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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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

上官業佑先生有感於年事己高，經董事會同意，將董事長一職交上官永欽女士接

篆。上官女士接掌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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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著手開

發，本校辦學績優備受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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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特聘請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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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曾獲得機械工程獎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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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校成為產業界在人才培

育、專業諮詢與終身學習的最佳夥伴」的發展願景。 

本校致力於發展成教學型科技大學，於 100 年 9 月連續第七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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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補助金

額為 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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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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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等五院、三研

究所與十六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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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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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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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等 5 院、6 研究所及 16 系。依各單位

業務與教學需要，設置 25 個委員會、1 個校級研究中心及 11 個院級研究中心。 

本校 100 學年度專任教師(不含軍護人員)共計 350 人，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比

例為 62%，詳如表一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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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學年度現有教師員額表 

(基準日 100.10.15，不包含留停教師 1 人、含借調教授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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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本館位於格致大樓二樓，面積為 2,795.6m2；明倫分館位於新民樓一樓，

面積為 392 m2；新竹校區圖書館共有五層樓，面積為 1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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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09 月 15 日止，館藏總資料量為冊（件、種）詳如表

二所示。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副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合計 

21 74 112 133 3 3 4 350 



 

 
3 

 

 
表二 本校館藏統計表 

資料類型 小計 總計 

中文圖書（冊） 236,648 
271,871 

外文圖書（冊） 35,223 

視聽資料 7591 

中、日文期刊（種） 534 
775 

西文期刊（種） 241 

電子資源 53 

 
(三)教學單位空間與設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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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教室、製圖教室、跨國視訊教室、建材展示室、綠建材

與通用實驗室、素描教室、電腦輔助設計教室、模型製作室、

視聽教室等。 
(2)土木與防災設計系 

台北校區：土木與防災基礎試驗室、結構物安全與防災中心、結構安全

與防災中心土木+通訊+控制 3C 跨領域整合實驗室 、測量儀

器室 、結構與地震模擬試驗室、視聽教室、結構補強試驗室

等。 
(3)室內設計系 

台北校區：3D 環境模擬設計室、通用設計體驗室、木作工坊、雕塑教室、

製圖教室、設計教室、空間創意中心等。 
新竹校區：3D 動態影像製作室、照明實驗室、模型製作室、學生實習工

作室、室內建材教學研討室、製圖教室、空間設計教室、室

內空間藝術工作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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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視覺傳達設計系 
台北校區：暗房工作室、創意設計藝廊、文創商品開發製作實驗室、素

描教室、綠設計電腦輔助實驗室、攝影棚、電腦輔助與模擬

設計實驗室、數位視聽中心等。 
新竹校區：暗房沖洗室、3D 動態影像數位媒體設計實驗室、"美數館"虛

擬 3D 數位制播中心、設計繪畫教室、攝影棚、動腦創意室

等，學生專題實驗室等。 
(5)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台北校區：激創發想實驗室、數位多媒體創作實驗室、遊戲與動畫創作

實驗室、動作擷取與數位視效、音效創作實驗室等。 
新竹校區：數位多媒體創作實驗室。 
 

2.商學院 
(1)商學院 

台北校區：多國籍企業情境模擬實驗室、師生專題討論區等。 
(2)國際商務系 

台北校區：國際商務模擬實驗室、專題討論專區、日本文化情境教室等。 
(3)財政稅務系 

台北校區：稅會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實驗室、GIS 實驗室、課後輔導專

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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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學習專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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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創新暨消費者行為研討室、豐

田精實模擬實驗室、個案教學教室等。 
新竹校區：個案教學教室、精實服務模擬實驗室、情境模擬教室、企業

資源管理教室、專題討論室等。 
(2)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新竹校區：產銷履歷與應用體驗實驗室、門市服務專業教室、行銷流通

實驗室、企業經營行銷模擬實驗室、全球運籌教學研究中心、

商業智慧中心、日本文化情境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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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休閒事業管理系 
新竹校區：產業職能數位情境模擬實驗室、休閒資訊電腦教室、活動企

劃管理實驗室、水域休閒活動實習教室、國際禮儀文化教室、

健康促進室、健身營養諮詢室、休閒旅遊實習室、客房實習

室等。 
(4)應用英語系 

台北校區：電腦數位語言教室。 
新竹校區：電腦數位語言教室﹙二間﹚、電腦輔助語言諮詢室等。 

 
4.資訊學院: 

(1)資訊管理系 
台北校區：企業電子化教學實驗室、資訊安全與網路教學實驗室、軟體

工程教學實驗室、企業電子化專題實驗室、資訊安全與網路

專題實驗室、軟體工程專題實驗室等。 
新竹校區：資管專題實驗室、軟體工程教學實驗室、資訊安全與網路專

題實驗室、資訊安全與網路教學實驗室、企業電子化教學實

驗室、駭客攻防實驗室等。 
(2)資訊工程系 

新竹校區：專題實驗室、網路多媒體專題實驗室、嵌入式系統專題實驗

室、網路多媒體應用教學實驗室、數位內容技術實驗室、嵌

入式系統技術教學實驗室等。 
(3)電腦與通訊系 

新竹校區：數位生活科技應用中心、通信與訊號處理教學實驗室、專題

實驗室/國家級通信技術技能檢定術科考場、電子與微電腦教

學實驗室、電腦網路教學實驗室、專題討論室等。 
 
5.通識教育中心 

台北校區：英語線上檢測教室。 
新竹校區：英語多媒體教室、通識音樂專業教室、通識自然專業教室等。 

 
6.全校共用： 

台北校區：互動式數位學習教室、同步數位分組專題教室、證照暨線上

測驗中心等。 
新竹校區：互動式數位學習教室、同步數位分組專題教室等。 
 



 

 
6 

 

(四)電腦教學設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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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電腦教學設備明細請參閱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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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華電信 ADSL 線路不當網頁防治機制，以最低成本的方式，進

行網頁過濾機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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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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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4)使用頻寬管理器，完全封鎖 P2P 封包，減少網路侵權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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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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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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部/新竹校

區 48 部，共計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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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宿舍網路 

新竹校區提供學生宿舍網路使用者約 1,000 人，以路由器將宿舍網路與校

園網路進行流量切割，並使用頻寬管理器限制不正常網路流量傳輸行為。 

在不變動原有網路架構下，將宿舍網路以社區電信業者的方式經營，把

宿網流量導至 ISP 業者的 FTTB 線路以減少 TANET 的負擔。此外，還針對

使用者進行身份認證 PPPoE 網管功能，大幅減少宿網內病毒攻擊事件。這個

成功案例已發表於 TANET 論文集，可作為其他學校後續宿網經營的參考。 

5、電腦軟體 

有關全校共通使用之軟體，如 Windows OS、Office X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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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

中心並提供網路運算 Citrix Server，加強全校軟體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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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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校成為

產業界在人才培育、專業諮詢與終身學習的最佳夥伴」的發展願景。衡諸外在環

境潮流趨勢與本校發展願景，本校辦學使命旨在成為「卓越且具特色之科技大

學」： 

(一)專業與通識兼具人才之培育搖籃。 
(二)產業界解決實務問題之最佳諮詢顧問。 
(三)終身學習型夥伴之最佳推手。 

 
為實踐上述之辦學願景使命，本校特訂定下列四點為校務發展計畫總體目標： 

(一)延攬菁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礎。 
(二)精進教學、強化輔導、提昇學生競爭優勢。 
(三)整合資源、拓展網絡、提振產學合作成果。 
(四)發展特色、樹立校風、開創永續發展契機。 
 

在上述總體目標下，本校訂定四年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作為發展依據，除依

改名科大計畫書逐步落實外，反應快速變遷之社經情勢，配合國家整體人力培育

政策，訂定 96—99 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並依中程計畫輪動檢討之精神，於

96 學年末著手規劃 97—100 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

自 97 學年度起，落實四年輪轉式修訂計畫，逐年往後更新一學年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期能更進一步發揮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策略規劃功能。 

100-103 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除持續推動延續自 94 學年改名科大以來之

發展特色與重點外，特別重視教學單位（規劃與設計學院、商學院、管理學院、

資訊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特色領域之發展，整體執行重點分述如下： 

(一)創新特色—進行學術及行政單位策略規劃與組織重整，著重制度面檢討

與精進，更新行政規章表件與標準作業程序，調整並落實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建立教學研發特色與行政效能。 
(二)校區融整—效整合兩校區資源，發展遠距教學，促進單位流通，發揮雙

校區特色與資源互補。建置完整校園電子網絡，強化各 e 化

平台，融整資源，增益資訊處理與溝通效能，提升校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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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卓越教學—落實教學規範與品保制度，整合課程系統，推動院系自我評

鑑，鼓勵優良教學與 e 化教材教法方案。增修課程發展與管

理手冊、通識教育發展手冊、學校及院系本位課程等，提升

教學品質。持續推動與爭取教育部「卓越教學計畫」。 
(四)專業輔導—確立學生健康樂觀與負責輔導方向，擴大輔導能量，加強實

習、證照、就業與留學輔導，精進專業教育、職場倫理教育

與品格教育。 
(五)實務研究—獎勵輔助教師研究與服務，並延攬高階學位實務師資，加強

校內外與國內外交流，以拓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六)新穎圖儀—重整院系專業空間與設備，建立單位硬體軟體專業特色，持

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加強管理與使用，以助益教學品

質與研究績效之提升。 
(七)親和環境—改善教學、研究與行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逐步實踐

節能與綠建築理念與理想，以營造優良環境；美化與藝文化

校園，樹立優良校風。 
(八)效能行政—以分析方法檢討行政課題與程序，鼓勵創新思維與流程改

造，運用資訊科技，善用教師專業，強化積極服務態度與精

神，提升行政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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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101

根據前述之整體執行重點，依專業分工原則，本校規劃出「卓越教學」、「深

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實務研究與產學合作」、「效能行政」、「永續校園」、「e 化

校園」等六大整體發展策略，內涵概述如下： 

）年度發展重點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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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結合通識課程，以發展品格、法治、生命、職業

倫理、服務、性別平等、公民等教育重點，並健全學生輔導機制，全面

推動學務工作電腦化，以求達成學校整體人才培育目標。 
(三)實務研究與產學合作：獎勵輔助教師研究與服務，加強校內外交流，拓

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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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招生作業分工，擴大招生

來源及提高學生素質。 
(五)永續校園：建立親和生活環境，進而建構人性化、生活化、學習化之藝

術校區，塑造有禮好學的學習環境。 
(六)e 化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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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整體發展策略詳細行動項目，詳見於本校「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一冊」第四章。各項策略由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共同合作推動，依專業

分工原則相關權責單位歸納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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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本校整體策略推動分工表 
整體發展策略 

 

行政及教學單位 

卓越教學 
深化學

生關懷

與輔導 

實務研究與

產學合作 
效能行政 永續校園 e 化校園 

行 

政 

單 

位 

教務處 ✓      

學務處  ✓     

總務處     ✓  

研發處   ✓    

圖資中心 ✓  ✓   ✓ 

祕書室    ✓   

人事室    ✓   

會計室    ✓   

教 

學 

單 

位 

規劃設計學院 ✓ ✓ ✓    

商學院 ✓ ✓ ✓    

管理學院 ✓ ✓ ✓    

資訊學院 ✓ ✓ ✓    

通識教育中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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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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示。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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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
越
教
學 

深化
學生
關懷
與輔
導 

實務
研究
與產
學合
作 

效
能
行
政 

永
續
校
園 

e
化
校
園 

用途說明 

資
本
門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究設備 ✓  ✓   ✓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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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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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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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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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支持

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占總經費之 12.34%)、「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

智財權環境」(占總經費之 5.59%)、「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占總經費之 1.51%)
等項目，茲分述如下： 

 
(一)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1.規劃與設計學院： 
A.土木與防災設計系—結構補強試驗室

本計畫擬於特色實驗室增加試驗機量測功能，使在學生教學輔

導上，可改善教學內容，增進學生學習完整之結構防災專業知識，

學生透過專業老師的指導，學習該系列課程所學之專業技能，並提

升學生實務操作能力外，亦能有助其畢業後順利與產業需求接軌。

本計畫之設備購置均配合本位課程模組有關教學與研究發展之所

需，落實結構防災科技為發展本系重點特色。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土木與防災設計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

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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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三節『四、整體發展策略與

實施計畫』)。 
 

B.土木與防災設計系—土木與防災基礎試驗室

本計畫擬強化土木防災基礎實驗室教學設備，可提升學生實務

操作能力外，並培養學生參與國內混凝土相關競賽，亦能有助其畢

業後順利與產業需求接軌。本計畫充分支援教學、研究、服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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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辦理土壤與材料之一般基礎試驗，並且落實坡地防災試驗為本系

重點特色。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土木與防災設計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

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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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三節，『四、整體發展策略與

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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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影像實驗室

視傳系未來特色發展策略，以發展『職場需求即戰力』，『綠色

設計』，『文化創意產業設計』為主，從教學、競賽、展演、實習四

路並進，形成本系特色。在教學擴展計畫上，預定於 101 學年，建

置視覺影像實驗室。除了繼續支援數媒系、室設系及整合規院設備

及軟體設施等既有資源之外，並擬進一步藉由專業視覺影像創作與

設計的實驗空間，提供電腦繪圖、動畫等設計與創作，提高教學品

質，更可規畫為 ACA 專業證照考場，輔導學生通過證照考試。預期

成效包括提昇學生校內外競賽競爭力、提昇學生證照考試通過張數

及提前學生適應就業環境。 

計畫 

本計畫並擬進一步強化平面設計排版軟體(Adobe Illustrator、
Photoshop、InDesign)及網頁、影像、動畫軟體(Adobe Premiere、Flash、

Maya、3dmax)學習績效與成果。以上軟體均為目前設計業界實際使

用的專業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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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足以勝任畢業後之視傳設計、影像攝錄編輯、網頁設

計、動畫等工作，為職前最後一哩，最佳之訓練。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視傳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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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校

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五節『(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D.數位多媒體設計系—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室

數媒系運用獎補助經費於 101 年度重新規畫台北校區中正樓 503
室－「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室實驗室」，作為進階數位內容創作與支

援特色專題製作課程之專屬實驗室。 

計畫 

本計畫硬體方面建置有 3D 繪圖工作站、液晶繪圖顯示器、繪圖

板、全尺寸 MIDI 鍵盤、錄音介面、網路儲存伺服器……等業界

Broadcast 級進階設備。提供本系於遊戲設計實務、動畫專題製作等

必修專題課程、各級研究、競賽訓練與產學專案製作使用，以期建

構數位多媒體設計之相關創作及美學理論的實務應用，強化遊戲與

動畫創作專題之質量，達到產學接軌就業即戰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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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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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六節『(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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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三維影音電腦動畫創作實驗室

數媒系發展特色為數位遊戲與動畫創作設計，配合本系發展目

標與增班狀況，101 年度於新竹校區日新樓 306 新建置「三維影音電

腦動畫創作實驗室」，基於數位內容的製作技術日新月異，本實驗室

特別著重於數位多媒體設計能力、遊戲美術、數位成音、電腦動畫

創作等核心能力之實務養成。 

計畫 

本計畫硬體方面建置 3D 繪圖工作站，軟體部分包括全套

Autodesk AECS 套件、Unity3D 遊戲引擎以及 Mixcraft 數位成音軟體

等數位內容產業普遍採用之工具平台，提供本系於新竹校區數位多

媒體專業必選修動畫課程所用與專題實作使用，以業界標準訓練學

生數位多媒體設計相關基礎操作能力，達到產學接軌就業即戰力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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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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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六節『(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2.商學院： 
A.商學院—金控管理與金融服務人才培育

台灣在民國 90 年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使台灣的金融市場

進入一個國際化與現代化的新紀元。金融創新加上全球資金充沛，

使金融服務的市場大餅大增，但也造成許多金融亂象，形成金融海

嘯。金融海嘯之後，各國對於金融市場的監控增加，使金融市場運

作的複雜度益發增加，因此各類金融服務人才的培養刻不容緩。本

院三大重點發展特色之一即為「金控管理與金融服務」，本計畫將藉

由發展相關特色學程、完備院內各系與金融服務與金控管理相關之

軟硬體設備、鼓勵教師製作數位教材並以業師協同、證照輔導、實

務專題、產學合作、實習活動輔助教學，提昇同學就業即戰力。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商學院及其四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

