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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前言 

本校創辦人上官業佑先生於民國 54 年建校，至今已 41 週年，初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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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年配合國家推展回流教育政策，設立附設進修專科學校。本校復因

辦學績優及實現教育理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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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於 90 學年設立附設進修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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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董事長上官永欽女士、校長谷家恆博士，懷抱高遠教育理念，帶領全

體教職員工致力於技職教育與產業服務。 

94 學年改名科技大學以來，本校持續校務精進與發展，在辦學使命方面，

希冀在教學、輔導、研究與服務上，能達成以下任務： 

（一）培育具博雅通識，能秉持「公誠廉勇」校訓精神之專業精英。 

（二）著重教學、輔導與產學合作，並充分發揮服務社會之功能。 

然衡諸外在環境潮流趨勢與本校定位使命，本校辦學願景旨在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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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卓越並具特色之知名科技大學。 

本校近年持續校務精進發展，在教學、輔導、研究、服務與行政上皆有努

力與成效，尤為顯著者如下： 

（一）95 年本校自 71 所技職校院申請者中脫穎而出，成為 30 個獲教育部「獎勵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學校之一，獲補助 2,500 萬，為以商管與設計類為主

之技專校院之中少數獲獎學校。本項補助將本校教學環境向更優質提升，

協助教師追求專業成長，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及就業競爭力。 

（二）本校以「文化空間保存再利用與產業經營技術」為題，參加教育部評選成

立技專校院技術研發中心，在 95 年度申請的 44 所院校優秀競爭者中，獲

選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成立的 10 所技術研發中心之一。本計畫教育部第一

年專案補助 800 萬元，且預計未來兩年將各獲得等額補助，可獲充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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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特色。本校依此積極進行校內外院校與業界整合，並配合本校學程規

劃，為師生提供更具特色的學習研究環境。 

本校面對潮流趨勢與環境變化，及國家社會期待，為提升競爭力與發展

力，94 學年起重新修訂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希冀藉計畫擬定與檢討歷程，充

分運用校內人力資源及各項教育設施，從事校務之整體規劃，訂定最適及有效

策略，以促進校務革新與發展。然有關教育部各項獎助計畫申請與運用，本校

更加積極爭取與慎重使用，希冀藉國家政府資源與力量，有效妥善利用有限資

源，實踐我們對學生、家長與社會之允諾，並完成我們辦學之使命與理想。 

本校創校至今已有四十一年之歷史，踏實辦學，努力培育英才與服務社會

國家，廣獲肯定鼓勵。然本校仍持續自期求進求新，珍視機會與資源，重視策

略與執行績效，實踐校務發展或相關計畫之目標，完成辦學使命與願景。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等） 

(一) 師資結構 

                                                                  單位：人 

     職級 
學年度 教授 副教授 

助理 
教授 

講師 合計 

九十四 13 68 78 193 352 

九十五 14 65 82 183 344 

 
1.95 學年度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師資之 46.8 % 以上。 
2.本校以增聘/協助升等、轉換或培養第二專長、教師生涯規劃實踐等方式提

昇師資陣容，預計規劃助理教授以上師資，96 學年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佔全校師資約至 51.16 ﹪，97 學年約至 54.9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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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書軟體資源 

種   類 數   量 

中 文 173,997 冊

圖 書 
西 文 21,407 冊

中 文 453 種

期 刊 
西 文 200 種

視 聽 資 料 5,835 件

資   料  庫 43 種

總       計 201,935  

備註：統計數據截至 95 年 10 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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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腦教學設備等 

科  系 教 室 名 稱 校區 教室位置 PC 數量

土木系 電腦教室 北 光復 201 46 

企管系 微電腦教室 北 懷恩 303 65 

企管系 商業自動化教室 北 自強 604 61 

行管系 物流證照實習中心 竹 休 B123 60 

室設系 電腦輔助繪圖室 北 懷恩 502 50 

建築系 電腦輔助設計教室 北 懷恩 503 48 

財金系 財金教育研究實驗室 竹 涵德 B117 56 

財稅系 即時系統教室 北 格致樓 701 11 

財稅系 財稅規劃研討室 竹 休 B127 35 

國貿系 商務資訊教室 竹 涵德 B118 72 

國貿系 商務資訊教室 北 格致 710 64 

產管系 物流與運籌實驗室 竹 休 B130 56 

通識中心 英語多媒體教室 北 自強 603 61 

通識中心 英語線上檢測教室 北 格致 703 56 

視傳系 數位媒體設計教室 竹 休 B126 61 

視傳系 媒體設計教室 竹 休 B124 51 

會計 網際網路教室 竹 涵德 B119 51 

會計 企業網際資訊教室 北 懷恩 302 67 

資工系 智慧型晶片專業教室 竹 日新 B114 66 

資傳 數位內容實驗教室 竹 日新 B115 61 

資管 軟體開發(一)-程式語言開發專業教室 竹 日新 B102 61 

資管 企業 E化專業教室 竹 日新 B110 61 

資管 軟體開發(二)-資料庫專業教室 竹 啟我 B103 71 

資管 軟體開發(三)-多媒體專業教室 竹 啟我 B104 71 

資管 專題製作室 北 中正 603 6 

資管 多媒體實驗室 北 中正 504 61 

資管 學生研習室 北 中正 404 20 

資管 電子商務實驗室 北 中正 304 65 

資管 程式語言實驗室 北 中正 204 61 

資管 電腦維修實驗室 北 中正 B104 26 

資管 資料庫實驗室 北 懷恩 404 65 

電通系 電腦網路專業教室 竹 日新 B111 21 

應英系 多媒體語言教室 竹 啟我B106室 31 

應英系 多媒體語言教室 竹 啟我B107室 58 

應英系 多媒體語言中心 竹 啟我B108室 22 

總數量     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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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一) 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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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發展策略 

1.以優秀師生為本，吸引菁英贏取認同。 
2.以績效考核為法，鼓勵同仁多元發展。 
3.以資訊科技為用，精進教學行政效能。 
4.以整合聚焦為方，善用資源發展優勢。 

(三) 發展特色與重點項目 

1.卓越教學與專業輔導 

鼓勵教師成長發展，提昇教師專業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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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動教輔知能成長，促進學習

效能提昇，建立親和學習介面，強化實務導向課程，提昇師生教學成效。 

2.務實研究與優質服務 

獎勵輔助教師研究與服務，並延攬高階學位實務師資，加強校內外交流，

以拓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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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務效能。 

4.親和校園 

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

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 

(四) 特色重點項目 

本校以卓越教學與專業輔導、務實研究與優質服務、效能行政及親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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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校務發展特色，並在此四大特色下分別以師資、教學資源、教學品質、

