 前級混音機Mixer 52,5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7 
功 率 擴 大 機

Amplifier 
28,8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8 
高 傳 真 喇 叭

Speaker 
27,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9 DVD錄放影機 15,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10 單槍投影機 67,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11 電動螢幕 14,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12 無線麥克風組 10,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13 
9張桌子及25張椅

子 
190,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8-14 
5張桌子及15張椅

子 
110,000 性學所新教室使用 性學所 

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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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9 
EndNote參考書目

軟體 
20,000 性學所研究生論文使用 性學所 

協助學生學習效
益 

10 
Smart Draw 一般

版 
20,000 性學所研究生論文使用 性學所 

協助學生學習效
益 

11 
充實外語軟硬體之

設置 
817,000 

充實外語軟硬體之設置，提
升教學品質 應外系 

預期本系同學經
過使用本套系
統，可提升學習
效果 

12 
VAIO 筆記型電腦

VGN-CR25T/P 
45,000 

(汰舊換新)    院上Acer筆
記型電腦 購於90年7月19
日 已達使用年限，故汰舊
換新 

應用社會

學院 

院及各系所舉辦
活動暨院上教師
於沒有數位講桌
之教室上課用，
及院會議室開會
用 

13 電動式珠光螢幕 15,000 
應用社會學院會議室開會
及上課使用 

應用社會

學院 
提升會議室開會
及上課品質 

14 
A3規格高階彩色

雷射印表機 
105,000 辦公、教學及舉辦活動用 

應用社會

學院 

辦公、教學及舉
辦活動列印海報
使用減少影印店
輸出費用 

15 
應用社會學院會議

室桌椅更新 
150,000 

應用社會學院會議室開會
及上課使用 

應用社會

學院 
提升會議室開會
及上課品質 

16 製冰機 85,000 選手訓練及受傷時使用 休運系 

可延緩運動受傷
之程度、增加運
動訓練效率及恢
復期 

17 
專業用心肺交叉訓

練機 
837,000 體適能教學用具 休運系 

教學、訓練有氧
心肺耐力 

18 專業用電腦跑步機 1,320,000 體適能教學用具 休運系 
教學、訓練有氧
心肺耐力 

19 可攜式硬碟錄影機 37,900 選手及體育教學用具 休運系 
提升選手技能動
作訓練成熟度、
加強教學效率 

20 數位相機 14,190 選手及體育教學用具 休運系 
提升選手技能動
作訓練成熟度、
加強教學效率 

21 投影機 120,000 舞蹈教室專用 休運系 
提升舞蹈教學效
果、增進正確使
用器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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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22 珠光螢幕 30,000 舞蹈教室專用 休運系 
提升舞蹈能教學
效果、增進正確
使用器具能力 

23 A3規格印表機 88,000 系教師研究室專用 休運系 
增進教學活潑程
度 

24 
EzOpen電子商務

教育實習平台 
360,000 

結合電子商務課程，讓學生
可以實際開設電子商店 

企業管理

系 

搭配課程，提供
學生實際操作場
地，增加學生的
技能 

25 實驗室門禁設備 60,000 
專題製作暨企業經營模擬
實驗室使用 

企業管理

系 

維護實驗室設備
之安全與控管使
用人員 

26 
錄音室桌上型工作

站 
138,000 建制多媒體實驗室設備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27 
多媒體實驗室相關

軟體 
78,000 建制多媒體實驗室設備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28 
多媒體實驗室相關

軟體 
152,000 建制多媒體實驗室設備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29 視訊剪輯工作站 138,000 建制多媒體實驗室設備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30 電動式布幕 70,000 
建制多媒體實驗室設備、配
合各科教學授課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31 
桌上型電腦及相關

週邊設備 
115,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課、建制實
驗設備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32 筆記型電腦 250,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課、建制實
驗設備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33 無線擴音機 62,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課及活動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34 單槍投影機 140,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課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35 單眼相機 55,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課及活動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36 
WIN-CAMI電腦實

驗室相關軟體 
30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銷調查實
驗室 行銷系 提升教學品質 

37 投影機 55,000 教學用 國企系 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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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38 個人電腦 28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提升教學品質 

39 
EZOPEN電子商務

軟體 
30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提升教學品質 

40 系務知識管理平台 298,000 教學用 國企系 提升教學品質 

41 單眼數位相機 53,000 教學用 國企系 提升教學品質 

42 
航空貨物運輸承攬

作業系統 
57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提升教學品質 

43 EZOPEN主機 20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提升教學品質 

44 
QSurveyPlus 問卷

系統 
319,000 

1. 製作及管理畢業生就業
狀況調查網路問卷。2. 製作
及管理產業調查網路問
卷。3. 提供專題製作及教學
所需網路問卷服務。4. 提供
教師研究案所需網路問卷
服務。 

運籌管理

系 

1. 加強畢業生就
業狀況調查的效
率，及時掌握畢
業生動向。2. 支
援專題製作、教
學、教師研究對
於網路問卷的需
求，促進學習及
研究的實務貢
獻。 

45 網路儲存伺服器 150,000 

1. 提供評鑑資料的儲存及
共享。2. 提供公用教學及學
習檔案下載服務。3. 提供教
師線上檔案儲存服務。4. 建
立資料的本地及異地備份 

運籌管理

系 

充分支援評鑑資
料檔案的建立，
提供師生安全的
線上檔案儲存設
施。 

46 
EzOpen電子商務

教育實習平台 
360,000 

1. 支援電子商務課程所需
之虛擬環境。2. 提供虛擬商
店經營競賽所需之功能。 

運籌管理

系 

加強虛擬通路經
營之教學成效，
提升學習成就。 

47 
專業型伺服器 

(EzOpen 使用) 
80,000 

支援 EzOpen電子商務教育
實習平台之運作 

運籌管理

系 

維持 EzOpen電
子商務教育實習
平台之穩定運作 

48 
專業型伺服器 

(電腦教室使用) 
150,000 

汰換電腦教室現有之舊式
伺服器 

運籌管理

系 

提升電腦室伺服
器效能，節省維
修費用。 



 39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49 電腦 1,160,000 實習教學 資工系 

增加大學部專題
生實作設備，使
其能有更高的表
現 

50 個人電腦 $1,000,000 電腦教室建置 資管系 

增加電腦教室使
學生在上部份電
腦相關科目時生
充分使用電腦來

實習 

51 
RFID實驗室開發

應用軟硬體平台 
$348,000 RFID實驗室設備 資管系 

使學生熟悉RFID
相關設備及開發
應用系統之能力 

52 
通訊實習基礎設備

組 
1,080,000 大學部通訊課程使用 

電腦與通

訊系 

充實實驗室設
備，提升學生研
究能力 

53 光纖通訊模組 210,000 大學部通訊課程使用 
電腦與通

訊系 

充實實驗室設
備，提升學生研
究能力 

54 

向量訊號分析儀

(89640A)之擴充軟

體 

260,000 碩士班實驗研究使用 
電腦與通

訊系 
加強學生電路實
作能力 

55 個人桌上型電腦 315,000 大學部通訊課程使用 
電腦與通

訊系 

充實實驗室設
備，提升學生研
究能力 

56 燈光設備組 25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

系 

增購活動式舞台
設備可擴展演藝
系展演之空間限
制，增加演出機
會及維護演出品
質。 

57 音效機櫃組 45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

系 

增購活動式舞台
設備可擴展演藝
系展演之空間限
制，增加演出機
會及維護演出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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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58 燈箱 2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

