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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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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以培育市政建設人才為宗旨，為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市政專科學校。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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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辦人上官業佑先生有感於年事己高，經董事會同意，遂將董事長一職交上官永

欽女士接篆。上官女士接掌以後，鼎力經營，為期學校永續經營及能順利改制為

技術學院而舖路，決定以開拓校地為首要任務，經多方尋覓，購得新竹湖口地區

平坦方正校地十四餘公頃，即刻著手開發計畫，遂使日後之改制步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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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為期學校得於改名科技大學後，

於大學領域中迅速脫穎提升，上官董事長特聘請曾為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校校

長，專業資歷涵蓋產、官、學、研各領域，並曾獲得機械工程獎章、李國鼎管理

獎章、技職教育終生榮譽獎章之谷家恆博士，擔任本校改名「中國科技大學」後

首任校長。 

    改名科大以來，董事長與校長引領全體教職同仁，致力校務發展，以培養具

博雅通識，秉持「公誠廉勇」精神之專業精英為職志，兼以「實務與理論兼顧」、

「教學與輔導並重」、「專業與通識相融」、「學校與產業結合」之治校理念，建立

學校在教學、研究、服務和輔導方面的特色，邁向「使學校成為產業界在人才培

育、專業諮詢與終身學習的最佳夥伴」的發展願景。 

    教育部於 97 年 9 月連續第三年獎助本校「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補

助金額為 3,640 萬元（第一年獎助 2,500 萬元、第二年獎助 2,000 萬元）。本校自

70 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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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商管與設計類為主之技專校院之中少數獲獎學校。本項獎助

使本校教學環境向更優質方向提升，協助教師追求專業成長，更以學生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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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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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社會變遷與本校永續發展需求，本校 96 學年起重新檢視「院系組織

區劃」與「校院系特色」，修訂中程發展計畫，97 學年，本校新設數位媒體設計

系，現計有「規劃與設計學院」、「商學院」、「管理學院」、「資訊學院」四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及三研究所與十八系，各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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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發展重點分

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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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師資結構 

本校組織架構係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及「中國科技大學組

織規程」制訂，分別設置行政單位、教學單位及研究單位等三大單位，並設置相

關必要之委員會，協助推動各項校務工作，其中，行政單位包含教務處、學生事

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等 13 個單位；學術單位包含規劃與設計學院、商學

院、管理學院、資訊學院等四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及三研究所與十八系；研究單

位包含校級、院級等研究中心。表一為本校現在師資結構，總計本校全體教師及

軍護員額為 371 人，其中，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佔全體師資(不含軍護教師)之
56.06%，未來將持續增聘符合院系發展之高級專業人才，並培育現有教師第二專

長等方式提升師資陣容，未來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比例將再提升。 

表一  97 學年度現有教師及軍護員額表 

教

授 

副教

授 

助理 

教授 

講

師 

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

員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

人員 

助理教

授級專

業技術

人員 

軍訓 

教官 

護

理 

教

師 

合計

18 73 97 156 3 3 5 11 5 371 

 

(二)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在台北校區及新竹校區共設有三個圖書館，其中，台北校區圖書館共有

兩處，格致本館位於格致大樓二樓，面積為 2795.6m2；明倫分館位於新民樓一

樓，面積為 392m2；新竹校區圖書館共有五層樓，面積為 10,550 m2。本校館藏

書依資料型態概分為圖書、期刊、視聽資料及資料庫，並逐年增列經費購置館藏，

以提升藏書之深度。截至 97 年 7 月 31 日止，館藏總資料量為 221,020 冊（件、

種），如表二所列： 
 

表二  本校館藏統計表 

 台北校區 新竹校區 小計 總計 

中文圖書（冊） 73,672 114,204 187,876 

外文圖書（冊） 11,577 14,506 26,083 
213,959 

中文期刊（種） 220 205 425 

外文期刊（種） 78 143 221 
646 

視聽資料 6,354 

資料庫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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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單位空間與設備資源 

    依據學校整體發展及系、所、研究中心需要，並依各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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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管理之各所、系（科）專業空間分述如下： 

1.規劃與設計學院：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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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永續發

展研究中心、環境規劃研究室、防災研究室、多媒體設計教

室、電腦輔助設計教室、研究所討論室、視聽教室、模型製

作室、專業評圖教室、專業製圖教室、專業學生工作室、土

地開放及建築規劃研究室、古蹟木料構建儲藏室、建材展示

室、素描教室、圓形結構展示空間等。 
B.土木工程系 

台北校區：測量儀器室、結構安全研究中心、視聽教室、工程專案管理

研究室、材料實驗室、土壤試驗室、結構補強試驗室、植生

試驗室、營建自動化教室等。 
C.室內設計系 

台北校區：電腦輔助設計教室、專業製圖教室、學生工作室、專業評圖

教室、素描教室、多媒體設計教室、建材展示室、視聽教室、

實習設計事務所、尺度及通用設計研究室等。 
新竹校區：專業製圖教室、設計專業教室、室內建材教學研討室、電腦

輔助與模擬設計教室、室內綠環境研究室、空間藝術工作坊、

設計繪畫教室、數位媒體設計教室等。 
D.視覺傳達設計系 

台北校區：設計專業教室三間、攝影棚（98 學年度）、暗房沖洗室（98
學年度）、剪輯與動畫教室（99 學年度） 

新竹校區：設計繪畫教室、設計專業教室、攝影棚、暗房沖洗室、數位

媒體設計教室、視覺傳達設計工作室等。 
E.資訊傳播系 

新竹校區：影音多媒體製播中心、數位內容專業教室等。 
F.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台北校區：設計專業教室 
 

2.商學院 
A.國際商務系 

台北校區：商務資訊教室、語言專業教學室等。 
新竹校區：商務資訊教室、語言專業教學室等。  

B.財政稅務系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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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校區：財務會計資訊教室等。 
C.財務金融系 

新竹校區：財金教育實驗室等。 
台北校區：財金教育實驗室等。 

D.會計系 
台北校區：e-finance 智能決策教學中心、會計、稅務實務教室等。 
新竹校區：網際網路電腦教室等。 

 
3.管理學院 

A.企業管理系 
台北校區：商業自動化教室等。 
新竹校區：企業資源管理教室等。 

B.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新竹校區：商業自動化實驗室、物流管理實驗室、行銷流通實驗室、全

球運籌管理研究中心等。 
C.產業經營管理系  

新竹校區：經營模擬與分析教學實驗室等。 
D.休閒事業管理系 

新竹校區：健康體適能教室、水域休閒活動教室、國際禮儀文化教室等。 
E.應用英語系 

台北校區：規劃電腦數位語言教室一間。 
新竹校區：電腦數位語言教室﹙三間﹚、電腦輔助語言諮詢室等。 

 
4.資訊學院： 

A.資訊管理系 
台北校區：多媒體實驗室、軟體開發實驗室、企業 E 化實驗室、電腦維

修實驗室、專題製作實驗室（資訊安全與網路實驗室、軟體

工程實驗室、電子商務實驗室）等。 
新竹校區：軟體開發實驗室、多媒體實驗室、企業 E 化實驗室、專題製

作實驗室（資訊安全與網路實驗室、RFID 系統應用實驗室、

電子商務實驗室、網路與多媒體實驗室）等。 
B.資訊工程系 

新竹校區：智慧型晶片暨嵌入式系統教學實驗室、智慧型模擬教學實驗

室、專題討論室、虛擬實境教學實驗室、硬體裝修教學實驗

室。 
C.電腦與通訊系 

新竹校區：電子與微電腦教學實驗室、電腦網路教學實驗室、通信與訊

號處理教學實驗室、專題討論室等。 
5.通識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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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校區：藝術教室、多媒體語言教室、語言教室、多媒體教室等。 
新竹校區：英語多媒體教室、藝術多媒體專業教室、藝術教室等。 

 
6.全校共用： 

台北校區：學生實習電腦教室、體適能中心等。 
新竹校區：學生實習電腦教室、體適能中心、韻律教室等。 

 

(四)電腦教學設備資源 

    本校電腦與資訊系統相關資源主要由電算中心統籌與管理，相關硬軟體設備

齊全，礙於篇幅詳細明細請參閱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二章第七節。在網路頻

寬方面，電算中心於兩校區各擁有一主機房、一間實習電腦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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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述如下： 
1.對外網路頻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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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另外申請 100M X 2 路 HiNet 電路 共計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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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合中華電信 ADSL 線路不當網頁防治機制，以最低成本的方式，進行

網頁過濾機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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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以 WCCP 強制校內對外 WWW 流量經過 Proxy，減少學術網路頻寬擁塞。 
F. 使用頻寬管理器，完全封鎖 P2P 封包，減少網路侵權事件發生。 

 
2.校園網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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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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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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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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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建立學校單一帳號認證 LDAP 伺服器，整合應用系統登入作業程序。 
F. 以趨勢防毒伺服主機建置校園防毒軟體管控機制，有效減少入侵與中毒

的侵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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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線網路 

    本校於 92 學年起逐年架設無線網路發射台，目前台北校區 41 部/新竹校

區 39 部，共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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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ock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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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單一帳號認證，即可使用無線上網。 
 
4.宿舍網路 

    新竹校區提供學生宿舍網路使用者約 1000 人，以路由器將宿舍網路與校

園網路進行流量切割，並使用頻寬管理器限制不正常網路流量傳輸行為。 
    宿舍網路使用私有 IP （Private IP），使用者無法私架伺服器，並以專屬

NAT 閘道器，進行 NAT 位址轉換工作，以管理系統管制使用者超量傳輸行

為，保障合法使用者的權益。 
 
5.電腦軟體 

    有關全校共通使用之軟體，如 Windows OS、Office X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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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並提供網路運算

Citrix Server，加強全校軟體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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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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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實踐上述之辦學願景，本校特訂定下列四點為校務發展計畫總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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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總體目標下，本校訂定四年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作為發展依據，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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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科大計畫書逐步落實外，反應快速變遷之社經情勢，配合國家整體人力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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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96 學年末著手規劃 97—100 學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期（97-100 學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除持續推動延續自 94 學年改名科

大以來之發展特色與重點外，特別重視教學單位（規劃與設計學院、商學院、管

理學院、資訊學院、通識教育中心）特色領域之發展，整體執行重點分述如下： 
(一) 創新特色--進行學術及行政單位策略規劃與組織重整，建立教學研發特

色與行政效能。著重制度面之建立，已完成行政規章表件與標準作業

程序之制定等，並據以推動校務。 
(二) 校區融整—建設完善，並具相當規模運作之雙校區為本校之特色。爲

有效整合兩校區資源，發展遠距教學，促進單位流通，發揮雙校區各

有之特色與資源互補，透過 e 化平台建置，包括電子化教育中心--非
同步遠距教學及線上輔導、校區視訊會議等， 在教學資源融整方面，

在現有基礎與經驗上將持續發展。 
(三) 卓越教學--落實教學規範與品保制度，整合課程系統，推動院系自我評

鑑，鼓勵優良教學與 e 化教材教法方案。制定課程發展與管理手冊、

通識教育發展手冊、學校及系科本位課程等。已獲教育部「卓越教學

計畫」補助，將持續推動。 
(四) 專業輔導--確立學生健康樂觀與負責輔導方向，擴大輔導能量，加強證

照就業與留學輔導，精進專業教育與品格教育。 
(五) 實務研究--獎勵輔助教師研究與服務，並延攬高階學位實務師資，加強

校內外交流，以拓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六) 新穎圖儀--持續充實教學研究圖儀設備，奠定校務發展基礎。 
(七) 親和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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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效能行政--以分析方法檢討行政課題與程序，鼓勵創新思維與流程改

造，運用資訊科技，善用教師專業，提升服務效能。 
 
三、本（98）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根據前述之整體執行重點，依專業分工原則，本校歸結出「卓越教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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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等六大整體發展策略，內涵概述如下，  
(一) 卓越教學：鼓勵教師成長發展，以學院為單位整合課程與特色實驗室，

並鼓勵優良教學、e 化教材教法方案、實務導向課程，促進學習效能

提昇，提昇師生教學成效。 
(二) 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結合通識課程，以發展品格、法治、生命、職

業倫理、服務、性別平等、公民等教育重點，並健全學生輔導機制，

全面推動學務工作電腦化，以求達成學校整體人才培育目標。 
(三) 實務研究與產學合作：獎勵輔助教師研究與服務，加強校內外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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拓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四) 效能行政：運用創新思維與流程改造，檢討行政課題與程序，並運用

資訊科技，善用教師專業，提升服務效能。深化招生作業分工，擴大

招生來源及提高學生素質。 
(五) 永續校園：建立親和生活環境，補強提升整體校舍，力行節能減碳，

進而建構人性化、生活化、學習化之藝術校區，塑造有理好學的學習

環境。 
(六) e 化校園：打造優質資訊環境，整合校務資訊系統，強化資安防護，落

實軟體智財權保護，並擴大資訊創新應用，建立全程服務 e 化校園。 
    上述各整體發展策略詳細行動項目，請參考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各項策

略由行政單位與教學單位共同合作推動，依專業分工原則相關權責單位歸納如表

三所示。 

表三  本校整體策略推動分工表 

整體發展策略 

行政及 
教學單位 

卓越

教學 
深化學生

關懷與輔

導 

實務研究

與產學合

作 

效能

行政 
永續

校園 
e 化

校園

教務處 ˇ      

學務處  ˇ     

總務處     ˇ  

研發處   ˇ    

電算中心 ˇ     ˇ 

圖書館 ˇ  ˇ    

祕書室    ˇ   

人事室    ˇ   

行

政

單

位 

會計室    ˇ   

規劃設計學院 ˇ ˇ ˇ    

商學院 ˇ ˇ ˇ    

管理學院 ˇ ˇ ˇ    

資訊學院 ˇ ˇ ˇ    

教

學

單

位 

通識教育中心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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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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其他專案計

畫等，為符合教育部將整體發展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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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將一般例行性費用改由校付款預算支

應，將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於學校特色發展上，茲將經費運用與本校整體策

略之關聯整理如表四所示。 
表四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與本校整體策略關聯表 

整體發展策略 

 

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項目 

卓

越

教

學 

深化

學生

關懷

與輔

導 

實務

研究

與產

學合

作 

效

能

行

政

永

續

校

園

e
化

校

園

用途說明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究設備 
ˇ  ˇ   ˇ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及 圖 書 期

刊、教學媒體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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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ˇ  ˇ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

方式 

資

本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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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ˇ

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

財權環境 

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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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提升行政效能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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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經

常

門 

新聘教師薪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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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資本門

