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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本校辦學理念定位為「實務教學型」之科技學府，以「1 畢 2 語 3 獎 4 證」為辦學主軸，透過

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適才適所，使學生畢業即具備就業能力等原則，研訂本校教學內涵，並鼓勵

創新研發，培育「務實致用」且符合產業所需之優秀專業技術人才，期能提升同學之產業技能與就

業潛力。目前本校為一所工程、商管、民生領域為主軸之中等規模實務教學型科技大學，共設立

13 個系、3 個研究所及 4 個學位學程，學生人數約一萬餘人，專任教師 272 人，專職行政人員 141

人（102 年 10 月 15 日為基準日），總計教職員工生人數約一萬一千餘人。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師資結構(基準日：102 年 10 月 15 日) 

1.專任師資統計表 

職級 

學歷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合計 百分比 

博士 
9 85 45 9 148 54.41% 

碩士 
1 15 8 91 115 42.28% 

學士 
1 1 3 2 7 2.57% 

其他 
0 0 2 0 2 0.74% 

合計 
11 101 58 102 272 100.00% 

百分比 
4.04% 37.13% 21.32% 37.50% 100.00%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專任教師之比率為 62.50% 

2.兼任師資統計表 

職級 

學歷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合計 百分比 

博士 
4 6 38 11 59 17.05% 

碩士 
0 4 7 231 242 69.94% 

學士 
0 1 1 19 21 6.07% 

其他 
0 0 2 22 24 6.94% 

合計 
4 11 48 283 346 100.00% 

百分比 
1.16% 3.18% 13.87% 81.79% 100.00%  

3.部派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共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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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軟體資源(基準日：102 年 7 月 31 日) 

圖書資料 
中文圖書 165,870 冊 

西文圖書 17,335 冊 

期刊另計 

中文期刊 919 種 

西文期刊 125 種 

合訂本 19,451 冊 

非書資料 視聽資料 6,711 片 

網路資源 
電子資料庫 70 種 

中、西文電子書 88,943 冊 

報紙 報紙 10 種 

總計 299,434 件數 

(三)教學設備 

學院 系所、中心、學程 教學設備 

工
程
學
院 

機械工程系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測試平台、交流阻抗頻譜分析系統、氣相層析儀、直接甲醇燃

料電池測試平台、真空電弧熔煉爐、吸放氫測試系統、鈀膜管式甲醇重組器、可程

式恆溫恆濕系統、氬焊機多能源混成製氣系統、砂輪機實驗室自行開發之燃料電池

系統整合教學平台、引擎教學實驗台: 三菱 COLT PLUS 多點噴射引擎、CAN 電系系

統訓練模擬台、CAN ABS 電腦防滑煞車系統示教台、車用診斷通訊模組、引擎動力

計、動力計控制系統、4-GAS 數位光學式廢氣分析儀、檢修測試區、雷射四輪定位

機、拆胎機與輪胎平衡機、煞車力實驗機、變速箱架…等 

電機工程系 

電子化電機機械實習裝置、變壓器綜合試驗台、影像擷取系統、精密光學桌、精密

平移台、高倍顯微鏡、示波器、光時域反射儀、雷射教學示範儀、光損失測量儀、

光纖教學示範儀、嵌入式系統實驗平台、單晶片 ICE/燒錄器、單晶片模擬軟體、以

FPGA 為基礎之電力電子轉換器控制晶片教學模組、網路嵌入式電力電子教學及研究

發展模組、數位示波器、可程式控制器及模擬負載、個人電腦、人機介面工業圖控

軟體、機器人伺服驅動實驗室、機器人機構實驗室、寵物機器人實驗室、工業機器

人實驗室、機器人感測器實驗室、昆蟲機器人實驗室、人型機器人實驗室、機器人

視覺系統時驗室…等。 

資訊工程系 

信號產生器、數位電表、儲存式示波器、數位示波器、數位 IC 測試器、8052 ICE、

8088 MICE、可程式訊號產生器、可程式直流電源供應器、數位電表、線性 IC 測試

器、頻譜分析儀、I-V 曲線產生器、Probe-station、I-V 曲線產生器、光電半導體測量

儀器、嵌入式系統發展平台、嵌入式系統多媒體應用平台、ARM 模擬器、無線 Zigbee

定位系統教學平台模組、主 /被動式 RFID 應用系統模組、綠色能源模擬軟體

CASPOC、綠能測試裝置、複合式新興能源教學實驗模組、DaVinci 開發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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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中心、學程 教學設備 

工
程
學
院 

電腦通訊系 

基礎通訊實驗室、電腦模擬實驗室、嵌入式晶片實驗室、智慧型行動裝置系統整合

實驗室、行動通訊實驗室、網路專題實驗室、通訊專題實驗室、衛星通訊實驗室、

無線網路感測實驗室、無線電系統專題實驗室、天線應用專題實驗室。 

商
管
學
院 

資訊管理系 
企業資訊系統實驗室、企業資訊規劃實驗室、商業智慧實驗室、教材教具中心、行

動商務研究中心 

數位多媒體系 

互動節目實驗室 

燈組(冷光燈)、主播收音用迷你麥克風、手握麥克風、攝影棚收音用麥克風、非線性

電腦剪輯特效系統、讀稿及送稿機組、棚用數位式攝影機 3 台及遠端控制系統、影

音教材放影機、多軌式前級混音機、導播效果機、視訊及圖像處理器、視訊及圖像

即時編碼系統、影音多媒體後製作系統升級、高解析 14 吋彩色監視器、監看螢幕、

監視器、影音光碟機、數位編輯錄放影機、電源雜音處理及分配器、外拍數位攝影

機 3 台，10 台單眼相機、攝影台、棚燈、柔光罩、測光錶、攝影棚活動式背景幕 

數位聲音實驗室 

數位剪輯特效工作站、錄配音室軟硬體設備、錄配音教學系統…等。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門市服務國家考場、模擬商品展演教室、多媒體電腦教室、多功能專業教室、運輸

物流教研中心、網路查詢與雜誌閱覽中心、 

企業管理系 

企業個案教室、多媒體電腦教室、管理資源研究室專業教室、「 SAS 統計軟體」、

「 SPSS 統計軟體 」、「市場調查電腦輔助系統（CAMI ）」、「BOSS 經營模擬軟體

及行銷決策軟體」…等教學軟體。 

應用外語系 錄音器材與設備(錄音筆、錄音機等)、語言視聽設備等 

民
生
學
院 

餐飲管理系 
中餐乙、丙級實習技檢考場、烘焙烹飪教室、西餐實習烹調教室、調酒實習檢定考

場、餐飲服務技檢考場、實習旅館、實習餐廳…等。 烘焙學程 

觀光事業系 

旅遊資訊教室、烹飪示範教室、戶外遊憩實境導覽平台、實習餐廳、實習旅館…等。 

旅館學程 

化妝品管理系 
美容桌、鏡、椅、吹風機、捲、燙髮器、美甲器材等、高週波、智慧型寬頻體雕儀……

等。 

運動休閒系 按摩床、獨木舟、浮潛 3 寶、潛水用具、自行車、運動按摩室暨韻律教室 

演藝事業學程 

互動節目實驗室燈組(冷光燈)、主播收音用迷你麥克風、手握麥克風、攝影棚收音用

麥克風、非線性電腦剪輯特效系統、讀稿及送稿機組、棚用數位式攝影機 3 台及遠

端控制系統、影音教材放影機、多軌式前級混音機、導播效果機、視訊及圖像處理

器、視訊及圖像即時編碼系統、影音多媒體後製作系統升級、高解析 14 吋彩色監視

器、監看螢幕、監視器、影音光碟機、數位編輯錄放影機、電源雜音處理及分配器、

外拍數位攝影機 3 台，10 台單眼相機、攝影台、棚燈、柔光罩、測光錶、攝影棚活

動式背景幕數位聲音實驗室、數位剪輯特效工作站、錄配音室軟硬體設備、錄配音

教學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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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來源分析 

本校 102 學年度四技與五專部新生，四技新生以雙北（台北市、新北市）為主要來源，約佔

81.26%，基隆、桃園、宜蘭等三縣市約佔 10.97%、其餘各縣市約佔 7.77％。入學管道包含高中生

申請入學、技優甄審、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單獨招生、身心障礙甄試、海外聯合招生(僑生

含港澳生)等方式。五專新生主要來自雙北（台北市、新北市），佔招生人數 88.36％，入學方式則

有申請抽籤、免試入學、聯合登記分發等方式。而本校碩士班、產業碩士班、二專則以單獨招生為

入學方式。二技入學則分為單獨招生及透過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招生。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以提升學校的整體競爭力，追求永續經營為學校發展方向，而學校之教育

目標之訂定，係依據各院、所、系之增減或調整，結合時代之脈動、世界之潮流、國家之建設與社

會之需求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後訂定學校四項目標：「提升實務教學品質」、「強化創新研發能量」、

「營造優質快樂校園」、「融入社區放眼國際」及十大策略「結合理論實務，確立辦學主軸」、「強化

師資結構，提升教學品質」、「加強倫理品德，增進社會和諧」、「組織人才再造，提升行政效能」、「積

極產業合作，提升務實科技」、「創新研發思維、強化研究績效」、「充實軟硬設施，健全財務制度」、

「結合人文科技，建造親和校園」、「加強社區服務，推廣教育回饋」、「強化國際交流，融入地球村

化」等，茲分述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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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校訓【忠信篤敬】，以言忠信、行篤敬，塑造以誠信為本之學生
 二、有教無類、適才適所，使學子畢業即具備就業能力

培養產業所需務實致用之專業人才

一、提升實務教學品質  二、強化創新研發能量
三、營造優質快樂校園  四、融入社區放眼國際

第一階段成為一所創新務實的卓越科技大學
第二階段成為一所創新發明的卓越科技大學

辦學理念

宗旨

目標(四大目標)

願景

定位為【實務教學型】之專業科技大學
定位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一、人文涵養  二、社會關懷  三、專業知能
四、資訊能力  五、語文能力  六、創新能力

 

(一)提升實務教學品質 

1、結合理論實務，確立辦學主軸 

本校辦學主軸為「一畢、二語、三獎、四證」，其具體策略簡述如下： 

(1)「一畢」：取得產業所需專業技能之畢業證書 

推動系科本位課程，縮短學生畢業後企業訓練銜接時間，鼓勵校外實習，落實最後一

哩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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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語」：提升職場語言能力 

強化學生語文能力，以教學、輔導配合各項演講、寫作競賽活動，提升學校語言學習

環境，增強學生職場之競爭力。 

A.中文：建置「中文學習網」；並推動作文習作、讀書心得報告，國語文寫作比賽、演講

比賽等各項競賽活動。 

B.外語：訂定英語文教育政策白皮書；定期舉辦校內及校際英、日語配音比賽、單字比

賽；鼓勵各系訂定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並發展學生能力外語進步指標。 

(3)「三獎」：爭取榮譽獎項 

強化創意理念，導入實務應用，藉教學結合創意與學習成果，鼓勵同學進行專題製作、

參加校內外創意比賽、申請國家發明專利；注重學生學業表現、品德教育行為修養、校內

外社團評比或各類活動比賽，鼓勵同學爭取各項榮譽獎項。   

(4)「四證」：考取專業證照 

精進學校基礎理論教育，同時強化產業技能，各系規劃專業技能證照考取措施，積極

輔導學生考取專業技能證照，以落實同學產業技術之能量。規劃技能檢定職類相關課程，

推廣技能檢定訓練，並列為學生基本能力指標；訂定各項獎勵辦法，輔導考取國家證照；

增設技能檢定術科考試場所。 

2、強化師資結構，提升教學品質 

本校將以增聘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獎勵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獎勵教師升等三方

面來強化師資結構，提高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比例；並且獎勵教師至企業界服務及取得專業

證照，提升本校教師之實務經驗。同時，為提升教學品質，將從「教師面」：推展教師成

長活動，建立「教學助理制度」，並落實教學評量與回饋機制； 從「學生面」：建置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提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並落實補救教學；從「課程面」：精進課程規畫，

並建立各系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地圖：從「資源面」：建置「優質數位化教學」環境。 

3、加強倫理品德，增進社會和諧 

提倡儒家思想觀念，加強尊師重道教育，重整祥和理性之人際關係。由於社會風氣日

益沉淪，導致人與人之間無法以禮相處，彼此對立，此時應從學校建立人際倫理，加強品

德教育，塑造自我誠信謙恭形象，致力人際關係之和諧，重建良好人與人以禮相待之關係，

增加社會和諧之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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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組織人才再造，提升行政效能 

(1)培訓人才，改善工作效率：人才是本校最重要之資產，具有職場專業技能與電腦化，將可

提升本校之行政效能，因此必須依循進度進行目標規劃，本校每年定期舉辦行政人員職能

訓練、新進行政人員研習會及電腦軟體研習，加強行政人員對於法規之瞭解與落實本校行

政整體運作模式及電腦文書處理，並作為績效考核之依據，以提升工作效率。 

(2)提升行政電腦化效能：例行事項應改為電腦處理，減少人力支出，簡化作業流程，提升工

作效能與服務品質；本校 99 學年起新校務系統起動，進行全校行政系統 E 化，提升本校

整體行政效能。 

(3)簡化組織與權責單位：本校因應校務發展需求，每學期均定期召開校務會議修改本校組織

規程，並報教育部核備。本校於 96 及 97 學年度辦理教師優退優離及 98 學年度辦理職員

及助教優退優離，並於 99 學年續聘 29 名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方案人員，全面提升行政人

員素質，提升作業效率。 

(二)強化創新研發能量 

1、積極產業合作，提升務實科技 

學術除需進行基礎之理論推導與驗證外，更應積極與產業界合作，藉由產學合作模式，

擴大各系參與方式並建立學校後勤支援系統，使得學校可以更快速進入產界，並將學術理論

務實而有效的驗證於產業科技，以證實學術理論之應用性與可行性，而產業技術亦可依據學

術理論基礎，擴大研發產能，並提供更人性化之科技，相互合作彼此成長，不僅可提升地方

產業科技能量，更為地方產業發展盡一份學術之心力。 

透過產業界合作，協調廠商提供學生就學期間實習機會，或參觀設施分享。可提升家庭

經濟弱勢學生升學與就業意願；並對廠商可穩定產業人力，減少勞工流動，培養高素質之勞

動力。學校與業界合作能據以發展系科課程規劃，因應社區發展與需求的特色，培養學生畢

業即就業的能力，發揮技職教育辦理之優勢。 

2、創新研發思維，強化研究績效 

創意是科技的命脈，本校為科技大學，培育有創意的優秀科技人才為重要目標，為落實

本校連校長「創新研發，強化研究績效」之治校理念，由課程設計、教學資源、教學方法、

個案指導、獎勵措施、專題研習及學術交流等方向，可透過下列方式： 

(1)建置專利輔導機制：納入聯合學生事務服務項目，設立輔導專利申請寫作制度，指派專人

定時定點輪值，解答學生專利申請之各項疑惑，並鏈結課業診療機制，使學生獲得充分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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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請之專業指導。 

(2)整合創意教學內容：由校部負責蒐羅近期專利申請發展趨勢，結合本校技職專業領域與技

術合作發展政策，擬定專利申請指導要項，提供各系據以召集相關教師研討，策訂對學生

專題發展指導方向，律定教學編組及課程進度，計畫施教與成效管控。 

(3)獎勵補助申請專利：設置報名專利申請輔導金及專利申請獎學金，鼓勵學生報名專利申請

及爭取獲得專利，並配合校刊、公佈欄及網路等文宣管道，擴大表揚以帶動學習風潮。 

(4)辦理創意專題研習：定期舉行創意專題研討（講演）及成果發表會，提供師生理論與科技

交流園地，開發師生創意靈感，提升學生創意理念及教師研究質量。 

(三)營造優質快樂校園 

1、充實軟硬設施，健全財務制度 

各行政及教學單位配合學校辦學理念、宗旨與教學方針，培養產業所需務實致用之專業人

才，規劃設置師生教學及學習場所與設備，提供師生更充足完善之教學  環境。財務規劃

依班級數及學生人數為基礎，再輔以各單位辦學績效及重點發展特色，以量入為出為原則

編列預算，推動節能減碳措施，節省學校支出，並將資源做最有效的配置。 

2、結合人文科技，建造親和校園 

於公共活動空間增設裝置藝術、藝文走廊，藉由各類美術畫作、雕塑、書畫…等作品，期

能發揮人文藝術環境教育功能。於各教學單位持續更新各項教學軟硬體  設施，規劃成立

專題作品展覽室，建置 E 化學習環境，以發揮技職教育特色。增建優質教學實習場所及

休憩校園，推動環保節能校園、綠美化校園、無障礙空間之友善校園與安全校園，並配合

新一代校務系統，藉以提升行政服務效率，力求提供師生完善的生活機能，建造一兼具有

人文素養與綠色科技之親和校園。 

(四)融入社區放眼國際 

1、加強社區服務，推廣教育回饋 

推廣教育應以人為本，提供教育上之服務，同時搭配本校雙軌訓練旗鑑計畫(原台德菁英

計劃)及社區教育初步成果，進行終身教育之規劃。學校依據不同背景、環境與程度之學習者，

開設匹配之教育課程提供所需。 

學校透過「服務學習課程」與地方結合，加強本校對社區之關懷與服務，推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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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普及教育」及「創意與知識經濟講座」，配合教育本質，帶動全民科學教育之風氣，並輔以

相關器材施教（如生物機器人、創意科技玩具或產品等），藉活潑生動之教學，引發學子興趣，

使科學教育或知識經濟教育能植根於基層，回饋於鄉里。 

2、強化國際交流，融入地球村化 

台灣的教育事業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內部有少子化導致入學來源短少的隱憂，外有 

教育人才全球化競爭。這雙重結構的變化，促使教育界反思如何改革內部組織， 對外發展策

略聯盟，以增加永續經營的利基。在這場質變的異動中，本校了解立足台灣、融 入社區與放

眼國際，是今後必須面對的課題，更是創新教育事業嶄新扉頁，不可或缺的立場。本校為強

化國際交流與融入地球村，使台灣技職體系師生具備競爭力與國際視野，本校所採取之積極

執行策略為：(1)推動國際學術交流；(2)推動兩岸學術交流；(3)推動交換老師學術交流；(4)

推動外籍生、交換生、雙連學位生交流計畫；(5)推動短期遊留學與寒暑假營隊；(6)接待外賓

參訪交流；(7)推動華語中心業務。 

整體而言，本校的發展特色是植基於：本校秉持「忠信篤敬」之校訓，以言忠信，行篤敬，塑

造學生以誠信為本，並以有教無類，適才適所，使學子畢業即具有就業能力的為辦學理念，以「培

養產業所需務實致用之專業人才」為辦學宗旨，期能實現第一階段「成為一所創新務實的卓越科技

大學」及第二階段「成為一所創新發明的卓越科技大學」的願景。 

9



 

三、本（103）年度發展重點 

一、工程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機

械

工

程

系 

(1)落實系科本位課程：根據產業需求，諮詢業界意見，發展「電
腦輔助工程」及「車輛機電整合」課程模組，培育學生成為優
秀的基層工程師。 

(2)加強學生實務技能：積極輔導學生取得「機械製圖」、「電腦
輔助機械製圖」、「電腦輔助立體製圖」、「電腦軟體應用」、
「氣壓」、「機電整合」及「汽車修護」等技能檢定證照。  

(3)強化學生專題製作能力並鼓勵申請專利、參加競賽：激發學生
創意潛能及實作能力，瞭解專題製作流程，並擇優申請專利，
經由保障學生自己的智慧財產以教育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提
升學生法學常識。另外，輔導優秀的學生專題作品參加全國及
國際專業競賽競賽，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感。  

(4)提升專業英文能力：配合學校語文教學，加強學生機械及車輛
的專業英文能力。 

(5)強化E化教學：持續建構E化教學環境，並致力加強校際間的遠
距教學合作，增加學生求知管道。  

(6)推動就業相關學程及計畫：持續辦理勞委會之「就業學程」及
經濟部之「啟動產業人力紮根計畫」等與就業相關的學程計
畫，讓「車輛機電整合課程」及「模具設計課程」與產業界密
切結合，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7)辦理建教合作及校外實習：執行「雙軌訓練旗鑑計畫(原台德菁
英計劃)」的雙軌教育，培育汽車機電整合技術人員；結合高職
學校及北台灣地區產業界，進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並且，
再另外拓展合作廠商，增加學生校外實習機會，讓學生能與產
業界順利接軌。 

(8)鼓勵師生成立研發團隊：由老師帶領學生從事「燃料電池」、
「電子冷卻」、「微型泵浦」、「金屬成形」、「智慧型控制」
及「材料應用」等領域的研發，並將研發與教學結合，培養學
生的研發能力。 

(9)推動區域產學合作：以本系在「能源技術」及「電腦輔助工程」
方面的特色，持續加強與北台灣地區科技廠商的產學合作，由
老師帶領學生執行研究計畫，並促進產學雙方資源共享。  

(10)鼓勵師生參與政府研究計畫：鼓勵老師帶領學生執行「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大專生計畫」及其他政府部門的研
究計畫，以厚植本系的研發能量。 

(11)強化機電整合技術：配合本系「機電整合研究所」之發展，持
續加強機電整合的教學與研究。  

(12)開辦具特色的碩士專班：以本系在能源領域的優勢，開辦「燃
料電池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充分整合產學界資源，開創產、
學、生三贏的研發模式。  

(13)建立交流平台，推廣專業技術：由「燃料電池中心」開辦燃料
電池技術的研習班，舉行全國性能源專題競賽，並積極赴高中
職學校進行科學普及教育；另外，舉辦研討會、開辦電腦輔助
相關課程及最新汽車技術的推廣教育，以擴展技術交流層面。 

伍-15 頁至伍-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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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電

機

工

程

系 

(1)依本系發展特色，規劃實務性課程與技能檢定相關課程內容，

並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定期檢討修正課程內容以配合產業發展需

求。 

(2)鼓勵教師進修與升等，以提昇教師素質、改善師資結構。  

(3)充實技能檢定考場之儀器設備，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技能檢定，

提昇本系學生之證照考取率。  

(4)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專題競賽以及國際發明競賽，以培養

其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技能。  

(5)積極推動就業輔導，定期舉辦專業實習廠商徵才活動，提供專

業實習機會，增進學生之實務技能。  

(6)辦理學生校外實習，積極參與辦理技專校院就業學程相關計

畫，推動就學即就業之精神。  

(7)配合本系發展特色，開設專利相關課程，鼓勵教師與學生申請

專利，並參加國際發明競賽。  

(8)充實教師研究設備及學生專題製作設備。  

(9)汰換基礎實驗室之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實習之品質。  

(10)配合本系發展特色及產業發展脈動，擴充專業實驗室之設備。  

(11)改善網路設備，發展遠距教學，鼓勵教師與學生運用數位教

材，以提升教學效果。 

(12)開發各種機器人教材教具，輔導高中職開設機器人訓練課程，

達到機器人科技推廣之目的。  

(13)加強機器人博物館典藏、研究、教育、推廣、休閒、娛樂、觀

光、美學八大功能。  

(14)設立開放式實驗室，發展智慧型機器人技術，強化工業機器人

訓練工作。  

(15)持續推動教師參與學術及實務性研究計畫並開發產學合作

案，提昇本系研究計畫案的質與量。  

(16)鼓勵教師參與政府與業界之專業訓練課程，融入本位課程內

容，以提昇實務教學能力。  

(17)配合產業發展舉辦實務性與學術性研討會，提昇實務與理論結

合的研究風氣，並於國內外期刊及研討會發表論文。  

(18)配合改制科技大學，籌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及電機研究所碩士

班。  

(19)推動教師與技術員之工安教育訓練，提供學生安全之教育環

境。  

(20)配合經濟部前瞻產業發展，結合綠色能源產業之佈局理念，以

發展潔淨能源及節約能源為雙主軸，推動太陽能、風能發電、

LED照明、智能電網與電動車相關領域之教學研究。 

伍-47 頁至伍-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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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資

訊

工

程

系 

(1)申請成立研究所。  

(2)增設資訊科技應用實驗室。  

(3)實驗室設備汰舊換新，持續建構E化教學環境。  

(4)持續推展雲端運算教學特色中心，建構雲端教學與研究環境。  

(5)持續推展新興能源教學中心，使其成為本系特色之一。  

(6)申請增設通信技術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考場。  

(7)以合格術科考場，推展甲級數位電子技術士技能檢定。  

(8)應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需要，籌備成立寬頻網路實驗室。  

(9)持續修訂大學部課程，並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使學校課程符合
業界需求。 

(10)配合社會發展，持續檢討修訂課程計畫，持續推展學校與業界
多元化之產學合作或夥伴關係計畫以達產學合一之目標。 

(11)持續辦理勞委會之「就業學程」及「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等與
就業相關的學程計畫，與產業界密切結合，提升學生就業競
爭力。  

(12)持續推動前瞻晶片系統設計（SOC）學程後續計畫，以建立單
/雙核心嵌入式處理器系統之教學研究能量。  

(13)積極鼓勵師生申請專利及參與產學合作、業界服務。  

(14)鼓勵師生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國科會大專生、國科會應用型
等各種專題研究計畫。  

(15)積極調整師資結構及系所實驗場所及儀器設備，以因應大學部
和研究所課程。  

(16)持續籌備舉辦相關專題之各項學術研討會，並鼓勵同仁踴躍參
與校外研討會，以提升學生觀摩與學習新知的機會。  

(17)積極整建維修教師研究室與系科實驗室環境空間，以提供良好
之學習研究環境。  

(18)積極推動學生參加全國、國際專題製作競賽及各國國際發明
展，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9)以現有合格術科考場，推展數位電子乙級、儀表電子乙級、工
業電子丙級、電腦硬體裝修乙、丙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丙
級技術士檢定、單晶片能力認證及IC3國際認證，使本系學生
於畢業時，均能擁有四張以上之技能檢定證照。  

(20)鼓勵教師至產業界服務、學習第二專長及取得國家級專業證
照，以適應社會變遷，提升教學效果。  

(21)配合資訊應用產業碩士專班、機電整合研究所及未來申請之系
相關研究所，積極鼓勵教師升等教授、副教授，以提升教師
素質，改善師資結構。 

(22)配合學校校務發展目標與策略及實施「科學普及教育」、「創
意與知識經濟講座」。 

(23)積極投入科普教育宣導，與鄰進行政區域內之國小、國中及高
中職進行科普教育宣傳，並藉此機會說明本校實務專題的成
效，以吸引優秀學子就讀本校。 

(24)配合未來研究所的設立，持續調整師資結構，加強教學所需軟
硬體設施，並規劃籌備設立博士班。 

伍-65 頁至伍-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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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電

腦

與

通

訊

工

程

系 

(1)持續強化網路專題實驗室、電腦模擬實驗室、嵌入式晶片實驗

室、衛星通訊實驗 室、行動通訊實驗室與智慧型裝置系統整合

實驗室等。 

(2)因應科技進步及課程需要，加強及充實各實驗室設備。  

(3)推動系科本位課程，配合實務需求，邀請產業界共同修訂課程

計畫  

(4)積極調整師資結構及系實驗場所，以發揮教學最大成效。  

(5)開設就業學程，提供學生進入職場前之專業知識課程。  

(6)鼓勵師生參與國科會各種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  

(7)積極推動學生參加國內外公私團體舉辦之各項相關之專題製作

競賽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8)積極推動學生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及專業證照考試。  

(9)籌辦相關專題之學術研討會並鼓勵同仁踴躍參與校外各項研討

會。  

(10)配合學校教學施政主軸「 一畢、二語、三獎、四證」及實施

「科學普及教育」及「創意與知識經濟講座」。 

伍-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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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資

訊

管

理

系 

(1)輔導學生證照、就業和升學：為配合學校總體目標並落實技職
教育基本精神，本系致力於「電子商務」、「網際網路」、「資
訊系統」等產業實務專長的技術與管理人才之培育。以本系四
個專業特色實驗室為基礎，將各實驗室所屬之專業課程與本系
課程規劃結合，使學生能依據個人興趣參與各實驗室所執行之
專案研究，進行實務學習。此外，本系於大三下、大四上亦有
畢業專題課程，將鼓勵師生充分利用實驗室設備，將專題研究
內容與各特色實驗室發展方向結合，以強化學生實務能力，以
利學生就業與升學。 

A.持續推動各學制實務專題課程之專題競賽，以及參與校外各項
資管專業競賽。 

B.定期舉辦專題實務討論會，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之專家講演，
提供學生學習實務經驗之管道。  

C.培訓證照種子教師。教學課程妥適結合證照，以使教學成果能
透過證照檢視學生能力。並開設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以使學生
獲得專業證照，增加就業競爭力。 

D.持續推動證照培訓工作，期達學生在四年畢業前取得專業能力
證照。  

E.引進著名企業系統開發流程與工具(如鼎新、SAP、ORACLE、
IBM、SUN 與MICROSOFT等)、使學生熟悉企業實際開發與管
理過程，增加實務經驗。 

F.持續輔導學生參與各項資管相關企業實習計畫。  
G.持續推動產學合作之研究案、政府計劃案與推廣教育。  
H.邀請產業界共同參與課程規劃。 
I.舉辦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研討會，和增加師生與產官學界交流機
會。 

(2)建置E-Learning 環境  
A.配合網路學園推展應用網路線上輔助教學與評量。  
B.運用資訊科技，發展適性之數位教材、教具，創新教學方式。  
C.加強教師資訊素養，培育種子師資與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D.提供遠距教學，使教學不再受限場地及時間因素。  
E.推廣遠距教學，整合遠距教學學習資源，提供學校及社會教育
之多元化學習管道。  

F.建置社會教育資訊網路系統，整合社會教育及文化活動等學習
資訊，使全民共享社教資源，塑造終身學習環境。  

G.加強網路資訊倫理通識教育，如智慧財產權宣導、網路發言的
責任感與安全教育等。  

(3)提升產學合作和教師研究能力 
A.為鼓勵教師執行計畫，參與創新和應用性研究、培養創新思考、
提昇實務研發技術和能量，本校訂有「專利業務獎補助辦法」
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以擴大產學合作服務層面，創造多
元化服務成效，促進產學雙贏局面。 

B.為鼓勵教師發表論文、參與學術性和實務性研究，推動系所特
色，提昇整體教學品質，本校特訂定「專任教師專題研究獎補
助辦法」、「專任教師舉辦參加研習(討)會補助辦法」、「教師
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實施辦法」及「專任教師績效獎勵辦
法」，以提高本校研究發展的質與量，充實教師的專業知識，
並強化務實致用之技職教育特色。 

C.為鼓勵系所舉辦學術研討會，本校亦會提供經費給予補助，對
提升校園學術研究風氣助益極大。 

D.為鼓勵教師持續進修、參加研習課程、出版專著和教科書，以
及考取國家級證照，本校訂有「教師進修辦法」及「專任教師
績效獎勵辦法」，以增進教師專業學養，並提昇教學效果及學
術研究水準。 

伍-144 頁至伍-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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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數

