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等） 

（一）師資結構 

本校目前教師總人數有 110 人，其中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有 38 人（含助理教授級專業專業

技術人員 1 人），佔全校教師的 34.55％。（如附表一）本校持續預聘學有專精的教師到校

服務。 

表一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師資現況一覽表 

學 年 度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理 教 授 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講 師 教 師 總 數

94 2 20 15 1 72 110 

表二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一覽表 

序

號 
姓名 

所屬 進修 

系科 起始時間
進修方式 進修系所 

1 林守義 化應系 89.8.1 留職停薪 
愛達荷州立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

管理博士班 

2 潘澤仁 餐管科 90.8.1 留職停薪 

THE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THE SCOTTISH HOTEL SCHOOL 

博士班 

3 周啟葶 
通識中

心 
92.8.1 留職停薪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所博士班 

4 汪麗真 幼保系 92.8.1 留職停薪 Kent State University C&I 

5 陳柏蒼 餐管科 93.2.1 留職停薪 

AUSTRALIA VICTORIA UNIVERSITY 

SCHOOL OF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MARKETING DOCTOR PROGRAM

6 孫豫蘋 食科系 90.8.1 帶職帶薪 台灣大學食品科技所博士班 

7 尤瑞崇 食科系 90.8.1 帶職帶薪 台灣大學資訊管理所博士班 

8 李仰川 化應系 91.8.1 帶職帶薪 台灣大學化學系博士班 

9 陳姣伶 幼保系 91.8.1 帶職帶薪 
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

系幼兒教育組博士班 

10 施孟林 食品系 91.8.1 帶職帶薪 中正大學資管系博士班 

11 金蘭馨 食科系 93.8.1 帶職帶薪 輔仁大學食品營養所博士班 

12 蔡政融 食科系 93.8.1 帶職帶薪 國立海洋大學食科系博士班 

13 邱秀娟 化應系 93.8.1 帶職帶薪 
國立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人力資源組博士班 

14 
蔡   

琦 
化應系 93.8.1 帶職帶薪 靜宜大學化學系博士班 

 



15 趙孟婕 幼保系 94.8.1 帶職帶薪 中正大學成教所博士班  

16 許碧珊 
通識中

心 
94.8.1 帶職帶薪 台灣師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博士班

17 洪葦倉 
通識中

心 
94.8.1 帶職帶薪 台北科大學技職教育博士班 

18 鄭黛瓊 幼保系 90.2.1 假期進修 UCE 戲劇教育所博士班 

19 劉怡昕 
通識中

心 
93.8.1 教育部專案進修 澳洲 DEAKIN UNIVERSITY 博士班 

20 王雪娥 護理系 95.2.1 教育部專案進修 澳洲墨爾本 La Trobe 博士班 

 

 

 

 

 

 

 

 

 

1. 電腦教室使用情形 

使用單位 平均每週可使用時數(小

時)

佔中心使用率比例(%) 

教師上課 54 32 

社團使用 4 2.3 

外借使用 16 5.2 

自由上機 148 88 

其它 16 5.2 

（二）圖書軟體及電腦教學設備 

 

2. 電腦教室配備 

教室編號 CPU 記憶體 硬碟 螢幕大小 多媒體配備 台數 

D302 PIII533 128M 9.28G 17" CD/Audio/Speaker  51 

D303 P-4 128M 20G LCD CD/Audio/Speaker 36 

D304 P-4 256M 80G 15"LCD CD/Audio/Speaker 61 

D305 P-4 256M 80G 15" LCD CDRW/Audio/Speaker 61 

D306 P-4 256M 80G 15＂ LCD CDRW/Audio/Speaker 61 

 

 

 



3. 印表機制 

教室編號 印表機型號 台數 收費標準 

D302 

 

 ■彩色噴墨 2 

 ■黑白雷射            2 

無（並提供紙張） 

D303  ■彩色噴墨  
 ■黑白雷射            3 

無（並提供紙張） 

D304  ■彩色噴墨 3 
 ■黑白雷射  3 

無（並提供紙張） 

D305  ■彩色噴墨  
 ■黑白雷射 3    

無（並提供紙張） 

D306  ■彩色噴墨 3 
 ■黑白雷射 3 

無（並提供紙張） 

 

 

4.其他 

教室編號 型式 上網機制及教學支援主機 

D305 檔案伺服器 NT 

D301 WWW Server 全球資訊網/遠距教學 

D301 Proxy Server  

D301 DNS 主機名稱管理伺服器 

D301 Email Server 教職員電子郵件伺服器 

D301 FTP Server 教職員電子郵件伺服器 

D301 Student-Email Server(ms1) 學生電子郵件伺服器 

D301 Student-Email Server(ms2) 學生電子郵件伺服器 

D301 Student-Email Server(ms3) 學生電子郵件伺服器 

D301 Terminal Server  

D301 SQL Server 行政管理 

D301 STORAGE  備份 

D301 Sybase Dabase 行政管理 

D301 e-learning 遠距教學 

D301 VOD 教學 

D301 FirWall 資通安全管理 

D301 不當資訊防治 資通安全管理 

 

 



