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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現有資源 

1.1 學校現況（基準日：100年 10 月 15 日） 

系（科）、所、學位學程數   13  系  0  科  1  所  0  學位學程 

項目 基本資料 

學生數 
日間部（人） 3,667 

全  校（人） 5,169 

校舍建築面積（平方公尺） 

應有面積 m
2
 48,051 

實有面積 m
2
 73,503 

學生宿舍床位數 635 

校地面積（平方公尺） 148,847 

師  資 
生師比 

全  校 25.1 

日間部 17.8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 67.3% 

設  備 

圖書館面積（平方公尺） 6,603 

藏書量 214,779 

每系（科）專業期刊平均數（種） 26 

辦

學

績

效 

評鑑成績 

一等系（科）、所、學位學程數 8 

二等系（科）、所、學位學程數 5 

三等系（科）、所、學位學程數 0 

行政類等第 壹等 

最近 3 學年

(97-99) 教

學研究推廣

服務成果 

研究計畫 

件數及

金額 

國科會 
件數 61 

金額 28,585,089元 

政 府 及 國

營機構 

件數 16 

金額 6,792,800元 

民間 
件數 389 

金額 41,807,710元 

研究 

成果 

期刊論文（篇） 286 

研討會論文（篇） 791 

專利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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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師資結構 

統計 

基準日 

師資素質統計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教師數 

應有助理教

授以上比 

教授 

比例 

99.03.15 14 57 38 91 200 67.3 7.0 

1.3 圖書館資源 

1.3.1 圖書館藏書 

圖書期刊 

圖書館面積（平方公尺） 6,603 

藏書量 

中文（冊） 191,611 

外文（冊） 23,168 

總計（冊） 214,779 

期刊 

中、日文（種） 224 

西文（種） 156 

電子期刊 7,387 

1.3.2 圖書館自動化 

自動化 

 門禁系統 

 圖書館安全系統 

 監視器系統 

 三邊圖書館作業自動化系統 

 電子資料庫檢索系統 

 團體欣賞室影音設備操作系統 

 圖書館網站。 

學術校園網路 

 TANet 頻寬：300Mbps 

 HiNet 頻寬：200Mbps 

 全校為 Gigabit 光纖骨幹 

 全校具 3300 個網路結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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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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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 系科 實驗室 位置 數量 

電 
資 
技 
術 
學 
群 

電子工程系 

通訊實驗室 
感測實驗室 
多媒體行動通訊實驗室 
晶片佈局實驗室 
微控制器實驗室 
數位系統室實驗室 
電子實驗室 
電腦教室 

二曲樓二樓 
二曲樓二樓 
二曲樓四樓 
二曲樓四樓 
二曲樓四樓 
二曲樓四樓 
二曲樓五樓 
二曲樓五樓 

8 

資訊傳播系 

韌體技術實驗室 
人機介面實驗室 
多媒體技術實驗室 
電腦實驗室 
網路技術實驗室 

資工系一樓 
資工系一樓 
學院樓二樓 
學院樓二樓 
學院樓一樓 

5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電腦與通訊模擬實驗室 
網路分析與管理實驗室 
網路監控與通訊實驗室 

英士樓三樓 
英士樓三樓 
英士樓三樓 

3 

電機工程系 

電力電子實驗室 
電機機械實驗室 
電能監控實驗室 
智慧型控制實驗室 
電子學實驗室 
綠能科技實驗室 
電腦網路實驗室 

電機系一樓 
電機系一樓 
電機系一樓 
電機系二樓 
電機系二樓 
電機系二樓 
電機系二樓 

7 

工 
程 
技 
術 
學 
群 

機電工程系 

綜合機工廠 
機電整合(PLC)實驗室 
射出成型實驗室 
數值控制工具機實驗室 
運動控制實驗室 
動力實驗室 
運動控制實驗室 
工程分析實驗室 
機器人教學中心 
遠端監控與機器人應用實驗室 
數位邏輯實驗室 
CAD/CAM實驗室 
精密量測實驗室 
快速原型實驗室 
控制工程實驗室 
創意專利成品實驗室 
氣液壓控制實驗室 

綜一館地下室 
綜一館地下室 
綜一館地下室 
綜一館地下室 
綜一館一樓 
綜一館一樓 
綜一館一樓 
綜一館一樓 
綜一館二樓 
綜一館二樓 
綜一館二樓 
綜一館二樓 
綜一館三樓 
綜一館三樓 
綜一館三樓 
綜一館三樓 
綜一館三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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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 系科 實驗室 位置 數量 

化工與材料工
程系 

專業美容教室 
普通化學實驗室 
精密儀器實驗室 
儀器分析實驗室 
化工技術實驗室 
專業彩妝教室 
化妝品分析與檢測實驗室 
釀酒技術實驗室 

英士樓五樓 
英士樓五樓 
英士樓六樓 
英士樓六樓 
英士樓七樓 
英士樓七樓 
英士樓七樓 
英士樓七樓 

8 

工業工程與管
理系 

人因工程實驗室 
證照輔導實驗室 
物流管理實驗室 
經營管理實驗室 
企業電子化實驗室 
專題製作實驗室 
作業與品質管理實驗室 

綜一館三樓 
綜一館三樓 
綜一館四樓 
綜一館四樓 
綜一館四樓 
綜一館四樓 
綜一館四樓 

7 

商 
業 
管 
理 
學 
群 
 

電視與網路行
銷管理系 

商業營運模擬實驗室 
顧客行為研究暨地方產業展示室 
e行銷商城實驗室 
科技行銷統整實驗室 
創意行銷與電視購物實驗室 
供銷與物流資訊實驗室 

綜一館五樓 
綜一館五樓 
綜一館五樓 
綜一館五樓 
綜一館五樓 
綜一館五樓 

6 

財務金融系 

風險控管實驗室 
金金融融證證照照專專業業教教室室  
投資決策實驗室 
專題製作實驗室 

定一樓四樓 
定一樓四樓 
定一樓四樓 
定一樓四樓 

4 

國際貿易系 

全球運籌中心 
電腦教室 
製商整合數位教學中心 
證照檢定咨詢中心 
國貿實務與會議展覽中心 
商情資料庫中心 

定一樓二樓 
定一樓三樓 
定一樓三樓 
定一樓三樓 
定一樓三樓 
定一樓三樓 

6 

商務暨觀光英
語系 

外語證照模考實驗室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教室 
外語劇場 
專題討論室 

定一樓一樓 
定一樓一樓 
定一樓一樓 
定一樓一樓 

4 

觀光管理系 

餐飲教室 
觀光地理及 3D景觀模擬實驗室 
實習旅行社 
導覽解說導覽解說實驗室 
餐飲文化解說教室 
休閒娛樂表演實驗室 
舞蹈教室 

右任樓一樓 
定一樓六樓 
定一樓六樓 
定一樓六樓 
定一樓六樓 
定一樓六樓 
仁愛樓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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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 系科 實驗室 位置 數量 

資訊管理系 

企業網路實驗室 
智慧型決策實驗室 
電腦教室 5-1 
電腦教室 5-2 
電腦教室 5-3 
勞委會即測即評即發證檢定試場 
企業資源規劃實驗室 
多媒體及虛擬攝影棚 

定一樓四樓 
定一樓四樓 
定一樓五樓 
定一樓五樓 
定一樓五樓 
定一樓五樓 
定一樓五樓 
定一樓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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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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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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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學院規劃 

本校自 86學年度奉准改制為技術學院後，校務發展均按中長期發展計畫規劃進

行，目前已發展至工程技術、電資技術、商業管理等 3個學群共 13個系及 1個

研究所。因應目前的招生環境將維持現有規模，各學院除依招生來源以及未來

產業人才的需求，逐步調整學制結構與班級數，並進一步加強學院內各系之間

整合及規劃，以求資源整合與共享，發展學院特色。有關整體規劃的原則如下： 

 研究所設置之規劃：配合大新竹區域產業與國家人力發展需求，結合本校發

展特色，以培育實務人才的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為發展方向。 

 大學部方面：為承擔大新竹區終身教育與回流教育之責任，二技學制招生班

級將逐年調整至在職回流教育，以滿足大新竹地區終身教育與在職回流教育

市場之需求。 

 專科部方面：由於二專學制與四技學制學生來源相同，為增加招生之競爭力，

進修部二專學制已於 98 學年度起停招，轉而與二技同樣移轉至在職回流教

育。至於五專學制，商業管理與電資技術學院部分，此學制配合教育部政策

調整與產業人力需求，加強證照及實務技能養成，以提供國中畢業生升學多

樣化之選擇；工程技術學院則積極規劃機器人、釀酒技術等特色領域之五專

菁英班學制。 

依上述原則，各學院規劃其發展重點和班級調整。99 學年度各學群組織現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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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依照上述規劃原則，至 103學年度時各學院組織規劃如圖 2。 

 

 

 

 

 

 

 

 

  

圖 1  學院規劃（99 學年度） 

 

 

 

 

 

 

 

 

 

 

 

圖 2  學院規劃（103 學年度） 

三、本（101）年度發展重點 

本年度發展重點從校級中心、行政支援與學術單位發展三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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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校級中心 

在全球經貿產業環境已步入是否能永續發展之關鍵時刻，本校整合區域產業與

服務科技之特色，並加入教導學生具有永續經營與傳承之理念，進一步推動下列三

大永續工程： 

 藝術永續：結合科技與藝術，推展在地玻璃產業創新。 

 環境永續：發展綠色能源產業，提供資源環境永續經營。 

 文化永續：結合客家特色，發展本土文化創意產業。 

為實踐上述三大永續理念，本校特別設立校級三大研究中心：即玻璃創意中心

（着眼於藝術永續）、綠能產業中心（着眼於環境永續）與客家文化中心（着眼於

文化永續）。整合工程技術、電資技術與商業管理學院人才、教學與研究動能，拓

展與落實含通識教育、學生輔導與體適能訓練之全人教育，聚焦於區域產業與地方

文化，建構成本校獨特之辦學特色。 

3.1.1  玻璃創意中心 

98 年度本校甫成立「玻璃創意中心」旋即榮獲教育部補助設置「玻璃聯合技術

發展中心」三年計畫，並擔任召集學校，得以整合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

學和東方設計學院等夥伴學校以及業界資源，成為全國第一所設置聯合技術發展中

心的私立技術學院，為玻璃技術整合跨出更堅實的一步。99 學年度因表現績優續獲

補助，兩年共計 2000萬。 

本中心今後將持續與產業合作，並努力爭取各項計畫，回饋教學及提升我國玻璃

產業在國際的競爭力。玻璃創意中心達成願景的具體規劃有：(1)環保技術/著色材

料開發；(2)生活玻璃創意產品；(3)玻璃創意產品、光電整合設計；(4)通路與行銷；

(5)玻璃文化創意產品。 

3.1.2 綠能產業中心 

本校綠能產業中心發展特色係配合行政院經濟部於民國 98 年 4 月 23 日，提出

輔導本國六大新興產業之一的『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而展開。上述方案提到節

能社會低碳經濟的目標，可以藉下述兩大發展方向來實現： (1)發展潔淨能源；(2)