位

多

媒

體

設

計

系 

(1)配合社會發展，持續檢討修訂課程計畫。  

(2)加強與業界交流，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並開設就業學程，

輔導學生就業。 

(3)持續安排學生暑期校外實習，進一步媒合學生就業。  

(4)加強多媒體設計軟體的教學、研究與應用  

(5)規劃國際認證軟體考場與認證中心，並輔導學生取得設計軟體

國際證照與國家技能檢定證照。  

(6)鼓勵師生參加校外技藝能競賽。  

(7)加強Maya、3ds Max等3D軟體及EzOpen電子商務教學實習平台

的購置、教學、研究與應用。  

(8)鼓勵教師自製教材教具，推展電腦多媒體教學。  

(9)培育學生｢創新實現能力｣、｢學以致用能力｣與｢實務操作能力｣

之教育目標。  

(10)更新實驗室設備以滿足學生上課與專題製作需求。  

(11)為加強本系影片及動畫之音效製作課程，添購錄配音等軟硬體

設備。 

(12)規劃跨領域結合本校資訊管理系，成立數位內容學程。 

伍-163 頁 

15



 

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應

用

外

語

系 

(1)培育英日語基本核心能力；課程規劃專長項目涵蓋一般英語聽

說讀寫中級能力、日語四級聽說讀寫核心能力及實務運用及電

腦軟體應用實務技能等。 

(2)培育商務外語基本應用能力；課程規劃專長涵括商業外語（商

業英、日語聽說讀寫）、企業管理概論、經濟知識、國貿流程、

實務人力資源及國際行銷概念等。 

(3)培育觀光外語基本應用能力；規劃課程專長涵括觀光外語（觀

光英、日語聽說讀寫）、觀光概論、領隊及導遊基本技能、導

覽及解說基本技能等。 

(4)培育人文素養；通過課程規劃與實務操作經驗，養成涵括學習

態度、誠信倫理、溝通合作、尊重與利他及問題解決能力等。  

(5)推動職場能力評量標準；應用既有之軟硬體設備，應用教材、

教具及教法培養學生學習興趣與達到職場專業技能標準，配合

業界需求及國際外語能力評量認證機制，實行專業能力評量。  

(6)發揮輔助教學及教學創新： 

A.續辦全國英語配音比賽，展現學生創意學習潛力 

B.續辦全國日語配音比賽，培植學生創意學習潛力 

C.實務專題及英語戲劇畢業專案展演，融匯跨領域學習潛力 

D.社區外語服務，開拓實務回饋潛力 

E.設計創新外語教學法，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7)產學合作及外語實務實習： 

A.產學合作結合商務觀光相關產業，建立互動互惠合作關係及人

際脈絡。 

B.邀請產業師資分享技能及經驗。 

C.產業協同教學，增加學生學習廣度與深度。  

D.增加學生實務學習機會，培育實務經驗，驗證外語專業能力，

提早與職場相關能力與技能接軌，增進學生就業機會。  

(8)強化教師研究與實務應用：教師研究方向必須以系科核心外語

目標為依據，強化產業合作關係，加強教師實務經驗，提供學

生實務實習工作機會。鼓勵教師參與系科本位相關研討會了解

研究趨勢與發展。  

(9)教學與教材E化：本系負責應外系所有課程規劃，授課教師均

利用相關多媒體設備及透過現有E化講桌教室平台，進行E化授

課。強化與業界合作進行教材教具及數位化教材的研發，採購

相關語言能力線上數位教材，提供學生多元化及無時空的學習

環境。 

(10)專業服務學習制度；推行專業服務強化同學發揮本身外語能

力，自助助人及博愛之人文素養。 

(11)多元系科活動：每年定期規劃舉辦有趣外語競賽，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並辦理迎新送舊、新生家長說明導覽活動、聯繫畢

業校友，增強與學生、家長及畢業校友與系科之互動。 

伍-1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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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行

銷

與

流

通

管

理

系 

(1)將證照制度融入教學課程之中，並具體落實在學期間各個年級，教學與
證照考試合一制度。專業證照，能顯現出學生專業能力、實用能力及競
爭力，本系配合本校方針，將各學制、各年級規劃證照輔導目標，並依
據各證照所需能力開設相對應課程，以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2)本系課程地圖依據行銷專業與流通專業課程予以模組化，循序漸進，除
了教學與證照考試合一制度以外，專題製作為本系檢驗教學與學生學習
成果之整合性課程。專題成果展現能顯現出學生專業能力、實用能力，
此外，本系以務實致用為依歸，為培育學生之就業力，辦理畢業前之夜
接介業接軌實習，使學生畢業前能夠先遣在公司實習，以職前訓練之方
式聘用，實習期滿，表現優秀者，能夠留任在公司正式聘雇為正式員工。
達成最後一哩教育理念，完成畢業即就業之學用合一理想。 

(3)教學與研究以實務為導向，增加產學合作質量 

A.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積極推動教師從事創新實務性方向之專題研究，獎勵
教師之研究與發表，提升教師研究水準，厚植創新研究能量。 

B.鼓勵教師參加國內外各種研討會與研習會、實務研習、暑期進修、研究
方法、統計方法、行銷與流通實務、運籌管理、會展實務、電腦專業、
語言等長短期研習會。 

C.積極邀請學者專家至本校舉辦教學研習會及專題講座、研習班及專題演
講等學術活動，傳授最新之實務新知，並與本系教師互動交流，帶動本
系學術風氣，提升學術水準及教師教學品質。 

D.兼任教師聘用業界相關課程實務業師，引導學生實務知識，增進實務技
能，產生畢業後從事相關行業之意願與興趣。 

E.積極與流通服務業、海空運輸業、物流業、整合行銷公關公司、會展專
業公司之公民營單位接洽，爭取產學與建教合作之機會。 

F.因應多樣化的環境變遷，讓學生能夠有多重的知識選擇，畢業後能夠說
順利就業，與商管學群各系，共同開設電子商務、RFID 應用，多媒體運
用等課程互選，提供同學選修，另外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提供
多樣化的跨校選課資源，本系亦規劃出學生適宜跨校選讀之運輸與物流
管理課程提供同學修讀。 

(4)專題製作課程特色，發展創意企劃與專題製作特色課程 

A.將本系多年來專題教學之內容制式化，要求必要的質與量內涵。結合團
隊合作及專案管理方式深入了解相關實務內涵。 

B.併合學生歷年所學相關實務技能與知識，融合在整合行銷與創意商品專
題製作之中，將專題內容以網頁呈現所有成果。 

C.以創新產品行銷為主題內容，更進一步以本校工學院參加世界發明展比
賽獲獎之創新與創意產品，加以運用在專題製作與模擬商品展之中。 

D.積極參加各類型競賽，將專題成果加以展現。 

(5)持續改善教學設備，強化 E-Learning 的學習環境 

A.本系課程規劃是以加強以職場導向的人才培育並落實職業證照制度的學
習需求為主。教室與教學資訊化，以及 E-Learning 的教學與課後輔導方
式，可以強化學習效果，增強實務能力。 

B.本系已在 E-Learning 的製作上有一定的成效，對象是以同學參加各類別
實務檢定課程為主軸，藉由學校的平台，在網站上非同步的遠距教學學
習課程。 

C.目前正持續進行商品行銷英文之 E-Learning 的製作，提供本系學生英語
簡報製作語表達的學習能量。 

D.每年度設計一系列適合本系學生學習的 E-Learning 課程，並提供建構一
套完整硬體環境，透過專業教室與專題實習室的設置，提昇教學內容與
課後學習品質。 

E.協助教師用較為方便可靠的方式自行設計E-Learning建置教學課程內容。 

F.加強非同步 E-Learning 課程庫之建立，鼓勵教師，由種子教師及助 

G.提供國外 E-Learning 特色教學的網站或網頁連結。課程網路化，國際化。 
H.藉由資源共享，使用她系關錄音錄影攝影等設備教室，協助非資訊相關
系所之教師，能順利的完成其教學用數位化教材。 

伍-191 頁至伍-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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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企

業

管

理

系 

(1)將證照制度融入教學課程之中，並有輔導考照機制，教學與證
照考試合一制度。專業證照，能顯現出學生專業能力、實用能
力及競爭力，企管系配合本校方針，將各學制、各年級規劃證
照輔導目標，並依據各證照所需能力開設相對應課程，以輔導
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2)教學與研究以實務為導向，增加產學合作質量  
A.推動教師從事實務性專題研究，獎勵教師之研究與發表，提升
教師研究水準，培植研究能量。  

B.鼓勵教師參加國內外各種研討會與研習會、實務研習、暑期進
修、研究方法、統計方法、經貿實務、運籌管理、通關、電腦、
語言等長短期研習會。  

C.積極邀請學者專家至本校舉辦教學研習會、專題講座、研習班
及專題演講等學術活動，傳授最新之實務新知，並與本系教師
互動交流，帶動本系學術風氣，提升學術水準及教師教學品質。  

D.聘用業界相關課程實務業師，引導學生實務知識，增進實務技
能，產生畢業後從事相關行業之意願與興趣。  

E.積極與製造業、服務業、物流業、金融業之公民營單位接洽，
爭取產學與建教合作之機會。  

F.順應多樣化的國際企業環境變遷，讓學生能夠有多重的知識選
擇，畢業後能夠順利就業，企管系與商管學群各系共同開設電
子商務學程、RFID應用學程，提供同學選修，另結合北區技專
校院教學資源中心提供多樣化的跨校選課資源，本系亦規劃出
學生適宜跨校選讀之行銷與創新管理課程提供同學修讀。  

(3)專題製作課程制度化，持續發展模擬貿易商品專題製作特色課
程  

A.企管系多年來專題教學之內容制式化，要求必要的質與量內
涵。結合團隊合作及專案管理方式深入了解相關實務內涵。 

B.合併學生歷年所學相關實務技能與知識，融合在貿易商品專題
製作之中，將專題內容以網頁呈現所有成果。  

C.創新產品行銷為主題內容，更進一步以本校工學院參加世界發
明展比賽，獲獎之創新與創意產品，加以運用在企業管理模擬
商品展之比賽中。  

D.積極參加「兩岸校際企業管理模擬展覽競賽」，將專題成果加
以展現。  

(4)持續改善教學設備，強化E-Learning 的學習環境  
A.企管系課程規劃是以加強職場導向的人才培育並落實職業證照
制度的學習需求為主。教室與教學資訊化，以及E-Learning的教
學與課後輔導方式，以強化學習效果，增強實務能力。  

B.企管系已在E-Learning 製作上有一定的成效，對象是以企管系
同學參加「企管實務檢定」課程為主軸，藉由學校的平台，在
企管系網站上提供全天候的遠距教學學習課程。  

C.持續進行商用英文之E-Learning 的製作，提高本系學生職場英
語的學習能量。  

D.持續設計一系列適合本系學生學習的E-Learning課程，並提供建
構一套完整硬體環境，透過專業教室與專題實習室的設置，提
昇教學內容與課後學習品質。  

E.協助教師自行設計E-Learning建置教學課程內容。  
F.提供國外E-Learning 特色教學的網站或網頁連結，課程網路
化、國際化。  

G.藉由資源共享，使用他系相關錄音、錄影、攝影等設備教室，
協助非資訊相關系所之教師，能順利的完成其教學用數位化教
材。 

伍-201 頁至伍-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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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會

議

展

覽

服

務

業

(

專

業

人

員

)

學

位

學

程 

(1)課程規劃面：將證照制度融入教學課程之中，並具體落實在學期間各個
年級，教學與證照考試合一制度。專業證照，能顯現出學生專業能力、
實用能力及競爭力，本學程配合本校方針，將各年級規劃會展相關證照
輔導目標，並依據各證照所需能力開設相對應課程，以輔導學生考取專
業證照。本學程將課程依據會議、展覽、活動、獎勵旅遊專業課程予以
模組化，循序漸進，除了教學與證照考試合一制度以外，專題製作為本
學程檢驗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果之整合性課程。專題成果展現能顯現出學
生專業能力、實用能力，此外，本學程以務實致用為依歸，為培育學生
之就業力，辦理畢業前之就業接軌實習，使學生畢業前能夠先在公司實
習，以職前訓練之方式聘用，實習期滿，表現優秀者，能夠留任在公司
正式聘雇為正式員工，達成最後一哩教育理念，完成畢業即就業之學用
合一理想。 

(2)教師教學面：教學與研究以實務為導向，增加產學合作質量  
A.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教學與研究，積極推動教師從事創新
實務性方向之專題研究，獎勵教師之研究與發表，提升教師研究水準，
厚植創新研究能量。 

B.鼓勵教師參加國內外各種研討會與研習會、實務研習、暑期進修、研究
方法、統計方法、行銷與流通實務、運籌管理、會展實務、電腦專業、
語言等長短期研習會。  

C.積極邀請學者專家至本校舉辦教學研習及專題講座、知識講座、職場體
驗、校外實習等學術活動，指導會展專題製作，傳授最新之實務新知，
並與本系教師互動交流，帶動本學程學術風氣，提升學術水準及教師教
學品質。  

D.積極引進業界師資帶領實作課程，帶領學生校外觀摩與見習，並研製相
關課程教材。兼任教師聘用業界相關課程實務業師，引導學生實務知識，
增進實務技能，產生畢業後從事相關行業之意願與興趣。  

E.積極與會議展覽服務業、會展物流管理業、整合行銷公關公司、會展專
業公司之公民營單位接洽，遴聘業界專業人員協同教學，爭取產學與建
教合作之機會。  

F.因應多樣化的環境變遷，讓學生能夠有多重的知識選擇，畢業後能夠順
利就業，與商管學群各系，共同開設電子商務、RFID應用，多媒體運用
等課程互選，提供同學選修，另外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提供多
樣化的跨校選課資源，本學程亦規劃出學生適宜跨校選讀之課程提供同
學修讀。  

(3)學生養成面：專題製作課程特色，發展創意企劃與專題製作特色課程  
A.將本學程多年來專題教學之內容制度化，要求必要的質與量內涵。結合
團隊合作及專案管理方式深入了解相關實務內涵。  

B.結合學生歷年所學相關實務技能與知識，融合在商品創意與整合行銷、
城市行銷等專題製作之中，將專題內容以網頁呈現所有成果。  

C.以會議、展覽、活動及獎勵旅遊等行銷為主題內容，更進一步以本校工
程學院參加世界發明展比賽獲獎之創新與創意產品、民生學院創新服務
及商品等，加以運用在專題製作與模擬商品展之中。  

D.積極參加各類型競賽，以印證所學並呈現專題成果。  
(4)研究發展面：持續改善教學設備，強化E-Learning 的學習環境  
A.本學程課程規劃是以加強以職場導向的人才培育並落實職業證照制度的
學習需求為主。教室與教學資訊化，以及E-Learning的教學與課後輔導方
式，可以強化學習效果，增強實務能力。  

B.本學程已在E-Learning 的製作上有一定的成效，對象是以同學參加各類
別實務檢定課程為主軸，藉由學校的平台，在網站上非同步的遠距教學
學習課程。  

C.目前正持續進行商品行銷英文之E-Learning 的製作，提供本學程學生英
語簡報製作語表達的學習能量。  

D.每年度設計一系列適合本學程學生學習的E-Learning課程，並提供建構一
套完整硬體環境，透過專業教室與專題實習室的設置，提昇教學內容與
課後學習品質。  

E.協助教師用較為方便可靠的方式自行設計E-Learning建置教學課程內容。  
F.加強非同步E-Learning 課程庫之建立，鼓勵教師，由種子教師協助。  
G.提供國外E-Learning 特色教學的網站或網頁連結。課程網路化，國際化。  
H.加強校內支援各系師資對會展之理論基礎及實務經驗吸收，藉由資源共
享，使用他系關錄音錄影攝影等設備教室，協助非資訊相關系所之教師，
能順利的完成其教學用數位化教材。 

伍-223 頁至伍-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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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餐

飲

管

理

系 

A.輔導學生就業、升學  

a.加強對學生個別之性向、選課、實習、課餘校內外活動與升學

就業之輔導。 

b.鼓勵學生參加全國性競賽，強化輔導學生參與校內外社團及競

賽活動。  

c.鼓勵並輔導學生積極參加研究所考試以及專業證照考試。  

d.建置學系職涯進路圖，規劃申請開設就業學程。  

e.建立畢業生追蹤機制，並回饋於課程規劃，以培育更符合業界

需求的專業人士，達畢業、就業無縫接軌的目標。  

B.增進建教合作 

本系已有11年建教合作經驗，與業界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

今後將在既有建教合作基礎上，持續推動增進建教合作之質與

量，具體作法為： 

a.評選優良之校外實習單位。  

b.透過老師之實習訪視，以輔導學生實習期間所面臨之相關課題。  

c.與實習單位之相關主管進行座談，以期瞭解業界對專業知能的

需求，並進而成為課程規劃之參考。  

d.積極與餐飲事業之公民營單位接洽，以爭取產學與建教合作之

機會。  

C.提升E-Learning 的學習環境  

本校教師教學的學習教材已全面E化，師生及教師們行政事務

之推展與傳遞已朝向以電子郵件與E化學習（BB Black Board）來

取代傳統之書面或口頭告知，除減少紙張之浪費之外，並可更有

效率的學習及便捷的來推展系務。具體措施有：  

a.教師教學計畫、進度表及數位教材全面上網。  

b.持續充實網路學園。  

c.採購作業朝全面E化。  

d.財產管理及維護全面E化。  

D.提升教師研究能力  

a.持續鼓勵教師參與研習與學術研討會，發表優質期刊論文。  

b.提昇教師研究論文質與量，鼓勵教師升等。  

c.強化教師實務專題製作與專利申請。  

d.鼓勵教師個人或組成研究團隊，爭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e.鼓勵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或進修第二專長。  

伍-247 頁至伍-2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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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觀

光

事

業

系 

A.更新觀光餐旅教育中心設備，如實習飯店、烹飪示範教室、實

習餐廳設備，期使本系專業教室之設備更加新穎完善，提昇學

習成效。 

B.擴充「旅遊資訊教室」內儀器設備，含旅遊管理資訊教室、全

球航空旅遊電腦訂位系統 (Abacus、Amadeus、Travelport、

TravelSky-eTerm中國航信)，語言自學教室、多媒體數位展場、

領團專業人員訓練教室等設備，以利遊程規劃操作及實務解

說，並包含無線上網區、閱覽區及文物展示區。  

C.擴充「專題研討教室」學生獨立研究、擴增教師研究室及其設

備或教師課業輔導的場所及設備，以提昇研究環境及水準。  

D.規劃系科本位課程，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落實「教學施政主

軸 － 一畢、二語、三獎、四證」。鼓勵教師輔導學生在校期

間除取得一張畢業證書外，還能專精二種語文、獲得三種獎項、

並取得四張國家技能檢定證照。  

E.增聘博士師資，延攬具業界工作二年以上經驗之助理教授以上

師資或相業界經驗豐富之技術教師。  

F.持續鼓勵教師從事相關領域的進修和進行研究發展，將個人研

究的領域、方向與能量，轉化成系所發展的特色。  

G.增設觀光餐旅服務品質管理研究室，增進本系師生實務專題與

理論之研究能力。  

H.持續推動發展系科特色資本門建置計畫。  

I.增購「環景解說教室」、「數位展覽教室」之後製製作系統軟體，

並鼓勵老師指導同學進行教材教具製作。以透過虛擬實境課程範

本之製作，讓學生在理論的教學過程，提前建立虛擬實務經驗，

強化就業與實習競爭力。  

J.加強產學合作及建教合作，並與民生學院他系合作成立推廣教育

班，及80學分進修班與學士後觀光與休閒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K.規劃成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L.發展本校成立觀光休閒服務專業學院計畫。  

M.海外實習計畫暨本系三明治教學計畫。  

N.產業知識學院常年課程（產學合作教學）。  

O.雙軌訓練旗艦(台德菁英班)計畫專班。  

P.學校教學施政主軸「 一畢、二語、三獎、四證」及實施「科學

普及教育」及「創意與知識經濟講座」。  

Q.設備之淘汰更新。 

伍-273 頁至伍-2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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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1)改善各項教學軟硬體設施，提供學生舒適學習環境。  

(2)落實學生專業知識技能之培養，並著重加強學生資訊及外語能

力，輔導學生考取專業相關證照。  

(3)規劃成立體適能檢測中心、體適能訓練中心、運動休閒資訊中

心、運動科學實驗室、武藝教室、SPA、幼兒體適能中心、水

域活動中心、體驗教育中心。  

(4)結合北投、淡水、三芝、金山、萬里、八里等區域單位休閒資

源共同推展各項運動健康及休閒產業相關活動。  

(5)與國內、外相關系所建立合作關係，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6)加入國內外運動健康與休閒等學會組織。  

(7)增設「專題討論室」作為學生獨立研究或教師課業輔導的場所。

擴增教師研究室及其設備，以提昇研究環境及水準。  

(8)規劃系科本位課程，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落實「教學施政主

軸－一畢、二語、三獎、四證」。鼓勵教師輔導學生在校期間

除取得一張畢業證書外，還能專精二種語文、獲得三種獎項、

並取得四張國家技能檢定證照。  

(9)增聘博士師資，延攬具業界工作二年以上經驗之助理教授以上

師資或相業界經驗豐富之技術教師。  

(10)持續鼓勵教師從事相關領域的進修和進行研究發展，將個人研

究的領域、方向與能量，轉化成系所發展的特色。 

(11)增設休閒遊憩服務品質管理研究室，增進本系師生實務專題與

理論之研究能力。 

(12)持續推動發展系科特色資本門建置計畫。  

(13)加強產學合作及建教合作，並與民生學院他系合作成立推廣教

育班，及80學分進修班與學士後休閒遊憩與觀光學士學位學

程。 

(14)規劃成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15)發展本校成立休閒觀光服務專業學院計畫。 

(16)海外實習計畫暨本系三明治教學計畫。 

(17)產業知識學院常年課程（產學合作教學）。 

(18)會雙軌訓練旗艦(台德菁英班)計畫專班。 

(18)設備之淘汰更新。 

(19)推動大陸學生來校就學。 

伍-290 頁至伍-2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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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化

妝

品

應

用

與

管

理

系 

◎輔導學生證照、就業或升學  

A.加強證照課程：為配合技職教育發展重點，強化學生專業證照技能，

以增加學生就業之競爭力，將強化獎勵機制，配合證照課程模組，鼓

勵學生參加證照考試。 

B.加強升學輔導：鼓勵有升學意願的學生加強專業科目以外的商業、管

理與語文類課程，輔導學生參加研究所考試。  

C.結合業界共同擬定學生培育計畫，加強就業輔導：維持與業界之交流

平台，共同擬定符合未來產業需求建教合作實習培育計畫，透過業界

實習與就業輔導，使學校所學與業界需求實質接軌。  

◎增進建教或產學合作機會  

本系歷年來與業者維持密切合作關係，未來將持續推動建教合作之

質與量，包括：  

A.評選優良之校外實習單位，以使學生有良好之理論驗證與專業實務訓

練。  

B.透過訪視老師之實習訪視，以輔導學生實習期間面臨之相關課題。  

C.藉由實習單位對實習學生之考評，瞭解學生之實習工作表現。  

D.與實習單位之相關主管進行座談，以期瞭解業界對專業知能的需求，

並進而成為課程規劃之參考。  

E.積極與美容、化妝品相關之公民營單位接洽，以爭取產學與建教合作

之機會。與業者共同開設推廣教育與相關認證課程，提升業界人力。  

◎提升E-Learning 的學習環境  

配合本校提升學生E-Learning 學習環境及校園e 化服務，推動教師

配合本校E-Learning平台，設計網路教學、課程預習、複習與練習教材，

提供學生在無空間、時間限制下學習，建置e-portfolio 教學網站，提供

師生無障礙的學習溝通空間，強化學習效果。增加本系vod系統之質與

量，讓技術教學更無障礙。 

◎提升教師研究能力  

本系為提升教師研究能力，將進行以下事項：  

A.鼓勵教師提送國科會及參與政府相關單位之研究計畫。  

B.鼓勵教師組成研究團隊，爭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增進產學研究風氣。  

C.鼓勵教師參與研習營與學術研討會，並發表相關論文。  

D.鼓勵教師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性期刊。  

E.邀請著名之專業領域教授蒞校與教師座談。  

F.鼓勵及要求教師每年至少一件國科會或產學研究案。  

G.積極增取校外資源，增購相關設備，供課程外之研究工具，提升研究

質與量。  

H.持續辦理相關之學術研討會。  

I.鼓勵教師赴海外參與國際研討會或參加研習，提升國際化水準。  

◎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A.逐年配合科技進步及產業發展，汰舊換新及採購新設備，以應教學需

求。  

B.增建教師研究室，強化教師研究設備。  

伍-301 頁至伍-3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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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演

藝

事

業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輔導學生證照、就業或升學  

A.加強證照課程：為配合技職教育發展重點，強化學生專業證照

技能，以增加學生就業之競爭力，將強化獎勵機制，配合證照

課程模組，鼓勵學生參加證照考試。 

B.加強升學輔導：鼓勵有升學意願的學生加強專業科目以外的商

業、管理與語文類課程，輔導學生參加研究所考試。  

C.結合業界共同擬定學生培育計畫，加強就業輔導：維持與業界

之交流平台，共同擬定符合未來產業需求建教合作實習培育計

畫，透過業界實習與就業輔導，使學校所學與業界需求實質接

軌。  

◎增進建教或產學合作機會  

學程與業者維持密切合作關係，未來將持續推動建教合作之

質與量，包括：  

A.評選優良校外實習單位，以使學生有良好之理論驗證與專業實

務訓練。  

B.透過訪視老師之實習訪視，以輔導學生實習期間面臨之相關課

題。  

C.藉由實習單位對實習學生之考評，瞭解學生之實習工作表現。  

D.與實習單位之相關主管進行座談，以期瞭解業界對專業知能的

需求，並進而成為課程規劃之參考。  

E.積極與表演藝術相關之公民營單位接洽，以爭取產學與建教合

作之機會。與業者共同開設推廣教育與相關認證課程，提升業

界人力。  

◎提升E-Learning 的學習環境  

配合本校提升學生E-Learning 學習環境及校園e 化服務，推

動教師配合本校E-Learning平台，設計網路教學、課程預習、複習

與練習教材，提供學生在無空間、時間限制下學習，建置e-portfolio 

教學網站，提供師生無障礙的學習溝通空間，強化學習效果。增

加本學程vod系統之質與量，讓技術教學更無障礙。  

◎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A.逐年配合科技進步及產業發展，汰舊換新及採購新設備，以應

教學需求。  

B.增建教師研究室，強化教師研究設備。 

伍-332 頁至伍-3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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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烘

焙

學

程 

A.輔導學生就業、升學  

a.加強對學生個別之性向、選課、實習、課餘校內外活動與升學

就業之輔導。 

b.鼓勵學生參加全國性競賽，強化輔導學生參與校內外社團及競

賽活動。  

c.鼓勵並輔導學生積極參加研究所考試以及專業證照考試。  

d.建置學系職涯進路圖，規劃申請開設就業學程。  

e.建立畢業生追蹤機制，並回饋於課程規劃，以培育更符合業界

需求的專業人士，達畢業、就業無縫接軌的目標。  

B.增進建教合作 

本系已有11年建教合作經驗，與業界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

今後將在既有建教合作基礎上，持續推動增進建教合作之質與

量，具體作法為： 

a.評選優良之校外實習單位。  

b.透過老師之實習訪視，以輔導學生實習期間所面臨之相關課題。  

c.與實習單位之相關主管進行座談，以期瞭解業界對專業知能的

需求，並進而成為課程規劃之參考。  

d.積極與餐飲事業之公民營單位接洽，以爭取產學與建教合作之

機會。  

C.提升E-Learning 的學習環境  

本校教師教學的學習教材已全面E化，師生及教師們行政事務

之推展與傳遞已朝向以電子郵件與E化學習（BB Black Board）來

取代傳統之書面或口頭告知，除減少紙張之浪費之外，並可更有

效率的學習及便捷的來推展系務。具體措施有：  

a.教師教學計畫、進度表及數位教材全面上網。  

b.持續充實網路學園。  

c.採購作業朝全面E化。  

d.財產管理及維護全面E化。  

D.提升教師研究能力  

a.持續鼓勵教師參與研習與學術研討會，發表優質期刊論文。  

b.提昇教師研究論文質與量，鼓勵教師升等。  

c.強化教師實務專題製作與專利申請。  

d.鼓勵教師個人或組成研究團隊，爭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e.鼓勵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或進修第二專長。  

伍-247 頁至伍-2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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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旅

館

學

程 

A.更新觀光餐旅教育中心設備，如實習飯店、烹飪示範教室、實

習餐廳設備，期使本系專業教室之設備更加新穎完善，提昇學

習成效。 

B.擴充「旅遊資訊教室」內儀器設備，含旅遊管理資訊教室、全

球航空旅遊電腦訂位系統 (Abacus、Amadeus、Travelport、

TravelSky-eTerm中國航信)，語言自學教室、多媒體數位展場、

領團專業人員訓練教室等設備，以利遊程規劃操作及實務解

說，並包含無線上網區、閱覽區及文物展示區。  

C.擴充「專題研討教室」學生獨立研究、擴增教師研究室及其設

備或教師課業輔導的場所及設備，以提昇研究環境及水準。  

D.規劃系科本位課程，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落實「教學施政主

軸 － 一畢、二語、三獎、四證」。鼓勵教師輔導學生在校期

間除取得一張畢業證書外，還能專精二種語文、獲得三種獎項、

並取得四張國家技能檢定證照。  

E.增聘博士師資，延攬具業界工作二年以上經驗之助理教授以上

師資或相業界經驗豐富之技術教師。  

F.持續鼓勵教師從事相關領域的進修和進行研究發展，將個人研

究的領域、方向與能量，轉化成系所發展的特色。  

G.增設觀光餐旅服務品質管理研究室，增進本系師生實務專題與

理論之研究能力。  

H.持續推動發展系科特色資本門建置計畫。  

I.增購「環景解說教室」、「數位展覽教室」之後製製作系統軟體，

並鼓勵老師指導同學進行教材教具製作。以透過虛擬實境課程範

本之製作，讓學生在理論的教學過程，提前建立虛擬實務經驗，

強化就業與實習競爭力。  

J.加強產學合作及建教合作，並與民生學院他系合作成立推廣教育

班，及80學分進修班與學士後觀光與休閒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K.規劃成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L.發展本校成立觀光休閒服務專業學院計畫。  

M.海外實習計畫暨本系三明治教學計畫。  

N.產業知識學院常年課程（產學合作教學）。  

O.雙軌訓練旗艦(台德菁英班)計畫專班。  

P.學校教學施政主軸「 一畢、二語、三獎、四證」及實施「科學

普及教育」及「創意與知識經濟講座」。  

Q.設備之淘汰更新。 

伍-273 頁至伍-2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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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識教育中心 

所、系 

、中心 
發展重點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1)營造人文氣息、語文學習之校園環境  

A.建置人文校園情境教學：於校園內設置藝術園區，邀請本校及

周圍社區具有藝術創作之人士提供個展，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學

生藝術氣息。 

B.舉辦藝文活動：配合課外組辦理文藝活動，並邀請藝文團體或

藝文人士來校展演、講座、演講或辦工作坊。  

C.辦理生命教育系列活動：舉辦生命關懷、自然生態保育、多元

文化尊重等主題系列活動，以演講、影片欣賞、實地參訪等方

式實施。  

D.英語校園規劃：加強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並舉辦各

種競賽活動，輔導學生參加英文技能檢定考試，提供同學英語

校園環境。  

(2)通識氛圍強化，深化核心通識  

A.讓學生有機會參與課程規劃，並對課程設計規劃表達意見，強

化通識教育師生共同參與的氛圍。  

B.製作各項課程數位學習網站，提供學生課後學習管道。  

C.進行通識課程評鑑研究，建立課程評估指標。  

(3)提升教師研究成果，強化教師研究力，加強產學合作  

A.本中心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一年至少提出一個以上研究案。  

B.舉行各「學群學術研討會」，藉由團體學習提升教師研究發表

論文能力。  

C.鼓勵教師積極發表論文，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4)培養學生民主素質與就業輔導  

