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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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連續第十一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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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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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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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等五院與

十七系(六系設有碩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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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發展重點分

別論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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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系及通識教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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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不含軍護人員及留停教師)共計 318 人，助理教授級以上

師資比例為 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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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第 1 學期現有教師及軍護員額表 

區分 職級 104 學年 備註 

專
任
師
資 

教授 19 包含專業技術人員 2 名 

副教授 74 包含專業技術人員 4 名 

助理教授 127 包含專業技術人員 12 名 

講師 98  

小計 318 不含留停人數（104.10.15 基準） 

軍護人員 8  

兼任師資 471  

師資結構 69.2％  

日間學生數 9,469  

全校學生數 12,988 （104.10.15 基準） 

日間部生師比 22.2  

全校生師比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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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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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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86 
310,656 

外文圖書（冊） 38,670 

視聽資料 9,823 

中、日文期刊

（種） 

446 

554 

西文期刊（種）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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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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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與防災監測

檢測試驗室、結構物安全與防災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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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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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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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腦創意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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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數館"虛擬 3D 數位制播中心、文化創意商品設計實驗

室、素描教室、動腦創意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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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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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設計

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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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學院 

(1)商學院 

台北校區：兩岸財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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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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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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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教學教室、情境模擬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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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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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區：行銷情報分析教學實驗室、行銷創意與媒體互動實驗室、門

市服務專業教室、行銷媒體與運籌服務資訊教室等。 

新竹校區：日本文化教室、門市服務專業教室、企業經營行銷模擬實驗

室、連鎖零售與流通管理中心、連鎖服務業展店選址專業教

室、行銷流通實驗室。 

(3)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台北校區：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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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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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數位語言教室、商務旅運情境演練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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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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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2)資訊工程系 

新竹校區：嵌入式系統專題實驗室、硬體裝修實驗室、網路多媒體專題

實驗室、網路多媒體應用教學實驗室、硬體裝修實驗室等。 

(3)電腦與通訊系 

新竹校區：數位生活科技應用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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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室、自然科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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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室、

職涯特色教室等。 

新竹校區：互動式數位學習教室、同步數位分組專題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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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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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名稱 使用期限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CS6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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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全校新生主要來自於：新北市(1,539 名，佔 40.27%)、台北市(912

名，佔 23.86%)、桃園市(457 名，佔 11.96%)、新竹縣(251 名，佔 6.58%)、

基隆市(119 名，佔 3.11%)、宜蘭縣(94 名，佔 2.46%)，以上六縣市來源新

生共計 3,372 名，佔全校新生人數 3,822 名之 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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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6%)，新竹校區

新生主要來自台北市、新北市和新竹縣(佔 76.47%)。 

(2) 四技：按入學管道區分如下： 

A.申請入學：台北校區為台北市和新北市(佔 76.27%)，新竹校區為新北

市和桃園市(佔 36.67%)。 

B.繁星計畫：台北校區為新北市(佔 73.68%)，新竹校區為新北市和新竹

縣(佔 50%)。 

C.聯合甄選：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74.22%)，新竹校區為新北

市和桃園市(佔 47.04%)。 

D.聯合分發：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69.12%)，新竹校區為新北

市和桃園市(佔 49.83%)。 

E.技優甄審：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66.67%)，新竹校區為桃園

市和新北市(佔 53.13%)。 

F.單獨招生：新竹校區為新竹縣和桃園市(佔 67.02%)。 

3. 進修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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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 四技：按入學管道區分如下： 

A.成人就學：台北校區為台北市和新北市(佔 93.33%)，新竹校區為新竹

縣(佔 42.86%)。 

B.聯合分發：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94.05%)，新竹校區為新竹

縣和桃園市(佔 86.96%)。 

C.單獨招生：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94.35%)，新竹校區為桃園

市和新竹縣(佔 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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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7%)，新竹校區為桃

園市和新竹縣(佔 58.33%)。 

(2) 進修專校二專：台北校區為新北市和台北市(佔 88.51%)，新竹校區為新

竹縣和桃園市(佔 48.08%)。 

各項統計資料詳見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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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104 學年度新生來源分析 

學制

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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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進 竹日 竹進 北進 竹日 竹進 北進 竹日 竹進 北進院 竹進院 北進專 竹進專

基隆市 1 1 11 10 26 14 35 2 6 4 5 1 3 119

臺北市 6 5 5 1 5 19 6 32 8 220 47 144 69 24 11 133 9 69 97 2 912

新北市 8 4 5 6 4 1 26 14 14 2 50 15 425 108 270 89 76 1 3 151 4 1 89 4 165 4 1539

桃園市 4 2 1 1 6 8 1 1 5 19 77 59 69 5 68 6 1 2 5 20 43 15 22 8 9 457

新竹市 1 1 3 7 1 1 8 24 1 12 2 4 2 6 5 78

新竹縣 4 4 4 6 3 1 2 4 41 4 44 14 3 1 43 35 2 20 16 251

苗栗縣 1 2 1 2 8 14 7 1 8 2 4 2 4 1 4 61

臺中市 2 3 1 2 12 15 18 19 5 1 7 2 87

彰化縣 1 6 1 1 11 9 4 11 1 3 1 5 54

南投縣 1 1 3 4 3 3 1 1 17

雲林縣 2 4 1 3 1 2 13

嘉義縣 1 0 1 1 3 1 7

嘉義市 1 0 1 1 1 1 5

臺南市 1 1 2 7 6 5 1 1 1 25

高雄市 1 2 1 3 8 6 3 1 4 2 31

屏東縣 1 2 1 1 1 2 2 10

宜蘭縣 1 1 2 1 7 36 1 19 2 4 3 1 14 2 94

花蓮縣 1 5 18 3 8 1 3 3 1 1 44

臺東縣 1 5 1 3 1 1 1 2 15

金門縣 1 1

澎湖縣 0

連江縣 1 1 2

合計 16 18 13 7 16 8 59 60 19 10 123 64 869 355 599 168 289 23 15 0 7 301 94 85 184 72 296 52 3822

二專

單獨招生 合計聯合登記分發 成人就讀 單獨招生

四技

單獨招生

二技

聯合甄選甄試入學 一般考試

碩士班

申請入學 繁星計畫 技優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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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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越且具特色之教學型科技大學」的發展願景。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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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6(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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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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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6(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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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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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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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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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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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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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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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占總經費之 1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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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設計系-影視錄影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擬強化影視錄影實驗室教學設備，來提升學生影視製作能

力，包括前製企劃、中期拍攝、後期剪接與特效等專業技能。此外本實

驗室教學設備的建構可以培育學生具備影視媒體設計核心領域之電影拍

攝、劇本創作、電視節目錄製、紀錄片、數位影音剪輯、廣告影片創

作、傳播理論等專業知識與實務製作技能。配合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

培育具有影視設計、規劃、製作的高級設計專業人才。從本土文化、社

會、經濟出發，結合國際設計領域的發展趨勢，建立影視設計相關應用

與基礎研究，秉持理論與實務配合，科技與人文並重的本土與國際化之

體認，以奠定學生未來職場就業實力，並提供繼續深造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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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

第四章第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275)。 

B.視覺傳達設計系-多媒體互動設計實驗室計畫 

本實驗室以科技、資訊與設計的理論課程為核心，搭配紮實的實作

與專題，建置影音剪輯與 3D 動畫高階的電腦教室，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本教室使用廣播系統切換教師機之示範畫面使學生更能理解，可提

供 3D 動畫建模，數位剪輯，網頁設計，2D 動畫設計，綠色設計策略

與實作及資訊概論等課程之教學使用之外，亦可作為證照輔導使用。 

為建置一個專業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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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持續

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

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節五、『(五)、策略與

行動方案』，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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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視覺傳達設計系-新媒體設計實驗室計畫 

本實驗室之建置為加強本系專業資訊設備，以文創設計搭配新媒體

技術整合為核心，搭配實務專題製作及競賽、證照輔導，建置新媒體影

像與 3D 動畫、影音剪輯之高階電腦教室，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使用

專業廣播系統及投影提設備供學生多元化學習，升級電腦規格，使操作

更穩定、速度及效能更提升，符合最新業界新媒體使用規格，以利創新

面對競爭並適應業界實務需求。提供 3D 動畫與建模、2D 動畫、電腦

繪圖與實作、網頁設計、數位剪、攝錄影後期製作、多媒體企劃、綠色

設計策略與實作、資訊概論、文字造型與編排、編輯設計、包裝設計、

印前製作管理等課程之教學使用之外，亦可作為畢業專題輔導證照輔導

及電腦課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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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231)。 

D.視覺傳達設計系-高階視覺模擬設計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為提昇視覺設計教學品質，加強高階教學資源及設備的操

作，以利學生適應業界實務需求及未來就業為目的，透過 MAC 高階造

形暨色彩設計專用電腦的模擬操作，提供符合產業效率、色彩清晰，

且最新業界擴充新媒體輸出軟體界面環境，培養證照、競賽及設計實

作之訓練，以利創新面對競爭並適應業界實務需求。本計畫涵蓋文字

造形與編排、電腦繪圖實作、編輯設計、印前製作管理、視覺傳達設

計、包裝設計、影片剪輯與特效、攝錄影後期製作、影像處理、多媒

體企劃等課程，其中配合廣泛的 Adobe 專業軟體套裝，達到普遍的視

覺模擬使用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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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可將視覺傳達設計教學由靜態平面設

計運用，擴展至電子書製作輸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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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231)。 

E.數位多媒體設計系-3D 影音電腦動畫創作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擬強化 3D 影音電腦動畫創作實驗室教學設備，培養學生參

與國內動畫與遊戲創作相關競賽，增進學生實作能力，可支援網路遊

戲設計，遊戲程式設計，遊戲引擎應用創作，專題製作等教學課程，

有助於教學、研究、服務、學生專題實作及競賽與產學合作之推展，

並與產業需求接軌。本計畫本年度將持續強化設備，已達成充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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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服務、和學生專題製作、校外競賽與企業產學合作等，

並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及增加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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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

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一節六、『(四)、因應策略』，P250)。 

F.室內設計系—3D 環境模擬設計室計畫(台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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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學生創

造力的實踐。本計畫可支援教學、證照輔導及校外競賽等活動，增加學

生未來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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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

第四章第一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及資源規劃』，P204)。 

G.室內設計系—3D 動態影像製作室計畫(新竹校區) 

本計畫為強化學生運用數位工具的技能，透過設計階段對於空間本

質認知，運用模擬表現軟體進行 3D 動態影像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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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輔導及校外競賽等活

動，增加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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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

第四章第一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及資源規劃』，P204)。 

H.影視設計系-影像後製與視訊特效實驗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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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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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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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

第四章第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275)。 

I.影視設計系-後製調色調光工作站計畫 

由於影視數位後製設備早已全面取代傳統設備，加上影視後製之軟

硬體系統的不斷更新，不但帶給影視製人員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增進操

作上的便利性，同時也提升影像後製的品質與精確度，更重要的是帶動

影音創作更多的無限可能性。為提升影視後製產業之發展動能，培植專

業影視後製調色調光人才與提升國際能見度，本系計畫成立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來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步推動與國內

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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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

