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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 師資結構: 

人事現況          

專任教師共 435人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助教

軍訓  
教官

護理  
教師

職員   
(含技士)

工友   
(含廚工) 

約聘 兼任講師

15 84 80 256 6 18 1 127 76 7 398

小計 179人，師資比例 41.15％         

全校專任教職員工共計  670人   

 

(二) 圖書軟體資源: 

1. 圖書館藏統計表 

年度 總館書量 年度新增 圖書數量 非書視聽數量 

92 115824(冊) 3393(冊) 110955 冊 4869 片 

2. 圖書館中西文期刊統計表 

年

度 

中文期刊

(小計) 

中文期刊

(採購) 

中文期刊

(贈閱) 

西文期刊

(小計) 

西文期刊

(採購) 

西文期刊

(贈閱) 

中西文期

刊總數 

92 762 種 275 種 487 種 153 種 145 種 8 種 915 種 

 

(三) 電腦教學設備(計算機中心): 

教室名稱 主機機種 其他設備 投影機 

803 教室 Intel Pentium3-733  61 台 教學播音系統一套 單槍投影機一台 

804 教室 Intel Pentium3-733  61 台 教學播音系統一套 單槍投影機一台 

特別教室 P4-1.7G 2  73 台 教學播音系統一套 單槍投影機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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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基於本校辦校理念、現有條件及前瞻未來發展與挑戰，整體規劃理念大要如下。 
（一）配合政府教育政策，開闊技職發展空間。 
（二）實施全人教育。 
（三）拓展教育夥伴關係。 
（四）加強國際合作關係。 
（五）精進教學研究。 
（六）提升服務品質。 
（七）加強產學互動。 
執行重點特色 
近年來本校為配合國家科技發展、因應國際技職教育趨勢，以建立本校特色為學校發展

重點要項，期能開創光武更光輝燦爛的新史頁，茲將本校整體性及所、系、科重要特色，

簡述如后： 
整體性： 
（一）本校採取學位、專業、能力三合一的教育理念，以培育國家優秀的專業人才為目

標。 
（二）透過各種會議獲得共識，訂定周全可行法規、依法行事，校務制度化，一切運作

順暢。 
（三）本校通識教育規劃人文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各領域之課程，使學生具有

人文藝術的修養與宏觀的見識與氣度；並開設「多元化的服務學習課程」（必修），

培養學生服務人群的觀念與習慣。 
（四）提升學生專業技術實力，落實證照制度。 
（五）建立本校重點特色，提升教學品質。歷年獲教育部獎助專案有「積體電路設計與

量測」、「發展觀光餐旅教育中心」…等六案。 
（六）配合教育部「希望工程計劃」，寬編本校獎助學金計六大類 67項，總金額均達參

仟萬元以上。 
（七）設置寬頻網路、架設光纖網路、新穎多功能電腦教室、研究室、宿舍並設網路、

各系科均設置電腦教室，推展「人人上網」網際網路普及化。 
（八）配合教育部「建立學生輔導新體制—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

每學期舉辦「種子教師」研習活動，以協助系科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九）各項訓輔行政工作已逐步 e化，便利學生擷取與查詢，更利於相關資料建立與存

查。 
所、系、科特色： 
（一）機電整合研究所特別規劃出「智慧型機電系統」、「微機電與半導體製程」、「生物

機械」三大學群，納入相關專長之教師共同進行教學與學術應用研究。 
（二）機械工程系以智慧型控制、機電整合、電腦輔助設計製造及尖端科技材料做為核

心課程，以培養專業科技人才。 
（三）電機工程系以機電整合為核心，下分電力、控制、光電三組。電力控制學程以電

動機控制、電力監控、電力系統以摸擬為主，控制學程以生物機器人及智慧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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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驅動器為主、光電學程以機器視覺、精密光電量測、光纖通訊為主。 
（四）電子工程系設立特色實驗室如下：VLSI設計實驗室、VLSI 量測實驗室、PCB

雕刻實驗室、FPGA/CPLD 數位系統實驗室介面技術實驗室等。 
（五）化學工程系著重材料與生化科技發展以及強化環保工安教育為主，並成立了環安

實驗室、儀器分析實驗室、生物技術實驗室及工業衛生實驗室。 
（六）電腦與通訊工程系以計算機及通訊工程應用為發展方向，目前已有「無線通訊學

程」與「機電整合學程」籌計畫；在現有基礎上，將陸續推動「寬頻電視廣播系

統整合型計劃」。 
（七）觀光與餐飲旅館系實施「漢堡教學法」，著重理論與實務並重。 
（八）資訊傳播系建置「數位攝影棚」暨「遠距教學數位學習中心」提供學生完善之學

習環境。 
（九）企業管理科以配合國家經貿政策及落實技職教育體系培養學生具有企業管理之

能力。 
（十）資訊管理系以強調企業經營與資訊科技/資訊系統之整合，並在經營、管理、行

理、策略、業務、程序運作上運用各種軟、硬體系統，力求業務程序自動化、客

戶服務資訊化、內部控管與稽核電腦化。 
(十一)國際貿易科培育具備電腦應用與外語能力、厚植國際經貿、國際行銷與國際企

業管理等實務專業能力人才。 
(十二)應用外語科將全面推動證照檢定制度，使學生在畢業後能有相關證照。 
(十三)餐飲管理系在教學上採「三明治教學法」以落實理論與實務經驗結合之技職教

育目的，並積極輔導學生取得相關技術士證照。 
 
(十四)圖書館:1. 加強中、西文圖書館藏發展，以符合年成長率 5%。 

2. 均衡各類圖書比例原則。 

3. 按各系科進行有效經費配置。 
4. 圖書採購以師生比為調整目標。 

                  5. 總館藏量符合評鑑標準。 

                  6. 注意其他媒體採購原則。 

                  7. 提昇圖書使用成效。 

8. 圖資大樓明年即將正式成立啟用，屆時閱覽席次將可提升至 1055 席；
館藏量持續正成長；設備方面配有隨選視訊、單(多)人視聽室、團體
會議室及團體視聽區；全館都可無線上網。 

 
三、本（93）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為配合國家發展方向卡產業轉型需求，釐訂本校發展方與特色，依各類學門專業領域之

特性，規劃為三大學院： 
（一）工程學院：含有機械工程系、機械工程系汽車組、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化

學工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二）管理學院：含有資訊管理系、資訊傳播系、國際貿易系、企業管理系、應用外語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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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學院：含有觀光餐飲旅館系、餐飲管理系、財經法律系、視訊傳播系、 
生物科技系。 

（四）研究所：含有機電整合研究所、資訊管理研究所（九十五學年度.提出申請）。 
整體規劃： 

整合本校現有規模，輔以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積極強化教學研究、圖儀設備、壙增校

地、校舍，以期能達成科技大學之目標。 
（一）推動校園文化：傳承「言忠信，行篤敬」校訓之優良傳統，培養法治觀念，加強

人文精神的陶冶，重視生活教育，提升讀書風氣，強化教學、研究、服務水準，

加強教育夥伴關系及國際合作交流，校園多元化學習，迎接新世代的來臨。 
（二）人才培育：實施全人及數位教育，科技及人文並重，加強通識教育，規劃校系整

合性學程，理論與實務兼顧，提升學術研究能力水準，強化語文能力，全方位學

習，開闊國際視野。 
（三）研發建教：提升建教合作案的質與量，發展整合研究，加強與產業界、研究機構

的互動，促進產學交流，推動策略聯盟及資源整合。 
（四）行政管理：規劃人力資源，健全組織架構，鼓勵進修學習，提升服務效能，強化

師資結構，提升教學品質，統整教育資源，發揮最高效益，應用網路資源，提供

多元學習，健全財務管理，充實教育資源，健全稽核機制，提升行政品質，落實

考核管制，管控執行成效。 
另列舉下列系科發展方向: 
(一) 機械系&機電整合研究所： 

本系目前設有機械系及機械系汽車組，以培育理論與實務並重之學生，其中機械

系以電腦輔助工程分析、電子冷卻、機電整合、精密製造及尖端科技材料等五大技

術之整合與應用為發展重點，以研究實用科技為導向，並參考未來國家工業之發

展重點，定出下列三大研究領域：電子冷卻、智慧型機電整合與自動化工程及精密

製造與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而汽車組以傳授各種汽車微電腦控制、網際網路、及

汽車電子等尖端資訊與知識，並培養其汽車設計、製造和研發的能力，俾合乎現

代汽車科學所需求之技術人才。 

發展重點: 

1.  九十二學年成立機電整合研究所，投入各項機電整合技術研發，加強培育機

電整合之高科技人才，使本系畢業生有更暢通的升學管道及就業競爭力。 

2.  配合產業需求，通過 ISO9002 認證，並加入經濟部自動化工程服務機構，積

極參與產學合作計劃，研發產業科技提升產業技術。 

3. 鼓勵並協助專任教師參與國科會、教育部、產業界及其它單位之學術與實務

研究計劃，推動建教合作案，並積極與鄰近產業界合作，提供技術諮詢服務，

開發理論與實務結合之應用科技，以達至提升產業技術之目標。 

4.  評估現有產業需求，整合系上師資設備成立研發團隊，規劃籌設電子冷卻實

驗室暨產學研發中心。 

5.  經由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勸募業界捐獻設備，回饋教育界，提高本系圖書與

機儀器設備質與量。 

6.  鼓勵教師參與國內外實務性與學術性論文發表，並籌辦實務與學術性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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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升實務與理論結合之研究風氣。 

7. 落實證照制度，鼓勵學生取得技能檢定証照，強化技術研製能力。 

8. 逐年採購符合國家技能檢定標準之相關設備，成立國家技能檢定考場，以有效

輔導學生取得技能檢定証照。 

9. 強化學生專題製作，擇優申請專利，經由保障學生自己智慧財產權進而教育學生尊

重智慧財產權。 

10.  鼓勵學生積極參加校內外及全國競賽，如創意競賽、專題競賽、機器人、省油

車、微處理電腦應用及校園軟體創作等比賽，以使學生理論與實務結合，應用

所學發揮創意。 

11. 提昇網際網路設備，同時加強教師遠距教學設備，以提升行政與教育之電腦化與

網路化功能。 

12. 增聘博士級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同時鼓勵教師進修升等，強化本系專業 

師資陣容。 

13. 鼓勵教師與技術員參與工安教育與訓練，申請教育部工安計畫，開設工 

安全與衛生課程，改善本校工安缺失，提供學生安全之教育訓練觀念進 

而落實產業工安環境之建立。 

 

(二)電機系特色 

以電力、控制、光電等領域之實用技術應用為發展重點，並配合國內電機相關產 

現況及未來發展重點，以跨領域應用整合為導向。重點研究領域為機電整合, 

電力電子/DSP 電動機控制,電力系統信號量測與監控,光纖通訊與影像處理, 

控制系統與生物機器人。 

 

(三)電子系 

結合電通系向教育部提出發展本校重點特色計劃研究案，以符合學校發展方向。 

擴充特色實驗室-積體電路設計/量測實驗室之設備。 

配合改制科技大學之需求，整併現有實驗室，成立崁入式(SOC)系統實驗室。 

 

