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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校創辦人上官業佑先生於民國 54 年建校，至今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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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透過嚴謹甄選，本校再獲第二年 2000 萬補助，持續本校卓越教學與輔

導品質提升計畫，此年計畫以學生職涯發展為主軸，透由強化教學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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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學生基本能力與專業

職能，提升就業競爭力，建立本校技職教育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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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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5、96）年專案補助各 800 萬元，加

上本校二年配合款 1,400 萬元，可獲充分經費發展特色。本校除依計畫書將原校級研究單

位「文化資產研究中心」轉型外，更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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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榮獲教育部辦理「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及推動技專校院整合」專案，審核通

過補助，95、96 年兩年各 300 萬執行「多元商務整合運籌 e 化之數位環境建置應用發展

與人才培育計畫」。第一年計畫重點在建立本校以運籌管理 e 化之商務整合教學特色，

以「全球運籌管理中心」為核心機制，邁向運籌 e 化商務專業菁英人才培育的新標竿。

第二年計畫重點建置「企業行銷經營模擬實驗室」、及「電子行銷實習商店」，希冀達

成跨院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目標。 

四、96 學年本校榮獲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三年計畫，第一年獎

助 310 餘萬，希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提供本校串接通識教育與專業

系科一個重要的平台，提升統整性教育品質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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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95 學年已完成。本校希冀藉次校務發展計畫重新擬定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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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創校至今已有四十二年之歷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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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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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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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五 14 65 82 183 344 

九十六 21 73 96 167 357 

      1. 96 學年度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師資之 53.22% 以上。 

      2. 本校以增聘/輔導教師生涯規劃、培育第二專長等方式提升師資陣容，預計規

劃助理教授以上師資，97 學年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師資約至 56.18 
﹪，98 學年約至 58.99 ﹪以上。 

    (二)圖書軟體資源 

種   類 數   量 

中 文 183,190 冊 

圖 書 
西 文 24,080 冊 

中 文 476 種 

期 刊 
西 文 202 種 

視 聽 資 料 6,117 件 

資   料  庫 50 種 

總       計 214,115  

  備註：統計數據截至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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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自動化教室 北 光復樓 201 48 

企管系 企管系電腦教室 北 格致樓 704 61 

行管系 行銷流通實驗室 竹 健心館
B123 60 

建築系 電腦輔助設計教室 北 懷恩樓 502 58 

建築系 電腦輔助設計教室 北 懷恩樓 503 61 

財金系 財金教育實驗室 竹 涵德 B117 57 

財稅系 財稅會計資訊教室 北 格致樓 701 32 

財稅系 租稅規劃研討室 竹 健心館
B127 8 

商務系 商務資訊教室 竹 涵德樓
B118 72 

商務系 商務系電腦專業教室 北 格致樓 710 67 

產管系 經營模擬與分析教學實驗室 竹 健心館
B130 56 

通識中心 多媒體語言教室 北 自強樓 603 54 

通識中心 英語線上檢測教室 北 格致樓 703 55 

視傳系 數位媒體設計教室 竹 健心館
B126 63 

視傳系 媒體設計教室 竹 健心館
B124 71 

會計系 網際網路教室 竹 涵德樓
B119 51 

會計系 會計系電腦教室 北 格致樓 702 56 

建築系 建研所 北 懷恩樓 302 3 

資工系 智慧型晶片實驗室暨崁入式系統專
業教室 竹 日新樓

B114 61 

資傳系 電腦專業教室 竹 日新樓
B115 60 

資管系 軟體開發(一)-程式語言專業教室 竹 日新 B10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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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系 教 室 名 稱 校區 教室位置 PC 數量

資管系 企業 E 化專業教室 竹 日新樓
B110 55 

資管系 企業 E 化教學實驗室 竹 啟我樓
B103 65 

資管系 多媒體教學實驗室 竹 啟我樓
B104 65 

資管系 專題製作實驗室 北 中正樓 603 2 

資管系 多媒體教室 北 中正樓 504 61 

資管系 主機室 北 中正樓 404 2 

資管系 網路教室 北 中正樓 304 65 

資管系 電腦維修教室 北 中正樓
B103 25 

電通系 電子與微電腦專業教室 竹 日新樓
B111 26 

應英系 電腦數位語言教室 竹 啟我樓
B106 31 

應英系 電腦數位語言教室 竹 啟我樓
B107 55 

應英系 電腦輔助語言諮詢室 竹 啟我樓
B108 30 

總數量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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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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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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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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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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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訂以下八項重點項目： 

1. 創新特色--進行學術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著重制度面檢討與精

進，更新行政規章表件與標準作業程序，調整並落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建

立教學研發特色與行政效能。 

      2. 校區融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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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特色與資源互補。建置完整校園電子網絡，強化各 e 化平台，融整資源，

增益資訊處理與溝通效能，提升校務品質。 

      3. 卓越教學--落實教學規範與品保制度，整合課程系統，推動院系自我評鑑，

鼓勵優良教學與 e 化教材教法方案。增修課程發展與管理手冊、通識教育發

展手冊、學校及院系本位課程等，提升教學品質。持續推動與爭取教育部「卓

越教學計畫」。 

      4. 專業輔導--確立學生健康樂觀與負責輔導方向，擴大輔導能量，加強實習、

證照、就業與留學輔導，精進專業教育、職場倫理教育與品格教育。 

      5. 務實研究--獎勵輔助教師研究與服務，並延攬高階學位實務師資，加強校內

外與國內外交流，以拓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6. 新穎圖儀—重整院系專業空間與設備，建立單位硬體軟體專業特色，持續充

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加強管理與使用，以助益教學品質與研究績效之提升。 

      7. 親和環境--改善教學、研究與行政工作空間，強化生活機能，逐步實踐節能

與綠建築理念與理想，以營造優良環境；美化與藝文化校園，樹立優良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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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效能行政--以分析方法檢討行政課題與程序，鼓勵創新思維與流程改造，運

用資訊科技，善用教師專業，強化積極服務態度與精神，提升行政服務效能。 

 

 

  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 

    (一) 提供優質專業「職涯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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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職

涯發展為導向，依「教學卓越計畫」為核心，設計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積極

推動「教學品質強化」、「英文能力與通識素養提升」、「 e 化學習提升」、「產

學連結強化」、「文化空間保存再利用課程與教學發展」等計畫，以積極落實

教學效能。 

      2. 本校 97 年有關教學與輔導策略，除續以「教學卓越計畫」為重點，以「提

升師生教學成效」與「打造優質教學環境」為總體目標外，本年度教學與輔

導計畫以「學生職涯發展」為主軸，透由強化教學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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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學生基本能力

