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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2.04.03 行政會議通過 

93.09.20 九十三年度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 

93.10.07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次行政會議修訂 

95.10.26 九十五學年度第十三次行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校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及

注意事項」規定，設置「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

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成員包含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其中當然委員為校長、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

任、圖書館長、研發處學術發展暨產學合作組長、總務處採購組

長。推選委員則由本校各系所(含通識教育中心)於系所務會議中

推舉助理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各乙名擔任，任期一年，自每年八月

一日起至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連選得連任。推選委員不得同時

擔任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且原則上未擔任行政主管職。 

第三條  本小組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研

發長擔任，負責處理本小組事務，並視任務需要召開會議。 

第四條  本會主要職責如下： 

（一）審核獎補助款支用比例。 

（二）審核各單位申請獎補助款預算之規劃，並完成支用計劃書。 

（三）審核預算變更事項。 

（四）檢討預算執行之績效，完成執行清冊。 

第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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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2.04.03 行政會議通過 

93.09.20 九十三年度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 

93.10.07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次行政會議修訂 

95.10.26 九十五學年度第十三次行政會議修訂 

99.06.07 九十八學年度第九次行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校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及

注意事項」規定，設置「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

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成員包含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其中當然委員為校長、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

任、圖書館長、研發處校務企劃組長、總務處採購組長。推選委

員則由本校各系所(含通識教育中心)於系所務會議中推舉助理

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各乙名擔任，任期一年，自每年八月一日起至

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連選得連任。推選委員不得同時擔任本校

之經費稽核委員，且原則上未擔任行政主管職。 

第三條  本小組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研

發長擔任，負責處理本小組事務，並視任務需要召開會議。 

第四條  本會主要職責如下： 

（一）審核獎補助款支用比例。 

（二）審核各單位申請獎補助款預算之規劃，並完成支用計劃書。 

（三）審核預算變更事項。 

（四）檢討預算執行之績效，完成執行清冊。 

第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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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2.04.03 行政會議通過 

93.09.20 九十三年度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 
93.10.07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次行政會議修訂 

95.10.26 九十五學年度第十三次行政會議修訂 

99.06.07 九十八學年度第九次行政會議修訂 

99.12.06 九十九學年度第十次行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校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

事項」規定，設置「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成員包含當然委員與推舉委員，其中當然委員為校長、秘書、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圖書

館長、研發處校務企劃組組長、總務處採購組長。推舉委員則由本校

各系所(含通識教育中心)於系所務會議中推舉助理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各乙名擔任，任期一年，自每年八月一日起至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

連選得連任。推舉委員不得同時擔任本校之內部專兼任稽核委員，且

原則上未擔任行政主管職。 

第三條    本小組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研發長

擔任，負責處理本小組事務，並視任務需要召開會議。 

第四條    本會主要職責如下： 

 （一）審核獎補助款支用比例。 

 （二）審核各單位申請獎補助款預算之規劃，並完成支用計劃書。 

 （三）審核預算變更事項。 

 （四）檢討預算執行之績效，完成執行清冊。 
第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專責小組 第 3 頁，共 176 頁



北 台 灣 科 學 技 術 學 院 
九十九學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代表名單 

1 主任委員(校長)  連信仲 

2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黃俊賢 

3 教務長 胡宇正 

4 學務長 馮美瑜 

 5 總務長 黃志誠 

 6 研發長 蔡彥欣 

7 會計室 主任 嚴立雯 

 8 人事室 主任  賴金靈 

 9 圖書館 館長 徐ㄧ琦 

10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組 組長 郭中玲 

11 採購組 組長 陳玫吟 

12 機電整合研究所 副教授 沈混源 

13 電子商務研究所 副教授 何嘉玲 

14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溫家俊 

15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黃志毅 

16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吳宗明 

17 化工與材料系  副教授 陳坤源 

18 資訊管理系  助理教授 林慶昌 

19 國際貿易系  副教授 吳朝升 

20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陳俊榮 

21 餐飲管理系  副教授            蘇崇文 

22 財經法律系  助理教授 唐珮君 

23 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張建隆 

24 電通與通訊工程系  副教授 文榮生 

25 資訊傳播系 副教授 陳文賢 

26 觀光事業系  助理教授 張世澤 

27 運動休閒系 助理教授 侯昌連 

28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副教授 萬文彬 

29 通識教育中心 教授            許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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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任委員(校長)  連信仲 

2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黃俊賢 

3 教務長 胡宇正 

4 學務長 馮美瑜 

 5 總務長 黃志誠 

 6 研發長 蔡彥欣 

7 會計室 主任 嚴立雯 

 8 人事室 主任  賴金靈 

 9 圖書館 館長 徐ㄧ琦 

10 校務企劃組 組長 陳安傑 

11 採購組 組長 陳玫吟 

12 機電整合研究所 副教授 沈混源 

13 電子商務研究所 副教授 何嘉玲 

14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溫家俊 

15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黃志毅 

16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吳宗明 

17 化工與材料系  副教授 陳坤源 

18 資訊管理系  助理教授 林慶昌 

19 國際貿易系  副教授 吳朝升 

20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陳俊榮 

21 餐飲管理系  副教授            蘇崇文 

22 財經法律系  助理教授 唐珮君 

23 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張建隆 

24 電通與通訊工程系  副教授 文榮生 

25 資訊傳播系 副教授 陳文賢 

26 觀光事業系  副教授 饒蘭君 

27 運動休閒系 助理教授 侯昌連 

28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副教授 萬文彬 

29 通識教育中心 教授            許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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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 台 灣 科 學 技 術 學 院 
九十九學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代表名單 

1 主任委員(校長)  連信仲 

2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黃俊賢 

3 教務長 胡宇正 

4 學務長 馮美瑜 

 5 總務長 黃志誠 

 6 研發長 蔡彥欣 

7 會計室 主任 嚴立雯 

 8 人事室 主任  賴金靈 

 9 圖書館 館長 徐ㄧ琦 

10 校務企劃組 組長 陳安傑 

11 採購組 組長 陳玫吟 

12 機電整合研究所 副教授 沈混源 

13 電子商務研究所 助理教授 黃韻瑾 

14 機械工程系  助理教授            薛明憲 

15 電機工程系  助理教授            魏朝鵬 

16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吳宗明 

17 化工與材料系  副教授 陳坤源 

18 資訊管理系  助理教授 李義溪 

19 國際貿易系  副教授 何嘉玲 

20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陳俊榮 

21 餐飲管理系  助理教授            羅屯元 

22 財經法律系  助理教授 張淑中 

23 企業管理系  副教授            鄒偉基 

24 電通與通訊工程系  副教授 陶逖 

25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副教授 陳文賢 

26 觀光事業系  副教授 饒蘭君 

27 運動休閒系 助理教授 陳顗鈞 

28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副教授 張中興 

29 通識教育中心 教授            王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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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99 年 度  

 

教教育育部部整整體體發發展展獎獎補補助助經經費費  

  

第第一一次次  

專專責責小小組組會會議議  
  

  會會  議議  紀紀  錄錄    

  
中 華 民 國 99 年 03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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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度第一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錄 

時間：99 年 3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六樓會議室 

主席：連校長信仲 

     出席人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會計室主任、全校各系

所代表、相關業務代表。 

司儀 (學發組 郭組長) : 本次會議應到 29 人，目前已到人數 27 人，已達開會法定人數，

會議開始，請主席致詞。 

主席: 今天是本年度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要討論的議案是關於 99 年度技專院校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報部的問題，請相關業務單位進行提案說明。 

司儀 (學發組 郭組長): 依議程進行研發處工作報告、各單位提案，並請相關業管單位依

序提案說明。 

壹、研發處工作報告 

【一】 依據教育部 98 年 12 月 30 日「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小

組第 1 次」會議決議，核定本校 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補助款新台幣 1,735 萬 5,971 元整，績效型獎助款新台幣 1,614 萬 8,837 元整，共

計新台幣 3,350 萬 4,808 元整（含經常門新台幣 1,005 萬 1,442 元，資本門新台幣

2,345 萬 3,366 元）。 

【二】 本校「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由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

會委請不同領域專家學者審查，書面審查意見如附件一，請參閱。有關委員 A

的意見，說明並修正如下: 

1. 著作方面，因 98 年度教師以著作或論文申請績效獎勵的點數較少，(僅 

626.23 點, 共獎勵 112,069 元)，所以編列的比例略低。目前修正支用計畫書，

編列的經費及比例都已提高，日後亦將修法以增進獎勵教師「著作」之績效。 

     2. 經常門「研究」編列金額及比例皆依委員意見調降。且新訂之「研究發展成

果管理及運用辦法」(如附件二)已於 99.2.1. 98 學年度第 14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並已刊登於研發處網頁。 

【三】 依審查意見修正後，研發處應於 3 月 25 日前檢附修正支用計畫書及領據報 

管科會及報教育部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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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本門提案: 

【提案一】機械系、資傳系、企管系 資本門項目、規格變更案，請各單位說明並提請審議。       

案由 1 : 機械系優先序 040-00 項目變更表如附件三 

說明  : 機械系優先序 040-00 軌道式製圖儀是基礎教學及實習課程使用之儀器，但因應 

目前機械製圖課程教學方式改變，手繪與電腦繪圖需一併使用，所以建議暫不採

購此項目，待教學方向確定後再行購買製圖相關設備。惟希望將此項目變更為 

「ABS 立體列印機系統」，提請審議。 

會計室嚴主任: 項目變更需經專責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備始得採購。 

機械系黃主任: 若不致造成執行上之缺失與不便，請委員同意變更。 

主席 : 若 3 月 25 日報修正支用計畫書，亦同時報部項目變更；待教育部核 

覆後再行採購，此案應能於 7/31 前完成驗收。 

決議: 照案審議通過。 

案由 2 : 資傳系優先序 013-00 「多媒體電腦含螢幕」及優先序 067-00「單眼相機」規格、

數量變更案，提請審議。 

說明  : (1) 規格變更：本次更改採用新的中信局「優規」，新規格比原申請舊規格要好價

格也較低。 

(2) 數量變更：為配合優序 067-00「單眼相機」相機採購數量及金額增加， 013-00

項採購套數由 40 套縮減為 37 套，俾本系 99 資本門總金額不變。

詳如附件四。 

決議: 照案審議通過。 

案由 3: 資傳系優先序 067-00「單眼相機」數量、規格變更案。 

說明   (1) 數量變更：為增加資傳系 (99 學年更名為數媒系)在「沙龍攝影」上 

的研究教學特色，攝影機申購數量極需增加，擬由 1 台變改為 5 台。 

(2) 規格變更：為配合上述相機台數增加，也控制本系整體採購金額預算，本次

採購規格變配合簡化。詳如附件五。   

決議: 照案審議通過。 

案由 4: 企管系優先序 018- 00 Project 軟體、優先序 023-00 3D 動態模擬系統軟體(Flexsim)、

優先序 024-00 教學資源研究教室桌下 LED 電腦影幕及優先序 025-00 懸掛式單槍

之規格誤植，提請修正。 變更表如附件六、附件七。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費，提請審議。 

說明：一、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分配 23,453,366 元，餘額部份由自籌款支應，自

籌款金額為 6,744,403 元，佔獎補助款總預算 20.13%，較原提列自籌款 11.48%

增加，資本門總經費 30,197,769 元，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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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教學儀器設備計新台幣 25,705,156 元 ，優先序#019 原文

圖書及優先序#020 外語教學錄影帶屬於圖書部份，移至圖書期刊請購，圖書館

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之設備計新台幣 3,357,513 元，訓輔相關設備計

新台幣 675,100 元，其他(校園安全設備)計新台幣 460,000 元，如附件九。 

三、依 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委員 B 第 1 點意見說

明，優先序 032~033 運休系配合重點發展增列數量，因採購項目名稱相同故合

併申請，優先序 034 運休系、043~044 電子系係採購訪價金額微調。 

決議：審議通過。 

參、經常門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教材教具部分）經費支用計畫，提請審議。 

說明： 

一、今（99）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分配本處業管「獎助教師自製教材教具」經費

計 70 萬元大幅減少 55 萬元（減少幅度約 47％）。 

二、各計畫案獎補助金額本辦法第七條原規定：「費用補助標準：經審查通過之製作

案，原則上每案補助上限為：教具 15 萬元、數位教材 8 萬元。」，擬依分配款減

少幅度比例辦理（將另案修訂本校「教師教材教具製作獎補助辦法」）。 

三、依本校往年「獎助教師自製教材教具」經費運用狀況，教材、教具申請件數之

總金額約 1：3 比；實際申請件數若有出入，擬請准予流用，詳如下表。 

四、提請審議。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99 年度支用比例 
項目 

獎補助款 比例％ 自籌款 比例％ 

編纂教材 148,000 24.2％ 30,000 33.3％

製作教具 462,000 75.7％ 60,000 66.6％

合 計 610,000 90,000 

胡教務長: 我補充說明，雖教材、教具的經費在比例或款項都有減少的情況，但也是因整

體經費的考量，請各系科多幫忙。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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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更改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常門預算編列，提請討論。 

說明： 

     98.11.30 原案編列 500,000 元，獎補助經費核定後，編定為 280,000 元，編列情 

形如下：  

    （一）辦理品德教育活動 55,000 元 

    （二）辦理生命教育活動 55,000 元 

    （三）辦理兩性平等教育活動 35,000 元 

    （四）辦理服務學習活動 55,000 元 

    （五）辦理社團全校性文康、體能、校內外競賽活動及聘任校外專業指導老師 80,000

元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人事室業管教師薪資、獎助教師進修、升等及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等項目，99

年度經常門擬支用預算如附件十，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請審議。 

說明： 

一、 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因本年度核定之總經費較去年少，教育部規

定經常門經費所佔比例由 40%降至 30%，為 10,051,442 元。目前依各業管單位

意見編列, 如附件十一。 

二、 因管科會 98 年運用績效訪視對經常門中用於國際發明展等支出項目多有意見 

，所以本年度建議由學校自籌款支應。目前編列「研究項」自籌款 128 萬元、 

教材教具自籌款 9 萬元及其他項(圖書館)102 萬元，共計 239 萬元。 

三、 研究項自籌款目前編列"日內瓦"發明展 128 萬元，若再參加紐倫堡發明展，經

費預估約 120 萬元，是否加編入自籌款項目，提請討論。 

四、依管科會委員建議調高「著作」項比例至 2.10%，金額為 211,000 元。 

五、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之比例擬調高比例-同 98.11.30 報部之比例。 

97 年度經常門實際執行金額如(附件十二)，請參閱。 

98 年度經常門實際執行金額如(附件十三)，請參閱。 

98.11.30  報部經常門各項經費請參閱 (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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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績效獎勵(研究、研習、著作、改進教學四項)共編列 1,418,687 元，佔經常門總經

費之比例約 14.11%；各項比例依 98 年實際獎勵點數(金額)而稍有調整。比例表

如下:  

績效獎勵項目 研究 研習 著作 改進教學 總計 

98 獎勵點數 2,377.88 點 1,105.00 點 626.23 點 21,682.48 點 25,791.59 點

98 獎勵金額 425,347 元 197,437 元 112,069 元 3,878,487 元 4,613,340 元

所佔比例  9.22% 4.28% 2.43% 84.07% 100.00%

98 年度每點核發獎勵金 178.868 元 

決議: 三、未討論；其他照案審議通過。 

肆、臨時動議 

一、主席:請研發長注意在附件一中委員們提到的審查意見是否都已修正。 

二、採購組陳組長: 除上述機械系所提請的項目變更，需先報部核備外，其他提請

規格或數量變更之系科，請於 3/15 前修正，並依程序提出申購。  

伍、散會 (時間: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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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校名稱：【3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審查意見【3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 委員 A 
1. 支用計畫書 P.39『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有關『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中之『著作』乙項，編列預算金額及比例僅 NT$172,000 元、1.49%；對於一

個高階師資（具博士學位之助理教授級以上教師）結構已達 44.8%（124÷277）之

技術學院而言，似有偏低之虞；惟學校是否有其他考量，並未能透過支用計畫書

瞭解。 

2. 反觀經常門之『研究』項目，編列預算及金額高達 NT$4,789,883 元、41.55%，然

學校之「專任教師專題研究獎補助辦法」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中，對於研究

成果之追蹤及管考皆未見任何規範，如：是否得於一定期間內將研究成果申請專

利或刊登發表於國內外期刊中，作為後續校內專題研究及產學合作案審核通過與

否之參考依據，否則獎補助如此高額之經常門經費及比例於『研究』項下，但卻

僅編列 1.49%之『著作』發表獎助，其對比似過於懸殊。 

3. 學校於 99 年度支用計畫書中，經常門項下自籌款編列 NT$1,020,000 元（佔經常門

自籌款 91.89%），擬購置電子期刊資料庫，用以充實全校師生之研究及學習資源，

立意甚佳；惟是否會因而排擠到直接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之經費，亦請

學校酌予考量。 

‧ 委員 B 
1. 98 年度第 5 次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經審議通過提案三，有關

99 年度配合學校重點發展特色所需設備之資本門經費【附件四】所列部分項目，

與支用計畫書【附表四】所列數量及預估單價有部分差異，如：電子工程系優先

序#043~044、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優先序#032~034…等，尚待釐清其差異原因，並

確認專責小組核准之程序。 

2. 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附表四】所列資本門事項應含各明細項目，完整納入專

責小組會議審議，並有通過之記錄，以資彰顯「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 2 款所規範『…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學

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精神。 

3. 獎補助經費規劃比例符合規定，編列自籌款 NT$4,410,245 元，佔總獎補助款

11.48%，相較於大部分學校所編列之 15%，略低。另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比

例預估佔經常門獎補助款之 78.50%，與他校相較而言極為突出，主要著重於研究

（佔該項目之 52.94%）及改進教學（佔該項目之 22.61%）；而且經常門自籌款全數

未支用於教師薪資補助，學校用心殊值肯定，惟於實際執行時能否達成，而非多

數流用於補助教師薪資，有待學校努力落實。 

4. 補助教師薪資編列佔經常門獎補助款 13.01%，100%用於新聘教師薪資，總計共

NT$1,500,000 元，相較於大部分學校所編列之 25~35%比例，尚屬良好，惟如能逐

年再予調降則更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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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及運用辦法 

99.02.01 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4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有效管理及運用研究發展成果，促進研究發展成果擴散，依據科學技

術基本法第六條第二項與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三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研究發展成果，係指本校專任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因下列狀

況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 

一、 接受政府機關、公民營機構、財團法人等單位補助委託或出資進行之

研究計畫。 

二、 接受本校經費補助或使用本校相關資源。 

三、 其他非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 

前項所稱之智慧財產權包括專利權、著作權、營業秘密、商標權、專門知

識及其他技術資料等。 

第  三  條    有關智慧財產權歸屬，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本校與委託單位訂有合約者，其相關智慧財產權管理從其規定。 

二、 以本校名義承辦政府補助或委託之計畫，除另有約定外，其智慧財產

權屬於本校所有。 

三、 獲本校經費補助或使用本校相關資源者，其智慧財產權應屬於本校所

有。 

四、 職務無關之發明，得依據本辦法申請相關智慧財產權。若依本辦法申

請者，其智慧財產權應屬於本校所有。 

五、 本辦法實施前已取得智慧財產權者，得依據本辦法申請相關規費與年

費補助，但其衍生利益分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六、 凡以個人名義自行向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且符合本辦法第三

條第三項之規定者，發明人在取得相關權利後，應辦理所有權讓與本

校，發明專利得申請相關必要費用補助，並由學校發給獎金。 

第  五  條     智慧財產權申請獲准後，其執照或證書正本存研發處（學發組）發明人留存

影本。如有特殊需要，簽陳校長核准後向研發處調借，使用完畢後應立即歸

還。 

發明人欲將其發明物在校外自行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簽陳校長核准後為

之。 

第  六  條    智慧財產權獲准後，研發處於每年會計年度結束後一個月內應針對運用推廣

提出成果報告，簽陳校長核定是否繼續維護該項權利。 

第  七  條    以本校名義向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申請發明專利權之獎勵與補助，得檢附証明

文件依本校「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專利業務獎補助辦法」補助。 

第  八  條    使用學校場地、設備或同仁研發成果而取得之專利案件，其技術移轉授權金

（含衍生利益金；以下簡稱技轉金）本校收取 20%，專款專用於專利獎勵

金，其餘 80%則歸發明人所有。若為下列兩者則依其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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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接受國科會或其他單位補助之專利案，得依據原訂合約及技術移轉

授權合約書之規定執行； 

二、其他專利技術移轉事項，由發明人與廠商另訂定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得經專利審查委員會審議後施行。 

第  九  條     技術移轉成功案件，且技轉金大於五萬元者，得專簽申請獎勵，經專利審查

委員會審議後，可頒發本校原收取技轉金 110%為原則之專利獎勵金，以資獎

勵，然此專利獎勵金最高以五十萬元為上限。對於未曾獲得校內外任何補助

專利申請相關規費且技轉金大於五萬元者，得提出專簽經審議核可後，酌予

補助。 

第  十  條     由委託單位資助開發之特殊關鍵性技術，如經區分為「極機密」或「機密」

等級者，未經資助單位同意，不得公開發表。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及明訂事項，悉依本校「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專利業務獎補助辦

法」，以及國家法令如「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科技資料保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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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40-00
ABS立體列印

機系統

個人ABS立體列印機(110V/220V/50-60Hz,

12 Amp)附件:1.開始工具包, 快速切層軟

體2.包含模型材料匣與支撐材料匣各一

個3.含超音波機及穩壓器.
1 機械系

擬於98年度

第1次專責小

組會議提案

040-00 軌道式製圖儀

一.可升降與傾斜式製圖桌腳架: 1. 傾斜

角度調整方式為雙邊,獨立迫緊碟式調

整桿。2. 圓弧型腳架雙柱及圓弧型底部

水平支撐。4角有圓形護蓋。 3. 升降調

整螺絲(外徑15mm以上)內置彈簧。4.金

屬筆槽長750mm或以上。   二.磁性製圖

桌面:1.圖板尺寸 750X1050mm 或以上。

三.製圖機: 1.適合圖板 750X1050mm 或

以上 2.縱軌,橫軌具有煞車裝置. 3.製图

機頭每隔15°能自动定位，任意角度都

能锁紧。

0 機械系

因應機械製圖課程教學方式

改變,手繪與電腦繪圖需一併

使用,待教學方向確定後再行

購買製圖相關設備。

擬於98年度

第1次專責小

組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系、所):機械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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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項目名稱規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變更前)

數量

(變更後)

使用

單位

變更

原因
備註

013-00
多媒體電

腦含螢幕

1、中央處理器:
Core 2 Duo
2.66GHz(1333MHz
FSB)。
2、記憶體: DDR2
667/533 1GB(含)
以上。

3、17 吋防刮液晶

螢幕:解析

度:1280x1024
@60Hz(含)以上。

4、對比率: 典型標

準值(Typ.)
500:1(含)以上。

5、亮度顯示: 典型

標準值(Typ.) 250
cd/m2(含)以上。

6、還原卡。

1.中央處理器：Intel Core 2 Duo 2.93GHz E7500，L2快取記憶體3MB，1066MHz FSB
2.作業系統：支援 Windows 7 Professional x64 / XP Professional
【作業系統提供合法光碟】