A.加強法律常識，生活禮儀各項活動訓練，並培養學生民主素質

與關懷社會之胸襟。  

B.舉辦本校畢業生「職場法律座談會」，讓本校畢業生進入職場

前能夠瞭解就業環境及職場應注意之法律問題，並加強中心與

業界之產學合作。  

(5)提升通識中心教學師資  

A.提升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達47% 以上。  

B.鼓勵教師繼續進修或進修第二專長，以適應學校未來課程之變

遷。  

C.要求中心教師教學品質得提升，並將教材全面E化。  

(6)通識課程整體規劃  

A.配合學校教學理念，調整課程架構。  

B.以學生畢業後就業需求為導向，開設職場及倫理相關課程，擴

大學生學習廣度。 

肆-42 頁至肆-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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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 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A.重點特色：係本校 103 年度學校重點發展特色經費須佔(資本門總經費 40%±2%)編列約 1,600 萬

元。由各院院長及相關人員討論並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議。 

B.系所資本門分配：係系所分配款(含通識中心、學位學程)。 

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一、工程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機 

械 

工 

程 

系 

◎教學特色： 

(1)實驗與理論並重之教學

特色 

(2)專題製作競賽化，激發學

生創意潛能之特色 

(3)推動技能檢定考照，提升

學生實務技能之特色 

(4)推動學生就業相關計畫

與校外實習之特色 

(5)教學e化之特色 

◎研究特色： 

(1)鼓勵老師帶領學生承接

產學合作與研究計畫 

(2)老師帶領學生推動學術

與實務的學術發表 

(3)參加國內外專題製作發

明展 

◎輔導特色： 

(1)課業輔導 

(2)證照輔導 

(3)品德輔導 

(4)生活輔導 

(5)就業輔導 

◎服務特色： 

(1)社區推廣教育 

(2)就業學程與產業人力扎

根計畫 

(3)社會組技能檢定 

(4)社會服務 

A.重點特色 

1.機車動力調控及檢測修護

設備 

2.引擎馬力試驗機控制主機 

 

3.新型油電混合動力車教學

系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電腦主機(含螢幕) 

2.液晶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3.表面粗度計 

A.重點特色 

1.伍-15 頁，3-(1)； 

伍-16 頁，3-(6) 

2.伍-15 頁，3-(1)； 

伍-16 頁，3-(6) 

3.伍-15 頁，3-(1)； 

伍-16 頁，3-(6)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15 頁，3-(2) 

2.伍-15 頁，3-(2) 

3.伍-16 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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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一、工程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電 

機 

工 

程 

系 

(1)培養電機相關領域之實

務專業人才，在課程上除

重視基本理論外，課程規

劃設計著重跨領域技術

整合，搭配進階的選修課

程與校外實習，使學生能

獲得各領域完整的專業

知識與實務技術，強化學

生未來就業的競爭力。 

(2)加強學生專題製作能力

並鼓勵學生申請專利，專

題製作為訓練學生創思

設計與實踐能力的重要

課程，本系注重學生的專

題製作，培養學生創意思

考及實作的能力，參與相

關專題競賽及發明展。 

(3)利用本系之軟硬體設

備，推動專業職場能力認

證，加強學生職能深度，

並強化學生專業技能之

訓練，積極輔導學生參加

各項專業技能檢定考試。 

(4)以機器人博物館為基

礎，推廣機器人教育，除

培養學生接受電機基礎

課程訓練外，亦可藉由機

器人展覽與科普教育的

推行過程，學習到專業知

識及跨領域的實務經驗。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電腦主機 

2.筆記型電腦 

3.單槍投影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47 頁，3-(1)； 

伍-47 頁，3-(3)； 

伍-48 頁，3-(9) 

2.伍-48 頁，3-(11) 

3.伍-48 頁，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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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一、工程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資 

訊 

工 

程 

系 

(1)教學特色： 

本系以「嵌入式與單晶片系

統應用」與「多媒體與網際

網路應用」二大領域為研究

主軸；設定以「一畢」、「二

語」、「三獎」、「四證」四大

教學方針作為本系發展特

色。學生畢業時，除領取畢

業證書外，並提升學生語文

能力之訓練，強化學生職場

競爭力，強化創意理念，宣

導創意無價，並藉由教學結

合創意與學習成果，鼓勵同

學開發創意製作參加全國

創意比賽，爭取全國創意相

關榮譽，並申請國家發明專

利，學習保護智慧財產之方

法。而更進一步的特色是培

育學生考取國家證照，精進

基礎理論教育，同時強化產

業技能，設定每一個年級至

少考取一張國家技能檢定

證照，以提升學生在職場上

之競爭優勢。 

(2)研究特色： 

A.依據學校績效評比制

度，並依年度績效發給獎金

以鼓勵系內教師進行研究。 

B.學術交流與專題演講 

(3)輔導特色： 

A.課業輔導 

B.生活諮商輔導 

C.證照輔導 

(4)服務特色： 

A.社區推廣教育 

B.就業學程 

C.社會組技能檢定 

D.社會服務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儲存示波器 

2.電腦還原系統(90 點) 

3.數位講桌 

4.電腦主機 

5.精簡型電腦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65 頁，3-(3) 

2.伍-65 頁，3-(3) 

3.伍-65 頁，3-(3) 

4.伍-65 頁，3-(3) 

5.伍-65 頁，3-(3) 

30



 

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一、工程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電 

腦 

與 

通 

訊 

工 

程 

系 

為培育電腦與通訊科

技專業技術人才，本系教學

與研究以「無線通訊」為培

育總目標，嵌入式系統為主

軸培育電腦與通訊科技專

業技術之人才，可歸納為嵌

入式應用與通訊技術兩大

發展重點： 

(1)嵌入式應用  

以培養嵌入式應用人才

為主，開設微處理機、

嵌入式晶片應用、嵌入

式系統、FPGA 之原理與

應用、行動裝置程式設

計、Andriod 程式設計與

應用等相關課程；就業

範疇包含嵌入式週邊設

備業、嵌入式系統設計

與應用業和行動通訊

業。 

(2)通訊技術  

以培養通訊工程技術人

才為主，開設類比/數位

通訊、數位信號處理、

通訊系統、無線網路工

程等相關課程；就業範

疇包含衛星訊號處理、

GPS 衛星定位導航、行

動衛星電話、直播衛星

電視網路、高頻電路設

計、微波電路設計等。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攜帶型網路分析儀 

 

2.電腦主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102 頁，3-(1)； 

伍-102 頁，3-(2) 

2.伍-102 頁，3-(1)； 

伍-102 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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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資 

訊 

管 

理 

系 

(1)課程模組化 

A.電子商務模組化課程 

B.網際網路模組化課程 

C.資訊系統技術模組化課

程 

(2)校內資源整合與運用 

A.整合系內資源並同屬商

管學院系(科)結合，建立

創意與創新事業知識基

礎。 

B.本系向來對電子商務與

網路安全相當重視，並設

有行動商務中心和相關

實驗室進行產學合作。並

結合院內各系所資源，有

助於強化在電子商務與

數位多媒體相關產業之

就業能力。 

(3)以證照和專題成果檢視

目標的達成 

A.學生需通過與「網際網路

環境實作之能力」、「電

子商務規劃與應用之實

作能力」或「資訊系統應

用與開發實作之能力」等

相關的證照。透過產學合

作及政府計劃，使專題成

果具實用性。 

B.為提升學生基本能力及

核心能力，特制定學生基

本能力指標和檢核機制。 

(4)課程與產業結合 

(5)E化教學與高互動e 化教

室的運用 

(6)資管系實驗室的整合與

商管及校園資源的運用 

A.重點特色 

1.電腦主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影片編輯軟體 

2.字幕軟體 

3.彩色雷射多功能事務機 

4.電腦主機 

5.伺服器 

6.雲端商城儲存空間 

7.伺服器作業系統 

A.重點特色 

1.伍-144 頁，3-(1)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144 頁，3-(1) 

2.伍-144 頁，3-(1) 

3.伍-144 頁，3-(1) 

4.伍-144 頁，3-(1) 

5.伍-144 頁，3-(1) 

6.伍-144 頁，3-(1) 

7.伍-144 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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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數 

位 

多 

媒 

體 

設 

計 

系 

A.媒體整合特色：本系培養

學生具備多媒體的企劃

製作與傳達設計專業技

能，並將跨媒體的整合能

力視為教學重點之一。一

方面在多媒體領域的「影

像」、「聲音」兩大類內

容個別專業技能獨立發

展，如電腦繪圖、攝影、

錄配音、混音、配樂、平

面設計、動畫製作等；另

一方面，學生能透過企

劃、製作與設計專才，融

合各項數位媒體內容，製

作美善兼備的多媒體表

現。學生未來畢業後能將

觸角延伸至數位出版、數

位遊戲、多媒體教學、多

媒體廣告設計等多元領

域發展。  

B.媒體互動特色：多媒體互

動設計以科技結合媒體

的應用為重點，當前多媒

體設計已廣泛結合藝

術、人文、娛樂等產品，

提供以使用者為主體的

創新互動體驗。因此，本

系除培育具有多媒體整

合能力之專才外，亦強調

創意與技術結合的互動

設計與媒體應用。 

A.重點特色 

1.伺服器 

 

2.電腦主機 

 

 

A.重點特色 

1.伍-163 頁，3-(5)； 

伍-163 頁，3-(10) 

2.伍-163 頁，3-(5)； 

伍-163 頁，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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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應 

用 

外 

語 

系 

(1)創新輔助教學活動特
色：一方面增強學生之
基礎核心能力，另一方
面鍛鍊其團隊合作的人
文精神。同時建構學生
服務學習的管道，發揮
回饋社區的精神。 

A.創新策辦全國英、日語配
音比賽，展現學生創意學
習外語核心能力之成果。 

B.英語戲劇畢業展演，融匯
跨領域學習及培養團隊
默契潛力。 

C. 推動學生社區外語服
務，發揚回饋社區服務之
精神。 

(2)師生共同研發可作為輔
助教學、實習所用之教
材特色。在學校創新風
氣與環境中，為了激發
師生也能發揮創新能
力，展現創意點子，並
結合兩大發展方向，開
拓具實用價值之教材，
以便集聚教學及實習之
能量，轉而應用於外語
發展之創新教材上。 

(3)輔導特色：成立課業診療
室與證照診療室，進行
課業與證照問題之諮商
與輔導，每學期並於課
餘時間成立證照輔導
班，免費輔導學生考取
相關能力專業證照。 

(4)實務實習特色：積極與產
業及政府合作，發掘機
會使學生可以實務應用
所學，強化學生就業能
力與培養自信；與知名
企業、博物館及政府合
作。 

A.重點特色 

1.電腦主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投影機(含電動螢幕) 

2.投影機 

3.電腦主機(含螢幕) 

4.大家學日語進階會話(三) 

 

5.擴音機音響組 

6.移動式擴音機 

7.平板電腦 

8.投影機 

9.移動式行動語言錄音播放

系統 

10.投影機 

11.平板電腦 

A.重點特色 

1.伍-175 頁，3-(9)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175 頁，3-(9) 

2.伍-175 頁，3-(9) 

3.伍-175 頁，3-(9) 

4.伍-175 頁，3-(1) 

伍-175 頁，3-(3) 

5.伍-175 頁，3-(9) 

6.伍-175 頁，3-(9) 

7.伍-175 頁，3-(9) 

8.伍-175 頁，3-(9) 

9.伍-175 頁，3-(1)； 

伍-175 頁，3-(3) 

10.伍-175 頁，3-(9) 

11.伍-175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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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行 

銷 

與 

流 

通 

管 

理 

系 

(1)證照制度融入教學課
程：依循本系訂定之證
照地圖，具體落實在學
期間各個年級，教學與
證照考試合一制度，考
取證照數成果豐碩。 

(2)以模擬商品展呈現專題
課程特色：將所學之相
關實務技能與知識，融
入在專題課程中，並以
創新產品行銷為特色，
結合團隊合作及專案管
理方式深入了解相關實
務內涵。近年來並積極
參加商品行銷模擬展覽
競賽，將專題成果展
現，獲得兩次全國總錦
標第一名的榮譽。 

(3)發展運輸物流特色領
域：結合台北港運輸物
流地方產業發展特色，
將產業發展現況融入實
務教學相關課程之中，
除強化本系之實務相關
課程，並輔導同學研習
船舶貨運承攬業實務
等，因應輔導實習與就
業之需求。 

(4)自行開發 e-Learning 非
同步實習暨檢定教學平
台：本系實務教師群，
自行開發實習檢定之
e-Learning 教學網站，
讓同學能藉由學校的平
台，利用校園網路配合
自己的需求在不同的地
點、不同的時間進行非
同步的遠距教學學習課
程。 

(5)除了整合工學院發明之
創新產品以外，再結合
本校民生學院之特色，
將餐飲與觀光列為本系
整合行銷實務課程之專
題製作內容，培育能夠
行銷餐飲服務業、與觀
光服務業之整合行銷與
公關能力之同學。 

A.重點特色 

1.液晶拼接電視牆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數位多功能講桌 

2.電腦主機 

3.筆記型電腦 

4.櫃檯收銀作業系統軟體(PC版) 

5.24 埠之網路交換器 

6.行銷贏家-模擬經營競賽系統 

A.重點特色 

1.伍-192 頁，3-(4) 

伍-192 頁，3-(5)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192 頁，3-(5) 

2.伍-192 頁，3-(5) 

3.伍-192 頁，3-(5) 

4.伍-192 頁，3-(5) 

5.伍-192 頁，3-(5) 

6.伍-192 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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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企 

業 

管 

理 

系 

一、以創新產品行銷為發展

方向 

A.實際行動構造創新環境。 

B.與高中職建立策略聯盟

關係，開設多項供其體驗

之本系特色課程。 

C.落實創意行銷理念。 

二、以創新服務行銷為發展

方向  

A.藉由專業課程，培養學生

相關知能，並落實於職場

就業。 

B.積極充實設備，建構本系

企業環境模擬之教學。 

C.經由產學合作或接受公

民營機關委託計劃案，增

進學生對自身職涯探索

與對實務之瞭解。  

A.重點特色 

1.電腦主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投影機 

 

2.繪圖機 

3.伺服器 

 

4.機櫃 

 

5.無線擴音機 

A.重點特色 

1.伍-201 頁 3-(1)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203 頁，3-(3) 

伍-203 頁，3-(4) 

2.伍-201 頁，3-(1) 

3.伍-203 頁，3-(3) 

伍-203 頁，3-(4) 

4.伍-203 頁，3-(3) 

伍-203 頁，3-(4) 

5.伍-203 頁，3-(3) 

伍-203 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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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二、商管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會

議

展

覽

服 

務

業

學 

位 

學 

程 

(1)證照制度融入教學課
程：依循本學程訂定之證
照地圖，具體落實在學期
間各個年級教學與證照
考試合一制度。 

(2)跨院整合學習資源：本學
程以商管學院規劃之學
習能力為本，充分運用學
院內之學習資源，包括行
銷流通與管理、應用外
語、企業管理、資訊管
理、數位多媒體等系之師
資與設備。此外，將工程
學院產品研究、發明之創
新特質，以及民生學院
「以人為本」之服務業特
色，將創新商品發表、展
示、餐飲、觀光與運動休
閒整合至本學程實務專
題製作內容之中，以培養
同學產業行銷、服務業行
銷之整合行銷與公關能
力。 

(3)課程設計活潑生動：本學
程以培育「會議、展覽策
劃執行專家」及「活動、
獎勵旅遊企劃人才」為
主，提供與會展相關之產
業，包括會展服務、公關
行銷人員、秘書人員等週
邊服務業人才為輔，因此
課程設計活潑生動，包
括：觀摩國內、國際重要
展覽、參觀全國首善會展
場館、參與國內重要公益
團體活動，以及學以致用
的在學實習機會，使學生
學習意願大為提高。 

(4)自行開發 e-Learning 非
同步實習暨檢定教學平
台：本學程實務教師群，
自行開發實習檢定之
e-Learning 教學網站，讓
同學能藉由學校的平
台，利用校園網路配合自
己的需求在不同的地
點、不同的時間進行非同
步的遠距教學學習課程。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精簡型電腦 

 

2.精簡型電腦 

 

3.電腦螢幕 

 

4.電腦主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2.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3.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4.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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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餐 

飲 

管 

理 

系 

(1)學術理論與實務操作課

程並重。 

(2)配合餐飲產業人才需

求，致力提升學生專業

知識、技能與專業態度。 

(3)專業證照的取得、外語

能力的養成及電腦等相

關輔助技能的具備。 

(4)實施補救課程，提升學

生學習效果。 

(5)實施ㄧ年至校外實習，

並定期與建教業者訪視

座談。 

(6)實施專題製作相關課

程，增強學生組織、思

考與表達能力。 

(7)提供學系職涯進路；以

畢業生追蹤機制回饋課

程規劃；申請就業學程。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四門立式冷凍冰箱 

2.電子控溫雙層烤箱 

3.不鏽鋼三層工作台 

4.不鏽鋼雙層上架 

5.不鏽鋼濾網式排油煙罩 

6.不鏽鋼單水槽附抽屜工作

台 

7.不鏽鋼雙口電子炒爐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247 頁，3-(2)D 

2.伍-247 頁，3-(2)D 

3.伍-247 頁，3-(2)D 

4.伍-247 頁，3-(2)D 

5.伍-247 頁，3-(2)D 

6.伍-247 頁，3-(2)D 

 

7.伍-247 頁，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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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觀 

光 

事 

業 

系 

本系以「觀光餐旅優質服

務」的角色，重新自我定位

的特色學程，提供關聯產業

經營理論與實務與專業應

用外語能二大領域之共同

基本能力教育方案，以期強

化本系學生素質。 

(1)培育目標聚焦明確，配

合觀光產業趨勢定位明

晰。 

(2)實施 6 個月至校外實習

課程與業者不定期舉辦

講座。 

(3)強調外語檢定能力的養

成與表達能力的訓練。 

(4)配合觀光服務產業人才

需求，致力提升學生專

業技能、知識與品質。 

(5)師生參與產學合作計

畫，建教合作與社區服

務。 

(6)實施專題研究相關課

程，增強學生思考、組

織與表達溝通與發表能

力。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行程競賽模擬管理系統 

2.職場體驗暨實習履歷線上

互動系統 

3.休閒活動創意設計雲端實

作系統 

4.地勤運務模擬教學平台 

5.行李作業模擬教學平台 

6.登機作業模擬教學平台 

7.遊輪情境模擬教學系統 

8.巴士情境模擬教學系統 

9.生態旅遊管理系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273 頁，3-(5)B 

2.伍-273 頁，3-(5)B 

 

3.伍-273 頁，3-(5)B  

 

4.伍-273 頁，3-(5)B 

5.伍-273 頁，3-(5)B 

6.伍-273 頁，3-(5)B 

7.伍-273 頁，3-(5)B 

8.伍-273 頁，3-(5)B 

9.伍-273 頁，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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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1)培育目標聚焦明確，配

合觀光產業趨勢定位明

晰。 

(2)施 6 個月至校外實習課

程與業者不定期舉辦講

座。 

(3)強調外語檢定能力的養

成與表達能力的訓練。 

(4)配合休閒遊憩暨觀光服

務產業人才需求，致力

提升學生專業技能、知

識與品質。 

(5)師生參與產學合作計

畫，建教合作與社區服

務。 

(6)實施專題研究相關課

程，增強學生思考、組

織與表達溝通與發表能

力。 

A.重點特色 

1.高爾夫模擬系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背部高拉訓練機  

2.貳頭彎舉機 

3.腹肌訓練機 

4.多功能訓練機 

5.負重式胸部推舉訓練機 

6.負重式肩部推舉訓練機 

7.負重式背部高拉訓練機 

8.負重式坐姿划船訓練機 

9.負重式蹲舉訓練機 

10.槓片放置架 

11.槓把放置架 

12.2.5~25 公斤包膠槓片 

A.重點特色 

1.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2.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3.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4.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5.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6.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7.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8.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9.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執
行策略-(1)、(3) 

10.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
執行策略-(1)、(3) 

11.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
執行策略-(1)、(3) 

12.伍-290 頁，發展計畫及近期
執行策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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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化

妝

品

應

用

與

管

理

系 

(1)培育目標聚焦明確，配

合美容產業趨勢定位

清楚。 

(2)配合化妝品產業人才需

求，致力提升學生專業

知識、技能與品質。 

(3)實施半年至校外實習與

不定期舉辦業者座談。 

(4)積極與國外學校進行國

際交流，擴展國際視

野。 

(5)實施專題研究相關課

程，增強組織、思考與

表達能力。 

(6)強調外語檢定與表達能

力的訓練。 

(7)最具時尚之美甲、芳

療、彩妝、整體造型、

美姿美儀實務操作訓

練課程與設備。 

(8)師生共同參與產學計

畫、建教合作與社區服

務。 

A.重點特色 

1.四人座美髮造型桌 

2.二人座美髮造型桌 

3.美髮沖水台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液晶顯示器 

2.視訊轉播系統 -錄影、廣

播、字幕系統主機 

3.大型相機腳架 

4.觸控式 POS 設備 

5.玻璃框座設備 

6.筆記型電腦 

7.快速光纖式吸收光譜儀 

8.大型專業彩妝燈箱 

9.液晶顯示器 

10.黃金脂雕儀 

11.口紅模具 

12.精簡型電腦 

A.重點特色 

1.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2.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3.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2.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3.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4.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5.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6.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7.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8.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9.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10.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11.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12.伍-30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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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演

藝

事

業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1)培育目標聚焦明確，配

合表演藝術相關產業趨

勢定位清楚。 

(2)配合表演藝術產業人才

需求，致力提升學生專

業知識、技能與品質。 

(3)實施校外實習與不定期

舉辦業者座談。 

(4)積極與國外學校進行國

際交流，擴展國際視野。 

(5)實施專題研究相關課

程，增強組織、思考與

表達能力。 

(6)強調外語檢定與表達能

力的訓練。 

(7)具備先進之表演藝術實

務操作訓練課程與設

備。 

 

A.重點特色 

1.手提式無無線擴音機 

2.樂器收音系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數位燈光控制軟體  

2.筆記型電腦 

3.單眼相機 

4.數位攝影機 

A.重點特色 

1.伍-33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2.伍-33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33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2.伍-33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3.伍-33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4.伍-332 頁，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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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烘 
 

焙 
 

學 
 

程 

(1)學術理論與實務操作課

程並重。 

(2)配合餐飲產業人才需

求，致力提升學生專業

知識、技能與專業態度。 

(3)專業證照的取得、外語

能力的養成及電腦等相

關輔助技能的具備。 

(4)實施補救課程，提升學

生學習效果。 

(5)實施ㄧ年至校外實習，

並定期與建教業者訪視

座談。 

(6)實施專題製作相關課

程，增強學生組織、思

考與表達能力。 

(7)提供學系職涯進路；以

畢業生追蹤機制回饋課

程規劃；申請就業學程。 

A.重點特色 

1.急速冷凍冰箱 

2.電熱水器 

3.拉糖機 

4.攪拌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大理石檯面 

A.重點特色 

1.伍-247 頁，3-(2)D 

2.伍-247 頁，3-(2)D 

3.伍-247 頁，3-(2)D 

4.伍-247 頁，3-(2)D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247 頁，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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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三、民生學院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旅
館
學
程 

本系以「觀光餐旅優質服

務」的角色，重新自我定位

的特色學程，提供關聯產業

經營理論與實務與專業應

用外語能二大領域之共同

基本能力教育方案，以期強

化本系學生素質。 

(1)培育目標聚焦明確，配

合觀光產業趨勢定位明

晰。 

(2)實施 6 個月至校外實習

課程與業者不定期舉辦

講座。 

(3)強調外語檢定能力的養

成與表達能力的訓練。 

(4)配合觀光服務產業人才

需求，致力提升學生專

業技能、知識與品質。 

(5)師生參與產學合作計

畫，建教合作與社區服

務。 

(6)實施專題研究相關課

程，增強學生思考、組

織與表達溝通與發表能

力。 

A.重點特色 

1.飯店管理系統軟體 

2.飯店管理系統軟體用伺服

器 

3.飯店管理系統軟體用 POS

系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電腦主機(含螢幕)  

2.掃描器 

 

A.重點特色 

1.伍-273 頁，3-(5)B 

2.伍-273 頁，3-(5)B 

 

3.伍-273 頁，3-(5)B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伍-273 頁，3-(5)B 

2.伍-273 頁，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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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學位學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畫關聯性 

四、通識教育中心 

所、系 

、中心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1)培養學生認識自我、發

展自我，實現自我，拓

展人際關係，提昇理

解、感受、表達、溝通

之能力，使學生擁有健

全的心理素質和卓越的

道德情操，並對人生意

義及價值有完整的概

念。  

(2)培養學生格物致知、窮

究事理之精神，激發觀

察、思考、分析、綜合、

判斷之潛能，使學生具

有創造、決策、解決問

題和終身學習之能力。  

(3)培養學生廣博的見識、

恢弘的氣度、淵深的人

文素養、典雅的藝術內

涵，了解科技與社會動

態，延展自我學習領

域，加強全人教育，使

人的主體意識覺醒，並

能對人類、社會和環境

產生終極的關懷。  

(4)提升本國及外國語文能

力，包含閱讀思考、口

語表達及寫作能力，增

進學生語文力的涵養及

職能優勢；外國語文部

分，除強調分級進階學

習外，亦要求畢業學生

均能通過全民英檢。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

台升級-全民英檢多方位模

擬測驗系統 

2.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

台升級-NEW TOEIC 多方

位模擬測驗系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肆-41 頁，(一)2-(4) 

 

 

2.肆-41 頁，(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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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經常門項目 內容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

構 

1.編纂教材 

1.每學年定期於十一月下旬，辦理「教師編纂教

材、自製教具成果觀摩展示會」暨評審會。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本項內容預計執行教師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以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等。

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辦

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3.本案之審查機制係以「本校獎助教師自製教具及

數位教材實施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為主要依據。 

4.審查作業：分為初審、評審、委員會複審程序進

行。 

5.各教學單位均設置「教材教具中心」，並逐步充

實之。 

參-19 頁，(2-教-5)項 

參-20 頁，(2-教-8)項 

2.製作教具 

1.每學年定期於十一月下旬，辦理「教師編纂教

材、自製教具成果觀摩展示會」暨評審會。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本項內容預計執行教師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以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等。

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辦

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3.本案之審查機制係以「本校獎助教師自製教具及

數位教材實施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為主要依據。 

4.審查作業：分為初審、評審、委員會複審程序進

行。 

5.各教學單位均設置「教材教具中心」，並逐步充

實之。 

參-19 頁，(2-教-5)項 

參-20 頁，(2-教-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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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內容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3.改進教學 

依據辦法獎勵教師輔導學生考取國家證照、教師獲

得國家級證照、指導學生參加專業技（藝）能競賽、

參加國際發明展等。 

參-41 頁，(6-研-1)項 

參-42 頁，(6-研-5)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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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等。 

參-41 頁，(5-研-3)項 

參-42 頁，(6-研-3)項 

參-42 頁，(6-研-5)項 

5.研習 

依據辦法補助系所舉辦各項研習研討會、補助教師

參加各項研習研討會、獎勵教師參加研習研討會

等。 

肆-18 頁，第(14)項 

6.進修 

1.辦理獎助教師博士學位進修及第二專長碩士學

位進修，以強化師資素質。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且執行內容將依教育部相關法

令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參-46 頁，(2-人-1)項 

7.著作 
依據辦法獎勵教師發表著作於國際知名期刊、 

專書等。 
參-42 頁，(6-研-4)項 

8.升等送審 

1.辦理獎助教師升等，以改善師資結構，並提高研

究能力與教學品質。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且執行內容將依教育部相關法

令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參-46 頁，(2-人-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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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內容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工作 

1.強化社團活動知能，落實社團指導老師輔導社團

工作專業化。 

2.藉綿密之活動與宣導教育，將菸、毒及愛滋病之

危害廣植學生心中，以開創健康人生。 

3.整合學務工作內容，推動五守運動品德教育計

畫，確立典範學習。 

4.辦理活動讓學生及教職員對生命教育及憂鬱與

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有所認識。 

5.舉辦系列專題演講，教導學生對性別平等之正確

認識及舉辦工作坊、電影因欣賞座談活動等。 

6.辦理服務學習從中體會出積極進取、樂觀向上、

關愛與關懷的人格價值。 

7.培養學生與社區民眾面對面接觸，並藉由「服務

別人，成長自己」寶貴經驗，領悟工作應有之態

度及認知。 

8.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

令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1.參-33 頁，(11-學-1)項 

2.參-27 頁，(3-學-1)項 

3.參-28 頁，(3-學-4)項 

4.參-27 頁，(2-學-2)項 

5.參-27 頁，(2-學-2)項 

6.參-32 頁，(9-學-1)項 

7.參-32 頁，(9-學-2)項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1.獎勵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同時辦理行

政人員職能訓練及研習，藉以提升行政服務品

質，並激勵行政人員之專業成長。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且執行內容將依教育部相關法

令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肆-34 頁，第(E)項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1.改善學生學習環境及配合數位化教學，定期更新

教學設施，提供優質學習空間。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

令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肆-13 頁，(二)1、(2)-D 項 

48



 

經常門項目 內容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五、其他 

1.新聘教師

薪資 

(2 年內) 

1.增聘發展系所之專業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

之實務教師。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且執行內容將依教育部相關法

令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參-46 頁，(2-人-3)項 

2.資料庫訂

閱費 

參加「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持續 

採購資料庫，增加電子資訊資源，加強學校師 

生之使用資源。 

參-67 頁，(7-圖-2)項 

肆-52 頁，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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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請說明校內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及其如何產生） 

教育部核配本校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補助經費新臺幣 15,614,410 元，獎勵款

經費約編列 22,530,072 元，總獎勵補助經費預算計新台幣 38,144,482 元。另本校自籌款經

費預算原則約編列新台幣 11,664,163 元，約佔總獎勵補助經費 31%，合計總經費新臺幣

49,788,645 元。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規定，本校共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二大項目，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比例(不包括自籌款)為

70:30。故本年度資本門經費原則約新臺幣 26,701,137 元（不包括自籌款），經常門經費原則

約新臺幣 11,443,345 元（不包括自籌款）。各細項分配情形如下： 

（一）經費分配比例 

1.獎勵補助款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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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2 年 8 月 16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20117402B 號令修正發布第九點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二項獎勵