系 

增購活動式舞台
設備可擴展演藝
系展演之空間限
制，增加演出機
會及維護演出品
質。 

59 電線箱 2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

系 

增購活動式舞台
設備可擴展演藝
系展演之空間限
制，增加演出機
會及維護演出品
質。 

60 布幕箱  2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

系 

增購活動式舞台
設備可擴展演藝
系展演之空間限
制，增加演出機
會及維護演出品
質。 

61 燈車 22,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

系 

增購活動式舞台
設備可擴展演藝
系展演之空間限
制，增加演出機
會及維護演出品
質。 

62 燈光架 52,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

系 

增購活動式舞台
設備可擴展演藝
系展演之空間限
制，增加演出機
會及維護演出品
質。 

63 BOOM BASE 4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

系 

增購活動式舞台
設備可擴展演藝
系展演之空間限
制，增加演出機
會及維護演出品
質。 

64 
8"二音路喇叭 4顆

及壁掛組件 
28,800 建置小型劇場 

表演藝術

系 

設立本系展演空
間，以呈現師生
創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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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65 電動投影幕  40,000 建置小型劇場 
表演藝術

系 

設立本系展演空
間，以呈現師生
創作演出。 

66 
空間實務教學用掌

上測距儀 
72,000 

空間設計實務課程教學用
測繪、放樣等使用 

室內設計

系 

有效訓練學生專
業基本技能，增
強實務之測繪、
放樣與田調測量 

67 
專業電腦教室繪圖

教學電腦 
583,100 

專業電腦繪圖與模擬運算
教學使用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有效提升教學品
質與專業技能教
學、競賽能力 

68 
微奇 3D設計家專

業版 
200,000 

專業電腦繪圖與模擬運算
教學使用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有效提升教學品
質與專業技能教
學、競賽能力 

69 
HGonio8 燈具配光

曲線功率表與軟體 
140,000 

人因環境實驗室用配合燈
具模組開發研究與教學使
用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針對專業燈具配
光模組進行專業
計算、教學與研
究等，有效增強
專業室內環境領
域能力 

70 

空間文化研究室文

史記錄用 A3黑白

多功能事務機 

30,000 
空間文化整合課程教學與
研究應用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有效進行資料整
合紀錄 

71 

材料性能實驗室用

材料儲存防潮櫃

（大）高櫃 

17,000 
資料、材料儲存之防潮與保
護 

室內設計

系/建築與

環境設計

研究所 

可有效提升專業
材料保存效能，
延長教學使用壽
命 

72 電腦主機 689,914 
汰換效能不好的電腦主機,
增加學生電腦技能,輔導學
生考照 

建築與古

蹟維護系 

1設備狀況    2
使用成效   3研
究室與實驗室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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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73 電腦軟體 350,000 
增添電腦使用軟體,使學生
能多學習並增強電腦技能 

建築與環

境設計研

究所 

提升教學成效 

74 電動壓片機 50,000 飾品設計 流設系 使工作更有效率 

75 2Kg電子秤 20,000 成品計算用 流設系 
可精確控制與計
畫成本 

76 金工成型鐵鉆組 30,000 成型用 流設系 使工作更有效率 

77 
針筒式幫浦

(Syringe Pump) 
55,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78 
皮膚水分測定探頭

組 
130,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79 
非接觸性紅外線溫

度器 
15,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80 溫控? 還水槽 35,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提升教學成效 

81 
電子定位無線針氈

刺繡機 
340,000 

增加學生服飾設計的多元
化學習 流設系 提升教學品質 

82 三本自動切線機 82,000 
增加學生服飾設計的多元
化學習 流設系 提升教學品質 

83 
厚布類用布邊包縫

機 
26,000 

增加學生服飾設計的多元
化學習 流設系 提升教學品質 

84 高頭車 45,000 鞋樣設計課程 流設系 使工作更有效率 

85 液晶電視 55,000 展示用 流設系 訊息&活動公告 

86 分離式冷氣機 35,000 織品實驗室用 流設系 提昇教學品質 

87 
Adobe CS3 Design 

Standard 
121,914 教學使用 流設系 提昇教學品質 

88 快速成型系統 1,000,000 教學所需模型製作設備 產設系 
強化學生數位整
合設計能力 

89 個人電腦 37,633 電腦教室教師用電腦更新 產設系 改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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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90 
數位釉料轉印系統

(主機) 
1,039,914 

插畫應用及文化產品開發
研究 視傳系 

運用數位釉料轉
印系統,可將繪本
設計延伸至瓷
器、杯盤、建材、
飾'品之量產研發 

91 個人電腦 1,035,789 教學與研究使用 數遊系 改善教學環境 

  合計 21,410,004       

 

(二)資本門-圖書館自動化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高階伺服器 400,000  

改善整合查詢系統的效

能，以提供讀者更好的服務

品質 

圖書館 
強化電子資料庫

的組織與管理 

2 低階伺服器 334,000  
強化系統服務功能，提供更

好的服務品質 
圖書館 

提供讀者便利的

查詢介面 

3 
網路設備 - Layer 2 

switch 
23,500  

強化資源利用指導教室的

網路設備使用 
圖書館 

提供教師與學生

更完善的網路品

質 

4 

電腦相關週邊設備

(雷射印表機、掃瞄

器) 

47,400  

提供1樓流通服務台列印讀

者收據及館內行政業務使

用 

圖書館 

加速服務讀者領

取收據及提升行

政作業效率 

6 電腦 110,000  視聽資料轉檔使用 圖書館 
加速隨選視訊區

的影片瀏覽 

 合計 9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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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門-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視聽資料

(VOD/DVD/VCD) 
2,000,000  

提供讀者教學、研究及休閒

並充實視聽資料館藏 
圖書館 

充實各種媒體資

料 

2 中日文圖書 1,939,582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充實圖書資料，

支援教學研究 

3 西文圖書 3,879,166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充實圖書資料，

支援教學研究 

 合計 7,818,748    

 

(四)資本門-訓輔設備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天幕帳(指揮營) 
         