與專業職能，提升就業競爭力，建立本校技職教育之特色。 

      3. 有關課程具體設計方面： 

       (1) 以學生職涯發展為導向，均衡專業教育與通識修養，強調系所及與學院

為主體的學校特色發展。 

       (2) 落實「系所本位課程發展」及「證照課程路徑圖」，對於專業課程理論與

實習及通識課程皆妥善規劃。 

       (3) 完成學校課程跨院系、跨領域整合，並規劃完善學程，供學生多元選擇

與發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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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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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落實推動院核心課程之「基本能力指標」方案，並執行會考制度，建立

院系核心課程校內參考指標，會考辦法係以學院為整合單位，並分年實

施，97 年度(初期)以各院院核心及通識核心課程先進行會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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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實現通識教育理想 

      1. 進行「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三年計畫之第一年部份，希

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提供本校串接通識教育與專業系科

一個重要的平台，提升統整性教育品質與效能。 

      2. 配合各項通識能力指標及社會需求，調整通識課程架構。 

      3. 加強學生語文能力，持續提升英語能力分組教學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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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展服務學習，並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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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均衡師生人文科技融通，加強人文素養教育，並提升學生自我管理，欣賞多

元與差異能力，增進教師本職學能，活化教學能量。 

    (三) 提高研發產學推廣服務效能 

      1. 持續加強產學研究與創新研發之鼓勵制度，支持各院系逐步建立研究重點特

色與應用發展成果。  

      2. 強化產學合作規章與組織，實質建立產學合作策略聯盟，推動創新育成中

心，以增進產學合作效果。 

      3. 拓展產業園區廠商開辦企業專班，培育全民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師資，並爭取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資源培育產業界所需外語人才，以擴大推廣教育業績。 

      4. 擴大國際合作夥伴學校，積極爭取教育部 97 年國際合作補助與國際化獎助

經費，辦理學生出國專業實習甄選活動，辦理國際活動營，有效推動國際合

作交流事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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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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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案推展數位網路公文製作、線上簽核與公文管理系統，增加行政速度與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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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師生共同營造創新校園 

      1. 積極進行院系空間資源需求統整與分配，持續建構優質教學、研究、與行政

環境。 

      2. 逐步全面擴增「綠化與節能環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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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雙校區互補共榮發展 

      1. 持續推動「線上教學與輔導課程普及計畫」，透過「線上課程規劃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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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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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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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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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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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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及研究以發展文化創意產學為主軸，並

以「創意設計」及「永續環境發展」為重點特色，教學儀器設備採購重點在

充實數位多媒體設計、網頁設計、動畫模擬、營建自動化及環境規劃與社區

發展之設備，並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及提升教學品質。 

         另外，發展跨系所教師整合，加強「創意設計中心」及「永續環境研究

中心」的運作，擴大產學合作研發及技術開發能量，並加強務實研究與推廣

教育。 

      2. 管理學院： 

       本院為因應當前社會及產業對於資產管理專業之需求，爰擬設置資產管

理中心以整合學術研究與專業實務，並進行專門理論與實務之培養與訓練，

達到以下目的：一、提昇資產管理之研究與整合能力。二、協助企業解決資

產管理問題。三、掌握不動產投資營運策略之趨勢。四、以資產活化與營運

作為跨領域之平台。五、培育公私部門專業資產營運評估之人才。具體措施

包括：建置資產管理教學中心、設立「資產管理學程」，推動各系將資產管理

相關課題納入專業課程，協助安排學生參訪、實習及考取相關證照等。並擬

透過研討會、研習活動、演講、策略聯盟、參訪、師生校外實習等活動，加

強與產業界之互動，同時積極辦理推廣教育，對產業界提供「資產管理」教

育訓練。 

         本院目前已設有「全球運籌管理中心」，整合企管、行管、產管、休管、

運籌所與商務等系之課程、師資與設備，並開設「全球運籌管理學程」，供管

院各系學生修習。此外，本院一方面積極規劃為整合財稅、會計、財金與商

務等系所而申設的「資產管理研究所」，另方面再籌設「資產管理中心」以整

合商學領域各系之教學與研究，以期成為本院另一特色。同時配合本校擬於

97 學年度將管理學院分為管理與商學二學院之規劃，俾各學院都有一中心來

整合各學院的教學與研究，並各自發展特色。而各該中心將以「專業學程」、

「證照輔導」及「產學合作」為重點特色，配合完善之學程規劃，給予學生

適當之專業訓練，並引進業師授課，俾與業界建立密切之合作關係，提供學

生實務研究之機會。同時透過產學合作案之推行與實習制度，落實理論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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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重之教學。在此值得一提者，本院之教學素以學生生涯規劃為導向，於

正規教學之外，尚有輔導學生參加各類證照考試、語文檢定、升學考試及就

業考試之種種措施，另輔以通識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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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諸目標之達成均有賴

於本院專業教室的持續更新以及所有軟、硬體設備之整合利用，以充分發揮

規模效果。 

           3. 資訊學院： 

           依本校整體發展規劃及產業需求，培育軟體系統開發與產企業電子化之專

業人員為主，使之能投入軟體產業或協助企業導入電子化程序，進而促進產

業全面 e 化。以「數位內容技術設計」為主幹、「數位生活精緻化」為特色，

培養具備電資領域專業理論知識技術、工程倫理及領導能力等綜合素養之優

秀工程師與工程研究人才。另發展網路系統相關應用工程為核心技術，因應

社會需要及國家發展政策，積極培育具有網路、通信、程式語言及電子專長

之實務人才。執行院務發展策略面，規劃專業學程及模組課程，以師資補充、

儀器補強、學生實習辦法及證照地圖等方法整合資源，充分應用學院之教學

及研究資源，學生除接觸本系之範疇並可進入學院內它系之領域目標，使學

生獲得專業知識。另規劃成立「資訊應用與系統工程研究中心」、「電子商

務研究中心」及申辦「數位生活科技研究所」。整合院內各系所相關資源及

研發能量，結合不同專長的研究人員及有效使用共用儀器，積極推動國科會、

政府機構等專案之「產學合作」計畫，使學生順利就業。 

    (二) 軟體教學相關設備方面 

      1. 規劃與設計學院： 

          本院各系近年來所購買的電腦軟體已整合，資源共享。軟體教學相關設

備採購重點在於「創意設計」及「永續環境發展」的特色配合。計採購數位

多媒體設計及營建自動化等軟體，並落實教學及務實研究特色之發展。 

      2. 管理學院： 

       (1) 管理學院：配合院內委員會之運作，以發展管理學院、商學院之「資產

管理中心」、「全球運籌管理中心」及「RFID 應用發展與教學中心」，

使管理學院、商學院之運作順利。 

       (2) 商務系：購置國貿模擬教學平台(TMT)，以發展院內資產管理中心，且配

合資產管理學程之課程，培養學生專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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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財稅系：發展資產管理中心之課程，加強學生實習、證照、就業與留學