3.晶片組：Intel G43/ICH10
4.記憶體：2GB DDR3 1333記憶體 (具4組插槽，最大可擴充至8GB，支援雙通道)
5.擴充槽：2xPCI，1x1倍PCI_Express，1x16倍PCI_Express
6.I/O介面：(前端) USB 2.0 x 4, Audio x 2 (後端) 1x DVI-D port, 1x PS/2 KB, 1x PS/2 ,
1xD-sub, 1xAudio I/O, 6x USB2.0, 1x RJ45
8.軟碟機： 3.5”IC卡與記憶卡讀卡機

9.硬碟機： 3.5”500 GB 7200rpm(SATA) 硬碟，符合S.M.A.R.T.,6 x SATA
10.光碟機：16倍速DVD Super Multi
11.顯示介面：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X4500 (Max Share Memory 352MB)，
支援DVMT 5.0、DirectX10
12.網路介面：內建Atheros L1E 10/100/1000 Mbps Ethernet網路介面

13.鍵盤及滑鼠：104鍵中英文標準鍵盤及雙鍵滾輪光學滑鼠(需與主機同廠牌)
14.電源供應器：輸出功率 300 W
15. 19”液晶顯示器(含防刮玻璃)：解析度：SXGA1280*1024，亮度：300cd/m2，對比

率：1000:1(智能動態2000:1)，反應時間：5ms，內建立體聲喇叭：1Wx2，，仰傾角

度：+20°～-5°，三年全保固(需與主機同廠牌)
配件：附IEEE1394卡及維護系統還原卡(差異防毒版)

40套 37套 資傳系 優規

提案單位: 資傳系

(附件四)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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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項目名稱
規格

 (變更前)

規格

(變更後)

數量

(變更前)

數量

(變更後)

單價

(變更前)

單價

(變更後)

總價

(變更前)

總價

(變更後)

使用

單位

變更

原因
備註

提案單位: 資傳系

(附件五)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067-00 單眼相機

數位單眼相

機:有效畫素

12.3百萬素以

上.影像感應

器23.6 x

15.8mm

鏡頭:鏡頭結

構 18片 / 13

群視角69.3 -

7.1 度保護

鏡:UV保護鏡

★感光元件 : 22.3x14.9mm CMOS

★1510萬畫素 繁體中文操作界面 自動除塵系統

★影像大小 : 4,752x3,168 , 3,456x2,304 , 2,352x1,568 ,

4,752x3,168 等

★可外接傳統相機鏡頭 EF系列 及 EF-S系列(焦長要

乘於 1.6X)

★影片拍攝 : 1920x1080 / 20格/秒(全高清)，1280x720 /

30格/秒(高清)，640x480 / 30格/秒(標清) 1920x1080：

約330MB/分鐘   1280x720：約222MB/分鐘 640x480：

約165MB/分鐘

★即時預覽 : 可由 LCD 螢幕構圖

★快門範圍 : Auto: 30s~1/4000s 支援 B快門

★曝光補償 : -2 ~ +2 EV, 1/3 or 1/2級距調整

★測光模式 : 權衡式測光 , 區域點測光(9%) , 重點測

光(4%) , 中央偏重平均測光(4%) )

★ISO感光度 : Auto , 100 , 200 , 400 , 800 , 1600 , 3200

可擴展到ISO 6400或ISO 12800

★白平衡 : 自動、預設（日光、陰影、陰天、鎢絲

燈、白色螢光燈、閃光燈）、使用者自定  ,具備白平

衡校正和白平衡包圍曝光功能  ,支援色溫資訊傳輸

★對焦方式 : 9點對焦 單 次自動對焦、人工智能伺服

式自動對焦、人工智能自動對焦、手動對焦（MF）

★內建閃燈 : 提供

★外接閃燈 : 閃光燈同步快門 1/200秒

★手動操控模式 : AV光圈優先 , TV快門優先 , M全手

動

★場景模式 : 全自動、人像、風光、微距、運動、夜

景人像、閃光燈關閉、創意自動、程式

★連拍速度 : 3.5fps

★儲存媒體 : SD記憶卡 , SDHC 記憶卡

★記錄格式 : RAW , JPEG ,視訊輸出 NTSC/PAL

★LCD螢幕 : 3吋型，約92萬點

★傳輸介面 : USB 2.0

★使用電池 : 專用: LP-E5

★外觀尺寸 : 128.8x97.5x61.9mm ,重480克（機身）

以上規格另附○1EF-S18~55,mm IS  F3.5~5.6鏡頭*1 ○

2 4G SD卡*1

1台 5台 50000 31876 159380 資傳系

增加學

生實作

機會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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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18-00 微軟PROJECT軟體

3D 物件導向系統模擬軟體-Flexsim 10人教育網路版，功能規格為：

1. 教育10人網路版

2. 可使用C++ 語言進行物件開發。

3. 須內建有工廠物件：輸送帶圓弧輸送、堆高機、倉儲作業員、

ASRS、Robot等。

4. 含離散式物件(Discrete Object)與流體物件(Fluid Object)可供模型建構

，並可自行匯入3D物件更換形體。

5. 輸送帶系統須可直接進行3D物件的設計 ，參數調整可以長度、高

度、角度、半徑、直接等做出客製化的3D物件。

6. 可建立自動化工廠模擬。

7. 可提供各式操作員、各式物件之web下載區。

8. 可提供Robotic棧板自動化裝載站、CraneAGV、DVD組裝廠等模型

之web下載區。

9. 須具有2D、3D和虛擬實境(VR)三種模式同時顯示功能。

10. 2D與3D模型建立無須分段作業，直接執行3D模擬。

11. 可使用拖曳方式建立圖形化3D模型。

12. 具有語法除錯追蹤功能。

13. 可具有控制邏輯撰寫功能和階層式建模功能。

14. 可使用樹狀結構進行模型中的物件管理。

15. 具有Excel連結功能。

16. 可自行設定模擬起始時間與停止時間。

17. 內建模型AVI錄製功能，並可自行設定模型自動瀏覽路徑。

18. 具有表格、數字、柱狀、趨勢圖等統計功能。

19. 可載入客製化3D物件，包含3Ds、wrl、dxf、stl 的3D圖形檔。

20. 可自行建立客製化物件資料庫，資料庫可跨模型使用。

21. 具有碰撞功能設定。

22. 具有實驗設計功能(DOE)，可設定1000個(含)以上之劇本、100個
(含)以上之實驗變數、模擬次數，以及模擬結束時間。

23. 提供國外原廠手冊一本。

24. 提供中文安裝操作手冊一本(含150頁以上)。
25. 可支援Windows XP與Vista作業平台。

26. 含安裝教育訓練三小時。

總共有PROJECT一套 server 2007授權版一套，PROJECT server 2007
用戶端存取授權版40套及一套專業版。

同左 企管系
規格誤植筆誤

作修正

提案單位(系、所):企管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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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23-00
3D動態模

擬系統軟體
10人網路版

3D 物件導向系統模擬軟體-Flexsim 10人教育網路版，功能規格為：1. 教育

10人網路版2. 可使用C++ 語言進行物件開發。3. 須內建有工廠物件：輸送

帶圓弧輸送、堆高機、倉儲作業員、ASRS、Robot等。4. 含離散式物件

(Discrete Object)與流體物件(Fluid Object)可供模型建構，並可自行匯入3D物

件更換形體。5. 輸送帶系統須可直接進行3D物件的設計 ，參數調整可以長

度、高度、角度、半徑、直接等做出客製化的3D物件。6. 可建立自動化工

廠模擬。7. 可提供各式操作員、各式物件之web下載區。8. 可提供Robotic棧

板自動化裝載站、CraneAGV、DVD組裝廠等模型之web下載區。9. 須具有

2D、3D和虛擬實境(VR)三種模式同時顯示功能。10. 2D與3D模型建立無須

分段作業，直接執行3D模擬。11. 可使用拖曳方式建立圖形化3D模型。12.

具有語法除錯追蹤功能。13. 可具有控制邏輯撰寫功能和階層式建模功能。

14. 可使用樹狀結構進行模型中的物件管理。15. 具有Excel連結功能。16. 可

自行設定模擬起始時間與停止時間。17. 內建模型AVI錄製功能，並可自行

設定模型自動瀏覽路徑。18. 具有表格、數字、柱狀、趨勢圖等統計功能。

19. 可載入客製化3D物件，包含3Ds、wrl、dxf、stl 的3D圖形檔。20. 可自行

建立客製化物件資料庫，資料庫可跨模型使用。21. 具有碰撞功能設定。22.

具有實驗設計功能(DOE)，可設定1000個(含)以上之劇本、100個(含)以上之

實驗變數、模擬次數，以及模擬結束時間。23. 提供國外原廠手冊一本。24.

提供中文安裝操作手冊一本(含150頁以上)。25. 可支援Windows XP與Vista作

業平台。26. 含安裝教育訓練三小時。檢附原廠證明書。

1組 企管系
規格誤植筆誤

作修正

24-00

教學資源研

究教室桌下

LED電腦螢

幕

型式:電動式84吋*84吋(含)以上,增益值-珠光:2.4(含)以上,增益值-

蓆白:1(含)以上,理想視角-珠光:上下各30度(含)以上，理想視角-

蓆白:上下各50度(含)以上

面版呎吋   23吋 寬螢幕 Color Staturation 72%(NTSC)    最佳解析度1920X1080

點距0.265mm  亮度250 cd/㎡   對比度10000000 :1 (ASCR)   顯示色彩16.7百萬

色

8組 企管系 規格誤植筆誤

作修正

提案單位(系、所):企管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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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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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27.25﹪以上） 

總經費

(5)=(3)+(4) 
＄17,355,971 ＄16,148,837 ＄33,504,808 ＄9,134,403 ＄42,639,211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 20.13﹪）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 7.13﹪）

金額 $12,149,180 ＄11,304,186 ＄6,744,403 ＄5,206,791 ＄4,844,651 ＄2,390,000

合計 ＄30,197,769 ＄12,441,442 

占總經費

比例 
70.82﹪ 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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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及30﹪。前段經常門

預算得流用 5%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75%，經常門不得低於25%。經資門

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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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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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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0,753  80.84﹪ ＄6,744,4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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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7,513  1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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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100  2.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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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

相關設施。） 

＄460,000 1.96﹪ ＄ ﹪ 註五

合計 ＄23,453,366 100﹪ ＄6,744,403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但因重

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

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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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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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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

位 
備註 

019-00 原文圖書 商學類原文圖書，英日語學習圖書 1 批  50,000    50,000 
加強學生

外語能力
企管系

※ 已於 99 

年度第1次專

責小組會議

通過移至附

表六圖書期

刊項下請購。 

中程計畫 

第 1,3 項 

(第 280 頁) 

020-00 外語教學錄影帶 英日語互動式、情境式語言教學 DVD 1 批   50,000    50,000 
加強學生

外語能力
企管系

※ 已於 99 

年度第1次專

責小組會議

通過移至附

表六圖書期

刊項下請購。 

中程計畫 

第 1,3 項 

(第 2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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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 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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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先序 
西文

圖書 

中文圖

書 

期刊 視聽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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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1 ●       批 1 100,000 100,000 增加西文圖書

館藏 

圖書館  

141-02   ●     批 1 133,000 133,000 增加中文藏書

量，符合讀者

需求。達成「有

課程、有圖書」

之目標。 

圖書館  

141-03     ●   批 1 450,000 450,000 增訂中文期刊

(紙本式) 

圖書館  

141-04     ●   批 1 1,760,000 1,760,000 增訂西文期刊

(紙本式) 

圖書館  

141-05    ●  批 1 14,513 14,513 光碟圖書及其

他視聽媒體 

圖書館  

019-00 ●     批 1 50,000 50,000 原文圖書 企管系 教學儀

器設備

移入 

020-00    ●  批 1 50,000 50,000 外語教學錄影

帶-光碟圖書

及其他視聽媒

體 

企管系 教學儀

器設備

移入 

             

合    計    $2,55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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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99.02.26
獎助行政人員

教師薪資 進   修 升   等 業務研習及進修

支用預算 $5,049,540 $1,500,000 $300,000 $150,000

實際執行 $4,224,260 $789,035 $192,000 $89,520

餘    額 $825,280 $710,965 $108,000 $60,480

支用預算 $200,000 $1,200,000 $300,000 $150,000

實際執行 $672,445 $774,026 $60,000 $100,153

餘    額 -$472,445 $425,974 $240,000 $49,847

支用預算 $500,000 $750,000 $100,000 $140,000

實際執行 $745,160 $790,790 $144,000 $75,600

餘    額 -$245,160 -$40,790 -$44,000 $64,400

99 擬支用預算 $2,500,000 $800,000 $200,000 $100,000

98

備註：

一、99年度 擬支用預算係依96、97、98年度實際執行情況編列。

二、99年度配合校務發展，擬新聘3位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教師薪資預估為$75,000元/月*3人*11月=$2,475,000元。

三、99年1月已有8位教師提出升等，預估99年度提出升等之教師共有16位，共需金額為$12,000元/人*16人=$192,000元

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人事室業管項目

97

獎助教師
項  目年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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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 比例

研究 2,604,687 25.91% 研究 0%

1.專題 600,000 5.97%

2.專利 1,250,000 12.44% 3.國際發明展 1,280,000 54%

3.發明展 520,000 5.17%

4.績效獎勵 234,687 2.33%

研習 695,000 6.91% 研習 0 0%

1. 教師申請 200,000 1.99%

2.系所辦理 350,000 3.48%

3.績效獎勵 145,000 1.44%

進修 800,000 7.97% 進修 0 0%

著作

(績效獎勵)
211,000 2.10% 著作 0 0%

升等送審 200,000 1.99% 升等送審 0 0%

改進教學 1,550,000 15.42% 改進教學 0 0%

1.競賽–

教師申請
800,000 7.46%

2.績效獎勵 750,000 7.46%

編纂教材 148,000 1.47% 編纂教材 40,000 1.7%

製作教具 462,000 4.60% 製作教具 50,000 2.1%

合計 6,670,687 66.38% 合計 1,370,000 57.3%

研習 70,000 0.69% 研習 0 0%

進修 30,000 0.30% 進修 0 0%

合計 100,000 0.99% 合計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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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 2.79% 0 0%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500,755 4.98% 0 0%

五、其他 0 0.00% 1,020,000 42.7%

六、新聘教師薪資 2,500,000 24.87% 0 0%

七、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

總計 100.00% 100%

(附件十一)

項   目 99年度第一次專責會議 建議  (依98年度實際執行比例預估 )

獎補助經費 自籌款

$10,051,442 $2,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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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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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比例 比例

研究 2,959,104 18.44% 研究 0 0%
1.專題 365,508 2.28% 1.專題 0 0%
2.專利 630,200 3.93% 2.專利 0 0%
3.發明展 528,382 3.29% 3.發明展 0 0%
4.績效獎勵 1,435,014 8.94% 4.績效獎勵 0 0%

研習 1,008,756 6.29% 研習 0 0%
1. 教師申請 151,834 0.95% 1. 教師申請 0 0%
2.系所辦理 356,000 2.22% 2.系所辦理 0 0%
3.績效獎勵 500,922 3.12% 3.績效獎勵 0 0%

進修 774,026 4.82% 進修 0 0%
著作

(績效獎勵)
190,555 1.19% 著作 0 0%

升等送審 60,000 0.37% 升等送審 0 0%
改進教學 5,649,557 35.21% 改進教學 47,700 3.52%
1.競賽–

教師申請
970,769 6.05% 1.競賽–

教師申請
47,700

2.績效獎勵 4,678,788 29.16% 2.績效獎勵 0
編纂教材 389,285 2.42% 編纂教材 30,970 2.29%
製作教具 870,715 5.42% 製作教具 59,030 4.36%

合計 11,901,998 74.18% 合計 185,400 10.17%
研習 100,153 0.63% 研習 0 0%
進修 0 0.00% 進修 0 0%
合計 100,153 0.63% 合計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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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038 2.67% 0 0%

四、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2,941,270 18.33% 124,950 9%

五、其他 0.00% 1,092,650 80.62%
六、新聘教師薪 0 0.00% 0 0%
七、現有教師薪 672,445 4.19% 0 0%

總計 100.00% 100%

97年度績效獎勵總點數:13,857.152點
獎勵總金額: 6,805,279元
每點金額: 491.1元

(附件十二)

項   目 97執行清冊經常門 (實際執行金額)

獎補助經費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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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

$16,043,904 $1,35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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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比例 比例

研究 3,969,626 25.83% 研究 0 0%
1.專題 596,145 3.88% 1.專題

2.專利 1,237,312 8.05% 2.專利

3.發明展 1,710,822 11.13% 3.發明展

4.績效獎勵 425,347 2.77% 4.績效獎勵 0
研習 735,985 4.79% 研習 0 0%

1. 教師申請 196,548 1.28% 1. 教師申請

2.系所辦理 342,000 2.23% 2.系所辦理

3.績效獎勵 197,437 1.28% 3.績效獎勵

進修 790,790 5.15% 進修 0 0%
著作

(績效獎勵)
112,069 0.73% 著作

(績效獎勵)
0 0%

升等送審 144,000 0.94% 升等送審 0 0%
改進教學 4,638,628 30.18% 改進教學 113,722 9.29%
1.競賽–

教師申請
760,141 4.95% 1.競賽–

教師申請
0 0.00%

2.績效獎勵 3,878,487 25.24% 2.績效獎勵 113,722 9.29%
編纂教材 300,000 1.95% 編纂教材 40,000 3.27%
製作教具 860,000 5.60% 製作教具 50,000 4.09%

合計 11,551,098 75.16% 合計 203,722 16.65%
研習 75,600 0.49% 研習 0 0%
進修 0 0.00% 進修 0 0%
合計 75,600 0.49% 合計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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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3.25% 0 0%

四、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2,496,992 16.25% 0 0%

五、其他 0 0% 1,020,000 83.35%
六、新聘教師薪 745,160 4.85% 0 0%
七、現有教師薪 0 0% 0 0%

總計 100% 100%

98年度績效獎勵總點數:25,791.59點
獎勵總金額: 4,613,340元
每點金額: 178.868元

(附件十三)

項   目 98執行清冊 (實際執行金額)

獎補助經費 自籌款

$15,368,850 $1,22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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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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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比例 比例

研究 4,789,883 41.56% 研究 0 0%
1.專題 600,000 5.21%
2.專利 922,200 8.00%
3.發明展 2,720,000 23.60%
4.績效獎勵

研習 704,000 6.11% 研習 0 0%
1. 教師申請

2.系所辦理

3.績效獎勵

進修 562,000 4.88% 進修 0 0%
著作 172,000 1.49% 著作 0 0%

升等送審 74,000 0.64% 升等送審 0 0%
改進教學 2,046,000 17.75% 改進教學 0 0%

1.競賽–

教師申請

2.績效獎勵

編纂教材 170,000 1.47% 編纂教材 40,000 3.6%
製作教具 530,000 4.60% 製作教具 50,000 4.5%

合計 9,047,883 78.50% 合計 90,000 8.1%
研習 74,000 0.64% 研習 0 0%
進修 30,000 0.26% 進修 0 0%
合計 104,000 0.90% 合計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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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000 3.25% 0 0%

四、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500,755 4.35% 0 0%

五、其他 0 0% 1,020,000 91.9%
六、新聘教師薪 1,500,000 13% 0 0%
七、現有教師薪 0 0% 0 0%

總計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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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

$11,526,638 $1,110,000

項   目 99年報教育部支用計畫書經常門(98.11.30報部)

獎補助經費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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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99 年度 

 

教教育育部部整整體體發發展展獎獎補補助助經經費費 

  

第第二二次次  

專專責責小小組組會會議議  
  

  會會  議議  紀紀  錄錄    

  
中華民國 99 年 0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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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度第二次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議程表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9：50～10：00 報到 

10：00～10：10 主席致詞 連校長  信仲 

10：10～10：20 研發處工作報告 蔡研發長  彥欣 

10：20～11：00 各單位提案 提案各單位/相關業管單位 

11：00～11：10 臨時動議 各單位 

11：10～11：20 主席結語 連校長  信仲 

11：2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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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9 年 6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點：行政區六樓會議室 

主席：黃主秘 俊賢 

     出席人員：應到人數 29 人，實到人數 26 人（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今日校長請我代理主持本次專責小組會議。首先，請各業管單位注意，務必要把之前

管科會對學校的訪視意見，以及教育部對學校的評鑑的意見，所有的缺失與改善意

見，要積極的規劃與徹底的改進，以上是我代表校長在此會議所做的轉達。接下來，

請承辦單位依程序進行。 

貳、研發處工作報告 

【一】依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研發處已於 99 年 3月 25 日檢附修正支用計畫書、領

據、項目變更對照表與專責小組會議記錄等，發文至教育部及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

會。 

【二】有關 98 年度整體發展奬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之書面審查學校自評表及相關資料，

研發處已於 99 年 4月 15 日發文至教育部及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中華民國管理

科學學會將於 7月份公佈各校訪視的時間。 

【三】依據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99)管科發字第 2030334 號函，「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評鑑計畫」本校 99 年度支用計畫書複審意見如附件一，

請參閱。有關委員的意見，說明如下： 

1. 修正支用計畫書中，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中，部份預算項目，所列示之預估件

數，其編列原則，為前一年度，整體發展奬補助經費支用實際執行之件數，並配合學校

發展政策而調整。 

2.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於 99 年度核定總經費為＄280,000.-，於 99 年 3 月 8 日第一次專

責小組會議中，學務處已編列辦理社團全校性文康、體能、校內外競賽活動及聘任校外

專業指導老師等經費之預算為＄80,000.-，應注意聘任校外專業指導老師鐘點費，不得

超過規定之 1/4 上限。 

3. 舉辦研習、研討會之經費，於實際執行時，請注意該項經費之支用，應依「教育部及所

屬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改進方案」相關規定

辦理。 

【四】其餘各項依據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書面審查意見，需要在會議中變更之事項，請各

相關單位依序提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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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主秘）：謝謝研發處的工作報告。在工作報告中，我們知道，研發處已依相關規定，

將相關的資料與修正支用計畫書報教育部與管科會。再來，管科會可能於今

年 7月公佈到校訪視的時間，通常這個時間會在 9月、10 月左右，請各單位

應依照研發處的規劃，積極的準備，不要有相關的缺失。另外，誠如今天我

轉達校長的指示，管科會針對 99 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的意見在附件一，請各

單位要審慎、詳細的參閱，並依委員的意見，務必要把相關的意見徹底的改

正與回應，以上是我對研發處工作報告所做的補充意見。 

參、資本門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中，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066-00「錄配音室軟硬體

設備」規格變更、金額變更，如說明，提請審議。(資傳系) 