 
(四)電通系 

加強師資專業素養與教學軟硬體設施，就中期發展目標而言，為成立通訊系統模擬與

射頻電路設計實驗室，並提供學生射頻電路實習與通訊實習，逐年充實教學設備，以

提昇學生學習之成效。 

為了配合本系中長期發展，於今年向教育部提出重點發展計劃補助，預計發展行動通

訊有關技術之研究。 

 

  (五)觀光與餐飲旅館系: 

本校於九十一學年度成立觀光餐飲及旅館管理系，首次招收四技部學生一班，以培育

具備觀光、餐飲及旅館管理長才之專業人士為目標。配合台灣經建發展的主軸，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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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為 21 世紀的重點發展目標，必須全面提昇觀光餐旅人才的質與量，以改善觀光

餐旅業的品質。觀光餐旅人員之專業素質，正是一國國際化與現代化之指標，今日在

提升台灣之國際競爭力和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兩大前提下，培訓觀光餐旅專

業人才誠乃是當務之急。大台北地區的國際觀光飯店、各式餐飲業、旅遊業及文化交

流活動，正迫切期待專業的觀光餐旅人才支投入。本校於此時新增觀光餐旅系正可提

升業者專業形象及能力，並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因此特將本系中、長程發

展方向作以下說明: 

 

中程發展計畫 

1. 規畫成立「觀光餐旅教育中心」，含中餐烹飪示範教室、實習旅館、及多媒體觀光 

    餐旅資訊中心。 

2. 申請成立進修專班及四技進修部，並規劃課程。 

3. 增聘博士師資，延攬具業界工作經驗之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為百分之六十。 

4. 規畫成立「餐飲服務」之技能檢定考場。 

5. 規畫校外實習之「漢堡教學法」，擬訂實施辦法並尋求「觀光遊憩組」及「餐飲旅    

    館組」之合作業者。 

6. 加強產學合作並成立推廣教育班。 

 

長程發展計畫 

1. 根據國家發展需要及地區發展特色，修訂各學群課程。 
2. 增聘博士師資並籌備成立研究所。 

3. 鼓勵教師爭取研究計畫，積極發表論文，提昇學術水準。 

4. 鼓勵講師進修攻讀博士班。 

5. 發展多元化教學，締結姐妹校，加入國際學術社團，提昇國際化教育目標。 
 

執行重點特色 

改制觀光與餐飲旅館管理系，須考量本校現有專科部與四技部的課程銜接、教師專長、及實

習教室等因素，和現行職校餐飲科之教學內容，再擬定四技發展方向如下： 
1. 實施三明治教學，著重理論與實務並重。使學生熟悉業界運作與制度，對餐飲界有明

確的認知。 

2. 建立國際合作，擴展學習視野。藉由姊妹校的締結，建立實質的交流關係，增加多元

學習的機會。 

3. 加強實務專題製作訓練，培養學生獨立思考、理解表達及綜覽資訊之能力。 

4. 發展本土觀光餐旅特色，加強文化傳承及古蹟教育，以保存現有文化資產。 

5.  課程之設計係根據業界及社會發展之實際需要，再循序漸進誘導學生對專業產生興

趣，未來將依據學生性向分組學習，擬分成觀光休旅組及餐旅管理組。 

 

本年度發展重點特色 

九十一學年度本系接受教育部補助學校發展重點特色計劃而成立「觀光餐旅教育中心」，其

中包括烹飪示範教室、多媒體觀光餐旅資訊中心及實習旅館。設備新穎完善可配合課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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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供學生充分的實習機會。為能配合本系中長程計劃藍圖，並加強教學研究設備及提供

更具專業水準之學習場所，因此，就本年度發展重點特色做以下說明: 

 

1. 規畫成立「旅遊資訊中心」，含旅遊資訊展示中心、本土文物展示中心、系圖書室、   

   無線上網區、閱覽區、及會議區。 

2. 改進教學儀器之軟硬體設備，朝多媒體及遠距教學方向發展，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   
       及效率。 

(六)餐飲管理系(科):  

餐飲管理系(科)的課程設計係配合社會發展之實際需要，教授餐飲管理及烹飪之基本知識與

技能，強調餐飲理論與實務並重，落實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本系教學採「三明治教學法」，

學生均安排在二十餘家與本校有建教合作關係的著名飯店實習，以落實理論與實務經驗結合

之技職教育目的。 

本系現有中餐烹調、西餐烹調、烘焙、調酒、及餐服等五間專業教室，能充分滿足各種餐飲

實習課程之需求，並積極輔導學生報考取得餐飲專業相關技術士證照；另配合本校電腦教室

及語言視聽教室作為相關課程之實習場所。其中勞委會已評定本科中餐烹調教室成立為乙、

丙級技能檢定術科考場，調酒教室也成立為丙級技能檢定術科考場。 

未來配合本系中長程發展計劃，規劃增設研究所，並逐年增設專業實習教室與設備，及提昇

師資和研究環境，以增進教學品質，提供學生一個優質的學習場所。藉由產學合作及國際交

流，提供更寬廣的學習園地；並充分發揮本土特色及中華美食精華，不僅能突顯特性，更能

聲譽國際。 

 

中長程發展計畫說明 

配合本系(科)中長程發展計畫，本年度發展重點特色而言，將積極採取下列幾項作為： 

１．輔導學生報考中餐烹調丙級證照、調酒技術士丙級證照、及西餐烹調丙級證照。 

２．利用夜間及週未假日開辦推廣教育班以服務社區民眾，預計開辦衛生講習班、中餐丙級

證照班、西式點心製作班及飲料調酒班等。 

３．改善西餐烹飪教室設備，並申請成立西丙級技檢考場。 

４．成立二技及四技制餐飲管理系及進修二技在職班，並注意各項學制之連貫統整。 

５．增購各實習教室機儀器設備，改善學習環境。 

６．鼓勵教師編著教材、製作多媒體教案，並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申請學術性或實務性研究案。 

７．改善師資結構，鼓構，鼓勵教師進修、申請研究計劃案及建教合作案，並規劃教師研究

室。 

 

(七)應用外語科 

 

1. 培養電腦技能以符合現代辦公室電腦技能之所需，如文書、簡報、電子試算、網頁設計
及資料庫軟體 

2. 配合數位像機以及攝影機，讓同學於專題或戲劇課程能進行編輯或剪接動態或靜態影像 

3. 利用電腦教室以及適當的軟體，提供學生對於英語檢定或相關課程的自我練習及測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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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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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配合申請改制科技大學及圖書資訊大樓之規劃，提升圖書館軟、硬體之量與質。 

2. 各系科依據中長程發展計劃及特色發展重點，提出其需求之優先序，由專責小組審
查配用整體發展經費，以期特色之建立，朝向科大之目標邁進。 

3. 發展遠距網路教學，以符合未來之潮流與趨勢，並加強老師研究設備，使更具大學

之規模與水準。 

4. 各系、科、所教學機儀器設備購置, 主要為提升各系科教學、實驗、研究、 

實務之質量並配合本校中長程規劃目標，積極發展各系科重點特色，提升 

學校競爭力。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系所 重點發展特色 計劃添購之設備 實驗室預期成效 

一 
、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機電整

合研究

所 

機電整合研究所以培育

機電系統整合性設計研

發人才為目標，統合機

械、電機、電子等工程技

術，創新發展自動化、精

密製造、電子冷卻、微機

電控制與整合、微機電設

計與製作等關鍵技術，提

昇台灣機電產業科技。 

 

複頻式中耳分析儀、醫

學影像軟體、數位式攝

影機、數位式相機、影

像擷取卡、影像擷取燒

錄機、工作站含直立式

熱置換式硬碟及備源電

源伺服機、筆記型電

腦、熱傳導係數量測

儀、風量及壓力測試裝

置、熱傳風洞、可程式

直流負載機、參鉺光纖

放大器、單晶片模糊控

制發展系統、微機電製

程模擬軟體、晶圓加熱

控制器、晶圓加熱盤

等。 

可提昇研究所研究及教學之質與

量、申請國科會或教育部之專題

研究計劃、推動與產業界建教合

作案、發表研討會與國際期刋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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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 

1.規劃以電腦輔助工程分

析、電子冷卻、機電整

合、精密製造及尖端科技

材料等五大技術之整合

與應用為發展重點。 

2.三大研究領域：電子冷

卻、智慧型機電整合與自

動化工程及精密製造與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Pro/ENGINNER(教育版)

電腦輔助設計製圖軟

體、金相顯微鏡、逆向

工程系統、熱鑲埋機、

旋轉曲屈疲勞實驗機、

蕭氏硬度計、維克氏硬

度試驗機、溫度計錄

器、剎車試驗機、壓床、

空氣壓力組、四柱頂車

機、動力計冷卻系統、

雙柱頂車機、綜合檢修

組、掌上型示波器、

VHDL數位邏輯DSP 教

學模組、四輪定位儀。

 

預期可使材料實驗室、電腦輔助

工程分析實驗室、精密量具實驗

室、汽車工廠、機電整合工程、

電機實驗室之實驗室設備更新，

改善教學環境與教育品質，並讓

學生由新儀器使用中獲得新科技

器材的使用方式與未來科技趨

勢。另外可藉由儀器的更新，可

讓老師在研究領域上更上一層

樓，增加研究論文發表篇數，提

升系上研究素質。除此之外，為

配合技能檢定場的設立，更新電

腦輔助工程之硬體與軟體乃既定

之方向，經由開辦技能檢定考試

以提升學校知名度以及增加經費

來源。 

 

電機系 

1. 機電整合 
2. 電力電子/DSP 電動機

控制 

3. 電力系統信號量測與

監控 

4. 光纖通訊與影像處理

5. 控制系統與生物機器
人 

 

LabVIEW 7 Express(系所

版)，光學設計

ZEMAX(EE)，網路儲存

伺服器，電動機控制系

統 

MATLAB網路版，

ETAP，電腦監控電機機

械實習裝置，

SIMULINK，DSP 教學軟

體， 

精密光學微調光學底

座，製作網頁的設備，

光資訊傳輸系統，

8051/CPLD/DSP 發展系

統， 

電力量測分析儀，無線

網路設備，ARENE。 

 

1. 發展光機電整合系統 
2. 發展嵌入式系統(SOC)於電力

電子控制系統教學及研究 

3. 成立生物機器人 

4. 發展智慧型控制研究中心 
5. 發展光電感測及光學設計系
統 

6. 電力系統信號量測與監控 

7. DSP 電動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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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 

1.單晶片崁入式(SOC)系

統應用 

2.電腦網路與多媒體應用

3.積體電路設計與量測 

工作站、SOC崁入式系

統發展平台、高階個人

電腦、萬用燒錄器、信

號產生器 

1.提昇 VLSI 設計實驗室效能，強

化教學成效。 

2.成立 32位元SOC崁入式系統實

驗室，成立 SOC 研發小組，研

發相關產品。 

3.強化專題實驗室設備，提昇專題

製作品質，有效提高校外各項

專題競賽得獎率。 

 

