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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本校創辦人上官業佑先生於民國 54 年建校，初名「私立中國市政專科學

校」，以培育市政建設人才為宗旨，為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市政專科學校。民國

72 年，配合國家經濟建設需要，更名為「私立中國工商專科學校」。81 學年度

交上官永欽女士接篆董事長一職。上官女士就任以後，鼎力經營，為期學校永

續經營及能順利改制為技術學院，以開拓校地為首要任務，購新竹湖口地區平

坦方正校地十四餘公頃著手開發，於民國 89 年 8 月 1 日獲准改制為「中國技術

學院」，並於新竹湖口成立新竹分部。94 學年再榮獲教育部核准，改名「中國科

技大學」，95 年 3 月台北校區格致大樓（教學行政綜合大樓）興建完成啟用，為

本校開啟新扉頁。董事會為期學校改名科技大學後，於技職大學領域中迅速提

升，上官董事長特聘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專業資歷涵蓋產、官、

學、研各領域，並獲得機械工程獎章、李國鼎管理獎章、技職教育終生榮譽獎

章之谷家恆博士，擔任本校改名「中國科技大學」後首任校長。 

自改名科大以來，董事長與校長引領全體教職同仁，致力校務發展，以培養

具博雅通識，秉持「公誠廉勇」精神之專業精英為職志，兼以「實務與理論兼

顧」、「教學與輔導並重」、「專業與通識相融」、「學校與產業結合」之治校理

念，建立學校在教學、研究、服務和輔導方面的特色，邁向「卓越且具特色之

教學型科技大學」的發展願景。 

本校致力於發展成教學型科技大學，於 106 年連續第十二年自 70 餘所技職

校院申請者中脫穎而出，獲教育部獎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預計核定補

助金額為 4,000 萬元（95 年獎助 2,500 萬元、96 年獎助 2,000 萬元、97 年獎助

3,640 萬元、98-99 年 4,870 萬元、100-101 年 8,600 萬元、102-103 年 8,000 萬

元、104-105 年 4,000 萬、106 年 4,000 萬），成為少數連續獲教育部獎勵學校，

更難得可貴的是，連續獲得獎勵學校中，本校是唯一以設計與商管類為主之技

專校院。本項獎助肯定並推動本校教學環境向更優質方向提升，協助教師追求

專業成長，以學生職涯發展為主軸，由強化教學效能、推展數位與精緻課程、

推動產業人力培育以及落實學生生涯、職涯輔導等，增強學生基本能力與專業

職能，提升就業競爭力，建立本校辦學之特色。 

為因應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本校自 96 學年起定期檢視「院系組織區劃」

與「校院系特色」，並採四年輪動方式逐年修訂中程發展計畫。現計有規劃與設

計學院、管理學院、商學院、資訊學院等 4 院及通識教育中心(院級)計 18 系(6

碩士班)，各院系均致力教學輔導與產學研究之特色發展。 

以下就學校現有資源、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106 年度發展重點分

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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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師資結構 

本校組織架構係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組織規程」訂

定，分別設置行政及教學單位，協助推動各項校務工作。行政單位包含教務

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等 13 單位；學術單位包含規劃與設計學

院、管理學院、商學院、資訊學院等 4 院計 18 系及通識教育中心(院級)。依各

單位業務與教學需要，設置 24 個委員會、2 個校級研究中心及 7 個院級研究中

心。本校 105 學年度專任教師(不含軍護人員及留停教師)共計 304 人，助理教授

級以上師資比例為 51.6%，如表一所示。未來將持續增聘符合院系特色發展且具

實務經驗之高階專業人才，鼓勵教師進修、升等及培育現有教師第二專長等方

式，提升師資結構。 

表一 105 學年第 1 學期現有教師及軍護員額表 

區分 職級 105 學年 備註 

專
任
師
資 

教授 18 包含專業技術人員 2 名 

副教授 74 包含專業技術人員 6 名 

助理教授 119 包含專業技術人員 21 名 

講師 93  

小計 304 不含留停人數（105.10.15 基準） 

軍護人員 7  

兼任師資 459  

師資結構 51.6％  

日間學生數 9,285  

全校學生數 11,053 包含碩士班加權學生人數（105.10.15 基準） 

日間部生師比 22.8  

全校生師比 26.8  

1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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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在台北校區及新竹校區共設有三個圖書館，其中，台北校區圖書館共有

兩處，格致館位於格致大樓二樓，面積為 2,795.6m2；明倫館位於新民樓共有 2

層樓，面積為 585.04 m2；新竹校區圖書館位於啟我大樓共有五層樓外加 B1 自修

室，面積為 9,020.4 m2。本校館藏書依資料型態概分為圖書、期刊、視聽資料及

資料庫，並逐年增列經費購置館藏，以提升藏書之深度。截至 105 年 07 月 31 日

止，館藏總資料量為冊（件、種）詳如表二所示。 

表二 本校館藏統計表 

資料類型 小計 總計 

中文圖書（冊） 281,383 
321,133 

外文圖書（冊） 39,750 

視聽資料 10,020 

中、日文期刊

（種） 

357 

416 

西文期刊（種） 59 

電子資源 44 

 

(三)教學單位空間與電腦設備資源 

依據學校整體發展及系、所、研究中心需要，並依各學院中程發展計畫，增

購相關儀器及設備，以提昇教學研究品質。目前以各院統籌所屬系之設備，依

運用及管理之各所、系（科）專業空間分述如下： 

1.規劃與設計學院： 

(1)建築系 

台北校區：文化空間保存再利用與產業經營技術研發中心、綠建材與通

用實驗室、環境規劃研究室、專業製圖教室、設計教室、跨

國視訊教室、微觀量測試驗室、雷射雕刻室、建築物安全檢

測研究室、電腦輔助設計教室、建材展示室、永續建築教學

及研究發展中心、模型製作室等。 

 (2)土木與防災設計系 

台北校區：BIM 產學研發中心、BIM 專業電腦教室、視聽教室、土木

與防災監測檢測試驗室、結構物安全與防災中心、3C 跨領

域實驗室、測量儀器室、地震模擬試驗室等。 

(3)室內設計系 

台北校區：空間創意中心、設計教室、通用設計體驗室、3D 環境模擬

設計室、製圖教室、木作工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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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空間設計教室、照明展示模擬實驗室、3D 動態影像製作室、

製圖教室、模型製作室、室內建材教學研討室、室內空間藝

術工作坊等。 

(4)視覺傳達設計系 

台北校區：文創商品開發製作實驗室、平面設計教室、空間設計教室、

素描教室、新媒體科技文創設計實驗室、電腦輔助與模擬設

計實驗室、數位視聽中心、攝影棚。 

新竹校區：文化創意商品設計實驗室、素描教室、3D 動態影像數位媒

體設計實驗室、視覺影像實驗室、攝影棚、包裝設計專業教

室、學生專題實驗室等。 

(5)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台北校區：動作擷取與數位視效、音效創作實驗室、遊戲與動畫創作實

驗室、數位多媒體創作實驗室、激創發想實驗室。 

新竹校區：多通道弧形投影實驗室、3D 影音電腦動畫創作實驗室、數

位多媒體創作實驗室、數位音樂音效創作實驗室、專題討論

室、數媒系畢業專題工作室。 

(6)影視設計系 

新竹校區：影音剪輯與後製實驗室、數位影視攝影棚、專題創作工作室 

(7)互動娛樂設計系 

新竹校區：創新展示競藝場、數位工房、數位體驗室。 

2.商學院 

(1)商學院 

台北校區：兩岸財經研究中心、證券投資分析看盤區。 

(2)國際商務系 

台北校區：日語文情境教室、商品貿易與推廣教室、國際商務模擬實驗

室。 

(3)財政稅務系 

台北校區：稅會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實驗室。 

(4)財務金融系 

台北校區：全方面金控與財富管理情境實驗室等。 

(5)會計系 

台北校區：個案研討教室。 

3.管理學院 

(1)企業管理系 

台北校區：創新與創業模擬實驗室、精實服務模擬實驗室、個案教學教

室、服務創新暨消費者行為研討室、專題討論室等。 

新竹校區：企業資源管理教室、個案教學研討教室、精實服務模擬實驗

室(A)、精實服務模擬實驗室(B)、專題討論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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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台北校區：行銷情報分析教學實驗室、行銷媒體與運籌服務資訊教室、

門市服務專業教室等、行銷創意與媒體互動實驗室。 

新竹校區：日本文化教室、門市服務專業教室、流通資訊多功能教學專

業教室、行銷流通實驗室。 

 (3)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台北校區：觀光導覽暨國際會展專業教室、觀光與休閒健康專業教室、

觀光餐旅知能發展育成實驗室、觀光與休閒實習旅行社專業

教室、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教室等。 

新竹校區：活動企劃管理實習室、烘焙食品專業教室、飲料調製專業教

室、健康促進室、營養諮詢室、健康諮詢室、國際禮儀文化

教室、產業職能數位情境模擬實驗室、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

教室、旅運實習教室、餐旅服務技能專業教室、實習旅行社

等。 

(4)應用英語系 

台北校區：數位多媒體語言演練室。 

新竹校區：商務旅運情境演練室。 

 

4.資訊學院: 

(1)資訊管理系 

台北校區：網站設計與系統管理教學實驗室、網路行銷教學實驗室、物

聯網及大數據實驗室、資安實驗室。 

新竹校區：網站設計教學實驗室、網路行銷教學實驗室、雲端民調中心

與系統管理專題實驗室、駭客攻防實驗室、資管專題實驗

室。 

(2)資訊工程系 

新竹校區：網路多媒體應用教學實驗室、網路多媒體應用專題實驗室、

嵌入式系統專題實驗室暨 APPS 軟體安全檢測中心、雲端專

題實驗室。 

(3)電腦與通訊系 

新竹校區：數位生活科技應用中心、國家級通信技術技能檢定術科考

場、通信與訊號處理教學實驗室、電子與微電腦教學實驗

室、電腦網路教學實驗室等。 

5.通識教育中心 

新竹校區：自然科學教室。 

6.全校共用： 

台北校區：科技教室、職涯特色教室等。 

新竹校區：科技教室、職涯特色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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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電腦與資訊系統相關資源主要由圖資中心統籌與管理，相關硬軟體設備

齊全。在網路頻寬方面，圖資中心於兩校區各擁有主機房、實習電腦教室（全

時開放供學生上網實習），並提供各系科伺服器存放之良好環境，整合校園網路

基礎建設，茲分述如下： 

1、對外網路頻寬 

本校包含台北、新竹兩校區，各以 300M 光纖連結至政大與交大區網中

心對外總頻寬為 600M。另外申請 100MX4 路 HiNet 電路共計 400M 頻寬，將

國外 WWW 網站連線頻寬分流導向中華電信處理，除了增加網站流覽速度

外，亦減輕學術網路對國外頻寬負擔。 

(1)使用 IPS 入侵偵測系統，監控校園對外網路傳輸封包，有效減少入侵行為

與網路病毒攻擊事件。 

(2)以 WCCP 強制校內對外 WWW 流量經過 Proxy，減少學術網路頻寬擁塞。 

(3)使用頻寬管理器，完全封鎖 P2P 封包，減少網路侵權事件發生。 

(4)對外郵件使用垃圾郵件過濾閘道器，避免由本校發出垃圾信件造成學術網

路負擔。 

2、校園網路 

(1)台北與新竹校區間以 50M 光纖連線，提供兩校區間視訊、教學、資料傳輸

等服務，其中資料傳輸以頻寬管理器進行頻寬管制。 

(2)使用 Cisco Catalyst 6509、6006 為校園骨幹核心交換器，以光纖 Gigabit 

Ethernet 連線至各教學行政大樓。 

(3)提供教職員生 webmail 郵件伺服器，並使用垃圾郵件過濾閘道器

（Cellpoint） 減少不必要的垃圾信件干擾。 

(4)提供教師/學生個人網頁伺服器，透過 LDAP 伺服器，以單一帳號登入方式

使用。 

(5)建立學校帳號整合認證 LDAP 伺服器，整合應用系統登入作業程序。 

(6)以趨勢防毒伺服主機建置校園防毒軟體管控機制，有效減少入侵與中毒的

侵害事件。 

3、無線網路 

本校於 92 學年起逐年架設無線網路發射台，目前台北校區 60 部/新竹校

區 45 部，共計 105 部發射器，建構校園公共開放空間 100%無線網路涵蓋

率。本校無線網路採用 802.11b/g 傳輸，並以無線網路閘道器進行封包傳輸過

濾與安全控管。使用者自行選擇信號較強之發射器連線後，輸入學校郵件帳

號認證，即可使用無線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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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已加入教育部無線漫遊認證機制，提供學校師生至校外使用他

校無線網路的管道，同時也提供本校無線網路資源供其他學校師生交流使

用。 

4、電腦軟體 

有關全校共通使用之軟體，如 Windows OS、Office、Adobe 美工編輯軟

體、防毒軟體等，已分別與微軟公司、趨勢科技簽訂全校授權合約，詳如表

三所示。圖資中心並提供雲端運算 VMware Server，加強全校軟體資源共享。 

表三 本校共通軟體一覽表 

軟體名稱 使用期限 

Microsoft Windows Upgrade and Core CAL 其他包含軟體如下列：  

Microsoft window 7 1 年 

Microsoft window 8 1 年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1 年 

Microsoft Open Value Subscription Education Solutions 包含軟體如下列： 1 年 

Microsoft Desktop Education All Lng 1 年 

Microsoft Expression Studio Ultimate All Lng 1 年 

Microsoft SQL CAL All Lng License/Software 1 年 

Microsoft Project Professional All Lng 1 年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Professional All Lug 1 年 

Microsoft Visio Professional All Lng 1 年 

數位化教學軟體 1 年 

Camtasia8.0.4 1 年 

TrustView 個資雲標準版 1 年 

P-Marker Cloud 個資盤點服務 1 年 

Dreye 8 pro 永久授權 

無蝦米輸入法 7.0 永久授權 

Photoimpact x3 永久授權 

Trends Officescan 防毒軟體 2 年 

Adobe Master Collection 6 3 年 

Adobe ETLA Master Collection CS6 包含軟體如下列：  

Adobe Photoshop CS6 Extended 3 年 

Adobe Illustrator CS6 3 年 

Adobe Indesign CS6 3 年 

Acrobat X Pro  3 年 

Adobe Prelude CS6 3 年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CS6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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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名稱 使用期限 

Adobe flash Builder 4.6 Premium 3 年 

Adobe Dreamweaver CS6 3 年 

Adobe Fireworks CS6 3 年 

Adobe Bridge CS6 3 年 

Adobe Premiere Pro CS6 3 年 

Adobe After Effects CS6 3 年 

Adobe Audition CS6 3 年 

Adobe SpeedGrade CS6 3 年 

Adobe Encore CS6 3 年 

Adobe Media Encoder CS6 3 年 

Adobe Extension Manager CS6 3 年 

Adobe ExtendScript Toolkit CS6 3 年 

典匠資訊圖庫校園授權版 1 年 

趨勢防毒軟體 2 年 

電子郵件軟體 MAIL2000 V6.0 1 年 

繪圖設計軟體-CorelDraw X5 中文版 永久授權 

數位藝術軟體-Corel Painter 12 中文版 永久授權 

時尚創意插畫-Vector Illustrations 永久授權 

意念圖庫- PSD+Source 永久授權 

網頁素材-意念網頁素材篇 永久授權 

隨選視訊系統 永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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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來源分析 

1. 全校新生 

105 學年度全校新生共計 3,541 名，主要來自於：新北市(1,380 名，佔 39.0%)、

台北市(947 名，佔 26.7%)、桃園市(392 名，佔 11.1%)、新竹縣(227 名，佔

6.4%)、基隆市(90 名，佔 2.5%)、宜蘭縣(89 名，佔 2.5%)、新竹市(67 名，

佔 1.9%)、台中市(62 名，佔 1.8%)，以上八縣市來源新生共計 3,254 名，佔

91.9%。 

2. 日間部新生 

(1) 碩士班：台北校區新生主要來自台北市和新北市(佔 90.5%)，新竹校區

新生主要來自台北市、新竹縣和新北市(佔 78.7%)。 

(2) 四技：按入學管道區分如下： 

A.申請入學：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87.5%)，新竹校區為桃園

市、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64.9%)。 

B.繁星計畫：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68.2%)，新竹校區為高雄

市(佔 28.6%)。 

C.技優甄審：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70.5%)，新竹校區為桃園

市、新北市、台北市和新竹縣(佔 74.5%)。 

D.聯合甄選：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79.75%)，新竹校區為新北

市和桃園市(佔 56.12%)。 

E.聯合分發：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71.18%)，新竹校區為新北

市、桃園市和新竹縣(佔 58.33%)。 

F.單獨招生：新竹校區為新竹縣和桃園區(佔 58.42%)。 

3. 進修部新生 

(1) 碩士班：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100%)，新竹校區為桃園縣(佔

66.66%)。 

(2) 四技：單獨招生：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86.45%)，新竹校區為

桃園市和新竹縣(佔 90.40%)。 

4. 進院專新生 

(1) 進修學院二技：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80.05%)，新竹校區為桃

園市和新竹縣(佔 46.42%)。 

(2) 進修專校二專：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71.25%)，新竹校區為新

北市、新竹縣和桃園市(佔 55.88%)。 

各項統計資料詳見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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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105 學年度新生來源分析 

學制

入學管道 產攜 體優

校區部別 北日 竹日 北日 北進 竹日 竹進 北日 竹日 北日 竹日 北日 竹日 北日 竹日 北日 竹日 北日 竹日 北日 北進 竹日 北進 竹日 竹進 北進院 竹進院 北進專 竹進專

01--新北市 1 4 9 5 4 22 8 10 1 51 13 394 100 10 217 1 63 220 14 1 108 4 99 21 1380

02--台北市 1 7 8 8 10 20 7 5 1 35 6 264 39 7 1 1 1 161 1 29 167 4 84 1 72 7 947

03--桃園市 1 1 2 1 9 2 9 17 52 74 56 49 9 19 38 14 11 18 10 392

04--新竹縣 5 7 2 1 1 5 4 32 2 10 35 3 33 48 2 15 5 17 227

05--基隆市 1 1 9 1 23 10 20 4 8 6 5 2 90

06--宜蘭縣 1 1 1 1 22 5 21 9 8 2 11 4 3 89

07--新竹市 1 4 1 2 1 4 5 9 1 6 10 9 2 1 6 3 2 67

08--台中市 1 2 1 3 12 9 10 18 4 2 62

09--苗栗縣 2 4 2 11 2 10 1 1 7 5 2 47

10--彰化縣 1 1 6 4 4 10 3 3 8 1 41

11--花蓮縣 1 4 13 5 2 4 5 1 35

12--南投縣 1 1 1 2 1 3 2 4 3 3 1 1 4 2 1 30

13--高雄市 2 1 7 4 6 2 1 2 3 2 30

14--台南市 1 1 1 1 3 2 4 2 1 3 1 2 1 23

15--台東縣 1 5 6 2 1 3 3 1 22

16--金門縣 1 1 1 2 5 1 1 1 1 2 16

17--雲林縣 1 4 2 1 1 6 15

18--嘉義縣 4 2 1 1 3 3 14

19--屏東縣 1 1 3 1 1 2 9

20--澎湖縣 1 1 2

21--連江縣 1 1 2

22--嘉義市 1 1

合計 3 18 18 13 29 3 48 37 22 7 122 55 825 310 17 2 1 3 531 2 252 446 89 90 234 56 240 68 3541

申請 繁星 技優 甄選 合計聯登 單招 單招

二技 二專

單招

四技

一般甄試

碩士班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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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招生策略 

(1) 北北基宜桃竹竹中八個縣市，是本校主要學生來源地區，應加強在此區

域經營，與區域內高中職校建立緊密合作關係。 

(2) 日間部四技各入學管道的集中度，高低依序為申請入學、甄選入學、聯

合分發。顯示透過學測入學的高中生，與透過統測入學的高職生，大部

分以住家附近為主要考量因素。日間部四技招生應視各管道不同，採取

不同策略，高中生申請入學和甄選入學以在地為主。 

(3) 進修部四技就近就讀非常明顯，應鎖定住在附近或工作場所在附近的

生源，招生應加強宣傳就近就讀與交通便捷的優點。 

(4) 進修專校二專以產學實務班為主，區域性因素較弱，考生主要以職場就

業保證為考量因素，進修學院二技為二專畢業後銜接學制，兩者新生來

源較為一致。招生應加強宣導就學與就業一步到位，以及宣導優質職場

的優勢。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創辦以來，本著上官創辦人親訂之「公、誠、廉、勇」校訓，在董事長