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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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三章第一節『院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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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國際商務系—國際商務模擬實驗室

配合商學院課程模組整合，推動多國籍企業經營管理學程，建

立商管領域模擬教學環境，除可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力外，亦能有

助其畢業後順利與產業需求接軌。 

計畫 

本計畫本年度規劃增加教學軟體「Web Trade 貿易平台」，該軟

體平台涵蓋貿易文件、網路行銷、流程追蹤、人員管控、知識管理

等跨國的貿易創新經營與管理內容，資訊操作介面可提升習修學生

國際貿易實務了解，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可提升修習學生國際貿易

實務了解，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提供全校經貿實務、經營管理、商

務經營管理課程應用設施分享，開設課程有國貿實務、貿易資訊系

統、商業資訊系統、商業套裝軟體等相關領域實習，進而提升就業

率。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國際商務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

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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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

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三章第二節『(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C.會計系—e化案例情境教學中心

本計畫乃以深化會計系教學特色為主，即培養具備會計專業知

識及電腦資訊處理能力的專業人才，及輔導學生取得各項相關專業

證照。為力求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故擬

建構 e 化案例情境教學中心，除了配合原有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與商

業智慧系統等，本年度擬建構實務的情境案例教學－「HERM 高效

企業典範模型－財務模組」與「HERM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生管模

組」教學系統，模仿實際企業的營運及管理，將企業的營運模式與

企業資源規劃的營運關係內容的說明更具體化，以數位學習、圖形

解說及動畫的方式讓同學直接走進一個虛構的企業，進而透過虛擬

企業的營運，增加同學對企業的關聯、影響及效益的了解，並建立

學生的企業流程觀念，以財務、會計、成本會計及出納職能為主軸，

提供企業營運概況，協助同學了解企業 e 化後的各種營運面貌。深信

對於學生無論是相關專業證照的取得，或「畢業即就業」與「就業

無國界」等教育目標助益良多。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會計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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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校

務發展計畫，第三章第三節『(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17 

 

 
D.財政稅務系—租稅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室

本系以「金融保險服務業」及「資產管理服務業」為發展重點，

培養以財政、稅務專業能力為主，並兼具財務、會計與資產管理知

能之專才。97 學年度本系以全面更新的專業教室『租稅與資產管理

情境模擬實驗室』作為基礎，除了繼續支援商學院整合所建置的證

照題庫系統，以及軟體設施等既有資源之外，99 學年度購置『理財

規劃系統(Investment Advisor)』與『不動產管理平台』等軟體，並持

續更新『文中會計資訊系統』。此三種軟體均為目前業界實際使用的

軟體，因此學生透過該系列課程所學之技能，應足以勝任畢業後之

初期稅務與資產管理產業相關工作，為職前最後一哩最佳之訓練。   

計畫 

為充實資產管理與租稅規劃模組的實務教學，本系擬於 101 學年

度添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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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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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學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

補助經費將於 101 年度購買支持本計畫，充實教學設備(本計畫內容

詳見於本校「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校

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三節『四、整體發展策略與實施計畫』)。 

 
3.管理學院： 

A.管理學院—強化服務創新暨消費者行為分析實驗室

管理學院以充實院核心課程實務內涵、銜接實習與就業、精進

產學合作與研發、深化實務專題製作與個案教學為發展策略。藉由

推展證照輔導(含國際證照)、國際交流、企業實習(含海外、兩岸實

習)、產學攜手、產業專班及就業學程，並規劃精實服務、創新服務

及餐旅服務為發展特色目標，以融整各系發展建立特色。 

計畫 

其中，為強化服務創新暨消費者行為分析，特納入統計產品與

服務解決方案（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SPSS），SPSS 為

統計分析、資料挖掘、預測和決策支援等任務的運算軟體。在教學

上由事前的專案規劃、資料蒐集、資料調查、選定適當的統計分析

方法至資料分析進行，對服務創新暨消費者行為分析實驗室，SPSS

可擔任消費行為調查分析工具的角色。此分析工具的建置可讓學習

者能夠快速地存取及分析資料，運用整合性的統計方法分析，透過

OLAP 多維度報表即時檢視資料內容，並利用互動式圖形展示分析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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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管理學院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

部獎補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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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

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一節『院發展計畫』)。 
 
B.企業管理系—豐田精實模擬實驗室

本實驗室建置於管理學院「精實企業研訓中心」內，建置初期

已完成餐飲、小吃、客服及物流配送等簡易教學模擬設備。然而，

精實服務是一種創新的理念，但其背後仍有許多具有創意的「精實

工具」可確實解決服務流程中的瓶頸或障礙，因此若要紮實導入精

實理念，必須持續強化相關軟硬體，提高教學及研發能量。 

計畫 

增購精實服務軟硬體設備，主要是 Arena 流程導向分析系統、樂

高服務流程建置元件及感測元件等三大項。每一項導入的想法，均

以精實服務管理為主軸，希望將精實服務的技術與管理手法，透過

研發及研究予以系統化，並以設計精實服務管理相關的教育訓練課

程，與編撰模擬課程教材為優先目標。 
上述目標不僅可培養學生模擬實作能力與老師實務研究能力，

也可以此作為後續進行符合產業界需求之學術及實務界人才培訓，

及未來推廣及輔導企業進行服務流程再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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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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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

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二節『(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C.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旅運實習專業教室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未來特色發展策略，以發展「觀光餐旅

管理」、「休閒遊憩管理」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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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系特色。在教學擴展

計畫上，預定於 101 學年，建置旅運實習專業教室。除了繼續支援

企業管理系、應用英語系、行銷與流通系之整合管理學院軟、硬體

設施等既有資源之外，擬進一步強化專業學習。本計畫本年度規劃

之軟、硬體均為目前餐旅業界實際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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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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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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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四)圖儀設備（含空間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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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餐旅服務技能專業教室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未來特色發展策略，以發展「觀光餐旅

管理」、「休閒遊憩管理」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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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系特色。在教學擴展

計畫上，預定於 101 學年，建置餐旅服務技能專業教室。除了繼續

支援企業管理系、應用英語系、行銷與流通系之整合管理學院硬體

設施等既有資源之外，擬進一步強化專業學習。本計畫本年度規劃

之硬體均為目前餐旅業界實際使用的專業硬體，也是依據國家及專

業技術之勞工委員會技能檢定使用，因此學生透過專業課程、教授

的指導，學習該系列課程所學之技能，並得到參與技能檢定機會，

以取得專業證照，讓學生畢業後勝任於觀光產業之旅館業、餐飲業、

休閒遊憩、活動產業、會議展覽等產業就業所需之產業職能，為學

生最後一哩，提供最佳之專業證照與實務學習。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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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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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四)圖儀設備（含空間

規劃）』)。 
 

E.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飲料調製專業教室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未來特色發展策略，以發展「觀光餐旅

管理」、「休閒遊憩管理」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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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系特色。在教學擴展

計畫上，預定於 101 學年建置餐飲料調製專業教室。除了繼續支援

企業管理系、應用英語系、行銷與流通系之整合管理學院硬體設施

等既有資源之外，擬進一步強化專業學習。計畫本年度規劃之硬體

均為目前餐旅、連鎖業界實際使用的專業硬體，也是依據國家級專

業技術之勞工委員會技能檢定使用，因此學生透過專業課程、教授

的指導，學習該系列課程所學之技能，並得到參與技能檢定機會，

以取得專業證照，讓學生畢業後勝任於觀光產業之觀光旅館業、餐

飲業、休閒遊憩、活動產業、會議展覽等產業就業所需之產業職能，

為學生最後一哩，提供最佳之專業證照與實務學習。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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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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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四)圖儀設備（含空間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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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活動與服務現場展覽專業教室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未來特色發展策略，以發展「觀光餐旅

管理」、「休閒遊憩管理」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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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系特色。在教學擴展

計畫上，預定於 101 學年建置先進之活動與服務現場展覽專業教室。

除了繼續支援企業管理系、應用英語系、行銷與流通系之整合管理

學院軟、硬體設施等既有資源之外，擬進一步強化專業學習。本計

畫本年度規劃之軟、硬體均為目前專業實際使用的專業軟、硬體，

因此學生透過專業課程、教授的指導，學習該系列課程所學之技能，

並得到參與取得專業能力，讓學生畢業後能勝任於觀光休閒產業之

國際旅館業、餐飲業、休閒遊憩、活動產業、會議展覽等產業就業

所需之產業職能，為學生最後一哩，提供最佳之專業證照與實務學

習。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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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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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四)圖儀設備（含空間

規劃）』)。 

 
G.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健康與營養諮詢室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未來特色發展策略，以發展「觀光餐旅

管理」、「休閒遊憩管理」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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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系特色。本計畫預定

於 101 學年強化原有之健康與營養諮詢室，並提供場所讓同學實習，

加強與產業界之交流、合作及互動，提升學生實務能力、輔導學生

考取導國際證照、實習與就業輔導及專題研究輔導為主軸，同時進

行跨國學術交流合作，有助於國際化健康休閒管理人才的培育。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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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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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四)圖儀設備（含空間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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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應英系—英語線上測驗平台

應英系為持續加強語文教學成效，積極強化應用數位設備於語

文教學上。本計畫建構之 Easy Test 影音互動式語言學習系統，雲端

真人影音互動式學習，讓學生如身歷其境體驗有趣又實用的主題內

容，讓學生可以隨時上線測驗及練習英文聽力與會話能力；NEW 
TOEIC 線上模擬測驗系統，考題完全符合新制 TOEIC，並具備自訂

考題及學習成效統計等專利功能，有助於提升學生證照量。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應英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助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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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

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五節『(2)落實特色之重要措施』)。 
 
I.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情報分析實驗室

本 計 畫 擬 於 特 色 實 驗 室 增 加 IBM SPSS Modeler Client 
Professional 14.2 版軟體、IBM SPSS Statistics Base 20.0 版軟體、

Flexsim 物流 3D 模擬軟體、COO 餐飲營運長模擬競賽軟體等，使在

學生教學輔導上，可改善教學內容，增進學生學習完整之行銷分析與

模擬專業知識，學生透過專業老師的指導，學習行銷專業技能，並提

升學生實務操作能力外，亦能有助其畢業後順利與產業需求接軌。本

計畫之設備購置均配合本位課程模組有關教學與研究發展之所需，落

實行銷分析能力，以培養連鎖服務業行銷企劃與分析為發展本系重點

特色。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

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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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三節『四、整體發展策略與

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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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訊學院： 
A.資訊管理系—企業電子化教學實驗室

配合業界需求並合乎系所發展特色，資訊管理系規劃有完整的

三大模組課程：軟體工程課程模組、企業電子化課程模組和資訊安

全課程模組等。行動商務與雲端運算為資管重大發展趨勢，本計畫

擬增購行動裝置及雲端服務平台，以提升既有的實驗室功能，使其

可充分支援雲端企業資源規劃的教學、研究、服務、和學生專題製

作與校外競賽，以提升學生實作能力，增加就業競爭力。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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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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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

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五章第二節『(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B.資訊管理系—軟體工程特色實驗室

配合業界需求並合乎系所發展特色，行動商務與雲端運算為資

管重大發展趨勢，本計畫擬增購行動裝置、3D 建模軟體及雲端服務

平台，以提升既有的實驗室功能，使其可充分支援行動裝置程式設

計、3D 網站設計的教學、研究、服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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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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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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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五章

第二節『(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計畫 

 
C.資訊工程系─網路多媒體專業實驗室

「互動多媒體」為近一年來教育部補助重點，包含：資通安全

學程計畫、101 年度經濟部數位內容委外人才培訓計畫、軟體人才培

育計畫等。互動多媒體為資工系網路多媒體實驗室之本年度強化重

點，其中，互動多媒體之 3D 遊戲、手機遊戲 APP、體感應用程式更

為軟體產業中最為火熱的應用，基於作為相關教學及專題製作之用

本計畫所建立之軟體 APP、遊戲開發能量，除可用於各課程之教學，

也為全符合本系課程模組。 

計畫 

本計畫所需軟、硬體設備可直接提供學生操作使用，減少複雜

之理論，可提升學生對於軟體開發興趣、自信心，進而提升學生實

務專題培育，與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資訊工程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

育部獎補助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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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

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五章第三節『(五)分年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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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電腦與通訊系─通信與訊號處理教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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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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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實驗室尚可支援電子與微電

腦相關課程教學、輔導、研究及專題練習場所，並補強嵌入式系統

實驗模組，提昇教學設備完整性。 

計畫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電腦與通訊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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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

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五章第四節『(五)分年實施計畫』)。 
 
E.資訊學院－雲端運算平台與應用建構

本院以發展研究所課程、熟任雲端架構、深化雲端實務應用、

推展碩士學分班、銜接產學合作與研發為發展主軸，藉此規畫

VMware vCloud 雲端運算平台發展資院特色領域及提升雲端運算實

務應用能力。 

計畫 

為架構企業內部雲端運算平台(private cloud infrastructure)、控管

CPU、Memory、網路頻寬各項資源、執行叢集運算、提供客戶雲端

環境服務、確保雲端資料安全及儲存備份、瞭解企業雲端運算收費

機制，本計畫採購所述各項雲端實驗軟體。透過此系統建置讓學習

者實地瞭解現階段雲端供應商如何架構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Virtual PC、Virtual Box、VMware Workstation。進而學習建構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MapReduce、Hadoop、HBase、HDFS、

NOSQL、GAE、Amazon Web Service 相關應用。導入 Open Source
軟體工具，研究開發高層軟體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電子商務、

顧客關係管理 CRM、辦公室自動化、雲端網站影音及多媒體服務。

運用私有雲端設備，學習瞭解現階段雲端供應商 (Cloud Service 
Provider)所提供公有雲的服務(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0-103 學年

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五章第一

節第四點表 2 第 9 項第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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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識中心： 
A.通識中心—日本語能力提升

通識教育中心的四個教學目標之一為「強化學生基本能力」，其

行動方案之一即為「通識核心課程革新計畫」之「日本語能力提升

計畫」。此計畫著眼於學生的適性學習與職涯發展之銜接，在核心外

語課程中提供另一種機會供學生修讀，大幅提升學生語言學習的滿

意度。當然，課堂學習始終有其時數的限制，而外語的學習恰好需

要更多時間的演練與學習環境的營造。故本計畫擬規劃建置「日文

自學題庫軟體」於語言自學中心以提供學生全時段修讀。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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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六章第一節『院發

展計畫』) 。 

 

B.通識中心—學生健康力提升

通識教育中心的四個教學目標之一為「強化學生基本能力」，其

行動方案之一即為「通識核心課程革新計畫」之「學生健康力提升

計畫」。此一計畫著眼於學生健康力的培育與終身運動觀念的養成。

在必修健康課程中結合 3C 影像與數位紀錄的活潑學習方式供學生演

練，預期可大幅提升學生健康學習的滿意度與健康力的提升。當然，

課堂學習始終有其時數的限制，本計畫之建置可提供更多時間供學

生在課餘自我的演練或小組競賽之用。故而規劃建置結合「體感運

動機」、「影像顯示器」與「影像顯示器固定架」等設備於兩校區適

合空間提供學生運用學習。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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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六章第一節『院發

展計畫』)。 

 

C.通識中心—英語能力提升

通識教育中心的四個教學目標之一為「強化學生基本能力」，其

行動方案之一即為「通識核心課程革新計畫」之「英語能力提升計

畫」。此一計畫著眼於學生的適性學習與職涯發展之銜接，在核心外

語課程中提供另一種場域供學生演練，大幅提升學生語言學習的滿

意度。畢竟，課堂學習始終有其時數的限制，而外語的學習恰好需

要更多時間的演練與學習環境的營造。故而規劃執行「英語能力提

升計畫」，於語言自學中心建置「英語聊天室」提供學生與外籍教師

全英與演練的機會。桌上型電腦與單眼相機等設備在提供議題討論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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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時性(可即時上網連結最新新聞或相關外語學習網站)與影像紀

錄的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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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冊教學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第六章第一節『院

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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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一冊整體校務發展計畫，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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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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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第一冊整體校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六節『圖書、儀器與設備』)。 

 
(四)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 

各項校務發展計畫需要良好的校園 e 化作為推動基礎，而校園 e 化工程則需

有良好的資訊基礎建設做為根基，藉助高容量的儲存空間、良好的網路環境，落

實資訊設備管理效能，方能改善校園資訊服務環境、提升數位化教學品質與擴大

數位學習的成效，構建全方位的 e 化校園(內容詳見於本校「100-103 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第一冊整體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六節『E 化校園』)。本年度