第四章第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275)。 

J.規劃設計學院-自造者實驗室計畫 

互動與娛樂設計系設立之宗旨在培養新興跨領域之設計人才，其

中，創客(maker)運動即是當前全球最熱門的創意與設計活動，其結合

了電子電機、工業設計、視覺傳達、人機互動等要素，創造出各種新形

態的應用與產品。本計畫主要之目的在加強學生”自造”之觀念與能力，

透過接觸全球化新興形態之設計主題，幫助同學增廣視野，促進其自發

性了解產業之需求，厚植其自身之能力。自造者實驗室將對應到本系互

動設計課程、互動實作等系列課程，讓同學從做中學習，領悟，並期能

將所學融會貫通將技能運用到商業化場域之中，習得更全面的就業技

能。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 105 年新設之互動娛樂設計系師生在自製研發風

氣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年度支持本計

畫，新增教學相關設備提昇教學品質。(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

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節一、(二)願景

與目標，P132)。 

K.規劃設計學院-互動廣告設計實驗室計畫 

數位廣告是凌駕於所有媒體之上成長最為快速的廣告型式，根據

2014 台灣總廣告量調查報告顯示網路與行動廣告等新興數位媒體的廣

告量成長幅度較高，網路廣告的廣告量達到 157.2 億，較去年廣告量成

長 16%，而行動廣告則達到 85.4 億，較去年成長 100%，是成長幅度最

高的行業之一。面對此新興領域之人才培育需求，傳統單純培養設計或

單純培養商業廣告之訓練方式已不符時代所需。互動與娛樂設計系設立

之宗旨在培養新興跨領域之設計人才，在此互動廣告設計實驗室特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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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將支援相關課程之運作，與課同學將習得包括廣告企劃、市場情

報分析、視覺化設計、多媒體廣告、影音剪輯、LBS 近場廣告、廣告效

益分析。成為數位廣告市場之人才即戰力。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 105 年新設之互動娛樂設計系師生在自製研發風

氣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年度支持本計

畫，新增教學相關設備提昇教學品質。(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

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節一、(二)願景

與目標，P132)。 

L.建築系-模型製作室計畫 

本計畫擬增購攝影機及投影布幕，可改善教學上(包括設計課及其

他需要實作之課程)因實作模型或凸面過小，教師講解時無法有效拓及

全班學生之窘境，以攝影機即時拍攝轉投影至布幕上，可有效讓全班同

學了解教師同時也說明內容，學生透過專業老師之指導，學習課程中之

專業技能，並提升學生實務繪圖及模型製作之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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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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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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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節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P166)。 

M.土木系─BIM 研發中心計畫 

本計畫擬強化規設院 BIM 專業教室之教學設備，以全面推動 BIM

教學，發揮技職教育之精神，積極培育土木建築之 BIM 專業人才，提

升學生相關軟硬體之實務操作能力，亦有助其畢業後與產業需求接軌。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土木系發展特色教學，提升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之

能力，並且落實 BIM 技術的培養，亦可增加與業界產學合作的空間，

成為本系重點特色。本計畫本年度將持續強化設備，可充分支援教學、

研究、服務、和學生專題製作與企業產學合作，以提升學生 BIM 專業

能力，增加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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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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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一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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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室內設計系—製圖教室計畫(台北校區/新竹校區) 

本計畫為強化教學輔導及圖說判讀功能，透過 3D、2D 間界面圖說

與設計媒材之應用，立即達到現場教學與實體製作的效果，有助於提升

學生室內設計及環境空間繪圖表現能力。本計畫分別於兩校區建置，可

支援教學、證照輔導及校外競賽等活動，增加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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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年度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

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及資源規劃』，P204)。 

O.視覺傳達設計系-文創商品設計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主要為提昇本系文創設計教學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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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轉印

機；補強之前由 101 年度技專校院建立特色典範計畫「雕樑畫動，廟不

可言--古蹟歷史衛區保存活化整合型加值計畫」配合購置之各種現有裝

備（馬克杯轉印機、熱昇華墨水印表機、雕刻機、金屬印表機、胸章製

作機等），並支援包裝設計、印前製作、立體造型、視覺傳達設計等相

關科目的教學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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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231)。 

P.數位多媒體設計系-VRMR 實驗室計畫 

由於遊戲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為提升學生專題製作品質，持續保

持新創與整合能力等系發展特色，擬增購虛擬實境沉浸式眼鏡若干台、

Sony VR、新型的 3D 體感感測器 Kinect V2 等，以強化新世代的遊戲裝

置技術。並新增播放設備如大尺寸高畫質液晶螢幕及高階電競電腦主

機。提供本系教師特殊專題教學與學生專題討論及校外競賽與展演使

用，專題製作教室亦隨新創設備導入同步更名為 VRMR 專題實務教

室，並保有學生使用與教師教學並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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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

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一節六、『(四)、因應策略』，P250)。 

2.商學院： 

A.財務金融系—金控與財富管理情境實驗室計畫 

本系以培育具金融服務業和企業財會部門所需專業能力之人才為發

展目標，以協助學生就業為最終目的。為達成本系培養實務專才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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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培養學生財務金融知識與實務作業能力。而後將電腦專業教室延伸成為

「全方位金控與財富管理情境實驗室」提供學生虛擬化的環境，學習閱

讀各公司的財務報表，進行國內證券市場的買賣操作；即時吸收金融市

場資訊並轉化為組合金融商品的依據；藉由教師知識的傳授和線上網路

題庫的自我學習建立考照信心並參與實際考試，使學生具備從事企業財

會部門、投資理財與資本市場、及相關金融機構等行業之知識與實務能

力，同時擁有金融專業證照智能的專業人才。且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理財

規劃、財富管理及投資分析等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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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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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

第四章第第二節(二)-1 願景，P352)。 

3.管理學院： 

A.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流通實驗室計畫 

本計畫主要為提昇本系專業教學品質，加強整合教學資源及設備，

以利未來同學就業。主要用途為提供系上資訊與專業課程使用(資訊概

論、網路與社群行銷、管理資訊系統、行銷多媒體製作、電子商務與網

路行銷、數位影像處理、統計軟體應用、企業資源規劃、門市作業管理

實務、海關 EDI 報關實務…)和做為證照練習場地及證照考場(專案助理

(PMA)、專案特助(SPPA)練習場地及證照合格考場、物流倉儲、航空貨

運術科練習場地及證照合格考場、MOS 證照練習場地)。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發展特色教學與證照輔導，本

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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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三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437)。 

B.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教室計畫 

本系以培養具觀光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人才為宗旨，並以發展「觀光

餐旅管理」與「休閒旅遊管理」為課程主軸，學生畢業後能具備觀光休

閒產業所需之專業經營管理知能與實務技巧為目標。強調利用自然、人

文等資源與人為設備，並透過活動設計與提供場所來滿足人們觀光休閒

之需求的服務，亦即有關人及社會之行為、觀光休閒資源的規劃及相關

產業的經營管理，形成本系專業的主軸。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教室主要

教授觀管系學生觀光與休閒資訊實務處理與模擬演練，引導學生循序學

習文書處理、資訊處理與分析、航空票務系統、旅行業作業系統、旅館

訂房系統、餐飲管理系統與旅運系統等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專業 IT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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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學生透過專業課程輔導可考取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IT 相關專業證

照，進而提高求職與職場競爭力。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發展專業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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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

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

第四章第第二節(二)-1 願景，P460)。 

C.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計畫 

本系以培育觀光與休閒事業經營管理、規劃開發之專業人才為目

標，同時有鑒於未來國際會展與觀光導覽產業發展趨勢與人才需求殷

切，強調會展產業活動企劃人才以及導遊、領隊、旅行業事務人才的培

養，並透過情境模擬學習空間，促進學習效能，輔導考取相關證照。此

外，因應國際化潮流趨勢，加強產業人才國際化，增加相關外語課程，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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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院內各系之師資與資源，建構一個完善的觀光

導覽暨國際會展實境模擬學習空間-「觀光導覽暨國際會展專業教室」，

配合及開發對應之導覽實作專業課程，及國際會展規劃管理與相關英語

學程，以培育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特色專業人才，同時兼具企業管理、

行銷企劃、與英語能力之觀光會展多元化能力，以提高學生在觀光與會

展產業就業競爭力及提升產業實務教學功能。如此，不僅能配合政府發

展觀光與國際會議展覽產業之政策，呼應觀光與國際會議展覽產業的人

才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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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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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

四章第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467)。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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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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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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詳

鑒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五、『(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490)。 

4.資訊學院： 

A.資訊工程系-智慧型物聯網實驗室計畫 

本系為因應國家發展政策與科技環境趨勢，政府極力推動生產力

4.0 前瞻策略，其中關鍵技術包含物聯網、雲端技術、Big Data 大數據

分析…等相關技術之應用。邁向導入智慧整合感控系統，連結物聯網與

服務聯網，形成「智慧+服務」全新模式，培養學生面對畢業後投入職

場就業競爭人才。強化智慧型物聯網實務學程涵蓋感知基礎、應用特色

與雲端整合等階段課程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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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

路學」、「網路概論」、「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手機程式設計」、「資料結

構」、「行動裝置技術」與「雲端系統應用」等專業課程特色。結合雲端

大數據分析應用，提昇學生在物聯網實務面的專業訓練，聚焦在-

learning by do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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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規劃建置智慧型物聯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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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

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配合中國科大「103-106(104-105 學年)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完整版)」有關第四章學術面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第四節資訊學

院(三)資訊工程系暨資訊科技應用碩士在職專班『(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P543)。 

B.資訊管理系-軟體測試實驗室特色計畫 

本系以培育資訊產業所需軟體測試人才為發展目標。軟體測試技術

範圍廣泛，為了使學生獲得充分的訓練，本計畫引進一套完整的軟體測

試平台，供學生實作演練。此平台對軟體開發流程提供完整的支援，包

括需求文件、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測試計畫、測試案例設計、及

各階段的測試均有相對的模組。本實驗室設備可支援系統分析與設計、

軟體測試、軟體測試實務、源碼檢測及專題研究等課程所需實作環境。

本實驗室將逐步發展成軟體測試中心，促進產學合作，成為第三方軟體

測試公正單位。 

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資訊管理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經費將於 105 年度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本計畫內容詳

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四節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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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資訊管理系-雲端市場調查中心特色計畫 

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加上大數據風潮興起，帶動市場調查業務蓬勃發

展，傳統市場調查公司紛紛導入新式雲端調查技術與大數據分析工具，

資管系亦隨此資訊技術應用趨勢之脈動前進，開設統計與市場調查、資

料倉儲與採擷、專案管理、顧客關係管理、大數據分析、專題研究、業

界實習等課程。為驗證同學的學習成效並提供確切可行之實作與實習環

境，特籌劃設立資訊學院特有之雲端市場調查中心及設備，進行業師協

同教學與產學合作，讓學生在實作課程與企業實習的過程中發展新式市

場調查的專業技能。本中心設備為與異視行銷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長期產學合作與實習案之必要導入設備，目前已聘任異視行銷市調公

司業師負責統計與市場調查等課程之授課與實作培訓。中心設備建置完

成後將能導入實案，由參與實習同學操作執行。 

本計畫有助於資訊管理系建立”教學與實習合一”之特色，同學完成

必要之培訓課程通過篩選作業後，與廠商簽訂實習合約，透過產學合作

案，就近在中心內執行由廠商導入之實務案例。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

費（或校付款）將於 105 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與實作相關設備

(本計畫行動方案說明請參閱本校「103-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第四章第四節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522)。 

D.電腦與通訊工程系-通信技術技能檢定術科考場特色計畫 

本計畫主要目標於本校資訊學院建立技能檢定術科考場(乙級通信

技術)，提昇本系通信特色教學能量，強化現有通信技術技能檢定術科

考場。此考場對學生未來就業上之實作與創新能力非常有幫助，以本校

電通系在電信理論方面之專長推動本計畫，並以實務方式針對本校相關

科系學生的需要，進而提供桃竹苗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成員有認證

之需求。本考場將可進行電信工程光纖架接技術開計畫，通過術科考過

可獲得「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乙級證照」。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電腦與通訊工程系之發展與特色教學，本校