與校長引領下，致力校務發展，以培養具博雅通識之專業精英為職志，兼以

「實務與理論兼顧」、「教學與輔導並重」、「專業與通識相融」、「學校與產業結

合」之治校理念，建立學校在教學、研究、服務和輔導方面的特色，邁向「卓

越且具特色之教學型科技大學」的發展願景。106-109 年校務發展總體目標為： 

（一）深植教學能量、落實永續發展。 

（二）續增產學合作、精進專業特色。 

（三）優化專業與通識、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在擬定、執行、檢討與更新之流程中，特別重視其適

用性及可行性的評估，因此每年得依現況需要做小幅修正；每 2 年重新檢討執

行狀況與未來發展需求，做全面更新，以期整體計畫順利推動。「106-109 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依據董事會辦學理念、潮流趨勢、國家建設計畫與教育政

策，決定其總目標，其次，各單位依本身特色擬定發展策略，並編撰、彙整發

展計畫，經 105 學年第一學期策略會議討論，提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審查，最

後由董事會核定實施。 

106-109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本校在行政面以精進卓越教學、深化學生關

懷與輔導、強化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建置永續校園、建置智慧校園、推展務

實招生與國際化、提升效能行政等為校務整體發展策略；在學術面則以四個院

與通識教育中心的重點 特色做為發展策略。整體策略構面分述如下： 

(一)精進卓越教學：鼓勵教師成長發展，以學院為單位整合課程與特色實驗

室，並鼓勵優良教學、e 化教材教法方案、實務導向課程，促進學習效

能提昇，提昇師生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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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全面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工作，結合通識課程以

發展品格、法治、生命、職場倫理、服務、性別平等、公民教育等教育

項目，並健全學生輔導機制，及全面推動學務工作電腦化，以達成學校

整體人才培育目標。 

(三)強化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促進產學合作，並催化務實致用，優化職涯

規劃以提升就業機會，落實校友服務，並健全校友網絡，精進推廣教

育，以強化訓練品質。 

(四)建置永續校園：建立親和生活環境，補強提升整體校舍，進而建構人性

化、生活化、學習化之藝術校區，塑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五)建置智慧校園：打造優質資訊環境，整合校務資訊系統，強化資安防

護，落實軟體智財權保護，並擴大資訊創新應用，建立全程服務 e 化校

園。 

(六)推展務實招生與國際化：建立與上游學校和地方產業合作關係，有效提

升招生效益，並整合優質教學資源積極強化兩岸及國際化交流與合作。 

(七)提升效能行政：運用創新思維與流程改造，檢討行政課題與程序，並運

用資訊科技，善用教師專業，提升服務效能。 

(八)建構專業領域特色：由本校學術單位：規院、商院、管院、資院及通識

中心基於本身發展前景進行特色建構與強化，同時兼顧院系的永續發

展。 

三、本校（106）年度發展重點 

根據前述之整體策略構面，依專業分工原則，本校本年度以其中之「精進卓

越教學」、「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強化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建置智慧校

園」、「建構專業領域特色」等整體發展策略作為本年度發展重點如下： 

(一)精進卓越教學：鼓勵教師成長發展取得專業證照，並鼓勵優良教學、建

立優質教學網站、輔導學生取得競賽優勝、輔導學生校外實習、開設遠

距教學，促進學習效能提昇，提昇師生教學成效。 

(二)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充實學生輔導中心設備、協助學生社團活動、充

實學生社團設備，進而建構學生多元活動方式。 

(三)強化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促進產學合作，並催化務實致用，優化職涯

規劃以提升就業機會，落實校友服務，並健全校友網絡，精進推廣教

育，以強化訓練品質。 

(四)建置智慧校園：打造優質資訊環境，整合校務資訊系統，強化資安防

護，落實軟體智財權保護，並擴大資訊創新應用，建立全程服務 e 化校

園。  

(五)建構專業領域特色：由本校學術單位：規院、商院、管院、資院及通識

中心基於本身發展前景進行特色建構與強化，同時兼顧院系的永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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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本校整體運作經費來源包含校付款預算、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其他專案

計畫等，為符合教育部將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於學校特色發展的主要精

神，本校自 96 年度開始規劃經費運用原則，已將一般例行性費用改由校付款預

算支應，而將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於學校特色發展上，茲將經費運用與

本校整體策略之關聯整理如表五所示。 

表五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與本校整體策略關聯表 

整體發展策略 

 

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項目 

精
進
卓
越
教
學 

深
化
學
生
關
懷
與
輔
導 

強
化
產
學
合
作
與 

職
涯
輔
導 

永
續
校
園 

建
置
e

化
校
園 

推
展
務
實
招
生
與 

國
際
化 

提
升
效
能
行
政 

建
構
專
業
領
域
特
色 

用途說明 

資
本
門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  ✓  ✓   ✓ 

支持建構專業領域
特色相關計畫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 ✓ ✓  ✓    

支持提供多元化服
務的圖書館、健全
校園資訊、資安、軟
體智財權環境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 
✓ ✓    ✓   健全學生輔導機制

與多元活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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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設校園永續發展
相關設備 

經

常

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  ✓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
相關計畫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 ✓ 提升行政效能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       健全學生輔導機制
與多元活動方式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     ✓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
相關計畫 

新聘教師薪資 ✓ ✓ ✓     ✓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
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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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呼應教育部對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應用於學校特色發展之建議，106 年資本門

支用項目主要用於「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占總經費之 85.78%)。其餘

依規定分別用於「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占總經費之 2.53%)、

「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占總經費之 11.69%)等項目，茲分述如下： 

 

(一)支持建構領域特色相關計畫 

1.規劃與設計學院： 

A.建築系—電腦輔助設計教室計畫 

本系近年來投入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建築物業管理、都市更新與

社區營造領域，皆為其他建築相關科系之先驅，且已有相當之知名度及

成果可提升學生之就業專長。本系擬持續推展「電腦輔助設計教室」計

畫，即期望以本系各特色研究中心及實驗室之軟硬體為基礎，並配合本

院推動之「BIM 特色課程實務應用推動計畫」，以發展成熟的電腦輔助

系統及地理資訊系統技術，發展都市與建築空間及 3D 環境模擬之研究

與教學特色。每年預定可培育學生取得建築繪圖相關證照(如 CAD 及

Revit)70 張以上。 

整體而言，本計畫之建置除了有助於本系建立跨領域之發展特色

外，亦有利於學生跨足業界時技能整合之需求。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

建築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

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WT3-1 /P207)。 

B.視覺傳達設計系-3D 動態影像數位媒體設計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主要為提昇本系電腦設計教學品質，加強整合教學資源及設

備，以利未來同學就業，且引進世界最新且在業界最受好評的高階繪圖

設計專用電腦，除了配合各種平面數位設計的版權軟體外（適用於平面

設計、綠色設計、編輯設計、包裝設計、數位剪輯與特效、商業影片、

電腦繪圖、影像處理等課程)，並支援互動式網頁、多媒體、3D 動畫、

非線性剪輯等科目的軟體教學與實習，以提升學生 3D 動態影像數位媒

體專業能力，增加就業競爭力。預計每學期每位學生平均使用達 108 小

時；每位平均可創作 24 件以上作品；並輔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預計

參賽作品件數可達 150 件以上。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視覺傳達設計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

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

第一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WO4-4 /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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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數位多媒體創作實驗室計畫(台北、新竹) 

數位多媒體教學專業電腦教室授課內容包含影音剪輯、數位音樂，

電腦動畫、遊戲引擎應用創作、虛擬實境整合應用等相關課程，為使

同學能夠與時俱進，因應虛擬實境教學需求及提升本系教學內容與授

課品質，力求與產業接軌，將於 106 年度更續本項計畫，採購 Zbrush

數位雕塑軟體於數位雕塑課程使用，每學年使用時數約 288 小時，此

軟體廣用於遊戲業界，導入課程可提升就業率。教學方面著重於學生

核心能力之實務養成，以業界標準訓練學生數位多媒體設計相關操作

能力，達到產學接軌就業即戰力的目標，實為國內相關系所少有之特

色課程發展導向。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

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

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

四章第一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2 建構優質數位化學習空間 

/P286)。 

D.影視設計系-影視後製與特效實驗室計畫(台北、新竹校區) 

隨著政府的政策與鼓勵，近年來有不少國際知名導演來台拍攝取

景，但我們卻無法將後製與特效製作的機會一併留在臺灣，探究其原

因，實為影視後製中高階人才的缺乏。自從非線性剪輯系統全面取代傳

統線性剪輯，以及影像特效軟體系統的不斷更新，不但帶給後製人員更

高的工作效率，增進操作上的便利性，同時也提升影像後製的品質與精

確度，更重要的是能創造動態影像更多的無限可能性。為提升後製與特

效產業之發展動能，培植專業後製人才與提升國際能見度，本系計畫成

立影視後製與特效實驗室，來培育影視後製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步推

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後製特效

的職場競爭力。預計每學年平均使用達 640 小時；設備廣用於業界，並

輔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預計參賽作品 35 件以上。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影視設計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

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

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

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T4-1 檢視系所空間、設施設備的增置

改善整合，營造和諧健康樂活學習環境/P311』)。 

E.互動設計系-創新展示競藝場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擬強化本系創新展示競藝場實驗室之教學設備，建置互動投

影系統(Interactive Projection System)，以及遊戲化擴增投影技術(Gamified 

Augmented Projection)開發，透過目前與 2 家廠商提供的教育授權素材(共

6 式 46 個)，以及 3 家廠商的案例式教學（Project-Based Learing）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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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援，每學期均有兩門以上的設備操作實作課程用於教學以及研發成

果。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互動娛樂設計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

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

第一節八、『(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5-1/P333)。 

F.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 Maker 工作坊計畫 

北區及全國計有 27 所大學院校設置室內/空間設計科，本系的強項

在於參加全國及國際設計大賽，推動室內設計與裝修工程 2 張專業證

照，並結合 17 家企業夥伴參與課程、教學、實習與就業，促使本系不

斷向上提升。本系自 100 學年度建置木作工坊，內有機具、工作台及工

具區域空間，近年更增添新穎的雷設雕刻/切割機、3D 列印機，結合運

用科技趨勢及增強實作實習使用需求，更運用在小空間計畫建立系所特

色。木作工坊提供： 

(1)課程教學：提供家具設計、家具材料與組裝、畢業室內設計模型、

實務專題製作、碩班的家具與工藝專題討論的實作實習場域，計 6

班 200 人次使用及約 60 件作品或模型參展或競賽。 

(2)師生共創：作為加強競賽與實習準備增強的空間與設備，計 20 件作

品參加競賽。 

(3)產學能量：小空間計畫將發展關鍵技術，進一步和業界合作建立商

品化 1-2 件。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室內設計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

育部獎補助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

內容詳見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4-2 /P237） 

2.商學院： 

A.商學院—科技專業應用教學升級計畫 

本院各系開設有「兩岸經貿實務」、「新興市場環境分析」、「兩岸稅

制」、「兩岸金融」、「兩岸會計實務」、「兩岸審計實務」等大陸議題相關

課程，更設有「兩岸財經學程」，購置中國大陸之財經相關數字與商情

資料庫，有助於教學中之數據搜集、商情與實務案例分析，將運用教育

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持續支持本規劃，更新教學相關軟體—兩岸經

貿服務平台-大中華經貿服務網。承以上，希冀透過本項計畫達成以下

量化教學成效 

(a) 重新檢討各系教學架構，將商業 4.0 相關課程納入院核心課程，預

計於 106 學年度入學課程科目表中，新增商業數據分析、財稅數據

分析、金融數據分析及財務數據分析等 4 門課。 

(b) 持續開設兩岸相關課程，每學年至少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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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實現翻轉教學，利用創新教學方法，引進科技教學系統，將實務、

分析型課程排入本院設置於格致樓 702 之個案研討教室，排課率預

計 7 成以上。 

(d) 與資訊學院共同辦理物聯網學程，學生申請人數目標 100 人，學程

取得率 75%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完整版 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二節之一、『(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WO B-3/P347)。 

B.國際商務系—跨境電商融入「國際貿易模擬實驗室」計畫 

本系以培育具溝通能力之商品貿易與推廣商務人才為發展目標，以

協助學生就業為最終目的。本實驗室為達成本系培養國際商務專才的目

標，透過課程模組的課程規畫結合各項證照、競賽及實習等實作訓練，

培養學生國際貿易知識與實務操作能力。 

跨境電商在今日成為推動經濟一體化、貿易全球化的重要商業模

式，故爾後將特色教室: 「國際貿易模擬實驗室」專業教室加上「跨境

電商軟體」以提供學生虛擬化的環境，學習建置專業購物網站，包含多

語言/多貨幣、商品管理及多媒體庫會員管理、促銷管理、訂單管理、

商品多規格及庫存設定、商店設定(運費及金流)、社群登入(Facebook)等

功能，使同學體驗購物網站經營過程與產品銷售平台的建置，促進同學

具產品企劃、設計、數位行銷整合等電商營運專業知識與能力。且鼓勵

學生參與電子商務相關競賽，使所學專業知識與實務結合，以利未來就

業。之後推動產學合作，企業參訪，業師協同教學，增進產業界與本系

之互動，進而爭取學生至業界實習，達成實習即就業的機會。預計安排

電子商務、網路貿易經營實務、跨境電子商務、商業數據分析、市場調

查方法、商業多媒體設計等 6 門課程，其中電子商務、跨境電子商務、

網路貿易經營實務、商業多媒體設計為全學期課程(36 小時)，其他課程

則每學期安排 4 次 8 小時。預期每學年輔導學生榮獲全國性競賽佳作以

上獎項 2 件。 

本系系務發展的方向就是依上所述建置一個專業教學、證照輔導、

實務競賽、實務實習與順利就業等五合一整體的學習環境，本校運用教

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新購教學相關設備跨境電

商購物網站實驗室版。(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二節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5 規

劃發展跨境電商/P371)。 

C.財稅系—稅會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為培養具「財稅分析思辨能力」、「租稅規劃實務能力」以及

「財務規劃與資產管理」之專業人才，使其發展成為本系特色且符合政

府、產業及社會需求。有鑒於文憑代表學習成果，證照代表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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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有充分實務操作經驗達到「畢業即就業」的機會，特訂定本計

畫。 

本計畫實驗室除現有『ACL (電腦稽核)軟體』、鼎新 workflow ERP

企業資源規劃軟體與『文中會計資訊系統』企業稅務申報軟體外,105 年

度增購「王代書系統」及「愛屋線上不動產管理平台」兩種軟體，均為

相關業界實務上實際使用之土地登記及不動產仲介軟體，學生在畢業前

學會使用，可節省業界職前訓練時間，使本系學生受到業界歡迎，提高

學生的就業競爭力。輔導學生參加 2016「全國大專校院電腦稽核個案

競賽」團體競賽-簡報獎佳作、考取 ERP 企業資源規劃 49 張。而會計

師工作輔助幫手"目前為多家會計師事務所及記帳士事務所使用之軟體,

學生學習使用該軟體之操作,不僅可結會計及稅法之專業知識,也可明瞭

企業帳務處理及租稅申報之實務操作,更可提升學生實習及就業機會,目

前每年學習該軟體之學生約 130 人;105 學年下學期參加相實習之學生當

中,工作性質屬會計帳務或稅務者 64 人,其中 20 人在會計師事務所或記

帳士事務所實習，學生因此透過相關課程所學之技能，應足以勝任畢業

後之初期財會、稅務與資產管理產業工作，為職前最後一哩之訓練，亦

為本系發展最具實力的強項與最為顯著的特色。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財政稅務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助經費，將於 106 年度繼續支持本計畫，建構更新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

第四章第二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 A-6』/P385。 

3.管理學院： 

A.企業管理系—創新與創業模擬實驗室計畫 

本系以培育具備專業實務、創新思維、與國際視野而能為服務產業

服務商品創新加值之一流實務經營管理人才為目標，並朝精實服務管理

與價值創造，及智慧零售與創新營運二特色課程模組領域發展。本計畫

之主要目的，乃建置虛擬零售商經營(VBR)系統，透過虛擬模擬零售商

店的建立，使同學體驗企業經營過程與產業競爭實況，促進同學具備價

格、行銷及市場調查等企業營運專業知識與能力。預期透過本計畫之實

施，每學年可輔導 20 隊約 100 位學生參加 VBR 之全國競賽，並至少二

隊獲得獎項。同時預期輔導學生考取虛擬零售商經營證照至少 50 張。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企業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詳

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二節

之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1-2 完善建置善適合系特色發展的硬體與軟

體設施/p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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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媒體與運籌服務資訊教室計畫 

本系行銷媒體與運籌服務資訊教室建置於台北校區格致樓 703 室，

整合電子商務認證、航空貨運承攬、海關 EDI、威力導演、專案管理等

專業領域，可提供學生模擬各項管理工作的作業流程。預計每年取得證

照海空運 EDI 25 張、航空貨運承攬 20 張、專案助理 PMA:40 張。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

部獎補經費（或校付款）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

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T4-6/P507)。 

C.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電商物流體驗教室計劃 

本系因應商業 4.0 之發展，將本系人才培育目標調整為「培育跨國

及兩岸連鎖服務業中具跨境及虛實整合能力之人才」，未來發展方向將

結合數位行銷、跨境電商及智慧零售等概念，讓本系畢業生能因應科技

演變趨勢，善用各項科技工具進行虛實整合。故計劃建置「電商物流體

驗教室」，將建立智慧零售平台，以物聯網技術為核心(如 iBeacon)，模

擬電商交易平台與智慧型商品展示技術，並結合大數據分析進行數位行

銷。而在智慧物流方面，也將整合倉儲與物流配送技術。建置完成後，

將使本系具有發展智慧流通的高度優勢。實驗室主要有電子商務平台及

智慧物流平台。電子商務平台主要結合商品企劃組合管理平台、電子商

務交易平台、結合物聯網技術智慧型零售展示系統(iBeacon)，並提供

VR 眼鏡可使學生體驗虛擬賣場之購物情境。而智慧物流平台將建置，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商品訂購管理平台，

並模擬物流現場，提供學生體驗物流環境。量化指標如下： 

1. 每學期課程數：4 課程 

2. 使用平台教師與學生研究報告：20 篇 

3. 參與電子商務創新及應用及物流認證人次：100 人次/年 

4. 學生參與相關競賽得獎人數：20 人次/年 

5. 高中職體驗營每年來訪次數：4 梯隊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

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

詳見於本校「完整版 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 ST4-5/P507 以及 P530 之附錄說明，但地點考量招生狀況，

改為台北校區。)。 

D.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教室計畫 

本系以培育觀光與休閒產業中階管理與專業技術人才為目標，從教

學品質、增長知識、專業技術、職場態度、實務學習等五項構面並進，

本系台北校區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教室自 102 學年建置完成，除了支援

企業管理系、應用英語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使用需求，整合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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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設施等既有資源之外，更進一步強化旅行業及旅館業等專業學

習平台，讓學生透過任課老師的指導，學習觀光與休閒資訊系列課程之

操作技能，該專業教室每學年使用時數至少 108 小時，每學年輔導學生

考取航空票務與電腦資訊相關證照 90 張，以勝任畢業後之觀光業、旅

館業、餐飲業、休閒遊憩、活動規劃、會議展覽等產業之工作職能。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

教育部獎補經費（或校付款）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

設備(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三節之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1-3(5)更新觀光與

休閒資訊電腦教室(自 503)相關設備與兩校區爭取建置「健康輕食專業

教室」/P542)。 

E.應用英語系-專業應用英語能力培育計畫 

本系以「培育具國際觀與實務能力之語言溝通人才」為發展目標。

目標著重於配合當前產業發展現況及人力需求，培養學生具備語文能力

與專業技能及人文關懷素養，以成為溝通專業人才。為達成本系發展目

標，課程以學生生涯規劃為導向，使學生具備聽、說、讀、寫等語文能

力，並提供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專業英語課程和實務技能及工作態度

之訓練，重視與產業界互動，舉辦企業參訪，積極推動輔導學生證照考

試、參加競賽，引進業界師資提昇學生對產業界之敏銳度。故本特色發

展計畫致力於建構一完善學習專業英語數位化軟體及硬體設備，以發展

系內學生專業英語能力、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及提高產業實務教學功

能。預期透過本計畫之實施， 

1. 開設英語聽力訓練、英語會話、英語閱讀、專業英語閱讀、航空旅

運實務英語、電子商務英文、服務業實用英語、英語簡報、英文能

力測驗解析、英文文書製作等課程，約 2310 人次學生參與。 

2. 搭配相關課程取得核心證照共計 20 張，取得基礎證照共計 60 張。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應用英語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部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詳