積極節約能源，其中藉著發展綠色能源產業，更可以達成綠能科技研發、生活永續

發展的理想。 

配合綠能產業經濟發展趨勢，本校整合各學院的努力連續 3 年重點特色計畫累

積金額近 1 千萬元，以綠色能源產業為主軸。陸續於 98 年 11 月提出教育部補助技

專校院建立特色典範計畫-“建構綠色能源開發與應用之教學暨服務平台”，整合化

材系、電機系、機電系不同領域的綠能相關研發技術(3年總計畫經費約 2,200萬元)。

於 99 年獲得國科會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綠能運具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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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整合電機系、行管系、資工系不同領域的綠能相關研發技術(3 年總計畫經

費約 1,200萬元)。 

本研究中心的發展重點：一方面整合各學群的研究能量與成果，另一方面則藉由

校級行政的支援與推動，使其發展方向與本校的中長程發展計畫密切配合。 本中心

的發展重點規劃，主要分為基礎技術與應用技術兩大構面。 (1) 在基礎技術方面：

可分為綠能產業分析與管理、太陽能、風能、燃料電池與生質能等 5 子項為主要的

發展重點，並以產業分析、材料研究、設計與製程方法的改善為主要的執行方向。

(2) 在應用技術方面：分為綠能運具、風光電併網複合系統、LED照明整合系統、綠

能創意應用與綠能區域推廣中心等 5項為主要發展重點。 

3.1.3 客家文化中心 

台灣的客家人口，主要分佈在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屏東、

和花蓮縣。新竹縣客家人口佔 86%，是客家人口密度最高的聚集區。本校為芎林鄉最

高教育學府，有責任、義務主動加入地方營造行列，促進資源的交流與共享，以教

育的方式，將客家文化的概念與創意廣為傳播，同時使社區組織更加緊密。有別於

其他客家研究中心著重學術性研究，本校客家文化中心以實務性研究以及文化推廣

為主要任務，藉由「活動引導學習」的策略，吸引學生以及社區居民經由客家文化

具體融入在生活中，增加對客家生活、文化、歷史的認識，內化文化和語言成為生

活的一部分。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三、學校辦學理念與科際整合方向第 15 至 17

頁。 

3.2 行政支援 

3.2.1 教務處規劃 

教務處共設有 5間視聽教室及 1間視訊中心可提供影音播放或大班（60人以上）

上課。為了讓學生便於使用各類軟體、提高學習效率。96 學年度新購進 7 組多功能

數位講桌，分別放置於忠孝樓一、二樓，有效提升教學品質，以及多媒體教材的使

用率。今年陸續建置，朝一般教室 100%數位化目標進行。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11.1 共同教學設施第 76 頁。 

3.2.2 圖書處設備規劃 

因應資訊科技的進展及教育思潮改變，本校圖書館未來五年發展規劃，除重視

實體館藏外，並加強各種數位化資源的徵集。未來五年圖書館發展規劃，乃以館藏

為經、服務為緯。在紙本與電子資料兼顧，持續投入經費追求各類型圖書資源穩定

成長，以充分支援師生教學、研究及休閒需求。規劃各類型館藏成長情形如下： 

 中西文圖書：平均每年增加 15,000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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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文期刊：平均每年訂購 450餘種 

 多媒體視聽資料：平均每年增加 500餘件 

 中西文電子書：平均每年增加 10,000餘冊 

 中西文資料庫：平均每年維持 167種 

預計至 103學年度，紙本圖書館藏達到 27萬餘冊，電子圖書達到 15萬冊以上；

每年期刊則維持 450餘種以上。圖書館藏規畫每年增加圖書 15,000冊，電子書 1萬

冊，經費中每年均配置約 150萬元推展提升館藏利用及圖書館設施相關工作。 

另外，在圖書自動化設備方面以資通安全為前提，建置穩定、快速、安全、無

障礙的資訊環境，進而達到支援教學研究之所需、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之目標，

逐年推動落實全方位 e化校園資訊網絡，今年藍圖規劃如下： 

 應用虛擬機整合全校伺服器，共用資源，建立綠色機房。 

 使用雲端資源，提供高品質服務。 

 引進雲端服務，節約硬體資源，減少管理成本。 

 更新各大樓交換器，以提升行政支援與服務之穩定度。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2.3 圖書規畫及逐年發展計畫第 81 至 90 頁。 

3.2.3  通識教育中心規劃 

今年通識教育中心採購規劃主要是培養學生基礎化學的知識，使學生具備儀器

操作的基本技能。訓練學生實驗操作、維護與分析的能力。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3.4 學年度工作計畫第 96 至 97 頁。 

3.2.4  體育教育中心規劃 

本校體育發展目的主要為提升學生體適能並培養學生運動知能，激發學生運動

動機與興趣，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奠定終身參與身體活動的態度。目前體適能已列

入體育選項課程之一，本校已成立體適能檢測室，每年實施檢測，使學生了解並提

高本身身體、情緒、精神、文化等適能表現。今年體育教育中心採購規劃主要是提

升學生體適能包括協調、平衡、下肢肌力、腹部相關肌群與核心肌群等能力。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4.8 年度工作計畫第 103 至 104 頁。 

3.2.5  總務處規劃 

本校近年來戮力校園之提升及建設，目前軟硬體設施已臻完善，未來將以節能

措施，包括:照明設備與空調設備節能改善，以提供全校師生一個優質學習研究環境。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肆、行政支援規劃 1.4 各年度重點工作計畫第

130 至 131 頁。 

3.3 學術單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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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工程學群 

一、機電工程系（所） 

本系每年編列預算對各實驗室重要教學設備進行更新，未來各年度重點採購設

備規劃如下： 

實驗室名稱 擬採購或升級設備 

PLC 

 PLC更新 15台 約 675,000元 

 Electric Vehicle 電動車電力轉換與驅動開發系統約

950,000元 

 燃料電池車動力模組驅動套件 約 1,490,000元 

 個人電腦 5台 

 汽車教學訓練系統 1套 

 電腦化汽車感測量測實驗裝置 1套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射出成型實驗室 

 全電式精密射出機 1台 

 PC-Based控制器 1台 

 模具整修工具 

 射出成型機維修工具 

 模溫機(>100Co，±0.1Co) 1 台 

 紅外線測溫熱像儀 1台 

 更新 CAD&CAE軟體(升級 Moldex 3d) 25套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工程分析實驗室 

 高階個人電腦更新 

 高速運算卡 

 轉速計、壓力計、拉推力計、風速計、溫度計、電磁力量

測儀器等 

 資料擷取設備 

 ANSYS軟體維護升級 

 CFD軟體升級 

 Pro/E軟體升級 

 中小型垂直軸發電系統相關設備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材料分析實驗室 

 衝擊試驗機 

 疲勞試驗機 

 各式特殊功能夾治具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快速原型實驗室 

 CNC桌上型非金屬雕刻機第四旋轉軸及 T型槽工作檯 

 逆向工程分析軟體更新採購 

 快速原型轉檔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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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名稱 擬採購或升級設備 

 雷射雕刻機升級 

 個人電腦更新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控制工程實驗室 

 

 撓性系統控制模組 

 顏色辨識控制系 

 倉儲系統 

 單軸倒單擺控制系統 

 磁浮球控制系統 

 嵌入式控制器 

 數位信號處理器 1套 

 影像處理模組 1套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運動控制實驗室 

 USB通訊分析儀 

 雷射精密量測干涉儀 

 3D陀螺儀精密定位裝置 

 動態響應量測儀(頻譜分析儀) 

 3DS繪圖軟體 

 伺服控制器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CAD/CAM實驗室 

 更新 3D繪圖軟體(Solidworks)28套 

 更新 AutoCAD繪圖軟體 19套 

 新版廣播系統 1套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精密量測實驗室 

 雷射干涉儀、雷射準直儀 

 3D控制平台、視覺定位控制系統、無線影像導引機器人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綜合機工廠  立式銑床 1台 

數值控制工具機實

驗室 

 五軸加工機 1台 

 更新電腦 20台 

 CAD/CAM軟體 20套(EdgeCAM2011R1版)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數位邏輯實驗室 

 微處理機線上模擬器更新 

 微處理機實習電路板更新 

 微處理機編譯軟體更新 

 大型可規劃邏輯實習電路版更新 

 數位示波器採購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機器人教學中心 

 VEX機器人 5套 

 樂高機器人 10套 

 筆記型電腦 1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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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名稱 擬採購或升級設備 

 嵌入式發展系統 5套 

 TETRIX 5套 

 Labview軟體版本更新 

 螢幕 10台 

 教學用人型機器人 2套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氣液壓控制實驗室 

 可程式氣壓控制迴路設計實習平台 1台 

 氣壓缸裝配調整與固障排除實習平台 1台 

 氣壓元件迴路設計、安裝實習平台 1台 

 電氣控制迴路設計實習平台 1台 

 電氣裝配調整與固障排除實習平台 1台 

 純氣壓控制迴路設計實習平台 1台 

 雷射印表機 1台 

 個人電腦 5台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創意專利成品實驗

室 

 IRI 2010 熱像儀(-10℃~+350℃, 3”LCD)2部 

 筆記型電腦 3台 

 ANSYS軟體 1套 

 重要教學設備更新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伍、學術單位(工程學群)發展規劃第 152 至

153 頁。 

二、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本系考量國家科技產業政策、地區產業特性、教師專業領域、本校與地區現有

資源及學生特質等重要因素，將朝化學材料、生化化妝品技術等化工與材料技術應

用領域為發展重點明確。99-102年本系依系中長期設備採購規劃，除學校系科分配

款、系發展儀補款外，將積極爭取校外資源(教育部/國科會計畫)，逐年添購設備。

依系中長期委員會規劃，近幾年已擴充部份「薄膜製程與檢測」相關設備如 x光繞

射儀、電子顯微鏡及物理氣相蒸鍍儀，為配合化妝品應用及釀酒科技學程將增加化

粧品相關檢測儀器及製酒設備與微生物醱酵槽的擴充，依時程規劃進行所需設備之

建置，以因應未來部分教師研究領域與授課規劃轉型的需求。 

實驗室名稱 現有設備 未來擬採購（更新）設備 

精密儀器實驗室 

X光繞射儀、磁控濺射源、X光高

頻產生裝置、電子顯微鏡、閃爍

計數檢測器、儀器控制及圖譜數

據處理軟體 

1. 熱差分析儀(DTA) 

2. 原子力(AFM)顯微鏡 

儀器分析實驗室 
高溫爐、微量水測定儀、旋光計、

頻率響應分析儀、紫外線可見光

1.傅立葉轉換式紅外線光譜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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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精密分析天平、紫外光-可見

光光譜儀、分光光度計、氣相層

析儀、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

儀、原子吸收光譜儀 

2.超純水製造系統 

3.分光光度計 

4.氫離子濃度計 

5.原子吸收光譜儀(AA)。 

專業美容教室 

護膚機、美容床組、均質機、乳

化機、多功能生理諮詢檢測系

統、簡報攝影提示機、液晶電視、

數位攝影機、皮膚水分油脂分析

儀、皮膚彈性分析儀、皮膚 SPF 

分析儀、皮膚紅黑色素分析儀 

 

皮膚檢測與評估系統 

專業彩妝教室 數位攝影機、投影機 專業彩妝攝影棚 

化工技術實驗室 

化工技術實驗室、表面著膜設

備、反應器安全控制系統、膜厚

計、化工製程模擬軟體 

太陽能及燃料電池測試組 

化妝品分析與檢

測實驗室 

(規劃中) 

(100-101年) 

 

1.醱酵槽 

2.桌上型液劑充填機 

3.桌上型乳劑充填機 

4.黏度計 

5.桌上型滅菌器 

6.高效液相層析儀 

7.高速離心機 

8.化妝品成分分析儀 

釀酒技術實驗室 

(規劃中) 