支用項目預定主要用於「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其餘依規定分別用於「健

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健全校園

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等項目，茲分述如下： 
 
(一)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1.規劃與設計學院 

A.土木系與建築系—防災檢測與試驗專業教室計畫 

    近年來由於地震及颱風之發生頻率增加，因而造成土石流沖垮

民宅及橋樑道路等，造成居民恐慌與生活之不變，更造成財產之損

失不計其數，因此防災為目前國內重要之課題，本系朝防災方向發

展，對產業領域應有重大貢獻。配合此發展方向，本系原有土壤試

驗室與材料實驗室合倂為『防災檢測與試驗專業教室』，以凸顯本系

特色。本專業教室之特色為防災、監測、檢測與補強，主要為朝三

大領域結構防災、大地防災及防災管理發展。 

 
B.視覺傳達系—情境創意空間實驗室計畫 

    規劃設計適合創意發想的情境空間，配合先進完整的電腦設備

及軟體，讓同學能在舒適理想的空間中設計出精彩的作品。本系教

學特色為培養《職場需求即戰力》，並以競賽為主軸，擬成立情境情

境創意空間實驗室。本系教學方面以配合技職體系宗旨，強調技術

實務能力之養成，因此實務操作能力之培養與品質提昇成為本系教

學之主軸訓練，課程規劃設計強調作品完成、提出展覽相關規劃與

執行。因此規劃設計適合創意發想的情境空間配合先進完整的電腦

設備及軟體，成為教學特色的重點課題。 
 

C.數位多媒體設計系—數位遊戲開發實驗室計畫 
    因應現有技職教育體系中之數位多媒體人才培訓能量，短期內

仍無法滿足業界需求，本校特別於 97 學年設置「數位多媒體設計

系」，期能結合產業及本校資源，並引進優良師資及課程，以理論結

合實作，培訓出符合產業需求人才，補足現有專業人才之缺口。基

於本系屬新成立之科系，本計畫乃配合本系課程設計，特別著重於

遊戲創意設計與多媒體動畫，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的規劃，依設系

發展目標而規劃，以建構數位多媒體設計之相關創作及美學理論的

基礎能力為重點，並結合資訊科技應用及其他媒材表現方式，開發

學生個人的創作能力，以達啟發式教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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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學院 

A.商學院與商務系—建立全院共用商管模擬教學環境計畫 

配合全院課程模組整合，推動多國籍企業經營管理學程，建立商管

領域模擬教學環境，結合商務、財稅、財金及會計等系相關的師資

與設備做為學程教學的資源，以發展商務(商務經營模組)、財金(證

券投顧模組)等模組課程之模擬學習，除可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外，亦能有助其畢業後順利與產業需求接軌。 

 

B.財務金融系—財務決策實境模擬實驗室計畫 

    配合商學院整體特色發展，建立財務決策實境模擬實驗室，逐

步整合原有的「軟體設計應用實驗室」，逐步整合「線上投資教學互

動系統–技術分析暨市場模擬系統」、「線上投資教學互動系統–台

股模擬即時下單系統」、「即時看盤系統暨國際金融資訊系統」、「線

上財金證照模考系統–線上財金測驗平台」與「線上財金證照模考

系統–題庫系統」等等，提升學生學習效果，更能有助於考取專業

證照，成功進入產業界。 

 
3.管理學院 

A.行銷與流通管理系—供銷服務營運創新平台計畫 

    本校地處桃園、楊梅之物流中心並與湖口工業區比鄰，加上桃、

竹、苗地區為連鎖超商極力發展之地，本系自 91 學年度設系，即以

培育企業所需之行銷專業、流通經營、物流管理專門人才為目標，

推動區域供銷通路營運創新服務與國際接軌為發展特色。本系現結

合本校現有系所相關有限資源與專業的師資群，構建一個完整的『供

銷服務營運創新平台』，落實本校培育企業所需之行銷專業、流通經

營、物流管理專才的發展目標與技職體系培育產業實作能力、推動

區域產學、資源統整的教育政策與方針，參與計畫專業教師，可以

發揮所屬專業領域上的專長與教學成果，輔以與產業界進行產學合

作的行動，發展學校與所屬區域、業界資源結合的共享學習價值鏈，

提供一個讓有意習修者及產業從業者能夠終身學習的環境，營造「幸

福新竹縣 ~ 新商業․新生活」產業永續發展願景。 

    綜觀國內大專院校相關系科，相關實驗室或平台之建置均以具

備行銷、流通、物流等理論與實務的教學功能為主，鮮少融入以產

業需求與創新研究及具備培育專業知識力、創新思考力、商務整合

行動力為基礎的建設，本計畫建置正符合其需求而與他校既有實驗

室產生區隔進而形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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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休閒事業管理系—常青族營養與健康促進室計畫 

    分析北部地區發展健康促進相關學校系科發展特色及教學設施

情況，學校性質大多是醫護類組系科，多數學校均以發展銀髮族照

護為培育目標，屬於銀髮族中游服務產業。本校休閒事業管理系以

「休閒健康服務業」為核心發展方向，以「常青族健康促進產業管

理」、「文化休閒產業管理」為培育主軸，契合高齡少子化社會發展

趨勢之產業需求。以培育常青族健康促進管理與指導專才為目標，

強調的是常青族健康照護服務產業的上游服務業，亦即在使常青族

如何維持長久的健康身心，避免過早罹患慢性病而失能，造成大的

醫療與社會成本支出。 

    本系透過建置「常青族營養與健康促進室」，可提升本系發展常

青族健康促進管理課程模組之專業教學環境、培育學生在這領域之

專業實務技能與證照輔導、並提供區域常青族及企業員工健康進指

導服務。透過本系專業課程、師資與外部資源整合，建置區域民眾

健康體適能資料庫，繼以常青族健康促進課程、區域體適能檢測與

評估、強調終身學習、運動處方與營養處方諮詢，提昇區域中高齡、

企業員工及全校師生健康體適能。 

 
C.應用英語理系—情境模擬語言數位學習製作室計畫 

配合管理學院「產業職能數位情境模擬實驗室」之建置，提供學生

製作數位語言學習材料，達成自主學習為目的，特別推動本計畫。

本計畫之目的為養成學生自主學習，課程教學採用任務教學法，由

學生自訂或教師輔導選擇學習題目與方向 教師預先提供基礎學習

材料，學生在加入自己搜尋之教材到語言實驗室使用數位教材製作

軟體，製做個人化之數位學習教材。內容可依以專業英文領域來分

類，或可依語言能力聽說讀寫來分類，或可以更深入之各句法、時

態。本系雖屬管理學院 但從學習角度來說，語言所具有的工具性本

質，可跨不同領域發展，本計畫之推動，除管理學院外，亦將對其

他學院有所助益。 

 
4.資訊學院 

A.資訊管理系—建構中小企業商務模式創新及電子商務應用中心計畫 

    台灣數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一向是經濟發展的主軸，然而其發

展資源不如大型企業豐富，人才亦相對缺乏，在激烈的競爭環境下，

對於如何提升商業資訊價值的需求更為急迫。在中小企業之中，部

分具地方特色者，在政府部門的大力推動之下形成了地方特色產

業，其經營概念尚在萌芽期，亦極需資訊專業加以輔導與協助。另

一方面，電子商務領域在歷經 2000 年泡沫化危機後，重新回歸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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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檢討與創新，結合日趨成熟的資訊科技，逐漸發展出多樣化

且具商業價值的應用，對於經營具多樣性與靈活彈性的中小企業而

言，適度創新其商業模式與發展電子商務應用，對於其營運是極為

重要的議題之一。 

    產學合作乃是本系中長程發展定位與方向之一，為積極強化與

產業界之合作與交流，協助中小企業強化內部資訊之管理及應用效

益，輔導其提升經營模式之競爭力，同時，有助深化系內教師與學

生之實務運作經驗。是故，將「中小企業商務模式創新及電子商務

應用」列為重點發展特色，全力支持院級電子商務中心發展資訊學

院與本系之產學合作特色。 

 

B.資訊工程系、電腦與通訊系—強化數位家庭精緻化發展計畫 

    本系以數位家庭精緻化定位為中程發展之特色計畫，於 96 學年

度即獲教育部資通訊課程補助計畫接受「數位家庭教學推動聯盟中

心」之補助開設「無線射頻辨識系統原理與應用」、「數位遊戲繪圖

技術」以及「數位家庭軟體工程」等三門數位家庭課程。98 學年進

一步將“社區遠距健康照護＂相關領域，將其融入數位家庭精緻化

之ㄧ環，持續凸顯本系專業發展特色。 

    社區遠距健康照護是藉助無時空限制的通信與資訊科技，來交

換相隔兩地之病患的醫療臨床資料及專家意見，以克服空間及時間

的障礙。大體而言，本項技術係整合文字（Text）、數據（ Number ）、

圖形（ Graphics ）、影像（ Image ）、音訊（Audio）、視訊（Video）

等各種資料型式，來處理並傳送病患的基本資料、檢查（驗）報告、

心電圖、各種醫學造影、心音、呼吸聲及會診討論過程等各類資訊。

它的主要目的在於記錄與分析社區內居民之各項生理資訊並透過通

信與資訊科技讓醫療單位能觀測遠距居民之生理狀況做慢性病控管

與急症救援之服務，減少醫療資源浪費與降低死亡率。國內相關實

驗室多以個別研究領域(無線網路、硬體平台)，切入數位家庭應用

上，並沒有直接以社區遠距健康照護為發展領域之科系，本系於此

領域的持續努力應能有效累積出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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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 
    依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原則編列相關經費，用以持續充實圖書館館藏、

以及提供更友善的閱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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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 
    各項校務發展計畫需要良好的校園 e 化作為推動基礎，而校園 e 化工

程則需有良好的資訊基礎建設做為根基，藉助高容量的儲存空間、良好的

網路環境，落實資訊設備管理效能，方能改善校園資訊服務環境、提升數

位化教學品質與擴大數位學習的成效，構建全方位的 e 化校園。本年度運

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以推動之重點工作如下： 

1.建立校園 VPN 存取服務：隨著校園電子化資源擴增，教職員生對於數位學

習有網路化的需求，為提供無地域障礙的存取校園網路資源環境，需建立

校園 VPN 存取服務，便利全校師生共同使用校園 E 化資源。 

2.建立校園資安環境：隨著網路快速應用發展，為防範網路資安事件發生，

唯有加強實施網路安全管理。建置入侵預警系統，強化網路安全管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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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提供支援安全檢測服務，並參與資通安全相關

技術教育訓練，落實校園網路安全環境。 

3.落實校園智財權環境：落實校園智財權政策為教育部督導各校之重要方向

之一，本校除了購置微軟全校授權軟體之外，亦應考量防毒軟體與其他應

用軟體之全校使用，以策略方向思考進行各項軟體整併採購，提升全校師

生良好的軟體使用環境，與校園軟體智財權的政策落實。 

4.提供優質的資訊服務：電算中心除了提供良好的基礎建設服務之外，對於

各項建設之妥善率、服務之回應工時等均應予以管控，以提高全校師生對

資訊服務的滿意度，定期檢討改善，以提供優質的資訊服務。 

 
(五) 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依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原則編列有助於校園安全之相關經費，用以充實

校園安全設備，希望藉由設備的補充有效提升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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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學年度已達 5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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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專任助理教授以

上師資佔全校專任教師數 56.06 %，98 學年度預估為 57.53 %，99 學年度預計達

61.54%以上，100 學年度預計達 65.09%（如表五所示）。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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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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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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  本校 97 學年 ~ 100 學年度專任教師及學生數預估表 

學年度 97 98 99 100 

全校學生數  (A) 

(含研究生加成) 
12,800 12,751 12,700 12,600

全 校 教 師 數   (B) 

(含軍護老師及兼任老師 1/4

折算) 

449 473 488 491
生師比 

本 校 生 師 比  (C)=(A) /(B) 

(依教育部規定應在 1:40 以

下) 

1:28 1:27 1:26 1:25

全校專任教師數  (D) 355 365 377 381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數   (E)  199 210 232 248

師資結構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人數 (E)

／全校專任教師數 (D) 
56.06% 57.53% 61.54% 65.09%

 
為達成上述之學校總體目標，98 年度執行策略如下： 

1.於經常門編列  2,002,000 元獎助教師專案研究及取得校外計畫，編列

1,200,000 元獎助教師進修，以提昇研究能力，編列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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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 元補助教師升等送審，編列 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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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482 元以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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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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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元以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7.編列 400,000 元以獎助教師輔導學生實習。 
 

(二)編列 277,000 元以提供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相關業務。 
(三)編列 380,000 元以提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業務。 
(四)編列 2,0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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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金額計 38,153,704 
元(參考表六：95 至 98 年度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明細表)，較 98 年度原報

部支用計畫書概算金額 30,132,336 元，增加 8,021,368 元，學校自籌款依

原支用計畫書 15%比例計算，增加至 5,741,656 元，預計 98 年度應執行數

共 43,895,360 元整(為配合標餘款處理原則，另編列附表十一預備項目

3,108,000 元，用以因應採購結餘款)。另依教育部規定，本校將獎補助經

費預算數區分為資本門佔百分之六十，經常門佔百分之四十，明細如表七

所示。 
 

表六  95 至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發展經費明細表 

95 年度 96 年度 97 年度 98 年度(修正前) 98 年度(修正後) 

執行數 比例 執行數 比例 執行數 比例 概算數 比例 預算數 比例 

獎補助款 $33,303,241 100.00% $32,635,860 100.00% $27,718,070 100.00% $30,132,336 100.00% $38,153,704 100.00%

自 籌 款 5,556,513  16.68% 6,385,299 19.57% 7,529,026 27.16% 4,519,850 15.00% 5,741,656 15.05%

合  計 $38,859,754 - $39,021,159 - $35,247,096 - $34,652,186 - $43,895,360 - 

資 本 門 $25,198,765 64.85% $25,401,808 65.10% $20,717,796 58.78% $21,146,252 61.02% $26,537,130 60.46%

經 常 門 13,660,989  35.15% 13,619,351 34.90% 14,529,300 41.22% 13,505,934 38.98% 17,358,230 39.54%

合  計 $38,859,754 100.00% $39,021,159 100.00% $35,247,096 100.00% $34,652,186 100.00% $43,895,360 100.00%

 

表七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發展經費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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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8,431 60% $6,538,954 40% $16,347,385 100% 

獎助款 13,083,791 60% 8,722,528 40% 21,806,319 100% 

自籌款 3,644,908 63.48% 2,096,748 36.52% 5,741,656 100% 

總經費 $26,537,130 60.46% $17,358,230 39.54% $43,895,3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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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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併入教學單位及學務單位提出之單價一萬元以下之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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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單位依其需求提出預

算，並於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進行第一階段審查，第二階段提專責

小組會議審議，經校長核定後，呈報教育部，流程詳如下圖所示： 
 

 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相關規定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各單位提列預算 
 
 

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 
 
 
 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校長核定 
 
 

經費支用計畫報部  
 

2.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98年度整體發展經費之運用及規劃係依據本校97~100學年度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 
3. 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 

    依據「教育部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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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度經費支用計畫報部期限為 97年11月 30日以前，因此

請各單位依本校中長程計劃提出預算，並以學院為單位，分別召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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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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呈報校長核

定後，擬訂於 97 年 11 月 28 日前完成報部程序。 
5. 依據教育部 98 年 2 月 23 日台技(三)字第 0980013616-V 號函說明事項應