5.服務 

(1). 教師擁有學校提供E-mai:l帳號比例：100% 

(2). 學生擁有學校提供E-mai:l帳號比例：100% 

6. 校園內部網路 

(1).速率已全面提升為 1Gbps 的速率。 

(2).各大樓均為光纖高速連網。 

7. 校園對外網路 

(1).對外學術網路連線為 10M。 

(2).另備 ADSL 連線一條 2M/512K。 

8. 遠距教學 

 (1)同步輔助課程 

學年度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時間 科系 使用教材 上課人數 

94 資料處理一_人資 孫 秉 良   人資系   

94 餐旅資訊系統 趙 立 本   餐旅系   

94 多媒體應用實務 趙 立 本   餐旅系   

94 管理資訊系統_9402 趙 立 本   資管   

94 交換路由器管理

_9402

  資科   

94 餐飲資訊系統_9402 趙 立 本   餐管科   

94 護理資訊 孫 秉 良   護理   

94 文學賞析與應用 沈惠如   通識   

94 台灣歷史與文化   通識   

94 生態學   通識   

94 電影與人生   通識   

94 藝術與人生   通識   

94 中華民國憲法暨立國

精神

洪葦倉   通識   

94 幼兒鄉土   通識   

94 環境安全與衛生   通識   

94 人際關係 龔如菲   通識   

94 生物化學 王惠珠   食品系   

94 微積分(資管科) 祝利鴻   資管科   

94 C語言程式設計 孫 秉 良   資科系   

94 專題製作 林 欣 怡   資科系   

94 交換路由器 趙 立 本   資科系   

94 國際網路證照 趙 立 本   資科系   

94 資訊硬體素養 趙 立 本   資科系   

94 計算機結構(組織) 王淑貞   資科系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77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80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79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81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81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82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52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04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05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06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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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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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19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60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11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29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30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35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36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41


94 資訊硬體素養(在職) 許成美   資科系   

94 資料處理(資訊科技) 林 欣 怡   資科系   

94 程式語言(Java) 孫 秉 良   資科系   

94 科技與產業 林 欣 怡   資科系   

94 電腦硬體素養 趙 立 本   資科系   

94 資訊科技系策略研究

與發展

林 欣 怡   資科系   

94 管理學 趙 立 本   資管科   

94 資料處理 孫 秉 良   資科系   

94 電子商務導論(王志

平)

  資科系   

94 資料庫理論與實務

(李春雄 

  資科系   

94 資料分析與統計應用 林 欣 怡   食品系   

94 經濟學(資管科)   資管科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一）學校發展方向 

本校以健康促進、民生科技及管理三大學群為核心，營造一個具有綠色校園暨人文關懷

特色的高等學府。除目前已有五專、二技、四技共計八個科系外，已向教育部申請於九十六

學年度設立「美容健康研究所」。此外並持續推動校園環境安全衛生、跨領域學程、技術研發

中心，促進國際學術交流，充實圖書儀器設備，以及提升學生專業能力。 

    整體發展方向可歸納為四點： 

1. 強化實務教學，加強產學合作 

基於過去多年學校經營成果，透過教學研究考核機制強化實務教學品質，加強產學合

作，積極爭取研究資源及成果專利，以提昇學校整體競爭力。 

2. 推動終身學習                                                       

終身學習將成新世紀學習的風潮，本校發揮健康與管理多元學習的特性，積極協助或

設置校內外學習型機構或機制，以促進本校與地方互動關係並提昇整體生活品質。 

3. 建立網路資訊化校園 

本校已完成資訊基礎建設，將積極爭取教育部大型專案有助於校園資訊化發展，借組

織轉型導入 IT 加速資訊化進程，將有利本校應用資訊科技特色，清除地理的限制。 

4. 營造具誠實、健康、快樂、關懷與和諧的校園文化  

以健康管理的專業與情意教育為培育主軸，積極營造本校成為具有生態環保、健康促

進、人文關懷與終身學習的校園文化。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42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43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44
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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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3.64.137.28/sys/class_level_detail.php?NC=1&cid=10059


 

 

（二）執行重點特色 

 

1. 提昇三合一證照制度效能，增強學生技職實務能力、外語表達能力與資訊電腦應用能

力，提升就業競爭力 

(1).落實學生證照獎勵制度與老師證照輔導獎勵辦法，提升專業能力。 

(2).舉辦暑期美語班，培養學生學習美語，營造說、聽、寫之學習環境和情境，增進學

習效果。 

(3).舉辦各系科及跨系科、跨校之專業知能研習，鼓勵學生積極參與。獎助學生參與專

題製作競賽及專題研究計畫，提升與鼓勵學生取得資訊認證。 

(4).積極與國內外就業人力機構，建立合作協議，提供學生就業服務。 

(5).發揮資訊技能認證教室功能，由社區民眾擴展至社會人士，提升全民資訊應用技能。 

2. 營造永續發展之生態校園—推廣社區生態教育 

(1).達成校園環境教材化功能。 

(2).維持校園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 

(3).發揮社區教育功能，提供民眾終身學習機會 。 

(4).綜合「永續教育」與「生態保育」，達成營造「永續型生態校園」的目標。 

3. 營造健康校園—推展校際性觀摩研習 

(1).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2).加強全校環保教育宣導。 

(3).推廣學生體適能健康促進：舉辦學生健康操競賽、收集學生健康概念資料。 

(4).辦理校際性觀摩研習，並推廣社區健康促進。  

 

三、本（95）年度發展重點 

 

(一)持續科班調整及新系科研究所增設，落實以健康促進、民生科技、管理為主的教學型學

院。 

1.籌備美容健康研究所。 

2.成立健康美容諮詢服務中心、食品檢測中心。 

3.成立技術研發中心。 

(二)開發經國校區 

1.完成經國校區雜項工程建設。 

2.進行經國校區新大樓之工程建設，設置長期照護中心及健康休閒中心、多功能活動中

心及學生宿舍。 

3.進行週邊環境之綠化美化。 

(三)強化校園環境與安全衛生 

1.興建廢污水處理廠，妥善處理全校產生之實驗室廢水與生活污水。 

 