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七十及百

分之三十。 

2.自籌款 

依據教育部規定須自籌獎勵補助經費之 10%以上為配合款。本校經專責小組會議決

議，為配合獎勵補助款之運用，發揮其功能，依據此獎勵補助額度，本校配合自籌款為

11,664,163 元，約佔總獎勵補助款 31%。 

（二）資本門經費分配 

1.經費分配規劃： 

本校資本門經費分配規劃，共分為學校重點發展分配款、系所分配款(含通識中心、

學位學程)、全校性統籌分配款等。 

2.經費分配程序： 

(1)學校重點發展分配款 

各學院為配合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購置系際或學院間

整合性設備儀器。各學院依據發展重點、特色及年度預算，經各學院院長整合後，送

研發處彙整。 

(2)系所分配款(含通識中心、學位學程) 

各單位依據發展重點、特色及年度預算，先經由系務會議討論初審過後，決定其

發展特色及重點，經排定優先序後，送會計室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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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校性統籌分配款 

本校全校性統籌分配款，包含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經圖書館及學務處等單位，依據發展需求及年度預算，提出相關需求

及優先序後，送會計室彙整。 

3.經費分配原則 

各系提報之設備，需註明與系所重點、特色發展或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整合關係，

再經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後辦理。原則上必須為教學設備、學校重點特色整合及單位發展重

點之設備，才列入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之申請。且因為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金額未定，

因此各學院之設備應考量重點排序，以使經費能分配至各學院，而非集中於某特別單位。 

4.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不包括自籌款) 

本校各系所、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含學校重點發展分配款、系所分配款)約佔

資本門 82.64%，相關敘述說明如下： 

(1)學校重點發展分配款： 

經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納入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後，由各學術單位依原規

劃，執行學校重點特色之發展。 

(2)系所分配款(含通識中心、學位學程)： 

經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納入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後，由各教學單位依原規

劃，執行各系所特色之發展。 

(3)全校性統籌分配款： 

A.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約佔資本門經費 12.43% 

主要用於中西文圖書、期刊、圖書館自動等。由本校圖書館依各教學單位需求

及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統一編列採購，擴充本校圖書資源。 

B.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約佔資本門經費 2.50% 

主要用於增購訓輔設備，以充實學生社團之設施。此項業務則由本校學務處負

責規劃執行。 

(三)經常門經費分配： 

1.經費分配規劃： 

本項經費由本校人事室、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實習就業組、研發處學術發展暨產

學合作組、總務處、圖書館共同運用，並由權責單位依據上一年度經費執行狀況負責規劃，

提出各項之經費後，送研發處彙整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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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費分配程序： 

各項經常門支用項目，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議各項金額及比例後，納入獎勵補助經

費支用計畫書中。 

3.經費分配原則： 

各單位提報之經費，須經專責小組會議審議，以求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分配。各

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做編列，本項內容預計執行獎勵教師參加各項

研習、研討會，鼓勵舉辦研習、研討會等。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辦

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4.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 

(1)各單位支用項目及負責業務如下： 

人事室：充實師資、提升師資素質及改善師資結構、獎勵教師進修、升等及行政人員

進修、研習等業務。 

教務處：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等業務。 

研發處：補助老師帶領學生參加國際競賽與發明展、獎勵教師專題、專利及參與研習

研討會，鼓勵系所辦理研討會、獎勵教師著作等。 

學務處：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之運作。 

總務處：汰換添購各系所、中心之教學設備、教室課桌椅，提升學習品質與成效。 

圖書館：增購圖書館資料庫資料。 

(2)規劃經常門各項目分配使用金額與比例如下：經常門規劃使用項目之經費分配與比例

(不包括自籌款)，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部分計新臺幣 8,546,645元，約佔經常門經費 74.69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部分計新台幣 835,700 元，約佔經常門經費 7.30％；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部分計新台幣 100,000 元，約佔經常門經費 0.87 ％；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部分計新台幣 441,000 元，約佔經常門經費 3.85％；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

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部分計新台幣 420,000 元，約佔經常門經費 3.67％；資料庫

訂閱費部分計新台幣 1,100,000 元，約佔經常門經費 9.61％。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及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如附件一) 

1.組織辦法。 

2.成員名單（請註明服務系所/單位、職級、行政職務等資訊）。 

3.審議本(103)年度修正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及相關附件非討論本年度支用規

劃之會議紀錄請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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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如附件二) 

1.選任或組成機制（辦法） 

2.稽核人員名單（請註明服務系所/單位、職級、行政職務等資訊） 

3.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說明（請條列簡要說明） 

三、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度 

(一)經常門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請參閱附件三) 

1.獎助教師自製教具及數位教材實施辦法 

2.教師自製教材教具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3.專任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技(藝)能競賽獎補助辦法 

4.師生出國參加國際型競賽差旅補助辦法 

5.專任教師指導學生參加國際發明展甄選辦法 

6.專利業務獎補助辦法 

7.專任教師舉辦、參加研習(討)會補助辦法 

8.專任教師績效獎勵辦法 

9.教師進修辦法 

10.教師升等送審辦法 

11.教師升等外審作業要點 

12.行政人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辦法 

 

(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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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往執行成效（僅就獎勵補助經費執行部分加以說明） 

一、最近 3 年(99~101)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項目 
獎勵 

補助款 
自籌款 

執行成果

件數 

獎勵 

補助款 
自籌款 

執行成果

件數 

獎勵補助

款 
自籌款 

執行成果

件數 

編纂教材 $81,000 $20,000 8 案 $95,000  6 案 $30,000  4 案 

製作教具 $529,000 $70,000 11 案 $605,000  7 案 $620,000  12 案 

改進教學 $1,795,486  623 案 $3,482,062 $104,342  926 案 $3,574,585  875 案 

研究 $1,567,599 $466,248 421 案 $1,841,259  451 案 $2,103,282  425 案 

研習 

(含學校自辦) 
$555,483 $15,741 679 案 $388,843  643 案 $380,670  378 案 

進修 $737,249  26 案 $706,455  22 案 $528,186  23 案 

著作 $60,572  367 案 $57,046  355 案 $66,668  325 案 

升等送審 $263,551 $16,449 23 案 $89,000  13 案 $101,500  16 案 

總計 $5,589,940 $588,438 2,158 案 $7,264,665 $104,342 2,423 案 $7,404,891  2,058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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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 2 年(101~102)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電腦週邊含桌

上型及筆記型電腦、液晶螢幕、印表機等；電子化教學設備含電子黑板、電動螢幕、單槍投影機、

數位照相機及錄影機等） 

101 年度電腦週邊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含單位) 總價 

A09 工業用液晶顯示器 10 台 $600,000 

A32 多媒體電腦 5 台 $95,000 

A36 多媒體電腦 9 台 $171,000 

A39 多媒體電腦 6 台 $114,000 

A42 多媒體電腦 6 台 $114,000 

A45 個人主機(含螢幕) 5 套 $127,000 

A48 多媒體電腦 3 台 $57,000 

A52 電腦主機 1 台 $21,900 

A55 多媒體電腦 2 台 $38,000 

A59 多媒體電腦 4 台 $76,000 

A62 多媒體電腦 8 台 $152,000 

A65 多媒體電腦 8 台 $152,000 

B01 多媒體電腦 16 部 $350,400 

B02 觸控式 POS 主機組 12 組 $576,000 

B07 個人電腦(含螢幕) 31 組 $697,500 

B08 多媒體電腦(含螢幕) 8 套 $187,200 

B09 虛擬化雲端分享案-個人電腦主機(老師機) 1 台 $22,300 

B13 個人電腦組 4 組 $92,800 

B17 企業精簡型電腦 79 套 $1,458,000 

B22 平板電腦 10 台 $133,500 

B23 多媒體電腦(含螢幕) 2 台 $58,800 

B25 虛擬化雲端分享案-個人電腦主機(一對多分享主機) 3 台 $94,395 

B26 觸控式 POS 主機組 4 組 $146,000 

B48 筆記型電腦 9 台 $230,400 

B49 個人電腦組 8 組 $185,600 

B51 個人電腦(含螢幕) 17 台 $382,500 

B59 iMac 電腦 1 台 $64,500 

B63 多媒體電腦 1 台 $19,000 

B65 多媒體電腦 10 台 $190,000 

總計金額   $6,60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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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電子化教學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含單位) 總價 

A05 互動式電子白板 2 套 $142,000 

A06 短焦投影機 2 台 $42,600 

A08 短焦單槍投影機 3 台 $63,900 

A14 教室端課程錄影系統 1 套 $88,500 

A16 固定式高解析攝影機 1 台 $18,000 

A24 互動模組 影像捕捉攝影機 1 組 $26,250 

A25 投影機 1 組 $54,800 

A31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5 台 $180,485 

A33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3 台 $52,800 

A34 單槍投影機 2 台 $52,200 

A35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9 台 $324,873 

A37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10 台 $176,000 

A38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6 台 $216,582 

A40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6 台 $105,600 

A41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6 台 $216,582 

A43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5 台 $88,000 

A44 數位多功能 E 化講桌 5 組 $165,889 

A46 單槍投影機 5 台 $96,500 

A47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3 台 $108,291 

A49 電動布幕 3 台 $15,900 

A50 數位講桌(含手寫螢幕) 1 組 $36,097 

A53 投影機 1 台 $19,300 

A54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2 台 $72,194 

A56 電動布幕 2 台 $10,600 

A57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10 台 $360,970 

A58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4 台 $144,388 

A60 電動布幕 2 台 $10,600 

A61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8 台 $288,776 

A63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8 台 $140,800 

A64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8 台 $288,776 

A66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8 台 $140,800 

B21 數位相機 1 台 $47,780 

B28 無線網路投影機含銀幕 8 套 $29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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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電腦週邊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含單位) 總價 

B56 虛擬化雲端分享案-投影機及布幕 1 組 $50,600 

B57 攝影設備 1 組 $179,000 

B62 數位資訊講桌(含手寫螢幕) 1 台 $36,097 

B64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1 台 $17,600 

B66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9 台 $158,400 

B67 單槍投影機(含電動布幕) 2 台 $35,200 

總計金額   $4,568,130 

 

102 年度電腦週邊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含單位) 總價 

A13 電腦主機(含螢幕) 50 台 $1,175,000 

A19-12 數位生活科技整合教學展示系統-智慧型平板 1 套 $14,500 

A34 iPAD 平板電腦 8 台 $120,000 

B02 數位噴墨 44 吋印表機 1 部 $200,000 

B03 數位複合機 1 台 $142,000 

B04 電腦主機(含螢幕) 30 組 $729,000 

B04 

(原標餘款 05) 
電腦主機(含螢幕) 26 組 $630,000 

B06 平板電腦 19 台 $294,500 

B15 多功能彩色印表機 1 台 $29,000 

B20 筆記型電腦 1 部 $22,500 

B21 電腦主機(含螢幕) 19 組 $485,450 

B23 繪圖機 1 台 $205,000 

B29 70 吋 Led 觸控銀幕 1 台 $200,000 

B31 電腦主機(含螢幕) 1 台 $24,800 

B36 電腦主機(含螢幕) 5 台 $131,000 

B40 智慧平板電腦 40 台 $440,000 

B44 雷射印表機 6 台 $75,000 

B47 平板電腦 2 台 $41,500 

B48 企業精簡型電腦 60 套 $978,000 

B62 電腦主機(含螢幕) 7 台 $173,600 

B69 筆記型電腦 2 台 $59,000 

B71 電腦主機 4 台 $87,400 

C03 電腦主機(含螢幕) 6 套 $1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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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電腦週邊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含單位) 總價 

C04 電子書瀏覽器 5 台 $75,000 

E02 筆記電腦 1 台 $59,250 

E05 彩色雷射印表機 1 台 $19,000 

E08 LED 液晶顯示器 1 台 $22,000 

總計金額   $6,618,500 

 

102 年度電子化教學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含單位) 總價 

A20-1 互動多媒體整合系統-體感互動投影機 4 套 $112,000 

A23 網路型攝影機 5 台 $60,000 

A24-01 體感互動投影機 2 套 $340,000 

B14 單槍投影機組 1 套 $83,731 

B18 多點觸控觸控白板-80 吋觸控白板 1 部 $300,000 

B24 投影機 1 台 $26,923 

B30 防水防震攝錄影機組 6 組 $66,000 

B33 多點觸控觸控白板-情境體感互動影像捕捉攝影系統 1 部 $20,000 

B39 投影攝影機 1 台 $52,600 

B41 多點觸控觸控白板-短焦投影機 1 部 $36,000 

B49 投影機 2 部 $75,000 

B57 單槍投影機 6 組 $161,538 

B68 數位攝影機 1 台 $25,315 

B74 投影機 2 台 $31,984 

B75 投影機 3 台 $47,976 

B76 投影機 2 台 $31,984 

E04 單眼相機 1 台 $22,000 

E06 數位相機 2 台 $36,000 

總計金額   $1,52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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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 3 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請具體列舉最多 3 項） 

(一)機器人教學特色 

本校以「理論與實務並重」為教學方針，一向注重實務專題製作，並以由淺而深的漸

進式方式教學，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申請專利及證照檢定，累積成果豐碩。工程學

院為強化學生在機器人相關的基礎知識和研究能量，已開設多門機器人設計製作相關整合

課程，如機構設計、電路設計、電力設計、界面設計與系統整合，讓學生更加瞭解機器人

原理、製作和應用。目前已有 15 間不同主題之機器人研究室，自製機器人類型包含人型、

昆蟲型、教學型、救災型、家用型、導覽型、工業用具 600 餘件。 

(二)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本校為推動專業技能檢定考照，提升學生實務技能之特色，提高學生就業能力，積極

輔導學生考取技能檢定證照。同時將實習課程及教材與技能檢定相結合，為使學生能順利

考取證照，並於假日期間設立「證照輔導班」，免費輔導學生；本校亦於圖書館成立「英

文課業診療室」以及「數位語言中心」，建立英文的學習環境，以利學生英文能力的進展，

亦透過系學會舉辦「專業英文大會考」，導引學生加強語文的學習。積極輔導學生考取相

關專業證照、電腦證照以及語言類證照。 

(三)建構 E 化教學設備 

配合本校提升學生 E-Learning 學習環境及校園 E 化服務，推動教師配合本校

E-Learning 平台，設計網路教學、課程預習、複習與練習教材，提供學生在無空間、時間

限制下學習，建置 E-portfolio 教學網站，提供師生無障礙的學習溝通空間，強化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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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請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六) 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七)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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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A.重點特色：係本校 103 年度學校重點發展特色經費須佔(資本門總經費 40%±2%)編列約 1,600 

萬元。由各院院長及相關人員討論並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議。 

B.系所資本門分配：係系所分配款(含通識中心、學位學程)。 

(一) 資本門支出項目預期成效 

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機

械

工

程

系 

A.重點特色 

1.機車動力調控及檢測修護設

備 

2.引擎馬力試驗機控制主機 

3.新型油電混合動力車教學系

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電腦主機(含螢幕) 

2 液晶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3.表面粗度計 

質化成效： 

1.增進本系資訊多元教學。  

2.建構完整考照軟硬體環境。  

3.提昇學生考取汽修證照率。  

4.培育業界所需要的機械實作工程師，強化學生實務技         

能，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5.提高專題製作成效，培育學生實作之技能。 

6.提昇學生考取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證照率。  

7.成立機車檢護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考場，提供學生完

善訓練場所，增進考照通過率。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4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1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5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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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電

機

工

程

系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電腦主機 

2.筆記型電腦 

3.單槍投影機 

質化成效： 

1.輔導學生證照考取。 

2.增加學生程式撰寫之能力。 

3.電腦除作為教學外，並可用於實務專題製作、機器人

基本程式訓練等，以提升學習成效、競賽能力及實務

技能。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35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15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3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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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資

訊

工

程

系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儲存示波器 

2.電腦還原系統(90 點) 

3.數位講桌 

4.電腦主機 

5.精簡型電腦 

質化成效： 

1.利用無線網路特性，建構一智慧生活科技整合系統，

其中包含監測環境之溫濕度、光照度、危險氣體等，

並透過 IP CAM 監控環境影像，再藉由無線或紅外線

技術控制電器設備，同時整合能源損耗與節能管理、

生理資訊量測、GPS 定位追蹤等技術，而在後端控制

系統中建構雲端資料庫系統，如此將現代資訊、電子、

通訊等科技實際應用於生活中。該研究技術也將實際

導入教學，使修課學生有實際參與的數位生活科技經

驗，並增進對 Z-Wave、Zigbee、RFID 等先進技術應

用的認知。因此修課學生亦將接觸一些底層之電子電

路與網路程式設計相關知識，包括電路設計佈線、電

氣訊號模擬、Java 程式設計、PHP 程式設計、XML 技

術的應用、互動式網路系統的開發、資料庫等相關技

術，可以奠定紮實的電路與程式設計能力。 

2.以 IP 網路為導向所建置的數位 E 化教學系統，增進學

生的課堂學習興趣與效果。 

3.建立嵌入式開發平台環境，提供學生學習相關軟硬體

原理與技術，增進專屬領域，如影像視覺、數位家庭、

機器人運動、八爪蜘蛛等技術。 

4.培養學生學習無線網路架構與程式設計能力。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9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2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20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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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電

腦

與

通

訊

工

程

系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攜帶型網路分析儀 

2.電腦主機 

質化成效： 

1.培養學生專題寫作及創作能力。  

2.輔導學生參加全國性專題競賽。  

3.輔導學生積極申請各項專利。  

4.專題研究成果將發表於研討會論文期刊。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4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15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15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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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資

訊

管

理

系 

A.重點特色 

1.電腦主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影片編輯軟體 

2.字幕軟體 

3.彩色雷射多功能事務機 

4.電腦主機 

5.伺服器 

6.雲端商城儲存空間 

7.伺服器作業系統 

質化成效： 

1.強化創新研發能量、積極與產業界合作，提昇務實之

科技能量、運用資訊科技。 

2.發展適性之數位教材、教具，創新教學方式、提供遠

距教學，使教學不再受限場地及時間因素。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5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3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50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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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數

位

多

媒

體

設

計

系 

A.重點特色 

1.伺服器 

2.電腦主機 

 

質化成效： 

1.培養學生熟悉動畫軟體操作，提升專業技能。 

2.輔導學生參加軟體國際認證考試，增進就業競爭力。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5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2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15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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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應

用

外

語

系 

A.重點特色 

1.電腦主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投影機(含電動螢幕) 

2.投影機 

3.電腦主機(含螢幕) 

4.大家學日語進階會話(三) 

5.擴音機音響組 

6.移動式擴音機 

7.平板電腦 

8.投影機 

9.移動式行動語言錄音播放系統 

10.投影機 

11.平板電腦 

質化成效： 

1.增進本系媒體多元自學據點。  

2.協助學生全球英檢或商務英文證照考取。  

3.增進本系媒體多元教學。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53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2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4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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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行

銷

與

流

通

管

理

系 

A.重點特色 

1.液晶拼接電視牆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數位多功能講桌 

2.電腦主機 

3.筆記型電腦 

4.櫃檯收銀作業系統軟體(PC 版) 

5.24 埠之網路交換器 

6.行銷贏家-模擬經營競賽系統 

質化成效： 

1.結合學生歷年所學相關實務技能與知識，融合在整合

行銷與創意商品專題製作之中，將專題內容以網頁呈

現所有成果。 

2.提供完整硬體環境，透過專業教室與專題實習室的設

置，提昇教學內容與課後學習品質。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5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3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50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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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企

業

管

理

系 

A.重點特色 

1.電腦主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投影機 

2.繪圖機 

3.伺服器 

4.機櫃 

5.無線擴音機 

質化成效： 

引進新型軟體與課程結合形成系所特色，充實教學設備

及提升 E-Learning 教學軟硬體設備，強化實務教學策

略：推動學生專業實習及鼓勵學生考取專業技術證照 

模擬企業環境提高學習動機。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25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16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8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69



 

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會

議

展

覽

服

務

業

學

位

學

程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精簡型電腦 

2.精簡型電腦 

3.電腦螢幕 

4.電腦主機 

質化成效： 

1.增進本學程專業之多元教學。 

2.建構一套完整的課程實施所需的軟硬體環境。 

3.促成產學合作、協助教師發表期刊/研討會論文、學生

參加競賽。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279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76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11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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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餐

飲

管

理

系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四門立式冷凍冰箱 

2.電子控溫雙層烤箱 

3.不鏽鋼三層工作台 

4.不鏽鋼雙層上架 

5.不鏽鋼濾網式排油煙罩 

6.不鏽鋼單水槽附抽屜工作台 

7.不鏽鋼雙口電子炒爐 

質化成效： 

1.強化專業教室之設備，提升專業技能及知識。  

2.透過各項設備操作應用，更精準掌握與提昇技巧。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4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4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15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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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觀

光

事

業

系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行程競賽模擬管理系統 

2.職場體驗暨實習履歷線上互

動系統 

3.休閒活動創意設計雲端實作

系統 

4.地勤運務模擬教學平台 

5.行李作業模擬教學平台 

6.登機作業模擬教學平台 

7.遊輪情境模擬教學系統 

8.巴士情境模擬教學系統 

9.生態旅遊管理系統 

質化成效： 

1.提昇學生學習旅行業實務技能的運用。 

2.增進本系資訊多元教學。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2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2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20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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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A.重點特色 

1.高爾夫模擬系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背部高拉訓練機  

2.貳頭彎舉機 

3.腹肌訓練機 

4.多功能訓練機 

5.負重式胸部推舉訓練機 

6.負重式肩部推舉訓練機 

7.負重式背部高拉訓練機 

8.負重式坐姿划船訓練機 

9.負重式蹲舉訓練機 

10.槓片放置架 

11.槓把放置架 

12.2.5~25 公斤包膠槓片 

質化成效： 

1.配合文創休閒產業中心，提供學生在運動健康與休閒

遊憩之理論與實務的學習與研究場所。 

2.培養學生運動健康與休閒遊憩之專業知能。 

3.培養學生健康與休閒遊憩之獨立作業能力。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5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3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2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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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化

妝

品

應

用

與

管

理

系 

A.重點特色 

1.四人座美髮造型桌 

2.二人座美髮造型桌 

3.美髮沖水台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液晶顯示器 

2.視訊轉播系統-錄影、廣播、

字幕系統主機 

3.大型相機腳架 

4.觸控式 POS 設備 

5.玻璃框座設備 

6.筆記型電腦 

7.快速光纖式吸收光譜儀 

8.大型專業彩妝燈箱 

9.液晶顯示器 

10.黃金脂雕儀 

11.口紅模具 

12.精簡型電腦 

質化成效： 

藉此強化化妝品調配實習室、美容儀器室/芳療 SPA 教

室、化妝品檢測實習室、護膚教室、美甲教室之設備，

增進本系專業教學，建構一套完整的課程實施所需的軟

硬體環境，提升專業技能及知識，並透過各項設備操作

應用，更精準掌握與提昇技巧，促成產學合作、協助教

師發表期刊/研討會論文、學生參加競賽。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5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5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50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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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演

藝

事

業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A.重點特色 

1.手提式無無線擴音機 

2.樂器收音系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數位燈光控制軟體  

2.筆記型電腦 

3.單眼相機 

4.數位攝影機 

質化成效： 

1.增進本學程專業舞台燈光教學。  

2.建構一套完整的課程實施所需的軟硬體環境。  

3.促成產學合作、協助教師發表期刊/研討會論文、學生

參加競賽。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17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11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75



 

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烘  

焙  

學  

程 

A.重點特色 

1.急速冷凍冰箱 

2.電熱水器 

3.拉糖機 

4.攪拌機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大理石檯面 

質化成效： 

1.強化專業教室之設備，提升專業技能及知識。  

2.透過各項設備操作應用，更精準掌握與提昇技巧。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47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47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47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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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旅

館

學

程 

A.重點特色 

1.飯店管理系統軟體 

2.飯店管理系統軟體用伺服器 

3.飯店管理系統軟體用 POS 系

統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電腦主機(含螢幕)  

2.掃描器 

 

質化成效： 

1.提昇學生學習旅行業實務技能的運用。 

2.增進本系資訊多元教學。 

量化成效： 

1.約可供 200 位學生使用 

2.約可協助 200 位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3.約可協助 200 位學生專題製作或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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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

中心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B.系所資本門分配 

1.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

升級-全民英檢多方位模擬測

驗系統 

2.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

升級-NEW TOEIC 多方位模

擬測驗系統 

質化成效： 

1.使修習職場與生活禮儀、口語表達同學擁有臨場感之

優質學習環境，藉以提升學習品質。 

2.可創造情境化、優質化之語言教學環境，提升學生各

類語言聽、說、讀之能力，增進就業競爭力。 

3.加強學生適應參加各類語言證照考試臨場感，以提升

本校學生語言證照及格率。 

量化成效： 

1.可供全校學生使用 

2.可協助全校學生輔導考取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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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出項目預期成效 

經常門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質化成效 量化成效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

構 

1.編纂教材 

配合教育部推廣「數位教材認證」之

政策，鼓勵老師製作數位教材；並依

教育部「數位教材認證標準」之相關

規範審查，以提升本校 E 化學習環境

與教學品質。 

本學年度計師申請製作「數位教材」

計畫案，預計獎勵補助約 4 案。 

2.製作教具 

鼓勵老師製作教具，以改進教學，提

升教學品質，並充實各教學單位「教

材教具中心」。 

本學年度計師申請製作「教具」計

畫案，預計獎勵補助約 15 案。 

3.改進教學 

獎勵教師輔導學生考取國家證照、教

師獲得國家級證照、指導學生參加專

業技（藝）能競賽、參加國際發明展

等。 

本年預計獎勵補助約 800 案。 

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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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移轉等。 

本年預計獎勵補助約 460 案。 

5.研習 

補助系所舉辦各項研習研討會、補助

教師參加各項研習研討會、獎勵教師

參加研習研討會等。 

本年預計獎勵補助約 600 案。 

6.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及第二

專長碩士進修。 
本年預計獎勵補助約 21 案。 

7.著作 
獎勵教師發表著作於國際知名期

刊、專書等。 
本年預計獎勵補助約 300 案。 

8.升等送審 
鼓勵教師升等以改善師資結構，提昇

研究能力及提高教學品質。 
本年預計獎勵補助約 6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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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質化成效 量化成效 

二、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關

工作 

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鐘點

費 

聘請專業教師，加強社團訓練。 本年預計聘請專業教師 8 人。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補助品德教育活動、生命教育活動、

性別品等教育活動、服務學習活動、

社團全校性文康、體能校內外競賽活

動。 

本年預計舉辦 18 場活動。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獎勵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同時辦理行政人員職能訓練及研

習，藉以提升行政服務品質，並激勵

行政人員之專業成長。 

本年預計獎勵補助約 5 案。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

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汰換添購各系所中心之教學設備(電

子講桌刷卡機)，提昇學習品質與成

效。 

本年預計購買 80 台。 

五、其他 

1.新聘教師

薪資 

(2 年內) 

增聘發展系所之專業專任教師及 

專業技術人員之實務教師。 
本年預計獎勵補助約 2 人。 

2.資料庫訂

閱費 

「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及

線上資料庫。 
本年預計購買約 10-14 種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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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勵補助經費申請、核銷及其他應行注意事項，請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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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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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金額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約 31%） 

總經費

(5)=(3)+(4) 

$15,614,410 $22,530,072 $38,144,482 $11,664,163 $49,808,645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1%）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0%） 

金額 $10,930,087 $15,771,050 $11,664,163 $4,684,323 $6,759,022 $0 

合計 $38,365,300 $11,443,345 

占總經

費比例 
77% 23%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

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

主計處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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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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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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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5,837 82.64% $11,664,163 100% 

請另

填寫

附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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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768,000 2.88% $ %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2,550,000 9.55% $ % 

小計 $3,318,000 12.43% $ %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

款金額】） 
$666,400 2.50% $ % 

請另

填寫

附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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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900 2.43% $ %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 計 $26,701,137 100% $11,664,163 100%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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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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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註五）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 

編纂教材 $75,000 0.66% $0 0%  

製作教具 $675,000 5.90% $0 0%  

改進教學 $4,311,645 37.68% $0 0%  

研究 $2,076,000 18.14% $0 0%  

研習 $603,000 5.27% $0 0%  

進修 $620,000 5.42% $0 0% （註六） 

著作 $60,000 0.52% $0 0%  

升等送審 $126,000 1.10% $0 0%  

小計 $8,546,645 74.69% $0 0%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92,000 0.80% $0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349,000 3.05% $0 0%  

小計 $441,000 3.85% $0 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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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20,000 3.67% $0 0% 

請另填寫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835,700 7.30% $0 0%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1,100,000 9.61% $0 0% （註七）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1,935,700 16.92% $0 0%  

總 計 $11,443,345 100% $0 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授權年限 2 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應

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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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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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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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

費、訪視費、評鑑費。 

註十：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分外聘

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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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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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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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1-00 高爾夫模擬系統 詳細規格如下： 1 套 1,679,000 1,679,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A01-01 專用主機系統 

1.Intel i5 中央處理器(含以

上) 

2.記憶體 DDR3 2G (含以上) 

4.硬碟 1TB(含以上)  

5.含顯示卡 

6.含DVD光碟機 

7.作業系統WINDOWS 7 專

業版(含以上) 

8.含喇叭、 GS控制器 

9.高爾夫模擬器系統整合 

1 台 39,000 39,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A01-02 高爾夫球3D軟體 

1.含練習場軟體 , 模擬18

洞軟體, 揮杆分析軟體 

2.軟體永久授權 

1 式 450,000 450,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A01-03 
高爾夫球專用感

應器 

高速攝影機方式（左 1，右
1）- 採用高速攝影機感應
器揁測球杆軌跡，碰撞，
球的滾動 

2 台 300,000 600,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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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1-04 
左右手共用升降

式打擊平台 

根據球的落點來模擬現場
的坡度傾斜 （左右手選手
可以使用）- 2300（長）
mm x 1300mm（寬）  x 
260mm（高）- 重量 345kg 
±(5%) 

1 台 350,000 350,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A01-05 
全自動回收球 /供

球系統 

1. 隱藏式全自動回收球/
供球系統（左 1，右 1） 
2. 全自動升球機，全自動
集球機 

2 式 60,000 120,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A01-06 揮杆姿勢攝影機 

1. 41 萬(含以上)畫素光學
鏡頭 
2.拍攝揮桿姿勢用（正面
1，側面 1） 

2 台 15,000 30,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A01-07 投影機 
亮度 5000 度(含)以上 / 
解析度 1024 x768 (含以
上)(包含燈泡) 

1 台 60,000 60,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A01-08 雙層螢幕 4m x 3m（高度）(含以上) 1 式 30,000 30,000 高爾夫相關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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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2-00 
機車動力調控及

檢測修護設備 
規格說明如下： 1 套 2,600,000 2,600,000 

車輛工程實

習、車輛性

能測試與檢

驗 

機械工程系 
伍-15 頁，3-(1) 

伍-16 頁，3-(6) 
 

A02-01 
機車動力調控模

組 

應符合或優於下列規格: 

1.完全對應正壓系統：

NOS，渦輪，機械增壓，

高轉噴油嘴嘴管。 

2.提供3D供油正時與脈寬

全域可調。 

3.提供3D點火正時與脈全

域可調。 

4.支援寬域 O2 Sensor 及

Speed Tuning 自動調校功

能。 

5.配備需提供搭配測試教

學用完整載具模組及調校

數據顯示模組。 

1 組 380,000 380,000 

車輛工程實

習、車輛性

能測試與檢

驗 

機械工程系 
伍-15 頁，3-(1) 

伍-16 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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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2-02 
機車故障模擬模

組 

應符合或優於下列規格: 