33,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2 天幕帳 
       

180,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3 電吉他 
         

25,000  

充實社團表演設備並於學

生社團活動時使用 

熱門音樂

社社團/

課外活動

指導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4 電貝斯 
         

25,000  

充實社團表演設備並於學

生社團活動時使用 

熱門音樂

社社團/

課外活動

指導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5 電木吉他 
         

50,000  

充實社團表演設備並於學

生社團活動時使用 

吉它社社

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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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6 bass音箱 
         

25,000  
充實社團表演設備並於學
生社團活動時使用 

熱門音樂
社社團/
課外活動
指導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7 木吉他音箱 
         

25,000  
充實社團表演設備並於學
生社團活動時使用 

吉它社社
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8 專業攜帶式擴音器 
       

108,000  
充實社團表演設備並於學
生社團活動時使用 

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9 棒壘球發球機 
       

148,736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壘球社社
團/課外
活動指導
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10 數位攝影機 
         

40,000  
學生社團公告活動訊息使
用 

社團/課
外活動指
導組 

社團平時練習或
活動器材可以更
方便取得 

  合計 659,736       

(五)資本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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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預期成效 

1 
多功能禮堂舞台

升降機建置 
212,612 

方便肢體障礙師生上下禮

堂舞台 
總務處 

以利肢體障礙師
生上台表演、演說
或領獎等各項活
動使用，建置人性
化友善的無障礙
校園環境 

2 
校區太陽能路燈

建置 
400,000 

校區內道路末端、周邊及邊

緣地帶，因無埋設地下電源

無法設置照明用路燈 

總務處 

校區內道路末
端、周邊及邊緣地
帶，因無埋設地下
電源無法設置照
明用路燈造成校
園安全死角，建置
台揚能路燈將可
有效解決現況困
境，完整建置校區
照明系統，提高校
園安全性。 

 合計 61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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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預期實施成效： 

1.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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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提昇教師研究能力，提供更佳的教學品質，來滿足學生的需求。 

(1).研究：提升教師參與研究計畫通過率，加強教師學術研究，提升教師參與產

學合作計畫案，加強教師實務經驗，累積研究能量。96年度教師研

究案成長10%，97年度計畫約達70件；教師產學合作案較96年度成

長10%，預期約達110件。 

(2).研習：除鼓勵教師參加校外學術研習會外，更鼓勵校內各學術單位辦理學術

研討會，達教學相長之目的，並強化教師研究、教學之能力。96 年

度教師參與研習研討會計有 202人次，預期 97年度可成長 10%，以

達 222人次為預期目標。 

(3).進修：本校致力於改善師資結構，除由新進教師資格從嚴任用外，鼓勵教師

進修升等，亦是相輔相成的努力目標，目前本校講師進修博士學位者

約占講師數三分之二，本校除營造競爭環境與氣氛外，積極鼓勵教師

進修，亦刻不容緩，96 年度本校進修教師共計 53 位，預期 97 年度

成長 5%，預計達 56位教師進修博士班。 

(4).著作：本校除注重教學品質外，鼓勵教師將其著作及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優良

學術期刊，亦不遺餘力，96年度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著作共計 940

篇，本校對每位教師每人每年發表一篇研究論文之要求以略見成效，

預期 97年度成長 5%，達 980篇之多。 

(5).升等送審：本校除鼓勵教師提出著作外，其最終目標乃是要鼓勵教師升等，

強化師資結構。本教營造教師學術競爭環境與氣氛，積極鼓勵教師提昇

等案。96年度以本校共計 41件升等送審，預期 97年度能達 49件之多，

預期約有 20%成長。 

 (6).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依本校「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及相關

預算補助規定與標準等進行初審，再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核定，審

核程序符合公平、公開、公正原則，且適用於全體教師，審核會議記錄

及審議結果於本校網頁公告。96年度改進教學有 30案，預期 97年度改

進教學獎補助可成長達 45案。 

(7).改善教學之物品：對於教學所需之設備與物品，本校以往在獎補助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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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補助資本門的設備採購，惟依規定單價未達一萬元之非消耗物品應屬

經常門，本年度新增此項目將可更符合系所之需求，而使經費之運用更

有效益，達到改善教學之目的。 

 

2.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本校建立完善績效評鑑制度，藉以提昇行政效能與效率。並輔以積極鼓勵行

政人員參與相關業務研習與進修，來提昇行政人員專業知能學習成長。除自行辦

理校內行政人員業務研習課程之外，並鼓勵參加校外專門機構舉辦之研習活動，

以增進其本職學能。96年度本校行政人員參加業務研習者共計 80人次，預期 97

年度可成長 10%，以達 88人次為預期目標。  

3.其他 

本校目前師生比為 29.64：1，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57.95%，本校將持續
增聘教師充實教師員額，降低師生比，以滿足教學需求與教學品質。另外，本校

致力於改善師資結構，新聘教師以助理教授以上級教師為原則，若為聘用講師級

教師則需具備教學或實務經驗，以提昇本校競爭力。在補助教師薪資方面，依教

師進用計畫補助新進教師薪資及現有教師薪資為主，安心教學活動。本校預期 97
年度師生比降為 29.5：1，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達 58.5%。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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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行注意事項，請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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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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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1,458 ＄28,158,542 ＄47,600,000 ＄4,760,000 ＄52,36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10﹪）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10﹪） 

金額 ＄11,664,875 ＄16,895,125 ＄2,856,000 ＄7,776,583 ＄11,263,417 ＄1,904,000 

合計 ＄31,416,000 ＄20,944,000 

占總經

費比例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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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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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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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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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3,640 68.15﹪ ＄1,946,364 68.15﹪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
達資本門經費 10﹪【不含

自籌款金額】） 

＄7,939,680 27.8﹪ ＄793,968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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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760 2.1﹪ ＄59,97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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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920 1.95﹪ ＄55,692 1.95﹪ 註五 

合計 ＄28,560,000 100﹪ ＄2,856,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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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2,480  
研究17.45﹪ 