化工系 

加強儀器分析、單元操作

及生物技術實驗教學，做

到實驗與現實生活相結

合，使學生充份瞭解化學

工程在日常生活上之應

用，激發學生學習之興趣

及潛能。 
 

紫外/可見光分光光譜

儀、火焰式原子吸收光

譜儀、傅立葉紅外線吸

收光譜儀、高溫爐、烘

箱、電子天平、逆流式

吸收設備、管殼式熱交

換器設備、非牛頓流體

流動設備、泡罩蒸餾塔

設備、氣-液擴散係數設

備、離心泵之特性曲線

設備、固粒乾燥設備及

填充床與流體化床設備

等教學及研究設備。 
 

1.汰舊換新實驗室之儀器設備。
2.改進儀器分析、單元操作及生物
技術之實驗教材。 

3.提昇教師學術研究品質，增加
SCI 論文發表數量。 

 
 

 

電通系 

 

加強師資專業素養與教

學軟硬體設施，就中期發

展目標而言，為成立通訊

系統模擬與射頻電路設

計實驗室，並提供學生射

頻電路實習與通訊實

習，逐年充實教學設備，

以提昇學生學習之成

效。為了配合本系中長期

發展，於今年向教育部提

出重點發展計劃補助，預

計發展行動通訊有關技

術之研究。 

 

1.電腦：逐年充實專題實

驗室，並提供學生專

題製作課程 

2.萬用燒錄機：逐年充實

專題實驗室，並提供

學生專題製作課程 

3.電路模擬軟體：建立電

路設計模擬實驗室。

其設備適用於通訊電

路模擬實驗與一般之

電路設計與模擬實

驗。 

強化學生實作之能力，以提昇學

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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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傳系 

配合數位內容產業發

展，培養學生影像處理、

視覺設計、電腦非線性剪

輯等數位影音製作技

術；並提供教師遠距教學

數位教材製作及研究相

關設備。 

1、 噴墨繪圖機。 
2、DV攝影機。 

添購 DV攝影機，同學可以分組
實習，增加實做機會，使拍攝技

巧更趨成熟。配合繪圖機採購，

學生作品可以動態及靜態方式呈

現、展示，提高學生創作動機。

 

觀光與

餐飲旅

館系 

為能達成並鼓勵學生專

題研究之能力以及達成

教學研究的目標，規畫成

立「旅遊資訊中心」，含

旅遊資訊展示中心、本土

文物展示中心、系圖書

室、無線上網區、閱覽

區、及會議區。因應現代

學習環境之急遽變化並

增進學生學習成果及效

率，故擬規劃改進本系之

教學儀器之軟硬體設

備，朝多媒體及遠距教學

方向發展。 

旅遊資訊查詢平台  
(含17"LCD螢幕,及無線
上網套件)、隔間裝修工
程、裝潢工程、辦公傢

俱、實物投影機、投影

片投影機、A3印表機、
移動式 CD音響無線麥
克風組、筆記型電腦、

數位攝影機、數位相

機、電腦主機、數位影

印機、線上訂位系統（軟

體）、線上教學製作軟

體、影像編輯軟體 

預計可加強學生對於觀光餐旅專

題製作及培養其獨立研究的精

神，並可針對觀光專業科目如領

隊與導遊實務、航空訂位、觀光

餐旅廠商/官方資訊陳列及觀光

地理等提供專業完善的討論、專

題及研究的場所。預計可提升學

生學習之效果及學習動機，並佐

以數位學習的觀念期盼能培養國

內優秀之觀光餐旅從業人員。 

 

資管系 

1. 結合產學合作資源，落

實理論與實務教學。 

2. 透過政府專案計畫，爭

取研究資源。 

3. 結合他系成立管理學

院，進行管理專業技術

整合及應用發展。 

1. 行動電子商務實驗

室、企業資源規劃實驗

室及供應鏈與資料挖掘

實驗室：計畫添購高階

電腦設備、專業軟體套

件，如 ERP、MATLAB

等。 

2. 資訊技術研發中心：

以支援產業界建教合作

研究為主，以落實營

建、製藥及物流三大產

業之培育目標為主。 

1. 預計可強化現有或新增之專業

實驗室及研究室。 

2. 積極發展系科重點特色，提昇

專業技術之成效。 

3. 整合系科教師與設備資源，推

動產學合作與國科會計畫案之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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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系 

1、E化教學，將課程內
容、教學方法、學生作

業等朝向電腦化、遠距

教學、知識庫化建置，

教與學均能善用電腦

軟體工具輔助‧ 
2、建置多媒體教學輔助
教學課程內容‧ 
3、強化電子商務與國際
運籌物流觀念‧ 
4、加強國際貿易實務模

擬作業與通關自動化輔

助教學‧ 
5、加強英、日語線上學
習平台系統，增置英日語

全民英檢、TOEIC等教學
軟硬體設備‧ 
6、強化財經、國貿、法
律、產業資料庫，採購相

關軟體‧ 
 

電腦軟硬體設備：提供E
化教學、多媒體教學、

電子商務、國際運籌物

流、國際貿易實務、英、

日語教學 

設置軟、硬體優良環境，互相配

合，積極培育國際貿易專業人

才，符合設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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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

語系 

1.培養電腦技能以符合現

代辦公室電腦技能之所

需，如文書、簡報、電子

試算、網頁設計及資料庫

軟體 

2.配合數位像機以及攝影

機，讓同學於專題或戲劇

課程能進行編輯或剪接

動態或靜態影像 

3.利用電腦教室以及適當

的軟體，提供學生對於英

語檢定或相關課程的自

我練習及測驗的環境 

4.提供優良研究環境，教

師每人應該有一部電腦

可供研究或指導學生用 

 

1. 筆記型電腦 

2. DVD 影音燒錄播放機

3. 實物投影機 

4. 影像剪輯系統 

5. 彩色噴墨印表機 

6. 雷射印表機 

1.利用電腦，學生可依程度自我學

習及檢測 

2.教師一人一台電腦，可提升教師

研究之質與量 

3.系上現有電腦及其他週邊設

備，如投影機、數位攝影機，

若能充分搭配使用，即可使每

間教室成為行動 e化教室。 

 

 

餐飲科 

餐飲科之教學目標在於

培養理論與實務兼備之

專業人才，教學及考照為

雙重需要，規劃成立西餐

實習教室、烘焙實習教

室，達到教學效果和符合

技檢考場之功能。 

行政教學電腦化：  

 1.學生專用電腦區   

2.規劃教師研究室 

3.更新電腦設備 

4.增購教學媒體 

餐飲實習教室及教師研

究室整修工程、西餐爐

台附烤箱、、工業用乾

濕兩用吸塵器、多翼式

風車(含 60 米風管)。液

晶單槍投影機、儲存

器、彩色噴墨印表機、

多媒體電腦、手提電

腦、立式四門冷藏冰

箱、立式四門冷凍冰

箱、明火烤爐、強光可

攜式投影機、單槍實物

液晶投影機、DVD影音

光碟機含放置架及喇叭

組、食品調理機、高壓

沖洗機、數位相機、數

位攝影機 

。 

成立國家合格技檢考場： 

1.西餐烹調丙級檢定考場 

2.烘焙乙、丙級檢定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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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科 

1.培養學生發掘問題，解

決問題之能力。 

2..增進學生簡報技巧。 

3. 輔導學生取得應用軟

體證照以增加學生未

來就業之競爭力。 

 

圖書室自動化系統、電

腦軟體(Flash)、手提式單

槍投影機、簡報擴音系

統、筆記型電腦、懸掛

式單槍投影機、彩色雷

射印表機、液晶螢幕、

多媒體電腦主機。 

1.訓練學生應用商業套裝軟體之

使用 

2.培養學生分析及推理能力。 

3..可利用問卷系統做調查工作，

再經由 SPSS 或 SAS 的統計分

析，使學生能學有專精以利未

來升學及就業所需。 

 

 

 

通識教

育中心 

強化通識課程教學、建構

通識教育多媒體教學及

網路教學平台。 

 

計畫增添通識教學設

備，以提供學生優質的

學習環境。 

藉由教學軟硬體之添購，充實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提

昇通識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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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學校積極規劃升格為科技大學， 除助理教授以上師資需達 40%外，有關教師 

學術研究、教學實務等各方面也需提昇其質與量。故在努力增聘教師提高師資結構達標

準後，我們繼續逐步增加獎助教師研究所佔比例：91 年度之 32.18%，92 年度之 34.85%
至 93 年度預估之 40.66%，期能全面鼓勵教師參與各類研究進修以達更高教學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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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任課老師提出申請，各系科依中長程發展計劃及年度預算，經由科務會議初審，決

定其發展特色及重點，排定優先序後提會計室彙整。 

(2) 會計室彙整後，依據整體發展經費之額度，各系科之特色重點及學校整體發展方向之

原則，提案專責小組會議審查，分配整體發展之經費。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後，將支用

計劃書報部核備，其流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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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相關規定
 
本校中長程計畫暨年度工作計畫 

   

 

  

                   

 

   

 

 

 

 

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校長核定 

 

 

經費支用計畫報部 

 

(3)整體發展經費之各項機儀設備之採購，均由採購單位，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公開上
網招標，所採購之設備，均依本校「財產及物品管理辦法」納入管理，每學期盤點，檢討

使用及保養狀況。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如附件)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各單位提列預算 

會計室彙整/協調核配比例 



 16

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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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及其他項目明細表 

（七）附表七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1. 機電整合研究所 

         可提昇研究所研究及教學之質與量、申請國科會或教育部之專題研究計劃、推動與產

業界建教合作案、發表研討會與國際期刋論文。 
 

2. 機械系 

(1) 落實證照制度，鼓勵學生取得技能檢定証照。 

(2) 配合產業需求，在教學與研發上與工業界配合，增加產學合作績效。 

(3) 鼓勵學生積極參加校內外及全國競賽，使學生理論與實務結合，應 

用所學發揮創意。 

(4) 強化學生專題製作，擇優申請專利，經由保障學生自己智慧財產權。 

(5) 學生藉由專題製作與參加競賽方式，以提升研究所推薦徵試之績效。 

(6) 經由成立國家技能檢定考場，有效輔導學生取得技能檢定証照。 

(7)強化智慧型電子冷卻實驗室，並與工業界技術合作，以增加產學合作績效。 

(8) 辦理推廣教育，利用學校資源，以達成社區教育資源分享之效果。 

 

 

3. 電子系 

(1) 成立特色實驗室，規劃相關理論與實習課程。 

(2) 提供校內外研究計劃所需之實驗場所，並將研究結果發表於國內外專業期刊。 

(3) 學生經由實作累積經驗，並將學習成果參加校內外競賽。 

(4) 以研究成果積極尋找產業界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提昇教學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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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化工系 

      (1) 汰舊換新實驗室之儀器設備。 
(2) 改進儀器分析、單元操作及生物技術之實驗教材。 
(3) .提昇教師學術研究品質，增加 SCI 論文發表數量。 

 