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

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中有關建構領域特色之「SO3」多元化之

商務旅運溝通課程、「SO4」培養第二專長及選修跨領域課程、 

「ST3」建置數位化教材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課外自學課程結合多媒

體數位教材與增購數位專業英語教材、及硬體伺服器設備，整合數位線

上教材。學生藉由線上實作過程獲得學習成就感，強化學生學習動機。

還有「WT2」「WT3」「WT4」提升跨院系學程參與率、 輔導學生選修

以實務為導向專業領域課程。修習管理、商業類科之基礎課程，加強電

腦軟體應用與網路資訊運用電子商務等知識/P56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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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企業管理系—虛擬企業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之主要目的，乃在建置 AMOS(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

系統，可使同學有利處理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問題，以有效檢驗調查問卷量表之效度與潛在變項之因果關係，

提升同學調查研究分析報告之品質與能力。預期透過本計畫之實施，可

安排碩士班統計分析方法與資料分析、研究方法等課程之授課達 80 小

時。每學年輔導研究生碩士論文 10 篇，榮獲優良研討會論文 5 件。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企業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詳

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

之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2-1 完善建置善適合系特色發展的硬體與軟

體設施/p477)。 

G.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創意與媒體互動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可用在商業攝影教學以及廣告效果分析研究方面，在商業攝

影方面，可以傳達產品、企業行號之形象與經營理念，或是商品介紹、

活動以及研究計畫等等宣傳需求，提供拍攝規劃、腳本撰寫、出機拍攝

與後期製作。此外，本計畫配備眼動儀，可研究廣告版面配置對消費者

的影響，用以修正廣告效果。量化指標：經過此次補強，預估 

1. 學生使用電腦之比率提升一倍，學生參與競賽獲獎數預估每年至少

為30人次。 

2. 提昇液晶電視使用率，廣告設計與實務相關課程能夠增加作品展    

示機會，使用課程:商業攝影、行銷企劃實務、社群媒體經營實務、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數位行銷、行銷文案寫作、服務業行銷。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

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

詳見於本校「完整版 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 ST4-5/P507 以及 P530 之附錄說明，但地點考量招生狀況，

改為台北校區。)。 

H.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流通資訊多功能教學專業教室計畫 

本系流通資訊多功能教學專業教室建置於新竹校區涵德樓 B109

室，專業教室特色目的為，利用購置的展店選址資訊系統軟體與台灣北

區圖資，運用衛星影像、電子地圖、各領域主題圖資料，整合不同作業

圖層，藉由專業的套疊、分析、定位及運算，提供分析結果，為零售業

進行最適合的商圏調査與展店選址実務規劃及，建立戸外位置資訊服務

系統及室內定位系統，利用消費者行動資訊蒐集系統將消費者或行動載

具的動態資訊以同歩的方式展示在動態資訊展示平台提供展店選址資訊

系統消費者的動態資訊(涵德樓 B109)，為零售業進行更精準的商圏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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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展店選址分析規劃。本計畫是利用現有展店選址資訊系統擴大延伸行

銷管理系統： 

1. 在既有模組化設備構置規畫提升系統使用效益。 

2. 對應工業 4.0 時代的來臨結合智慧流通數位行銷為一體。 

3. 結合課程理論增加實作模擬操作貼近產業提升就業競爭力。 

流通資訊多功能教學專業教室每學年使用時數約 830 小時。可搭配

物流相關課程輔導 SOLE-CPL 物流助理管理師證照 60 張。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

部獎補經費（或校付款）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

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三 ST2-1,ST2-2SO5-2/P506。 

I.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餐飲健康輕食實驗教室計畫 

本系以培育觀光與休閒產業中階管理與專業技術人才為目標，同時

有鑒於未來餐飲旅宿產業發展趨勢與人才需求殷切，強調旅宿經營與餐

飲服務管理人才之培育，並透過餐飲健康輕食實務操作實驗學習空間，

促進學習效能，輔導考取相關證照。本計畫之主要目的，乃以本校管理

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為主，從懂得餐飲本質的「烹」「調」理論

與方法延伸，加入健康、有機、環保全球責任概念，透過全方位科技產

品取代「廚房廚師部分功能」，培育學生餐飲經營管理、研發、製作與

創業能力。，以提高學生在餐飲旅宿產業就業競爭力及提升產業實務教

學功能。該專業教室每學年使用時數至少 126 小時，該專業教室每學年

授課使用時數至少 126 小時，每學年輔導學生考取證照 15 張，培訓選

手至少爭取全國性競賽佳作以上獎項 1 件。如此，不僅能配合政府發展

觀光休閒產業之政策，更是符合以人本與服務為理念，培育兼具專業知

識、實務操作管理人才之目標。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

教育部獎補經費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

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之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1-3(5)更新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

教室(自 503)相關設備與兩校區爭取建置「健康輕食專業教室」/P542)。 

4.資訊學院： 

A.資訊管理系—網站設計與系統管理教學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擬強化既有的實驗室功能，使其可充分支援教學、研究、服

務、學生專題製作、校外競賽與相關的產學合作，以提升學生實作能

力，增加就業競爭力。預計取得手機程式設計證照 15 張，參加資訊三

大賽取得佳作以上。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資訊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助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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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五節(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建構領域特色( S03-5，P605)。 

B.資訊管理系—網路行銷教學實驗室計畫 

配合業界需求並合乎系所發展特色，本計畫擬提升既有的實驗室功

能，並增進學生之學習興趣，使其可充分支援教學、研究、服務、學生

專題製作與校外競賽，以提升學生實作能力，增加就業競爭力。預計成

立雲端民調產學合作，並培養實習學生 10 人次。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資訊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助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

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五節(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建構領域特色( S03-5，P605)。 

C.資訊管理系-資安總管實驗室計畫 

本系為因應資訊安全愈趨重要，強化學生未來職場競爭優勢，提出

資安總管實驗室計畫，符合國家人才培育需求。此實驗室特色包含: 外

部威脅監控模組，資安事件應變、分析暨演練教學管理平台，威脅分析

模組，行動 App 檢測模組，應變與追蹤檢核工具模組，可培養當今迫

切的資安人才。可配合系上「資訊安全」(三上)、「企業資訊安全實

務」(三下)、「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四上)、「源碼檢測 (弱點

掃描)」(四下) 、「網路管理實務」(四下) 等專業課程。預計成立資安

實驗室及資安社團，以建立教材，並通過 security 證照 5 張。 

此計畫應可有效提升學生資安知識能量。預計運用教育部 106 年度

獎補經費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配合完整版 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之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03-

7/P605)。 

D.資訊工程系-網路與多媒體教學實驗室計畫 

本系為因應資訊科技發展趨勢，從程式設計、網路概論等資訊專業

基礎建立，至資訊科技關鍵技術包含物聯網、雲端技術、行動裝置技

術、Big Data 大數據分析、軟體測試、APP 軟體安全檢測…等相關技術

之應用人才培育，以培養學生畢業即可投入職場就業競爭為教育目標。

本計畫作為教學訓練、實驗操作、專題研究、證照考場與參與競賽..等

綜合多元功能空間。配合資工系「基礎程式設計」、「網路概論」、「物件

導向程式設計」、「手機程式設計」、「軟體測試」、「APP 軟體安全檢

測」、「雲端運算」、「資料結構」、「行動裝置技術」與「雲端系統應用」

等專業課程特色。預計培養學生考取物聯網應用工程師 5 張及 TQC 物

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證照 30 張。 

本系規劃建置網路與多媒體教學'實驗室計畫有助於建立資工系前

瞻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

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配合 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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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第四章第四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WO1-3 改善專業

教學及學習資源/P631)。 

E.電腦與通訊系—通信與訊號處理教學實驗室計畫 

本實驗室專注之研究課題主要以學理為導向之課題，著重效能提昇

及演算法之精簡改良，至於實作導向之研究則是企圖將理論付諸硬體實

現。一般而言，學理的模擬與測試常在 Matlab 的環境下進，過程中經

歷反覆的數學模型建立與推導、演算流程的效能分析以及實驗數據評估

等步驟。若有實用之價值，則可待演算法驗證無誤後進一步轉寫為高階

語言之程式，其後搭配適當之操作介面，即可形成實用的應用軟體。配

合電通系「基礎通信實驗」、「進階通訊實驗」、「C 語言程式設計」、「機

率」、「信號與系統」、「信號與系統實驗」等專業課程特色。並透過「產

學接軌」強化本系教師、學生與產業界之互動與合作，以提昇本系師生

在產業界之能見度及學生之就業競爭力。預計輔導參與全國大專校院資

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等競賽 1 組

及創意 APP 程式設計業餘無線電人員等證照約 10 人。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電腦與通訊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

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

配合 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四節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及資源規劃 Wo①-1/P655)。 

F.電腦與通訊系—電子與微電腦教學實驗室計畫 

本實驗室以支援電子與微電腦相關領域課程需求為主，整合現有可

應用資源，以提升教學、研究與產學服務水準為目標。除了達到教學目

的之外，如何強化系所發展能量以及提昇系所教學品質亦為優先考量。

配合電通系「電子電路學」、「電子電路學實驗」、「物件導向程式設

計」、「APP 遊戲設計」、「APP 遊戲設計實驗」、「邏輯電路」、「邏輯電

路實驗」、「微處理機」等專業課程特色。並透過「產學接軌」強化本系

教師、學生與產業界之互動與合作，以提昇本系師生在產業界之能見度

及學生之就業競爭力。預計輔導參與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

賽、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等競賽 1 組及創意 APP 程式

設計業餘無線電人員等證照約 10 人。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電腦與通訊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

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

配合完整版 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四節

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及資源規劃 Wo①-1/P655)。 

G.資訊管理系-雲端物聯網智慧家庭特色課程計畫 

本系為因應物聯網應用與雲端科技環境趨勢，強化學生未來職場競

爭優勢，提出雲端物聯網智慧家庭課程計畫，符合國家人才培育需求。

智慧家庭是物聯網應用重要一環，如家中設備互連，像是居家溫度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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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環境監控、燈光、窗簾控制及影音電視與相關家電開關切換等加以

連網，變得更具智慧，可以進行遠端遙控，對家庭生活帶來無比便利。 

配合「物聯網感測技術」、「物聯網應用實務」、「雲端運算應用」等

專業課程。結合控制、感測、通訊等功能，實踐創意發想與發揮跨領域

整合。本計畫建立「雲端物聯網智慧家庭」特色課程，充實智慧型物聯

網實驗室內容，具教學、專題、競賽等功能，並可搭配高中職招生策略

運用。預計培養學生參加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1 組。 

本系規劃雲端物聯網智慧家庭課程計畫，有效提升前瞻發展教學特

色，同時兼顧對學生助益呈現多元效果。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配合完整版 106-109 學

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之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03-

8，P606)。 

H.資訊學院─APP 軟體安全攻防演練實驗室計畫 

2016 年新政府為展現重視資訊安全問題，強化政府機關的資通安

全，行政院八月一日掛牌成立「資通安全處」。而 iThome 的調查數據

說明隨著手機的普及率，相關的手機應用軟體也大幅的成長，除了科技

業之外，醫療業、服務業、遊戲業及金融業也紛紛提供行動 App 開發

職缺，各產業都很缺行動 App 開發人才，但也因為應用程式的大量開

發，尋求便利性及快速性的同時，往往忽略潛在性的危機，手機儲存許

多機敏性的個資，卻因 APP 的漏洞或被植入惡意軟體，而造成企業或

個人嚴重的損失。行動 App 軟體安全性的問題以往一直被忽視，導致

網路上駭客出現利用行動 App 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個人資

料，更嚴重透過行動 App 竊取雲端資料庫之機敏資料或傳播色情非法

有害資訊的情況。有鑑於此，本院以行動 App 軟體安全相關人才培育

(包含雲端應用知識認證、行動 App 專業認證(Android /iOS)及行動應用

檢測等)，訂定為院特色發展目標之一，這也將是國內未來軟體安全人

才培育的重要發展趨勢，並提供協助產業 App 安全檢測認證及輔導安

全管理，因此將以建立產學實驗基地為發展目標。因而如有在學校教育

導入 APP 軟體安全檢測等相關課程，以提供本院學生較佳的就業力，

是刻不容緩的事。藉由 APP 軟體安全攻防實驗室的建置，一方面在大

學及研究所相關課程，導入 APP 軟體安全、檢測、分析等相關的理論

及實作，以培養學生具備相關專業素養外，另可辦理推廣教育，為企業

培養 A))軟體安全及檢測的專業人力，藉由 APP 軟體安全攻防實驗室的

建立布建，建立本院的特色及唯一性，將可提升資院各系的招生率。每

學年使用時數約 216 小時、每學年提供 5 名學生參與軟體測試及 APP

軟體安全檢測企業實習及就業機會、每學年舉辦全國行動安全 App 創

新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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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規劃建置 APP 軟體安全攻防演練實驗室計畫有助於建立資訊

學院前瞻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6 年度支持

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配合 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四節之一(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o1-2 系級

「資訊安全教學及服務中心/P585)。 

5.通識中心—學生體適能健康力提升計畫 

本計畫配合「體適能與保健」課程執行，主要目的於提升學生健康

管理的認知、增進健康體適能檢測成績之成效，及培養具運動風氣的健

康校園文化，營造從事規律運動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全人健康。本計

畫目標是：1.增進全校學生的健康知識與態度，建立自發性的自我健康

管理，朝向健康體位邁進，以減少疾病的發生。2.對體重過重者或過輕

者而言，於學期末的身體質量指數（BMI）均能達到正常標準範圍。 

3.對全校新生而言，於學期末的五項檢測，皆能達到教育部體適能百分

等級（PR 值）常模之「中等」範圍，以提升學生的基本適能。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通識教育中心發展特色課程，擬運用相關經

費投入建構本計畫(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五節一、「(五)策略與行動方案」之「WO④-

2 新生體適能普測」、「WO④-3 購置新式多媒體遊戲機或相關器材，輔

助體適能教學活動」/P682。 

6.通識中心—學生外語能力提升計畫 

本計畫配合「大學外文(英文)」(一) 、(二) 、(三)及「職場英文」

課程執行。本校為檢核學生英語文學習成效，對於英語文能力有待提升

之學生，擬輔導其通過本校「英語文學習成就評量」(等同歐洲共同語

言能力分級架構 A2 等級)之基本門檻，對於英語文能力較優秀之學生，

鼓勵其參加校內外各項英語文競賽，及爭取本校所提供具競爭性之「英

語文證照奬勵金」，以達到提升學生外語能力之目的。為達到上該目

的，本校持續推動分級分班、會考、外師聊天室、校內線上英語文檢

測、輔導學生參與英語文競賽，此外，為強化學生專業英語文能力，協

助提升就業競爭力，與空中英語教室教師群等共同編纂「READY TO 

GO 」、「KEYSTONE」教材，作為教學授課使用。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通識教育中心發展特色課程，擬運用相關經

費投入建構本計畫(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五節一、「(五)策略與行動方案」之「WO②-

1 辦理英語聊天室活動」、「WO②-3 辦理英語耶誕歌曲歌唱比賽」、

「WO②-4 實施英日語證照輔導計畫」、「WO②-5 實施學生外語英語文

學習成就評量」/P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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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圖資中心─校園雲端應用服務計畫 

本計畫擬使用雲端虛擬技術，使校內原有之教學軟體、網路服務都

能藉由雲端技術的推廣，讓學生在使用上可以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障礙，

即使在校外家裡都能使用原本在學校操作的教學軟體服務。同時，雲端

應用具備跨平台的特性，現今手持裝置的多樣化，使得校園教學授權軟

體僅能限定在校園內電腦使用，本計劃可使校園影像處理軟體可跨越使

用平台的障礙，提供一個無障礙的校園資訊應用與學習環境。 

本計畫有助於全面提升校園資訊服務，擴充至校外及家庭，建構學

生全方位的學習環境，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於 106 年度支持本計

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與行動方案之 S03 推

動校園雲端應用、SO4 提升資料儲存安全/P144) 

(二)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 

依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原則編列相關經費，用以充實學生輔導中心

設備、協助學生社團活動、充實學生社團設備，進而建構學生多元活動方式

(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三章第二節『深化學

生關懷與輔導』)。 

(三)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及校園資訊服務 

依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原則編列相關經費，用以持續充實圖書館館

藏、以及提供更友善的閱讀環境(內容詳見於本校「106-109 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第五節『建置智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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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1. 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 

本經費運用係配合「106-109 學年中程校務計畫」，建構精進教學，在

「發揚技職教育特色」策略下，佐以「獎助教師開發創意及實務性教材」

行動方案，並依據本校「提升師資素質獎補辦法」鼓勵教師從事編簒教材

及製作教具，擇優就數位教材製作、創新教學之創意教材、實務案例教

材、遠距教學予以補助，以期達成「提升師資素質與教學能力，確保教學

品質」之目標。 

2. 改進教學 

本經費運用係配合「106-109 學年中程校務計畫」，建構精進教學，

在「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策略下搭配「推廣據服務學習課程」之行動方

案，以及在「積極推動數位教學」策略下，佐以「推動遠教教學實施、提

升教師數位教學能力語數位教材品質」等行動方案，依據本校「提升師資

素質獎補辦法」鼓勵教師從事優良教學、創新教學、科技教室教學錄影、

學程導師輔導、實施服務學習課程、教師跨領域實務專題等事蹟，擇優予

以補助，以鼓勵達成「推動數位學習環境，提供教師多元教學語精進數位

教材」之目標。並在「強化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策略下進行「精進證照

推動成效」方案，訂有「教師證照獎勵要點」，鼓勵教師考取乙級以上專

業證照，或第二專長證照。學生證照方面，積極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由各系訂定核心專業證照項目，編製證照認列表，做為「學生證照獎勵要

點」執行依據。提供獎勵方案，達到鼓勵教師精進專業，以及增強學生進

入就業職場所需之專業能力之目標。 

3. 研究 

經費運用配合「106-109 學年中程校務計畫」，在「提升產學研究成

效」策略下搭配「強化專利與技轉成效」、「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鼓勵

教師參與研究計畫」之行動方案，鼓勵教師從事專案研究、專利研究、產

學研究及研發成果之移轉與授權，予以補助，以鼓勵達成「提升實務研究

與產學合作能量」之目標。 

4. 研習 

本經費運用係依「106-109 學年中程校務計畫」，建構精進卓越教學，

在「提升教師專業技能」策略下，以補助方式鼓勵教師參加與其授課相

關，並有助於改善教學之國內外研習；或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舉辦校內研

習會與之交流專業研究，以期達成「提升師資素質與教學能力，確保教學

品質」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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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修及升等送審 

本經費運用係依「106-109 學年中程校務計畫」，建構精進卓越教學，

在「提升教師專業技能」策略下，依據本校「提升師資素質獎補辦法」辦

理教師進修博士及職級升等。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乃依循本校「106-109 學年中程校務計畫」之

整體策略構面-深化學生關懷輔導，內容詳見中程校務計畫第三章第二節深

化學生關懷與輔導。經常門經費運用於學生事務及輔導上，主要以學生社團

老師指導費及活動費用為原則。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本經費運用係依「106-109 學年中程校務計畫」，建構提升效能行政及服

務品質，在「提升職員專業技能」策略下，推薦拔擢行政同仁參加與其本職

相關之研習，使其學習新知，充實專業技能，以提升行政工作品質，並促進

行政革新，以期達成「提升行政服務品質」之目標。 

(四)新聘教師薪資 

本經費運用係依「106-109 學年中程校務計畫」，建構精進卓越教學，在

「強化具實務經驗師資」策略下，積極網羅具實務經驗之專任專業教師，以

期達成「提升師資素質」之目標。本校 105 學年度因應有生師比由 32 調降

為 27，師資結構為 51.6％，已增聘教師，且於 106.3.15 達到 61.4％。 

(五)依著學校整體發展規劃分配經常門經費使用比例 

本校整體發展規劃因依著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而行，努力朝向研究發展三

大指標邁進，同時積極網羅具實務經驗之師資，以提升師資結構。故經常門

經費編列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預算編列達 77.72%(高於規定至少 30%)，其