於 30 日內(依行政院文書處理手冊扣除假日)檢附修正支用計畫書陳報教

育部，本校已於 98 年 3 月 24 日召開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98 年度修正支用

計畫書，擬訂於 98 年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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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度上學期第 3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室設系代表 李東明 

台北校區副校長 

暨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陳宥霖 視傳系代表 林展立 

新竹校區副校長 陳國智 資傳系代表 蕭書禮 

教務長 張偉斌 商務系代表 吳明芬 

學務長 劉惠園 財稅系代表 倪伯煌 

總務長 王懷田 財金系代表 彭貞固 

研發長 吳東昇 會計系代表 蔡秋田 

圖書館館長 宋志揚 企管系代表 陳明萱 

電算中心主任 郭宏仁 行管系代表 蕭  禾 

主任秘書 廖憲文 產管系代表 周繼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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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人事室主任 林立韙 休管系代表 陳泰郎 

會計主任 廖麗敏 資管系代表 蔡永森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資工系代表 陳彼得 

管理學院院長 吳森田 電通系代表 張忠繼 

資訊學院院長 王伯群 應英系代表 蔡碧華 

建築系代表 游璧菁 通識教育中心代表 謝金忠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2)96 學年度下學期第 1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室設系代表 李東明 

台北校區副校長 

暨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陳宥霖 視傳系代表 林展立 

新竹校區副校長 陳國智 資傳系代表 蕭書禮 

教務長 張偉斌 商務系代表 吳明芬 

學務長 劉惠園 財稅系代表 倪伯煌 

總務長 王懷田 財金系代表 彭貞固 

研發長 吳東昇 會計系代表 蔡秋田 

圖書館館長 宋志揚 企管系代表 陳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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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電算中心主任 郭宏仁 行管系代表 蕭  禾 

主任秘書 廖憲文 產管系代表 周繼武 

人事室主任 林立韙 休管系代表 陳泰郎 

會計主任 廖麗敏 資管系代表 蔡永森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資工系代表 陳彼得 

管理學院院長 吳森田 電通系代表 張忠繼 

資訊學院院長 王伯群 應英系代表 蔡碧華 

建築系代表 游璧菁 通識教育中心代表 謝金忠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3)97 學年度上學期第 1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北校區副校長 陳宥霖 室設系代表 鄭鴻銘 

新竹校區副校長 陳國智 視傳系代表 簡福鋛 

教務長 張偉斌 資傳系代表 蕭書禮 

學務長 陳哲炯 數媒系代表 許允聖 

總務長 王懷田 商務系代表 曾喜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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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研發長 吳東昇 財稅系代表 倪伯煌 

電算中心主任 孫丕華 財金系代表 陳瑞惠 

圖書館館長 蕭惠文 會計系代表 侯啟娉 

主任秘書 游本志 企管系代表 陳明萱 

人事室主任 林立韙 行產管系代表 林宏勳 

會計主任 廖麗敏 休管系代表 梁英文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應英系代表 蔡碧華 

商學院院長 董瑞斌 資管系代表 蔡永森 

管理學院院長 張威龍 資工系代表 張裕良 

資訊學院院長 王伯群 電通系代表 張忠繼 

建築系代表 游璧菁 通識教育中心代表 謝金忠 

(3)97 學年度上學期第 2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林國禎 

台北校區副校長 陳宥霖 室設系代表 鄭鴻銘 

新竹校區副校長 陳國智 視傳系代表 簡福鋛 

教務長 張偉斌 資傳系代表 蕭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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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學務長 陳哲炯 數媒系代表 許允聖 

總務長 王懷田 商務系代表 曾喜炤 

研發長 吳東昇 財稅系代表 倪伯煌 

電算中心主任 孫丕華 財金系代表 陳瑞惠 

圖書館館長 蕭惠文 會計系代表 侯啟娉 

主任秘書 游本志 企管系代表 陳明萱 

人事室主任 林立韙 行產管系代表 林宏勳 

會計主任 廖麗敏 休管系代表 梁英文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陳主惠 應英系代表 蔡碧華 

商學院院長 董瑞斌 資管系代表 蔡永森 

管理學院院長 張威龍 資工系代表 張裕良 

資訊學院院長 王伯群 電通系代表 張忠繼 

建築系代表 游璧菁 通識教育中心代表 謝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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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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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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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學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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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國華 資訊學院 郭宏仁 

規劃與設計學院 蘇毓德 資訊學院 陳彼得 

規劃與設計學院 蕭興臺 資訊學院 羅聰明 

商學院 賴碧霞 通識教育中心 高維洋 

商學院 顏國隆 通識教育中心 陳宏基 

商學院 王若蓮 通識教育中心 阮中華 

管理學院 林麗珠   

管理學院 郭小喬   

管理學院 斯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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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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及相關會議紀錄，請詳附件三。 

  2. 獎助教師會議人員名單 

   (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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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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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美娟 孫遜   

馮惠珊 吳碧珠 陳瓊瑤 陳敏彬 呂豐真   

鄭亞薇 楊金月      

       

(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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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哲炯 吳東昇 林立韙 梁淑慧 

陳主惠 董瑞斌 張威龍 王伯群 陳信宏   

莊明哲 陳玥菁 張學誠 謝青峰 黃美玉   

簡福鋛 黃素敏 吳森田 卓文乾 張怡敏   

曹美娟 陳文進 馮惠珊 吳碧珠 陳泰郎   

劉惠園 鄭亞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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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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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年度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應用於學校特色發展之大方向下，資本門支用項

目預定主要用於「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期望透過資源投入強化教學單

位特色之發展，充份實踐在「卓越教學」、「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實務研究與

產學合作」等全校整體發展策略，持續強化其在教學、學生輔導、研究與產學合

作等三方面的能量。 
    資本門經費除用於「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其餘支出項目依相關規

定，分別用於「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

書館」、「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等

項目，本校將嚴格執行，落實教育部對於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分配規劃的美意。 

(二) 經常門 

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獎補助教師研究 獎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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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研習 積極鼓勵同仁進行相關專業領
域專業進修及參加研習。 

(一) 提升教職員專業素養及技術

能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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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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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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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 
總經費

(5)=(3)+(4) 

＄16,347,385 ＄21,806,319 ＄38,153,704 ＄5,741,656 ＄43,895,36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63.48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36.52 ﹪）

金額 ＄9,808,431 ＄13,083,791 ＄3,644,908 ＄6,538,954 ＄8,722,528 ＄2,096,748

合計 ＄26,537,130 ＄17,358,230 

占總經

費比例 
60.46﹪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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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經常門預算得

流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六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三十五。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經費變更說明：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金額計 38,153,704 元，較 98 年度

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金額 30,132,336 元，增加 8,021,368 元，學校自籌款依原支用

計畫書 15%比例計算，增加至 5,741,656 元，預計 98 年度應執行數共 43,895,360 元

整。為配合標餘款處理原則，另編列附表十一預備項目 3,108,000 元，用以因應採購

結餘款。 

 附表一-1



 附表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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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7,554 83.55% $3,644,9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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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13.1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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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668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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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

。） 

$215,000 0.94% $0 0.00% 註五

合計 $22,892,222 100.00% $3,644,908 100.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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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

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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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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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 研究 ＄182,000 研究     8.68﹪ 

研習   ＄1,484,482 研習      9.73﹪ 研習       ＄0 研習     0.00﹪ 

進修    ＄1,200,000 進修      7.86﹪ 進修       ＄0 進修     0.00% 

著作   ＄1,900,000 著作     12.45﹪ 著作       ＄0 著作     0.00 ﹪ 

升等送審 $450,000 升等送審  2.95﹪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00﹪ 

改進教學$2,200,000 改進教學 14.41﹪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0.00 ﹪ 

競賽優勝 $300,000 競賽優勝  1.97﹪ 競賽優勝    ＄0 競賽優勝 0.00 ﹪ 

專業證照 $250,000 專業證照  1.64﹪ 專業證照    ＄0 專業證照 0.00 ﹪ 

輔導就業 $400,000 輔導就業  2.62% 輔導就業    ＄0 輔導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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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482 合計     65.55﹪ 合計  ＄182,000 合計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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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00 1.82﹪ ＄0    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占經常

門 經 費 2% 以 上

【不含自籌款金

額】 

＄380,000 2.49﹪ ＄0    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一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300,000 1.96﹪ ＄1,736,2000 82.80﹪ 

五、其他 ＄0 0﹪ ＄0 0﹪ 

六、新聘教師薪資 ＄4,300,000 28.18﹪ ＄178,548 8.52 ﹪ 

七、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總計 ＄15,261,482 100﹪ ＄2,096,7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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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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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度測定計 精度0.1℃ 1 28,000 28,000

2 轉角鏡 配合NIKON經緯儀使用 1 30,000 30,000

3 雷射放樣儀 HILTI廠牌 精度0.01M 1 35,000 35,000

4 雷射測距儀 HILTI廠牌 精度0.1M 2 20,000 40,000

5 骨材分樣器 主體   2"槽 * 8個、盛料盤 2 個 1 14,000 14,000

6 恆溫水槽 溫度範圍：室溫～100℃ 1 14,000 14,000

7 細骨材篩網

材質邊及網皆為不銹鋼製、∮8"、篩號：2"、1
1/2"、1"、3/4"、1/2"、3/8"、4#、8#、16#、

30#、50#、100#、200#及底蓋各一個

1 15,000 15,000

8 喇叭 二音路低音反射式喇叭;12”audio king ok-8含吊架 2 15,000 30,000

9 機櫃 音響器材櫃19" 35U 1 16,500 16,500

10 輻射偵測器 能量反應範圍: 0.06~1.5MeV 1 17,000 17,000

11 混音器 前級混音器PEAVEY10 PV-10 1 25,000 25,000

12 擴大機 PEAVEY PV900 1 25,000 25,000

13 搖篩機

細骨材搖篩機(不附篩網)、RO-TAP型、上敲擊，

左右搖擺、一次可放 H4.5cm/∮8"篩網 8個、電

源：110V / 60Hz
1 28,000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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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系
防災檢測與試驗

專業教室計畫

防災檢測與試驗

專業教室計畫
土木系

教學/提昇教學及研究設備/建置院系特色實

驗室及研究中心

建置研究中心/建置院系特色實驗室及研究

中心/積極推動學群整合，發展重點研究領

域/成立兩岸營建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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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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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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流度台 電動 1 28,000 28,000

15 超音波洗淨機 50×30×20㎝(L×W×H) 1 38,000 38,000

16 搖篩機

粗骨材搖篩機(附篩網)、手動油壓迫緊方式、震

盪數約1100次/分、可放置6個篩網、含 1 1/2"、

1"、3/4"、1/2"、3/8"、4#及底盤各一只

1 68,000 68,000

17 試驗儀

瀝青針入度試驗儀、符合ASTM D5、電動針入方

式、附定時器、附針入杯3個、50g/100g砝碼各一

個

1 68,000 68,000

18 噪音計及記錄器
準確度 ±1.5dB、動態範圍 100dB、測量範圍 30-
130dB、頻率範圍 31.5Hz to 8KHz

1 80,000 80,000

19 恆溫恆濕櫃
溫度範圍：0～100℃、溫度控制精度：±0.5℃、

濕度範圍：30～95%RH、濕度精度：±3%RH
1 180,000 180,000

20 鋼筋抗拉試驗套件
能做4#(含)以上筋鋼抗拉試驗、夾具分上下兩個

為一組
1 16,000 16,000

21 Adobe Web Premium
CS3

Adobe Web PremiumCS4 CONC 中文教育版授權

(內含：Photoshop Extended、Illustrator、Acrobat
Professional 9.0、Flash Professional、
Dremaweaver、Fireworks、Contribute)(60Users)+
光碟片與兩年維護合約

1 1,800,000 1,800,000
特色課程教學需求/提升教學方法與成效/提
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

色/特色課程設備新增，提升學習成效

22 單槍投影機  2500流明以上 1 45,000 45,000
特色課程教學需求/提升教學成果/提昇教學

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特色

課程設備新增，提升學習成效

23 電動螢幕 120吋、含安裝 1 15,000 15,000
增建台北校區素描教室設備/加強學生實務

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

教學特色

防災檢測與試驗

專業教室計畫

教學/提昇教學及研究設備/建置院系特色實

驗室及研究中心
土木系

情境創意空間實

驗室計畫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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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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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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展示櫃
 訂製品，900W×600D×2000Hmm(高度含輪子) 符
合展示規劃

10 16,000 160,000
增建台北校區設計教室教學設備教學需求

作品展示用/加強學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

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25 電動螢幕 120吋、含安裝 1 15,000 15,000

26 喇叭
二音路低音反射式喇叭;含吊架 12”二音路低音反

射式喇叭，含吊架
2 15,000 30,000

27 機櫃 音響器材櫃19""35U 1 16,500 16,500

28 混音器 前級混音器PEAVEY10 PV-10 1 25,000 25,000

29 擴大機 PEAVEY PV900擴大機含上 最新款 1 25,000 25,000

30 單槍投影機  2500流明以上 1 45,000 45,000

31 數位相機 1000萬像素以上 1 16,000 16,000

32 數位攝影機
Sony HDR-SR11千萬畫數含以上 60G硬碟含腳架

及另多附1個電池，背包
1 38,900 38,900

33 放大機 Meopta/OPEMUS 6 含以上 3 13,000 39,000

34 底片烘乾機 Durst UT-100含以上 1 28,000 28,000

35 閃光棚燈 FOMEX HD-400，含以上 2 16,500 33,000

36 無影罩
閃光棚燈八角無影罩;AURORA/LBO213S / 213 cm
，含以上

1 18,500 18,500

情境創意空間實

驗室計畫
視傳系

增置台北校區攝影棚儀器設備教學須求/加
強學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

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增建台北校區設計教室教學設備/加強學生

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

發展教學特色

增設台北班級教學需求/提升教學成果/提昇

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增置台北校區暗房設備教學須求/加強學生

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

發展教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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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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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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閃光棚燈 FOMEX HD-600含以上 2 19,500 39,000

38 冷光燈 高頻;Medalight/SLS FL-220AN，含以上 1 21,000 21,000

39 閃光棚燈 FOMEX HD-1000含以上 1 24,500 24,500

40 冷光燈 高頻;Medalight/SLS FL-330AN，含以上 1 26,400 26,400

41 行動遊戲主機--IPod
Touch APPLE 新型 1 10,000 10,000

42 WII(含體感周邊) NINTENDO(任天堂) 新型 1 13,000 13,000

43 電視遊樂器主機--PS3 SONY 新型 1 15,000 15,000

44 電腦遊樂器主機--
XBOX360 MICROSOFT 新型 1 15,000 15,000

45 液晶電視 50吋 1 40,000 40,000

46 單槍投影機  2500流明以上 1 45,000 45,000

47 網路佈線 網路佈線２０點 1 77,500 77,500

48 網路儲存系統 COVENTIVE NAS 840 SATA-SE 1 150,000 150,000

49 機櫃 41U標準機櫃 1 25,000 25,000
增設數位遊戲開發實驗室/加強學生實務能

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

學特色

數位遊戲開發實

驗室計畫
數媒系

情境創意空間實

驗室計畫
視傳系

增置台北校區攝影棚儀器設備教學須求/加
強學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

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建置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加強學生實務能