        5.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強化學生實作之能力，以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6. 資訊傳播系 

           (1) 添購 DV攝影機，同學可以分組實習，增加實做機會，使拍攝技巧更趨 

成熟。 

(2) 配合繪圖機採購，學生作品可以動態及靜態方式呈現、展示，提高學生創         
作動機。 

        7. 觀光與餐飲旅館系 

   大台北地區的國際觀光飯店、各式餐飲業、旅遊業及文化交流活動，正迫切期待專業

的觀光餐旅人才支投入。本校於此時新增觀光餐旅系正可提升業者專業形象及能力，

並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藉由建教合作及夥伴關係，使學生具備實務技能，

教育學生發揚本土觀光餐旅之特色，同時強化外語及電腦作業能力邁向國際，落實職

業道德及服務精神，以提昇觀光餐旅專業人才形象。因此，本系預期達成之成效目標

如下: 

〈1〉 配合臺灣經建發展主軸，全面提昇觀光餐旅人材的質與量。 

〈2〉 課程設計朝專業化、國際化、及資訊化全方位邁進，強化觀光餐旅管理長才。 

〈3〉 藉由建教合作及夥伴關係，使學生具備實務技能及國際觀。 

〈4〉 發揚本土觀光餐旅特色，重視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 

          〈5〉 強化外語及電腦作業能力，並訓練學生獨立思考作業能力。 

 

        8. 資訊管理系 

           (1) 預計可強化現有或新增之專業實驗室及研究室。 
(2) 積極發展系科重點特色，提昇專業技術之成效。 

 

        9. 應用外語科 

           (1) 利用電腦，學生可依程度自我學習及檢測 

(2) 教師一人一台電腦，可提升教師研究之質與量 

(3) 系上現有電腦及其他週邊設備，如投影機、數位攝影機，若能充分搭配使用，即

可使每間教室成為行動 e化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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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餐飲管理科 

(1) 目前利用夜間及週未假日開辦二專制推廣教育班，每年招收一班，共計 

有三班。並將於 93 學年度起增加一班，擴大服務和回饋社區民眾。 

(2) 增購各實習教室機儀器設備、改善學習環境加強現有系科發展重點特色 

圖書機儀器設備。並增購及改善西餐實習教室及烘焙實習教室等機儀器設備，如

明火烤箱、立式四門冷藏冰箱、高壓沖洗機、一貫攪拌機⋯⋯等等，並於 93 學年

度申請成立西餐丙級、烘焙乙、丙級技檢考場。 

(3)訂定相關辦法，鼓勵教師編著教材，製作多媒體教案，並配合學校整體發 

申請學術性或實務性研究案，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水準 

並於 93 學年度聘請兩位教授和三位助理教授，且具有實務經驗之博士師 

以提高研究教學計畫。鼓勵教師進修、申請研究計畫案及建教合作案，並 

劃教師研究室。 

(4) 93 學年度成立日間部二技制餐飲管理系，及 94 學年度擬成立日夜間四技。 

 

       11. 企業管理科 

          培養學生獨立思考能力，強化學生電腦能力。訓練學生由實際的市場調查工作可對企

業本身及策略擬定有深入了解。 

       12. 通識教育中心   

          藉由教學軟硬體之添購，充實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提昇通識教學品質。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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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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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3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補助款 30%) 合計 

$12,217,441 $20,890,998 $9,932,532 $43,040,971 

 
資本門（獎補助款 60﹪） 經常門（獎補助款 40﹪）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金額 $7,330,465 $12,534,599 $5,959,519 $4,886,976 $8,356,399 $3,973,013 

合計 $25,824,583 $17,216,388 

占總經

費比例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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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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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6,711 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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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3,072 12.95%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654,800 2.53% 註四 

三、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

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等） 
0 0 

 

合計 25,824,58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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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五）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及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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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佔經常門經費之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           17.43   ﹪ 

研習            7.26   ﹪ 

進修            6.39   ﹪ 

著作            2.03   ﹪ 

升等送審        1.74   ﹪ 

改進教學        5.81   ﹪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20﹪以上） 

 

合計           40.66   ﹪ 

彚整各系科需求及歷年各單

位執行之狀況，訂出全年之總需

求。另訂有各項獎助辦法，由教

師提出申請並經系科及校教評會

審核後執行。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 

                2.32   ﹪ 

 

    彚整各行政單位需求及去年

各單位執行之狀況，訂出全年之

總需求。 

三、其他（如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等） 

                57.02    ﹪ 配合中長程發展計劃實施，

補助新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薪

資。 

總計 1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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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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0  數位影印機 列印技術：普通紙雷射碳粉式。影印尺寸：A3。

影印速度：15張(A4C)(含以上)。解析度：600dpi(含

以上)。緩衝記憶體（標準/最大）：標準 16MB/最

大 48MB。半色調：256灰階。影印尺寸：A3到

A6。倍率範圍：0.50~2.00預設及百分之一微調。

記憶體擴充槽：3個 DIMM。自動送搞及電子分頁。 

 1  96,000  96,000能有效率

推動系務

及節省成

本 

觀光餐旅系   

 002-00  印表機 列印技術：黑白雷射。最大列印尺寸：A3。列印

速度 (A4/A3)：22ppm11ppm。解析度：

1200*1200dpi。緩衝記憶體（標準/最大）：標準

16MB/最大 192MB並可支援 SDRAM。處理器：

300MHz處理器。記憶體擴充槽：3個 DIMM。網

路內建列印伺服器。擴充介面 --- EIO插槽數目(可

用/最大)：2個 EIO插槽。  

1   77,600  77,600系務推動 觀光餐旅系   

 003-00  電腦主機 處理器：Intel Pentium 4 2.8Ghz含以上。快取記憶

體：512KB 。記憶體 (標準/最大)：512MB / 4 GB 

DDR RAM。軟式磁碟機：3.5吋 1.44MB。光碟

機 ：16xDVD 。內建硬碟 (轉速 rpm)： 80GB 

(7200rpm) EIDE ATA-100,SMART III。網路介面。

顯示卡介面。音效介面。Windows 中文隨機版。

15"LCD。 

 2  56,000  112,000 建立餐旅資

訊中心，及

於實習餐廳/

旅館設置櫃

檯作業及點

菜系統。 

觀光餐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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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0  筆記型電腦 中央處理機：Mobile Intel Pentium M 1.3 GHz (含以

上)。記憶體︰256MB DDR Memory,硬式磁碟機

(HDD )︰40 GB/4200rpmn。顯示界面。 其他介

面：PC Card Type II x 1，Parallel x 1，PS/2 x 1，

S-video out x 1，TV Out x1，RJ-11/RJ-45 各 1，紅

外線傳輸 x 1，USB 2.0 x 2，MultiPort x1，作業系

統：Microsoft Windows XP或 2000 中文版。  

 1  67,000  67,000與先前採

購之單槍

投影機結

合使用，並

運用多媒

體影音教

學提供各

學科輔助

教學之需

求 

觀光餐旅系   

 005-00  電腦軟體 Flash 5.0中文版   5 4,000 20,000 教學軟體  企管科   

 006-00  手提式單槍投影機  1600 流明(含)以上  5 75,000 375,000  企業專題

課程 

 企管科   

007-00   簡報擴音系統  擴音設備,內附喇吧 60瓦,輸出功率 60瓦以上  3 30,000 90,000 企業簡報

課程  

 企管科   

008-00 筆記型電腦 Mobile Pentium 4 M1.3(Centrino) CPU(含)以上 8 55,000 440,000 企業專題

課程 

企管科  

009-00 懸掛式單槍投影機 2000 流明(含)以上,70萬以上畫素 1 100,000 100,000 市場調查

中心 

企管科  

010-00 彩色雷射印表機 可印 A3彩色雷射印表機 2 170,000 340,000 企業專題

課程 

企管科  

011-00 立式四門冷藏冰箱 120*75*200cm (含以上).冰箱外殼採用 SUS 304 

不銹鋼板 0.8mm厚製，內殼採用 SUS 304 不銹鋼

板 0.6mm厚製，中間保溫層採用 50mm厚 PU泡

2 44,000 88,000西餐烹調 餐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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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絕緣保冷.壓縮機採用鐵甲武士及 T2膨脹閥，冷

凍壓縮機為 1ø220V 1/3HP.冷卻方式採用氣冷式，

自動除霜.冷凍溫度為 00C至 50C.尺寸須配合現場

施工調整.含一、二次配管、配線及安裝、測試。 

012-00 立式四門冷凍冰箱 28.4*22.5*50.8cm (含以上).冰箱外殼採用 SUS 304 

不銹鋼板 0.8mm厚製，內殼採用 SUS 304 不銹鋼

板 0.6mm厚製，中間保溫層採用 50mm厚 PU泡

棉絕通冷.壓縮機採用鐵甲武士及 T2膨脹閥，冷凍

壓縮機為 1ø220V 1/2HP.冷卻方式採用氣冷式，自

動除霜.冷凍溫度為 00C至-150C.尺寸須配合現場

施工調整.含一、二次配管、配線及安裝、測試。 

2 25,000 50,000西餐烹調 餐飲科  

013-00 置物架工作台 160*70*80/70cm(含以上).台面採用 SUS 304 不銹

鋼板 1.5mm製，(後兩腳請配合現場瓦斯管).尺寸

須配合現場施工調整.含一、二次配管、配線及安

裝、測試。 

6 14,000 84,000西餐烹調 餐飲科  

014-00 明火烤爐 60*62*57cm(含以上)，全不銹鋼製造，採用優質紅

外線發熱管，可調校時間裝置，可調校高度，桌上

型,尺寸須配合現場施工調整，含一、二次配管、

配線及安裝、測試。 

5 56,000 280,000西餐烹調 餐飲科  

015-00 桌上型油炸機 50*50* 32/42cm(含以上) ，本機全部採用 SUS 304

不銹鋼板製，本機採用管型中間加熱方式，油槽採

用 SUS 304 不銹鋼板製，安全電子開關，尺寸須

配合現場施工調整，配線及安裝、測試。 

6 

 

15,500 93,000 西餐烹調 

 

餐飲科 

 

 

016-00 調理單水槽/混合水籠頭 60*60*80cm(含以上)，槽框採用 SUS 304 不銹鋼

1.5mm厚製，槽框採用 SUS 304 不銹鋼 1.2mm厚

1 

 

13,000 13,000 西餐烹調 

 

餐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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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槽框採用 SUS 304 不銹鋼 ø1/2＂製，附套管.