通識教育、國際化、學生輔導、研究與服務、行政及校園經營等九項為計

畫構面，其執行策略敘述如下： 

(一)師資—透過延攬留任優秀師資、鼓勵教師自我發展、提昇教師專業知

能及實施教師評鑑制度等作法以提升師資素質。 

(二)教學資源—透過充實教學空間與設備、建立各學院館藏特色、提升館

藏資源使用率及提昇資源使用效能等作法強化教學資源。 

(三)教學品質—透過調整教學組織、改善課程內容設計、提昇學品質作

法、提昇學生專業知能及建立學習評鑑制度等作法精進教學品質。 

(四)通識教育—透過推展全人通識教育、加強學生語文能力、均衡人文科

技融通及奠定終身學習興趣等作法推展通識教育。 

(五)國際化—透過營造國際教育環境、推動國際交流合作及鼓勵學生海外

留遊學等作法加速國際化。 

(六)學生輔導—透過強化校園危機處理機能、落實品格人文教育、教導學

生多元健康生活、推廣學生輔導制度及全面提升學務電腦化等作法

落實學生輔導。 

(七)研究與服務—透過獎勵學術研究發展、發展特色研究領域、強化產學

合作、推動專業證照及輔導升學就業等作法提昇研究與服務。 

(八)行政—透過提升行政服務品質、推動績效管理制度、健全財務會計制

度、健全校園資訊環境、推動網路大學環境及發展校務電腦化等作

法強化行政效能。 

(九)校園經營—分別針對台北、新竹兩校區特色建立親和校園。 

三、本（96）年度發展重點 

（一）提供優質專業教育課程與輔導 

1. 依據本校中程計畫之總目標，確立本校教學與輔導之使命與策略，以

學生生涯為導向，依「教學卓越計畫」為核心，設計發展學校特色課

程。 

2. 本校 96 年有關教學與輔導策略，續以「教學卓越計畫」為重點，該計

畫以「提升師生教學成效」與「打造優質教學環境」為總體目標，實

施策略則包含四個主軸：「引動教輔知能成長」、「促進學習成效提

升」、「建立親和學習介面」與「強化實務導向課程」。 

3. 有關課程具體設計方面： 

（1） 以學生生涯為導向，均衡專業教育與通識修養，強調系科本位

及與學院為主體的學校特色發展。 

（2） 完成學校課程跨院系、跨領域整合，並規劃完善學程，供學生



 7

多元選擇與發展。 

（3） 完成具技職教育特色之課程設計與品質，並視課程類別需求發

展本校數位課程。 

（4） 冀能與國外大學及學院建立夥伴關係，引入特色課程與國際接

軌。 

4. 持續加強 e 化校園與學習成果，96 年議訂並實踐 e 化課程白皮書與 e

化校園白皮書等具體方案。 

5. 配合教學卓越計畫之 B 計畫「英文能力與通識素養提升計畫」，強化

英語教學與自學中心效能，提升本校學生英檢通過率。 

（二）實現通識教育理想 

有關通識教育發展方面，96 年以後有以下具體做法： 

1. 建置完善雙語環境 

2. 規劃編製通識核心課程「溝通與表達」教材 

3. 全面實施英語能力分組教學，同時實施課後補救教學並結合英語自學

中心兩校區建置，設計學生英語自學卡供學生自主學習。 

4. 出版「中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學報」提升通識教育實施品質。 

5. 建置藝文活動影音佈告欄 

6. 建置藝文展演活動與音樂會數位典藏與線上播放平台 

7. 品格教育融入課程實施，並結合學務處推動榮譽考試激發學生榮譽

感，建構本校特色。 

（三）提供效能化行政服務 

1. 持續追求資訊化、效能化、系統化指標。 

2. 有關未來行政服務策略方面，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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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務效

能。 

3. 未來行政服務目標，仍追求以行政最大效能支援教學與研究，並服務

教師與同學。 

（四）師生共同營造創新校園 

1. 持續建構優質教學、研究、與行政環境。 

2. 逐步全面擴增「節能環保」、「e 化」、「無障礙」、「雙語環境」、與文藝

設施，提升師生生活機能與空間品質，打造親和校園，樹立優良校風。 

3. 持續以本校院系特色，集結教師專業、才華與熱誠，為學校與師生創

建美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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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展學院特色 

1. 規劃與設計學院 

（1） 整合院內教學資源，持續努力建立特色。 

（2） 審查各課程教學大綱、教學進度表及各科系的本位課程。 

（3） 整合並增購院內各系圖儀及設備，提升使用效益。 

（4） 提升實務訓練相關課程，落實技職校院理論與實務並重之教學。 

2. 管理學院 

（1） 未來各系之課程設計，務求一方面配合社經環境的變化，使本院

學生在校所學之知識與技能不但能符合社會暨業界之需要，甚至

能深受歡迎;另方面加強本院以「全球運籌管理」及「文化創意產

業管理」為重點課程之特色，持續充實此二方面之師資與設備，

以期此二領域之教學能成為國內技專院校之標竿，達成為國家培

育商管專業人才之教育目標。 

（2） 積極籌設商管系方面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藉以帶動院內師生之

研究風氣，期在五年至少成立兩個以上之研究所及研究中心，藉

以提升院內師生之研究條件，促使師生積極從事研究工作;達成研

究成果在五年內較目前增加 50%之目標，同時致力於國際學術交

流以期在五年內能至少與三-五個國際學術機構建立交流合作關

係，此外，鼓勵各系教師積極爭取產學合作方案，增進與業界往

來互動之頻率。 

（3） 鼓勵院內教師透過各種可能管道(特別是本校之推廣教育中心及

教育部所推動之推廣教育計畫)將本身之專業知識與技能與業界

人士分享，以達成教育推廣的目的。 

3. 資訊學院 

（1） 規劃核心課程並結合各系所之教學資源，延聘國內外傑出學者及

專家來訪、演講或授課，期能達成輔導學生生涯規劃與專業教學

之目標。 

（2） 整合院內各系所研發能量，訂定研發目標，並在本校建立具有特

色的卓越研究與教學團隊，校外積極爭取各項產學合作計畫。 

（3） 積極爭取校內外各項獎補助款，加強充實教學研究之圖儀研究設

備，以達資源統一規劃、整合應用之目的。 

（4） 加強與國內產業界之交流與合作，協助進行資訊技術研發及提供

資訊科技諮詢服務，進而爭取推廣教育班之成立。 

（5） 積極籌設資訊相關之研究所，期能帶動院內各系師生之研究風氣

及提升學術研究水準，鼓勵對各相關研討會或刊物之參加及投

稿，並拓展學生之升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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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社會學院 

（1） 建置藝文展演活動與音樂會數位典藏與線上播放平台、藝文活動影音

布告欄及出版「中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學報」。 

（2） 建置藝術走廊與藝文展演廳，持續推動藝文展演活動，內容包含音樂

會、藝術創作、文稿、書法及收藏品等，以塑造人文環境，發揮境教

功能。 

（3） 實施英語分級教學並建置電腦輔助閱讀翻譯系統，拓展學生專業閱讀

領域。 

（4） 凡參與各項講座演講、藝文展演、主題電影欣賞及自主學習等活動

者，均在通識護照上加蓋章戳，以便認証。 

（5） 除開設相關課程外，並辦理「色彩與風的對話」、「創意鯉魚幟競賽」、

「創意風車競賽」、「創意風鈴競賽」等活動，活動列入通識護照認証

計畫。 

（六）雙校區互補共榮發展 

1. 本校規劃有「線上教學與輔導課程普及計畫」，並已設置「線上課程

規劃小組」，另配合 96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之執行，設立線上教學資源

中心「e 學網」，推動線上教學與輔導課程普及化，並規劃定期發行「線

上課程通訊報」，作為技術支援中心與心得分享平台。E 化系統與介面

課程將成為本校跨校區特質上之特色。 

2. 96 年兩校區運作目標在校區融整，即有效整合兩校區資源，發展遠距

教學，促進單位流通，發揮雙校區功能與特色。 

3. 本校 96 年以後，考量以規劃與設計學院為主軸，資訊與管理學院負

責加值，人文社會學院為基礎，以跨領域整合的方式，建立學校特色，

提供文化創意產業或鄉鎮特色的整合性服務。 

4. 校區統整人力資源，創造一加一大於二能量與成果。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為落實本校以「人本與服務」及「終身學習」之教育理念為出發點，建構

一個良好的教育環境，從四大學院(群)統整及各研究中心之完善建置為規劃，

至以成為一流之科技大學為目標，進行購置各項教學儀器設備、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及訓輔等相關設備，進而達成進步性、完備性、多元化、資訊化及系(科)
際整合之一流學府，並配合本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編列各項資本門支用項目，

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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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儀器設備重點發展方面： 

1.規劃與設計學院： 

規劃與設計學院各系(所)教學及研究以永續發展為主軸，教學儀器設備

採購重點在充實文化資產研究、環境規劃與社區發展、結構與防災、永

續建築與環境控制、結構物安全檢測與補強、生態工法與坡地防災、工

程專案管理、資訊技術、媒體設計、廣告行銷、攝影教學、數位媒體設

計教室、學生工作房，累積過去的研究成果，致力於高科技環境安全、

防救災規劃、綠營建之發展，並以美學、創意、科技數位化、健康及節

能觀念與技術，作為規劃與設計學院教學及研究核心，並以『創意校園』、

『社區服務』為手段，擴大產學合作研發及技術開發能量，推動綠色校

園之發展。 

2.管理學院： 

管理學院課程發展以「全球運籌管理研究中心」與「證照輔導」為重點

特色，前者備有完整之物流管理軟體，配合完善之課程規劃，以運籌決

策、物流管理、企業資源管理、供應鏈管理等為核心，給予學生適當之

專業訓練，並引進業師，與業界建立密切之合作關係，提供學生實務研

究之機會。後者強調靈活地在實務與理論間搭起橋樑，透過產學合作案

之推行與實務專題製作，落實理論與實務並重之教學。此外，以學生生

涯規劃為導向也是重要的教學特色，輔導學生參加各類證照考試、語文

檢定、升學考試及就業考試，另輔以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溝通能力、

務實態度及完整人格等特質以達成人本教育的理想。不論前者、後者的

發展皆有賴於管理學院專業教室的不斷更新以跟上時代的腳步，管理學

院之軟、硬體皆整合使用，且已達規模經濟。大多數的系是以下列為原

則：教室之軟、硬體皆整合使用，以達規模經濟，硬體方面，大多數的

系是以四年為一週期，會作一個例行性的更新。 

3.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各系教學及研究乃秉持本院歷年在企業 E 化、嵌入式軟體工程