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

學特色

建置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加強學生實務能

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

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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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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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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數位相機 1000萬像素以上 1 16,000 16,000

51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不含還原卡） 3 21,000 63,000

52 掃瞄器 A3 1 21,215 21,215

53 ToonBoom Studio  教育版(60Users & 二年保固) 1 300,000 300,000

54 電腦主機 含2G 以上記憶體，獨立3D顯示卡 18 31,700 570,600

55 Auto CAD Autodesk 1套光碟30個User授權，教學最新版 1 1,000,000 1,000,000

56 3D MAX Adobe 1套光碟及30個User，教學最新版 1 1,400,000 1,400,000

57 基金投資組合規劃教

學模擬軟體
PPP-Web 1 600,000 600,000

58 投資理財個案分析教

學模擬軟體
Time Machine 1 600,000 600,000

59 貿易便捷化暨通關自

動化系統
Windows版/台北校區60USER 1 130,000 130,000 教學用/提升教學品質/新穎圖儀/提升教學品

質
商務系

建立商管模擬教

學環境計畫

60 HERM 數位教材主機
(NAS) HERM數位教材主機使用Linux系統 1 38,588 38,588 融整院內圖書儀器設備/完備院辦各項資源

設備，提升本院服務品質。

61 HERM 高效典範模型 配銷(資材/採購/業務模組)-買斷授權 1 362,250 362,250 提供院內各系輔助教學使用/完備院辦各項

資源設備，提升本院服務品質

62 Eviews 授權至少10人以上 1 176,000 176,000

63 GAUSS 最新版,授權至少10人以上 1 220,000 220,000

數位遊戲開發實

驗室計畫
數媒系

商學院

建立全院共用商

管模擬教學環境

計畫

建置院系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發展教學

特色提昇教學品質

融整院內圖書儀器設備/建立特色實驗室，

引進業界作業平台，使教學與實務結合

輔助各系教學(專題研究)使用/完備院辦各

項資源設備，提升本院服務品質/強化院內

核心課程

財金系
財務決策實境模

擬實驗室計畫

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建置/提升教學成果/提
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

色

規劃與設計

學院

建置院系特色實

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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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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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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智慧型掌上型資料收

集器

FLASH+ROM:64MB/64MB、RFID讀取器:(1)支援

EPC Code Class0/0+/1、EPC ClG2、ISO18000-6C
(2)可獨取UHF超高頻922~928 MHZ、條碼掃瞄器:
內建影像式二維條碼掃描器

1 135,000 135,000
建構『供銷服務營運創新平台』/改善教學

環境，充實圖書儀器及設備/積極建立特色

實驗室,以整合師資,課程增進產學合作案

65 觸控式螢幕主機
(KIOSK)

主機規格：Motherboard:B78、CPU: Intel Pentium-
M 1.5GHZ、     Memory: 1GHZ DDR、Storage:
2.5" 40G HDD

1 150,000 150,000

66 伺服器 雙CPU, RAM 4G 以上 1 184,000 184,000

67 掌上型移動裝置商品

履歷系統

1.可完整呈現商品履歷內容包括:商品基本資料、

商品生產履歷.等資訊

2.Web Service整合介面，提供HandHeld及KIOSK
資料交換

1 486,000 486,000

68 QR_Cord KIOSK軟體

模組

(1) 可支援RFID Reader模組讀取EPC，並顯示系統

商品履歷。

(2) 可支援2D Reader模組讀取QR_Code，並顯示

系統商品履歷。

(3) 顯示商品履歷內容包括商品基本資料、商品生

產履歷等資訊。

(4) 可支援觸控式主機及機架—RFID履歷查詢組

件設備。

1 486,000 486,000

69 生產加工履歷資料庫

系統

(1) 具備提供使用者透過賣場觸控式螢幕主機-
RFID生產加工履歷查詢組件(KIOSK)查詢商品流

通履歷資訊。

(2) 需具備內容，建10種食品廠商之履歷資料

1 539,000 539,000

建構『供銷服務營運創新平台』/改善教學

環境，充實圖書儀器及設備/積極建立特色

實驗室,以整合師資,課程增進產學合作案

行管系
供銷服務營運創

新平台計畫

附表四-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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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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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登階踏板 L68×W28×H15cm  五層強化PS材質 1 11,000 11,000

71 有氧飛輪(腳踏車)
1.電子儀錶可顯示：TIME(時間)、SPEED(速度)、
DISTANCE(距離)、 CALORIES(卡路里)。
2.飛輪重18KG，經過流暢值最大限度之測試。

5 27,000 135,000

72 震動刺激訓練機
高度可調式握把  八段式時間控制  三種情境模式

與一種手動模式
1 30,000 30,000

73 肩部推舉/下拉機
L101.1×75.9×112.6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阻力

油壓缸
1 32,880 32,880

74 屈腹挺背機
L123.7×W78.6×H131.4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

阻力油壓缸
1 32,880 32,880

75 下壓/上提機
L101.9×W70.0×H111.1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

阻力油壓缸
1 34,500 34,500

76 胸推/划船機
  L95.9×W91.6×H109.4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

阻力油壓缸
1 34,830 34,830

77 肱二頭/三頭機
 L116.4×W64.7×H90.2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

阻力可調油壓缸    可調式椅墊
1 35,960 35,960

78 伸腿/屈腿機
L112.6×W64.9×H118.2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

阻力油壓缸
1 39,200 39,200

79 側腹訓練機
L70.7×W94.4×H128.9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各

阻力油壓缸
1 40,660 40,660

80 髖部外展/內收機
 L118.9×64.7×106.8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阻

力油壓缸
1 42,440 42,440

81 蹬腿機
 L221.8×W64.7×H104.3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

阻力可調油壓缸    可調式椅墊
1 44,860 44,860

常青族營養與健

康促進室計畫
休管系

長青族體適能訓練儀器/積極建立特色實驗

室,以整合師資,課程增進產學合作案/建立長

青族營養與健康促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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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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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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蝴蝶機
 L85.6×W113.3×H121.8cm 台灣製六段可調式雙向

阻力油壓缸
1 47,790 47,790

83 標準型皮脂夾 18cm×13cm×2cm       測量範圍：0-6.7cm 1 14,250 14,250

84 IC卡握力測定器 ACC-830 AC 110V 50/60HZ 1 79,800 79,800

85 IC卡閉眼單足檢測計 ACC-850 AC 110-220V 50/60HZ(含踏板) 1 79,800 79,800

86 IC卡體適能分析系統

軟體
IC卡體適能分析系統軟體(動態版) 1 95,000 95,000

87 IC卡身高體重檢測計 ACC-810 AC 110V 50/60HZ 1 137,750 137,750

88 IC卡血壓檢測計 ACC-880 AC110V 50/60HZ 1 137,750 137,750

89 食物磅秤 XCT1.5kg~30KG 1 25,000 25,000

90 六大類食物模型
五穀根莖類、蔬菜類、水果類、肉蛋類、奶類、

脂肪類
1 30,000 30,000

91 保健食品展示櫃 鐵製 1 40,000 40,000

92 基礎代謝分析儀 BodyGem 1 50,000 50,000

93 人體骨骼及肌肉模型
身體：170cm/7.6kg  肌肉：60×18×18cm/1.4kg 可
拆成六等分

1 60,000 60,000

94 營養分析軟體 營養分析軟體(專業版) 1 139,500 139,500

95 身體組成分析儀 Genius-220 1 160,000 160,000

常青族營養與健

康促進室計畫
休管系

長青族體適能訓練儀器/積極建立特色實驗

室,以整合師資,課程增進產學合作案/建立長

青族營養與健康促進室

營養分析系統/創新教學特色/積極建立特色

實驗室,以整合師資,課程增進產學合作案/建
立長青族營養與健康促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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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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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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穩壓器
I/P：3相3W 380V、O/P：3相3W 110/190V、容

量：30KVA（加隔離變壓器）
1 85,000 85,000

更換實驗室設施/培養JAVA軟體工程人才/
加強學生軟體系統開發能力之培育，創造

更多業界實習機會

97 不斷電系統
POWERCOM SMK-1500A (台灣) 直立型1500VA
在線互動式(Line-Interactive)

1 13,000 13,000

98 低階伺服器
IBM System x3200 M2 Dual-Core Intel Xeon
2.33GHz一顆(無作業系統) 1 40,000 40,000

99 單槍投影機 2500流明以上 1 45,000 45,000

100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16 22,000 352,000

建置軟體工程研究中心/培養JAVA軟體工程

人才/資三爭取產學合作、吸取實務經驗/加
強學生軟體系統開發能力之培育，創造更

多業界實習機會

101 不斷電系統
POWERCOM SMK-1500A (台灣) 直立型1500VA
在線互動式(Line-Interactive)

1 13,000 13,000
強化「資訊安全實驗室」各項軟硬體設施/
資訊安全特色發展/發展學院核心競爭力：

資通安全

102 不斷電系統
POWERCOM SMK-1500A (台灣) 直立型1500VA
在線互動式(Line-Interactive)

1 13,000 13,000

103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16 22,000 352,000

104 低階伺服器
IBM System x3200 M2 Dual-Core Intel Xeon
2.33GHz一顆(無作業系統) 1 40,000 40,000

105 單槍投影機  2500流明以上 1 45,000 45,000

106 伺服器 IBM e-server xseries 1 100,000 100,000

107 居家照護研究硬體設

備

 多功能生理量測系統、心電圖Willson網路模組、

血壓臂帶放大器模組、呼吸肺容積
1 260,000 260,000

配合專題研究設置充實教學儀器設備
強化數位家庭精

緻化發展計畫
資工系

資管系

建構中小企業商

務模式創新及電

子商務應用中心

計畫

強化「電子商務中心」各項軟硬體設施/發
展中小企業商務模式創新及電子商務應用/
開發電子商務之產學合作案之機會

建置「軟體工程研究中心」各項軟硬體設

施/培養JAVA軟體工程人才/加強學生軟體

系統開發能力之培育，創造更多業界實習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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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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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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無線通訊研究軟硬體

設備

手提箱, 壓克力面板, 訊號轉換模組, 721H4卡機&
讀頭, 網路攝影, EM

3 86,000 258,000 配合無線射頻辨識系統原理與應用學程/充
實教學儀器設備

資工系
強化數位家庭精

緻化發展計畫

109 穩壓器
I/P：3相3W 380V、O/P：3相3W 110/190V、容

量：30KVA（加隔離變壓器）
1 85,000 85,000 實驗室汰舊換新/充實教學儀器設備/提昇設

備與規模/提昇設備與規模
電通系

強化數位家庭精

緻化發展計畫

112 不斷電系統 UPS 5KV 機櫃式 2 86,354 172,708
台北機房不斷電系統幾近飽和，部份機櫃

已無法提供不斷電服務，需擴充機櫃UPS設

備/強化校園資安環境/校區融整

113 異地備援系統軟體 VMware Infrastructure 3 Enterprise 3 150,997 452,991

114 異地備援系統軟體 VMware Virtual Center Management Server 1 204,000 204,000

115 網路存取控制系統 網路行為安全政策管控設備-500U 1 740,000 740,000
校園與宿舍網路異常導流及封鎖設備，避

免異常流量主機癱瘓校園網路/健全校園資

訊環境/校區融整

116 無線網路偵測器 偵測校園無線網路基地台射頻訊號 1 30,000 30,000 偵測校園無線網路射頻，檢查無線網路異

常訊號/改善網路頻寬使用效率/校區融整

117 伺服器 雙CPU, RAM 4G 以上 4 184,000 736,000 電算中心伺服器汰舊換新/提供優良的資訊

基礎建設/校區融整/打造優質資訊環境

118 趨勢防毒全校授權 全校二年授權 1 420,000 420,000 趨勢防毒校園軟體授權/落實校園軟體智財

權環境/校區融整

119 不斷電系統 UPS 5KV 機櫃式 for cisco 6509 , 含佈電施工 1 88,000 88,000
新竹機房核心交換器6509，無不斷電系統

，需補充不斷電設備/強化校園資安環境/校
區融整

120 網路交換器 48 port 100 BaseTX 1 63,000 63,000 各大樓交換器汰舊換新/提供優良的資訊基

礎建設/校區融整

兩校區異地備援作業系統，支援網頁及郵

件主機備援應用，以符合ISMS作業需求/落
實校園軟體智財權環境/校區融整

健全校園資訊、

資安、軟體智財

權環境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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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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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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印表機列印管理軟體 磁卡式印表機管理軟體 1 48,000 48,000 中大型印表機列印控管軟體，避免列印資

源浪費/落實校園軟體智財權環境/創新特色

122 網路交換器 24 port 1000 BaseTX 2 18,000 36,000 台北機房集中線材交換器，減少佈線成

本。/提供優質的資訊服務/校區融整

123 VPN網路認證閘道器 100人 1 700,000 700,000
VPN遠端網路連線認證，確保合法使用者使

用，避免駭客假冒身分入侵/強化校園資安

環境/校區融整。

124 伺服器
IBM eServer X3250 M2 4194-52V Intel E3110
3.0GHz 1 70,300 70,300

125 CMoney投資決策分析

系統

含260項以上 35G 完整財經資料庫歷史資料，三年

期，教育專員教學，伺服器版安裝光碟，平裝操

作手冊。

1 1,200,000 1,200,000

126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66 22,000 1,452,000 更新實驗室設備/培養JAVA軟體工程人才 資管系
企業E化教學實

驗室

127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57 22,000 1,254,000

128 多媒體廣播教學平台 TRBS(含安裝測試施工) 1 146,560 146,560

129 學生桌
兩人，含語言教學設備器材及書桌工程、語言教
學設備器材設備(卡式錄音座)安裝測試工程

16 11,500 184,000

130 學生桌
參人，含語言教學設備器材及書桌工程、語言教
學設備器材設備(卡式錄音座)安裝測試工程

8 20,375 163,000

131 穩壓器 110V(30KVA) 1 85,000 85,000

132 電源佈線 新設網路點56點、電源線路等配置 1 90,600 90,600

$22,772,462合   計

教學使用/多媒體視聽教室及語言中心之儀

器設備修繕維護與耗材之添購

提供院內各系輔助教學使用/完備院辦各項

資源設備，提升本院服務品質

建立全院共用商

管模擬教學環境

計畫

商學院

應英系

情境模擬語言數

位學習製作室計

畫

健全校園資訊、

資安、軟體智財

權環境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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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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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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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冊、卷)

1 P 批 1 1,200,000 1,200,000

2 P 批 1 1,800,000 1,800,000

$3,000,000合    計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圖書館
充實館藏/統籌全校圖書資源/新穎圖儀/發展為