槽框採用 SUS 304 不銹鋼 ø1＂製，尺寸須配合現

場施工調整，含一、二次配管、配線及安裝、測試。 

017-00 單水槽工作檯 尺寸外徑：86cm*60cm*80cm工作台內含

(60cm*45cm*35cm(水槽))不鏽鋼 SUS-304材質。

鋼板厚度檯面 1.2mm，下層架 1mm。可調整高度

腳。含安裝及舊設備折除。尺寸須配合現場施工調

整.含一次配管、線。配件：水龍頭五金配件，冷

熱水配管。 

12 

 

12,000 144,000 中點、  西

點  

 

餐飲科 

 

 

018-00 瓦斯流量表   最大流量：12M3.外型尺寸：275*375MM，入口

口徑：1-1/4英吋，出口口徑：1-1/4英吋，最大閉

塞壓力：0.7/1.75KG/CM，瓦其配管實際尺寸需配

合現場安裝且責任施工約 60公尺。 

1 

  

52,920 

 

52,920 

 

  

中餐烹調 

 

  

餐飲科 

 

  

 019-00 瓦斯爐及工作台  採不鏽鋼 SUS 304 1.2mm製作，放置台尺

寸;100*50*70公分，不鏽鋼調整腳，附單座瓦斯爐

2個尺寸：25*24.8*9公分(含以上)，銅製爐心，可

調整大小，及瓦斯一、二次安裝配管銜接工程，配

合現場，瓦斯管材質圍 SUS304厚 2.5mm。含一組

瓦斯安全控制器，六組瓦斯安全警報系統，尺寸須

配合現場施工調整，含一次配管、線。  

  

6 

 

 

25,000 

  

150,000 

 

  

中點、  西

點  

 

  

餐飲科 

 

  

 020-00 強光可攜式投影機  反射式光源 ，投影檯面：285mm. 電源規格：

110~120V，60HZ.  投影鏡頭：三片開放式可調式

變焦鏡頭(275~320mm水平微調)，燈泡種類：

FNT24V，275W，重量：5KG. 雙燈座設計可切

換 ，可折式臂桿，方便收藏攜帶 附專業手提袋。  

  

2 

 

 

19,000 

  

38,000 

 

  

科辦公室 

 

  

餐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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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0 單槍實物液晶投影機  2000ANSI 1024*768解析度 XGA解析度，TFT 

LCD，2,359,296畫素（1024 x 768 x 3） 投影亮度 

2000 ANSI 流明 ,攝影裝置 1/4.2吋高解析彩色

Honeycomb CCD，攝影鏡頭 萬向鏡頭，鏡頭及鏡

臂可旋轉 360 度， 自動調整／手動微調、內建萬

向 3D實影功能。  

  

1 

 

 

120,000 

  

120,000 

 

  

科辦公室 

 

  

餐飲科 

 

  

022-00 

 

DVD影音光碟機含放置架及喇叭組 

 

54MHz(Progressive)/10-bitD/Aconverter，雙波長鐳射

讀取頭(DVD/DVD-R/DVD-RW/KODAK CD 

Compatible)，色差影像輸出端子 192kHz/24bit Audio 

DAC，Dolby Digital(AC-3)/dts 音頻輸出，光纖/同軸

數位輸出(DTS/Dolby Digital/MPEG Audio/PCM)，動

態範圍控制 全中文圖形使用介面 畫質調整可儲

存兩組自訂畫質設定(對比、高度、色度)，Pure 

Cinema 2：3Progressive Scan 循序掃瞄 一組 D1 輸出

端子支援 NTSC/PAL 自動切換，推車架 尺寸：

58*44*88CM(含輪子) 材質：1＂方管隔板材質

SECC 鋼板 0.8m/m 附剎車輪。                 

 

1 13,700 13,700 科辦公室 餐飲科 

 

 

023-00 

 

烤盤架 

 

120cm 高(1 台) ，骨架：使用 1+方管(不鏽鋼). 滑

道平面：使用 7CM不鏽鋼製成，間距 8.5CM，18

盤，可放 72*46 或 67*43 公分烤皿。     

180cm 高(1 台) 骨架：使用 1+方管(不鏽鋼)，滑道

平面：使用 7CM不鏽鋼製成， 規格：間距 8.5CM，

18 盤,可放 72*46 或 67*43 公分烤皿。 

1 23,500 47,000 
 中點、 西

點  
餐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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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00 

 

洗衣機 

 

三機一體，洗衣、脫水、烘乾全自動一次完成。洗

慶容量：乾衣 5公斤，烘乾容量 2.5-3 公斤。兩種

脫水轉速「可自行選擇超高速 1000RPM或一般

500RPM。微電腦裝置。需配合現場給水及排水安

裝且責任施工。 

 

1 

 

28,140 28,140 

 

中餐烹調 

 

餐飲科 

 

 

025-00 

 

食品調理機 

 

R501 Uitra切菜、攪切兩用型，電壓：3相 220V 

1800/900RPM 900W.350*310*670mm(含以上)，容量

5.5 公升，尺寸須配合現場施工調整，含一、二次

配管、配線及安裝、測試。 

 

1 

 

47,000 47,000 

 

西餐烹調 

 

餐飲科 

 

 

026-00 

 

高壓沖洗機 

 

最大壓力：120BAR，最大水量：500L/H.馬力/電源：

110V.尺吋 L*W*H：284*225*508mm(含以上).機身

重重量：15KG.含現場給水配置及電線插座配置.

尺寸須配合現場施工調整.含一、二次配管、配線

及安裝、測試。 

 

1 

 

28,000 28,000 西餐烹調 

 

餐飲科 

 

 

027-00 

 

數位相機 

 

畫素尺寸：334 萬畫素(總畫素)/321 萬畫素(有效畫

素)1/2.7 吋 彩 CCD，影像解析度：2048*1320(3：

2)，1632*1224，1280*960，640*480，動畫為 640*480，

160*112.液晶螢幕：1.5 吋 TFT-LCD 液晶顯示器

1 

 

13,500 13,500 科辦公室

 

餐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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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萬點) 閃光模式。 

 

028-00 

 

數位攝影機 

 

規格：DV錄製系統，水平解析度 530 條 331 萬畫

素超高畫質 1/3＂Advanced HAD CCD  採用數位

相機慣用的 RGB 原色濾鏡 取代一般  DV 的補色

式濾鏡,305 萬畫素數位相機功能(MS 記憶卡)靜態

照片畫質 (2046*1512 dots)內建藏式智慧型閃光燈

2.5吋彩色液晶  螢幕(21.1 萬畫素) 鏡頭  18萬畫

素精細彩色觀景窗 數位放大 120 倍，10 倍光學伸

縮。   

 

1 

 

47,800 47,800 科辦公室 

 

餐飲科 

 

 

029-00 

 

筆記型電腦 

 

中央處理機：Mobile Intel Pentium M 1.3 GHz (含以

上)記憶體︰256GB DDR Memory 硬式磁碟機

( HDD )︰40 GB/4200rpmn 軟式磁碟機：提供 3.5＂

( 1.44MB )磁碟機一台 光碟機：CD-ROM螢幕：

14"(含)以上 LCD螢幕，顯示界面,內建音效，內建

無線網路 802.11b(需與本校無線網路基地台相容支

援WIFI 與 802.11b) 其他介面：PC Card Type II x 1，

Parallel x 1，PS/2 x 1，S-video out x 1，TV Out x1，

RJ-11/RJ-45 各 1，紅外線傳輸 x 1，USB 2.0 x 2，

Multi Port x1，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XP 或

2000 中文版。 

 

1 

 

67,000 67,000 科辦公室 

 

餐飲科 

 

 

030-00 

 

實物投影機 

 

耗電量：1200w燈泡：鹵素燈 300Wx4個 鏡頭：

=323mm (12.7) F2.45放大倍率：3~8倍 (面積 9~64

1 

 

45,000 45,000 科辦公室 

 

餐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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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投影距離：1.3~3.0M/4.31~9.8"仰角度：10~20

∘安全標準：UL,CE,CSA,SA,TUV電源線：4M/13" 

投影尺寸：280 x 280 mm /11 x 11"(接受水平及垂直

方向的 Letter尺寸)重量：12.5  Kgs  標準配件：

黑布幕防塵罩、電源線外觀尺寸：W x D x H =400 

x 511 x 288 mm /15.7 x 20 x 113"。 

031-00 

 

麵食工作台 

 

不鏽鋼材質，186*86*80cm。(按圖施工)不銹鋼調

整腳，可調整水平 鋼板厚度 1.2m/m  下層放置架

四個抽屜。  

2 

 

16,000 32,000 

 

中點、  西

點  

 

餐飲科 

 

 

032-00 

 

 

一貫攪拌機 

 

不鏽鋼盆容量 3 公斤、5公斤，含網狀、鉤狀、槳

狀(2 組)，尺寸：W55*D50*H84CM.容量：20 公升.

馬達：3/4HP，220V、齒輪皮帶傳動，三段變速.

放置台(配合現場製作)含管線安裝測試 .20 公升攪

拌桶、鉤、槳、球各一只。 12 公升攪拌桶、鉤、

槳、球各一只。 

 

2 

 

24,000 48,000 

 

中點、  西

點  

 

餐飲科 

 

 

033-00 

 

電腦輔助設計製圖軟體 

 

 

軟體最新教育版 

1. 3D 電腦輔助設計軟體 (作業環境Windows 2000、
Windows XP、Windows NT)      
 以特徵參數方式建構 3D幾何實體，並具有下

列功能模組： 
a. 基本功能模組 
(1)提供參數化設計環境，可建立參數關係。 
(2)提供完整關聯性，可同步化 3D零件及 2D圖
面的設計。 
(3)提供單一資料庫架構，可進行協同設計環境。 
b. 出圖功能模組 
(1)提供 ANSI、ISO、DIN、MIL、JIS、CNS 等標
準。 
(2)具備樣版(Template)功能，可由 3D檔案直接轉
成預設的版面。 
(3)可自動標註與整理尺寸位置。 

25 

 

28,680

 

717,000

 

教學 

 

機械系 

 