輔導，精進專業教育 (1) 財稅會計資訊教室增購 Investment Advisor 網路

版*1。 

       (4) 財金系：配合資產管理中心設立，建置「國際金融投資管理暨風險控管

系統平台」、「財富管理投資經營模擬系統平台」，結合 95 學年度建置

之「財金教育實驗室」，構成一系列國內、外金融環境之投資模擬，以

利學生學習更多實務性金融商品。 

       (5) 會計系：結合系上「會計審計」模組之課程，針對該模組之專業課程編

列特製海報之框架。以達強化學生對企業會計帳務處理及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工作之軟體應用能力，且整合會計應用軟體、電腦審計、企業資源

整合規劃及電子商務等課程。 

       (6) 企管系：配合運籌管理中心之發展，設置新硬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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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行管系：針對專案管理課程、行銷決策系統、流通大師競賽、專案管理

之課程發展新增設備，以提昇物流與運籌證照、空運承攬證照等考照數。 

       (8) 產管系：建置品管實驗模組實驗室，以發展運籌管理學程以兼顧理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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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資訊學院： 

        (1) 資管系：提昇資訊安全與網路實驗室及電腦教室裝備、增設 CCNA 證照

模擬教學設備及充實 RFID 實驗室設備。 

              (2) 資工系：充實智慧型晶片實驗室、嵌入式系統教學實驗室、學生專題實

驗室之軟、硬體設備及汰換電腦教學廣播系統，提供教學及學生專題使

用，。 

              (3) 電通系：強化通信與訊號處理教學實驗室自動化及數位化能力，充實教

學設備。。 

(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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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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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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教學與提升師資結構： 

本校現有師資九十六學年度已達 53.22％，提前達成改名後第五年達 50％

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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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六學年度專

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專任教師數53.22 %，九十七學年度預估為56.18 %， 
九十八學年度預計達 58.99%以上。（如下表所示） 

九十七學年度起本校配合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推動，在提升師資素質方

面除前述之師資結構提昇之外，特別著重全體教師研究、教學及輔導證照之績

效。一方面以教師評鑑制度評鑑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績效，另一方面

透過教師生涯規劃之選擇，鼓勵教師致力於獎助計畫中各項工作績效，依據其

成果予以獎勵，以達成教師個人生涯目標及學校發展目標契合與雙贏之目標。 

      本校九十六學年 ~ 九十九學年度專任教師及學生數預估表 

學年度 九十六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全校學生數  (A) 
(含研究生加成) 13,546 12,395 12,650 12,820

全校教師數  (B)             
(含軍護老師及兼任老師 1/4 折算) 455 489 494 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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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1:26 1:26

全校專任教師數  (D) 357 372 378 377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數   (E)    190 209 223 232師資結構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人數 (E)／
全校專任教師數 (D) 53.22% 56.18% 58.99% 61.54%

  為達成上述之學校總體目標，97 年度執行策略如下： 

  1. 於經常門編列 2,000,000 元獎助專案研究、校外研究，編列 1,250,000
元獎助教師進修，以提昇研究能力，編列 1,889,000 元獎助教師著作發

表，以提昇教師論文寫作意願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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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編列 675,000 元獎助教師升等送審，編列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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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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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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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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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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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0 元以提供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相關業務。 

    (三) 編列 264,000 元以提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業務。 

    (四) 編列 816,472 元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改善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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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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近年來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金額(下表一)，本校預估九十七年度教

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計 33,000,000 元，依規定加計獎補助

經費百分之十以上額度為自籌款計 3,960,000 元整，佔獎補助經費 12 % ，

預計九十七年度應執行數共 36,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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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項目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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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度執行數 

96 
年度預算數 

97 
年度概算數

獎補助款 $81,250,192 $80,260,596 $60,621,676 $35,261,861 $37,736,319 $33,303,241 $32,635,860 $33,000,000

自 籌 款 4,215,367 5,382,117 3,040,572 5,469,821 4,268,821 5,556,513 6,385,299 3,960,000

合  計 $85,465,559 $85,642,713 $63,662,248 $40,731,682 $42,005,140 $38,859,754 $39,021,159 $36,960,000

資 本 門 $48,902,972 $51,933,263 $38,201,144 $23,600,631 $26,533,249 $25,198,765 $25,429,808 $22,349,528

經 常 門 36,562,587 33,709,450 25,461,104 17,131,051 15,471,891 13,660,989 13,591,351 14,610,472

合  計 $85,465,559 $85,642,713 $63,662,248 $40,731,682 $42,005,140 $38,859,754 $39,021,159 $36,960,000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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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0,000 60% $6,320,000 40% $15,800,000 100% 

獎助款 10,320,000 60% 6,880,000 40% 17,200,000 100% 

自籌款 2,549,528 64.38% 1,410,472 35.62% 3,960,000 100% 

總經費 $22,349,528 60.47% $14,610,472 39.53% $36,96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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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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單位及校園安全經費相關單位）考量其院系特色建置、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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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校之中程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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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之預算分配以(1)基本分配比例、(2)學生數、班級數、學

雜費收入等比例為基礎，並於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進行第一階段審查，

第二階段提專責小組會議審議，經校長核定後，呈報教育部，其流程詳如下

表： 
 

 
 

 
 
 
 
 
 
 
 
 
 
 
 
 
 
 
 
 
 
 

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相關規定
本 校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計 畫 
暨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各 單 位 提 列 預 算

預 算 需 求 報 告 與 審 議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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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

2.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97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之運用及規劃係依據本校 95-98 學年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及各單位年度工作計畫。 

3. 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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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度經費支用計畫報部期限為 96 年 11 月 30 日以前，因此請各單

位依本校中長程計劃及單位年度工作計劃提出預算，並以學院為單位，分

別召集相關單位主管召開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以求有限資源之發揮

其最大效用。 

4. 經經費專責小組審議通過之 97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呈報校長核

定後，擬訂於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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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1. 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及會議紀錄，請詳附件一。 

      2. 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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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主任 廖麗敏 

台北校區副校長暨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陳宥霖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新竹校區副校長 陳國智 管理學院院長 吳森田 