及資訊安全發展上之成果並持續擴展，教學儀器設備採購重點均在賡續

支持前項努力並充實既有資訊管理、資訊工程、資訊傳播與電腦與通訊

各系之專業實驗室，同時更為本院籌劃成立之「資訊與防災科技應用研

究所」奠定完善之實習與研究環境，期望藉此以有效提昇學院整體教學、

研究能量與學院整體產學合作能量；並依過去累積的研究成果，將現有

資訊教學與研究朝資訊安全、嵌入式軟體工程、電子商務實務應用方面

更作延伸並開發相關應用技術，依此厚植教學、研究與產學合作能量。 

4.人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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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文文社社會會學學院院教學儀器設備採購重點在充實既有中文、英語、數學、自

然、社會、藝術、日文、體育八大教學群的教學、研究能量、「藝文中心」

展演資源提供的完善性以及積極建置英語自學環境，滿足學生獲得多元

學習層面、拓展學習的機會，為培養敦厚品格與奠定終身學習基礎，提

供完善的教學設備與資源。 

(二) 軟體教學相關設備方面： 

1.規劃與設計學院： 
(1) 規劃與設計學院建築系： 

a. 文化資產研究 
b. 環境規劃與社區發展 
c. 結構與防災 
d. 永續建築與環境控制 

(2) 規劃與設計學院土木系： 
a.結構物安全檢測與補強 
b.生態工法與坡地防災 
c.工程專案管理 

(3) 規劃與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系： 
a.教學：加強實作學習、舉辦成果展覽、提高學生輔導功能。 
b.研究：擬定研究發展重點並建置具特色教學實驗空間。 
c.服務：配合專業與證照考試需求，協助相關制度推動及教育服務。 

(4) 規劃與設計學院資訊傳播系： 

a.資訊技術：影音、視聽、動畫與多媒體的應用技術 
b.媒體設計：奠基於大眾傳播學理，發展新興媒體之設計應用 
c.廣告行銷：掌握新媒體特性，發展廣告與市場行銷之應用 

(5) 規劃與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 
a.攝影教學：增加數位機背器材 
b.數位媒體設計教室：數位媒材為主，發展新科技與創意的結合 
c.學生工作房：創作環境與寬敞的工作空間 
d.產學合作：落實「理論與實務結合」教學理念 

2.資訊學院： 
軟體教學資源相關設備採購重點在與課程需求配合及硬體設備整合上，

能有效發揮教學效果與學習品質，落實教學及研究特色之推動。 

3.管理學院： 
(1).財稅系：主要是支付兩種軟體的授權費(1)會計師工作輔助幫手網路版

工作站授權費(2)財稅簽證系統網路版工作站授權費，以達(1)卓越教

學及學生實作能力之提昇(2)並提升在校學生專業能力與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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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計系：購置超越巔峰會計 2004 教育教室版、製造業、人事及薪資

2004 教育教室版及一些研究上使用的統計軟體，以達(1)教學兼顧理

論與實務，並輔以「實務專題製作」，訓練學生時地發現問題、分析

問題、解決問題等能力。(2)提升教師研究績效，以參與國科會計畫、

政府及國營機構研究計畫、民間機構、學校等單位之研究計畫。 

(3).企管系：購置 SPSS 單機版以進行學術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

整，以提升教師研究績效，參與各單位之研究計畫。 

(4).財金系：購置金融教育模擬實驗室看盤系統與線上模擬投資系統之資

訊源，以(1)落實專業課程之教育，培育具備研定財務決策、執行投資

策略與管理金控事業之知識與實務能力，並同時擁有金融專業證照智

能的專業人才。 

(5).行管系：欲購置流程模擬管理軟體，以提昇物流與運籌證照、空運承

攬證照等考照數。 

(6).產管系：欲購置決策分析軟體、企業流程建模軟體及系統模擬軟體以

兼顧理論與實務的教學方式，在老師指導之下，使學生將所學實地應

用至實務之研究分析。 

圖書方面： 

1.會計系：審計準則公報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務實研究-獎勵學術研究發

展，延攬高階學位實務師資，建立特色研究領域，加強校內外學術整合

與交流。 

4.人文社會學院： 
(1)人人文文社社會會學學院院應應用用英英語語系系： 

a.圖書期刊 
書籍期刊與資料庫的經費配置上以 4:3:3 為原則。採購重點與語言學

習及專業英語相關之圖書期刊。  
b.軟體教學： 

軟體教學資源相關設備採購重點將與硬體設備整合，增購電腦輔助

多媒體數位化語言學習軟體 及證照檢測學習軟體。 
(2)人文社會學院通識教育中心： 

a.圖書期刊 
通識教育中心在書籍期刊與資料庫的經費配置上以 5:3:2 為原則。同

時本年度的採購重點包含品格提升、溝通表達、工作倫理、人生規

劃與語言學習等面向。  
b.軟體教學： 

軟體教學資源相關設備採購重點將與硬體設備整合，發揮硬體空間

及設備之功能，落實教學及研究特色之推動。其中本年度特別著重

語言學習、自然與永續以及多元文化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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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輔相關設備方面： 

健全學生身心發展，協助學生社團活動，推展社團運作ｅ化，充實學生社

團設備，增進社團競爭力。 

(四) 其他設備方面： 

於校園內裝設監視攝影機，以確保教職員工及學生之人身安全，建立舒適

安全、無負擔之學習環境。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一) 改善教學與提升師資結構： 

本校現有師資總量於九十四年八月一日改名為科技大學之際，已符合

「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審核作業規定」，助理教授以上專任師資亦已符

合改名科技大學 40％之門檻，九十四學年度已達 45.17％，提前達成改名

後第三年達 45％的目標。未來將持續積極改善師資，以期儘速達成 50％

的第五年目標。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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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學年度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專任教師數 46.8 %，九

十六學年度預估為 51.16 %， 九十七學年度預計達 54.91%以上。（如下表

所示） 

本校九十五學年 ~ 九十八學年度專任教師及學生數預估表 

學年度 九十五 九十六 九十七 九十八 

全校學生數  (A) 
(含研究生加成) 

13,728 13,200 13,628 12,892

全 校 教 師 數   (B) 
(含軍護老師及兼任老師 1/4 折算)

472 476 477 487生師比 

本 校 生 師 比  (C)=(A) /(B) 
(依教育部規定應在 1:40 以下) 1:29 1:28 1:26 1:26

全校專任教師數  (D) 344 346 346 354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數   (E)  161 177 190 221

師資結構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人數 (E)
／全校專任教師數 (D) 46.8% 51.16% 54.91% 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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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上述之學校總體目標，96 年度執行策略如下： 
1.於經常門編列 1,881,526 元獎助專案研究、校外研究，編列 1,331,526

元獎助教師進修，以提昇研究能力，編列 2,660,000 元獎助教師著作發

表，以提昇教師論文寫作意願與能力。 
2.編列 402,400 元獎助教師升等送審，編列 700,000 元獎助教師設計及編

製教具改進教學教材；藉以提昇師資素質及結構，並改善教學之品質及

內容 
3.編列 1,360,970 元以獎助教師參加校際研習、研討活動進修及增加實務

技能。 
4.編列 7,517,291 元，增聘或補助學有專攻與實務經驗之教師，以使教學內

容更多元化與務實。 
5.編列 100,000 元以提升教師參加競賽及輔導學生參加競賽之能力。 
6.編列 79,000 元以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 

(二) 編列 360,475 元以提供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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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近年來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金額(如下表一)，本校預估九十六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計 39,963,890 元，依規

定加計獎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以上額度為自籌款計 5,081,854 元整，佔獎

補助經費 12.72 % ，預計九十六年度應執行數共 45,04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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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十，經常門佔百分之四十，明細如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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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項目 

年度 

88 下半年度及 

89 年度執行數 

90 

年度執行數 

91 

年度執行數

92 

年度執行數

93 

年度執行數

94 

年度執行數 

95 

年度預算數

96 

年度概算數

獎 補 助 款 $106,825,300 $81,250,192 $80,260,596 $60,621,676 $35,261,861 $37,736,319 $33,303,241 $39,963,890

自 籌 款 7,018,867 4,215,367 5,382,117 3,040,572 5,469,821 4,268,821 6,887,647 5,081,854

合 計 $113,844,167 $85,465,559 $85,642,713 $63,662,248 $40,731,682 $42,005,140 $40,190,888 $45,045,744

資 本 門 $60,431,517 $48,902,972 $51,933,263 $38,201,144 $23,600,631 $26,533,249 $26,529,899 $28,652,556

經 常 門 53,412,650 36,562,587 33,709,450 25,461,104 17,131,051 15,471,891 13,660,989 16,393,188 