1.需可提供燈光電路，啟動

電路，發電機電路，剎車

油壓，避震器，離合器，

脈衝產生器線圈，燃油量

計等模擬故障模組。  

2.所提供之故障模擬模組

需可搭既有之車種，完整

提供系統教學及檢定用

途。 

3.配合各站整備實際需

求，廠商得提供空壓管路

(含壓力源約 5HP 或以上)

及電源配置。 

1 組 680,000 680,000 

車輛工程實

習、車輛性

能測試與檢

驗 

機械工程系 
伍-15 頁，3-(1) 

伍-16 頁，3-(6) 
 

89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2-03 
機車性能檢測模

組 

應符合或優於下列規格: 

1.可配合調校後機車測試

其 CO+HC+CO2，據以分

析燃燒教學。 

2.提供 RS-232 輸出，將其

數據以 TXT 格式文字檔，

或 JPG 格式的圖形檔案，

與本校機車性能測試平台

連線，作成完整性能報

告。 

3.檢測模組需包含化油器

及噴射車種各一台，供完

整教學實習。 

4.測試試用機車，需配備輪

胎拆裝配備壹組，以利教

學使用。 

 

1 組 561,000 561,000 

車輛工程實

習、車輛性

能測試與檢

驗 

機械工程系 
伍-15 頁，3-(1) 

伍-16 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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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2-04 
活動式廢氣排放

模組 

應符合或優於下列規格: 

1.移動式抽排煙工作台  11 組 

a-1. 抽排煙工作台：整體尺寸

(寬)350mm~380mm/ 

(高)1000mm~1300mm/ 

(深)320mm 以下， 

整體材質以 1mm 以上 SUS 鋼材製作，中間高度

具一工作檯面可放置維修器具，並有一工具吊掛

板，其吊掛方孔尺寸應在(高)8~12mm/ 

(寬)18mm~22mm 並以矩形陣列排列之放式達

40~50 孔之間以利器具掛勾擺放調整，機身具一

掛勾可吊掛人造膠管，底部具條列狀出風口分散

排列，其孔大小空間應在 10mm 以內確保人員手

指誤入造成危險，工作檯背部應保留可拆面板以

利替換過濾耗材。 

a-2.控制面板；具電源啟動開關，電源指示燈號

(通電時亮起)，啟動指示燈號(啟動狀況表示)，

指市面板各開關說明需耐油汙，並有防漏電保護

裝置。 

a-3.電源線：規格應為 2.0mm2x3C， 

其導電銅線絞距在 30~35mm/芯絞距在

105~115mm 外披覆 PVC 長度達 1.5M 以上，並

符合 CNS 規範，為避免電線纏繞危險，電線部

分應具自動回收捲繞功能(似家用吸塵器電線自

動回收功能即可)最大可耐電流需達 6A，出線位

置於工作檯下方底部位置，不可露出， 

需有拉出長度表示，避免過度拉出造成工作檯傾

倒。 

a-4.抽排風機：前傾式多翼式風機其體積需可內

藏在抽排煙工作檯中不可外露，並置於過濾系統

下方，出風口再下方位置其風車葉片應在 64~70

片以求達最佳效率風機使用額定電壓 110V，頻

率 50/60Hz，最大電流不可超過 3A，170/250(Pa)

以上，最大風量 700/840m3 以上。 

a-5.配件：熱交換器  2 組 (移動式抽排煙工作台  

11 組 配置 2 組)工作能力：14KW 或以上 

1 組 979,000 979,000 

車輛工程實

習、車輛性

能測試與檢

驗 

機械工程系 
伍-15 頁，3-(1) 

伍-16 頁，3-(6) 
 

91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3 
引擎馬力試驗機

控制主機 

應符合或優於下列規格: 
1. 自動化引擎測試軟體更
新 XP/Win7 版本(永久授
權) 
2. 工業級主機 
POWER:400W 、 CUP : 
Intel Core Duo E7400 
2800MHz 、RAM : DDR2 
-667 4GB 、 HD : 
500GB 、Solt :8ISA 4PCI 
2PICMG 、WIN7 Pro 32bit 
3. 動力計控制器 LCD 顯
示面板 
顯示面板尺寸 : 5.1”解析
度:240*128 
4. 節流閥位置控制器
LCD 顯示面板:顯示面板
尺寸: 5.1”解析度:240*128 
5. Load cell  
規 格  250KG 工 作 電
源:10VDC 
6.重量式油耗計 LCD 顯
示模組 
顯 示 面 板 尺 寸 : 
129.0mmx75.0mm 解 析
度:240*128 
7.重量式油耗計 Load cell  
規 格 2KG 工 作 電
源:10VDC 
8.設備年度保養及校正 

1 式 1,100,000 1,100,000 

車輛工程實

習、車輛性

能測試與檢

驗 

機械工程系 
伍-15 頁，3-(1) 

伍-16 頁，3-(6) 

萬象公

司獨家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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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4 
新型油電混合動

力車教學系統 

應符合或優於下列規格: 
1.展示台為 Hybrid 車輛所
搭配之系統製作 
2.引擎排氣量為 1497CC
（Atkinson 循環系統）之
堪用引擎: a. 怠速須調整
到原廠手冊規定值，且變
動幅度不可超過±50rpmb. 
在怠速及加減速時，不可
排放黑、白煙 c. 引擎不可
有異音、異常震動、漏油、
漏水及其他異常狀況 d. 
引擎外部必須清洗乾淨，
並噴漆處理 
3.點火系統必須為直接式
點火器形式 
4.聯合傳動器（由 MG1 發
電機及 MG2 馬達組成，使
用 AC 500V） 
5.動力控制單元（由鋰鐵
HV Battery及轉換器組成） 
6.必須具備下列故障模擬
開關，並須標示清楚，引
擎電腦上每支接線腳均須
並接 φ2mm 之母香蕉插頭
量測端子，並清楚標示端
子編號 a. 空氣流量計訊
號 b. 水溫訊號 c. 進氣溫
度訊號 d. TPS 訊號 e. 引
擎轉速訊號 
7.原廠修護手冊 

1 套 900,000 900,000 

車輛工程實

習、車輛性

能測試與檢

驗 

機械工程系 
伍-15 頁，3-(1) 

伍-16 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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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5 液晶拼接電視牆 

多媒體播放系統： 

薄邊框液晶螢幕： 

1.46 吋(含)以上超薄邊框，3*3 矩陣拼
接。 

2.拼接框厚度約 5.5mm。 

3.亮度 450 nits(含)以上。 

4.全屏解析度 3072*2304(含)以上。   

矩陣影像調校系統： 

1.解析度達 3072*2304 (含)以上。 

2.調校完成後為一完整畫面。 

3.系統可支援常用影片格式，包括 : 

Quicktime  兼容之格式、 MOV 、
WMV、AVI、DV、MPEG-1/2 等檔案格
式。 

4.系統可支援常用之圖片格式：包
括:BMP、GIF、JPEG、PNG、TIFF 等
檔案格式。 

5.系統可支援常用之應用程式，包括：
各種瀏覽器(IE、Firefox、 Chrome)、
Powerpoint、Excel、Flash player 等。 

6.能依照單位需求狀況增減畫面調整點
位(144 個調修點(含)以上)、以無段式調
整方式提供使用者精細的微調需求。 

7.可自由調整所有螢幕(共計 9 台)各自
畫面邊界位置、各種幾何變形以及不同
的縮放比例等。 

遠端控制設備： 

1.約可供 120 坪使用 

2.雙頻 2.4GHz/5GHz 

3.內建 USB2.0 連接埠 

4.High Power 300Mbps 

5.有線 GigaLan *4 埠 

拼接螢幕專用鐵架： 

1.訂製品 

2.霧面烤漆 

3.寬約 300cm/高約 180cm 

木座機櫃： 

1.依現場尺寸訂製 

2.外觀美化(補土、貼木紋皮) 

3.寬約 300cm/高約 100cm/深約 30cm 

1 套 1,139,250 1,139,250 

企業誠信與

倫理、管理

學、創新管

理、企業經

營講座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伍-192 頁，3-(4) 

伍-192 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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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6 急速冷凍冰箱 

1.長 2250 *寬 1350 * 高 2400 mm (±5%)  

2.冷凍庫體，內層外層皆為不銹鋼

304#0.6m/m (±1%) ，保溫層厚度為

150m/m (±1%) 

3.冷卻系統採無霜循環式強迫對流送

風，送風方式為正逆轉循環輪替，除霜

為電熱除霜(保存庫使用時有自動除霜

系統及手動強制除霜「在運轉時也可強

制除霜」，保存庫溫度: -20℃~ -25℃，

溫度範圍 : -40℃±2℃，降溫時間 : 

+30℃~ -40℃約 30mim ，不當急速庫使

用時可當一般冷凍庫使用，控制面板上

有一口控制器可控制急速時間，到達時

間後可自動跳至保存庫，(保溫或急速有

手動切換開關，在急速時有自動定時開

關，急速定時一到自動跳至保溫)，面板

上有急速切換開關、急速保存運轉燈、

異狀燈、除霜燈、強制除霜鍵。 

4.急速冷凍冷排 : 5/8"(±1%)，333 尺

(±1%)，16"(±1%)，風車 2 只 (風車可正

逆轉) 

5.主機採二元次主機系統，高溫一次採

原裝，馬力 220V 三相 及 110V 

6.低溫二次採德製原裝半密閉式百勝，

馬力 220V 三相及 110V 

7.控制系統採微電腦 IC 溫控 2 只（急速

溫度顯示、保存溫度顯示）、風車正逆

轉，指示燈、急速時間電驛、控制除霜

系統等 

8.附 18 組活動式架子手 / 盤子尺寸 40 

x 60cm (±1%) 

 

1 台 580,000  580,000  

蛋糕裝飾 

麵包製作 

巧克力裝飾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247 頁，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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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07 電熱水器 

1.容量: 300L(±1%) 

2.電壓: 220V/60Hz 

3. 輸入功率模式 : 850 電熱模式 : 

4000(上加熱棒)，2000(下加熱棒) 

4.電流 : 3.9 / 電熱模式: 18.2(上加熱

棒)，9.1 (下加熱棒) 

5.內膽額定壓力: 0.8 Mpa 

6.水溫設置範圍: 35-65℃(±1℃) 

7.節能模式環境應用範圍: 7-43℃(±1℃) 

8.接頭尺寸: 3/4"(±1%) 

9.外型尺寸: 高 2070mm * 寬 623mm 

(±5%) 

10.淨重 154kg 

1 台 150,000  150,000  

蛋糕裝飾 

麵包製作 

巧克力裝飾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247 頁，3-(2)D  

A08 拉糖機 

1. 尺 寸 : 外 觀 尺 寸 : 

430mm*340mm*500mm(±5%) 

2.材質: 不銹鋼 

3.總重量: 7 公斤(±0.5kg) 

4.電力: 220V。 

5.耗電量: 1000W – 4.5A/小時 

6.含拉糖專用銅鍋、拉糖專用幫浦 (雙
球)、拉糖專用溫度計。 

7.附加拉糖專用剪刀、拉糖不銹鋼棒 (4

支/組)、全自動雙槽桌上型空壓機及拉
糖專用花籃編織器。 

12 台 47,000  564,000  

蛋糕裝飾麵

包製作巧克

力裝飾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247 頁，3-(2)D  

A09 攪拌機 

1.長 485*寬 340*高 545 mm(±5%) 

2.重 22 公斤(±1%) 

3.電壓 110V 

4.齒輪傳動 

5.馬力 650 瓦 

6.標準配件 桶、S 鉤、球、扇 各一                                                             

7 台 22,000  154,000  

蛋糕裝飾 

麵包製作 

巧克力裝飾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247 頁，3-(2)D  

A10 
飯店管理系統軟

體 

1.中文軟體 

2.前檯系統(平板 C/I:  APP 含訂房系

統、接待系統、出納系統、房務系統、

旅客歷史記錄、商務公司客戶管理)餐飲

系統(餐廳/訂位/訂席)。 

3.安裝及教育訓練 (含系統安裝、前置

作業、教育訓練、上線輔導)。 

4.安裝電腦教室教學與實習旅館。 

5.授權年限：永久。 

6.同一台主機使用人數無限。 

7.永久授權 

1 式 997,500  997,500  

強化教學及

研究設備 -

旅館資訊管

理、旅館電

子商務概論 

旅館事業管

理學士學位

學程 

伍-322 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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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11 
飯店管理系統軟

體用伺服器 

1.Intel®  Xeon®  E5-2620 

(2.0GHz/6-core/15MB L3) 

16G(4 GB*4) DDR3-1066 MHz 

Registered (RDIMM) Smart 

Memory。 

2.300GB 6G SAS 15K rpm SFF 

(2.5-inch) SC Enterprise 3yr 

Warranty HD *4。 

3.512MB FBWC Controller 

(RAID 0/1/1+0/5/5+0) 

750W POWER*2(Redundant 

Power)。 

4.內建 DVD ROM。 

5.Windows 2008 Server 中文版
伺 服 器 作 業 系 統  R2  

(1+5CAL)。 

6.含一年 5 天*8 小時 到場服務
維護飯店管理系統 

1 台 230,000  230,000  

強化教學及

研究設備 -

旅館資訊管

理、旅館電

子商務概論 

旅館事業管

理學士學位

學程 

伍-322 頁，3-(2)  

A12 
飯店管理系統軟

體用 POS 系統 

1.Intel D525 Duo core 

1.80GHz/2G RAM。 

2.15 吋 TFT LCD 彩色全平面觸
控螢幕。 

3.160GB 2.5""HDD SATA ，
4*COM Ports RJ-45 

connectors ， 1*Parallel 

Port ;4*USB ， 1*RJ45 LAN 

Port(10/100/1000MBps)。 

4.WINDOWS XP Pro。 

5.電子錢箱(印表機介面)。 

6.含一年 5 天*8 小時到場服務
維護飯店管理系統 

10 台 28,000  280,000  

強化教學及

研究設備 -

旅館資訊管

理、旅館電

子商務概論 

旅館事業管

理學士學位

學程 

伍-322 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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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13 伺服器 

1. v3(3.3GHz)/4GB*1/ 

NO-HD/DVD-RW/ 

500W/防毒軟體(3 年版)/ 

含以上之規格 

2. 500GB SATA3 6Gb 

7200 rpm 

3. WINDOWS SERVER 

2012 STD 64 (64-bit only) 

2 台 52,500 105,000 

影像處理、

影音剪輯與

後製、數位

多媒體製作

管理、編曲

與音效 

數媒系 
伍-163 頁，

3-(5)、3-(7) 
 

A14 電腦主機 

1. 一般型電腦 Core i7 

3.4GHz(含)以上 

2.獨立主機不含螢幕 (含)

以上 

3.還原卡(多重鏡像版) 

4.Windows 作 業 系

統:XP(含)以上 

5.記憶體:4GB(含)以上 

6.硬碟容量:1TB(含)以上 

60 台 25,770 1,546,200 

影像處理、

基礎 3D 動

畫、3D 角色

動畫、互動

遊戲、影音

剪 輯 與 後

製、3D 實景

合成、數位

特效 

數媒系 
伍-163 頁，

3-(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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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15 
手提式無線擴音

機 

1.喇叭系統 1 吋高音號角式，8

吋中低音紙盆式的雙音路系統 

2.音源輸入放音座：選配CDM-2

播放座或 DPM-3 數位錄放音座 

3.放大器 Class D，最大輸出

190W ， 失 真 <1% ， 頻 響

50Hz~18kHz 

4.含攜行黑色保護袋 

1 台 36,890  36,89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16-00 樂器收音系統 詳細規格如下 1 套 420,550 420,55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16-01 爵士鼓組 

1.小鼓(Snare drum)：5.5 x 14 吋 

2.中音鼓(tom-tom)：10 x 12 吋& 

11 x 13 吋 

3.落地鼓(floor tom)：16 x 16 吋 

4.大鼓(bass drum)：16 x 22 吋 

5.雙面鈸(hi-hat)架 x 1 , 壓制鈸

(crash)架 x 1 , 響鈸(Ride)架 x 

1 , 鼓椅 x 1 , 踏板 x 1 , 小鼓

架 x 1 

6.含攜行式鼓組黑色帆布套組 

1 組 61,500  61,50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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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16-02 銅鈸組 

1.14 吋 銅 鈸 (New Beat 
Hats) 一付 
2.16 吋壓制鈸 (Medium 
Thin Crash) 一片 
3.18 吋壓制鈸 (Medium 
Thin Crash) 一片 
4.20 吋響鈸(Medium Ride) 
一片 
5.含攜行式銅鈸組黑色帆
布套組 

1 組 42,000  42,00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16-03 鍵盤音箱 

1.65 瓦 4 聲道鍵盤擴大音
箱 
2. 含 立 體 聲 附 屬 輸 入
(RCA)與 XLR 麥克風輸入
端子 
3.含攜行裝置箱，視實際需
求製作 

1 台 42,500  42,50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16-04 吉他音箱 

1. 輸 出 功 率  120 瓦 
(60W+60W)  
2.喇叭單體 12 吋 x2 個 
3.額定輸入等級  -30dBm 
/680kΩ 0dBm=0.775V 
4.含黑色 U 行吉他架    
5.含攜行裝置箱，視實際需
求製作 

2 組 41,500  83,00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16-05 貝斯音箱 

1.120 瓦貝斯擴大音箱，配
備特別設計的12吋同軸式
喇叭 
2.四頻帶 EQ 可作聲音的
調節 
3.含黑色 U 行貝士架    
4.含攜行裝置箱，視實際需
求製作 

1 台 46,000  46,00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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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16-06 訊隔離分配器 

1.浮動變壓器平衡式 XLR 輸出

最大隔離 

2.被動式設計，無需電池     

1 組 25,200  25,20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16-07 
鼓樂器收音麥克

風組 

1.1 x i5 snare drum, instrument 

mics   

2.1 x D6 kick mic   

3.2 x OM2 background vocal 

mics      

4.1 x OM5 lead vocal mic   

5.4 x MC1 mic clips    

6.1 x DCLIP mic clip 

7.含攜行裝置箱，視實際需求製

作 

1 套 52,500  52,50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16-08 雙層鍵盤架 

1.底座 3 支腳 

2.調整雙層支架高度 

3.附麥克風架  

1 支 12,600  12,60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16-09 設備線材攜行箱 

1.70*50*60CM 上開式(含以上) 

2.含底座 4 吋 4 只剎車輪 

3.含 XLR 訊號線材接頭 10 條

\30 米(含以上) 

4.含 SPK 喇叭線材 SPEKON 接

頭 20 條\15 米(含以上) 

1 個 55,250  55,25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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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17 電腦主機 

1.CPU:Core i7 3.4GHz (含

以上) 

2.記憶體:4G DDR3  (含

以上) 

3.硬碟:500G(含以上) 

4.光碟機:DVD Super Multi 

5.作業系統:Win 7 Pro (含

以上) 

6.還原卡 

7.附全罩式耳機麥克風 

14 台 26,000 364,000 

電腦軟體應

用(I、II)、英

語聽講訓練

(I、II) 

外語系 伍-175 頁，3-(9)  

A18 電腦主機 

1.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5(含)以上 

2.作業系統： Windows 7 

Professional (含)以上 

3. 記 憶 體 ： 提 供 4GB 

DDR3-1600(含)以上 

4.硬碟機:1TB(含)以上，轉

速 7200rpm(含)以上 

5.光碟機：提供 DVD Super  

Multi(含燒錄功能) 

6.電源供應器:300W (含以

上 ) 

7.還原卡 

65 台 20,883 1,357,395 
市場調查、

電子商務 
企管系 伍-201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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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19 電腦主機 

1.CPU:4 核心 3.4GHZ(含)

以上 

2.記憶體:8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顯示卡:獨立顯示。 

5.作業系統 :win7 Pro(含)

以上 

6.網路還原卡:差異還原 

43 台 26,000 1,118,000 

企業資源規

劃、資料庫

理 論 興 實

務、多媒體

設計、影像

處理 

資管系 伍-144 頁，3-(1)  

A20 
四人座美髮造型

桌 

1.四人座(含電路安裝)  

2.尺寸：長約 150*寬 90*高 80 

(±1 cm) 

3.鏡面寬約 50 cm×高 60 cm 

(±1cm)。 

4. 桌 面 : 花 崗 石 桌 面 厚 約

18mm(±2mm)。 

5.教學椅：每組附 4 張，座墊寬

約 33cm(±2 cm)，高 50~72cm(±2 

cm)。 

12 組 40,000  480,000  

剪吹造型實

務、基礎髮

型設計 

妝管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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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A21 
二人座美髮造型

桌 

1.二人座(含電路安裝)   

2.尺寸：長約 160*寬 49*

高 80 (±1 cm) 

3.鏡面寬約 50 cm×高 60 

cm (±1cm)。 

4.桌面: 花崗石桌面厚約

18mm(±2mm)。 

5.教學椅：每組附 2 張，座

墊寬約 33cm(±2 cm)，高

50~72cm(±2 cm)。 

5 組 30,000  150,000  

剪吹造型實

務、基礎髮

型設計 

妝管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A22 美髮沖水台 

約

W700*D1950*H925mm(±

10mm)(含水電安裝及熱水

裝置)  

6 台 71,000  426,000  

剪吹造型實

務、基礎髮

型設計 

妝管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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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01 電腦主機 

1.CPU:Core i3 3.0GHz(含)以
上。 
2.記憶體:4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Windows 作業系統。 
5.還原卡(具網路及差異拷貝
等功能)。 

80 台 20,000 1,600,000 

網頁設計、 

程式設計等

實習課程 

電機工程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伍-48 頁，3-(9) 

 

B02 儲存示波器 

1.頻寬：100MHz, 雙通道+
外部觸發 
2.儲存深度：1Mpts(含)以上 
3.即時取樣率：1G Sa/s(單通
道) ; 等效取樣率：25G 
Sa/s(含)以上 
4. 時間準位：2ns/dvi 至
50sdvi 
6.最大輸入電壓：
400V(DC+AC 峰值、1MΩ 輸
入阻抗 
7.內部儲存：10 組波形、10
組設置 
8.界面：USB device, USB 
host, RS-232, P/F Out。 
9.顯示：5.6” 彩色 TFT, 64k
色(含)以上  

28 台 20,000 560,000 
實驗室設備

汰舊換新 
資訊工程系 伍-65 頁，3-(3)  

B03 影片編輯軟體 

1.支援 10-bit 原生格式剪輯 
MXF 檔案格式擷取。 
2.支援自訂曲線遮罩濾鏡 。 
3.支援 AE 特效 Plug-in 。 
4.支援16個機位影像同步編輯。  
5.支援全螢幕預覽以及旋轉
編輯視窗。 
6.永久授權 

1 套 18,000  18,000  

多媒體設計、 

影像處理設

計等課程用 

資訊管理系 伍-144 頁，3-(1)  

105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04 數位多功能講桌 

1.櫃體：高強化複合材質櫃

體,整合教學設備 

2.收納：隱藏式滑軌抽屜,附

安全鎖 

3.麥克風：提供有線麥克風 2

只含連接線 

4.擴音系統：輸出功率

60W(含)以上,音質穩定 

5.喇叭：30W 高功率喇叭 2

只(含)以上 

6.面板材質：薄膜式觸控感應

面板 

7.內置 19 吋液晶螢幕(含)以

上 

6 台 36,000  216,000  
經濟學、會計

學等課程用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伍-192 頁，3-(5)  

B05 
投影機 

(含電動螢幕) 

1.亮度:4000 流明度(含以上) 

2.對比:3000:1(含以上) 

3.喇叭:8Wx2 (含以上) 

4.解析度:1024x768(含以上) 

5.原廠 3 年保固 

6.70 吋 x70 吋電動布幕(軸心

式管狀馬達) 

7.安裝完成(含吊架、線材及

壓條) 

2 組 40,000  80,000  

英語配音訓

練應用、日語

配音訓練應

用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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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06 

Easy test 線上學習

測驗平台升級-全民

英檢多方位模擬測

驗系統 

1.授權初級初試二十回、中級
五回 
2.多層型式語文測驗功能，學
生考完可看到自己成績、正
解、答對題數、和解析。 
3.測驗題目與選項隨機排序。 
4.測驗因外在因素中斷時，系
統可選擇回復到上次測驗中
斷處繼續測驗或選擇新題庫
重新測驗。 
5.多層型式語文測驗功能，可
依需求利用系統內題庫重新
混合編題成新試卷，老師可
複數決定出題單元、題數、
配分。 
6. 具備隨機出題與手動出
題。 
7.多層型式語文測驗功能具
備線上試卷顯示管理及訂正
管理。 
8. 多方位開課選課系統功
能，可依授課需求管理題庫
與編輯試卷。 
9. 需具備即時字典功能，並
有外師發音。 
10. 模擬測驗試卷與混合編
題、混級編題試卷皆可轉出
筆試卷、音檔及詳解。 
11. 多方式顯示測驗成績和
學習成效功能，更輕鬆掌握
同學的學習情況。 
12. 需具備頻寬偵測模組。 
13. 需具備測驗進度監控功
能。 
14.需整合在原本平台內 

1 套 230,000 230,000 
英文相關課

程 
通識中心 肆-41 頁，(一)2-(4) 

驊鉅公司

獨家製作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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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07 攜帶型網路分析儀 

量測範圍：1.5MHz 至 
3GHz。輸出準位：0dBm 或大
於 0dBm。輸出入阻抗 50 歐
姆。頻率穩定度：
2ppm/year@25 度。可做 S11
及 S21,SWR,量測, 並具備頻
譜及場強測試功能。具有 2 個
MARK 光標功能 。內涵充電
電池,提供電源,充電電壓可大
於 12V。可設定中心頻率
CENTER 及掃瞄寬度 SPAN。
彩色液晶面板顯示,面板尺寸
大於 3 吋。具有自動關機功
能 。附說明書及充電器 

8 台 21,500  172,000  
無線通訊相

關課程用 

電腦與通訊

工程系 

伍-102 頁，3-(1) 

伍-102 頁，3-(2) 

 

B08 
行程競賽模擬管理

系統 

1.行程設計競賽主題。 
2.學生競賽行程設計管理。 
3.教師評分管理。 
4.提供排名及排名查詢功。 
5.提供行程內容轉 txt、doc
檔案功能。 
6.永久授權 

1 套 450,000  450,000  
旅運教學、

競賽舉辦、 
觀光事業系 伍-273 頁，3-(5)-B 

雲創公司

獨家研發

製作銷售 

B09 四門立式冷凍冰箱 

長 120*寛 80*高 203 公分
(±5cm)， 櫃體內外層使用 
SUS 304 不銹鋼板製作， 中
間層使用 50 m/m PU泡棉絕
緣保冷，使用電力：1∮ 
-220V-1 HP，冷凍溫度：
0℃~-18℃。 

2 台 50,000  100,000  

中餐烹調、進階

中餐烹調、中式

點心課程使用  

餐飲管理系 伍-247 頁，3-(2)D  

B10 液晶顯示器 
1.尺寸:約 42 吋(含) 以上。 
2.測光式 LED。 6 台 20,800  124,800  

剪吹造型實務、

基礎髮型設計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11 背部高拉訓練機 

訓練肌群 :背部肌群機器
規格 :155×130×199CM(以
上) 

1 台 110,000 110,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

期執行策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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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12 電腦主機(含螢幕) 

一、電腦主機(含螢幕) 
1. 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7-3770 3.4GHz，整體快取
(cache)記憶體 8MB 
2.作業系統：支援 Windows 7 
Professional ×86 32 bit 【作
業系統提供合法光碟】 
3.晶片組：Intel Q77 
4.記憶體：提供 DDR3-1600 
240 Pin DDR SDRAM 
8GB(含以上) 
5.I/O 介面：(前端) 2x USB 
2.0 , 2x USB3.0 ,Audiox2 (後
端) 1xAudio I/O, 1x RJ45, 1x 
Parallel , 1x Serial port, 2x 
PS/2 , 1xD-sub, 1xDVI-D, 2x 
Display Port , 2x USB2.0, 2x 
USB3.0 
6.硬碟機：機體 3.5 英吋、.
容量 500 GB(含以上)、轉
速：7200rpm、Buffer:16MB、
傳輸界面 serial ATA(SATA) 
7.光碟機：提供 DVD Super 
Multi 一台 
8.顯示介面：整合式 Intel 
Graphic HD , 支援 PCI 
Express 16 倍高速繪圖晶
片，具 1280×1024(含)以上高
彩、高解析繪圖能力 
9.網路介面：Intel 82579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網路介面，RJ-45 網路接頭 
10.鍵盤及滑鼠：PS2 介面 104
鍵中英文鍵盤(含倉頡,注音,
大易印刷字鍵)及 USB 介面
雙鍵滾輪光學滑鼠  
11.電源供應器：輸出功率 
300W (Peak 350W )  
12.主機外殼：直立式機殼 
13.音效：支援 VIA V1708S,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dec, 
6 Channel 

57 套 31,812  1,813,284  

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輔

助製圖、電

腦輔助立體

繪圖、電腦

輔助機構設

計等課 

機械工程系 伍-15 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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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二、螢幕 
LED背光 TFT液晶顯示面板
/19.0 吋(含以上)寬螢幕/支援
解析度 WXGA+ 1440x900/
防刮玻璃 
三、 強制散熱 2G DDR3 獨
立顯示卡 
四、 還原卡 
1. 介面標準：PCI 32 位元 
2. Plug&Play 即插即用 
3. 內建 10M/100M 網路卡 
4. 安裝模式：簡易安裝/自定
安裝/F1 自動連線 
5. 資料恢復週期：每次/每天
/每月/每週/手動/不保護 
6. 作業系統： Win 
XP/Vista/Win7/   32/64位元
Windows 
7. 磁碟格式： 
FAT16/FAT32/NTFS\ 
8. 可保留硬碟上的所有資料 
9. 動態暫存結合靜態暫存 
10. 支援 IP 位址及電腦名稱
自動分配 
11. 可固定 IP 位址，做網路
對拷後，IP 位址不變，無需
再次分配。 
12. 判斷故障機：支援即時判
斷故障機 
13. 網路拷貝自動調整：自動
調整網路封包速度 
14. 支援 CMOS 參數網路拷
貝 
15. 支援變量拷貝 /支援斷
線續傳 
16. 支援至 1T 以上硬碟 
17. 網路對拷台數： 支援至
60 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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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13 數位燈光控制軟體 

1.兩組 512CHX512CH 迴路
(含)以上數位輸出功能 
2.附 1024CH USB 驅動程式 
3.原廠光碟程式原版 1 份 
4.軟體原廠提供，可選擇與
MAC 與 WINDOWS 兩系統
格式可選用 
5.永久授權 

1 套 48,680  48,68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事業學

士學位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14 精簡型電腦 

(1).電腦主機及 27 吋螢幕一
體之多媒體電腦 
(2).3.2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5 處理器(含)以上 
(3).8GB 1600MHz DDR3 記
憶體(含)以上 
(4).鋁合金外殼材質 27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顯示器
搭載 IPS 技術(含)以上；
2560x1440 解析度，支援千百
萬色(含)以上 
(5).1TB Fusion Drive 硬碟
(含)以上 
(6).1GB GDDR5 記憶體的 
NVIDIA GeForce GT 755M 
繪圖處理器(含以上) 
(7).HD 攝錄鏡頭；SDXC 卡
插槽；USB 3 連接埠；
Thunderbolt 連接埠；Mini 
DisplayPort 輸出支援 
DVI、VGA 和 dual-link DVI 
(8).10/100/1000BASE-T 
Gigabit 乙太網路；802.11ac 
Wi-Fi 無線網路；藍牙 4.0 
無線技術(含)以上 
(9).內建立體聲揚聲器；內建
雙麥克風；耳機連接埠 
(10).作業系統：OS X 
Mountain Lion (含)以上 
(11).隨附軟體：iLife(包含 
iPhoto、iMovie、GarageBand) 
(12).具鋁合金材質一體成形
有線鍵盤含數字鍵盤；具鋁
合金材質之無線觸控滑鼠；
具鋁合金材質一體成形無線
觸控軌跡板 