運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以推動之重點工作如下： 

1.建立校園資安環境：隨著網路快速應用發展，為防範網路資安事件發生，唯

有加強實施網路安全管理。建置入侵預警系統，強化網路安全管理，成立校

園網安應變小組，建置校園 ISO 27001 標準化營運環境，配合「國家資通安

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提供支援安全檢測服務，並參與資通安全相關技術教

育訓練，落實校園網路安全環境。 

2.落實校園智財權環境：落實校園智財權政策為教育部督導各校之重要方向之

一，本校除了購置微軟全校授權軟體之外，亦應考量防毒軟體與其他應用軟

體之全校使用，以策略方向思考進行各項軟體整併採購，提升全校師生良好

的軟體使用環境，與校園軟體智財權的政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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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優質的資訊服務：圖資中心除了提供良好的基礎建設服務之外，對於各

項建設之妥善率、服務之回應工時等均應予以管控，以提高全校師生對資訊

服務的滿意度，定期檢討改善，以提供優質的資訊服務。 

 
(五)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依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原則編列有助於校園安全之相關經費，用以充實

校園安全設備，希望藉由設備的補充有效提升校園安全(內容詳見於本校「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一冊整體校務發展計畫，第四章第五節『永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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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參考研究發展三大指標進行整體規劃 
本校經常門經費運用配合「100~103 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整體發展策略，

且為提升實務研究與產學合作能量，各院系(所)每學年度皆就研究發展處「研究

發展目標」：產學合作與研究、證照推動、學生實習等，訂定目標值。目標如下： 

目標 1、產學合作與研究：各系(所)設定預計達成之產學合作案件及金額。 

目標 2、證照推動：各系(所)訂定預計取得證照張數及點數。 

目標 3、學生實習：各系(所)訂定實習人/點數及時數。 

經常門支用項目參考各院系(所)目標值，進而訂定經常門研究、著作、改進

教學等項目之比例，配合學校整體及重點特色之發展，以契合二者之關聯性。 

 
(二)積極網羅具實務經驗之師資，提升師資結構 

為求落實技職教育的發展目標，與加速改善教學品質，近、中程將積極網羅

具有博士學位及實務經驗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師資，以加強理論與實務結合，達

到提升師資專業能力與良好師資結構之目標。 

本校 100 學年度師資結構已達 62％，達到改名後第五年 50％的目標。此外， 
100 學年度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專任教師數 62 %，101 學年度預估為

63.29 %，102 學年度預計達 64.55%以上（詳如表五所示）。 

延續 99 學年度，本校配合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推動，在提升師資素質方面

除前述之師資結構提升之外，特別著重全體教師研究、教學及輔導證照之績效。

一方面以教師評鑑制度評鑑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績效，另一方面透過教

師生涯規劃之選擇，鼓勵教師致力於獎助計畫中各項工作績效，依據其成果予以

獎勵，以達成教師個人生涯目標及學校發展目標契合與雙贏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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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本校100學年 ~ 103學年度師資規劃表 

註：一、專任教師人數(基準日 100.10.15，不含留停 1人、含借調 1人） 
二、兼任教師人數(基準日 100.10.15，以有教師證書者計算） 
三、學生人數(基準日 100.10.15，包含研究所加權學生人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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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2%(高於規定

至少 30%)，其中，改進教學項占 24.27%；研究項占 13.41%，於改善教

學此類比例逐年增加。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達 1.03%（低於規

定至多 5%），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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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分 職級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專

任

師

資 

教授 24.0  25.0 26.0 27.0 

副教授 77.0  85.0 88.0 90.0 

助理教授 116.0  113.0 116.0 117.0 

講師 133.0  130.0 125.0 123.0 

小計 350.0  353.0 355.0 357.0 

軍護人員 11.0  9.0  9.0 9.0 

兼任師資 395.0  400.0  400.0 400.0 

師資結構 62.00％ 63.29％ 63.17％ 65.55％ 

日間學生數 7,907.0 8,461.0 8,820.0 9,079.0 

全校學生數 12,364.0 12,611.0 12,482.0 12,310.0 

日間部生師比 17.20 18.31 19.01 19.48 

全校生師比 26.89  27.30 26.90 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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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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金額計 
36,893,392 元(參考下表六：97 至 101 年度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明

細表)，較 101 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 34,741,562 元，增

加 2,151,830 元，學校自籌款增加至 5,558,276 元，自籌款比例為

15.07%，預計 101 年度應執行數共 42,451,668 元整(另編列附表

十一 3,149,600 元，用以因應採購預備項目)。另依教育部規定，

本校將獎補助經費預算數區分為資本門佔百分之七十，經常門佔

百分之三十，明細詳如表七所示。 
 

表六 97至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發展經費明細表 

項目 

年度 
97 年度執行數 98 年度執行數 99 年度執行數 100 執行數 

101 年度 

修正前 

101 年度 

修正後 

獎補助款 

(100 年度起更改 

為獎勵補助款) 

$27,718,070 $38,153,704 $38,296,726 $36,569,093 $34,741,562 $36,893,392 

自籌款 7,529,026 6,357,481 6,726,609 5,699,642 5,405,981 5,558,276 

合計 $35,247,096 $44,511,185 $45,023,335 $42,268,735 $40,147,543 $42,451,668 

資本門 $20,717,796 $27,139,310 $32,178,074 $30,864,353 $29,212,740 $30,790,550 

經常門 14,529,300 17,371,875 12,845,261 11,404,382 10,934,803 11,661,118 

合計 $35,247,096 $44,511,185 $45,023,335 $42,268,735 $40,147,543 $42,45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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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101年度整發展獎勵補助發展經費明細表 

項目 

資 本 門 經 常 門 合   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補助款 $13,182,566 70.00 % $5,649,671 30.00 % $18,832,237 100  % 

獎勵款 12,642,808 70.00 % 5,418,347 30.00 % 18,061,155 100  % 

自籌款 4,965,176 89.33 % 593,100 10.67 % 5,558,276 100  % 

總經費 $30,790,550 72.53 % $11,661,118 27.47 % $42,451,668 100  % 

 
1. 經常門方面規劃：由人事室依教育部規定整合規劃，教務處及研

發處協辦，另併入教學單位及學務單位提出之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2. 資本門方面規劃：由教學單位與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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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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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處與會計室整合各單位資本門預算。 



 

 
31 

 

(二)經費分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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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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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教育部，流程詳如圖二所示： 
 

 
 

 
 
 
 
 
 
 
 
 
 
 
 

圖二 經費分配規劃流程圖 
 

2.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1年度整體發展經費之運用及規劃係依據本校100~103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 
3.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規定，有關101年度經費支用計畫報部期限為100年11月30日以前，因此

請各單位依本校中長程計劃提出預算，並以學院為單位，分別召集相關

單位主管召開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以求有限資源之發揮其最大效

用。 
4.經經費專責小組審議通過之 101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呈報校長核

定後，已於 100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報部程序。 
5.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 月 20 日臺技(三)字第 1010010562-m 號函說明事項應

於 30 日內(不含例假日)檢附修正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本校於 10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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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 

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校長核定 

經費支用計畫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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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召開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擬訂於規定時

限內完成報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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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經費專責小組組織辦法、相關會議紀錄與成員名單 

1.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及會議紀錄，詳見附件一。 

2.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1)99 學年度上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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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張偉斌 室設系代表 譚以德 
新竹校區副校長 廖憲文 視傳系代表 簡福鋛 

教務長 林容芊 數媒系代表 李瑞翔 
學務長 陳哲烱 商務系代表 戎良琦 
總務長 王懷田 財稅系代表 顏國隆 
研發長 吳東昇 財金系代表 劉誌堯 

圖資中心主任 孫丕華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張偉斌 企管系代表 劉世玫 

主任祕書 田耀遠 行管系代表 范美慧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休管系代表 方志鵬 
會計主任 廖麗敏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資管系代表 陳瑞順 
商學院院長 薛立敏 資工系代表 張裕良 

管理學院院長 劉明德 電通系代表 張忠繼 
資訊學院院長 陳文生 通識教育中心代表 謝金忠 
建築系代表 陳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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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學年度下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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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張偉斌 室設系代表 譚以德 
新竹校區副校長 廖憲文 視傳系代表 簡福鋛 

教務長 林容芊 數媒系代表 李瑞翔 
學務長 陳哲烱 商務系代表 劉芳敏 
總務長 王懷田 財稅系代表 顏國隆 
研發長 吳東昇 財金系代表 劉誌堯 

圖資中心主任 孫丕華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張偉斌 企管系代表 劉世玫 

主任祕書 田耀遠 行管系代表 范美慧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休管系代表 方志鵬 
會計主任 廖麗敏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資管系代表 陳瑞順 
商學院院長 薛立敏 資工系代表 張裕良 

管理學院院長 劉明德 電通系代表 張忠繼 
資訊學院院長 陳文生 通識教育中心代表 謝金忠 
建築系代表 陳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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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 學年度上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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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張偉斌 室設系代表 蕭添進 
新竹校區副校長 廖憲文 視傳系代表 簡福鋛 

教務長 林容芊 數媒系代表 許允聖 
學務長 陳哲烱 商務系代表 邱雪娟 
總務長 王懷田 財稅系代表 顏國隆 
研發長 吳東昇 財金系代表 劉誌堯 

圖資中心主任 孫丕華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張偉斌 企管系代表 林麗珠 

主任祕書 田耀遠 行管系代表 賴建華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休管系代表 方志鵬 
會計主任 廖麗敏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資管系代表 陳瑞順 
商學院院長 薛立敏 資工系代表 張裕良 

管理學院院長 劉明德 電通系代表 張忠繼 
資訊學院院長 陳文生 通識教育中心代表 謝金忠 
建築系代表 陳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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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 學年度下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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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張偉斌 室設系代表 蕭添進 
新竹校區副校長 廖憲文 視傳系代表 簡福鋛 

教務長 林容芊 數媒系代表 許允聖 
學務長 陳哲烱 商務系代表 邱雪娟 
總務長 王懷田 財稅系代表 顏國隆 
研發長 吳東昇 財金系代表 劉誌堯 

圖資中心主任 孫丕華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張偉斌 企管系代表 林麗珠 

主任祕書 田耀遠 行管系代表 賴建華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休管系代表 方志鵬 
會計主任 廖麗敏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資管系代表 陳瑞順 
商學院院長 薛立敏 資工系代表 張裕良 

管理學院院長 劉明德 電通系代表 張忠繼 
資訊學院院長 王伯群 通識教育中心代表 謝金忠 
建築系代表 陳慶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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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一名，

目前該兼任稽核人員係指派本校具審計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 

2.稽核人員名單（請註明服務系所/單位、職級、行政職務等資訊） 

 

服務系所 職稱 姓名 

財政稅務系 助理教授 倪伯煌 

 

3.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說明（請條列簡要說明） 

本校兼任稽核人員係具備會計、審計及租稅等專長，其相

關學經歷如下: 

(1)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2)會計師考試及格 

(3)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原安侯協和會計師事務所)高級查帳

員 

(4)中信證券承銷專員 

(5)ACL 稽核分析師 

(6)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J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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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如附件二) 
(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詳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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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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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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八 97~99年度獎補助教師進修、研習、著作發表及專案研究金額 

項目 97年度 98年度 99年度 

金額(元) 金額(元) 金額(元) 

進修博士學位 1,100,000 800,000 550,000 
研習 1,579,893 1,504,264 1,173,314 

著作發表 1,042,857 2,603,777 1,255,993 
研究 1,860,000 2,020,000 1,794,733 

升等送審 565,000 365,000 245,000 
改進教學 1,857,467 1,564,017 2,068,378 
編纂教材 尚無此項 1,511,000 1,502,000 
製作教具 尚無此項 - - 

職員研習 110,555 115,430 106,640 
 

本校屬於教學型大學以改善教學為首要，連續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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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師資結構已達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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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比例以及實際執行案件數

上均逐年提高，對學校整體教學卓越成果產生極大助益，具體成效包含： 
1.教師取得博士學位共計 27 位 
2.學位、專門著作、作品及技術報告升等之教師人數共計 31 位 
3.獎助教師著作發表共計 232 案 
4.補助教師參與國內外研習或舉辦校內研習共計 2,386 人次 
5.獎助教師研究共計 344 案 
6.獎助教師編纂教材 97 年度尚無此項，98 開始實行，99 年度日臻完備，

獎助項目包含「實務案例數位教材」、「輔助教學數位教材」、「互動式與

同步式科技教材」、「遠距教學教材」及「優質教學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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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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分類 項目名稱 教補款數量教補款金額

電子化設備 單槍投影機 7 251,400

資訊講桌 43 3,073,108

電動銀幕 2 30,000

銀幕 2 38,000

寬銀幕投影機 2 63,600

電子化設備 合計 3,456,108

電腦化設備 伺服器 2 520,600

筆記型電腦 1 18,800

電腦主機 264 8,941,030

噴墨繪圖印表機 1 122,500

電腦化設備 合計 9,602,930

98年

分類 項目名稱 加總 - 數量 加總 - 經費來源-教

電子化設備 液晶電視 1 55,000

單槍投影機 5 154,690

電動螢幕 2 27,810

數位相機 4 57,957

數位單眼相機 1 32,300

數位單眼相機鏡頭 1 21,743

數位攝影機 3 108,000

電子化設備 合計 457,500

電腦化設備 伺服器 3 324,600

低階伺服器 2 80,000

彩色雷射印表機 1 35,000

掃瞄器 1 20,600

筆記型電腦 1 46,900

電腦主機 183 3,757,800

17

26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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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 3 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一)規劃設計學院－土木系－防災檢測與試驗專業教室計畫(98 年、99 年、100 年) 
近年來由於地震及颱風之發生頻率增

加，因而造成土石流沖垮民宅及橋樑道

路等，造成居民恐慌與生活之不變，更

造成財產之損失不計其數，因此防災為

目前國內重要之課題，本系朝防災方向

發展，對產業領域應有重大貢獻。配合

此發展方向，本系原有土壤試驗室與材

料實驗室合倂為『防災檢測與試驗專業

教室』，以凸顯本系特色。本專業教室

之特色為防災、監測、檢測與補強，主

要為朝三大領域結構防災、大地防災及

防災管理發展。 

1.爭取並完整執行教育部第二年私校重點特色計畫

結構物安全與防災系統建置計畫，計畫經費 720
萬元，第三年 840 萬元。 

2.開辦完成結構物安全與防災學程，已有 50 名學員

選讀。 
3.建置完成「結構物安全與防災中心」及 「土木+

通訊+控制 跨領域整合研究室」。 
4.建置完成目前國內唯一之「結構物安全與防災系

統」。 
5.辦理土木+通訊+控制 跨領域成果發表研討會，並

發表安全與防災相關研討會論文 3 篇。 
6.爭取並完整執行經濟部 SBIR 技術研發計畫，計

畫經費 316 萬元。 
7.輔導 2 家國內中小企業開發安全防災監測技術，

並皆獲經濟部優良輔導獎。 
8.與廈門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協議，共同研究安全與

防災技術。 
9.獲安全與防災相關技術專利 8 項。 
10.辦理『結構物安全與防災』學程，增加為 134 名

學生選讀。 
11.結構物安全與防災中心 已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 ISO:17025 國際級認證 100/07/24。 
12.整合本校三院七系教師，申請通過經濟部學界科

專計畫 101~103 三年 6000 萬[環境安全與防災物

聯網]研發計畫。 
13. 撰寫完成“公共設施安全與防災系統概論”教

材，教育部北區教學資源中心/跨校跨領域教材撰

寫計畫，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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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學院－財金系－財務決策實境模擬實驗室計畫(98 年、99 年) 

特色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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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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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看盤系統暨國際金融資訊系

統」、「線上財金證照模考系統–線上財金測

驗平台」與「線上財金證照模考系統–題庫

系統」等等，提升學生學習效果，更能有助

於考取專業證照，成功進入產業界。 

1.開設財金軟體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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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337 張，99 年考取