研究 

$332,248  
研究17.45﹪ 

研習 

$1,367,072  
研習7.18﹪ 

研習 

$136,707 
研習7.18﹪ 

進修 

$1,953,504 
進修10.26﹪ 

進修 

$195,351  
進修10.26﹪ 

著作 

$4,769,603  
著作25.05﹪ 

著作 

$476,960  
著作25.05﹪ 

升等送審 

$390,320  
升等送審2.05﹪ 

升等送審 

$39,032  
升等送審2.05﹪ 

改進教學 

$409,091  
改進教學2.15﹪ 

改進教學 

$40,909  
改進教學2.15﹪ 

編纂教材 

$590,909  
編纂教材3.10﹪ 

編纂教材 

$59,091  
編纂教材3.10﹪ 

製作教具 

$90,909  
製作教具0.48﹪ 

製作教具 

$9,091  
製作教具0.48﹪ 

一、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 

合計 

＄12,893,888 
合計 67.72﹪ 

合計 

＄1,289,389 
合計 67.72﹪ 

一、分配原則： 

1.經常門各項經費分
配由專責小組審
議參酌本校前一
年度使用情形及
預估本年度規劃
與執行為分配原
則。 

2.本項經費以公平、
公正、公開為原
則，明訂相關獎補
助辦法，經本校教
評會審議通過，於
本校網頁公告週
知，方便申請教師
及各界查閱。 

3.本校相關獎補助辦
法明定單一教師、
單一個案及單一合
作對象使用本項經
費之各項標準及上
限，以避免經費集
中於少數特定對象
使用。 

二、審查機制： 
1.設置「研究發展學
術審查小組」、「改
進教學審查小組」
依據相關辦法執行
審議各項有關教師
研究等獎補助案
件。 

2..各項經費核支依
據本校整體發展計
畫經常門經費實施
要點，分別由各系
院初審，校教評會
複審後，送本校經
費稽核委員會稽核
相關經費支用情
形。 

3.接受獎補助案件
之具體成果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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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內容說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說明）

二、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
費 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額】） 

＄782,544 4.11﹪ ＄78,254    4.11﹪ 

一、分配原則： 
本項經費核支依據
本校整體發展計畫
經常門經費實施要
點及相關辦法經學
校行政會議或校務
會議審核通過並公
告週知，適用本校
全體行政人員，本
於公平、公正、公
開為原則。 

二、審查機制： 
各獎補助案件依據相
關經費支用辦法及事
實，建立審核程序與機
制，並有具體成果或報
告上網公告及留校備
供查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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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20 2.05﹪ ＄39,032   2.05﹪ 

強化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強化學生定向及
未來職涯方向、防治憂
鬱等。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0 0﹪ ＄497,325  26.12﹪ 

併同資本門設備由教
學單位依改善教學所
需提出申請採購清
單，其請、採購規定及
作業流程悉依本校採
購作業管理辦法，經審
查通過後執行。 

五、其他 ＄4,973,248 26.12﹪ ＄0  0 ﹪ 

一、分配原則： 
1.以增聘教師為優先。
2.以助理教授級以上
教師為優先考量。 

二、審查機制： 
教師敘薪皆比照公立
學校，依規定年資提敘
與晉級。 

總計 ＄19,040,000 100﹪ ＄1,904,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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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製傷情模型 

全套包含：截肢、複合式脛骨骨折、複合式
肱骨骨折、幼兒胸部創傷、手掌槍傷、附幫
浦以及 5個可攜帶的傷口、24片裂傷及開
放式骨折創傷貼片、附一個手提式保存箱 

2 22,000 44,000 

讓學生於課堂上
可實際針對各種
傷勢進行觀察與
包紮演練 

幼保系   

2 
美製肩掛式乳房自我檢

查模型 
含：仿成人女性乳房、附九個腫塊於不同位
置以供觸診、附手提箱，痱子粉及說明書 4 24,000 96,000 

讓學生於課堂上
可實際操演 幼保系   

3 美製懷孕體驗服 

含：一件模擬懷孕的衣服、二個乳房、二個
鐵球、一個支撐帶、一個充氣袋、一個懸吊
器、一件罩衫、一個腹腔、一卷錄影帶〈30
分鐘〉、一套七張的懷孕過程掛圖 

2 65,000 130,000 
讓學生實地體驗
懷孕時身體改變
之各種情況 

幼保系   

4 美製性教育模型 

含：材質：軟BOILIKE、可模擬射精、可教
導套保險套及取下之動作、模型之於支架，
可放在桌面上，方便教學、附：注射筒，紫
外線光感應液、十二個保險套、尼龍手提袋 

4 16,500 66,000 
讓學生於課堂上
可實際操演 幼保系   

5 冰箱 520L，雙門 1 17,600 17,600 
儲放上課用之食
品 幼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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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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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教師與研究
生論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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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9,900 79,800 
提供教師與研究
生論文研究使用 幼保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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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60,000 160,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1 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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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000 19,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2 簡報教學同步錄製系統 

軟體系統可讓老師使用單槍投射電腦畫面教
學時同步在講桌螢幕上做註解教學,也可以將
教室現場畫面與螢幕畫面同時以子母畫面顯
示給同學看或錄影起來備份(如要錄影功能需
選購攝影機與收音麥克風) 

1 58,000 58,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3 錄影攝影機 

1.攝影元件: 1/3" Color DPS  Sensor2.有效圖
素: 720(H) x 540(V) 3.水平解析度: 480 TV 
Lines4.最低照度: 0.08 Lux/F1.2    5.信號雜訊
比: Over 48dB 

1 19,900 19,9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4 收音麥克風 

1.類 型: 電容式 2.指向性: 強指向性 3.頻率
響 應 : 30~16000Hz 4.靈 敏 度 : 
-35dBV/Pa(17.8mV/Pa) 5.標稱阻抗: 200Ω  
6.最小負載阻抗: 1000Ω 7.等效噪聲級: 20dB 
8.最大聲壓級: 134dB 9.信噪比: 74dB 10.動態
範圍: 114dB 

1 14,800 14,8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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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機櫃 
1.單位:24U 2.內高:1067mm 3.總高:1267mm 
4.內 寬 :450mm 5.總 寬 :560mm  6.內
深:490mm 7.總深:530mm 

1 15,250 15,25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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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19.7 x 82.6 x 47.7 (公分)11.重量：
16FX：10.0 kg24FX：11.4 kg32FX：30.0 kg 

1 52,500 52,5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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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K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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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0 28,8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8 高傳真喇叭 Speaker 

1.承受功率(在8歐姆時): 最大200瓦2.正常
阻抗:8歐姆3.頻率響應: 50Hz~20kHz 4.低音
單體:1個8英吋的低音單體 
5.高音單體:1個25mm線圈高音單體 

2 13,500 27,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9 DVD錄放影機 可燒錄DVD±R/±RW格式 1 15,000 15,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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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7,000 67,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11 電動螢幕 100吋蓆白材質 1 14,000 14,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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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無線麥克風組 

1.「雜訊鎖定」靜音控制 2. 音量輸出機箱: 1U
國際標準型3. 載波頻段: UHF 760-950MHz4. 接
收方式: CPU控制自動選訊接收 5. 振盪模式: 
PLL相位鎖定頻率合成 6. 射頻穩定度: ±
0.005%(-10~50℃)7. 實用靈敏度: 輸入 10dBμV
時，S/N>70dB8. 最大偏移度: ±68KHz9. 綜合
S/N比: >105dB(A)10. 綜合 T.H.D.: <0.5% @ 
1KHz11. 綜合頻率響應: 60Hz~18KHz，具有低頻
衰減濾頻電路 12. 靜音控制模式: 音量平衡器
可調整兩頻道音量大小，音量輸出精準的預設
等於音頭靈敏度，使用者不必調整。13. 最大輸
出電壓: 三段式切換：+10dBV / 0dBV / -6dBV14. 
電源供應: 外加AC電源供應器，1A, 12~15V DC 