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

支持提供多元化

服務的圖書館

備註優先序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數量 預估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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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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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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2 22,000 44,000 電研社、學生會、各社團/改善學生社團活動空間，強化社

團E化作業，推動社團多元發展/親和環境

2 筆記型電腦 雙核心cpu 1 48,000 48,000 學生會及社團於戶外辦活動時可隨時接用/改善學生社團活

動空間，強化社團E化作業，推動社團多元發展/親和環境

3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不含還原卡） 1 21,000 21,000 個案輔導資料管理/健全學生輔導機制/專業輔導/增添諮商

輔導與行政設備與軟體，提升輔導效能

馨海社-學輔

中心

4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不含還原卡） 1 21,000 21,000 供社團及學會行政事務營運/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加
強及整合教學資源與設備，調整規劃空間

5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不含還原卡） 1 21,000 21,000 供宿委會行政事務營運/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加強及

整合教學資源與設備，調整規劃空間

6 麥克風音響組 MIPRO MA707(含麥克風*2) 1 25,000 25,000 提供學會、社團活動宣傳、戶外活動用/擴充社團設備，以

利其發展/加強及整合教學資源與設備，調整規劃空間

7 冷錶上光機  最大上光幅寬340mm 1 21,250 21,250
學生社團活動宣傳品、海報、邀請卡等上光用/擴充社團設

備，以利其發展/加強及整合教學資源與設備，調整規劃空

間

8 揚聲器 山葉 A10 1 18,000 18,000 吉他社-學務

處進修組

9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1 22,000 22,000 學生會-學務

處進修組

10 混音座 高功率;山葉 EMX212S 1 25,000 25,000 吉他社-學務

處進修組

11 數位攝影機 SONY DCR-SR220  400萬畫素  60GB 1 29,000 29,000 學生社團活動紀錄及宣導使用/強化學生社團活動，豐富校

園生活/親和環境/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社團共用-學
務處進修組

健全學生

輔導機制

與多元活

動方式

學生社團使用/強化學生社團活動，豐富校園生活/親和環境

/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社團共用-課
指組

學生會-學務

處_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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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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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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1 22,000 22,000 學生社團使用/專業輔導/學生社團輔導

13 擴音器 chiayo adventure 800 1 29,000 29,000 學生社團使用/學生自治團體之輔導及運作/專業輔導/學生

社團輔導

14 數位相機 1000萬像素以上 1 16,000 16,000

15 數位攝影機
SONY DCR SR220(含腳架、背包再加一個電

池)
1 30,000 30,000

16 擴音機 CHIAYO ADVENTURE 800(含腳架) 1 29,000 29,000 社團活動使用/培育體育運動志工協助場器管理與校內外體

育活動/專業輔導

體育活動服

務社-體育室

_竹

17 數位單眼相機鏡頭 EF 75-300mm F4-5.6IS 1 21,900 21,900 學生會及社團於戶外辦活動時可隨時接用/改善學生社團活

動空間，強化社團E化作業，推動社團多元發展/親和環境
課指組

18 數位相機
超廣角高變焦數位相機另含： SD8G、腳架、
專用讀卡機、電池

1 13,800 13,800 學生社團活動紀錄及宣導使用/強化學生社團活動，豐富校

園生活/親和環境/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學輔中心

19 數位單眼相機

含EF-S18-55鏡頭、Nissin Di622閃光燈、canon
RS60E3快門線、Kenko ProlD 58mm保護鏡、
SD8GB、Jenova 25002相機包、電池2

1 32,300 32,300 學生社團活動花絮拍攝/學生自治團體之輔導及運作/專業輔

導/學生社團輔導
學務處_竹

20 彩色雷射印表機 A4紙張，含雙面列印器及網路卡 1 35,418 35,418 學生社團使用/強化學生社團活動，豐富校園生活/親和環境

/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學務處進修組

21 數位媒體播放器 Macpower D8-M1高清高畫質數位媒體播放器 1 25,000 25,000 學生社團使用/強化學生社團活動，豐富校園生活/親和環境

/擴充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學務處進修組

合   計 549,668

健全學生

輔導機制

與多元活

動方式

學生社團活動花絮拍攝/學生自治團體之輔導及運作/專業輔

導/學生社團輔導

學生會-學務

處進修組_竹

附表七-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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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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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視主機 LILIN PDR-6160 2 40,000 80,000

2 緊急發報主機 具8迴路、防盜斷線保護及10W聲光喇叭 1 15,000 15,000

3 監視主機 LILIN PDR-6160 3 40,000 120,000 監視系統主機/增設全校監視設備/親和環境/新增

監視設備以補足現有監視設備不足處
總務處_竹

$215,000合   計

校園安全系統/加強校園安全防護措施/親和環境/
建置安全校園

事務組

增設校園安全

相關設備

附表八-16



 附表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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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6,482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校外研究 2,002,000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參加國內外研習、校內舉辦之研習 1,484,482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1,200,000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論文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1,900,000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450,000  

 改進教學 獎助教師設計編製具改進教學之教材 2,200,000 含編纂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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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照 250,000  

 輔導實習 奬助輔導學生實習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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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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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0  

四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2,036,200  

五 新聘教師薪資 改善師資結構 4,478,548  

合         計 $17,358,230  

註一：本表請填列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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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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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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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機訊號同步播放

器
支援高解析度 1920 x 1440，60Hz ，附線材3條 1 2,500 2,500

2 塑限板 上物毛玻璃下部木墊 5 2,800 14,000

3 砂輪機 砂輪尺寸：6"(含)以上; 砂輪轉速：3,450  rpm 1 3,000 3,000

4 吉爾摩式試驗儀
 小貫入針 113.4g  ∮2.12mm;  大貫入針 453.6g

∮1.06mm
2 4,800 9,600

5 抗彎試體模 符合ASTM C31規範 5 4,800 24,000

6 混凝土震動棒 10000RPM 1 7,000 7,000

7 貫入度試驗儀

Kelly Ball

符合ASTM C360、半圓球重14kg、把手∮1/4" *

5"

1 9,000 9,000

8 液限儀 手動附ASTM括刀1支 5 9,000 45,000

9 無線麥克風 MIPRO MR-823（2支麥克風） 1 9,000 9,000

10 防潮箱 H195×W120×D66cm 1 9,100 9,100

11 無線接收機
mipro mr823（付2支無線麥克風，1支有線麥克

風，1臺無線接收主機）UHF超高頻
1 9,500 9,500

12 除溼機 110V 1 6,000 6,000 維護設備/提昇教學及研究設備/建置院系特色實

驗室及研究中心

土木系

防災檢測

與試驗專

業教室計

畫

教學/提昇教學及研究設備/建置院系特色實驗室

及研究中心

附表十-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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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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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3 7,800 23,400 新增專業教室設備/加強學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

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14 石膏像 素描石膏像 10 6,000 60,000
增建台北校區素描教室設備教學需求素描用/加

強學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

及發展教學特色

15 DVD 放影機

PIONEER DV-310S DVD 放影機含以上 可播影

片,數位相片,數位音樂Dolby Digital /含安裝及

線材

1 6,000 6,000

16 無線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MIPRO MR-823（含2支麥克風）含

以上 最新型（含2支麥克風）/含安裝及線材
1 9,000 9,000

17 無線接收機 mipro mr823含以上 最新款 1 9,500 9,500

18 抽風機 暗房不漏光抽風機;Doran 10*10寸含以上 2 5,600 11,200
增置台北校區暗房設備教學須求/加強學生實務

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

特色

19 無影罩
閃光棚燈無影罩;Falcon Eyes/ SBM-6060/60*60

含以上
1 1,700 1,700

20 無影罩
閃光棚燈無影罩;Falcon Eyes/ SBM-6090/60*90

含以上
1 2,100 2,100

21 大型束光筒
大型束光筒;Falcon Eyes/Bowen接環附兩種蜂巢

片和濾片含以上
1 2,400 2,400

22 燈架 中型氣壓式燈架Sls SLS-LS96HAB 3 2,400 7,200

23 蜂巢控光片 Falcon Eyes/56cm蜂巢控光片含以上 1 3,000 3,000

24 雷達罩 Falcon Eyes/SFA-SR56 /56cm含以上 1 3,600 3,600

增建台北校區設計教室教學設備/加強學生實務

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

特色

增置台北校區攝影棚儀器設備教學須求/加強學

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

展教學特色

視傳系

情境創意

空間實驗

室計畫

附表十-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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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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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無影罩 閃光棚燈蜂巢無影罩;Falcon Eyes/80*120 1 4,000 4,000

26 背景昇降系統 FALCON EYES /B-3W/手動3支含以上 1 4,000 4,000

27 燈架
快速升降燈架;AURORA/AUR025/250*32cm含以

上
1 4,600 4,600

28 無影罩 閃光棚燈無影罩;AURORA/60*80寬黑邊含以上 1 5,500 5,500

29 折合椅 塑鋼折合椅 25 600 15,000

30 遊戲軟體 PS3 潛龍諜影 1 1,200 1,200

31 遊戲軟體 PS3 鐵拳 1 1,200 1,200

32 遊戲軟體 XBOX360 戰爭機器 1 1,200 1,200

33 遊戲軟體  XBOX360 實感賽車 1 1,200 1,200

34 遊戲軟體 Wii 馬力歐賽車 1 1,200 1,200

35 遊戲軟體 Wii Sport 1 1,200 1,200

36 遊戲軟體 PSP 真三國無雙 1 1,200 1,200

37 遊戲軟體 PSP 機器人大戰 1 1,200 1,200

38 遊戲軟體 NDS 妙廚老媽 1 1,200 1,200

增置台北校區攝影棚儀器設備教學須求/加強學

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

展教學特色

建置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加強學生實務能力/提

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視傳系

數媒系

情境創意

空間實驗

室計畫

數位遊戲

開發實驗

室計畫

附表十-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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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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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遊戲軟體 NDS 太鼓達人 1 1,200 1,200

40 電腦椅 人體工學五爪塑鋼附扶手 1 1,500 1,500

41 電腦桌 160*74*70 13 2,600 33,800

42 網路交換器 24port 2 5,000 10,000

43 行動遊戲主機-NDS Nintendo(任天堂) 新型 1 7,000 7,000

44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21 7,800 163,800 建置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提升教學成果/建置院

系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

45 行動遊戲主機--PSP SONY 新型 1 8,000 8,000 建置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加強學生實務能力/提

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46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3 7,800 23,400 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建置/提升教學成果/提昇教

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47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16 7,800 124,800
建置「軟體工程研究中心」各項軟硬體設施/培

養JAVA軟體工程人才/爭取產學合作、吸取實務

經驗

48 折合椅 塑鋼折合椅 21 600 12,600 強化「資訊安全實驗室」各項軟硬體設施/資訊

安全特色發展

49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16 7,800 124,800
強化「電子商務中心」各項軟硬體設施/發展中

小企業商務模式創新及電子商務應用/爭取產學

合作、吸取實務經驗

資管系

建構中小

企業商務

模式創新

及電子商

務應用中

心計畫

建置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加強學生實務能力/提

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數媒系

數位遊戲

開發實驗

室計畫

數媒系

數位遊戲

開發實驗

室計畫

建置數位創作特色實驗室/加強學生實務能力/提

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附表十-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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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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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網路交換器 24 port 3 5,000 15,000 教學軟體廣播用/充實教學儀器設備 資工系

強化數位

家庭精緻

化發展計

畫

51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不含固定座) 2 7,000 14,000
電研社、學生會、各社團/改善學生社團活動空

間，強化社團E化作業，推動社團多元發展/親

和環境

社團共用-課

指組

52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不含固定座) 1 7,000 7,000 個案輔導資料管理/健全學生輔導機制/專業輔導/

提升諮商輔導環境與品質

馨海社-學輔

中心

53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不含固定座) 1 7,000 7,000
充實設備便於宿委會行政事務營運/擴充社團設

備，以利其發展/加強及整合教學資源與設備，

調整規劃空間

學生會-學務

處_竹

54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不含固定座) 1 7,000 7,000
充實設備便於學生社團行政事務營運/擴充社團

設備，以利其發展/加強及整合教學資源與設備

，調整規劃空間

學生會-學務

處_竹

55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不含固定座) 1 7,000 7,000 學生社團使用/強化學生社團活動，豐富校園生

活/親和環境/擴充學生社團設備，以利其發展

學生會-學務

處進修組

56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不含固定座) 1 7,000 7,000 學生社團使用/學生自治團體之輔導及運作/創新

特色/學生社團輔導

學生會-學務

處進修組_竹

57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含固定座 66 7,800 514,800 教學用/提升教學品質/新穎圖儀/提升教學品質 商務系

健全學生

輔導機制

與多元活

動方式

附表十-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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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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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櫥櫃

玻璃加框拉門上置式鋼櫃

W900*D450*740(mm)+二小一大抽屜式鋼櫃

W900*D450*740(mm)

3 9,000 27,000 增建設備/加強學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

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59 石膏像 素描石膏像 10 6,000 60,000

60 靜物寫生素材 蠟菜蔬果等 1 3,000 3,000

61 立燈 H1600mm高度、燈光可調式。 3 2,000 6,000
增置攝影棚儀器設備教學須求/加強學生實務能

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

色

62 專業畫架 可調整高度和傾斜角度 2 1,000 2,000

63 活動推車 四輪三層推車。 1 3,000 3,000

64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66 7,800 514,800 教學用/提升教學品質/新穎圖儀/提升教學品質 資管系

$2,036,200

校長　　　               　　　教務長　　　                         　總務長　                              　　學務長                                              會計主任　                                   人事室主任

合   計

增建素描教室設備教學需求素描用/加強學生實

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

學特色

增建素描教室設備教學需求素描用/加強學生實

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

學特色

情境創意

空間實驗

室計畫

情境創意

空間實驗

室計畫

視傳系

視傳系

附表十-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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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不斷電系統 30KV 1      500,000 500,000

台北機房不斷電系統幾近飽和，部份機櫃已無法

提供不斷電服務，需擴充機櫃UPS設備/強化校園

資安環境/校區融整

134 網路監控交換器 cisco 6506 1   1,700,000 1,700,000
校園與宿舍網路流量監控與封包檢查，確保校園

網路安全/強化校園資安環境/校區融整。

135 機櫃電壓控制器 24個電力插座PDU電壓控制器 6        30,000 180,000
台北機房機櫃伺服器電力控制，加強即時控管效

能/強化校園資安環境/校區融整。

136 機房安控錄影系統 16分割每秒2frame 1 80,000 80,000
監控人員進出管制, 確保機房使用安全符合資安需

求/強化校園資安環境/校區融整。

137 網路交換器 48Port， 100M 5        63,000 315,000
各大樓交換器汰舊換新/提供優良的資訊基礎建設/

校區融整

138 電動螢幕 120吋，含安裝及線材，吊架 1        15,000 15,000
增建設備/加強學生實務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

