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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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9月連續第四年獎助本校「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補

助金額為 4,870萬元（第一年獎助 2,500萬元、第二年獎助 2,000萬元、第三年獎

助 3,640萬元、）。本校自 70餘所技職校院申請者中脫穎而出，成為少數連續獲

教育部獎勵之學校，更難得可貴的是，連續獲得獎勵學校中，本校是唯一以設計

與商管類為主之技專校院。本項獎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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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計有「規劃與設計學院」、「管

理學院」、「商學院」、「資訊學院」四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三研究所與十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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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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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商

學院、資訊學院等四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三研究所與十六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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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人，其中，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佔全體師資 (不含軍護教師)之 59.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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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學年度現有教師及軍護員額表(單位：人)

(二)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在台北校區及新竹校區共設有三個圖書館，其中，台北校區圖書館共有

兩處，格致本館位於格致大樓二樓，面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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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10 月 31 日止，館藏總資料量為 245,883 冊（件、

種），如表二所列：

表二 本校館藏統計表

資料類型 台北 新竹 總計

中文圖書(冊) 85130 124451 209581

外文圖書(冊) 12889 15973 28862

視聽資料 3946 2763 6709

中、日文期刊(種) 197 266 463

西文期刊(種) 57 140 197

電子資源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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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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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

教官

護

理

教

師

合計

19 74 100 139 4 3 4 8 5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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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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築系

台北校區：文化空間保存再利用與產業經營技術研發中心、建築永續發

展研究中心、建材展示室、素描教室、微觀量測試驗室、暗

房&模型製作室、電腦輔助設計教室、專業製圖教室等 3D

環境摸擬設計室(99 年建置)。

(2)土木工程系

台北校區：土木與防災基礎試驗室(99 年強化)、結構安全與防災中心、

3C 試驗室、測量儀器室、結構補強試驗室、視聽教室等。

(3)室內設計系

台北校區：設計師實習實驗所、雕塑教室、專業製圖教室(99 年建置)等。

新竹校區：室內建材教學研討室、室內設計實習事務所、室內綠環境研

究室、製圖專業教室、室內空間藝術工作坊、3D 動態影像

製作室(99 年建置)。

(4)視覺傳達設計系

台北校區：綠設計電腦輔助實驗室、攝影棚、剪輯與動畫教室、素描教

室、暗房、平面設計教室、空間設計教室(99 年建置)、數位

視聽中心(100 年建置)等。

新竹校區：攝影暗房室、影音多媒體製播中心、設計繪畫教室、影像剪

輯電腦教室、攝影教室、電腦輔助與模擬設計教室、數位媒

體設計教室、MAC 高階電腦繪圖設計室(100 年建置)、3D

動態影像製作室(99 年建置)等。

(5)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台北校區：數位遊戲開發實驗室、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室(99 年強化)。

2.商學院

(1)國際商務系

台北校區：國際商務模擬實驗室(99 年強化)。

新竹校區：多媒體語言教室。

(2)財政稅務系

台北校區：財稅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實驗室 (99 年強化)。

(3)財務金融系

新竹校區：全方位金控與財富管理情境實驗室 (99 年強化)。

台北校區：財金教育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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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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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學院

(1)企業管理系

台北校區：創新與創業模擬實驗室教室、豐田精實模擬實驗室、操作型

個案教學實驗室。

新竹校區：企業資源管理教室、操作型個案教學實驗室(99 年建置)。

(2)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新竹校區：行銷流通實驗室、經營模擬與分析教學實驗室、品質管理實

驗室、電子行銷實習商店、企業經營行銷模擬實驗室、全球

運籌管理中心。

(3)休閒事業管理系

新竹校區：健康促進管理實驗教室、水域休閒活動實驗教室、國際禮儀

文化教室(99 年建置)、產業職能數位情境模擬實驗室等。

(4)應用英語系

台北校區：電腦數位語言教室、數位多媒體語言演練室(99 年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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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訊管理系

台北校區：軟體工程教學實驗室、企業電子化教學實驗室、資訊安全與

網路教學實驗室、軟體工程專題實驗室、企業電子化專題實

驗室、資訊安全與網路專題實驗室等。

新竹校區：軟體工程教學實驗室、企業電子化教學實驗室、資訊安全與

網路教學實驗室、軟體工程專題實驗室(99 年強化)、企業電

子化專題實驗室(99 年強化)、資訊安全與網路專題實驗室、

RFID 系統應用專題實驗室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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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建置)、專題討論

室、虛擬實境教學實驗室、資訊數位化實驗室、硬體裝修實

驗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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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電整合實驗室、數位生活科技實驗室

(99 年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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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識教育中心

台北校區：英文線上檢測教室。

新竹校區：英語多媒體教室、音樂教室、自然科學教室。

6.全校共用

台北校區：語言自學中心、全數位化即時錄影教室、證照暨線上測驗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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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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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另外申請 100M X 4路 HiNet電路 共計 400M頻寬，將國外 WWW網

站連線頻寬分流導向中華電信處理，除了增加網站流覽速度外，亦減

輕學術網路對國外頻寬負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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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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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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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6)使用頻寬管理器，完全封鎖 P2P封包，減少網路侵權事件發生。

2.校園網路

(1)台北與新竹校區間以 50M光纖連線，提供兩校區間視訊、教學、資料

傳輸等服務，其中資料傳輸以頻寬管理器進行頻寬管制。

(2)使用 Cisco Catalyst 6509、6006為校園骨幹核心交換器，以光纖 Gigabit

Ethernet連線至各教學行政大樓。

(3)提供教職員生 webmail郵件伺服器，並使用垃圾郵件過濾閘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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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point） 減少不必要的垃圾信件干擾。

(4)提供教師/學生個人網頁伺服器，透過 LDAP伺服器，以單一帳號登入

方式使用。

(5)建立學校單一帳號認證 LDAP伺服器，整合應用系統登入作業程序。

(6)以趨勢防毒伺服主機建置校園防毒軟體管控機制，有效減少入侵與中

毒的侵害事件。

3.無線網路

本校於 92學年起逐年架設無線網路發射台，目前台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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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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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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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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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自 97 學年度起，落實四年輪轉式修訂計畫，逐年往後更新一學年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期能更進一步發揮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策略規劃功能。

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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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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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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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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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四) 效能行政：運用創新思維與流程改造，檢討行政課題與程序，並運用

資訊科技，善用教師專業，提升服務效能。深化招生作業分工，擴大

招生來源及提高學生素質。

(五) 永續校園：建立親和生活環境，進而建構人性化、生活化、學習化之

藝術校區，塑造有禮好學的學習環境。

(六) e 化校園：打造優質資訊環境，整合校務資訊系統，強化資安防護，落

實軟體智財權保護，並擴大資訊創新應用，建立全程服務 e 化校園。

上述各整體發展策略詳細行動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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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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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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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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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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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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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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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築系—3D環境摸擬設計室計畫

本系近年來投入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建築物業管理、都市更

新與社區營造領域，皆為其他建築相關科系之先驅，且已有相當之

知名度及成果可提升學生之就業專長。本系擬建立之「3D環境摸擬

設計室計畫」，即期望以本系各特色研究中心及實驗室之軟硬體為基

礎，並配合本系申請核准之物業管理跨領域學分學程計畫，以發展

成熟的電腦輔助系統及地理資訊系統技術，整合建築專業與文化資

產保存再利用及都市更新等領域，發展都市與建築空間 3D環境橂擬

之研究與教學特色環境。整體而言，本計畫之建置除了有助於本系

建立跨領域之發展特色外，亦有利於學生跨足業界時技能整合之需

求。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建築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2)土木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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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

助經費於 98年度已支持本計畫，99年度預期持續支持，以強化相關

設備。

(3)室設系—3D動態影像製作室計畫

本系為配合時代專業分工的需求，針對目前社會對生活空間品

質的要求，及居住空間精緻化的趨勢，將發展數位技術應用，以使

室內設計技術能跟上時代腳步。本計畫中，室內空間數位模擬技術

的發展，將以室內材質、綠色建材、視覺模擬與室內情境模擬為對

象，應用數位先進的模擬技術，以提升在室內設計的表達能力。「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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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影像製作室」在設計軟體的執行策略上是由初淺的基礎製作開

始，進而深入探討三維動態的技術；就是以平面 2D的軟體做為基

礎，再發展 3D的設計，並貼上擬真的材質，進而以動態的影像來呈

現。數位視覺模擬已是設計溝通上的新驅勢，本系將以「3D動態影

像製作室」作為室內設計專業上的特色發展。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

立室內設計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99年度

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4)視覺傳達系—電腦輔助與模擬設計實驗室

本系未來發展策略，以發展《綠色設計》為主，《文化創意產

業設計》為輔，從教學、競賽、展演、實習四路並進，形成本系特

色。99學年本系全面更新『電腦輔助與模擬設計實驗室』。除了繼續

支援數媒系及整合規院設備及軟體設施等既有資源之外。本系擬進

一步強化平面設計排版軟體(Adobe Illustrator、Photoshop)及網頁、影

像、動畫軟體(AdobePremiere、Flash，Maya)，所需之硬體規格與數

量。以上軟體均為目前設計業界實際使用的專業軟體，因此學生透

過該系列課程所學之技能，應足以勝任畢業後之視傳設計、影像攝

錄編輯、網頁設計、動畫等工作，為職前最後一哩，最佳之訓練。

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視覺傳達設計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

育部獎補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5)數位多媒體設計系—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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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助

經費於 98年度已支持本計畫，99年度預期持續支持，以強化相關設

備。

      2.商學院

(1)商務系—國際商務模擬實驗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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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發展商務(商務經營模組)相關模組課程之模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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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於 98年度已支持本計畫，99年度

預期持續支持，用以持續補充教學模組之內涵。

(2)財稅系—租稅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室計畫

本系以「金融保險服務業」及「資產管理服務業」為發展重點，培

養以財政稅務專業能力為主，並兼具財務與會計知能之專才。97學年

度本系全面更新的專業教室『租稅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實驗室』作為基

礎，除了繼續支援商學院，整合所建置的證照題庫系統，以及軟體設施

等既有資源之外，本年度擬進一步強化『理財規劃系統(Investment

Advisor)』軟體與『不動產交易平台』軟體所需硬體規格與數量。該兩

軟體均為目前業界實際使用的軟體，因此學生透過該系列課程所學之技

能，應足以勝任畢業後之初期稅務與資產管理產業工作，為職前最後一

哩最佳之訓練。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學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