1 10,000 10,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13 9張桌子及25張椅子 式(配合教室空間使用) 1 190,000 190,000 
性學所視聽教室
使用 性學所   

8-14 5張桌子及15張椅子 式(配合教室空間使用) 1 110,000 110,000 
性學所新教室使
用 性學所   

9 EndNote參考書目軟體 單機版 1 20,000 20,000 
性學所研究生論
文使用 性學所   

10 Smart Draw  一般版 1 20,000 20,000 
性學所研究生論
文使用 性學所   

11 充實外語軟硬體之設置 
學 生 工 作 站 LENOVO A55； Inter E2140 
1.6GHz/1G/160G(SATA)/DVD-ROM/Gigabit/946GZ/XPH
/鍵盤滑鼠/3年保固 

43 19,000 817,000 
充實外語軟硬體
之設置，提昇教
學品質 

應外系   

12 
VAIO 筆 記 型 電 腦

VGN-CR25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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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5,000 45,000 

(汰 舊 換 新 )    
院上Acer筆記型
電腦 購於 90年
7月 19日 已達
使用年限，故汰
舊換新 

應用社會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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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電動式珠光螢幕 84"×84"電動軸心是管狀馬達珠光螢幕 1 15,000 15,000 
應用社會學院會
議室開會及上課
使用 

應用社會學

院 
  

14 
A3規格高階彩色雷射印

表機 

A3規格高階彩色雷射印表機（250張(含)以上
A3紙匣一個及 250張、可手動送紙及雙面列印
處理器 

1 105,000 105,000 
辦公、教學及舉
辦活動用 

應用社會學

院 
  

15 桌椅更新 含：7張會議桌及20椅子 1 150,000 150,000 
應用社會學院上
課使用 

應用社會學

院 
  

16 製冰機 Manitowoc Q-MODEL 600製冰機 1 85,000 85,000 
選手訓練及受傷
時使用 休運系   

17 專業用心肺交叉訓練機 X6200 15 55,800 837,000 體適能教學用具 休運系   

18 專業用電腦跑步機 T9450(Simple) 15 88,000 1,320,000 體適能教學用具 休運系   

19 可攜式硬碟錄影機 SONY DSR-SR5四百萬硬碟攝影機 1 37,900 37,900 
選手及體育教學
用具 休運系   

20 數位相機 Canon Digtial lxus 86015 1 14,190 14,190 
選手及體育教學
用具 休運系   

21 投影機 Panasonic PT-LB60EA 2 60,000 120,000 舞蹈教室專用 休運系   

22 珠光螢幕 UNOO GFEM-SQ120 (電動式84吋*84吋) 2 15,000 30,000 舞蹈教室專用 休運系   

23 A3規格印表機 Panasonic PF-2330 雷射印表機 1 88,000 88,000 
系教師研究室專
用 休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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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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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60,000 360,000 

結合電子商務課
程，讓學生可以
實際開設電子商
店 

企業管理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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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60,000 
專題製作暨企業
經營模擬實驗室
使用 

企業管理系   

26 錄音室桌上型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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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38,000 138,000 
建置多媒體實驗
室設備 行銷系   

27 多媒體實驗室相關軟體 
SONY SOUNDVERGE剪輯軟體(含教育訓
練12H) 1 78,000 78,000 

建置多媒體實驗
室設備 行銷系   

28 多媒體實驗室相關軟體 NUENDO最新版錄音軟體(含教育訓練12H) 1 152,000 152,000 
建置多媒體實驗
室設備 行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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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視訊剪輯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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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38,000 138,000 
建置多媒體實驗
室設備 行銷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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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多媒體實驗
室設備、配合各
科教學授課 

行銷系   

31 
桌上型電腦及相關週邊

設備 

INTELE2140CPUMSI 
MOTHERBORD/BUILD SOUND,NIC、 1G 
DDRII-800 RAM 、250G HDD 、350W 
POWERCASE 含 OS、 LOGITECH  
MOUSE/KB、HANSON-G 19"LCD 等等以上 

5 23,000 115,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
課、建置實驗設
備 

行銷系   

32 筆記型電腦 
12吋、雙核心1.66G處理器、1GBDDR2記
憶體、100GB硬碟、光碟機、Windowsxphome
作業系統等等以上 

5 50,000 250,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
課、建置實驗設
備 

行銷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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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 62,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
課及活動 行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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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單槍投影機 高流明3500ANSI等等以上 1 140,000 140,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
課 行銷系   

35 單眼相機 1200萬畫素以上(含KIT組套件) 1 55,000 55,000 
配合各科教學授
課及活動 行銷系   

36 
WIN-CAMI電腦實驗室

相關軟體 
電腦輔助網路調查模組 1 300,000 300,000 

電腦輔助市場行
銷調查實驗室 行銷系   

37 投影機 
1.三 片 式 LCD液 晶 面 板     
2.XGA(1024*768)、 400ANSI流 明        
3.ViewSonic PJ658 

1 55,000 55,000 教學用 國企系   

38 個人電腦 
Core2 Dual 1.866GHZ、2G RAM、17吋彩色
液晶顯示器(內建多層膜防刮玻璃功能) 8 35,000 28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39 EZOPEN電子商務軟體 虛擬商店模組 30 10,000 30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40 系務知識管理平台 ProEdu旗艦版 1 298,000 298,000 教學用 國企系   

41 單眼數位相機 CANON EOS400D（含廣角鏡頭） 1 53,000 53,000 教學用 國企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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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70,000 57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43 EZOPEN主機 相當伺服器規格(或以上) 1 200,000 20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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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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製作及管理畢
業生就業狀況調
查網路問卷。2. 
製作及管理產調
查網路問卷。3. 
提供專題製作及
教學所需網路問
卷服務。4. 提供
教師研究案所需
網路問卷服務。 

運籌管理系   

45 網路儲存伺服器 

網路規格 Gigabit RJ45網路連接埠     SATA 
或 SATA II 企業級硬碟：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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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5,000 150,000 

1. 提供評鑑資料
的儲存及共享。
2. 提供公用教學
及學習檔案下載
服務。3. 提供教
師線上檔案儲存
服務。4. 建立資
料的本地及異地
備份 

運籌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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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優良作品展示用  

30 12,000 360,000 

1. 支援電子商務
課程所需之虛擬
環境。2. 提供虛
擬商店經營競賽
所需之功能。 

運籌管理系   

47 
專業型伺服器(EzOpen 

使用) 