教務長 張偉斌 資訊學院院長 王伯群 

總務長 王懷田 規劃與設計學院代表 李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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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研發長 吳東昇 管理學院代表 潘聖潔 

電算中心主任 郭宏仁 資訊學院代表 陳彼得 

主任秘書 廖憲文 人文社會學院代表 謝金忠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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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學院院長 吳森田 

台北校區副校長暨人

文社會學院院長 
陳宥霖 資訊學院院長 王伯群 

新竹校區副校長 陳國智 規劃與設計學院代表 林侃生 

教務長 張偉斌 管理學院代表 賴碧霞 

總務長 王懷田 資訊學院代表 張忠繼 

研發長 吳東昇 人文社會學院代表 顧燕蘋 

會計主任 廖麗敏 通識教育中心代表 謝金忠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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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學年度上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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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規劃與設計學院 蕭興台 資訊學院 陳捷青 

規劃與設計學院 蘇毓德 資訊學院 蘇瑞龍 

規劃與設計學院 李明倫 資訊學院 壽宇文 

管理學院 蔡玉琴 人文社會學院 楊金月 

管理學院 顏國隆 人文社會學院 楊一傑 

管理學院 王若蓮 人文社會學院 高維洋 

       (2)  95 學年度下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規劃與設計學院 游璧菁 資訊學院 彭義平 

規劃與設計學院 蘇毓德 人文社會學院 楊一傑 

管理學院 陳家蓁 人文社會學院 楊金月 

管理學院 倪伯煌 通識教育中心 葉純青 

管理學院 曹美娟 通識教育中心 高維洋 

資訊學院 趙國運   

    (三)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1.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及相關會議紀錄，請詳附件三。 

      2. 獎助教師會議人員名單 

       (1)  95 學年度下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名單 

委       員 秘書 記錄 

陳國智 陳宥霖 張偉斌 劉惠園 吳東昇 林立韙 梁淑慧 

陳哲炯 吳森田 周世璋 張隆宏 蕭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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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秘書 記錄 

林淑美 陳信宏 莊明哲 閻亞寧 胡孟凡   

黃美玉 何秀珍 卓文乾 張怡敏 林容芊   

林麗珠 王台榮 張正源 陳敏彬 鄭亞薇   

呂豐真 陳玥菁      

       (2)  96 學年度上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名單 

委        員 秘書 記錄 

陳國智 陳宥霖 張偉斌 劉惠園 吳東昇 林立韙 梁淑慧 

陳哲炯 陳主惠 吳森田 王伯群 張隆宏   

陳信宏 莊明哲 張學誠 游本志 黃美玉   

康蕙芬 卓文乾 張怡敏 林容芊 孫遜   

蕭惠文 林淑美 陳瓊瑤 陳敏彬 呂豐真   

鄭亞薇 陳玥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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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5,800,000 ＄17,200,000 ＄33,000,000 ＄3,960,000 ＄36,96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64.38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35.62 ﹪）

金額 ＄9,480,000 ＄10,320,000 ＄2,549,528 ＄6,320,000 ＄6,880,000 ＄1,410,472

合計 ＄22,349,528 ＄14,610,472 

占總經費

比  例 
60.47﹪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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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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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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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0,000 79.04% 833,657 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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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0 15.66% 1,156,371 45.36%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450,000 2.27% 59,500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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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3.03% 500,000 19.61% 註五

合計 $19,800,000 100.00% $2,549,5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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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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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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000 研究   13.79 ﹪ 研究＄180,000 研究    12.76﹪ 

研習＄1,200,000 研習    9.09 ﹪ 研習＄0 研習     0.00﹪ 

進修＄1,250,000 進修    9.47 ﹪ 進修＄0 進修     0.00﹪ 

著作＄1,889,000 著作    14.31﹪ 著作＄0 著作     0.00﹪ 
升等送審 
＄375,000 

升等送審 2.84 ﹪ 升等送審 
＄300,000 

升等送審 21.27﹪ 

改進教學 
＄1,200,000 

改進教學 9.09﹪ 改進教學＄0 改進教學  0.00﹪ 

競賽優勝 
＄300,000 

競賽優勝 2.27 ﹪ 競賽優勝＄0 競賽優勝  0.00﹪ 

取得證照 
＄150,000 

取得證照 1.14﹪ 取得證照＄0 取得證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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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4,000 合計    62.00﹪ 合計＄480,000 合計    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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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00    1.00% ＄24,000 1.70 ﹪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占
經常門經費 2%
以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264,000 2.00﹪ ＄0 0.00 ﹪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0 0.00﹪ ＄816,472 57.89﹪ 

五、其他 ＄4,620,000 35.00﹪ ＄90,000 6.38﹪ 

總  計 ＄13,200,000 100﹪ ＄1,410,472 100﹪ 

(一)分配原則： 

1.依本校中長期發

展計畫分配。 

2.為提升研究風氣

及專業能力，故

研究、研習、進

修、及著作等項

優先分配。 

3. 為 改 善 師 資 結

構，補助聘請助

理教授以上教師

之薪資。 

4.鼓勵教職員學習

新知，充實專業

知識，以提升行

政效能。 

5.比例係針對歷年

實際支用經驗及

本校現況等條件

編列。 

(二)審查機制：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

議預算，各申請案

提教評會審查，核

銷結案報經費稽核

委員會。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九：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四

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２.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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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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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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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D Max 
Autodesk 最新版ㄧ套並附 9 個使

用授權共 10 個版權 
1 29,000 29,000 

電腦教室教學使用/新穎

圖儀/提升教學成果 

2 鋸台 含機具及工作檯 1 15,000 15,000 

3 空氣壓縮機 

 3 匹馬力以上，可噴油漆，含 4

個油漆噴嘴及管線(或同等品規

格以上) 

1 14,000 14,000 

模型製作教學使用/新穎

圖儀/提升教學成果  

4 集線器 Dlink 24 Port(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5,000 15,000 

配合建材展示室搬遷，

研究室整修/親和環境/

成立研究中心 

建築系   

5 
AWM 採購發包暨估

驗計價系統 

AWM 採購發包暨估驗計價系統

單機版 
1 84,000 84,000

6 
AQM 工程投標暨業

主計價系統 

AQM 工程投標暨業主計價系統

單機版 
1 84,000 84,000

7 
ARM 工程回報管理

系統 
ARM 工程回報管理系統單機版 1 42,000 42,000

8 電子天平 
容量 510g、感度 0.01g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4 29,700 118,800

9 液限儀 
手動、附 ASTM 刮刀 2 支(或同等

品規格以上) 
5 10,600 53,000

教學/卓越教學/提昇教

學及研究設備 
土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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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0 標準篩 