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105 年度持續支持本計畫，更新教學相關設備

(本計畫內容詳見於本校「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四章第四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案』，P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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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三章

第二節『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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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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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

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三章第五節『建置智慧校園』，P99)。 

資訊自學及證照測驗中心計畫，系科電腦教室大多支援教學活動，難以

提供學生一個自由操作練習的資訊自學環境，本計畫提供學生於校園一個可

自由學習的資訊自學區，讓學生可以練習各項校園教學授權軟權的使用。此

資訊自學教室並可支援各系科老師之統一性證照測驗考場，對於學生就近參

加各項國內外證照考試有所助益。本計畫有助於全面提升校園資訊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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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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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

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策略與行動方案之 SO1-1 配合

學院特色發展之提高資訊資源比例，P100)。 

校園雲端應用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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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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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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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1-1 推動校園雲端應用服務，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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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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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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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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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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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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進修及升等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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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費運用係依「103-106(104-105 學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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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著作 

本經費運用係依「103-106(104-105 學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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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教師於國內外學術期刊

或學術性研討會發表其研究論著，以期達成「提升師資素質」之目標。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乃依循本校中程校務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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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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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4-105 學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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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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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6%(高於規定至少 30%)，其

中，改進教學項占 31.49%；研究項占 2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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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低於規定至多 5%），學生事務

與輔導輔導相關經費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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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增產學合作、精進專業特色 

*優化專業與通識、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本校經常門分配項目及比例 
*改進教學及師資結構 74.06% 

改進教學 31.49 %  編纂教材 4.82% 
研究 20.47% 研習 7.59% 
著作 7.65% 進修 0.90% 

升等送審 0.96% 製作教具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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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新聘教師薪資 8.30% 
*改進教學相關物品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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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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校 105 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核配金額計 

47,810,312 元(參考表六：101 至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明細

表)，較 105 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 44,726,380 元，增加

3,083,932 元，學校自籌款增加至 7,275,199 元，自籌款比例為 15.22%，

105 年度預算數共 55,085,511 元整(另編列附表十一 4,240,700 元，用以

因應採購預備項目)。 

表六：101 至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發展經費明細表 

項目 

年度 

101 年度 

執行數 

102 年度 

執行數 

103 年度 

執行數 

104 年度 

執行數 

105 年度 

預算數 

獎勵補助款 $36,893,392 $39,730,342 $44,546,435 $45,881,011 $47,810,312 

自籌款 5,779,225 6,214,537 6,839,768 7,018,621 7,275,199 

合計 $42,672,617 $45,944,879 $51,386,203 $52,899,632 $55,085,511 

資本門 $32,076,199 $33,551,729 $38,977,169 $37,821,096 $38,478,075 

經常門 10,596,418 12,393,150 12,409,034 15,078,536 16,607,436 

合計 $42,672,617 $45,944,879 $51,386,203 $52,899,632 $55,085,511 

 

2. 經常門方面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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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明請參考附表九，分配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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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著作等項優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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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資本門方面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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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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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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經費相關規定，配合本校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由各院依發展需求提

出細部特色計畫，以校內競爭之精神，並進行綜合評估，送專責小組會

議審議後，經校長核定，陳報教育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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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6(10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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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

審查，最後由董事會核定實施。 

3.經經費專責小組審議通過之 105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陳報校

長核定後，已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報部程序。 

4.依據教育部 105 年 2 月 24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5002475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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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3 月 29 日召開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105 年度修正

支用計畫書，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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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小組 

1.組織辦法，詳見附件二。 

2.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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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系代表 鍾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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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書禮 

教務長 陳哲烱 數媒系代表 許允聖 

學務長 鄭亞薇 影視系代表 王昭旺 

總務長 翁國華 商務系代表 邱雪娟 

研發長 吳韻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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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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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聿德 

商學院院長 董瑞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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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銘 通識教育中心代表 陳建成 

 

3.審議「本（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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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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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附件三 

(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詳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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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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形詳如表七及表八： 

 

表七 101-103 年度獎補助金額一覽表 

項目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金額(元) 金額(元) 金額(元) 

進修博士學位 $400,000  $250,000  $200,000  

研習 $1,334,689  $1,388,247  $1,092,752  

著作發表 $1,146,080 $978,000 $1,050,000 

研究 $1,084,622  $1,884,167  $1,680,302  

升等送審 $490,000 $200,000 $124,000 

改進教學 $2,928,634  $3,964,820  $4,017,637  

編纂教材 $1,183,000  $605,000  $575,000  

製作教具 $10,000 $10,000 $10,000 

註:不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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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101-103 年度獎補助經常門之經費比例一覽表 

項目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進修博士學位 3.94% 2.10% 1.66% 

研習 13.16% 11.65% 9.05% 

著作發表 11.30% 8.20% 8.69% 

研究 10.69% 15.81% 13.91% 

升等送審 4.83% 1.68% 1.03% 

改進教學 28.87% 33.26% 33.26% 

編纂教材 11.66% 5.08% 4.76% 

製作教具 0.10% 0.08% 0.08% 

合計 84.56% 77.86% 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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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致力於師資結構之提升，104學年度師資結構已達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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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效包含： 

1.奬助教師改進教學共計 1,274 案 

2.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共計 129 案 

3.獎助教師研究共計 613 案 

4.獎助教師著作發表共計 260 案 

5.教師取得博士學位共計 17 位 

6.補助教師參與國內外研習或舉辦校內研習共計 1,884 人次 

7.學位、專門著作、作品及技術報告升等之教師人數共計 57 位 

均對學校整體教學卓越成果產生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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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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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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電視 2 84,350  

  喇叭 6 87,500  

  單槍投影機 5 112,000  

  無線接收機 3 52,600  

  電子講桌 6 390,000  

  數位照像機 4 146,000  

  數位攝影機 2 76,900  

  擴大機 3 74,500  

  擴音機 1 40,000  

電子化設備 合計   32 1,063,850  

電腦週邊       

  平板電腦 2 29,090  

  立體印表機 2 180,000  

  伺服器 15 5,656,700  

  個人電腦 9 395,910  

  液晶螢幕 66 279,300  

  筆記型電腦 3 86,034  

  電腦主機 445 7,880,950  

  磁碟陣列 1 1,090,000  

  網路交換模組 2 1,480,000  

  網路交換器 11 1,156,000  

  噴墨印表機 1 10,700  

  數位板 65 163,800  

  繪圖機 1 138,500  

電腦週邊 合計   623 18,546,984  

總計   655 19,6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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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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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至 10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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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照像機 1 25,400  

  數位攝影機 10 920,300  

  擴音機 3 71,000  

電子化設備 合計   28 1,311,715  

電腦週邊 伺服器 9 2,814,150  

  液晶螢幕 371 1,482,120  

  無線基地台 18 414,000  

  筆記型電腦 15 366,500  

  電腦主機 328 6,968,705 

  標籤列印機 2 26,000  

電腦週邊 合計   743 12,071,475  

總計   771 13,38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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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 3 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一)商學院－財政稅務系－稅會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實驗室計畫(101-103 年) 

特色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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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學生能

有充分實務操作經驗達到

「畢業即就業」的機會。此

外，本實驗室除現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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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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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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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主辦之「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

賽」於每年 5 月份在雲林科技大學舉行，該項競賽為國

內最具代表性且競爭最為激烈之專題競賽。101 年入選、

102 年全國第二名、104 年全國第三名。 

2. 由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指導，德明

財經科技大學財金學院財政稅務系主辦，每年 6 月份舉

行「全國大專校院所得稅申報學生納稅服務成果競賽」

決賽，表現優異榮獲佳績。競爭激烈的比賽以創新之發

表方式及穩健的台風取勝，本系同學 101、102、104 年

均榮獲「佳作」、103 年獲得全國第三名，表現優異為校

爭光。 

3. 財稅系每年於 5/1-5/31 日於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均派學

生至台北市國稅局各稽徵所協助民眾辦理綜合所得稅申

報服務，行前特邀請國稅局講師前來授課及在格致樓 701

專業教室指導學生上機演練，使學生納稅服隊更充分了

解綜合所得稅法令與申報實務，順利協助及輔導民眾完

成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4. 每年 5 月本系特邀財政部台北國稅局文山稽徵所專員進

駐本校格致樓 701 專業教室，輔導財政稅務系三年級同

學，協助社區民眾及學校教職員申報年度個人綜合所得

稅。當日同學利用 5 月份國稅局實習所獲得的實務經

驗，配合國稅局文山稽徵所專員及此項活動主辦人李玉

鳳老師的指導，專業地協助社區民眾及學校教師職員完

成各項所得稅申報流程。此次活動學生利用課堂學習的

稅法理論，配合業界國稅局專家的指導，在實務中學

習，也達到服務社區的目的，是一項成功的服務學習活

動。 

5. 103 學年度下學期由兼任教師許江鎮及本系教師許志民老

師合作輔導本系學生考取中小企業財務人員，並在 104

年 6 月 10 日在本校格致樓 701 專業教室辦理第一次中小

企業財務人員考試。 

6. 103 年由本系校辦理的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深耕學習，在格

致樓 701 專業教室辦理「財產移轉登記資訊系統研習」。 

7. 103 年辦理「虛擬房屋仲介交易系統實務訓練營」，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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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績效 

住邦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劉陳傳先生及韓國國立全北大

學教授韓相國先生，韓教授曾在韓國租稅研究院擔任 16

年的研究員，此次利用來台灣參加研討會機會請來本校

講習。 

8. 101 年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研究教師研習。 

9. 為推廣統一發票，宣導使用電子發票，達成節能減碳愛

地球目標，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舉辦「2012 稅愛寶島幸

福滿分」攝影比賽，參賽者分別針對節能減碳效益、稅

務推廣、電子發票等多項豐富主題進行攝影，財稅系獲

得第二、三名及多項優選佳作成績。 

10. 由教學卓越計畫辦理之「虛擬房屋仲介交易系統實務訓

練營」於 101 學年度下學期辦理，共有 21 名學生報名參

加，經過 5 天 30 小時的訓練課程後，產生由學生分組自

編自導自演的 4 部微電影，可做為不動產相關課程的數

位教材。 

11. 101-103 學年輔導財稅系同學取得財稅專業能力 – 綜合

所得稅申報實務 177 張 

12. 101-103 學年輔導財稅系同學取得財稅專業能力 – 財產

稅申報實務 72 張 

13. 101-103 學年輔導財稅系同學取得財稅專業能力 – 加值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 59 張 

14. 101-103 學年輔導財稅系同學取得財稅專業能力 – 營利

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 7 張 

15. 101-103 學年輔導財稅系同學取得財稅專業能力 – 稅務

會計實務 6 張 

16. 101-103 學年輔導財稅系同學取得 ERP 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 42 張 

17. 101-103 學年輔導財稅系同學取得 ERP 軟體應用師(財務

模組)證照 2 張 

18. 101-103 學年輔導財稅系同學取得(CFSsme)中小企業財務

人員證照 2 張 

19. 103 學年輔導會計系同學參加 第十八屆正新瑪吉斯全國

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 財務管理類 獲得 第三名 

20. 103 學年輔導會計系同學參加 2015 全國會計實務專題競

賽 - 會計實務專題 獲得 第三名 

21. 102 學年輔導會計系同學參加 第三屆 XBRL 學術研習營

暨軟體設計競賽 獲得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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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績效 

