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修正後支用計畫書 

壹、學校現況 

一、現有資源 

1.1 師資結構 

博  士 碩  士 學  士 其  他 合  計 
區  分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教 授 8 1 0 0 0 1 0 0 8 2
副 教 授 46 4 13 1 1 1 1 0 61 6
助理教授 33 17 2 0 2 1 0 0 37 18
講 師 0 1 143 123 12 1 4 0 159 125
技術教師 0 0 1 0 1 0 1 0 3 0

總 計 87 23 159 124 16 4 6 0 268 151

1.2 圖書軟體資源 

圖 書 學 收 藏 冊 數 總 冊 數 

總類 13,614 
哲學類 6,099 
宗教類 2,899 
自然科學 21,565 
應用科學類 34,244 
社會科學類 26,345 
史地類 (含世界史地類) 13,118 
語文類 23,626 

一、中文圖書 

美術類 9,392 
二、外文圖書 19,447 

非  書  資  料 總 冊 數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種) 62 

一、電子資料 
電子書 (冊) 0 
單片 (片) 198 

二、微縮影片 
捲片 (捲) 0 

三、視聽資料(件) 1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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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期  書  報 總 冊 數 
一、報紙 (種) 11 

中、日文 (種) 241 
西文 (種) 198 二、期刊 
電子期刊 (種) 2162 

三、期刊合訂本 (冊) 0 

1.3 電腦教學設備 

擁有電腦硬體設備及教學軟體之實習（驗）場所名稱、所屬單位、以及

所在位置，如下表所列： 

單   位 實習（驗）場所名稱 所在位置 
1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實驗室 綜一館 新 26 
2 電腦輔助繪圖實驗室 綜一館 新 24 
3 電腦數值控制工具機實驗室 綜一館 新 B1 
4 氣液壓實驗室 綜一館 新 20 
5 控制工程實驗室 綜一館 新 28 
6 數位邏輯實驗室 綜一館 新 22 
7 精密量測實驗室 綜一館 新 36 
8 材料分析實驗室 綜一館 新 16 
9 快速成型實驗室 綜一館 新 35 

10 遠端監控與機器人應用實驗室 綜一館 新 34 
11 射出成型實驗室 綜一館 新 B1 
12 電機與可程式控制實驗室 綜一館 新 32 
13 工程分析實驗室 綜一館 新 18 
14 動力實驗室 綜一館 新 17 
15 運動分析實驗室 綜一館 新 15 

自工系 

16 運動控制實驗室 綜一館 新 14 
1 材料加工實驗室（一、二、三、四） 化工館 1 F 
2 電子材料製程應用電化學專題室 化工館 5F 
3 製程與減廢專題室 化工館 5F 
4 化學實驗室（一） 化工館 5F 

化材系 

5 化學實驗室（二） 化工館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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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材料檢測實驗室 化工館 6F 
7 化學技術實驗室 化工館 6F 
8 功能性材料高分子光電材料專題室 化工館 6F 
9 奈米材料合成專題室 化工館 6F 

10 儀器分析實驗室 化工館 6F 
11 生物分解性高分子物理專題室 化工館 6F 
12 高分子電子材料專題室 化工館 6F 
13 單元操作實驗室 化工館 7F 
14 化學技術實驗室 化工館 7F 
15 程序模擬專題室 化工館 7F 
16 反應動力奈米觸媒材料專題室 化工館 7F 
17 熱力與相平衡專題室 化工館 7F 
18 程序控制專題室 化工館 7F 
19 應用微生物專題室 化工館 7F 
20 生化工程專題室 化工館 7F 
21 生藥分析專題室 化工館 7F 
1 PCB（一） 二曲樓 201 室 
2 PCB（二） 二曲樓 202 室 
3 電腦教室 二曲樓 502 室 
4 光電實驗室 二曲樓 204 室 
5 自動感測實驗室 二曲樓 205 室 
6 微波通訊實驗室 二曲樓 207 室 
7 多媒體行動通訊實驗室 二曲樓 402 室 
8 微控制器實驗室 二曲樓 404 室 
9 數位系統實驗室 二曲樓 405 室 

10 晶片佈局實驗室 二曲樓 408 室 

電子系 

11 電子實驗室 二曲樓 501 室 
1 遊戲平台實驗室 學院樓 21 
2 電腦教室 學院樓 23 

資工系 

3 電玩週邊設計實驗室 學院樓 11 
1 自動控制實驗室 電機館 B-2-11 
2 自動量測實驗室 電機館 B-2-10 

電機系 

3 智慧型控制實驗室 電機館 A-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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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力電子實驗室 電機館 B-1-08 
5 電子學實驗室 電機館 A-2-01 
6 電動機控制實驗室 電機館 B-1-09 
7 電腦網路實驗室 電機館 A-2-05 
8 電能監控實驗室 電機館 B-1-06 
9 專題實驗室 電機館 A-1-01 

10 電機機械實驗室 電機館 B-1-10 
1 網路應用實驗室 綜一館 5F 
2 現場改善實驗室 綜一館 5F 
3 企業營運實驗室 綜一館 5F 
4 物流管理實驗室 綜一館 5F 
5 綜合教學實驗室 綜一館 5F 
6 人因工程實驗室 綜一館 4F 
7 製造管理實驗室 綜一館 4F 
8 品質管理實驗室 綜一館 4F 
9 語言視廳實驗室 綜一館 4F 

10 專題製作實驗室 綜一館 3F 

工管系 

11 階梯教室 綜一館 4F 
1 行銷企劃實驗室 綜一館 3F 

行管系 
2 電子商務實驗室 綜一館 3F 
1 語言教室（一） 定一樓 2F 
2 語言教室（二） 定一樓 2F 
3 專題研究室 定一樓 3F 

外語系 

4 劇場 定一樓 1F 
1 電腦教室 5-1 定一樓 5F 
2 電腦教室 5-2 定一樓 5F 
3 電腦教室（三） 定一樓 3F 
4 企業網路實驗室 定一樓 4F 
5 電腦教室 5-3 定一樓 5F 
6 企業資源規劃實驗室 定一樓 5F 
7 智慧型決策實驗室 定一樓 5F 

資管系 

8 多媒體實驗室 定一樓 4F 
國貿系 1 國貿外語教室（一） 定一樓 2F 

………………………………………………………………………………………………………………. 4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修正後支用計畫書 

2 國貿外語教室（二） 定一樓 2F 
3 證照檢定諮詢中心 定一樓 3F 
4 國貿電腦教室（一） 定一樓 3F 
5 國貿電腦教室（二） 定一樓 2F 
6 國貿實習中心 定一樓 3F 
7 製商整合數位教學中心 定一樓 3F 
8 國貿商情資料庫中心 定一樓 3F 
9 全球運籌中心 定一樓 2F 
1 專題製作暨圖書室 定一樓 6F 
2 數位旅運服務資訊中心 定一樓 6F 
3 中西餐烹調教室 右任樓 2F 
4 客房示範教室 右任樓 2F 
5 調酒吧台教室 右任樓 2F 
6 餐飲實習教室 右任樓 2F 
7 資源規劃暨解說資訊教室 定一樓 6F 

觀光系 

8 航空服務教室 定一樓 6F 
1 專題實驗室、簡報室 定一樓 4F 
2 投資決策實驗室 定一樓 4F 
3 風險控管實驗室 定一樓 4F 

財金系 

4 研討室 定一樓 4F 
電通系 1 電腦與通訊模擬實驗室 化工館 3 F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為順應教職員生及畢業校友的殷切期望，對應社會大眾的觀感，因應教育部

對「辦學績效卓著，擇優准予改名」的政策，本校展現強烈的企圖心，積極進行

改名科技大學的相關準備工作。近三年本校矢志完成的目標有： 
 96 年：行管系順利完成諮詢輔導訪視； 
 97 年：行管系、資工系、財金系之專案評鑑均獲得一等佳績； 
 98 年：完成改名科技大學 

學校對於未來發展所擘劃的遠景，就學校定位、學院規劃、發展規模等範疇

的規劃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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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學校定位 