說明：機儀器設備屬同一實驗室共同配套使用，但依核配後複審意見，將項目名稱、單價之分列

呈現。安裝及配線施工，係指機儀器設備之間安裝配線，並非修繕工程之配線施工，詳如

附件二。 

討論： 

（黃主秘）：附件部份有些字被蓋住，將來報部時請調整表格列高。 

（採購組陳組長）：本案於 3/15 日已公開報價單並議價，依資傳系的項目，分項價格如附

件二，工程不屬修繕，所以就不列，總價為 30 萬元。 

（蔡研發長）：嚴主任於每次專責小組會議中都有提到，資本門不可包含施工，希望各單位

要注意。 

(嚴會計主任)：優先序 066-00 為總目，066-01 開始才是分項，一直到 066-08 才對。 

（黃主秘）：本案照上述意見修正。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中，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002-00「單槍投影機」預

算不足，如說明，提請審議。(外語系) 

說明：預算不足，提高預算，詳如附件三。 

討論： 

（採購組陳組長）：原來報部金額為＄45,000 元，但經過訪價後，投影機部份為＄40,385

元，銀幕要一萬多元。 

（嚴會計主任）：承如附件一委員意見，因為每個人要求的配件不同，這裡就出現買的東西

一樣，價格卻都不一樣，如果要買應該把價格統一。 

（蔡研發長）：採購項目若皆為單槍投影機含配件，應統一採購，才不會有相同的東西，而

有不同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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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張老師）：依整體發展獎補助相關規定，應採中信標的價格，但有時訪價時民間企

業價格會比中信標還低，那價格到底要採那一個。 

（黃總務長）：中信標有一定的價格，品質有一定的保證。有些民間企業價格，的確會比中

信標的價格還低，雖然品質也有保證，好壞也很難講。但是，各系若要統一

採購時，應統一規格採用中信標。所以，中信標有的，原則上採用中信標為

主，除非是特殊規格。 

（採購組陳組長）：在資本門中規定，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台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所以只

要是共同供應契約的東西，就規定要用共同供應契約台銀的價格，也就

是中信標，所以民間企業部份只能做為參考。 

（黃主秘）：綜合上述的意見，因本案是為重點發展的項目，所以建議照案通過，不知各位

委員是否有意見，若沒有請給予支持。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中，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049-00「單槍投影機」規

格變更，如說明，提請審議。(外語系) 

說明：優先序 049-00「單槍投影機」，由於中信局價格超出原本預算金額，所以變更規格，將亮

度：3500ANSI 降為亮度：2500ANSI，詳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中，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099-00「汽車頭燈測試機」

規格變更，如說明，提請審議。(機械系) 

說明：優先序 099-00 規格中，第 5項測光有效高度：250~1600 公尺以上，規格有誤，正確的合

理範圍不是公尺應是公釐，所以修改有疑義之規格，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中，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101-00「數字式汽油車廢

氣測試器」規格變更，如說明，提請審議。(機械系) 

說明：優先序 101-00 規格中，第 3項周圍溫度：0~120℃以上，所謂周圍溫度指的是汽車排氣管

內的溫度，而不是汽車周圍的溫度，所以修改有疑義之規格，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經費購買優先序 065-00 企業精簡型電腦(8.9 吋(含)以上彩色螢幕) 規格變更

案，如說明，提請審議。(電通系) 

說明：因目前中信標已沒有企業精簡型電腦(8.9 吋(含)以上彩色螢幕)規格，故本系須提規格變

更，以利採購，詳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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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經費支用計畫中，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056-00「筆記型電腦」規格變更，

如說明，提請審議。(通識教育中心) 

說明：茲因此項筆記型電腦，並非為中信局規格，擬提請變更其規格（如附件六），並請依上揭中

信局標準規格辦理請購。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中，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087-00「實務投影機(含

活動式螢幕)」規格變更，如說明，提請審議。(餐飲系) 

說明：本次經總務處採購組訪價後，確定此機型已停產，故修正申購設備之規格，改採購中信局

項目，詳如附件七。 

討論： 

（企管系張老師）：變更後規格第 1項，300 萬是否為流明而不是 300 萬畫素？ 

（電通系文老師）：300 萬畫應是指鏡頭，但“實務投影機＂的“務＂應是物品的“物＂。 

（蔡研發長）：改採中信局的規格應不會有問題，項目名稱應是繕打錯誤，應做修正。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肆、經常門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奬補助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優先序＃一-1『研究』項

下所列教師考取國家證照，轉列優先序＃一-6『改進教學』項下，提請審議。。 

說明：依核配後複審委員意見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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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一 
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   
$8,040,687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1. 研究 

依據辦法獎勵教師從事專題研

究、承接各類研究計畫、業界研究

服務、專利申請、技術移轉，考取

國家證照。預計獎補助校內專題計

畫 15 件、發明專利 80 件、產學合

作計畫 120 件。 

 

$3,884,687 
(含本校自籌款

1,280,000 元)

  6. 改進教學 

依據辦法獎勵教師輔導學生考取

國家證照、指導學生參加專業技

(藝)能競賽、訂定系科本位課程、

及教學績優、教師考取國家證照等

特殊貢獻。預計獎助約 400 人次。

$1,550,000   

（黃主秘）：這樣的變更是否對學校推動相關的工作會有影響。 

（蔡研發長）：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有很多分項，教師考取國家證照原列於研究項下，但

現在將教師考取國家證照改列為改進教學項下，因為依委員意見認為，教師考

取國家證照性質不屬研究，而屬於改進教學的性質，這對學校推動相關的工作

不會有影響。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伍、臨時動議 

（黃主秘）：今天各單位提出的資料要再三確認，應符合教育部的規定，也請研發處要特別費心，

避免報部的資料有誤，造成本校的權益受損，因為權益受損可能也會造成經費的受

損。而且，今年本校要申請專案評鑑、申請改大，所以要避免一些行政作業上的錯

誤和瑕疵。 

（嚴會計主任）：在這我要再次提各單位，因為在這個審查意見書裡面，審查意見多為規格上面

或訪價上面的意見，但是這不是行政單位可控管的部份，所以希望各單位在提

出的時候，務必要特別的慬慎、小心，也要給行政單位一些時間，按時繳交，

這樣我們的採購組才能有時間再次確認規格與價格，懇請各申請單位一定要將

資料按時交到承辦單位。 

（黃主秘）：我支持嚴主任，請大家注意，學校重點發展一定要列為第一優先，因為學校是大家

的，經過大家的討論列為重點發展，大家一定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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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研發長）：每年審查意見皆會出現“疑似工程修繕款編列在資本門＂，其實這不應該每年都

讓委員有這些意見，另外，規格部份，在每個採購的項目，應於編列預算時，先

到中信局看看是否有這樣的規格，如此就可減少每年委員對學校的這些意見，這

樣對學校的觀感也會比較好。 

（黃主秘）：我想這要所有的科系配合，而相關的行政單位也要費心一起來協助。 

陸、主席結語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參加這個會議。希望各業管單位及相關處室，配合將報部的資料做到最完

整，避免有任何的錯誤。另外，今年管科會應該還是會來學校訪視，相關的先期準備工作，應

該在平時就要做好，這樣我們才能在訪視時爭取到最好的成績，進而申請到最多的補助款。 

柒、散會 (時間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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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一頁) 

99 年度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 – 核配後複審 

學校名稱：【34】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複審意見【3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1. 依學校支用計畫書，獎補助經費（不含自籌款）中經常門、資本門分占 30%、70%；經

常門方面，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占 66.37%，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分別規劃為 0.99%、2.79%；資本門方面，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 80.84%，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規劃 14.32%，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

2.88%；上述規劃比例均符合「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

點」第五點之相關規定。 

2. 支用計畫書【附表九】中大部分預算項目已列示所擬補助之預估件數，學校作法予以肯

定；如能再加以說明編列之計算方式，如平均單位補助金額等資訊，並進行績效評估，

將更有利於日後之執行與控管，且更能呈現其預算編列之精神所在。 

3. 【附表九】規劃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中，目前未見編列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未

來於實際執行如有該項目，宜請留意不得超過「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五)項第 5 款所規定之 1/4 上限，而且依該要點第五點第(九)

項，其比率之計算並不包括自籌款額度。 

4. 依【附表九】優先序#一-1 之內容說明，『研究』項下列有教師考取國家證照之獎勵經費，

惟教師取得證照依其性質應較屬於『改進教學』，而非『研究』。 

5. 學校於【附表九】經常門經費規劃明細表中，列有舉辦研習、研討會之經費，於實際執

行時，請注意該項經費之支用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

討（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改進方案」相關規定辦理。 

6. 教師薪資補助約占經常門經費比例 20.09%（含自籌款計算，獎補助款 NT$2,500,000 元、

自籌款 NT$0 元），全數擬用於新聘教師薪資，未有任何經費擬支用於現有教師薪資補

助，顯示學校改善現有師資結構的想法，其規劃立意尚值肯定，惟於實際執行時能否達

一定成效，且不轉而流用至補助現有教師薪資，尚待觀察。此外，並請注意接受薪資補

助之對象應符合「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

(五)項第 2 款之規定。 

7. 目前資本門有部分擬購置設備項目之預估單價僅略高於或等於 NT$10,000 元，如：【附

表四】優先序#058-00、065-00…等，若實際執行時之購買單價低於 NT$10,000 元，即須

依行政院頒之「財物標準分類」，改列經常門項下，並參考行政院「物品管理手冊」登

記列管；此外，調整後亦請注意，經資門之劃分比例是否違反「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二)項之規定。 

8. 【附表四】優先序#002-00、082-00 之項目名稱均為『單槍投影機』，且由其規格欄所列

內容觀之，前者另包含『電動式銀幕 70 吋*70 吋(含)以上，管狀馬達』之說明，規格應

優於後者，但其價格 NT$45,000 卻低於後者之 NT$56,000 元，實不甚合理。針對相同採

購品項，建議其預估金額或規格說明之合理性宜再加強注意，以更強化採購效能。 

9. 項目名稱、單價之呈現方式，宜以『該設備屬於需要整組搭配才能使用者，始得合計算

成一件財產或物品』為認定原則，而【附表四】資本門擬購置儀器設備優先序#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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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二頁) 

99 年度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 – 核配後複審 

複審意見【3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似非需整組合購才得以使用之設備，請分列該錄配音室所需設

備項目及規格、單價等資訊，如有單價低於 NT$10,000 元者，請依行政院頒之「財物標

準分類」，改列為經常門物品。 

10. 部分資本門擬購置儀器設備疑似含工程修繕款項，如：【附表四】優先序#066-00…等，

實際執行時該項目經費如以修繕工程入帳，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三)項之規定，並不得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支應。 

11. 支用計畫書【附表四】至【附表八】所列優先序係接續為之，然「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四)項針對資本門各支用大項均訂有相

關之下限要求比例，如此作法是否合理，宜請學校酌予考量。 

12. 自籌款規劃占獎補助經費 27.26%，遠高於教育部規定之 10%下限，惟經常門自籌款中之

42.68%（NT$1,020,000 元，占總自籌款之 11.17%）係規劃用於 1 年期電子資料庫訂閱費，

似相對壓縮實質用於奬補助教師進行產學合作、教學改善及學術研究之經費，此種經費

運用方式能否有效提升其師資結構，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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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變更前)
金額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金額

 (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66-01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非線性錄音套裝系統

1.非線性錄音套裝系統:含專業錄

音,混音及MIDI編曲剪輯軟體。

含專業錄音,混音及MIDI編曲剪輯

軟體。
39,000 1 套

066-02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效果器軟體組

2.效果器軟體組:動態處理器/等化

器/迴音/改調..等超過30種效果，

混音控制器：9個100mm指觸感應

式電動推桿。

動態處理器/等化器/迴音/改調..等
超過30種效果。

57,000 1 組

066-03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混音控制器

3.88鍵主控鍵盤：88鍵標準鋼琴觸

鍵,鋼琴重量力度。

9個100mm指觸感應式電動推桿。

音控制器:9個100mm指觸感應式電

動推桿。
44,000 1 組

066-04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88鍵主控鍵盤

4.監聽喇叭組:6吋克維拉材質低

音單體，1吋絲質高音單體。

88鍵標準鋼琴觸鍵,鋼琴重量力

度。
37,000 1 台

066-05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監聽喇叭組

5.專用喇叭架：鑄鐵金屬材質喇叭

架 ，雙管式設計。

喇叭：6吋克維拉材質低音單體，

1吋絲質高音單體。喇叭架：鑄鐵

金屬材質喇叭架 ，雙管式設計。
34,000 1 組

6.監聽對講控制器組:3組監聽喇叭

控制,對講系統。

控制器：3組監聽喇叭控制,對講系

統。

7.耳機分配放大器:4組耳機輸出端

子/100歐姆   LED音量顯示表。

耳機分配放大器:4組耳機輸出端子

/100歐姆   LED音量顯示表。

 監聽耳機*3個:開放式RP動態耳機

阻抗:50歐姆;重量:330公克。

9.專業麥克風組:電容式單指向

(Unidirectional)麥克風組。

10.專用麥克風架:重型麥克風懸吊

架落地式,可收納設計。
組

11.安裝及配線施工:以上系統使用

之各式訊號線材，數位線材，電

腦線材等。

12.教育訓練課程:以上系統，提供

現場教育訓練課程。

066-08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電腦

13.電腦:MAC作業系統處理器

2.66GHz Intel Core 2 Duo
2.66GHz。

MAC作業系統處理器 2.66GHz
Intel Core 2 Duo 2.66GHz。 40,000 1 組

總價 330,000 300,000

擬於99年度第

2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066-06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監聽對講控制器組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1.機儀器設備

屬同一實驗室

共同配套使用

，依核配後複

審意見，將項

目名稱、單價

之分列呈現。

2.安裝及配線

施工，係指機

儀器設備之間

安裝配線，並

非修繕工程之

配線施工。

066-07
錄配音室軟硬體設備--

專業麥克風組

麥克風:電容式單指向

(Unidirectional)麥克風組。

麥克風架:重型麥克風懸吊架落地

式,可收納設計。

2

330,000
1 組25,000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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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金額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金額(變更前) 金額(變更後)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02-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000ANSI 流明(含)以上。 

2、解析度:標準 XGA 1024*768 (含)以上，支援 SXGA 

1280*1024(含)以上。 

3、電動式銀幕 70 吋*70 吋(含)以上，管狀馬達。 

4、含吊架及安裝。 

45,000 元 55,000 元 外語系 
預算不足提

高預算 

擬於99年度

第 2次專責

小組會議提

案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49-00 單槍投影機

1、解析度:1024*768 亮度:3500ANSI。

2、喇叭 *4 只。                    

3、防盜吊架。                     

4、電動銀幕。 

1、解析度:1024*768 亮度:2500ANSI 流

明(含)以上。 

2、電動銀幕。 

3、喇叭*4 只。 

4、防盜吊架。 

5、安裝完成。 

    1 組 外語系 
中信局價格

超出 預算 

擬於99年度

第 2次專責

小組會議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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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99-00 
汽車頭燈

測試機 

1、測試左、右頭燈亮度及照射中心方向。 

2、具凸鏡燈箱且可上下移動，內具焦距銀幕。 

3、四方柱具有高度尺刻畫，設定頭燈高度。 

4、可測試近遠光燈：彩色刻畫區分良好與不良。 

5、測光有效高度：250~1600 公尺以上。 

6、測定光度：150000 流明，誤差範圍 : + /- 3 %。 

7、電採用雷射對準器。 

8、採用數位亮度計。 

1、測試左、右頭燈亮度及照射中心方向。 

2、具凸鏡燈箱且可上下移動，內具焦距銀幕。 

3、四方柱具有高度尺刻畫，設定頭燈高度。 

4、可測試近遠光燈：彩色刻畫區分良好與不良。 

5、測光有效高度：250mm~1600mm(或以上)。 

6、測定光度：150000 流明，誤差範圍 : + /- 3 %。 

7、電採用雷射對準器。 

8、採用數位亮度計。 

1 套 機械系 規格有誤。 

擬於 99

年度第 2

次專責小

組會議提

案 

101-00 

數字式汽

油車廢氣

測試器 

1、測試汽油車廢氣檢測，至少包括 CO，HC，O2，CO2 檢測。

2、廢氣檢測範圍 CO：0~10%，HC：0~2000PPM，CO2：0~20%，

O2：0~25%，LAMBDA 值：0~9.999 誤差範圍: + /- 0.5 %。

3、周圍溫度：0~120℃以上。 

4、可測試之引擎轉速：400~6000RPM 或以上。 

5、電源：90~220V，單相，60HZ。 

6、反應時間：90%反應時間不超過 15 秒以內（CO，HC，CO2）。

7、附有 RS-232 輸出端子。 

8、可外接印表機。 

9、具有自動校正、自動診斷（包括溫機時間、插入錯誤過

濾器取樣管阻塞）、達到 DOT 及 BS5750 之標準或以上，

氣密測試、氣阻測試，HC殘留值歸零等功能。 

10、暖機時間少於五分鐘。 

1、測試汽油車廢氣檢測，至少包括 CO，HC，O2，CO2 檢測。

2、廢氣檢測範圍 CO：0~10%，HC：0~2000PPM，CO2：0~20%，

O2：0~25%，LAMBDA 值：0~9.999 誤差範圍 :+ /- 0.5 %。

3、排氣溫度：0~120℃或以上。 

4、可測試之引擎轉速：400~6000RPM 或以上。 

5、電源：90~220V，單相，60HZ。 

6、反應時間：90%反應時間不超過 15 秒以內（CO，HC，CO2）。

7、附有 RS-232 輸出端子。 

8、可外接印表機。 

9、具有自動校正、自動診斷（包括溫機時間、插入錯誤過

濾器取樣管阻塞）、達到 DOT 及 BS5750 之標準或以上，

氣密測試、氣阻測試，HC殘留值歸零等功能。 

10、暖機時間少於五分鐘。 

1 套 機械系 規格有誤。 

擬於 99

年度第 2

次專責小

組會議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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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 格 (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65-00 

企業精簡

型電腦

(8.9 吋

(含)以上

彩色螢幕)

1、中央處理器：Intel Atom 1.6GHz(含)以上。2、主記憶

體：提供 1024MB(含)以上。 

3、內建 BootROM 1Mb(含)以上，內建 1 個(含)以上 IDE 或

SATA 介面，並提供 60GB(含)以上 IDE 或 SATA 硬碟 1

個。 

4、網路控制埠：提供整合型 Ethernet controller 支援

10/100Base-T Ethernet 埠 1 個(含)以上，另提供內建

整合式無線區域網路介面，支援 802.11g 及 802.11b 無

線網路標準。 

5、提供整合型 2D/3D/Video Accelerator 視訊晶片，最高

支援 32-bit 色 1024*576(含)以上解析度。 

6、內建 2 個 USB 埠(含)以上插槽，可外接 USB Floppy、

USB Printer、USB 行動碟等設備。 

7、提供內建或外接 80 鍵(含)以上中英文 for Windows 鍵

盤 1 個。 

8、提供光學滑鼠，解析度 400dpi(含)以上 1 個，接頭採用

USB 或 PS/2。 

9、內建麥克風及耳機插孔。 

10、提供內建 15-pin D-Sub VGA 介面 1 個(含)以上。 

11、提供內建或外接式電源供應器。 

12、彩色螢幕：提供 8.9 吋(含)以上 WVGA TFT 彩色螢幕。

13、軟體。13-1、作業系統：提供 Windows XP Home 或 XP 

Embedded 中文最新版，並支援作業系統故障即時復原功

能或提供還原光碟片。13-2、網路支援：支援 TCP/IP with 

DNS and DHCP。 

1.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Home。 

2. LCD 尺寸 10 吋 TFT(LED 背光板),解晰度

1024x 600 WSVGA。 

3. LCD 規格 1024x 600 WSVGA(含以上)。

4. 中央處理器 Intel Atom N450 處理器(含

以上)。 

5. 內建記憶體 1GB(含以上)。 

6. 音效裝置 立體聲喇叭支援

Hi-Definition Dolby 音效。 

7. 網路裝置 Ethernet 10/100 Mbps, 

802.11b/g。 

8. 硬碟容量 160GB(含以上)。 

9. 網路攝影機 30 萬畫素攝影機(含以上)。

10.I/O 插槽 D-sub VGA out,多合 1讀卡機

(SD(SDHC)/MMC),USB x 2, 麥克風輸入, 

耳機輸出。 

11.電池 3-cells, 23W/H, 4 小時。 

12.尺寸 262mm(寬) x 178mm(長) x 

25.9-36.5mm(高)。 

13.重量 1.1kg。 

14.保固期限 一年全球保固。 

30 電通系
中信標已

無此規格 

擬於 99

年度第

2次專

責小組

會議提

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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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56-00 筆記型電腦    

14W 鏡面螢幕 (WXGA) ，Intel Core Duo

T2390 ，1.86GHz 處理器，160GB 硬碟 

(SATA 介面) 1GB DDR II 記憶體以上，ATI 

HD3470 實體 256MB 以上，內建超薄 DVD 

Super Multi，內建 Bluetooth 藍芽 

V2.0，指紋辨識，130 萬畫素網路攝影機，

Vista Home Basic 。(非中信局規格) 

一般型筆記型電腦 Dual Core 

Celeron Mobile .8GHz(Windows

作業系統)(12 吋)(中信局 3.02

項次) 1 台 
通識教育中

心體育組 

依中信局標

準規格辦理

( 中 信 局

3.02 項次) 

擬於 99年度

第 2 次專責

小組會議提

案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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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變更前) 規 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87-00 
實務投影機   

(含活動式螢幕)

電源：110V。耗電量：1000w。金屬

燈泡 400w*2 個。鏡頭：

f=323mm(12.7)F2.45。放大倍率：3~8

倍(面積 9~64 倍)。投影距離：

1.3~3.0M/4.31~9.8＇。仰角度：

10-20 度。安全標準：UL、CE、CSA、

SA、TUV。電源線：4M/13＇。投影尺

寸：280*280mm/11*11＂(接受水平及

垂直方向的 Letter 尺寸)。重量：

15kg。外觀尺寸： 

W*D*H=400*511*288mm。標準配件：

黑布幕、防塵罩、電源線。 

一、實務投影機：               

300 萬畫素，桌上型 1/4 英吋(含)以

上彩色 CCD/CMOS 或 1/3 英吋(含)以

上 RGB 進階式 CCD/CMOS，內建燈箱。

(中信局 第二組第 6項)           

二、投影螢幕：                  

移動式 84 吋*84 吋。              

(中信局 第五組第 14 項) 

2 台 餐飲管理系 機型停產 

擬於 99 年

度第 2次專

責小組會議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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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99 年 度  

教教育育部部整整體體發發展展獎獎補補助助經經費費  

  

第第三三次次  

專專責責小小組組會會議議  
  

  會會  議議  記記  錄錄  

  
中 華 民 國 99 年 10 月 25 日   

 

 

專責小組 第 51 頁，共 176 頁



專責小組 第 52 頁，共 176 頁



專責小組 第 53 頁，共 176 頁



九十九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9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點：行政區六樓會議室 