中 央 處 理 器 ：  Intel Xeon Dual           
Core(雙核心) 1.8G/1333MHz/  L2 Cache:4MB 或
更高等級、主記憶體： 2 GB DDR2  DRAM 
667MHz (含)以上 、光碟機 Combo:8x-24x CD-      
RW/DVD-ROM 、硬碟： 146 GB (含) 以上 3.5" 
Hot-Swap SAS 

1 80,000 80,000 
支援 EzOpen電
子商務教育實習
平台之運作 

運籌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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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專業型伺服器 

(電腦教室使用) 

中 央 處 理 器 ：  Intel Xeon Dual           
Core(雙核心) 2.0G/1333MHz/          L2 
Cache:4MB 或更高等級、主記憶體： 4 GB 
DDR2  DRAM 667MHz (含)  以上 、光碟
機  Combo:8x-24x CD-     
RW/DVD-ROM 、 硬碟： 73 GB (含) 以上 
3.5" Hot-Swap SAS 機構型式： 1U機架式 

1 150,000 150,000 
汰換電腦教室現
有之舊式伺服器 運籌管理系   

49 電腦 

Core 2 Dual 1.86GHz(含以上)(1066MHz FSB,
含以上), 創見DDR2 533 RAM 1GB(含以上),
硬碟 160GB SATA(含以上), LCD 17"(含以
上)等或同規格以上機種 

          

40  
29,000 1,160,000 

實習教學、放置
於車用電子與監
控系統實驗室 

資工系  

50 個人電腦 

1. Core 2 Duo E4500 2.2G(含以上) /2MB 
L2(含以上) /800MHz(含以上) /1GB(含以上) 
/160G SATA(含以上) /DVD-RAM/十合一讀
卡機/NON-OS/三年保固或更高等級  2. 
19"TFT/0.294mm /5MS /H150V135 /300nits 
/700:1/喇叭 /三年全保固(A級面板,面板3年
保固,新品30天不良保證換新)或更高等級 

50 $20,000 $1,000,000 電腦教室建置 資管系   

51 
RFID實驗室開發應用軟

硬體平台 

1. RFID(高頻)行動學習套件資訊系統 x3   
2. 長距離被動式RFID開發套件x2   3. 主
動式 RFID開發套件 x1  4. 高頻被動式讀
取器 x1  5. 超高頻主動式讀取器 x1    6. 
RFID中介軟體模組x1 

1 $348,000 $348,000 
RFID實驗室設

備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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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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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信號及
掃描波(線性波及對數波)  失真度：<0.5% 
@10Hz~100KHz 

          

30  
36,000 1,080,000 

大學部通訊課程
使用 

電腦與通訊

系 
  

53 光纖通訊模組 

1.光纖發射機之設計與製作  2.光纖接收機之設
計與製作   3.光纖控制器之設計與製作  
4.AM/ASK調變與解調之設計與製作 / FM/FSK
調變與解調之設計與製作   5.CVSD編碼與解
碼設計與製作 / 曼特斯特編碼與解碼設計與製
作  6.電視訊號調變暨解調之設計與製作 

            

5  
42,000 210,000 

大學部通訊課程
使用，添增設備
在 L0632通訊實
驗室 

電腦與通訊

系 
 

54 
向 量 訊 號 分 析 儀

(89640A)之擴充軟體 

可分析 RFID訊號 自動偵測連結方向，具有視
覺標記，可輕鬆進行快覽檢視 脈衝調變分析、
CW 分析，或是兩者觸發等級 holdoff 類型 (以
上/以下)，進行更可靠的觸發前向、回向調變格
式、線路編碼 (包括 PIE)，以及位元率/tari 的
獨立設定時域統計數字、錯誤追蹤，以及脈衝
時序關係表，提供了詳細的信號疑難排解資訊。 

            

1  
260,000 260,000 

碩士班實驗研究
使 用 ， 擴 充
89640A設備的功
能 

電腦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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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個人桌上型電腦 

CPU:Inter Core 2 Duo(1.86GHz)含以上  記憶
體:1G DDRII 533 SDRAM(1GB*1)含以上  硬
碟:160G/7200rpm Serial ATAII含以上  16X DVD
光碟機含以上   內建 windows vis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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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全機保固(含人工、材
料)  17吋(含以上)LCD螢幕 

          

15  
21,000 315,000 

大學部通訊課程
使用，添增設備
在 L0632的通訊
實驗室 

電腦與通訊

系 
 

56 燈光設備組 24CH燈光控制盤、LITE PUTTER調光器 1 250,000 25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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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放機及 16U三面開櫃機 

１ 450,000 45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58 燈箱 可裝6顆聚光燈 2 10,000 2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59 電線箱 L150*W90*H120 2  10,000 2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60 布幕箱  L150*W90*H120 2 10,000 2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61 燈車 依舞台燈具規格訂作 2 11,000 22,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62 燈光架 依舞台燈具規格訂作 4 13,000 52,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63 BOOM BASE L58*W45*H21 1 40,000 4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64 二音路喇叭 8"壁掛式(4顆含壁掛式組件)  1 28,800 28,800 建置小型劇場 表演藝術系   

65 電動投影幕  80吋  2  20,000 40,000 建置小型劇場 表演藝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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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6 
空間實務教學用掌上測

距儀 
Spectra Precision Laser  型號：HD150 4 18,000 72,000 

空間設計實務課
程教學用測繪、
放樣等使用 

室內設計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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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34,300 583,100 
專業電腦繪圖與
模擬運算教學使

用 

室內設計系/
建築與環境
設計系/建築
與環境設計
研究所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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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0,000 200,000 
專業電腦繪圖與
模擬運算教學使
用 

室內設計系/
建築與環境
設計系/建築
與環境設計
研究所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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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40,000 140,000 

人因環境實驗室
用配合燈具模組
開發研究與教學
使用 

室內設計系/

建築與環境

設計研究所 

  

70 多功能事務機 A4彩色多功能事務機  (三合一) 1 30,000 30,000 
空間文化整合課
程教學與研究應
用 

室內設計系/
建築與環境
設計研究所 

  

71 
材料性能實驗室用材料

儲存防潮櫃 
防潮櫃（大）高櫃  約170公升 1 17,000 17,000 

資料、材料儲存
之防潮與保護 

室內設計系/
建築與環境
設計研究所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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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96 689,914 

汰換效能不好的
電腦主機,增加
學生電腦技能,
輔導學生考照 

建築與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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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電腦軟體 Autcad(3D MIX) 10套 35,000 350,000 

增添電腦使用軟
體,使學生能多
學習並增強電腦
技能 

建築與環境

設計研究所 
  

74 電動壓片機 1馬力220V、輪軸寬度145mm、直徑70mm 1 50,000 50,000 飾品設計 流設系   

75 2Kg電子秤 最大秤量2100g 1 20,000 20,000 成品計算用 流設系   

76 金工成型鐵鉆組 共約20個造型 1 30,000 30,000 成型用 流設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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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 55,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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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2     c.量測壓力
不大於1.5 N     d.可以量測到20μm以上
深度 