(100-102年) 

 

1.微生物醱酵槽 

2.製酒機 

3.恆溫直立式高壓蒸氣滅菌

鍋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2.儀器及設備需求規劃第 163 至 164 頁。 

三、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本系針對各學科教學需要及教師專長共設有七間實驗室，另有一間階梯教室，

各實驗室內均有完善的儀器設備及教學器材，提供師生舒適有效的學習環境。本系

核心重點特色發展實驗室有經營管理、物流管理與企業電子化實驗室，核心重點特

色發展實驗室彼此間資訊之整合與配置。未來研究所成立後，將採購研究型設備並

設立知識創新加值中心或研究領域之實驗室，以符合系上長期發展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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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名稱 

現有設備 未來擬採購（更新）設備 

(100-102年) 

硬體 軟體 硬體 軟體 

證照輔

導實驗

室 

電源穩壓設備、

個人電腦(含顯

示器) 56台、伺

服器、電腦廣播

系統、雙人教學

電腦桌 28張、全

套式電腦桌一

張、人體工學辦

公椅一張、人體

工學塑鋼折合椅

56張 

績效大師軟體、

AutoCAD軟體 

101 學年度彩色
雷印表機個人
電腦 56部 

 

100-102學年度 
證 照 測 驗 題
庫、AutoCAD軟
體 

作業與
品質管
理實驗
室 

L型輸送帶、綜

合擴大機、系統

儀器櫃、紅珠與

漏斗實驗裝置、

統計分配與統計

品質管制訓練

器、Cycle Time

的模擬裝置 

ERP製造模組(含產品

結構、製程管理、製

令管理、現場管理、

委外管理等系統)、

Minitab R14、SPC / 

IPQC /FMEA/ QFD 

99學年度 

個人電腦(含 17

吋以上液晶螢

幕)*5台 

100學年度 

實驗設計彈射

實驗器四點探

針、顯微鏡、C-V

量測系統、恆溫

防潮儀、薄膜測

厚儀、一般型電

腦(含顯示器) 

筆記型電腦 

彩色雷射列表

機 

101學年度 
智慧車 20台 

MES生產系統 

98學年度 

半成品追蹤系

統 

RFID標籤辨識

系統 

99學年度田口

氏品質工程軟

體 

100學年度

ISO9000文件管

制系統軟體、最

新版田口分析

軟體 

101學年度

CREAX 

Innovation 

Suite軟體 

經營管
理實驗
室 

個人電腦及液晶

顯示器 17台、單

槍液晶投影機、

穩壓器 

iERP企業資源規劃系

統、TOP BOSS經營模

擬競賽系統、門禁系

統 

99學年度 

新增個人電腦

及液晶顯示器

16台及伺服器

一台 

98學年度 

增購顧客關係

管理套裝軟體

乙套 

99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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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名稱 

現有設備 未來擬採購（更新）設備 

(100-102年) 

硬體 軟體 硬體 軟體 

100學年度 

HF RFID教學套

件、手寫板 

101學年度 

雷射印表機及

相關設備 

增購電子商務

套裝軟體乙套、 

Marketing 

Winner 行銷贏

家 

100學年度 

CMS流通大師、

BPM_Flow系統 

101學年度 

HF RFID教學套

件 軟體系統 

物流管
理實驗
室 

ERP伺服器、電

子商城伺服器、

揀貨控制器、POS

後台伺服器、

TDSS伺服器、電

腦機櫃、RFID設

備、盤點機 

供應鏈管理、派車管

理系統、BI企業商情

系統、物流中心管理

資訊系統、電子標籤

輔助揀貨系統、電子

商城平台模擬系統 

100學年度 

投影機 
101~102學年度 

醫療照護與節

能自動識別

(Auto ID)及電

腦輔助資料輸

入相關設備 

100~101學年度 

海關進出口作

業模擬教學軟

體 

配合 Auto ID硬

體之軟體系統 

企業電
子化實
驗室 

個人電腦、伺服

器、網路衛士防

寫卡、AVR穩壓

器、交換式集線

器、綜合擴大機 

Windows作業系統、

Windows Office、POS

前後台、統計軟體、

編輯與繪圖軟體、

Visual Studio、非常

好色、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IERP2)、物流中

心管理、設施規劃分

析軟體、電子商務網

路軟體、廣播教學網

路系統 

100學年度 

更新網路設

備、不斷電系

統、防潮箱、網

路雷射複合

機、監視錄影設

備、UHF雙頻無

線麥克風組 

101學年度 

專業數位相

機、專業數位攝

影機、液晶電

視、手寫板 

102學年度 

雲端設備平

100學年度 

知識管理軟

體、電子流程管

理軟體、全球運

籌管理 

101學年度 

專業編輯、排版

軟體、專業影像

處理軟體、專業

音效處理軟體 

102學年度 

資料探勘軟

體、商業規則管

理系統、企業智

慧系統、高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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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名稱 

現有設備 未來擬採購（更新）設備 

(100-102年) 

硬體 軟體 硬體 軟體 

台、行動運算平

台、通訊設備、

定位系統 

業典範模型、雲

端軟體 

人因工
程實驗
室 

馬丁式人體測計

器、柔軟度與肺

活量測定器、肌

力計、人體模

型、心肺功能訓

練腳踏車、WBGT

熱指數計、測滑

計、硬度計、粗

度計 

ErgoIntelligence 

MMH軟體 

 

100學年度 
視力檢測儀器 
摩擦係數測定
儀 
坡道模擬設備 
DV攝影機 
測力板 
EMG 
液晶投影機 
101學年度 
3D掃描器 
地板檢測儀器 
肺活量測定儀 
102學年度 
人體計測儀器 
環境測定儀器 
 

100學年度 

Dartfish動作

分析系統 

101學年度 

3D掃描處理軟

體 

專題製
作室 

電腦、液晶投影

機、研討桌椅 

 單槍投影機 依發展需求採

購 

階梯教
室 

液晶投影機、影

音光碟機、數位

前級混音處理機 

 電子講桌 依發展需求採

購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五.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174 至 176 頁。 

3.3.2 電資學群 

一、電機工程系 

為積極落實綠能產業研發的能量，並配合學校三大中心綠能產業—環境永續、

玻璃創意—藝術永續、客家文化—文化永續所秉持的理念，結合綠能、創意、與在

地文化為其特色，本系積極推動能源與電機電子領域的技術研發，以前瞻、創新的

能源及高效率能源技術的研究為主軸，經由從事潔淨能源、先進電源、節約能源及

電力系統等研究，提昇本系師生能源研究教學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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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本系在實驗室及圖書相關規劃工作重點 

100 

1. 增購太陽能電池檢測系統。 

2. 增購馬達動力量測系統。 

3. 增購電路設計軟體及系統計設暨模擬軟體。 

4. 增購電動機負載特性曲線電腦量測與繪製實驗裝置與電機機械實

習設備。 

5. 逐步汰換與更新基礎教學實驗設備(電腦、螢幕、示波器、電源供

應器、訊號產生器)。 

101 

1. 增購馬達動力量測系統。 

2. 增購太陽能發電暨充電系統。 

3. 增購電路設計軟體及系統計設暨模擬軟體。 

4. 增購電動機負載特性曲線電腦量測與繪製實驗裝置與電機機械實習

設備。 

5. 逐步汰換與更新基礎教學實驗設備(電腦、螢幕、示波器、電源供應

器、訊號產生器)。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四.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189 至 190 頁。 

二、電子工程系 

著眼於國內生源越來越少、學生就讀意願以及電子相關產業發展方向，電子系將

規劃成立電腦遊戲設計組以吸引更多的學子，植基於本系 92學年度獲得教育部重點

特色計畫【建構多媒體暨遊戲技術支援平台】以及 95學年與資工系合提度通過教育

部【建構嵌入式多媒體行動通訊及遊戲開發平台】重點特色計畫，本系將繼續加強

嵌入式系統與多媒體的整合設計設備與課程。另外關於綠能產業方面，本系則配合

本校綠能中心，將加強太陽能與 LED照明相關設備建置。 

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100  晶片佈局實

驗室 

同 99年度的規劃。 更新佈局軟體與單槍投影機 

電子實驗室 1.讓學生熟悉基礎電子電

路實務。 

2.數位電子乙級考場 

1.電子基礎實驗設備更新 

2.數位電子乙級考場設備更

新 

專題實驗室 1.讓學生動手實作。 

2.掌握最新電子科技趨勢 

1.智慧行動通訊器材 

2.電子遊戲相關器材 

感測實驗室 1.增加無線感測網路應用

教學套組與相關設備。  

2.高效能太陽能發電系統

與相關領域研究。 

1.無線感測網路應用教學套

組 

2.雷射位移計 

3.智慧型手持裝置或遊戲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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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型手持裝置或遊戲

輸入感測裝置應用。 

4.配合無線感測網路應用

所需之微功率能量獵取系

統研究。 

5. LED照明應用。 

6.壓電材料相關領域研究

與應用。 

7.支援專題製作與相關領

域研究。 

入感測裝置 

4.微功率能量獵取系統 

5.高效能太陽能發電系統 

101 晶片佈局實

驗室 

同 100年度的規劃 1.大型繪圖機 

2.雷射印表機 

微控制器實

驗室 

1.更新實驗室之教學設

備。 

2.提升題製作設備。 

1.廣播教學系統 

2.8051燒錄器及發展系統 

數位系統實

驗室 

1.更新實驗室之教學設備 

2.CPLD/FPGA數位系統教

學電路 

3.支援專題製作與個案研

究 

4.支援PCB設計及製作 

1.新個人電腦 

2.雷射印表機 

感測實驗室 1.增加無線感測網路應用

教學套組與相關設備。  

2.高效能太陽能發電系統

與相關領域研究。 

3.智慧型手持裝置或遊戲

輸入感測裝置應用。 

4.配合無線感測網路應用

所需之微功率能量獵取系

統研究。 

5. LED照明應用。 

6.壓電材料相關領域研究

與應用。 

7.支援專題製作與相關領

域研究。 

1.合成信號產生器  

2.溫度較正爐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五.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207 至 208 頁。 

三、資訊傳播系 

100學年度起將會配合更改系名，將會逐漸將多媒體技術實驗室、韌體技術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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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人機面以及網路技術實驗室更名為媒體製作實驗室、媒體技術實驗室、人機互

動以及網路媒體實驗室。未來 3 學年度既有及擬新增實驗室規劃採購之設備如下表

所示。另外，本系將擴充現有之專題研討室及專題資料室，使其充分支援並滿足學

生專題製作、討論及簡報練習之需求。 

實驗室名稱 現有設備 未來擬採購（更新）設備 

電腦教室 
1. 桌上型電腦 51台 

2. 教學廣播系統 

1. 桌上型電腦 51台 

2. 液晶螢幕 

多媒體技術實驗室 

(預計改名為媒體製作實

驗室) 

1. 高速伺服器 

2. 數位相機 

3. 高階數位攝影機 

4. 視訊剪輯系統 

5. 3D攝影機及製作系統 

6. 虛擬立體雕刻系統 

7. 繪圖機 

8. 個人電腦 

1. 個人電腦 

2. HDV影帶錄放影機 

3. 液晶顯示器 

4. 大型 LCD顯示器 

5. 攝影燈 

6. 數位攝影棚 

虛擬行動電腦實驗室 

1. 筆記型電腦 30台 

2. 筆記型電腦 30台 

3. 筆記型電腦 30台 

1. 筆記型電腦 30台 

軔體技術實驗室 

(預計更名為媒體技術實

驗室) 