標準篩

(#4.10.20.40.60.100.140.200，上蓋

底盤)、含塑限版(上部毛玻璃、

下部木墊、四角加金屬框)、比重

瓶(100cc)、石棉手套(或同等品規

格以上) 

2 29,425 58,850

11 土壤攪拌機 

進口三段式轉速達 13000rpm、附

攪拌杯，含不鏽鋼藥刀、溫度

計、比重計(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25,750 51,500

教學/卓越教學/提昇教

學及研究設備 
土木系   

12 光澤度計 BYK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80,000 80,000 
室內裝修教學用/新穎圖

儀/推展特色與重點教學

13 單槍投影機 2000 流明(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40,000 80,000 

教學用，專業教室使用/

親和環境/充實教學作業

準備 

14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15 

個人電腦  

17 吋液晶螢幕 

2 29,300 58,600
教學用/親和環境/充實

教學作業準備  

16 室內裝修專用/大尺寸 1 20,000 20,000 

17 室內裝修專用/中尺寸 1 12,000 12,000 

18 

釘槍  

室內裝修專用/小尺寸 1 8,000 8,000 

室內裝修教學用/新穎圖

儀/推展特色與重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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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20 

個人電腦 

 17 吋液晶螢幕 

10 29,300 293,000 
電腦教室教學使用/親和

環境/充實教學作業準備

21 3D MAX 
Autodesk 最新版一套並附 9 個使

用授權共 10 個版權 
2 28,000 56,000 

電腦教室教學使用/新穎

圖儀/充實教學作業準備

室設系   

22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23 

個人電腦  

17 吋液晶螢幕 

61 29,300 1,787,300 

24 穩壓器 
30KVA/219V 標準穩壓器(或同等

品規格以上) 
1 100,000 100,000 

25 集線器 
D-Link DES-1023D(或同等品規

格以上) 
5 30,000 150,000 

26 機櫃 
落地式/40U 標準機櫃(或同等品

規格以上) 
1 25,000 25,000 

電腦教室建置/新穎圖儀

/儀器設備及空間設置規

劃 

27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28 

個人電腦  

17 吋液晶螢幕 

2 29,300 58,600 

29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30 

個人電腦 

17 吋液晶螢幕 

2 29,300 58,600 

教學用/新穎圖儀/儀器

設備及空間設置規劃 

31 網路佈線工程 61 網點佈線 1 152,500 152,500 
電腦教室建置/新穎圖儀/

儀器設備及空間設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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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數位攝影機 
  210 萬畫素 ， 硬碟式 DV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38,900 38,900 

課程及專題設計教學與

實習使用/新穎圖儀/充

實教學空間與設備 

33 3ds Max 2008 autodesk 10 人教育版 1 250,000 250,000 
教學用/新穎圖儀/充實

教學空間與設備 

34 

Toon Boom 

Animation TBS 動畫

王 

中文教育版 2 11,000 22,000 

2D 動畫課程教學用/新

穎圖儀/充實教學空間與

設備 

35 
Production studio 

PREM 
Adobe 英文教育版 2 24,100 48,200 

影像剪輯課程教學用/新

穎圖儀/充實教學空間與

設備 

視傳系   

36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37 

個人電腦  

 17 吋液晶螢幕 

5 29,300 146,500 

研究生使用/親和環境/

建置建築研究所學習及

研究空間  

建築所    

38 筆記型電腦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2 48,000 96,000 

97 學年增設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台北班級/親和環

境/重整院系專業空間與

設備，建立單位硬體軟

體專業特色 

規劃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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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Investment Advisor 網路版 1 320,000 320,000 

教學/專業輔導/一、確立

本系中長程發展方向，

有效整合教學設備與課

程。 

財稅系   

40 影音光碟機 
PIONEER DV-223，DVD 影音(或

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4,400 14,400 

41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42 

個人電腦 

17 吋液晶螢幕 

61 29,300 1,787,300 

43 集線器 

D-Link DES3225S+DES322GS 含

乙太網路交換器堆疊模組(或同

等品規格以上) 

3 25,058 75,174 

44 網路佈線 65 個網路及二次電施工含材料 1 183,600 183,600 

45 Flash Flash Professional 最新版 1 42,600 42,600 

46 廣播系統 廣播系統(61 人) 1 105,000 105,000 

47 穩壓器 
PS-330NY 智慧型超級穩壓器(或

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68,000 168,000 

48 機櫃 
19 吋合金機櫃(容內集線器及交

換器)(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39,600 39,600 

49 鐵門窗 
不銹鋼材質 304，大小現場丈量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73,200 73,200 

台北財金實驗室/新穎圖

儀/金(二)5.更新圖儀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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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單槍投影機 2000 流明(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50,000 50,000 

51 電動珠光螢幕 
super-seimon M-320  6.8 尺含吊

架(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1,000 11,000 

52 網路配電工程 網路佈線與電源佈放 1 100,000 100,000 

台北財金實驗室/新穎圖

儀/金(二)5.更新圖儀設

備 

53 白板 480*190cm(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73,333 73,333 

台北財金實驗室/卓越教

學/金(二)4.(3)提升教師

研究能力 

54 資訊源 即時股市資訊 1 180,000 180,000 

台北財金實驗室/創新特

色/金(二)4.(2)b. 提升本

系訪視與評鑑之競爭力

財金系  

55 
Intel 雙核心 CPU／1GB RAM 含

以上規格 

56 

個人電腦 

17 吋液晶螢幕 

5 29,300 146,500 

本系 96 學年度入學生增

多,此專業教室電腦不夠

使用/新穎圖儀/擴充圖

書、儀器及設備  

57 單槍投影機 
2000 流明(含吊架)(或同等品規格

以上) 
1 56,400 56,400 

專業教室單槍投影機汰

舊 / 新 穎 圖 儀 / 擴 充 圖

書、儀器及設備 

58 
ERP 應用人才數位

課程 content 

校園版(含 ERP 基礎與導入篇,配

銷模組應用篇,財務模組應用篇,

生產製造模組應用篇) 

1 116,000 116,000 

配合 ERP 課程,數位課程

使用及輔導考取證照使

用/卓越教學/設計學程

課程與發展專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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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伺服器 

符合 ERP 應用人才數位課程

content 使用規格伺服器(或同等

品規格以上) 