22. 102 學年輔導會計系同學參加 全國會計實務專題競賽 - 

財務管理類 獲得 優勝及佳作 

23. 102 學年輔導會計系同學參加 正新瑪吉斯第十七屆全國

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 財務管理類 獲得 第一、二、

優勝 

24. 101 學年輔導會計系同學參加 第十六屆全國經營管理實

務專題競賽 - 財務管理類 獲得 佳作 

25. 101-103 學年 輔導會計系同學取得 MOS 大師級證照 25

張 

26. 101-103 學年 輔導會計系同學取得 MOS 專業級證照 133

張 

27. 101-103 學年 輔導會計系同學取得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

師 96 張 

28. 101-103 學年 輔導會計系同學取得 ERP 軟體應用師(配銷

模組證照)30 張 

29. 101-103 學年 輔導會計系同學取得 ERP 軟體應用師(財務

模組)證照 11 張 

30. 101-103 學年 輔導會計系同學取得 電子商務 及 網際網

路 證照 29 張 

31. 101-103 學年 輔導會計系同學取得 電腦會計 專業級證

照 52 張 

32. 101 學年輔導會計系同學取得傑克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專

業證照 2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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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學院－財金系－財務決策實境模擬實驗室計畫(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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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年考取證照 207

張，102 學年 462 張，103 學年 279 張。 

本系四 A 謝嘉耘同學以 20 張證照，共 28 

分，獲得全校證照達人(學生組)第一名。本 

系四 A 謝嘉耘、陳弘奕同學，獲得全校證 

照達人前二名。 

3.101 年獲得新光人壽理財新人王競賽學生團

體組第一名、學生團體組最多人參加獎第

一名、團體組分區賽-大台北地區第一名。 

4.經濟日報主辦「2011 第一屆全國大專校按

理財規劃案例競賽」，四隊獲佳作/獲選人數

技專校院第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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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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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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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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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第二屆 XBRL 學術研習營與軟體設計

競賽」獲佳作獎。 

10.2012 第十五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

賽，榮獲財管組佳作。 

11.2013 第十六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

賽，榮獲財管組佳作。 

12.100 年臺灣證券交易所主辦「第八屆校園

證券投資智慧王競賽」獲初賽第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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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具體成果 

四、五、六、七名；複賽第三、五、六

名。 

13.101~102 學年連續 2 年每年獲得科技部大

專生研究獎助。 

14.「2014 第四屆全國大專盃財富管理競賽」

佳作三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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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15 第五屆全國大專盃財富管理競賽」

獲特優一隊、優等一隊、佳作三隊。 

1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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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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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盃)」海峽兩岸賽獲一等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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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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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企業經營行銷模擬實驗室計畫(101-103 年) 

特色 具體成果 

本計畫擬提供學生分組討論、企劃

實作及模擬競賽之教學環境，藉由企業

經營行銷模擬系統：BOSS、流通大師、

行銷贏家等系統之建置，提供學生接近

企業真實營運狀況的學習情境，並透過

角色扮演與競賽，增進學生學習意願及

學習效果。此外，本實驗室定位為競賽

型專業教室，除提供模擬競賽系統之

外，並整合系內「行銷管理」、「行銷

企劃實務」、「營運企劃實務」等課程，

於期末辦理教學成果發表與競賽，發掘

與培訓校外競賽種子隊伍。另為增加學

生與大陸學生交流、學習、觀摩之機會，

亦以本實驗室為基地，辦理海峽兩岸高

校學生營銷（行銷）策劃邀請賽。 

1. 「辦理 2012 海峽兩岸高校學生營銷（行銷）策劃

邀請賽」，計有福州大學至誠學院、陽光學院、福

建三明學院、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與中國科技大

學，共計 5 校 16 隊參與兩岸行銷策劃邀請賽。 

2. 101~102 學年辦理「行管系行銷企劃實務競賽」，

整合行管系兩校區「行銷企劃實務」課程，辦理期

末教學成果競賽，培訓校外競賽種子隊伍。 

3. 102 學年開始，辦理「管理學院創意行銷企劃競

賽」，整合管理學院「行銷管理」課程，辦理期末

教學成果競賽，培訓校外競賽種子隊伍。 

4. 獲得遠雄集團讚助 50 萬元經費，辦理「2014 海峽

兩岸高校學生營銷（行銷）策劃邀請賽」，計有福

州大學至誠學院、福州大學陽光學院、福建三明學

院、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與中國科技大學、中國

文化大學、嘉南藥理大學，共計 7 校 21 隊參與兩

岸行銷策劃邀請賽。 

5. 103 學年輔導同學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創業基

金，獲補助共計 50 萬元。 

6. 競賽獲獎由 100 學年 8 件成長至 102 學年 45 件，

前三名獎項亦由 100 學年 2 件成長至 102 學年 19

件，績效卓著： 

(1) 100 學年輔導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獲獎 8 件，

其中前三名 2 件。 

(2) 101 學年輔導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獲獎 25 件，

其中前三名 12 件。 

(3) 102 學年輔導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獲獎 45 件，

其中前三名 19 件。 

(4) 103 學年輔導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獲獎 76 件，

其中前三名 13 件 

7. 重要競賽獲獎紀錄： 

(1) 2013 聖企盃創業企劃組  第一名。 

(2) 第二屆兩岸三地大學生品牌策劃大賽總決賽 第

一名。 

(3) 第三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第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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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3 全國大專院校-三創與行銷企劃競賽  第

二名。 

(5) 2014 第四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第

三名。 

(6) 2014 商圈創新創業與創意行銷競賽-創新創業

組第一名、第三名。 

(7) 兩岸三地大學生品牌策劃大賽-台灣賽區 3 組

優勝(前 7 名) 。 

(8) 第三屆兩岸三地大學生品牌策劃大賽總決賽  

一等獎與台灣前三名。 

(9) 第十七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第三名。 

(10) 首屆兩岸四地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 已入選總

決賽，獲三等獎 。 

(11) 2014 海峽兩岸高校學生營銷（行銷）策劃邀

請賽  金獎 2 名、銀獎 1 名、銅獎 1 名。 

(12) 2015 獲任性玩品味品牌策劃大賽-創意短片類

第二名；行銷企劃組第三名 

(13) 2015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第

二名 

(14) 2015 第五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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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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擬支持影像後製與視訊特效實驗室特色計畫、觀

光導覽暨國際會展特色計畫及智慧型物聯網實驗室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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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擬推動資訊自學及證照測驗中心計畫，系科電腦

教室大多支援教學活動，難以提供學生一個自由操作練

習的資訊自學環境，本計畫提供學生於校園一個可自由

學習的資訊自學區，讓學生可以練習各項校園教學授權

軟權的使用。此資訊自學教室並可支援各系科老師之統

一性證照測驗考場，對於學生就近參加各項國內外證照

考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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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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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年度參與獎補助人數約為 150 案次。 

研習 

1.鼓勵教師參與或辦理專業領域相關之進修、研習，105年度

預定教師參加進修研習500-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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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度預定教

師出席國際會議25~30人次，以增進教師國際觀。 

進修 鼓勵教師進修博士學位，預計4案 

著作 
奬助教師著作發表，提升研究著作水準，增進學術研究能量 

105 年度估計 90-100 案。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費，預計14-15案 

改進教學 

1.獎勵優良教學、創新教學，預計 5-6 案 

2.獎助教師輔導學生取得競賽優勝，預計 80-100 案 

3.獎助教師取得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預計 80-100 位 

4.獎助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預計 100-120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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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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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案 

4.奬助教師創新教學，預計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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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預計105年度參與研習達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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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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5.22%） 

總經費 

(5)=(3)+(4) 

$47,810,312 $7,275,199 $55,085,511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68.88%）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1.12%） 

金額 $33,467,218 $5,010,857 $14,343,094 $2,264,342 

合計 $38,478,075 $16,607,436 

占總經

費比例 
69.85 %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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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4,218 86.16% $4,877,457  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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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000  5.48% $0  0.00%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

六 

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 
$1,965,000  5.87% $0  0.00% 

小計 $3,798,000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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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000  2.49% $78,40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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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  1.10%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計 $33,467,218  100.00% $5,010,85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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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以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編纂教材 $800,000 5.58% $0 0.00%  

製作教具 $30,000 0.21% $0 0.00%  

改進教學 $5,230,000 36.46% $0 0.00%  

研究 $3,200,000 22.31% $200,000 8.83%  

研習 $1,140,000 7.95% $120,000 5.30%  

進修 $150,000 1.05% $0 0.00% （註六） 

著作 $1,270,000 8.85% $0 0.00%  

升等送審 $160,000 1.12% $0 0.00%  

小計 $11,980,000 83.53% $320,000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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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0.56% $0 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470,000 3.27% $50,000 2.21%  

小計 $550,000 3.83% $50,000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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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590,180 4.11% $1,658,028 73.22% 

請另填寫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1,142,914 7.97% $236,314 10.44%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資料庫訂閱費 $0 0.00% $0 0.00% （註七）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其他（註十二） $0 0.00% $0 0.00%  

小計 $1,142,914 7.97% $236,314 10.44%  

總 計 $14,343,094 100% $2,264,3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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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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晝具體連結 備註

1 個人電腦

21.5吋/2.8GHz四核心 Intel處理器/8GB RAM/1TB HDD/含

鍵盤、滑鼠/Intel Iris Pro Graphics

/另含原廠兩年硬體延長保固

65 台 48,391 3,145,415
「影音剪輯與後製實驗室」，為提供學生進

行影音後製與特效製作之特色製作室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

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一、(二)願景與目

標)

影視錄影實

驗室計畫

2 還原軟體
65人授權/支援Mac OS作業系統/保護多個硬碟機及分區/

永久授權
1 套 100,000 100,000

「影音剪輯與後製實驗室」，為提供學生進

行影音後製與特效製作之特色製作室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

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一、(二)願景與目

標)

影視錄影實

驗室計畫

3-1 軟體廣播系統
廣播軟體雙系統65人/遠端控制含系統安裝測試與使用教

學/支援Mac OS作業系統
1 套 25,800 25,800

「影音剪輯與後製實驗室」，為提供學生進

行影音後製與特效製作之特色製作室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

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一、(二)願景與目

標)

影視錄影實

驗室計畫

3-2 網路交換器
1000 M Ethernet port 48 port 含原廠1G 光纖mini-GBIC 光

電轉換器
2 台 20,000 40,000

「影音剪輯與後製實驗室」，為提供學生進

行影音後製與特效製作之特色製作室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

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一、(二)願景與目

標)

影視錄影實

驗室計畫

4 電腦主機
CPU i7 /4G RAM+4G DDR RAM / 1T SATA HDD/ WIN

OS/含鍵盤,滑鼠/含還原卡、獨立顯示卡
66 台 42,000 2,772,000

建置影音剪輯與3D動畫高階的電腦教室，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多媒體互動

設計實驗室

計畫

5 硬體廣播系統
DVI數位式硬體廣播教學系統，可支援66部電腦以上之

螢幕廣送功能。硬盒需提供防拔插設計。
1 組 231,000 231,000

建置影音剪輯與3D動畫高階的電腦教室，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多媒體互動

設計實驗室

計畫

6 電腦主機
CPU i7 /4G RAM+4G DDR RAM / 1T SATA HDD/ WIN

OS/含鍵盤,滑鼠/含還原卡、獨立顯示卡
64 台 42,000 2,688,000 加強專業資訊設備，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新媒體設計

實驗室計畫

7 單槍投影機 3200流明含以上/ 1024x768 XGA/ 含安裝 1 部 24,000 24,000 加強專業資訊設備，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新媒體設計