2.興建廢棄物處理廠，妥善處理全校所產生之廢棄物。 

（四）海洋文化校園營造 

1.蒐集及製作海洋文化相關的數位媒體、教材，建置「海洋文化教材資源中心」。 

2.持續辦理「台灣歷史與海洋文化」研討會，提升教職員生認識台灣的廣度與深度。 

3.結合本校生態及人文關懷校園設施如「木山藝廊」等與社會教育機構，辦理台灣海洋

文化活動及展演，進而發展海洋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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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整體發展規劃 資本門支用項目 具體說明 

提昇三合一證照制度

效能，增強學生技職實

務能力、外語表達能力

與 資 訊 電 腦 應 用 能

力，提升就業競爭力 

添購專業證照考試所需軟

硬體設施 

配合三合一證照之政策，協助

學生在畢業前之證照取得 

增添教學軟硬體設備 1. 購買教學所需儀器設備

2. 改善教室教學設備 

3. 新增新設系科發展之軟

硬體設備 

1. 為提升教學品質，購置相

關大學部教學設備。 

2. 淘 汰 不 堪 使 用 之 教 學 設

備，添購新的設備。 

3. 配合多媒體教學，教室添

購相關儀器設備。 

強化校園環境與安全

衛生 

 

興建廢污水處理廠， 妥善處理全校產生之實驗室

廢水與生活污水。 

購買圖書與教學用多

媒體資料 

軟體教學資源 添購專業與外文之圖書及期

刊。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 

本校目前除積極改善各項教學設施，也積極性強化改善師資結構及素質，並極力鼓勵教師

進修及於授課之餘從事專業研究或論文的撰寫與發表，期能以學位論文或技術報告，取得教師

升等資格的機會並提升教師研究的能量。 

另配合本校的整體發展需求，不斷更新各項法規如「教師進修辦法」、「教師改進教學獎勵

申請辦法」、「教師參加研習申請補助辦法」、「教師著作補助申請辦法」及「教師專案研究計畫

補助申請辦法」，並於本年度訂定「提升教師學術及服務辦法」，以鼓勵教師進修、參與各項學

術活動及研習會，並鼓勵各系科舉辦學術研討會，讓教師們有機會與外界學有專精之學者、產

業界等相關專業領域人士相互切磋硺磨，使得教師除能從事研究工作充實教師本身職能及學能

外，更提升教師專業技能及擴展自己的學術領域。 

本校教師進修，參加學術會議研習會或辦理研討會及從事研究升等審查或著作獎勵皆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並將成果上網公告以提供全校教職員分享。 

本校辦理各項經費獎助補助時，皆依相關規定辦理，以期提昇本校教師素質及職員的行政

本職，改善師資結構外，更讓獎補助經費於使用時，能公平公正公閞地讓全校教職員受惠，以

達到預期的目標。 

 

 



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說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如附件(一)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附件(二) 

（三）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附件(三) 

（四）經費支用計畫審查意見及相關單位意見修正表，如(附件四) 

 

 



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1). 教學儀器設備：（包括各所系科中心教學研究設備等） 

增添之各項儀器設備，期能供給全校師生健全良好之教學環境。 

(2). 軟體教學資源：（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及訓輔相關設備）  

依各系科教學目標，積極強化各項圖書及教學軟體之擴充，期能充實館藏，方便

師生搜集相關資訊。 

(3). 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等） 

建構清潔安全及環保之生活校園。 

 



 

（二）經常門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獎助教師研究 配合各系科、通識教育中心及

學校發展，鼓勵教師進修和著

作升等（以講師為優先），提

昇教師研究能力及進修機

會，並鼓勵教師參加各項學術

活動或研習會及發表論文。 

另本校為提升教師進修管

道，特於進修辦法中將帶職帶

薪進修名額由全校 10%調高

為 15%，讓欲進修的老師有更

多進修的空間。 

1.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

2. 增進教師學術專業本職，

並培育教師第二專長。 

3. 鼓勵從事研究、發表著作

及進修。 

二、增聘及新聘教師薪資 預聘十位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本經費撥入十位教師之薪資 

三、現有教師薪資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 本經費撥入每位教師之薪資 

四、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精進行政人員之本職訓練 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與運作 

五、其他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原版支用計畫已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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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與「本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

規定辦理。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5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0021﹪） 

總經費

(5)=(3)+(4) 

＄11,215,224 ＄19,576,847 30,792,071 ＄3,079,843 ＄33,871,914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   100﹪）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0 ﹪） 

金額 ＄6,729,134 ＄11,746,108 ＄3,079,843 ＄4,486,090 ＄7,830,739 ＄ 

合計 ＄21,555,086 ＄12,316,828 

占總經費

比例 

63.64﹪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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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因各項標案之議價後預估總價有差額，另備列附表四-B(標餘款)，計 2,059,300 元。 

 

 

 

 

 

 

 

 

 



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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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

學及研究設備（至

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 

＄11,775,243 63.74﹪ ＄3,079,843 100﹪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

費 10﹪） 

＄4,680,000 25.33﹪
＄0 

 
0﹪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 

＄450,000 2.44﹪ ＄0 0﹪ 註四 

四、其他（省水器材、

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與環保廢

棄物處理設施等） 

＄1,570,000 8.50﹪ ＄0 0﹪ 註五 

合計 ＄18,475,243 100﹪ ＄3,079,843 100﹪ 合計:21,555,086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

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說明） 

研究＄  1,346,300 研究      10.93﹪ 研究＄0 研究         0﹪ 分配原則： 

研習＄    290,000 研習       2.35﹪ 研習＄0 研習         0﹪ 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