第四次

專責小

組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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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在單一版面中同時使用多個模型。 
(5)可提供使用者自行建立符號庫 
(6)可與Microsoft® Office 進行整合。 
(7)提供幾何繪圖功能。 
(8)可依個別零件顏色分別在圖面上顯示。 
c.電子零件模組 
(1)可直接讀入電路輔助設計軟體所產生的檔
案，產生零件實體。 
 (2)提供資料雙向交換功能。 
 (3)需支援 Allegro�、BoardStatler®、Visula�、
Cadmetix�、Encore�PCB、AT Designer、
VeriBest PCB 

d. 介面模組 
(1)與業界標準的檔案格式互通,包括 STEP、
IGES、PRT(Wildfire II) 、DXF、DWG、
Parasolids、ASIC、I-DES 匯入檔⋯等。 
(2)具備與關聯式資料進行交換的技術,包括
CADDS、CATIA、V4、CATIA V5、Unigraphics。 
(3)支援 AP203、AP214、AP202 標準。 
(4)支援 TAB標準。 
e. 擬真塗彩模組 
(1)可對造型外形進行材質花紋貼圖。 
(2)即時光影擬真塗彩功能 
f. 鈑金設計模組 
(1)提供折彎、切割、成型、Punch、Notch 特徵。 
(2)提供折彎表製作。 
(3)可出零件折彎及展開圖。 
(4)提供鈑金件邊緣折彎處理功能，包含開放折
彎、平齊折彎、鴨形折彎、C形折彎及 Z形折
彎。 

g. 網頁發行模組 
(1)提供組件建立焊接特徵。 
(2)可自動於 2D工程圖上產生焊接符號。 
h. 焊接模組 
(1)提供組件建立焊接特徵。 
(2)可自動於 2D工程圖上產生焊接符號。 
i.動態機構模擬模組 
(1)可依實際狀況精確模擬機構動作並輸出
MPEG 及 AVI 格式動畫。 
(2)可模擬彈簧，組尼器等擾性組件運動。 
(3)可擷取任意監測點之運動軌跡資訊。 
(4)可依運動行程逆算機構（凸輪）零件外形，
產生 3D零件。 
(5)可以模擬並擷取機構運作過程中力及速度的
作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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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最佳化自動檢測模組 
(1)可依使用者自定之設計規範，對設計件進行
尺寸檢測。 
(2)可結合外部計算分析工具，提高設計之正確
性。 

k. 報表模組 
(1)可產生材料表，並自動更新球標。 
(2)提供組件爆炸圖功能。 
l. 繪圖機介面模組。 
(1)支援 Calcomp、Gerber、HPGL2、Versatec、HPGL 
and PostScript®列印標準。 

m. 曲面建構模組 
(1)產生之曲面需可再進行修改。 
(2)可使用方程式控制曲面外形。 
(3)提供由曲線舖面的功能。 
(4)可控制曲面的相切性及連續性。 
n. 逆向模組 
(1)可讀取外部點資料，轉成曲面。 
o.  (Free Style)自由造型曲面模組 
(1)提供快速鎖點功能。 
(2)提供影像圖片匯入功能。 
(3)提供拖曳曲線即時再生功能。 
(4)提供交談式曲面設計環境。 
(5)提供動態自由造型功能。 
(6)可控制曲面的相切性及連續性。 
(7)內部建立參考面功能。 
(8)可多條曲線同時編輯。 
(9)整合於 3D實體環境中，直接繪出幾何及自由
曲面，不需透過其他軟體繪製後輸入。 

p. 智慧型行為建模模組 
(1)可進行敏感度分析。 
(2)可針對零件或組件進行可行性及最佳化分析
設計。 
(3)提供動態機構模擬分析設計。 
q. 匯入資料診斷修復模組 
(1)可自動偵測相鄰 Surface 間的特徵屬性，並直
接在螢幕上顯示診斷結果。 
(2)可設定或解除 Surface 之間的特徵屬性。 
(3)可自動修補 Surface 間隙。 
(4)提供增加新 Surface 至現有資料中。 
r. 模型檢查模組 
(1)提供檢查標準設計環境是否一致。 
s. 整體變型模組 
(1)提供任何型式資料的結合作局部及整體變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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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拉伸或數值控制。 
t. 進階組立模組 
(1)可利用 Top-Down 設計方式，從組立件中直接
建構零件，並關連尺寸。 
(2)可利用多重 Skeleton 方式管理組立件。 
(3)用以製作產生組裝程序計劃書，並建立逐項
的指示說明其組裝的程序，同時可估算時間及
成本。 
(4)組裝程序計劃書的內容可依 3D model 的設變
而自動修改。 
(5)透過 drag-and-drop 可輕易移動組合中的零件
至任意位置。 

u. 3D CAD 與 ECAD間雙向資料交換模組 
(1)可經由功能表直接選用與 ECAD間雙向資料
交換的功能。 
(2)PCB 上元件配置位置，經此模組傳至 CAD上
直接建立 3D 電子元件模型。 
(3)支援 IDF 2.0、3.0 的格式。 
(4)3D 模型加中加入 3D電子元件，可自動納入
物性計算。 

v. 同步工程研發管理系統 
(1)建立一集中的關連性資料庫，供使用者存入
及取用，可多人同時對同一零組件進行設計修
改。 
(2)必須能對設計資料 3D 模型及文件檔等進行
存取權限的設定及型態管制。 
(3)CAD 繪圖軟體可直接存取資料庫中的設計模
型。 
(4)必須能提供客制化的操作介面。 
(5)可產生客制化的產品材料清單(BOM) 
w. 交談式高階曲面模組 
(1)可經由圖形介面直接拉伸調整建立自由曲
面。 
(2)具複雜曲面 C2平順的功能。 
x. 模流分析模組  
僅需定義塑膠原料及進膠位置，即可知道試模
的資訊，如接合線、包封、溫度分析、壓力等。 

y. 模具設計模組 
提供模具設計人員建立模型內腔幾何結構，產
生公、母模仁。 

z. 專家塑膠模模座系統 
 (1) 專家級的模座及零件設計系統。 
 (2) 提供 FUTABA、DME、及 HASCO 等模座、

螺絲、導柱、水管、頂針、滑塊、斜梢與開
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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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系統自動產生零件表、鑚孔表及工程圖。 
 (4) 可作模具開模模擬及動態干涉檢查。 
2. 3D 電腦輔助製造軟體(作業環境Windows 2000、
Windows XP、Windows NT) 
 NC 加工模組，提供 NC程式設計人員一組整合
工具，來產生加工所需的最佳刀具路徑。 
a.銑床及鑽孔模組 
   2 軸半到 3軸銑床和鑽床加工。 
b.車床模組 
   4 軸車床加工 
c.線切割模組 
2 軸及 4軸線切割加工 

d.加工流程規劃模組 
可產生加工零組件的全部裝配過程計劃。 

e.加工後處理模組 
依照不同型式車床、銑床、線割製作其對應的
後處理程式。 

f.進階 NC加工模組  

   包含 NC加工模組和 4或 5軸銑床、4軸線割功

能。 

g.機制件加工模組  
系統自動以特徵來辨別工件，作出 2.5D 的加工
程式。 

h. NC 檢驗模組  
  可執行 NC程式實體模擬切削加工。 
i.電腦輔助檢驗模組 
 (1).模型檢驗模組  
    可提供製造商生產的零件與模型的比對檢
查。 

 (2).座標量測器  
    可從模型直接建立檢查程式。 
k.鈑金加工模組  
 (1) 依造設計零件直接做出沖孔及雷射切割的

輪廓程式。 
 (2) 可半自動的定義完成自動排料，及自動轉成

加工程式。 

 

034-00 

 

金相顯微鏡 

 

規格：1、反射式金相顯微鏡。觀察模式包含：(1)

明視野；(2)暗視野；(3)微分干涉；(4)偏光觀察。

微調解析能力：0.1mm。2、三眼輸出觀測筒接影

1 750,000 750,000 教學 機械系 

第三次

專責小

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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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擷取與視訊系統，包括(1)顯微鏡專用數位相

機，畫數達 500 萬以上，並具有桌上控制器可即時

觀察視訊和自動控制；(2)螢幕顯示器﹔(3)印相

機。3、顯微鏡鏡頭等級為 plan semi-APO chromat

偏光專用鏡頭，物鏡包含 5x，10x，20x，50x，100x。 

 

通過 

035-00 

 

逆向工程系統 

 

規格：4軸雷射掃瞄系統 

一、雷射測頭規格型式：Slit Laser 半導體雷射光帶

能量：10mw 波長：670 nm 掃瞄寬度：40~60 mm

量測景深：170 mm量測精度：0.05 mm-0.05mm（有

效景深 100 mm 範圍內）尺寸：230 mm×200 mm×60 

mm 重量：3 kg CCD 鏡頭；2 組 二、4軸 CNC 掃

瞄機台    量測範圍：600 mm（Y軸）400 mm（Z

軸）250 mm（X軸）精度：+/- 0.02 mm／200 mm

（附定位精度校驗報告）控制方式：電腦控制三軸

平移，一軸旋轉  外觀尺寸：110 (L)×80(W)×

180(H)cmCNC 控制器：PC與掃瞄機台間之自動控

制溝通介面三、SCAN 3D雷射掃瞄軟體 1.適用於

Windows 2000 作業系統 2.量測資料型態：Binary 

STL, ACSII, IGES 3.3D 圖形顯示，3D資料分析，3D

資料編輯 應用範圍：＊模具逆向工程：汽機車零

件、家電用品、運動器材、陶瓷製品等＊人體形狀

量測＊立體雕刻＊實體模型＊自動檢測＊ 立體動

畫 四、電腦 1部 (Petium4 CPU 2.7G 以上)DRAM：

256MB  FDD：1.44 MBCD-ROM：52X  HD：40GB

1 1,850,000 1,850,000 教學 機械系 

第三次

專責小

組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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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17 ＂ 電腦輔助設計逆向工程系統五、 

Imageware Software III 逆向工程系統專用軟體 1、適

用於Windows XP 作業系統 2、輸出及輸入格式：

可讀出各種格式之點資料(ASC II,IGES,XTL..)、有

許多量測設備之直接介面、可讀取草稿影像檔

(bmp,jpg,png,rgb,tif)、可讀取 IGES，VDA之 3D 曲

面、可輸出 IGES，VDA，STL，DXF..等資料 3、

點資料處理功能：點簡化(Space Sampling)、點資料

修整(Scan Piecewise,remove spikes)、點資料著色曲

率分析(Cloud Reflectance)  4、曲線功能：尺寸標

註(Text label, Dimension label)、幾何曲線,點群逼近

直線,圓弧,橢圓,長方孔、曲線沿設定方向或沿曲面

補正(offset)、曲線順接,C3連續(Match2 curves) 5、

曲面功能：幾何曲面,以點群求逼近平面,圓柱,圓

球⋯.、以點貼成面，、或以曲面貼點(Uniform 

Surface)、邊界及點群建面(Fit w/cloud and cruves)、

導圓面，切線或曲率連續順接(FilletSurface)、階數

轉換可逹 21 階(Convert Surface Order)、曲面與曲面

可逹 C3連續(曲率連續)6、高品質曲面檢測工具：

曲面斷面曲率分析、點資料與曲面誤差比對、等高

線著色分析、曲面特性著色分析、A級曲面品質著

色檢測 7、定位功能：3,2,1 定位(3,2,1)、混合模式

(Mixed Mode)、轉換矩陣結合定位功能強大 

 

第四次

專責小

組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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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0 

 

熱鑲埋機 

 

1. 鑲埋直徑：32 mm。2. 加熱溫度：150℃。3. 驅

動方式：全自動。4. 加熱時間：0-15 分鐘。5. 冷

卻時間：0-15 分鐘。6. 冷卻方式：水/空氣。 

 

1 150,000 150,000 教學 機械系 

 

037-00 

 

個人電腦 

 

P4 3.0G (含)以上 

 

60   35,000   2,10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038-00 

 

液晶投影機 

 

2000 ANSI (含)以上 

 

3    80,000    24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039-00 核心網路交換器 提供 12個自動偵測 10/100/1000Base-Tx埠 1   446,250    446,250 教學用 電機系  

040-00 MATLAB 教育版 MATLAB 教育版 1    72,000    72,000 教學用 電機系  

041-00 閃頻測速儀 60.0~18000rpm 2   13,650    27,300 教學用 電機系  

042-00 電動機控制系統 交流馬達 3  150,000    45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043-00 雷射印表機 19ppm(A4)(含)以上 3    15,000     45,000 教學用 電機系  