主席： 連校長信仲 

     出席人員：應到人數 29 人，實到人數 29 人（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本次專責小組會議，討論之重點為 100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

支用計畫書及 99 年度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經常門變更事宜。請與會代表依提案

充分討論，落實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真正之目的，以提升本校教學品質。 

 

貳、研發處工作報告 

一、本校 100 年度支用計畫書報部相關作業 

(一)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十 

    點第(一)項第 3條規定，各校應於每年 11 月 30 日前，彙整次年度支用計畫 

    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含簽到單)、內部專兼任稽核 

    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各一份報教育部及管科會審查。 

(二)有關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請總務處提供。 

     二、本次專責小組會議重點在討論本校 100 年支用計畫書及 99 年資本門、經常 

 門變更事宜。有關各項提案，請資本門業管單位：總務處、會計室、圖書館， 

 經常門業管單位：教務處、研發處、學務處、人事室，依提案順序提出說明。 

三、99 年 9 月 23 日本校接受雲科大、管科會「98 年度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執 

    行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感謝各單位(系、所)之協助使訪視工 

    作順利推展。至於申覆意見已敬會各單(系、所)並依時程呈報相關單位。此 

    次訪視之綜合座談，訪視委員對本校整體發展之講評，整體表現不錯，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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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發能量」上尤為顯著。另對建議改進事項(紙本傳閱)，各單位(系、 

    所)改善情形，列入下一年度自評表，俾利管科會確認。 

四、有關「100 年度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設備說明事項， 

    參閱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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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0 年度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購設備說明事項 

 

ㄧ、凡接受政府補助經費購置各項財務及辦理各項活動，視同公務人員資格，請申購單

位依「政府採購法」暨相關子法及本校「財物及物品採購辦法」、「財物及物品採購

程式」辦理。(相關辦法請參閱行政院公共工程管理委員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 及本校總務處網頁) 

二、依據教育部於 96 年 1月針對本校採購稽核監督報告，本校各申購單位儀器設備規

格表常犯之錯誤為：不符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及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25 條之規定，

有違政府採購行為錯誤態樣，如：規格限制競爭或限型錄上之規格必須與招標規格

一字不差等，均有綁規格標之嫌。煩請各單位務必配合下列事項辦理： 

1.非屬共同供應契約設備者： 

(1)「儀器設備規格表」中【應符合或優於下列規格:】之文字，切勿刪除。 

(2)規格中請加入約、以上、以下、± 等字樣之表達方式，如： 

★最大列印量：約 45,000 頁/月 

★解析度：600dpi 以上 

★重量：25 公斤以下 

★尺寸：445mm*445 mm *439mm (±10mm) 

2.屬共同供應契約設備者： 

100 年度採統一規格購置，採購統一規格之設備，其優點為單一機種一次訂購總金

額達共同供應契約議價總額，得由訂購機關直接與立約商另行議定其他優惠條

件，如價格折扣、保固期限延長或其他服務等。 

(共同供應契約網址：

http://www.bot.com.tw/Procurement/Procure_supply/Supply_index/default.

aspx) 

三、請購單及規格表請詳細確實填寫用途說明、規格、放置地點、用電需求及送達日期

以供審核。 

四、開標時請採購小組委員應確實出席，採購小組成員包括校長、總務長、會計主任、

監辦單位(人事室)主管、申購單位主管及採購組長，標案之規格由申購單位負責審

理，故請申購單位委員務必出席，以順利完成開標作業。 

五、各單位申購設備如係獨家代理或獨家生產之產品，請檢視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之規定(請參閱附件)。經所、系、學程、中心、處(館)務等會議通過呈校長核

准後，再行報部，避免支用計畫書報部申請後，發生無法購買獨家產品，以致需再

次報部申請變更之情事。 

六、如有未盡事宜，可逕向總務處採購組陳玫吟組長或李傳平先生洽詢(校內分機 3320、  

 3310)。 

總務處   99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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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99 年度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 會計室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優先序 013-00 多媒體電腦(含螢幕)增加 

      8 台，優先序 031-00 42 吋液晶顯示器增加 3台，提請審議。 

說明： 

    一、數媒系優先序 013-00 多媒體電腦(含螢幕)原數量 37 台，因補足教室

設備數量不足追加 8台，如附件一。 

     二、妝管系優先序 031-0042 吋液晶顯示器原數量 5台，因擴增實驗室追 

         加 3 台，如附件二。 

討論： 

會計主任： 

         當初評估預算時，詢得之價格比較高，故將數媒系、妝管系之預算刪 

         減，今實際購買價格比原先預估價格低，有結餘經費，建議在維持預 

         算不變的原則下，增購上述之數量。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由：有關 99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優先序 065-00 企業精簡型電腦(含彩色 

      螢幕)30 台，購買單價低於 NT$10,000 元，建議改列於經常門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項下，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為電通系申請教學設備，報部預算單價 NT$11,500 元，總價 

          NT$345,000 元。 

      二、本案於 99 年 6 月 23 日公開取得報價單方式招標(案號 ； 

          99TSINT-A039)，由廣田資訊公司以 NT$286,000 元得標，得標單價 

          NT$9,533.33 元低於 NT$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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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據 99 年度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及行政院頒之「財產標準分類」， 

          建議改列於經常門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項下。 

討論：無意見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99 年度資本門經費-訓輔相關設備家庭劇院組規格變更，提請討論議決。 

說明：原請購劇組為獨家規格，提請變更，如附件三。 

討論： 

學務處鄭組長： 

      因為當初提出家庭劇院組的螢幕是獨家規格，廠商有意見，經協調後，同 

      意變更規格，以求公正、公平原則。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 圖書館 

案由:針對管科會 9月 23 日對 99 年度西文期刊採購合約提出質疑，故將 100 年

的中西文期刊擬於 100 年當年度再訂購,目前新增購 99 年度中西文期刊清

單如附件,其餘經費轉至購買中西文圖書及光碟視聽資料,提請討論。 

說明：99 年度新增購中西文期刊清單如附件四，其餘經費轉至購買中西文 

圖書及光碟視聽資料如下表參見附件五。 

 

 修改前金額 修改後金額 備註 
中文期刊 $450,000 $8,020

西文期刊 $1,760,000 $96,200

西文圖書 $100,000 $900,000

中文圖書 $133,000 $783,000

光碟圖書及其他視聽媒體 $14,513 $670,293

總金額 $2,457,513 $2,45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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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無意見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肆、100 年度提案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0 年度提報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及配合款總金額，提請審議。 

說明： 

     一、99 年度獲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 33,504,808 元，資本門提撥配合款 

          6,700,962 元佔獎補助款經費 20.13%。 

      二、依 99 年度獲獎補助款經費及配合學校年度計畫，估列 100 年度提撥 

          配合款 8,376,202 元，佔獎補助款經費 25%，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  

          補助款(含配合款)總計為 41,881,010 元。 

討論： 

會計主任： 

      在 100 年度提出的計畫中，其核定金額我們還不知道，故沿用 99 年度教      

      育部給學校獎補助金額作規劃。配合款部份 99 年度佔 20%，今年提高至 

      25%，提請審議。 

校長： 

      以預估方式來編列 100 年度的獎勵補助經費，學校配合款從 99 年度 20% 

      提升到 100 年度 25%，請各位委員審議。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規劃，提請審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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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0 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如附件六，其中各單位

共提列 12,617,690 元，較本年經常門經費 10,051,442 元，超出

25.53% (2,566,248 元)。 

      二、經常門需求項目明細表，各項目內容說明及預估金額表如附件七所示。 

      三、99 年度與 100 年(預估)經常門經費需求比較表如附件八。 

討論： 

研發長： 

      今年 100 年度經常門各單位預估之總經費為 12,617,690 元比去年(99 年 

      度) 10,051,442 元超出 2,566,248 元，請依提案分別討論。 

決議：請各單位依提案分別討論協調。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研發處學發組業管項目擬支用預算如說 

      明，提請審議。 

說明： 

     一、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中，研發處學發組業管的項目為：「改 

         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的研究、研習、著作、改進教學（績效獎勵部分）。 

     二、擬支用預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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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於配合校務發展，本校專利申請補助之件數逐年成長，故研究項下 

          專利之預算需提高約 250,000 元。 

      四、績效獎勵的預算核定方式採 98 年度全校之績效點數（約 25791 點）， 

           以每點 100 元為基數，訂定出預算。 

      五、提請審議。 

討論：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郭組長： 

      99 年度在經常門研究、研習、改進教學方面有很好的績效，100 年度為 

      配合學校實際需要，擬增加預算，如表所示。 

校長： 

      為顧及整體經費之限額，在研究、研習、改進教學等預算應酌予精 

      減。 

研發長： 

     經研究後，建議本案總數酌減 39 萬元。 

    (研究項下專題項目減 100,000 元，研究項下專利項目減 100,000 元， 

     改進教學項下績效獎勵項目減 190,000 元)。 

項  目 100 年度擬支用預算 99年度支用計畫書之編列

研究 

1. 專題 $695,000 $695,000

2. 專利 $1,500,000 $1,250,000

3. 發明展 $520,400 $520,000

4. 績效獎勵 $130,000 $139,687

研習 

1. 教師申請 $200,000 $200,000

2. 系所辦理 $270,000 $350,000

3. 績效獎勵 $0 $145,000

著作（績效獎勵） $211,000 $211,000

改進教學 

2. 績效獎勵 $500,000 $750,000

合  計 $4,026,400 $4,26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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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研發處郭組長依會議討論修正經費項目後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教師指導學生參加競賽』經常門改進教學經費預算編列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本校『專任教師指導學生參加技(藝)能競賽獎補助辦法』相關經規 

         定編列，情形如下： 

  （一）獎補助競賽之類別以本校名義參加之全國專業技(藝)能競賽，參賽項 

        目須與就讀所系科相關。 

  （二）帶隊出賽補助參賽作品所需材料費用，佳作 3000 元，第三名 8000 

        元， 第二名10,000元，第一名15,000元，單項競賽總額最高150,000 

        元。 

  （三）教師指導學生參賽差旅補助。 

討論：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陳組長： 

      100 年度教師指導學生參加競賽預算編列與 99 年度相同，金額為 80 萬 

      元，提請討論。 

研發長： 

      為顧整體經費總額，建議酌減 7萬元。 

決議：依研發長建議，討論修正經費後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教材教具部分）經費支用計畫，提請審議。 

說明：  

      一、上（99）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分配本處業管「獎助教師自製教材教

具」經費計 61 萬元，明(100)年度「獎助教師自製教材教具」經費，

專責小組 第 62 頁，共 176 頁



如下表。  

      二、請審議。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100 年度支用比例 
項目 

獎補助款 比例％ 自籌款 比例％ 

編纂教材 $148,000 24.3% $40,000 44.4%

製作教具 $462,000 75.7% $50,000  55.6%

合 計 $610,000  100% $90,000   100%

 

討論： 

教務處教資中心林組長： 

      依本校往年「獎助教師自製教材教具」經費已不足，故無法再刪減預算。 

校長： 

      獎助教師自製教材教具，提升學生素質，同意以教務處規劃之預算。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經常門預算編列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規定，需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編列 

          情形如下： 

     （一）辦理品德教育活動 55,000 元。 

     （二）辦理生命教育活動 55,000 元。 

     （三）辦理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35,000 元。 

     （四）辦理服務學習活動 5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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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辦理社團全校性文康、體能、校內外競賽活動 24,800 元。 

 （六）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55,200 元。 

討論： 

校長：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需佔經常門 2%以上，以符合規定為前提，經費  

      是否可酌減？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鄭組長： 

      經細算後，在不違背教育部規定下，同意刪減 3萬元。 

      (辦理品德教育活動減 10,000 元，辦理生命教育活動減 10,000 元， 

       辦理服務學習活動減 10,000 元)。 

決議：依學務處鄭組長建議，討論修正經費後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改善教學，更換教學區學生單人課桌椅，擬申請列入本校 100 年度整體  

      發展獎補助款分配案，提請審議。  

說明：行政大樓教學區之學生單人課桌椅已舊，需適時更換，俾利教學。 

討論： 

校長： 

      為改善教學、更換教學區學生課桌椅，其經費請總務處統籌辨理。 

總務長： 

      為顧及整體經費之限額，建議酌減 10 萬元。 

決議：請總務長依會議討論修正經費項目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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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100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人事室業管項目擬支用預算，如說明，提 

      請審議。 

說明： 

      一、100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人事室業管項目為教師進修、教師升 

          等送審、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與新聘教師薪資。 

      二、擬支用預算如下表。 

    三、100 年度擬支用預算係依 96、97、98、99 年度實際執行情況編列，如

附件九。 

    四、99 學年度配合校務發展，新聘 10 位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故 100 年度新 

        聘教師薪資合計為$4,701,690 元，如附件十。 

    五、提請審議。 

討論： 

人事主任： 

      本案為 100 年度新聘教師薪資，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各系所、通識中心、圖書館、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申請項目金額。 

說明：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經費規定資本門佔獎勵補助款總預算 70﹪，依據本 

項  目 100 年度擬支用預算 

教師進修 $800,000

教師升等送審 $200,00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100,000

新聘教師薪資 $4,701,690

合  計 $5,80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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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定之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第五條辦理，前一年度爭 

      取獲得之獎補助款比率、教務處之學生人數等項目核算，作為各單位初 

      步概算分配如附件十一。 

討論： 

會計主任： 

       依據本校「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如附件十一，按比例 

       預算分配辦法如下，資本門佔獎勵補助金 70%，分配項目依據 99 年度績 

       效佔 23%、學生人數比佔 14%，學生留校率佔 5%、推廣班學生人數 2%、 

       新生註冊率 6%，重點發展今年度佔 38%，總共 88%，其中圖書館經費佔 

       10%，訓輔經費佔資本門 2%，總數為 100%。  

校長： 

       本來經常門與資本門要互相搭配，因經常門經費有做調整，所以資本門 

       要按照比例重調整分配，其比例原則是學校行政會議通過辦法，各單位 

       預算分配數，照比例來進行。 

資管系代表： 

       請會計室解釋資管系核配金額如何計算。 

會計主任： 

       依據本校「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資本門分配原則並以 

       99 年度獎補助金額來做規劃。 

校長： 

       資本門經費是依系科績效算出來金額，另外學校重點發展，為研發處統 

       籌協調各院長提出院的發展特色，經由院統籌之後，再分配到各系科。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各系所、通識中心提報項目，

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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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一、100 年度配合學校重點發展所需設備，研發處另提案討論。 

      二、各系所、通識中心提報之項目，如附件十二。 

 三、外語系優先序 B31-00 日語學習軟體與遠距教學學習管理平台 1套、 

企管系優先序 B23-00 WIN-CAWI 電腦輔助網路調查系統 1 組、運休

系優先序 B12-00 地理資訊系統導覽整合平台 1 組、圖書館優先序

C01-00 圖書館門禁系統 1 組式以上項目均為獨家銷售產品，提請討

論。 

 討論： 

 外語系代表： 

          應外系欲申購之日語學習軟體，因它有聽、說部分還有設計一些題 

          目，此套軟體為台灣設計，目前只有此家在做，所以提出獨家產品。 

企管系代表： 

          當初調查系統電腦輔助軟體只此家有此軟體，故提出獨家產品。 

運休系代表： 

          目前僅有此家在開發設計系統，故提出獨家產品。 

徐館長： 

          門禁系統為配合學校悠遊卡，故選擇此套系統。 

校長： 

          提出獨家規格，其採購程序是否完備。 

總務處陳組長： 

          目前這 4個系所，已經在系務會議上提出討論說明。 

校長： 

          是否符合學校規定與政府相關規定嗎。 

總務處陳組長： 

          到時要購買還是要機關首長同意才可以購買。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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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政府相關規定及學校規定得申請採購。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0 年度配合學校重點發展特色所需設備資本門經費，提請審議。  

說明：一、依資本門分配原則規劃(補助款+獎助款 40%)編列約 1,000 萬元，擬 

          分配予學校重點發展特色相關科系。 

      二、100 年度配合學校重點發展所提報設備之優先順序如附件十二。 

討論： 

研發長： 

          附件十二是經過三院院長協調同意排序以及採購項目，提請審議。 

校長： 

         學校重點發展特色是三院長統籌規劃其資源，請各位代表參閱，附件 

         十二。 

總務處採購組陳組長： 

          重點發展規格表是否有獨家產品，請各系要提出。 

校長： 

          獨家產品需要經過系務會議討論通過，才可提出申請。 

運休系代表： 

          附件十二，優先序 A02-00、A03-00、A19-00 項為行動導覽整體架構，

屬獨家規格。 

觀光系老師： 

          附件十二，優先序 A37-00 是獨家規格，這套系統是為了學生配合考 

          證照，而且也是去旅行社求職必備條件。 

決議: 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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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六】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優先序，提請討論。 

說明： 

    一、100 年度「重點發展」採購項目優先排序。 

     二、各系所、通識中心提報之優先序順序排列，如附件十二。 

討論： 

會計主任： 

          各系科優先序如附件十二，先請代表確認各系科優先序有無錯誤，再 

          行討論全校各系所、通識中心提報優先序。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資本門標餘款規畫，提請討論。 

說明：就已報部項目完成採購後之資本門標餘款，增加圖書期刊軟體教學資源   

       之採購。 

 討論： 

會計主任： 

       支用計畫書需列標餘款規劃，根據去年作業方式，如果有標餘款時，先 

       採購圖書，因為往年本校採購圖書佔全國來說比例偏低，建議標餘款部 

       份規劃先採購圖書。 

校長： 

       如優先採購圖書需要訂一個上限，因為學校教室 E化也很重要，如果有 

       多餘錢還是要規劃教室 E化、校務 E化。 

決議：照會計室案審議通過。 

 

 

專責小組 第 69 頁，共 176 頁



伍、臨時動議 

教務處教資中心林組長： 

       研習辦法僅規定教學單位可以申請費用，請研發處儘速修改辦法，讓行 

       政單位也可以申請費用。(討論通過) 

主任秘書： 

       學校需建立內控制度，請各業管單位依權責訂定相關辦法。 

 

陸、主席結論 

一、首先感謝各位代表踴躍參加，使今天的專責小組會議順利圓滿。 

二、請承辦單位將本次會議紀錄，配合 100 年度支用計畫及其他相關資料，依規 

    定時限，呈報教育部及管科會。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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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勵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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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5,400 研究     28.31﹪ 研究＄0 研究        0﹪ ●分配原則 

研習  ＄470,000 研習      4.68﹪ 研習＄0 研習        0﹪ 1.依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分配。 

進修  ＄800,000 進修      7.96﹪ 進修＄0 進修        0﹪ 2.為提昇本校研究風氣與

  教師專業素質，特加重

著作  ＄211,000 著作      2.10﹪ 著作＄0 著作        0﹪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項

  目經費。 

升等送審 
      ＄200,000 

升等送審   
          1.99﹪

升等送審＄0 升等送審    0﹪ 3.比例係針對 99 年實際支

 用狀況編列調整。 

改進教學 
      ＄1,300,000 

改進教學   
         12.93﹪

改進教學＄0 改進教學    0﹪ ●審查機制本支用計畫經

  99 年度第 3 次專責小組

編纂教材 
      ＄148,000 

編纂教材    
          1.47﹪

編纂教材＄0 編纂教材    0﹪   開會審議通過。 

製作教具 
      ＄462,000 

製作教具    
          4.60﹪

製作教具＄0 製作教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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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6,436,400 小計     64.04﹪ 小計    ＄0 小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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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0.99﹪      ＄0      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55,20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55﹪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224,80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2.24﹪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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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280,000 小計      2.79﹪ 小計＄0 小計        0﹪ 
 

四、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1,099,600 10.9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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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4,701,690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46.78﹪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0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0﹪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     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    0﹪ 

    
其他＄0 其他        0﹪ 其他＄0 其他       0﹪ 

 
 
五、其他 

小計＄4,701,690 小計     46.78﹪ 小計＄0 小計       0﹪ 

 

總計 ＄12,617,690 125.53﹪ ＄0 0﹪  

註七：『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料庫訂閱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之 30% 
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勵補助，其教師應符合

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立學校或政府

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領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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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十一：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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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獎勵補助款金額，不含自籌款金額) 

2.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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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6,436,400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1. 研究 

依據辦法獎勵教師從事專題研究、承接各類研究計畫、業界研究服務、

專利申請、技術移轉，考取國家證照。預計獎補助校內專題計畫 30 件、

發明專利 120 件、產學合作計畫 120 件。 

 

$2,845,400  

  2. 研習 依據辦法補助系所舉辦或教師參加各項研習研討會。預計獎助系所與教

師參加各項研習研討約 350 人次。 
$470,000

  

  3. 進修 依據辦法獎助教師學位進修或第二專長進修，以強化師資結構。預計獎

助約 25 人次。 
$800,000

  

  4. 著作 依據辦法獎勵教師發表著作於國際知名期刊及教科書撰寫。預計獎勵教

師教科書著作、期刊論文 60 件。 
$211,000

  
  5. 升等送審 支用於教師升等之審查費與郵資費。預計約 16 人。 $200,000   

  6. 改進教學 依據辦法獎勵教師輔導學生考取國家證照、指導學生參加專業技(藝)能競

賽、及教學績優等特殊貢獻。預計獎助約 400 人次。 

$1,300,000
 

  7. 編纂教材 依據辦法補助及獎勵教師編纂教材。 $148,000  
  8. 製作教具 依據辦法補助及獎勵教師製作教具。 $462,000  

二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預計獎助約 20 人次。 $100,000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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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 研習 行政人員參與各項研習研討會。 $70,000
  

  2. 進修 行政人員進修提升知識技能。       $30,000
  

三 訓輔經費 

1.品德教育活動.  
2.生命教育活動  
3.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4.社團文康、體能、競賽活動 

5.服務學習 

$280,000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四 改進教學自籌款 單價一萬元以下非消耗品 $1099,600  

   五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 10 人 $4,701,690  

合   計   $12,617,690
 

註一：本表請填列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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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編列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請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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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99 年與 100(預估)年經常門經費需求比較表     

              

99 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 經常

門經費 
100 年度支用計畫書— 經常門經費 備註  

項   目 

獎補助經費 (單位：元) 比例 獎補助經費 (單位：元) 比例 業管單位  

研究 2,604,687 25.91% 研究 2,845,400 28.31% 

1.專題 695,000 6.91% 1.專題 695,000 6.91% 

2.專利 1,250,000 12.44% 2.專利 1,500,000 14.93% 

3.發明展 520,000 5.17% 3.發明展 520,400 5.18% 

4.績效獎勵 139,687 1.39% 4.績效獎勵 130,000 1.29% 

研發處學發組  

研習 695,000 6.91% 研習 470,000 4.68% 

1. 教師申請 200,000 1.99% 1. 教師申請 200,000 1.99% 

2.系所辦理 350,000 3.48% 2.系所辦理 270,000 2.69% 

3.績效獎勵 145,000 1.44% 3.績效獎勵 0 0% 

研發處學發組  

進修 800,000 7.96% 進修 800,000 7.96% 人事室  

著作     

(績效獎勵) 
211,000 2.10%

著作     

(績效獎勵) 
211,000 2.10% 研發處學發組  

升等送審 200,000 1.99% 升等送審 200,000 1.99% 人事室  

改進教學 1,550,000 15.42% 改進教學 1,300,000 12.93% 
研發處就業組  

1.競賽–教師 

   申請 
800,000 7.96%

1.競賽–教師

   申請 
800,000 7.96% 

研發處學發組  

2.績效獎勵 750,000 7.46% 2.績效獎勵 500,000 4.97% 研發處學發組  

編纂教材 148,000 1.47% 編纂教材 148,000 1.47% 

製作教具 462,000 4.60% 製作教具 462,000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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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6,670,687 66.37% 小計 6,436,400 64.04% 

教務處教資中心  

研習 70,000 0.69% 研習 70,000 0.69% 

進修 30,000 0.30% 進修 30,00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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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100,000 0.99% 小計 100,000 0.99%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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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55,200 0.55%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224,800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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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280,000 2.79% 

小計 280,000 2.79% 

學務處課外組  

四、改善

教學之相

關物品

(單價一

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

品) 

  500,755 4.98%   1,099,600 10.93% 會計室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2,500,000 24.87%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4,701,690 46.78% 

現有教師薪資 0 0% 

人事室  

現有教師薪資 0 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 
0 0% 圖書館  

其他 0 0% 其他 0 0%   

五、其他 

小計 2,500,000 24.87% 小計 4,701,690 46.78%   

總計 $10,051,442 100.00% 預估金額： $12,617,690 125.53% 
原預訂金額

$10,051,442

 

 

   以 99 年度經常門經費計算, 超出 $2,56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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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人事室業管項目 

99.10.14
獎助教師 獎助行政人員 

年度 項  目 

教師薪資 進   修 升   等 業務研習及進修 

支用預算 $5,049,540 $1,500,000 $300,000 $150,000

實際執行 $4,224,260 $789,035 $192,000 $89,52096 

餘    額 $825,280 $710,965 $108,000 $60,480

支用預算 $200,000 $1,200,000 $300,000 $150,000

實際執行 $672,445 $774,026 $60,000 $100,15397 

餘    額 -$472,445 $425,974 $240,000 $49,847

支用預算 $500,000 $750,000 $100,000 $140,000

實際執行 $745,160 $790,790 $144,000 $75,60098 

餘    額 -$245,160 -$40,790 -$44,000 $64,400

支用預算 $2,500,000 $800,000 $200,000 $100,000

實際執行 $3,821,034 $825,967 $192,000 $135,92099 

餘    額 -$1,321,034 -$25,967 $8,000 -$35,920

100 擬支用預算 $4,701,690 $800,000 $200,000 $100,000

備註： 

一、100 年度 擬支用預算係依 96、97、98、99 年度實際執行情況編列。 

二、99 學年度配合校務發展，新聘 10 位助理教授以上教師，100 年度新聘教師薪資合計為 

    $4,701,690 元，如附表。 

三、99 年度提出升等之教師共有 16 位，共需金額為$12,000 元/人*16 人=$192,000 元，預估 100 

    年度約有 16 位教師提出升等。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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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一） 一百年度 獎助教師薪資經費支出明細表  (人事室) 

 

經費來源 

序號
教師姓

名 
系所、職級 

教師證書字

號 
到職日

獎助項目

(A.新聘教

師薪資 B.