進修＄  2,357,500 進修      19.14﹪ 進修＄0 進修         0﹪ 獎補助全校教師，讓全體

著作＄   680,000 著作       5.52﹪ 著作＄0 著作         0﹪ 補助。 

升等送審＄78,000 升等送審   0.63﹪ 升等送審＄0 升等送審     0﹪ 
審查機制： 

改進教學＄340,000 改進教學   2.76﹪ 改進教學＄0 改進教學     0﹪ 由校教評委員依本校各 

編纂教材＄48,000 編纂教材   0.39﹪ 編纂教材＄0 編纂教材     0﹪ 相關辦法討論之，召開 

製作教具＄48,000 製作教具   0.39﹪ 製作教具＄0 製作教具     0﹪ 專責審查小組，並送至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
﹪以上） 

 

合計＄5,187,800 合計      42.11﹪ 合計＄0 合計         0﹪ 經費稽核委員會審議之。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占經常

門經費 5﹪

以內） 

＄240,000 1.95﹪ ＄0    0﹪ 

欲參加之行政人員以公

文會簽，經單位主管及相

關單位核淮後，即得參加

與本職工作相關之研討

會及進修活動，活動完畢

後撰寫心得存放本校圖

書館以供大家參閱分享。

三、其他   
（現有教師及

新聘教師薪津） 

＄6,889,028 55.94﹪

 

＄0    0﹪ 

補助現有及新聘

教師薪津 

總計 ＄12,316,828 100﹪ ＄0 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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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  雙面六連式書架  2120*5530*482(cm)  2  32,000  64,000  收藏圖書

用 
 圖書館   

A02  DVD 錄放影機  內建硬碟 100G 以上  1  15,000  15,000  影片備分

用 
 圖書館  

A03  15 格蜂巢式期刊架  202*92*40(cm)  2  20,000  40,000  館藏期刊

用 
 圖書館  

A04  電子式身高體重計  動態版 IC 卡，  1  145,000  145,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05  下肢肌力檢測機  動態版 IC 卡  1  84,000  84,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06  立定跳遠墊  動態版 IC 卡，TMP 01 005  1  140,000  14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07  體脂肪檢測機  TBF-300，可攜帶式  1  90,000  9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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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  STAR TRAC 專業型 電腦跑步

機 
 PRO，美製  1  260,000  26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09  STAR TRAC 飛輪腳踏車  PRO，美製  2  28,500  57,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0  POLAR 心率表  S725，芬蘭製  2  15,000  3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1  POLAR 心率表  S625，芬蘭製  1  17,000  17,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2  筆記型電腦  INTEL P 740 1.74GHz   1GB 
SDRAM 60 GB HD    DVD dual 
燒錄器  14" XGA TFT LCD 以上

 1  50,000  5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3  多功能手提拉式擴音機  mipro(單頻)  1  27,000  27,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4  除濕機  工業用除濕機(10L 以上)  3  30,000  9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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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  製冰機(HOSHHIZAKI(星崎))  IM-100L(W)E  1  100,000  10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6  治療按摩床(附呼吸孔)  184cm*75cm*60cm  5  4,000  2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7  運動動作分析系統  Darpfish  1  160,000  16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8  活動量測量儀  RT-3  1  50,000  5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19  活動量紀錄器  RT-3  2  40,000  80,00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20  鋼製屏風組  105*70*24 片，105*60*8 片，

105*80*16 片，櫃檯板 
 6  11,580  69,480  教學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21  筆記型電腦  INTEL P 740 1.74GHz   1GB 
SDRAM 60 GB HD    DVD dual 
燒錄器  14" XGA TFT LCD 以上

 4  69,500  278,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2.
數位內容課

程模組 

 資科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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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2  多媒體ＰＣ(數位教材製作用)  INTEL P4 3.0GHz1GBDDR400 80 
GB HD16X DVD-ROM DVD dual 
燒錄器  19 吋顯示器 

 10  41,815  418,15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 
2.數位內容

課程模組 

 資科系   

A23  雙螢幕視訊卡  可支援雙螢幕  2  20,000  40,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2.
數位內容課

程模組 

 資科系  

A24  彩色雷色印表機  HP CLJ-5550 DN  1  196,000  196,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 
2.數位內容

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track 

 資科系  

A25  高階影像掃描器  HPn OfficeJet 9130  A4size, 48 bit 
色階 

 1  48,000  48,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2.

 資科系  



數位內容課

程模組--數
位內容

track 
A26  多媒體液晶投影機  2500 流明以上  4  90,000  360,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 
2.數位內容

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track 

 資科系  

A27  投影面板  玻璃材質  4  10,000  40,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 
2.數位內容

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track 

 資科系  

A28  數位相機  SONY DSC-W5  2  12,600  25,2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 
2.數位內容

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track 

 資科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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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9  數位攝影機  SONY DCR-DVD803  2  35,000  70,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 
2.數位內容

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track 

 資科系   

A30  黑白雷射列表機  HP LJ-5100TN  A3size  1  50,000  50,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 
2.數位內容

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track 

 資科系  

A31  網路伺服器  HP Proliant DL-310  1  100,000  100,000  1.學生專題

製作--數位

內容 track 
2.數位內容

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資科系  



track 

A32  保護卡並列埠介面與ＩＣ測試

器 
 ２５-pin parallel 介面(含工作光

碟) 及７４ＬＳ系列ＩＣ測試器 
 12  38,000  456,000  電子電路

學等相關課

程 

 資科系  

A33  IPv6 模組  Cisco 6509 Router switch/ Cisco 
3600 系列 Router IOS 

 1  36,000  36,000  1. 學生專

題製作--網
路工程

track2. 網
路工程課程

模組 

 資科系  

A34  網路安全軟體  網路協定分析軟體  1  168,000  168,000  1. 學生專

題製作--網
路工程

track2. 網
路工程課程

模組 

 資科系  

A35  VoIP 模組  HW Only MCS-7825-H1 with 2GB 
RAM and 80GB HD/SW CallMgr 
4.1, MCS-7825/7900 Series 
Transformer Power Cord, North 
America/Cisco 7920 Series Power 
Supply for North America (NA) 