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色
視傳系

2,790,000

65 畫版 全開畫板115*85cm含5尺原木室內畫架 60 820 49,200

67 寫生椅 圓形高腳椅 60 800 48,000

68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26 7,800 202,800

69 老師桌 210*60*75、90*60*75 1 3,000 3,000

70 網路交換器 24port 3 5,000 15,000

318,000

3,108,000合計

附表十一

資本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資本門預備採購項目小計

改善教學物品預備採購項目小計

應英系

電算中心

增建素描教室設備教學需求素描用/加強學生實務

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加強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學特

色

視傳系

教學使用/多媒體視聽教室及語言中心之儀器設備

修繕維護與耗材之添購

附表十一-23/23



中國科技大學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總表 

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貮 
  一  
     (一) 支持發展院

系特色相關計

畫 
       3. 管理學院 

 

無 
 

C.應用英語理系—情境模擬語言數位學習製作室計畫 

配合管理學院「產業職能數位情境模擬實驗室」之建

置，提供學生製作數位語言學習材料，達成自主學習

為目的，特別推動本計畫。本計畫之目的為養成學生

自主學習，課程教學採用任務教學法，由學生自訂或

教師輔導選擇學習題目與方向 教師預先提供基礎學

習材料，學生在加入自己搜尋之教材到語言實驗室使

用數位教材製作軟體，製做個人化之數位學習教材。

內容可依以專業英文領域來分類，或可依語言能力聽

說讀寫來分類，或可以更深入之各句法、時態。本系

雖屬管理學院 但從學習角度來說，語言所具有的工具

性本質，可跨不同領域發展，本計畫之推動，除管理

學院外，亦將對其他學院有所助益。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

規劃之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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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成上述之學校總體目標，98 年度執行策略如下： 
1.於經常門編列 2,002,000 元獎助教師專案研究及取得校

外計畫，編列 900,000 元獎助教師進修，以提昇研究能

力，編列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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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 元補助教師升等送審，編列 1,500,000 元

獎助教師設計及編製教具改進教學教材；藉以提昇師資

  為達成上述之學校總體目標，98 年度執行策略如下： 
1.於經常門編列 2,002,000 元獎助教師專案研究及取

得校外計畫，編列 1,200,000 元獎助教師進修，以提

昇研究能力，編列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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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 元補助教師升等送審，編列 2,200,000

元獎助教師設計及編製教材改進教學；藉以提昇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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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素質及結構，並改善教學之品質及內容 
3.編列 1,222,171 元以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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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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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

 
 
 
(二)編列 277,000 元以提供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相關業務。 
 
(三)編列 300,000 元以提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業務。 
(四)編列 905,600 元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改善教學

之用。 
  

資素質及結構，並改善教學之品質及內容 
3.編列 1,484,482 元以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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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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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元以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

證照。 
7.編列 400,000 元以獎助教師輔導學生實習。 

 
(二)編列 277,000 元以提供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相關業

務。 
(三)編列 380,000 元以提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業務。 
(四)編列 2,0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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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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肆、預期成效 

二、預期實施成效 

(二) 經常門 

 

 

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獎補

助教師研

究 

獎補助內容包括教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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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學生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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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獎補

助教師

研究 

獎補助內容包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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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變更，請詳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附表一。 

附表二 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變更，請詳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附表二。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變更，請詳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附表三。 

附表四 經費支用項目名稱、規格及金額變更，請詳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附表四。 

 3



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附表七 經費支用項目變更，請詳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附表七。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變更：請詳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附表九。 

附表十 經費支用項目變更，請詳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附表十。 

附表十一 經費支用項目變更，請詳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附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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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
(5)=(3)+(4)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

(5)=(3)+(4)

$16,347,385 $38,153,704 $43,895,360 $15,441,438 $30,132,336 $34,652,186

補助款60﹪ 獎助款60﹪
自籌款

（63.48 ﹪）
補助款40﹪ 獎助款40﹪

自籌款

（36.52 ﹪）
補助款60﹪ 獎助款60﹪

自籌款

（67.85 ﹪）
補助款40﹪ 獎助款40﹪

自籌款

（32.15 ﹪）

$9,808,431 $13,083,791 $6,538,954 $8,722,528 $9,264,863 $8,814,539 $6,176,575 $5,876,359

合計 合計

占總經費比例 占總經費比例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40﹪。前段經常門預算得流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六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

分之三十五。

經費變更說明：98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金額計 38,153,704 元，較98年度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金額30,132,336元，增加8,021,368元，學校自籌款依原支用計畫

書15%比例計算，增加至5,741,656元，預計98年度應執行數共43,895,360 元整。為配合標餘款處理原則，另編列附表十一預備項目3,108,000元，用以因應採購結餘款。

金額

$26,537,130

$21,806,319 $5,741,656

$17,358,230

$14,690,898

$22,892,222 $15,261,482 $18,079,402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

98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98年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獎助款(2) 自籌款(4) 獎助款(2) 自籌款(4)

$1,453,000

$4,519,850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12,052,934

$3,644,908 金額 $3,066,850$2,096,748

$21,146,252 $13,505,934

60.46% 39.54% 61.02% 38.98%

附表一-1/8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至少占

資本門經費60﹪以上【不含自籌款金額】）
19,127,554 83.55% 3,644,908 100.00% 22,772,462 85.81% 14,443,152 79.89% 3,066,850 100.00% 17,510,002 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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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13.10% 0 0.00% 3,000,000 11.30% 3,000,000 16.59% 0 0.00% 3,000,000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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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668 2.40% 0 0.00% 549,668 2.07% 421,250 2.33% 0 0.00% 421,250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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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00 0.94% 0 0.00% 215,000 0.81% 215,000 1.19% 0 0.00% 215,000 1.02%

合計 $22,892,222 100.00% $3,644,908 100.00% $26,537,130 100.00% $18,079,402 100.00% $3,066,850 100.00% $21,146,252 100.00%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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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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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自籌款

98年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自籌款項   目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經費變更說明：98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金額計 38,153,704 元，較98年度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金額30,132,336元，增加8,021,368元，學校自籌款依原支用計畫書15%比例計算，增加至

5,741,656元，預計98年度應執行數共43,895,360 元整。資本門支出之調整有三大主軸：一、符合學校中程計畫特色發展者；二、資訊安全相關設備部份；三、智慧財產權部分，資本門經過本次核定後增加，以此三

原則做調整。依照第一原則，包括應英系視聽情境模擬教室為本次新增之特色計畫，其餘如視傳系、資管系、商務系等，為原特色計畫之擴充。

獎補助款 總經費 獎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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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說明書（附表六）

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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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1,820,000 研究   11.92 ﹪ 研究＄182,000 研究     8.68﹪ 研究＄1,820,000 研究   15.10 ﹪ 研究＄182,000 研究    12.53﹪

研習＄1,484,482 研習  9.73 ﹪ 研習＄0 研習     0.00﹪ 研習＄1,222,171 研習   10.14 ﹪ 研習＄0 研習     0.00﹪

進修＄1,200,000 進修   7.86 ﹪ 進修＄0 進修     0.00﹪ 進修＄800,000 進修   6.64 ﹪ 進修＄100,000 進修     6.88﹪

著作＄1,900,000 著作   12.45 ﹪ 著作＄0 著作    0.00 ﹪ 著作＄1,900,000 著作    15.76﹪ 著作＄100,000 著作    6.88﹪

升等送審$450,000 升等送審2.95 ﹪ 升等送審$0 升等送審0.00﹪ 升等送審$450,000 升等送審3.73 ﹪ 升等送審$0 升等送審0.00﹪

改進教學$2,2000,00改進教學14.41 改進教學＄0 改進教學0.00 改進教學$1,400,000 改進教學11.62﹪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6.88﹪

競賽優勝$300,000 競賽優勝1.97 ﹪ 競賽優勝＄0 競賽優勝 0.00﹪ 競賽優勝$250,000 競賽優勝2.07 ﹪ 競賽優勝 競賽優勝  3.44﹪

取得證照$250,000 取得證照1.64﹪ 取得證照＄0 取得證照  0.00 取得證照$100,000 取得證照0.83﹪ 取得證照 取得證照 3.44﹪

輔導實習$400,000 輔導實習2.62% 輔導實習$0 輔導實習0.00%

合計＄10,004,482 合計    65.55﹪ 合計＄182,000 合計   8.68﹪ 合計＄7,942,171 合計    65.89﹪ 合計＄582,000 合計   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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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00 1.82% $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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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00 2.3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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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0 2.49% $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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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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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1.96% $1,736,200 82.8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200,000 1.66% $705,600 48.56%

五、其他 五、其他

六、新聘教師薪資 $4,300,000 28.18% $178,548 8.52% 六、新聘教師薪資 $3,333,763 27.66% $165,400 11.39%
七、現有教師 七、現有教師

總　　計 $15,261,482 100﹪ $3,523,244 100﹪ 總　　計 $12,052,934 100﹪ $1,453,000 100﹪

獎補助款 內容說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說明）

自籌款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98年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項   目
獎補助款 內容說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說明）
項   目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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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配原則：

1.依本校中長期發展

計畫分配。

2.為提升研究風氣及

專業能力，故研究、

研習、進修、及著作

等項優先分配。

3.為改善師資結構，

補助聘請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之薪資。

4.鼓勵教職員學習新

知，充實專業知識，

以提升行政效能。

5.比例係針對歷年實

際支用經驗及本校現

況等條件編列。

(二)審查機制：

經專責小組開會審議

預算，各申請案提教

評會審查，核銷結案

報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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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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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說明：依審查意見增加改進教學之獎助額度,增加獎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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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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110 系統異機還原軟體 Acronis Universal Restore 1 20,000 20,000 電算中心 刪除

111 系統備份還原軟體
Acronis True Image Enterprise
Server 1 63,000 63,000 電算中心 刪除

123 VPN網路認證閘道

器
100人 1 700,000 700,000 電算中心 新增 新增

124 伺服器

IBM eServer X3250 M2
4194-52V Intel E3110
3.0GHz

1 70,300 70,300 商學院 新增 新增

125 CMoney投資決策分

析系統

含260項以上 35G 完整財經

資料庫歷史資料，三年期，

教育專員教學，伺服器版安

裝光碟，平裝操作手冊。

1 1,200,000 1,200,000 商學院 新增 新增

126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66 22,000 1,452,000 資管系 新增 新增

127 電腦主機 雙核心cpu(含還原卡） 57 22,000 1,254,000 應英系 新增 新增

128 多媒體廣播教學平

台
TRBS(含安裝測試施工) 1 146,560 146,560 應英系 新增 新增

129 學生桌

兩人，含語言教學設備器材

及書桌工程、語言教學設備

器材設備(卡式錄音座)安裝

測試工程

16 11,500 184,000 應英系 新增 新增

130 學生桌

參人，含語言教學設備器材

及書桌工程、語言教學設備

器材設備(卡式錄音座)安裝

測試工程

8 20,375 163,000 應英系 新增 新增

131 穩壓器 110V(30KVA) 1 85,000 85,000 應英系 新增 新增

132 電源佈線
新設網路點56點、電源線路

等配置
1 90,600 90,600 應英系 新增 新增

小計 $5,345,460 小計 $83,000

98年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變更

項目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因整體發

展獎補助

金額提高

，故增列

採購項目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變更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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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17 數位單眼相機鏡頭 EF 75-300mm F4-5.6IS 1 21,900 21,900 課指組 新增 新增

18 數位相機
超廣角高變焦數位相機另含： SD8G、腳架、

專用讀卡機、電池
1 13,800 13,800 學輔中心 新增 新增

19 數位單眼相機

含EF-S18-55鏡頭、Nissin Di622閃光燈、canon
RS60E3快門線、Kenko ProlD 58mm保護鏡、

SD8GB、Jenova 25002相機包、電池2
1 32,300 32,300 學務處_竹 新增 新增

20 彩色雷射印表機 A4紙張，含雙面列印器及網路卡 1 35,418 35,418 學務處進修組 新增 新增

21 數位媒體播放器 Macpower D8-M1高清高畫質數位媒體播放器 1 25,000 25,000 學務處進修組 新增 新增

小計 $128,418 小計 $0

因整體發

展獎補助

金額提高

，故增列

採購項目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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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更理由
98年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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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10,186,482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8,524,171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校外研

究
2,002,000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校外研

究
2,002,000

研習
獎助內容包括參加國內外研習、

校內舉辦之研習
1,484,482 研習

獎助內容包括參加國內外研習、

校內舉辦之研習
1,222,171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1,200,000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900,000

改進教學
獎助教師設計編製具改進教學之

教材
2,200,000 改進教學

獎助教師設計編製具改進教學之

教材
1,500,000

競賽優勝 奬助教師及指導學生參加競賽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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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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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實習 獎助教師輔導學生實習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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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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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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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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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四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2,036,200 四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905,600

五 其他(新聘教師薪資) 改善師資結構 4,478,548 五 其他(新聘教師薪資) 改善師資結構 3,499,163

$17,358,230 $13,505,934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

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98年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論文於國內外著名

期刊
1,900,000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論文於國內外著名

期刊
2,000,000

升等送審  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450,000 升等送審  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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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說明：依審查意見增加改進教學之獎助額度,增加獎助項目

450,000

合        計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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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57 液晶螢幕 17吋含防刮含固定座 66 7,800 514,800 商務系 新增 新增

58 櫥櫃

玻璃加框拉門上置式鋼櫃

W900*D450*740(mm)+二小一

大抽屜式鋼櫃
W900*D450*740(mm)

3 9,000 27,000 視傳系 新增 新增

59
石膏像 素描石膏像 10 6,000 60,000

視傳系 新增 新增

60 靜物寫生素蠟菜蔬果等 1 3,000 3,000 視傳系 新增 新增

61 立燈 H1600mm高度、燈光可調式。 3 2,000 6,000 視傳系 新增 新增

62 專業畫架 可調整高度和傾斜角度 2 1,000 2,000 視傳系 新增 新增

63 活動推車 四輪三層推車。 1 3,000 3,000 視傳系 新增 新增

64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66 7,800 514,800 資管系 新增 新增

小計 $1,130,600 小計 $0

變更理由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

因整體發

展獎補助

金額提高

，故增列

採購項目

98年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變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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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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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133 不斷電系統 30KV 1                  500,000 500,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4 網路監控交換器 cisco 6506 1               1,700,000 1,700,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5 機櫃電壓控制器 24個電力插座PDU電壓控制器 6                    30,000 180,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6 機房安控錄影系統 16分割每秒2frame 1 80,000 80,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7 網路交換器 48Port， 100M 5                    63,000 315,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8 電動螢幕 120吋，含安裝及線材，吊架 1                    15,000 15,000 視傳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2,790,000

65 畫版
全開畫板115*85cm含5尺原木室內

畫架
60 820 49,200 視傳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67 寫生椅 圓形高腳椅 60 800 48,000 視傳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68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26 7,800 202,800 應英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69 老師桌 210*60*75、90*60*75 1 3,000 3,000 應英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70 網路交換器 24port 3 5,000 15,000 應英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318,000