1 台 66,090  66,090  

教學用(會展

活動與接

待、商業軟

體應用、簡

報製作與表

達、會展實

務專題) 

會展學程 
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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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15 大理石檯面 
長 186cm * 寬 86cm * 厚度
2cm (±5%) 10 面 14,950 149,500 

手工巧克力
製作、巧克
力裝飾等課
程用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248 頁，4-(2)  

B16 電腦主機(含螢幕) 

一、螢幕 ： 
面板尺寸  : 21.5"(54.6cm) 
16:9 (含)以上寬螢幕(防刮)。 
二 、 主 機 ：                                                                                    
1.CPU Intel Core i7 3.4GHz 
(含)以上 
2.記憶體:4GB(含)以上。 
3. 硬 碟 :500GB( 含 ) 以 上                                                       
4.Windows 作業系統。 
5.還原卡(具網路及差異拷貝
等功能)。 
6.獨立顯示卡 

3 組 29,825  89,475  
強化教學及

研究設備 

旅館事業管

理學士學位

學程 

伍-322 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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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17 
電腦還原系統(90

點) 

1.安裝：純軟體架構，支援
UEFI PXE BOOT 及大量
佈署單鍵自動安裝。 
2. 作 業 系 統 ：  支 援
Windows 作 業 系 統 
2000/XP/VISTA/ 
WIN7(32/64 位
元)/WIN8(32/64 位元)立即
還原及 Linux 備份還原或
手動還原。 
3.還原模式：設定自動還
原、自動保留、定時還原
等模式。 
4.硬碟空間監視警報：系統
隨時監視硬碟空間保護的
使用狀況。 
5.網路派送：支援以工業標
準 Intel PXE網路開機協定
連線，並提供  HotKey、
USB 隨身碟及光碟等三種
方式啟動對拷功能。 
6.對拷派送後提供電腦名
稱及 IP 自動修改功能。 
7.多重開機工具：可將硬碟
切割為多個 Partition，提供
安裝不同的作業系統。 
8.提供 USB Keypro 加密
鎖一支。 
9.永久授權 

1 套 99,000 99,000 
持續建構 e

化教學環境 
資訊工程系 伍-65 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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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18 字幕軟體 

1.全浮點圖形座標，HD / SD 

字幕自由轉換。 

2.抗閃爍和抗混疊效果。 

3.文字和圖形採三次貝茲曲

線。 

4.圖形運算採形幾何變換而

變換。 

5.永久授權 

1 套 30,000  30,000  

多媒體設

計、影像處

理設計、多

媒體互動設

計、數位內

容導論。 

資訊管理系 伍-144 頁，3-(1)  

B19 電腦主機 

1.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5 

(含)以上，3.2GHz(含)以上 

2.作業系統： Windows 7 

Professional(含)以上 

3.記憶體：提供 4GB 

DDR3-1600(含)以上 

4.硬碟機：3.5 英吋、.容量

1TB(含)以上。 

5.光碟機：提供 DVD Super 

Multi 一台 

6.還原卡：差異版 

6 台 21,203  127,218  
經濟學、會

計學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伍-192 頁，3-(5)  

B20 投影機 

1.亮度:4000 流明度 (含以

上) 

2.對比:3000:1 (含以上) 

3.喇叭:8Wx2 (含以上) 

4.解析度:1024x768 (含以上)                          

5.原廠 3 年保固 

6.安裝完成(含吊架、線材及

壓條) 

1 台 29,923  29,923  

英語配音訓

練應用、日

語配音訓練

應用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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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21 電腦主機 

作業系統含還原光碟：
Windows 7 Professional 32 位
元(含)以上 
CPU：四核 Intel Core i5 第 4
代(含)以上 
主記憶體：DDR3 
1,333MHz，4GB ( 4GB × 1 ) 
(含)以上 
記憶體擴充槽 × 4(含)以
上，最高可擴充至 32GB 
顯示裝置：CPU 內建 Graphic 
HD (含)以上顯示晶片 
硬碟機：500GB(含)以上，
16MB Buffer，轉速：7200 轉
(含)以上，傳輸界面：SATA III  
讀卡機：內接式 IC 卡/記憶
卡 二合一讀卡機  
光碟機：20 倍速(含)以上
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Buffer：2MB 
音效介面：內建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dec, 
6 Channel 音效 
網路：內建 10 / 100 / 1,000 
Mbps(含)以上  Lan，RJ-45 
Lan 插座 × 1    
鍵盤：104 鍵中英文 for 
Windows 98 / 2000 / XP 
滑鼠：光學滑鼠，解析度
400dpi，USB 接頭， 
二鍵附滾輪功能，含滑鼠墊 
電源供應器：300W 符合 
80+(Plus) 銅牌規範  
(巔峰值 350W) 
附還原卡 

30 組 22,269  668,070  

電腦課程及

各專業電腦

模擬課程 

電腦與通訊

工程系 

伍-102 頁，3(1)

伍-102 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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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22 
職場體驗暨實習履

歷線上互動系統 

1.學生管理專區。 
2.教師管理專區。 
3.廠商管理專區。 
4.系統管理專區。 
5.永久授權 

1 套 350,000  350,000  
實習課程管

理 
觀光事業系 伍-273 頁，3-(5)-B 

雲創公司

獨家研發

製作銷售 

B23 投影機 

1、0.63" TFT LCD x 3 片 (含)
以上 
2、XGA 1024x768(可支援
UXGA 1600x1200) (含)以上 
3、2,359,296 畫素
(1024x768x3)(含) 以上 
4、4000 ANSI 流明 (含)以上 
5、對比 3000:1 (含)以上 

2 台 29,923  59,846  

專題報告、

財務報表分

析及市場調

查等教學  

企業管理系 
伍-203 頁，3-(3) 

伍-203 頁，3-(4) 
 

B24 電子控溫雙層烤箱 

90 長*97 寛*161 高公分
(±5cm)，適用烤盤尺寸：
46*72 cm(±5cm)，使用電
力：3∮220V 9KW，每層烘
焙室尺寸：50*75*21 
cm(±5cm)。 

3 台 137,000  411,000  

中餐烹調、

進階中餐烹

調、中式點

心課程使用  

餐飲管理系 伍-247 頁，3-(2)D  

B25 

視訊轉播系統-錄

影、廣播、字幕系統

主機 

1. 影音訊號輸入來源可接收
Composite、S-Video、
DV-1394 等輸入介面。 
2.需配備 19吋(含) 以上之液
晶顯示器及鍵盤滑鼠。 

1 台 150,000  150,000  

剪吹造型實

務、基礎髮

型設計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26 貳頭彎舉機 

訓練肌群 :肱二頭肌機器
規
格 :134×168.5×132CM( 以
上) 

1 台 110,000 110,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

展計畫及近期

執行策略(1)(3) 

 

B27 筆記型電腦 

1、IOS 作業系統 
2、2.4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7 處理器(含)以上 
3、8GB 1600MHz 記憶體(含)
以上 
4、256GB 快閃儲存裝置(含)
以上 

2 台 74,280  148,560  
舞台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事業學

士學位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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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28 精簡型電腦 

(1).電腦主機及 21.5 吋螢幕
一體之多媒體電腦 
(2).2.7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5 處理器(含)以上 
(3).8GB 1600MHz DDR3 記
憶體(含)以上 
(4).鋁合金外殼材質 21.5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顯示器
搭載 IPS 技術(含)以上；
1920*1080 解析度，支援千百
萬色(含)以上 
(5).1TB 7200 轉 硬碟(含)以
上 
(6).Intel Iris Pro 繪圖處理器
(含)以上 
(7).HD 攝錄鏡頭；SDXC 卡
插槽；USB 3 連接埠；
Thunderbolt 連接埠；Mini 
DisplayPort 輸出支援 
DVI、VGA 和 dual-link DVI 
(8).10/100/1000BASE-T 
Gigabit 乙太網路；802.11ac 
Wi-Fi 無線網路；藍牙 4.0 
無線技術(含)以上 
(9).內建立體聲揚聲器；內建
雙麥克風；耳機連接埠 
(10).作業系統：OS X 
Mountain Lion (含)以上 
(11).隨附軟體：iLife(包含 
iPhoto、iMovie、GarageBand) 
(12).具鋁合金材質一體成形
無線鍵盤；具鋁合金材質之
無線觸控滑鼠 

4 台 41,900  167,600  

教學用(會展

活動與接

待、商業軟

體應用、簡

報製作與表

達、會展實

務專題) 

會展學程 
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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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29 掃描器 

1 機型：自動送紙 
2.光學解析度：300dpi(含)以
上，600dpi。 
3 最大輸出解析度：00dpi(含)
以上，4800dpi。 
4 介面： IEEE 1394 介面(附
介面卡及傳輸線)或 USB 2.0
介面(附傳 輸線)或 SCSI 介
面(附介面卡及傳輸線)，USB 
2.0 High Speed 及附傳輸
線。內含超高速 2.5 吋 
USB3.0  1GB(含)以上行動
硬碟 2 個 

1 台 40,525  40,525  

強化教學及

研究設備-商

業套裝軟體 

旅館事業管

理學士學位

學程 

伍-322 頁，3-(2)  

B30 數位講桌 

1. 高強化複合材質，採用鋼
板搭配木紋材板，附安全鎖。  
2.液晶螢幕具電動無段式調
整仰角功能，可任意調整觀
看角度(5~70 度以上), 採手
推式滑蓋，閉合時為平整檯
面，並具安全開關保護設計, 
提供左右扶手功能，讓演講
者握扶。 
3. 右側具抽拉式大型輔助台
板，承重 25 公斤，可放置筆
記型電腦、資料提示機等，
並提供 110V 電源、音源、顯
示、網路、USB 等外接 I/O
介面。 
4. 提供電容式鵝頸麥克風及
有線麥克風。 
5.20 吋液晶螢幕(含)以上。 

2 台 45,000 90,000 
持續建構 e

化教學環境 
資訊工程系 伍-65 頁，3-(3)  

B31 
彩色雷射多功能事

務機 

1.列印解析度:600 x 600 dpi。   
2.影印解析度:300 x 300 dpi。   
3.處理器:600 MHz 含以上。 
4.記憶體:192 MB 含以上。  
5.含雙面列印器。 

1 部 40,000  40,000  

多媒體設
計、影像處
理設計、多
媒體互動設
計、數位內
容導論，教
學用。 

資訊管理系 伍-144 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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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32 筆記型電腦 

1.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7 

(含)以上 

2.作業系統： Windows 7 

Professional(含)以上 

3.記憶體：提供 4GB 

DDR3-1600(含)以上 

4.硬碟機：容量 500 GB(含)

以上。 

5.光碟機：提供 DVD Super 

Multi 一台 

5 台 33,049  165,245  
經濟學、會

計學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伍-192 頁，3-(5)  

B33 電腦主機(含螢幕) 

1.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7-3770 3.4GHz(含以上) 

2.作業系統： Windows 7 

Professional  32 bit【作業系

統提供合法光碟】 

3.記憶體：提供 4GB 

DDR3-1600(含以上) 

4.硬碟機：3.5 英吋、.容量 500 

GB 轉速：7200rpm(含以上) 

5.光碟機：提供 DVD Super 

Multi 一台: 

6.電源供應器：輸出功率 

300W 

7.21.5”液晶顯示器+防刮(需

與主機同廠牌)(含以上) 

8.保固：三年原廠保固附原廠

保固書。 

9.服務：全部系統連接運作與

測試。 

3 套 27,825  83,475  

1.維護及擴

充相關實驗

室設備。                     

2.證照外語

能力統計登

錄設備。                     

3 輔助課程

發展規畫及

協助數位教

材建構。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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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34 繪圖機 

1.解析度：黑白列印可達

2400dpi × 1200dpi(含) 以上  

2.列印寬度： A0 尺寸 

3.記憶體： 256MB ，內建

80G HD(含)以上 

4. 網 路 功 能 ： 具 內 建

10/100Base-TX 網路列印功

能(含)以上 

1 台 111,940  111,940  

商業講座、

產業實務講

座、企業經

營講座、廣

告實務等活

動  

企業管理系 伍-201 頁，3-(1)  

B35 不鏽鋼三層工作台 

120 長*55 寬*80/95 高 cm 

(±5cm)，台面使用 SUS 304 

1.5 m/m 不銹鋼板製作/下加

木心板補強， 腳架使用 1 

1/2"∮*1.2 m/m 不銹鋼管製

作。 

15 台 13,200  198,000  

中餐烹調、

進階中餐烹

調、中式點

心課程使用  

餐飲管理系 伍-247 頁，3-(2)D  

B36 大型相機腳架 
雲台面最高 232cm（±2cm），

雲台面最低 52cm（±2cm） 1 組 99,750  99,750  
整體造型設

計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37 腹肌訓練機 
機 器 規 格 ：
155×165×147CM 1 台 68,000 68,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B38 單眼相機 

1、1,800 萬畫素(含)以上。 

2、18-55mm 鏡頭(±5mm) 

3、彩色液晶螢幕，螢幕大小

約 3 吋 (含)以上。 

4 台 22,300  89,200  

演出實務

(一) 

演出實務

(三) 

演藝事業學

士學位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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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39 筆記型電腦 

(1).2.6GHz 雙核心 Intel 
Core i5 處理器(含)以上 
(2).8GB 1600MHz DDR3 記
憶體(含)以上 
(3).13.3 吋 (對角線) Retina 
顯示器(含)以上：LED 背光
顯示器搭載 IPS 技術；2560 
x 1600 原生解析度，每吋 
227 像素(含)以上 
(4).256GB Flash Drive 硬碟
(含)以上 
(5).Intel HD Graphics 4000 
(含)以上；具備 Thunderbolt 
數位視訊輸出功能 
(6).HD 攝錄鏡頭；MagSafe 2 
電源連接埠；Thunderbolt 連
接埠 USB 3 連接埠；HDMI 
連接埠；SDXC 卡插槽 
(7).具備環境光線感應器的 
78 (U.S.) 鍵或 79 (ISO)(含
以上) 鍵的全尺寸背光鍵
盤；可進行精確游標控制的 
Multi-Touch 多點觸控軌跡
板 
(8).802.11ac Wi-Fi 無線網
路；藍牙 4.0 無線技術(含)
以上 
(9).內建立體聲揚聲器；內建
雙麥克風；耳機連接埠 
(10).作業系統：OS X 
Mountain Lion (含)以上 
(11).隨附軟體：iLife(包含 
iPhoto、iMovie、GarageBand) 
(12).Thunderbolt 對 Gigabit 
乙太網路轉接器；Mini 
Display Port 至 VGA 轉換
器 

1 台 55,680  55,680  

教學用(會展

活動與接

待、商業軟

體應用、簡

報製作與表

達、會展實

務專題) 

會展學程 
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121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40 電腦主機 

1. CPU: 第 4 代 Intel Core 

i5-4570，3.20GHz 

2. 晶片組: Intel® B85 晶片 

3. 記 憶 體 : DDR3 

1,600MHz，4GB ( 4GB × 1 ) 

4. 硬 碟 : 1TB ， 64MB 

Buffer，轉速：7200 轉 ，傳

輸界面：SATA3 

5. 光碟機 : 24 倍速 DVD 

Super Multi 燒 錄 器 ，

Buffer：1MB 

6.作業系統：提供 Windows 7 

HomePremium 中文最新版。 

2 台 21,500 43,000 

實驗室設備

汰舊換新，持

續建構 e化教

學環境 

資訊工程系 伍-65 頁，3-(3)  

B41 電腦主機 

1.CPU:3.4Hz 4 核心含以上。 

2.記憶體:16GB 含以上。 

3.硬碟:500GB 含以上。 

4.網路還原卡。 

5 台 26,000  130,000  

資訊管理實

務專題、管理

資訊系統、專

業技能檢定 

資訊管理系 伍-144 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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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42 
櫃檯收銀作業系統

軟體(PC 版) 

一、軟體系統規格： 
1.整合零售服務業、餐飲服
務業、生活文教服務業三
大業態操作介面 
2.三類業態商品資料庫 
3.需符合勞委會門市服務
丙級試題最新版本操作規
範及商品主檔 
4.符合新一代勞委會門市
服務丙級試題規範 -日結
明細、收銀員交接班明
細、發票整批列印、讀帳
功能 
5.發票列印結果顯示在螢
幕畫面 
6.日結帳列印結果顯示在
螢幕畫面 
7.須符合本系購買丙級
POS 系統規格與畫面 
二、系統光碟片： 
1.含 POS 系統(PC 版)安裝
軟體 
2.含 POS 系統(PC 版)安裝
說明書 
3.操作手冊 
4.條碼本 
三、系統密碼鎖：需含 52
組(含)以上系統密碼鎖 
四、永久授權 

1 套 250,000  250,000  
門市服務、流

通業管理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伍-192 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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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43 
大家學日語        

進階會話(三) 

單元數：80 單元(含以上) 
單字數：241 個(含動詞變化
說明與整理)(含以上) 
文法數：93 個文法重點並全
數以 flash互動進行文法說明
(含以上) 
句型數：82 組 492 句句型練
習(含以上) 
會話數：40 組 309 句互動會
話練習(含以上) 
測驗數：300 題綜合測驗(含
以上) 
永久授權 

1 式 180,000  180,000  

1.日語學習數

位環境建構                                  

2.日語學習軟

體 

3.日語外語情

境環境建構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1)

伍-175 頁，3(3) 

龍之家族

公司獨家

研發製作

銷售 

B44 
休閒活動創意設計

雲端實作系統 

1.系統管理專區 
2.教師專區 
3.學生專區 
4.自我評量專區 

1 套 300,000  300,000  旅運教學 觀光事業系 伍-273頁 3-(5)-B 

雲創公司

獨家研發

製作銷售 

B45 不鏽鋼雙層上架 

180 長*70 寬*105 高 cm 
(±5cm)， 棚架框使用 SUS 
304 1.5 ㎜ 不銹鋼板製作， 
腳架使用 60*60*1.2 m/m 
不銹鋼管製作。 

6 台 32,000  192,000  

中餐烹調、進

階中餐烹

調、中式點心

課程使用  

餐飲管理系 伍-247 頁，3-(2)-D  

B46 觸控式 POS 設備 

1.彩色觸控螢幕 15 吋 TFT 
LCD。 
2.記憶體：2G-DDR3（含）
等級以上。 

1 組 55,000  55,000  行銷管理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47 多功能訓練機 

肌群訓練：全身肌群  尺
寸：172×111×235cm  產
品重量：837kg/1843.5 lbs 
{MSFT 300}   
1019kg/2244.5 lbs {MSFT 
400}  槓片重量：
2×131kg/2×290 lbs {MSFT 
300}  2×177kg/2×390 lbs 
{MSFT 400}(以上) 

1 台 200,000 200,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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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48 數位攝影機 

1、內建 16GB 內建記憶體 
2、55 倍延伸變焦，30 倍光
學變焦/26.8mm 廣角 
3、3 吋(含)以上 16：9 觸控
式彩色液晶螢幕 

1 台 25,300  25,300  
演出實務(一) 

演出實務(三) 

演藝事業學

士學位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49 筆記型電腦 

(1).1.3GHz 雙核心 Intel 
Core i5 處理器(含)以上 
(2).8GB 1600MHz DDR3 記
憶體(含)以上 
(3).11.6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鏡面寬螢幕顯示器(含)
以上 
(4).256GB Flash Drive 硬碟
(含)以上 
(5).Intel HD Graphics 5000 
(含)以上；具備 Thunderbolt 
數位視訊輸出功能 
(6).HD 攝錄鏡頭；MagSafe 2 
電源連接埠； Thunderbolt 
連接埠；USB 3 連接埠 
(7).具備環境光線感應器的
78(U.S.)鍵或 79(ISO)鍵的全
尺寸背光鍵盤；可進行精確
游標控制的 Multi-Touch 多
點觸控軌跡板 
(8).802.11ac Wi-Fi 無線網
路；藍牙 4.0 無線技術(含)
以上 
(9).內建立體聲揚聲器；內建
雙麥克風；耳機連接埠 
(10).作業系統：OS X 
Mountain Lion (含)以上 
(11).隨附軟體：iLife(包含 
iPhoto、iMovie、GarageBand) 
(12).Thunderbolt 對 Gigabit 
乙太網路轉接器；Mini 
Display Port 至 VGA 轉換
器 

1 台 42,940  42,940  

教學用(會展

活動與接

待、商業軟體

應用、簡報製

作與表達、會

展實務專題) 

會展學程 
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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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50 精簡型電腦 

1、21.5 吋 (含以上)LED 液
晶螢幕 /1920X1080/16:9 
2、中央處理器： Intel Ivy 
Bridge i3-3240 (3.4GHz) 
3MB cache 處理器以上。 
3、主記憶體：4G DDR3 1333
記憶體(含)以上，最高可擴充
至 8G，支援雙通道。 
4、音效、攝影機：High 
Definition audio 整合式立體
聲音效系統，兩個立體聲道
喇叭 / 內建麥克風 /Dolby 
Advanced Audio V2認證。HD 
720P ,內建於螢幕上方。 
5、硬碟容量：500GB(7200
轉 / SATA 3.0(含)以上。 
6、光碟機：DVD 燒錄光碟
機。 
7、網路介面：10/100 /1000
自動切換網卡 / 支援 Wake 
On LAN。 
8、I/O 介面：USB 3.0*2、USB 
2.0*4、麥克風、耳機插孔及
多合一讀卡機、HDMI out。 
9、作業系統：提供 Windows 
7 HomePremium 中文最新
版。 

24 台 19,900  477,600 

實驗室設備

汰舊換新，持

續建構 e化教

學環境 

資訊工程系 伍-65 頁，3-(3)  

B51 伺服器 

1.2U 機架式。 
2.8 核心處理器含以上*2。 
3.記憶體:雙通道 128MB 含
以上。 
4.前後 VGA 輸出。 

2 部 180,000  360,000  

網路管理、資
料庫管理系
統、計算機網
路，教學用。 

資訊管理系 伍-144 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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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52 24 埠之網路交換器 

1.需支援 IPv6，具備 10GB

埠兩埠(含)以上。 

2.需與電算中心核心骨幹交
換器指令完全相容。 

3.24Ethernet  10/1000/1000

埠(含)以上。 

4.需附符合本系光纖模組串
接 10G 光纖模組 4 條(含)以
上。 

2 台 96,500  193,000  
電子商務、網

路行銷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伍-192 頁，3-(5)  

B53 擴音機音響組 

1.100W 4 聲道帶可變延遲控
制的功放混音器 *1,8 吋 

HIFI 喇叭 *2 

2.無線 mic 接收器組(雙
頻,200ch 可調)  *4 

附可調頻無線手持麥克風
*6+攜帶型無線麥克風*2 

3.18U 機櫃 (附移動輪/前壓
克力門/2U 棚板) *1 

4.喇叭用三角立架 (伸縮式) 

*2 

5.設備架設安裝及調校 

6.保固 1 年 

1 組 115,000  115,000  

1.輔助教學設

備           

2.英語配音訓

練應用   3.

日語配音訓

練應用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B54 
不鏽鋼濾網式排油

煙罩 

140 長 *80 寬 *60 高 cm 

(±5cm)，罩體使用 SUS 304 

1.2 m/m 厚不銹鋼板製作，
內部並設有防爆燈照明。 

5 台 42,000  210,000  

中餐烹調、進

階中餐烹

調、中式點心

課程使用  

餐飲管理系 伍-247 頁，3-(2)D  

B55 玻璃框座設備 

(1)玻璃底座：長 120cm*寬
60cm*高 10cm 

(2)玻璃框(含玻璃)，強化玻
璃(厚度 8mm) 框高 150cm 

1 組 19,640  19,640  行銷管理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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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56 
負重式胸部推舉訓

練機 

產品尺寸：長 188×寬 132×
高 126  產品重量：135 公
斤(以上) 

1 台 38,000 38,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B57 電腦螢幕 

(1).具鋁合金材質一體成形
顯示螢幕：●27 吋(對角線可
視畫面大小)薄膜電晶體 
(TFT) 主動式矩陣液晶顯示
器，具備橫向電場效應 (IPS) 
顯示技術 (含)以上；●解析
度：2560 x 1440 像素 (含)
以上；●亮度：375 cd/m2 (含)
以上；●對比：1000:1 (含)以
上；●回應時間：12 ms (含)
以下 
(2).視訊支援：內建 HD 攝
錄鏡頭及麥克風 
(3).纜線：內建 Thunderbolt 
纜線；內建 MagSafe 纜線 
(4).周邊連接：USB 2.0 連接
埠(含)以上；Gigabit 乙太網
路連接埠；Thunderbolt 連接
埠(含)以上 
(5).音訊：內建 2.1 揚聲器系
統 (49 瓦) (含)以上 
(6).配件：2.0 公尺
Thunderbolt連接線 (含)以上 

2 台 36,190  72,380  

教學用(會展
活動與接
待、商業軟體
應用、簡報製
作與表達、會
展實務專題) 

會展學程 
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B58 雲端商城儲存空間 

1.19 吋機架式 3U 高度。 
2.提供 2 組 1Gb iSCSI 埠。 
3.RAID 5, 6,JBOD。 
4.2 個 1Gb/s 網路埠。 
5.Power 460W *2。 

1 部 215,033  215,033  

網路管理、資
料庫管理系
統、計算機網
路，教學用。 

資訊管理系 伍-144 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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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59 移動式擴音機 

1. 130W 攜帶式無線擴音機 
2. 客製為 4 個無線模組可供
4 支可調頻無線麥克風使用 
3. 並附 4 支可調頻無線手持
麥克風 
4. 保固 1 年 

1 組 82,000  82,000  

1.輔助教學設
備          
2.英語配音訓
練應用      
3.日語配音訓
練             
4.建構外語數
位環境應用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B60 
不鏽鋼單水槽附抽

屜工作台 

130 長*75 寬*80/95 公分高
(±5cm)，台面使用 SUS 304 
1.5 m/m 不銹鋼板製作，下
加Ｕ型板補強， 槽體/及抽屜
使用 SUS 304 1.0 m/m 不銹
鋼板製作。 

13 台 23,500  305,500  

中餐烹調、進
階中餐烹
調、中式點心
課程使用  

餐飲管理系 伍-247 頁，3-(2)D  

B61 筆記型電腦 

1. 15 吋：2.7 GHz（含）以
上，配備 Retina 顯示器。 
2. 2.7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7（含）以上。 
3. 16GB 1600MHz 記憶體
（含）以上。 
4.IOS 作業系統 

1 台 94,280  94,280  
整體造型設
計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62 
負重式肩部推舉訓

練機 

1. 材質：高硬度圓弧管鋼
鐵  2. 骨架：主支架為圓
弧管鋼鐵直徑 90mm 厚度
3mm  3. 長 181×寬
127cm×高 90cm  4. 45 度
角坐椅提供上斜式推舉的
訓練位置  5. 四支稱連桿
提供五段式座椅調整  6. 
提供六處槓片放置位置  
7. 具橡膠防護墊，可保護
地板及機器，防止機器滑
動  8. 機台重量：102 
KGS(以上) 

1 台 44,000 44,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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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63 電腦主機 

(1).2.5GHz 雙核心 Intel 

Core i5 處理器(含)以上 

(2).8GB 1600MHz DDR3 記

憶體(含)以上 

(3).500GB 硬碟(含)以上 

(4).Intel HD Graphics 4000 

(含)以上；具備 Thunderbolt 

數位視訊輸出功能；HDMI

輸出功能 

(5).USB 3 連接埠；SDXC 卡

插槽；音訊輸入/輸出；具紅

外線接收器 

(6).802.11ac Wi-Fi 無線網

路；藍牙 4.0 無線技術(含)

以上；10/100/1000BASE-T 

乙太網路 

(7).作業系統：OS X 

Mountain Lion (含)以上 

(8).隨附軟體：iLife(包含 

iPhoto、iMovie、GarageBand) 

(9).HDMI 對 DVI 轉接器 

3 台 22,660  67,980  

教學用(會展

活動與接

待、商業軟體

應用、簡報製

作與表達、會

展實務專題) 

會展學程 
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B64 伺服器作業系統 
Data Center 作業系統(教育
版)永久授權 2 套 42,000  84,000  

網路管理、資

料庫管理系

統、計算機網

路，教學用。 

資訊管理系 伍-144 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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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65 平板電腦 

1. 作 業 系 統 : ios                                               
2. 顯示器 : 7.9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    Multi-Touch 
多點觸控顯示器搭載  IPS 
技術 1024 x 768 像素，解析
度 163 ppi 
防 指 紋 疏 油 外 膜                                            
3.內建 802.11a/b/g/n Wi-Fi 
(802.11n 2.4GHz 與 
5GHz)Bluetooth 4.0 無線技
術 
4.具有攝錄鏡頭、照片、 錄
影功能 
5. 儲存容量 :32G( 含以上 )                      
6.CPU:雙核心 

2 台 13,500  27,000  

1.輔助教學設

備         

2.商務導覽簡

報應用 3.觀

光導覽簡報

應用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B66 不鏽鋼雙口電子炒爐 

130 長 *75 寬 *80/95cm 高 
(±5cm)， 台面使用 SUS 304 
1.5 m/m 不銹鋼板製作， 主
燃燒器使用 15 支蕊快速爐， 
採用電子點火方式點火，附
長柄自由龍頭 2 支，後加
1-1/2”∮ 排水溝 /面板加裝
進水清潔系統。 

13 台 35,000  455,000  

中餐烹調、進

階中餐烹

調、中式點心

課程使用  

餐飲管理系 伍-247 頁，3-(2)-D  

B67 快速光纖式吸收光譜儀 

1. 掃描範圍 :200-850nm,可
擴充至 2400nm（含）以上。 
2.至少 2048 像素 CCD 光學
偵測系統。 

1 套 205,200  205,200  

化妝品調製

實習(一)、

(二)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68 負重式背部高拉訓練機 

外形尺寸（長×寬×高）180 
×158.7× 117 公分   產品
重量 121kg/267 磅。最大
負荷重量 245kg/540 磅(以
上) 

1 台 48,000 48,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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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69 投影機 

1.亮度(流明）: LED 發光源
500 流明度(含以上) 
2.對比度:10000:1 (含以上) 
3.標準解析度 :1073 百萬色
(10bit)  (含以上) 
4.4GB 的內置存儲容量(含
以上) 
5.可無線上網並附 USB 無線
網卡 
6.全機 1 年保固 

2 台 18,857  37,714  

1.輔助教學設

備 

2.商務導覽簡

報應用 

3.觀光導覽簡

報應用 

4.移動式簡報

放映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B70 大型專業彩妝燈箱 
尺寸：長約 69cm±4％*寬
50cm±4％*25±4％ 2 組 17,000  34,000  

整體造型、彩

妝設計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71 
負重式坐姿划船訓

練機 

外形尺寸（長×寬×高）
152×137×109cm/60×54×43  
產品重量 105kg/232 磅 最
大負荷重量 245kg/540 磅
(以上) 

1 台 44,000 44,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B72 
移動式行動語言  

錄音播放系統 

1.17”液晶顯示器
(1024*768dpi)(含以上)可接
TV OUT 雙螢幕 
2.內建無線麥克風接收模組
+無線手持麥克風 2 支                                                           
3.自錄人聲至硬碟或 USB 轉
燒 CD 功能 

1 台 
      

66,000  

           

66,000  

1.輔助教學設

備          

2.英語配音訓

練應用   3.