將學校定位在「教學為主，實務研究為輔的優質科技學府」。 

2.1 學院規劃 

逐步整合校內現有所系的教學資源，擬在改名科技大學後成立「工程技術」、

「電機資訊」及「商業管理」等三個學院，各所系歸屬的學院如下表所列。 

表 1  大華學院規劃說明 

學院 系所 
機電工程研究所 自動化工程系 化工與材料工程系 工程技術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電機資訊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國際貿易系 資訊管理系 應用外語系 商業管理 
觀光管理系 財務金融系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2.3 發展規模 

本校中程學生人數係以最新之核定名額為基準，以保留主流學制（四技部）、

淘汰失勢學制（二專部）及縮減弱勢學制（二技部）為目標，並且配合教育

部「後期中等教育重要政策」期望保留之優勢學制（五專部）為原則進行規

劃，有關最新（96 學年度）已奉教育部核定之招收新生名額如下表所列。 

表 2  96 學年度招收新生名額 

97 學年度招收新生名額 

日間部 進修部 
所系別 

碩士 五專 四技 二技 二專 四技 二技 技(專) 
小計 

機電所 12        12 

自工系  50 50   53 50 35 238 

化材系   45     40 85 

工管系  50 50   50 110 40 300 

電機系   107   53 50  210 

電子系  50 107  50 55 110  372 

資工系   55   53   108 

………………………………………………………………………………………………………………. 6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修正後支用計畫書 

電通系   55   53   108 

國貿系  50 45 62  52 50  259 

資管系  100 50 62 50 53 50  365 

外語系  100 45   52   197 

觀光系   55   100   155 

財金系   45   52   97 

行銷系   50   54   104 

合  計 12 400 759 124 100 680 420 115 2610 

 

未來校務發展中程（至民國 100 年）規劃之學生人數，根據 96 學年度招收新

生名額預估如下表所列。 

表 3  中程（民國 100 年）學生人數構想 

部別 學制 班級數 學生數 說明 
碩士班 2 24 每屆 1 所 1 班，每班 12 人 
四技 60 3000 每屆 13 系 15 班，每班 50 人 
二技 4 240 每屆 2 系 2 班，每班 60 人 
五專 40 2000 每屆 6 科 8 班、每班 50 人 

日間部 

合計 106 5264  
四技 64 3200 每屆 13 系 16 班、每班 50 人；現

有二專 2 班換四技 1 班 
二技 18 1080 每屆 7 系 9 班，每班 60 人 

進修部 

合計 82 4280  
總計 188 9544  

群（院）系科及學生數成長規劃，請參見下表。其中 96 學年度新生的註冊率

為 71%（新生流失 827 人）；97 學年度隨生源遞減應會再下降；98 學年度準

備衝刺改名科技大學，預判將會產生改名效應，因此保守預估註冊率將會提

昇 1%而達 71%；往後二年（99 至 100 學年度）希望新生註冊率站穩在 73%。 

表 4  系所成長規模 

學年度 96 97 98 99 100 
群（院）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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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1 1 1 1 1 
系 13 13 13 13 13 

學生數（理想） 7363 7263 7569 7561 7414 
預估報到率 71% 70% 71% 73% 73% 

學生數（概估） 6610 6458 6794 6855 6708 
 

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 

3.1 軟體方面 

1. 建立特色系所 

掌握社會脈動與結合地區特色，配合現有與預聘的師資與設備，透過各系

所的重點發展，適時檢討與調整系所招生結構，並進步強化師資及增購設

備。 

2. 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 

由於本校研究資源的限制，故勢須集中於若干重點，發展出具特色的整合

研究群( Integrated Research Groups)。 

透過各系的建教合作、實務研究重點與各項研究計畫（國科會專案）、教

學改進計畫（教育部專案），希望能透過近中程發展計畫的明確目標，並

藉由年度工作重點的確實執行，促使跨科系的研究能逐漸顯現。目前已有

製商整合，客家創意文化、再生能源與電能監控等整合計畫效益產生。 

3. 加強產學合作 

本校秉持技職教育之教學、實習與就業三位一體精神，辦理產學合作並落

實伙伴關係。中長程目標則希望透過育成中心(Incubator Center)與技術服

務中心(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的方式服務產業界，並充實校務發展經

費。 

3.2 硬體方面 

1. 校園景觀公園化 

本校在硬體建設方面，係以建構「公園化校園」為目標，依校園整體規劃

內容逐步落實校園美化工作。圖書館空間擴增、校園美化工程皆已著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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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校園美景指日可待。另逐步加強藝文中心功能，經常展示師生藝文作

品，並舉辦相關展覽，以培養人文素養、提昇文化氣息，全面營造本校校

園特色。 

2. 實驗室整合 

為有效整合全校之共有資源，目前正實施實驗室整併，主要將各系具有相

似課程之教學實（習）驗室整併共用，希望各系發展重點特色實驗室，而

普通實驗室，則能夠透過資源共享，提高使用率使更多經費投注於與汰換

之用。 

3. 妥善維護早期建築 

本校創辦人  陳建中先生強調要配合國家建設，提高科技研究之水準，同

時亦須注重中國文化傳承，這正是強調現代科技與固有文化並重之理念。 
學校對於校內部分建築物之命名其源有自，故在結構強度許可的狀況下，

本校對於建築維護工作均不餘遺力，盼能讓全校師生緬懷創校時期蓽路藍

縷之精神，共同體認本校沒有財團金援為後盾，故應勤樸辦學以為永續發

展之奠基。 

3.3 整體方面 

1. 導入電子化公文系統 

為有效推動公文電子交換作業，以提昇本校之行政效率，已於 95 年度導入

電子公文系統，實施效益包括： 
加速推動單位行政資訊作業，提昇行政效率，奠定電子化與網路化行政基

礎。 
奠定資訊作業基礎，達到一致性、共通性及標準化之資訊交換目標，有效

整合運用各項業務資源。 
有效縮短行政作業流程，提供迅速與便捷之行政服務。 

本校推動電子化公文系統的預期效益： 

全校公文流程再造及定出 SOP(Standard of Procedure) 
全校紙本公文範本統一 
降低人為作業疏失，承辦公文時效管理 
整合教育部電子交換系統 
全校公文檔案資料庫化查詢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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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省送文人力及紙張資源（無紙傳送及簽核） 
長官核判管理及授權決行機制擬定 
整體規劃考量階段導入全校公文無紙作業 
公文檔案管理系統符合最新檔案作業規則 

2. 落實 ISO 品質保證系統 

為求有效改善高等教育品質，近年來不少大學相繼導入 ISO 9000 品質保證

系統。國內已通過 ISO 驗證的大學校院為數不少，本校亦不落人數於 95.01.13
順利取得 ISO 9001 驗證，目前行政及專業已全面推動。 

3. 行政事務電腦化 

學校實施電腦化程度的深淺，直接牽動行政效率的優劣，務必要使行政事務

全面性電腦化，至少是提昇行政效率的利基。 

為了滿足彈性開發程式的能力，圖資中心將學生與教師基本資料庫，當作兩

個重要基準，規劃關連式資料庫的欄位設計，建立幾項重要的資訊服務之基

礎，以便將資料庫能力延伸到日後的程式開發工程。 

此外，本校行政電腦化工作小組可以使用資料庫的遠端 ODBC 連結能力，

連結最即時的資料庫，避開某些時效問題，減少錯誤發生的現象（比如：退

學生收到註冊單的錯誤），事實上，我們已經發展出至少 24 個應用服務（自

行開發的程式）（大都使用 Web 網頁介面），也持續提供許多傳統程式的

轉檔服務。 

4. 校園網路普及化 

網路乃是現今學校不可或缺的必要設施，學術、校園網路設施建置的良窳，

將攸關學校競爭力與行政電腦化的成敗。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本校資本門經費運用區分為系科儀補、共同儀補及發展儀補三部份，各項

經費規劃分配、支用項目及排序，均由專責小組會議依學校整體發展需要

討論通過，本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如下所

述： 

1.1 系科儀補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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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經費主要係依據各系科實際教學需求予以合理滿足，透過教務會議釐訂