$3,108,000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

附表十一、資本門預備款項目設備明細表

資本門預備採購項目小計

改善教學物品預備採購項目小計

使用單位 變更項目

經費變更說明：以上項目為本校考慮資本門在採購時終將有標餘款，因此將上表附表十一 列為預備項目，併同此次修正支用計畫書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審議，未列

入98年度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之預算項目，除作為標餘款之採購項目外，以上資本門預算項目也將會全數執行完畢。

合計

優先序 項目名稱
98年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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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97學年度第2學期 

第1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98 年 3 月 24 日(星期二)14:00 

地點：台北校區－格致大樓 903 會議室 

   新竹校區－健心館國際會議廳 

主席：校長                                  記錄： 龔鴻裕 

出席：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今天的主題為討論修正「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

用計畫書」相關事宜，在此之前，先請秘書室提工作報告。 

貳、工作報告： 

秘書室： 

     工作報告包含二個部分(詳附件一、二)，第一部分的報告，是針對 3

月 2 號「98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

的來文，大體上可區分為建議事項與正面肯定事項。 

建議事項 

一、學校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未能顯示未來各年所擬進行之各項重點

計畫活動與擬購置之儀器設備預算。 

二、專責小組會議記錄出席率有待改善。 

三、學校對教師在教學投入方面之鼓勵較顯不足。 

四、請留意於實際執行時予以落實，並勿以結餘款逕行沖銷自籌款使用。 

正面肯定 

一、經費稽核委員會尚能正常運作，且有審查記錄。 

二、學校發展重點之執行與管考尚屬具體詳盡，並能說明經費支用規劃

與校院系特色相關計畫間之關聯性。  

三、學校針對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已作簡略說明 

 1



四、學校已參考「政府採購法」訂定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經校務

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五、獎補助款資本門中教學儀器設備規劃佔 79.89%，且資本門自籌款 NT$ 

3,066,850 元，所列充實教學儀器設備之預期成效尚屬具體明確。  

六、獎補助款經常門中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規劃，未規劃經常門經費於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惟於實際執行時是否能予落實尚待觀察。 

    其中需要特別注意的項目是： 

1.專責小組的出席率首次提出，之後會議出席率須注意。 

2.未來各系在填寫中程計畫時分年經費預算表應更加詳細。 

 

    第二部分的報告，是針對獎補助款工作小組近期的工作向各位委員說

明。近期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相關作業包含： 

一、訪視書面審查作業(自評表)-規定 3.27 繳交，工作小組(學、總、研、

祕、人、會承辦人)已進行二次工作會議，內容大致完成。 

二、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研討會-3.31(管科會主辦)，總、

研、會各派一名承辦人與會。 

三、修正 98 年支用計畫書-預定 3月底完成，4.3 前報部，於今日專責

小組討論後，陸續完成文字說明與定稿。 

 

工作報告檢討： 

校長： 

謝謝龔老師的說明，也謝謝各單位針對本次會議的努力。檢討建議事

項，第一、中程計畫之資料能更完善、充足；第二、專責小組會議未出席

者，未來擬將出缺席列入各系核定獎補助款配額之參考，以作為誘因；第

三、本校教師對教學之鼓勵多由卓越計畫補助，所以呈現獎勵教學偏低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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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對於建議此事項，是否可提出申覆的機會，如建議事項第四點。 

秘書室：此次的審查意見僅供學校參考，沒有申覆的程序。 

校長： 

那建議事項的第四點，「請留意於實際執行時予以落實，並勿以結餘

款逕行沖銷自籌款使用。」是什麼樣的情況，請大家討論。對其他建議事

項也請一併提出討論。 

會計室： 

針對第四點的建議，較早以前有標餘款的問題，教育部以往未宣布相

關規定，當教育部明文規定後已無此現象。 

人事室： 

建議事項第三點已於週一行政會議上提出作出改善，往後這方面可望 

有所提升。 

校長： 

今年核配的經費多增一千餘萬，希望各單位能有所改變才能進步，尊

重對方的意見並改善，正面肯定很多。「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研討會」由

主任秘書帶隊參加，期望研討會結束後能針對 98 年度所得到經費與績效

指標對應進行比較改善，並提出書面報告。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修正本校「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案，提請討論。 

說明： 

秘書室： 

本次提案的資料，請大家詳閱附件三至五。有關修正本校「98 年度私

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案，請先看補充報告。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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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報告書結合全校整體策略跟各單位分工表做歸納。今年度所提出計畫

有卓越教學、深化學生關懷與輔導、實務研究與產學合作、效能行政、永

續校園跟 E 化校園，因需要有通力合作感覺，故把各單位的工作項目作分

配表。 

在經費資本門部份分為四大項：第一項「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

設備」其主要用途在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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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支

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與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第四項

「其他」支持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和增設校園安全相關

設備。 

經常門分類為五大項：第一項「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支持發展院系

特色相關計畫。第二項「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在於提升行政效

能。第三項「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目的是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

活動方式。第四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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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新聘教師薪資」支持發展院系特色

相關計畫。 

 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在於支持發展院系特色

相關計畫，修正後支持的特色計畫包含： 

規劃與設計學院： 

土木系—防災檢測與試驗專業教室計畫  

視覺傳達系—情境創意空間實驗室計畫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數位遊戲開發實驗室計畫 

商學院 

商學院—建立全院共用商管模擬教學環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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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金融系—財務決策實境模擬實驗室計畫  

管理學院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供銷服務營運創新平台計畫  

休閒管理系—常青族營養與健康促進室計畫  

應英系—情境模擬語言數位學習製作室 

資訊學院 

資訊管理系—建構中小企業商務模式創新及電子商務應用中心計畫  

資訊工程系—強化數位家庭精緻化發展計畫  

 

      資本門其他用於： 

1.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 

2.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館； 

3.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 

4.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會計室： 

會計室由總經費的角度向各位報告，關於本次修正計畫調整金額中間

的關聯。請參考手上 98 年支用計畫書變更計畫對照表。右半部為原先 11

月底送出審查金額，左半部為今天要提的修正案安排。原先為 11 月底教

育部要求先送支用計畫書預估可拿到經費為 31,120,000 左右，而在三月

份收到核定通知書金額是 38,153,704 元，增加了 800 多萬，自籌款部份

在送出計畫時以 15%提出，在請示過校長與董事會後決定自籌款部份維持

原先的 15%。98 年總經費會提升約為 4,389 萬多，與原先支用計劃多一千

多萬。 

從整體發展獎補助精神，規範資本門須佔百分之六十，經常門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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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四十，自籌款部分並無限制。97 年度教育部開始推行私校資本門提

列折舊，有關單價一萬元以下設備屬於經常門部份，經常門屬於物品則不

列入折舊，但基本上尚屬於資本門部份，例如：電腦螢幕。 

      另外，有關委員認為議價標餘款仍需全數執行；不可回收當成學校的

經費。因此，在考慮標餘款情況下，總預算會比 43,895,360 更多，資本

門的議價百分比過去約佔 8%~15%，實際執行是依照當時預估價格與最後

議價作和市場變動決定。按照配比計算資本門是 26,537,160，而經常門

佔 17,358,230。經常門裡包含一萬塊已下物品，稍後由人事室報告由 1

千 3 百萬到 1 千 7百萬之間的變動是如何。 

      資本門支出之調整有三大主軸：一、符合學校中程計畫特色發展者；

二、資訊安全相關設備部份；三、智慧財產權部分。資本門整體經費核算

出來總經費提報 46,954,760 元。支用計畫書經過本次核定後增加，以此

三原則做調整。依照第一原則，包括應英系視聽情境模擬教室為本次新增

之特色計畫，其餘如視傳系、資管系、商務系等，為原特色計畫之擴充。 

 

總務長： 

      由龔老師與會計室說明，大部分已相當明瞭。請參照附件資料，98

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增加五百三十四萬，附表七學輔設備方面增加十二萬八千七百多，皆為資

本門部份，扣掉刪除部分為電算中心因新的作業系統已提供此功能,因此

無須再購買。另外一萬元以下物品一百一十三萬列在資本門，用於視傳

系、資管系等，於附表十說明。標餘款的預備項目分 2,790,000 用於電算

中心，318,000 用在視傳系與應英系上。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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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門調整部分，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上，研習增加約 26 萬，

總額大約為 1,484,482；進修增加 30 萬，總金額為 1,200,000；改進教學

為調整幅度最大之比例，且符合委員之意見提高於研習與著作等，為

2,200,000，研發處另外編列 40 萬為輔導實習獎勵，此部份總金額為

10,186,482。 

另外，「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部份維持不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費」增加八萬塊、「1萬元以下之改善教學物品」增加一百一

十三萬故總金額為 2,036,200、「新聘教師薪資」增加 98 萬，整體來講總

經費提高至$17,358,230 

討論： 

校長：請大家提出討論。 

規劃設計學院陳院長： 

對建議事項第一點「學校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未能顯示未來各年

所擬進行之各項重點計畫活動與擬購置之儀器設備預算」，過去各院未列

入，故現在建議請秘書室建立一個格式方便於未來將各系之實驗室與特

色填寫，較於清楚。 

祕書室： 

預計於今年暑假重新設計一套作業規範與作業格式。格式內會依據

陳院長的建議增加進去。 

規劃設計學院陳院長： 

修正「98 年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補充報告」內第五頁，

應英系應為管理學院。 

校長： 

希望各院系代表能回去在系務會議說明，未來中程計畫應能更講出

重點，做出成績與方向，如此對於獎補助款相關業務，甚至對於兩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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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評鑑均有正面影響。另外，請通識中心也應該提出校內發展特色，

例如今年本校在博雅課程有重大改變，有所進步。 

人事室： 

煩請各位學術單位委員轉告系上老師，因應經常門部分提高，教師

獎助部分也提高了，一人一年已提高至三十六萬；麻煩宣導提高教師領

獎助的次數。近年來老師申請著作申請成長並不理想，被大家忽略。 

校長： 

教育部近來鼓勵產學合作的力道遠大於學術研究，請問試問著作與

研究如何配合。 

規劃設計學院陳院長： 

就目前的推動狀況來看，研究的部分多為特色案之先期研究，其中

特色案意指被學校努力推動為特色的案件。 

電算中心： 

經常門部份，專業證照的部份，最近教育部對證照有新的認定。學

校對於某些證照會予較寬認定。例如：MOS 證照並非大師級才給予認定。

此部分是否包含學生部分。 

會計室： 

學生部分為獎學金，學生部分未包含在內，此部分證照，主要是教

師取得證照，與輔導學生取得證照的獎勵。 

校長： 

將著作部份改為一百九十萬，移十萬至專業證照部份，以表示學校

在這方面的重視。請研發處研究，是否可放寬標準，提高獎助金額。最

近教育部公佈認可 150 幾種證照，雖為參考名單，但一定會有爭議，故

本校需檢討點數的計算。 

祕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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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育部放寬證照的認定，但校內獎補助款部分非算張數，而是

計算個人，鼓勵方向需要調整。 

校長：請研發處在推廣時，應將焦點放在證照普及度上。 

會計室：建議職員取得證照部份獎勵，也納入考量。 

校長：此建議很好，人事室請研究職員考取證照加入獎補助專業證照的部分。 

決議： 通過 

 

肆、臨時提案： 無 

 

伍、主席結論：  

獎補助款專案的啓示，說明未來建立特色是首要之務，未來任何資本

門經費，必須融合特色後，才予以考量。經常門部份，教師必須進步，

否則將受到淘汰。鼓勵考取證照經費之增加，盼有所改進。教師研習能

有明顯的進步，學生才得以成長。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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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相關作業  
工作報告

祕書室

2009.3.24



2

98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
 

畫書面審查意見(98.3.2來文)(1/2)
• 建議項目

– 學校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未能顯示未來各年所擬進
 行之各項重點計畫活動與擬購置之儀器設備預算，以
 致較無法具體顯示出經費支用計畫與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性。

– 專責小組會議記錄顯示對經費規劃、變更有詳實討
 論，但記錄顯示每次開會均約有7、8位人員缺席，出

 席率有待改善。

– 經常門經費中，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皆未編列預算，
 改進教學約佔獎助教師項目之22.03%；而研究為

 22.92%、著作為23.92%，顯見相較於研究，學校對
 教師在教學投入方面之鼓勵較顯不足。

– 自籌款規劃佔總獎補助款比例達15%，值得肯定，惟
 請留意於實際執行時予以落實，並勿以結餘款逕行沖
 銷自籌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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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
 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98.3.2來文)(2/2)

• 正面肯定

– 經費稽核委員會尚能正常運作，且有審查記錄。

– 學校發展重點之執行與管考尚屬具體詳盡，並能說明
 經費支用規劃與校院系特色相關計畫間之關聯性。

– 學校針對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已作簡略說明，並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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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一)項第3款之規定檢附相關資料，
 此外並提供4次專責小組及5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記錄
 供參。

– 經查，學校已參考「政府採購法」訂定請、採購規定
 及作業流程，並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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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一)項第7款規

 定，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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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
 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98.3.2來文)(2/2)

• 正面肯定
– 獎補助款資本門中教學儀器設備規劃佔79.89%，且資

 本門自籌款NT$ 3,066,850元，亦全數規劃用於此項，
 校務發展計畫所列充實教學儀器設備之預期成效尚屬

 具體明確。

– 獎補助款經常門中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規劃佔
 65.89%，且僅補助新聘教師薪資（約佔經常門獎補助

 款27.66%），未規劃經常門經費於補助現有教師薪
 資，殊值肯定，惟於實際執行時是否能予落實尚待觀

 察；目前之高階師資比為188：344，校務發展計畫所
 列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預期成效尚屬具體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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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相關作業(3-4月)

• 訪視書面審查作業(自評表)
– 規定3.27繳交

– 工作小組(學、總、研、祕、人、會承辦人)已
 進行二次工作會議, 內容大致完成

• 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研討會
– 3.31(管科會主辦)
– 總、研、會各派一名承辦人與會

• 修正98年支用計畫書
– 預定3月底完成, 4.3前報部

– 3.24專責小組討論後, 陸續完成文字說明與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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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98年支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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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整體策略推
 

動分工表

 卓

越

教

學 

深化學

生關懷

與輔導

實務研

究與產

學合作

效

能

行

政 

永

續

校

園 

e

化

校

園 

教務處 ˇ      

學務處  ˇ     

總務處     ˇ  

研發處   ˇ    

電算中心 ˇ     ˇ 

圖書館 ˇ  ˇ    

祕書室    ˇ   

人事室    ˇ   

行

政

單

位

會計室    ˇ   

規 劃 設 計

學院 
ˇ ˇ ˇ    

商學院 ˇ ˇ ˇ    

教

學

單

位
管理學院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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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與本校整體策略關聯表

 卓越

教學

深化學

生關懷

與輔導

實務研

究與產

學合作

效能

行政 

永續

校園

e化

校園

用途說明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ˇ  ˇ   ˇ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

計畫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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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ˇ  ˇ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

計畫 

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

元活動方式 

資

本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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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ˇ 

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

體智財權環境 

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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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與本校整體策略關聯表
 卓越教學 深化學生關懷