1. ARM 9嵌入式發展系統 

2. ARM10嵌入式發展系統 

3. FPGA 開發平台 

4. 個人電腦 

5. USB 1.0發展系統 

6. 示波器 

7. 數位電錶 

8. 函數波產生器 

9. 儲存式示波器 

10. USB 2.0 無線發展系統 

1. 數位信號處理實驗平台 

2. 個人電腦(更新) 

3. 高階影像處理工作站 

4. 數位電視 

5. IPTV 

網路技術實驗室 

(預計更名網路媒體實驗

室) 

1. 桌上型電腦 

2. 單槍投影機 s 

3. 投影銀幕 

4. 高階伺服器 

5. 雷射印表機 

1. 路由器(Router) 

2. 網路管理軟體 

3. 防火牆系統 

4. VOIP 網路電話系統 

5. 網路影像系統 

人機介面實驗室 

(預計更名人機互動實驗

室) 

1. 觸控式液晶螢幕 

2. 個人電腦 

3. I/O控制介面卡 

1. Matlab更新 

2. 桌上型電腦更新 

3. 高速 webcam 

4. 手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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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名稱 現有設備 未來擬採購（更新）設備 

4. 彩色雷射印表機 

5. 投影銀幕 

6. Matlab軟體 

7. 個人電腦 
8. 互動式多媒體人機介面

開發系統 VizardAR 

9. 掃描器 

10. 高階掃描器 

11. 光纖手套 

12. 人形機器人 

13. 輪型機器人 

5. 手勢辨識開發系統 

人本智慧生活科技實務

中心 

1. 類神經網路軟體 

2. 學習資訊交換系統 

3. 觸控式人機介面 

4. 主動式射頻辨識系統 

5. 門禁系統 

6. Zigbee感測教學模組 

7. 智慧生活教學系統 

8. 智慧生活家庭網路發展

套件 

9. 可攜主動式 RFID套件 

1. 環境控制設備 

2. 智慧型電表 

計算機中心 

1. 應用伺服器 

2. 資料伺服器 

3. 不斷電系統 

4. 防火牆 

5. 乙太網路交換器 

1. 高階伺服器 

2. 網路儲存設備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五.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219 至 221 頁。 

四、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未來 100-102學年今配合教學發展趨勢及人才需求，繼續朝下列幾各領域，充實

圖儀及發展設備投入。 

1、 空間資訊多媒體研究室：本實驗室旨在進行空間資訊展示與分析平台研製、

航遙測影像分析與處理、結合空間資訊之環景網頁製作之研發。 

2、 行動無線通訊研究室：本研究室研究方向著重在於行動無線通訊系統的高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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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電路之研發與設計，目前研究重點在於高效能微波濾波器與訊號分流器

(power divider)，未來將研究範圍擴展到天線的研發與設計，以提升行動無

線通訊系統的硬體效能。 

3、 遠端監控研究室：本研究室研究方向著重在於遠端監控平台展示與監控環境

模擬研製，整合有線及無線感測訊號之分析與處理並結合監控伺服端之網頁

製作。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五.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238 至 239 頁。 

3.3.3 商管學群 

一、國際貿易系 

101年度本系的設備與軟體需求，配合授課教學、證照檢定輔導、專題製作

和數位教學線上軟體，其項目描述如下： 

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所需 

經費 

100 

全球運籌

中心 
開發空運承攬模擬軟體。 

程式更新-貿易便

捷化暨電子通關

自動化報關系統

Windows版 

35 

國貿商情

資料庫中

心 

增設商情資料庫。 繪圖機 10 

證照檢定

諮詢中心 
重新更換設備。 

1.企業家精神與

潛能開發系統 

2.伺服器 

3.筆記型電腦 

20 

製商整合

數位教學 

中心 

數位化教材製作與研發。 攝影器材增設 10 

國貿實務

暨會展中

心 

增加會展相關儀器設備。  30 

商務服務

實務教室 
重新更換設備。 

Web Trade貿易平

台─環貿通 
63 

101 

國貿商情

資料庫 

中心 

增設商情資料庫。 續訂東方資料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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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所需 

經費 

證照檢定

諮詢中心 
重新更換設備。 採購彩色列表機 40 

製商整合

數位教學 

中心 

數位化教材製作與研發。 換購攝影機 20 

國貿實務

暨會展中

心 

增加會展相關儀器設備。 
3D 虛擬會展中心

模型 
40 

商務服務

實務教室 
檢定的合格塲地。 更換電腦看門狗 50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五.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252 至 253 頁。 

二、資訊管理系 

本系的設備與軟體中長程需求，配合授課教學、證照檢定輔導、專題製作和數

位教學線上軟體，其項目描述如下： 

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100 即測即憑即發證檢定試
場(電腦教室 5-3）(配合
校、院、系發展) 

設備更新 
 

企業資源規劃實驗室
(配合院、系研究中心發
展) 

建置CRM功能。 CRM軟體 
 
 

智慧型決策實驗室(配
合院、系研究中心發展) 

設備更新 更新個人電腦與 19 吋
LCD螢幕、VM系統 
 

企業網路實務實驗室
(配合資管系發展) 

設備更新 網路監控系統一式 

多媒體實驗室（含虛擬
攝影棚）(配合資管系發
展) 

規劃 3D動畫實驗室功
能。 

3D動畫專業軟體 

電腦教室 5-2 (配合資
管系發展) 

設備更新  

電腦教室 5-1 (配合資
管系發展) 

設備更新  

專題實驗室 設備更新 5 套個人電腦與 19 吋
LCD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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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101 

即測即憑即發證檢定試
場(電腦教室 5-3）(配合
校、院、系發展) 

同100年規劃 
 

企業資源規劃實驗室(配
合院、系研究中心發展) 

建構RFID資訊應用環境 RFID軟硬相關設備 

智慧型決策實驗室(配
合院、系研究中心發展) 

建構雲端服務架構。 
 

簡易型筆記型電腦 

企業網路實務實驗室
(配合資管系發展) 

同100年規劃  

多媒體實驗室（含虛擬
攝影棚）(配合資管系發
展) 

軟體更新。 多媒體專業軟體 

電腦教室 5-2 (配合資
管系發展) 

同100年規劃  

電腦教室 5-1 (配合資
管系發展) 

設備更新 60 套個人電腦與 19 吋
LCD螢幕 

專題實驗室 設備更新 20 套個人電腦與 19 吋
LCD螢幕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四.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265 至 266 頁。 

三、商務暨觀光英語系(原應用外語系) 

基於資源共享之原則,本系運用 97學年度教育部約 230萬之發展儀補與約 50萬

之系科儀補將老舊的語言教室(一)重新建置為一間擁有多媒體語言學習功能之實驗

室, 98 學年度將再獲得 1,460,000 元之設備補助費添購 56 台精簡型電腦,將使得該

實驗室電腦化,更能強化其功能成為一間兼具外語證照模考之實驗室, 除了可供本

系所有學生使用外，尚可供本校日四技學生英語畢業門檻校內檢測之用。新的語言

教室(一)將更名為英檢模考實驗室, 語言教室(二)將更名為電腦輔助語言學習教室,

以迎合目前的語言教學新趨勢。100-101學年度重要儀器發展規劃如下表: 

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100  外語證照模考實
驗室 (配合校、
院、系發展) 

同99年規劃 
 

電腦輔助語言學
習 教 室 ( 配 合
院、系研究中心
發展) 

同99年規劃。  
 

外語劇場 (配合
系發展) 

設備更新 更新個人電腦一台、單槍
投影機、與提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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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自學中心結合語
言 中 心 ( 配 合
院、系研究中心
發展) 

增設外籍、本籍英文教師與
小老師的英文學習諮商時
間, 加強學習障礙診斷與
輔導。 

增購英文分級自學教材、
各種英檢初級與中級程度
之題庫、自製英文聽說讀
寫數位教材。採購 30 台
CD & MP3錄音機加上耳機
供學生作英文聽講自學
用。 

外語學習區 

 (配合院、系研
究中心發展) 

增購行動學習設備。 採購 40台 epc電腦、有線
與無線麥克風三支、擴音
機, 讓學生可定期舉辦校
內英語活動與比賽。 

多功能商務英文
教室(配合院、系
研究中心發展) 

同99年規劃  

專題討論室 (配
合系發展) 

 同99年規劃 增購筆記型電腦 10 台供
學生上網找資料與文書處
理用。 

101 外語證照模考實
驗室 (配合校、
院、系發展) 

同100年規劃 
 

電腦輔助語言學
習 教 室 ( 配 合
院、系研究中心
發展) 

建構資訊應用環境 1. 改善軟硬相關設備 

外語劇場 (配合
系發展) 

地毯換新。 
 

1. 燈光道具更新 

自學中心結合語
言 中 心 ( 配 合
院、系研究中心
發展) 

同100年規劃  

外語學習區 

(配合院、系研究
中心發展) 

擴大空間，建構英語情境學
習環境。 

隔間裝璜如卡拉 OK室、英
文歌曲欣賞室、英文電影
欣賞室、英文聊天室等。 

多功能商務英文
教室(配合院、系
研究中心發展) 

同100年規劃 增購商務英文方面之教學
錄影帶與數位教材軟體。 

專題討論室 (配
合系發展) 

同100年規劃  

專業英文情境教
室 

供商英語與觀光英語等各
種專業英文情境模擬教學
使用,具有教材即時呈現之
功效。 

多媒體視聽設備、網路教
學設備、舞台設計、無線
麥克風裝置、立體音響、
舞臺燈光效果等。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四.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289 至 2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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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光管理系 

本系係以「休閒旅運」、「餐旅服務」為本系研究與發展之二大主軸，從休閒

遊憩、國家公園管理、再延伸發展旅館、餐飲服務、旅運經營管理、航空服務、會

議行銷策劃等為其發展技術重點特色，因此配合課程內容建置「觀光實習旅館」（包

括客房示範教室、餐飲實習教室、調酒吧台教室、中西餐烹調教室）、烘焙教室、

「數位旅運資訊服務中心」（包括產學旅行社）、「資源規劃暨解說服務資訊教室」、

「專題製作室」、「航空服務教室」各一間，計共有九間實驗室，配合不同課程需

求使用。各實驗室內均有完善的儀器設備及教學器材，提供師生舒適有效的學習環

境，各實習教室內之空間及設備完全符合現代化，兼具最新潮流及業界要求之水準，

俾使學生充份學習實務性觀光技能，並考取相關證照為其建置最主要目的。 

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100 
即測即憑即發證檢定

試場(餐旅服務檢定

考試）(配合校、院、

系發展) 

1.提供校內、外師生勞委會

餐旅服務證照檢定測驗

與模擬服務。 

2.培養辦理考場的能力 

3.訓練同學團隊合群能力 

 