實驗室計畫

8 單槍投影機
XGA (1024x768)/ 4200ANSI/ HDMI高畫質數位輸入/ 含運

送及安裝設定
1 部 37,800 37,800

汰換已逾年限設備投影機，並進階使符合視

覺設計對造形、色彩、影音剪輯等課程教學

需求。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高階視覺模

擬設計實驗

室計畫

9 還原軟體
70人授權/支援Mac OS作業系統/保護多個硬碟機及分區/

永久授權
1 套 114,590 114,590

加裝教師端及學生端電腦還原裝置，防止更

動系統設定，穩定廣播系統操作以減低電腦

耗損。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高階視覺模

擬設計實驗

室計畫

10 個人電腦

21.5吋/2.8GHz四核心 Intel處理器/8GB RAM/1TB HDD/含

鍵盤、滑鼠/Intel Iris Pro Graphics

/另含原廠兩年硬體延長保固

69 台 48,391 3,338,979

建置最新MAC專業電腦特色教室，學習MAC

電腦操作，符合業界對學生視覺設計教學成

效的需求。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高階視覺模

擬設計實驗

室計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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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個人電腦

21.5吋/2.8GHz四核心 Intel處理器/8GB RAM/1TB HDD/含

鍵盤、滑鼠/Intel Iris Pro Graphics

/另含原廠兩年硬體延長保固/ 加裝Apple MDM 管理伺服

器含安裝，教育訓練三小時

1 台 55,391 55,391

建置最新MAC專業電腦特色教室，學習MAC

電腦操作，符合業界對學生視覺設計教學成

效的需求。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高階視覺模

擬設計實驗

室計畫

12 電腦主機

CPU i7/16G RAM/ 1TB SATA HDD/ GTX 960 2G獨立顯示

卡(含以上，需具備DVI及HDMI介面) /DVD燒錄機/ 含

1000網路埠/鍵盤、滑鼠/還原卡/內建USB3.0 埠

64 台 46,000 2,944,000 強化教學設備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3D影音電腦

動畫創作實

驗室計畫

13 網路交換器
1000 M Ethernet port 48 port 含原廠1G 光纖mini-GBIC 光

電轉換器
2 台 20,000 40,000 強化教學設備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3D影音電腦

動畫創作實

驗室計畫

14 電腦主機 CPU i7, 4G RAM或以上, 1TB HD, 內建還原卡, 含win os 63 台 35,000 2,205,000 強化教學設備 財金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第二節(二)-1願景

金控與財富

管理情境實

驗室計畫

15 軟體廣播系統

支援全屏廣播、視窗廣播、區域廣播、學生機全屏接受

廣播、學生機視窗模式接收廣播，可以讓學生一邊操作

一邊觀看老師示範教學，老師可即時監看學生機的螢

幕。63U授權

1 套 94,500 94,500 充實專業軟硬體設備 財金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第二節(二)-1願景

金控與財富

管理情境實

驗室計畫

16 電腦主機 CPU i7, 4G RAM或以上, 1TB HD, 內建還原卡, 含win os 70 台 35,000 2,450,000 強化教學設備 行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三、『(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行銷流通實

驗室計畫

伺服器

2.7GHz 十二核心，配備 30 MB L3 快取/64GB RAM/1TB

快閃儲存/含滑鼠/鍵盤含數字鍵盤/連接線(2公尺)/對DVI

轉換器/監聽耳機

2 台 321,000 6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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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影像後製與

視訊特效實

驗室特色計

畫

液晶螢幕
螢幕尺寸23.8吋

Full HD 1920x1080
2 台 7,000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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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影像後製與

視訊特效實

驗室特色計

畫

17-2 剪輯軟體
Final Cut Pro X(含Motion5,Compressor4)

剪輯功能/特效/字幕/音訊剪輯/色彩調校/輸出/2台授權
1 套 24,000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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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影像後製與

視訊特效實

驗室特色計

畫

18 筆記型電腦
2.2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7/ 16GB DDR3L SDRAM/

512GB 快閃儲存/ Intel Iris Pro Graphics
2 台 171,160              34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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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影像後製與

視訊特效實

驗室特色計

畫

19 電腦主機 CPU i7, 4G RAM或以上, 1TB HD, 內建還原卡, 含win os 51 台 35,000 1,785,000 供學生自習及考證照使用 網路應用組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三章第

五節第二項策略與行動方案之

SO1-1

資訊自學及

證照測驗中

心計畫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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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晝具體連結 備註

伺服器

2.7GHz 十二核心，配備 30 MB L3 快取/64GB RAM/1TB

快閃儲存/含滑鼠/鍵盤含數字鍵盤/連接線(2公尺)/對DVI

轉換器/監聽耳機

2 台 321,000 642,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液晶螢幕 23.8吋寬螢幕液晶顯示器/Full HD 1920x1080 4 台 7,000 28,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0-2 調光軟體 支援32位元浮點YRGB處理/4K影片剪輯、影像色彩調整 2 套 34,000 68,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0-3 剪輯軟體

MAC專用剪輯軟體

由 ColorSync 管理的色彩管線/ H.264多次編碼/支援

HTTP 即時串流編碼

2 套 12,000 24,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0-4 剪輯軟體

windows專用剪輯軟體

支援4K工作流程/編輯媒體檔案支援多解析度，24x24到

4Kx2K/支援3D編輯

2 套 35,000 70,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0-5 調光控制盤

套件中包含四個控制面板：軌跡球面板、多功能面板、

旋鈕面板以及按鍵面板需透過USB接口作為提供電源與

主機連結 提供模組化設計，可依照使用者需求變更其連

接順序

2 台 120,000 240,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0-6 磁碟陣列

桌上型直立式 8 碟位磁碟。主機端介面：PCI Express

Gen3 8 Gb x 4。硬碟端介面：SAS/SATA。資料傳輸速

率：32Gb/s。控制器中央處理器：LSI SAS2208

Processor。快取記憶體：2G DDRIII 1333 with ECC-

protected。支援多種陣列等級: 0,1,5,6, 0+1, 以及 JBOD。

支援 S.M.A.R.T 硬碟狀態監控含3T企業級硬碟8顆

2 台 140,000 280,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0-7 轉接器

*1U機架型，可安裝於標準機架上。

*提供2組10-bit SD/HD/Ultra HD/4K/2D/3D SDI輸入，支

援3 Gb/s and 6Gb/s dual link 4:2:2/4:4:4

*提供2組10-bit SD/HD/Ultra HD/4K/2D/3D SDI輸出，支

援3 Gb/s and 6Gb/s dual link 4:2:2/4:4:4

*提供1組HDMI輸入，支援Ultra HD/4K/3D

*提供1組HDMI輸出，支援Ultra HD/4K/3D

*提供電腦Thunderbolt連接介面

*需有XLR聲音輸入及輸出

*面板至少需包含按鍵及監看螢幕

2 台 34,000 68,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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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監看螢幕
示波器/2組8吋LCD顯示器，3U機架型，可安裝於標準

機架上
2 台 35,000 70,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0-9 液晶螢幕

31.1吋寬螢幕/

解析度：4096 x 2160

EBU/含監聽耳機 1個,頻率範圍：10Hz-20kHz/靈敏度：

105dB/mW

2 台 137,000 274,000

培育影像調色調光之專業中高階人才，進一

步推動與國內外後製公司與產業作實務性交

流，以利強化學生影像調色調光的職場競爭

力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七、『(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後製調色調

光工作站特

色計畫

21 立體印表機

3D列印機/ 解析度 (xy)56 micron/ 採微型立體光固成型技

術/ 層厚 0.03 mm / 內建UV紫外線固化室/ 主機重量9 Kg

含以下

1 台 225,000 225,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

展計畫、(二)願景與目標、

(四)因應策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22 立體印表機
機芯4軸/ USB、WIFI/ 獨立打印機/ 可打印、掃描、雕

刻/尺寸366x366x366mm(含以下)
1 台 50,000 50,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

展計畫、(二)願景與目標、

(四)因應策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23 切割機

機體+空氣濾器/ 工作床12"×20"/對焦範圍：0.5"/自動校

正系統/可以切割任何東西: 木材、 織物、 皮革、 紙

張、 紙板等。

1 台 215,000 215,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

展計畫、(二)願景與目標、

(四)因應策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24 防潮箱
容量365L含以上/ 上下可調高低層板*3 / 高效能物理吸

附式除濕/ 除濕範圍： 25 - 55%RH / 防火塑材
3 個 18,000 54,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

展計畫、(二)願景與目標、

(四)因應策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25 單槍投影機
商務薄型無線投影機支援雲端投影(含吊架) / 3000流明/

標準解析度 WXGA 1280x800
2 部 53,000 106,000 培養新興跨領域之廣告設計人才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校

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

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展

計畫、(二)願景與目標、(四)

因應策略

互動廣告設

計實驗室特

色計畫

26 單槍投影機
微型無線上網HD級微型投影機(含吊架)

/ 500流明 / 支援解析度 720p(1280x800)
1 部 21,000 21,000 培養新興跨領域之廣告設計人才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校

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

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展

計畫、(二)願景與目標、(四)

因應策略

互動廣告設

計實驗室特

色計畫

27 導覽機
47吋LED紅外線 IR TOUCH 觸控螢幕/ 最高解析度

1920X1080/ 直立式金屬立架
1 台 90,000 90,000 培養新興跨領域之廣告設計人才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校

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

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展

計畫、(二)願景與目標、(四)

因應策略

互動廣告設

計實驗室特

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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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電腦主機

處理器：Intel Core i7-6700四核以上

硬碟：1TB+128G SSD 以上

顯示：NVIDIA GeForce GTX960 2GB 獨顯 以上(體驗開

發用主機)

1 台 51,000 51,000 培養新興跨領域之廣告設計人才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校

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一

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展

計畫、(二)願景與目標、(四)

因應策略

互動廣告設

計實驗室特

色計畫

29 數位攝影機
內建64GB儲存空間/ 2450萬畫素(含以上)/ 12x光學變焦/

內建wifi/NFC功能/ CMOS 感光元件
2 架 39,900 79,800

改善教學，可有效讓學生了解教學過程，

並提升學生實務繪圖及模型製作之能力
建築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二、(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模型製作室

特色計畫

30 掃描器

平台式彩色影像掃描器/ 影像讀取鏡頭移動方式

彩色CCD線性感應器/ 自動文件送紙/ 600dpi × 600dpi 光

學解析度

2 台 36,890 73,780 推動實務實習課程，發展BIM特色教學。 土木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三、『(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BIM研發中

心特色計畫

31 製圖桌
軌道式重鑲平行儀,磁性圖板(圖板尺寸為 690x900 mm,

厚度18mm以上)氣壓式製圖架,傾斜角度0~80度
1 張 20,000 20,000

強化教學輔導及圖說判讀功能，透過3D、2D

間界面圖說與設計媒材之應用，立即達到現

場教學與實體製作的效果

室設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四、『(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及資源規劃』

製圖教室特

色計畫

32 製圖桌
軌道式重鑲平行儀,磁性圖板(圖板尺寸為 690x900 mm,

厚度18mm以上)氣壓式製圖架,傾斜角度0~80度
1 張 20,000 20,000

強化教學輔導及圖說判讀功能，透過3D、2D

間界面圖說與設計媒材之應用，立即達到現

場教學與實體製作的效果

室設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四、『(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及資源規劃』

製圖教室特

色計畫

33 轉印機

高壓力平板轉印機(40x50)工作平台/ 搖頭式熱轉印機/ 數

位式顯示面板/ 可調整溫度/時間/壓力/ 加熱片鐵氟龍處

理

1 台 38,000 38,000

文創商品設計實驗室補強實驗器材，文創、

包裝、設計專題課程增加使用機台數以應付

班級同時多人使用

視傳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文創商品設

計實驗室特

色計畫

34 液晶電視
4K Ultra HD LED面板/ 內建三組HDMI數位影音端子/

USB多媒體連結(靜、動態讀取) /WiFi 無線網路
4 台 44,900 179,600 建置VRMR實驗室計畫，強化實務導向教學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VRMR實驗