合 計 $113,844,167 $85,465,559 $85,642,713 $63,662,248 $40,731,682 $42,005,140 $40,190,888 $45,045,744

表二 

 
2. 經常門方面規劃：由人事室依教育部規定整合規劃，教務處及研發處協

辦。 
3. 資本門方面規劃：由各系所與相關單位（包括系所、電算中心、圖書館、

整體訓輔及整體校園安全經費相關單位）考量其院系特色建置、中程計

畫、年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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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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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相

關規定，配合本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及各單位年度工作計畫，由各單

位依其需求提出預算，經預算協調會審查，提專責小組會議審議，經

校長核定後，呈報教育部，其流程詳如下表： 
 
 

資 本 門 經 常 門  合   計 
項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補助款 $10,039,357 60% $6,692,905 40% $16,732,262 100% 

獎助款 13,938,977 60% 9,292,651 40% 23,231,628 100% 

自籌款 4,674,222 91.98% 407,632 8.02% 5,081,854 100% 

總經費 $28,652,556 63.61% $16,393,188 36.39% $45,045,7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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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中長程計畫： 

96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之運用係依據本校 95 學年上學期修訂之中程

計畫。 

3.預算說明會議： 

依據「教育部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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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經費支用計畫報部期限為 95 年 11 月 30 日以前，因此

本校於 95 年 11 月 8 日召集相關單位主管召開預算規劃說明會議，會

議內容如下： 

(1) 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背景 

(2)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3)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算系統輸入說明 

(4)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作業時程 

4.預算協調會議： 

經彙整各單位資本門需求，達 61,880,463 元，為規劃預算 28,652,556

元之兩倍餘。因此，於 95 年 11 月 20 日召集相關主管舉行預算協調會

議，以求有限資源之發揮其最大效用，其會議決議資本門預算運用原

則如下： 

(1)遵照九十四年度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訪視委員之建議，加強專業教室

建置、專業設備與軟體之建置。 

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相關規定 本校中長程計畫暨年度工作計畫 

各單位提列預算 

預算審議、協調會／參酌核配比例 

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校長核定 

經費支用計畫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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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求資源分配之公平與有效運用，各單位將僅填列一部研究用之電

腦、液晶螢幕及印表機。 

(3)筆記型電腦之需求主要係供教學使用，考量資源有限，由電算中心

優先針對有需求單位，在其上課教室安裝 Desk Top 電腦主機。 

(4)因應加強重點特色，此次學輔相關設備預算調整由學務長統整，並

考量第（2）項所述之電腦設備需求專案評估。 

(5)因應教育部大力宣導校園安全與節能設備之增添，本校亦應全力配

合改善。 

5.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本校於 95 年 11 月 27 日召開校內經費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96 年度整

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5. 經經費專責小組審議之 96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呈報校長核定後，擬

訂於 95 年 11 月 30 日前完成報部程序。 

二、 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1.專責小組組織辦法及會議紀錄，請詳附件一。 

2.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1) 95 學年度上學期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管理學院院長 吳森田 

台北副校長 陳宥霖 資訊學院院長 王伯群 

新竹副校長 陳國智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同台北副校長

教務長 張偉斌 
規劃與設計學院教師 

（視傳系） 
林侃生 

總務長 王懷田 管理學院教師（會計系） 賴碧霞 

研發長 吳東昇 資訊學院教師（電通系） 張忠繼 

會計主任 廖麗敏 
人文社會學院教師 

（應英系） 
顧燕蘋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通識教育中心教師 謝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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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學年度下學期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

長 
陳主惠 

新竹分部副校長 
暫兼教務處教務長

陳國智 管理學院院長 蕭惠文 

台北校區副校長 陳宥霖 資訊學院院長 易嚴清 

總務長 王懷田 規劃與設計學院 
-土木工程系教師 

呂文堯 

研發長 吳東昇 管理學院 
-企管系教師 

陳家蓁 

會計主任 盧儷芳 資訊學院 
-資管系教師 

朱繼農 

  通識教育中心教師 林景明 

 

（二）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1.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及會議紀錄，請詳附件二。 

2.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1) 94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 

系所代表 姓   名 系所代表 姓   名 

建築系 陳海曙 資工系 陳敏彬 

視傳系 林素惠 資管系 鄭惠妙 

會計系 賴碧霞 通識教育中心 張旭光 

財稅系 倪伯煌 通識教育中心 呂豐真 

企管系 何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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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1.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請詳附件三。 

2.獎助教師會議人員名單 

(1) 93 學年度下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名單 

委        員 

陳國智 蕭惠文 卓文乾 陳主惠 莊明哲 

陳宥霖 潘東豫 林淑美 周世璋 呂豐真 

劉明德 黃素敏 王台榮 詹添全  

趙大為 郭娟君 易嚴清 胡孟凡  

吳東昇 沈秋蓉 張正源 黃美玉  

陳哲烱 張怡敏 劉惠園 戴維揚  

 

 

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

書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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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計畫完成後，在教學與學校發展上可達到之成效詳如附表： 

(一) 資本門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教學儀器設備（包

括各所系科中心教

學研究設備等） 

(一)以四大學院統整規劃購置儀

器，落實各單位特色建立與汰

舊換新之需求，並考量其單位

規模與績效等因素，而由院做

統整。 
(二)配合各專案補助，如教育部教

學卓越案、技術研究中心案、

特色案，總體規劃各學院(群)
研究中心設備。 

(三)本校師生協助校內專業實質規

劃與執行，創造安全、環保、節

能、永續的校園環境，以文化創

意、社區服務為手段，落實綠色

校園環境的推動。 
(四)多元化學習設備及學習主題內

容、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一)儀器設備之經費資源以學院集

中統整規劃，更能管控實踐校

務發展中長程目標，並發揮資

源最大效益，助益儀器設備之

充實，並提昇教學、輔導、研

究、服務之品質。 
(二)以學院學程系(科)際整合統整

系科、中心教學空間、儀器，

使各系科師生同享學院內完整

與新穎之教學設備。 
(三)養成師生安全、環保、節源、

整潔之硬體設備使用觀念，並

建立制教（制度教育）與境教

（環境教育）典範，涵養教化

學子。 
(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助

益學生學習廣度與深度，提昇

教學品質與績效，達成學生專

業教育目標。 
二、軟體教學資源（圖

書 館 自 動 化 、 圖

書、期刊、教學媒

體） 

(一)軟體選擇注重專業性、實用

性、多元化、資訊化、國際化

及科際整合為原則，與硬體設

備整合，發揮硬體空間及設備

之功能，建立豐富且有效之教

學與研究資源系統與環境。 
(二)配合學生生涯輔導教育目標、

教師應用實務研究導向及學院

發展特色，積極充實圖書、期

刊、多媒體資料、光碟資料庫、

學術網路資源，以達成指標性科

技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水準為努

力方向。 

(一)提供教師教學輔導、專題研究

之充沛便捷軟體資源，提昇教

師教育產出之產量與產質。 
(二)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助

益學生學習廣度與深度，提昇

教學品質與績效，達成學生專

業與人文教育目標。 

三、訓輔相關設備 增置各項社團所需設備，推展社團

運作 e 化，增進社團競爭力。 
建全學生身心發展，並與同儕間有

良好的人際互動，落實全人教育。

四、其他（省水器材、

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與環保廢棄

物處理設施等） 

提昇校園環境安全，於校園內裝設

監視攝影機，以維護生命及資產之

安全。 

因應校園環境安全工作，建立一個

安全舒適之校園居住空間及無負

擔之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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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常門 

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獎助教師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教師研習、教師進
修、教師研究、著作發表、升等
送審、改進教學，希望藉由多元
化的精神提高教師再不同方面的
發展與成長。 

(一)研究競爭力 

(二)加強教師求知求新的素養 

(三)養成教師組織研究成果的
能力 

(四)提昇師資結構 

(五)改善教學品質及內容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積極鼓勵對學校有實質貢獻的同
仁進行相關專業領域專業進修。

(一)校務行政電腦化 

(二)行政人員專業知識提昇 

(三)行政人員分析協調能力提
昇 

(四)行政人員基本服務素養精
神提昇 

三、現有教師薪資 本校著重專業教師的適性發展，
除加強教師在教學、研究及服務
的均衡發展上，對於現有教師薪
資將作完善的規畫，以建立健全
的公平考核制度、獎勵及激勵制
度，並積極朝向一流科技大學的
目標前進，對於現有教師薪資的
規畫以部裏的提昇素質實施要點
為基準，確實規畫提高師資素質
的目標。 