 1  362,811  362,811  1. 學生專

題製作--網
路工程

track2. 網
路工程課程

模組 

 資科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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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6  VoIP-手持型網路電話  CISCO CP-7920  4  18,428  73,712  1. 學生專

題製作--網
路工程

track2. 網
路工程課程

模組 

 資科系   

A37  網路教學模組 PC  INTEL P4 3.0GHz         
512MB DDR400            80 
GB HD                   16X 
DVD-ROM             17 吋顯

示器 

 8  21,055  168,440  1. 學生專

題製作--網
路工程

track2. 網
路工程課程

模組 

 資科系  

A38  桌上型電腦  * CPU: INTEL P4  3.0GHz 
FSB800 * 主機板:  整合式晶片, 
支援 800MHz 外頻* 記憶體: 
512MB DDR400 * 軟碟機: 
3.5"/1.44MB * 硬式磁碟機: 80GB 
(7200rpm)* DVD ROM: 16 倍速* 
顯示器: 17"彩色液晶顯示器* 
250W ATX 電源供應器(含機殼)* 

 51  29,990  1,529,490  人力資源

管理資訊系

統-財務報

表分析、薪

資與褔利管

理、招募與

甄選、績效

管理 

 人資系  



滑鼠及鍵盤: 鍵盤+光學滑鼠 

A39  多媒體網路廣播教學系統  * 含多媒體網路廣播教學主控機

1 套 * 含多媒體網路廣播教學視

訊介面卡 51 組* 含多媒體網路廣

播教學系統訊號分配器* 含 VGA 
Cable 線材及接頭與安裝費用* 含
安裝及設定施工 

 1  130,000  130,000  同上  人資系  

A40  電源穩壓器(AVR)  * 容量: 30KVA* 含配電箱至

AVR 端之接線 
 1  65,000  65,000  同上  人資系  

A41  網路印表機  * HP LJ-1320 雷射印表機* A4 
size, 解析度: 1200dpi* 含網路列

印伺服器(Jet Director) 

 2  23,000  46,000  同上  人資系  

A42  人力資源軟體  *人力資源專業軟體  1  500,000  500,000  同上  人資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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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3  安全監視系統  安全監視系統軟硬體  1  60,000  60,000  同上  人資系   

A44  教學用電腦  P4/3.0G 以上/512RAM/ 80G HD 
/16DVD/17(不含螢幕) 

 20  23,500  470,000  計算機教

學 
 資訊組  

A45  網路儲存系統  具 Unix 與 Linux 驅動能力並能與

先前的儲存系統整合及磁區分割

調整 

 1  1,500,000  1,500,000  計算機教

學 
 資訊組  

A46  數位學習軟體  同步教學、同步會議、至少 50 人  1  965,000  965,000  計算機教

學 
 資訊組  

A47  雷射印表機  8 MB 記憶體與 266 MHz 處理

器真實解析度可達 1200 dpi150 
張輸出紙匣 

 25  14,000  350,000  計算機教

學 
 資訊組  

A48  掃描器  平台式正負片掃描光罩使用 2400 
dpi 光學解析度和 48 bit彩色色階

進行掃描 USB 2.0 規格 

 5  7,100  35,500  計算機教

學 
 資訊組  

A49  直立式超低溫冷凍櫃  容量 379 公升 - 86c℃  1  250,000  250,000  教學用,四
技一甲,化
妝品化學 

 化應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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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0  烘箱  PID 微電腦溫度控制，LED 數碼

顯示設定溫度 
 1  100,000  100,000  教學用,二

技四甲,生
物化學 

 化應系   

A51  凝膠圖像分析系統  作 DNA/RNA 交聯于各種膜上  1  400,000  400,000  教學用,二
技四甲,專
題製作 

 化應系  

A52  PCR 聚合酶鍊反應器  溫度 20℃-70℃可?度遞增減  1  300,000  300,000  教學用,四
技一甲,化
妝品化學 

 化應系  

A53  攪拌均質機  0-4500rpm  6  17,000  102,000  教學用,二
專二年級,
化妝品調製

 化應系  

A54  電磁加熱攪拌器  陶磁面板 19"*19" 60-1500rpm  6  8,000  48,000  教學用,二
專二年級,
化妝品調製

 化應系  

A55  專業電子天平  4.5kg+-0.01g  6  26,000  156,000  教學用,二
專二年級,
化妝品調製

 化應系  

A56  專業教室 E 視訊桌  電腦銀幕可升降主機可上鎖  1  20,000  20,000  幼兒活動

設計 
 幼保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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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7  專業教室 E 教室電腦  P-4 3.4GH2 512MB DDR 以上  1  30,000  30,000  幼兒活動

設計 
 幼保系   

A58  布製小兒內臟解剖模型  F31  1  39,000  39,000  幼兒健康

評估 
 幼保系  

A59  新生兒模型  F26-32520-000  1  19,000  19,000  幼兒健康

評估 
 幼保系  

A60  助產學習教育用模型  F30  1  59,000  59,000  幼兒健康

評估 
 幼保系  

A61  乳兒氣道指導模型  KR7  1  33,000  33,000  幼兒保健

與疾病護理

 幼保系  

A62  新生兒氣道指導模型  KR8  1  33,000  33,000  幼兒保健

與疾病護理

 幼保系  

A63  魏氏幼兒智力量表（WPPSI-R） 中國行為科學社  1  18,500  18,500  幼兒發展

與輔導 
 幼保系  



附表四-A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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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4  全人教育攜帶式教具  全人教育攜帶式教具  6  60,000  360,000  品德教育