基本分配款與加權分配款，據此可將各系科學生數多寡、系科屬性(工、商、

管理、語文類)、以及學生流失等因素，均可直接反映在各系科的儀器設備購

置款並送請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決議。 

1.2 共同儀補 

本項經費旨在購置各教學支援單位(圖資中心、通識中心、教務處、學務處、

語言中心、體育室、勞安組)所需之硬軟體，此項目亦是透過教務會議初步釐

訂分配款並送請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決議。 

1.3 發展儀補 

本項經費經由各系依規定提報發展儀補之申請，並依程序完成排序及審議，

旨在補助各系科之教學研究與重點發展需求，該項亦是透過教務會議初步協

議合理之分配款再經由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決議。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依據本校專責小組會議討論通過，本年度「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

規劃關聯性」如下所述： 

2.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本項經費旨在獎勵教師從事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修、著作、

升等以及改進教學等八項工作，此項目乃是透過校教評會訂定分配款。 

2.2 補助行政人員研習進修 

本項經費旨在提升行政人員的素質，該項是透過行政會議訂定分配款。 

2.3 補助現有師資薪資 

用以補助學校現有之教師薪資。 

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接受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之經費運用程序，如附件一所示。教育部

獎補助款主要是透過專責小組擬訂經費運用大方向，專責小組會議是由秘書室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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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召開。資本門部份係透過教務會議進行初步規劃分配，再送交專責小組審議討

論；經常門部份則經由人事室先行依往年執行情形預估分配比例，再將運用計畫

送交專責小組討論審議。資本門分配原則如附件二(大華技術學院「教育部獎補

助款」分配原則)及附件三(96 系科儀器設備補助款分配原則)所示；經常門支用原

則與程序之細則，亦有校教評會制定。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1.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記錄（附件四） 
2.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記錄（附件五） 
3. 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記錄與出席人員名單（附件六） 

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 

1.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2.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3.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4.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5.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6.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7.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8.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9.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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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期實施成效：（一）資本門（二）經常門 

本校發展計畫係以前瞻性眼光，著眼於全球瞬息萬變之趨勢，未來台灣必將

進入資訊化、國際化之發展環境，整個經濟體系亦將置身於全球整合的共容平

台。新世紀趨勢如此，本校之發展不能故步自封，必須積極迎接新時代，力求轉

型，以提昇學校之競爭力。 

本校為因應當前經濟與教育的發展型態，以工、商、以及管理並重之原則規

劃及增調科所。在系科之規劃著重於各學術領域的均衡發展，以期養成符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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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技術專才，以便充分投入就業市場。此外，本校鄰近縣市工業廠區密集，

有志進修之在職人員極眾，因此學校對進修部規模之發展不遺餘力，藉以滿足民

眾對回流教育殷切之需求，對於鄰近地區在職人士之進修極具助益。 

本校教師絕大多數擁有豐富實務經驗，與產業界亦保有密切聯繫，產學交流

頻繁。各學系設有課程審訂委員會，依據地區產學特色，當前社會人力需求，本

校特性，參酌學生程度及發展潛能審慎研訂各系課程。另亦組織通識教育委員

會，以培養學生寬闊視界、人文素養。另設置技術合作專職單位，推動各系協助

產業研究發展。本校同仁積極投入實務性研究，其中多數係與產業界合作進行，

對提昇業界生產研發能力極具助益。 

本校校園網路已完成連線，並且使用 T1 高速線與交大相連，校園網路使用 
ATM 光纖網路，為最先進的非同步傳輸方法，可傳送多媒體、聲音、影像。全

校電腦全面上線，達到「網網相連」的目標。 

在校園規劃建設方面，以建構「花園化校園」為目標，依校園整體規劃內容

逐步落實校園美化工作。圖書館空間擴增、校園美化工程皆已著手進行，校園美

景指日可待。另逐步加強藝文中心功能，經常展示師生藝文作品，並舉辦相關展

覽，以培養人文素養、提昇文化氣息，全面營造本校校園特色。 

本校今年度將善加運用獎補助經費，悉數挹注在師資、教學及研究設備等方

面，致力於提升原具規模的師資與設備，本年度亦將進行教學及行政空間規劃調

整，以強化教學研究環境並增進行政服務功能，俾以因應本校之發展暨積極配合

教育部提倡「技職教育多元化與精緻化之理念」執行計畫，善用國家資源及培育

完善之技術專才。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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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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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規定

辦理。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2,193,109 ＄17,465,863 ＄29,658,972 ＄2,965,897 ＄32,624,869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10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10 ﹪）

金額 ＄7,315,865 ＄10,479,518 ＄1,779,538 ＄4,877,244 ＄6,986,345 ＄1,186,359

合計 ＄19,574,921 ＄13,049,948

占總經

費比例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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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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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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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 60﹪以上【不含

自籌款金額】） 

＄11,994,773 67﹪ ＄549,538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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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0,000 27﹪ ＄1,030,000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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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610 4 ﹪ ＄0 0 ﹪ 註四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

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

設施等） 

＄260,000 2 ﹪ ＄200,000 11 ﹪ 註五

合計 ＄17,795,383 100 ﹪ ＄1,779,538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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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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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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359 元 

研究   10    ﹪ 研究＄ 
1,186,359 元 

研究  100  ﹪ 

研習＄ 
474,544 元 

研習    4    ﹪ 研習＄ 研 習 
﹪ 

進修＄ 
415,226 元 

進修   3.5   ﹪ 進修＄ 進 修 
﹪ 

著作＄ 
652,497 元 著作   5.5   ﹪ 著作＄ 著 作 

﹪ 

升等送審＄ 

237,272 元 
升等送審  2  ﹪ 升等送審＄ 升 等 送 審 

﹪ 

改進教學＄ 
118,636 元 

改進教學  1  ﹪ 改進教學＄ 改 進 教 學 
﹪ 

編纂教材＄ 
474,544 元 編纂教材  4  ﹪ 編纂教材＄ 編 纂 教 材 

﹪ 

製作教具＄ 
118,636 元 

製作教具  1  ﹪ 製作教具＄ 製 作 教 具 
﹪ 

 

 

一、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 

 

合計＄ 
3,677,714 元 

合計     31  ﹪ 合計＄ 
元 

合計 ﹪      

依教育部對技專

校院執行整體發

展獎補助經費運

用原則辦理(校

內對已領公立單

位獎助之研究計

劃(國科專題研

究等)主持人的

獎助，宜以學校

自籌款獎助)。

二、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

經費 5﹪以

內） 

＄355,908 元 3﹪＄    ﹪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佔經常門經費

2%以上） 

＄237,272 元 2%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五、其他 ＄7,592,695 元 64﹪ ＄元    ﹪ 
 

 

總計 ＄11,863,589 元 100﹪ 1,186,359 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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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0 筆記型電腦

Intel CPU 512MB DDR RAM、13.3＂TFT

LCD螢幕、視訊記憶體 獨立128MB 、DVD燒

錄機、內建無線網路、音效卡 (或同等級

或更高階設備)

1 37,000 37,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002-00 伺服主機
原廠安裝及設定輔助軟體及與主機同廠牌

之系統管理軟體
1 75,000 75,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003-00
網路綜合協定分析模

組

提供全七層乙太網流量監測及鏈路分佈流

量分析
2 750,000 1,500,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004-00 感測及監控實驗模組

含感測監控主機,RF發射及接收模組,各種

感測元件如壓力、溫度、瓦斯、光、紅外

線等

20 35,000 700,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005-00 乙太網路交換器模組 含網管功能之高速乙太網路供電交換器 2 63,000 126,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006-00 網路多媒體實驗平台
ARM雙核心嵌入式平台,液晶觸摸屏,提供串

列、USB,網路等界面實驗
20 46,000 920,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007-00 路由器模組

網路路由器,提供10/100Mbps Fast

Ethernet介面,支援路由通信協定(或同等

級或更高階設備)

2 75,000 150,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008-00 教學投影設備

含單槍投影(3600ANSI流明或同等級或更高

階設備)，電動銀幕(120")、音響設備及架

設

1組 132,000 132,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009-00 雷射印表機 雷射A4含印表機伺服器100Mbps以上 1組 15,000 15,0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教學用
電通系

規                  格 備註使用單位用 途 說 明優先序

九十七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項   目   名   稱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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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0
商業自動化流程模擬