證照 218 張。本系四 A 黃桂雲同學以 16 張

證照，共 28 分，獲得全校證照達人(學生組)
第一名成績。 

3.獲得富盈財務科技公司主辦「第二屆全國大

專院校及高中職共同基金投資競賽」，大專

團體組第三名。 
4.獲得致理技術學院主辦「第二屆股王股后擂

台戰」，個人絕對績效組第三名。 
5.學生戴仕琪等「共同基金績效與投資策略」

專題獲國科會獎助。 
6.教師發表相關學術論文 98 年計 13 篇，99

年計 17 篇。 
7.獲得新光人壽理財新人王競賽團體組第二

名。 
8.教育部委託萬能科技大學主辦「2011 隴是為

了五萬摳就學貸款償債計畫競賽」(216 隊參

加)，獲得全國第二、三名、佳作/團體組第

一名。 
9.經濟日報主辦「2011 第一屆全國大專財富管

理競賽」，四隊獲佳作/獲選人數技專校院第

一。 
10.學生呂啟揚等「資訊透明化對公司價值的

影響」專題獲國科會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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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學院－資管系－資安程式碼檢測實驗室計畫(99 年) 

特色 績效 
本實驗室除硬體伺服器已建置外，將增購相

關軟體設備。其中主要為 Armorize (阿碼科

技) CodeSecure 軟體。藉此實驗室可訓練學

生瞭解並實作 源碼檢測，培養學生成為目

前業界十分缺乏的網頁安全專業人員，與他

校資管畢業生形成差異化，可提升學生職場

競爭優勢。另外未來望能藉此實驗室發展成

自動化原始程式碼檢測中心，促進產學合作

幫助業界解決網頁安全問題。 

1.於 99 上完成師資培訓 5 人。 
2.於 99 下辦理完成網站安全程式碼講習會 2 場

(100.3.23、100.3.31)，計 233 人次參加。 
3.於 99 下將相關教材融入專題研究課程：計有 2

組同學在老師指導下學習。 
4.於 99 下將相關教材融入資訊安全、動態網頁設

計、資料庫管理課程。 
5.於 100 上正式開設源碼檢測課程 3 班，97 位同

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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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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之內容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本年度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應用於學校特色發展之大方向下，資本門支用

項目預定主要用於「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期望透過資源投入強化教學

單位特色之發展，充份實踐在「卓越教學」、「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實務研究

與產學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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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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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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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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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項  目 預期成效 

改 

善 

教 

學 

及 

師 

資 

結 

構 

 

獎補助 

教師研究 

1. 促進教師研究之競爭力，提升研究風氣及質與量 

2. 提高教師之國科會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案件數

量。 

預計 101 年度參與獎助人數約為 180 人。 

研習 

1.鼓勵教師參與或辦理專業領域相關之進修、研習 

101年度預定教師參加進修研習800~1000人次。 

2.鼓勵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每人每

年可申請2次，補助部分註冊費、交通費，101年度預定教師

出席國際會議50~60人次，以增進教師國際觀。 

著作 
補助教師著作發表，提升研究著作水準，增進學術研究能量 

101年度估計80-100件申請案。 

改進教學 

1. 獎勵優良教學、勵創新教學教師 

2. 獎助教師建立優質教學網站，預計 10-15 案 

3. 獎助教師輔導學生取得競賽優勝，預計 100-120 案 

4. 獎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預計 10 位 

5. 獎助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預計 40 案 

6. 獎勵優良師徒導師，預計 16 位 

7. 開設遠距教學，預計 30-35 位老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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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101年度參與研習達80~100人次  

新聘教師薪資 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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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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1 年度

補助款(1) 

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獎勵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5.07%） 
總經費(5)=(3)+(4) 

＄18,832,237 ＄18,061,155 ＄36,893,392 ＄5,558,276 ＄42,451,668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89.33﹪）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10.67 ﹪） 

金額 ＄13,182,566 ＄12,642,808 ＄4,965,176 ＄5,649,671 ＄5,418,347 ＄593,100 

合計 ＄30,790,550 ＄11,661,118 

占總經

費比例 
72.53﹪ 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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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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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或游泳池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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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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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0,974  

  
84.03% $4,96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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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00  3.95%  $0  0%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2,000,000  7.74%  $0  0%  

小計 $3,020,000  11.69% $0  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

額】） $637,400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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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000  1.81% $0  0.00%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計 $25,825,374  100.00% $4,965,1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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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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101 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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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

編纂教材 

） 

$1,309,000 11.83% $0 0.00%   
製作教具 $10,000 0.09% $0 0.00%   
改進教學 $2,830,000 25.57% $0 0.00%   
研究 $1,400,000 12.65% $163,800 27.62%   
研習 $1,403,618 12.68% $0 0.00%   
進修 $250,000 2.26% $0 0.00%   
著作 $1,110,000 10.03% $0 0.00%   
升等送審 $225,000 2.03% $0 0.00%   
小計 $8,537,618 77.14% $163,800 27.62%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120,000 

） 
1.08% $0 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

點費 

） 

$60,000 0.54% $0 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225,000 2.04% $15,000 2.53%   
小計 $285,000 2.58% $15,000 2.53%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925,400 8.36% $314,300 52.99% 
請另填寫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1,200,000 10.84% $100,000 16.86% 

（註六）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0 0% $0 0% （註七）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1,200,000 10.84% $100,000 16.86%   

總 計 $11,068,018 100.00% $593,100 100.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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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

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七：授權年限 2 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項目（應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

『其他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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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八：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九：學生事務及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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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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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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旅館管理系統 星級旅館前檯管理系統/後檯作業管理系統/120人使用 1 套 1,000,000 1,000,000

2 語音導覽系統
多國語音商業/音量獨立調整/提供導覽人員，現場導覽解說

或緊急廣播使用RCA接頭
1 組 80,000 80,000

3 資訊站 1920*1080/點距0.48x0.48/寬高比16:9 1 台 150,000 150,000

4 銷售時點系統主機
POS收銀主機外還應有錢櫃、票據印表機、客戶顯示器、條

碼掃描器、收銀專用鍵盤
10 組 40,000 400,000

5 房務工作車

四輪式推車/設防撞輪或防撞裝置/二輪固定，另二輪可轉向

裝設煞車裝置/拉鍊尼龍袋 .吸塵器存放架 .杯籃框置放架 .中

隔層板

6 台 27,000 162,000

6 酒櫃
波爾多半導體紅酒櫃 /72瓶含以上/溫度設定範圍(+12℃

~+18℃)
2 個 35,000 70,000

7 開飲機 容量：熱開水21公升，溫開水6.5公升(含以上) 4 座 25,000 100,000

8 製冰機 日產量220磅(含以上)/散熱方式：氣冷式/水冷式 3 台 60,000 180,000

9 烤箱  玻璃觸控.溫濕度控制.70組烹記憶.有自動加濕功能 5 個 80,000 400,000

10 丹麥整型機
馬力 : 1/2HP/機身採鋁合金/厚薄間隙為 0-38mm/刮刀採用鋁

框塑鋼刀
1 個 80,000 80,000

11 吐司整型機 馬力 : 1/2HP/機身採鋁合金/附有緊急停止開關 1 個 60,000 60,000

12 冷凍櫃 溫度：-32℃~-40℃/氣冷式/保溫厚度：90mm 1 個 350,000 350,000

13 觸控式螢幕
60吋32點觸控DLP/強化玻璃/紅外線式點觸控(USB 2.0 or

RS232介面)
2 台 200,000 400,000

14 平版電腦 AMD dual-core/2GB DDR3/32G SSD/10.1” WXGA 觸控 15 台 18,000 270,000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休管系
教學單位第四章

第四節(四)

旅運實習專

業教室計畫

餐旅服務技

能專業教室

計畫

飲料調製專

業教室計畫

活動與服務

現場展覽專

業教室計畫

建立特色實驗室包含連鎖餐飲管理、烘

焙技能、飲料調製技能、旅運實習及餐

旅服務等項目的教學與產學/建置旅運實

習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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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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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飛輪健身車
顯示功能：時間、距離、速度、轉速、卡路里/坐墊、手把

可依使用者需求做前高低調整/附輪子方便移轉
1 台 19,800 19,800

建立特色實驗室/下肢耐力訓練、心肺功

能、下半身體型雕塑

16 騎馬機
9段選項/旋轉方向:正轉/反轉

自動化行程:緩和運動/加強運動
1 台 24,990 24,990

建立特色實驗室/柔軟並舒展您的腰部及

股盆周圍肌肉

17 啞鈴組
1至10公斤，每公斤各兩支，共20支/啞鈴放置架/把手外覆

為發泡海綿握墊
1 組 26,000 26,000

18 騎馬機
新立體8字運動法/卡路里消耗測脂功能/最大承重100KG以

內
1 台 59,650 59,650

19 飛輪健身車
80公斤以上高壯適用/八向快速設定/20KG精鑄飛輪訓練強

度/SPD踏板適用於各類車鞋
1 台 48,000 48,000

20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20.0單機教育授權版/50人授權 1 套 730,000 730,000

教學單位第四章

第一節第三點第

(二)項第2點分項

第(3)點分項H點

21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20.0網路教育授權版/10人授權 1 套 570,000 570,000

教學單位第四章

第一節第三點第

(二)項第2點分項

第(4)點分項H點

22 服務流程分析軟體 Arena v14.0流程導向分析模型(系統模擬分析與改善) 1 套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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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

品質

企管系

教學單位第四章

第二節第三項之

(二)

豐田精實模

擬實驗室計

畫

23 投資決策分析系統

投資決策分析功能模組(19項全市場獨家模組)/台、港、中

及國際財經資料庫260個資料表(含16年以上歷史資料)/市場

上衍生性金融商品，校內使用不限人數

1 套 1,200,000 1,200,000
輔助本院四系財經類課程/發展本院特

色-金融服務與金控管理
商學院

教學單位第三章

第一節

金控管理與

金融服務人

才培育計畫

24 貿易平台
客戶、廠商、產品、訂單、採購、出貨和信用狀管理、應

收／應付、報表作業/永久使用
1 套 650,000 650,000

學生貿易流程實務應用/發展本院特色-

金融服務與金控管理
商務系

教學單位第三章

第二節(五

國際商務模

擬實驗室計

畫

25 安控管理平台

具備軟體授權安控中心/提供軟體管理中心包含運作狀態檢

視監控、資源監控與調整、警訊通知、資料庫監控等管理

功能。

1 套 105,000 105,000

26 虛擬化平台

為使用虛擬化軟體技術/包含1台伺服器雙CPU的作業系統虛

擬化軟體授權，總共為2顆CPU的軟體授權/教育版之伺服器

授權。

1 套 80,000 80,000

27 企業入口網站
100人版/含管理頁面、公告欄、待辦事項、RSS、個人日

程、聯絡信息等功能
1 套 50,000 50,000

28 平板電腦 64GB,Wi-Fi 版本/內建記憶體/作業系統 2 台 23,800 47,600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教學單位第五章

第二節(五)

培養學生資安程式碼設計及檢測技能/強

化特色實驗室及專題教室

強化服務創

新暨消費者

行為分析實

驗室計畫

企業電子化

教學實驗室

計畫

資管系

建立特色實驗室/纖體師指導塑身技巧

休管系
教學單位第四章

第四節(四)

健康與營養

諮詢室計畫

結合現有消費者行為分析實驗室教學使

用/建立管院特色實驗室/整合各系(所)專

業設備提升教學品質。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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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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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電腦主機 較高階機種Intel 處理器, 4G RAM含還原卡 2 台 27,000 54,000

30 行動電話 800 萬畫素相機/大光圈與廣角鏡頭480 x 800pixels 10 台 20,000 200,000

31 行動電話 4.3吋觸控式螢幕/解析度540 × 960/雙核心 10 台 20,000 200,000

32 智慧型手機開發平台 Android 系統支援 wifi/3G/1GB 暫存記憶體,15U使用 1 套 300,000 300,000

33 分享器
傳輸速度300Mbps/有線網路介面/採用2T3R天線技術/進階防

火牆設定與頻寬管理
1 台 15,000 15,000

34 開發軟體模組
APP開發軟體模組/可支援3ds max Blender/三維應用和遊戲

製作平台
1 套 200,000 200,000

35 遊戲主機
內建 Wi-Fi 功能/250GB/無線控制器

感應器/3D感應/感應身體關節/自動偵測雙人模式
2 台 16,000 32,000

36 機器人 機器人教育版/可透過pc可接收來自Kinect感應器訊號 1 組 18,000 18,000

37 液晶螢幕 3D  23型寬螢幕 2 台 15,000 30,000

38
矩陣實驗室分析模擬軟

體

50人教育版/訊號處理、通訊、控制系統設計、數值運算分

析、影像處理、量測應用以及財務模型工程
1 套 400,000 400,000

充實教學儀器設備/強化通信與訊號處理

專業教室
電通系

教學單位第五章

第四節(五)

通信與訊號

處理教學實

驗室計畫

39 日文自學題庫軟體
自學程度至少可分為3級/同一時間至少可提供10人以上檢測

/授權2年以上
2 套 300,000 600,000

提升學生日語能力/強化學生基本能力、

自學中心學習資源

日本語能力

提升計畫

40 液晶電視 42"LED顯示器尺寸以上/1920x1080 10 台 35,000 350,000

41 活動器具架
可移動式設計/支援大尺吋液晶電視(27~60吋)/可調整螢幕高

度/有層板或放置空間放置遊戲主機
10 台 11,500 115,000

42 電腦主機 Intel 處理器, 4G RAM含還原卡 2 台 24,000 48,000
提供英語聊天室議題討論/強化學生基本

能力、自學中心學習資源

43 數位照像機
1800萬畫素以上/相機包,充電器,腳架,鏡頭保護鏡,快門線,記

憶卡8G以上,第2顆電池,具攝影功能
1 架 42,000 42,000

英語聊天室影像紀錄製作/強化學生基本

能力、自學中心學習資源

44 遊戲主機 250G/體感控制器含變壓器/體感運動軟體10種 10 台 15,000 150,000
提升學生健康力/搭配體適能與保健/強化

健康體適能學習資源
通識中心

教學單位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第六

章—四

健全學生輔

導機制與多

元活動方式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培養學生資安程式碼設計及檢測技能/強

化特色實驗室及專題教室

軟體工程特

色實驗室計

畫

教學單位第五章

第二節(五)
資管系

網路多媒體

專業實驗室

計畫

英語能力提

升計畫

學生健康力

提升計畫

發展系之教學模組特色，提升軟體設計

能力/充實圖儀設備，改善專業教學及學

習資源

資工系
教學單位第五章

第三節(五)

教學單位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第六

章—四

提升學生健康力/搭配體適能與保健/強化

健康體適能學習資源
通識中心

 



 

 52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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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空氣含量儀
壓力錶範圍0~10%/容量：7公升以上/含搗棒、刮刀、

100CC量筒、60CC洗滌球、引導管、彎管
1 組 40,000 40,000

46 混凝土強度測試鎚
衝擊能量：2.207Nm/範圍：10~70N/mm2/外接LCD液晶顯示

器128×128Pixel
1 組 180,000 180,000

47 直接剪力儀
自動剪力主機台×1/容量：1000Kg/電子式位移計行程

200mm
1 台 210,000 210,000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專業教

室儀器設備-大地防災

48 電腦主機 Intel 處理器, 4G RAM含還原卡及繪圖卡 63 台 30,000 1,890,000

49 穩壓器 30KV 1 個 100,000 100,000

50 機櫃 41U 1 個 25,000 25,000

51 廣播教學系統 硬體式廣播教學系統63個 1 式 176,400 176,400

52 網路交換器 24Port 3 台 12,000 36,000

53 電腦主機 Intel 處理器, 4G RAM含還原卡及繪圖卡 61 台 30,000 1,830,000

54 網路交換器 24Port 3 台 12,000 36,000

55 廣播教學系統 硬體式廣播教學系統61個 1 式 170,800 170,800

56 多媒體動畫包軟體

大專院校125U/含Max, Maya, Softimage, MotionBuilder,

Mudbox, SketchBook Pro六套軟體教育版授權/娛樂創作套件

教育組合包

1 套 2,889,400 2,889,400

建置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室教學設備、

三維影音電腦動畫創作實驗室教學空間

與設備

57 數位雕塑軟體 教育版1U授權永久授權 1 套 21,000 21,000

58 特效合成軟體 教育版1U授權永久授權 1 套 19,900 19,900

59 手寫輸入液晶螢幕 解析度1600x2300以上/21吋以上/可調整角架 15 台 99,000 1,485,000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視傳系

數媒系

遊戲與動畫

創作實驗室

計畫

教學單位第二章

第五節(五)