育部獎補助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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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運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於 98年度已支持本計畫，99年度預期持續支

持，用以持續補充教學模組之內涵。

3.管理學院

(1)應用英文系—數位多媒體語言演練室計畫

案例教學法是仿效實際狀況根據分析討論達成決策的一種教學

法，在過程中，參與者必須思考、互動、負責、解決，並有意義地自發

性使用語言。因此，案例教學法允許學習者在教室內運用理論到真實生

活狀況，有助於在情境下進行字彙和文法的練習。此外，本系針對中小

企業之經營管理的實務操作面案例，以縮短型案例使用英文方式呈現，

結合商用實務英語(English for Business Purposes)之運用，激發技職院校體

系的學生學習英語之動機，及建立語言學習目標。縮短型英語個案教學

特色朝內容具實務運用性、教學過程具情境性、及課程設計朝符合學生

就業需求為導向。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學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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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訊學院

(1)資訊管理系—資安程式碼檢測實驗室計畫

本實驗室除硬體伺服器已建置外，將增購相關軟體設備。其中主要為

Armorize (阿碼科技) CodeSecure軟體。藉此實驗室可訓練學生瞭解並實作

源碼檢測，培養學生成為目前業界十分缺乏的網頁安全專業人員，與他校

資管畢業生形成差異化，可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優勢。另外未來望能藉此實

驗室發展成自動化原始程式碼檢測中心，促進產學合作幫助業界解決網頁

安全問題。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學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

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2)資訊工程與電通系—數位生活科技實驗室與 WiMax實驗教學系統計畫

A.電腦與通訊系：數位生活科技實驗室

本系及資工系於上一學年度分別申請榮獲教育部核定補助計畫

各乙案，透過計畫補助款分別完成『數位家庭推廣課程』開設及籌

獲發展『人性化居家智慧型科技』的核心技術設備 -『無線感測網

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基礎教學發展設備的 Zigbee/IEEE

802/15/4、Bluetooth/IEEE 802.15.1藍芽教學發展設備。並已完成(97

學年 2學期起)新增開設高年級(大三、大四)「進階通訊實驗」之選

修應用課程。本年度計畫在既有的特色空間基礎設施下，將持續依

循『人性化居家智慧數位生活科技』應用技術趨勢，整合無線生醫

感測技術、數位家庭無線感測網路技術、數位家庭遠端遙控技術、

人性化軟體遙控及網路等相關跨技術發展，俾提升本(資訊)學院數

位生活科技之專業特色教學能量暨建構完備數位生活特色教學相關

設施。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學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

獎補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B.資工系：WiMax實驗教學系統

本系發展特色重點之一在網路技術方面，鑒於 WiMax(即

IEEE802.16)是目前無線網路推動主流，已在全球市場嶄露頭角，性

能為長距離(約 50公里)之無線與寬頻傳輸技術，屬於無線都會網

路。資工系將建置 IEEE802.16試驗網路，並可與現有 802.11網路建

立整合環境，透過 WiMax頻寬(約3.5G之10倍)藉由高速(約75Mbps)

上網可展現各種無線數位家庭之推廣。WiMax實驗教學系統，用途

是訓練、教學或是實驗，亦可攜帶至外與 Wi-Fi結合，延伸到某些

無網路區域使用…等擴大規劃，並提供師生進階開發不同服務應

用。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學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

補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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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管系與資訊工程系—軟體工程與嵌入式系統專題實驗室

A.資管系：軟體工程專題實驗室

本實驗室除硬體伺服器已建置外，預期運用教育部 99年度獎補

助經費，建構相關軟體設備，其中主要為 IBM Team Concert (軟體協

作開發平台)，該軟體為目前業界實際使用的知名軟體專案開發軟

體。藉此實驗室一來推動系上軟體工程學程，使教學授課內容更能

與實務結合；二來讓學生應用此工具於軟體應用系統專題的開發。

使學生瞭解並實作軟體專案整個開發流程，並訓練團隊的合作，以

期培養學生成為軟體工程的專業人員，提升學生職場能力，創造競

爭優勢。基於本計畫有助於建立學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

部獎補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B.資工系：嵌入式系統專題實驗室

本系目前發展特色為「數位家庭精緻化」，同時積極推動其三項

特色重點研究領域；分別為「嵌入式系統」、「數位內容技術」及「網

路技術」。過程中並首重發展數位生活科技應用領域及三大重點領域

所需的資訊技術平台，教導學生運用「資電整合」之工程和技術，

以開發所需要之資訊系統。所以希望藉由「嵌入式系統專題實驗室」

的建置，使學生具備「嵌入式系統」之基礎觀念與實用技能，使學

生擁有發展數位家庭生活科技應用的平台設計實務能力，方便日後

可以繼續進入研究所深造或迅速與業界接軌，一展所能。基於本計

畫有助於建立學系發展特色教學，本校運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將於

99年度支持本計畫，建構教學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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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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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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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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優質數位學習環境：e化教室乃 e化教學重要建設之一，藉由 e化教室，

是故，教師可以更流暢的使用多媒體教學輔助，使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

效，本年度特別運用獎補助經費於 e化教室之建構，期望能進一步提升本

校之數位學習環境，提供學校師生一個優質數位學習環境，一直是本校發

展重點之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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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學年度已達 59.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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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專任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佔全校專任教師數 59.48 %，99 學年度預估為 63.14 %，100 學年度預計

達 66.85%以上，101 學年度預估 69.94%（如表五所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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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之師資結構提升之外，特別著重全體教師研究、教學及輔導證照之績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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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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 本校 98學年 ~ 101學年度專任教師及學生數預估表

備註：兼任教師人數以有教師證書者計算

學生數包含研究所加權學生人數

為達成上述之學校總體目標，99年度執行策略如下：

1.於經常門編列 1,600,000元獎助教師專案研究及產學計畫，編列 550,000元獎

助教師進修，以提升研究能力，編列 786,000元獎助教師著作發表，以提升

教師論文寫作意願與能力。

2.編列 225,000元補助教師升等送審，編列 2,412,000元獎補助教師設計及編製

具改進教學教材、提升教師參加競賽及輔導學生參加競賽之能力、獎助教師

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助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藉以提升師資素質

及結構，並改善教學之品質及內容。

3.編列 1,007,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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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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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000元獎補助教師編纂具改善教學之教材。

6.編列 20,000元補助教師製作教具。

(二)提供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相關業務，編列 150,000元。

(三)提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業務，編列 303,000元。

(四)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改善教學之用，編列 2,192,460元。

區分 職級 98學年 99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教授 22.0 25.0 28.0 31.0

副教授 78.0 85.0 90.0 95.0

助理教授 104.0 114.0 124.0 130.0

講師 139.0 129.0 120.0 110.0

專
任

師
資

小計 343.0 353.0 362.0 366.0

軍護人員 14.0 13.0 12.0 11.0

兼任師資 306.0 320.0 335.0 350.0

師資結構 59.48% 63.14% 66.85% 69.94%

日間學生數 7,070.0 7,350.0 7,673.0 7,801.0

全校學生數 11,918.0 11,708.0 12,262.0 12,403.0

日間部生師比 16.31 16.52 16.76 16.79

全校生師比 27.49 26.31 26.79 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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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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金額計

38,296,726 元(參考下表六：96 至 99 年度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明

細表)，較 99 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 33,207,760 元，增

加 5,088,966 元，學校自籌款依原支用計畫書約 15%比例計算，

增加至 5,841,269 元，預計 99 年度應執行數共 44,137,995 元整(另

編列附表十一 3,268,000 元，用以因應採購預備項目)。另依教育

部規定，本校將獎補助經費預算數區分為資本門佔百分之七十，

經常門佔百分之三十，明細如表七所示。

表六  96 至 99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發展經費明細表

96年度 97年度 98年度 99年度(修正前) 99年度(修正後)項目

年度
執行數 比例 執行數 比例 執行數 比例 執行數 比例 執行數 比例

獎補助款 $32,635,860 100.00% $27,718,070 100.00% $38,153,704 100.00% 33,207,760 100.00% 38,296,726 100.00%

自籌款 6,385,299 19.57% 7,529,026 27.16% 6,357,481 16.66% 5,000,000 15.06% 5,841,269 15.25%

合計 $39,021,159 - $35,247,096 - $44,511,185 - 38,207,760 - 44,137,995 -

資本門 $25,401,808 65.10% $20,717,796 58.78% $27,139,310 60.97% 26,192,517 68.55% 31,248,517 70.80%

經常門 13,619,351 34.90% 14,529,300 41.22% 17,371,875 39.03% 12,015,243 31.45% 12,889,478 29.20%

合計 $39,021,159 100.00% $35,247,096 100.00% $44,511,185 100.00% 38,207,760 100.00% 44,137,995 100.00%

表七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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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1,865 70 % $5,585,085 30 % $18,616,950 100 %

獎助款 13,775,843 70 % 5,903,933 30 % 19,679,776 100 %

自籌款 4,440,809 76.02% 1,400,460 23.98% 5,841,269 100 %

總經費 $31,248,517 70.80% $12,889,478 29.20% $44,137,995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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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常門方面規劃：由人事室依教育部規定整合規劃，教務處及研

發處協辦，另併入教學單位及學務單位提出之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2. 資本門方面規劃：由各系所與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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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99年度整體發展經費之運用及規劃係依據本校 98~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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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經費支用計畫報部期限為  98年11月 30日以前，因此

請各單位依本校中長程計畫提出預算，並以學院為單位，分別召集相關

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相關規定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各單位提列預算

預算需求報告與審議會議

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校長核定

經費支用計畫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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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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呈報校長核

定後，擬訂於 98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報部程序。

5.依據教育部 99 年 1 月 22 日台技(三)字第 0990091001-M 號說明事項，於 40

日內(不含例假日)檢附修正計畫書 1 份及領據備文報部請款，本校已於 99

年 3 月 1 日召開經費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99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擬訂於 99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報部程序。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經費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1.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及會議紀錄，請詳見 99 年支用計畫書附件一

2.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97 學年度上學期第 1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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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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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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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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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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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建築系代表 游璧菁 通識教育中心代表 謝金忠