觀光地理及 3D景觀模

擬實驗室 

建構資料探勘與決策支援

系統 
設備更新 

導覽解說實驗室 

1.提供遊程規劃課程。 

2.提供導覽解說課程。 

3.提供觀光英語課程。 

設備更新 

餐飲文化解說教室 

1.提供餐飲服務管理課程。 

2.提供導覽解說課程。 

3.提供餐飲英語課程。 

設備更新 

休閒娛樂表演實驗 

室 

1.提供節慶管理課程。 

2.提供導覽解說課程。 

3.提供觀光英語課程。 

設備更新 

觀光會議展覽暨材 

料解說實驗室 

1.提供會議管理課程。 

2.提供導覽解說課程。 

3.提供會議英語課程。 

設備更新 

舞蹈教室 提供舞蹈課程。 設備更新 

餐飲教室 

1.提供餐飲課程。 

2.提供烹調課程。 

3.提供現場實作課程。 

建置整間教室。 

101 

即測即憑即發證檢定

試場(餐旅服務檢定

考試）(配合校、院、

同100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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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系發展) 

觀光地理及 3D景觀模

擬實驗室 
同 100年規劃 同 100年規劃 

導覽解說實驗室 同 100年規劃 同 100年規劃 

餐飲文化解說教室 同 100年規劃 同 100年規劃 

休閒娛樂表演實驗室 同 100年規劃 同 100年規劃 

觀光會議展覽暨材料

解說實驗室 
同100年規劃 同 100年規劃 

餐飲教室 

1.提供餐飲課程。 

2.提供烹調課程。 

3.提供現場實作課程。 

同 100年規劃 

舞蹈教室 同100年規劃 同 100年規劃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四.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307 至 308 頁。 

五、電視與網路行銷流通管理系(原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0年度本系的設備與軟體需求，配合授課教學、證照檢定輔導、專題製作和數

位教學線上軟體，其項目描述如下： 

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100 

即測即憑即發證檢
定試場 (電腦教室
5-3）(配合校、院、
系發展) 

1.提供校內、外師生TQC電腦軟
體應用證照檢定測驗與模擬
服務。 

2.Adobe等多樣軟体，培養、訓
練學生網頁設計與網路應用
及管理能力。 

3. 與Microsoft授權廠商翊
利得資訊簽署「國際四大證照
推廣合格認證中心」 

 

 

供銷與物流資訊實
驗室(配合院、系研
究中心發展) 

1.提供模擬軟體工具，支援
MIS、軟體工程等領域之教學
與研究。 

2.提供ERP系統，讓學生理論與
實務相結合 

3.協助考取ERP人才認證。 
4.設有30台個人電腦，兼具小
班教學電腦教室功能。 

 

創意行銷與電視購 1.提供數位內容製作與多媒體 1. 無線麥克風組 
2. 數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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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專業特色 發展規劃 擬添購重要設備 

物實驗室(配合院、
系研究中心發展) 

實作之環境。 
2.提供各種數位媒體設計、製
作、影音錄製、剪輯及播放。 

3. HDV攝影機 
 

商業營運模擬實驗
室 (配合行管系發
展) 

1.可提供各種程式設計、資料
庫、多媒體、網際網路及各
式套裝軟體實作訓練之環境 

2. 行銷動畫製作 

 

e 行銷商城實驗室
(配合行管系發展) 

1.提供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實
作之環境。 

2. 網頁製作 

3. 提供TOEIC 證照模擬考題 

4. 提供國際行銷證照模擬考
題 

1. 增加個人電腦。 
2. 個人拍賣網站。 
3. New TOEIC 英文

學習歷程系統。 
4. 市場產品行銷分

析與經營管理競
賽軟體。 

101 

即測即憑即發證檢
定試場 (電腦教室
5-3）(配合校、院、
系發展) 

同100年規劃 

 

供銷與物流資訊實
驗室(配合院、系研
究中心發展) 

軟體設備更新 
 

創意行銷與電視購
物實驗室(配合院、
系研究中心發展) 

同100年規劃 
 

 

商業營運模擬實驗
室 (配合行管系發
展) 

軟體設備更新 

 

e 行銷商城實驗室
(配合行管系發展) 

同100年規劃 
 

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四.設備與圖書資源第 343 至 344 頁。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為鼓勵各教學單位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及有效運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以達到

各單位資源整合，作整體與特色規劃之效益。本校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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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了「大華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核配

辦法」示意圖如附件一。本校資本門經費預算之分配與核算標準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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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點發展計畫配額：（佔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二十） 

本校重點發展計畫由各單位簡報重點發展計劃後，由本校專案小組審議，排定

優先順序，提請校長擇優核配，並交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今年本校重點發展計畫

如下: 

1. 車輛學程教學設備之發展與建置 

本校經過市場調查，發現桃、竹、苗，高中職機械類組中，汽修科及機械類

組的學生約為 2：1，因此於 97學年度導入車輛學程，開始招收高中職的汽修科

畢業生，成立車輛學程專班，至今已歷四屆。 然而以往的設備，多集中於自動

控制與精密製造方面，專班的相關實習設備、課程，多沿用原有設施，經小幅調

整後用於教學。 如今專班學生數，班級數，日益增加，較高等且適切的實習設

備，需求日殷，因此擬於 101年度逐年充實車輛載具相關教學設備，以建構更完

善的教學環境。 本年度設備採購以朝向有助於學生取得就業證照及發展車輛資

通等高附加價值設備為主，請參考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

明書優先序第 51-1至 51-5項。 

2. 增設烘培教室 

 為了因應新設的餐飲系，因而增設烘培教室並逐年增加設備。本年度設

備採購以朝向有助於學生取得基本的烹飪技術為主，請參考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

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優先序第 72-1至 72-31項。 

 

1.2 全校性教學圖儀設備配額：（佔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二十二） 

本項經費旨在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體能設備，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等設備，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學校採用省水、省電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

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其中體教中心教學儀

器設備請參考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優先序第 74至 76

項；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請參考附表五與附表六；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關設備請參考附表七。 

1.3 教學單位基本補助配額：（佔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十八） 

本項經費分三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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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補助額（占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五） 

經費平均分配於全校各教學單位。 

(二)學生加權（占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 

除通識教育中心、體育教育中心外之教學單位，比照教育部核配標準，以當年

度三月份校務基本資料庫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為計算基準。 

(三)現有合格加權專任教師及加權生師比（占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五） 

各教學單位比照教育部核配標準，以當年度三月份校務基本資料庫為計算基準。 

1.4 教學單位績效配額：（占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四十） 

依據各所系過去一年於「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作業學

校基本資料表」中之成果分配。其中教學單位基本補助配額與教學單位績效配額的

教學儀器設備請參考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優先序第 1

至 55項及第 57至 7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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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配合教務處規劃，提高教材品質。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10教材第 76頁。 

製作教具：配合教務處規劃，提高教材品質。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10教材第 76頁。 

研究：落實研究發展規劃，以達教師研究素質之提升。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  4.4產學合作的規劃理念及 4.5具體作法第 23 至 32 頁。 

研習：配合師資規劃，建立教師實務能力以提升教師實務教學及研發品質。請參

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三、師資規劃第 142 至 144 頁。 

進修：配合師資成長計畫，提升教師的質與量。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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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規劃第 142 至 144 頁。 

著作：落實研究發展規劃，以激勵教師著作之發表。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  4.4產學合作的規劃理念及 4.5具體作法第 23 至 32 頁。 

升等：配合師資成長計畫，鼓勵教師升等。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三、師資規劃第 142 至 144 頁。 

改進教學：配合研究發展規劃，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各項競賽。請參考本校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4.5.3 獎勵機制與 4.5.4 產官學研訓聯盟機制

第 29 至 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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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 

本項經費旨在落實學務處規劃，藉由社團訓練與整合發展以引導學生自我成

長。請參考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叁、學務發展規劃第 105至 128 頁。 

2.4 補助新聘師資薪資 

本項經費旨在落實師資規劃及校系發展需要，增聘專業教師。請參考本校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  三、師資規劃第 142 至 144 頁。 

2.5 補助現有師資薪資 

本項經費旨在落實師資規劃及校系發展需要，獎勵表現優良教師。請參考本校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三、師資規劃第 142 至 144 頁。 

2.6 補助本校辦理購置(一年內到期)電子期刊 

本項經費旨在配合圖資處規劃，提升教師研究及教學能力。請參考本校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 2.3 圖書規畫及逐年發展計畫第 81 至 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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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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二所示。教育

部獎勵補助款主要是透過專責小組規劃擬訂經費運用大方向。資本門部份

係透過「大華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核配辦法」進行初步規劃分配，

再送交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審議；經常門部份則經由人事室先行預估規劃分

配比例，再將運用計畫送交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審議。資本門分配原則如附

件三「大華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核配辦法」及附件四「大華技術

學院中長程發展經費核配辦法」所示。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記錄(含簽到單)（附件五） 

(二) 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1.選任或組成機制(辦法):由校長指派專任稽核人員 

2.稽核人員名單: 柯雪瓊 秘書室秘書  

3.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說明 

          會計室組員轉任，具備內部稽核師證照。 

(三)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與經費稽核委員會名單（附件六） 

三、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度 

(一) 經常門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記錄（附件七） 

(二) 採購作業規定與作業流程（附件八） 

肆、以往執行成效效 

一、最近 3年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1.提升師資結構： 

本校致力改善師資結構，99年度共有 4位在職進修教師取得博士學位。近三年

共有 11位教師取得博士學位，並有 20位教師尚在進修，對於師資質量提升，

助益良多。 

2.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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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9年度本校教師獲國科會補助之計畫案(含專案研究與國科會產學)件數共

計60件，計畫金額由6,547,429元增加至18,264,948元，總金額共計34,292,009

元。 

國科會計畫 

年度 97 98 99 

件數 17 22 21 

計畫總金額 $6,547,429 $9,479,632 $18,264,948 

3.著作： 

教師研究著作發表於 SSCI、SCI、A&HCI、EI、FLI、TSSCI等級期刊篇數較 98

年成長許多，顯示教師著作品質提升。    

著作 

年度 97 98 99 

甲種獎勵 

(SSCI、SCI、A&HCI、EI、FLI) 
68 43 58 

期刊 113 66 49 

研討會 265 278 282 

合計 446 387 389 

4.改進教學： 

近三年(97-99)教師改進教學逐年增加。 

改進教學 

97 98 99 

19 28 45 

二、最近 2年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項目名稱 
99 年度 100 年度 

數量 總價 數量 總價 

伺服器 2 93,780 0 0 

桌上型電腦 343 4,503,916 124 2,258,823 

筆記型電腦 48 773,856 4 107,464 

液晶螢幕 144 963,19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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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 5 239,936 2 28,000 

電子白板 1 60,000 1 54,000 

電動螢幕 2 33,399 1 20,000 

多功能數位講桌 0 0 13 1,146,600 

單槍投影機 25 626,937 3 115,400 

數位照相機 6 74,514 5 85,000 

數位攝影機 3 127,164 4 151,000 

錄放影機 1 130,000 0 0 

合計  7,626,693  3,966,287 

三、最近 3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一) 、設置玻璃創意中心 

運用既有玻璃技術與產品鑄造成型應用之技術成果進行產學合作技轉並將

研究成果反饋教學，建立網路行銷平台進而走向市場展售自有品牌商品；藉由

實際操作訓練、課程、研發並編纂實務取向教材及技術報告及檢測報告，落實

務實致用之研發與玻璃文創特色之人才培育，促進校際交流，強化產學合作研

發，達到資源共享之目標。在大華技術學院化材系的一樓設有五間與玻璃相關

的實習室，內有琉璃珠、霓虹燈製作，陶玻製作，玻璃切割、鑽孔、噴砂、研

磨，玻璃融合、熔墜，脫蠟，天文望遠鏡、眼鏡製作等設備。並有教師工作室

及玻璃作品展示櫃。 

 