視覺影像實

驗室計畫

教學單位第二章

第三節四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及整

合教學資源與設備/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

室教學設備建置

教學單位第二章

第六節(五)

土木與防災

基礎試驗室

計畫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及整

合教學資源與設備/成立《視覺影像實驗

室》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及整

合教學資源與設備/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

室教學設備建置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專業教

室儀器設備-結構防災
土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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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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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平板電腦
支援iOS、容量16G以上、具視訊鏡頭、wifi無線網路，含可

鎖式壓克力保護殼
5 台 18,000 90,000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及整

合教學資源與設備/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

室教學設備建置

遊戲與動畫

創作實驗室

計畫

61 電腦主機 Intel 處理器, 4G RAM含還原卡及繪圖卡 61 台 30,000 1,830,000

62 網路交換器 24Port 3 台 12,000 36,000

63 廣播教學系統 硬體式廣播教學系統61個 1 式 170,800 170,800

64 穩壓器 30KV 1 個 100,000 100,000

65 機櫃 41U 1 個 25,000 25,000

66 數位娛樂創作套件 Unity pro 61U教育授權版 1 套 1,091,200 1,091,200

67 監聽喇叭組 放大器功率：高音單體40w/低音單元80w 1 組 48,800 48,800

68 錄音座
4軌,無壓縮錄音24BIT/ 192KHZ線性的PCM/內置立體聲麥克

風和監聽音箱、高品質麥克風和揚聲器、限制器
1 個 45,000 45,000

69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 財務部/成本會計部/會計系/出納部,最新版(100人授權) 1 套 275,000 275,000

於會計資訊系統、ERP之應用、商業智

慧等實務課程/結合現有之會計資訊軟體

，整合實務案例深化學生就業之專業能

力

70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 生管部/生產技術部/製造部/品管部,最新版(100人授權) 1 套 275,000 275,000

於「商業智慧」、「ERP之應用」課程

，以情境案例方案教學，強化學生對於

企業生產管理流程及工作職能了解

71 位移計 定格容量10mm/反作用力2.2N 2 個 25,200 50,400

72 位移計 定格容量30mm/反作用力2.2N 3 個 25,200 75,600

73 英語線上檢測軟體 影音互動式語言學習系統/含線上軟體安裝、測試 1 套 130,000 130,000

74 英語線上檢測軟體
NEW TOEIC 線上模擬測驗系統擴充題庫/含線上軟體安裝、

測試
1 套 105,000 105,000

75 伺服器 Quad-Core Intel Xeon 2.4GHz 二顆/SAS 硬碟 1 台 200,000 200,000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教學單位第二章

第六節(五)

英語線上測

驗平台計畫

三維影音電

腦動畫創作

實驗室計畫

會計系
教學單位第三章

第三節(五)

e化案例情境

教學中心計

畫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及整

合教學資源與設備/建置三維電腦動畫創

作與數位音樂製作實驗室

數媒系

提升英語檢測能力/增購更新Easy test線

上學習測驗平台系統電腦軟硬體，提升

證照量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專業教

室儀器設備-結構防災

教學單位第二章

第三節四

結構補強試

驗室計畫
土木系

應英系
教學單位第四章

第五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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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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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磁帶櫃軟體 磁帶櫃軟體授權 T50e 30 Slot COD license 兩年維護 1 套 370,000 370,000
提供優質的資訊基礎建設/加強及整合教

學資源與設備，調整空間規劃

77 硬碟機 1T Disk for NA-App 4 台 55,000 220,000
提供雲端存取服務/強化資安防護，落實

軟體智財權保護，並擴大資訊創新應用

79
微軟開發者網路授權軟

體
MSDN教育白金版2個伺服器授權 1 套 74,000 74,000

建置校園協同作業環境/強化資安防護，

落實軟體智財權保護，並擴大資訊創新

應用

81
愛屋線上不動產管理平

台

售案、租案物件、客戶資料、業務展售系統等/網路版60人

二年授權/提供二片光碟及使用手冊
1 套 100,000 100,000

提升畢業同學就業及升學之競爭力/提昇

實務課程之教學品質
財稅系

教學單位第二章

第三節

金控管理與

金融服務

82 王代書電腦軟體系統

網路版60人二年授權，內含1.買賣、贈與、等200種登記案

件。2.存證信函、法院註訟狀等100種輔書表範例。3.稅務

計算機協助試算各項稅款及貸款利息。4.具網路版功能，資

料可共享。5.支援全國地方稅網路申報功能。（軟體安裝光

碟2片，保護鎖60個。協助安裝及教育訓練2小時。）

1 套 120,000 120,000
提升畢業同學就業及升學之競爭力/提昇

實務課程之教學品質
財稅系

教學單位第二章

第三節

金控管理與

金融服務

83
雲端主平台建構及資源

控管軟體

VMware vCloud-Academic VMware vSphere 5 Enterprise for 1

processor /VM packs-25個/買斷
1 套 847,850 847,850

強化特色教學，提昇招生競爭力/積極設

置資訊科技應用研所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學院

教學單位第五章

第一節

雲端運算平

台與應用

84 伺服器 X5600 6-Core x 2 + 64G memory + Total 4 port NIC + Disk x 2 2 台 276,705 553,410
強化特色教學，提昇招生競爭力/積極設

置資訊科技應用研所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學院

教學單位第五章

第一節

雲端運算平

台與應用

85 磁碟陣列 10GbE and 1Gb iSCSI connections ONLY, Single Controller 1 台 375,000 375,000
強化特色教學，提昇招生競爭力/積極設

置資訊科技應用研所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學院

教學單位第五章

第一節

雲端運算平

台與應用

86
雲端平台資訊安全及帳

務管理軟體

VMware vCloud-Academic VMware vShield Edge 5/Academic

VMware vCenter /VM packs-25個/買斷
1 套 181,550 181,550

強化特色教學，提昇招生競爭力/積極設

置資訊科技應用研所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學院

教學單位第五章

第一節

雲端運算平

台與應用

26,666,150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合   計

圖資中心-網

路應用組

健全校園資

訊、資安、

軟體智財權

環境

整體校務發展計

畫第四章—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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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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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伺服器 4U機架式雙CPU八核心伺服器 3 台 240,000 720,000

2 電腦主機 Intel 處理器, 4G RAM含還原卡 5 台 24,000 120,000

3 圖書館席位管理系統

使用網頁介面/須與本館自動化系統、單一入口平台結合/不

限席位數/可區分不同空間/提供席位管理各項功能/提供後

台管理/提供RFID卡與介面輸入兩種管理模式

1 套 180,000 180,000
提供圖書館自學區、視聽區等席位管理使

用

圖資中心-採

編典藏組

整體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

章—六

提供多元化

服務的圖書

館

1,020,000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合   計

建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網站平台系統所

需使用之伺服器/e化校園

圖資中心-採

編典藏組

整體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

章—六

提供多元化

服務的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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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單位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冊、卷)

1  1 批 800,000 800,000

2  1 批 1,200,000 1,2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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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多元化

服務的圖書

館

備註

整體校務發

展計畫第二

章—六

購置內容 （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資料庫請另標

示授權年限） 數量 預估單價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連結

合    計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圖資中心
充實館藏/統籌全校圖書資源/採購新

穎圖書，提供師生研究進修。

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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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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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電動釘書機 釘針5000支裝/自動偵測裝釘/馬達驅動/裝釘2-100張 1 台 36,000 36,000 學生會

2 提琴 楓木虎紋大提琴4/4(附弓、琴盒) 2 把 17,600 35,200

3 木魚 6音木魚/碳鉛製(附架) 1 件 26,800 26,800

4 五音排鼓 花梨木鼓肚雙面牛皮定音(附架) 1 組 39,600 39,600

5 琵琶 紅木琵琶烏木相軫(含弦、琴盒) 1 把 14,400 14,400

6 柳琴 紅花黎柳琴(附琴弦、琴盒) 1 台 14,400 14,400

7 五音排鼓 牛皮製鼓面雙面定音/附架及防塵套 1 組 68,000 68,000 國樂社

8 電子琴
61個力度感應標準鍵/LCD顯示螢幕/有雙重音色及分

割音色(附琴袋及架子)
1 台 13,000 13,000 聖經真理研

究社

9 單槍投影機 3000流明以上 1 部 25,000 25,000

10 擴音機
8吋全音域/內建卡式錄放音機/外加音源輸入/含麥克風

*2
1 部 27,000 27,000

11 無線電對講機組
免執照無線電對講主機*3/ 標準天線*1/鋰電池*3/座充

含變壓器*3/背夾*3/耳機
3 組 11,000 33,000

12 擴音機
雙頻道手提無線擴音機/含2只手握式麥克風/2只耳掛

式麥克風
1 部 70,000 70,000

13 數位照像機
單眼、旅遊鏡組 (EF-S 18-135mm)、 16G記憶卡、原廠

鋰電池、三節式輕型腳架、電池、背袋
1 架 42,000 42,000

14 人聲效果器 VoiceLive2 人聲效果器 1 台 33,000 33,000

15 電木吉他 電木EQ 20 單板民謠吉他 1 把 35,000 35,000

16 無線電對講機組
對講主機*2台/鋰電池*4個/天線*2個/充電器*2個/耳機

麥克風*2支
4 組 11,000 44,000

17 無線電中繼台 含主機、電源/8D號線30米、天線/含安裝架設 1 組 81,000 81,000

637,400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

躍參與社團活動/助益社團行政事務營運

充實設備,以利學生社團發展/增加活動多元內

容，提升學生參與社團興趣。

笙罄國樂社

學生會

課外組_竹

課外組

整體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

章第二節第

二款

社團共用

吉他社

合   計

學生社團使用//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

，激勵學生踴躍參與社團活動。

提供吉他社專業練習與小型演唱活動使用/擴

充社團設備，增強各項活動舉辦期間之聯繫

，助益社團發展。

提供學生會、系學會及吉他社與各班辦理各

項活動使用/擴充社團設備，增強各項活動舉

辦期間之聯繫，助益社團發展。

社團共用
學務進修組_

竹

學務處進修

組

學務處進修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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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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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監視器
鏡頭焦距光學放大3.43mm~120mm以上，球型體外罩，支

架、防水接線箱為整體式，可防塵防水(含安裝)
4 部 40,000 160,000

2 監控錄影主機
16CH含1TG硬碟，主機必須支援中文攝影機名稱顯示，具

即時錄影畫面倒轉播放功能(含安裝)
1 台 34,500 34,500

3 監控錄影主機
16CH含1TG硬碟，主機必須支援中文攝影機名稱顯示，具

即時錄影畫面倒轉播放功能(含安裝)
5 台 34,500 172,500 校園安全維護/補強提升整體校舍/汰換並更

新監視攝影設備
總務處_竹

整體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

章第五節第

二款

4 電子郵件軟體 Mail2000 軟體授權使用者新增500人數 1 套 100,000 100,000
提供優質的資訊基礎建設/強化資安防護，

落實軟體智財權保護，並擴大資訊創新應

用

圖資中心-網

路應用組

整體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

章—六

健全校園資

訊、資安、

軟體智財權

環境

467,000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合   計

事務組

校園安全維護使用/建立親和生活環境，補

強提升整體校舍/透過網路將所有監視器統

一管理
增設校園安

全相關設備

整體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

章第五節第

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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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產學計畫 180 案 1,563,8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一節第一項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參加國內外研習、校內舉辦之研習 180 案 1,403,618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一節第一項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5 案 250,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一節第一項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120 案 1,110,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一節第一項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15 案 225,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一節第一項 
 

 

改進教學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創新教學奬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師徒導師制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網站獎勵之教師 
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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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案 2,830,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一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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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教材 

奬助獲得數位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創意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實務案例教材製作奬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遠距教學獎勵之教師 

115 案 1,309,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一節第一項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設計製作教具 1 案 10,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一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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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案 120,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四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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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老師/9 人 
活動/15 案 

300,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二節第二項 
 

四 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5 案 1,239,700 

教學單位第五章第三

節(五) 
 

五 新聘教師薪資 改善師資結構 6 人 1,300,000 
整體校務發展第四章

第四節第一項 
 

合 計 11,6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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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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87 磁碟陣列 1GB Cache/SATA II 1T Disks / 7200 RPM *14 2 台 600,000 1,200,000
建置校園協同作業環境/強化資安防護，落實軟體

智財權保護，並擴大資訊創新應用

圖資中心-

網路應用

組

健全校園資

訊、資安、軟

體智財權環境

88 資料探勘軟體

教育單機版/可支援Windows XP與Windows 7作業平台

/一年內不限次數版本更新維護/提供原廠、安裝操作

手冊、原廠證明書/教育訓練三小時/一人使用版本

1 套 600,000 600,000
提供多位老師與學生專題使用，亦可攜出對企業

說明與簡報用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89 伺服器

Intel Xeon 處理器 (8M Cache)/DDR-3 RDIMM 16G/熱抽

換式硬碟機 500G三顆/含最新伺服器作業系統繁體中

文版

1 台 245,000 245,000 模擬行銷情報分析之訓練於不同作業網路環境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90 筆記型電腦
i5處理器/作業系統(繁體中文版)/128GB SSD/6 GB

DDR3 SDRAM/13.3" TFT
1 台 45,000 45,000

提供多位老師與學生專題使用，亦可攜出對企業

說明與簡報用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91 電腦主機 Intel 處理器, 4G RAM含還原卡 9 台 24,000 216,000 建立統計分析之訓練平台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92 物流模擬軟體

網路版 10人次/須內建有工廠物件：輸送帶圓弧輸

送、堆高機、倉儲作業員、ASRS、Robot等/可支援

Windows XP與Windows 7作業平台/一年內不限次數版

本更新維護/原廠證明書/教育訓練三小時

1 套 238,000 238,000 建立物流流程模擬之訓練平台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93
餐飲營運長模擬競賽軟

體

提供餐廳的經營模擬，可針對立地、天氣狀況等等的

外在環境資訊加以分析，決定經營方式/不限人數提

供特定專業教室授權版

1 套 250,000 250,000 建立餐飲營運長模擬之訓練平台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94 軟體廣播系統 廣播教學系統9 USER 1 套 10,800 10,800 建立行銷情報分析之訓練平台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95 不斷電系統
1KVA/700W/電壓與穩定度：110V±2%/可作網路遠端

監控
1 組 14,000 14,000 建立行銷情報分析之訓練平台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96 防火牆

防火牆效能70Mbps/入侵偵測防禦系統/病毒封包檢查/

網頁內容過濾/透過Web UI管理介面可執行軟體更

新、配置檔備份/回存機制

1 式 12,000 12,000 建立行銷情報分析之訓練平台 行管系 行銷情報分析

2,830,800合計

數量

(含單位)

附表十一

資本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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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 盤點機
可連續使用60小時以上/中文操作介面/記憶體4M以上

/需可掃描本館所用條碼格式(CODE39)
5 台 24,000 120,000 提供兩校區三館圖書盤點使用

圖資中心-

採編典藏

組

提供多元化服

務的圖書館

120,000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 液晶螢幕 22吋以上含防刮鏡面及固定座 28 台 7,100 198,800
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及整合教學資

源與設備/成立《視覺影像實驗室》
視傳系

視覺影像實驗

室計畫

198,800

附表十一

數量

合計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預備項目明細表

數量

合計

經常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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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修正支用計畫書 

變更項目對照表 



 

 1 

中國科技大學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總表 

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貳、 

一  

    (一)支持發展院系 

        特色相關計畫 

      2.商學院 

無 D.財政稅務系—租稅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室計畫 

貳、 

一  

    (一)支持發展院系 

        特色相關計畫 

      3.管理學院 

無 I.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情報分析實驗室計畫 

貳、 

一  

    (一)支持發展院系 

        特色相關計畫 

      4.資訊學院 

無 E.資訊學院－雲端運算平台與應用建構計畫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

發展規劃之關聯 

二、經常門項目支用項目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

(一)改善教學與提升師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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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改善教學與提升師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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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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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關聯性 

(一)改善教學與提升師資

結構: 

 

預算編列達 78.10%(高於規定至少 30%)，其中，改進教學項

占 24.69%；研究項占 13.52%，於改善教學此類比例逐年增加。

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達 1.13%（低於規定至多

5%），學生事務與輔導輔導相關經費 2.39%(高於規定 2%以

上)。 

 

預算編列達 74.62%(高於規定至少 30%)，其中，改進教學項

占 24.27%；研究項占 13.41%，於改善教學此類比例逐年增加。

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達 1.03%（低於規定至多

5%），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2.57%(高於規定 2%以上)。 

 

參 

  一  

     (一) 經費規劃原則 

1. 依據近年來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金額(詳如表六所

示)，本校預估 101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計 34,741,562 元，依規定加計獎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以上

額度為自籌款計 5,405,981 元整，佔獎補助經費 15.56 % ，

預計 101 年度應執行數共 40,147,543 元整。另依教育部規定，

本校將獎補助經費總執行預算數區分為資本門佔百分之七

十，經常門佔百分之三十，明細詳如表七所示。 

1.本校 101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金

額計 36,893,392 元(參考下表六：97 至 101 年度獎補助整體

發展經費明細表)，較 101 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

34,741,562 元，增加 2,151,830 元，學校自籌款增加至 5,558,276

元，自籌款比例為 15.07%，預計 101年度應執行數共 42,451,668 

元整(另編列附表十一 3,149,600 元，用以因應採購預備項目)。

另依教育部規定，本校將獎補助經費預算數區分為資本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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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百分之七十，經常門佔百分之三十，明細詳如表七所示。 

參 

   二 

     (二)經費分配程序： 

         新增 5. 