044-00 萬用燒錄器 *透過 USB與電腦連線  *燒錄器可燒錄

EPROM,EEPROM,FLASH ROM,PAL 

5 20,000 100,000 教學與研

究用 

電子系  

045-00 高階個人電腦 Intel Pentium-4 2.4GHz *512MB DDR-333SDRAM 

*平台式機殼,15吋 LCD螢幕 *80GB硬碟機 

60 37,000 2,22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046-00 交換式集線器 *12Port 10/100/1000BaseSWITCH HUB --壹台  

*24 RJ-45 Port 10/100 Switch HUB--十四台 

1 800,000 80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047-00 信號產生器 *Freq. 0.1Hz-10MHz in 8 ranges 

*Amp. 20Vp-p , Distortion:<0.5% 

60 8,000 48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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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counter:10Hz-100MHz 

048-00 ＵＳＢ模擬器與ＵＳＢ實驗單板 *符合 usb1.1版 12Mbps高速傳輸協定  *包含

8051相容週邊埠 *具有重新裝置列舉功能 

1 28,0000 280,000 教學與研

究用 

電子系  

049-00 傅立葉紅外線吸收光譜儀 1、偵檢器:材質:KBr，適用於 JASCO FT/IR-410 之

偵檢器.偵檢器:材質:KBr，適用於 JASCO FT/IR-410

之偵檢器 。 2、分光器: 材質:KBr，適用於 JASCO 

FT/IR-410 之偵檢器 。3、防潮裝置(FT/IR 外箱):

尺寸W*D*H(cm):85*65*35(如附件)材質:壓克力(厚

度至少 0.8cm)，可罩住 FT/IR 主機，防止受潮。  

 

1 130,000 130,000有機化合

物之結構

分析 

儀分實驗室  

050-00 紫外/可見光分光光譜儀 規格：1、波長範圍:至少 220~620nm。 2、解析度:

優於 2.5nm。 3、波長精確度:+-0.5nm。 4、波長

再現性:+-0.1nm或更好。5、偵測器:矽光二極體。

6、具全光譜掃描功能。7、光源範圍:至少含蓋

200~700nm 。8、控制系統:內建式處理器及面板

控。9、軟體功能:具穿透度、吸收度 制設計，具

大型液晶螢幕顯示，並濃度分析、光譜圖顯示、可

擴充外接電腦及軟體控制功能，結果儲存及列印並

可直接連接印表機輸出分析結果,配件：1、與主機

相容之彩色噴墨列印裝置 2、石英樣品槽(至少二

個)3、英文及簡易中文操作手冊 

1 330,000 330,000無機離子

之定量分

析及有機

化合物之

定性、定量

分析 

儀分實驗室  



 37

051-00 

 

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規格：1.光學系統:單光束或雙光束皆可 2.光柵密

度:至少 1800 條/mm 3.狹縫寬(silt):至少 0.2~1.0nm，

可自動調整設定 4.波長範圍:190~900nm，自動掃描

式 5.控制系統:符合(1)或(2)(1).內建式處理器(軟體

功能須具與Window98 作業系統相容)及面板控制

設計，具大型液晶螢幕顯示且可擴充外接電腦及軟

體控制功能，結果儲存及列印並可直接連接印表機

輸出分析結果。(2).外接與主機相容(含介面卡)之個

人電腦(含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控制軟體及驅動

程式)電腦規格:處理器:Intel Pentium 4 2.8G 記憶

體:256MB(DDR400)以上硬碟:40GB 以上光碟

機:52X CD-ROM17 吋液晶螢幕 6.輸出裝置: 與主

機相容之彩色噴墨列印裝置配件：1.1/2hp 空氣壓

縮機(含祛水裝置)2.銅、鋅、鉻、鉛、鎘、鎳等六

支中空陰極燈管 3.銅、鋅、鉻、鉛、鎘、鎳等 1000PPm

標準液各一瓶 4.英文及簡易中文操作手冊 5.不鏽

鋼排氣抽氣裝置 

 

1 

 

880,000

 

880,000

 

金屬離子

之定量分

析 

 

儀分實驗室

 

 

052-00 網際網路傳輸系統 96port主裝置 X1 ２、外線迴路卡 X1 ３、內線迴

路卡 X1 ４、單機卡(規格：SD-7500SL)X3 ５、

多功能顯示話機(規格:SD-7531E)X2 ６、標準話機

(規格：RF-802F)X31  ７、備用電源電池 X1  ８、

端子盒 X6  ９、線材五金及工資(1式) 。   

1 152,800 152,800

 

全系科師

生通報聯

絡 

 

化工系   

全系師生

 

 

053-00 PDA-WINCE Intel XScale 400MHz 處理器 1 12,600 12,600 教學用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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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00 PDA-Palm CPU ：Intel® PXA250 200MHz  1 12,000 12,000 教學用 資管系  

055-00 液晶投影機 亮度：2100 流明，明暗對比：1500:1 3 138,500 415,500 教學用 資管系  

056-00 雷射印表機 1200dpi，每分鐘 22頁 1 50,000 50,000 教學用 資管系  

057-00 DV 數位攝影機 330萬總像素 1 62,900 62,900 教學用 資管系  

058-00 電子商務及語言教室~電腦設備 Intel P4 3.0GHZ以上,L2快取記憶體 512KB,支援

400/533MHZ FSB，採用整合式 865G晶片組，標

準 DDR 400/ 256MB DDR Memory(含)以上 

61 36,000 2,196,000 教學用 國貿科 第四次
專責小
組會議
通過， 

059-00  實物投影機 3000 ANSI 流明, 正、負片切換功能, 具全自動功

能(快速對焦、光圈控制), 16倍(含)電動伸縮鏡頭，

顯示物件從 35mm正負片至 A4尺寸物件, 鏡頭

360度鏡臂上下120度/左右270度自由旋轉, NTSC 

768*494 41萬 Pixels；投影機放置架：中心館住需

可伸縮條 

2   200,000     400,000 教學改進 應用外語

 

060-00 影像剪輯系統 

Pentium 4 3.0GHz(含或以上)1GB記憶體，120GB

硬碟, DVD-ROM，CD-RW，DVD 燒錄機，19" CRT

顯示器，影像擷取卡及影像剪輯軟體。 

1    160,000     160,000 

專題製作

及戲劇演

出 

應用外語

 

061-00 筆記型電腦 

Pentium 4-M 1.6GHz(含或以上)、Intel® 迅馳行動

運算技術，12.1吋顯示幕，512MB DDRSDRAM，

60G硬碟(含或以上)，記憶卡讀卡機, 內建 10/100 

Mb高速乙太網路晶片，外接式 1.44 MB USB軟

碟機，外接式 CD-RW/DVD-ROM COMBO。 

4     72,600     290,400 

專題製作

及教師研

究 

應用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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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00 桌上型電腦 

Pentium 4 2.6GHz(含或以上)，DDR 512MB記憶

體， 80GB硬碟，16X DVD-ROM(含或以上)，17" 

LCD顯示器， WATCH DOG硬碟保護卡，ZIP 

DRIVE。(已淘汰) 

6     41,900     251,400 

專題製作

及電腦教

學及教師

研究 

應用外語

 
 
第五次
專責小
組會議
通過 

063-00 彩色噴墨印表機 

A3彩色噴墨，最大列印尺寸 A3+ (A3滿版出血)，

最高可達 1440dpi x 720dpi，黑白文字

(MEMO)A4：每分鐘 9頁(含或以上) (省墨模式)，

彩色文字(MEMO)A4：每分鐘 9頁(含或以上) (省

墨模式)。 

2     29,500      59,000 

專題製作

及教師研

究 

應用外語

 

064-00 黑白雷射印表機 
A4：每分鐘 32頁, A3：每分鐘 16頁，記憶體擴充

至 96MB， 內建列印伺服器。 
2    55,000    110,000 

專題製作

及教學 
應用外語

 

065-00 DVD 影音燒錄播放機 

支援媒體種類(DVD-R/RW，DVD+R/RW，

DVD-ROM，CD-R/RW，CD-ROM)，支援格式

(DVD-Video/DVD+VR (DVD+VR format is 

compatible with DVD-Video in most case)/Video 

CD/Super VCD/Audio CD/MP3/JPG)，支援的燒錄

媒體種類(DVD+R ( DVD+VR Mode )/DVD+RW 

( DVD+VR Mode )/DVD-R ( DVD+VR 

Mode )/DVD-R。 

  

2 20,850 41,700 

專題製作

及教學 
應用外語

 

066-00 筆記型電腦 

Pentium 4-M 1.6GHz(含或以上)、Intel® 迅馳行動

運算技術，12.1吋顯示幕，512MB DDRSDRAM，

60G硬碟(含或以上)， 記憶卡讀卡機，內建 10/100 

Mb高速乙太網路晶片， 外接式 1.44 MB USB軟

碟機，外接式 CD-RW/DVD-ROM COMBO。 

3     72,600     217,800 
專題製作

及教學 
應用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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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00 桌上型電腦 

 Pentium 4 2.6GHz(含或以上), DDR 512MB記憶

體， 80GB硬碟， 4. DVD-ROM: 16X 

DVD-ROM(含或以上)，5. 燒錄機: 52X, 17" LCD

顯示器，9 WATCH DOG硬碟保護卡, 10 ZIP 

DRIVE(已淘汰)。 

3     41,900     125,700 
專題製作

及教學 
應用外語

 
 
 
第五次
專責小
組會議
通過 

068-00 多媒體電腦 

CPU:FSB800,支援 HT技術，RAM:256MB DDR400 

SDRAM，MAX 2GB，HDD:80GB/7200RPM，

DVD:COMBO:16XDVD 48XCDRW，

VGA:ATIRD9800 128M AGP 8X，

LAN:10/100Base-TX Ethernet LAN on Board，

Sound:內建 AC97 3D音效，擴充槽:3*PCI1*AGP 

8X，七合一讀卡插槽，配件:Mouse、K.B.電源供

應:200W(MAX)，附屬軟體:Win xp-Home中文版、

Norton防毒軟體。 

1 33,000 33,000 教學用 
通識教育  

中心 

 

069-00 液晶電腦螢幕 

螢幕尺吋:17吋， 最高解析度:1280*1024， 亮度

顯示:290cd/m2(MAX)， 點距:0.264mm ，顏色顯

示:1677萬色 ，可視角度:H: 170 度 V: 170 度， 垂

直頻率:50-75Khz，水平頻率:30-80Khz，反應時

間:25ms， 對比:500:1 

3 15,000 45,000 教學用 
通識教育  

中心 

 

 

 

 
第五次
專責小
組會議
通過 

070-00 A3噴墨印表機 內建１６MB RAM、4MB ROM 1 11,000 11,000 教學用 
通識教育  

中心 

 

071-00 向心力實驗 轉速以數位顯示,2.0~6.0Hz,精度 0.2Hz以內 8 15,000 120,000 教學用 物理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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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00 雷射彩色印表機    600dpi 1 28,000 28,000 教學用 體育組 
 