1 21,000 21,000 

ERP 應用人才數位課程

content 軟體使用/卓越教

學/設計學程課程與發展

專業特色 

60 
v-point EIS 系統(企

業智慧) 
校園版 1 250,000 250,000 

資訊課程及 ERP 課程使

用/卓越教學/設計學程

課程與發展專業特色 

61 伺服器 
 符合 v-point EIS 系統可使用之

伺服器(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60,000 160,000 

本系資訊課程及 ERP 課

程使用/卓越教學/設計

學程課程與發展專業特

色 

會計系   

62 
國貿模擬教學平台

(TMT) 
 十套個案完整版 1 525,000 525,000 

特色課程教學使用/新穎

圖儀/圖書、儀器及設備

之修繕維護與耗材之添

購，使現有設備正常運

作。 

商務系   

63 PRICE-H 軟體 PRICE-H 軟體  1 18,000 18,000 
教學使用，軟體授權/新

穎圖儀/補強儀器設備 
產管系   

64 電動螢幕 
super-seimon M-320  6.8 尺含吊

架(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5,000 15,000 

新置空間-院會議室使用

/親和環境/整合院內資

源，添購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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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混音器 
PEAVEY PV-10 含安裝及配線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25,000 25,000 

66 擴大器 
PEAVEY V900 含安裝及配線吊

架(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25,000 25,000 

67 喇叭 
COMMUNTIYC CSX25-S2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5,000 15,000 

68 音響器材櫃 

19''35U 機櫃訂製品含輪子及棚

架 3 片*4 含安裝及配線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20,000 20,000 

新置空間-院會議室使用

/親和環境/整合院內資

源，添購教學設備 

管理學院  

69 擴音器 

CD 戶外移動式,具 CD、卡匣功

能，內裝可充電式電池，有線／

無線麥克風功能，需附無線 UHF

麥克風(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25,000 25,000 

專業教室教學使用及戶

外活動教學用/親和環境

/提昇教學品質，增加教

學設備 

休管系   

70 PhotoImpact 中文版  教育版 2 25,000 50,000 

教學用/新穎圖儀/重整

系專業空間與設備，建

立單位硬體軟體專業特

色，持續充實教學 

71 Adobe Studio 8  For Win 中文教育版 2 50,000 100,000 

多媒體教學用/新穎圖儀

/ 重 整 系 專 業 空 間 與 設

備，建立單位硬體軟體

專業特色，持續充實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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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路由器 
 CISCO 1841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2 65,000 780,000 

73 交換器 
 CISCO C2960-24TTL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4 31,000 124,000 

74 交換器 
 CISCO C2960-24TTL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6 31,000 186,000 

75 佈線工程  60 個網點含施工及配線 1 80,000 80,000 

增設 CCNA 證照模擬教

學設備/新穎圖儀/重整

系專業空間與設備，建

立單位硬體軟體專業特

色，持續充實教學 

資管系   

76 教學廣播系統 

信業 含主控台(DM-400D)、教師

主機(DM-3162D)、中繼器

(BT-2088)(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20,000 40,000 

汰換日新 B114 電腦專業

教室廣播系統/新穎圖儀

/充實圖書儀器及設備 

77 數位相機 
1,212 萬畫素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3,000 13,000 

教學用/新穎圖儀/充實

圖書儀器及設備 

資工系  

78 雷射印表機  A3(雙面/網路列印器) 1 48,000 48,000 

教學用/親和環境/「資訊

應用與系統工程研究中

心」研究設備擴充計畫

79 分離式冷氣 

分離式冷氣(2 噸)  含：冷氣銅

管、配線、排水管、安裝架(或同

等品規格以上) 

2 35,000 70,000 

資訊應用與系統工程研

究中心/親和環境/「資訊

應用與系統工程研究中

心」研究設備擴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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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伺服器 

配備兩顆 四核心處理器，4G 

RAM，兩顆 SAS 硬碟(或同等品

規格以上) 

3 170,000 510,000 
伺服器汰舊換新/校區融

整/健全校園資訊環境 

81 交換器  

24port,支援 10/100/1000 

ethernet 、vlan、etherChannel 骨

幹交換器(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5 100,000 500,000 
校園骨幹交換器更新/校

區融整/更新大樓交換器

82 頻寬管理器 
cisco SCE2020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750,000 1,750,000 

減少骨幹交換器當機、

故障事件排除、P2P 流量

大/校區融整/強化網路

安全管理 

83 封包分析軟體 

Cisco Service Control Collection 

Manager Bundle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20,000 120,000 

配合頻寬管理器使用之

伺服器/校區融整/健全

校園資訊環境 

84 NAS 異地備援模組 
SnapMirror for FAS 250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190,000 380,000 

網路安全使用之伺服器/

校區融整/強化網路安全

管理 

85 閘道器 
Cisco security Mars 50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630,000 630,000 

資訊安全管理之用/校區

融整/強化網路安全管理

86 無線網路基地台 

802.11a/b/g 雙頻服務精簡型無

線基地台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5 20,000 100,000 
無線網路設備使用/校區

融整/建置無線網路環境

87 微軟全校授權 
微軟 CA 校園授權 

 (含 visio 及 project) 
1 1,550,000 1,550,000 

全校授權軟體每年續約/

校區融整/全校整合授權

軟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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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防毒全校授權 趨勢 officescan 小福星軟體授權 1 230,000 230,000 

全校防毒軟體每年續約/

校區融整/全校整合授權

軟體使用 

89 備份軟體 trueimage  1 25,000 25,000
NT 系統備份/校區融整/

全校整合授權軟體使用

90 無蝦米軟體 無蝦米校園授權 1 40,000 40,000 
全校授權使用/校區融整

/全校整合授權軟體使用

91 Smart Query  2007 企業版 2 43,500 87,000 

WEB 查詢/報表及商業

智慧工具/校區融整/全

校整合授權軟體使用 

電算中心   

92 視聽桌 
單人,120*100*90(或同等品規格

以上) 
8 10,500 84,000 

93 視聽桌 
雙人 120*180*90(或同等品規格

以上) 
4 18,700 74,800 

自學中心使用/新穎圖儀

/台北新館建置  

94 運書車 
不銹鋼 106*83*43(或同等品規

格以上) 
2 12,500 25,000 

方便整理圖書/新穎圖儀

/台北新館建置 

95 書架 

高單面六層鋼製書架(二連

式)215*185*51.3(單位公分）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4 19,400 77,600 

96 書架 

高單面六層鋼製書架(三連

式)215*275*51.3(單位公分)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25,900 51,800 

放置論文及教師著作/新

穎圖儀/新竹校區新購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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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除濕機 110V 1 10,000 10,000 
方便視聽資料保存/新穎

圖儀/新竹校區新購設備
圖書館   

合        計      16,48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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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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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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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V      批 1 1,423,197 1,423,197