1 130,000 130,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79 非接觸性紅外線溫度器 T: -60oC-500oC 1 15,000 15,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80 溫控? 還水槽 T: -30oC-100oC 精確度±0.1oC 1 35,000 35,000 上課教學 流設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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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70,000 340,000 

增加學生服飾設
計的多元化學習 流設系   

82 三本自動切線機 SIRUBA F007J-W122-356/CH/UTR 1 82,000 82,000 
增加學生服飾設
計的多元化學習 流設系   

83 厚布類用布邊包縫機 SIRUBA 747F-514M7-24  1 26,000 26,000 
增加學生服飾設
計的多元化學習 流設系   

84 高頭車 
皮鞋針車、長120cm、寬55cm、高125cm、
220V 2 22,500 45,000 鞋樣設計課程 流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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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85 液晶電視 42吋 2 27,500 55,000 展示用 流設系   

86 分離式冷氣機 1對1 1 35,000 35,000 織品實驗室用 流設系   

87 AdobeCS3Design Standard 中文教育版授權 9 13,546 121,914 教學使用 流設系   

88 快速成型系統 Z310Plus 
            

1  
1,000,000 1,000,000 

教學所需模型製
作設備 產設系   

89 個人電腦 
一般型電腦Core 2 Quad 2.4GHz(1066MHz FSB) 
(Windows作業系統) (獨立主機不含螢幕)高階19
吋彩色液晶顯示器 

            

1  
37,633 37,633 

電腦教室教師用
電腦更新 產設系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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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914 1,039,914 
插畫應用及文化
產品開發研究 視傳系   

91 個人電腦 

Athlon64×24400 
＋2.2G/1GB*1/160G/GBIC/1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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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0,716 1,035,789 教學與研究使用 數遊系   

    合計    21,4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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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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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階伺服器 
HP (Intel Xeon 2.6GHz以

上(含)、含選購項目) 
1 400,000  400,000  

改善整合查詢

系統的效能，

以提供讀者更

好的服務品質 

圖書館 中信局標 

2 低階伺服器 
HP (Dual-core Intel Xeon 

2.0GHz以上(含)) 
2 167,000  334,000  

強化系統服務

功能，提供更

好的服務品質 

圖書館 中信局標 

3 網路設備 - Layer 2 switch 

高階24port 

10/100Base-TX (含選購

項目) 

1 23,500  23,500  

強化資源利用

指導教室的網

路設備使用 

圖書館 中信局標 

4 
電腦相關週邊設備(雷射印

表機、掃瞄器) 
HP A4 sizes 4 11,850 47,400  

提供1樓流通

服務台列印讀

者收據及館內

行政業務使用 

圖書館 

中信局標

(印表機

及掃瞄器

各2台) 

5 電腦 

HP Core2Quad2.4GH以

上(含)、RAM2G以上

(含)、HD160GB以上

(含)、 (含選購項目) 

2 55,000  110,000  
視聽資料轉檔

使用 
圖書館 中信局標 

合   計   9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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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ˇ  
片 333 6,006 2,000,000 

提供讀者教學、研

究及休閒並充實

視聽資料館藏 

圖書館  

2  ˇ  
    

冊 5,541 350 1,939,582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中日文圖書 

3 ˇ  
     

冊 1,551 2,501 3,879,166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合    計    7,818,74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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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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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天幕帳 (同級或以上)300*600cm;指揮
營 

1 33,000 33,000 提供社團練習
/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2 天幕帳 (同級或以上)300*600cm;收納
尺寸 150*54*29cm 10 18,000 180,000 提供社團練習/辦理活動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3 電吉他 (同級或以上)指版、Pick up：雙
線圈 

1 25,000 25,000 

充實社團表演
設備並於學生
社團活動時使
用 

熱門音樂社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4 電貝斯 (同級或以上 )琴格 24,拾音器 ,
金屬配件 1 25,000 25,000 

充實社團表演
設備並於學生
社團活動時使
用 

熱門音樂社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5 電木吉他 (同級或以上)高級側板及背板 
NATO  

2 25,000 50,000 

充實社團表演
設備並於學生
社團活動時使
用 

吉它社社團
/課外活動
指導組 

 

6 bass音箱 

 
( 同 級 或 以 上 )100W bass 
amplifier with 12" coaxial 2-way 
speaker 

1 25,000 25,000 

充實社團表演
設備並於學生
社團活動時使
用 

熱門音樂社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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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25,000 

充實社團表演
設備並於學生
社團活動時使
用 

吉它社社團
/課外活動
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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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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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麥克
風輸入 , AUX IN 可連接多媒
體電腦輸入  ,內裝無線與紅外
線接收模組 ,附屬配件:手持無
線MIC x 1及領夾式MIC 各 1,
電源供應器 ,腳架,擴音機收藏
袋 

6 18,000 108,000 

充實社團表演
設備並於學生
社團活動時使
用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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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68 148,736 提供社團練習 /
辦理活動 

壘球社社團
/課外活動
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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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40,000 學生社團公告
活動訊息使用 

社團/課外
活動指導組 

 

合   計 
  

65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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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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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多功能禮堂舞台升降機

建置 

移動式油壓舞台升降機

(輪椅專用) 
1  212,612  212,612 

提供肢體障礙

師生上下禮堂

舞台 

總務處  

2 校區太陽能路燈建置 太陽能燈具 1 400,000 400,000 

校區內道路末

端、周邊及邊

緣地帶，因無

埋設地下電源

無法設置照明

用路燈 

總務處  

         

         

         

         

         

合   計   61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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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1  獎補助教師研究 

鼓勵教師承接各界建教合作等委託研究案、及申請國
科會研究案之相對性獎助、補助教師因從事教學相關
研究過程中所需費用與獎助教師因從事教學相關研究
卓有成效者，獎補助內容如下：  
補助教師先期研究計畫、獎助取得國科會計畫、獎助
產學合作計畫、獎助大學追求卓越計畫、教師專題研
究外審費用、補助教師有關專利申請之相關費用係指
專利申請費、證書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
他法令內應繳之專利規費等 
 

3,654,728 

 依據本校「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
實施辦法」、「教師參與產學合作計
畫獎補助實施要點」、「研究發展成
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運用整
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
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專校院教
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 

2 獎補助教師研習 

鼓勵教師參加或辦理短期研習研討會並獎補助教師取
得專業證照，獎補助內容如下： 
補助教師參加學術研討會、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補助教師辦理學術研討會、補助教師參加專業證照研
習及考照費用、獎助教師取得乙級以上專業證照等 