現有教師

薪資) 

每月獎

助金額

獎助

月數 

合計獎助金

額 

傳票

日期

原始憑

證冊编

號 
A.獎補助金

額 

B.自籌(配

合)款金

額數 

備註 

1 陳善珮

觀光系 

助理教授級專技人

員 

校教評會審

定通過 
99/02/01  A  

   

67,220 
7 $470,540 

  

$470,540 $0 1 月~7 月 

2 魏源金
觀光系 

助理教授 
助理字第

013964 號
99/02/01  A  

   

72,065 
7 $504,455 

  
$504,455 $0 1 月~7 月 

3 黃毓超
數媒系 

助理教授 

助理字第

029768 號
99/08/01  A  

   

68,190 
7 $477,330     $477,330 $0 1 月~7 月 

4 孫一梅
妝管系 

講師級專技人員 

校教評會審

定通過 
99/08/01  A  

   

55,055 
7 $385,385     $385,385 $0 1 月~7 月 

5 黃韻瑾
企管系 

助理教授 

助理字第

029311 號
99/08/01  A  

   

68,190 
7 $477,330     $477,330 $0 1 月~7 月 

6 陳顗鈞
運休系 

助理教授 

助理字第

028731 號
99/08/01  A  

   

68,190 
7 $477,330     $477,330 $0 1 月~7 月 

7 郭珍怡

外語系 

助理教授級專技人

員 

校教評會審

定通過 
99/09/13  A  

   

68,190 
7 $477,330     $477,330 $0 1 月~7 月 

8 黃源誠
觀光系 

助理教授 

助理字第

030220 號
99/09/01  A  

   

68,190 
7 $477,330     $477,330 $0 1 月~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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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盧慶龍
觀光系 

助理教授 

助理字第

030218 號
99/09/01  A  

   

68,190 
7 $477,330     $477,330 $0 1 月~7 月 

10 吳素真
外語系 

助理教授 

助理字第

030216 號
99/09/01  A  

   

68,190 
7 $477,330     $477,330 $0 1 月~7 月 

合  計             $4,701,690   $4,701,6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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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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01-00 
太陽能與風能混

合發電教學系統 

太陽能板、風力發電機、併網

變流器、發電資訊擷取系統 
1 套  1,165,000   1,165,000 教學用 電機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2）頁 

第 J，M 項 

A02-00 
行動導覽應用程

式 2 

Apple 行動導覽應用程式_電

腦教室永久授權(Apple 平台,

含 GPS 導覽功能) 

1 台 300,000    300,000 教學使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A03-00 行動導覽-Apple 

行動導覽展示裝置(PDA)     

1.Apple 平台，3.5 吋寬螢幕   

2.內建 wi-fi                

3.含 GPS 導覽功能 

10 台 30,000    300,000 教學使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A04-00 折合式易基架組 
約

560cm(W)*260cm(H)*116(D) 
1 組    145,000    145,000 

國際商品展

教學 
國貿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81）頁 

第 C 項 

A05-00 數位資訊講桌 

1.適用 19 吋（含）以上液晶螢

幕，表面為 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幕升

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2 台     60,000    120,000 教學用 機械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0）頁 

第 B 項 

A06-00 手寫螢幕 

1.19 吋手寫螢幕（含）以上。

2.解析度:1440*90(含)以上 。

3.附觸控筆。 

2 台     20,000      40,000 教學用 機械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0）頁 

第 B 項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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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00 多媒體電腦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83GHz(1333MHz FSB)(含)以

上。                      

2.記憶體: 2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含作業系統。             

5.還原卡。 

2 台     23,000     46,000 教學用 機械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0）頁 

第 B 項 

A08-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000ANSI(含)以上。

2.電動式銀幕 6 尺×8 尺(含)以

上。 

2 台     53,000    106,000 教學用 機械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0）頁 

第 B 項 

A09-00 折合式易基架組 
約

340cm(W)*260cm(H)*117(D) 
1 組     88,400     88,400 

國際商品展

教學 
國貿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81）頁 

第 C 項 

A10-00 數位資訊講桌 

1.適用 19 吋（含）以上液晶螢

幕，表面為 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幕升

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2 台     60,000    120,000 教學用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3)項(B、C、

H、Q)點 

A11-00 手寫螢幕 

1.19 吋手寫螢幕（含）以上。

2.解析度:1440*90(含)以上 。

3.附觸控筆。 

2 台     20,000     40,000 教學用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3)項(B、C、

H、Q)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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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00 多媒體電腦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83GHz(1333MHz FSB)(含)以

上                        

2.記憶體: 2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含作業系統               

5.還原卡 

2 台     23,000     46,000 教學用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3)項(B、C、

H、Q)點 

A13-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000ANSI(含)以上。

2.電動式銀幕 6 尺×8 尺(含)以

上。 

2 台     53,000    106,000 教學用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3)項(B、C、

H、Q)點 

A14-00 示波器 

1.60MHz 頻寬(含)以上。     

2.雙通道(含)以上。         

3.1G 取樣(含)以上。  

4.記憶深度 2.5K(含)以上。  

10 台     31,300    313,000 教學用 電機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2）頁 

第 L，M，N 項 

A15-00 數位資訊講桌 

1.適用 19 吋（含）以上液晶螢

幕，表面為 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幕升

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2 台     60,000    120,000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A16-00 手寫螢幕 

1.19 吋手寫螢幕（含）以上。

2.解析度:1440*90(含)以上 。

3.附觸控筆。 

2 台     20,000      40,000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專責小組 第 88 頁，共 176 頁



A17-00 多媒體電腦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83GHz(1333MHz FSB)(含)以

上                        

2.記憶體: 2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含作業系統               

5.還原卡 

2 台     23,000     46,000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A18-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000ANSI(含)以上。

2.電動式銀幕 6 尺×8 尺(含)以

上。 

2 台     53,000    106,000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A19-00 
行動導覽

-Windowss 

行動導覽展示裝置(PDA)     

Windows 平台              

1. windows 平台             

2. 內建彩色相機            

3. 至少 2.8 吋觸控式螢幕    

4. 含 GPS 導覽功能         

10 台 16,000    160,000 教學使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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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 圖資輸出機 

1.熱機時間 35 秒以下，大幅縮

短等待時間                

2.超快首頁輸出，8.7 秒以內連

續複印速度，黑白 25 頁/分

鐘、彩色 20 頁/分鐘(含)以上。

3.彩色電子液晶操作面板，支

援客製化設定功能自動電子

分頁，份數整理功能        

4.列印超高解析度達 1200 

x1200 dpi(含)以上。         

5.記憶體：768MB 硬碟：

40GB(含)以上。            

6.自動雙面送稿及輸出，簡化

作業流程，有效提升辦公效率

7.第二代 EA 高階調環保碳

粉，精緻的碳粉顆粒可產生銳

利鮮明的影像。 

1 台     190,000    190,000 教學使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A21-00 個人電腦 

中央處理器：Intel Core 2 Quad 

2.83 GHz Q9500(含以上)，L2 

快取(cache)記憶體 6MB，1333 

MHz FSB(含以上)、記憶體：

提供 DDR3 1066/ 1333 240 Pin 

DDR SDRAM 2GBx1(含以

上)，4 組記憶體插槽，最大

可擴充至 8GB，支援雙通道

DDR3 1066 /1333 

30 部     23,000    690,000 

貿易物流運

輸實驗室教

學設備 

國貿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81 及

182）頁 

第 C、D、E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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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00 數位資訊講桌 

1.適用 19 吋（含）以上液晶螢

幕，表面為 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幕升

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2 台     60,000    120,000 教學用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23-00 手寫螢幕 

1.19 吋手寫螢幕（含）以上。

2.解析度:1440*90(含)以上 。

3.附觸控筆。 

2 台     20,000     40,000 教學用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24-00 多媒體電腦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83GHz(1333MHz FSB)(含)以

上                        

2.記憶體: 2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含作業系統               

5.還原卡 

2 台     23,000     46,000 教學用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25-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000ANSI(含)以上。

2.電動式銀幕 6 尺×8 尺(含)以

上。 

2 台     53,000     106,000 教學用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26-00 
機架式雲端伺服

器 
機架式 8 核心伺服器 2 部    120,000    240,000 

擴充設備支

援教學硬體
資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43）頁 

第(@2-教-14)

項 

A27-00 電源供應器 

1.30V/3A 2 組可調，5V/3A 1

組固定(含)以上  

2.解析度 1mV/1mA(含)以上 

12 台     12,200    146,400 教學用 電機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2）頁 

第 L，M，N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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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00 伺服器 

Windows 系統 Server 伺服器

*1 台(含不斷電系統)  中階

伺服器 (Quad-Core Intel Xeon 

2.26GHz 二顆)(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規格、不斷

電系統提供 2 顆 Quad-Core 

Intel Xeon 2.26GHz (含) 以上.

處理器核心數 4 個 (含) 以

上，超執行緒 8 個 (含) 以

上，提供 2GB × 2 或 1GB ×

4 ECC DDR2 667 或 DDR3 

1066 (含) 以上.SDRAM 

DIMM Module 光碟機‧一般

型光碟機 48 倍速 (含) 以上

或超薄型光碟機 24 倍速 

(含) 以上或 DVD-ROM 8 倍

速 (含) 以上 顯示介面.解析

度：1024 x 768 (含) 以上 ‧

具 2MB SDRAM (含) 以上顯

示記憶體網路介面   直立式

1500VA 在線式

(Line-Interactive)不斷電系

統.5-1.額定容量：

1500VA/900W(含)以上.5-2.設

計方式：採在線互動式

(Line-Interactive)設計架構.5-3.

1 組 180,000    180,000 教學使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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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電壓：110V±10%‧提供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網

路介面 2 個 (含)以上 

     

A29-00 

排煙排氣機及排

氣排煙管(含不鏽

鋼排氣罩) 

1.排煙排氣機：中壓後傾式風

機，特性為新限定荷重風扇

FAS. FAD.及 FRZ.型。20HP，

三相，380V，用電量 20 安培

以下。                    

2.排煙機固定架及避震器，需

配合 20HP，另配置 15 米以上

之冷氣風管。排煙排氣管：

24110CFM。               

3.不鏽鋼排氣罩規格需配合

現有 12 組工作台設備安裝。

1 式 791,500    791,500 

中餐專業實

習教室、中餐

丙級技檢考

場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30-00 數位資訊講桌 

1.適用 19 吋（含）以上液晶螢

幕，表面為 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幕升

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1 台      60,000     6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A31-00 手寫螢幕 

1.19 吋手寫螢幕（含）以上。

2.解析度:1440*90(含)以上 。

3.附觸控筆。 

1 台     20,000     2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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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00 多媒體電腦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83GHz(1333MHz FSB)(含)以

上                       

2.記憶體: 2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含作業系統              

5.還原卡 

1 台     23,000     23,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A33-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000ANSI(含)以上。

2.電動式銀幕 6 尺×8 尺(含)以

上。 

1 台     53,000     53,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A34-00 
Mac 雲端運算伺

服器 

1.主機：                   

(1)Mac Mini Server 雙核心 

2.66GHz(含)以上。          

(2)8GB DD3 記憶體(含)以上。

2.螢幕：22 吋螢幕.          

(1) SATA II 500G 高速硬碟機

3 部     70,000    210,000 
擴充設備支

援教學硬體
資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43）頁 

第(@2-教-14)

項 

A35-00 筆記型電腦 

1. Notebook Apple MacBook 

Pro 13 Intel Core2 Duo 雙核

2.4G Core i5,(含)以上。      

2. 4GB 記憶體(含)以上。    

3. 320G 硬碟(含)以上。 

1 部     50,000     50,000 
擴充設備支

援教學硬體
資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43）頁 

第(@2-教-14)

項 

A36-00 雕刻機 

1. 320x200mm 加工範圍(含)以

上。   

2. 35000 轉(含)以上。   

1 台    368,000    368,000 教學用 電機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2）頁 

第 L，M，N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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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00 
Abacus Whiz 訂位

系統 

Abacus  Whiz 訂位系統(觀

光數位旅遊專題 GDS 實作系

統) 

1. Abacus Whiz 訂位系統租用
3 年(100/11/1-103/10/31)教學
訓練模式系統*1 套 
2. Abacus Whiz 訂位系統*61
個工作站 
3. 內容包含：(1) Windows 
系統環境；Office 的應用
界面(2) 指令表格顯示票
價、訂位、飯店、租車、
簽證...等資料，提供查詢
及訂位(3) 透過系統直接
傳真或 E-Mail 中文或英
文行程表(4) 透過選單介
面可隨時列印或 E-MAIL
旅客行程收執聯(5) 可預
訂飯店、租車、國鐵、火
車等全方位服務，(含)以上
 

1 套 144,000    144,000 
實作上機教

學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3)項(B、C、

H、Q)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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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00 筆記型電腦 

1.處理器：Intel Pentium 
Dual-core SU4100 (1.3GHz) 
2.獨立顯卡：ATI Mobility HD 
4330 (實體 512MB) (含)以上 
3.記憶體：2G (1*2G) DDR3(含)
以上 
4.硬碟：500G SATA(含)以上
5.螢幕：16：9 之 HD14 吋，
LED 背光(1366 x 768) (含)以
上 
6.光碟機：DVD-Super Multi 
DL(含)以上 
7.其他：5 合 1 讀卡機、視訊、
HDMI、VGA，(含)以上 
8.無線 802.11b/g/Draft-N、藍芽
(含)以上 
9.作業系統：Windows7 進階

版(含)以上                 

3 台 20,000     60,000 教學用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4)項(B、C、

H、Q)點 

A39-00 雷射印表機   

1.每分鐘 28 頁以上列印速度。

2.1200dpi 光學解析度(含)以

上,內建 32MB 記憶體(含)以

上,內建雙面列印省電節能。  

3.一年收送保固服務。 

3 台     12,000     36,000 教學用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5)項(B、C、

H、Q)點 

A40-00 雲端儲存空間  

iSCSI RAID 機架式 3U SAS / 

SATA II 磁碟陣列儲存系統提

供 6 Tera Bytes 儲存空間 

1 部    215,000    215,000 
擴充設備支

援教學硬體
資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43）頁 

第(@2-教-1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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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00 個人電腦 

1.主機：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螢幕：19 吋液晶顯示器(內

建防刮玻璃)(含)以上。 

3.還原卡。 

21 台     24,000    504,000 教學用 電機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2）頁 

第 I，J 項 

A42-00 音響轉播系統 

1.無線麥克風：頻道範圍：UHF 

700～860MHz 範圍。        

2.專業擴大機：麥克風：

20Hz~15KHz, +0/-3dB 音樂：

20Hz~20KHz, +0/-3dB        

3.專業喇叭：尺寸約

362*244*240mm（±3mm） 

2 組 18,000     36,000 視聽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A43-00 
視訊轉播教學系

統 

1.室內全功能彩色攝影機：有

效畫素約 768(H)*494(V)(含)以

上。                      

2.全功能彩色攝影機控制

器：位置設定最大可選擇 1-64

組。                      

3.42 吋液晶顯示器：尺寸約 42

吋。                    

4.19 吋標準機櫃：高度約 20U。

1 組 216,000    216,000 視聽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A44-00 數位資訊講桌 

1.適用 19 吋（含）以上液晶螢

幕，表面為 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幕升

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1 台     60,000     60,000 教學用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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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00 手寫螢幕 

1.19 吋手寫螢幕（含）以上。

2.解析度:1440*90(含)以上 。

3.附觸控筆。 

1 台     20,000     20,000 教學用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A46-00 多媒體電腦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83GHz(1333MHz FSB)(含)以

上                      

2.記憶體: 2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含作業系統               

5.還原卡 

1 台     23,000     23,000 教學用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A47-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000ANSI(含)以上。

2.電動式銀幕 6 尺×8 尺(含)以

上。 

1 台     53,000     53,000 教學用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

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A48-00 
室內全功能彩色

攝影機 

1.有效畫素：768(H)* 

494(V)(含)以上。          

2.水平解析度：黑白：570 條；

彩色：540 條(High) - 480 條

(Normal) (含)以上。 

1 台 100,000    100,000 視聽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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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9-00 

Autodesk Education 

Suite Entertainment 

Creation  

1.Autodesk Maya（3D 塑型、動

畫、彩現和視覺效果）      

2.Autodesk 3ds Max（3D 塑型、

動畫、彩現和視覺效果）    

3.Autodesk Softimage（3D 動畫

遊戲製作）          

4.Autodesk MotionBuilder（即時

動畫）            

5.Autodesk Mudbox（數位雕塑

材質繪製）          

6.Autodesk Sketchbook Pro（草

圖設計） 

20 套     38,200    764,000 
課程教學、證

照輔導 

數位多媒

體設計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57）頁 

第 G 項 

A50-00 數位資訊講桌 

1.適用 19 吋（含）以上液晶螢

幕，表面為 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幕升

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2 台     60,000    120,000 教學用 通識中心

校務發展計畫 

第（肆-85）頁 

第(二)之

1-(2)-B 項 

第(二)之

1-(5)-C 項 

A51-00 手寫螢幕 

1.19 吋手寫螢幕（含）以上。

2.解析度:1440*90(含)以上 。

3.附觸控筆。 

2 台     20,000     40,000 教學用 通識中心

校務發展計畫 

第（肆-85）頁 

第(二)之

1-(2)-B 項 

第(二)之

1-(5)-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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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00 多媒體電腦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83GHz(1333MHz FSB)(含)以

上                       

2.記憶體: 2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含作業系統               

5.還原卡 

2 台     23,000     46,000 教學用 通識中心

校務發展計畫 

第（肆-85）頁 

第(二)之

1-(2)-B 項 

第(二)之

1-(5)-C 項 

A53-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000ANSI(含)以上。

2.電動式銀幕 6 尺×8 尺(含)以

上。 

2 台     53,000    106,000 教學用 通識中心

校務發展計畫 

第（肆-85）頁 

第(二)之

1-(2)-B 項 

第(二)之

1-(5)-C 項 

A54-00 個人電腦 

1.主機：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螢幕：19 吋液晶顯示器(內

建防刮玻璃)(含)以上。 

3.還原卡。 

16 台     24,000    384,000 教學用 電機系 

校務發展計

畫： 

第（伍-32）頁 

第 L，M，N 項 

A55-00 液晶顯示器 

1.尺寸:約 42 吋。          

2.數位高畫質對應

(480p/720p/1080i/1080p)。    

3.可顯示色彩數 10.7 億色(含)

以上。 

1 台 33,000     33,000 視聽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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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6-00 19 吋標準機櫃 

1.機櫃為鋼製品。           

2.高度約 20U。             

3.提供靜音風扇 

1 台 15,000     15,000 視聽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A57-00 數位資訊講桌 

1.適用 19 吋（含）以上液晶螢

幕，表面為 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幕升

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源

選擇。                    

1 台     60,000     60,000 圖資 802 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58-00 手寫螢幕 

1.19 吋手寫螢幕（含）以上。

2.解析度:1440*90(含)以上。  

3.附觸控筆。               
1 台     20,000     20,000 圖資 802 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

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59-00 多媒体電腦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83GHz(1333MHz FSB)(含)以

上。                      

3.記憶體: 2GB(含)以上。     

4.硬碟：500GB(含)以上。    

5.含作業系統。             

6.還原卡。  

1 台     23,000     23,000 圖資 802 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60-00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500ANSI(含)以上。

2.電動式銀幕 6 尺×8 尺(含)以

上 

1 台     63,000     63,000 圖資 802 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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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00 双葉打蛋機 