2  V     批 1 2,833,174 2,833,174

充實館藏/新穎圖

儀/統籌全校圖書

資源 

圖書館  

合    計    $4,256,37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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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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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照相機 

SONY 數位 1000 萬位畫數，(含
配件 SIN 卡 2G,鋰電池 2 顆，轉

接線，沖電器等)(或同等品規格

以上) 

1 36,000 36,000 
生輝社/效能行政/加強網路資

訊服務,活動照片資料存檔 
生輝社 生輔組 

2 彩色雷射印表機 A4 1 30,000 30,000 
電研社/親和環境/1.配合學校

校務 E 化，行政業務設備更新,
提昇行政效率.2.強化社 

電研社 

3 

擴音器 100Ｗ／內建全音域喇叭/卡式

錄放音座/ＣＤ放音座／手拉滑

輪(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20,000 40,000 

學生會/效能行政/擴充社團設

備，以利其發展 
學生會 

4 爵士鼓 
YAMAHA  /GigMaker(含銅鈸

組)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22,000 22,000 

5 喇叭 
Behringer/B212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27,000 27,000 

6 電吉他音箱 
Randall/RX-120R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7,000 17,000 

7 鍵盤(Key Board) Roland/Juno-D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23,000 23,000 

飆風熱門音樂社使用/親和環

境/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飆風熱門音

樂社使用 

8 桁架結構(TRUSS) 
2 公尺*2 公尺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75,000 75,000 

學生會/親和環境/擴充社團設

備，以利其發展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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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除濕機 
28 公升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3 12,000 36,000 

管樂社、國樂社、熱音社/親和

環境/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

展 

管樂社、國

樂社、熱音

社 

課指組 

10 分離式冷氣 

分離式冷氣壁掛型、冷氣安裝

含施工五金、冷氣銅管配電 30
米(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55,000 110,000 
舞蹈社/專業輔導/擴充社團設

備，以利其發展 
舞蹈社 

11 除濕機 28 公升(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2,000 12,000 
管樂社/專業輔導/充實硬體設

備 
管樂社 

學 務 處 _
竹 

12 吉他 

YAMAHA  CPX900(含硬盒、

夾式移調夾)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3 18,500 55,500 
吉他社/專業輔導/擴充社團設

備，以利其發展 
吉他社 

進修學務

組 

13 電冰箱 
雙門中型，300 公升以下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13,000 26,000 

台北校區學生會；新竹校區宿

委會/親和環境/改善宿舍生活

設備.更新老舊設施 

台北校區學

生會；新竹

校區宿委會

軍 訓 室 _
竹 

合   計     $5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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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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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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與四組攝影鏡

頭  (  含施工  ) 1 50,000 50,000 
電腦教室建置/新穎圖儀/儀
器設備及空間設置規劃 

視傳系  

2 消防設備 

HFC 氣體滅火主機,含電

磁閥、操作箱、標示牌

等 

1 550,000 550,000 
台北機房消防設備/校區融

整/強化網路安全管理 

3 門禁監控設備 門禁記錄式感應磁力鎖 1 300,000 300,000 
機房設備門禁/校區融整/強
化網路安全管理 

電算中心  

4 監視系統   1 200,000 200,000 

 監視主機 儲存容量 500G*2 1     

 液晶螢幕 19 吋 1     

 監視器 日夜防水型 14     

 警急通話按鈕 
ADS 材質(含安裝工資.
線材) 18     

台北校園安全設備/新穎圖

儀/強化校園安全 
事務組  

合   計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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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8,664,000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校外研究 2,000,000 
 

 研習 獎助內容包括參加國內外研習、校內舉辦之研習 1,200,000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1,250,000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論文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1,889,000 
 

  
  

升等送審  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675,000 
 

  改進教學 獎助教師設計編製具改進教學之教材 1,200,000 
 

 競賽優勝 奬助教師及指導學生參加競賽 300,000 
 

 專業證照 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 150,000 
 

二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行政人員電腦研習、校外相關業務研習 1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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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

費 補助學生社團老師指導費及活動費用 264,000
 

四 
改 善 教 學 之 相 關 物 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816,472

 

五 其他(新聘教師薪資) 改善師資結構 4,710,000
 

合        計 14,610,472
 

註一：本表請填列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為增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獎補助教師研究之經費、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若填列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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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根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細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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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外 線 溫 度

計 

槍型紅外線溫度計 TES 泰仕 

TES-1327、0.1℃解析度，-20℃~

＋500℃範圍，準確度±2%，感

應光(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5,000 5,000 

2 風速溫度計 

TES 泰仕 AVM-03，範圍

0.0~45m/s，解析度 0.1，最小

風速 0.3m/s，準確度(或同等品

規格以上) 

1 8,500 8,500 

3 
風 量 風 速 溫

度計 

可記憶式風量風速溫度

計,TES 泰仕 AVM-07，範圍

0.0~45m/s，解析度 0.1，準確

度±3%。範圍 0~45℃(或同等品

規格以上) 

1 9,800 9,800 

供建築及都市熱環境效應日射熱量變

化之實地量測工具，以做為學生專題

研究與教師研究工作順利進行及提升

研究/新穎圖儀/成立高科技建築研究

中心 

建築系   

4 電腦桌 
160*74*70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31 2,600 80,600 

5 折合椅 
黑色,NO13605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60 400 24,000 

6 教師座椅 
人體工學五爪塑鋼附扶手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500 1,500 

電腦教室建置/新穎圖儀/儀器設備及

空間設置規劃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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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7 
廣 播 教 學 系

統 

UTP 式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60 2,000 120,000 

電腦教室建置/新穎圖儀/儀器設備及

空間設置規劃 

8 閃光燈 
高閃光指數 ，GN42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5,600 5,600 

欠缺 i-TTL 閃燈，為教學與活動紀錄使

用/新穎圖儀/充實教學空間與設備 

9 

Camera 

Control Pro 軟

體 

Nikon Pro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3,500 3,500 

數位單眼相機與電腦同步操控軟體，

為充實教學作業準備。/新穎圖儀/充實

教學空間與設備 

10 燈架 

不鏽鋼 C 型燈架,Kupo CS-40M 

C Stand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3,200 3,200 

11 燈架 

中型氣壓式燈架 Sls 

SLS-LS96HAB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2,400 2,400 

欠缺重型燈架，為充實教學作業準備/

新穎圖儀/充實教學空間與設備  

視傳系   

12 
太 陽 能 功 率

計 

TES 泰仕 TES-1333，3-1/2 位

1999 最大讀值，

2000W/m2,634Btu/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8,500 8,500 

供建築及都市熱環境效應日射熱量變化

之實地量測工具，以做為學生專題研究

與教師研究工作順利進行及提升研究/新

穎圖儀/成立高科技建築研究中心 

建築所   

13 辦公桌 

160W*60D*74H 需附 4 孔 3 插

電線插座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32 2,400 76,800 

14 辦公椅 

塑鋼摺合椅

450W*500D*770Hcm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62 336 20,832 