日語配音訓

練應用      

4.建構外語數

位環境應用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1)

伍-175 頁，3-(3) 

 

B73 液晶顯示器 
1.尺寸:60 吋(含) 以上。 
2.LED 背光技術。 1 台 68,800  68,800  專題製作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

化教學及研

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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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74 負重式蹲舉訓練機 

外形尺寸（長×寬×高）
147×165×84cm/58×65×33  
產品重量 102kg/225 磅  
最大負荷重量 490kg/1080
磅(以上) 

1 台 39,000 39,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B75 黃金脂雕儀 
尺寸：約 50cm×50cm×40cm
（±2cm） 1 台 100,000  100,000  

美容儀器實

務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76 槓片放置架 

主體結構以鋼材製作，並
採直徑 85mm厚 3mm之圓
管型設計，採雙重烤漆、
防鏽處理，並可選擇烤漆
顏色，以防止磨損，增加
外型美觀。每格放置處附
橡膠墊。具 9 支槓片放置
桿，每支放置桿底部附橡
膠緩衝墊，可保護骨架烤
漆。佔地面積：
87×57×108CM  產品重
量：32KG(以上) 

1 座 17,000 17,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B77 口紅模具 
尺寸：292 (長) x 24 (寬) x 32 
(高)mm（±3mm） 14 套 11,400  159,600  

化妝品調配

實驗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78 槓把放置架 

主體結構以鋼材製作，並
採直徑 85mm厚 3mm之圓
管型設計，採雙重烤漆、
防鏽處理，並可選擇烤漆
顏色，以防止磨損，增加
外型美觀。具 5 組槓把放
置桿、5 組配件放置把，頂
端具配件放置架。佔地面
積：97×62×100CM 產品重
量：50KG(以上) 

1 座 22,000 22,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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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79 精簡型電腦 

(1) 處理器： Intel Pentium 
G2020(2.9G) （含）以上 
(2) 作業系統：Windows 7 
Home Premium（含）以上 

27 台 27,400  739,800  專題製作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系 

伍-30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B80 
2.5~25 公斤包膠槓

片 

規 格 ： 槓 片 組 
5kg*2,10kg*2,15 kg*2,20 
kg*2,25 kg*2 

2 組 26,000 52,000  肌力訓練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伍-290 頁，發展

計畫及近期執行

策略(1)(3) 

 

B81 
地勤運務模擬教學

平台 

地勤運務教學平台規格： 
1.120*85*110cm (+-20cm) 
2.活動式四組 

4 座 30,000 120,000  
航空客運票

務 
觀光系 

伍-273 頁，

3-(5)B 

 

B82 
行李作業模擬教學

平台 

行李作業教學平台規格： 
1. 120*60*45cm (+-20cm) 
2.活動式四組 

4 座 18,000 72,000  
航空客運票

務 
觀光系 

伍-273 頁，

3-(5)B 

 

B83 
登機作業模擬教學

平台 

登機作業教學平台〜規
格： 
1.75*60*110cm (+-20cm) 
2.活動式一組 

1 座 21,000 21,000  
航空客運票

務 
觀光系 

伍-273 頁，

3-(5)B 

 

B84 
遊輪情境模擬教學

系統 

模擬遊輪情境資訊看板〜
規格： 
1.560*240cm  (+-20cm) 
2.教室左右側各一組 

1 式 240,000 240,000  
遊輪旅遊實

務 
觀光系 

伍-273 頁，

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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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85 
巴士情境模擬教學

系統 

模擬巴士情境資訊看板〜
規格 
1.560*240cm  (+-20cm) 
2.教室左右側各一組 

1 式 240,000 240,000  旅運經營學 觀光系 
伍-273 頁，

3-(5)B 

 

B86 生態旅遊管理系統 

1.新增生態行程。 

2.生態行程管理。 

3.生態旅遊主題設定管理及評

管理。 

4.行程設計管理及成本分析功

能。 

5.優良生態行程作品推薦。 

6.永久授權 

1 套 350,000  350,000  旅運教學 觀光系 
伍-273 頁，

3-(5)-B 

雲創公司

獨家研發

製作銷售 

B87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7GHz(含)以

上。 

2.記憶體:4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Windows 作業系統。 

1 台 35,000 35,000 
數位教材之 

課程 
電機工程系 伍-48 頁，3-(11)  

B88 單槍投影機 
1.3000 流明(含)以上。 

2.1080P Full HD(含)以上。 
1 台 75,000 75,000 

數位教材之 

課程 
電機工程系 伍-48 頁，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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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89 
行銷贏家-模擬經營

競賽系統 

安裝使用模式：伺服器軟體
系統安裝於一台伺服器(虛
擬或實體)使用介面：透過網
際網路瀏覽器(Web Browser)
提供管理端及學員端的操作
介面 
授權使用模式：網際網路, 單
一科系授權, 時間或地理使
用範圍可由客戶網管單位決
定 
使用年限模組：系統銷售創
業版保固期間：一年(含)以上 
教育訓練：3 小時(含)以上 
競賽功能：可做校內、校際
及國際型網路競賽 
管理者功能：教學管理者(教
師或系統管理者)：同一時間
1 人 
1.競賽管理(開啟賽局和賽局
活動管理) 
2.報名管理 
3.經營環境參數設定 
4.教學分析 
5.報表功能 
學員功能：同一時間最多 50
人同時上線使用 
1.報名功能 
2.經營決策 
3.營運現況  
4.經營績效 
5.系統功能 
永久授權 

1 套 490,000  490,000  
行銷學、行銷

企劃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伍-192 頁，3-(5) 

特 波 公

司 獨 家

研 發 製

作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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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90 投影機 

1.亮度(流明）: LED 發光源

800 流明度(含以上) 

2.對比度:30000:1 (含以上)                           

3.標準解析度:1073 百萬色

(10bit) 

4.4GB 的內置存儲容量(含

以上) 

5.可無線上網並附 USB 無線

網卡 

6.全機 1 年保固 

1 台 27,619  27,619  

1.輔助教學設

備 

2.商務導覽簡

報應用 

3.觀光導覽簡

報應用 

4.移動式簡報

放映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B91 平板電腦 

1.作業系統：Android  

2.CPU: Intel 雙核心 

3.記憶體：2GB(含以上) 

4.儲存：16GB (含以上) 

5.螢幕：10.1 吋 IPS 

6.內建無線網路 

7.具有攝錄鏡頭、照片、 錄

影功能 

2 台 13,326  26,652  

1.輔助教學設

備 

2.商務導覽簡

報應用 

3.觀光導覽簡

報應用 

應用外語系 伍-175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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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92 

Easy test 線上學習

測驗平台升級-NEW 

TOEIC 多方位模擬

測驗系統 

1.授權題庫四回 

2.學習者可於 NEW TOEIC

測驗單元中，挑選自己要練
習的單元，做加強性的重點
練習。  

3.模擬正式 NEW TOEIC 測
驗，考完學生可看到自己測
驗成績。 

4. 具備多層形式語言測驗功
能。 

5. 測驗題目與選項皆隨機排
序。 

6. 訂正具備即時字典功能:

具備外師發音功能、可隨點
隨查並且可自行輸入需要查
詢單字，單字解釋具有例句。 

7. 測驗因外在因素中斷時，
系統可回復到上次測驗中斷
處繼續測驗。 

8. 模擬試卷與混合編題的試
卷皆可轉出筆試卷、音檔及
詳解。 

9. 多方位開課選課功能，可
依授課班級需求管理題庫與
編輯試卷。 

10. 多方顯示測驗成績及學
習成效。 

11. 需具備頻寬偵測模組。 

12. 需具備測驗進度監控功
能。 

13.需整合在原本平台內 

14.永久授權 

1 套 120,000 120,000 
英文相關課

程 
通識中心 肆-41 頁，(一)2-(4) 

驊鉅公司

獨家製作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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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93 伺服器 

1.中央處理器：Intel 

Hexa-Core E5-2620*2 顆 

(含)以上 

2.記憶體：8GB 記憶體 (含)

以上 

3.硬碟機：2.5" 300GB 

10,000RPM SAS 熱抽換硬碟

機* 4 顆 (含)以上 

4.光碟機：提供 DVD-ROM*1

台 (含)以上 

5.網路：內建 4 埠 Gigabit 網

路介面 (含)以上 

6.電源供應器：750W 熱抽換

*2 顆 (含)以上 

附加:Windows Server 標準最

新授權版及 SQL Server 標準

最新授權版 

1 台 136,849  136,849  

企業簡報、專

題報告、財務

報表分析及

市場調查等

教學  

企管系 

伍-203 頁，

3-(3)             

伍-203 頁，

3-(4) 

 

B94 機櫃 

機架式機櫃:41U 加深型伺服器專

用機櫃 

1. 機櫃尺寸：2000*600*1100mm 

(+/-50mm) 

2.壓克力前門、可拆式側板及後

門、4"*2 風扇組、電源組一組、可

移動式內柱、束線環、剎車輪、 

地平螺絲 

3. 附加深式伺服器平盤 (19",1100

型) *3 片、抽拉式支撐板*1 片、1U

理線槽*3 支 

1 組 43,000  43,000  

企業簡報、專

題報告、財務

報表分析及

市場調查等

教學  

企管系 

伍 -203 頁，

3-(3)             

伍 -203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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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95 無線擴音機 

1.擴大器:Class AB，最大輸出

100W ，失真 <1% ，頻響

50Hz~18kHz(含)以上 

2.輸出功率： 70W(rms)/4Ω 

(含) 以上 

3. 頻 率 響 應 ： 

50Hz~18KHz±3dB (含) 以上 

4. 喇叭：8 吋全音域  (含) 

以上 

5.操作模式：直接在喇叭箱機

體上操作 

6 .CD 放音座 

2 台 25,000  50,000  

商業講座、產

業 實 務 講

座、企業經營

講座  

企管系 

伍 -203 頁，

3-(3)             

伍 -203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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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96 
液晶電腦廣播教學

系統 

1. 液晶螢幕式廣播主控台 
*1 
2. 廣播分配器 *1 
3. 1 台老師機+56 台學生端 
4. 型式：純硬體外接式，具
獨立電源，不佔電腦擴充槽。 
5. By Pass 功能：傳輸介面故
障或不開機，自動 By Pass，
不影響系統運作。 
6. 電源：採符合安全規範之
外接式電源。 
7. 純硬體特性：不須安裝任
何軟體，電腦在開機 BIOS
狀態下，仍可執行教學功能 
8. 強制廣播特性：學生自行
關機再重開機，仍然繼續接
收老師的廣播畫面與聲音。 
9. 廣播功能：可對個別、部
份或全體學生進行同步廣播
畫面及聲音。 
10. 監看/監聽功能：可同步
監看/監聽單一、多位或全體
學生的畫面及聲音。監看的
方式可以分為手動或自動輪
流並且監看畫面的停留時間
可以自行設定。 
11. 教師端操控模式：獨立觸
控式主控面板。 
12. 可顯示學生開關機偵測
之顯示。 
13.含此系統場地佈線及安裝 

1 套 95,500  95,500  

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輔助

製圖、電腦輔

助 立 體 繪

圖、電腦輔助

機構設計 

機械工程系 
伍 -15 頁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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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97 表面粗度計 

規格:量測範圍

Z=-200μm~+160μm , 

X=17.5m 資料收集可做簡

易統計處理Ra:0.01μm-75μm 

Ry:0.02μm-300μm 

量測區間基準長度：

0.25mm , 0.8mm , 2.5mm 量

測區間數：x1 , x3 , x5 ,XL(任

意長度 0.3mm~12.5mm) 

顯示部:LCD display 語言表

示:繁體中文表示(有多國語

言可切換) 

1 套 76,967  76,967  

量測機械元

件表面粗糙

度。適用課

程；精密量測 

機械工程系 
伍 -16 頁 ，

3-(6) 
 

合 計 33,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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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餘款規劃項目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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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01 
圖書期刊、 

軟體教學資源等 
圖書期刊、軟體教學資源等 1 批 2,000,000 2,000,000 

增加圖書館

資源 
圖書館 

肆 -52 頁 ，

1-(8)項  2-(4)

項 

 

標 02 印表機 

1. 可用紙張：標準
A5/A4/B4/A3/Letter 紙張  

2. 列印速度： A4 紙張每分
鐘 35 頁(含以上) 

3. 解析度： 1200dpi(含以上)  

4. 送紙匣：提供 250 張標準
A4 用紙(不含手動送紙) 一
個外，另提供 500 張
A4/B4/A3 通用紙匣一個  

5. 網路功能：具內建
10/100Base-TX 網路列印功
能，並提供 10/100Base-TX 

網路卡 

6. 雙面列印器 

1 台 42,111  42,111  

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輔助

製圖、電腦輔

助 立 體 繪

圖、電腦輔助

機構設計 

機械工程系 
伍 -15 頁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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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03 機車診斷電腦 

應符合或優於下列規格: 

1. 主機超大液晶螢幕：

120mmＸ90mm 或以上並可

調整亮度 

2. 主機附電源開關、DC 插

座、RS232 電腦傳輸孔、

PCMC 升級 

3. 主機可與 PC 雙向連線 

4. 適用車系：三陽、光陽、

山葉、台鈴、比雅久、哈特

佛、宏佳騰等國產電子噴射

引擎機車 

5. 功能： 

(1) 全車系內建標準數值 

(2) 內建零件名稱及說明 

(3) 內建故障碼解釋及修護

步驟 

(4) 數值可支援波形分析 

6. 配件： 

(1) 主機  1 個 

(2) 儀器配件箱〈塑膠〉1 個 

(3) 主線及診斷線 (適用上

列車系)  1 組 

(4) 七合一軟體匣 1 卡 

(5) 儀器操作手冊  1 本 

3 組 28,000 84,000 
車輛工程實

習 
機械工程系 

伍 -15 頁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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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04 電腦主機 

(1).2.5GHz 雙核心 Intel 

Core i5 處理器(含)以上 

(2).8GB 1600MHz DDR3 記

憶體(含)以上 

(3).500GB 硬碟(含)以上 

(4).Intel HD Graphics 4000 

(含)以上；具備 Thunderbolt 

數位視訊輸出功能；HDMI

輸出功能 

(5).USB 3 連接埠；SDXC 

卡插槽；音訊輸入/輸出；具

紅外線接收器 

(6).802.11ac Wi-Fi 無線網

路；藍牙 4.0 無線技術(含)

以上；10/100/1000BASE-T 

乙太網路 

(7).作業系統：OS X 

Mountain Lion (含)以上 

(8).隨附軟體：iLife(包含 

iPhoto、iMovie、GarageBand) 

(9).HDMI 對 DVI 轉接器 

5 台 22,660  113,300  

教學用(會展

活 動 與 接

待、商業軟體

應用、簡報製

作與表達、會

展實務專題) 

會展學程 
伍-224 頁，4-(A) 

伍-224 頁，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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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05 大理石檯面 
長 186cm * 寬 86cm * 厚度

2cm (±5%) 
2 面 14,950 29,900 

手工巧克力

製作、巧克力

裝飾等課程

用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248 頁，4-(2)  

標 06 拉糖機 

1.尺寸:外觀尺寸: 

430mm*340mm*500mm(±5%) 

2.材質: 不銹鋼 

3.總重量: 7 公斤(±0.5kg) 

4.電力: 220V。 

5.耗電量: 1000W – 4.5A/小時 

6.含拉糖專用銅鍋、拉糖專用幫浦 (雙

球)、拉糖專用溫度計。 

7.附加拉糖專用剪刀、拉糖不銹鋼棒 (4

支/組)、全自動雙槽桌上型空壓機及拉

糖專用花籃編織器。 

1 台 47,000 47,000 

手工巧克力

製作、巧克力

裝飾等課程

用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 -248 頁，

4-(2) 
 

標 07 攪拌機 

1.長 485*寬 340*高 545 mm 

(±5%)                                           

2.重 22 公斤(±1kg)                                                      

3.電壓 110V                                                            

4.齒輪傳動                                                             

5.馬力 650 瓦 

6.標準配件 桶、S鉤、球、

扇 各一 

3 台 22,000 66,000 

蛋糕、麵包、

巧克力、糖

花、茶點等實

習製作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 -248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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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08 拉糖機 

1.430mm*340mm*500mm (±

5%)                                              

2.不銹鋼材質                                                          

3.7公斤重 (±0.5kg)                                                        

4.電壓 220V                                                             

5.耗電量 1000W - 4.5A/

小時 

6.含拉糖專用銅鍋、拉糖

專用幫浦 (雙球)、拉糖專

用溫度計。 

12 台 30,000 360,000 

蛋糕、麵包、

巧克力、糖

花、茶點等實

習製作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 -248 頁，

4-(2) 
 

標 09 丹麥機 

1.3ψ220V (3項電力) 

2.1/2HP (馬力) 

3.210×85×110cm (±5%) 

4.輸送帶尺寸 51.5x200cm 

(±5%)  

5.PU材質輸送帶 

6.顏色: 白色 

7.重 160kg (±5kg) 

 1 台 60,000 60,000 

蛋糕、麵包、

巧克力、糖

花、茶點等實

習製作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 -248 頁，

4-(2) 
 

標 10 
四門冷凍冰箱(6 尺

冷凍) 

1.尺寸 : 

W121*D80*H204cm (±5%) 

2.容量 : 970L (±1%) 

3.溫度 : -20°C (±1%) 

4.電壓 : 220V 50/60Hz 

5.瓦數 : 750w 

1 台 39,000 39,000 

蛋糕、麵包、

巧克力、糖

花、茶點等實

習製作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 -248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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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1 
二門單盤式電氣烘

焙爐 

1. 外徑 : 寬 74x 深 81x 高

152cm。(±5%) 

2.門外徑 : 寬 48x 深 70x 高

20cm。(±5%) 

3.電力: 8KW, 220V, 3P or 1P。 

4.爐外板: 全面#304 高級不銹

鋼製板金厚度 1.2mm。(±1%) 

5.爐內板 : 防銹鍍鋁鋼板板金

厚度 1.2mm。(±1%) 

6.保溫: 密度 800℃ (±1%)。高

溫保溫棉厚度 6cm (±1%)。 

7.S2C 附 2 層蒸氣裝置(含上釉

矽石板厚度達 2cm (±1%) 2 層、

入爐架及出爐鏟過濾架一只)。 

8.操作儀表板: 圖型顯示，操作

簡易控制面板電線耐熱 60~70

℃。(±1%) 

9.電熱組: 特殊電熱線，配合耐

熱震磁礙絕緣。 

10.爐門把手: 特製不銹鋼烤漆

把手，鋁合金壓鑄把手座。 

11.爐體: 組合式結構。 

12.爐門後鈕: 全不銹鋼製。  

13.板金: 整台電腦程式加工。 

14.輪子: 大型前活動煞車輪，

移動輕便。 

15.烤皿架型腳架，5 層式共可容

納 46cm x 66cm(±5%)烤皿。 

16.採用陶瓷製電源接線端。 

17.採用上火沖孔鍍鋁鋼板防

銹，烘焙物著色均勻。 

2 台 187,000 374,000 

蛋糕、麵包、

巧克力、糖

花、茶點等實

習製作 

烘焙創意與

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伍 -248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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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2-00 音響教學系統 詳細規格如下 1 套 551,120 551,120  
舞臺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標 12-01 音響教學系統 

1.32 路話筒高淨空麥克風
前置放大器 
2.48-in/34-out 數位錄音接
口 
3.14 個輔助發送，每個獨
奏靜音 
4.6 個(含以上)快速即時場
景的場景按鈕保存/“快速
撥號”場景 
5.含攜行裝置箱，視實際需
求製作 

1 台 232,000 232,000 
舞臺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標 12-02 
專業多功能數位

32ch 調音台 

1.軟體與硬體混音機的控

制可在任何時候都在同一

頁，也可以被分離作業 

2.32 迴路(含以上)錄音及

現場調音台 

1 套 40,200 40,200 
舞臺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標 12-03 數位錄音軟體 

1. 具有 4X8 矩陣選擇

(XLR)輸入、輸出,48V 獨

立幻象電源 

2.可儲存記憶 1600 組(含

以上)密碼設定 

3.前面版具每通道輸入/輸

出獨立LED指示燈及音量

開關 

1 台 73,500 73,500 
舞臺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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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2-04 
專業數位音頻處

理器 

1.使用電壓:120V/240V 

2. 交 流 輸 出 : 每 一 組

10A/MAX 共 16 組(含以

上) 

1 台 26,000 26,000 
舞臺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標 12-05 
音響電源時序開

關 

1.15 英吋高衝程低音單體
3 吋音圈 
2.功率 1200RMS  D 類功
率放大器 
3.含攜行裝置箱，視實際需
求製作 

2 支 47,650 95,300 
舞臺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標 12-06 
專業主動超低音

揚聲器 

1.12 吋高效率的訂制揚聲

器 

2.功率瓦數 300W\8ohm 

3.含攜行裝置箱，視實際需

求製作 

2 支 31,560 63,120 
舞臺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標 12-07 
專業樂團監聽揚

聲器 

1.高度 1020mm-2320mm 

(±10mm) 

2. 支 桿 長 度 :780mm 

(±10mm) 

3.含手提式攜行共 10 支包

裝袋 

1 組 21,000 21,000 
舞臺課程燈

光實務 
演藝學程 

伍-332 頁，強化

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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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3 供電型交換器 

1.埠數：獨立主機本身提供 48 個(含)

以上 10/100Base-TX埠，且每埠具備乙

太網路供電(Power Over Ethernet) 

2. 具 備 擴充 埠功能 ：提 供 2 埠

1000Base-SX 或 1000Base-LX 或

1000Base-T 

3.具備 Power over Ethernet(PoE)技

術，並符合 IEEE 802.3af標準 

4.具備 IEEE 802.1x Network Login與

Port Security存取控制安全機制 

5.提供無阻塞(Non-Blocking)及線速

(Wire Speed)交換能力 

6.提供遠端電源管理機制，可針對特定

埠做遠端電源的開啟(Enable)、關閉

(Disable)或限定 (Limit)其供電的總

量 

7.具備 8K(含 )以上之 MAC(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es 

8.具備 Store and Forward(貯存轉送)

操作模式 

9.具備廣播風暴控制(Broadcast Storm 

Control)、Spanning Tree橋接標準 

10.具備 IEEE 802.1p 服務等級流量優

先 權 通 訊 協 定 (Class of service 

Priority protocols) 、 Quality of 

Service (QoS)、802.1Q 虛擬區域網路

標籤(VLAN tagging) 

11.提供 SNMP、RMON介面網管功能，並

可提供流量分析、事件紀錄、韌體更新

等功能 

12.具備 Multicast 封包處理能力並符

合 IGMP Multi-cast標準 

13.具備 MAC(媒體存取控制)位址過濾

(Filter) 

14.具備 Secure Shell(SSH)(Secure 

Remote Shell) 

1 台 42,643 42,643 

網頁設計、多

媒體原理與

應用實習、電

腦網路實務 

資訊工程系 
伍-65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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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4 網路平面顯示器 

60吋平面展示顯示器 
1.背光技術：側光式 LED 背光 
2.極瞬流線影像科技：Motionflow XR 
240 
3.噪訊抑制技術、清晰解像強化技術 
4.面板解析度：Full HD 1920x1080 
5.最佳可視範圍：176 度 (上下左右) 
全方位 3D 
內建 3D、播放 3D、2D -> 3D 影像轉換 
視訊 
1.內建訊號接收器：HD 高畫質數位 + 
類比 
2. 數 位 電 視 訊 號 相 容： 480/60i, 
480/60p, 720/60p, 1080/60i, 
1080/24p (HDMI only), 1080/30p 
(HDMI only), 720/30p (HDMI only), 
720/24p (HDMI only), 1080/60p (HDMI 
/ Component) 
3.24p 真實電影還原技術 
娛樂功能 
4.Opera Apps、網頁瀏覽、 Screen 
mirroring 螢幕鏡射、MHL 智慧型手機
連線功能、內建 WiFi無線網路、USB 2.0 
連接埠 2組、乙太網路連接埠 1組 
影音操控 
1.USB支援檔案播放格式：MPEG1/MPEG2 
TS/MPEG2 PS/MPEG4 Visual/MPEG4 
AVC/H.264/WMV/Xvid/RM/RMVB/MP3/LP
CM/AAC/HE-AAC/DolbyDigitalAC3/DTS
/WMA/Jpeg 
2.智慧場景：自動 / 通用 / 音樂 / 
電影 / 遊戲 / 圖像 / 運動  
3.支援雙重畫面 
音效 
1.Audio Power Output：10W + 10W 
2.5.1Channel Audio Out 
3.5.1ch Through Out (Handycam) 
4.音質設定模式 
輸出輸入 
1.HDMI / 色差 (輸入)：4 組 / 1 組 
2.AV 端子輸入 (一組與色差端子共
用)：1 組 
3.耳機聲音輸出/音源輸出：1 組 
附件: 
壁掛架*1套(含安裝) 
門弓器 4套(含安裝),適用門重：25-110
公斤、停門功能自選、雙速可調（關門、
鎖門）。 

2 台 80,000 160,000 

嵌入式系統

概論、軟體工

程 實 務 、

FPGA 之原理

與應用 

資訊工程系 
伍-65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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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5-00 3D 動畫軟體素材 詳細規格如下 1 套 150,000 150,000 
電腦動畫製

作 
電通系 

伍-102 頁， 

3-(1)、3-(2)項 
 

標 15-01 
3D 動畫軟體素材

─主要軟體 

1.支援輸入常用的3D動畫檔案

格式。 

2.能夠將輸入的3D動畫檔案執

行。 

3.支援將設定與編輯完成後的

檔案輸出成常用的3D動畫檔案

格式。 

4.在支援編輯iMotion的軟體

中，提供可供非商業用途的動作

資料庫，並利用此動作資料庫編

輯後的動作，可支援輸出成

BVH、iMotion與FBX等檔案格

式。 

5.提供「流行舞蹈與可愛怪獸精

華動作」資料庫。 

6.提供10組能捕捉人物動作影

像功能。 

7.需提供16小時以上軟體使用

課程訓練。 

8.永久授權。 

1 套 20,000 20,000 
電腦動畫製

作 
電通系 

伍-102 頁， 

3-(1)、3-(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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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5-02 

3D 動畫軟體素材

─舞蹈包 

素材庫軟體 

1.內建至少210段以上動作可供

輸出，分為6大類動作主題包，

如下所示： 

(1)Street Dance-Girl Style：

街舞-女孩風格動作主題包 

(2)Street Dance-Hip Hop：街

舞-嘻哈風格動作主題包 

(3)Street Dance-Locking：街

舞-鎖舞風格動作主題包 

(4)Street Dance-Popping：街

舞-機械舞風格動作主題包 

(5)Monster Motion Vol.1：怪

獸動作主題包V1 

(6)Monster Motion Vol.2：怪

獸動作主題包V2 

2.需提供16小時以上軟體使用

課程訓練。 

3.永久授權。 

1 套 30,000 30,000 
電腦動畫製

作 
電通系 

伍-102 頁， 

3-(1)、3-(2)項 
 

標 15-03 

3D 動畫軟體素材

─必備內容 

資料庫軟體 

1.提供素材資料庫光碟之必備
內容資料庫，至少有80組素材包
程式。 
2.安裝完成後包含專案、影像前
景、3D場景、天候、道具、樹木、
粒子、地形、天空、角色、角色
性格、頭髮、上半身、下半身、
手套、鞋子、配件、臉、眼睛、
動作、手勢、影像、視訊、聲音、
材質等項目，總共至少8350個以
上素材數量。 
3.需提供16小時以上軟體使用
課程訓練。 
4.永久授權。 

1 套 100,000 100,000 
電腦動畫製

作 
電通系 

伍-102 頁， 

3-(1)、3-(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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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6 3D 動畫軟體 

1.需具備Mocap、Popvideo  
Converter2軟體功能。 
2.程式包含Motion Graph 技
術。 
3.支援軟性物理動態技術，可以
摸擬整個物件本身，或是如衣服
質感的平面物料的柔軟度。 
4.可以利用滑鼠來操作角色的
動作，如此將產生不同的肢體語
言，來符合不同角色個性的需
求。 
5.內建Cartoon rendering and 
Cell shading技術。 
6.具備換臉功能，可將臉部照片
點陣圖，置換到角色頭部。 
7.使用錄音或文字輸入的方
式，讓角色自動對嘴說話。 
8.可利用滑鼠快速產生臉部表
情動畫。 
9.可利用滑鼠修改角色動畫範
本，快速產生人物動畫。 
10.提供基礎內容資料庫-基本
素材至少600個，包含3D場景、
音效、材質貼圖、角色、動作、
道具等項目。 
11.支援Kinect for Xbox360與
Kinect for Windows等兩種紅外
線動態攝景機。 
12.能即時抓取所需的人物動
作，傳送動作感應資訊到動畫程
式中。 
13.將藍色或綠色布幕前面拍攝
的人物影片，做透空去背的影片
處理。 
14.支援輸出 popVideo視訊檔
案並支援進入動畫程式中。 

15.永久授權。 

1 套 350,000 350,000 
電腦動畫製

作 
電通系 

伍-102 頁， 

3-(1)、3-(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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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7 電腦主機 

1.CPU:4 核心 3.4GHZ(含)
以上 
2.記憶體:8GB(含)以上 
3.硬碟:500GB(含)以上 
4.顯示卡:獨立顯示。 
5.作業系統 :win7 Pro(含)
以上 
6.網路還原卡:差異還原 

18 台 26,000 468,000 

企業資源規

劃、資料庫

理 論 興 實

務、多媒體

設計、影像

處理 

資管系 伍-144 頁，3-(1)  

標 18 電腦主機 

1.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5(含)以上 

2.作業系統： Windows 7 

Professional (含)以上 

3. 記 憶 體 ： 提 供 4GB 

DDR3-1600(含)以上 

4.硬碟機:1TB(含)以上，轉

速 7200rpm(含)以上 

5.光碟機：提供 DVD Super  

Multi(含燒錄功能) 

6.電源供應器:300W (含以

上 ) 

7.還原卡 

6 台 20,883 125,298 
市場調查、

電子商務 
企管系 伍-201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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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19 電腦主機 

1.CPU:Core i7 3.4GHz (含
以上) 

2.記憶體:4G DDR3  (含
以上) 

3.硬碟:500G(含以上) 

4.光碟機:DVD Super Multi 

5.作業系統:Win 7 Pro (含
以上) 

6.還原卡 

7.附全罩式耳機麥克風 

6 台 26,000 156,000 

電腦軟體應

用(I、II)、英

語聽講訓練

(I、II) 

外語系 伍-175 頁，3-(9)  