 

 

 

                                 

 

 

 

(二) 、客家文化行動導覽系統 

客家文化是本校的三大校級中心之一，本計畫以客家文化為研究發展主題，

目的在培養區域產業與服務科技發展所需的科技與管理人才，並呼應與地方特

色結合的教學目標。將客家文化從靜態點的展示，轉而動態面的體驗，結合行

動科技設備如全球定位系統(GPS)、智慧型手機及平板設備，將客家文物、美食

及景點串連，提供主題式的客家文化行動導覽，先藉由數位典藏中心帶出旅遊

主題，然後利用智慧型行動設備的定位系統以地圖指引遊客從事主題景點體驗

名稱：鑲嵌 

作者：營隊活動作品  

 

名稱：鑲嵌 

作者：營隊活動作品  

 

名稱：鑲嵌 

作者：營隊活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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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行程中並可使用平板設備解說旅遊景點與提供臨近美食文物購物資訊，

讓遊客能充分體驗客家文化，並藉以提升桃竹苗地區客家旅遊商機。 

(三)、發展綠能產業中心 

1 燃料電池 

本中心前期於 96學年度獲教育部補助發展未來新興產業（綠色能源）

相關技術開發與應用，並以拓展應用領域、發展核心技術與建立教學資源

三方面強化本校在綠能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本中心歷年來除研發設置燃料

電池教學展示系統、風力發電模擬實驗機、製氫系統與多層級電力電子、

電機控制模擬系統外，並設置綠能科技實驗室與自行研發可攜式 20W、100W

燃料電池，成效良好。 

2 綠能運具 

在教學成效上，本中心於民國97年學生利用所建置的設備研究，配合燃料

電池就業學程相關的知識與技能的學習，組隊參加「2008全國第一屆燃料電池

車大賽」，榮獲比賽第3名，爾後續行參加「2009永續能源車耐久賽」及「國際

大台北綠色創意運具大賽」中，更進而獲得第2名及第1名的殊榮。由於此一連

串得獎，激發了師生更熱心積極投入綠色能源之研發，之後在「2009全國二屆

燃料電池車大賽」與「2010全國第三屆大專盃燃料電池節能車競賽」都有很好

的成績，99年獲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建立特色典範計畫-子計畫三「綠色能源運

具發展計畫」，更強化本項實質研究與教學的內涵，綠能科技中的綠能運具已

成為本校未來發展的重點特色之一。明道大學於10/22日舉行「2011 國際燃料

電池車競賽」競速賽由本校以15分52秒跑完12.5km獲得冠軍。 

3 替代能源 

除了氫能開發外，本校對於其他日益重要的替代能源（Alternative 

Energy）如風能、太陽能與生質能亦投入相關研究；除利用教育部特色典

範計畫的補助強化研究與教學的能量外並與業界（如中油、聿新生技）、

研究單位（如工研院）等組成研究策略聯盟。99 年獲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

建立特色典範計畫-子計畫一「植物生質柴油生產技術之開發計畫」與子計

畫二「高效率垂直軸型風力發電機之研發」，分別強化了生質能與風能研

究與教學的內涵，共同發展新世紀所需要的能源開發奠定穩固的基礎。 

伍、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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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六) 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七)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八)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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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頇積極迎接新

時代，力求轉型，以提昇學校之競爭力。 

為因應當前經濟與教育的發展型態，以工、商及管理並重之原則規劃及增

調所系。本校所系之規劃著重於各學術領域的均衡發展，以期培養符合社

會需求且能充分投入就業市場之技術專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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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進修部規模之發展不遺餘力，藉

以滿足民眾對回流教育之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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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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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研究發展。鼓勵同仁積極投入實務性研究，以提昇業界生產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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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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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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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1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1,957,197 ＄14,772,877 ＄26,730,074 ＄3,047,228 ＄29,777,302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 73.7﹪）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 26.3﹪） 

金額 ＄8,370,038 ＄10,341, 014 ＄2,245,326 ＄3,587,159 ＄4,431,863 ＄801,902 

合計 ＄20,956,378 ＄8,820,924 

占總經

費比例 

70.38﹪ 29.62﹪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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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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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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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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5,288 80.46﹪ ＄2,140,326 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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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1,264 14.5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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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500 5.00﹪ ＄105,000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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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註五 

合計 ＄18,711,052 100﹪ ＄2,245,326 100﹪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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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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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註五）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

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 

編纂教材 $400,951 5.00% $ %  

製作教具 $80,190 1.00% $ %  

改進教學 $280,666 3.50% $ %  

研究 $2,125,041 26.50% $801,902 100.00%  

研習 $721,712 9.00% $ %  

進修 $200,476 2.50% $ %  

著作 $1,042,473 13.00% $ %  

升等送審 $120,285 1.50% $ %  

小計 $4,971,794 62.00% $801,9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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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85 1.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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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49,718 0.62% $ %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150,758 1.88% $ %  

小計 $200,476 2.50% $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 $ % 

請另填寫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1,042,473 13.00% $ % 

（註六） 

現有教師薪資 $400,950 5.00% $ % 

資料庫訂閱費 $1,283,044 16.00% $ % （註七） 

軟體訂購費 $ % $ %  

其他 $ % $ %  

小計 $2,726,467 34.00% $ %  

總 計 $8,019,022 100% $801,9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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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穩壓器

30 KVA 3向4線 220V in/120V out，停電Reset 15 秒。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含施工安裝與原學生端插座配合

使用)

1 組 70,000 70,000 電腦教室5-3 資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265-266頁

2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CRM)軟

體授權

教育版最新版本，伺服器一台授權與授權人數200人

版。模組包含基本資料與管理維護系統模組、潛客與

客戶維繫管理模組、銷售活動及管理模組(第二年授

權金，四年期付清視同買斷)

1 式 110,000 110,000
企業資源規劃

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265-266頁

3 教學廣播系統

單向硬體電腦教學含老師端 *1、學生端 * 60 分配器

及所需線材(含安裝工資)。總計61個螢幕廣播點，教

師機有切換開關。

1 套 94,500 94,500 電腦教室5-2 資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265-266頁

4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8GHz(含)以上

DDR3 1066 4GBx1(含)以上，至少 2 DIMM slots

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支援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62 台 11,867 735,754 電腦教室5-1 資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265-266頁

5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8GHz(含)以上

DDR3 1066  4GBx1(含)以上，至少 2 DIMM slots

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支援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19吋 LCD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1 台 16,771 184,481 專題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265-266頁

6
雲端運算服務架構網路儲

存設備

SATA硬碟4顆、24埠1000Mbps乙太網路交換器2台、

2GB DDR3記憶體12支、4GB DDR3記憶體4支或同等

級產品以上

1 式 66,000 66,000
智慧決策實驗

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265-266頁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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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媒體數位影音工作站

Intel Core i5 3.33GHz(含)以上

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內置SATA硬碟 1TB (含)以上，7200 RPM

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全機保固三年

外加顯卡、19吋 LCD

支援5.1聲道以上音效卡

IEEE  1394  多功能 傳輸界面卡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台 28,643 143,215
多媒體實驗室

專題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259-262頁

8 乙太網路交換器

24埠1000Mbps

IEEE802.3ab 1000BASE-T

IEEE802.3 Nway Auto-negotiation規範自動偵測傳輸速

率

IEEE802.3x流量控制功能

IEEE 802.1p優先權排序(4個QUEUE)，支援WRR Mode

IEEE 802.1Q VLAN

IEEE 802.3ad Link Aggregation或Port Trunking功能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7,000 27,000
企業網路實驗

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259-262頁

9-1  單槽醱酵罐

 1.醱酵桶(含加熱線圈):30L*1個(或15L*2個)

2.不鏽鋼反應槽:30L以上

3.採SUS#304拋光處理

4.加熱系統*1組

5.冷凝系統*1組

6.配件-醱酵塑膠桶 10L*3個,空氣逆流防止器*3個,

壓瓶器*1個,糖度計*3個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20,000 120,000 釀酒實驗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畫

第163-164頁

9-2 蒸餾製酒設備

1.製酒體積：30L

2.材質：SUS#304(採用鏡面)

3.加熱方式：採用瓦斯加熱(附瓦斯鋼瓶)

4.冷凝設備：採用殼管式φ100m/m×H350m/m

(內有tube管 φ16m/m×8支)

5.迴流冷凝水系統

6.現場安裝及測試或同等級以上

1 組 100,000 100,000 釀酒實驗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畫

第163-164頁

9-3 醱酵槽控制系統

1.pH控制系統含pH主機 pH:0-14,發酵專用電極

2.蠕動幫浦*3台,流量:0-100ml/min可調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10,000 110,000 釀酒實驗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畫

第163-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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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冷藏櫃

尺寸:L1260xD800xH2070mm

溫度需求:4~ 8 度C

電子溫度控制

容量:970 L5.power220 1相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44,000 44,000 化學實驗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畫

第163-164頁

9-5 小型單槽醱酵罐

醱酵桶:10L*2個

不鏽鋼反應槽:10L以上

採SUS#304拋光處理

加熱系統*1組

冷凝系統*1組

配件-醱酵塑膠桶 10L*3個,空氣逆流防止器*3個,壓

瓶器*1個,糖度計*3個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42,500 42,500 化學實驗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畫

第163-164頁

10-1 3D立體膚質檢測儀

1.尺寸： L450 X W370 X H550 以內

2.主機：1400萬畫素、全中文介面軟體

3.三種光源：正常光源、偏振光、紫外光

4.檢測及數據量化分析系統：毛孔、皺紋、斑點

、皮脂、脂質、皮膚光澤度、綜合分析報告

5.可同時展開視窗比較分析，並任意切換光源對照

6.點選局部3D立體圖像顯示功能、自動膚況及療程比

對分析報告

7.客戶資料：毛孔數量、皺紋深度、淺層色素、

深層斑點、皮脂量、原生脂質、皮膚明亮度、總綜合

分析報告

8.自動下次對位功能及歷史畫面比對

9.系統軟體可置入產品及圖片，全畫面講解

10.額定電壓 消耗電量：85V~264V,AC~50/60Hz.