體驗學習課

程 

 幼保系   

A65  全人教育蜘蛛網  全人教育蜘蛛網  2  15,000  30,000  品德教育

體驗學習課

程 

 幼保系  

A66  客務資訊系統教學電腦  PC,P4 級,128M 顯示卡

1GRAM,120GHD,17＂LCD 
 3  25,000  75,000  房務操作

與客務管理

課程 

 餐旅管理系  

A67  義式咖啡機組  710*510*510mm  2  200,000  400,000  飲料調酒

課程 
 餐旅管理系  

A68  蛋糕櫃  93*58*75cm  1  20,000  20,000  飲料調酒

課程 
 餐旅管理系  

A69  攜帶式蓋革計數器  三位數 LED，精確度±15﹪  1  39,400  39,400  物理實験  食品科技系  

A70  紫外線強度計及放射能檢測器  波長範圍 290-390nm；6000cpm  1  39,803  39,803  物理實験  食品科技系  



附表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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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71  低溫震盪培養箱  微電腦控制 LED 數位顯示，可低

温冷卻，無碳刷馬達，電源 110Ｖ
 1  100,000  100,000  微生物與

食品微生物

檢驗分析 

 食品科技系   

A72  冷凍乾燥機  15L  1  200,000  200,000  食品分析

實驗室 ．微

生物與食品

微生物檢驗

分析 

 食品科技系  

A73  電腦軟體營養管家  御廚皇營養管家系列－營養師加

強 2 版 
 2  40,000  80,000  營養學、膳

療 
 食品科技系  

A74  烘焙烤箱  上下兩個烤箱組成一座  3  60,000  180,000  烘焙  食品科技系  

A75  工業級除濕機  工業用除濕機(10L 以上)  4  30,000  120,000  食品分析

與檢驗 
 食品科技系  

A76  數位攝影機組  300 萬畫素彩色數位  1  40,000  40,000  食品專業

相關實習

(驗)課 

 食品科技系  

A77  單槍投影機  VIEWSONIC PJ650  3  80,000  240,000  上課教學  護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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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78  筆記型電腦  ASUS M2400N 含軟碟機(FDD)  3  50,000  150,000  上課教學  護理系   

A79  展示板  粉紅色 90/180CM  2  17,000  34,000  重大活動

展示用 
 護理系  

A80  電動式附骨盆投明兒頭機轉模

型 
 M45  1  300,000  300,000  教學示範  護理系  

A81  教學影音光碟壹套，內含：精神

科病房之類別介紹、安全約束病

人法、暴力病人處理、照護自殺

自傷病人、電療病人之護理、以

及生物回饋療法、瑜珈放鬆療

法、肌肉鬆弛法之教學影音光碟

 教學影音資料每片片長約 60 分

鐘，共八類別每類別 3,200 元 
 1  25,600  25,600  教學示範  護理系  

A82  教學用約束帶約束衣─約束病

人髮之技術教學練習用之約束帶

約束衣手圈固定輔助帶…等 

 每套含病人約束帶八條、約束衣壹

件、手圈八個、固定輔助帶八條 
 5  6,000  30,000  教學示範  護理系  

A83  生理訊號紀錄台  Axon-Clamp 2B/iWorx/CBSciemes  1  400,000  400,000  教學示範

教師研究 
 護理系  

A84  急救安妮(六燈式)  M7  2  60,000  120,000  教學示範  護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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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85  立式附輪抽痰機  TM335  1  28,000  28,000  教學示範  護理系   

A86  單槍投影機  XL8U2000ANSI 流明  1  66,000  66,000  教學  推廣中心  

A87  筆記型電腦  INTEL P 740 1.74GHz   1GB 
SDRAM 60 GB HD    DVD dual 
燒錄器  14" XGA TFT LCD 以上

 1  40,000  40,000  教學  推廣中心  

   14,855,086    

 



附表四-B(標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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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B01  鏡子(一面牆)  3mm 韻律教室  1  40,000  40,000  教學使

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B02  鏡子(一面牆)  3mm 技擊教室  1  40,000  40,000  教學使

用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B03  鏡面組(示範操作教室)  3.5 米*1.5 米  1  150,000  150,000  中西日

示範操作

課 

 餐旅管理系  

B04  專業教室 E(202-203)收納空間  木製  3  100,000  300,000  幼兒教

材教法 
 幼保系  

B05  專業教室 E(202-203)多層次白板  磁性多層次白板  1  10,000  10,000  幼兒活

動設計 
 幼保系  

B06  圖資室(B201)收納空間  木製  3  100,000  300,000  幼兒課

程通論 
 幼保系  

B07  手持式鹽度計  0-30％  5  6,000  30,000  食品分

析與檢驗

 食品科技系  

B08  手持式糖度計  0-32brix  5  6,000  30,000  食品分

析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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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9  體脂計  UM-029  3  3,600  10,800  營養