97 學年度上學期第 2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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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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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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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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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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上學期第 3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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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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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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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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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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1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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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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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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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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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2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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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長 陳哲炯 數媒系代表 許允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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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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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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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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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學年度上學期第 1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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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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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英輝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主任祕書 游本志 企管系代表 劉世玫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行產管系代表 范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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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會計室主任 廖麗敏 休管系代表 賴宏明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

長

陳主惠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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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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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學年度上學期第 2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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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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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英輝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主任祕書 游本志 企管系代表 劉世玫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行產管系代表 范美慧

會計室主任 廖麗敏 休管系代表 賴宏明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

長

陳主惠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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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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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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上學期第 3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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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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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中心主任 陳英輝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主任祕書 游本志 企管系代表 劉世玫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行產管系代表 范美慧

會計室主任 廖麗敏 休管系代表 賴宏明

規劃與設計學院

院長

陳主惠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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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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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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上學期第 4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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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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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中心主任 陳英輝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主任祕書 游本志 企管系代表 劉世玫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行產管系代表 范美慧

會計室主任 廖麗敏 休管系代表 賴宏明

規劃與設計學院

院長

陳主惠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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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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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學年度下學期第 1 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校長 谷家恆 土木系代表 宋永鑾

台北校區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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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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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中心主任 陳英輝 會計系代表 賴碧霞

主任祕書 游本志 企管系代表 劉世玫

人事室主任 林立韙 行產管系代表 范美慧

會計室主任 廖麗敏 休管系代表 賴宏明

規劃與設計學院

院長

陳主惠 應英系代表 潘根鴻

商學院院長 董瑞斌 資管系代表 蔡永森

管理學院院長 廖憲文 資工系代表 張裕良

資訊學院院長 陳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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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1.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及會議紀錄，請詳見 99 年支用計畫書附件二

    2.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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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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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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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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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管理學院 林麗珠 管理學院 斯定國

管理學院 郭小喬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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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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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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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定國

管理學院 郭小喬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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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國華 資訊學院 朱繼農

規劃與設計學院 黃美玉 資訊學院 陳彼得

規劃與設計學院 蕭興台 資訊學院 羅聰明

商學院 劉芳敏 通識教育中心 高維洋

商學院 彭素君 通識教育中心 陳宏基

商學院 李子文 通識教育中心 阮中華

管理學院 陳家蓁 管理學院 林俊宏

管理學院 葉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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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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見 99 年支用計畫書附件三

    2.獎助教師會議人員名單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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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哲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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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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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哲烱 吳東昇 林立韙 梁淑慧

陳主惠 董瑞斌 張威龍 陳文生 陳英輝

簡福鋛 楊憲郎 薛立敏 林容芊 馮惠珊

劉明德 蔡淑慧 王伯群 劉惠園 鄭亞薇

羅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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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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營造優質數位學習

環境為本校重點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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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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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升教師研究競爭力

2.加強教師改善教學品質及內

容

3.鼓勵教師積極研發，參與競賽

4.鼓勵教師升等，提升現有師資

結構及素質

5提升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

證照能力

2.奬補助研習及進修 積極鼓勵同仁進行相關專業領

域專業進修及參加研習。

1.提升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2.提升教職員專業素養及技術

能力

3.透過研習分享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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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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育部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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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附表二、資門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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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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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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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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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 ﹪）
總經費(5)=(3)+(4)

＄18,616,950 ＄19,679,776 ＄38,296,726 ＄5,841,269 ＄44,137,995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76.02 ﹪）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23.98 ﹪）

金額 ＄13,031,865 ＄13,775,843 ＄4,440,809 ＄5,585,085 ＄5,903,933 ＄1,400,460

合計 ＄31,248,517 ＄12,889,478

占總經

費比例
70.80 ﹪ 2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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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及 30﹪。前段經

常門預算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經

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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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9,901 84.27% $4,440,8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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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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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807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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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00 2.20% $0 0.00% 註五

合計 $26,807,708 100.00% $4,440,809 100.00%

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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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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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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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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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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000 研究 12.53﹪ 研究 $ 160,000 研究 11.42﹪

研習 ＄1,007,563 研習 8.77﹪ 研習 ＄0 研習 ﹪

進修 ＄550,000 進修 4.79﹪ 進修 ＄0 進修 ﹪

著作 ＄786,000 著作 6.84﹪ 著作 ＄0 著作 ﹪

升等送審 ＄225,000 升等送審 1.96﹪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

改進教學＄2,412,000 改進教學 20.99%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

編纂教材＄1,648,000 編纂教材 14.34%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

製作教具 ＄20,000 製作教具 0.17﹪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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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8,563 合計 70.39﹪ 合計＄ 160,000 合計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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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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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00 2.51﹪ ＄15,000 1.07﹪

四、改善教
學之相
關物品
(單價一
萬元以
下之非
消耗品)

＄1,162,455 10.12﹪ ＄1,030,005 73.55﹪

五、其他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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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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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聘教

師薪

資

＄1,800,000 15.67﹪ ＄195,455 13.96﹪

七、現有教

師薪資
＄0 0.00﹪ ＄0    0.00﹪

總計 ＄11,489,018 100﹪ ＄1,400,460 100﹪

註七：『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之 30%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

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

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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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十一：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比例)。

註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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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獎補

助款金額，不含自籌款金額)

2.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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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伺服器
Intel 雙核心CPU, 20G RAM以上規格之機架式伺

服器
2 台 268,000 536,000

2 防火牆

四個1000Base-Tx Ethernet Port, 防火牆效能600M

以上，獨立本機採硬體式架構，具網頁式管理

介面。

1 式 540,000 540,000

3 伺服器管理軟體

整合組織內部LDAP、AD、SAML之Radius認證

網管系統，具網頁管理功能，可執行於PPPoE網

路環境，提供組織外部Radius互相認證服務

1 套 140,000 140,000

4 投資理財軟體 Investment Advisor軟體授權二年 1 套 360,000 360,000

5 虛擬交易所 虛擬交易所一套(含授權二年) 1 套 120,000 120,000

6 全球贏家軟體
系統功能：大盤分析、個股與期貨報價、國際

金融行情、各股新聞查詢等功能
1 套 420,000 420,000

全方面金控與財富管理情境實驗室/建立特色實驗

室，充實教學與研究設備空間及資源，提升學生

專業證照及技能

財金系

全方面金控

與財富管理

情境實驗室

7 倉儲平台 倉儲管理專業系統Web版60User 1 套 378,400 378,400

8
航空貨物運輸承攬作

業系統
報表作業window  60User 1 套 468,200 468,200

9 配送管理平台 配送管理專業系統Web版60User 1 套 379,100 379,100

10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軟

體

Autodes AutoCAD Revit Architecture Suite教育版

(35人授權)
1 套 1,050,000 1,050,000

11 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ESRI ArcView  9.X Concurrent Use 1 套 21,000 21,000

12 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ESRI ArcGIS Network Analyst Concurrent Use 1 套 52,500 52,500

13 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ESRI ArcGIS 3D Analyst Concurrent Use 1 套 52,500 52,500

14 單槍投影機 3000流明以上(含吊架及安裝) 2 部 50,000 100,000
改善空間優化學習環境/加強及整合教學資源及設

備，調整空間規劃/增加製圖及設計教室

建置設計教

室

15 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ESRI ArcGIS 3D Analyst Concurrent Use 2 套 52,500 105,000

16 電腦主機
Intel QC2.66GHZ以上CPU ,2G RAM,還原卡、具

3D加速功能顯示卡之個人電腦。
2 台 32,000 64,000

17 超音波探測器 瑞士PROCEQ/TICO 1 只 210,000 210,000

商務系教學用/提升教學品質/培育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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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含單位)

健全校園資訊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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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校園資

訊、資安、

軟體智財權

環境

電算中心

租稅與資產

管理情境模

擬實驗室

土木系

營建防救災

體系管理研

究室

營建防救災體系管理研究室/加強研究發展，推動

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發展系特色

國際商務模

擬實驗室

建築系

建置3D環境

模擬設計室

建置特色實驗室-3D環境模擬設計室/改善空間優

化學習環境/加強及整合教學資源及設備，調整空

間規劃

財稅系
租稅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實驗室/充實教學軟體及

創新教材/教學軟體更新

附表四 1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數量

(含單位)

18 電腦主機
Intel QC2.66GHZ以上CPU ,2G RAM,還原卡、具

3D加速功能顯示卡之個人電腦。
61 台 32,000 1,952,000

19 教學廣播系統
軟體廣播教學系統，可將教師機畫面廣播傳送

到學生機螢幕 (61部主機授權以上)
1 套 73,200 73,200

20 穩壓器 30KV三向穩壓器 1 個 100,000 100,000

21 網路交換器 48 port以上 100M Ethernet Switch 1 台 11,000 11,000

22 電腦主機 APPLE ""iMac/最新款21.5 吋: 3.06GHz 62 台 48,000 2,976,000

23 動畫軟體 Autodesk Maya New NLM 教育版62人授權 1 套 2,139,000 2,139,000

24 穩壓器 30KV三向穩壓器 1 個 100,000 100,000

25 機櫃 41U  機櫃 1 個 20,000 20,000

26 遠端軟體教學
Apple Remoate Desktop Apple Remoate

Desktop(Unlimite Managed)
1 套 20,000 20,000

27 電動銀幕 120吋含安裝及線材及吊架 1 面 12,000 12,000

28 單槍投影機 3000流明以上(含吊架及安裝) 1 部 50,000 50,000

29 網路交換器  48 port以上 100M Ethernet Switch 1 台 11,000 11,000

30 擴大機
教學擴大機/輸出功率：130W+130W(含安裝,附

麥克風)
1 台 14,000 14,000

31 喇叭 二音路二單體喇叭含安裝吊架.配線 1 台 12,000 12,000

32 MIDI主控鍵盤
MIDI主控鍵盤，含行動錄音介面-iCON CUBE

mini PRO及監聽耳機
20 台 14,690 293,800

33 MIDI主控鍵盤
MIDI主控鍵盤，含行動錄音介面-iCON

UTRACK PRO及監聽耳機
1 組 26,600 26,600

34 監聽喇叭 獨立調整旋鈕高通濾波平直, 可選60Hz &80Hz 1 台 28,500 28,500

35 專業收音麥克風
電源供應：４８Ｖ幻象電源，響應頻率：

20~20khz，震膜尺寸：1吋
2 支 14,900 29,800

36 音樂編輯軟體 Magix Music Maker 酷樂大師內建 12 種虛擬樂器 1 套 54,000 54,000

數媒系

成立《3D數位影像剪輯與動畫實驗室》提昇教學

品質/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及整合教

學資源及設備

建置台北校區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教學設備/落實產

學結合特色教育之目標可分成以下方向：1.數位

遊戲企劃創意設計及遊戲視覺設計人才。1.多媒

體暨電腦動畫製作人才

3D動態影像

製作室建置
室設系

提升教學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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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