無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 月 20 日臺技(三)字第 1010010562-m 號

函說明事項應於 30 日內(不含例假日)檢附修正支用計畫書

陳報教育部，本校於 101 年 2 月 20 日召開專責小組會議通

過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擬訂於規定時限內完成報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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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支用計畫 

附表一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二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三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四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五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六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八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九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十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十一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

(5)=(3)+(4)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5)=(3)+(4)

$18,832,237 $36,893,392 $42,451,668 $18,246,250 $34,741,562 $40,147,543

補助款70﹪ 獎助款70﹪
自籌款

（89.33 ﹪）
補助款30﹪ 獎助款30﹪

自籌款

（10.67 ﹪）
補助款70﹪ 獎助款70﹪

自籌款

（90.52 ﹪）
補助款30﹪ 獎助款30﹪

自籌款

（9.48 ﹪）

$13,182,566 $12,642,808 $5,649,671 $5,418,347 $12,772,375 $11,546,718 $5,473,875 $4,948,594

合計 合計

占總經費比例 占總經費比例

經費變更說明：本校101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金額計 36,893,392 元，較101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34,741,562元，增加2,151,830元，學校自籌款增加至

5,558,276元，自籌款比例為15.07%，預計101年度應執行數共42,451,668 元整。另編列附表十一3,149,600元，用以因應採購預備項目。

經常門

$10,422,469

$4,965,176 金額 $4,893,647$593,100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勵補助款總預算（不含計畫型獎助）70﹪及30﹪。前段經常門預算得流用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75%，經常門不得低於25%。

獎勵款(2) 自籌款(4) 獎助款(2) 自籌款(4)

$512,334

$5,405,981

資本門

101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1

101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101年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101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列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8,061,155 $5,558,276

$11,661,118

$16,495,312

$25,825,374 $11,068,018 $24,319,093

經常門 資本門

金額

$30,790,550 $29,212,740 $10,934,803

72.53% 27.47% 72.76% 27.24%



附表二 1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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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0,974 84.03% 4,965,176 100.00% 26,666,150 86.60% $20,314,693 83.53% $4,893,647 100.00% 25,208,340 86.29%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

達資本門經費10﹪【不含自籌款金額】）
3,020,000 11.69% 0 0.00% 3,020,000 9.81% 3,000,000 12.34% 0 0.00% 3,000,000 10.27%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2﹪【不含自籌款金額】）
637,400 2.47% 0 0.00% 637,400 2.07% 637,400 2.62% 0 0.00% 637,400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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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000 1.81% 0 0.00% 467,000 1.52% 367,000 1.51% 0 0.00% 367,000 1.26%

合計 $25,825,374 100.00% $4,965,176 100.00% $30,790,550 100.00% $24,319,093 100.00% $4,893,647 100.00% $29,212,740 100.00%

101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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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101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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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註一：請詳細敘明理由。

101年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自籌款

經費變更說明：本校101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資本門核配金額計 25,825,374 元，較101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24,319,093元，增加1,506,281元，學校自籌款增加至4,965,176元，預計101年

度資本門應執行數共30,790,550 元整。另編列附表十一3,149,600元，用以因應採購預備項目。

獎補助款 總經費 獎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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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說明書（附表六）

總經費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七）

註六：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的比例）。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四）

自籌款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研究         ＄1,400,000 研究          12.65﹪ 研究      ＄163,800 研究         27.62﹪ 研究            ＄1,400,000 研究            13.43﹪ 研究             ＄163,800 研究         31.97﹪

研習         ＄1,403,618 研習          12.68﹪ 研習               ＄0 研習              0 ﹪ 研習            ＄1,200,803 研習              11.52 研習                   ＄0 研習              0 ﹪

進修             ＄250,000 進修            2.26﹪ 進修               ＄0 進修               0﹪ 進修               ＄250,000 進修              2.40﹪ 進修                   ＄0 進修              0 ﹪

著作          ＄1,110,000 著作           10.03﹪ 著作               ＄0 著作              0 ﹪ 著作             ＄1,110,000 著作              10.65 著作                   ＄0 著作              0 ﹪

升等送審     ＄225,000 升等送審    2.03﹪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180,000 升等送審     1.73﹪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

改進教學  ＄2,830,000 改進教學   25.57﹪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2,630,000 改進教學    25.23﹪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0 ﹪

編纂教材  ＄1,309,000 編纂教材   11.83﹪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1,309,000 編纂教材    12.56﹪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0﹪

製作教具       ＄10,000 製作教具    0.09 ﹪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          ＄10,000 製作教具     0.10 ﹪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       0﹪

小計          ＄8,537,618 小計          77.14 ﹪ 小計      ＄163,800 小計         27.62﹪ 小計            ＄8,089,803 小計           77.62 ﹪ 小計             ＄163,800 小計        31.97﹪

二、行政人

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

經 費 5 ﹪ 以

內【不含自籌

款金額】）

$120,000 1.08% $0    0﹪

二、行政人

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

經費5﹪以內
【不含自籌款

金額】）

$120,000 1.15﹪ $0    0﹪

社團指導教師 社團指導教師 社團指導教師 社團指導教師 社團指導教師 社團指導教師 社團指導教師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60,000 鐘點費   0.54﹪ 鐘點費＄ 鐘點費      ﹪ 鐘點費 ＄50,000 鐘點費   0.47﹪ 鐘點費＄ 鐘點費      ﹪

其他學輔工作 其他學輔工作 其他學輔工作 其他學輔工作 其他學輔工作 其他學輔工作 其他學輔工作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225,000 經費     2.04﹪ 經費   ＄15,000 經費      2.53﹪ 經費  ＄205,000 經費     1.98﹪ 經費   ＄15,000 經費      2.93﹪

小計＄285,000 小計     2.58﹪ 小計   ＄15,000 小計      2.53﹪ 小計＄255,000 小計    2.45﹪ 小計   ＄15,000 小計      2.93﹪

四、改善教

學之相關物

品 ( 單 價 一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925,400 8.36% $314,300 52.99%

四、改善教

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757,666 7.27﹪ $233,534  45.58﹪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薪資

(2年內)＄1,200,000 (2年內)  10.84﹪ (2年內)＄100,000 (2年內) 16.86﹪ (2年內)＄1,200,000 (2年內)  11.51﹪ (2年內)＄100,000 (2年內) 19.52﹪

現有教師薪資 現有教師薪資 現有教師薪資 現有教師薪資 現有教師薪資 現有教師薪資 現有教師薪資 現有教師薪資

＄            ﹪ ＄            ﹪ ＄            ﹪ ＄            ﹪

資料庫訂閱費 資料庫訂閱費 資料庫訂閱費 資料庫訂閱費 資料庫訂閱費 資料庫訂閱費 資料庫訂閱費 資料庫訂閱費

(1年期)＄ (1年期)     ﹪ (1年期)＄ (1年期)     ﹪ (1年期)＄ (1年期)     ﹪ (1年期)＄ (1年期)     ﹪

其他＄ 其他       ﹪ 其他＄ 其他       ﹪ 其他＄ 其他       ﹪ 其他＄ 其他       ﹪

小計  ＄1,200,000 小計    10.84﹪ 小計  ＄100,000 小計 16.86﹪ 小計  ＄1,200,000 小計   11.51﹪ 小計  ＄100,000 小計  19.52﹪

總計 $11,068,018 100﹪ $593,100 100﹪ 總計 $10,422,469 100﹪ $512,334 100﹪

修正說明：依審查意見對本校之肯定，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各項奬補助額度再提高。

一、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30﹪

以 上 【 不 含

自 籌 款 金

額】）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一)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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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研究、

研習、進修、及著作

等項優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構，

補助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之薪資。

4.鼓勵教職員學習新

知，充實專業知識，

以提升行政效能。

5.比例係針對歷年實

際支用經驗及本校現

況等條件編列。

(二)審查機制：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議

預算，各申請案提教

評會審查，核銷結案

報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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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研究、

研習、進修、及著作

等項優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構，

補助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之薪資。

4.鼓勵教職員學習新

知，充實專業知識，

以提升行政效能。

5.比例係針對歷年實

際支用經驗及本校現

況等條件編列。

(二)審查機制：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議

預算，各申請案提教

評會審查，核銷結案

報經費稽核委員會。

自籌款
內容說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說

明）

一、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30 ﹪

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

內容說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說

明）

101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101年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101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三、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

關 經 費 ( 占

經常門經費

2%以上【不

含 自 籌 款 金

額】

五、其他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三、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

常門經費2%

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

五、其他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應報部備查）

1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81
愛屋線上

不動產管

理平台

網路版60人二年授權/
提供二片光碟及使用手

冊

1 套 100,000 100,000 財稅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2
王代書電

腦軟體系

統

網路版60人二年授權，

內含1.買賣、贈與、等

200種登記案件。2.存
證信函、法院註訟狀等

100種輔書表範例。3.
稅務計算機協助試算各

項稅款及貸款利息。4.
具網路版功能，資料可

共享。5.支援全國地方

稅網路申報功能。（軟

體安裝光碟2片，保護

鎖60個。協助安裝及教

育訓練2小時。）

1 套 120,000 120,000 財稅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3

雲端主平

台建構及

資源控管

軟體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5 Enterprise for
1 processor /授權人數:
不限（VM packs-25
個）

1 套 847,850 847,850 資訊學院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4 伺服器

X5600 6-Core x 2 +
64G memory + Total 4
port NIC + Disk x 2

2 台 276,705 553,410 資訊學院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學校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數量

(含單

位)

數量

(含單

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應報部備查）

2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

位)

數量

(含單

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85 磁碟陣列

10GbE and 1Gb iSCSI
connections ONLY,
Single Controller

1 台 375,000 375,000 資訊學院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6

雲端平台

資訊安全

及帳務管

理軟體

Academic VMware
vShield Edge 5 (25 VM
Pack)/Academic
VMware vCenter
Chargeba/授權人數:不
限VM packs-25個

1 套 181,550 181,550 資訊學院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0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177,810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應報部備查）

3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

位)

數量

(含單

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3
圖書館席

位管理系

統

使用網頁介面/須與本

館自動化系統、單一入

口平台結合/不限席位

數/可區分不同空間/提

供席位管理各項功能/

提供後台管理/提供

RFID卡與介面輸入兩

種管理模式

1 套 180,000 180,000

圖資中

心-採編

典藏組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0 180,000

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101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8,701,418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8,253,603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產學計畫 1,563,800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產學計畫 1,563,800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參加國內外研習、校內舉辦

之研習
1,403,618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參加國內外研習、校內舉辦之

研習
1,200,803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250,000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250,000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1,110,000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1,110,000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225,000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180,000

改進教學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創新教學奬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師徒導師制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網站獎勵之教師

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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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000 改進教學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創新教學奬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師徒導師制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網站獎勵之教師

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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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000

編纂教材

奬助獲得數位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創意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實務案例教材製作奬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遠距教學獎勵之教師

1,309,000 編纂教材

奬助獲得數位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創意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實務案例教材製作奬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遠距教學獎勵之教師

1,309,000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設計製作教具 10,000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設計製作教具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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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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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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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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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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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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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200

五
新聘教師薪

資
改善師資結構 1,300,000 五

新聘教師薪

資
改善師資結構 1,300,000

11,661,118$  10,934,803$      

註一：本表請填列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若有編列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合計 合計

一 一

101年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101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應報部備查）

4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

位)

數量

(含單

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5 液晶螢幕
22吋以上含防刮鏡面及

固定座
35 台 7,100 248,500 視傳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248,500

附表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應報部備查）

5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

位)

數量

(含單

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87 磁碟陣列
1GB Cache/SATA II 1T

Disks / 7200 RPM *14
2 台 600,000 1,200,000

圖資中

心-網路

應用組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8 資料探勘

軟體

教育單機版/可支援

Windows XP與Windows

7作業平台/一年內不限

次數版本更新維護/提

供原廠、安裝操作手

冊、原廠證明書/教育

訓練三小時/一人使用

版本

1 套 600,000 600,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9 伺服器

Intel Xeon 處理器 (8M

Cache)/DDR-3 RDIMM

16G/熱抽換式硬碟機

500G三顆/含最新伺服

器作業系統繁體中文版

1 台 245,000 245,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90 筆記型電

腦

i5處理器/作業系統(繁

體中文版)/128GB SSD/6

GB DDR3 SDRAM/13.3"

TFT

1 台 45,000 45,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91 電腦主機
Intel 處理器, 4G RAM含

還原卡
9 台 24,000 216,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附表十一、預備項目明細表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應報部備查）

6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

位)

數量

(含單

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92 物流模擬

軟體

網路版 10人次/須內建

有工廠物件：輸送帶圓

弧輸送、堆高機、倉儲

作業員、ASRS、Robot

等/可支援Windows XP

與Windows 7作業平台/

一年內不限次數版本更

新維護/原廠證明書/教

育訓練三小時

1 套 238,000 238,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93
餐飲營運

長模擬競

賽軟體

提供餐廳的經營模擬，

可針對立地、天氣狀況

等等的外在環境資訊加

以分析，決定經營方式

/不限人數提供特定專

業教室授權版

1 套 250,000 250,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94 軟體廣播

系統
廣播教學系統9點 1 套 10,800 10,8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95 不斷電系

統

1KVA/700W/電壓與穩

定度：110V±2%/可作

網路遠端監控

1 組 14,000 14,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96 防火牆

防火牆效能70Mbps/入

侵偵測防禦系統/病毒

封包檢查/網頁內容過

濾/透過Web UI管理介

面可執行軟體更新、配

置檔備份/回存機制

1 式 12,000 12,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應報部備查）

7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

位)

數量

(含單

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4 盤點機

可連續使用60小時以上

/中文操作介面/記憶體

4M以上/需可掃描本館

所用條碼格式

(CODE39)

5 台 24,000 120,000

圖資中

心-採編

典藏組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6 液晶螢幕
22吋以上含防刮鏡面及

固定座
28 台 7,100 198,800 視傳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0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0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5,755,91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3,149,600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1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20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19.0

單機教育授權版/50人

授權

1 套 750,000 750,000 管理學院 20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20.0

單機教育授權版/50人

授權

1 套 750,000 750,000 管理學院

因應版本更新已有出

版20.0版，故依規定修

改規格。

21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19.0

網路教育授權版/10人

授權

1 套 570,000 570,000 管理學院 21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20.0網路教育授權版/10

人授權

1 套 570,000 570,000 管理學院

因應版本更新已有出

版20.0版，故依規定修

改規格。

24 貿易平台 報表作業/永久使用 1 套 650,000 650,000 商務系 24 貿易平台

客戶、廠商、產品、訂

單、採購、出貨和信用

狀管理、應收／應付、

報表作業/永久使用

1 套 650,000 650,000 商務系
依委員意見，將規格

詳細寫明。

39 日文自學

題庫軟體

同一時間至少可提供10

人以上檢測
2 套 300,000 600,000 通識中心 39 日文自學

題庫軟體

自學程度至少可分為3
級/同一時間至少可提

供10人以上檢測/授權2
年以上

2 套 300,000 600,000 通識中心
依委員意見，將規格

詳細寫明

78 電子郵件

軟體

Mail2000 軟體授權使用

者新增500人數
1 套 100,000 100,000

圖資中

心-網路

應用組

依委員意見將資本門

優先序78移至附表八-

新增優先序4。

80 磁碟陣列
1GB Cache/SATA II 1T

Disks / 7200 RPM *14
1 台 600,000 600,000

圖資中

心-網路

應用組

資本門優先序80移至

預備項87

3,270,000

學校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變更原因說明

2,570,000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2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1 伺服器
4U機架式雙CPU八核心