學、膳療

 食品科技系   

B10  單槍投影機  1000 流明以上  2  50,000  100,000  教學使

用 
 進修部  

B11  單槍投影機  1000 流明以上  2  50,000  100,000  教學使

用 
 進修學院  

B12  血糖機  GLUCOCARD Ⅱ
-1640 

 8  4,000  32,000  教學示

範 
 護理系  

B13  高速網路交換器  * D-LINK 16 Ports* 
具備 16 個 10/100Mbps 
自動偵測交換埠 

 3  3,600  10,800  人力資

源管理資

訊系統-
財務報表

分析、薪

資與褔利

管理、招

募與甄

選、績效

管理 

 人資系  

B14  高階影像掃瞄器(SCANNER)  * HP  Scanjet 4890* 
A4 Size, 48 bit 彩色色

 1  10,000  10,000  人力資

源管理資

 人資系  



階* 4800dpi 光學解析

度* 4800 x 9600dpi 硬
體解析度 

訊系統-
財務報表

分析、薪

資與褔利

管理、招

募與甄

選、績效

管理 
B15  專業教室 E 視訊整合  攝影機及螢幕  1  10,000  10,000  幼兒活

動設計 
 幼保系  

B16  電腦主機  P-4 3.4GH2 512MB 
DDR 以上 

 4  30,000  120,000  老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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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7  桌子  3 呎*3*2.5 實木桌  13  3,600  46,800  餐飲服

務課程 
 餐旅管理系   

B18  椅子  皮面金屬腳  56  2,000  112,000  餐飲服

務課程 
 餐旅管理系  

B19  調酒示範教室照明設備更新  CH62693*10 個

W282mm,H308mm 
 1  100,000  100,000  飲料調

酒課程 
 餐旅管理系  

B20  學生課桌椅  塑膠學生課桌椅  55  1,680  92,400  改善教

學環境 
 教務處  

B21  天方系統伺服器擴充  資料庫伺服器擴充  1  120,000  120,000  成績管

理 
 教務處  

B22  講臺  18cm×450cm×90cm  31  9,500  294,500  改善教

學環境 
 教務處  

合計   2,05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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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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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 桌上型電腦 P4/3.0G 以上/512RAM/80G HD /16DVD 6 30,000 180,000 讀者檢索

使用 
圖書館   

                  

                  

                  

                  

                  

                  

                  

                  

                  

                  

合   計      180000       
 



 
 
 
 
附表六-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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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單位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數量

          
D01   ˇ    批 1  210,000 中文期刊 圖書館  

D02     ˇ    批 1   1,450,000 西文期刊 圖書館   

D03      ˇ ˇ ˇ 批 1   22,0000 非書資料 圖書館   

D04      ˇ 批 1  800,000 電子資料庫 圖書館  

D05        ˇ 套 1    330,000 中國期刊網 圖書館   

D06 ˇ           批 1   110,000 護理系西文圖書 圖書館   

D07 ˇ           批 1    110,000 食品系西文圖書 圖書館   

D08 ˇ           批 1   110,000 幼保系西文圖書 圖書館   

D09 ˇ           批 1    110,000 化應系西文圖書 圖書館   

D10 ˇ           批 1   110,000 餐旅系西文圖書 圖書館   

D11 ˇ           批 1    110,000 資科系西文圖書 圖書館   

D12 ˇ           批 1   110,000 人資系西文圖書 圖書館   

D13 ˇ           批 1    150,000 運健休系西文圖書 圖書館   

D14 ˇ           批 1    100,000 通識中心西文圖書 圖書館   

D15   ˇ         批 1    50,000 護理系中文圖書 圖書館   



D16  ˇ     批 1   50,000 食品系中文圖書 圖書館  

D17  ˇ     批 1   50,000 幼保系中文圖書 圖書館  

D18  ˇ     批 1   50,000 化應系中文圖書 圖書館  

D19  ˇ     批 1   50,000 餐旅系中文圖書 圖書館  

D20  ˇ     批 1   50,000 資科系中文圖書 圖書館  

D21  ˇ     批 1   50,000 人資系中文圖書 圖書館  

D22  ˇ     批 1   50,000 運健休系中文圖書 圖書館  

D23  ˇ     批 1  70,000 通識中心中文圖書 圖書館  

合    計        4,500,000       

 



 

九十五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附表七-E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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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1 單眼數位相機 Canon D350kit （含鏡頭、記憶卡、攝影

背包） 
1 40,000 40,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攝影 

學務處   

E02 800 萬畫素數位相機 Canon S80（含記憶卡、攝影背包） 4 20,000 80,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攝影 

學務處   

E03 手提 CD 音響 單卡、CD 5 3,000 15,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學務處   

E04 無線電 直線通話距離 3 公里 20 2,000 40,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學務處   

E05 無線電耳機 耳掛式、接無線電對講機用 20 1,000 20,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學務處   

E06 筆記型電腦 HP14 吋螢幕、1gRAM、DVD 燒錄機 3 54,000 162,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學務處   

E07 相機腳架 Manfrotto-055D 含雲台 3 8,000 24,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學務處   

E08 落地式展示架 60×90×150cm 6 4,000 24,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學務處   

E09 1000 萬畫素數位相機 Sony－R1 1 35,000 35,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學務處   

E10 雙面白板及落地架 3×4 尺 2 5,000 10,000 為學校社團活動 學務處   

合   計   450,000       

 



附表八-F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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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1  飲水機  冰、溫、熱  10  40,000  400,000  校園安全  環安室   

 F02  監視系統  主機工程、彩色攝影機

(含佈線) 

 10  35,000  350,000  校園安全  環安室   

 F03  污水系統  污廢水管路  1  600,000  600,000  校園安全  環安室   

 F04  防護衣  A 級(含鞋子、呼吸器)  2  80,000  160,000  校園安全  環安室   

 F05  緊急洗眼器  水壓 0.5kg/cm2，洗眼管

徑 3/4＂不锈鋼 

 2  30,000  60,000  校園安全  環安室   

           

        

        

合   計    1,570,000       

 