區3D動態影像製作室建置

遊戲與動畫

創作實驗室

建置

3D數位影像

剪輯與動畫

實驗室

視傳系

電腦輔助與

模擬設計實

驗室

成立《電腦輔助與模擬設計實驗室》提昇教學品

質/建置特色實驗室及研究中心，加強及整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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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單位)

37 音樂剪輯軟體
Steinberg Cubase 整合了處理樂句迴圈(loops)、節

奏與人聲的工具
1 套 16,200 16,200

38 音樂音效素材庫 Contagious Audio音效精靈/Killer Tweeks II 電子 1 套 100,000 100,000

39 電腦主機 APPLE ""iMac/最新款21.5 吋: 3.06GHz 62 台 48,000 2,976,000

40 穩壓器 30KV三向穩壓器 1 個 100,000 100,000

41 機櫃 41U 機櫃 1 個 20,000 20,000

42 遠端軟體教學
Apple Remoate Desktop Apple Remoate

Desktop(Unlimite Managed)
1 套 20,000 20,000

43 電動銀幕 120吋含安裝及線材及吊架 1 面 12,000 12,000

44 單槍投影機 3000流明以上(含吊架及安裝) 1 部 50,000 50,000

45 擴大機
教學擴大機/輸出功率：130W+130W(含安裝,附

麥克風)
1 台 14,000 14,000

46 喇叭 二音路二單體喇叭含安裝吊架.配線 1 台 12,000 12,000

47 網路交換器  48 port以上 100M Ethernet Switch 1 台 11,000 11,000

48 穩壓器 30KV三向穩壓器 1 個 100,000 100,000

49 磁性玻璃白板  640cm*150cm 2 個 80,000 160,000

50 機櫃 35U機櫃 1 個 17,000 17,000

51 安全檢測軟體 Armorize/CodeSecure  源碼安全檢測軟體 1 套 500,000 500,000

52 安全檢測硬體 Armorize CodeSecure  源碼安全檢測硬體 1 套 100,000 100,000

53 軟體協作開發平台 IBM RATIONAL TEAM CONCERT 校園授權 1 套 570,000 570,000

54 電腦主機 Intel QC2.66GHZ以上CPU ,2G RAM,還原卡 12 台 26,000 312,000

55 電腦桌
1.整體尺寸：1100mm×1500mm×780mm ±20mm

2.桌面採用36mm厚度之熱壓夾板，上貼美耐板
10 張 15,000 150,000

軟體工程與電子企業電子化專題實驗室/強化各領

域特色實驗室/改善專業教學及學習資源/發展軟

體工程、企業電子化研究，設置專業專題實驗環

境

資安程式碼檢測實驗室/強化各領域特色實驗室/

強化各領域特色實驗室/發展軟體工程研究，設置

專業專題實驗環境

資工系日新407 嵌入式系統專題實驗室建置/充實

圖儀設備，改善專業教學及學習資源

數媒系

建置台北校區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教學設備/落實產

學結合特色教育之目標可分成以下方向：1.數位

遊戲企劃創意設計及遊戲視覺設計人才。1.多媒

體暨電腦動畫製作人才

資管系

軟體工程與

電子企業電

子化專題實

驗室

資安程式碼

檢測實驗室

遊戲與動畫

創作實驗室

建置

遊戲動畫設

計電腦實驗

室

建置新竹校區「遊戲動畫設計電腦實驗室」提昇

教學品質/99學年度數媒系於新竹開始招生培養專

精互動科技藝術開發、遊戲設計與動畫創作能力

的專業人才

嵌入式系統

專題實驗室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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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數量

(含單位)

56
WiMax實驗教學系統-

WiMax基站建置

(1)基站(2)室內單元(3)室外單元(4)天線(5)RF

Cable
1 式 230,000 230,000

57
WiMax實驗教學系統-

點對多點CPE設備
(1)室內設備(2)天線 1 式 90,000 90,000

58 教學廣播系統 影像雙向全功能廣播設備：硬體操控主控器 1 組 160,000 160,000

59 教學廣播系統
軟體廣播教學系統，可將教師機畫面廣播傳送

到學生機螢幕 (25部主機授權以上)
1 套 30,000 30,000

60 電腦主機 Intel QC2.66GHZ以上CPU ,2G RAM,還原卡 9 台 26,000 234,000

61 電腦桌
1.整體尺寸：1100mm×1500mm×780mm ±20mm

2.桌面採用36mm厚度之熱壓夾板，上貼美耐板
2 張 15,000 30,000

62 單槍投影機 3000流明以上 1 部 40,000 40,000

63
無限影音多媒體教學

平台

Infinity(含安裝測試施工) ，包含以下功能教學系

統主功能、英語檢定功能、學生管理功能、通
1 套 808,110 808,110

64 雙人學生桌
定製品 螢幕放置方式需頃斜式

1.桌面6分木心面貼美耐板實木線板封邊。
27 張 10,000 270,000

65 電腦主機
INTEL QC 2.33GHZ 以上CPU，2GB RAM(含還原

卡) +耳機麥克風) 含3D加速顯卡
1 台 30,000 30,000

66 電腦主機
INTEL QC 2.33GHZ 以上CPU，2GB RAM(含還原

卡) +耳機麥克風
54 台 23,200 1,252,800

67 英語互動學習軟體 Tense Buster 軟體(台北校區)(含永久授權) 1 套 200,000 200,000

68 英語互動學習軟體 Tense Buster軟體 (新竹校區)(含永久授權) 1 套 200,000 200,000

69 英語互動學習軟體
Pronunciation Power 1軟體(台北校區)(含永久授

權)
1 套 120,000 120,000

70 英語互動學習軟體 Pronunciation Power 1(新竹校區)(含永久授權) 1 套 120,000 120,000

71 電腦軟體
Autodesk 3D MAX New NLM /1套光碟32User教育

版
1 套 1,104,000 1,104,000

培養專精互動科技藝術開發、遊戲設計與動畫創

作能力的專業人才。一、落實產學結合二、互動

娛樂設計三、電腦動畫創作

數媒系

遊戲動畫設

計電腦實驗

室建置

72 資訊講桌
含鵝頸麥克風、金屬按鍵式中控裝置、液晶顯

示器、安裝施工
52 張 76,000 3,952,000

健全校園資訊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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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算中心

營造優質數

位學習環境

合   計 27,030,710

強化語言自

學中心資源,
提昇學生英

語能力

強化語言自學中心資源, 提昇學生英語能力 通識中心

電通系

充實數位生

活科技實驗

室

發展院核心「數位生活科技」特色領域/增添特色

實驗室教學實驗設備/提昇教學設備與研究環境

應英系
數位多媒體

語言演練室

建置WiMax實驗教學系統/發展「數位家庭精緻化

─多媒體智慧生活科技」特色領域

增購更新語言教室電腦軟硬體，提升證照量與教

學及輔導品質/數位化的語言教學與學習環境，採

用多媒體、網路設備，達成多元學習環境。

WiMax實驗

教學系統計

畫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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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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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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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設全

校圖書

資源

備註優先序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數量 預估單價

附表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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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噴墨繪圖印表機 八色墨水彩色噴墨繪圖印表機A0尺寸 1 台 127,932 127,932

2 保險箱 電子式/外徑尺寸(H)557*(W)368*(D)448 1 個 19,800 19,800

3 喇叭 2-way-400瓦主動式喇叭,高低頻控制旋鈕 2 台 11,000 22,000

4 小鼓 Remo 14"鼓面 5.5"厚度,birch合成板 1 個 13,000 13,000

5 電吉他 22琴格,5段switch,ALDER Body 1 支 10,000 10,000

6 爵士鼓 5 pic，附直架、斜架、鼓椅等 1 個 21,000 21,000

7 單槍投影機 3000流明以上 1 部 40,000 40,000 改善諮商輔導環境，增加諮商效果/擴大輔導

能量/充實設備
馨海社-學輔中心

8 筆記型電腦 IntelCULVC723(1.2G)/2G/250G 1 台 19,900 19,900
增進社團辦理活動的便利性，充分讓社團辦

理活動時，可以將文字或是影音立即呈現，

並將資訊快速的傳遞出去

9  喇叭
15吋低音單體,1吋高音向號角,防水及耐磨插外殼,

承受功率800瓦
2 台 18,000 36,000 強化學生社團活動/藉由音效的呈現，增加活

動的熱鬧性，以活絡校園

10 保險箱 51.5w*50.5D*80H CM 1 個 18,000 18,000 強化學生社團活動，豐富校園生活/充實設備,

便於學生社團行政事務營運

11 電子琴組
含 鍵盤(JUNO-STAGE)、鍵盤架(KS-18Z)、延音踏

板(DP-10)BO
1 台 43,190 43,190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

躍參與社團活動

吉他社-學務處進

修組

12 寬銀幕投影機 投影尺寸40英吋~300英吋 1 部 38,800 38,800

13 銀幕 氣壓式上升銀幕 100" 1 面 10,900 10,900

14 電腦主機
INTEL QC 2.33GHZ 以上CPU，2GB RAM(含還原

卡)
1 台 22,000 22,000

健全學生輔

導機制與多

元活動方式

數量

(含單位)

學生會-課指組

飆風熱門音樂社-

課指組

學生會-學務組_竹

社團共用-學務處

進修組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

躍參與社團活動/提升活動品質，增強學生參

予活動動機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

躍參與社團活動/增添多元化社團活動設備，

提供學生多元舞台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

躍參與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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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數量

(含單位)