室計畫特色

計畫

35 活動器具架
液晶電視活動立架(40吋-60吋適用)一體成型底座，滾輪

可360度移動，踩下剎車即可固定立架。
4 台 11,000 44,000 建置VRMR實驗室計畫，強化實務導向教學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VRMR實驗

室計畫特色

計畫

36 虛擬實境遊戲顯示器

解析度雙眼各960×1080/更新率可達75 Hz /光學可視性

100°可視範圍/攝影機 USB/內建位置追蹤、陀螺儀、加

速度計、地磁計/近紅外線CMOS感測器

2 個 30,000 60,000 建置VRMR實驗室計畫，強化實務導向教學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VRMR實驗

室計畫特色

計畫

37 遊戲主機
8核AMDRadeon/GDDR5-8GB/1TB/頭戴LCD 5吋

/1920RGB1080/含遊戲軟體X2
1 台 35,000 35,000 建置VRMR實驗室計畫，強化實務導向教學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VRMR實驗

室計畫特色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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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遊戲主機
體感感應器PC轉接/Xbox OS/CPUAMDJaguar8核/8GB

DDR3/500GB/ 7.1聲道/1080p Kinect2.0/含遊戲軟體X2
1 台 20,000 20,000 建置VRMR實驗室計畫，強化實務導向教學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VRMR實驗

室計畫特色

計畫

39 電腦主機
CPU i7/ 16G / 1T+256GSSD/ GTX960 2G或更佳Mini-ITX

主機板Alienware高效空冷/HDMI1.4/SATA/6.0Gb/s
1 台 71,400 71,400 建置VRMR實驗室計畫，強化實務導向教學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VRMR實驗

室計畫特色

計畫

40 曲面顯示器
具備 3440 x 1440 WQHD 解析度

超薄外框 21：9 高效能曲面全景顯示
1 台 40,000 40,000 建置VRMR實驗室計畫，強化實務導向教學 數媒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六、『(四)、因應策略』

VRMR實驗

室計畫特色

計畫

41 單槍投影機
含吊架 RGB三片TFT LCD同時聚合呈像投影/  4200流明/

無線網路投影功能802.11 b/g/n
1 部 35,000 35,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42 銀幕 120" 電動銀幕/ 含吊架/ 軸心式管狀馬達 1 面 15,000 15,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43 互動式液晶電視

60吋含壁掛架/ FULL HD 1920x1080/ 反應時間6ms含以

下、亮度300cd/m2含以上/繪圖速度200Hz含以上/ USB

2.0x2/ 內建喇叭 10Wx2/ 低反光強化玻璃觸控面板,厚度

3.0mm/顯示螢幕與觸控面板一體成型/紅外線觸控感應技

術

2 面 185,000 37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44 繼電器模組

升降機繼電器模組/ 8迴路獨立繼電器或互鎖控制 /最大

負載：每路16A, 250V AC (含)以上 / 控制介面：RS-232

或RS-485 /含安裝

1 式 45,000 45,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45 機櫃 設備機櫃19"35U 具前後門及4個滑輪 1 個 20,000 2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46 環控主機

面板具各式控制埠功能LED燈指示/ 處理器速度可達404

MIPS/ 2G以上記憶體/ 提供True 10/100baseT Ethernet網路

連結埠/ 微電腦環控主機與微電腦環控主機透過程式的

編寫及乙太網路的連結

1 台 220,000 22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47 電源供應器

提供主機所需之相同電壓，電流供應大小至少4.5A/ 具

穩壓、過載、過熱、過電壓、過電流及短路保護/

110/240 VAC自動切換功能。

1 台 60,000 6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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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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晝具體連結 備註

48 控制軟體

可控制AV影音設備、投影機之開關及輸入訊號選擇、

與會議系統搭配、各聲道之音量大小及靜音、電動銀幕

升降、投影機電動昇降架升降、窗簾開關、日光燈開

關、調光燈亮度控制及調光時間/永久授權

1 套 200,000 20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

數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

覽與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49 控制軟體

連線控制軟體/ 連結數位教學環控主機，直接控制教學

導覽教室的教學相關設備含教室內設備的程式設計，本

軟體具有永久所有權

1 套 26,500 26,5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

數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

覽與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0 平板電腦
16GB WiFi/ iOS作業系統/ 9.7 吋顯示器/

64 位元/ 動態協同處理器/Touch ID/鏡頭連拍模式
1 台 18,000 18,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1 延伸器 台製 HDMI 延伸器 (含1.5m  HDMIx2) 13 個 12,000 156,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2 矩陣主機

HDMI視訊切換矩陣主機/ 具備10組HDMI螢幕輸出、12

組 HDMI/DP輸入埠，解析度達1920x1080/ 支援RS232 與

網路控制功能/ 支援多國語言

1 台 380,000 38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

數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

覽與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3 無線麥克風組

高感度無線桌上型麥克風（每套4只無線麥克風）後面

板設有平衡式及不平衡式輸出插座，具有兩段音量切換

開關，可以切換輸出的音量大小。/採用UHF頻段PLL頻

率振盪方式。

2 組 28,000 56,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4 互動影音教學軟體

全年課程/ 永久授權/ 將數位多媒體影片，調整成學生學

習理論課程，開發出每週結合高解析圖片、音效、旁

白、影片的教學互動軟體，軟體具有所有權沒有使用人

數的限制/擁有1年內免費增減修改播放內容的權利含教

育訓練。

1 套 380,000 38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5 看板機

落地移動式數位多媒體看板機46"LED/ 亮度 350cd/m2 /

最大顯示尺寸584.82(H)*1039.68(V)mm / 解析度

1080(H)*1920(V) /回應時間8ms含以下

1 台 150,000 15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6 平板電腦
16GB/ iOS 作業系統/  9.7 吋顯示器/

64 位元 / 動態協同處理器
10 台 16,500 165,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利用平

板電腦及區域網路進行群組討論，展示各組

專題作品，互動學習。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7 充電櫃

平板充電收納櫃內置三層滑軌抽拉式托盤/ 具扣線溝槽

設計/ 具輔助資訊插座/ 對外提供125V/ 15A插座兩組及

USB三組，可用于連接電腦或移動式投影設備/ 漏電保

護，過載保護/ 具散熱孔且內可擴充散熱冷卻風扇/ 靜音

減震萬向輪（具煞車功能）

1 個 65,000 65,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之用。平

板電腦收納櫃，收納平板電腦以及進行充電

使用。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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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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晝具體連結 備註

58 擴音機

最大輸出功率200W/10吋2音路喇叭+分音器/失真比

<0.5%/含4只手握無線麥克風，可同時使用/手拉滑輪設

計

1 部 68,000 68,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59 互動式液晶電視

70吋含壁掛架/ FULL HD 1920x1080/ 反應時間6ms含以

下、亮度300cd/m2含以上/ 繪圖速度200Hz/ USB 2.0x2/ 內

建喇叭 10Wx2/ 低反光強化玻璃觸控面板,厚度3.4mm / 顯

示螢幕與觸控面板一體成型/ 紅外線觸控感應技術

2 面 253,000 506,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60  擴大機 輸出功率80W＋80W，MIC 前1後1，AUDIO 3入1出 1 台 13,000 13,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61 喇叭
二音路喇叭6.5"×1，1"×1 / 瞬間功率100W/ 靈敏度

90dB/ 內附U型吊架
2 組 12,000 24,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62 單槍投影機 3200流明含以上/ 1024x768 XGA 1 部 22,000 22,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63 桌子

教師主控桌/定制品(180W*60D＊74H CM ±10cm)/ 面採

用耐水耐刮美耐板，具有抽屜。隔板，可收納線路及教

學情境控制器

1 張 26,000 26,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64 桌子

學生桌訂製品採8張(W80*D60＊H74cm ±10cm)桌子梯形

組合設計，可組合成160cm直徑以上的圓型討論桌，桌

面貼防水美耐板

8 張 70,000 560,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65 攝影機
1/2.8"  CMOS 感測器/ 高清1080P /支援HD-SDI，DVI-I等

高清視頻輸出介面/ 20倍光學變焦/ 配多功能IR遙控器
1 台 85,000 85,000

建置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透過數

位化及實境模擬教學設備，培育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業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66 串流媒體處理器

H.264 串流媒體處理器/ 主機具備影音錄製及同步串流功

能，並具聲音混音及DSP功能/ 相容於HDCP/ 提供二個

輸入羣組/ 具備80G內部儲存/ 主機具備前面板操作按

鍵、RS-232、數位I/O等操控模式

1 台 300,000 300,000
建置觀光導覽暨國際會展特色教室，強化各

專業教室實習設備。
觀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四、『(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觀光導覽與

國際會展專

業教室

67 多媒體教材
國際商展、觀光英文、會議英文、社交英文、商務貿易/

軟體永久授權/ 含安裝及教育訓練
1 套 600,000 600,000

透過課程與軟體的教學，與系上專業課程連

結並輔導學生專業證照取得。
應英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專業應用英

語能力培育

特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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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互動式液晶電視

70吋含壁掛架/ FULL HD 1920x1080/ 反應時間6ms含以

下、亮度300cd/m2含以上/ 繪圖速度200Hz/ USB 2.0x2/ 內

建喇叭 10Wx2/ 低反光強化玻璃觸控面板,厚度3.4mm / 顯

示螢幕與觸控面板一體成型/ 紅外線觸控感應技術

1 面 253,000 253,000
即時互動的功能讓教材的呈現更加多元化，

數位化輔助語言學習以提升語言學習成效。
應英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專業應用英

語能力培育

特色計畫

69 擴大機 輸出功率80W＋80W，MIC 前1後1，AUDIO 3入1出 1 台 13,000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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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英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專業應用英

語能力培育

特色計畫

70 喇叭
二音路喇叭6.5"×1，1"×1 / 瞬間功率100W/ 靈敏度

90dB/ 內附U型吊架
1 組 12,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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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英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專業應用英

語能力培育

特色計畫

71 桌子
L型教師主控桌 訂製品(主桌W180*D70*H75cm側桌

W110*D70*H75±10cm)含隔板
1 張 32,000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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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英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專業應用英

語能力培育

特色計畫

72 液晶電視

50 型LED/ 面板解析度1920 x 1080/ HDMI、VGA、電腦

音源、麥克風輸入端子/ 內建GMA 3650繪圖顯示/ 內建

COM埠/ 含吊架

1 台 23,000 23,000

多媒體播放系統定時撥放英文相關節目及影

片，提供同學學習及觀賞，營造多元化英語

學習及教學環境。

應英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專業應用英

語能力培育

特色計畫

73 英語線上學習系統

VoiceTube-校園版雲端學習系統/永久使用授權/  授權內

容25,000部影片，具備聽力、口說、聽打測驗、試卷等

功能/雲端同步更新至最新版本/含教育訓練

1 套 350,000 350,000

線上學習提供多元且即時的學習管道，以提

供學生多元化互動式e-learning之語文學習環

境及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應英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三節五、『(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專業應用英

語能力培育

特色計畫

74
虛擬實境空間定位感測

模組
沉浸式戴式顯示器、一對無線控制器，一對定位基地台 1 組 34,000 34,000 培養新興跨領域之廣告設計人才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一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一院發

展計畫、(二)願景與目標、

(四)因應策略

互動廣告設

計實驗室特

色計畫

75 軟體壓力測試模組
軟體壓力測試模組、資訊系統整合環境、資通安全與資

料防護模組、雲端運算系統軟體。
1 套 400,000 400,000

提供下列課程實作環境: 軟體測試、軟體測

試實務、源碼檢測、專題研究
資管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四節二、『(五)策略與行動方