1.尺寸：70*35*80 公分(長*寬*

高)。                    

2.馬力：1/3HP，兩段變速。重

量：25 公斤以上。          

3.配件包含 2 個白鐵攪拌桶。

2 台     16,800     33,600 
烘焙專業實

習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4）頁 

第 1 項 

A62-00 筆記型電腦 

1. 重量：2.5 公斤 (含) 以下

2. 處理器：Intel Dual Core 

Celeron Mobile 1.8GHz (含) 以

上  

5 台 28,252    141,260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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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00 多媒體電腦 

1.中央處理器：Intel Core 2 

Quad 2.66 GHz Q8400(含) 以

上                        

2.晶片組：Intel G43 / ICH10   

 3.記憶體：提供 DDR3 1066 / 

1333 240 Pin DDR SDRAM 

2GBx1， 4 組記憶體插槽，

最大可擴充至 8GB，支援雙通

道 DDR3 1066 / 1333       

4.擴充槽：提供 2xPCI 擴充插

槽；1x1 倍 PCI_Express 擴充

插槽；1x16 倍 PCI_Express 擴

充插槽                    

5.I/O 介面：(前端) USB 2.0 x 

4, Audio x 2 (後端) 1x DVI-D 

port, 1x PS/2 KB, 1xD-sub, 

1xAudio I/O, 6x USB2.0, 1x 

RJ45                  

6.BIOS ROM：最新版 Flash 

ROM BIOS 8Mb、.採用合法授

權 PnP SYSTEM BIOS        

7.讀卡機：內建 3.5 英吋 IC 卡

與記憶卡讀卡機，可讀取自然

人憑證 IC 卡與 CompactFlash 

Type I                     

8.硬碟機：機體 3.5 英吋、容

20 台     23,000    460,000 

汰舊換新(原

電腦亦無法

使用 3D 教

學、故擬逐步

汰換)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6）頁 

第 A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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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500 GB                

9.光碟機：提供 16 倍速 DVD 

Super Multi 一台，提供播放軟

體                       

10.網路介面：內建 Atheros L1E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網

路介面                  

11.三年保固                

12.蓮騰還原卡(for VISTA,含

安裝設定)   

     

A64-00 旅行業整合系統 

旅行業整合系統 
1. 旅行業整合系統教學訓練
模式系統*1 套 
2. 旅行業整合系統*65 個工
作站 
3. 內容包含：(1)基本資料庫
(2) 訂單作業管理(3)出國旅
遊團務管理(4) 證照管理（FIT
辦件／簽證中心）(5) 票務管
理（FIT 票務／票務中心）(6) 
訂房管理（FIT 訂房／訂房中
心）(7) 帳務管理(8) 國民旅
遊團務管理 ，(含)以上 
*五年保固維護服務

(100~104)，系統買斷 

1 組  336,000     336,000 
實作上機教

學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6)項(B、C、

H、Q)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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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00 彩色雷射印表機 

1.A3 彩色雷射印表機        

2.A4 每分鐘

20PPM600*600DPI 上下 

3.192MB(可擴充至 448MB) 

448 MB 以上               

4.處理速度：540 MHz 以上   

5.尺寸：545 x 599 x 338 公釐

上下                      

6.內建雙面列印器及網路功

能.一年保固 

1 台     63,500     63,500 
因應教學需

求新購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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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6-00 
WIN-CAPI 面訪調

查訪員模組 

視窗版軟體配合 Windows 作

業系統，操作界面具親和性，

經由點選方式就能完成專案

所需的每一項設定。1、調查

設計全程處理 2、視窗版軟體

3、輕鬆匯入電子檔的母體或

樣本資料 4、完整記錄填答紀

錄 5、即時動態顯示調查結果

6、訪問過程全程錄音 7、線

上即時更新問卷 8、樣本搜尋

功能多樣化 9、自動化訪問資

料處理 .10 各類型統計軟體

程式轉出 11、問卷及樣本資

料獨立儲存，可重複使用 12

獨立問卷編輯系統 13、親和

性的題目條件設定方式 14、

文字問卷轉入 15、支援

Audio、Vedio 動態檔案題目

16、封閉式題目(closed-ended 

questions)設定 17、開放式題目

(open-ended questions)設計 

7 套     30,000    210,000 
因應教學需

求新購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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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7-00 
WIN-CAMI 全數位

預測撥號模組 

1.WIN-CAMI 預測撥號伺服器

(1)視窗版軟體。(2)具備線上

報表功能。(3)具備數位撥號網

路架構與 SIP 技術，提供預測

撥號工作站連線撥號。(4)支援

數個抽樣專案線上排序預

撥。(5) 線上即時查詢無效、

逾時樣本電話。(6)運用 SWD

技術進行 WIN-CAMI 電話資

料庫連線作業。2.WIN-CAMI

預測撥號工作站(1) 視窗版軟

體：訪員系統支援 Win95、

Win98、WinNT、Win2000、

WinXP 作業系統，操作界面具

親和性。(2)獨立自動預測撥

號：以數位軟體電話與預測撥

號伺服器連線進行撥號。(3)

支援多種抽樣預撥：支援電話

簿抽樣、號頭抽樣、自訂抽樣

及尾碼隨機抽樣。(4)支援自定

抽樣：一個樣本有多支電話號

碼一樣可以預先撥號，不同的

電話號碼接觸記錄，系統自動

註記，提供訪員撥號參考。(5)

電話預撥篩選正確率：預測撥

號可篩選 

1 套     30,000     30,000 
因應教學需

求新購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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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率：預測撥號可篩選出接

聽、無人接聽、忙線、空號、

故障、暫停使用等等電話接觸

記錄，系統註記無效電話，正

式調查時自動分配有效電話

樣本，提供訪員快速撥號訪

問。(6)降低無反應誤差:對於

預撥失敗電話 (如局機無回

應、交換機房忙碌等)，系統

自動重撥，降低無反應誤差。

(7)即時且集中管控預撥品質:

利用主管端電腦監看監聽介

面，可監看監聽預撥的內容，

全程控制預撥品質。 

     

B01-00 廣播教學軟體 中文教育版(50U 學生端+1U

教師端)含教育訓練 

1 套 110,000 110,000 教學用 國貿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81 及

182）頁 

第 C、D、E 項 

專責小組 第 108 頁，共 176 頁



B02-01 互動式觸控數位

暨多點觸控螢幕

組-多點觸控螢幕 

1.多點觸控螢幕 65 吋(含)以

上 。                     

(1)面板解析度：1920 x 

1080(含)以上。             

(2)對比： 2000:1(含)以上。  

(3)亮度：450(含)以上。      

2.互動式觸控數位教材軟體

一套                      

(1)提供大中小三種尺寸板

擦，可擦拭線條及圖片物件。

(2) 可將 PowerPoint 與 PDF 等

格式匯入，並可儲存成單一檔

案。                      

(3)可將畫面內容全部輸出，其

輸出列印格式須包含：PDF 格

式、PNG 格式、HTML 格式、

PPT 格式，以及直接列印輸

出。                      

1 台 380,000 380,000 教學與   

研究用 

應外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65）頁 

第 A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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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02 互動式觸控數位

暨多點觸控螢幕

組-個人桌上型電

腦主機 

1.CPU:INTEL CORE 2 DUO 

PROCESSOR 

E7500/2.93GHZ(含)以上。    

2.2GB DDR3 SDRAM(含)以

上。                      

3.500GB(含)以上 SATA7200

轉硬碟。                  

4.16X DVD +/- RW with 

DualLayer/235W(含)以下電源

供應。                    

5.還原卡。                 

1 台 23,000 23,000 教學與   

研究用 

應外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65）頁 

第 A 項 

B03-00 多媒體電腦含螢

幕 

1.主機：Celeron Dual-Core 

2.4GHz(800MHz FSB(含)以

上,(含作業系統).            

2.螢幕：彩色液晶顯示器(防刮

玻璃)19 吋(含)以上.   

3.含還原卡及網路安裝 

61 台 21,100 1,287,100 英文多媒體

教學 

通識中心 校務發展計畫 

第（肆-84）頁 

第(二)-(1)之 D

項 

 

B04-00 投影機(含布幕) 1. 3 片式 TFT(含)以上 

2.解析度 1024×768 可支援

UXGA, SXGA, WXGA+ (含)以

上 

3.亮度 3200ANSI(含)以上 

4.燈泡 200W UHB(含)以下 

5.前方散熱系統 

2 套 53,000 106,000 教學研究 機電所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頁 

第 K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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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00 桌上型電腦含螢

幕 

1.主機: 

(1)CPU：四核心 2.66GHz(含)

以上。 

(2)Ram：4G(含)以上。 

(3)硬碟：500G(含)以上。 

2.螢幕: 

(1)大小：22 吋(含)以上。 

(2)包含防刮玻璃。 

8 套     30,000     240,000 教學用 電商所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27）頁 

第(@6-研-4)項 

第(@6-研-5)項 

B06-00 數位儲存示波器 1.垂直系統:(1)頻寬: 

DC-60MHz (-3dB),          

2.頻率顯示及範圍: 6 位數; 

20Hz 到 100MHz.至少含有 27

種自動量測功能.           

3.控制面版功能:            

(1)自動設定:自動調整垂直

Volt/div, 水平 Time/div,以及

觸發位準.                  

(2)儲存／調出:15 組測試條件

以及 15 個波形紀錄. 

10 台     21,000    210,000 教學用 電腦與通

訊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0）頁 

第 A 項 

B07-00 Adobe CS5  

Design Premium  

中文教育授權

CLP 

1.原廠授權書               

2.原廠授權光碟一片         

3.提供軟體安裝服務 1 次  

31 台     21,000    651,000 教學用 數位多媒

體設計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56）頁 

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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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00 虛擬化雲端分享-

個人電腦主機（一

對多分享伺服主

機） 

1.個人電腦之主機           

(1)無作業系統，獨立主機不含

螢幕 

(2)Intel Core i7-920 

2.66GHz(含)以上，L2 快取

（cache）記憶體 8MB 含以上。

(3)DDR3 1333 240 Pin DDR 

SDRAM 2GBx4 含以上。 

(4)SATA 500GB 硬碟 1 顆含以

上。 

(5)DVD 燒錄器含以上。 

2.硬體式還原卡             

7 組 39,000 273,000 1~4 年級課程

教學，觀光事

業系專業教

室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7)項(B、C、

H、Q)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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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00 電腦伺服器 2 X XEON E5420 

2.5GHZ/1333MHZ/QC/8MB L2 

CACHE, 2 X 2GB, 4 X 146GB 

15K SAS HDD, 48X CD-ROM, 

SAS/SATA CONTROLLER, 

SERVERAID 8K SAS 

ADAPTER, DUAL GIGABIT 

ETHERNET, DDS5 SATA, 2 X 

835W POWER SUPPLY, 

KEYBOARD, MOUSE, 3 

YEARS, GJP15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標準

版(教育版)*1 組            

windows server 2008 R2 CAL 

授權(教育版)10 個授權/組 *1

組                        

SQL SERVER 2008 R2 教育版

*1 組                      

SQL SERVER 2008 R2 教育版

CAL 授權 10 個授權/組*1 組

1 組     71,577      71,577 教學用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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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00 單人床 1.上床(獨立筒)：(1)床布需耐

燃布料。(2)尺寸：約寬 110 公

分*長 200 公分(含)±1%,高

25~27 公分。               

2.下床：(1)床布同上墊。(2)

尺寸：約寬 110 公分*長 200

公分(含)±1%,高 20 公分±3%。

3 張 17,000 51,000 房務技藝  

專業教室 

餐飲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6）頁 

第(3)項 

B11-01 影音設備組-音響

喇叭、擴大機 

1.音響喇叭：共四顆，Hole 

cutout dimensions：約

280x200x100mm 

2.音響擴大機：1 組，尺寸 (寬

x 深 x 高)：不超過 43.6 cm x 

39 cm x 16 cm 

1 組 43,400 43,400 芳療 spa 教室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B11-02 影音設備組-投影

機含電動布幕 

1.反射式超短距投影機 1

台：寬 x 深 x 高含鏡頭及腳架

(公分) 約 48.1(W) x 36.9(D) x 

15.5(H) (±2 公分) 

2.席白電動布幕 1 台：尺寸(±

5) 84" x 84"  

1 組 97,600 97,600 芳療 spa 教室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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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03 影音設備組-PC 電

腦(含螢幕) 

1.主機                     

(1)CPU Intel Pentium E5500 

Processor 2.8Ghz 2M 含以上。

(2)記憶體 2GB(2GB*1) 記憶

體含以上。 

(3)20GB 硬碟 3G SATA 7.2K 

3.5"含以上。 

(4)DVD 燒錄光碟機。 

(5)提供 22 合 1 讀卡機使用。

(6)Windows 7 pro 作業系統。

(7)提供原廠 3 年保固。 

2.螢幕：19 吋寬螢幕 LCD。

1 組 31,000 31,000 芳療 spa 教室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B11-04 影音設備組-訂製

收納櫃 

寬 92.5cm*長 195cm*高

115cm(±3cm) 

1 座 108,000 108,000 芳療 spa 教室

教學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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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00 地理資訊系統導

覽整合平台 

1.地理資訊系統 1'-SuperGIS 

Desktop 3 桌上型地理資訊系

統_電腦教室永久授權       

2.地理資訊系統 2'-SuperPad 3

行動地理資訊系統__單機版

教育版永久授權   電子地圖

'-SMAP 台北縣市完整版 電

子地圖(含村里人口資料及研

究區域航照影像_教育單機版

(含野外調查客製化表單) 

(含空間分析模組單機版+觀

光休閒 18 週教案+GIS 教學包

_網路版)                  

網際網路導覽平台

'-SuperWebGIS 網際網路導覽

平台永久授權(SuperWebGIS+ 

快取模組+SQL Server 

2008+Google Earth+客製化功

能)                       

行動導覽應用程式

1'-SuperGIS Mobile Tour 3 行動

導覽應用程式_電腦教室永久

授權(Windows 平台，含 GPS

導覽功能) 

1 組    606,000    606,000 教學使用  

軟體及一年

系統維護費

用 

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54）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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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00 廣播教學系統 1.主控台為全彩液晶觸控式

螢幕，獨立硬體設備，操作即

開即用，無需安裝作業系統。

2.教師端須內建兩入兩出影

像處理功能，當第二影像輸入

源(如筆記型電腦或 DVD 

Player)，本系統會自動切換自

第二影像輸入源，無需增購影

像切換器及影像分配器。    

3.廣播傳輸線材:傳輸線可使

用 UTP Cat5.e(8P8C)規格以上

之線材，無需使用特定規格。

4.廣播系統可執行下列功

能，以輔助老師教學之需要：

(1)老師可對全體、部分或單一

學生執行同步影像廣播、監看

影像畫面功能。            

(2)具有全體影像廣播鍵和全

部功能停止，只要單一功能鍵

即可執行該功能。          

(3)提供黑屏廣播給全體、單一

及多位給學生螢幕。 

1 套    120,000    120,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製

圖教室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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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00 個人電腦含螢幕 1.主機：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螢幕：19 吋液晶顯示器(內

建防刮玻璃)(含)以上。 

3.還原卡。 

50 台 24,000 1,20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2）頁 

第 C，I，K 項 

B15-00 無網管交換器 1.無網管交換器(48 埠 

SLM2048)。 

2.Cat 6 UTP 網路線 40 點 3.8 

蕊單模光纖 (含收容箱、光纖

融接 )35 米) 。 

4 套 

  

89,000 356,000 教學與研究

用 

電子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47）頁 

第 A、B、K、L、

M、N、O 、Q、 

R、U 項 

B16-00 可冷卻、加熱真空

濃縮機 

1.直立式旋轉濃縮主機轉

速：約 20-180rpm 

2.數字型油浴鍋約 RT＋5~180

℃ 

3.冷卻循環水槽約－20~20℃

4.耐蝕型真空幫浦真空度：約

1000Pa 

1 套 233,000 233,000 分離、濃縮 化工與材

料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78）頁 

第 C 項 

B17-00 影像編輯軟體  Adobe CS5  31 套 21,000 651,000 教學用 資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42）頁 

第(@2-教-13)

項 

B18-00 折合式易基架組 約

560cm(W)*260cm(H)*116(D) 

1 組 145,000 145,000 教學用 國貿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81）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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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00 互動式簡報筆(虛

擬電子白板) 

1.符合虛擬電子白板。       

2.需與 PowerPoint 整合使用。

3.數位筆需傳回電子訊號於

主機。                   

4.支援藍芽 Bluetooth 1.2(含)以

上。                      

5.軟體可將所繪之手寫文

字、圖解、圖示儲存於

PowerPoint。               

3 台 26,250 78,750 教學與   

研究用 

應外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65）頁 

第 A 項 

B20-00 筆記型電腦 1.I5-540M(2.53GHZ)/2G/250G/

DVDRW/內建 256MB 獨顯(含)

以上。 

2.藍芽.指紋辨識及

CCD/4cell/Win7Pro/三年保固。

3 台 40,000 120,000 教學研究 機電所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頁 

第 K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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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00 無線 ZigBee 系統 1.採用 TI ZigBee SoC 

CC2430F128/CC2431 射頻晶

片.                        

2.採用 ZigBee-2006 網狀網路

技術的 ZigBee 定位開發系統。

3.實現最高精度 0.25 米的精確

無線定位。                

4.解析度每台應含配件:      

(1)CC2430EB 無線 ZigBee 評估

板 2 個.                   

(2)CC2430EM 無線 ZigBee 評

估模組 8 個。              

(3)CC2431EM 無線 ZigBee 定

位模組*2 個。              

(4)CC243x-Debugger 模擬器/除

錯器 * 1 個。              

(5)Packet Sniffer ZigBee 協定分

析儀 * 1 個。              

(6)電池座 PCB 板 10 個。    

(7)產品出貨光碟 * 1 片。    

(8)USB 連接線* 4 條。       

(9)教材共 6 套+所有實驗原始

碼+完整電路圖。          

(10)PC 端定位軟體。 

2 套     32,000     64,000 教學用 電腦與通

訊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0）頁 

第 A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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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00 虛擬化雲端分享-

個人電腦主機(含

學生端鍵盤滑鼠

組) 

1.個人電腦之主機 1 組      

(1)無作業系統，獨立主機不含

螢幕 

(2)Intel Core i7-920 

2.66GHz(含)以上，L2 快取

（cache）記憶體 8MB 含以上。

(3)DDR3 1333 240 Pin DDR 

SDRAM 2GBx4 含以上。 

(4)SATA 500GB 硬碟 1 顆含以

上。 

(5)DVD 燒錄器含以上 2.24 埠

智慧型 Gigabit 交換器       

3.鍵盤滑鼠組 60 組          

(1)虛擬化雲端分享運算專用

管理平台與高速晶片前端裝

置，支援麥克風、USB 與高速

影音壓縮技術的功能。 

(2)USB 鍵盤滑鼠需相容於虛

擬化雲端分享運算專用管理

平台與高速晶片前端裝置。  

1 套 426,000 426,000 1~4 年級課程

教學，觀光事

業系專業教

室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8)項(B、C、

H、Q)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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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00 WIN-CAWI 電腦輔

助網路調查系統 

1.WIN--CAMI 電腦輔助網路

調查模組 視窗版軟體 。    

2.調查設計全程處理。       

3.主管權限管理。           

4.專案合併：能將線上與非線

上專案合併，進行資料整合，

有利資料分析或進行追蹤調

查。輕鬆匯入電子檔的母體或

樣本資料。               

5.自動發送 E-mail。         

6.問卷催收機制。           

7.完整記錄填答紀錄。       

8.即時動態顯示調查結果。   

9.線上交叉分析。           

10.各類型統計軟體程式轉

出。                      

11.問卷及樣本資料獨立儲

存，可重複使用。          

12.自動化的專案備份與資料

回復。                   

13.獨立問卷編輯系統。      

14.親和性的題目條件設定方

式。                     

15.題 文字問卷轉入。       

16.支援 Audio、Vedio 動態檔

案題.                   