台北財金實驗室/新穎圖儀/金(二)5.更

新圖儀設備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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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5 喇叭 
CS151，8 吋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5,520 5,520 

16 擴大機 
PM-6100 混音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8,520 8,520 

17 無線接收機 
含無線麥克風*2+安裝配線、

吊架 
1 8,500 8,500 

台北財金實驗室/新穎圖儀/金(二)5.更

新圖儀設備 
財金系   

18 電腦桌 
150wx70dx74h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2,000 4,000 

專業教室放置電腦使用/新穎圖儀/擴

充圖書、儀器及設備 

19 塑鋼折疊椅 椅背及坐墊為塑鋼材質 5 800 4,000 
供學生上課使用/新穎圖儀/擴充圖

書、儀器及設備 

20 網路集線器 
D-Link DES 1026G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4,500 4,500 

專業電腦教室使用/新穎圖儀/擴充圖

書、儀器及設備 

會計系   

21 會議桌 
240W*120*76，至少 10 人座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8,000 16,000 

22 DVD 播放器 
PIONEER DV-393 含安裝及配

線、吊架(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4,000 4,000 

23 無線接收器 

MIPRO MR-823D 含無限麥克

風*2、安裝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8,500 8,500 

24 麥克風 
有線麥克風，AK3120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1,500 1,500 

新置空間-院會議室使用/親和環境/整

合院內資源，添購教學設備 
管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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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5 辦公椅 

具油壓桿，5 爪滑輪，後頃裝

置壓克力步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0 1,500 30,000 
新置空間-院會議室使用/親和環境/整

合院內資源，添購教學設備 
管理學院   

26 折合椅 
電鍍塑鋼折合椅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60 600 36,000 

更新專題實驗室電腦椅/新穎圖儀/重

整系專業空間與設備，建立單位硬體

軟體專業特色，持續充實教學 

27 機櫃 
開 放 式 單 層 機 櫃 ( 實 作 使

用)(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6 7,000 42,000 

28 
無 線 網 路 基

地台 

CISCO AP1131AG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9,500 19,000 

增設 CCNA 證照模擬教學設備/新穎圖

儀/重整系專業空間與設備，建立單位

硬體軟體專業特色，持續充實教學 

  

資管系   

29 
教 學 廣 播 系

統 

學生子機信業 SB-1084A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5 8,500 127,500 

汰換日新 B114 電腦專業教室廣播系統

/新穎圖儀/充實圖書儀器及設備 
資工系   

30 DVD 放影機 

雙規格媒體錄製及 DivX 播

放 、搭載 i-Link 數位影像輸

入介面、G-Code 易錄系統、全

中文化設定操作模式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5,300 5,300 
教學用/親和環境/「資訊應用與系統工

程研究中心」研究設備擴充計畫 
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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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 資本門（請填寫 1.各系重點發展特色 2.各系購買設備之預期成效）： 

      1. 規劃與設計學院： 

       (1) 規劃學院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為主軸，並以「創意設計」及「永續環境

發展」為重點特色。 

       (2) 購置本位課程各模組之設備，提昇教學品質與產學合作績效，達成規劃

學院的教育目標。 

2. 管理學院： 

(1) 各系購買設備之預期成效包括：a.提昇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b.提高學生專業

證照考取率 c.提昇教學品質 d.增進產學合作績效，達管院全球運籌及資產

管理發展特色及畢業即就業的培育目標 

(2) 有關教室空間及硬體設備之需求，係為配合未來校區間系所配置重新調整

所可能產生之需求，旨在使上述調整過程能順利完成 

      3. 資訊學院： 

       (1) 資管系： 

  首在奠定學生資訊技術方面的基礎技能，並搭配課程對應之專業證照

輔導，配合國內產企業 E 化之需求，及補足職場資訊安全人力缺口，以培

育資訊軟體開發、產企業電子化規劃設計，及資訊安全攻防技能之專業人

才，為重點特色。 

  預期成效：強化 E 化教學、持續發展特色實驗室及提昇學生實習及通

過證照實力達成規劃學院的教育目標。 

(2) 資工系： 

  培育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技能培育學生之工作、學習、創造能力，以

符合職場需求，強化生涯規劃，並藉以配合國內外資訊發展。採取實務導

向之知識學程，結合本系的三大課程模組數位內容技術、嵌入式軟體系

統、智慧型晶片系統並輔導學生取得各模組課程相關證照。落實團隊合作

之敬業態度，配合本校「人本與服務」的教育理念，期望培養學生具有獨

立思考能力整合與調適能力、勤勉與樂於與他人合作之敬業精神，為重點

特色。 

       預期成效：提供教學及學生專題使用，以利推動各類實務專題競賽與

成果展等工作，並加強學生技術整合與實現創意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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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通系： 

  規劃專業學程，配合實驗設施，培養學生軟體、硬體兼具的專業能力。

充分應用學群之教學及研究資源，學生除接觸本系之範疇，並可進入學群

內他系之領域。購置通信相關期刊及最新圖書，除支援教師研究發展外，

並引導學生接觸最新之科技。教師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可從理論及實務

上引導學生進入專業之領域。班級生活導師外，安排有專題導師，輔導學

生專題之製作、競賽，以及證照的取得、升學等。 

  預期成效：提昇教學品質及充實教師研究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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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著作發表、

升等送審、改進教學、競賽優勝、輔

導學生及取得專業證照，希望藉由多

元化的精神提高教師在不同方面的

發展與成長、提升教師參加競賽及輔

導學生參加競賽的能力。 

 

(一)提升教師研究競爭力 

(二)加強教師改善教學品質及內容 

(三)鼓勵教師積極研發，參與競賽 

(四)鼓勵教師升等，提升現有師資結

構及素質 

(五)提升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

證照能力 

二、獎助研習及

進修 

積極鼓勵同仁進行相關專業領域專

業進修及參加研習。 

(一)提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二)提升教職員專業素養及技術能

力 

(三)透過研習分享實務經驗 

三、新進教師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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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育部提昇素質實施要點為基

準，確實提高本校師資素質。 

強化各院系課程模組亟需之師資，增

進師資陣容。新進師資依其專長加入

現有教師研究團隊，加強各院系師資

專業能力及研發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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