案 』

軟體測試實

驗室特色計

畫

76 伺服器
直立式高階繪圖工作站/Intel Xeon系列 2.4GHz二顆/含作

業系統(SAS硬碟)
1 台 89,700 89,700

提供下列課程實作環境: 統計與市場調查、

資料倉儲與採擷課程、顧客關係管理、大

數據分析及專題研究。

資管系

「103-106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二、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雲端市場調

查中心特色

計畫

77 液晶螢幕 27吋(含)以上寬螢幕顯示器 1 台 10,300 10,300

提供下列課程實作環境: 統計與市場調查、

資料倉儲與採擷課程、顧客關係管理、大

數據分析及專題研究。

資管系

「103-106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二、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雲端市場調

查中心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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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晝具體連結 備註

78 自動撥號系統

電話訪問隨機自動撥號主系統-專案建置管控系統/資料

匯入管理系統/使用者管理系統/記錄儲存與查詢管理系

統 /控管介面設計

電話訪問隨機自動撥號工作站系統 - 接收主系統的撥號

要求/自動電話撥號系統/傳送撥號狀態至主系統的回傳

系統/記錄儲存/AL-56MS 56K RS232 Modem w/SPK 卡

(含安裝) /控管介面設計

1 套 180,000 180,000

提供下列課程實作環境: 統計與市場調查、

資料倉儲與採擷課程、顧客關係管理、大

數據分析及專題研究。

資管系

「103-106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二、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雲端市場調

查中心特色

計畫

79
綠色能源與智慧工廠教

學平台

太陽能電池板x2與風力發電x1/電源控管系統與安全監控

/智慧工廠單元模組與教材，PH檢測、水位感測、溫度

感測、電流檢測器、環境/火焰/噪音感測、電源控管系

統等應用單元模組。/須具藍芽、Zigbee、RFID、WiFi/包

含資料擷取與數值及圖表分析等應用。

15 組 32,110 481,650

結合本系資訊概論(一)(二)<基礎課程模組

>、行動裝置實務<應用特色課程模組>、雲

端運算應用<進階物聯網大數據模組>及專

題研究(一)(二)<整合三模組>等課程，帶領

學生實際操作，提昇智慧型物聯網實務能

力。

資工系

「103-106(104-105學年)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有

關第四章學術面發展策略與

行動方案第四節資訊學院

(三)資訊工程系暨資訊科技

應用碩士在職專班『(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

智慧型物聯

網實驗室計

畫

80
雲端物聯網實務教學平

台

具旋調式修正輸出馬達/金屬合金，符合PCP規範，可與

FPGA/Propeller多核控制器銜接/專用電源分流控制板/網

路攝影機HD 720p視訊串流/雙輸出電源孔/感測器需包

含：加速度計、溫溼度、氣體、GPS等。並需搭配自走

車教學內容。

15 組 33,410 501,150

結合本系資訊概論(一)(二)<基礎課程模組

>、行動裝置實務<應用特色課程模組>、雲

端運算應用<進階物聯網大數據模組>及專

題研究(一)(二)<整合三模組>等課程，帶領

學生實際操作，提昇智慧型物聯網實務能

力。

資工系

「103-106(104-105學年)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有

關第四章學術面發展策略與

行動方案第四節資訊學院

(三)資訊工程系暨資訊科技

應用碩士在職專班『(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

智慧型物聯

網實驗室計

畫

81 虛擬實境顯示器
頭戴顯示器、體感偵測器、遙控器、連接線、遊戲控制

器
1 套 30,000 30,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

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

一院發展計畫、(二)願景與

目標、(四)因應策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82 電腦主機
i7四核/16GB RAM/ 2TB HDD+ 256GB SATA SSD HDD

,4GB獨顯含以上
1 台 65,000 65,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 規院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

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規劃與設計學院之

一院發展計畫、(二)願景與

目標、(四)因應策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電腦主機

內顯/500GB/雙核心/光碟機、4G記憶體/含數位音檔截錄

器/含鍵盤滑鼠

*接取桌上話機啟作業系統

10 台 24,000 240,000

提供下列課程實作環境: 統計與市場調查、

資料倉儲與採擷課程、顧客關係管理、大

數據分析及專題研究。

資管系

「103-106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二、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雲端市場調

查中心特色

計畫

液晶螢幕 23.6吋(含)以上寬螢幕顯示器 10 台 6,000 60,000

提供下列課程實作環境: 統計與市場調查、

資料倉儲與採擷課程、顧客關係管理、大

數據分析及專題研究。

資管系

「103-106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第四章第四節二、

『(五)策略與行動方案』)

雲端市場調

查中心特色

計畫

$33,711,675合   計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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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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晝具體

連結
備註

1 伺服器
Gen9 E5 CPU等級(含以上) / 256G RAM /

300GB SAS HDD * 7 / 480GB SSD*1
1 台 450,000 450,000

更新101年採購之圖書館自動化各類系統

伺服器與虛擬作業系統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103-106(104-105學

年版)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慧校

園』

推動行動化

校園服務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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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1-year Academic Basic Support/Subscription/永久授權
1 套 225,000 225,000

更新101年採購之圖書館自動化各類系統

伺服器與虛擬作業系統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103-106(104-105學

年版)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慧校

園』

推動行動化

校園服務應

用

3 無線基地台
802.11abgn/ac Wireless Access Point, dual ports, 支援802.3af

PoE.
10 台 25,000 250,000 強化兩校區三處圖書館無線網路環境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103-106(104-105學

年版)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慧校

園』

推動行動化

校園服務應

用

4 閘道器
無線基地台閘道器，最大可支援 75 個基地台授權總數

，本設備最少提供20個基地台授權數。
1 台 450,000 450,000 強化兩校區三處圖書館無線網路環境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103-106(104-105學

年版)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慧校

園』

推動行動化

校園服務應

用

5 網路交換器 48 Giga Ethernet,   2 x 10G SFP 網路交換器含光電轉換器 1 台 160,000 160,000 強化兩校區三處圖書館無線網路環境
圖資中心-圖

資服務組

「103-106(104-105學

年版)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慧校

園』

推動行動化

校園服務應

用

電腦主機 CPU i7, 4G RAM或以上, 1TB HD, 內建還原卡, 含win os 4 台 35,000 140,000
汰換年限已到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用電

腦，以利提升服務品質。
圖資服務組

「103-106(104-105學

年版)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慧校

園』

推動行動化

校園服務應

用

液晶螢幕 21.5 吋以上之液晶顯示器 4 台 4,500 18,000
汰換年限已到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用電

腦，以利提升服務品質。
圖資服務組

「103-106(104-105學

年版)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慧校

園』

推動行動化

校園服務應

用

7 電腦主機 CPU i7, 4G RAM或以上, 1TB HD, 內建還原卡, 含win os 4 台 35,000 140,000
汰換年限已到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用電

腦，以利提升服務品質。
圖資服務組

「103-106(104-105學

年版)中程校務計畫

(完整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慧校

園』

推動行動化

校園服務應

用

$1,833,000合   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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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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0 650,000

2 P 1 批 1,315,000 1,315,000

$1,965,000

配合學院特

色發展充實

館藏

備註

「103-106(104-

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

第五節『建置智

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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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編典藏組
充實館藏

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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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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

結
備註

1 薩克斯風

OCB-N5G標準金漆色(含琴盒)/黃銅/手工全段刻花/天

然珍珠母貝/特A級純天然軟木/ 高彈力藍鋼針/小羊皮

墊/管體全手工包管製作

1 把 149,700 149,700
原有設備已老舊破損，無法使用，故汰舊換

新。

臺北課外組

(狂響管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

內容，輔導多

元適性發展。

2 鼓 紅鼓，65CM、雙面牛皮、附架及鼓棒 1 組 25,000 25,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臺北課外組

(笙罄國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內

容，輔導多元適

性發展。

3 音箱 輸出功率120瓦、單軌輸入、雙12"喇叭單體 1 個 15,000 15,000
現有設備老舊大多不堪使用，請廠商評估後

其修繕費用高，故汰舊換新。

臺北課外組

(飆風熱門音

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內

容，輔導多元適

性發展。

4 擴音機
最大輸出190W，失真<1%。AC電源：內建100~240V

，含充電式手握無線麥克風2支
2 部 36,000 72,000

原設備老舊使用常出現雜音，已維修多次，

不符維修成本，故汰舊換新。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共用)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建立校園核心價

值，塑造特色校

園文化。

5 薩克斯風

OCT-TOG標準金漆色(含琴盒)/黃銅//手工全段刻花/天

然珍珠母貝/特A級純天然軟木/ 高彈力藍鋼針/小羊皮

墊/管體全手工包管製作

1 把 42,900 42,900
原有設備已老舊破損，無法使用，故汰舊換

新。

臺北課外組

(狂響管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內

容，輔導多元適

性發展。

6 鼓
紅木製，單面鼓附鼓架及鼓槌；響銅製小京鈸；響銅

製高音手鑼；高音虎鑼(含虎鑼槌)
1 組 18,000 18,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臺北課外組

(笙罄國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內

容，輔導多元適

性發展。

7 音箱 輸出功率150瓦、單顆15"喇叭單體 1 個 21,800 21,8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臺北課外組

(飆風熱門音

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內

容，輔導多元適

性發展。

8 多功能事務機
彩色雷射傳真複合機/ NFC隨觸即印/雙面列印/含安裝

測試
1 台 36,000 36,000

增加設備，為使社團活動更方便，能列印影

印、輸出及掃描存檔。

新竹課外組

(學生會)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建立校園核心

價值，塑造特

色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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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

結
備註

9 跑步機

LED面板操控、馬力3.5HP、最大乘載210KG、隱藏

式避震墊、速度0.8-20公里/小時、坡度 0-15段自由調

整

2 台 74,000 148,000 原有設備已老舊，無法使用，故汰舊換新。
新竹生輔組

(宿委會)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培養住宿生健

康心，輔導透

過運運抒發生

活中多元壓

力。

10 鼓

尺寸:36" X 18"/碳纖維仿獸皮鼓皮/桃花心木/大鼓架:烤

漆鐵製,寬木製鼓框,可調整高度,附活動把手 鼓架可

360度調整鼓面角度/附19條橡膠圈/附大鼓槌,懸吊式

鼓架,活動腳輪,鼓鎖,防塵套

1 組 90,000 90,000
原有設備已老舊破損，無法使用，故汰舊換

新。

臺北課外組

(狂響管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

內容，輔導多

元適性發展。

11 胡琴

梅明坤、王根興製(或同等品)，老紅木製琴桿、琴

筒、六角琴筒、蛇皮面製琴、附琴盒、弓、琴碼、松

香、止音布及微調器

4 把 26,000 104,000
原有設備已老舊破損，無法使用，故汰舊換

新。

臺北課外組

(笙罄國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

內容，輔導多

元適性發展。

12 混音器

有極低噪訊XENYX麥克風前置放大、20個平衡式麥

克風+4組Phone Jack立體+1組RCA輸入、6組AUX

in/out、每軌6段EQ調整、+48V、耳機/監聽、

Output,FX Send、4組群組Output

1 台 28,000 28,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臺北課外組

(飆風熱門音

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內

容，輔導多元適

性發展。

13 擴音機

最大輸出功率200W/10吋2音路喇叭+分音器/失真比

<0.5%/含4只手握無線麥克風，可同時使用/手拉滑輪

設計

1 部 68,000 68,000
原有設備不敷使用，增加設備提供學生會、

系學會及社團共用，提升活動品質。

臺北進修組

(學生會)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建構溫馨友善

校園，樂活健

康學習環境。

14 鐵琴
37鍵/音域:C40~C76,3個八度音/寬度36mm含以上/強化

鋁合金/高度可調整/附琴槌,活動腳輪,防塵套
1 台 60,000 60,000 增加樂器設備，促進社團發展。

臺北課外組

(狂響管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

內容，輔導多

元適性發展。

15 喇叭 15吋外場用喇叭，雙input，可用6.3MM跟XLR接頭 2 組 17,500 35,000 原有設備已老舊破損，無法使用

臺北課外組

(飆風熱門音

樂社)