(一) 獎勵升遷制度 

(二) 公平、公開及公正的升遷
管道 

(三) 清楚及合乎邏輯的提昇師
資素質員額編制計算掌控
中長程發展及各年度師資
結構 

四、其他 (一)提昇教師參加競賽及輔導學
生參加競賽的能力。 

(二)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乙
級以上技術士證照 

(一) 提昇教師輔導競賽能力 

(二) 提昇教師輔導學生取得專
業證照能力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96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2.72﹪） 
總經費

(5)=(3)+(4) 

＄16,732,262 ＄23,231,628 ＄39,963,890 ＄5,081,854 ＄45,045,744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91.98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8.02 ﹪）

金額 ＄10,039,357 ＄13,938,977 ＄4,674,222 ＄6,692,905 ＄9,292,651 ＄407,632

合計 ＄28,652,556 ＄16,393,188

占總經

費比例 
63.61﹪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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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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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

學及研究設備（至少

占資本門經費 60﹪以

上【不含自籌款金額】） 

$18,847,114 78.60% $3,980,722 85.16%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不含自籌款金額】） 
$3,010,620 12.56% $162,000 3.47%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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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00 2.41% $0 0.00% 註四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

礙空間設施等） 

$1,542,600 6.43% $531,500 11.37% 註五

合計 $23,978,334 100% $4,674,222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

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說

明） 

研究＄1,800,000 研究  11.26 ﹪ 研究＄81,526 研究  20.00 ﹪ 

研習＄1,279,444 研習   8.00 ﹪ 研習＄81,526 研習  20.00 ﹪ 

進修＄1,250,000 進修   7.82 ﹪ 進修＄81,526 進修  20.00 ﹪ 

著作＄2,660,000 著作  16.64 ﹪ 著作＄ 著作     0  ﹪ 

升等送審＄402,400 升等送審 2.52﹪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0  ﹪ 

改進教學＄700,000 改進教學 4.38﹪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0  ﹪ 

競賽優勝＄100,000 競賽優勝 0.63﹪ 競賽優勝＄ 競賽優勝  0 ﹪ 

專業證照＄79,000 專業證照 0.49﹪ 專業證照＄ 專業證照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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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8,270,844 合計  51.74 ﹪ 合計＄244,578 合計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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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712 2.00﹪＄40,763  10.00  ﹪ 

三、其他(新聘教

師薪資) 
＄7,395,000 46.26﹪＄122,291   30.00 ﹪ 

(一)分配原則： 

1.依本校中長期

發展計畫分配。

2.為改善師資結

構，補助聘請助

理教授以上教

師之薪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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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鼓勵職員學習

新知，充實專業

知識，以提昇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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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15,985,556 100﹪ ＄407,632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附表四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教學使用/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

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

攬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

基礎。/以師生生涯規劃為導向，

培育學生使用英語獲取專業知識/

強化電腦及週邊設備以提升教學品

質

應英系

2 中文手寫輸入板 LLC504,5*4吋含同等品 1 3,500 3,500 教學使用/七、改善教學、研究與

行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

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

樹立優良校風。/以師生生涯規劃

為導，培育學生使用英語獲取專業

知識/添購系內電腦軟硬體、英語

期刊圖書，並打造多媒體三合一學

習環境

應英系

3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4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5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1 27,000 27,000

6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1 9,100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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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使用/5 、親和環境-改善教

學、研究與行政空間，強化生活機

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

校園，樹立優良校風。/以師生生

涯規劃為導向，培育學生使用英語

獲取專業知識/強化電腦及週邊設

備以提升教學品質

應英系

教學/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

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

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樹立

優良校風。/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

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

良環境/成立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

學院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7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8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9 雷射印表機 A4列印輸出 1 7,500 7,500
教學用/一、進行學術及行政單位

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更新近中長

程發展計畫書，建立教學研發特色

與行政效能。/持續充實教師e化教

學研究環境/建置e化教學研究環境

通識中心

10 防潮箱 H970*W1180*D500mm含

以上或同等品

1 25,000 25,000
教學用/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

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

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樹

立優良校風。/持續充實教師e化教

學研究環境/建置e化教學研究環境

通識中心

11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

幕固定座

65 9,100 591,500

12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65 27,000 1,755,000

13 廣播教學系統 65人 1 90,000 90,000

14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65 27,000 1,755,000

15 廣播教學系統 65人 1 90,000 90,000

16 網路交換器 24 Ports  3 3,000 9,000

17 廣播教學系統 65人 1 90,000 90,000

18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新進教師設備/六、持續充實教學

研究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

，延攬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

發展基礎。/提升研究設備水準/提

昇學術研究競爭力

資管系

教學用/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

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

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樹

立優良校風。/持續充實教師e化教

學研究環境/建置e化教學研究環境

通識中心

支援教學，增進上課效率/六、持

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加強宣

傳行動方案，延攬精英，穩定生源

，奠定校務發展基礎。/提升實習

設備水準與規模/汰換專業教室年

限已滿之電腦設備

資管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9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15 27,000 405,000

20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15 9,100 136,500

21 終端安全防護軟

體

SteelArmor EE含同等

品

15 4,000 60,000

22 路由器 CISCO 1841 ROUTER含

WIC-2T含同等品

5 50,000 250,000

23 路由器  CISCO 1721 ROUTER含

WIC-2T, V.35 DTE/DCE

含同等品

10 35,000 350,000

24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60 27,000 1,620,000

25 網路交換器 D-Link  24埠含同等品 1 4,500 4,500

26 網路交換器 D-Link  48埠含同等品 1 8,500 8,500

27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28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29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供系上教學使用。因應評鑑，進行

汰舊換新/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

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

攬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

基礎。/充實圖書儀器及設備/充實

圖書儀器及設備

資工系

教學/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

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攬精

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

礎。/提昇設備與規模/提昇教師研

究水準

電通系

支援教學，增進上課效率/7 、新

穎圖儀-建置專業教室，充實教學

研究圖儀設備與空間環境，建立各

院館藏特色，提升資源使用率。/

建立系科特色，提升實習設備水準

與規模/推動「資訊安全管理與應

用」學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提

升職場競

資管系

支援教學，增進上課效率/7 、新

穎圖儀-建置專業教室，充實教學

研究圖儀設備與空間環境，建立各

院館藏特色，提升資源使用率。/

加強證照輔導，提升實習設備水準

與規模/開辦CCNA、SCJP及資訊安

全相關等證照相關推廣教育課程。

資管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0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31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1 9,100 9,100

32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33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20 27,000 540,000 教學/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

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攬精

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

礎。/提升教學成果/提昇教學成果

，擴充教學設備與空間

建築系

34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47,000 47,000
研究/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

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

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樹立

優良校風。/成立研究中心/推展特

色與重點計畫，提昇研究成果，擴

充研究設備與空間

建築系

35 電腦輔助設計繪

圖軟體

Autodesk Autodesk 

ARS EDU

10 30,000 300,000
教學/7 、新穎圖儀-建置專業教室

，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與空間環

境，建立各院館藏特色，提升資源

使用率。/提升教學成果/提昇教學

品質

建築系

36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37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中心所需營運設備/一、進行學術

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

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建立教

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1.建立

研究中心2.鼓勵教師研究成果發表

3.鼓勵教師進行產學合作/增添資

訊應用與系統工程研究中心研究設

備

資訊學院

擴充環境規畫研究室及成立物業管

理研究室/5 、親和環境-改善教

學、研究與行政空間，強化生活機

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

校園，樹立優良校風。/成立研究

中心/推展特色與重點計畫

建築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8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39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40 ESPI電子散斑干

涉系統影像軟體

Photo 

Mechanices,Matrox 

Meteoru/Standara 

Photo 

Mechanices,Matrox 

Meteoru/Standara含

1 310,000 310,000

41 維克針入儀 GAU-CHYNG或符合ASTM 

C187 CNS786規範 共三

組含維克針入座.針入

模.玻璃等含同等品

1 13,500 13,500

42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43 標準篩 不鏽鋼製,KUANG YANG 

各號篩一套.底及蓋各

二個

1 20,000 20,000

44 電子磅秤 30Kgx1g 1 10,000 10,000

45 電子磅秤 50kgx1g 1 10,000 10,000

46 電子磅秤 100kgx1g 1 12,000 12,000

47 望遠鏡照準儀 日製 E-3含平板.求心

器.三腳架.指北針.測

針器.太陽罩及儀器箱

等含同等品

5 38,500 192,500 教學/9 、創新特色-提昇教職生專

業知能，推動自我評鑑，實施中程

發展計畫，追求教學研發與行政服

務之創新特色。/提升教學與研究

設備及國科會及其他部會研究成果

/提昇教學及研究設備

土木系

教學與研究/六、持續充實教學研

究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

延攬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

展基礎。/提升教學品質與國科會

及其他部會專案研究/改善教學製

作教學規範及課程綱要

土木系

提昇教學及研究設備/五、獎勵輔

助教師研究與服務，並延攬高階學

位實務師資，加強校內外交流，以

拓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提升

國科會及其他部會之專業研究/改

善教學製作教學規範及課程綱要

土木系

教學及研究/六、持續充實教學研

究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

延攬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

展基礎。/提升教學品質及國科會.