軟體
教育版 1      150,000 150,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11-00 統計分析軟體 線性結構軟體(教育版) 1 366,000 366,000
行銷企劃實驗室

教學用
行管系

012-00 供應鏈模型分析軟體 教育版 1      220,000 220,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13-00 啤酒遊戲 教育版 1       98,000 98,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14-00 伺服器 含Svr 2003及SQL Svr  2005 1 58,700 58,7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15-00 個人電腦

桌上型Intel Core 2 Duo E6300 、RAM-

512MB DDRII 677、硬碟160GB SATA、

dvd16x以上、usb2.0、17吋液晶顯示器 還

原卡或同等級以上

30 30,000 900,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16-00 廣播教學系統
廣播系統( 一式50點，學生49點，老師1

點)
一式 90,000 90,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17-00 雷射印表機 雷射A4含印表機伺服器100Mbps以上 2 16,500 33,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18-00 Hub(網路配線 D-link 24 ports (1023d*3) 一式 55,000 55,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19-00
RFID智慧型物流配送

系統
教育版 一式 550,000 500,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20-00 貨架 120×45×200 6 12,000 72,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21-00
NS 航網貨況管理平

台
教育版 1 600,000 600,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教學用
行管系

022-00 倉儲管理專業系統 網路版 1 533,000 533,000
行銷企劃實驗室

教學用
行管系

第 2 頁，共 6 頁



附表四

023-00 高階伺服器系統
雙核心CPU ,  2G RAM與硬碟(皆具擴充性)
, 雙網路卡, LCD monitor等或同等級以上

2 80,000 160,000 網路技術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24-00 單槍投影機 液晶式, 1500流明以上, SVGA 2 30,000 60,000 網路技術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25-00 投影銀幕 電動式 70吋x70吋 2 12,000 24,000 網路技術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26-00 雷射印表機 A4, 單色，自動雙面列印 1 23,000 23,000 網路技術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27-00 乙太網路交換器

無網管功能之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48埠
10/100Base-TX＋2埠10/100/1000Base-T或
同等級以上

1 15,000 15,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28-00  彩色雷射印表機 A4, 31頁以上, 雙面列印 1 70,000 70,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29-00  硬碟還原系統
使用10/100/1000MB網路, 支援Windows作
業系統32台電腦以上同時還原,PCI介面

1 60,000 60,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30-00  單槍投影機 液晶式, 1500流明以上, SVGA或同等級以上 1 30,000 30,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31-00  投影銀幕 電動式 70吋x70吋 1 12,000 12,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032-00  廣播教學系統
32台以上, 可單獨、行列循環廣播，可助

教廣播，含擴音 (麥克風與喇叭) 系統
1 95,000 95,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教學用
資工系 自籌款

033-00
 200W Nd:YAG激光

加工系統及其週邊

脈衝激勵(1~100HZ), 最大焦耳數達50J，光

纖直徑0.6mm以下，激光光點採六軸機械手

臂控制(最大伸展量1.2m，位置精度

0.05mm)或同等級以上

1 2,800,000 2,800,000 材料分析實驗室

教學與研究用
機電所

034-00
 動態訊號擷取量測系

統

24 位元解析度 ADC(110 dB 動態範圍)
高感度動態訊號接收器，含分析軟體 1 250,000 250,000 工程分析實驗室

教學與研究用
機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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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00 即時音頻分析儀
量測範圍：30dB to 130dB，頻率範圍20Hz
~ 10KHz

1 100,000 100,000 工程分析實驗室

教學與研究用
機電所

036-00 單一簽入系統

需整合本校電子郵件帳號、SPAM Mail系統

帳號、網路硬碟帳號、無線網路帳號、跨

校無線網路漫遊帳號，並支援LDAP、

RADIUS協定

1 350,000 350,000

全校網路服務帳

號、跨校無線網

路漫遊帳號整合

電算中心 自籌款

037-00 個人電腦

Intel 945GCDH7 P4 D 2.8G(雙核心)、

512MB DDR RAM、17＂ LCD螢幕、160GB硬

碟、DVD燒錄機、網路衛士還原卡 (或同等

級或更高階設備)

1 29,000 29,000
物理實驗室

教學用
通識中心

038-00 自由落體運動實驗器
包括實驗架38*38*1500mm,紅外線光電偵測

器或 同等級以上
4 12,000 48,000

物理實驗室

教學用
通識中心

039-00 製冰機
22Kg儲水  60Kg/24hr   含過濾器及安裝

1 95,673 95,673
化學實驗室實驗

教學用
通識中心

040-00 個人電腦
Core 2 Duo 1.8GHz, HD-320G, 2GB

RAM,16xDVD,,19"LCD或 同等級以上
2       30,000        60,000

化學實驗室實驗

教學用
通識中心

041-00 洗衣機 Panasonic  NA-158NS或同等級以上 1 19,500 19,500
美術教室(客家

藍染)教學用
通識中心 自籌款

042-00 振盪培養箱 室溫+5 ~ 60 C.(高溫) 1       64,038        64,038
化學實驗室實驗

教學用
通識中心 自籌款

043-00 個人電腦

中信局第一組第36項次個人電腦主機P4

C2D1.8G  160G HDD,1G RAM  16X DVD-ROM

K/B MOUSE或同等級已上

含中信局第二組第1項次17吋液晶螢幕

4 25,000 100,000
視聽教室授課教

學用
課務組

044-00
數位教材整合製作系

統
大師手筆（Mimic Builder）或同等級以上 5 18,000 90,000

改進教學(錄製

數位教材)
課務組

045-00 專業數位板 WACOM Intuos3 9*12 5 20,000 100,000
改進教學(錄製

數位教材)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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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0 網路集線器 24埠集線器及16點設定 1 20,000 20,000 視聽教室 體育室

047-00 印表機 A4雷射含10/1000網卡或同等級以上 1 18,000 18,000 視聽教室 體育室

048-00 籃球架 活動式錏管籃球架 2組 50,000 100,000 籃球場 體育室

049-00 無線電對講機

無線電對講機(Motorola A-8)附件：手機

天線、充電器組合座、背夾(充電電池含背

夾)、手持麥克風

3組 12,800 38,400 視聽教室 體育室

050-00 多功能發球機 KKADI TY 2000-052電子式或同等級以上 1 30,000 30,000 桌球教室 體育室

051-00 無線擴音器
UHF 800~1000MG雙頻鎖碼發射器兩支、接

受器1組
1 18,000 18,000 視聽教室 體育室

052-00 桌球桌 N;TTAKW 3250型或同等級以上 2 35,000 70,000 桌球教室 體育室

053-00 比賽用標槍
NISHI 600G鋼槍IAA認證30-40M進口品或同

等級以上
2 16,500 33,000 田徑教室 體育室

054-00 電腦網羽拍穿線機 VICTOR C703或同等級以上 1 90,000 90,000 羽球教室 體育室

055-00 手提式擴音機
W GMP-788W(含有幾及無線麥克風)或同等

級以上
1 21,000 21,000 視聽教室 體育室 自籌款

056-00 個人電腦

桌上型intel Core 2 Duo E6750 處理器、

1GB DDRII 533 、顯示卡-512mb、硬碟

250GB SATA II 8M 以上、dvd燒錄機8x以

上、dvd光碟機、usb2.0、19吋液晶顯示

器、不斷電系統、主機架。〈或同等級以

上〉

2 30,000 60,000 軍護教學用 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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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00 數位攝影機

FullHD高畫質影像.臉部追焦功能.800萬畫

素以上高畫質、10倍以上光學鏡頭、光學

防手震系統、4GB以上記憶卡式之數位攝影

機。〈或同等級以上〉

1 30,000 30,000 軍護教學用 軍訓室

058-00 投影機

手提式dlp或lcd、1500流明以上，3kg以下

，輸入端子：D-sub、S 端子、Video 端

子、 色差端子，相容480i/p、720p、

1080i 高畫質電視，附攜行袋。〈或同等

級以上〉

1 30,000 30,000 軍護教學用 軍訓室

12,54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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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001-00 液晶圖控面板 6"LCD觸控螢幕, 全圖形化作業環境設定 2 25,000 50,000
支援圖書館活