15 白板 環保無塵白板（移動式） 1 個 13,875 13,875

16 除濕機 五合一除濕機 /最高除濕20公升 1 具 11,590 11,590

17 擴音器 MIPRO/UHF 70W/可拖拉 1 部 22,000 22,000

18 單槍投影機 3000流明以上 1 部 40,000 40,000

19 鋁合金休閒帳炊事帳 多功能防水休閒帳 1 幅 16,000 16,000

20 無線對講機 VHF  手持式無線對講機 1 組 15,120 15,120

21 防潮箱 電子防潮箱;半導體晶片冷凝強力8倍除濕 1 個 17,000 17,000

22 寬銀幕投影機 投影尺寸40英吋 ~ 300英吋 1 部 38,800 38,800

23 銀幕 氣壓式上升銀幕 100" 1 面 10,900 10,900

627,807

健全學生輔

導機制與多

元活動方式

合   計

宿馨社-軍訓室

康輔社-學務處進

修組_竹

學生會-學務處進

修組_竹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

躍參與社團活動/學生社團活動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

躍參與社團活動/確立學生健康樂觀與負責輔

導方向，擴大輔導能量，精進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

躍參與社團活動/學生社團活動

附表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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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廚餘處理機 10Kg/日、微生物發酵消滅、含奈米過濾器 1 台 200,000 200,000
增設校園衛生管理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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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餘轉為有機肥，具環保與垃圾減量的優點

事務組
增設校園衛生

管理設備

2 監視主機 16 channel 5 台 30,000 150,000 事務組

3 監視主機 16 channel 7 台 30,000 210,000 總務組_竹

4 監控卡

監控卡(嘉8PORT 數位影像錄影  虛擬中央監控整

合系統  完整警報功能  輸入點偵測、輸出點控制

Dome/PTZ雲台、鏡頭控制 一卡八路影像/八路聲音

同步錄影  )+佈線(含安裝)

1 片 30,000 30,000 軟體工程與電子企業電子化專題實驗室/強化各

領域特色實驗室/改善專業教學及學習資源
資管系

軟體工程與電

子企業電子化

專題實驗室

590,000合   計

數量

(含單位)

增設校園安全

相關設備
增設校園安全相關設備/校園安全計畫/親和環境

，強化生活機能、校園安全，以營造優良環境

附表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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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產學計畫 1,600,000
預估專案研究 40件，每件約 30,000元

預估校外研究 60件，每件約 6,700元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參加國內外研習、校內舉辦之研習 1,007,563
預估校外研習 130件，每件約 6,500元

預估校內研習 20件，每件約 8,100元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550,000預估 11人申請，每人約 50,000元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786,000預估 95件，每件約 8,270元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費用 225,000預估 15件，每件約 15,000元

改進教學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獎勵之教師

奬助教師及指導學生參加競賽

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獎助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類

獎助獲得創新教法應用之教師

獎助提升教學品質與創作性之計畫

2,412,000預估各項金額如附表九-1

編纂教材

補助教師設計編製具改進教學之教材

奬助獲得數位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創意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奬助獲得使用產學合作成果編製教材奬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遠距教學獎勵之教師

1,648,000
預估各項金額如附表九-1



附表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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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設計製作教具 20,000預估 2件，每件約 10,000元

二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補助行政人員電腦研習、校外相關業務研習 150,000預估 20件，每件約 7,500元

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經費
學生社團老師指導費及活動費用 303,000

預估指導老師 20人，每人約 3,000元

預估舉辦 25次活動，每次約 9,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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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460附表十

五 新聘教師薪資 改善師資結構 1,995,455
99 年度新聘教師 5 位，平均每位薪資

約 399,000元

合 計 $12,88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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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若有編列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請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序號 99年預算 小計 合計

優良教學獎勵辦法 優良教學獎勵辦法 250,000

推動學程指導 300,000

校內研討會辦理 128,000

推動師徒制導師 400,000

修訂本位課程 334,000

1,412,000

250,000

350,000

400,000

2,412,000

數位教材製作獎助要點 數位教材製作獎助要點 210,000

981創新教學獎勵要點 70,000

982創新教學獎勵要點 180,000

981產學合作成果編製教材獎助要點 100,000

982產學合作成果編製教材獎助要點 100,000

遠距教學獎助要點 650,000

教育部認證獎助 188,000

互動式錄影獎助 150,000

1,648,000

附表九-1                         99年度奬補助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預算表

獎補助教師編纂教

材及製作教具

遠距教學獎助要點

有助於提升教學品質與創新性之計畫

項目

一

獎助教師改進教學－競賽優勝類

獎助教師改進教學－輔導學生校外實習類

小計

創新教學獎勵要點

合計

二

合計

獎補助教師改進教

學

－精進教學類

使用產學合作成果編製教材獎助要點

獎助教師改進教學－取得專業證照類

附表九-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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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液晶螢幕 19吋 TFT液晶顯示器(含防刮鏡面) 1 台 8,800 8,800 擴充社團設備，助益社團發展，激勵學生踴躍參與

社團活動
學務處進修組擴充社團設備

2 展示版 H150*W90cm 8 組 8,000 64,000 租稅與資產管理情境模擬實驗室/充實教學軟體及創

新教
財稅系

租稅與資產管理

情境模擬實驗室

3 展示版 110*80*0.8cm 12 組 8,000 96,000 全方面金控與財富管理情境實驗室/強化學生專業課

程資訊吸收、推廣財金專業資訊特色
財金系

全方面金控與財

富管理情境實驗

室

4 展示版 110*80*0.8cm 3 組 8,000 24,000
強化e-finance智能決策教學中心/結合網路科技與傳統

教學學習，增加教材與教法之創新，以提升教學/發

展與實務結合之課程

會計系
強化e-finance智

能決策教學中心

5 液晶螢幕 19吋 TFT液晶顯示器(含防刮鏡面) 2 台 8,800 17,600 營建防救災體系管理研究室/發展系特色-營建防災科

技，配合建置營建防災管理研究室
土木系

營建防救災體系

管理研究室

6 液晶螢幕 17吋 TFT液晶顯示器(含防刮鏡面) 61 台 7,800 475,800

7 網路交換器 24 port以上 100M Ethernet Switch 2 台 4,800 9,600

8 塑鋼折合椅 塑鋼/PP材質 60 張 650 39,000

9 電腦椅 人體工學五爪/附扶手 1 張 1,800 1,800

10 電腦桌 160cm*74cm*70cm 31 張 3,200 99,200

11 塑鋼折合椅 塑鋼/PP材質 61 張 650 39,650

12 電腦桌 160cm*74cm*70cm 31 張 3,200 99,200

13 網路交換器 24 port以上 100M Ethernet Switch 1 台 4,800 4,800

14 電腦椅 人體工學五爪/附扶手 1 張 1,800 1,800

15 液晶螢幕 17吋 TFT液晶顯示器(含防刮鏡面) 13 台 7,800 101,400

16 音樂創作軟體
Fruityloops 五人版含以上，以樂段(pattern)為基礎的編曲

軟體
4 套 9,000 36,000

17 混音機  6x4 studio recording mixing console，6 ch 1 台 7,500 7,500

18 音樂創作軟體 FL STUDIO XXL是以樂段(pattern)為基礎的編曲軟體 1 套 7,600 7,600

遊戲與動畫創作實驗室建置/建置台北校區數位多媒

體設計系教學設備/加強及整合教學資源及設備，調

整空間規劃

成立《3D數位影像剪輯與動畫實驗室》提昇教學品

質/建置剪輯與動畫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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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及整合教學資源及設

備，調整空間規劃/新竹校區3D動態影像製作室建置

3D動態影像製

作室建置

3D數位影像剪

輯與動畫實驗室

遊戲與動畫創作

實驗室建置

 數量

(含單位)

室設系

視傳系

數媒系

附表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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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單位)

19 監視攝影機 監視器( 1/3的紅外線  3投射距離30米)含佈線及安裝 4 部 9,000 36,000

20 電腦桌 150cm*74cm*70cm 22 張 3,100 68,200

21 塑鋼折合椅 塑鋼/PP材質 44 張 650 28,600

22 網路交換器 24 port以上 100M Ethernet Switch 2 台 4,800 9,600

23 液晶螢幕 19吋 TFT液晶顯示器(含防刮鏡面) 12 台 8,800 105,600

24 塑鋼折合椅 塑鋼/PP材質 10 張 650 6,500

25 液晶螢幕 17吋 TFT液晶顯示器 60 台 7,000 420,000 建置日新B114智慧型晶片暨嵌入式系統教學實驗室

考證中心/充實圖儀設備，改善專業教學及學習資源

智慧型晶片暨嵌

入式系統教學實

驗室考證中心

26 電腦桌 W1600*D800*H740mm(含抽屜) 2 張 9,380 18,760

27 電腦椅 人體工學五爪/附扶手 2 張 1,800 3,600

28 鐵櫃  W900*D450*H1802MM 8 個 4,000 32,000

29 白板  120*150cm 2 個 9,000 18,000

30 塑鋼折合椅 塑鋼/PP材質 20 張 650 13,000

31 屏風 鋼製布面H150*W100 8 片 2,000 16,000

32 液晶螢幕 17吋 TFT液晶顯示器(含防刮鏡面) 12 台 7,800 93,600

33 電腦椅 人體工學五爪/附扶手 4 張 1,800 7,200

34 監視攝影機
影像畫素38萬像素

3 部 9,000 27,000

35 網路交換器 24 port以上 100M Ethernet Switch 2 台 4,800 9,600

36 塑鋼折合椅 塑鋼/PP材質 61 張 650 39,650

37 電腦桌 160cm*74cm*70cm 31 張 3,200 99,200

38 網路交換器 24 port以上 100M Ethernet Switch 1 台 4,800 4,800

39 電腦椅 人體工學五爪/附扶手 1 張 1,800 1,800

2,192,460

軟體工程與電子企業電子化專題實驗室/強化各領域

特色實驗室/發展軟體工程、企業電子化研究，設置

專業專題實驗環境

建置嵌入式系統

專題實驗室

充實數位生活科

技實驗室

遊戲動畫設計電

腦實驗室

建置新竹校區「遊戲動畫設計電腦實驗室」提昇教

學品質/培養專精互動科技藝術開發、遊戲設計與動

畫創作能力的專業人才

充實數位生活科技實驗室/充實教學儀器設備/增添特

色實驗室教學實驗設備/提昇教學設備與研究環境

資工系日新407 嵌入式系統專題實驗室建置/充實設

備改善專業教學及學習資源

軟體工程與電子

企業電子化專題

實驗室

校長　　　　　　　　　教務長(主任)　　　　　　　　　總務長(主任)　　　　　　　　　學務長(主任)　　　　　　　　　會計主任　　　　　　　　　　人事主任

合   計

資管系

資工系

電通系

數媒系

附表十 2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73 資訊講桌
含鵝頸麥克風、金屬按鍵式中控裝置、液晶顯示