073-00 數位投影系統 對比:full-on-800:1   checkerboard-200:1 1 41,900 41,900 教學用 體育組 
 

074-00 除溼防潮櫃 95.5cm*42.5cm*91cm 1 13,100 13,100 教學用 英文組 
 

075-00 數位液晶投影機 影像亮度:2000 流明、解析度:XGA(1280*1024) 1 52,290 52,290 教學用 數學組  

076-00 多媒體電腦主機 CPU:FSB800,支援 HT技術，RAM:256MB DDR400 

SDRAM，MAX 2GBHDD:80GB/7200RPM，

DVD:COMBO:16XDVD 48XCDRW 

VGA:ATIRD9800 128M AGP 8X，

LAN:10/100Base-TX Ethernet LAN on Board 

Sound:內建 AC97 3D音效，擴充槽:3*PCI1*AGP 

8X，七合一讀卡插槽，配件:Mouse、K.B.電源供

應:200W(MAX)，附屬軟體:Win xp-Home中文版、

orton防毒軟體。 

1 34,500 34,500 教學用 史地組   

法學組 

 

077-00 摩擦係數實驗 
量力表:0-2N,精度 0.05N一具,0~5N,精度 0.05N一

具 
10 20,000 200,000 教學用 物理實驗室

 

078-00 

 

筆記型電腦 

 

1、C.P.U.: Intel Pentium M 1.4 GHz 或以上，2、記

憶體：512MB DDRSDRAM或以上，3、軟碟：

1.44FDD *1(若無內建，需附USB 介面軟碟機 1

部)，4、硬碟：40GB 或以上 ，5、顯示器：14.1＂ 

XGA 液晶螢幕或以上，6、光碟機：內建 Combo 

DVD +CD-RW，7、網路：內建無線網路，8、外接

介面：具 USB 2.0 埠、EPP/ECP 並列埠、D-sub 外

2 

 

58,000 116,000 

 

教學、簡

報、學位考

試 

 

機電整合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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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顯示器埠、紅外線埠、IEEE 1394 埠、RJ-45 區域

網路埠、RJ-11數據機埠、68 針 PortBar 埠，9、外

觀重量：鎂鋁合金外殼、2.3Kg（含）以下，10、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Professional(中文版，附光碟

及 Product Key 貼紙)，11、其他配件：羅技或原廠

光學滑鼠、PCMCIA 多合一讀卡機，12、附件： 筆

記型電腦原廠標準附件。 

 

079-00 數位式攝影機 1、記錄方式：DV，2、CCD：3百萬畫素(有效畫

素數：動態 200 萬、靜態 300萬)，3、螢幕：2.5

吋 21萬畫素彩色液晶觸控式螢幕，4、鏡片：蔡司

多層膜鏡片，5、變焦倍率：光學 10倍、數位 120

倍，6、鏡頭口徑：37mm，7、具零照度夜視紅外

線攝影功能，8、具Memory Stick PRO 記憶卡插

槽 ，9、具 USB 端子及 USB即時下載功能 ，10、

具閃光燈，11、具中文化操作圖示 ，12、本體質

量：約 540g(不含電池)。 

1 47,900 47,900 

研究所相

關課程、研

究及實驗 

機電整合 

研究所 

 

080-00 數位式相機 1、記錄方式：Memory Stick記憶卡，2、CCD：整

體像素 520 萬，有效像素 500 萬，3、鏡頭：蔡

司旋轉式鏡頭、可旋轉 140 度，4、LCD螢幕：1.8 

吋 TFT LCD，5、變焦倍率：光學 5倍，6、可手

動對焦功能，7、具夜視夜拍功能，8、具閃光燈，

9、具 USB 2.0傳輸介面端子，10、具自拍計時器，

11、具繁體中文顯示介面，12、電源：Lithium-Ion 

充電池。 

1 26,880 26,880 

研究所相

關課程、研

究及實驗 

機電整合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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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0 影像擷取卡 1、PCI介面卡：DVRaptor 2 MAX PCI bus card，2、

視訊規格：NTSC: 720x480 @ 30 frames/sec , 5:1DV 

compression, 3.6MB/s，支援畫面比例 4:3及 16:9, 

支援 DV及 DVCAM，3、音訊規格：2 channel 48 

kHz 16-bit, 2 channel 44.1 kHz 16-bit, 2 channel 32 

kHz 16-bit，4、輸入/輸出端子：數位視訊及音訊

輸入/輸出, 1x IEEE1394 4-pin (i.Link)，5、類比視

訊輸出：1x Composite out (RCA) , 1 x S-Video out 

(mini DIN 4pin)，6、類比音訊輸出：1x Stereo out 

(RCA)。 

1 26,145 26,145 

研究所相

關課程、研

究及實驗 

機電整合 

研究所 

 

082-00 影像擷取燒錄機 1、可藉由 iEEE1394埠連接 DV及 D8擷取影像，

2、可任意從 VHS,DVD,無線電視, MP3,CD,相片

CD 錄製到 DVD+R或 DVD+RW碟片上，3、單

鍵錄影功能，4、具 HQ,SP,EP,SLP四種錄影品質設

定，單片光碟錄影時間最長可達 6小時，5、燒錄

格式：DVD+R ( DVD+R Video Format ), DVD+RW 

( DVD+RW Video Format )，6、可播放碟片類型：

DVD,DVD+R,DVD+RW,DVD-R,DVD-RW, 

SVCD,VCD, MP3,CD-R,CD-RW，7、具預約錄影

功能，可自訂日期與時間，8、具提供影片目錄編

輯功能，9、中文化設定介面及中文操作選單，10、 

內建電視接受器，11、TUNER FORMAT：Signal 

UHF/VHF/CATV, System NTSC，12、具 IEEE 1394 

Input: Mini jack x1， Video Input: RCA Connector 

(yellow) x1，dio L/R Inpu: RCA Connector 

1 15,000 15,000 

研究所相

關課程、研

究及實驗 

機電整合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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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red) x1 ， S-Video Input: 4-Pin Mini DIN 

x1 ，   Video Output: RCA Connector (yellow) x1， 

Audio L/R Output: RCA Connector (white/red) x1 ， 

S-Video Output: 4-Pin Mini DIN x1， Digital Audio 

Output: Coaxial x1, Optical x1。 

083-00 手提式單槍投影機 2000 流明(含)以上  2 75,000 150,000 教學用 財法系 
 

084-00 手提式投影機 
投影台面 A4以上  1 20,000 20,000 教學用 財法系 

 

085-00 筆記型電腦 Mobile Pentium M 1.4(Centrino) CPU(含)以上  3 55,000 165,000 教學用 財法系 
 

086-00 DVD 錄放影機 
可錄式 DVD 錄放影機，支援撥放 VCD、MP3格

式 
 1 25,000 25,000 教學用 財法系 

 

087-00 DVD燒錄機 可燒錄 DVD格式  1 15,000 15,000 教學用 財法系 
 

088-00 電腦 TFT-LCD 高階電腦,2.4G,512MRAM 85 36,000 3,060,000 教學研究 電通系 

第五次
專責小
組會議
通過 

089-00 噴墨繪圖機 最高解析度：1200dpi＊600dpi 

紙張尺寸: 42英吋機型 

1 149,986 149,986 教學實習 資傳系  

090-00 

 

DV攝影機 

 

CCD尺寸：1/3 吋 CCD × 3 

總畫素：38 萬畫素  

鏡頭口徑：58mm  

變焦倍率：光學 12 倍 / 數位 48 倍；電動連續可

變速 f= 6.0～72mm  

對焦模式：自動對焦、手動對焦、單鍵自動對焦  

3 

 

86,000

 

258,000

 

教學實習

 

資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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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門速度：自動、手動 ( 1/4～1/10000 )  

紀錄方式：DV紀錄方式  

 

         

         

教學及研究設備 
    

 23,09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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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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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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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1        種 300 1,533 460,000 增訂中文期刊(紙本

式) 

圖書館 第五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

過 
091-2        種 176 11,193 1,970,000 增訂西文期刊(紙本

式) 

圖書館 第五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

過  
091-3         片 138 1,439 198,525 光碟圖書及其他視聽

媒體 

圖書館 第五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

過  
091-4          套 6 135,446 812,677 中、西文線上版、網路

版或光碟版電子期刊

(全文或影像)資料庫

曁資訊檢索系統(含遠

距圖書文獻傳遞服務

系統) 

圖書館 第五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
過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4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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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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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0 折疊式帳棚 

3M/3M/2.4M骨架、夾網

PVC、電鋅四方管天篷(含沙

袋、固定繩、束帶) 

38 6,000 228,000 活動用 學生會 

 

093-00 桌上型電腦 Pentium4 2.8GHz(或以上)、

256MB DDR(400)(或以上)、

CD-RW 24RW/48R/48W同

等級以上、8XDVDROM同

等級以上、主機板更換顯示

卡內建 64MB共享記憶體、

P4S800-MX、15"液晶螢幕 

2 31,000 62,000 學生會辦理

學生事務及

活動使用

學生會 第四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

過 

094-00 數位相機 800萬畫素 128mb記憶體 1 40,000 40,000 活動用 攝影社  

095-00 桌上型電腦 Pentium4 2.8GHz(或以上)、

256MB DDR(400)(或以上)、

CD-RW 24RW/48R/48W同

等級以上、8XDVDROM同

等級以上、主機板更換顯示

卡內建 64MB共享記憶體、

P4S800-MX、15"液晶螢幕 

1 31,000 31,000 辦理春暉宣

導業務及活

動使用 

春暉社 第四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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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00  桌上型電腦 Pentium 4 2.8GHZ(或以

上)、256MB DDR(400)(或以

上)、CD-RW 24RW/48R/48W

同等級以上、8XDVDROM

同等級以上、主機板更換顯

示卡內建 64MB共享記憶

體、P4S800-MX、15"液晶螢

幕 

1 31,000 31,000 活動用 自強總隊 第四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

過 

097-00 

 
桌上型電腦 

 
Pentium 4 2.8GHZ(或以上)、

256MB DDR(400)(或以上)、

CD-RW 24RW/48R/48W同

等級以上、8XDVDROM同

等級以上、主機板更換顯示

卡內建 64MB共享記憶體、

P4S800-MX、15"液晶螢幕 

1 

 
31,000 

 
31,000 

 
活動用 

 
女生儀隊 

 
第四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

過 

098-00 電吉他音箱 120W 2 18,000 36,000 活動用 熱音社  

099-00 電貝斯音箱 120W 1 18,000 18,000 活動用 熱音社  

100-00 電子琴 PSR-GX76 1 18,000 18,000 活動用 熱音社  

101-00 電吉他 CME-58 2 18,400 36,800 活動用 熱音社  

102-00 電貝斯 VB-110 1 16,000 16,000 活動用 熱音社  

103-00 法國號 F調 1 30,000 30,000 活動用 管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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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 法國號 F/bB 1 40,600 40,600 活動用 管樂社  

105-00 低音豎笛 bB 1 36,400 36,400 活動用 管樂社  

訓輔相關設備   654,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