動
圖書館

002-00 數位前級混音處理

機
8組MIC, 6組AUX輸入/數位音質混音控制 1 26,000 26,000

支援圖書館活

動
圖書館

003-00 環境程序控制主機
6X4影音矩陣切換/燈光, 投影機, 銀幕, 音響

設備程序操作含配線施工
1 74,000 74,000

支援圖書館活

動
圖書館

150,000

預 估單價 預 估 總 價 備註

小                                         計

九十七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   目   名

稱
規                           格 數量 用 途 說 明 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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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圖書

西文

圖書
期刊 其他

001-00 V 種 170 21,765 3,700,000 圖書館2F 圖書館 西文期刊

002-00 V 年 1 1,040,000 1,040,000 資料庫檢索區 圖書館 SDOS電子期刊

003-00 V 冊 1060 500 530,000 圖書館4F 圖書館                     【自籌款】

004-00 V 種 240 2,083 500,000 圖書館1F 圖書館 中文期刊            【自籌款】

5,770,000

優先序

合計

共1頁/第1頁

附表六                              97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購置內容 (請勾選)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備註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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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0 手提電子琴

體積(含琴架)：117.8×41.2×13.7(公分);

重量：8.3(公斤) ;76標準鍵/3段式觸鍵

感應；YAMAHA( DGX-220 ) 或同等級(含)

以上

1 15,500 15,5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02-00 電吉他音箱

出力: 120W 內建效果 ;單體: 12吋喇叭

單體；Laney MXD120 Twin 或同等級(含)

以上

1 18,000 18,0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03-00 電貝斯

琴身: Solid Alder Body with Cutting

Design;琴頸: 楓木;指板: 玫瑰木;琴格:

24;拾音器: Dual Humbucking；YAMAHA

RBX774或同等級(含)以上

1 16,800 16,8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04-00 攜帶型擴音喇吧

產品型號：YA-7820RCD;7820RCD含卡式錄

放音座及CD放音座;尺

寸:320(L)*250(W)*475(H)mm;ＰＲＯＭＩ

ＣYA-7820CD或同等級(含)以上

2 13,000 26,0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05-00 跆拳道半月靶
尺寸：長４６、上寬２３、下寬３２、厚

６;ＡＴＡＫ
1 15,600 15,6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06-00 跆拳道雙面速度把(L)
尺寸：長45、寬20.5、厚7.5;Adidas或同

等級(含)以上
1 19,000 19,0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07-00 跆拳道全套護具

全套護具包含:頭盔、PU護手脛、PU護腳

脛、護檔(護陰)、先款護胸、多功能護具

袋；Adidas 或同等級(含)以上

1套 18,600 18,6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08-00 滑板整組
含:6個滑板套組--(板身 輪架 輪子 培零

螺絲 砂紙)
1 15,000 15,0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九十七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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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頁，共 3 頁



附表七

009-00 戶外露營器具
含:1.犀牛四人帳蒙古包附防水貼條*4個

2.爐頭*4個 3.營燈*1個
2組 14,200 28,4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0-00 童軍野營訓練器材組

含小隊屋式椱式帳(8人)、鋁合金折合桌

椅組(8人份)、加大中空纖維睡袋*8、炊

具組*8、鋁架行軍床*8、單人鋁箔墊*8、

飛碟蜘蛛爐*1、汽化燈*1

2組 38,640 77,28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1-00 童軍訓練器材組

含休閒睡帳屋組*1、大型教學用指北針

*1、指北針*8、15用露營瑞士刀*4、童軍

棍*20、急救箱*2、小隊工具箱(17件必要

工具)*2

1組 21,400 21,4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2-00
44英吋大圖印表機(含
腳架)

列印技術:可延展列印技術;噴頭噴嘴:每個

噴頭為 2 色，每色為 1056 個噴嘴;列印品

質 (彩色，最佳品質)高達 2400 x 1200 dpi
最佳化;列印匣色彩: 藍色、淺藍色、紅

色、淺紅色、黃色、淺灰色、相片黑、消

光黑可相容的墨水種類 HP Vivera 恆采顏

料墨水 HP Designjet Z2100或同等級(含)以
上

1 180,000 180,0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3-00 單板木吉他組
型號:FYW712 顏色:紅、黑、藍 ;FLADE或

同等級(含)以上
2 15,600 31,2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4-00
電子膠裝機組(含膠裝

夾)

◎ 膠裝寬度 385mm ◎ 膠裝厚度 5mm ◎

膠裝速度 30-60秒/本，自動偵測厚度調

整時間

◎ 熱機時間 30秒 ◎ 其它功能 1.自動

夾本，不鬆脫散頁 2.自動震動，抖動使

內頁更密實膠著 3.完成蜂鳴提示 4.5分

鐘未使用自動斷電 ◎ 電力 110V/60Hz

750W              膠裝夾:

2mm;4mm;6mm;8mm;10mm;12mm;14mm 各尺

寸2包；TC-BIND 2000D或同等級(含)以上

1 14,800 14,8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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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00 手動裝訂機組(含膠環)

◎ 打孔能力 25張

◎ 裝訂張數 500張

◎ 單把水平放紙，標準紙張快速定位

◎ 紙張厚度測試，邊距可調

膠環6/6mm;8/8mm;16/16mm;20/20mm尺寸

各一包；PRIMA OPERA 25 或同等級(含)

以上

1 13,050 13,05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6-00
PAR-64(燈泡\色片夾\

色片)

含:燈泡\色片夾\色片\三腳架\12C2.0電

攬
1 20,100 20,1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7-00 PAR燈 數位式控制器
含:後級2台\前級1台\航空箱1個\輸出面

板2個\電源盤組
1 75,000 75,0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8-00 追蹤燈航空箱 含:防水板\附輪子 1 10,500 10,50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019-00
11倍高倍率超廣角望遠

(防手震)變焦旅遊鏡頭

AF-S 18~200mm F3.5~5.6G(IF) DX ED鏡

頭含B+W010一般保護鏡７２ｍｍ焦點距離

18-200mm（35mm換算27-300mm）；大小：

77mm X φ96.5mm;鏡片構成:12群16枚 ;

鏡片類型：單層鍍膜UV保護鏡；Nikon或

同等級(含)以上

1 34,380 34,380 課指組社團活動使用 學務處

650,61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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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001-00 單濾布式污泥脫水機

 型號:JCI-500K／處理能力0.5CMH

／濾帶材質PES濾布寬500M.M／脫

水機驅動堝輪減速機1/4HP＊3相

60Hz.220/380V／沖洗水幫浦2~3

CHM.揚程25~35馬達2HP＊3

相.60Hz.220/380V／或同等級

1   260,000 260,000 污泥脫水用 勞安組

002-00 廢氣收集處理系統
抽氣臂/風車/馬力4級220V3相/風

管及排氣管線工程或同等級 1   200,000 200,000 廢氣收集處理用 化材系 自籌款

460,000合                                計

備註項   目   名   稱 規                      格 數量 預 估單價
預 估 總

價

九十七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用 途 說 明 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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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圖書

西文

圖書
期刊 其他

A001-00 V 冊 400 500 200,000 圖書館4F 圖書館

A002-00 V 冊 150 3,000 450,000 圖書館各樓層 圖書館

A003-00 V 片 50 4,000 200,000 視聽中心 圖書館 CD/VCD/DVD

合計 850,000

備註： 97年度資本門附表六軟體教學資源已採購完畢，原申請採購總經費新台幣5,770,000元整，預估結餘850,000元，為維持圖書

總經費穩定成長，討論決議將850,000元標餘款專款專用，增購各系所西文圖書、中文圖書及非書光碟等資料。

優先序

共1頁/第1頁

附件一

購置內容 (請勾選)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備註預估總價

                 97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標餘款採購項目)規格說明書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元) (元)