中，推動實務教學項占 39.28%；研習項占 10.88%，於改善教學此類比例逐

年增加。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進修達 0.53%（低於規定至多 5%），學生

事務與輔導輔導相關經費 4.00%(高於規定 2%以上) 

圖一 整體發展計畫與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關係示意圖 

103-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策略藍圖總體目標 

*深植教學能量、落實永續發展。 

*  

校內學術單位 

研究發展年度目標 

*產學合作 

*證照推動 

本校經常門分配項目及比例 

*改進教學及師資結構/76.27% 

推動實務教學-37.32 %  編纂教材-2.99% 

研究-22.71% 研習-9.76% 

進修-1.79% 

升等送審-1.65% 製作教具-0.05%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0.48%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4.86% 

*新聘教師薪資/10.21% 

*改進教學相關物品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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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一)經費規劃原則： 

1. 本校 106 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核配金額計 

52,593,496 元(參考下表六：102 至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明細

表)，較 106 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 45,217,391 元，增加

7,376,105 元，學校自籌款增加至 8,083,849 元，自籌款比例為 15.37%，

106 年度預算數共 60,677,345 元整(另編列附表十三 4,536,057 元，用以

因應採購預備項目)。 

 

表六 102 至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發展經費明細表 

項目 

年度 

102 年度 

執行數 

103 年度 

執行數 

104 年度 

執行數 

105 年度 

執行數 

106 年度 

預算數 

獎勵補助款 $39,730,342 $44,546,435 $45,881,011 $47,810,312 $52,593,496 

自籌款 6,214,537 6,839,768 7,018,621 7,329,321 8,083,849 

合計 $45,944,879 $51,386,203 $52,899,632 $55,139,633 $60,677,345 

資本門 $33,551,729 $38,977,169 $37,821,096 $38,099,524 $43,933,622 

經常門 12,393,150 12,409,034 15,078,536 17,040,109 16,743,723 

合計 $45,944,879 $51,386,203 $52,899,632 $55,139,633 $60,677,345 

 

2. 經常門方面：本年度經常門規劃如下表七所示： 

(1) 由人事室依教育部規定整合規劃，教務處、學務處及研發處協辦，另

併入教學單位提出之單價一萬元以下之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2) 編篡教材及製作教具因近年教師申請狀況及審查通過率皆偏低，106

年度預算各降低 20~30%。 

(3) 推動實務教學部分： 

(a) 優良教學及創新教學為鼓勵教師精進成為教學典範，預算維持與

105 年度相同。 

(b) 證照獎補助項目編列維持 105 年度額度，惟將調整證照類別之獎勵

比重，調高輔導學生取得就業資格證照獎補助比重。 

(c) 因應本校積極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及本校觀管系、行管系分別

於 105 學年、106 學年實施校外實習必修，預估實習人次將增加約

25%，且為拓展海外實習成果，擬增加輔導海外實習獎補助，故輔

導校外實習獎補助項目編列較 105 年提升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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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競賽優勝項因近年教師申請案件數與獎助金額均偏低，因此較 105

年降低預算約 30%。 

(4) 由於本校已實施教師赴產業研習或研究，預計 106 年度參與產學研究

獎補助人數約為 250 案次，約增加 25 案次，故研究獎補助項目編列

較 105 年提升約 10%。 

(5) 教師研習項因近年教師申請案件數偏低，預算配合 105 年度實際執行

金額編列，較 105 年度約降低 30%。 

(6) 進修、升等項皆以當年度預計申請進修、升等教師人數編列預算。 

 

表七 104-106 年度獎補助金額一覽表 

項目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執行金額 執行金額 預算金額 

編纂教材 $531,000 $510,000 $500,000 

製作教具 $20,000 $0 $10,000 

推動實務教學 $4,625,152 $5,208,106 $6,249,000 

研究 $2,539,774 $3,146,007 $3,529,000 

研習 $870,526 $921,471 $1,586,000 

進修 $100,000 $200,000 $300,000 

升等送審 $168,000 $252,000 $276,000 

著作發表 $1,270,000 $1,477,444 $0 

註:不含自籌款 

 

3. 資本門方面：由各系與相關單位（包括圖資中心、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單位及校園安全經費相關單位）考量其院系特色建置、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及目前設備清單，確實規劃，並由總務處、圖資中心、秘書室與會計

室整合各單位資本門預算。 

(二)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1.規劃流程： 

本校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之規劃，係依照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相關規定，配合本校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由各單位依其需求提出預

算，並於預算討論會議進行第一階段審查，第二階段提專責小組會議審

議，經校長核定後，陳報教育部，流程詳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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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經費分配規劃流程圖 

2.分配原則： 

資本門由各單位依教學需求提出特色計畫，經由內部競爭，擇優列

入本年度支持之特色計畫；經常門由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及人事室

依教育部政策及校內相關辦法整合規劃各項預算分配。 

3.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在擬定、執行、檢討與更新之流程中，特別重

視其適用性及可行性的評估，因此每年得依現況需要做小幅修正；每2年

重新檢討執行狀況與未來發展需求，做全面更新，以期整體計畫順利推

動。 

「106-109學年中程校務計畫」依據董事會辦學理念、潮流趨勢、國

家建設計畫與教育政策，決定其總目標，其次，各單位依本身特色擬定發

展策略，並編撰、彙整發展計畫，經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審查，最後由董

事會核定實施。 

4.經經費專責小組審議通過之 106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陳報校

長核定後，已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報部程序。 

5.依據教育部 106 年 2 月 2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60023205J 號函說明事

項，應於文到 30 日內(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檢附修正支用計畫書陳

報教育部，本校於 106 年 4 月 5 日召開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106 年度修

正支用計畫書，將於規定時限內完成報部程序。 

  

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相關規定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各單位提列預算 

預算彙整 

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校長核定 

經費支用計畫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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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 

1.組織辦法，詳見附件二。 

2.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105 學年度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室設系代表 蕭添進 

台北校區副校長 張偉斌 視傳系代表 蕭書禮 

新竹校區副校長 廖憲文 數媒系代表 許允聖 

教務長 陳哲烱 影視系代表 李佳懷 

學務長 莊明哲 互動系代表 施登騰 

總務長 翁國華 商務系代表 陳秋玉 

研發長 羅文陽 財稅系代表 黃則強 

圖資中心主任 孫丕華 財金系代表 王坤龍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張偉斌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主任祕書 田耀遠 企管系代表 康緞 

人事室主任 朱繼農 行管系代表 賴建華 

會計主任 廖麗敏 觀管系代表 陳學偉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商學院院長 曾巨威 資管系代表 陳瓊瑤 

管理學院院長 劉明德 資工系代表 蘇瑞龍 

資訊學院院長 陳振楠 電通系代表 鄭張權 

建築系代表 何明錦 通識教育中心代表 陳建成 

土木系代表 鍾銘輝   

3.審議「本（106）年度」修正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錄，詳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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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1.選任或組成機制（辦法） 

本校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

12 條之規定，置隸屬於校長之稽核人員二名，並成立稽核組，目前該稽核

人員係指派本校具審計專長之專任教師兼任之。 

 

2.稽核人員名單 

 

服務系所 職稱 姓名 

財政稅務系 助理教授兼任稽核組組長 倪伯煌 

會計系 講師兼任稽核組組員 李子文 

3.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說明 

本校兼任稽核人員係具備會計、審計及租稅等專長，其相關經歷如下:  

(1)會計師考試及格 

(2)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員 

(3)上市、上櫃、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之查核 

(4)輔導公開發行公司上市 

(5)設計企業內部控制制度、會計制度 

(6)ACL 稽核分析師 

(7)國際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ICCP) 

(三)內部控制制度中有關獎勵補助經費收支、管理、執行及記錄之作業規範 

1.流程圖: 

 

 

 

 

 

 

 

 

 

 

 

 

 

申請獎補

助款單位 

專案計畫 

教育部(或其他獎補助單位) 

核可並核定經費明細 計畫審查未通過 

開立領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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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申請補助及收款： 

2.1.1.本校擬向各級政府申請各項獎補助款及委辦案件時，應提出計畫

或申請補助資料依規定程序向獎補助單位申請。 

2.1.2.獎補助單位核定獎補助金額後，由承辦單位依核定之經費填寫

「領據」，陳請出納組、會計室審核領款項目及金額無誤後核章

並為列帳或備忘記錄再送校長核章及核准後，將「領據」送交獎

補助單位請款，領據於送出前應先影印一份送出納組作為事後收

款沖帳及列帳之依據。 

2.1.3.出納組收到獎補助單位撥付票據或直接匯入學校之款項通知時，

經核對原留存領據影本無誤後，製作收入日結明細表，連同銀行

存款明細，通知會計室登帳。 

2.2.支用： 

2.2.1.申請單位收到獎補助單位之計畫核定公文，應檢附公文及經費支

用預算表送會計室作為經費審核依據。 

傳票呈核 

憑證專帳專冊保管備查 

學校網路登錄經費總

額(供線上審核) 

 

不通過 
覆核核銷憑證 

通過 

黏貼憑證用紙呈核 

收到獎補助款 

經費動支(請購單) 

退回核銷單位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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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申請單位依核定之經費總額，於預算系統登錄計畫經費總額，並

經會計室線上審核確定，始得申請支用計畫之各項經費。 

2.2.3.本校依規定接受之獎助，應按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之經常門

及資本門支用比例，於一定期限內妥為規劃使用。 

2.2.4.支出申請： 

2.2.4.1.經費支用需以被核定之經費明細為依據，依計畫規定使用，並

不得有消化預算情事。 

2.2.4.2.經常門項目之支出，於預算系統填寫「請購單」，依本校作業

流程辦理。 

2.2.4.3.資本門項目之支出，於預算系統填寫「請購單」，依本校請購

採購作業管理辦法辦理。 

2.2.5.經費變更： 

2.2.5.1.經費支用項目、用途不符者應事先辦理變更，才可申請支用。 

2.2.5.2.經費變更依規定辦理變更。 

2.2.6.本校於獎補助款內所購置之財物，均應列入學校財產，並依規定

設置帳籍管理。 

2.2.7.核銷及付款： 

2.2.7.1.申請單位需檢附「請購單」、「固定資產暨物品增加單」、

「固定資產暨物品驗收單」及發票、收據等憑證，送會計室承

辦審核。 

2.2.7.2.會計室承辦審核完成，陳校長核准後，開立傳票，送出納組據

以付款。 

2.2.7.3.本校以獎補助款購置資本門支付廠商之款項，應簽發支票或直

接撥付受款人，不得由本校教職員工代領轉付。 

2.2.7.4.補助及委辦計畫款項之支用，除零用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

由相關人員墊付外，其餘均應逕付受款人，不得由計畫主持人

或機關人員代領轉付。 

2.3.專帳： 

2.3.1.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應由業務單位結報，會計室

負責審核及專帳管理。 

2.3.2.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款項下依計畫支用經費取得之原始憑證，應

依計畫及科目分別整理彙訂成冊，並妥為保管，俾供教育部派員

查核，或供辦理核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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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重點： 

3.1.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無閒置未經使用。 

3.2.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規定。 

3.3.本校受領教育部補助款其會計處理，是否依據「教育部補助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及「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設置專帳紀錄。 

3.4.本校使用教育部補助款購置之財物、勞務，每一採購個案若補助金額

超過所購置財物、勞務價格之半數以上，且金額超過新臺幣1,000,000元

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4.使用表單： 

4.1.領據。 

4.2.請購單。 

4.3.驗收單。 

4.4.教育部補助或委辦經費收支結算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私立學校法 

5.2.教育部補助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 

5.3.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5.4.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 

5.5.中國科技大學各項收入及代收款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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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如附件三) 

(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詳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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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往執行成效 
一、最近 3 年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為改善教學及提升師資素質，特訂定「提升師資素質獎補助辦

法」，獎助範圍包括教師專案研究、教師產學計畫、教師參加校外研

習、教師舉辦校內研習會、教師進修博士學位、教師著作發表、教師升

等審查、教師改善教學（精進教學類、競賽優勝類、取得專業證照類、

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輔導學生校外實習類）、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

教具、新（增）聘教師薪資等項目。上述獎補助教師各項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之經費金額及其比例，均配合中長程計畫重點彈性調整。經費執

行情形詳如表八及表九： 

 

表八 104-106 年度獎補助金額一覽表 

項目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金額 金額 概算金額 

進修博士學位 $100,000 $200,000 $300,000 

研習 $870,526 $921,471 $1,586,000 

著作發表 $1,270,000 $1,477,444 $0 

研究 $2,539,774 $3,146,007 $3,529,000 

升等送審 $168,000 $252,000 $276,000 

改進教學 $4,625,152 $5,208,106 $6,249,000 

編纂教材 $531,000 $510,000 $500,000 

製作教具 $20,000 $0 $10,000 

註:不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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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103-105 年度獎補助經常門之經費比例一覽表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改進教學 
件數 420 412 497 

金額比例 33.26% 33.6% 30.56% 

編纂教材 
件數 48 44 50 

金額比例 4.76% 3.86% 2.99% 

研究 
件數 219 317 296 

金額比例 13.91% 18.45% 19.54% 

著作發表 
件數 79 63 52 

金額比例 8.69% 9.23% 8.67% 

進修博士學位 
件數 4 2 4 

金額比例 1.66% 0.73% 1.17% 

研習 
件數 96 93 95 

金額比例 9.05% 6.32% 5.41% 

升等 
件數 10 13 21 

金額比例 1.03% 1.22% 1.48% 

註：不含自籌款之比例 

 

本校屬於教學型大學以改善教學為首要，連續 11 年榮獲教學卓越計畫補

助。積極倡導勤教勵學、落實教學品質管理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果。同時

戮力於師資結構之提升，105 學年度師資結構已達 51.6％，已增聘教師，

且於 106.3.15 達到 61.4％。 

本校近三年獎補助金額之編列尤以「改進教學」、「編纂教材」、「研究」、

「著作發表」、「研習」項目為重點。具體成效包含： 

1.奬助教師改進教學共計 1,329 案 

2.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共計 142 案 

3.獎助教師研究共計 832 案 

4.獎助教師著作發表共計 194 案 

5.教師取得博士學位共計 10 位 

6.補助教師參與國內外研習或舉辦校內研習共計 284 案 

7.學位、專門著作、作品及技術報告升等之教師人數共計 44 位 

均對學校整體教學卓越成果產生極大助益。 

  



 

40 

 

二、最近 2 年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1.104 年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分類 財產名稱 數量 總價 

電子化設備      

  多功能事務機 1 31,000  

  液晶電視 1 32,750 

  混音器 4 83,150  

  喇叭 2 36,000  

  單槍投影機 4 83,115  

  揚聲器 2 29,000  

  銀幕 1 6,960  

  數位照像機 3 83,400  

  數位攝影機 17 2,557,800  

  擴音機 3 71,000  

電子化設備 合計   38 3,014,175  

電腦週邊設備      

  伺服器 11 3,320,062  

  個人電腦 3 177,000  

  液晶螢幕 194 868,504  

  無線基地台 18 414,000  

  筆記型電腦 16 449,500  

  電腦主機 396 9,729,705  

  磁碟陣列 1 140,000  

  標籤列印機 2 26,000  

電腦週邊設備 合計   641 15,124,771  

總計   679 18,13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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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年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分類 財產名稱 數量 總價. 

電子化設備      

  互動式電子白板 1         240,000  

  多功能事務機 1           29,550  

  液晶電視 6         272,800  

  混音器 1           30,000  

  喇叭 2           30,000  

  單槍投影機 6         196,580  

  數位攝影機 2           79,000  

  擴大機 2           20,000  

  擴音機 4         174,000  

  攝影機 1           73,000  

電子化設備 合計   26      1,144,930  

電腦週邊設備      

  平板電腦 11         176,900  

  立體印表機 2         262,080  

  曲面顯示器 1           38,960  

  伺服器 6      1,674,578  

  個人電腦 135      5,898,488  

  掃描器 1           69,500  

  液晶螢幕 23         366,090  

  無線分享器 1           30,000  

  無線基地台 10         222,800  

  筆記型電腦 2         330,200  

  閘道器 1         401,042  

  電腦主機 399     14,002,300  

  磁碟陣列 2         270,000  

  網路交換器 5         218,193  

電腦週邊設備 合計   599     23,961,131  

總計   625     25,10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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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 3 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一)規劃與設計學院－室設系－3D 環境模擬設計室計畫(台北校區) (102-104 年) 

特色 具體成果 

本計畫為因應科技進步與電腦工具的

改變，強化學生電腦輔助及設計媒材

之應用，與室內設計及環境空間繪圖

表現上的結合，有助於學生實務能力

的培養及業界接軌。本計畫可支援教

學、校外競賽等活動，增加就業競爭

力。 

目前建構教學相關設備，配備有多媒

體電腦設備 65 台，投影布幕與單槍投

影機，教師機電腦並有廣播系統提供

教學簡報使用，有助於建立室內設計

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 

1. 開設課程：資訊概論、電腦繪圖實作、3D 視覺模

擬、多媒體表現、數位設計應用與實務、3D 電腦

輔助設計、多媒體與表現技法、電腦繪圖應用等

課程。 

2. 輔導學生考取證照： 

A.中華民國技術士-印前製程-圖文組版 PC 計 1 張 

B.中華民國乙級技術士-建築物室內設計 計 31 張 

C.中華民國乙級技術士-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 

計 22 張 

D.中華民國丙級技術士-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 

計 1 張 

3. 輔導學生競賽獲獎： 

A.2013 第 32 屆「新一代設計展」榮獲銅獎 1 組、

佳作 1 組 

B.2013 第六屆夆禾盃室內設計競賽榮獲第一名 1

組、優選 6 組、佳作 3 組 

C.2013 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校

際競圖活動榮獲佳作 10 組 

D.2014 台灣新一代設計展榮獲『空間設計類』繁

星特別獎、廠商特別獎 2 組、銅獎 1 組、佳作 1

組 

E.2014 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校

際競圖活動榮獲佳作 8 組 A.2015-2016 台灣空

間美學新秀設計師大賽入圍 6 組 

F.2015-2016 第四屆特力家居盃全國室內設計競圖

大賽佳作 4 組 

G.2016 TSID 第十屆全國大學院校室內/空間設計

系學生競圖暨台灣大道都市潮間道概念競圖大

會榮譽獎 2 組、優選 1 組、佳作 14 組 

H.2016 中華民國廚具創意設計《美廚獎》競圖大

賽第二名 1 組、優選 2 組、佳作 6 組 

I.2016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入

圍 1 組 

J.2016 金點新秀設計獎入圍 12 組 

  



 

43 

 

(二)商學院－財金系－財務決策實境模擬實驗室計畫(102-104 年) 

特色 具體成果 

配合商學院整體特色發展，建立財務決策

實境模擬實驗室，逐步整合原有的「軟體

設計應用實驗室」及「線上投資教學互動

系統–技術分析暨市場模擬系統」、「線上

投資教學互動系統–台股模擬即時下單系

統」、「XQ 全球華人決策支援系統-全球贏家

軟體」、「KISS 財富決策分析輔助系統」等

軟體，以提升學生實務學習效果，更能有

助於考取金融專業證照、積極參與實務競

賽，輔助學生成功進入財金專業職場。 

1.開設課程：財金軟體應用、證券交易實

務、投資學、基金管理、財務管理、財務

報表分析等課程，有效增進學生投資分析

決策能力。 

2.輔導學生考取證照 102 學年 462 張，103 學

年 279 張，104 學年 392 張。 

3.「2012 第二屆全國大專盃財富管理競賽」，

一隊獲特優獎、二隊獲評審獎、六隊獲佳

作/獲選人數技專校院第一。 

4.「2013 第三屆全國大專盃財富管理競賽」

第 

三名一隊、特優一隊、佳作五隊。 

5.2012 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北、中、南分區

理財規劃案例競賽特優一隊、優等一隊、

佳作二隊 

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XBRL 委員會、台灣證券交易所等主辦

101「第一屆 XBRL 學術研習營與軟體設

計競賽」獲優勝獎。 

7.102「第二屆 XBRL 學術研習營與軟體設計

競賽」獲佳作獎。 

8.2012 第十五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

賽，榮獲財管組佳作。 

9.2013 第十六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

賽，榮獲財管組佳作。 

10.102-104 學年連續 3 年每年獲得科技部大

專生研究獎助。  

11.「2014 第四屆全國大專盃財富管理競賽」

佳作三隊。 

12.2014 第三屆全國大專校院北、中、南分區

理財規劃案例競賽獲優等一隊、佳作一

隊。 

13.「2015 第五屆全國大專盃財富管理競賽」

獲特優一隊、優等一隊、佳作十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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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具體成果 