器、安裝施工
43 張 76,000 3,268,000

健全校園資訊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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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算中心

新增1.因整體發

展獎補助金額高

於原預估，故增

列此項目。2.本

項目之採購，有

助於提升本校數

位學習環境，故

經專責小組會議

討論後列入。

76,000 3,268,000資本門預備採購項目合計

數量

(含單位)

附表十一

資本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附件十一 1



1

中國科技大學

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總表

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貳、

表四、整體發展獎補

助經費與本校

整體策略關聯

表

在資本門項目中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及教

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輔導相關設備之用途說明酌增加健

全校園資訊、資安、軟體智財權環境用途。

貳、

一

(一)支持發展院系

特色相關計畫

1.規劃與設計學院

(4)視覺傳達系—3D數位影像剪輯與動畫實驗室 (4)視覺傳達系-電腦輔助與模擬設計實驗室

貳、

一

(四)健全校園資訊、

資安、軟體智財

權環境

無 4.營造優質數位學習環境:e化教室乃 e化教室重點建設

之一，藉由 e化教室，是故，教師可以更流暢的使用多

媒體教學輔助，使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本年度特

別運用獎補助經費於 e化教室之建構，期望能進一步提

升本校之數位學習環境。



2

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

發展規劃之關聯

二、經常門項目支用

項目與學校整體

發展規劃關聯性

(一)改善教學與提升

師資結構:

為達成上述之學校總體目標，99年度執行策略如下：

1.於經常門編列 1,600,000元獎助教師專案研究及取得校外計

畫，編列 550,000元獎助教師進修，以提升研究能力，編列

786,000元獎助教師著作發表，以提升教師論文寫作意願與

能力。

2.編列 225,000元補助教師升等送審，編列 1,712,000元獎補

助教師設計及編製具改進教學教材、提升教師參加競賽及輔

導學生參加競賽之能力、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

照；藉以提升師資素質及結構，並改善教學之品質及內容

3.編列 971,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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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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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000元獎補助教師編纂具改善教學之教材。

6.編列 20,000元補助教師製作教具。

(二)編列 150,000元以提供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相關業務。

(三)編列 265,000元以提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業務。

(四)編列 2,192,460元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改善教

學之用。

為達成上述之學校總體目標，99年度執行策略如下：

1.於經常門編列 1,600,000元獎助教師專案研究及產學

計畫，編列 550,000元獎助教師進修，以提升研究能力，

編列 786,000元獎助教師著作發表，以提升教師論文寫

作意願與能力。

2.編列 225,000元補助教師升等送審，編列 2,412,000元

獎補助教師設計及編製具改進教學教材、提升教師參

加競賽及輔導學生參加競賽之能力、獎助教師及輔導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助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藉

以提升師資素質及結構，並改善教學之品質及內容。

3.編列 1,007,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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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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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000元獎補助教師編纂具改善教學之教材。

6.編列 20,000元補助教師製作教具。

(二)提供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相關業務，編列 150,000

元。

(三)提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業務，編列 303,000元以。

(四)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改善教學之用，編

列 2,192,4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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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支用計畫 修正支用計畫

參

一

(一)經費規劃原則

1.依據近年來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金額(如下表六)，本

校預估九十九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計 33,207,760 元，依規定加計獎補助經費百分之十

以上額度為自籌款計 5,000,000 元整，佔獎補助經費

15.06 % ，預計九十九年度應執行數共 38,207,760 元整。

另依教育部規定，本校將獎補助經費總執行預算數區分為

資本門佔百分之七十，經常門佔百分之三十，明細如下頁

表七。

1.本校 99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

金額計 38,296,726 元(參考下表六：96 至 99 年度獎補

助整體發展經費明細表)，較 99 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

概算金額 33,207,760 元，增加 5,088,966 元，學校自籌

款依原支用計畫書約 15%比例計算，增加至 5,841,269

元，預計 99 年度應執行數共 44,137,995 元整(另編列附

表十一 3,268,000 元，用以因應採購預備項目)。另依教

育部規定，本校將獎補助經費預算數區分為資本門佔百

分之七十，經常門佔百分之三十，明細如表七所示。

表六 (配合 99年度獎補助款核配金額及上述說明，修改

格式、金額及比例。)

表七  (金額及比例已依上述說明調整變更。)

參

二

(二)經費分配程序：

新增5.

無 5.依據教育部 99年 1月22日台技(三)字第 0990091001-M

號函說明事項應於 40日內(不含例假日)檢附修正支用

計畫書陳報教育部，本校已於 99年3月 1日召開專責

小組會議通過 99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擬訂於規定時

限內完成報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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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支用計畫

附表一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附表一。

附表二 資本門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附表二。

附表三 經常門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變更，請詳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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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附表四。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細表變更，請詳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附表九。

附表十一 經費支用項目名稱、規格及金額變更，請詳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附表十一。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

(5)=(3)+(4) 補助款(1) 總預算

(3)=(1)+(2) 總經費(5)=(3)+(4)

$18,616,950 $38,296,726 $44,137,995 $17,387,243 $33,207,760 $38,207,760

補助款70﹪ 獎助款70﹪
自籌款

（76.02 ﹪）
補助款30﹪ 獎助款30﹪

自籌款

（23.98 ﹪）
補助款70﹪ 獎助款70﹪

自籌款

（58.94 ﹪）
補助款30﹪ 獎助款30﹪

自籌款

（41.06 ﹪）

$13,031,865 $13,775,843 $5,585,085 $5,903,933 $12,171,070 $11,074,362 $5,216,173 $4,746,155

合計 合計

占總經費比例 占總經費比例

$26,192,517 $12,015,243

70.80% 29.20% 68.55% 31.45%

$9,962,328

$4,440,809 金額 $2,947,085$1,400,460 $2,052,915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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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99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99年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99年3月1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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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0,517

$26,807,708 $11,489,018 $23,245,432

金額

$31,248,517

$19,679,776 $5,841,269

$12,88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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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及30﹪。前段經常門預算得流用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75%，經常門不得低於25%。

經費變更說明：本校9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核配金額計 38,296,726 元，較99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33,207,760元，增加5,088,966元，學校自籌款依原支用計畫書約15%比例

計算，增加至5,841,269元，預計99年度應執行數共44,137,995 元整。另編列附表十一3,268,000元，用以因應採購預備項目。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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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9,901 84.27% 4,440,809 100.00% 27,030,710 86.50% 19,027,625 81.86% 2,947,085 100.00% 21,974,710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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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0 0.00% 3,000,000 9.60% 3,000,000 12.91% 0 0.00% 3,000,000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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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807 2.34% 0 0.00% 627,807 2.01% 627,807 2.70% 0 0.00% 627,807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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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00 2.20% 0 0.00% 590,000 1.89% 590,000 2.54% 0 0.00% 590,000 2.25%

合計 $26,807,708 100.00% $4,440,809 100.00% $31,248,517 100.00% $23,245,432 100.00% $2,947,085 100.00% $26,192,517 100.00%

經費變更說明：9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金額計 38,296,726 元，較99年度原報部支用計畫書概算金額33,207,760元，增加5,088,966元，學校自籌款依原支用計畫書15%比例計算，增加至

5,841,269元，預計99年度應執行數共44,137,995 元整。資本門支出之調整有二大主軸：一、符合學校中程計畫特色發展者；二、教室相關設備之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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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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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自籌款項   目

99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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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1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研究＄1,440,000 研究     12.53 ﹪ 研究＄160,000 研究    11.42﹪ 研究＄1,450,000 研究   14.55 ﹪ 研究＄150,000 研究        7.31﹪

研習＄1,007,563 研習       8.77 ﹪ 研習＄0 研習     0.00﹪ 研習＄971,328 研習   9.75 ﹪ 研習＄0 研習               ﹪
進修＄550,000 進修      4.79 ﹪ 進修＄0 進修     0.00﹪ 進修＄550,000 進修   5.52 ﹪ 進修＄0 進修               ﹪
著作＄786,000 著作      6.84 ﹪ 著作＄0 著作    0.00 ﹪ 著作＄786,000 著作    7.89﹪ 著作＄0 著作               ﹪
升等送審$225,000 升等送審 1.96 ﹪ 升等送審$0 升等送審0.00﹪ 升等送審$225,000 升等送審2.26 ﹪ 升等送審$0 升等送審      ﹪

改進教學$2,412,000 改進教學 20.99﹪ 改進教學＄0 改進教學0.00 改進教學$1,712,000 改進教學17.18﹪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
編纂教材$1,648,000 編纂教材 14.34 ﹪ 編纂教材＄0 編纂教材0.00﹪ 編纂教材1,548,000 編纂教材15.54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

製作教具$20,000 製作教具 0.17﹪ 製作教具＄0 製作教具  0.00 製作教具$20,000 製作教具0.20﹪ 製作教具＄0 製作教具      ﹪
合計$8,088,563 合計  70.39% 合計$160,000 合計  11.42% 合計$7,262,328 合計  72.89% 合計$150,000 合計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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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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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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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00 2.51% $15,00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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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2.51% $15,000 0.73 ﹪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1,162,455 10.12% $1,030,005 73.55%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500,000 5.02% $1,692,460 82.44%

五、其他 $0 0.00% $0 0.00% 五、其他 $0 0.00% $0 0.00%
六、新聘教師薪資 $1,800,000 15.67% $195,455 13.96% 六、新聘教師薪資 $1,800,000 18.07% $195,455 9.52%
七、現有教師 $0 0.00﹪ $0 100﹪ 七、現有教師 $0 0% $0 0.00%

總　　計 $11,489,018 100% $1,400,460 100% 總　　計 $9,962,328 100﹪ $2,052,9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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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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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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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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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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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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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99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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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獎補助款 內容說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說明）

自籌款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項   目
獎補助款 內容說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說明）
項   目

附表三 1



 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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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電腦軟體

Autodesk 3D MAX
New NLM /1套光碟

32User教育版

1 1,104,000 1,104,000 數媒系

新增1.因整體發展獎

補助金額高於原預估

，故增列此項目。2.