8~12W

11.數據處理系統

12.電壓：110V/60HZ

13.中、英文使用手冊,教學及行銷用Power Point、

專人教學3小時.原廠 保固一年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544,000 544,000 美容教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畫

第163-164頁

10-2  噴槍彩妝組

雙曲噴槍 1支，噴頭 0.35mm，桌上型迷你空氣壓縮

機 1台,含彩妝顏料1組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組 26,000 52,000 美容教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畫

第163-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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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畫質攝錄放影機組

1 攝影真實解析度至少1920*1080，總畫素112萬以

上。檔案影像記錄為 MPEG4-AVC/H.264、SD為

MPEG2，HD流量至少 24Mbps

2. 鏡頭 :光學變焦20倍，等效焦距29.5mm-590mm，最

大光圈1.6以上。聲音格式支援 Dolby Digital (AC3) 與

Linear PCM

3. 液晶螢幕至少3.2吋 、92 萬畫素以上觸控板

4.  提供類比訊號、數位訊號：HDMI 及 HD/SD-SDI與

USB 端子

5. 輸入介面至少聲音XLR兩組

6. GPS 全球定位功能 、支援遙控功能

7. 三腳架:負載能力5.5公斤含以上，最低高度53cm，

最大高度176.5cm

8.記録容量 :128GB含USB: mini-B（Hi-Speed USB

［USB2.0］）×1

9. LED燈:最大功耗10W ，照射範圍:散光90℃,聚光

45℃,且佈光均匀，照度高達900 Lux(1米) 100 Lux(1米)

36Lux(5米) 14 Lux(8米)

10. 線控器:夾杆可容許10豪米~30豪米，迷你2.5插頭

，可變速鏡頭變焦

11. 每台攝影機配件需具備AC 轉接器/充電器,7.2V鋰

電池一顆, A/V端子連接線, 色差端子A/V線, 鏡頭遮光

罩, 鋰電池(CR2025), 熱靴轉換器, 大型眼罩, RMT-831

無線遙控組件, 單聲道電子式麥克風,操作說明CD光

碟, 操作說明手冊，提供至少二年之原廠保固書及五

年維修無缺件證明書。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組 208,150 416,300
多媒體製作實

驗室

資訊傳播

系

中長期計畫

第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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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多機導播教學系統

A.去背機

1. 影像輸入提供DVI-I、Component YUV、S（Y／C）

端子，RS-232控制端子，GPI控制訊號。

2. 提供Matte框架大小調整，前、後景背景影像校正

，左／右邊框黑邊收縮。透明物體(如玻璃杯)去背時

可做透明度及實心度調整。物體反光顏色微調去除，

畫面凍結功能。提供至少二年之原廠保固書。

B.背景紙:藍色或綠色或白色、紙寬約: 272 CM;紙長

約: 1100 CM。

C.冷光燈:55W四管冷光燈攝影棚冷光燈 55W x 4管，

可直立或橫立。重量:5.0 Kg以下。

D. 燈腳:縮腳100cm以下。伸長:230cm以上。重

量:1.5Kg以下。

E.手動背景組:每組兩支間距可自由調整。 材質:鋁合

金 伸長最高:405cm 縮 回最低:230cm 伸長範

圍:230~405cm 管徑4.5/4cm/cm。含掛鉤組、鏈條掛架

組。

F.錄影機:可拍攝HDV1080i、DVCAM或 DVstream，並

經由攝錄機輸出，同時以標準CF記憶卡及影帶同步

攝錄HDV/DVCAM/DV檔案。以HDV、DVCAM及DV

格式拍攝，16GB及32GB CF記憶卡的拍攝時間分別約

為72及144分鐘適用於1394介面的攝影機- 需與第一項

攝影機為同廠牌並搭配使用單位攝原有影機拍攝用以

達到雙備份影像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33,055 133,055
多媒體製作實

驗室

資訊傳播

系

中長期計畫

第219頁

13  語言系統控制軟體

圖像式學生介面，教師螢幕可顯示學生姓名、性別、

學生使用狀態。 多國語言操作介面，內建至少中、

英文以上操作顯示。

支援數位錄音檔、傳統錄音帶、CD、DVD、網路檔

案等多媒體教學。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式 140,000 140,000
大華樓2F語言

教室

商英系

(語言中心)

中長程計劃

書第290頁

14
語言介面工作站Server(含螢

幕)

Intel Core i5 2.5GHzz(含)以上

4GB(4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16GB 內

建IT 7200RPM(含)以上

SATA 硬碟 內建10/100/1000Mbps(含)以上

Ethernet 網路介面快取(cache)記憶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Bus)外頻時脈

內含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或同等級

產品以上

顯示器19吋LCD或同等級品以上

1 台 23,420 23,420
大華樓3F語言

教室
商英系

中長程計劃

書第2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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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檢測軟體

具專屬介面視窗 ,可開機時自動進入專屬視窗，並鎖

定快捷鍵，使學生不可跳出教師控制自習時具隨選視

訊VOD功能，學生可利用專屬視窗進入伺服器點選教

材，包含影片檔，文字檔，聲音檔，FLASH..等，共

50套(配合每一介面盒)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式 210,000 210,000
大華樓4F語言

教室
商英系

中長程計劃

書第290頁

16 語言介面盒(和專業耳機)

介面盒:具音訊輸出入與主控制端/學生端連線匹配使

用

麥克風：

型式：電子電容式

頻率響應：50～16KHz

靈敏度：-62   4dBV/ bar

 2.2 Kohms

內附防拉扯棉繩包覆雙隔離銅導線,線徑0.2mm(含以

上)並具音量調整鈕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34 台 12,000 408,000
大華樓5F語言

教室

商英系

(語言中心)

中長程計劃

書第290頁
自籌款

17 馬達伺服控制介面模組

含可用於雙軸之馬達PC-Based伺服運動控制卡；光學

編碼解碼功能；雙軸伺服馬達驅動器；輸出額定功率

3HP；電壓80V；電流10A。

•雙軸AD/DA伺服馬達控制卡(含MATLAB介面程式)

A/D Converter: 12 bit, 10 us, 4 channels

D/A Converter: 12 bit, 5 us, 4 channels

16 digital I/O lines (bit-selectable)

Incremental encoder: 1 channel

•控制儀器箱及配線

•配合既有X-Y Table 機構之機電整合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93,125 193,125
電動機控制實

驗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畫

第189頁

18 還原卡系統
支援16台(含) DOS/WinXP/Windows 7 立即還原、手動

還原、備份還原功能 (16台)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式 30,000 30,000

綠能科技實驗

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畫

第189頁
自籌款

19 檢定場用電檢桌

長181公分，寬121公分，高116公分，至少4個110V的

電源插座線路設置，桌面為塑合板，其餘為鐵製品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2 張 21,000 252,000

電子學實驗室

及工業電子丙

級檢定考場

電機系
中長期計畫

第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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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無線監控及讀錶教學系統

1.PLC控制器主機

數位輸入, 24VDC ,200KHz ,6點以上。數位輸出,5~30

VDC,200KHz ,4點以上。內建萬年曆。電源電壓：

100~240 VAC。內建1組通訊埠(RS232)、1組通訊埠

(RS485) 與1組(TCP/IP)。

2.電錶、儀錶連線整合本系風光電併網系統之電錶資

訊。

3. 2吋3高亮度紅光7段LED顯示。

4.Zigbee無線傳輸器:

工作頻率 2.4GHz ，符合�IEEE802.15.4 / ZigBee 規範。

射頻通道數 16個(含以上)。傳輸距離可達100公尺 (含

以上)。通訊介面:RS-232 、RS-485 通訊速率：

1200~115200

5.無線通訊中繼器: 規格同Zigbee無線傳輸器

6.綠能展示看板:

非解碼模式4 位數米字形或64 個獨立燈節LED 顯示

器。LED 驅動電壓：2.4V~11.7V 多段可調。供應電源

及消耗電流- 24V-15%/+20%, 200mA。展示看板1200 X

1000 X 200mm 以上

7.網路通訊模組

2個RS485 通訊埠 附加乙太網路(Ethernet)介面.具

RUN,LINK,TX, RX 指示燈

8.LabView電錶通訊介面軟體

real time 各項即時數值讀取、發電量歷史曲線、風力

太陽能電力曲線、工業PLC,動態連結程式

9.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350,000 350,000
電能監控實驗

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畫

第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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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eb綠能應用資料庫整合系

統

1.LabVIEW資料庫模組

(1) 整合日照、溫度、風速及風向資訊電力數值，每

分鐘儲存一筆即時數值紀錄。

(2) 每秒鐘讀取風力發電資訊與太陽能發電資訊，每

分鐘儲存一筆即時電力數值紀錄。

(3) 可自由改變即時趨勢圖之顯示頻率。

(4) 可改變整個趨勢圖由左至右的顯示時間。

(5) 即時趨勢圖顯示目前用電迴路功率狀態。

(6) 可提供自由選擇電錶做電力數值加總並和其它電

錶做數值分析，並可查看電錶的即時數值趨勢圖/長

條圖/百分比圖。此外，可輸出列印所顯示之趨勢

圖。各項數據資料可自動儲存與資料查詢。

(7) 可進行區段時間內的報表列印，並自行決定欲查

詢之列印時間範圍。

(8) 提供網頁電力資料、圖形與圖表功能，以便進行

WEB遠端監看。

(9) 本系統軟體可經由設定增加/修改硬體設備之種類

與數量，不需進行程式修改或撰寫。

2.Web Sever監控伺服主機(含22"以上液晶螢幕)

中央處理器Intel Pentium DC E6700 雙核心處理器

記憶體2GB DDR3 1333

硬碟機1000G 硬碟 2台

晶片ATI 1G獨立顯示卡

光碟機全功能DVD SuperMulti 燒錄機

以上等級

3.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65,000 165,000
電能監控實驗

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畫

第189頁

22 液晶投影機

3000流明，1024X768 XGA規格

6000小時超長效節能燈泡(ECO模式)

支援垂直水平修正

內建16W喇叭

支援HDMI，麥克風輸入

Slideshow 連結行動碟直接投影JPEG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8,900 28,900
物流管理實驗

室
工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174-176頁

23 個人電腦(含螢幕)

Intel Core 2 Duo 2.8GHz(含)以上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支援支援Direct X 10.1(含)以上

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19吋LCD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0 台 16,771 167,710
經營管理實驗

室
工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174-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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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8GHz(含)以上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支援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6 台 11,867 308,542
經營管理實驗

室
工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174-176頁

25 無線肌電圖系統(4 channel)

頻寬: 20-500Hz for EMG DC-500Hz for other sensors、

插入式感應器:Pre-amplified EMG leads、1D

Mechanical , 2D Electrical gonimeters、2D

Inclinometers、Hand dynamometer

Load cells(100 Lb Force or 500Lb Force)、

Accelerometer (2g or 10g)、軟體: MyoResearch XP

Clinical Application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300,000 300,000
人因工程實驗

室
工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174-176頁 自籌款

26 監視系統

一、數位監視主機4迴路DVR

    含500G硬碟、遙控器、滑鼠

    支援網路遠端監控

二、寬動態紅外線攝影機(超高解)4台

    解析度:700條

    2D寬動態功能、紅外線30M

    3.3-12mm變焦鏡頭、承受10磅重物重擊

    SONY 1/3”Exview HAD CCD Sensor

三、訊號線材、電源線材、五金另料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3 套 45,000 135,000

企業電子化、

證照輔導、經

營管理實驗室

工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174-176頁

27 19吋電容式觸控螢幕

最大解析度：1280x1024

電容式觸控螢幕

進階校正：支援4點、9點、25點校正、邊緣補償補償

校正。

D-Sub 15Pin介面

內置2W喇叭

USB2.0介面、可選配RS-232介面

支援多重顯示器、旋轉或分割畫面。

支援全系列Windows，Windows７、VISTA、MS-

DOS、Linux、MAC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0,000 20,000
企業電子化實

驗室
工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174-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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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UHF雙頻無線麥克風組

頻率範圍：UHF740~840MHz

噪訊比：小於95DB

失真度：大於0.5%(1KHz)

動態範圍：小於95DB

音頻頻率響應：50Hz~18KHz

真正分級式系統，接收穩定，有效避免斷頻

高保真音頻壓縮擴展技術，頻率響應寬，高噪訊比

採用高品質動圈麥克風，聲音層次分明，清晰明亮

清晰的LED液晶顯示，工作狀態一目了然

預設100個頻率可供使用，紅外線自動對頻功能，真

實接收機與發射機動同步

設有開關雜音消除電路，完全消除開關衝擊聲

手持麥克風使用輕觸電源開關，新穎實用

高效率的電池能消耗設計，使發射器能夠長時間穩定

工作

發射器設有意經電量顯示，隨時監控使用時間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2,000 12,000
企業電子化實