B001-00
無線手提充電型

廣播器
MAIPRO707型或同級品 1 35,000 35,000 創意行銷與電視

購物實驗
行管系

建置創意行銷與電視購物實驗室設

備，提升學生電視購物、規劃拍攝

剪輯及行銷能力，給予培養專長之

學習環境。

B002-00
攝影棚用四管冷

光燈
ST-554型或同級品 2 25,000 50,000 創意行銷與電視

購物實驗
行管系

建置創意行銷與電視購物實驗室設

備，提升學生電視購物、規劃拍攝

剪輯及行銷能力，給予培養專長之

學習環境。

B003-00
數位式DVCAM錄

放影機
DSR-11型或同級品 1 65,000 65,000 創意行銷與電視

購物實驗
行管系

建置創意行銷與電視購物實驗室設

備，提升學生電視購物、規劃拍攝

剪輯及行銷能力，給予培養專長之

學習環境。

B004-00
MATLAB影像處

理工具箱

網路教室授權75人使用教育版，含一年

免費本版更新
1 80,000 80,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電腦教室教學用
資工系

提昇本系影像處理教學效能及強化

多媒體教學

B005-00 MATLAB軟體

The MathWorks Maintenance，PC
Classroom網路教室授權75人使用教育版

一年維護更新

1 40,000 40,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電腦教室教學用
資工系

提昇本系影像處理教學效能及強化

多媒體教學

B006-00 不斷電系統
直立型3000VA在線互動式(Line-
Interactive)不斷電系統

1 34,000 34,000 系計中機房/設備

運作使用
資工系

提昇本系影像處理教學效能及強化

多媒體教學

B007-00 教學型數位相機
800萬畫素，手動設定，光圈優先，快

門優先，5倍以上光學變焦
1 14,950 14,950 多煤體技術實驗

室教學用
資工系

提昇本系影像處理教學效能及強化

多媒體教學

B008-00
Adobe Flash專業

版

Adobe Flash Creative Suite (版本 3 以上)
Professional 1 40,000 40,000 網站應用設計/專

題製作使用
資工系

提昇本系影像處理教學效能及強化

多媒體教學

B009-00 電腦主機

Pentium Core 2 Dual 2.0GHz、主機板：

ASUS RAM2GB 240G HDD DVD-
ROM、網路衛士還原卡 、K/B
MOUSE、獨立主機不含螢幕(或同等級

以上)

40 17,000 680,000 電腦網路實驗室

教學用
電機系

改善實驗室設備，提供多媒體教學

環境，提升學習成效

1,038,950

                   97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標餘款)採購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小             計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申購原因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備註：超出結餘款之金額由學校支應



 



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1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預 期 效 果 

筆記型電腦         

伺服主機           

網路綜合協定分析模

組 

感測及監控實驗模組

乙太網路交換器模組

網路多媒體實驗平台

路由器模組         

教學投影設備 

雷射印表機        

001-00-009-00 

網路分析與管理

實驗室 

1.建構出電通系重點特色發展實驗室。 

2.建立網路分析與管理實驗室的 e化教學環境。

3.提供學生優質之學習空間與良好之實驗室學習

環境。 

4.提供多媒體的教學,以改善教學成效。 

5.培養學生對網路規劃、分析及管理控制之能力。

6.提升學生由實務操作了解網路的組成、流量的

內容、通訊協定、封包內容的解析等課題。 

7.培養學生偵察網路錯誤、分析錯誤、及排除錯

誤的能力。 

8.建置廣域網路 WAN 之縮小版，網路內包括日常

生活用到之 Router、Switch、LAN、Virtual LAN

及 PC 之網路互動，使學生透過實際參與、學習

進而瞭解網路之實際運作、管理、分析與規劃。

商業自動化流程模擬

軟體 

010-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 

使學生能實際感受企業經營流程模擬流程，滿足

學生實習之需求 

統計分析軟體 

011-00 
行銷企劃實驗室 

使學生能實際課程、研究對消費者行為檢測彼此

間架構關係效果之需求 

供應鏈模型分析軟體

啤酒遊戲 

伺服器 

個人電腦 

廣播教學系統 

雷射印表機 

HUB(網路配線) 

RFID 智慧型物流配

送系統 

貨架 

NS 航網貨況管理平

台 

012-00-021-00 

物流與倉儲實驗

室 

1.使課程、研究、專題之上課效果更佳，及滿足

  學生實習環境需求 

2.使學生能實際感受企業經營流程模擬流程，滿

  足學生實習之需求 

3.架設網路主機，使課程、研究、專題之上課效

  果更佳，及滿足學生實習環境需求 

4.提昇電腦相關課程教學效果，及滿足學生實習

  環境需求 

5.改善及提昇電腦相關課程教學效果，及滿足學

  生實習環境需求 

6.使學生能實際感受企業物流倉儲營運，滿足學

  生實務實習之需求 

7.讓學生深入瞭解實務上承攬業運作流程 

類神經網路軟體 行銷企劃實驗室 訓練同學利用智慧型分析、數據分析，以進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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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0 效的行銷資訊研究 

高階伺服器系統 

單槍投影機 

投影銀幕 

雷射印表機 

023-00-026-00 

網路技術實驗室 

1.建構網路安全教學與展示環境，並作為安全掃

瞄的基地學習資料列印 

2.以雙碼理論配合矩陣分配器，建構出雙螢幕教

學環境。以投影片或視訊串流方式教學所需，

在同學進行操作時，以投影方式示範及展示課

程內容 

乙太網路交換器 

彩色雷射印表機 

硬碟還原系統 

單槍投影機 

投影銀幕 

廣播教學系統 

027-00-032-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1.建置人機介面實驗室之網路環境 

2.列印課程資料與學生製作專題報告之用途 

3.裝置有線、無線麥克風設備、提昇教學為多元

活動與教學中心，能隨時進行師生間的移動與

固定互動對話練習，亦可作其它表演用 

4.實驗室電腦管理用途 

5.以投影片或視訊串流方式教學所需，在同學進

行操作無法使用教學廣播系統時，以投影方式

示範及展示課程內容 

200W Nd:YAG 激光加

工系統及其週邊 

033-00 

針對材料分析實

驗室發展微電子

或 3C 產品之精密

雷射銲接技術以

及精密模具修補

技術 

1.建立材料分析實驗室雷射銲接技術以及精密模

具修補技術 

2.與快速成型實驗室結合推廣工業服務並承接公

民營研究計劃 

3.與射出成型實驗室配合進行精密模具之修補 

動態訊號擷取量測系

統 

即時音頻分析儀 

034-00-035-00 

建立工程分析實

驗室動態實驗量

測能力 

1.建立動態訊號之量測技術 

2.建立即時音頻分析能力 

3.與電腦輔助工程分析結果相互驗證，提升精密

工程分析能力 

單一簽入系統 

036-00 
校園網路 

校園網路服務帳號將整合為單一帳號及密碼，改

善使用者需記憶多組帳號密碼的情況，進而降低

處理密碼遺失件數、提升帳號管理效率。單一帳

號並可利用於跨校無線網路漫遊，使用跨校無線

網路漫遊服務。相對的跨校無線網路漫遊學校成

員，也能至本校使用無線網路，提高無線網路使

用率 

個人電腦 

自由落體運動實驗器

037-00-038-00 

物理實驗室 

1.汰舊換新，以符合教學需求 

2.提供物理實驗教學使用，並提高良好教學績效

3.汰舊換新，提供物理實驗教學使用，並提高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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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學績效 

4.提供物理實驗教學使用，並提高良好教學績效

製冰機 

039-00 

美術教室(客家藍

染創意文化) 
客家藍染創意文化提升教學績效 

個人電腦 

洗衣機 

振盪培養箱 

040-00-042-00 

化學實驗室 

汰舊換新，加強實驗室實驗設備需求改善實驗室

上課環境，提升同學學習成效與滿意度 

個人電腦 

數位教材整合製作系

統 

專業數位板 

043-00-045-00 

教務處課務組 

1.配合教學添置本設備，增加教學效率 

2.提升教學品質 

網路集線器 

印表機 

046-00-047-00 

視聽教室 
改善教學環境，教學資料準備 

籃球架 

048-00 
籃球場 改善籃球教學設備 

無線電對講機 

049-00 
視聽教室 增進教學及比賽效果 

多功能發球機 

050-00 
桌球教室 增進桌球教學效果 

無線擴音器 

051-00 
視聽教室 增進教學效果及便利性 

桌球桌 

052-00 
桌球教室 增進桌球教學效果 

比賽用標槍 

053-00 
田徑教室 增進教學及比賽效果 

電腦網羽拍穿線機 

054-00 
羽球教室 增進羽球教學效果 

手提式擴音機 

055-00 
  

個人電腦 

數位攝影機 

投影機 

056-00-058-00 

軍護教學研究室 

1.提供多媒體教學，提昇學生學習興趣，改善教

  學成效 

2.提供活潑多元之多媒體教學活動，提昇學生學

  習興趣，改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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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2 