其他部會專案研究成果/提昇教學

及研究設備

土木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8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49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50 結構量測系統 Walesch MST-1031 

3axis,working 

frequency 

range:1~315Hz含同等

品

1 119,490 119,490 教學與研究/9 、創新特色-提昇教

職生專業知能，推動自我評鑑，實

施中程發展計畫，追求教學研發與

行政服務之創新特色。/充實教學

設備提升教學品質/提昇教學及研

究設備

土應所

51 深開挖分析程式 TORSA 深開挖分析程式

1.2版含同等品

1 36,000 36,000 教學與研究/1 、卓越教學-整合課

程系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法

，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和學習介

面，提昇教學成效。/充實教學設

備提升教學品質/提昇教學及研究

設備

土應所

52 Final Render 

Stage-1

All 3ds max versions

 supp orted 教育版

1 34,800 34,800

53 V-Ray 教育版 1 11,000 11,000

54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55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56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47,000 47,000

57 單槍投影機 2000流明含同等品 1 50,000 50,000
教學/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

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攬精

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

礎。/提升教學方法與成效，達到

課程整合。/加強招生宣傳與成效

室設系

教師用/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

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

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樹

立優良校風。/加強產學合作成

果。/提昇研究環境與水準

室設系

教學與研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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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與研究

設備及國科會及其他部會研究成果

/提昇教學及研究設備

教學/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

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攬精

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

礎。/提升教學方法與成效，達到

課程整合。/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果

室設系

土應所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58 風向風速記錄  戶外型移動式;含1、

自動資料蒐集系統，

2、風向風速計，3、

1.8米氣象架含固定組

1 96,000 96,000

59 葉面積儀  可攜式 1 185,000 185,000

60 雷射測距儀 室內外兩用全配含延長

桿、視鏡

4 28,000 112,000 教學-室內尺寸丈量用〈專業課程

均需使用〉/一、進行學術及行政

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更新近

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建立教學研發

特色與行政效能。/提升教學方法

與成效，達到課程整合。/提昇教

學品質與成果

室設系

61 雷射水平垂直儀  LV666含同等品 2 40,000 80,000 室內裝修教學用/7 、新穎圖儀-建

置專業教室，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

備與空間環境，建立各院館藏特色

，提升資源使用率。/提升教學方

法與成效，達到課程整合。/提昇

教學品質與成果

室設系

62 氣體偵測器 四用可燃,GMI─66296A

含同等品

1 62,000 62,000 室內裝修教學用/1 、卓越教學-整

合課程系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

教法，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和學

習介面，提昇教學成效。/提升教

學方法與成效，達到課程整合。/

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果

室設系

63 氯離子偵測器 RIKEN CL1B含同等品 1 68,000 68,000 室內裝修教學用/7 、新穎圖儀-建

置專業教室，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

備與空間環境，建立各院館藏特色

，提升資源使用率。/提升教學方

法與成效，達到課程整合。/提昇

教學品質與成果

室設系

室設系教學/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

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攬精

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

礎。/提升教學方法與成效，達到

課程整合。/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果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4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65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66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47,000 47,000 提昇研究水準/五、獎勵輔助教師

研究與服務，並延攬高階學位實務

師資，加強校內外交流，以拓展產

學合作與推廣教育。/配合的教學

原則，並落實設計工作實習，以提

昇升設計實務能力。/學習成果展

出

視傳系

67 單槍投影機 2000流明含同等品 1 50,000 50,000 提昇教學成果/七、改善教學、研

究與行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

，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

園，樹立優良校風。/配合的教學

原則，並落實設計工作實習，以提

昇升設計實務能力。/學習成果展

出

視傳系

68 黑白放大機 Meopta/OPEMUS 6含同

等品

2 11,000 22,000 提昇教學品質/六、持續充實教學

研究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

，延攬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

發展基礎。/配合的教學原則，並

落實設計工作實習，以提昇升設計

實務能力。/儀器設備及空間設置

規劃

視傳系

69 比色計 Spyder2 比色計(含螢

幕校正軟件)含同等品

1 10,000 10,000

70 Coreldraw12+Pa

inter8中文版

 

Coreldraw12+Painter8

中文版大專院校科系授

1 143,000 143,000

71 Pinnacle 

di

Pinnacle studio 1 60,000 60,000

提昇教學品質/1 、卓越教學-整合

課程系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

法，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和學習

介面，提昇教學成效。/配合的教

學原則，並落實設計工作實習，以

提昇升設計實務能力。/加強教學

與研究設備

視傳系

工作室新設，提昇教學品質/七、

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工作空間，

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

化與藝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

/配合的教學原則，並落實設計工

作實習，以提昇升設計實務能力。

/儀器設備及空間設置規劃

視傳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72 冷光燈 持續冷光燈 2 7,450 14,900

73 冷光燈座 方罩式冷光燈座SFL-24

含同等品

1 12,000 12,000

74 冷光燈 迷你高頻冷光燈FL-48N 1 4,200 4,200

75 冷光燈  迷你高頻冷光燈 FL-

48N含同等品

1 5,300 5,300

76 攝影台 迷你摺疊式攝影台FST-

1含同等品

1 3,200 3,200

77 大型集光反射罩 口徑34cm含同等品 1 3,800 3,800

78 背景斜口反射罩  背景斜口反射罩 1 2,500 2,500

79 超強無影罩 (含接環)SBM-6090含同

等品

1 2,750 2,750 提昇教學品質/1 、卓越教學-整合

課程系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

法，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和學習

介面，提昇教學成效。/配合的教

學原則，並落實設計工作實習，以

提昇升設計實務能力。/儀器設備

及空間設置規劃

視傳系

80 外拍腰掛電源包 外拍腰掛電源包 1 5,000 5,000 提昇教學品質/3 、務實研究-獎勵

學術研究發展，延攬高階學位實務

師資，建立特色研究領域，加強校

內外學術整合與交流。/配合的教

學原則，並落實設計工作實習，以

提昇升設計實務能力。/儀器設備

及空間設置規劃

視傳系

81 框裱專業片切片

組

 框裱專業片切片組 1 12,000 12,000 提昇專題教學與成果發表。/3 、

務實研究-獎勵學術研究發展，延

攬高階學位實務師資，建立特色研

究領域，加強校內外學術整合與交

流。/配合的教學原則，並落實設

計工作實習，以提昇升設計實務能

力。/儀器設備及空間設置規劃

視傳系

提昇教學品質攝影棚冷光燈組為最

基本教學設備。/3 、務實研究-獎

勵學術研究發展，延攬高階學位實

務師資，建立特色研究領域，加強

校內外學術整合與交流。/配合的

教學原則，並落實設計工作實習，

以提昇升設計實務能力。/儀器設

備及空間設置規劃

視傳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82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1 27,000 27,000

83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1 9,100 9,100

84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47,000 47,000 教學/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

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攬精

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

礎。/加強建築研究所發展特色/提

昇教學成果，擴充教學設備與空間

建築所

85 電腦主機 雙核心處理器、獨立顯

示卡

60 28,900 1,734,000

86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60 9,100 546,000

87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47,000 47,000 行政與研究/五、獎勵輔助教師研

究與服務，並延攬高階學位實務師

資，加強校內外交流，以拓展產學

合作與推廣教育。/提供教師研究

與教學之優良環境/一、確立本系

近中長程發展方向，有效整合教學

設備與課程。

財稅系

88 會計師工作輔助

幫手

 網路版 1 136,000 136,000

89 財稅簽證系統  網路版 1 115,000 115,000

教學用/1 、卓越教學-整合課程系

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法，強

化實務課程，建立親和學習介面，

提昇教學成效。/提供教師優良研

究與教學之環境/1、配合管理學院

完成本系師資、圖書儀器設備、課

程、研究中心、

財稅系

設置系圖書室/六、持續充實教學

研究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

，延攬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

發展基礎。/提升教學成果/推展特

色與重點計畫，提昇研究成果，擴

充研究設備與空間

建築所

教學使用/1 、卓越教學-整合課程

系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法，

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和學習介面

，提昇教學成效。/提昇整體教學/

課程發展與專業特色

資傳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90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1 27,000 27,000

91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1 9,100 9,100

92 伺服器 IBM X336含同等品 1 120,000 120,000 管理本系網站專用/9 、創新特色-

提昇教職生專業知能，推動自我評

鑑，實施中程發展計畫，追求教學

研發與行政服務之創新特色。/提

供教師研究與教學之優良環境/1、

配合管理學院完成本系師資、圖書

儀器設備、課程、研究中心、

財稅系

93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1 27,000 27,000

94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1 8,100 8,100

95 除溼機 不限 1 8,000 8,000 專業教室防潮用/七、改善教學、

研究與行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

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

校園，樹立優良校風。/二(二)5. 