標 20 電腦主機 

1. 一般型電腦 Core i7 
3.4GHz(含)以上 
2.獨立主機不含螢幕 (含)
以上 
3.還原卡(多重鏡像版) 
4.Windows 作 業 系
統:XP(含)以上 
5.記憶體:4GB(含)以上 

6.硬碟容量:1TB(含)以上 

14 台 25,770 360,780 

影像處理、

基礎 3D 動

畫、3D 角色

動畫、互動

遊戲、影音

剪 輯 與 後

製、3D 實景

合成、數位

特效 

數媒系 
伍-163 頁，

3-(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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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21-00 氣壓設備 詳細規格如下 1 套 820,000 820,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標 21-01 

機械氣壓一時間從

屬計數迴路之裝配

與調整平台 

一.氣壓實習台  

二.氣壓控制元件組 

1.雙動磁簧缸 

2.五口二位雙氣壓作動閥 

3.三口二位雙氣壓作動閥 

4.可調式單向節流閥 

5.三口二位雙向輥輪方向閥 

6.三口二位按鈕式方向閥 

7.氣源供應組  

8.三點組合 

9.五口二位緊急開關方向閥  

10.雙壓閥  

11.梭動閥  

12.計時閥 

1 組 125,000 125,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標 21-02 

機械氣壓一正壓從

屬計時迴路之裝配

與調整平台 

一.氣壓實習台 
二.氣壓控制元件組 
1.雙動磁簧缸 
2.五口三位雙氣壓作動閥 
3.五口二位雙氣壓作動閥 
4.五口二位單氣壓作動閥 
5.三口二位雙氣壓作動閥 
6.三口二位單氣壓作動閥常開
式 
7.可調式單向節流閥 
8.三口二位雙向輥輪方向閥 
9.三口二位單向輥輪方向閥 
10.三口二位按鈕式方向閥 
11.氣源供應組 
12.三點組合 
13.五口二位緊急開關方向閥 
14.正壓壓力錶 
15.梭動閥 
16.計時閥 
17.常壓順序閥 

1 組 127,000 127,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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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21-03 

機械氣壓一負壓從

屬計數迴路之裝配

與調整平台 

一.氣壓實習台 
二.氣壓控制元件組 
1.單邊作動缸 
2.雙動磁簧缸 
3.五口二位雙氣壓作動閥 
4.五口二位單氣壓作動閥 
5.三口二位雙氣壓作動閥 
6.三口二位單氣壓作動閥常閉
式 
7.三口二位單氣壓作動閥常開
式 
8.可調式單向節流閥 
9.三口二位雙向輥輪方向閥 
10.三口二位按鈕式方向閥 
11.氣源供應組 
12.三點組合 
13.五口二位緊急開關方向閥 
14.負壓壓力錶 
15.雙壓閥 
16.梭動閥 
17.氣壓計數器 
18.常壓調壓閥 
19.真空順序閥 
20.真空產生器 

1 組 148,000 148,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標 21-04 

電氣氣壓一時間從

屬計數迴路之裝配

與調整平台 

一.氣壓實習台 
二.電氣/氣壓控制元件組 
1.雙動磁簧缸 
2.五口二位雙邊電磁控制方向
閥 
3.可調式單向節流閥 
4.氣源供應組 
5.三點組合 
6.極限開關 
7.繼電器組 
8.按鈕開關組 
9.重置開關組 
10.急停開關組 
11.電氣定時器 
12.電氣計數器  
13.電源供應器組 

1 組 125,000 125,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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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21-05 

電氣氣壓一正壓從

屬計時迴路之裝配

與調整平台 

一.氣壓實習台 
二.電氣/氣壓控制元件組 
1.雙動磁簧缸 
2.五口三位雙邊電磁控制方向
閥中位全閉  
3.五口二位雙邊電磁控制方向
閥 
4.可調式單向節流閥 
5.氣源供應組 
6.三點組合 
7.正壓壓力錶 
8.極限開關 
9.常壓壓力開關 
10.繼電器組 
11.按鈕開關組 
12.重置開關組 
13.急停開關組 
14.電氣定時器 
15.電源供應器組 

1 組 123,000 123,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標 21-06 

電氣氣壓一負壓從

屬計數迴路之裝配

與調整平台 

一.氣壓實習台 
二.電氣/氣壓控制元件組  
1. 單邊作動缸 
2. 雙動磁簧缸  
3. 五口二位單邊電磁控制方
向閥 
4.可調式單向節流閥 
5.氣源供應組 
6.三點組合 
7.三口二位電磁方向閥 
8.負壓壓力錶 
9.極限開關 
10.真空產生器 
11.空氣氣囊 
12.真空壓力開關 
13.三口二位電磁方向閥 
14.常壓調壓閥 
15.繼電器組 
16.按鈕開關組 
17.重置開關組 
18.急停開關組 
19.電氣計數器 
20.電源供應器組 

1 組 172,000 172,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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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22-00 機電整合設備 詳細規格如下 1 套 520,000 520,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標 22-01 
形狀判別與傳送

平台 

1.機構安裝基板 

2.龍門式機械手臂移載機構 

3.皮帶式輸送機構模組 

4.形狀判別定位治具模組 

5.圓料出料斜坡模組 

6.方形料出料平台 

7.氣壓調理組及氣源開關 

8.氣壓電磁閥組 

9.控制盤 

10.操作面盤 

11.工作台車或工作桌 

1 組 105,000 105,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標 22-02 
顏色辨別與姿勢

調整平台 

1.機構安裝基板 

2.垂直雙桿滑台氣壓缸模組 

3.馬達附減速機構模組 

4.氣壓夾爪附治具模組 

5.180°旋轉氣壓缸模組 

6.真空吸盤模組 

7.進料座 

8.出料座及斜坡 

9.氣壓調理組及氣源開關 

10.氣壓電磁閥組 

11.真空產生器 

12.壓力開關 

13.控制盤 

14.操作面盤 

15.工作台車或工作桌 

1 組 100,000 100,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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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22-03 
姿勢判別與換向

平台 

1.機構安裝基板 

2.倉匣模組及定位治具 

3.垂直升降凸輪機構附驅動馬

達模組 

4.排料斜坡模組 

5.氣壓調理組及氣源開關 

6.氣壓電磁閥組 

7.真空產生器 

8.壓力開關 

9.控制盤 

10.操作面盤 

11.工作台車或工作桌 

1 組 100,000 100,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標 22-04 
材質分揀與加工

平台 

1.機構安裝基板 

2.分度盤模組 

3.蓋印垂直氣壓缸模組 

4.鑽孔垂直氣壓缸模組 

5.分度盤與材料固定用水平氣

壓缸模組 

6.進料模組 

7.出料模組 

8.氣壓調理組及氣源開關 

9.氣壓電磁閥組 

10.前導式止回閥 

11.控制盤 

12.操作面盤 

13.工作台車或工作桌 

1 組 100,000 100,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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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標 22-05 
重量判別與整列

平台 

1.機構安裝基板 

2.工件重量判別模組 

3.XZ 氣壓機械手 

4.整列盤模組 

5.氣壓調理組及氣源開關 

6.氣壓電磁閥組 

7.控制盤 

8.操作面盤 

9.工作台車或工作桌 

1 組 115,000 115,000 
可程式控制

實務 
電機系 

伍-47 頁，3-(1)； 

伍-47 頁，3-(3) 

 

合 計 6,91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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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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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C01 電子書製作系統 

一. 管理功能 

1.系統管理者需可新增/編輯/刪除所
有上傳後的電子書 

2.除系統管理者之外，使用者需能對
其所屬群組內的資料進行管理 

3.需每本電子書需隨使用群組調

整，而改變被觀看的使用者 

4.透過轉書軟體經由雲端網路平台
直接轉製電子書，不需安裝任何軟體 

二.系統功能 

1.電子書轉檔需支援 World、Excel、
Power Point、PDF 等格式 

2.個人頁面需顯示使用者資訊、上傳
明細、更新電子書內容等 

3.每本電子書需加密，離開觀看畫面

即使複製網址也無法被觀看 

三.閱覽功能 

1.需自動判斷 PC、iPhone、iPad、

Android 手機載具，不需下載安裝其
他軟體，即可對應觀看 JAVA或 Flash

版電子書 

2.任何平台觀看電子書時，需提供小
圖索引與全文檢索/超連結功能 

四.硬體規格: 

1.需提供 CPU：Intel® Core™ i3-3220 

3.3 GHz 雙核心處  處理器(含)以上 

2.需提供 DRAM：2GB SO-DIMM 

RAM(含)以上 

3.需提供硬碟 2TB2 顆，做 Raid1 安
全機制保護使用(含)以上 

4.需提供檔案伺服器、備份伺服器、
加密異地備援、FTP 伺服器、網站伺
服器等功能 

5.需提供影音串流伺服器/FTP 伺服
器/照片伺服器/雲端儲存伺服器的運
用 

※軟體永久授權 

1 式 154,000 154,000 
提供教學支

援 
圖書館 肆-52 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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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C02 掃描機 

光學解析度：600 dpi(含)

以上 

硬體解析度：600 dpi x 

1200 dpi(含)以上 

掃描模式： 

1.色彩：48-bit 輸入、24-bit 

輸出(含)以上 

2.灰階：16-bit 輸入、8-bit 

輸出(含)以上 

3.黑/白：1-bit(含)以上 

掃描速度：2.48 秒 (彩色

模式, 300dpi, A3)；2.10 秒 

(灰階/ 黑白模式, 300dpi, 

A3) (含)以下 

支援作業系統：Windows 

2000 / XP / Vista / 7 / 8(含)

以上 

1 台 50,000 50,000 
圖書資源使

用 
圖書館 肆-52 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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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C03 
多媒體教學錄製編

輯軟體 

多媒體教學錄製編輯軟體規格： 
1.提供一套正式、三套浮水印版軟體
安裝 
2.提供 3 種錄製模式：一般錄製(記錄
滑鼠在螢幕上點擊的畫面截圖，會自
動產生點擊位置、文字框)、全動態
錄製 (將操作過程以影片方式錄
製)、動畫/影片串流錄製(記錄動畫或
影片串流) 
3.提供多種輸出格式：圖像格式
(PNG、 JPG)、文件格式 (Word、
Excel、PPT、PDF、JPG、HTML 幻
燈片展示模式 )、影片格式 (AVI、
WMV、MPEG4、WebM、FLV)、互
動式格式(Flash 模擬、AJAX 模擬，
可跨平台閱讀，IOS、Android、PC
環境皆可) 
4. 提供幻燈片編輯模式：以錄製插
入幻燈片(使用錄製模式來插入幻燈
片)、來自圖像插入幻燈片(置入圖像
格是當作幻燈片)、來自專案的幻燈
片(擷取其他專案的幻燈片，做為新
專案的幻燈片內容)、來自 PPT 的幻
燈片(置入 PPT 的內容，做為新專案
的幻燈片) 
5.提供檔案置入：截圖(4 種模式：視
窗、物件、全屏幕、應用程式或範
圍)、圖像(5 種格式：png、jpg、jpeg、
bmp、gif)、音頻(2 種模式：直接錄
製、從現有檔案中置入 mp3、ogg、
wma、wav )、影片(6 種格式：mp4、
mkv、wmv、flv、avi、webm) 
6. 提供互動物件編輯：點擊滑鼠(滑
鼠點擊位置，產生對應呈現的畫面，
例如：答對或答錯) 、文字框(提供
文字輸入的對話框)、按鍵(設定輸入
的鍵盤按鍵)、提示(滑鼠一到範圍內
時，顯示提示文字)、測驗題(7 種類
型：是非、選擇、複選、問答、填空、
多項填空、排序) 
7. 提供註釋物件編輯：形狀(12 種形
狀的文字註釋框)、文字說明(輸入文
字說明)、加亮框(半透明框，加亮重
點說明)、聚光燈(以聚光燈模式強調
重點，其餘部分為半透明黑色遮
住)、鍵盤回應視窗(在輸出互動的格
式中，點擊鍵盤會在螢幕上顯示輸入
的按鍵)、游標路徑(置入滑鼠移動的
路徑)、放大視窗(針對細節說明在單
張幻燈片漸進式放大)、字幕(提供黑
幕，在幻燈片正下方做文字說明) 
※軟體永久授權 

1 式 99,000 99,000 
提供教學支

援 
圖書館 肆-52 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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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C04 電腦主機(含螢幕) 

1、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7 (含)以上 

2、作業系統： Windows 7 

Professional  32 bit(含)以

上 

3、RAM：4G(含)以上 

4、硬碟：容量 500 GB (含)

以上 

5、螢幕：22 吋(含)以上 

6、還原卡 
15 套 31,000  465,000  

圖書館讀者

資訊檢索區

電腦 

圖書館 肆-52 頁，1-(7)  

合 計 7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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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

資料庫請另標示授權年限） 數量 
單位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D01 ˇ      批 1 300,000 300,000 
增加西文圖書館

藏 
圖書館 

肆-52 頁，1-(8) 

肆-52 頁，2-(4) 

 

D02  ˇ     批 1 400,000 400,000 

增加中文藏書

量，符合讀者需

求。 

圖書館 
肆-52 頁，1-(8) 

肆-52 頁，2-(4) 

 

D03   ˇ    批 1 450,000 450,000 
增訂中文期刊(紙

本式) 
圖書館 

肆-52 頁，1-(8) 

肆-52 頁，2-(4) 

 

D04   ˇ    批 1 1300,000 1300,000 
增訂西文期刊(紙

本式) 
圖書館 

肆-52 頁，1-(8) 

肆-52 頁，2-(4) 

 

D05      ˇ 批 1 100,000 100,000 
光碟圖書及其他

視聽媒體 
圖書館 

肆-52 頁，1-(8) 

肆-52 頁，2-(4) 

 

合 計  2,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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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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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E01 單眼相機 

1.cmos 影像感應器，2000

萬畫素以上 

2.內置 wi-fi 無線網路功

能，GPS 功能 

3.具 11 點以上自動對焦系

統 

4.電子水平儀 ISO 可置

25600 以上（含） 

5. 支援 B 快門可錄約

1920*1080（30P）影片 

6.含 24-70mm 以上鏡頭及

含相機包。 

1 台 84,900  84,900  活動用 學生會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6 項 

 

E02 雙面太鼓 
1.8 尺含以上（全套：含

鼓、鼓架、鼓棒、鼓袋） 
5 套 16,800  84,000  活動用 鼓藝社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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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E03 
攜帶式自動體外心

臟電擊器 

1.主機+專用電池+ 智慧
型電擊貼片盒 x2+攜行袋+
配件包+嬰幼兒用功能鑰
匙  
2. 具備智能解析，自動判
讀監測心律，於 VF 與 VT
的心律時建議電擊。 
3. 內建記憶體，可記錄
ECG 及完整的事件與分析
記錄報告與時間。 
4. 電力來源，使用拋棄式
長效型錳鋰電池為電力來
源。 
5. 低電量時具顯示訊號。 
6. 每日自我檢測包含有電
子電路、電量與貼片，確
保機器於可救援之狀態。 
7. 電擊貼片有效期至少
18 個月。 
8. 需有防水、防塵、耐摔
（衝擊）及振動等標準，IP
等級達 IP55，各種角度耐
摔達 1 公尺。 
9. 附衛生署許可證及仿
單，必要時附原廠中文使
用說明書補充說明規格。 
10.收納展示箱 B( 落地
式)，含 AED 指示牌及安
裝。 
11. 1.0mm(含以上)鐵板加
烤漆。 
12. 內容量：可容納 AED
及急救配件包。 
13. LED 燈組：可使用
110V 電源） 

1 組 140,000  140,000  練習用 青年服務社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2 項 

 

170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E04 
台灣電音無線麥克

風 

1.UHF：±650-950MHZ 

2.頻帶寬度：約 30MHZ 

3.頻率穩定度：0.005％含

以上 

4.音頻：±60HZ-16000HZ 

5.LCD 液晶顯示：顯示工

作頻道及使用頻率 

6. 信 號 與 雜 音 比 ： ＞

107dB(A) 

7.電源供給：DC±12-18V 

8.主機*1、麥克風*2 支 

1 組 25,000  25,000  活動用 熱音社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7 項 

 

E05 電吉他 

1.琴身：桃花心木，火燄楓

木頂部 

2.琴頸：桃花心木 

3.指板：紫檀木（玫瑰木） 

4.弦長：24.75"含以上 

5.上弦枕寬：1.68"含以上 

6.尺寸：41"含以上 

7.拾音器：Alnico Classic

雙線圈拾音器 

8.金屬配件：鉻銀 

1 支 18,200  18,200  活動用 熱音社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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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E06 超指向麥克風 

1. 外 型 尺 寸 ： 22 * 

278MM±5% 

2.型 式：靜電型電容式 

3.指向形式：超心型指向性 

4.響應頻率：20Hz - 20KHz

含以上 

5.信號信噪比：約 76dB 

6.靈敏度：15mV/Pa 含以上 

7.淨重：約 161 g 

8.避震把手+兔毛套組（重

量：約 755g、長度：約

490mm 、 直 徑 ： Ø 約

125mm、尺寸：約 500mm 

(L) x 約 230mm (W) x 約

175mm (H)） 

9.攜行箱（外觀最大尺寸:

約 520 x 約 185 x 約 250 

W / H / D/ mm、內 部 尺 

寸: 約 495 x 約 120~135 x

約 225 W / H / D/ mm） 

1 組 28,800  28,800  活動用 學生會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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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E07 長鏡頭 

1.14-24mm含以上， f/2.8G 

ED (倍變焦) 

2.最短攝影距離 0.28m 含

以上 

3.放大倍率 0.67 倍含以上 

4.體積 約 98 x 131.5  mm 

5.重量約 1000 g 

6.附件前鏡蓋, 後鏡蓋, 半

軟鏡頭套 

1 個 55,900  55,900  社團練習 學生會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4 項 

 

E08 短鏡頭 

1.50mm 含以上，f/1.4G 標

準視角的高速定焦鏡頭 

2. 支援雙對焦模式 — M 

/ A（手動優先自動對焦）

和 M (手動對焦) 

3. 自動對焦操作中不需要

旋轉對焦環 4.含鏡頭轉機

身轉接環 

1 個 20,300  20,300  社團練習 學生會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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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E09 
錄影油壓三腳架 

套組 

1. 產 品 重 量 約 

4.4kg(±0.5kg) 

2. 最 低 高 度 約 

78cm(±5cm)、最高高度約

169cm(±5cm) 

3.腳架材質 鋁合金 

4. 載 重 約  0-4kg / 約 

0-8.8lb 

5.平衡調整段數 5 段 

6.底板滑動距離約 104mm 

7.雲台角度上下角度 +90

度~-75 度含以上 

1 組 22,000  22,000  社團練習 學生會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4 項 

 

E10 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1.放大器：低音路：最大功

率 190W 含以上 

2.高音路：最大功率 77W

含以上 

3.綜合最大功率：267 W 含

以上，失真 <1%，頻響

50Hz~18kHz 含以上 

4.喇叭系統：高音：1.5 吋

壓縮驅動號角型高音；低

音：10 吋釹磁鐵紙盆低音 

5.電源供應：AC 電源：內

建使用約 100~240V AC 

交換式電源及充電供應

器；DC 及電池：外加 DC 

插座。 

6. 內建兩只  12V/4.5AH 

鉛酸電池 

7.含 2 支無線麥克風 

2 台 52,000  104,000  社團練習 
舞研社、 

街研社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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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E11 劍道護具 

1.手工（3MM)（含）以上。 

2.頭(面)部-金屬，鋁合金

(面)，表布:棉布，不織布。 

3.腹布-樹脂。 

4.胸部-棉布。 

5.手部-前:合成皮；後:不織

布、棉布。 

6.垂部-不織布、棉布。 

2 套 12,000  24,000  社團練習 劍道社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5 項 

 

E12 電腦主機(含螢幕) 

1.CPU Core i7-3770 含以

上 

2. DDR3-1600 4G*1 含以

上 

3.500G SATA3 含以上 

4.含 WIN7 作業系統 

5.19.5 LED 寬螢幕含以上 

1 套 29,900  29,900  文書處理 學生會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6 項 

 

E13 雙面太鼓 
1.6 尺含以上（全套：含

鼓、鼓架、鼓棒、鼓袋） 
2 套 14,700  29,400  活動、練習用 鼓藝社 

肆-6 頁，課外

活動暨服務學

習組，第 7 項 

 

合 計 66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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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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F01 無障礙空間 
無障礙升降平

台系統 

一、乘載平台： (一 )平台尺
寸:800mm x 1100mm（±5%）(二)

長度:依現場(三)防滑處理:表面
防滑處理(四)安全檔板:前後兩
端防墜落安全檔板設施(五)護
欄:電動式安全 U 型護欄，使用
時與展開平台呈水平狀，使乘坐
者四周均受保護，護欄具有向下
或向上摺合收藏功能。(六)收納
功能 :平台具電動摺合收藏功
能。(七)異物感測:平台底部，具
防碰撞感應設施或異物檢測系
統。 

二、電控系統：(一)功能:提供系
統足夠之昇降動力並控制所有
驅動及安全感測事宜 (二 )動
力:DC24V 電動馬達 500W(三)

驅動方式:齒輪驅動系統(四)運
行速度 :6-10M/min(五 )調速功
能:平台具可調速之功能，以確
保平台在起步與停止時，皆能保
持平穩順暢。 ( 六 ) 標準載
重:200KG。 

三、傳送軌道：(一)功能:固定主
機位置，提供主機運行時所需之
支持力(二)軌道:外徑 50.8mm，
厚度 3mm，不銹鋼材質(三)軌道
支撐柱:40mm 方形不銹鋼管，
固定支架厚度 3mm，不銹鋼材
質。 

1 組 383,150 383,150 

建置教學行

政大樓無障

礙空間 

總務處 
肆-12 頁，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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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設備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四、操作裝置：(一)功能:使用者
可於平台上操作本昇降設備
(二)控制方式:無線遙控操作或
按鍵式控制面板操作(三)平台
管控:平台操作盤，設有鎖鑰管
控，以便管控。 

五、供電系統： (一 )外部電
源:110V 60HZ(二)裝置:智慧型
充電裝置，內部採用免保養直流
電瓶，無停電困擾(三)電壓:操作
電壓低於直流 30 伏特※本機裝
設瀉電斷路器，以防止漏電造成
人員安全事故※本輪椅升降平
台具 UPS 功能。 

六、其他：(一)電壓表:LED 顯
示目前電瓶電壓(二)認證:附安
全查訖証(三)保險:具 1500 萬產
品責任保險(四)保固：全機權責
保固一年(天然災害、人為因素
除外)，保固期間內，每半年需
例行性檢修保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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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設備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F02 校園安全設備 
數位錄影監視

系統 

每套內含（16 路數位錄放
影機主機 1 台、2T 硬碟 1
只，50 米紅外線攝影機 7
支，及系統安裝測試一 
式） 
壹、主機影像：一、內嵌
式 (Linux)影像作業系
統，
BNC×16,1.0Vp-p,75ohm
輸入。影像解析度最高 
1024 x 768 像素 
(VGA/HDMI)NTSC: 
720x480, PAL:720x576 
(BNC)，副螢幕 BNC × 1, 
1.0 Vp-p, 75 ohm，BNC 輸
出：BNC x 1 , NTSC: 
720x480, PAL:720x576，數
位顯示輸出：1024x768, 
1280x1024, 1920x1080p，
1024x768, 1280x1024，張
數更新率：NTSC: 30 PPS/
每路, PAL: 25 PPS/每路 
二、主機音源：輸入：
D-SUB × 16, Line-In，輸
出：主音源 D-SUB x 1, line 
out 副音源 D-SUB x 1, line 
out，檔案大小：8 KB/s, 每
路 
三、錄影：壓縮方式：
H.264，錄影模式：排程, 報
警, 移動偵測，支援預先警
報錄影，錄影品質：8 階
層預設, 可調整，影像大
小：1 K to 22 KB/每張，儲
存格式：直線式 / 循環
式，資料保存時間：支援 
(可設置) 

3 套 89,250 267,750 
加強校園安

全 
總務處 

肆-14 頁，

1-(3)-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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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設備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四、儲存：內建儲存介面：
× 2 SATA for 硬碟，輸
出：× 2 USB 2.0 Port, 支援 
ThumbDrive 或 DVD+RW 
五、報警：報警輸入：
DSUB-25 , 16 x TTL-In，報
警繼電器輸出：DSUB-25 , 
1 x N.C.-COM-N.O. , 1.0A 
/ 30 VDC or 1.0A / 120 
VAC 
六、通訊：網路連線端口：
RJ45,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支 援 PPPoE/ 
DDNS/ DHCP，遠端控制
軟體：DynaGuard™ CMS, 
DynaRemote™ ，遠端作
業：監視, 回放, 錄影, 系
統設定, 球型攝影機控制, 
遠端錄影擷取，支援紅外
線遠端操控。 
貳、2T 硬碟 1 只 
参、50 米紅外線攝影機（每
套 7 支） 
肆、系統安裝測試（一式） 

        

合 計 650,900     

※「設備類別」分為省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無障礙空間、永續校園綠化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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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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一、1 編纂教材 

1.每學年辦理「教師自製數位教材、教具成果觀摩
展示會」乙次。 

2.各教學單位均設置「教材教具中心」，並逐步充
實之。 

3.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本項內容預計執行老師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以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等。
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辦
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4.本案之審查機制係以「本校獎助教師自製教具及
數位教材實施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為主要依據。 

5.審查作業：分為系初審、校評審、校委員會複審
程序進行。 

約 4 件 $75,000 
參-19 頁，(2-教-5)項 

參-20 頁，(2-教-8)項 
 

一、2 製作教具 

1.每學年辦理「教師自製數位教材、教具成果觀摩
展示會」乙次。 

2.各教學單位均設置「教材教具中心」，並逐步充
實之。 

3.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本項內容預計執行老師編教
材、製作教具，以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等。
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辦
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4.本案之審查機制係以「本校獎助教師自製教具及
數位教材實施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為主要依據。 

5.審查作業：分為系初審、校評審、校委員會複審
程序進行。 

約 15 件 $675,000 
參-19 頁，(2-教-5)項 

參-20 頁，(2-教-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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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改進教學 

依據辦法獎勵教師輔導學生考取國家證照、教師 

獲得國家級證照、指導學生參加專業技（藝）能 

競賽、參加國際發明展等。 

約 800 案 $4,311,645 
參-41 頁，(6-研-1)項 

參-42 頁，(6-研-5)項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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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等。 
約 460 案 $2,076,000 

參-41 頁，(5-研-3)項 

參-42 頁，(6-研-3)、 

參-42 頁，(6-研-5)項 

 

一、5 研習 

依據辦法補助系所舉辦各項研習研討會、補助教 

師參加各項研習研討會、獎勵教師參加研習研討 

會等。 

約 600 案 $603,000 肆-18 頁，第(14)項  

一、6 進修 

1.辦理獎助教師博士學位進修及第二專長碩士學

位進修，以強化師資素質。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且執行內容將依教育部相關法

令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約 21 案 $620,000 參-46 頁，(2-人-1)項  

一、7 著作 
依據辦法獎勵教師發表著作於國際知名期刊、專 

書等。 
約 300 案 $60,000 參-42 頁，(6-研-4)項  

一、8 升等送審 

1.辦理獎助教師升等，以改善師資結構，並提高研

究能力與教學品質。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且執行內容將依教育部相關法

令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約 6 案 $126,000 參-34 頁，(2-人-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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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工作(占經常門經費2%

以上【不含自籌款金

額】) 

1.強化社團活動知能，落實社團指導老師輔導社團

工作專業化。 

2.藉綿密之活動與宣導教育，將菸、毒及愛滋病之

危害廣植學生心中，以開創健康人生。  

3.整合學務工作內容，推動五守運動品德教育計

畫，確立典範學習。 

4.辦理活動讓學生及教職員對生命教育及憂鬱與自

我傷害三級預防有所認識。 

5.舉辦系列專題演講，教導學生對性別平等之正確

認識及舉辦工作坊、電影因欣賞座談活動等。 

6.辦理服務學習從中體會出積極進取、樂觀向上、

關愛與關懷的人格價值。 

7.培養學生與社區民眾面對面接觸，並藉由「服務

別人，成長自己」寶貴經驗，領悟工作應有之態度

及認知。 

8.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令

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約 18 案 $441,000 

1.參-33 頁，(11-學-1)項 

2.參-27 頁，(3-學-1)項 

3.參-28 頁，(3-學-4)項 

4.參-27 頁，(2-學-2)項 

5.參-27 頁，(2-學-2)項 

6.參-32 頁，(9-學-1)項 

7.參-32 頁，(9-學-2)項 

 

三 

行政人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 

1.獎勵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同時辦理 

行政人員職能訓練及研習，藉以提升行政服務品

質，並激勵行政人員之專業成長。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做

編列分配原則，且執行內容將依教育部相關法令

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約 5 案 $100,000 肆-34 頁，第(E)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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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

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1.改善學生學習環境及配合數位化教學，定期更 

新教學設施，提供優質學習空間。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各項執行內容將依政府相關法令

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約 80 台 420,000 
肆-13 頁，(二)1、

(2)-D 項 
 

五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1.增聘發展系所之專業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

之實務教師。 

2.本項經費依據前一年度執行狀況及本年度預算

做編列分配原則，且執行內容將依教育部相關法令

及本校相關辦法，做為審查及執行基準。 

約 2 案 $835,700 參-46 頁，(2-人-3)項  

六 資料庫訂閱費 提供學校師生研究教學所需，持續採購電子資源。 約 10-14 種 1,100,000 
參-67 頁，(7-圖-2)項 

肆-52 頁，2-(3)項 

 

合 計 $11,443,345  

※本表請填列「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目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等。若有編列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之

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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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9 台 4,725 42,525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觀光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2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6 台 4,725 28,350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運休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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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3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8 台 4,725 37,800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妝管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4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12 台 4,725 56,700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餐飲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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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5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1 台 4,725 4,725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電機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6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1 台 4,725 4,725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資工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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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7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1 台 4,725 4,725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機械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8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1 台 4,725 4,725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數媒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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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9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1 台 4,725 4,725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機電所 

肆-13 頁, 

(二)1、 

(2)-D 項 

 

10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8 台 4,725 37,800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資管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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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1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9 台 4,725 42,525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企管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12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8 台 4,725 37,800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行銷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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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3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1 台 4,725 4,725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電通系 

肆-13 頁, 

(二)1、 

(2)-D 項 

 

14 資訊器材 數位講桌刷卡機 

1.內建 RS-485 與乙太網路 (10/100M 

Base T)通訊介面 

2.管制模式：讀卡即可、讀卡或密碼、

讀卡加密碼 

3.搭配軟體可支援數位講桌管理、遠端

開啟以及狀態偵測 

4.可支援 125kHz與 13.56MHz雙頻共存 

5.提供 TTL 或 RS-485，可整合周邊裝置

及電力控制 

6.單機/連網多功能，具智慧型辨讀功

能，可於工作時自動切換單機或連網運

作模式 

7.支援 AR-721-RB 繼電器模組，提高安

全性並具備防竊開及誤動作發生 

8.支援數位講桌控制功能插卡可控制數

位講桌，拔卡不可控制數位講桌 

4 台 4,725 18,900 

提供學生

上課及研

究生簡報

時使用，以

增加學生

使用效益。 

通識中心 

肆-13 頁, 

(二)1、 

(2)-D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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