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 期 效 果 
液晶圖控面板 

數位前級混音處理

機 

環境程序控制主機

001-00-003-00 

圖資中心會議廳 

支援圖書館活動 

1.提供讀者更佳設備，提昇讀者服務滿意度 

2.提高教學研究活動品質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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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3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預 期 效 果 

西文期刊 

SDOS 電子期刊 

中文圖書 

中文期刊 

001-00-004-00 

 

充實館藏 

1.依館藏發展政策並視採購經費逐年提升館藏成

 長量，提供師生學習及研究資源 

2.提升館藏資料及電子資料庫的質與量，支援教

  學及研究 

3.提高圖書館使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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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4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預 期 效 果 

手提電子琴 

電吉他音箱 

電貝斯 

001-00-003-00 

熱音社社辦 
使學生能實際感受企業營運網路市調，滿足學生

實習之需求 

攜帶型擴音喇吧 

004-00 
舞研社社辦 

幫助學員學習現代流行舞蹈，促發學員動作的韻

律美感及舞蹈素養，參與並配合學校的各項活動

半月靶 

速度把(L) 

全套護具 

005-00-007-00 

跆拳社社辦 
增加社員強健體魄，發揚跆拳道，及跆拳道之運

動精神 

滑板整組 

008-00 
滑板社社辦 

對滑板有興趣的學員可學習正確的運動概念，讓

學員們可以有個正當的休閒活動，進而提倡滑板

運動 

戶外露營器具 

009-00 
戶外社社辦 

促進學員遊憩品質提升休閒之發展 

童軍野營訓練器材

組 

童軍訓練器材組 

010-00-011-00 

羅浮群社辦 
1.提供羅浮群社社團運作，提昇社團活動成效 

2.訓練及自我教育方式激勵青年發展個人潛能 

44 英吋大圖印表機

(含腳架) 

012-00 

社團資訊服務中心 
強化宣傳校內外社團活動，以利學生參與正當休

閒娛樂管道 

單板木吉他組 

013-00 
吉他社社辦 

崇揚吉他音樂，提高人們對其應有的認知，並且

提昇社團活動成效 

電子膠裝機組(含

膠裝夾) 

手動裝訂機組(含

膠環) 

014-00-015-00 

社團資訊服務中心 改善社團資料保存，提昇活動成效 

PAR-64(燈泡\色片

夾\色片) 

數位式控制器 

追蹤燈航空箱 

016-00-018-00 

學生會社辦 
提供社團表演活動、營隊等使用，提升社團活動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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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倍高倍率超廣角

望遠變焦旅遊鏡頭 

019-00 

社團資訊服務中心 提供社團之用，提昇社團活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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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5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預 期 效 果 

單濾布式汙泥脫水

機 

001-00 

快速達成汙泥脫水

效率及處理功能，大

幅降低人力及能源

之浪費 

1.單濾布式汙泥脫水機維護保養方便，脫水率   

  80%~85%，每小時汙泥脫水達 6公斤~10 公斤 

2.符合經濟效益及環保法規需求 

廢棄收及處理系統 

002-00 

改善本校實驗室廢

液儲存區廢氣處理

系統 

1.改善本校英士樓實驗室廢液儲存區廢氣處理，

  使其符合工安衛規定需求 

2.減低學生與老師執行廢液存放工作時之可能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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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6(軟體教學資源－標餘款)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預 期 效 果 

中文圖書 

西文圖書 

CD/VCD/DVD 

A001-00-A003-00 

充實館藏 

1.依館藏發展政策並視採購經費逐年提升館藏成

 長量，提供師生學習及研究資源 

2.提升館藏資料及電子資料庫的質與量，支援教

  學及研究 

3.提高圖書館使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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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7(標餘款) 

無線手提充電型廣播

器 

攝影棚用四管冷光燈 

數位式DVCAM錄放

影機 

B001-00-B003-00 

創意行銷與電視

購物實驗 

建置創意行銷與電視購物實驗室設備，提升學生

電視購物、規劃拍攝剪輯及行銷能力，給予培養

專長之學習環境。 

MATLAB 影像處理

工具箱 

MATLAB 軟體 

B004-00-B005-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電腦教室教學用 

支援本系之影像處理實務課程，作為學生學習開

發影像處理程式之工具，預期可提高學生對本課

程之認識，理論與實務並進，提昇本系影像處理

教學效能及強化多媒體教學 

不斷電系統 

B006-00 

系計中機房/設備

運作使用 
提昇本系影像處理教學效能及強化多媒體教學 

教學型數位相機 

B007-00 

多煤體技術實驗

室教學用 
提昇本系影像處理教學效能及強化多媒體教學 

Adobe Flash 專業版 

B008-00 

網站應用設計/專

題製作使用 
提昇本系影像處理教學效能及強化多媒體教學 

電腦主機 

B009-00 

電腦網路實驗室

教學用 

改善實驗室設備，提供多媒體教學環境，提升學

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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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實施成效 

二、經常門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獎助教師進

修、研究、研習、

著作、升等、改進

教學、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1.鼓勵教師進修博士，提昇教學

品質。 
2.鼓勵教師多從事教學相關之研

究，申請實務研究計劃國科會

研究及教育部專題研究計劃等

3.鼓勵教師多發表學術期刊、著

作、專文或專利等 
4.鼓勵教師改進教學方法、自製

數位化網路教材及教具。 

可提高教師之教學及研究品質。 

二、增聘教師薪資 延聘具實務經驗之優良教師  

三、現在教師薪資 依本校教師敍薪辦法辦理。  

四、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 

1.舉辦行政業務研習會。 
2.鼓勵行政人員從事相關業務之

研習。 
3.鼓勵行政人員於公餘進修。 

可提昇行政人員之素質及服務品質。 

五、學生事務與輔

導 
1.舉辦 97 年度社團幹部研習活

動及舉辦全校性社團活動。 

2.97 年度社區服務關懷活動、帶

動中小學服務活動。 

3.聘請校外專業老師，指導社團

專業技能。 

1.藉由社團幹部研習以充實社團活動。

2.社團響應關懷在地民眾與弱勢團體，走

入社區服務，培養學校與社區結合良

好默契。 

3.由校外專業教學經驗豐富的老師到校

進行教學，有效推動社團活動風氣與

提昇社團專業能力，有效推動社團運

作。 

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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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祕書室

協調、核銷、報部

改善師資(經常門)

人事室

規劃、執行、查核

儀器設備(資本門)

教務處

規劃、執行、查核

會計室

帳務、憑據

總務處

招標、採購、保管

款額分配

主辦單位

權責範圍

經費稽核委員會

教務會議

專責小組會議

校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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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技術學院「教育部獎補助款」分配原則 
 

教務處  96.04.03 

圖書館 
圖資中心（10%）

電算中心 

情境教室 

物理實驗室 

化學實驗室 
通識中心 

藝文教室 

教務處 

語言中心 

課指組

（2%）

軍訓室
學務處

體育室

教學支援單位

總務處勞安 

改善師資(經常門)（D=A*40%）

績效型獎助款（40%）

補助款（30%） 

獎補助經費（A） 

儀器設備(資本門)（E=A*60%） 

發展儀補（J=E*60%） 共同儀補（I=E*40%） 系科儀補 F 

各單位提重點發展

需求，（申請表如附

件），經教務會議討

論分配。 

計畫型獎助（30%）

各單位提重點發展

計畫，經計畫申請

會議討論分配。 

基本補助（G=F*50%） 加權補助（H=F*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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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系科儀器設備補助款分配原則 
 

 

教 務 處 

 96.04.03 

 