附表九-G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G1 

 研究  補助業務費；文具紙張、郵電、印刷、調查訪問費、電腦處理費、資

料收集費及儀器使用及材料費等 1,346,300
 

G2 
 

 研習  教師參加校外各項研討會及學術發表會之報名費及差旅費 290,000  

G3 
 

 進修  奬補助教師進修之學雜費 2,357,500  

G4 
 

 著作  獎勵學術期刊或著作發表專文或教學相關的著作 680,000  

G5 
 

 升等送審  補助論文印製費及外審費 78,000  

G6 
 

 改進教學  補助講座鐘點費及印刷費 340,000  

G7 編纂教材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 48,000  

G8 製作教具 獎助教師製作教具 48,000  

G9 行政人員研習  補助行政人員參加業務相關研習及進修活動之報名費及差旅費 240,000
 

G10 新聘教師及現有教師之薪資  新聘及現有教師薪資 6,889,028
 

合        計 
12,316,828

 

  
  校長        教務長         總務長         會計主任               系主任

 



變更前(95.5.18 第一次修正計畫)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95.5.18 第一次修訂計畫頁次 

A26 多媒體液晶投影機 2500 流明以上 4 90,000 360,000   1.學生專題製

作--數位內容

track 2.數位內

容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track

 資科系 19 

A37 網路教學模組 PC INTEL P4 3.0GHz 

512MB DDR400 

80 GB HD 

16X DVD-ROM 

17 吋顯示器 

8 21,055 168,440 1. 學 生 專 題

製作--網路工

程 track2. 網

路工程課程模

組 

 資科系 22 

A44 教學用電腦 P4/3.0G 以上/512RAM/ 80G 

HD /16DVD/17(不含螢幕)

20 23,500 470,000 計算機教學  資訊組 24 

A45 網路儲存系統 具 Unix 與 Linux 驅動能力

並能與先前的儲存系統整

合及磁區分割調整 

1 1,500,000 1,500,000 計算機教學  資訊組 24 

A47 雷射印表機 8 MB 記憶體與 266 MHz 

處 理 器 真 實 解 析 度 可 達

1200 dpi150 張輸出紙匣 

25 14,000 350,000 計算機教學  資訊組 24 

A66  客務資訊系統教學

電腦 

PC,P4 級 ,128M 顯 示 卡

1GRAM,120GHD,17＂LCD

3 25,000 75,000 房務操作與客

務管理課程 

 餐旅管理系 27 

A77 單槍投影機 VIEWSONIC PJ650 3 80,000 240,000 上課教學 護理系 28 



A78 筆記型電腦 ASUS M2400N 含軟碟機

(FDD) 

3 50,000 150,000 上課教學 護理系 29 

A83 生理訊號紀錄台 Axon-Clamp 

2B/iWorx/CBSciemes 

1 400,000 400,000 教學示範教師

研究 

護理系 29 

3,676,940  

 



變更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95 學

年 度

專 責

會議

95.5.18 第 一

次 修 正 計 畫

頁次 

A26 多媒體液晶投影機 2500 流明以上 4 67,078 268,312   1.學生專題製

作--數位內 容

track 2.數位內

容課程模組--

數位內容 track

 資科系 經訪價後，可由較低單價

採購所需的規格。 

專 責

會 議

2 

19 

A37 網路教學模組 PC INTEL P4 3.0GHz 

512MB DDR400 

80 GB HD 

16X DVD-ROM 

17 吋顯示器 

8 32,516 260,128 1. 學生專題製

作--網路工 程

track2. 網路工

程課程模組 

 資科系 由於廠商當初報價時，將

主機與螢幕分開項目，該

兩筆列於不同頁面，於該

教學模組 PC 項目中並未

附加「不含螢幕」之說

明，以致採購單價低，無

法購買所需項目之規格。

專 責

會 議

2 

22 

A44 教學用電腦 P4/3.0G 以 上 /512RAM/ 80G 

HD /16DVD/17(不含螢幕) 

61 23,500 1,433,500 計算機教學  資訊組 配合圖資中心中長程計

畫，新增 41 台教學用電

腦。 

專 責

會 議

1 

24 

A45 網路儲存系統 具 Unix 與 Linux 驅動能力並

能與先前的儲存系統整合及

磁區分割調整 

1 500,000 500,000 計算機教學  資訊組 中信局標案有相同等級

的規格。 

專 責

會 議

1 

24 



A47 雷射印表機 8 MB 記憶體與 266 MHz 處

理器真實解析度可達 1200 

dpi150 張輸出紙匣 

36 9,722 350,000 計算機教學  資訊組 配合圖資中心中長程計

畫，變更為 36 台教學用

雷射印表機，目前中信局

有相同等級規格，且價格

較低。 

專 責

會 議

2 

24 

A66  客務資訊系統教學

電腦 

PC,P4 級 ,128M 顯 示 卡

1GRAM,120GHD,17＂LCD 

2 37,500 75,000 房務操作與客

務管理課程 

 餐 旅 管 理

系 

因客務教室電腦所需設

備等級較高，依中信局採

購途逕需另外加購主記

憶體 VGA 卡，硬體…等

設備。 

專 責

會 議

1 

27 

A77 單槍投影機 2000ANSI 流明以上 3 80,000 240,000 上課教學 護理系 因設備規格為固定廠商

型號而導致採購不易，且

易面臨停產之困境。 

專 責

會 議

1 

28 

A78 筆記型電腦 INTELP740 1.74GHz IGB 

SDRAM 60GB HD DVD dual 

燒 錄 器  14"XGA TFT LCD 

以上 

3 50,000 150,000 上課教學 護理系 因設備規格為固定廠商

型號而導致採購不易，且

易面臨停產之困境。 

專 責

會 議

1 

29 

A83 生理訊號紀錄台 Biopac MP35 1 400,000 400,000 教學示範教師

研究 

護理系 因設備規格為固定廠商

型號而導致採購不易，且

易面臨停產之困境。 

專 責

會 議

1 

29 

3,676,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