與輔導 

實務

研究

與產

學合

作 

效能

行政 

永續

校園

e 化

校園 

用途說明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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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提升行政效能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經費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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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經

常

門 

新聘教師薪資 ˇ ˇ ˇ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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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
 

劃關聯性

•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 規劃與設計學院

• 土木系—防災檢測與試驗專業教室計畫

• 視覺傳達系—情境創意空間實驗室計畫

•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數位遊戲開發實驗室計畫

– 商學院

• 商學院—建立全院共用商管模擬教學環境計畫

• 財務金融系—財務決策實境模擬實驗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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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
 

劃關聯性

• 支持發展院系特色相關計畫
– 管理學院

•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供銷服務營運創新平台計畫

• 休閒管理系—常青族營養與健康促進室計畫

• 應英系—情境模擬語言數位學習製作室

– 資訊學院
• 資訊管理系—建構中小企業商務模式創新及電子商

 務應用中心計畫

• 資訊工程系—強化數位家庭精緻化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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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
 

劃關聯性

• 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多元活動方式

• 支持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圖書館

• 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

• 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附件3-2

九十八年度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及理由-新增資本門標餘款預備採購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98年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使用單位 變更項目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133 不斷電系統 30KV 1             500,000 500,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4 網路監控交換器 cisco 6506 1          1,700,000 1,700,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5 機櫃電壓控制器
24個電力插座PDU電壓控

制器
6              30,000 180,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6
機房安控錄影系

統
16分割每秒2frame 1 80,000 80,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7 網路交換器 48Port， 100M 5              63,000 315,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138 電動螢幕
120吋，含安裝及線材，吊

架
1              15,000 15,000 視傳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資本門預備採購項目小計 2,790,000

65 畫版
全開畫板115*85cm含5尺原

木室內畫架
60 820 49,200 視傳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67 寫生椅 圓形高腳椅 60 800 48,000 視傳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68 液晶螢幕 17吋 (含防刮含固定座) 26 7,800 202,800 應英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69 老師桌 210*60*75、90*60*75 1 3,000 3,000 應英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70 網路交換器 24port 3 5,000 15,000 應英系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改善教學物品預備採購項目小計 318,000

合計 3,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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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製表日期：97.11.25 98.03.24

加總 的預算金預算編製編號及單位

單位分類 校付款 補助款 專案 總計 資本門3/20 　1萬元以下 調整原因 地點 修正後獎補助
01規院 4800規劃與設計學院 1,532,000 2,400,000 0 3,932,000 0 f 2,400,000

4100建築系 348,200 133,000 1,775,000 2,256,200 133,000

4200土木系 0 810,200 0 810,200 810,200
4300室設系 910,800 0 166,700 1,077,500 723,000 575,000 0

4400視傳系 364,300 2,618,000 0 2,982,300 15,000 198,200 d 2,831,200
4500數媒系 50,000 1,635,815 398,700 2,084,515 866,964 0 g 1,635,815
4600建築所 200,000 0 0 200,000 0

4700土應所 65,200 0 0 65,200 0

01規院 合計 3,470,500 7,597,015 2,340,400 13,407,915 1,589,964 575,000 15,000 198,200 7,810,215
02商院 2800商學院 0 796,838 796,838 1,311,090 1,270,300 0 b 2,067,138

2200財稅系 34,000 0 34,000 1,647,980 0

2300財金系 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2400會計系 12,000 0 12,000 0 0 h 格702 0
2500商務系 578,000 130,000 708,000 514,800 a(66) 格710 644,800

02商院 合計 624,000 2,126,838 0 2,750,838 1,311,090 1,647,980 1,270,300 514,800 3,911,938

03管院 3800管理學院 177,000 0 177,000 0

3100企管系 3,459,000 0 3,459,000 0 a(61) 格704 0
3300行(產)管系 290,700 1,980,000 2,270,700 1,739,445 1,980,000
3700運籌所 0 0 0 0
7100應英系 1,806,800 0 1,806,800 1,923,160 220,800 a(58) 健B131 2,143,960
7300休管系 512,200 1,610,850 2,123,050 1,400,000 1,610,850

03管院 合計 6,245,700 3,590,850 0 9,836,550 1,400,000 1,739,445 1,923,160 220,800 5,734,810
04資院 6500資訊學院 40,500 0 40,500 0

6100資管系 2,031,800 1,260,200 3,292,000 1,452,000 514,800 a(65/60) 格708 3,227,000
6200資工系 180,000 633,000 813,000 633,000
6400電通系 0 85,000 673,500 758,500 1,312,500 85,000

04資院 合計 2,252,300 1,978,200 673,500 4,904,000 1,312,500 0 1,452,000 514,800 3,945,000
05通識中心 8000通識中心 395,000 0 395,000 0
05通識中心 合計 395,000 0 0 395,000 0 0 0 0 0
總計 12,987,500 15,292,903 3,013,900 31,294,303 5,613,554 3,962,425 4,660,460 1,448,600 21,401,963

電算中心 5,656,000 3,073,699 0 8,729,699 5,446,762 3,392,000 c 6,465,699
圖書館 9,218,400 3,000,000 0 12,218,400 1,502,200 3,000,000
學輔 0 470,250 0 470,250 0 128,418 e 598,668
校安 0 215,000 0 215,000 0 215,000
合計 27,861,900 22,051,852 3,013,900 52,927,652 10,911,387 8,180,878 1,448,600 M+R+S= 31,681,330

一、調整 a. 滿四年電腦相關設備 e. 學輔要求 (367,670)
b. 商院軟體Cmoney投資決策分析系統，證照相關 f. 軟體目前30users，增加為60users（與院長確認後不調整）
c. 資訊安全相關（電算中心編列，部份或可移至重點特色、文資案） g. 數媒系高階電腦已編有18台希望增加12台，需380,400（考慮從卓越支應）
d. 視傳系建置素描教室(大部份為1萬以下，排課上有需要） h.會計系改建格702混成學習實驗室(（考慮從卓越支應） 

二、修正計畫之資本門考慮10～12％標餘款後之金額分別為$31,476k、＄31,762k、＄32,049k，S欄（一萬元以下資本門）可以增加之上限為$1,840k

　98 整體發展獎補助修正計畫98預算 97提昇教學

設備
97教學卓越

附件四-1/1



附件五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
(5)=(3)+(4)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5)=(3)+(4)

$16,347,385 $38,153,704 $43,895,360 $15,441,438 $30,132,336 $34,652,186

補助款60﹪ 獎助款60﹪
自籌款

（63.48 ﹪）
補助款40﹪ 獎助款40﹪

自籌款

（36.52 ﹪）
補助款60﹪ 獎助款60﹪

自籌款

（67.85 ﹪）
補助款40﹪ 獎助款40﹪

自籌款

（32.15 ﹪）

$9,808,431 $13,083,791 $6,538,954 $8,722,528 $9,264,863 $8,814,539 $6,176,575 $5,876,359

合計 合計

占總經費比

例

占總經費比

例

43,895,360

2,790,000

318,000

合計 47,003,360

$17,358,230 $21,146,252 $13,505,934

60.46% 39.54% 61.02% 38.98%

$12,052,934

$3,644,908 金額 $3,066,850$2,096,748 $1,453,000

$4,519,850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獎助款(2) 自籌款(4) 獎助款(2) 自籌款(4)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

98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98年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21,806,319 $5,741,656 $14,690,898

$22,892,222 $15,261,482 $18,079,402

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預備項目-資本門

預備項目-經常門

金額

$26,53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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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1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60﹪以上【不含自

籌款金額】）

19,127,554 83.55% 3,644,908 100.00% 22,772,462 85.81% 13,735,333 14,443,152 79.89% 3,066,850 100.00% 17,510,002 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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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13.10% 0 0.00% 3,000,000 11.30% 2,289,222 3,000,000 16.59% 0 0.00% 3,000,000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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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668 2.40% 0 0.00% 549,668 2.07% 457,844 421,250 2.33% 0 0.00% 421,250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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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00 0.94% 0 0.00% 215,000 0.81% 無規定 215,000 1.19% 0 0.00% 215,000 1.02%

合計 $22,892,222 100.00% $3,644,908 100.00% $26,537,130 100.00% $18,079,402 100.00% $3,066,850 100.00% $21,146,252 100.00%

資本門 預備項目 標餘款比例

26,537,130 2,790,000 11.85%

(3,000,000)

23,537,130

*12%標餘款 2,824,456 34,456

獎補助規定最低

金額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資本門

自籌款

98年修正支用計畫書估計金額

自籌款項   目 總經費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獎補助款 總經費 獎補助款

2/5



附件5-3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研究
1,820,000 11.93% 182,000 8.68% 2,002,000 11.53% 1,820,000 15.10% 182,000 12.53% 2,002,000 14.82%

研習
1,484,482 9.73% 0 0.00% 1,484,482 8.55% 1,222,171 10.14% 0 0.00% 1,222,171 9.05%

進修
1,200,000 7.86% 0 0.00% 1,200,000 6.91% 800,000 6.64% 100,000 6.88% 900,000 6.66%

著作
2,000,000 13.10% 0 0.00% 2,000,000 11.52% 1,900,000 15.76% 100,000 6.88% 2,000,000 14.81%

升等送審
450,000 2.95% 0 0.00% 450,000 2.59% 450,000 3.73% 0 0.00% 450,000 3.33%

改進教學
2,200,000 14.42% 0 0.00% 2,200,000 12.67% 1,400,000 11.62% 100,000 6.88% 1,500,000 11.11%

競賽優勝
300,000 1.97% 0 0.00% 300,000 1.73% 250,000 2.07% 50,000 3.44% 300,000 2.22%

專業證照
150,000 0.98% 0 0.00% 150,000 0.86% 100,000 0.83% 50,000 3.44% 150,000 1.11%

400,000 2.62% 0 0.00% 400,000 2.30%

合計
10,004,482 65.55% 182,000 8.68% 10,186,482 58.68% 7,942,171 65.89% 582,000 40.05% 8,524,171 63.11%

277,000 1.82% 0 0.00% 277,000 1.60% 277,000 2.30% 0 0.00% 277,000 2.05%

380,000 2.49% 0 0% 380,000 2.19% 300,000 2.49% 0 0.00% 300,000 2.22%

300,000 1.96% 1,736,200 82.80% 2,036,200 11.73% 200,000 1.66% 705,600 48.56% 905,600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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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00 28.18% 178,548 8.52% 4,478,548 25.80% 3,333,763 27.66% 165,400 11.39% 3,499,163 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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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1,482 100.00% $2,096,748 100.00% $17,358,230 100.00% $12,052,934 100.00% $1,453,000 100.00% $13,505,934 100.00%

九十八年度修正支用計畫書-經常門

自籌款 自籌款

98年修正支用計畫書估計金額

獎補助款 總經費獎補助款 總經費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項   目
一、 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30﹪
以上）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經費(占經常門經費2%)

七、現有教師薪資

五、其他

六、新聘教師薪資

四、其他(單價1萬元以下

之改善教學物品)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5﹪以內）

總    計

第3頁，共5頁 5-98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確定版經常門-會議前



附件5-3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
(5)=(3)+(4)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

(5)=(3)+(4)
$16,347,385 $38,153,704 $43,895,360 $15,441,438 $30,132,336 $34,652,186

補助款60﹪ 獎助款60﹪
自籌款

（63.48 ﹪）
補助款40﹪ 獎助款40﹪

自籌款

（36.52 ﹪）
補助款60﹪ 獎助款60﹪

自籌款

（67.85
﹪）

補助款40﹪ 獎助款40﹪
自籌款

（32.15 ﹪）

$9,808,431 $13,083,791 $6,538,954 $8,722,528 $9,264,863 $8,814,539 $6,176,575 $5,876,359

合計 合計

占總經費比例
占總經費比

例

物品 預備項目 標餘款比例

2,036,200 318,000 15.62%
*12%標餘款 244,344

98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98年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61.02% 38.98%

獎助款(2) 自籌款(4) 獎助款(2) 自籌款(4)

$18,079,402 $12,052,934
$1,453,000

資本門 經常門

60.46% 39.54%

金額
$15,261,482$22,892,222

$26,537,130 $17,358,230

$3,644,908 $2,096,748 金額 $3,066,850

$21,146,252 $13,505,934

$14,690,898 $4,519,850

資本門 經常門

$21,806,319 $5,741,656

第4頁，共5頁 5-98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確定版經常門-會議前



附件5-2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研究
1,820,000 11.92% 182,000 8.68% 2,002,000 11.53% 1,820,000 15.10% 182,000 12.53% 2,002,000 14.82%

研習
1,484,482 9.73% 0 0.00% 1,484,482 8.55% 1,222,171 10.14% 0 0.00% 1,222,171 9.05%

進修
1,200,000 7.86% 0 0.00% 1,200,000 6.91% 800,000 6.64% 100,000 6.88% 900,000 6.66%

著作
1,900,000 12.45% 0 0.00% 1,900,000 10.95% 1,900,000 15.76% 100,000 6.88% 2,000,000 14.81%

升等送審
450,000 2.95% 0 0.00% 450,000 2.59% 450,000 3.73% 0 0.00% 450,000 3.33%

改進教學
2,200,000 14.42% 0 0.00% 2,200,000 12.67% 1,400,000 11.62% 100,000 6.88% 1,500,000 11.11%

競賽優勝
300,000 1.97% 0 0.00% 300,000 1.73% 250,000 2.07% 50,000 3.44% 300,000 2.22%

專業證照
250,000 1.64% 0 0.00% 250,000 1.44% 100,000 0.83% 50,000 3.44% 150,000 1.11%

輔導實習
400,000 2.62% 0 0.00% 400,000 2.30%

合計
10,004,482 65.55% 182,000 8.68% 10,186,482 58.68% 7,942,171 65.89% 582,000 40.05% 8,524,171 63.11%

277,000 1.82% 0 0.00% 277,000 1.60% 277,000 2.30% 0 0.00% 277,000 2.05%

380,000 2.49% 0 0% 380,000 2.19% 300,000 2.49% 0 0.00% 300,000 2.22%

300,000 1.96% 1,736,200 82.80% 2,036,200 11.73% 200,000 1.66% 705,600 48.56% 905,600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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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00 28.18% 178,548 8.52% 4,478,548 25.80% 3,333,763 27.66% 165,400 11.39% 3,499,163 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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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1,482 100.00% $2,096,748 100.00% $17,358,230 100.00% $12,052,934 100.00% $1,453,000 100.00% $13,505,934 100.00%

物品 預備項目 標餘款比例

2,036,200 318,000 15.62%
*12%標餘款 244,344

總    計

一、 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30﹪
以上）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常門經費2%)

七、現有教師薪資

五、其他

六、新聘教師薪資

四、其他(單價1萬元以下

之改善教學物品)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5﹪以內）

自籌款 自籌款

98年修正支用計畫書估計金額

獎補助款 總經費獎補助款 總經費

98年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

項   目

第5頁，共5頁 5-98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金額確定版經常門-會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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