14.2014 年臺灣證券交易所主辦「第十一屆校

園證券投資智慧王競賽」獲初賽第二、六

名及佳作十五名。 

15. 2014 華人信息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

「計算機應用能力與信息素養(商務專業應

用杯)」海峽兩岸賽獲一等獎。 

16. 2014 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

「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商務專業應用盃)」海

峽兩岸賽獲金腦獎。 

17.2015 年臺灣證券交易所主辦「第十二屆校

園證券投資智慧王競賽」獲初賽第一、

六、七名及佳作十七名。 

18.2015 第四屆全國大專校院北、中、南分區

理財規劃案例競賽獲第一名及佳作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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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學院－觀管系－觀光與休閒資訊專業教室計畫（台北、新竹）(103-104 年) 

特色 具體成果 

本計畫之特色為「智慧校園」，規劃建置

「雲端電腦教室」，專業電腦教室軟、硬

體均為目前觀光與休閒業界實際使用，

因此學生透過專業老師的指導，學習該

系列課程所學之技能，使之得以勝任畢

業後之旅遊業、旅館業、餐飲業、休閒

遊憩、活動產業、會議展覽等產業工作

職能，為最後一哩，提供最佳之實務學

習。 

3. 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

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之 WO④』）。 

4. 建置完成觀光與休閒「雲端電腦教室」專業教室。 

5. 開設資訊概論課程使用，辦理 MOS 資訊教育與檢

定，每學年提供 570 人次使用，並考取 MOS 專業證

照 600 張以上。 

6. 開設活動企劃、研究方法課程使用，每學年提供 200

人次使用，並協助學習完成實務專題 30 組以上。 

7. 開設調查與資料分析課程使用，辦理調查與研究方

法分析師教育與檢定，每學年提供 180 人次使用，

並考取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專業證照 45 張以上。 

8. 開設休閒活動規劃與管理課程使用，辦理商務企劃

能力教育與檢定，每學年提供 150 人次使用，並考

取商務企劃能力專業證照 50 張以上。 

9. 開設活動企劃書撰寫實務課程使用，每學年提供

150 人次使用，並參加全國商務企劃競賽進入佳作

10 組 60 人以上成果。 

10. 開設旅館管理系統、Sabre 航空訂位系統與旅行業

資訊管理系統課程使用，辦理航空訂位系統能力教

育與檢定，每學年提供 275 人次使用，並考取 Abacus

專業證照 100 張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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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請詳見附表一至附表十三之內容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本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預期成效彙整如下表所示。整體而言，本

年度在建立學校特色發展之大方向下，資本門支用項目預定主要用於「支持建

構專業領域特色相關計畫」，期望透過資源投入強化教學單位特色之發展，充份

實踐在「精進卓越教學」、「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強化產學合作與職涯發

展」等全校整體發展策略，持續強化其在教學、學生輔導、研究與產學合作等

三方面的能量。 

資本門經費除用於「支持建構領域特色相關計畫」，其餘支出項目依相關規

定，分別用於「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

圖書館」及「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等項目，本校將嚴格執

行，落實教育部對於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分配規劃的美意，詳如下表所示。 

 

用途 預期成效 

支持建構專業領域特色相關計畫 

本年度擬支持影視後製與特效實驗室計畫、創新展示競

藝場實驗室計畫及電商物流體驗教室計畫等 22 個特色發

展計畫，協助各系持續強化專業領域之教學能量，預期將

有助於各系深化已建立之專業特色。 

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 本年度重點在於持續充實館藏，提供更豐富之圖書資源。 

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 

本年度擬使用雲端虛擬技術，使校內原有之教學軟體、網

路服務都能藉由雲端技術的推廣，讓學生在使用上可以

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障礙，即使在校外家裡都能使用原本

在學校操作的教學軟體服務。同時，雲端應用具備跨平台

的特性，現今手持裝置的多樣化，使得校園教學授權軟體

僅能限定在校園內電腦使用，本計劃可使校園影像處理

軟體可跨越使用平台的障礙，提供一個無障礙的校園資

訊應用與學習環境。 

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 

本年度持續充實學生輔導中心設備、協助學生社團活動、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等，預期將有助於提供學生更多元之

活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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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本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預期之量化成效彙整如下表所示。整體而

言，本校著重於改進教學及提升研究等，各項預期成效分述如下： 

1. 持續獎勵教師從事教學方法或教材內容的改進，如以創新的教法、生動的內

容等，有助於學生對知識的吸收、思考、分析及解決能力的增進。 

2. 推動「輔助教學數位教材創作」及「遠距教學教材製作」，鼓勵教師製作數位

化教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及課後複習，提升教學成果。 

3. 鼓勵開發優質實務性教材，並將成果改編為課程教材，納入教學活動實施

者。 

4. 獎助於課程中自行設計及製作教具輔助教學者，強化教學能量及學習成效。 

5. 善用科技教室輔助教學使用效能，增強授課教師教室經營能力，觀察學生的

學習情形，以有效改善教學互動，提升學習效果及增進同儕間互相觀摩。 

6. 藉由學程導師輔導，提供學生有關學程課程規劃、課程學習、生涯發展之輔

導等，強化跨領域學程的取得及學習成效。 

7. 鼓勵教師從事產學合作與相關研究案，強化教師產學經驗與實務教學能力。 

8. 鼓勵教師引介實習機會及輔導學生校外實習，期使各系教師開發更多實習機

會及協助學生調整職場心態，適應職場文化。 

9. 提升本校師生專業技術能力，並鼓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改進教學。 

10. 藉由教師參與提升自我專業能力及領域相關之進修、研習，有助於改善教學

或提升師資素質相關之幫助；同時，為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以增進教師國際

觀，亦鼓勵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11. 為提升高階師資數字及專任教師師資結構，鼓勵專任講師進修博士學位，以

及助理教授以上職級升等。 

12. 倡導學術研究風氣，提升教師研究著作水準，增進學術研究能量。 

13. 藉由校內舉辦之研習訓練或校外與業務相關之研習課程，提升行政人員業務

相關之作業效能。 

14. 網羅具有博士學位及實務經驗之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加強理論與實務結

合，以延聘符合技職體系之優秀專業師資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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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期成效 

改
善
教
學
及
師
資
結
構 

研究 

1.促進教師研究之競爭力，提升研究風氣及質與量 

2.提高教師之科技部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專利研究、產學研究及技術移

轉案件數量。 

3.預計 106 年度參與獎補助人數約為 200 案次。 

4.教師多元升等，預計 5 案。 

研習 

1.鼓勵教師參與或辦理專業領域相關之進修、研習，106 年度預定教師參

加進修研習 300-400 人次，鼓勵教師學習最新發展研究與產學合作成

果，提升自身相關領域之專業技術能力，並應用在教學實務。 

2.鼓勵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每人每年可申請 2 次，補助部分

註冊費、交通費，106 年度預定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25~30 人次，以增進

教師國際觀、增進國際學術交流。 

3.鼓勵教師參與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預估 5 人次。 

進修 鼓勵教師進修博士學位，預計6案，以提升高階師資。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費，預計23案，以提升高階師資數及專任教師師資結構。 

推
動
實
務
教
學 

1.獎勵優良教學、創新教學，預計 5-6 案。 

2.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競賽優勝，預計 80-100 案，以輔導實務類型競賽為

主，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提升學習意願與成效。 

3.獎助教師取得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預計 70-80 位，並依據教育部

公佈之「106 年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

一覽表」，積極提升本校「就業資格證照」的質與量。 

4.獎助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預計 100-120 案，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曾

參與實習之普及率由 49.5%提升至 60%。 

5.獎勵科技教室，預計 10-20 案 

6.獎勵學程導師，預計 80-90 位 

編纂教材 

1.奬助教師製作數位教材，預計10-15案 

2.奬助教師製作實務案例教材，預計10-15案 

3.奬助教師開設遠距教學，預計30-40案 

4.奬助教師創新教學，預計 5-6 案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1.鼓勵行政人員參加校內舉辦之研習訓練或校外與業務相關之研習，提升

行政人員專業技能與業務效率。 

2.預計106年度參與研習達15-20人次。 

新聘教師薪資 網羅具有博士學位及實務經驗之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預計 11-15 位，加

強理論與實務結合，以延聘符合技職體系之優秀專業師資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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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明細 

獎勵補助款(A) 
自籌款(B) 

（占獎勵補助款 15.37%） 
總預算(C)=(A)+(B) 

$52,593,496 $8,083,849 $60,677,345 

 

 資本門 經常門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36,815,447 $7,118,175 $15,778,049 $965,674 

合計 $43,933,622 $16,743,723 

占總預

算比例 
72.41% 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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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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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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游泳池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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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77,775  84.41% $7,118,1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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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000  5.76% $0  0.00%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

六 

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 
$2,473,255  6.72% $0  0.00% 

小計 $4,593,255  12.48% $0  0.0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

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

額】） $1,144,417  3.11%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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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0  0.00%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計 $36,815,447  100.00% $7,118,1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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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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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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500,000 3.17% $0 0%  

製作教具 $10,000 0.06% $0 0%  

推動實務教學 $6,249,000 39.61% $0 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

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

師多元升等機制） 

$3,529,000 22.37% $272,000 28.17%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

習、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1,586,000 10.05% $48,000 4.97%  

進修 $300,000 1.90% $0 0% （註六） 

升等送審 $276,000 1.75% $0 0%  

小計 $12,450,000 78.91% $320,000 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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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 0.7% $0 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215,580 1.36% $0 0% 

（註十一） 

請另填寫附表十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440,000 2.79% $50,000 5.18%  

小計 $765,580 4.85% $50,000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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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0.51%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187,432 7.52% $180,824 18.72% 請另填寫附表十一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1,295,037 8.21% $414,850 42.96% （註七）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註七） 

資料庫訂閱費 $0 0% $0 0% 
（註八） 

請另填寫附表十二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註八） 

請另填寫附表十二 

其他 $0 0% $0 0% （註十二） 

小計 $1,295,037 8.21% $414,850 42.96%  

總 計 $15,778,049 100% $965,67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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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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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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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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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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獎勵補助款，不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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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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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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1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2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外加GTX系列 3G獨立顯卡(POWER建議

400或450W以上)含以上

62 台 46,000 2,852,000 電腦教室原有設備(汰舊換新) 數媒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一節三、『(五)、策略

與行動方案SO2建構優質數位化學習

空間 /P286

數位多媒體創

作實驗室計畫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2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外加獨立顯卡含以上
64 台 42,000 2,688,000 原iMAC電腦設備(汰舊換新成PC電腦) 數媒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一節三、『(五)、策略

與行動方案SO2建構優質數位化學習

空間 /P286

數位多媒體創

作實驗室計畫

液晶螢幕 24" IPS 螢幕/內建喇叭 64 台 5,000 320,000 原iMAC電腦設備(汰舊換新成PC電腦) 數媒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一節三、『(五)、策略

與行動方案SO2建構優質數位化學習

空間 /P286

數位多媒體創

作實驗室計畫

3 硬體廣播系統
硬體式DVI數位廣播系統建置(含主控台,、外接

盒、64人用)
1 套 218,000 218,000 原iMAC電腦設備(汰舊換新成PC電腦) 數媒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一節三、『(五)、策略

與行動方案SO2建構優質數位化學習

空間 /P286

數位多媒體創

作實驗室計畫

4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含以上
60 台 33,000 1,980,000

提升教學設施更新稅會與資產管理情境模

擬實驗室軟硬體設備
財稅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三『(五)策略與

行動方案SO A-6』/P385

稅會與資產管

理情境模擬實

驗室計畫

5 零售商經營模擬軟體

VBR 實驗室版含安裝及教育訓練三小時

限安裝於購買科系該間實驗室之全數電腦,無使

年限(可永久使用)

1 套 490,000 490,000 教學軟體精進與改善 企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之二(五)策

略與行動方案SO1-2 /p477

創新與創業模

擬實驗室計畫

6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含以上
66 台 33,000 2,178,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企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之二(五)策

略與行動方案SO1-2 /p477

創新與創業模

擬實驗室計畫

7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含以上
71 台 33,000 2,343,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觀光與休閒資

訊電腦教室計

畫

8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含以上
61 台 33,000 2,013,000 教學/實驗設備維護 資管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第五節(五)策略與行動方案-建構領

域特色( S03-5，P605

網站設計與系

統管理教學實

驗室計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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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含以上
21 台 33,000 693,000 充實教學儀器設備 電通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第四章第四節四、『(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及資源規劃Wo①-

1/p655)

通信與訊號處

理教學實驗室

計畫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含以上
51 台 33,000 1,683,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資工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三、『(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WO1-3/P631

網路與多媒體

教學實驗室計

畫

液晶螢幕 21.5吋 LED 含防刮 51 台 4,500 229,5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資工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三、『(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WO1-3/P631

網路與多媒體

教學實驗室計

畫

11 電腦主機
I7 CPU，8G RAM , 1TB HDD，還原卡，WIN

OS含以上
21 台 33,000 693,000 充實教學儀器設備 電通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第四章第四節四、『(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及資源規劃Wo①-

1/p655)

電子與微電腦

教學實驗室計

畫

12 剪輯軟體
Edit pro 8.0 版本64位元

授權唯一台一套/無使用期限
10 套 18,000 18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電腦主機

I7 CPU、8G*2 DDR4 RAM、Windows Pro 10、

HDD：SSD 240G、資料碟：HGST 2TB、24X

DVD燒錄機、GTX 1060系列顯示卡(含以上)、

有線鍵盤滑鼠組

10 台 93,500 93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液晶螢幕

27" 16:9 寬螢幕(含以上)、解析度1920x1080、亮

度250 cd/㎡、對比度1000:1、可視角度 (CR≧10)

: 178°(H)/178°(V)、反應時間5ms含以下

10 台 6,500 6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14 喇叭

5”低音單體平均功率50W，高音單體使用3/4”

圓頂防磁平均功率25W、56Hz-20kHz頻率響

應、防磁設計、雙色信號 / 過載指示燈

10 組 10,000 10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15 單槍投影機

解析度:1024×768、支援PC訊號可達UXGA(1600×

1200)60Hz、6,000流明(含以上)、對比度

2,000:1、投影尺寸30 ~ 307 吋 (4:3)、內建RJ45

LAN網路控制包含天頂架

1 部 115,000 11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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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銀幕 120吋(含以上)電動布幕含安裝 1 面 15,000 1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17 喇叭
懸吊二音路低音反射喇叭*1對：2 way, 2

speaker、45Hz-20kHz
1 組 15,000 1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18 擴大機

AC 115/230V,50/60Hz、100Vx2,29Vx2

麥克風1輸入時,其他輸入會自動衰減,回復,

靈敏度為0.5mV、高音TREBLE在10KHz±10dB,

低音BASS在 100Hz±10dB

1 台 20,000 2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19 虛擬實境遊戲顯示器

八核心處理器、主螢幕尺寸：5.5" 解析度：2560

x 1440、4GB RAM、32GB

*影片錄製解析度：UHD 4K(3840 x 2160)、相機

解析度：主鏡頭1200 萬畫素、光圈：F1.7、前

置鏡頭解析度：500 萬畫素、有閃光燈、自動對

焦

1 台 35,000 3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20 擴增實境顯示器

擴增實境 AR 頭戴式顯示器，螢幕解析度 2560 x

1440 pixels，主相機 2300 萬畫素(含以上)，前相

機 800 萬畫素(含以上)，四核心處理器

10 組 40,000 40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21 擴增實境顯示器

擴增實境眼鏡2.7GHz四核處理器、64GB、

16:9、藍牙4.1,802.11ac, GNSS、自動對焦相機、

擴增實境眼鏡藍芽搖桿

1 組 150,000 15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22 桌子

虛擬導覽互動電子桌(組合式定製)

鋁擠型框架玻璃桌面含網路攝影機、系統平台

(加裝移動輪子)、網路攝影機支架、Unity開發模

組

1 張 90,000 9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23 電腦主機

CPU i7 以上、晶片組Intel Z170以上、32GB

DDR4 以上、2TB HDD、NVIDIA GTX 獨顯

8GB以上、有線網路：10/100/1000 、無線網路：

802.11 b/g/n/ac 、藍牙 、電源：600W以上、含

Win10 作業系統

2 台 60,000 12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24 導覽機

55寸(含以上)/16:9 /直立式金屬立架/解析度

1920X1080(含以上)/高低音分離喇叭10W環繞音

響*2

1 台 50,000 5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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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背包式電腦
背包式電腦組mini-PC/i5 CPU/NVIDIA GTX 繪圖

卡/散熱器風扇
2 組 100,000 20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26 動作補捉系統

攝影機6台(含以上)/寬度2.7英寸、高度2.7英

寸、深度2.1英寸(含以上)/分辨率1280×1024(含

以上)/ FPS高速捕捉(可調)/POE(1000BASE-T)/

提供全碳纖維機架之四旋翼機，具32位元飛

控系統，具備無線通訊模組

1 部 500,000 50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28 光雕投影軟體

Resolume Arena 為音樂娛樂場所(如舞廳)即興配

影像的創作工具、可以自由即興創作甚至讓現

場視覺影像不中斷、Resolume 軟體在是ㄧ套多

功能頂級的VJ軟體/買斷式永久授權

5 套 24,000 12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八、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30 跨境電商教學系統

單一教室授權/可於66台電腦同時使用，學習課

程12堂含數位學習平台使用帳號300個(雲端版2

年)/含大數據報表、財務報表、營收、競賽等功

能

1 套 190,000 190,000 發展專業特色：跨境電子商務 商務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二、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規劃發

展跨境電商/P371

跨境電商融入

「國際貿易模

擬實驗室」計

畫

31 平板電腦
螢幕：10.1吋 液晶螢幕、記憶體：1GB(含)以

上、內建儲存：16GB(含)以上、
2 台 11,000 22,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提供配送管理者貨品確認

收貨、貨品異常回報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32 觸控螢幕
尺寸：42吋含以上、規格：PCAP 40點觸控，含

觸控視訊處理器
2 台 69,800 139,6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33 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

1.模擬電子商務中央倉儲中心,由市場調查人員調查目前

電子商務暢銷貨品並採購入庫,上架於電子商務通路,提

供消費者訂購.

2.模擬於電子商務消費者在訂購後,中央倉儲中心依訂單

進行商品撿貨整理並出貨.

3.平台功能模組簡介：

A.採購管理模組、B.庫存管理模組、C.接單管理模組、

D.組合包裝模組、E.出貨管理模組、F.電子標籤整合模

組G.平台管理模組

4. 需可與「電子標籤設備」整合,並顯示相關燈號於電

子標籤上.

5.需可與「工作站」連接整合,使用「一維條碼掃描器」

掃描「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之相關單據.

6.需可與「工作站」連接整合,使用「標籤列印機」列印

「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之相關單據.

7.需可與「電子看板」整合,並顯示相關燈號於顯示器

上.

1 套 523,000 523,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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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主機

CPU Xeon 系列3.0GHz(含)以上、8GB DDR4

2133MHz(含)以上、1TB/7200轉(含)以上 兩顆,並

做磁碟鏡射(RAID-1) ，含電腦主機架，並須與

物流作業桌同色、含 Windows Server作業系統

1 台 47,050 47,05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液晶螢幕 18.5吋(含)以上 1 台 2,950 2,95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電腦主機

CPU i5(含)以上、8GB DDR3 SDRAM(含)以上、

120GB(含以上) SATA固態硬碟、含電腦主機架

，並須與物流作業桌同色、含 Windows作業系

統

7 台 32,950 230,65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液晶螢幕 21.5吋 LED 含防刮 7 台 4,500 31,5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36 貨物架

三層隔板放置貨品、尺寸：90X45X150公分(允

許公差 ±5%)、金屬材質.層距可自由調整、金屬

單色粉體烤漆處理，電子標籤(6個)：使用於

「採購庫存區」及「待出貨庫存區」之貨品庫

存管理使用，具備3色指示燈，可直接嵌入滑槽

中

8 座 37,200 297,6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使用於「採購庫存區」及「待出貨

庫存區」之貨品庫存管理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37 控制器

LED 燈號顯示控制器傳輸狀況，可連接智慧型

電子標籤，需可與「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

整合，並顯示相關燈號於電子標籤上

2 台 11,200 22,4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使用於「採購庫存區」及「待出貨

庫存區」之貨品庫存管理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38 標籤列印機

列印密度：203 DPI(含)以上、最大列印寬度：

104mm(含)以上、介面：USB、記憶體：2MB

Flash Memory、2MB DRAM ，需可與「工作

站」連接列印「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之相

關單據.