伺服器
2 台 240,000 480,000

圖資中

心-採編

典藏組

1 伺服器
4U機架式雙CPU八核心

伺服器
3 台 240,000 720,000

圖資中

心-採編

典藏組

因增購圖書館席位管

理系統，需增購伺服

器一台以配合作業。

480,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720,000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3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1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 批 900,000 900,000 圖資中心 1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 批 800,000 800,000 圖資中心

為提升服務品質，導

入自動化系統，配合

減列圖書經費。

2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 批  1,500,000 1,500,000 圖資中心 2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 批   1,200,000 1,200,000 圖資中心

為提升服務品質，導

入自動化系統，配合

減列圖書經費。

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400,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000,000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4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4 電子郵件

軟體

Mail2000 軟體授權使用

者新增500人數
1 套 100,000 100,000

圖資中

心-網路

應用組

因修正後，由資本門

附表四-優先序78移至

附表八-新增優先序

4。

100,000

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5,390,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6,150,000



 

 

 

 

 

 

 

 

 

 

 

 

 

附件二 

經費專責小組 

會議紀錄暨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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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02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14:00 

地點：台北校區格致樓 903會議室 

      新竹校區涵德樓 511會議室 

主席：張副校長                                    記錄：劉明祥 

出席：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 工作報告: 

一、 101年獎補助核配比較分析(秘書室附件一)(主任秘書) 

報告： 
田主秘：相對於 101年獎補助核配總金額的消減，本校微幅成長，

名次進步 4名。相對於競爭學校，本校表現穩健。本校之

獎勵款金額成長 4%，但名次持平，顯示其他學校亦重視各

項指標，應持續關注。 

張副校長：謝謝說明，他校表現較突出者有明新、清雲、龍華、致

理，其中龍華在國際交流方面、致理在證照、競賽以及

實習等方面均表現突出。本校應就本校之定位與特色再

加強努力，以期有優異表現。 

二、 100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情形(詳如會計室附件二)(會計主任) 

報告： 

會計主任： 

1.本校 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獲教育部補助

36,569,093元，其中補助款為 19,206,362元，獎勵

款為 17,362,731元，已全數執行；另自籌款預算數

為 5,699,642元，執行數計 6,182,929元，合計超支

483,287元(含資本門超支 629,157元，經常門結餘

145,870元)。 

  



 2 

2.資本門執行金額與預算金額差異為超支 629,157元

($31,493,510-$30,864,353) ，係因(1)在 100年 3

月 4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審議修改資本門預備項目

3,156,000元，及(2)採購議價產生之差異。 

3.經常門執行金額與預算金額差異為結餘 145,870元

($11,404,382-11,258,512)，主要係因經常門改善教

學物品採購議價結餘。 

本校經費執行均符合教育部規定，以上報告為 100年之

執行結果。 

張副校長：針對 100年經費執行結果，資本門主要之異動為決標金

額與議價之差異。各位委員有無意見?  

各位委員：無意見。 

張副校長：各位如無意見，接下來進行提案討論。 

肆、 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修改 100 年度整體發展奬補助經常門各項獎補助額度，提請討

論。(人事室附件五)(人事主任) 

說明： 

人事主任： 

一、 因應下列因素，擬將各項獎補助額度調整，詳如附

件。 

1. 研究項：獎助教師專案研究及獎助教師產學計畫

申請獎助件數較預估數少。 

2. 研習項：補助教師參加國外研討會發表論文之件

數較原預估數多。 

3. 進修項：補助本校教師進修申請案較原預估數

多。 

4. 升等送審項：補助本校教師升等送審案較原預估

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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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進教學項： 

(1) 奬助教師及指導學生參加競賽優勝，成績卓

著，申請案件較原預估數多。 

(2) 獎助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成效顯著，獎

助案件較原預估數多。 

6. 編纂教材項：因老師教學平台更動，由網路學院

改成 ICAN，故原預計遠距教學申請案減少。 

以上提請討論。 

討論： 

張副校長：各位委員有無疑問?此為 100 年經常門執行狀況之異動調

整。 
各位委員：無意見。 

張副校長：各位若無意見，決議通過，報部審查。進行下一個提案。 

決議：通過。 

案由二、101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核定經費草案，提請討論。（會計室附

件三）(會計主任)。 

說明： 

會計主任： 

本校 101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原申請獎勵補助經費

34,741,562 元，學校自籌款 5,405,981 元（資本門

29,212,740 元，經常門 10,934,803 元），經教育部 101 年

1 月 20 日臺技(三)字第 1010010562-m 號函核定補助

36,893,392 元，計增加 2,151,830 元，並提撥學校自籌款

5,558,276 元，自籌款比例 15.07%，合計 42,451,668 元(資
本門 30,790,550 元，經常門 11,661,118 元)，另編列附表

十一 3,149,600 元，用以因應採購預備項目，修改後經

費詳如附件，以上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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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張副校長：因 101 年教育部確定核撥之經費增加，此為會計室說明

101 年經費修正後之整體性經費調整，其他委員有無意見

或補充?  
各位委員：無意見。 

張副校長：若無意見，決議通過，報部審查。 

決議：通過 

案由三、修正「101 年度私立技專校整院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資料新增、修改及刪除，提請討論(總務處附件四) (總務長)。 

說明： 

總務長：依規定提案修改如下： 

1.新增附表四、資本門經費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81~86。 

2.新增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優先序 3。 

3.新增附表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優先序 5。 

4.新增附表十一、預備項項目 

(1)資本門經費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87~96。 

(2)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優先序 4。 

(3)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優先序 6。 

5.修改附表四、資本門經費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20、21、

24、39。  

6.刪除附表四、資本門經費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78、80。 

7.修改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優先序 1。 

8.修改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優先序 1、2。 

9.新增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優先序 4。 

依附件說明，以上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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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張副校長：謝謝說明，資本門分為新增加項目之部分需報部備查，

另外修改之部分提會通過後不需報部。各單位在編列預

算時，請以接近採購市價作編列，並詳列規格，以期減

少後續作業。各位委員有無意見? 
各位委員：無意見。 

張副校長：若無意見，決議通過，新增項目於 101 年修正支用計劃

書中報部審查。 

決議：通過。 

案由四、有關委員B第5點意見「支用計畫書 P.55【附表八】優先序#1~3 顯

示，學校101 年度於2校區均增購校園安全設施，台 北校區包含監

視器、監控錄影主機2項，新竹校區僅編列監控錄影主機；監視器

及監控錄影主機似屬互補項目，學校如此編列之考量何在，無法

由其所附書面資料得知。」提請討論(總務長)。 

說明： 

總務長：新竹校區所使用之監視器單價未超過1萬元，因此以校付款

採購，再配合整體發展獎補助採購之監視主機使用，故未

將監視器列入獎補助款採購項目中，以上說明提請討論。 

討論： 

張副校長：針對此案，各位委員有無意見? 
各位委員：無意見。 

張副校長：若無意見，決議通過，報部審查。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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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擬依 101 年度整體發展奬補助經費核定額度修改經常門各項獎補

助額度，提請討論。(人事室附件六) (人事主任) 
說明： 

人事主任： 
一、101年整體發展奬補助經費經常門核定額較預估增

加726,315元(獎勵補助款增加645,549元，自籌款

增加80,766元，合計726,315元)，為鼓勵教師參加

校外研習、精進教學、強化學生事務輔導工作及單

價1萬元以下之改善教學物品調整購買項目，擬將

增加之額度分配至「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研習

項、改進教學項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改

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二、修改後之明細如附件。 

以上提請討論。 

討論： 

張副校長：謝謝經常門之說明，各位委員有無意見? 
各位委員：無意見。 

張副校長：若無意見，決議通過，報部審查。 

決議：通過 

張副校長：針對會計室整體性、總務處資本門以及人事室經常門之細部說

明，各位委員是否有意見? 
各位委員：無意見。 

張副校長：針對採購優先序已經上次會議通過，本次新增項目則依序加入

採購，101 年支用計畫依照各單位之編列執行。 
伍、 臨時提案：無 

陸、 主席結論：同意各單位提案，02/24 前將 100 年之執行清冊送交內部

稽核並報部審查、03/09 前將 101 年修正支用計畫書報部

審查。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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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整體分析 
細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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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獎勵補助經費分析-整體觀點(1/2) 

校名 
  

補助款項 獎助款項 合計 

100年 101年 成長率 100年 101年 成長率 100年 101年 成長率 

中國 19,206,362 18,832,237 -1.9% 17,362,731 18,061,155 4.0% 36,569,093 36,893,392 0.9% 

明新 22,365,906 21,434,123 -4.2% 14,873,441 23,039,827 54.9% 37,239,347 44,473,950 19.4% 

大華 13,671,360 11,957,197 -12.5% 16,713,698 14,772,877 -11.6% 30,385,058 26,730,074 -12.0% 

清雲 19,731,275 19,208,891 -2.6% 20,937,482 26,463,133 26.4% 40,668,757 45,672,024 12.3% 

南亞 14,379,861 13,933,970 -3.1% 16,775,280 16,573,496 -1.2% 31,155,141 30,507,466 -2.1% 

龍華 18,369,215 17,368,115 -5.4% 18,652,654 32,749,810 75.6% 37,021,869 50,117,925 35.4% 

萬能 17,698,251 16,253,959 -8.2% 16,181,111 19,101,815 18.1% 33,879,362 35,355,774 4.4% 

景文 16,069,632 14,501,813 -9.8% 16,689,414 15,003,532 -10.1% 32,759,046 29,505,345 -9.9% 

德明 14,662,676 13,037,442 -11.1% 12,533,165 14,170,002 13.1% 27,195,841 27,207,444 0.0% 

     97-101獎補款名次變化 
        補助款 22 → 18  → 23 →17 →15    整體 38 → 26  → 23 →27 →23 
        獎勵款 44 → 28  → 23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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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獎勵補助經費分析-整體觀點(2/2) 

校名 
  

補助款項 獎助款項 合計 

100年 101年 成長率 100年 101年 成長率 100年 101年 成長率 

中國 19,206,362 18,832,237 -1.9% 17,362,731 18,061,155 4.0% 36,569,093 36,893,392 0.9% 

嶺東 17,406,706 16,572,352 -4.8% 21,852,975 19,914,311 -8.9% 39,259,681 36,486,663 -7.1% 

東南 16,626,293 14,233,054 -14.4% 13,728,152 16,668,147 21.4% 30,354,445 30,901,201 1.8% 

僑光 17,685,481 16,852,575 -4.7% 19,353,902 22,843,170 18.0% 37,039,383 39,695,745 7.2% 

致理 16,325,016 15,469,930 -5.2% 20,905,998 31,325,546 49.8% 37,231,014 46,795,476 25.7% 

醒吾 14,776,395 14,881,281 0.7% 17,177,969 17,129,519 -0.3% 31,954,364 32,010,800 0.2% 

育達 16,671,636 15,139,937 -9.2% 24,112,816 22,371,993 -7.2% 40,784,452 37,511,930 -8.0% 

聖約 
翰 14,544,567 13,741,884 -5.5% 17,330,862 18,259,415 5.4% 31,875,429 32,001,299 0.4% 

採樣 
總計 270,190,632 253,418,760 -6.2% 285,181,650 328,447,748 15.2% 555,372,282 867,048,618 56.1% 

     97-101獎補款名次變化 
        補助款 22 → 18  → 23 →17 →15    整體 38 → 26  → 23 →27 →23 
        獎勵款 44 → 28  → 23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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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 
年度 全台技專校院 

補助款 
核配金額 

 

100年度 1,239,503,573 

101年度 979,217,113 

差異 260,286,460 21.0% 

獎勵款 
核配金額 

 

100年度 1,211,882,813 

101年度 1,174,702,524 

差異 37,180,289 3.1% 

總計 
 

100年度 2,451,386,386 

101年度 2,153,919,637 

差異 297,466,74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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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101年 名次變化 

中國 27 23 ↗ 
明新 21 15 ↗  
大華 43 47 ↘ 
清雲 14 13 ↗  
南亞 42 37 ↗  
龍華 24 8 ↗  
萬能 33 27 ↗  
景文 37 40 ↘  
德明 55 46 ↗  
嶺東 16 25 ↘  
東南 44 36 ↗ 
僑光 23 20 ↗ 
致理 22 12 ↗ 
醒吾 39 32 ↗  
育達 13 22 ↘  
聖約翰 40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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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年整體獎勵補助消長趨勢與本校比較 

全台技專校院   本校 

補助款核配金額消長比率 -21.0% -1.9% 

獎勵款核配金額消長比率 -3.1% 4.0% 

核配總金額消長比率 -5.6% 0.9% 

• 相對於總金額的消減，本校微幅成長，名次進步4名 
• 相對於競爭學校，本校表現穩健 
• 獎勵款金額成長4%, 但名次持平, 顯示其他學校亦重視

各項指標, 應持續關注 
 



 1 

  ◎會計室工作報告： 

   100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情形： 

    (一)100年度經費預算金額及比例(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金額 

(佔獎補助款

15.59%) 

總經費金額 
補助款金額 獎勵款金額 合計 比例 

資本門 $13,444,453 $12,153,912 $25,598,365 70% $5,265,988 $30,864,353 

經常門 5,761,909 5,208,819 10,970,728 30% 433,654 11,404,382 

合  計 $19,206,362 $17,362,731 $36,569,093 100% $5,699,642 $42,268,735 

   (二)100年度經費實際支用金額及比例：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金額 

(佔獎補助

款 16.91%) 

總經費金額 
補助款金額 獎勵款金額 合計 比例 

資本門 $13,444,453 $12,231,128 $25,675,581 70.21% $5,817,929 $31,493,510 

經常門 5,761,909 5,131,603 10,893,512 29.79% 365,000 11,258,512 

合  計 $19,206,362 $17,362,731 $36,569,093 100% $6,182,929 $42,752,022 

  說明： 

  1. 本校 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獲教育部補助 36,569,093元，其中補

助款為 19,206,362元，獎勵款為 17,362,731元，已全數執行；另自籌款

預算數為 5,699,642元，執行數計 6,182,929元，合計超支 483,287元(含

資本門超支 629,157元，經常門結餘 145,870元)。 

  2. 資本門執行金額與預算金額差異為超支 629,157元

($31,493,510-$30,864,353) ，係因(1)在 100年 3月 4日提報專責小組

會議審議修改資本門預備項目 3,156,000元，及(2)採購議價產生之差異。 

  3. 經常門執行金額與預算金額差異為結餘 145,870元

($11,404,382-11,258,512)，主要係因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採購議價結

餘。  

附件二 



附件三

2012/2/2210:40 AM 三大表-0220

自籌款金額 自籌款金額 自籌款金額

補助款金額 獎勵款金額 合計 比例
(佔獎勵補助款

16.91%) 補助款金額 獎勵款金額 合計 比例
(佔獎勵補助款

15.56%) 補助款金額 獎勵款金額 合計 比例
(佔獎勵補助款

15.07%)

$13,444,453 $12,231,128 $25,675,581 70.21% $5,817,929 31,493,510 $12,772,375 $11,546,718 $24,319,093 70.00% $4,893,647 29,212,740 $13,182,566 $12,642,808 $25,825,374 70.00% $4,965,176 30,790,550

5,761,909 5,131,603 10,893,512 29.79% 365,000 11,258,512 5,473,875 4,948,594 10,422,469 30.00% 512,334 10,934,803 5,649,671 5,418,347 11,068,018 30.00% 593,100 11,661,118

$19,206,362 $17,362,731 $36,569,093 100.00% $6,182,929 42,752,022 $18,246,250 $16,495,312 $34,741,562 100.00% $5,405,981 40,147,543 $18,832,237 $18,061,155 $36,893,392 100.00% $5,558,276 42,451,668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21,726,365 84.62% $5,528,045 95.02% $27,254,410 86.54% $20,314,693 83.53% $4,893,647 100.00% $25,208,340 86.29% $21,700,974 84.03% $4,965,176 100.00% $26,666,150 86.60%