專業教室與儀器設備特色/充實專

業實驗與實作設備及空間。

財金系

財金系教學用/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

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

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樹

立優良校風。/二.(一).2.( 1 ) 

九十五學年度前配合本校教學卓越

計畫調整本系師資、圖儀設備課

程、研究中心、推廣教育、實驗室

之整合，並且於各方面進行實際之

運作/強化系務提高服務學生與教

師計畫

學生實習用/7 、新穎圖儀-建置專

業教室，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與

空間環境，建立各院館藏特色，提

升資源使用率。/提供學生實習之

優良環境/1、配合管理學院完成本

系師資、圖書儀器設備、課程、研

究中心、

財稅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96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汰換教師研究設備/七、改善教

學、研究與行政工作空間，強化生

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

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二

(一)3. ( 1 ) 以教師生涯規劃為

導向，加強教師研究進修成效。/

充實教師研究設備

財金系

97 金融教育模擬實

驗室看盤系統與

線上模擬投資系

統之資訊源

證交所與期交所 即時

資訊源

1 180,000 180,000 更新系統伺服器的資訊源/7 、新

穎圖儀-建置專業教室，充實教學

研究圖儀設備與空間環境，建立各

院館藏特色，提升資源使用率。/

二(二)5. 專業教室與儀器設備特

色/金(二)5.更新圖儀設備

財金系

98 超越巔峰會計

2004

 教育教室版 1 95,032 95,032

99 超越巔峰製造業

2004

 教育教室版 1 95,032 95,032

100 超越巔峰人事薪

資2004

 教育教室版 1 95,032 95,032

101 EDA-Solver Pro

 5.0

 單機版 1 42,000 42,000 教學研究用/六、持續充實教學研

究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

延攬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

展基礎。/擴充圖書及儀器設備/更

新與檢討專業教室配置，及擴充其

設備

會計系

102 MAPLE  統計軟体,教育單機版 1 69,000 69,000

103 Eviews   標準版 1 22,000 22,000
教學研究用/7 、新穎圖儀-建置專

業教室，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與

空間環境，建立各院館藏特色，提

升資源使用率。/擴充圖書及儀器

設備/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學術研

究水準

會計系

教學用/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

儀設備，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攬

精英，穩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

礎。/擴充圖書及儀器設備/更新與

檢討專業教室配置，及擴充其設備

會計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04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1 27,000 27,000

105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47,000 47,000

106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補充教師研究室所缺/六、持續充

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加強宣傳行

動方案，延攬精英，穩定生源，奠

定校務發展基礎。/課程設計兼顧

理論與實務，特別設有實務專題課

程，培養學生實務經驗以及問題分

析能力。/鼓勵各類研究及指導畢

業專題

商務系

107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還

原卡含以上或同等品

65 27,000 1,755,000

108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65 9,100 591,500

109 廣播教學系統 UTP依校訂 1 100,000 100,000

110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111 SPSS 單機版 1 88,000 88,000

112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113 網路交換器 24port 3 5,000 15,000

114 網路與電源佈放 65點 1 130,000 130,000

教學用/一、進行學術及行政單位

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更新近中長

程發展計畫書，建立教學研發特色

與行政效能。/充實教學設備/充實

教學設備

企管系

會計系
教學及研究用/5 、親和環境-改善

教學、研究與行政空間，強化生活

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

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提升電

腦效能/擴充圖書、儀器及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15 數位攝影機 300萬畫素以上 1 32,000 32,000

116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117 系統模擬軟體 無特定廠牌  1 12,000 12,000

118 決策分析軟體 無  1 36,000 36,000

119 企業流程建模軟

體

無特定廠牌 1 85,000 85,000

120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121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1 9,100 9,100

122 績效評估教學軟

體

無特定廠牌  1 40,000 40,000

123 腦力激盪教學軟

體

無特定廠牌  1 6,000 6,000

124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125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螢幕

固定座

1 9,100 9,100

126 流程模擬管理軟

體

無特定廠牌 1 150,000 150,000 提升系上設備與規模/5 、親和環

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空間，

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

化與藝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

/提升系上設備與規模/發展學校重

點特色

行管系

行管系
汰舊換新/5 、親和環境-改善教

學、研究與行政空間，強化生活機

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

校園，樹立優良校風。/汰舊換新/

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產管系
汰舊換新/5 、親和環境-改善教

學、研究與行政空間，強化生活機

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

校園，樹立優良校風。/汰舊換新/

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產管系
結合老師教學與學生設備/1 、卓

越教學-整合課程系統，鼓勵優良

與e化教材教法，強化實務課程，

建立親和學習介面，提昇教學成

效。/結合老師教學與學生設備/補

強儀器設備

產管系
結合老師教學與學生設備/七、改

善教學、研究與行政工作空間，強

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

與藝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

結合老師教學與學生設備/提升學

術研究風氣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27 雷射印表機 A4規格高階雷射印表機

(含雙面列印器)

1 24,000 24,000

128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以上

或同等品

1 26,000 26,000

129 IC卡腿肌力測定

器

 ACC-840含同等品 1 123,000 123,000 配合體適能實習教室教學使用/

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工作空

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

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樹立優良

校風。/提昇專業課程教學品質/提

昇教學品質，增加教學設備

休管系

130  風浪板 含帆及舵標準專業規格 1 68,000 68,000 配合水域實習教室教學使用/7 、

新穎圖儀-建置專業教室，充實教

學研究圖儀設備與空間環境，建立

各院館藏特色，提升資源使用率。

/提昇專業課程教學品質/提昇教學

品質，增加教學設備

休管系

131 微軟授權 全校授權 1 1,500,000 1,500,000 全校微軟授權軟體使用/一、進行

學術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

整，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建

立教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建

置全校授權軟體機制/整合全校軟

體資源

電算中心

132 防毒軟體 全校授權 1 250,000 250,000 趨勢officescan全校授權更新/

二、有效整合兩校區資源，發展遠

距教學，促進單位流通，發揮雙校

區功能與特色。/建置全校防毒軟

體環境/整合全校軟體資源

電算中心

133 交換器 最新廠牌 最新規格 5 70,000 350,000 建立網路教學環境/一、進行學術

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

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建立教

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網路設

備更新/

電算中心

運籌所
教學研究用/1 、卓越教學-整合課

程系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法

，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和學習介

面，提昇教學成效。/充實教學設

備/充實教學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34 路由器 最新廠牌 最新規格 3 48,000 144,000 建立網路教學環境/一、進行學術

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

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建立教

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改善網

路設施/

電算中心

135 頻寬管理器 最新廠牌 最新規格 1 1,700,000 1,700,000 整合全校電腦硬體資源/一、進行

學術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

整，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建

立教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新

增網路設備/

電算中心

136 頻寬管理伺服器 最新廠牌 最新規格 1 120,000 120,000 整合全校電腦硬體資源/一、進行

學術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

整，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建

立教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擴

充網路資源/

電算中心

137 防火牆 最新廠牌 最新規格 1 455,000 455,000 更新大樓交換器/8 、校區融整-有

效整合雙校區資源，發展e化校園

與遠距科技，強化網絡機制，發揮

雙校區功能與特色。/建置網路設

備/

電算中心

138 伺服器授權 最新廠牌 最新規格 5 32,000 160,000 更新大樓交換器/8 、校區融整-有

效整合雙校區資源，發展e化校園

與遠距科技，強化網絡機制，發揮

雙校區功能與特色。/伺服器建置/

電算中心

139 閘道器 最新廠牌 最新規格 1 500,000 500,000 宿網設備建置/1 、卓越教學-整合

課程系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

法，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和學習

介面，提昇教學成效。/宿網設備

建置/更新大樓交換器

電算中心

140 資料架  高單面木製180*90*20 4 8,200 32,800 陳列圖書資料，方便讀者使用。/

六、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

加強宣傳行動方案，延攬精英，穩

定生源，奠定校務發展基礎。/擴

充新設備/台北校區新館添購傢俱

圖書館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41 資料架  高木製雙面五層

190*90*50

2 10,500 21,000

142 視聽資料櫃  二列五台式

190*180*40

2 32,000 64,000

143 運書車   雙斜三層不銹鋼

70*47*106

3 18,000 54,000 方便圖書整理及上架/7 、新穎圖

儀-建置專業教室，充實教學研究

圖儀設備與空間環境，建立各院館

藏特色，提升資源使用率。/擴充

新設備/新竹校區新購設備

圖書館

22,827,836合        計

陳列圖書資料，方便讀者使用。/7

 、新穎圖儀-建置專業教室，充實

教學研究圖儀設備與空間環境，建

立各院館藏特色，提升資源使用

率。/擴充新設備/台北新館建置

圖書館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20 8,100 162,000 提升服務品質/7 、新穎圖儀-建置專