2 台 13,000 26,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使用於「理貨包裝區」及「出貨配

送區」列印貨品標籤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39 電子看板

70型液晶面板(含)以上、視訊處理器，需整合

「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並顯示相關物流

狀況於顯示器上.

1 式 85,000 85,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使用電子看板用於「電子商務操作

區」,可即時監控各貨品物流狀況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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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行動簽收系統

須整合於「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中之 「平

板電腦」內使用，提供登入功能,與驗証身份資

料，提供查詢配送物流單資料，可選擇數位簽

收及包裏異常回報，可得知目前物流單完成狀

況.

1 套 143,400 143,4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倉儲暢貨中心實習教學設

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41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

1.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具備前台、平台最高

管理者、教師、物流中心管理者、倉儲人員、

司機人員，以上功能需搭配實驗室硬體設備進

行運用開發。

2. 具備與「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之訂單出

貨介面及資訊整合，進行物流配送、包裹運送

之服務。

3. 平台功能模組簡介：

  A.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前台-Web 界面

  B.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平台最高管理者

  C.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教師

  D.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物流中心管理者

  E.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倉儲人員

  F. 物流作業教學輔助平台-司機人員

1 套 415,000 415,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物流作業教學實習設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42 輸送機

1.物流輸送機：

  A. 尺寸：40x300x75公分(允許公差 ±10%).

  B. 機構材質：鋁合金

  C. 皮帶材質： PVC 2.0mm平面皮帶防靜電耐

磨.

  D. 以上設備含電源整合.

2. 附物流箱(3組)：使用於「出貨配送區」貨品

出貨使用.

3 部 78,000 234,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物流作業教學實習設備】

，使用於「採購庫存區」、「出貨配送

區」、「理貨包裝區」、「貼標區」及

「待出貨庫存區」貨物輸送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43 商品訂購管理平台

1. 商品訂購管理平台具備前台、供應商、一般使用者、

系統管理者，以上功能需搭配實驗室硬體設備進行運用

開發。

2. 具備與「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之商品進貨介面及

資訊整合；具備將虛擬通路上架至「電子商務交易平

台」提供供應商加入。

3. 平台功能模組簡介：

  A.商品訂購管理平台前台-Web 界面

  B.商品訂購管理平台-供應商

  C.商品訂購管理平台-一般使用者

  D.商品訂購管理平台-系統管理者

4. 即時客服系統

  A.整合 tawk 線上即時客服服務,相關服務模式依tawk所

提供之服務模式為主

  B.即時客服離線時,瀏覽者可離線留言,tawk 會發送 留

言訊息至即時客服指定之Email 中.

1 套 305,000 305,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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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商品企劃組合管理平台

1. 提供使用者建立商品基本資料(含一維條碼),該商品基

本資料主檔須可整合於倉儲暢貨中心管理平台.

2. 提供使用者建立商品企劃組合,將數個不同商品組合

成商品組合,該商品組合資料主檔須可整合於商品訂購

管理平台.

3. 平台功能模組簡介：

  A. 商品管理模組

  B. 商品組合模組

  C. 通路設定模組

  D. 系統整合模組

  E. 系統管理模組

4. 具備將商品企劃組合資料拋轉至「倉儲暢貨中心管理

平台」提供商品採購、商品進貨作業。

1 套 306,000 306,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45 電子商務交易平台

1. 電子商務交易平台具備前台、供應商、一般使用者、

教師、系統管理者，以上功能需搭配實驗室硬體設備進

行運用開發。

2. 具備與「商品訂購管理平台」虛擬通路上架資訊整合

，提供供應商加入。

3. 平台功能模組簡介：

  A.電子商務交易前台-Web 界面

  B.電子商務交易平台-供應商

  C.電子商務交易平台-一般使用者

  D.電子商務交易平台-教師

  E.電子商務交易平台-系統管理者

1 套 380,000 380,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46
微定位資訊推播冷熱點

資料收集平台

1.須整合「商品訂購管理平台」會員資料 ,提供「商

品訂購管理平台」會員不須重覆註冊即可登入平台

作業

2.使用頻率：2.402GHz~2.480GHz、Major ID：1~65535

，可自行設定、Minor ID：1~65535，可自行設定、

最大傳送輸出功率：1mw、藍牙版本：Ver.4.0

3.提供微定位資訊推播冷熱點資料收集APP for

Android 整合安裝於系統特定平板電腦 .

4.提供微定位資訊推播管理後台 ,管理者就微定位資

訊推播設置地點與ID進行管理與維護功能 .

5.提供微定位資訊推播管理前台 ,提供人員註冊並可

登入使用者權限查看維護相關資料 .

6.冷熱點資料收集APP

7.回傳資料包含使用者資料 /時間/距離/微定位資訊

推播UUID等資訊

1 套 310,000 310,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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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虛擬實境遊戲顯示器

1.VR 設備--感應器：加速感應器, 陀螺儀, 趨近

感應器、光學鏡頭：FOV 96º，內建觸控板及選

單按鈕，可調整焦距

2.VR 延伸設備：螢幕尺寸5.1吋(含以上)、Wi-Fi

802.11 a/b/g/n/ac、microUSB v2.0、解析度2K、

藍芽：4.2

3.VR 應用軟體：VR Service、VR Video、VR

Gallery、App Manager、Oculus

1 台 35,000 35,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

理、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

電商物流體驗

教室計畫

48 多媒體教材

線上授權模式、永久授權、系單位授權

專業英文線上多媒體教材:電子商務英文

1. 軟體之使用權屬以中國科技大學應英系做授

權，永久使用，由學校伺服器主機服務。

2. 含安裝及教育訓練

1 套 150,000 150,000

透過該軟體之應用與反覆演練，使同學對

電子商務概論、商務英語會話及產業相關

詞彙有更進一步了解，同時培育學生第二

專長知能，提升未來就業力與競爭力

應英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三節三、『(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之「SO3」、「SO4」、

「ST3」、「WT2」、「WT3」及

「WT4」/P564~567

專業應用英語

能力培育特色

計畫

49 英語互動學習軟體

1.授權數量：30個CT授權，含管理端。

2.線上版 (Online 模式)、永久使用授權

含管理端可追蹤使用者成績記錄，學習者需要

帳號密碼才能使用，可建立多個帳號

1 套 660,000 660,000

透過網上英語閱讀資源，提高學生學習興

趣，拓寬學生的學習管道，改變學生的學

習方式，促進學生個性化自主學習，提高

學生的學習效益，增進學生英語閱讀目

的。

應英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三節三、『(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之「SO3」、「SO4」、

「ST3」、「WT2」、「WT3」及

「WT4」/P564~567

專業應用英語

能力培育特色

計畫

50 伺服器

INTEL XEON 系列 CPU *2

*內建Ethernet 1Gb 4-PORT 331i Adapter

16GB RAM *16或以上、300G 6G SAS 10K 2.5"

HDD *4、500W FS POWER Supply Kit *2

1 台 390,000 390,000

1.搭配所有線上軟體課程使用。

2.含管理端可追蹤使用者成績記錄，帳號

管理等

應英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三節三、『(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之「SO3」、「SO4」、

「ST3」、「WT2」、「WT3」及

「WT4」/P564~567

專業應用英語

能力培育特色

計畫

51 虛擬伺服器軟體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6 Standard for 2

processor/永久授權
1 套 80,000 80,000

1.搭配所有線上軟體課程使用。

2.含管理端可追蹤使用者成績記錄，帳號

管理等

應英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第三節三、『(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之「SO3」、「SO4」、

「ST3」、「WT2」、「WT3」及

「WT4」/P564~567

專業應用英語

能力培育特色

計畫

52
資安總管實驗室軟體模

組

1.外部威脅監控模組：2套授權

2.BSA Dashboard 資安事件應變、分析暨演練教

學管理平台：2套授權

3.教學導向之資安事件應變教學LAB 模組：1套

授權

4.教學導向之威脅分析教學LAB 模組：1套授權

5.教學導向之行動App 檢測教學LAB 模組：1套

授權

6.應變與追蹤檢核工具模組：2套授權

皆永久授權

1 組 1,280,000 1,280,000 設備增置實驗環境/加強職涯導向輔導 資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第五節(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建構領域特色:S03-7/P605

資安總管實驗

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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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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53 俯臥屈腿訓練機

110 x 100 x 165cm(±30)、槓片重量100kg、一體

成型或全焊接之鋼鐵材質、承重至少為槓片重

量6倍、附厚3mm鋼板材質安全保護罩、槓片消

震設計減低震動與噪音

1 台 61,000 61,000

透過「體適能與保健」課程授課，指導學

生使用循環訓練機械，增進腿部肌群耐

力。

通識中心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五節一、「(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之「WO④-

2」、「WO④-3」/P682

學生體適能健

康力提升計畫

54 大腿推舉訓練機

200 x 70 x 190cm(±30)槓片立框架、烤漆厚方

管、重量傳動以橡膠材質皮帶式傳動、皮帶寬

25*厚2.5(m/m)含以上、槓片重量200kg含以上附

厚3mm塑鋼材質安全保護罩、腳踏板為鋼板材

質、背椅墊可角度調整，機體腳架有保護墊防

止滑動

1 台 82,000 82,000

透過「體適能與保健」課程授課，指導學

生使用循環訓練機械，增進腿部肌群耐

力。

通識中心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五節一、「(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之「WO④-

2」、「WO④-3」/P682

學生體適能健

康力提升計畫

55 蝴蝶訓練機

98 x 115 x 170 cm(±30)重量傳動以鋼索式傳動、

鐵片重量100kg,附3mm塑鋼或壓克力材質安全保

護罩，機體腳架有保護墊防止滑動

1 台 61,000 61,000

透過「體適能與保健」課程授課，指導學

生使用循環訓練機械，增進腿部肌群耐

力。

通識中心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五節一、「(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之「WO④-

2」、「WO④-3」/P682

學生體適能健

康力提升計畫

58 防毒軟體
全校園電腦授權使用之校園防毒軟體，軟體具

中央管控功能，授權兩年期
1 套 420,000 420,000 定期採購校園授權軟體，提供師生使用。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59 監控軟體
使用SNMP監控500個設備，可設定數值即時示

警, 具手機APP告警功能
1 套 60,000 60,000

監控各項雲端伺服器運作參數，可即時反

應狀況，提供雲端應用的可用性。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0 入侵防禦系統 NIPS, throughtput 500Mbps, RAM 4GB 以上 1 台 1,360,000 1,360,000
支援教學伺服器雲端應用，提供雲端應用

良好的網路可用性與可靠性。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1 伺服器

INTEL XEON 系列 CPU*2/內建Ethernet 1Gb 4-

PORT 331i Adapter

16GB RAM*18 、240G SSD HD*1、300G 6G

SAS 10K 2.5" HDD*4、500W FS POWER Supply

Kit*2

2 台 435,000 870,000
持續推動校園雲端應用，建置網路伺服器

提供教學軟體雲端應用。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2 虛擬伺服器軟體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6 Standard for 2

processor/永久授權
2 套 80,000 160,000

持續更新校園網路與資安設備，強化基礎

建設。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3 磁碟儲存系統

4 x GbE ports, 1x host board slot, 1x Intel Xeon

quad-core,16GB DDR-III and 2 x SAS 6G Exp. port

16 x NL-SAS 4TB 7200R HDD 規格(含)以上

1 台 650,000 650,000
提高雲端應用可靠性，建立網路備援機制

，降低無法即時教學應用的風險。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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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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64 日誌管理系統

通用日誌管理系統,適用每日5GB日誌資料量，

具備收集與分析主機作業系統、資料庫稽核日

誌、帳號管理系統、網路設備以及資安設備日

誌的功能

1 套 800,000 800,000
提供網路日誌管理系統供資訊學院-資訊安

全管理系統及網路管理課程使用。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5 網路測試儀
CAT線材智慧型音頻尋線組，偵測器可無線追

查網路線位置及端點位置。
2 台 10,000 20,000

使用網路偵錯設備，提高雲端應用之可用

性。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6 無線基地台
802.11abgn/ac Wireless Access Point, dual ports, 支

援802.3af PoE.
4 台 25,000 100,000

採購行動網路各項設備，提供良好的校園

雲端應用上網環境。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7 閘道器

1U 19" rack mount system, , featuring the 8 Core

Intel Atom C2758 2.4 GHz,  6x Gigabit Ethernet

Ports, Maximum Active Connections: 8,000,000

1 台 60,000 60,000

採購封包過濾閘道器，避免外界攻擊影響

雲端伺服器運作，造成雲端應用服務中斷

事件。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8 路由器

CPU core count 36, Size of RAM 16 GB, 12 X 1000

ethernet ports, 可支援 Dynamic routing, hotspot,

firewall, MPLS, VPN, advanced quality of service,

load balancing and bonding.

3 台 40,000 120,000
進行校內網路服務與雲端應用服務分流，

提供更好的雲端資訊應用環境。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69 剪輯軟體
Edit pro 8.0 版本

64位元/授權唯一台一套/無使用期限
10 套 18,000 18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電腦主機

I7 CPU、8G*2 DDR4 RAM、Windows Pro 10、

HDD：SSD 240G、資料碟：HGST 2TB、24X

DVD燒錄機、GTX 1060系列顯示卡(含以上)、

有線鍵盤滑鼠組

10 台 93,500 93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液晶螢幕
27" 16:9 寬螢幕(含以上)、解析度1920x1080、亮

度250 cd/㎡、對比度1000:1、可視角度 (CR≧10)

: 178°(H)/178°(V)、反應時間5ms含以下

10 台 6,500 6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71 喇叭

雙放大設計/高音 - 25W，低音 - 50W

低音單元、10“高功率處理音圈、3/4英寸絲膜球

頂磁屏蔽、56 Hz - 20 k頻率響應、信號噪聲比>

100 dB低於全功率輸出加權。

10 組 10,000 10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T4-

1/P311』

影視後製與特

效實驗室計畫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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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物聯網智慧感測模組

1. 主體鋁合金，120x80mm+/-2%。

2.  PCP嵌入式擴充版，含Analog I/O x12、Digital I/O

x32、3.3V/5V/G I/O x6及三階段開關，另可外接至少四組

伺服機與供電切換裝置。

3.  IOT Maker Board，支持標準TCP/UDP Server 和Client

，完美兼容Uno、Mega2560等主控板。

4.  智慧家庭感測模組，含溫度感測、火焰感測、PIR 物

體感知等模組。

5.  提供合法使用中文教學手冊，課程需含物聯網區

網、外網、雲端資料庫雙向傳輸等章節。以上雲端物聯

網智慧家庭特色課程教學設備，每套16組

5 套 200,000 1,00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資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之二(五)策

略與行動方案S03-8，P606

雲端物聯網智

慧家庭特色計

畫

73 網路儲存系統
網路儲存系統, 24x2TB SATA 10K, SFP+ FC

Optical 16Gb
1 台 1,100,000 1,100,000

建置雲端化資料儲存系統，提供教師安全

之儲存空間。
網路應用組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  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

與行動方案之S03、SO4/P144

校園雲端應用

服務計畫

74 工作台

設備尺寸W*D*H80*80*85cm(誤差值±5%)

*台面使用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

補強/圍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門外板

使用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腳使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

整腳

1 座 19,200 19,2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75 包裝機

設備尺寸W*D*H49*54*51cm(誤差值±5%)

*符合食品衛生設計容易清理/透明上蓋，操作時

可透視包裝情況/真空槽內附可調整高度之墊板/

人性化的程式記憶功能設計，螢幕獨立顯示，

讀取容易/適用於各型加工廠、研究室、實驗室

使用

1 台 95,700 95,7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76 工作台

設備尺寸W*D*H90*80*85cm(誤差值±5%)

*本體使用1-12" 1.5mm  厚不鏽鋼管焊接/層板使

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腳

架附高低調整腳裝置/活動式滑道使用L-20X15

1.2mm 厚不鏽鋼板，可放 GN11 PAN 10  個。

1 座 18,500 18,5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77 蒸烤箱

設備尺寸W*D*H85*77*78cm(誤差值±5%)

德國進口/可容納1/1CN PAN 6盤/正面、背面為

不銹鋼材質，內部為弧型轉角不銹鋼製品/電

力：60HZ  11KW/會自動偵測蒸氣鍋爐內的水垢

淤積程度鈣化診斷系統/探針擁有六個檢測點/可

24 小時連續烹煮功能/附清洗噴槍(隱藏式 )/二年

保固

1 台 388,000 388,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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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工作台

設備尺寸W*D*H90*80*67cm(誤差值±5%)

本體使用1-12" 1.5mm  厚不鏽鋼管焊接/層板使用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腳架

附高低調整腳裝置/活動式滑道使用1.2mm 厚不

鏽鋼板，可放 GN

11 PAN 10  個。

1 座 18,500 18,5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79 蒸烤箱

設備尺寸W*D*H85*77*104cm(誤差值±5%)/德國

進口/可容納1/1CN PAN10 盤/設備正面、背面為

不銹鋼材質，內部為弧型轉角不銹鋼製品/電

力：60HZ  11KW/會自動偵測蒸氣鍋爐內的水垢

淤積程度 鈣化診斷系統/附清洗噴槍( 隱藏式 )/

二年保固

1 台 510,000 510,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0 鐵板燒

設備尺寸W*D*H100*87*82/90cm(誤差值±5%)/電

力220V  6KW  60HZ/鐵板煎板/圍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層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

製作/腳架使用1-12"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1 台 200,000 200,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1 油煙罩

設備尺寸W*D*H300*100*40/50cm(誤差值±5%)/

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濾油網：尺寸

16"X20" 或 20"X20"，濾油原理應用 離心過濾

法/罩內設置：活動式滴油槽-及不鏽鋼滴油

瓶/霧照明燈110V-100W 每3尺一只

1 座 55,800 55,8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2 工作台

設備尺寸W*D*H45*87*82cm(誤差值±5%)/台面

使用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

圍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門外板使用

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厚不

鏽鋼板製作/櫃腳使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

腳。

1 座 17,100 17,1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3 水槽櫃

設備尺寸W*D*H60*75*85/100cm(誤差值±5%)/台

面使用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

強/水槽使用一體成型無縫不鏽鋼板製作，附落

水頭、溢水頭、溢 水管及止水塞頭等裝置/圍板

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門外板使用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厚不

鏽鋼板製作/櫃腳使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

腳。

1 座 20,700 20,7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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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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84 冰箱

設備尺寸W*D*H120*75*85/100cm(誤差值±5%)/

台面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箱體外殼使用

0.6mm 厚不鏽鋼板，內殼使用0.4mm 厚不鏽鋼

板，中間使用50mm 厚PU 泡棉絕緣/箱內設置活

動鍍膠層四片/附220V電源開關、指示燈、 溫度

設定器等裝置/冷卻方式採用無霜送風式/櫃腳使

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1 具 37,800 37,8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5 咖啡機
設備尺寸W*D*H70*52*63cm(誤差值±5%)/沖煮

系統*2/鍋墟容量12L/電壓220~240V/功率4700W/

電流量21.5A/頻率50-60H

1 台 82,800 82,8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6 磨豆機

營業用義式磨豆機，設備尺寸

W*D*H33*19*57cm(誤差值±5%)/功率60W/迴轉

速1400R.P.M/漏斗容量1.2KG /刀片直徑64mm/粉

碎力：10-15KG/小時

1 台 12,800 12,8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7 氣泡水機
設備尺寸W*D*H29*58*56cm(誤差值±5%)/機器

種類:桌上型，不銹鋼外殼/過濾系統:三階段-過

濾雜質+碳纖活性碳+奈米電性吸附打折模

1 台 200,000 200,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8 製冰機

設備尺寸W*D*H61*61*99cm(誤差值±5%)/工業

級的不銹鋼拋光製成/全天候生產的冰塊自動掉

冰至儲冰槽，而不是重力壓倒的模組設計/免清

洗或更換空氣過濾器

1 台 64,200 64,2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89 冰箱

 設備尺寸W*D*H120*75*85/90cm(誤差值±5%)/

台面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箱體外殼使用

0.6mm 厚不鏽鋼板，內殼使用0.4mm 厚不鏽鋼

板，中間使用 50mm 厚 PU 泡棉絕緣/箱內設置

活動鍍膠層四片/附220V電源開關、指示燈、 溫

度設定器等裝置/冷卻方式採用無霜送風式/櫃腳

使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1 具 40,800 40,8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90 烤麵包機