1 組    330,000     330,000 教學用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B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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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封閉式題目(closed-ended 

questions)設定。            

18.開放式題目(open-ended 

questions)設定。            

19.選項長度與輸入範圍設

定。                      

20.關鍵字串、選項、題目、

題組等隨機出現處理 。     

21.跳題規則、詢問條件設

定 。                   

22.複選循環題及複選跳題設

定。                     

23.填充題四則運算。        

24.選項貼題功能。          

25.選項互斥功能 。         

26.線上即時增加/刪減選項、

題目。                   

27.題目、選項內容複製。    

28.問卷頁面題數、文字多元

化設定。                 

29.問卷測試 。             

30.問卷內容轉出 。         

31.即時 E-mail 連線填答，並

搭配一組登錄號及密碼，完成

問卷後即鎖住，不允許重複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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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00 雙人床 1.上床(聯結式)：           

(1)床布需耐燃布料。        

(2)尺寸：約寬 180 公分*長 200

公分*高 22 公分(含)±1%。   

2.下床：                   

(1)床布同上墊。            

(2)尺寸：約寬 180 公分*長 200

公分(含)±1%,高 20 公分±3%。

2 張 23,000 46,000 房務技藝  

專業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6）頁 

第(3)項 

B25-00 電動攪拌機 

（數位式直流無

碳刷攪拌機） 

版面尺寸：約 13×18 ㎝ （±3

㎝） 

10 台 29,500 295,000 化妝品調配

實驗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B26-00 Pro/Engineer 教育

版軟體教室授權 

1.60 User License。         

2.CAD/CAM 全模組。       

3.e-learning 學習帳號 。     

4.2 年使用期間更新和升級皆

免費。 

1 套    198,000    198,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B27-00 數位資訊講桌 1.螢幕安裝具 VESA 安裝孔

位，可安裝 19 吋以上 LCD 螢

幕。 

2.中央控制系統。 

3.無線麥克風系統。 

4.混音擴大機。 

5.網路監看及錄播軟體。 

3 套  70,000 210,000 教學與研究

用 

電子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47）頁 

第 A、B、K、L、

M、N、O、Q、 

R、U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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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00 數位式高速無碳

刷攪拌機 

110W，轉速：約 40～1400rpm 3 台 42,640 127,920 加熱、攪拌 化工與材

料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78）頁 

第 C 項 

B29-00 企業資源規劃雲

端平台-雲端伺服

主機 

1.2U 超薄型機架式。 

2.四核心 2.26GHz(含)以上

*2。 

3.146GB 15K SAS 硬碟(含)以

上*4。 

4.DDR2 24GB(含)以上伺服器

記憶體。 

5.伺服器作業系統。 

1 部 160,000 160,000 教學用 資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42）頁 

第(@2-教-13)

項 

B30-00 個人電腦 主機：                    

(1)中央處理器：Intel Core 2 

Quad 2.83 GHz Q9500(含)以

上。                      

(2)L2 快取(cache)記憶體

6MB，1333 MHz FSB(含)以

上。                      

(3)記憶體：提供 DDR3 1066/ 

1333 240 Pin DDR SDRAM 

2GBx1(含)以上。           

(4)4 組記憶體插槽，最大可擴

充至 8GB，支援雙通道 DDR3 

1066 /1333。 

22 台 23,000 506,000 教學用 國貿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81 及

182）頁 

第 C、D、E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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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00 日語學習軟體與

遠距教學 

學習管理平台(永

久授權) 

1.進階會話(一)課程內容。   

2.學習管理平台。 

3.日語學習管理系統。 

4.連線學習說明。           

5.教材自行研發。 

1 套 180,000 180,000 教學與   

研究用 

應外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65 及

166）頁 

第 B 項 

B32-00 彩色印表機 1.A4 黑白/彩色影印及列印每

分鐘 20 頁/解析度

600*600dpi(含)以上。 

2.160MB 記憶體/掃描解析度

600dpi 及 256 灰階(含)以上。

1 台 22,470 22,470 教學研究 機電所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3）頁 

第 K 項 

B33-00 48port switch hub 1.硬體規格:                

(1)具備有 48 個 10/100 RJ45。

(2)具備 auto-negotiation，

auto-MDIX 功能。           

(3)具備 4 個 10/100/1000 RJ45

其中有 2 埠與 MiniGBIC/SFP

共用。                    

(4)具有 LED 顯示燈號，可顯

示每個連接埠連接\收送等狀

態，機器電源。           

2.效能 :                   

(1)具備 17.6 Gbps 分散無阻斷

(Non-Blocking)交換頻寬速度。

(2)符合國際標準規

範:IEEE802.3 10BASE-T 

Ethernet.IEEE802。 

1 台     15,600     15,600 教學用 電腦與通

訊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0）頁 

第 A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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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00 迷你筆記型電腦 1.Intel® Atom� 處理器 Z540 

(1.86 GHz)(含)以上。 

2.約 8 吋(寬螢幕)彩色 LCD。

3.顯示器 Intel® 圖形媒體加

速器 500。 

4.主記憶體 2 GB(含)以上 

DDR2 SDRAM。 

5.快取記憶體 512KB(含)以

上。 

6.SD Memory Card 插槽。 

7.無線網路及藍芽。 

8.內建立體聲喇叭。 

9.重量 1 公斤以下。 

10.4 小時以上鋰電池*2。 

11.包膜。 

12.筆記型電腦專用攜行軟

包。 

13.外接式薄型 DVD 燒錄

器。 

2 台      39,460     78,920 教學用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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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00 直立加床 1.上床(獨立筒)：           

(1)床布需耐燃布料。        

(2)尺寸：約 90*188 公分(含)±

1%,高 20 公分±3% 。        

2.下床：                   

(1)床布同上墊。            

(2)尺寸：約 91*198*55(寬*長*

高)公分±3%。              

2 張 17,000 34,000 房務技藝  

專業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6）頁 

第(3)項 

B36-00 均質機 

（數位式無碳刷

高速攪拌均質機） 

版面尺寸：約 13×18 ㎝ （±3

㎝）。 

10 台 45,000 450,000 化妝品調配

實驗用 

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62）頁 

第 3 項 

第（伍-266）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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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00 電腦輔助製造工

程軟體 

CAD/CAE/CAM 工程軟體-20

人(含)以上使用版  產品模組

及功能要求須含：          

1. Mechanical Design(機械設

計)部分。2.Shape Design and 

styling(外型設計與風格造型)

部分。                   

3.Product synthesis(產品綜合應

用)部分。                 

4.Equipment and Systems 

Engineering(設備與系統工程)

部分。                    

5.Analysis(工程分析)部分。   

6.NC Manufacturing(NC 加工)

部份。7.Infrastructure(基礎架

構)部分。                

8.提供中文講義。           

9.附贈 3DVIA COMPOSER 單

機版 3 套。 

1 套    400,000    400,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電

腦輔助機

械製造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B38-00 影像擷取處理系

統 

1.高解析度紅外線攝影機。 

2.IP 網路影像訊號傳輸系統。

3.影像畫面分割顯現系統。 

1 套  75,000 75,000 教學與研究

用 

電子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47）頁 

第 A、B、K、L、

M、N、Q、V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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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9-00 企業資源規劃雲

端平台-虛擬系統

作業軟體 

VMware vSphere 4 Advanced 。 2 套 70,000 140,000 教學用 資管系 校務發展計

畫： 

第（伍-142）頁 

第(@2-教-13)

項 

B40-00 繪圖機記憶卡 1.HP 500 Plus 使用 。       

2.HP-GL/2 Card 一片。       

3.擴充至 160MB。 

1 個 15,480 15,480 教學與   研

究用 

應外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66）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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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00 電腦伺服器 1.中央處理器：Intel Core i7 

2.66 GHz i920，L2 快取(cache)

記憶體 8MB，4.8GT/s QPI.(含)

以上。                    

2.作業系統：支援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 bi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32 bit 【作業系統

提供合法光碟】.            

3.晶片組：Intel X58/ICH10R.  

4.記憶體：提供 DDR3 1066/ 

1333 240 Pin ，6 組記憶體插

槽，最大可擴充至 12GB(含)

以上。                    

5.擴充槽：提供 1xPCI 擴充插

槽.                    

6.I/O 介面：(前端) USB 2.0 x 

4, Audio x 2.                

7.BIOS ROM：最新版 Flash 

ROM BIOS 8Mb、.採用合法授

權 PnP SYSTEM BIOS。      

8.讀卡機：內建 3.5 英吋 IC 卡

與記憶卡讀卡機。          

9.硬碟機：機體 3.5 英吋、.

容量 500 GB、轉速：7200rpm、

Buffer:8MB(含)以上。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用 電腦與通

訊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0）頁 

第 A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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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光碟機：提供 16 倍速 DVD 

Super Multi(含)以上 1 台，提供

播放軟體。                

11.顯示介面。              

12.網路介面。              

13.鍵盤及滑鼠。            

14.電源供應器。            

15.電源管理功能。          

16.主機外殼：直立式機殼，

尺寸約 460 x 190 x 420 mm(長

x 寬 x 高)，.               

17.音效：支援 ADI 2000B, 

8-Channel CODEC.           

18.其他配件：完整版防毒軟

體(軟體保固期與 PC 保固期

一致)、電腦延長線、網路線、

喇叭、滑鼠墊。            

19.螢幕 19 吋(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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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00 黑白雷色印表機 1.速度 Letter 可達 35ppm；A4 

可達 33ppm。 

2.列印解析度

1200*1200dpi(含)以上。 

3.處理器：600MHz(含)以上。

4.介面：一個高速 USB2.0 連

接埠，內建 HP Jetdirect Gigabit

乙太網路連線 

5.記憶體：128M 內建雙面列

印器及網路功能(含)以上。   

6.尺吋(寬*深*高) 約

365*368*268 公釐上下。 

7.保固二年。 

8 台     22,388     179,104 教學用 企管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97）頁 

第 C 項 

B43-00 小房務車(含掛桶) 1.尺寸：約 124*55*127 公分±

3%。 

2.可調整隔板*1 個，附拉鍊帆

布袋*1 個。 

3.吸塵器的存放架。 

4 台 25,000 100,000 房務技藝  

專業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6）頁 

第(3)項 

B44-00 E 化教學設備 1.含超短焦反射式液晶投影

機、感壓式電子白板及行動講

台。 

2 座      180,000 

360,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教

材教具教

室及創意

教學教室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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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00 雲端儲存伺服器 1.IBM System Storage DS3200 

(含 IBM System Storage 

DS3200 硬碟擴充 1TB6 顆；

IBM System x Server 專用

HBA 卡 2 張；IBM System 

Storage DS3200 專用 SAS 線 2

條與光纖遷移 

以及相關安裝事項) 

1 套 

 

387,005 387,005 教學與研究

用 

電子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47）頁 

第 A、B、C、G、

L、M、N、O、

Q、V 項 

B46-00 溫控電磁加熱攪

拌器 

轉速範圍：約 100-1500 rpm 1 台 23,600 23,600 加熱、攪拌 化工與材

料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78）頁 

第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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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7-00 行動電視 1.作業系統: Windows CE.NET 

5.0 版.■中央處理器:Telechips 

TCC7901 533MHz.■記憶

體:Flash 64MB + SDRAM 

128MB.■衛星接收天線:內建

接收天線 + 外接式 MMCX

天線插孔.■數位電視:DTV 車

用數位電視解碼卡.■數位接

收天線:內建伸縮式天線 x 1,

外接式車用薄膜 MCX 天線 x 

2.■記憶卡槽:支援 SDHC(最

大可支援.16G).■電池:內建

鋰充電電池.■電池操作時

間:2 小時.■電源轉換器:輸入: 

AC 110-240V ; 輸出: DC 

5V/2A.■車用充電器:輸入: 

DC 12V/1.2A; 輸出: DC 

5V/2A.1、GPS 衛星導航暨無

線數位電視接收主機.2、車用

支撐架.3、車用充電器.4、AC

電源整流器.5、專用影音輸出

線.6、操作光碟指南.7、快速

使用手冊.8、保證書.9、USB

傳輸線.10、遙控器.11、4G 

SDHC 記憶卡.12、主機保護

套。 

8 台     12,000     96,000 教學用 電腦與通

訊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0）頁 

第 A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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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8-00 虛擬化雲端分享-

一對多電腦軟體

授權 

供七台主機使用的一對多台

前端裝置管理模式多人連線

管控授權。 

1 套 31,500 31,500 1~4 年級課程

教學，觀光事

業系專業教

室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9)項(B、C、

H、Q)點。 

B49-00 木製附輪活動屏

風 

1.尺寸：約 180*120*45 (高*長

*底寬)公分＋3%。 

2.輪子：4 個 2 英吋半耐重輪。

3.材質：柳安木的夾板。 

8 張 18,000  144,000 房務技藝  

專業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6）頁 

第(3)項 

第（伍-227）頁 

第(3)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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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00 射出成型模具試

驗機 

1.溫度控制：P.I.D.＋SSR＋數

位控制及顯示，共 2 組，最大

溫度可達：300℃，最小讀值

可達：± 0.1℃ 。           

2.出料螺桿直徑≧25mm,螺桿

行程≧110mm,單次射出重量

≧55g,射出壓力≧1500kg/cm2,

螺桿轉速範圍最小可達 10 

r.p.m，最高可達 150 r.p.m. 。

3.鎖模力≧14 ton，開模力≧6 

ton. 。           4.可容最大

開模距高≧220mm，最大模具

寬度≧265mm，最小模高可達

40mm(含)以下，開模行程≧

180mm。                  

5.成品頂出距離≧35mm，頂出

力量≧1800kg。            

6.幫浦最大壓力≧

200kg/cm2，馬力≧3HP，電熱

容量≧2.4KW 。            

7.液壓油箱容量≧80L。      

8.整體外型尺寸約：正面寬

1000mm 高 1200mm，深

1800mm(以上三尺寸不可超

過) 。                    

1 套     200,000      200,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電

腦輔助機

械製造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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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操作面板：全部繁體中文。

10.包含安裝、試車及使用教

學課程。                 

11.具 RS232 或 USB 輸出介

面，可與電腦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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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00 高階個人電腦 1.中央處理器：Intel Celeron 

Dual Core 2.5 GHz E 3300，L2 

快取(cache)記憶體 1MB，

800MHz FSB(含)以上。 

2.記憶體：提供 DDR3 1066 / 

1333 240 Pin DDR SDRAM 

2GBx2(含)以上。 

3.500GB SATA2 硬碟(含)以

上。 

4.網路介面：內含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網路介面兩個

5.I/O 介面：(前端) USB 2.0 x 

4, Audio x 2 (後端) 1x DVI-D 

port, 1x PS/2 KB, 1xD-sub, 

1xAudio I/O, 6x USB2.0, 1x 

RJ45,1x LPT 

6.液晶螢幕： 

(1)尺寸：TFT-LCD(Thin-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19 吋(含)以上。   

(2)解析度：1280x1024 

@60Hz(含)以上。   

(3)點距(mm)：0.294(含)以下。

26 套 

   

24,000 624,000 教學與研究

用 

電子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47）頁 

第 A、B、C、G、

L、M、N、O、

Q、R、U、V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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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00 衛星訊號量測儀 1.量測頻率: 4–2.250 MHz. 

FOR SAT QPSK - 8PSK - TV 

COFDM 及 CABLE QAM 訊

號.                      

2.可預先儲存衛星訊號頻率.  

3.所有量測值及影像及設定

均顯示於單一畫面中.        

4.MPEG-2 解碼.            

5. .1＂ 16:9 TFT LED 顯示畫

面 .                      

6.頻譜顯示.                

7.訊號功率量測顯示.        

8.TV Tuner from 4 to 1.000 

MHz. 不包含 CABLE and 

GSM bands .                

9.SAT-HD Tuner from 950 to 

2.250 MHz DVB-S and 

DVB-S2.                   

10.Automatic quality analysis: 

FAIL-MARG-PASS.          

11.Auto memory. 

1 台    180,000    180,000 教學用 電腦與通

訊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0）頁 

第 A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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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00 西式四口爐(附烤

箱) 

1.尺寸：約寬 800*深 900*高

850MM+3%。              

2.GAS：166000BTU(含)以上。

3.全機外殼及爐架皆採

AISI304 不鏽鋼無縫製成。   

4.控制鈕採防水。 

7 台 178,025  1,246,175 西餐    

專業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6）頁 

第三項(4) 

B54-00 速克達機車 1.速克達型機車。           

2.100cc 以上之全新機車，行

駛總公里數不超過 20 公里。

3.前輪配備碟式煞車系統，後

輪配備鼓式煞車系統。      

4.一年內之款式機車。       

5.含原廠修護手冊。 

2 台      60,000     120,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全

車檢測工

廠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B55-00 多媒體電腦 1.主機：一般型電腦 Celeron 

Dual-Core2.4GHz(800MHz 

FSB(含)以上) (無作業系統)。

2.螢幕：17 吋(含)以上彩色液

晶顯示器(含喇叭)。 

5 組    16,700     83,500 教學用 電腦與通

訊工程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0）頁 

第 A 項 

B56-00 數位相機 1.機型：彩色數位自動對焦相

機  

2.畫素：1200 萬 CCD 畫素(含)

以上，最大解析度：4000×3000

畫素(含)以上。 

3.儲存媒體：可抽換式記憶卡

4 GByte (含)以上。 

4. 附件：提供原廠保護套件。

3 台 12,249 36,747 餐飲系   

各專業教室

餐飲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26）頁 

第(3)項 

第（伍-227）頁 

第(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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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7-00 前碟後鼓式機車 1.速克達型機車。           

2.前輪配備碟式煞車系統，後

輪配備鼓式煞車系統。      

3.各項功能正常作動。       

4.煞車系統作動正常。       

5.出廠兩年內之機車。       

6.含原廠修護手冊。 

3 台      30,000      90,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全

車檢測工

廠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B58-00 鏈條驅動式機車 1.鍊條驅動方式之機車。     

2.五年內車型之機車。       

3.各項功能正常作動。       

4.出廠兩年內之機車。       

5.含原廠修護手冊。 

3 台     30,000     90,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全

車檢測工

廠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B59-00 防水數位相機 1.防水數位相機  

(1)1/2.3 吋 , 1200 萬像素原色

CCD 含以上。 

(2)動態 : 1280 x 720 30fps 含

以上。 

(3)支援 6 公尺防水含以上。

2.腳架。 

1 套 24,690 24,690 1~4 年級課程

教學，觀光事

業系專業教

室 

觀光事業

系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241 及

242）頁 

第(10)項(B、

C、H、Q)點。 

B60-00 拆胎機 
1.機器腳踏車專用。         

2.可更換 17 吋以下輪胎。 
1 套    38,000     38,000 

教學及實習

課程使用 

機械系-全

車檢測工

廠 

校務發展計畫 

第（伍-11）頁 

第 E 項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合計   $26,21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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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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C01-00 圖書館門禁系統 

1.形式：多片式雙開蝴蝶扇頁。     

2.機體：為鋁合金及防磁不銹鋼烤漆

以防干擾。                       

3.偵測器：採紅外線感應，可防止多

人及尾隨進入。                   

4.安全裝置。                     

5.通道寬度：最大 90cm。           

6.通道基座機體寬度 20cm±2cm。     

7.讀卡機：內建三合一讀卡機(雷射條

碼、感應卡、磁卡)。              

8.顯示螢幕：3.5 吋~6 吋彩色訊息模組

(內建語音提示)。                  

9.控制介面模組：RS232、TPC-IP 可連

結伺服器，主機及管理統計軟體。   

10.無線遙控器。                   

11.狀態顯示器。                   

12.連線作業：可與圖書安全系統連線

由圖書安全系統控管。             

13.電源需求：AC110V、5A、60Hz。 

14.閘門基座尺寸：D：75 cm±10cm，

W：20 cm±2cm，H：100cm±10cm。  

1 式 700,000 700,000 

圖書

門禁

系統

圖書館 

校務發

展計畫

貳- 155 

頁 

2-(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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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門禁系統專用伺服器。         

16.控制及統計用軟體。 

 

C02-00 
筆記型電腦 

1.I5-540M(2.53GHZ)/2G/250G/DVDRW/

內建 256MB 獨顯。 

2.藍芽.指紋辨識及 CCD/4cell/Win7Pro/

三年保固。 

1 台 39,446 39,446 

圖書

館公

務用

圖書館 

校務發

展計畫 

肆-102

頁 3-(1)

項 

         

         

         

         

         

         

         

         

         

圖書館自動化合計   $739,446    

專責小組 第 144 頁，共 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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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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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廳影片
單位 

(冊、卷)

數

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D01-00 v      批 1 30,000 30,000 增加西文圖書

館藏 

圖書館 校務發展

計畫肆-101

頁 1-(8)項 

D02-00  v     批 1 19,165 19,165 增加中文藏書

量，符合讀者需

求。 

圖書館 校務發展

計畫肆-101

頁 1-(8)項 

D03-00   v    批 1 430,000 430,000 增訂中文期刊

(紙本式) 

圖書館 校務發展

計畫肆-101

頁 1-(8)項 

D04-00   v    批 1 1,700,000 1,700,000 增訂西文期刊

(紙本式) 

圖書館 校務發展

計畫肆-101

頁 1-(8)項 

D05-00      v 批 1 5,000 5,000 光碟圖書及其

他視聽媒體 

圖書館 校務發展

計畫肆-101

頁 1-(8)項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合計    $2,18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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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

位 備註 

E01-00 掃描器 

1.A4 雙面高階掃描器 

(1)光學解析度:600dpi(含)以上。        

(2)A4 尺寸 200dpi(含)以上。            

(3)黑白單面 25PPM(含)以上。          

(4)雙面 50IPM/(含)以上。 

(5)提供自動文件送紙器/提供掃描軟體,

傾斜校正及去除黑邊功能。 

1 台    24,173    24,173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6 項 

E02-00 
黑白雷射印表機 

  

1.A4 黑白雷射印表機。 

2.A4 每分鐘 33 頁(含)以上。           

3.解析度:1200dpi(含)以上。            

4.記憶體:128MB(含)以上(可擴充至

384MB)。                           

5.提供 250 張及 500 張 A4 紙匣。       

6.內建網卡及雙面列印器。 

1 台    22,388    22,388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6 項 

E03-00 

彩色雷射印表機 

  

 

 

 

 

 

1.A4 彩色雷射印表機 

2.黑白/彩色 A4 每分鐘 28 頁(含)以上。  

3.解析度:3600dpi(含)以上。            

4.記憶體:384MB(以上)(可擴充至 1G)。   

5.提供 250 張及 500 張 A4 紙匣。       

6.內建網卡及雙面列印器。  

1 台    49,041    49,041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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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00 數位攝影機 

1.高階高畫質彩色數位攝影機(硬碟)。 

2.1/4.1 英吋 330 萬(含)以上)畫素背照光源

式 CMOS。                          

3.內建 120GB(含)以上 硬碟。          

4.30 倍(以上)光學及 200 倍(含)以上數位

變焦。                              

5.1920x1080P(含)以上 高畫質記錄＊鋰

電池。 

6.專業大腳架(360 度快拆雲台)。 

1 台    37,100    37,1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3 項 

E05-00 單眼相機 

1.彩色單眼數位相機 

2.有效約 1460 萬(含)以上像素。        

3.3"92 萬畫素 LCD。                  

4.取景器可視率為 100%。             

5.高精度 11 點寬區自動對焦。         

6.全開光圈 77 區分割測光。          

7.支援 ISO100-6400。                  

8.支援 Live View。 

9.具 HDMI 插槽。 

10.4G 記憶卡及包包.鋰電池。 

配件：專業大腳架 (360 度快拆雲台)。 

1 台    46,537    46,537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3 項 

E06-00 數位相機 

1.高倍望遠彩色數位相機 

2.有效 1410 萬像素(含)以上。          

3.3"PureColor II LCD。                 

4.焦距:28mm~392mm。                

5.14 倍光學變焦(含)以上。             

6.支援 HD 立體聲影片。               

1 台    15,199    15,199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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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動彈出式閃光燈。 

配件：附 4G 記憶卡及包包(含鋰電池專業

大腳架 (360 度快拆雲台)桌上型小腳架)。

E07-00 數位式電源供應器 

1.雙電源數字直流電源供應器

30V/10A(含)以上。               

2.CH1、CH2 双輸出。 

1 台    17,000    17,0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愛迪生

創意發

明社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3 項 

E08-00 戶外廚房 

1.加長攜行袋。                      

2.不鏽鋼小桌板組。                  

3.竹桌板-S。                         

4.燒武者烤肉箱。                    

5.加長框架組。       

6.剛炎專用結合架。                  

7.剛炎超強力瓦斯爐-液態。       

2 組    42,050     84,1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童軍團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3 項 

E09-00 無線喊話器 

1.獨特高音號角式一體成型的雙音路喇

叭箱。 

2.內建 1 吋(含)以上 高音及 5 吋(含)以上

中低音喇叭及 56W(含)以上的 D 類超高

效率數位擴大機。 

3.內藏充電式的手握式無線麥克風。 

4.袖珍輕巧便於隨身攜帶、肩掛、手提、

放置桌面或架設在三角架上使用。 

5.可切換 16 組(含)以上,互不干擾頻率。

6.有線麥克風及 LINE 輸入,採用 6.3Φ 

PHONE 型插座。 

3 台    14,000     42,0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慈青社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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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00 電子琴 

1.61 鍵,LCD 螢幕,64 最大同時發音數。 

2.音色數：294 種面板音色+480 XG 

voice+10 種鼓組/SFX Kits+12 種世界 Drum 

kit。 

3.伴奏：176 種+可自設 10 組或以上伴奏。

4.效果：35 種殘響+44 種疊奏+237 種 DSP+ 

26 種和聲，9 種預設+使用者 USB 樂曲。

5.錄音：5 首 16 錄音音軌(含)以上。 

6.音樂資料庫：可擴充式。 

7.12W +12W 擴大機，揚聲器：(12cm+3cm) 

x 2。 

8.尺寸(W×D×H)：約 946×402×130(mm)，

約 7.5kg。 

 

1 台    26,000    26,0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合唱團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4 項 

E11-00 大鏡子 長 2 公尺，寬 6 公尺(含貼壁安裝) 1 片    14,000    14,0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親善大