本項目為"特色計畫"

重要軟體，故經專責

小組會議討論後列入

72 資訊講桌

含鵝頸麥克風、金屬

按鍵式中控裝置、液

晶顯示器、安裝施工

52 76,000 3,952,000 電算中心

新增1.因整體發展

獎補助金額高於原

預估，故增列此項

目。2.本項目之採

購，有助於提升本

校數位學習環境，

故經專責小組會議

討論後列入。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5,056,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99年3月1日提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原因說明

學校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表四 1



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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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8,248,563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7,412,328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校外研究      1,600,000 研究 獎助內容包括專案研究、校外研究 1,600,000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參加國內外研習、校內

舉辦之研習
1,007,563 研習

補助內容包括參加國內外研習、校

內舉辦之研習
971,328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550,000 進修 獎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550,000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786,000 著作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於國內外著名期

刊
7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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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教學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獎勵之教師

獎助教師及指導學生參加競賽

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獎助獲得創新教法應用之教師

獎助提升教學品質與創作性計畫

2,412,000 改進教學

獎助獲得優良教學獎勵之教師

獎助教師及指導學生參加競賽

獎助教師及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獎助獲得創新教法應用之教師

獎助提升教學品質與創作性計畫

1,712,000

編纂教材

補助教師設計編製具改進教學之教材

獎助獲得數位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創意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使用產學合作成果編製教材

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遠距教學獎勵之教師

獎助教師輔導學生校外實習

1,648,000 編纂教材

補助教師設計編製具改進教學之教

材

獎助獲得數位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創意教材製作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使用產學合作成果編製教

材獎勵之教師

獎助獲得遠距教學獎勵之教師

1,548,000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設計製作教具 20,000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設計製作教具 20,000

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一 一

99年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99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附表九 1



九十九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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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補助行政人員電腦研習、校外相關業

務研習
150,000 二

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補助行政人員電腦研習、校外相關

業務研習
150,000

三

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

費

學生社團老師指導費及活動費用 303,000 三

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

費

學生社團老師指導費及活動費用 2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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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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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460

五
新聘教師薪

資
改善師資結構 1,995,455 五

新聘教師薪

資
改善師資結構 1,995,455

12,889,478$  12,015,243$       合計 合計

註一、本表所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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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九 2



99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變更對照表及理由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73 資訊講桌
含鵝頸麥克風、金屬按鍵式中控裝置、液

晶顯示器、安裝施工
43 張 76,000 3,268,000

健全校園資訊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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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算

中心

新增1.因整體發展獎

補助金額高於原預估

，故增列此項目。2.

本項目之採購，有助

於提升本校數位學習

環境，故經專責小組

會議討論後列入預備

項目。

76,000 3,268,000

經費變更說明: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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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之預算金額，以上資本門預算項目也將會全數執行完畢。

資本門預備採購項目合計

數量

(含單位)

附表十一

資本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附表十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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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經費專責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03 月 01 日(星期一) 14:00 

地點：台北校區格致樓 903 會議室 
      新竹校區健心館國際會議廳 

主席：谷家恆 谷校長                           記錄：黃雅玲 

出席：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報告一、本校九十九年支用計畫書書審意見報告(附件一)【祕書室】。 

龔鴻裕老師: 

根據教育部 99/01/25 來文，針對 99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歸納以下建議事項及正面肯定兩個部 

分，首先建議事項，有下列幾點說明: 

(一) 宜擬訂資本門優先序排序依據。 

(二) 資本門設備購置需有標餘款之規劃。 

(三) 改善教學品質及師資結構、充實教學儀器設備之預

期成效，宜更具體、明確呈現。 

(四) 本校各單位發展重點未等同於學校整體之重點，未

來能以策略型觀點思考獎補助經費之運用。 

(五) 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惟似均止於表面之項目，尚

未能充份發揮個案實質深入稽核功效，建請再予加

強，另針對個別委員發言亦請詳實記載。 

(六) 各校於獎勵教師發表論文及專利後，會鼓勵部分原

本與學科專業領域差異極大之教師依其博士專業

領域發表論文，此舉與任教學科本質發展有相當之

差異，實不利教師之研究轉型，亦對學科專業評鑑

造成反效果。因此，針對「提升師資素質獎補助辦

法」，建議考量納入『教師研究成果獎勵應符合其

所服務學科之教學研究特色與定位』之條件限制。  

再來有關於正面肯定方面，歸納為下列四點來做說明: 

          (一)獎補助經費規劃比例符合規定，編列自籌款比例佔總 

獎補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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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有關於獎補助相關會議資料準備大致完整。 

(三) 校補助教師薪資佔經常門獎補助款比例18.07%(不含自

籌款)，相較於其他學校編列 25~35%，尚佳。 

(四)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比例預估佔經常門獎補助款

之 72.90%，與他校相較而言尚屬突出，主要著重於改進

教學（佔該項目之 23.57%）、編纂教材（佔該項目之

21.32%）等，與其他學校相較而言較具特色之項目。  

谷家恆校長: 

    (一)針對建議事項第四點，目前學校首要整體重點在於提升學生

未來在職場競爭力，本校各單位之發展重點，是屬於首要整

體重點下的子項目，來做延伸發展。 

    (二)經費稽核委員應更嚴謹加強個案實質稽核功效，並詳實記錄

委員之意見。 

    (三)目前老師發表論文及專利的部分，因與教師服務學科相同，

且要持續強化自已的專業與競爭力。 

會計室廖主任: 

    日前教育部有來文，因應私校法的修訂，已廢止經費稽核委員 

會。往後，內部稽核的功能也會併入內部控制之功用，預計 3 

月會有學校內部控制相關說明會。目前除了學生人數達 20,000 

人以上抑或是整年度預算有達 20 億之學校之外，並未特別要求 

學校需設置內部控制人員，可以透過外部人員來稽核，本校狀況 

應可適用外部人員來稽核。 

 

参、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99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書」資料新增，提請討論(附件二)【總務處、電算中心、數

媒系】。 

說 明：新增附表四、資本門經費-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71、72，與

附表十一、資本門預備項目明細表優先序 73，依附件說明。 

總務處: 因 99 年整體獎補助經費提高。故增列三個採購項目，分別

為優先予 71 3D MAX 軟體、優先序 72 資訊講桌及優先序

73 資訊講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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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孫主任: 
(一)資訊講桌為中信局提供之規格，單價估價 76,000。 
(二) 99 年採購的 3D MAX 軟體為單機版，32 個使用者，此外，

以院的角度來看，購買網路版，可將軟體資源發揮至最大效

益。 
谷家恆校長: 

(一)資訊講桌之分配宜謹慎考量台北、新竹校區及各科系的數量 
配置。 

     (二) 3D MAX 軟體規格之部分，授權給規劃與設計學院與電算

中心進行協調，以便確認最終規格。 

決議:通過。 

 
案由二、擬依 99 年度整體發展奬補助經費核定額度修改經常門各項

獎補助額度，提請討論(附件三)【人事室】。 

說  明： 

一、99年整體發展奬補助經費經常門自籌款核定額較預估增加

1,526,690元。 

二、修改後之明細如附件三。 

人事室林主任: 

99年支用計畫書因應資本門的調整，經常門預算之金額也略做調 

整，主要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項目中的改進教學與編纂教材。 

其中，改進教學的部分增加700,000元，編纂教材增加100,000

元。 

吳研發長: 

    目前實習輔導項目還沒有納入，日前實習輔導相關辦法已訂定，

待通過，預計今年能順利實施。 

谷家恆校長: 

    實習輔導項目應可列入改進教學支用項目裡，由於改進教學裡所 

包含之子項目甚多，像是證照、競賽優勝。故改進教學增加金額 

應可佔有較多的比例，促進教師及學生取得證照及參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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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教務長: 

技職再造計畫對於申請99年實習課程，分成暑期、學期、學 

年輔導，分別有不同金額補助，補助金額在6,000元~22,000元之

間。未來99年獎補助款，要撥一部分經費給考核老師來實行，再

煩請相關單位規劃支出項目。    

  

決議:通過。 

 

案由三、99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算金額修正情形，提請討論(附

件四)【會計室】。 

會計室廖主任: 

    99年獎補助核配金額為38,296,726元，比原先預估金額提高500

多萬元。因應獎補助款的增加，配合款金額也提高至至580多萬

元，總經費為44,137,995元。資本門部分增加5,056,000元，經

常門主要分成改善教學物品金額及改善師資結構，改善教學物品

金額不調整，改善師資結構金額增加874,235元，另編列預備項

目金額3,268,000元，共計調整9,198,235元。 

 

決議:通過。 

 

肆、臨時提案： 

 

伍、主席結論： 

(一)往後經費專責小組每學期一次，針對經常門執行及管控狀

況，進行工作進度報告。 

(二)教師在未來要更努力耕耘產學合作。 

(三)教師之能量若未能在研究項目上發揮，也可以投入在輔導學

生競賽、取得證照及實習項目。 

陸、散會 

 
 
 



2011/2/11 附件一 1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工作報告

祕書室



2011/2/11 附件一 2

99年支用計畫書書審意見(99.01.25來文)(1/2)

 建議事項

1.宜擬訂資本門優先序排序之依據。

2.資本門設備購置需有標餘款之規劃。

3.改善教學品質及師資結構、充實教學儀器設備之預
期成效，宜更具體、明確呈現。

4.本校各單位發展重點未等同於學校整體之重點，未
來能以策略型觀點思考獎補助經費之運用。

5.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惟似均止於表面之項目，尚
未能充分發揮個案實質深入稽核功效，建請再予
加強，另針對個別委員發言亦請詳實記載。



2011/2/11 附件一 3

99年支用計畫書書審意見(99.01.25來文)(2/2)

6.衡諸各校於獎勵教師發表SSCI、SCI、EI等論文及
專利後，會鼓勵部分原本與學科專業領域差異極
大之教師依其博士專業領域發表論文，此舉與任
教學科本質發展有相當之差異，實不利教師之研
究轉型，亦對學科專業評鑑造成反效果。因此，
針對「提升師資素質獎補助辦法」，建議考量納
入『教師研究成果獎勵應符合其所服務學科之教
學研究特色與定位』之條件限制。