設備尺寸W*D*H37*45*40cm(誤差值±5%)

/烘烤模式選擇 麵包/漢堡/節能置/關掣/電子温度

控制，准確調節頂部和底部加熱温度和速度，

達到金黃色的烘烤效果。

1 台 60,000 60,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91 榨汁機

電源220V.單相.50HZ/功率1000 W/進料口直徑

79mm/電機轉速3000 rpm/外形尺寸

W*D*H24*54*60cm(誤差值±5%)

1 台 70,800 70,8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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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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92 切片機

750W-單相/2檔速度：500/1500 RPM/金屬電機支

架功能、推動按鈕功能、感應電動機、磁性安

全系統與電機制動器/內含：新的4.5升不銹鋼攪

拌桶、不銹鋼蔬果處理進料槽、及帶2個進料頭

ABS頂蓋：一個半月型進料頭與1個圓柱形進料

頭/可提供27個不銹鋼刀盤選擇/建議6刀盤組

合：切片2mm、4mm：切絲2mm：切條4 x

4mm：切丁組合：切片10mm：切丁盤10x10mm

1 台 97,000 97,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93 熱感應爐
設備尺寸W*D*H38.5*38.5*15cm(誤差值±5%)單

爐、崁入式、19段火力、20段定溫功能、接旋

鈕式火力控制/電壓220~240V

1 台 54,200 54,2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94 水槽櫃

設備尺寸W*D*H75*75*85/90cm(誤差值±5%)/台

面使用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

強/水槽使用一體成型無縫不鏽鋼板製作，附落

水頭、溢水頭、溢 水管及止水塞頭等裝置/圍板

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門外板使用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厚不

鏽鋼板製作/櫃腳使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

腳。

1 座 21,400 21,4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食

實驗教室

95 筆記型電腦

17吋含以上/1920*1080寬螢幕/CPU I7/16G

RAM/1T HDD+256G SSD/獨顯6G/作業系統

WIN10(含以上)

1 台 55,000 55,000

為檢核學生英語文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外語能力

，擬持續推動分級分班、會考、外師聊天室、校

內線上英語文檢測、輔導學生參與英語文競賽

等。基於上述需求及發展特色課程購置。

通識中心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五節一、「(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之「WO②-1辦

理英語聊天室活動」、「WO②-3

辦理英語耶誕歌曲歌唱比賽」、

「WO②-4實施英日語證照輔導計

畫」、「WO②-5實施學生外語英

語文學習成就評量」/P692

學生外語能力

提升計畫

96 數位攝影機

4K 影像畫質/CMOS 感光元件/內鍵64GB/全方位

防手震/高速智慧自動對焦/內含原廠專用攝影包/

腳架：碳纖維(含背袋及雲台)約147公分

1 架 55,000 55,000

配合「大學外文(英文)」(一) 、(二) 、(三)及「職

場英文」課程，進行多元化英語文教育，本校擬

取得參與外語聊天室師生同意，將活動過程錄製

成短片，上傳至YOUTUBE，以提供其他學生上網

瀏覽與學習。為強化短片製作效果及發展特色課

程購置。

通識中心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五節一、「(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之「WO②-1辦

理英語聊天室活動」、「WO②-3

辦理英語耶誕歌曲歌唱比賽」、

「WO②-4實施英日語證照輔導計

畫」、「WO②-5實施學生外語英

語文學習成就評量」/P692

學生外語能力

提升計畫

$38,195,95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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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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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

連結
備註

1 書架
木製斜型雙面雙列低書架180*90*110(W*D*H)(誤差值±

5%)
2 座 18,500 37,000

因應視聽資料逐年增加，原有視聽櫃不敷

使用，擬新購以利陳列擺放。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P143/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SO1-1

2 運書車
不鏽鋼烤漆三斜運書車 83*43*106(W*D*H)cm(誤差值±

5%)/具煞車功能
5 輛 13,000 65,000

因應館藏資料逐年增加，擬新購以利書籍

擺放及相關作業運作。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P143/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SO1-1

3 除濕機
18公升(含以上)除濕機/ 底部滑輪設計/電源110V 60Hz/

可定時、濕度設定
5 台 19,000 95,000 配合台北校區新增罕用書書庫。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P143/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SO1-2

4 掃描器
A4掃描器、彩色/黑白掃描、 解析度:1200DPI(含以上) 、內

建自動送紙器
1 台 22,000 22,000

為協助師生之教學、研究等資料彙整與收

集，提供多元化圖書服務。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P143/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ST1-1

5 磁碟儲存系統

2台以上磁碟陣列控制器/64GB以上之快取記憶體/768GB以上之

快閃媒體作為讀取快取/4埠以上之6Gbps以上SAS介面連接硬碟

櫃/4埠以上之10Gbps Ethernet SFP+介面用以連接客戶端/4埠

以上之16Gbps FC SFP+介面用以連接客戶端/24顆以上之900GB

以上容量、10K RPM以上轉速SAS介面磁碟機。

*提供 NFS、CIFS、iSCSI、FC 通訊協定供客戶端存取資料

/NVRAM 或其他電池保護機制/可安裝於19 吋標準機架/可擴充

至144 顆以上之磁碟機/支援磁碟機熱抽換機制

1 台 1,211,000 1,211,000
配合存放電子資源及及隨選視訊媒體，

建置行動化資料儲存系統。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P144/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WT1-1

6 環控主機

具1組紅外線輸出/1組紅外線接收串埠。具2組

RS232/RS422/ RS485埠、具4組數位輸入輸出埠，可檢

知外部短路訊號或數位訊號。 前面板具各式控制埠功

能LED燈指示，以檢視設備運作狀況。

1 台 83,000 83,000
舊有機器已損壞無法使用，擬更換機器，

以利播放影片使用。
竹圖資中心

P143/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ST1-1

7 筆記型電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以上)/記憶體8GB(含以上)/硬

碟機1TB(含以上)/螢幕12.5吋(含以上)/含Windows 作

業系統

2 台 51,600 103,200
為辦理各類圖書館推廣活動，擬購置筆電

輔助利用。
圖資中心

P143/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ST1-1

8 單槍投影機
3100流明(含以上)/XGA1024*768(含以上)/對比

10000:1(含以上)
1 部 20,545 20,545

為辦理各類圖書館推廣活動，擬購置單

槍投影機輔助利用。
竹圖資中心

P143/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ST1-1

9 備份軟體
備份軟體BACKUP EXEC SERVER ED*1/AGENT*9 for WIN

1 SERVER ONPREMISE STANDARD LICENSE 10人授權版
1 套 450,255 450,255

為提昇圖書與用戶資料安全性，擬購置備

份軟體，以利資料定期備份。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P143/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SO4-1

10 閘道器
機架型雙核心1.4G CPU網路閘道器,10個1Gethernet

port,1 SFP光纖Port,1 USB 3.0 port,內建PoE port
2 台 16,500 33,000 強化圖書館行動網路資訊安全性。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P144/完整版第三

章第五節之二

WT1-1

$2,120,0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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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單位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冊、卷)

1 P 1 批 682,500 682,500

2 P 1 批 1,380,755 1,380,755

3

電子資料

庫 (兩岸

經貿服務

平台/3年

授權)

1 套 410,000 410,000

運用資訊力強化教學、聯結實務

，達到教學升級之效；購置中國

大陸之財經相關數字與商情資料

庫，於教學時教導學生如何進行

數據搜集、商情與實務案例分析

商學院

完整版106-109

學年度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

第四章第二節

之一、『(五)、

策略與行動方

案WO B-3/P347

科技專業應

用教學升級

計畫

$2,473,255合    計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圖資中心-採

編典藏組

配合年度圖書經費，妥善分配各

系使用，採購各類專業圖書資

源。

優先序 備註

P143/完整版

第三章第五

節之二  SO1-

1

購置內容 （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資源請另標示

授權年限） 數量 預估單價
與校務發展具

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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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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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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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具

體連結
備註

1 電腦主機
CPU I7、4G RAM *2、1TB SATA HDD、NVDIA Quadro

獨立顯卡、DVD RW、WIN 作業系統(含以上)
2 台 46,000 92,000 增加設備，提供社團行政事務用

台北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2 碎紙機 軋碎細度：4X40mm(短碎)、碎紙張數：20-25張 1 台 40,000 40,000 增加設備，提供社團行政事務用
台北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3 數位鋼琴

最大同時發聲數：256、天然木質仿象牙琴鍵盤、虛擬

共鳴系統(VRM)、平滑釋放、離鍵取樣、USB音頻錄

製、觸控面板

1 架 125,000 125,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台北課外組

(絃樂社)

P.86/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T1-1

4 提琴
弦組、15'1/2  琴身材質 : 楓木，含 :  弓 / 琴 /  四方琴盒 /

松香
1 把 16,000 16,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台北課外組

(絃樂社)

P.86/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T1-1

5 提琴
弦組，4/4 全琴  /  琴身材質 : 楓木，含 :  弓 / 琴 / 四方琴

盒 / 松香 / 肩墊
3 把 23,100 69,3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台北課外組

(絃樂社)

P.86/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T1-1

6 監聽喇叭

10吋主動式喇叭，600瓦/兩組XLR/Phone Jack 通用輸入

，每組輸入各帶音量控制以及Mic/Line切換/兩段式EQ調

整。

4 顆 15,500 62,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台北課外組

(飆風熱門音

樂社)

P.86/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T1-1

7 鍵盤

最大複音128複音部分16件。預設記憶：補丁：1400以

上。鼓組：超過35組。用戶內存：補丁：256組。鼓組：

8組。性能：128組。收藏：100組

1 台 26,000 26,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台北課外組

(飆風熱門音

樂社)

P.86/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T1-1

8 電貝斯

榿木琴體，楓木琴頸

花梨木指板，20格琴格，2個標準J-低音單線圈拾音器，

標準的復古風格的橋，規模864毫米長的規模，寬度38毫

米

1 把 25,000 25,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台北課外組

(飆風熱門音

樂社)

P.86/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T1-1

9 電吉他

榿木琴體，楓木琴頸，包括648毫米規模，花梨木指板

，21琴格，螺母寬度：42,0毫米，3個標準單線圈拾音器

，5路切換

1 把 25,000 25,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台北課外組

(飆風熱門音

樂社)

P.86/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T1-1

10 無線對講機組
頻率範圍 450-520MHz/音訊失真<5%/含對講主機*1台，原

廠鋰電池*1個，原廠天線*1個，原廠充電器*1個
3 組 10,500 31,500 辦理交通安全相關活動通訊使用

台北生輔組

(交享樂團)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O1-3

11 碎紙機
軋碎細度：2X15mm(短碎) 、碎紙張數：12-13張A4/70

磅、碎紙速度：4.8m/min
1 台 38,500 38,500 碎除相關個人資料之紙本

台北學務處

進修組(學生

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12 無線麥克風組

 無線麥克風四支，四頻道、彩色VFD顯示器，載波頻段

UHF 482~934MHz、頻寬24MHz、電源供應內建100~240V

AC交換式。含安裝

1 組 50,000 50,000
學以軒展演廳原擴音設備已使用十年以

上，設備老舊雜訊不斷，汰舊換新。

新竹課外組

(數位廣播

社)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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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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具

體連結
備註

13 風扇

42"五葉扇、材質:FRP, 馬力:1/2HP、轉速560RPM、耐熱

皮帶傳動、風葉:36"鍍鋅板五葉, 抽風量: 18000CMH (含以

上)、中腳架移動輪 ,42吋

2 架 12,679 25,358

減少活動空間悶熱及中暑情形，並達到

節能減碳之效益，風扇並裝設腳架移動

輪，讓社團活動時方便移動，機動性使

用。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14 擴大機 

輸出功率:STEREO→8Ω，600瓦(每邊)。4Ω，1000瓦(每

邊)、2段風扇自動冷卻系統、頻率響應:5Hz～60KHz(+0/-

1DB)。總諧波失真:小於0.01%。具訊號過載壓縮保護開

關及LED指示,電源短路保護及LED指示。

1 台 27,500 27,500

增設社團活動，擴音設備，減少活動租

借器材成本，裝設於黑箱內，作為移動

式使用。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3/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2-1

15 筆記型電腦
15.6吋/CPU I7/4G RAM/1TB HDD/NV GeForce GTX 獨顯

2G/作業系統Windows 10 (含以上)
1 台 32,000 32,000

校內大型活動辦理，常使用筆記型電腦

播放影片及投影片，設備不敷使用，故

增加設備。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16 無線擴音機

最大輸出功率45W、失真<1%、頻率響應60Hz~15KHz、

喇叭5吋全音域喇叭。電源供應外接100~240V AC電源供

應器，內建鋰電池。

1 台 11,000 11,000
增設社團活動擴音設備，減少活動租借

器材成本，作為移動式使用。

新竹課外組

(數位廣播

社)

P.86/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WT1-1

17 無線擴音機
附無線麥克風與全音域喇叭，具數位功率放大器輸出功

率70W(含以上)，可自動充電電源。
1 台 19,500 19,5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新竹生輔組

(宿委會)

P.83/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2-2

18 冰箱
594公升(含以上)直流變頻四門對開冰箱（含基本安

裝、拆箱定位、舊機回收）
4 具 46,250 185,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新竹生輔組

(宿委會)

P.85/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19 數位照像機
類單眼相機/3吋TFT彩色螢幕/有效像素2,010萬(含以

上)/F1.8 大光圈/含32G記憶卡+相機包
1 台 22,000 22,000

現有相機過於老舊且性能已不敷使用，

須添購新裝備

台北學務處

進修組(學生

會)

P.83/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2-1

20 數位照像機

3吋TFT彩色螢幕/2030萬像素(含以上)/光學變焦功能/含

相機帶、鏡頭蓋(連繩)、充電電池、變壓充電器、USB

線、角架、原廠充電電池2顆、64G SD 記憶卡2張

1 架 17,000 17,000

原有數位照相機設備使用率高，故增加

設備，提供社團活動紀錄影音及拍攝活

動照片。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21 數位攝影機

Full HD高畫質、光學/數位變焦、3 吋彩色液晶螢幕、感

光元件總像素251 萬(含以上)/影像防震、光學防手震功

能/含角架、充電電池1顆、64G SD 記憶卡1張

1 架 22,259 22,259

原有數位攝影機設備使用率高，故增加

設備，提供社團活動紀錄活動影音及拍

攝活動影片。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22 擴大機 
綜合擴大機輸出功率 2×200W 8Ω、2×300W 4Ω、需有麥

克風及音源輸入孔3.5或6.3插孔。
1 台 18,000 18,000

增設舞蹈練習教室，固定式音響擴音設

備，供社團學生練習時使用。

新竹課外組

(街舞社)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23 喇叭
10吋(含以上)/180W/靈敏度92dB/含喇叭兩顆、吊架施工

配線）
2 組 13,500 27,000

增設舞蹈練習教室，固定式音響擴音設

備，供社團學生練習時使用。

新竹課外組

(街舞社)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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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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具

體連結
備註

24 無線麥克風組

可充電式/雙頻道/頻率數：預設12個/使用跳頻傳輸，每

頻道有4個傳輸頻率/雙諧調器純自動選訊接收/音頻取

樣規格： 24-bit / 44.1 kHz音頻取樣率/標準音量0 dB，可

調範圍-10 ~ +20 dB/頻率ACT設定

1 組 22,000 22,000 增加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台北學務處

進修組(吉他

社)

P.83/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2-2

25 合唱臺
鋁合金腳架-地毯面(共3層，最上層184*45cm)，地毯顏色

棗紅或灰色
6 架 15,500 93,000

辦理合唱比賽、校慶慶典及畢業季拍照

活動。

台北學務處

進修組(學生

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26 數位攝影機

Full HD 高畫質/CMOS感光元件/3吋16：9觸控式彩色液晶

螢幕/光學防手震功能/含腳架、原廠電池、SDHC 64G記

憶卡

1 架 22,500 22,500 增加設備，提供社團行政事務用

新竹學務處

進修組(學生

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1,144,417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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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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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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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

連結
備註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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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 

具體連結 
備註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一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1.依本校中長期發

展計畫分配。 

2.為提升研究風氣

及專業能力，故

編纂教材、改進

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等項優

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

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薪資奬助、補

助教師升等送審

費。 

4.鼓勵教職員學習

新知，充實專業

知識，以提升行

政效能。 

5.奬補助額度係針

對歷年實際支用經

驗及本校現況等條

件編列。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

議預算，各申請案

提教評會審查。 

800-915 12,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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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纂教材 

獎助教師數位教

材製作(輔助教學) 

獎助教師數位教

材製作(遠距教學) 

獎助教師創新教

學(創意教材) 

獎助教師實務案

例教材製作(計畫

型) 

獎助教師實務案

例教材製作(自主

型) 

獎助教師遠距教

學 

1.依本校中長期發

展計畫分配。 

2.為提升研究風氣

及專業能力，故

編纂教材、改進

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等項優

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

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薪資奬助、補

助教師升等送審

費。 

4.鼓勵教職員學習

新知，充實專業

知識，以提升行

政效能。 

5.奬補助額度係針

對歷年實際支用經

驗及本校現況等條

件編列。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

議預算，各申請案

提教評會審查。 

55-76 500,000 

第三章第一節 

二、策略與行

動方案 

So3-1~4/P60、

Wo2-1~4/P62 

三、預期成效 

So1-6/P65、

So3-

3~4/P67、

Wo2-1~4/P69 

 

2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製作教

具 
1 10,000 So3-1/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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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實務教學 

獎助教師優良教

學 

獎助教師創新教

學(創新教法) 

獎助教師師徒導

師 

獎助教師科技教

室-互動式 

獎助教師科技教

室-同步式 

獎助教師科技教

室-示範操作 

獎助教師學程導

師指導費 

獎助教師及指導

學生參加競賽 

獎助教師及輔導

學生取得專業證

照 

獎助教師輔導學

生校外實習 

獎助教師輔導學

生職涯發展與就

業 

1.依本校中長期發

展計畫分配。 

2.為提升研究風氣

及專業能力，故

編纂教材、改進

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等項優

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

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薪資奬助、補

助教師升等送審

費。 

4.鼓勵教職員學習

新知，充實專業

知識，以提升行

政效能。 

5.奬補助額度係針

對歷年實際支用經

驗及本校現況等條

件編列。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

議預算，各申請案

提教評會審查。 

364-434 6,249,000 

第三章第一節 

二、策略與行

動方案 

St1-1~3/P63 

第三章第一節 

三、預期成效 

St1-1~3/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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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 

獎助教師專案研

究 

獎補助教師專利

研究 

獎助教師產學研

究及研發成果之

移轉與授權 

教師多元升等 

1.依本校中長期發

展計畫分配。 

2.為提升研究風氣

及專業能力，故

編纂教材、改進

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等項優

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

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薪資奬助、補

助教師升等送審

費。 

4.鼓勵教職員學習

新知，充實專業

知識，以提升行

政效能。 

5.奬補助額度係針

對歷年實際支用經

驗及本校現況等條

件編列。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

議預算，各申請案

提教評會審查。 

205 3,801,000 

第三章第三節 

三、預期成效 

So1-2~4/P118 

So4-3/P68 

 

5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教

師參加國內外研

習、校內舉辦之

研習 

深耕服務及深度

實務研習 

105-115 1,634,000 

第三章第一節 

三、預期成效 

So1-3~4/P65 

So4-3/P68 

 

6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

士學位 
6 300,000 同上  

7 升等 
補助教師升等送

審之費用 
23 276,000 同上  

二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補助行政人員電

腦研習、校外相

關業務研習 

15-20 80,000 

第三章第七節 

三、預期成效 

So1-2/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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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經費 

學生社團老師指

導費及活動費用 

1.依本校中長期發

展計畫分配。 

2.為提升研究風氣

及專業能力，故

編纂教材、改進

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等項優

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

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薪資奬助、補

助教師升等送審

費。 

4.鼓勵教職員學習

新知，充實專業

知識，以提升行

政效能。 

5.奬補助額度係針

對歷年實際支用經

驗及本校現況等條

件編列。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

議預算，各申請案

提教評會審查。 

15-20 815,580 

第三章第二節 

二、策略與行

動方案 

S01-2/P88、

S02-1/P89 

 