「103-106(104-105學年

版)中程校務計畫(完整

版)」，第三章第二節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

導』

增加活動多元內

容，輔導多元適

性發展。

$91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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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連結
備註

1 校園安全設備 微軟授權 MSDN SoftwareAssurance兩年授權 1 套   55,000   55,000 微軟MSDN軟體授權 網路應用組

「103-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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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1-1推動校園

雲端應用服務)

校園雲端應

用服務計畫

$55,000合   計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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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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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 
 800-950 1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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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編纂教

材、改進教學、研

究、研習、進修、及

著作等項優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構，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薪資

4 編纂教材 

獎助教師數位教材製作 

獎助教師創新教學之創意教材 

獎助教師實務案例教材 

獎助教師遠距教學 

40-65 800,000 

第三章第一節 

二、策略與行動方案 

So3-1~4、Wo2-1~4 

三、預期成效 

So1-6、So3-3~4、Wo2-

1~4 

5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製作教具 3 30,000 W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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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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改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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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教師實施服務學習課程 

獎助教師跨領域實務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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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430 5,230,000 

第三章第一節 

二、策略與行動方案 

St1-1~3、St2-1~4 

第三章第一節 

三、預期成效 

St1-1~3、St2-1~4 

So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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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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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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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3,400,000 

第三章第一節 

三、預期成效 

St1-1~4 

2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教師參加國內外研習、

校內舉辦之研習 
160 1,260,000 

第三章第一節 

三、預期成效 

S01-1 

7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4 150,000 

6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90-100 1,270,000 

8 升等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14-15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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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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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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第三章第一節 

三、預期成效 

S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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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 600,000 

第三章第二節 

二、策略與行動方案 

S01-2、S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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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8,208 

第四章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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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379,228 

第三章第一節 

二、策略與行動方案 

S01 

合 計 $16,60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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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資訊器材 液晶螢幕 21.5 吋以上之液晶顯示器 66 台 4,500 297,0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建置3D環境模擬

設計室。
室設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四、

『(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及資源規

劃』

3D環境模擬

設計室計畫

2 資訊器材 液晶螢幕 21.5 吋以上之液晶顯示器 67 台 4,500 301,500
設施及設備增置改善規劃，建置3D動態影像

製作室。
室設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四、

『(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及資源規

劃』

3D動態影像

製作室計畫

3 資訊器材 液晶螢幕 21.5 吋以上之液晶顯示器 62 台 4,500 279,000 以培養具觀光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人才 觀管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第二節(二)-1願

景

觀光與休閒

資訊電腦教

室計畫

4
專業教室

物品

體感偵測開發

套件

內含Kinect Adapter for Windows/功能包含深度感應器、RGB攝影

機、主動式紅外線能力/同時多程式支援
1 組 7,000 7,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建置自造者

實驗室。
規院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規劃與設

計學院之一院發展

計畫、(二)願景與

目標、(四)因應策

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5
專業教室

物品

互動感測晶片

控制元件

Arduino 初學者套件/包含Projects Book、電子零件、Arduino

Uno 主板、直流馬達和伺服馬達、麵包板和跳線、16*2

LCD、連接線

1 組 5,000 5,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建置自造者

實驗室。
規院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規劃與設

計學院之一院發展

計畫、(二)願景與

目標、(四)因應策

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7
專業教室

物品
銀幕 75吋 1:1 標準手拉幕-白塑布(吊掛式)，含吊掛安裝 1 面 4,000 4,000

改善教學，可有效讓學生了解教學過程，

並提升學生實務繪圖及模型製作之能力
建築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二、(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

模型製作室

特色計畫

8
專業教室

物品
製圖桌

A1加大嵌卡式製圖桌,含

1.平行尺(900mm,適用660x900m/m圖板)

2.圖板(660x900x18mm)

3.嵌卡式製圖架(圖架具7種角度變化,附置物籃架)

70 張 5,342 373,940

強化教學輔導及圖說判讀功能，透過3D、

2D間界面圖說與設計媒材之應用，立即達

到現場教學與實體製作的效果

室設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四、

『(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及資源規

劃』

製圖教室特

色計畫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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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連結
備註

9
專業教室

物品
椅凳 氣壓式製圖椅(無扶手)、五爪滑輪 70 張 1,500 105,000

強化教學輔導及圖說判讀功能，透過3D、

2D間界面圖說與設計媒材之應用，立即達

到現場教學與實體製作的效果

室設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四、

『(五)、策略與行

動方案及資源規

劃』

製圖教室特

色計畫

10
專業教室

物品

虛擬實境透

鏡

固定行動裝置用之虛擬實境顯示器（無手機）/可以手動調

整畫面焦距/可手動控制定位點/含手冊、頭帶
1 套 5,000 5,000 培養展示科技人才所需之設備 規院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一節規劃與設

計學院之一院發展

計畫、(二)願景與

目標、(四)因應策

略)

自造者實驗

室特色計畫

11 資訊器材 無線分享器
同步雙頻傳輸速度/Gigabit Ethernet/提供無線數據儲存和存取

至連結路由器的USB儲存裝置/使用可拆式天線延伸
1 台 6,000 6,000

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之用。教室

系統切換控制、教師教學管理使用
觀管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

觀光導覽與國

際會展專業教

室

12 資訊器材 網路交換器
16PORT乙太網路交換器/100BASE-TX及10BASE-T/流量控制

功能
1 台 2,500 2,500

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之用。教室

系統切換控制、教師教學管理使用
觀管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

觀光導覽與國

際會展專業教

室

13
專業教室

物品
發射器

腰掛式發射器附頭帶麥克風/LCD顯示使用頻點、電池狀

態、功能設定等頁面資訊/內建頻點供選擇/可充電式設計/附

腰夾

10 個 6,000 60,000
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之用。教室

系統切換控制、教師教學管理使用
觀管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

觀光導覽與國

際會展專業教

室

14
專業教室

物品
接收器

腰掛式接收器附單耳掛/LCD顯示使用頻點、電池狀態、功

能設定等頁面資訊/內建頻點供選擇/可自動搜尋使用中頻點/

內建靜音控制選項/可充電式設計/附腰夾

60 個 5,000 300,000
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之用。教室

系統切換控制、教師教學管理使用
觀管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

觀光導覽與國

際會展專業教

室

15
專業教室

物品
充電箱

充電箱三號 AA 電池 2 顆467x333x188 mm 可充電16台/最長

12小時
2 個 8,000 16,000

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之用。教室

系統切換控制、教師教學管理使用
觀管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

觀光導覽與國

際會展專業教

室

16
專業教室

物品
辦公椅 教師用/五爪滑輪/含扶手、可升降/座背採彈性網材 1 張 2,000 2,000

觀光導覽與國際會展專業教室之用。教室

系統切換控制、教師教學管理使用
觀管系

「103-106(104-105

學年版)中程校務計

畫(完整版)」第四

章第三節

觀光導覽與國

際會展專業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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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表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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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光時域反射器
測試波長:單模光纖(含光功率及可見光)/手持式/動態範

圍:34/32dB /提供USB及內建記憶體
3 部 176,500 529,500

可進行電信工程光纖架接技術開發與訓練

，可輔導學生通過術科考過試獲得「通信

技術(電信線路)乙級證照」。

電通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四節四、『(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通信技術技

能檢定術科

考場特色計

畫

85 熔接機

提供光纖切割器 1 部/內建熱縮保護套管加熱器/需可熔

接單模光纖、多模光纖、非零色散光纖等不同種類光纖/

具備光纖種類自動辨識功能/可熔接之裸光纖外徑為

80~150μm，光纖被覆外徑為 100~1000μm。/熔接過程

可直接於5.5吋以上彩色 LCD上顯示。/熔接機本體體積

須小於 20cm*20cm*20cm。

*提供攜帶防護箱 1 個/工具箱 1 組

以上設備均須與通訊技術技能檢定乙級檢定考場規格相

符。

3 台 172,500 517,500

可進行電信工程光纖架接技術開發與訓練

，可輔導學生通過術科考過試獲得「通信

技術(電信線路)乙級證照」。

電通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四節四、『(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通信技術技

能檢定術科

考場特色計

畫

86 光功率計

掌上型設計可提供 REF功能/量測範圍：+27~-50dBm、

1310/1550nm/準確度：±0.25dB/提供 SC/PC 型連接器（

檢定用跳接線之連接器插頭及插座）*2 組。

3 台 12,000 36,000

可進行電信工程光纖架接技術開發與訓練

，可輔導學生通過術科考過試獲得「通信

技術(電信線路)乙級證照」。

電通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四節四、『(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通信技術技

能檢定術科

考場特色計

畫

87 雷射光源計

提供二個波長1310/1550nm由同一輸出埠輸出/光輸出埠

為可更換式，並提供 SC/PC 型連接器/光功率輸出強度

≧-7dBm/穩定度:±0.05dB/15min/掌上型設計顯示幕需可

顯示輸出光波長

3 部 23,500 70,500

可進行電信工程光纖架接技術開發與訓練

，可輔導學生通過術科考過試獲得「通信

技術(電信線路)乙級證照」。

電通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中程

校務計畫(完整版)」第四章第

四節四、『(五)、策略與行動

方案』)

通信技術技

能檢定術科

考場特色計

畫

88 影像處理軟體

Adobe 教育版授權軟體三年授權Device 700台 , 可使用授

權Adobe Creative Cloud系列軟體之最新版本 (含Win/Mac

版本)

1 套 2,000,000 2,000,000
Adobe多媒體製作教學軟體全校授權三年

使用
網路應用組

「103-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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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1-

1推動校園雲端應用服務)

校園雲端應

用服務計畫

89 剪輯軟體
Final cut pro XMotion 5Compressor 4 剪接軟體(65人使用)/

剪輯功能/特效/字幕/音訊剪輯/色彩調校/輸出
1 套 780,000 780,000

影片剪接課程之教學軟體，補強影音剪輯

與後製實驗室的功能。
影視系

「103-106(104-105學年版)

中程校務計畫(完整版)」第

四章第一節七、『(五)、策

略與行動方案』)

影像後製與

視訊特效實

驗室計畫

$3,933,5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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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表十一、經常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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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20
專業教室

物品

實務整合教

學平台

鋁製平台， PWM RC具外部微調型x2。/嵌入式機器人擴充

版/支援PlayBT藍芽/藍芽App模組/提供中文教學手冊，具

跑馬燈、紅外線、觸鬚接觸式、光非接觸式導航與ㄇ字型

跑道練習等至少18章節，符合PCP嵌入式國際證照教學課程

32 組 9,600 307,200

結合本系資訊概論(一)(二)<基礎課程模組

>、行動裝置實務<應用特色課程模組>、

雲端運算應用<進階物聯網大數據模組>及

專題研究(一)(二)<整合三模組>等課程，帶

領學生實際操作，提昇智慧型物聯網實務

能力。

資工系

「103-106(104-105學年)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完整版)」有

關第四章學術面發展策略與

行動方案第四節資訊學院

(三)資訊工程系暨資訊科技

應用碩士在職專班『(五)、

策略與行動方案』)

智慧型物聯

網實驗室計

畫

$307,200合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