2011/2/11 附件一 4

99年支用計畫書書審意見(99.01.25來文)(1/1)

 正面肯定
1.獎補助經費規劃比例符合規定，編列自籌款比例佔

總獎補助15%。
2.學校有關於獎補助相關會議資料準備大致完整。
3.本校補助教師薪資佔經常門獎補助款比例佔

18.07%(不含自籌款)，相較於其他學校編列
25~35%，尚佳。

4.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比例預估佔佔經常門獎補
助款之72.90%，與他校相較而言尚屬突出，主要著
重於改進教學（佔該項目之23.57%）、編纂教材
（佔該項目之21.32%）等，與其他學校相較而言較
具特色之項目。



 99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更（應報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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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電腦軟體

Autodesk 3D MAX
New NLM /1套光碟

32User教育版

1 1,104,000 1,104,000 數媒系

新增，因整體發展獎

補助金額提高，故增

列採購項目

72 資訊講桌

含鵝頸麥克風、金屬

按鍵式中控裝置、液

晶顯示器、安裝施工

52 76,000 3,952,000 電算中心

新增，因整體發展獎

補助金額提高，故增

列採購項目

73 資訊講桌

含鵝頸麥克風、金屬

按鍵式中控裝置、液

晶顯示器、安裝施工

43 76,000 3,268,000 電算中心 新增預備採購項目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學校名稱：中國科技大學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3,268,000

附表十一、資本門預備項目明細表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5,056,000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 變更項目金額總計0 8,324,000

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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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000 14.55% 150,000 7.31% 1,600,000 13.32% 1,440,000 12.53% 160,000 11.42% 1,600,000 12.41%

研習
971,328 9.75% 0 0.00% 971,328 8.08% 1,007,563 8.77% 0 0.00% 1,007,563 7.82%

進修
550,000 5.52% 0 0.00% 550,000 4.58% 550,000 4.79% 0 0.00% 550,000 4.27%

著作
786,000 7.89% 0 0.00% 786,000 6.54% 786,000 6.84% 0 0.00% 786,000 6.10%

升等送審
225,000 2.26% 0 0.00% 225,000 1.87% 225,000 1.96% 0 0.00% 225,000 1.74%

改進教學
1,712,000 17.18% 0 0.00% 1,712,000 14.25% 2,412,000 20.99% 0 0.00% 2,412,000 18.71%

編纂教材
1,548,000 15.54% 0 0.00% 1,548,000 12.88% 1,648,000 14.34% 0 0.00% 1,648,000 12.79%

製作教具 20,000 0.20% 0 0.00% 20,000 0.17% 20,000 0.17% 0 0.00% 20,000 0.16%

合計 7,262,328 72.89% 150,000 7.31% 7,412,328 61.69% 8,088,563 70.39% 160,000 11.42% 8,248,563 64.00%

150,000 1.51% 0 0.00% 150,000 1.25% 150,000 1.31% 0 0.00% 150,000 1.16%

250,000 2.51% 15,000 0.73% 265,000 2.21% 288,000 2.51% 15,000 1.07% 303,000 2.35%

500,000 5.02% 1,692,460 82.44% 2,192,460 18.25% 1,162,455 10.12% 1,030,005 73.55% 2,192,460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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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新聘教師薪資 1,800,000 18.07% 195,455 9.52% 1,995,455 16.60% 1,800,000 15.67% 195,455 13.96% 1,995,455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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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2,328 100.00% $2,052,915 100.00% 12,015,243 100.00% $11,489,018 100.00% $1,400,460 100.00% 12,889,478 100.00%

99年度支用計畫書-經常門預算

項   目

99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99年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99.3.1專責小組後)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一、 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30﹪

以上）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5﹪以

內）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

費(占經常門經費2%以上)

四、其他(單價1萬元以下之

改善教學物品)

五、其他

七、現有教師薪資

總    計

1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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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000 14.55% 150,000 7.31% 1,600,000 13.32% 2,160,000 18.80% 240,000 17.14% 2,400,000 18.62%

研習
971,328 9.75% 0 0.00% 971,328 8.08% 1,007,563 8.77% 0 0.00% 1,007,563 7.82%

進修
550,000 5.52% 0 0.00% 550,000 4.58% 550,000 4.79% 0 0.00% 550,000 4.27%

著作
786,000 7.89% 0 0.00% 786,000 6.54% 786,000 6.84% 0 0.00% 786,000 6.10%

升等送審
225,000 2.26% 0 0.00% 225,000 1.87% 225,000 1.96% 0 0.00% 225,000 1.74%

改進教學
1,712,000 17.18% 0 0.00% 1,712,000 14.25% 1,712,000 14.90% 0 0.00% 1,712,000 13.28%

編纂教材
1,548,000 15.54% 0 0.00% 1,548,000 12.88% 1,548,000 13.47% 0 0.00% 1,548,000 12.01%

製作教具 20,000 0.20% 0 0.00% 20,000 0.17% 20,000 0.17% 0 0.00% 20,000 0.16%

合計 7,262,328 72.89% 150,000 7.31% 7,412,328 61.69% 8,008,563 69.70% 240,000 17.14% 8,248,563 64.00%

150,000 1.51% 0 0.00% 150,000 1.25% 150,000 1.31% 0 0.00% 150,000 1.16%

250,000 2.51% 15,000 0.73% 265,000 2.21% 288,000 2.51% 15,000 1.07% 303,000 2.35%

500,000 5.02% 1,692,460 82.44% 2,192,460 18.25% 1,242,455 10.81% 950,005 67.83% 2,192,460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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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新聘教師薪資 1,800,000 18.07% 195,455 9.52% 1,995,455 16.60% 1,800,000 15.67% 195,455 13.96% 1,995,455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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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2,328 100.00% $2,052,915 100.00% 12,015,243 100.00% $11,489,018 100.00% $1,400,460 100.00% 12,889,478 100.00%

99年度支用計畫書-經常門預算

總    計

項   目

一、 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30﹪

以上）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

費(占經常門經費2%以上)

七、現有教師薪資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5﹪以

內）

四、其他(單價1萬元以下之

改善教學物品)

五、其他

99年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 99年第一次修正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99.3.1專責小組前)

合計獎補助款 自籌款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修正支用計畫書經常門預算-會議前 附件三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合計 合計

金額 金額 金額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金額 百分比
改善教學

物品金額
百分比

改善師資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94年度 22,641,791 15,094,528 37,736,319 3,891,458 91.16% 377,363 8.84% 4,268,821 11.31% 26,533,249 63.17% 0 0.00% 15,471,891 36.83% 42,005,140

95年度 19,981,945 13,321,296 33,303,241 5,216,820 93.89% 339,693 6.11% 5,556,513 16.68% 25,198,765 64.85% 0 0.00% 13,660,989 35.15% 38,859,754

96年度 19,581,516 13,054,344 32,635,860 5,820,292 91.15% 565,007 8.85% 6,385,299 19.57% 25,401,808 65.10% 291,675 0.75% 13,327,676 34.15% 39,021,159

97年度 16,630,842 11,087,228 27,718,070 4,086,954 54.28% 3,442,072 45.72% 7,529,026 27.16% 20,717,796 58.78% 720,200 2.04% 13,809,100 39.18% 35,247,096

98年度 22,892,222 15,261,482 38,153,704 4,247,088 66.80% 2,110,393 33.20% 6,357,481 16.66% 27,139,310 60.97% 2,060,239 4.63% 15,311,636 34.40% 44,511,185

99年度預估數 23,245,432 9,962,328 33,207,760 2,947,085 58.94% 2,052,915 41.06% 5,000,000 15.06% 26,192,517 68.55% 2,192,460 5.74% 9,822,783 25.71% 38,207,760

99年度核配數 26,807,708 11,489,018 38,296,726 4,440,809 76.02% 1,400,460 23.98% 5,841,269 15.25% 31,248,517 70.80% 2,192,460 4.97% 10,697,018 24.24% 44,137,995

99年度差異數 3,562,276 1,526,690 5,088,966 1,493,724 177.56% -652,455 -77.56% 841,269 16.53% 5,056,000 85.26% 0 0.00% 874,235 14.74% 5,930,235

99年預備項目 3,268,000 - 0 - 0 - 3,268,000

99年新增預算 8,324,000 - 0 - 874,235 - 9,198,235

說明： 1.94~98年度獎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含自籌款）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總預算60%及40%，99年度修改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總預算70%及30%。

2.96年度起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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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補助款 14,549,850 38.56% 13,943,551 41.87% 16,242,048 47.95% 14,706,132 51.25% 16,347,385 42.85% 16,347,385 42.85% 17,387,243 50.55% 18,616,950 48.36%

獎助款 23,186,469 61.44% 19,359,690 58.13% 17,627,755 52.05% 13,991,331 48.75% 21,806,319 57.15% 21,806,319 57.15% 17,011,309 49.45% 19,878,562 51.64%

小計 37,736,319 100.00% 33,303,241 100.00% 33,869,803 100.00% 28,697,463 100.00% 38,153,704 100.00% 38,153,704 100.00% 34,398,552 100.00% 38,495,512 100.00%

扣減獎助款(佔獎

助款之%)
0 0.00% 0 0.00% -1,233,943 -7.00% -979,393 -7.00% 0 0.00% 0 0.00% -1,190,792 -7.00% -198,786 -1.00%

獎補助款核配金額 37,736,319 33,303,241 32,635,860 27,718,070 38,153,704 38,153,704 33,207,760 38,296,726

自籌款 4,268,821 11.31% 5,556,513 16.68% 6,385,299 19.57% 7,529,026 27.16% 5,741,656 15.05% 6,357,481 16.66% 5,000,000 15.06% 5,841,269 15.25%

合計 $42,005,140 - $38,859,754 - $39,021,159 - $35,247,096 - $43,895,360 - $44,511,185 - $38,207,760 - $44,137,995 -

項目
94年度執行數 95年度執行數

資本門

96年度執行數 97年度執行數
98年度預算數

(核配後第一次修正)
99年度預估數

99年度預算數

(核配後第一次修正)
98年度執行數

總經費

經常門

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算金額

獎補助款 配合款

資本門 經常門

配合款比例
年度

1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