四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購買單價一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如附表十

一 
1,368,256 

第四張各節 

支持建構領域

特色相關計畫 

 

五 新聘教師薪資 改善師資結構 11-15 1,709,887 

第三章第一節 

二、策略與行

動方案 

S04-2/P68 

 

合 計 16,74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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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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表十、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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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具

體連結
備註

1 展示架

尺寸90x120x180cm，雙布面，鋁合金+黑色烤漆，單溝

槽圓柱Ø 28.5mm（不可連結）連桿中型穩定腳附輪寬

50.5cm(誤差值±5%)

5 座           4,500            22,500
增設社團活動，展示版設備，供靜態性展覽

使用。

新竹課外組

(日本次文化

研究社)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2 桌子
180×60(誤差值±5%)塑鋼折合式會議桌，平均受力可承

重 200kg(含以上)/桌面一體成型
10 張           4,000            40,000

增設社團活動長白桌設備，讓社團活動時方

便移動，機動性使用。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3 多功能事務機

記憶體64 MB/傳輸介面Hi-Speed USB2.0省墨模式、彩色

/黑白掃描、自動送稿器的機種)WIFI無線列印、無線掃

描功能、連續供墨

1 台           7,500              7,500
增加社團掃描列印設備，讓社團活動能列印

作品及掃瞄使用。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4 手推車
塑鋼手推車-5吋PPR橡膠輪，安全載重可達500公斤/可

折疊收納/展開尺寸(長90*寬60*高90cm)(誤差值±5%)
2 輛           3,000              6,000

增加社團手推車設備，讓社團活動能方便移

動器材。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5 手推車

投影機視訊活動手推車/寬48×長80×高118.5cm(±5%)/(鋁

管/塑膠材質，耐酸鹼、前後兩輪附剎車止滑、散熱孔

設計)

2 輛           7,000            14,000
增加社團視訊推車設備，讓社團活動能方便

移動器材。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2

6 展示架
展示板高180CM 版面120*90CM(誤差值±5%),不銹鋼腳

架（一面磁性白板，一面布面）
14 座           5,500            77,000

辦理特色主題活動、張貼競賽作品及各項展

覽。

台北學務處

進修組(學生

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7 展示架
展示板高150CM 版面90*60CM(誤差值±5%),不銹鋼腳架

（一面磁性白板，一面布面）
6 座           4,800            28,800

辦理特色主題活動、張貼競賽作品及各項展

覽。

台北學務處

進修組(學生

會)

P.82/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1

8 多功能事務機
功能-列印、影印、掃瞄、傳真(內含2組碳粉匣/列印解

析度600x600dpi/記憶體：256MB/內建乙太網路
1 台           9,980              9,980 增加設備，提供社團行政事務用

新竹學務處

進修組(學生

會)

P.84/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4

9 碎紙機
碎紙細度：4x40mm 碎紙張數：20張(A4/70磅) 裁切方

式：短碎
1 台           9,800              9,800 碎除相關個人資料之紙本

新竹學務處

進修組(學生

會)

P.84/完整版第

三章第二節

SO1-4

$215,58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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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表十一、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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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1 資訊器材 液晶螢幕 21.5吋含以上液晶顯示器含防刮 66 台 4,500 297,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建築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一

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WT3-1 /P207

電腦輔助設計教

室計畫

2 資訊器材 液晶螢幕 21.5吋含以上液晶顯示器含防刮 61 台 4,500 274,5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視傳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一

節三、『(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WO4-4 /P260

3D動態影像數

位媒體設計實驗

室計畫

3 資訊器材 液晶螢幕 21.5吋含以上液晶顯示器含防刮 64 台 4,500 288,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三(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ST4-6/P507

行銷媒體與運籌

服務資訊教室計

劃

4 資訊器材 液晶螢幕 21.5吋含以上液晶顯示器含防刮 61 台 4,500 274,500 教室設備維護、汱舊換新 資管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五節(五)策略

與行動方案-建構領域特色(

S03-5，P605)

網路行銷教學實

驗室計畫

5 資訊器材 無線基地台

A.網路技術標準：IEEE 802.11a,IEEE

802.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IEEE

802.11ac,IPv4,IPv6

B.運作頻率：2.4GHz/5GHz

C.網路埠規格：10/100 BaseT for WAN x 1, 10/100

BaseT for LAN x 4

D.提供燈號(LEDs),可顯示每一埠之工作狀態

1 台 4,000 4,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理、

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ST4-5/P507以及

P530之附錄說明

電商物流體驗教

室計畫

6 資訊器材 網路交換器
16個10/100Mbps RJ-45自動偵測交換埠、支援全/

半雙工傳輸模式、可自動偵測傳輸速率
1 台 3,000 3,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理、

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ST4-5/P507以及

P530之附錄說明

電商物流體驗教

室計畫

7 資訊器材 雷射印表機
列印解析度：1200 x 1200dpi、連接介面：USB

2.0、A4/單面列印/黑白(單色)
1 台 8,000 8,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理、

電子商務，使用於「採購庫存區」、「待出

貨庫存區」及「出貨配送區」列印貨品單據

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ST4-5/P507以及

P530之附錄說明

電商物流體驗教

室計畫

8
專業教室物

品
貨物架

三層隔板放置貨品、尺寸：90X45X150公分(允許

公差 ±5%)、 金屬材質、層距可自由調整.
4 座 9,000 36,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理、電子商

務【物流作業教學實習設備】，使用於「採購庫存

區」未入庫之貨品及「出貨配送區」未出貨之商品

暫時存放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ST4-5/P507以及

P530之附錄說明

電商物流體驗教

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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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類別」分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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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9
專業教室物

品
台車

尺寸：80*110*170cm(允許公差 ±5%)、配置腳輪,

移動輕便,省力耐用、鋼鐵線材材質
1 部 8,000 8,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理、

電子商務【物流作業教學實習設備】，於

「出貨配送區」模擬貨車出貨使用.於「出貨

配送區」模擬貨車出貨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ST4-5/P507以及

P530之附錄說明

電商物流體驗教

室計畫

10
專業教室物

品
桌子

桌面厚度2.5CM,高密度塑合板、金屬製桌腳、含

鍵盤架於桌面下、尺寸：120X60X75公分(允許公

差 ±5%)

8 張 8,500 68,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理、

電子商務【物流作業教學實習設備】，供

「理貨包裝區」包裝貨品及放置各區工作站

和人員操作時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ST4-5/P507以及

P530之附錄說明

電商物流體驗教

室計畫

11
專業教室物

品
椅凳

材質:塑膠、顏色:灰白、尺寸:長600MM

深:500MM(誤差值±5%)、展開後尺寸: 深:550MM
60 張 1,000 60,000

物流管理、倉儲與運輸管理、流通業管理、

電子商務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之ST4-5/P507以及

P530之附錄說明

電商物流體驗教

室計畫

12
其他非消

耗品
投影映射軟體

無限量的投影素材輸入、四邊形,三角形,圓和

口罩投影多邊型元素、DMX 燈光訊號專屬參

數設計、MAD Light( LED 發送模式 ),專屬圖型

對應模式、Art net 網路訊號格式( 輸入和輸出

)支援、真正的 3D 投影技術 ( 可置入真正的

3D 模組物件 ) /買斷式永久授權

5 套 7,500 37,500
設施及設備增置；進行展示科技設計與研

究。
互動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一

節八、『(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SO5-1/P333

創新展示競藝

場實驗室計畫

13
其他非消

耗品
微軟軟體

SQL Server 2016教育標準版，授權人數66人/永

久授權
1 套 9,756 9,756 發展專業特色：跨境電子商務 商務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二

節二、『(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So5規劃發展跨境電商

/P371

跨境電商融入

「國際貿易模

擬實驗室」計

畫

$1,368,256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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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附表十三、資本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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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晝具體連結 備註

97 數位雕塑軟體

Pixologic ZBrush以上版本，教育版含永久授權

65組。輕鬆編輯數量龐大的多邊形物件，製

作複雜的動畫人物或場景模型，支援

Windows 與 Mac OS X 作業系統

1 套 1,000,000 1,000,000
此軟體廣用於遊戲業界，導入課程可提

升就業率
數媒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一節三、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2建構

優質數位化學習空間  /P286

數位多媒體

創作實驗室

計畫

98 剪輯軟體
Vistitle for Edius 上旁白字幕軟體，一套一授權

書，5套5張授權，無限期使用
5 套 42,000 210,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五)、策

略與行動方案ST4-1/P311』

影視後製與

特效實驗室

計畫

99 無線麥克風組

收音麥克風_無線麥克風組 X1

1.組件包含：腰包式發射器 X 1,便攜式接收器 X

1,電容式領夾麥克風頭 X 1

2.振盪器：晶控PLL合成器

3.天線：1/4 波長 5.內建數位訊號處理

4.支援USB 充電和電源

5.接收器支援自動頻率掃描與紅外線同步

6.麥克風組須與攝影機同廠牌

5 組 22,050 110,25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第四章第一節三、『(五)、策

略與行動方案ST4-1/P311』

影視後製與

特效實驗室

計畫

100 微軟軟體
Win Server 2016(含以上)教育標準版16Core，授

權人數66人/永久授權
1 套 10,032 10,032 發展專業特色：跨境電子商務 商務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二、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規劃

發展跨境電商/P371

跨境電商融

入「國際貿

易模擬實驗

室」計畫

101 環貿通軟體
授權人數66人/永久授權，升級至64位元/(1) 含

COLDFUSION安裝、(2) 環貿通系統資料回存
1 套 200,000 200,000 發展專業特色：跨境電子商務 商務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二、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5規劃

發展跨境電商/P371

跨境電商融

入「國際貿

易模擬實驗

室」計畫

102 行動電話
iOS 手機4吋螢幕(含以上)，相機1200萬畫素(含

以上)，RAM 2GB(含以上), 儲存空間16GB(含以

上)

6 支 14,500 87,000 設備增置 資訊學院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四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2系級

「資訊安全教學及服務中心 /P585

APP軟體安全

攻防演練實

驗室

103 電腦主機
2.8GHz雙核心Intel Core i5(含以上)/8GB 記憶體

(含以上)/1TB 硬碟(含以上)/Intel Iris Graphics
2 台 31,000 62,000 設備增置 資訊學院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四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2系級

「資訊安全教學及服務中心 /P585

APP軟體安全

攻防演練實

驗室

104 軟體安全攻防演練模組

軟體平台(永久授權)(不限人數)

1. 檢測工具平台

2. 攻防演練教學管理平台

3. 分析工具及檢測軟體

1 套 815,000 815,000 設備增置 資訊學院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四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2系級

「資訊安全教學及服務中心 /P585

APP軟體安全

攻防演練實

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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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修邊機

小型修邊機220V/消秏功率 : 720W/轉速：10000-

26000 RPM/切割深度調整：14mm/夾頭直徑：

D6-D8mm/含6mm及8mm夾頭各一/可更換底座，

依不同加工需求做變化/具有調速及定速之功能/

加裝平行靠板做平行銑削/可接集塵設備，達到

無塵施工之需求/準確的精調，銑削深度可精確

到1/10mm

1 台 31,300 31,3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室設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一節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4-2

/P237

室內設計

Maker工作坊

計畫

106 榫接機

含DS5鑽頭一 支110V/消秏功率: 420w/鑽頭轉速:

24300 rpm/鑽孔可調高度:5-30 mm/榫孔角度調整

0-900/集塵口徑: 27 mm/木榫套裝組 DS 4/5/6/8/10

含鑽頭各一支

1 台 53,800 53,8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 室設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一節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4-2

/P237

室內設計

Maker工作坊

計畫

107 單槍投影機

3300ANSI，可於鏡頭前60公分內投影約80吋

16:10大畫面，具Image Optimizer 圖像優化功

能、Accentualizer影像技術、HDCR高動態對比

功能、ImageCare燈泡保護模式， 內建多款模板

功能，可於教學時方便操作地圖/數線..等教學

模板/含安裝配線、舊機拆遷

1 部 62,000 62,000
科技專業應用教學升級計畫，創新教學，

改變學生上課習慣，達到勤教勵學之效
商學院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WO B-

3/P347)

科技專業應

用教學升級

計畫

108 投影布幕模板
訂製品，W310*H110 CM(誤差值±5%)，需安裝

到現有白板上，可使用白板筆書寫
1 面 15,000 15,000

科技專業應用教學升級計畫，創新教學，

改變學生上課習慣，達到勤教勵學之效
商學院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WO B-

3/P347)

科技專業應

用教學升級

計畫

109 互動白板雷射觸控模組

感應投影尺寸(長寬比16:10)，可超過或等於130

公分X 208公分；感應投影尺寸(長寬比4:3)，可

超過或等於190公分X142公分，可十點同時操作

書寫，可以多個師生進行互動討論批註，可三

人以上同時操作書寫，一人同時作擦拭動作，

同時進行，可即時錄製上課過程，含聲音檔案

，系統內建相關教學圖庫，並能自行增加、刪

除及管理/含安裝配線

1 台 25,000 25,000
科技專業應用教學升級計畫，創新教學，

改變學生上課習慣，達到勤教勵學之效
商學院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WO B-

3/P347)

科技專業應

用教學升級

計畫

110 無線投影模組

四分割投影速度最高可達到 30FPS，處理器 ：

800MHz，無線網路標準 ：IEEE 802.11b/g/n

2.4GHz IEEE 802.3(10BASE-T)/IEEE

802.3u(100BASE-TX)，網路傳輸速度 ：無線網

路: Up to 300Mbps 有線網路: 10/100Mbps，無線

傳輸範圍 ：最高可達 100 公尺/含安裝配線

1 台 18,000 18,000
科技專業應用教學升級計畫，創新教學，

改變學生上課習慣，達到勤教勵學之效
商學院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WO B-

3/P347)

科技專業應

用教學升級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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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液晶觸控討論台

壁掛標準VESA孔位/升降馬達轉速，

2800RPM/43吋LED面板 ，觸控點數：10點免安

裝驅動，安裝驅動25~255點以上 (防止粉筆灰干

擾觸控)， 解析度1920 * 1080 (含以上)/在厚度不

增加的情況，可內崁入IPC工業電腦，觸控解析

度: 32767 x 32767，支援系統: WIN 7 WIN XP

WIN 8 WIN 10 ANDROID 手機，機器本體需為

一體成型，螢幕前方腳架需凹陷，這樣子使用

者貼近使用

，螢幕後方需有2個USB外接，電腦開關和遙控

器接收器，根據教學習慣，螢幕可使用遙控器

放大螢幕畫面，最大225倍/含安裝配線

4 台 120,000 480,000
科技專業應用教學升級計畫，創新教學，

改變學生上課習慣，達到勤教勵學之效
商學院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WO B-

3/P347)

科技專業應

用教學升級

計畫

112 統計軟體

IBM SPSS Amos Authorized User License +SW

Subscription & Support 12 Months

IBM SPSS Amos 教育單機授權版＋12個月軟體

免費更新維護服務/5人授權

1 套 135,975 135,975

1.預計安排統計分析方法與資料分析、研究方

法、量化研究等3門課程，其中統計方法與資

料分析為全學期課程(54小時)，其他課程則每

學期安排3次9小時

2.每學年使用時數約72小時。

3.預期每學年輔導研究生碩士論文12篇，榮獲

優良研討會論文3件

企管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二(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SO2-1 完善建置善

適合系特色發展的硬體與軟體設

施/p477

虛擬企業實

驗室計畫

113 個人電腦

21.5吋/1.6GHz雙核心Intel Core i5處理器/8GB

RAM/1TB硬碟/含鍵盤、滑鼠/內建OS X作業系

統並可選windows系統/含安裝佈線

8 台 39,750 318,000 分組討論使用 行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

ST4-5/P507以及P530之附錄說明

行銷創意與

媒體互動實

驗室計畫

114 行銷系統

web+APP系統/含資料倉儲模組、資料分群模

組、商品推薦模組、整合拓點管理行銷分析系

統/前端界面符合微軟之.NET語言規範、app介

面符合android介面使用、資料處理運用R語言處

理開發、能與拓點分析系統整合

1 套 378,000 378,000 設備增置 行管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完整版P506/第四章第三

節之三ST2-1,ST2-2SO5-2/P506

流通資訊多

功能教學專

業教室計畫

電腦主機

Intel 1.6GHz/32G SSD /Intel HD Graphics /無線網

路：802.11 a/b/g/n/ac /作業系統：Windows 10/讀

卡機、HDMI、USB 3.0、藍牙V4.0

1 台 12,600 12,600 設備增置 行管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完整版P506/第四章第三

節之三ST2-1,ST2-2SO5-2/P506

流通資訊多

功能教學專

業教室計畫

液晶螢幕
23.6吋(含以上)/16:9寬螢幕/解析度1920*1080/支

援D-sub、DVI-D、HDMI介面/含壁掛
1 台 6,000 6,000 設備增置 行管系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完整版P506/第四章第三

節之三ST2-1,ST2-2SO5-2/P506

流通資訊多

功能教學專

業教室計畫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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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工作台

設備尺寸W*D*H120*75*85/90cm(誤差值±5%)/台

面使用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

強/水槽使用1.0mm厚不鏽鋼板製作，附落水

頭、溢水頭、溢水管及止水 塞頭等裝置/圍板使

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門外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厚不鏽鋼板

製作/櫃腳使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骨架使

用 不鏽鋼管，附活動輪四只。

1 座 22,800 22,8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

食實驗教室

117 洗碗機

設備尺寸W*D*H60*60*81cm(誤差值±5%)/桌下

型洗碗機提供7最佳的清洗效果/水槽及鍋爐的溫

度顯示/全覆蓋式過濾系統

1 台 107,000 107,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

食實驗教室

118 物品櫃

設備尺寸W*D*H60*75*85/90(誤差值±5%)/台面

使用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

圍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腳使用不鏽

鋼管，附高低調整腳/活動式滑道使用1.2mm 厚

不鏽鋼板。

1 個 14,200 14,2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

食實驗教室

119 液晶電視

60型(含以上) /對比度：1400：1 /LED背光技術 /

解析度：1920 x 1080 (FHD)/16：9 寬螢幕/176度

超廣角水平可視角度/反應時間：6 ms(含以下)

3 台 38,000 114,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

食實驗教室

120 工作台

設備尺寸W*D*H180*60*85/100cm(誤差值±5%)/

台面使用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

補強/圍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層板及底

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

強/拉門外板使用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

使用 0.8mm厚不鏽鋼板製作，附滑輪、滑軌、

鎖等裝置/櫃腳使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2 座 28,400 56,8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

食實驗教室

121 水槽櫃

單水槽/設備尺寸W*D*H180*60*85/100cm(誤差

值±5%)/台面使用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水槽使用一體成型無縫不鏽鋼板製

作，附落水頭、溢水頭、溢 水管及止水塞頭等

裝置/圍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拉門外板

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附滑輪、滑軌等裝置/櫃腳使

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2 座 30,000 60,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

食實驗教室

122 水槽櫃

雙水槽/設備尺寸W*D*H180*60*85/100cm(誤差

值±5%)/台面使用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水槽使用一體成型無縫不鏽鋼板製

作，附落水頭、溢水頭、溢 水管及止水塞頭等

裝置/圍板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拉門外板

使用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附滑輪、滑軌等裝置/櫃腳使

用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2 座 34,000 68,000 輕食教學廚房-設備項目 觀管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三節之四、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

3(5)/P542

餐飲健康輕

食實驗教室

$4,472,757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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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附表十三、經常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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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晝具體連結 備註

14 延伸桿

5節鋁合金延伸桿

收音麥克風_5 節鋁合金延伸桿 X1

*長度調整範圍：750～2,800mm

*重量：不高於 1.0kg

*材質：鋁合金/5 節式伸縮

*桿徑：20~40mm

5 個 5,460 27,300 設施及設備增置 影視系

「完整版106-109學年度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

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ST4-1/P311』

影視後製與

特效實驗室

計畫

15 行動電話

Android手機 5.5 吋(含以上)螢幕，相機1300萬

畫素(含以上)，RAM 4GB(含以上), 儲存空間

32GB(含以上)

6 支 6,000 36,000 設備增置 資訊學院

106-109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完整版)」第四章第四節之一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So1-2系級

「資訊安全教學及服務中心/P585

APP軟體安全

攻防演練實

驗室

$63,300合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