1,503,779 

 依據本校「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
議審核辦法」、「教職員公差公假處
理辦法」、「教職員工國內出差旅費
規則」、「獎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
實施辦法」、「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
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助
私立技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
原則」。 

3  補助教師進修 

獎補助教師長期進修碩、博士學位或博士後研究等相
關之費用，獎補助內容如下： 
補助教師進修學雜費、獎補助教師留職停薪出國進修
費用、獎補助留職停薪與留職留薪教師進修代課鐘點
費 

2,148,855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運
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
要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專校院
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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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4  獎補助教師著作 

鼓勵教師發表學術創作，提升本校學術地位，獎補助
內容如下： 
獎助教師學術論文出版、藝術創作展演、出版專書及
E-course 電子書、獎助競賽、補助教師投稿國際性期
刊英文稿件修稿費、獎助教師取得專利權。 

5,246,563 
 

依據本校「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
法」、「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
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
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 

5 
 補助教師升等送
審 

鼓勵教師升等送審以改善師資結構，獎補助內容如
下：  
補助教師升等審查費、補助教師升等材料費 

429,352 

 依據本校「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
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助
私立技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
原則」。 

6 
獎補助教師改進

教學 

鼓勵教師改善教學方法、媒體製作，進而提高教學品
質，獎補助內容如下： 
獎補助教師改進教學相關經費、獎勵教學優良教師獎
助金 

450,000 

 依據本校「改進教學補助辦法」、
「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運用
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
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專校院教
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 

7 
獎補助教師編纂

教材 

鼓勵教師革新編纂教材、媒體製作，進而提高教學品
質，獎補助內容如下： 
獎補助教師革新編纂教材及媒體製作之費用 

650,000 

依據本校「改進教學補助辦法」、
「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
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專
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 

8 
獎補助教師製作

教具 

鼓勵教師製作教具，進而提高教學品質，獎補助內容
如下： 
獎補助教師製作教具之費用 

100,000 

依據本校「改進教學補助辦法」、
「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
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專
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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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9 
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鼓勵行政人員終身學習，提升行政效能與效率，獎補
助內容如下： 
補助行政人員業務需求之專業研習研討訓練及進修等
費用 

860,798 

 依據本校「職員工進修管理辦
法」、「教職員工國內出差旅費規
則」、「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
費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助私立技
專校院教師素質經費使用原則」。 

10 

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社團指
導老師費 

社團指導老師費及車馬費 100,000 
社團聘請校外指導老師及專題講
座老師以提高社團經營成效 

10-1 

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生活教
育、安全教育宣導 

辦理活動及講師相關費用 100,000 
使學生具備生活品格道德觀念及
建立守法認知 

10-2 

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性別平
等教育輔導活動 

非常男女∼性平校園版 49,352 
1.學習兩性間之正向表達技巧。2.
建立正確性別平等觀念與態度。3.
營造性別友善校園。 

10-3 

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特殊學
生輔導活動 

身心障礙學生校外適性輔導研習營 30,000 

1.促進身心障礙學生之間的互動
與交流。2.拓展身心障礙學生校外
生活體驗之場域經驗。3.提昇身心
障礙學生社會適應力。 

10-4 

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健康促
進系列活動 

辦理身心靈健康促進系列活動推展及宣導 50,000 
學生對於身體的生理及心理機能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及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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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10-5 

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職涯知
能發展訓練營 

辦理職涯知能發展訓練營 100,000 
讓學生了解進入職涯前所需具備
之能力 

11 
補助增聘或現有

教師薪資 

致力改善師資結構，增聘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並持續
保留現有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獎補助內容如下：  
增聘教師薪資補助、現有教師薪資補助 

4,973,248  補助本薪及學術研究費 

12 
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 
為進一步改善教學，本計畫將補助教學單位購置改善
教學所需之物品 

 
497,325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合        計 20,9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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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排練教室設備－活動把

杆 
105cm*400cm 3  8,500 25,500 教學使用 表演藝術系  

2 線材 配合舞台設備需用長度 20 5,000 100,000 戶外演出 表演藝術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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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 9,900 

大型評圖、教
學、戶外活動
之解說、上課
用 

室內設計系  

4 氣壓式營幕 100吋 1 9,900 9,900 

用於室外教
學、產學合
作、研討會，
電腦資料投
影 

室內設計系  

5 充電式手提擴音器 20W大功率 2 2,150 4,300 

大型評圖、教
學、戶外活動
之解說、上課
用 

室內設計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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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9,600 

校外教學或
田野調查，老
師可持大聲
公說明與講
解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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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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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0 7,900 
上課或舉辦演
講活動使用之
擴音器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8 不炫光? 燈 
電子式省電燈泡、特殊截光器設
計、高頻電子安定器、有效防止眩
光、燈具散熱佳 

5  1,390 6,655 
加強工作室之
照明設備 

建築與古蹟

維護系 
 

9 TSZ 雙曲噴槍 SP-35(2c.c)及配件 2 5,078 10,155 
教學使用並提
供學生課堂使
用 

流設系  

10 噴槍桌上型迷你壓縮機 TSZ 2 7,000 14,000 
教學使用並提
供學生課堂使
用 

流設系  

11 無線擴音機 
MIPRO 攜 帶 型 無 線 擴 音 機
MA-101 3 6,700 20,100 

教學與成果發
表使用 產設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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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x 2顆電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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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66小時/HQ-16小時/SHQ-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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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x 17.6mm
重量：62g(含電池) (不Without Battery 38g) 配件 
耳筒 USB接線 外置麥克風 電話適配器 Line-in
接線 安裝軟件光碟 使用說明書 保固 一年 

1 6,000 6,000 

舉辦設計專題
論壇，配合講
座課程，提供
設計菁英與同
學雙向認識管
道 ，適時提供
視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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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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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3,800 
設計課程輔
助教學及成
果展所需 

視傳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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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 8,600 
配合視聽課
程拍攝使用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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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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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DVD-R/RW 光碟上錄影。 One 
Touch 隨按即錄易錄系統 、 5 種
錄影畫質設定 、 8 組預錄設定 、
長達一個月之預約錄影 、 每週定
時錄影功能、 P-Scan 數位倍頻掃
描，提供最穩定的畫面品質、 同軸
數位音源訊號輸出，真實傳送高品
質 的 音 響 訊 號  、  可 播 放 
DVD+RW/DVD+R, DVD, VCD, 
SVCD, CD, MP3 CD, CD-R/RW, 
DVD-R, DVD-RW  

1 5,755 5,755 
於視聽多媒
體相關應用
課程使用 

視傳系 

 

16 充電式教學無線擴音機 
高暉 Kaote WMA-288 充電式教
學無線擴音機. 2 3,600 7,200 教學使用 數遊系  

17 書櫃 實木玻璃書櫃 2 3,000 6,000 
放置設計參
考圖書用 數遊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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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5 17,530 
放置? 影機
用 數遊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