3,000,000 11.68% 0 0.00% $3,000,000 9.52% 3,000,000 12.34% 0 0.00% $3,000,000 10.27% 3,020,000 11.69% 0 0.00% $3,020,000 9.81%

572,000 2.23% 0 0.00% $572,000 1.82% 637,400 2.62% 0 0.00% $637,400 2.18% 637,400 2.47% 0 0.00% $637,400 2.07%

377,216 1.47% 289,884 4.98% $667,100 2.12% 367,000 1.51% 0 0.00% $367,000 1.26% 467,000 1.81% 0 0.00% $467,000 1.52%

$25,675,581 100.00% $5,817,929 100.00% $31,493,510 100.00% $24,319,093 100.00% $4,893,647 100.00% $29,212,740 100.00% $25,825,374 100.00% $4,965,176 100.00% $30,790,550 100.00%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研究 $1,716,398 15.75% $163,800 44.88% $1,880,198 16.70% $1,738,000 16.68% $163,800 31.97% $1,901,800 17.39% $1,400,000 12.65% $163,800 27.62% $1,563,800 13.41%

研習 1,312,295 12.05% 0 0.00% 1,312,295 11.66% 1,100,032 10.55% 0 0.00% 1,100,032 10.06% 1,403,618 12.68% 0 0.00% 1,403,618 12.04%

進修 500,000 4.59% 0 0.00% 500,000 4.44% 450,000 4.32% 0 0.00% 450,000 4.11% 250,000 2.26% 0 0.00% 250,000 2.14%

著作 929,888 8.54% 0 0.00% 929,888 8.26% 1,100,000 10.55% 0 0.00% 1,100,000 10.06% 1,110,000 10.03% 0 0.00% 1,110,000 9.52%

升等送審 330,000 3.03% 0 0.00% 330,000 2.93% 180,000 1.73% 0 0.00% 180,000 1.65% 225,000 2.03% 0 0.00% 225,000 1.93%

改進教學 2,423,391 22.25% 0 0.00% 2,423,391 21.52% 2,286,000 21.93% 0 0.00% 2,286,000 20.91% 2,830,000 25.57% 0 0.00% 2,830,000 24.27%

編纂教材 1,271,000 11.67% 0 0.00% 1,271,000 11.29% 1,215,771 11.66% 0 0.00% 1,215,771 11.12% 1,309,000 11.83% 0 0.00% 1,309,000 11.22%

製作教具 10,000 0.09% 0 0.00% 10,000 0.09% 10,000 0.10% 0 0.00% 10,000 0.09% 10,000 0.09% 0 0.00% 10,000 0.09%

合計 $8,492,972 77.97% $163,800 44.88% $8,656,772 76.89% $8,079,803 77.52% $163,800 31.97% 8,243,603 75.39% $8,537,618 77.14% $163,800 27.62% 8,701,418 74.62%

74,165 0.68% 0 0.00% 74,165 0.66% 130,000 1.25% 0 0.00% 130,000 1.19% 120,000 1.08% 0 0.00% 120,000 1.03%

270,000 2.48% 10,000 2.74% 280,000 2.49% 255,000 2.45% 15,000 2.93% 270,000 2.47% 285,000 2.58% 15,000 2.53% 300,000 2.57%

781,480 7.17% 0 0.00% 781,480 6.94% 757,666 7.27% 233,534 45.58% 991,200 9.06% 925,400 8.36% 314,300 52.99% 1,239,700 10.63%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274,895 11.70% 191,200 52.38% 1,466,095 13.02% 1,200,000 11.51% 100,000 19.52% 1,300,000 11.89% 1,200,000 10.84% 100,000 16.86% 1,300,000 11.15%

$10,893,512 100.00% $365,000 100.00% 11,258,512 100.00% $10,422,469 100.00% $512,334 100.00% 10,934,803 100.00% $11,068,018 100.00% $593,100 100.00% 11,661,118 100.00%

預備項目

資本門

管院-新增項目 $1,630,800
圖資中心-原有項目 600,000
圖資中心-新增項目 600,000
圖書館設備-新增項目 120,000
資本門小計 2,950,800
經常門-物品 198,800
預備項目合計 $3,149,600

4.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5.其他

6.新聘教師薪資

總 計

獎勵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獎勵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合計 合計

1.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至少30
﹪）

2.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不超過5%)

3.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至少

2%以上)

101年度核定數

合  計

項   目

100年度 101年度

獎勵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合計

學校自籌款 合計

1.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至少60﹪）

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至少10﹪）

3.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至少2﹪）

4.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設施

等）

學校自籌款 合計 獎勵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合計 獎勵補助款

100年度 101年度 101年度核定數

獎勵補助款

資本門

經常門

合  計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總經費金額

獎勵補助款

總經費金額

獎勵補助款

總經費金額
項  目

100年度 101年度預估數 101年度核定數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更（應報部備查）

1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81
愛屋線上

不動產管

理平台

售案、租案物件、客戶

資料、業務展售系統等

/網路版60人二年授權/
提供二片光碟及使用手

冊

1 套 100,000 100,000 財稅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2
王代書電

腦軟體系

統

網路版60人二年授權，

內含1.買賣、贈與、等

200種登記案件。2.存
證信函、法院註訟狀等

100種輔書表範例。3.
稅務計算機協助試算各

項稅款及貸款利息。4.
具網路版功能，資料可

共享。5.支援全國地方

稅網路申報功能。（軟

體安裝光碟2片，保護

鎖60個。協助安裝及教

育訓練2小時。）

1 套 120,000 120,000 財稅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3

雲端主平

台建構及

資源控管

軟體

VMware vCloud-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5 Enterprise for
1 processor /VM packs-
25個/買斷

1 套 847,850 847,850 資訊學院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4 伺服器

X5600 6-Core x 2 + 64G
memory + Total 4 port
NIC + Disk x 2

2 台 276,705 553,410 資訊學院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學校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附件四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更（應報部備查）

2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85 磁碟陣列

10GbE and 1Gb iSCSI
connections ONLY,
Single Controller

1 台 375,000 375,000 資訊學院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86

雲端平台

資訊安全

及帳務管

理軟體

VMware vCloud-
Academic VMware
vShield Edge
5/Academic VMware
vCenter /VM packs-25
個/買斷

1 套 181,550 181,550 資訊學院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3
圖書館席

位管理系

統

使用網頁介面/須與本

館自動化系統、單一入

口平台結合/不限席位

數/可區分不同空間/提
供席位管理各項功能/
提供後台管理/提供

RFID卡與介面輸入兩

種管理模式

1 套 180,000 180,000
圖資中

心-採編

典藏組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5 液晶螢幕
22吋以上含防刮鏡面及

固定座
35 台 7,100 248,500 視傳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48,500

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0

180,000

附表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177,810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更（應報部備查）

3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87 磁碟陣列
1GB Cache/SATA II 1T
Disks / 7200 RPM *14 2 台 600,000 1,200,000

圖資中

心-網路

應用組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88 資料探勘

軟體

教育單機版/可支援

Windows XP與
Windows 7作業平台/一
年內不限次數版本更新

維護/提供原廠、安裝

操作手冊、原廠證明書

/教育訓練三小時/一人

使用版本

1 套 600,000 600,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89 伺服器

Intel Xeon 處理器 (8M
Cache)/DDR-3 RDIMM
16G/熱抽換式硬碟機

500G三顆/含最新伺服

器作業系統繁體中文版

1 台 245,000 245,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90 筆記型電

腦

i5處理器/作業系統(繁
體中文版)/128GB
SSD/6 GB DDR3
SDRAM/13.3" TFT

1 台 45,000 45,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91 電腦主機
Intel 處理器, 4G RAM
含還原卡

9 台 24,000 216,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附表十一、預備項目明細表-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更（應報部備查）

4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92 物流模擬

軟體

網路版 10人次/須內建

有工廠物件：輸送帶圓

弧輸送、堆高機、倉儲

作業員、ASRS、Robot
等/可支援Windows XP
與Windows 7作業平台/
一年內不限次數版本更

新維護/原廠證明書/教
育訓練三小時

1 套 238,000 238,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93
餐飲營運

長模擬競

賽軟體

提供餐廳的經營模擬，

可針對立地、天氣狀況

等等的外在環境資訊加

以分析，決定經營方式

/不限人數提供特定專

業教室授權版

1 套 250,000 250,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94 軟體廣播

系統
廣播教學系統9 USER 1 套 10,800 10,8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95 不斷電系

統

1KVA/700W/電壓與穩

定度：110V±2%/可作

網路遠端監控

1 組 14,000 14,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96 防火牆

防火牆效能70Mbps/入
侵偵測防禦系統/病毒

封包檢查/網頁內容過

濾/透過Web UI管理介

面可執行軟體更新、配

置檔備份/回存機制

1 式 12,000 12,000 行管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更（應報部備查）

5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4 盤點機

可連續使用60小時以上

/中文操作介面/記憶體

4M以上/需可掃描本館

所用條碼格式
(CODE39)

5 台 24,000 120,000
圖資中

心-採編

典藏組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6 液晶螢幕
22吋以上含防刮鏡面及

固定座
28 台 7,100 198,800 視傳系

1.因整體發展獎補助金額

高於原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

2.為"特色計畫"重要項目，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後

列入預備項。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0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附表十一、預備項目明細表-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附表十一、預備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5,755,91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3,149,600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1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20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19.0單機教育授權版/50
人授權

1 套 750,000 750,000 管理學院 20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20.0單機教育授權版/50
人授權

1 套 730,000 730,000 管理學院

因應版本更新已有出

版20.0版，故依規定修

改規格調整金額。

21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19.0網路教育授權版/10
人授權

1 套 570,000 570,000 管理學院 21 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20.0網路教育授權版/10
人授權

1 套 570,000 570,000 管理學院

因應版本更新已有出

版20.0版，故依規定修

改規格。

24 貿易平台 報表作業/永久使用 1 套 650,000 650,000 商務系 24 貿易平台

客戶、廠商、產品、訂

單、採購、出貨和信用

狀管理、應收／應付、

報表作業/永久使用

1 套 650,000 650,000 商務系
依委員意見，將規格

詳細寫明。

39 日文自學

題庫軟體

同一時間至少可提供10
人以上檢測

2 套 300,000 600,000 通識中心 39 日文自學

題庫軟體

自學程度至少可分為3
級/同一時間至少可提

供10人以上檢測/授權2
年以上

2 套 300,000 600,000 通識中心
依委員意見，將規格

詳細寫明

78 電子郵件

軟體

Mail2000 軟體授權使

用者新增500人數
1 套 100,000 100,000

圖資中

心-網路

應用組

依委員意見將資本門

優先序78移至附表八-
新增優先序4。

80 磁碟陣列
1GB Cache/SATA II 1T
Disks / 7200 RPM *14 1 台 600,000 600,000

圖資中

心-網路

應用組

資本門優先序80移至

預備項87

1 伺服器
4U機架式雙CPU八核

心伺服器
2 台 240,000 480,000

圖資中

心-採編

典藏組

1 伺服器
4U機架式雙CPU八核

心伺服器
3 台 240,000 720,000

圖資中

心-採編

典藏組

因增購圖書館席位管

理系統，需增購伺服

器一台以配合作業。

3,270,000

480,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720,000

學校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變更原因說明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550,000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附件四 



 101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總金額不變下，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2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數量

(含單位)

數量

(含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101年2月20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1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 批 900,000 900,000 圖資中心 1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 1 批 800,000 800,000 圖資中心

為提升服務品質，導

入自動化系統，配合

減列圖書經費。

2 中文圖書 中文圖書 1 批  1,500,000 1,500,000 圖資中心 2 中文圖書 中文圖書 1 批   1,200,000 1,200,000 圖資中心

為提升服務品質，導

入自動化系統，配合

減列圖書經費。

4 電子郵件

軟體

Mail2000 軟體授權使

用者新增500人數
1 套 100,000 100,000

圖資中

心-網路

應用組

因修正後，由資本門

附表四-優先序78移至

附表八-新增優先序4。

100,000

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400,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5,370,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6,150,000

2,000,000



附件五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研究 1,738,000 15.84% 163,800 37.77% 1,901,800 16.68% 1,880,198 21,602 16.70%

研習 1,100,032 10.03% 0 0.00% 1,100,032 9.64% 1,312,295 -212,263 11.66%

進修 450,000 4.10% 0 0.00% 450,000 3.95% 500,000 -50,000 4.44%

著作 1,100,000 10.03% 0 0.00% 1,100,000 9.64% 929,888 170,112 8.26%

升等送審 180,000 1.64% 0.00% 180,000 1.58% 330,000 -150,000 2.93%

競賽優勝 240,000 0 240,000 372,801 -132,801

專業證照 350,000 0 350,000 338,000 12,000

學生校外實習 200,000 0 200,000 218,590 -18,590

精進教學 1,496,000 0 1,496,000 1,494,000 2,000

小計 2,286,000 20.84% 0 0.00% 2,286,000 20.04% 2,423,391 -137,391

編纂教材 1,598,000 14.57% 0 0.00% 1,598,000 14.01% 1,271,000 327,000 11.29%

製作教具 10,000 0.09% 0 0.00% 10,000 0.09% 10,000 0 0.09%

合計 8,462,032 77.13% 163,800 37.77% 8,625,832 75.63% 8,656,772 -30,940 76.89%

120,000 1.09% 0 0.00% 120,000 1.05% 74,165 45,835 0.66%

270,000 2.46% 10,000 2.31% 280,000 2.46% 280,000 0 2.49%

   858,696      0    53,654     23,492    912,350     39 781,480 130,870 6.94%

0 0.00% 0 0.00% 0 0.00% 0.00%

六、新聘教師薪資 1,260,000 11.49% 206,200 47.55% 1,466,200 12.86% 1,466,095 105 13.02%

0 0.00% 0 0.00% 0 0.00% 0.00%

$10,970,728 100.00% $433,654 2349327.75% 11,404,382 100.00% 11,258,512 145,870 100.00%

100年度支用計畫書-經常門(預結算)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5﹪以內）

四、其他(單價1萬元以

下之改善教學物品)

100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第一次修正100.3.4專責會議後修訂) 100年執行金額

核銷金額 餘額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比例

21.52%

總    計

項   目

一、 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30﹪

以上）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七、現有教師薪資

五、其他

改進教學



附件六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編纂教材 $1,309,000 12.56% $0 0.00% 編纂教材 $1,309,000 11.83% $0 0.00% －

製作教具 $10,000 0.10% $0 0.00% 製作教具 $10,000 0.09% $0 0.00% －

改進教學 $2,630,000 25.23% $0 0.00% 改進教學 $2,830,000 25.57% $0 0.00% ↑

研究 $1,400,000 13.43% $163,800 31.97% 研究 $1,400,000 12.65% $163,800 27.62% －

研習 $1,200,803 11.52% $0 0.00% 研習 $1,403,618 12.68% $0 0.00% ↑

進修 $250,000 2.40% $0 0.00% 進修 $250,000 2.26% $0 0.00% －

著作 $1,110,000 10.65% $0 0.00% 著作 $1,110,000 10.03% $0 0.00% －

升等送審 $180,000 1.73% $0 0.00% 升等送審 $225,000 2.03% $0 0.00% ↑

小計 $8,089,803 77.62% $163,800 31.97% 小計 $8,537,618 77.14% $163,800 27.62%

$120,000 1.15% $0 0% $120,000 1.08% $0 0% －

$255,000 2.45% $15,000 2.93% $285,000 2.57% $15,000 2.53% ↑

$757,666 7.27% $233,534 45.58% $925,400 8.36% $314,300 52.99% ↑

五、其他

新聘教師

薪資 (2年
內)

$1,200,000 11.51% $100,000 19.52% 五、其他

新聘教師

薪資 (2年
內)

$1,200,000 10.84% $100,000 16.86% －

$10,422,469 100.00% $512,334 100.00% $11,068,018 100.00% $593,100 100.00%
$10,934,803 $11,068,018 $593,100 $11,661,118

申請與核定差額 $645,549 $80,766 $726,315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

額】）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經費(占經常門經費2%以

上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總　計

101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　計

101年經常門預算及比例表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 不 含 自 籌 款 金

額】）

101年經常門修正經費支用項目、金額比例表(101.2.20經費專責會議)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費5%以內【不含

自籌款金額】）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占
經常門經費2%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一、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不含自籌款

金額】）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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