使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3 項 

E12-00 海報機 

1.A0 八色墨水彩色噴墨印表機 

2.解析度 2400*1200dpi(含)以上。       

3.採用八色分離式墨水設計。          

4.高速列印.每小時 311.6 平方英呎(含)以

上。                                

5.記憶:128MB(含)以上。               

6.內建 40G(含)以上 HD。              

1 台   125,373   125,373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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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內建網卡。                        

8.提供原廠腳架.自動裁紙器.置紙槽及 A1

尺寸 30 公尺繪圖紙。 

E13-00 小號 

1.調性：Bb，表面烤漆。 

2.管徑：約 11.68mm 喇叭口徑：約 123mm。

3.活塞：材質為蒙耐合金、頂彈簧結構。

4.調音裝置：第一調音管具調音姆指掛，

第三調音管具調音指環。 

2 支    18,000    36,0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管樂社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4 項 

E14-00 廣東鼓 直徑約 2 尺(含鼓棒、鼓架) 2 組    24,000    48,0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管樂社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7 項 

E15-00 吉他音箱 

1.100 瓦(含)以上電吉他音箱。          

2.12 吋單體。                        

3.強勁 100 瓦(含)以上出力。           

4.內建多種效果器。 

2 台    17,500    35,000 
社團活動

及教學用
熱音社

校務發展

計畫 

第(肆- 

16) 頁 

第 4 項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合計    $62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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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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

明  使用單位 備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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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決議通過版)  

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提案 開會決議 備註  
項   目 

獎補助經費(單位：元) 獎補助經費 (單位：元)   

研究 2,845,400 研究 2,645,400   

1.專題 695,000 1.專題 595,000 (提案七 修正通過減 10 萬元)  
2.專利 1,500,000 2.專利 1,400,000 (提案七修正通過減 10 萬元)  

3.發明展 520,400 3.發明展 520,400 (含本校自籌款 466,248 元)  

4.績效獎勵 130,000 4.績效獎勵 130,000   

研習 470,000 研習 470,000   

1. 教師申請 200,000 1. 教師申請 200,000   

2.系所辦理 270,000 2.系所辦理 270,000   

3.績效獎勵 0 3.績效獎勵 0   

進修 800,000 進修 800,000   

著作     

(績效獎勵) 
211,000 

著作      

(績效獎勵) 
211,000   

升等送審 200,000 升等送審 200,000   

改進教學 1,300,000 改進教學 1,040,000   

1.競賽–教師

   申請 
800,000 

1.競賽–教師

   申請 
730,000 (提案八修正通過減 7 萬元)  

2.績效獎勵 500,000 2.績效獎勵 310,000 (提案七修正通過減 19 萬元)  

編纂教材 148,000 編纂教材 188,000 (提案九照案通過)(含本校自籌款 4 萬元)  

製作教具 462,000 製作教具 512,000 (提案九照案通過)(含本校自籌款 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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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6,436,400 小計 6,066,400   

研習 70,000 研習 70,000   

進修 30,000 進修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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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100,000 小計 100,000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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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55,200 

社團指導教師鐘

點費 
55,20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224,800 

其他學輔工作經

費 
194,800 (提案十修正通過減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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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280,000 小計 250,000   

四、改善教

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

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

耗品) 

  1,099,600   999,600 (提案十一修正通過減 10 萬元)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4,701,690 

新聘教師薪資(2

年內) 
4,701,690 

(提案十二照案通過) 
(含本校自籌款 151 萬元)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 
0 

資料庫訂閱費(1

年期) 
0    

其他 0 其他 0    

五、其他 

小計 4,701,690 小計 4,701,690    

總計 預估金額： $12,617,690 總計 $12,117,690 (含本校自籌款：2,066,2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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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決議通過版)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勵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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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152 研究     21.68﹪ 研究   ＄466,248 研究      22.56﹪ ●分配原則 

研習  ＄470,000 研習      4.68﹪ 研習   ＄     0 研習          0﹪ 1.依本校校務發展計

畫分配。 

進修  ＄800,000 進修      7.96﹪ 進修   ＄     0 進修          0﹪ 2.為提昇本校研究風 

 氣與教師專業素質，

著作  ＄211,000 著作      2.10﹪ 著作   ＄     0 著作          0﹪  特加重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項目經費。

升等送審 
      ＄200,000 

升等送審   
          1.99﹪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3.比例係針對 99 年實

 際支用狀況編列調 

改進教學 
      ＄1,040,000 

改進教學  
         10.35﹪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0﹪ 
 整。 

●審查機制本支用 
編纂教材 
      ＄148,000 

編纂教材  
          1.47﹪

編纂教材＄40,000 編纂教材   1.94﹪ 計畫經 99 年度第 
  3 次專責小組開會

製作教具 
      ＄462,000 

製作教具   
          4.60﹪

製作教具＄50,000 製作教具   2.42﹪   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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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5,510,152 小計     54.83﹪ 小計   ＄556,248 小計      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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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0.99﹪ ＄0       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55,20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55﹪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194,80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1.94﹪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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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250,000 小計      2.49﹪ 小計＄0 小計        0﹪ 

 

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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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教學
之相關 
物品(單價
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
耗品) 

 

 

 

＄999,600 

 

 

 

9.94﹪ ＄0 0﹪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3,191,690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31.75﹪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1,510,000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73.08﹪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     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      0﹪ 

其他＄0 其他        0﹪ 其他＄0 其他         0﹪ 

五、其他 

小計＄3,191,690 小計     31.75﹪ 小計＄1,510,000 小計      73.08﹪ 

 

總計 ＄10,051,442 100﹪ ＄2,066,248 100﹪  

註七：『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料庫訂閱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之 30% 
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勵補助，其教師應符合

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立學校或政府

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領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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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十一：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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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獎勵補助款金額，不含自籌款金額) 

5.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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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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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99 年 度  

教教育育部部整整體體發發展展獎獎補補助助經經費費  

  

第第四四次次  

專專責責小小組組會會議議  
  

  會會  議議  記記  錄錄  

  
中 華 民 國 99 年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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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九十九年度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錄 

時間：99 年 12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行政區六樓會議室 

主席：連校長信仲 

     出席人員：應到人數 29 人，實到人數 27 人（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感謝各位代表撥冗出席開會，本次會議主題是討論 99 年度資本門、經常門 

    金額執行情形。 

二、請承辦單位依會議程序進行討論。 

 

貳、研發處工作報告 

一、本次專責小組會議之主旨，係針對本校 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 

    常門支用計畫書之預算金額與執行金額實施情形，分別提報。依 99 年度支 

    用計畫書(99 年 3 月 18 日)本校獎補助款為 33,504,808 元，(自籌款 

    9,134,403 元)，共計 42,639,211 元。其中資本門，獎補助款 23,453,366 

    元(自籌款 6,744,403 元)，共計 30,197,769 元(佔總經費 70.82%)。經常門， 

    獎補助款 1,0051,442 元(自籌款 2,390,000 元)，共計 12,441,442 元(佔總 

    經費 29.18%)。 

二、有關 99 年執行清冊報部相關作業，說明如下： 

    依據 99 年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5點 

    第 6 項第 2款規定，各校應於 100 年 2 月 28 日前，將本項補獎助經費使用 

    情形（即執行清冊）、98 學年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 

    表、現金流量表及財務報表附註)、會議紀錄(包括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 

    會及公開招標紀錄、簽到單)與確定獎補助經費之修正支用計畫書彙整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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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一份，經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先行審核通過後，始備文報本部，俾便考 

    核運用成效。 

三、依據以往之作業經驗，此項工作極為繁瑣費時，若不妥善規劃及各業管單位 

    在時間上的配合易造成錯誤。另為配合寒假及春節假期，故必須提前作業 ，

    請各相關單位務必配合作業時效。 

(一)各權責單位填報時程：即日起至100年 1月 5日止。 

(二)研發處彙整作業時程：100年 1月 6日至100年 1月 20 日。 

    預計100年 1月 27 日完成報部。 

 

参、相關單位提案審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人事室業管項目經費核銷，如說明。 

 說明： 

    一、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人事室業管項目為教師進修、教師升等 

        送審、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與新聘教師薪資。 

     二、經費核銷如下表。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不足之差額為-$24,661 元，擬由教師進 

         修與教師升等送審之餘額+$24,661 元流用支應。 

    四、99 學年度配合校務發展，新聘 10 位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故 99 年度 

        新聘教師薪資合計為$3,821,034 元，如附件一。 

     五、新聘教師薪資之不足差額為-$1,321,034 元，擬由經常門項下流用支應。 

     六、提請審議。 

項  目 99 支用預算 99 執行金額 差額 
教師進修 $800,000 $783,339 +$16,661
教師升等送審 $200,000 $192,000 +$8,00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100,000 $124,661 -$24,661
新聘教師薪資 $2,500,000 $3,821,034 -$1,321,034
合  計 $3,600,000 $4,921,034 -$1,32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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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校長： 

     依人室事提案，已充分說明清楚，各位代表有無補充意見，請提出說明， 

     若無任何補充意見，請鼓掌通過。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 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優先序 065-00 因單價低於 1萬元改列經 

      常門核銷，如說明。 

說明： 

     一、99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優先序 065-00 因購買單價低於 1萬元(金

額：286,000 元)，已於 99 年度第三次專責會議通過，改列於經常門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項下。 

     二、經費核銷如下： 

     三、99 年度執行金額超支為 42,615 元，提請由經常門項下流用支應，若經 

         常門流用餘額不足，超支金額由學校相關經費增加編列自籌款支應。 

     四、提請審議。 

討論： 

研發長： 

      原先規劃預算為 500,755 元，因資本門優先序 065-00 改列經常門，超支 

      42,615 元，建議由學校經常門項下流用支應，若餘額不足由學校相關經費 

      增加編列自籌款支應。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項  目 99 支用預算 99 執行金額 超支 

改進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500,755 $543,370 $4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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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 研發處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研究項目經費核銷與配合款流用，詳如說 

      明。 

 說明： 

 一、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研究項目經費項目為「專利、專題、發 

     明展」等項支出。 

     二、經費核銷如下: 

獎補助編列金額 

(單位：元) 

實際核銷金額 

(單位：元) 

差異數 

(單位：元) 
項  目 

獎補助款 

(A) 

配合款 

(B) 

獎補助款

(C) 

配合款. 

(D) 

獎補助款 

=(A)- (C) 

配合款 

=(B)- (D)

專  利 1,250,000 0 1,457,500 0 -207,500 0
專  題 600,000 0 594,629 0 +5,371 0
發明展 520,000 1,280,000 454,363 1,222,008 +65,637 +57,992
績效 
獎勵 234,687 0 0 0 +234,687 0

合  計 2,604,687 1,280,000 2,506,492 1,222,008 +98,195 +57,992

     三、「專利獎補助款」不足之差異數，由「專題、發明展獎補助款」之餘額 

      流用；另有不足數額則擬由「經常門」項下流用補足。 

四、經 99 年度一次專責小組提案通過，編列 128 萬元「瑞士日內瓦發明展 

    配合款」實際支出為 1,222,008 元，結餘 57,992 元，經 99 年度第一 

    次專責小組會議如附件二、附件三。 

     五、提請審議。 

討論： 

研發長： 

      提案之負責單位為研發處學術發展組，原編列及核銷金額為上表，瑞士日 

      內瓦發明展相關文件，如附件二、附件三請各代表參閱，提供建議。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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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 研發處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研習項之經費核銷與提撥配合款，詳如說 

      明。 

說明： 

     一、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研習項原編列「教師申請」、「系、所、 

         中心自辦研習」及「績效獎勵」3部份。 

     二、經費執行如下： 

原編列金額 

(單位：元) 

實際核銷金額 

(單位：元) 

差異數 

(單位：元) 
研習項  

獎補助款

(A) 

配合款

(B) 

獎補助款

(C) 

配合款.

(D) 

獎補助款 

=(A)- (C) 

配合款 

=(B)- (D)

教師申請 200,000 0 99,520 0 +100,480 0
系所舉辦 350,000 0 301,068 96,641 +48,932 -96,641
績效獎勵 145,000 0 0 0 +145,000 0
合  計 695,000 0 400,588 96,641 +294,412 -96,641

三、「研習」項下獎補助款之餘額共 294,412 元擬流用至經常門其他項目。 

四、新增配合款共 96,641 元已奉核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簽呈如附件四、 

     附件五) 

 五、提請審議。 

討論： 

校長： 

      結餘的經費主要是流用經常門項目的哪一項，請承辦單位說明。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郭組長： 

      本項經費之結餘，擬流用人事室的新聘教師。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 研發處 

案由：經常門改進教學經費結餘款流用提案。 

說明： 

 一、經常門改進教學項下，經費結餘 2,142 元，建議流用至經常門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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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請審議。 

原編列金額 

(單位：元) 

實際核銷金額 

(單位：元) 

差異數 

(單位：元) 
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  
獎補助款

(A) 

配合款

(B) 

獎補助款

(C) 

配合款.

(D) 

獎補助款 

=(A)- (C) 

配合款 

=(B)- (D)

改進教學 800,000 0 797,858 0 +2,142 0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 研發處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研究、研習、著作、及改進教學項下原編 

      列部份經費為績效獎勵，詳如說明。 

說明： 

 一、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著作」、「改進教學」項下，原編列 

     教師績效獎勵部份經費執行及如下： 

原編列金額 

(單位：元) 

實際核銷金額 

(單位：元) 

差異數 

(單位：元) 績效獎勵

項目  獎補助款

(A) 

配合款

(B) 

獎補助款

(C) 

配合款.

(D) 

獎補助款 

=(A)- (C) 

配合款 

=(B)- (D)

著作 211,000 0 0 0 +211,000 0
改進教學 750,000 0 0 0 +750,000 0
合  計 961,000 0 0 0 +961,000 0

    二、上開兩項餘額共 961,000 元擬流用至經常門其他項目。 

     三、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 研發處 

案由：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截至目前之執行金額統計及與報部支用 

     計畫書如說明，提請審議。 

說明： 

    一、各業管單位經常門經費截至目前為止之結算表,如附件六。 

     二、經結算經常門總執行經費超支 46,549 元，超支金額由學校相關經費增

加編列自籌款支應，俾利本校執行清冊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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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 研發處 

案由：99 年度支用計畫書總經費、資本門經費與經常門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說明： 

    一、99 年度本校實際執行金額與支用計畫書原預估金額有差異，比較表如 

        附件七。 

     二、提請審議。 

討論： 

會計主任： 

      資本門執行項目已全數執行完畢，因議價關係，使資本門自籌款有結餘， 

      故自籌款比例下降至 16.15% 

校長： 

      請各系科在編列預算時能嚴謹，避免有誤差情形發生。 

決議：照案審議通過。 

 

参、臨時動議 
機械系代表： 

      原報部自籌款比例與實際核銷後自籌款比例有差異，請承辦單位說明。 

會計主任： 

      因資本門採購項目已全部執行完畢，但因議價關係，故有結餘，爾後請 

      各系在編列預算時能嚴謹確實。 

 

肆、主席結論 

     謝謝各位代表參加本次會議，會後若有寶貴意見，隨時與業管單位聯繫， 

      針對問題儘速研究辦理或說明。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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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單位 研習研討會 申請總額 支用項目(不符規定) 金額 小計 傳票號碼

邀請卡、信封 $5,100

海報 $12,000

大圖 $4,200

海報印刷 $8,600

手提袋 $9,975

立旗 $9,450

印刷品製作(海報) $1,575

大圖 $1,200

展示架+海報一批 $2,940

海報 $7,700

邀請卡  $2,500

手提袋 $13,020

大圖輸出 $8,550

企業管理系 北區技專院校股票模擬投資研習(99.6.17) $20,000 彩色海報 $10,000 $10,000 98411284

總計 $96,641

98407603

98410487

98411285

98409907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2010民生科技產業應用研討會(99.6.18) $40,000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第八屆現代通訊應用學術研討會(99.3.19) $60,000

$80,000

                                                                      99年度本校自辦研習經費使用不符規定項目                                                  

$80,0002010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研討會(99.6.04)資訊管理系

$21,300

$28,025

$2,775

實付

$34,541

機電整合研究所 2010機電整合科技應用研討會(9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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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配合款 獎補助款 配合款 獎補助款 配合款

學務處 2%訓輔經費 280,000 0 280,000 0 0 0

教務處 編纂教材 148,000 40,000 100,000 40,000 -48,000 0

教務處 製作教具 462,000 50,000 510,000 50,000 48,000 0

人事室 進修 800,000 0 783,339 0 -16,661 0

人事室 升等送審 200,000 0 192,000 0 -8,000 0

人事室 行政人員研習與進修 100,000 0 124,661 0 24,661 0

人事室 新聘教師薪資 2,500,000 0 3,821,034 0 1,321,034 0

研發處 研究 2,604,687 1,280,000 2,506,492 1,222,008 -98,195 -57,992

研發處 研習 695,000 0 400,588 96,641 -294,412 96,641
增加自籌款96,641元

(簽呈如附件四、附件五)

研發處 著作 211,000 0 0 0 -211,000 0

研發處 改進教學 1,550,000 0 797,858 0 -752,142 0

圖書館 其它 0 1,020,000 0 1,020,000 0 0

10,051,442 2,390,000 10,051,442 2,436,549 0 46,549

超支 46,549

99年經常門結算表 99.12.28

總務處

採購組

備註

獎補助編列金額

(單位：元)

實際核銷金額

(單位：元)

獎補助款編列與實際核銷

金額差異數(單位：元)業管單位 項目

7,900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經99年度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

，提案通過，准予兩項流用

99年度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通

過優先序065-00資本門改列經

常門(金額：286,000元)

合計

500,755 0 535,470 34,715 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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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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原報部)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27.25﹪）

總經費

(5)=(3)+(4) 
＄17,355,971 ＄16,148,837 ＄33,504,808 ＄9,134,403 ＄42,639,211

 
 
 
 
 

 

99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實際執行金額)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16.15﹪）

總經費

(5)=(3)+(4) 
＄17,355,971 ＄16,148,837 ＄33,504,808 $5,412,684 ＄38,91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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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門(原報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1.教學及研究設備 $18,960,753 80.84% $6,744,403 100% 獎補助款比例應≧60% 

2.圖書館自動化、軟體等 $3,357,513 14.32% $0 0.00% 獎補助款比例應≧10% 

3.學輔相關設備 $675,100 2.88% $0 0.00% 獎補助款比例應≧2% 

4.其他 $460,000 1.96% $0 0.00%   

合計 $23,453,366 100.00% $6,744,403 100.00%   

資本門獎補助款占總獎補助款比例 70.00% 應介於 70%~75% 

 
 
 
 
二、資本門(實際執行金額)      

獎補助款 自籌款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1.教學及研究設備 $19,433,332 82.86% $2,811,974 94.48% 獎補助款比例應≧60% 

2.圖書館自動化、軟體等 $3,084,144 13.15% $164,161 5.52% 獎補助款比例應≧10% 

3.學輔相關設備 $540,890 2.31% $0 0.00% 獎補助款比例應≧2% 

4.其他 $395,000 1.68% $0 0.00%   

合計 $23,453,366 100.00% $2,976,135 100.00%   

資本門獎補助款占總獎補助款比例 70.00% 應介於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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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原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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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687 研究   25.91 ﹪ 研究＄1,280,000 研究    53.56 ﹪ 

研習＄ 695,000 研習    6.91 ﹪ 研習＄      0 研習      0  ﹪ 

進修＄ 800,000 進修    7.97 ﹪ 進修＄      0 進修      0  ﹪ 

著作＄ 211,000 著作    2.10 ﹪ 著作＄      0 著作      0  ﹪ 

升等送審 

    ＄  200,000 

升等送審 

        1.99 ﹪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 

改進教學 

    ＄1,550,000 

改進教學 

       15.42 ﹪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0  ﹪ 

編纂教材 

    ＄ 148,000 

編纂教材 

        1.47 ﹪

編纂教材 

    ＄  40,000
編纂教材 1.67 ﹪ 

製作教具 

    ＄ 462,000 

製作教具 

        4.60 ﹪

製作教具 

    ＄  50,000
製作教具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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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0,687 合計   66.37 ﹪ 合計＄  90,000 合計    57.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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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0 0.9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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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0,000 2.79 ﹪ ＄    ﹪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  500,755 4.98 ﹪ ＄    ﹪ 

五、其他 ＄       0 0 ﹪ ＄1,020,000 42.68   ﹪ 

六、新聘教師薪資 ＄2,500,000   24.87 ﹪ ＄    ﹪ 

七、現有教師薪資 ＄       0 0 ﹪ ＄    ﹪ 

總計 ＄10,051,442 100﹪ ＄2 ,390,000 100﹪ 

◆分配原則 
1.依本校中長程

  發展計畫分 
  配。 
1. 為 提 昇 本 校

研究風氣，特

加 重 改 善 教

學 與 研 究 項

目經費。 
2. 比 例 係 針 對

98 年實際支

用 狀 況 編 列

調整。 
◆ 審查機制 
   本 修 正 支 用

計畫書經 99
年度第一次 

   專責小組開 
   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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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實際執行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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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6,492 研究   24.94 ﹪ 研究＄1,222,008 研究   50.16 ﹪ 

研習＄ 400,588 研習    3.99 ﹪ 研習＄  96,641  研習    3.97 ﹪ 

進修＄ 783,339 進修    7.79 ﹪ 進修＄      0 進修      0  ﹪ 

著作＄       0 著作      0 ﹪ 著作＄      0 著作      0  ﹪ 

升等送審 

    ＄ 192,000 

升等送審 

        1.91 ﹪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 

改進教學 

    ＄ 797,858 

改進教學 

        7.94 ﹪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0  ﹪ 

編纂教材 

    ＄ 100,000 

編纂教材 

        0.99 ﹪

編纂教材 

    ＄  40,000
編纂教材 1.64 ﹪ 

製作教具 

    ＄ 510,000 

製作教具 

        5.07 ﹪

製作教具 

    ＄  50,000
製作教具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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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0,277 合計   52.63 ﹪ 合計＄1,408,649 合計    5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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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4,661 1.24 ﹪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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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0,000 2.79 ﹪ ＄       0   0 ﹪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  535,470 5.33 ﹪ ＄     7,900   0.32 ﹪ 

五、其他 ＄       0 0 ﹪ ＄  1,020,000 41.86 ﹪ 

六、新聘教師薪資 ＄ 3,821,034 38.01 ﹪ ＄       0   0 ﹪ 

七、現有教師薪資 ＄       0 0 ﹪ ＄       0    0 ﹪ 

總計 ＄10,051,442      100﹪ ＄2 ,436,549   100﹪ 

◆分配原則 
1.依本校中長程

  發展計畫分 
  配。 
3. 為 提 昇 本 校

研究風氣，特

加 重 改 善 教

學 與 研 究 項

目經費。 
4. 比 例 係 針 對

98 年實際支

用 狀 況 編 列

調整。 
◆ 審查機制 
   本 修 正 支 用

計畫書經 99
年度第四次 

   專責小組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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