業教室，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與空

間環境，建立各院館藏特色，提升資

源使用率。/擴充設備/新增電腦相關

設備

圖書館

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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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附表五

合    計



單位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冊、卷)

1 ˇ 批 1 2,000,000 2,000,000

2

ˇ

批 1 1,010,620 1,010,620

3,010,620合   計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數量優先序

附表六

供全校師生使用/

六、持續充實教學研

究圖儀設備，加強宣

傳行動方案，延攬精

英，穩定生源，奠定

校務發展基礎。/統

籌全校圖書資源/採

購圖書、期刊及光碟

資料庫

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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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

表機(含雙面列印

器)

1 47,000 47,000 提供學生社團使用/四、確立學生健康樂觀與

負責輔導方向，擴大輔導能量，加強證照就業

與留學輔導，精進專業教育與品格教育。/提

升學生社團工作效能/行政電腦e化，提昇作業

能量，強化行政效率

2 護貝機  A3型式專業用 1 15,000 15,000 學生社團各項文宣、獎狀及活動照片護貝使用

/9 、創新特色-提昇教職生專業知能，推動自

我評鑑，實施中程發展計畫，追求教學研發與

行政服務之創新特色。/提升學生推展社團活

動品質/提升學生社團活動企畫能力，順利推

展社團活動。

3 音箱 吉他專用Mar shall

 MG 100 DFX含同等

品

1 18,500 18,500 吉他社團訓練及成果發表用途/9 、創新特色-

提昇教職生專業知能，推動自我評鑑，實施中

程發展計畫，追求教學研發與行政服務之創新

特色。/增進社團之專業技能/提升學生社團活

動企畫能力，順利推展社團活動。

吉他社

4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

還原卡含以上或同

等品

1 27,000 27,000

5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

螢幕固定座

1 9,100 9,100

6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

表機(含雙面列印

器)

1 47,000 47,000 提供學生社團列印使用/2 、專業輔導-確立學

生健康樂觀與負責輔導方向，加強證照就業與

留學輔導，精進專業教育與品格教育。/提升

學生社團工作效能/學生自治團體之輔導及運

作

學生會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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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學生會

附表七

提供學生社團使用。/四、確立學生健康樂觀

與負責輔導方向，擴大輔導能量，加強證照就

業與留學輔導，精進專業教育與品格教育。/

提升學生社團工作效能/學生自治團體之輔導

及運作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7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 含

還原卡含以上或同

等品

3 27,000 81,000

8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

螢幕固定座

3 9,100 27,300

9 雷射印表機 A3規格高階雷射印

表機(含雙面列印

1 47,000 47,000

10 撞球台 288cmX161cmX82cm

含同等品

2 40,000 80,000 撞球社使用/四、確立學生健康樂觀與負責輔

導方向，擴大輔導能量，加強證照就業與留學

輔導，精進專業教育與品格教育。/強化學生

多元社團活動/強化社團E化作業,推動社團多

元發展.

撞球社

11 數位攝影機 SONY DCR-SR100含

同等品

1 36,900 36,900 社團活動/1 、卓越教學-整合課程系統，鼓勵

優良與e化教材教法，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

和學習介面，提昇教學成效。/強化校園活動

報導，傳遞學生多元健康社團活動。/建構社

團優質活動，培養學生多元興趣。

學生會

12 多功能影音轉

錄器

SONY VRD-MC1含同

等品

1 11,900 11,900 社團活動/6 、效能行政-分析檢討行政課題與

程序，鼓勵創新思維與流程改造，善用教師專

業，提升資訊科技服務效能。/強化校園活動

報導，傳遞學生多元健康社團活動。/建構社

團優質活動，培養學生多元興趣。

學生會

13 漫波鼓 含架 1 5,100 5,100 管樂社

14 彩色噴墨印表

機

HP deskjet 9300含

同等品

1 13,000 13,000

15 角鋼 W4508D608H160cm及

W480*D120*含同等

1 30,000 30,000

學生會

電腦研習

社
電腦研習社使用/一、進行學術及行政單位策

略規劃與組織重整，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書

，建立教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建立社團

資訊傳播平台，增強行銷技巧與宣傳機制。/

強化社團E化作業,推動社團多元發展.

社團活動用/一、進行學術及行政單位策略規

劃與組織重整，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建

立教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擴充社團設備/

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6 手提CD音響 Panasonic RX-ED50

含同等品

1 6,500 6,500

17 無線喊話器 MIPRO MA-101含同

等品

1 7,500 7,500

18 電腦主機 Pentium D3.4 ,含

以上或同等品

2 26,000 52,000

19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 2 8,100 16,200

578,000合   計

社團活動用/2 、專業輔導-確立學生健康樂觀

與負責輔導方向，加強證照就業與留學輔導，

精進專業教育與品格教育。/擴充社團設備/擴

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行政教學活動輔導E化/一、進行學術及行政單

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更新近中長程發展計

畫書，建立教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有效

提升輔導行政/輔導學生養成健康身心，鍛鍊

強健身體，培養良好品德教養之優質學

體育活動

服務社

學生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保全監視設備 保全監視設備  1 100,000 100,000 保全監視設備/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工作

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

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提昇設備與規模/增

添嵌入式教學實驗設備

電通系

2 彩色攝影機 隱藏式 4 4,500 18,000

3 攝影主機 含250g硬碟2顆 1 28,000 28,000

4 監視器 14"含安裝線材工

資

1 15,500 15,500

5 監視器 可支應學校監視系

統

2 5,000 10,000 專業教室安全/防盜/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

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

與藝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證照檢定輔

導：學生生涯規劃導向、輔導各項技術士、各級

語文檢定考及升學輔導。/維修設備、更新與採

購

商務系

6 電力資訊顯示看板 具有網路通訊介

面,每分鐘更新測

量結果

2 30,000 60,000 達到能源管理和節約用電的目的/一、進行學術

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更新近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建立教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

綠建築校園管理規劃,永續經營之理念推展/建置

節能系統,有效控管能源

營繕組

7 矩陣主機 含工資及管材 1 160,000 160,000

8 數位攝影機 16門網路型 1 135,000 135,000

9 系統控制鍵盤 搖桿型 1 30,000 30,000

10 攝影機 全功能球型 1 30,600 30,600

11 攝影機 半球型DSP 6 4,500 27,000

12 自動光圈鏡頭 國際  6 2,000 12,000

13 監視器 17"LCD 1 11,000 11,000

14 機櫃 19"標準機櫃 1 10,000 10,000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教學用/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工作空間，

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

園，樹立優良校風。/擴充圖書及儀器設備/更新

與檢討專業教室配置，及擴充其設備

會計系

增進校園安全/5 、親和環境-改善教學、研究與

行政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

與藝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改善行政工作

空間營造優良環境/加強校園安全防護措施

事務組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5 不斷電系統 飛瑞 含同等品 1 20,000 20,000

16 數位影像儲存器 訊力 含同等品 2 195,000 390,000

17 LCD顯示幕 SAMSUNG 含同等品 2 11,000 22,000

18 攝影機 安太 含同等品 8 10,000 80,000

19 攝影機 日夜型高感度 50 7,500 375,000

20 主機系統  800G含同等品 6 40,000 240,000

21 太陽能電燈桿 不限 4 75,000 300,000 提供夜間照明與電費節約/1 、卓越教學-整合課

程系統，鼓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法，強化實務課

程，建立親和學習介面，提昇教學成效。/提供

夜間照明與電費節約/停車場增加照明

2,074,100合計

維護校園安全/1 、卓越教學-整合課程系統，鼓

勵優良與e化教材教法，強化實務課程，建立親

和學習介面，提昇教學成效。/維護校園安全，

校園、餐廳和專業教室建立監視系統/裝設紅外

線監控系統
總務處_

竹

增進校園安全/5 、親和環境-改善教學、研究與

行政空間，強化生活機能，營造優良環境；美化

與藝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改善行政工作

空間營造優良環境/加強校園安全防護措施

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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