壹、 依據： 

依 95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決議修改後辦理。 

 

貳、辦法： 

一、儀器設備獎補助款(E) 

1. 經費來源：教育部績效型獎助款與補助款（A）。 

2. 經費分配與申請 

(1) 儀器設備獎補助款（E）的 60％分配給各所系作為發展儀補（J）。

各單位應依據中長程計畫、發展特色、實驗室性質等條件填寫

「發展儀器設備補助款申請表」（如附件），擲交教務處彙整。 

(2) 儀器設備獎補助款（E）的 40％分配給圖資中心、通識中心、與

教學支援單位作為共同儀補（I）。各單位依據全校整體需求提

報經費申請，並由教務處彙整。 

二、計畫型獎助款 

1. 經費來源：教育部計畫型獎助。 

2. 經費分配與申請：各單位依據教育部規劃之計畫性質，提報計畫綱要

與詳細計畫書，並由技合處彙整。 

三、系科儀補（F） 

1. 經費來源：學校挹注款 

2. 經費分配與申請 

(1) 各系科的基本補助（G），以系科儀補分配款（F）的 50％平均分

配給各系科，計算公式： 

基本補助（G）＝儀器設備補助款（F）＊50％＊（1∕系科數） 

(2) 各系科的權值分配款（H），按 

各系科學生班級數 

各系科學雜費總收入 

工程類、管理類、商學類、語文類之儀器設備費，依據教育部

之評鑑配分比例訂定如下： 

工程類：管理類：商學類：語文類= 1：0.5：0.5：0.5 

以上三個因素依權值分配各教學單位(系科)。 

(3) 本校 95 年度各系科學生班級數（參見表一）、各系科每班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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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數（參見表二）、日間部工商類科學雜費（參見表三）、

進修部工商類科學雜費（參見表四）。 

整理後，各系科本年度權值分配款的權值數（參見表五）。綜合

以上，本年度各系科權值分配款的計算公式： 

加權補助（H）＝儀器設備補助款（E）＊50％＊各系科權值(W) 

(4) 綜合計算 

系科儀補（F）＝基本補助（G）＋加權補助（H） 

3、 其他 

新設系所（三年內）所需之儀器設備經費，經專案陳校長核定後，

由系科儀補經費支應。 

 

參、表格說明： 

 

表一、95 年度各系科學生班級數 

系科別 學生班級數 

  日間部 夜間部 合計(P) 

自動化工程系 12 10 22 

化學與材料工程系 9 6 15 

電機工程系 7 10 17 

電子工程系 15 12 27 

資訊工程系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12 12 24 

資訊管理系 16 13 29 

觀光管理系 4 4 8 

國際貿易系 12 6 18 

應用外語系 7 3 10 

財務金融系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1 0 1 

總計 95 76 171 

 

表二、每班平均人數 

學生人數 
系科別 

日間部 夜間部 合計(P) 

每班平均

人數 
比率(R) 

自動化工程系 419 368 787 35.77  1.231  

化學與材料工程系 274 162 436 29.07  1.000  

電機工程系 279 357 636 37.41  1.287  

電子工程系 601 414 1015 37.59  1.293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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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數 
系科別 

日間部 夜間部 合計(P) 

每班平均

人數 
比率(R)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474 450 924 38.50  1.324  

資訊管理系 630 457 1087 37.48  1.289  

觀光管理系 174 141 315 39.38  1.354  

國際貿易系 414 211 625 34.72  1.194  

應用外語系 265 94 359 35.90  1.235  

財務金融系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46 0 46 46.00  1.582  

總計 3576 2654 6230     

 

 

 

表三、日間部工商類科學雜費 

學制 工科學生學雜費 商科學生學雜費 工 / 商 

學院部 50477 43918 1.149  

二專、五專後二年 38411 33245 1.155  

五專前三年 29895 26220 1.140  

 

註： 

採用平均值  工科 / 商科 = 1.148:1 = (S)  

 

表四、進修部工商類科每學分費 

學制 工科學生學雜費 商科學生學雜費 工 / 商 

學院部 1385 1291 1.073  

專科部 1259 1217 1.035  

 

註： 

平均值 工科 / 商科 = 1.054:1 = (S) ，採用日間部比值 

 

表五、各系科本學年度權值分配款之權值數 

系科別 
班級數

(P) 

平均學雜

費比率

T=R*S 

儀器設備

比率(U)

加權班級

數 V=P*T*U 

權值數

W=V/ΣV 

自動化工程系 22 1.413 1.000 31.079  0.15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15 1.148 1.000 17.218  0.08  

電機工程系 17 1.477 1.000 25.11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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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別 
班級數

(P) 

平均學雜

費比率

T=R*S 

儀器設備

比率(U)

加權班級

數 V=P*T*U 

權值數

W=V/ΣV 

電子工程系 27 1.485 1.000 40.083  0.20  

資訊工程系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24 1.512 0.979 35.537  0.17  

資訊管理系 29 1.388 0.759 30.538  0.15  

觀光管理系 8 1.354 0.500 5.418  0.03  

國際貿易系 18 1.194 0.500 10.750  0.05  

應用外語系 10 1.235 0.500 6.175  0.03  

財務金融系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1 1.817 1.000 1.817  0.01  

總計 171     203.7317 1.00  

PS.資訊管理系專科部係屬商業類；學院部係屬工業類，故權值另計如下： 

 工商類科學雜費權值比(S)=1(14/29)+1.148(15/29)=1.077 

儀器設備費比率(U)=.5(14/29)+1(15/29)=.75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專科部 1年級係屬商業類；其餘係屬工業類，故權值另計如

下： 

工商類科學雜費權值比(S)=1(1/24)+1.148(23/24)=1.142 

儀器設備費比率(U)=.5(1/24)+1(23/24)=.979 

 

資訊工程系、財務金融系以及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因應專案評鑑以及訪視，另專

案編列系科資本門預算，不參加 96 學年度系科儀補預算分配。其餘各系仍依照原

系科儀補預算公式分配額度進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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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配流程： 

 

一、系科儀補 

 

教務處計算各單位

年度儀器設備經費 
（依據：教務會議決議） 

各單位提報需求（規

格書）擲交教務處彙

整並計算提報比例 

提交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提報比例低於 80%、或高於

120%的單位須專案報告） 

預算執行 

需求單位依據專責小組會

議決議修正後再提交審查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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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儀補 

 

各單位提報需求（規格書

與預期成效）擲交教務處

彙整並計算提報比例 

提交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提報比例低於 80%、或高

於 120%的單位須專案報告） 

報部核備 

需求單位依據專責小組會

議決議修正後再提交審查 

OK 

NO 

 
 

三、計畫型獎助 

 

技合處依據教育部年度計

畫特性規劃計畫提報單位

提交計畫申請會議審查 

（分別為計畫綱要審查與詳

細計畫書審查） 

報部核備 

計畫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

正後再提交審查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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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儀補 

 

各單位提報發展儀器

設備補助款申請表
（依據：教務會議決議）

教務處彙整 

召開教務會議排列

優先序 

提交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規格表與預期成效） 

報部核備 

需求單位依據專責小組會

議決議修正後再提交審查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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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發展儀器設備補助款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是否符合情形項次 分配項目 

是 否 

說明 

1 是否符合學校中長程計畫 □ □  

2 是否符合所系（科）發展特

色 

□ □  

3 今年度是否申請教育部計

畫型獎助 

□ □  

4-1 是否為新增實驗（習）室 □ □  

4-2 是否已有空間 □ □  

5 是否為重點實驗室 □ □  

6 是否為校共同實驗室 □ □  

7-1 是否為教學型實驗室 □ □  

7-2 預計使用率    

8 是否為原有實驗室擴充 □ □  

9 是否為原有實驗室更新 □ □  

10 過去2年單位是否曾申請計

畫型獎助 

□ □  

11 過去2年單位是否曾申請發

展儀補 

□ □  

12 申請實驗室名稱及預估所

需金額 

  

 
 

填表人： 

 

單位主管核章： 

 

填表說明 

1. 說明欄請詳細填寫以作為審查依據。 

2. 第 4項至第 9項之實驗室用途、性質必須確實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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