驗室
工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174-176頁

29 不斷電系統

2KVA ON-LINE設計

台灣製造

低頻設計，適用泛圍廣

與發電機相容

LED面板顯示，含6個輸出插座

含穩壓功能

ON-LINE設計，專為個人或辦公室電腦、伺服器使用

提供RS-232通訊介面及管理軟體，方便管理UPS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5,500 15,500
企業電子化實

驗室
工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174-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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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個人電腦(含螢幕及還原

卡)

1. Intel Core i5 3.33GHz(含)以上

2.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3.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4.內置SATA硬碟 500GB (含)以上，7200 RPM

5.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加裝還原卡

6.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7.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8.全機保固三年

顯示器:

1.尺寸：19吋(含)以上

2.解析度：1280x1024 @60Hz(含)以上

3.點距(mm)：0.294(含)以下

4.水平可視角度：160(含)以上(在CR(Contrast ratio) ≧

10之情況)

5.垂直可視角度：160(含)以上(在CR(Contrast ratio) ≧

10之情況)

6.對比率：典型標準值(Typ.) 800:1(含)以上

7.亮度顯示：典型標準值(Typ.) 250 cd/m2(含)以上

8.液晶點亮總反應時間：5ms(含)以下

9.安全及環保認證：符合TCO 99或03或05或06(含)以

上等規範

10. O.S.D.(ON Screen Display)視控調整功能

11.訊號輸入：提供類比訊號輸入D-Sub連接頭

12.全機保固三年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台 23,643 118,215 PLC實驗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2頁

31 電腦輔助機構設計軟體
Inventor 3D電腦輔助機構設計與  AutoCad 2D電腦輔助

設計之最新版本或同等級版本以上
5 套 45,000 225,000 CAD/ACM教學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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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筆記型電腦

1.Mobile Core i3 2.1GHz(含)以上，內含Windows作業系

統

2.14.0" 16:9 HD (1366x768) LED背光螢幕

3.4GB(含)以上記憶體，可擴充至8GB

4.硬碟2.5英吋450GB(含)以上

5.DVD/CD複合式燒錄光碟機

6.內建10/100/1000BaseT網路介面及802.11 b/g無線網路

7.USB光學滑鼠(附滑鼠墊)，內建多合一記憶卡讀卡

機

8.內建喇叭、麥克風、Webcam 30萬畫素(含)以上、中

英文鍵盤

9.含鋰電池5200 mAh(含)以上，提供AC充電器100 -

240 V AC, 50/60 Hz universal

10.內建HDMI、D-sub介面

11.全機保固三年(電池一年)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4 台 25,053 100,212
機器人教學中

心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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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個人電腦(含螢幕)

1. Intel Core i5 3.33GHz(含)以上

2.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3.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4.內置SATA硬碟 500GB (含)以上(加大至1T)，7200

RPM

5.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6.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7.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8.加裝顯卡1G、DDR3、大型溫控風扇(含)以上

9.全機保固三年

顯示器:

1.尺寸：19吋(含)以上

2.解析度：1280x1024 @60Hz(含)以上

3.點距(mm)：0.294(含)以下

4.水平可視角度：160(含)以上(在CR(Contrast ratio) ≧

10之情況)

5.垂直可視角度：160(含)以上(在CR(Contrast ratio) ≧

10之情況)

6.對比率：典型標準值(Typ.) 800:1(含)以上

7.亮度顯示：典型標準值(Typ.) 250 cd/m2(含)以上

8.液晶點亮總反應時間：5ms(含)以下

9.安全及環保認證：符合TCO 99或03或05或06(含)以

上等規範

10. O.S.D.(ON Screen Display)視控調整功能

11.訊號輸入：提供類比訊號輸入D-Sub連接頭

12.全機保固三年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5,643 25,643
機器人教學中

心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3頁

34 機器人教學模組

1.ARM7微處理器*1觸控感測器*2、聲音感測器*1、

亮度感測器*1、超音波感測器*1

2. 可充式平面電池

3. 充電電池變壓器

4. 700件數左右之積木組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套 13,500 67,500
機器人教學中

心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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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個人電腦(含螢幕)

1. Intel Core i3 3.2GHz(含)以上

2.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3.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4.內接式SATA硬碟 500GB (含)以上，7200 RPM

5.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6.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7.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8.全機保固三年

顯示器:

1.尺寸：19吋(含)以上

2.解析度：1280x1024 @60Hz(含)以上

3.點距(mm)：0.294(含)以下

4.水平可視角度：160(含)以上(在CR(Contrast ratio) ≧

10之情況)

5.垂直可視角度：160(含)以上(在CR(Contrast ratio) ≧

10之情況)

6.對比率：典型標準值(Typ.) 800:1(含)以上

7.亮度顯示：典型標準值(Typ.) 250 cd/m2(含)以上

8.液晶點亮總反應時間：5ms(含)以下

9.安全及環保認證：符合TCO 99或03或05或06(含)以

上等規範

10. O.S.D.(ON Screen Display)視控調整功能

11.訊號輸入：提供類比訊號輸入D-Sub連接頭

12.全機保固三年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台 22,143 110,715
精密量測實驗

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3頁

36
車載資訊通訊開發及應用

系統

1.開發平台*4

2.LOW G三軸加速規模組

3.HIGH三軸加速規模組

4.EPSON車規陀螺儀模組

5.ST三軸陀螺儀模組

6.高精度GPS模組

7.三軸磁力計模組

8.車輛診斷系統OBDII掃瞄器模組

9.車輛診斷系統OBDII訊號模擬器模組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套 68,000 340,000 PLC實驗室 機電系

配合車輛學

程實驗課程

的建置

37 電腦輔助製造軟體
Master CAM 電腦輔助製造加工軟體之最新版本或同

等級以上
1 套 100,000 100,000 CNC實驗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3頁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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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萬能衝擊試驗機

測試型式：IZOD/CHARPY 共用

衝擊角度：150°

容量：3J；並附砝碼可調整容量為6J、12J。

衝錘長度：327mm

衝擊速度：3.47m/sec

機台具12吋大型刻度板，更容易讀取衝擊測試的各項

角度值。

刻度板上附上能量刻劃，可直讀測試值

最佳測試範圍，容量的20-80%內

板型之衝擊臂，讓擺錘強度增加測試範圍更大。

具備IZOD / CHARPY 2種模式的共用試片夾具

機台具有退料孔及不修鋼製廢料收集槽

附IZOD衝頭，刀刃半徑0.8 mm，打擊點距試片夾持

22.5mm

附CHARPY衝頭，刀刃半徑3.175mm，固定刀半徑

R=1.0mm

附機台水平調整座

附測試工具

附操作說明及衝擊能量換算公式光碟一片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95,000 95,000
材料分析實驗

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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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數位格子鋪商務系統

1. 含硬體設備伺服器一台。

2. 任何權限使用者於系統操作介面中，皆不需外掛任

何程式，即可藉由任何瀏覽器執行。

3. 系統寫入的資料庫MS-SQL必須可支援ODBC。

4. Server端軟體可執行於Windows Server 2003與使用

SQL Server等級。Client端軟體可執行於iPhone、

Android、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7。

5. 購物車介面須符合QR code的海報、牆壁、投影幕

呈現介面。消費金流機制可支援向金融機構申請的線

上刷卡。功能權限控管介面，可擴充支援全校各單位

教學及實驗使用。

6. 資料維護必須符合新增、刪除、修改、查詢、瀏

覽、列印、匯出、上傳、下載。可手動備份與還原。

報表必須符合明細、彙總、統計、匯出。

7. 螢幕解析度以4:3、1024*768、32色為基準。

8. 提供Web base版本，使用工具或語言為asp。

9.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10.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11.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12.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13.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14.支援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15.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438,000 438,000
證照檢定諮詢

中心
國貿系

中長期計畫

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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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數位商店街促銷系統

1.景點(商店)資料管理：提供管理者對景點商品資料

進行維護之功能。

1.1.新增景點類別資料：提供管理者新增景點詳細資

料，包含景點名稱、景點圖片、景點簡介…等資料。

1.2.修改景點資料：提供管理者修改景點之詳細資

料。

1.3.刪除景點資料：提供管理者對景點詳細資料進行

刪除。

1.4.語音檔上傳：提供管理者上傳相對應景點之語音

檔。

1.5.預覽景點資料：提供管理者預覽所輸入之景點資

料、景點語音及景點商品圖片…等資訊。

2.QRCode 條碼產生：提供管理者產生景點(商店)相對

應之QRCode 條碼及

QRCode 條碼之列印。

3.商品資訊瀏覽：透過QRCode 條碼瀏覽景點商品詳

細資料，包含景點語音、景

點圖片、景點簡介…等資料，此功能需能在手機上透

過WI-Fi 及3G 無線網路並結合手機照相功能進行條碼

感測執行。

4.會員登入：可輸入使用者帳號與密碼，確認使用者

身份。

5.會員登出：當管理者不再繼續使用本系統，必須執

行登出程序，避免基本資料遭竄改。

6.本系統具備產生QRCode (條碼)之功能，以提供使用

者快速產生景點資料編螞原則及景點資訊條碼。

7.本系統能配合QRCode (條碼)之解碼軟體 QuickMark

搭配進行條碼之編碼、解譯之功能。

1 套 464,835 464,835
證照檢定諮詢

中心
國貿系

中長期計畫

第252-253頁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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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數位格子舖用平板電腦

10.1吋 雙核平板電腦

NVIDIA Tegra 250雙核(1.0GHz) + 搭載Android 3.0

500萬畫素相機鏡頭(含LED閃光燈)+ 內建32G+杜比音

效

支援USB 、Micro SD 、HDMI 、GPS

原廠1年保固

1. 10.1吋電容式多點觸控，採用 MVA 技術提高對比

度至 1500：1，康寧高硬度防刮面板，廣視角 170 度

2. Android標準平板專用作業系統Honeycomb 3.0

3.內建前後兩個Webcame；前 200萬畫素+後 500萬 畫

素自動對焦相機 + 閃光燈 , 可錄製720P高畫質影片！

4.內建杜比 Dolby mobile音效，內建HDMI

5. 32 GB 高容量內存空間

6. 內建USB2.0 Host

8. 內建Micro SD 插槽,最高支援至32GB

9. 螢幕自動翻轉(陀螺儀)，調整約1秒旋轉反應

10. 提供一年國際旅約保固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4 台 16,000 64,000
證照檢定諮詢

中心
國貿系

中長期計畫

第252-253頁

42 雲端即時影音監控系統

1. 建構即時影音雲端服務平台

2. 設計plug-in架構，往上建置垂直產業應用程式

3. 架構具擴張性的系統架構

4. 以HTTP協定來包裝影像、聲音、PTZ、控制、系統

訊息等

5. 手機端以及電腦端的應用程式

6. 手機端以及電腦端的網頁服務

7. 整合智慧搜尋系統

8.含8支監視器與安裝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360,000 360,000 全球運籌教室 國貿系

中長期計畫

第252-253頁

43 投資決策分析系統

台、港、中及國際財經資料庫260項資料表(含16年以

上歷史資料)法人投資決策支援模組：

市場分析功能、進階查詢模組、自訂報表、關聯分

析、智慧型代理人、評價模組、群組作業平台、各式

樣本設定、多空評鑑、產業與特殊分類編輯、匯入報

表、指數彙編、同產業個股比較、β 係數分析、疊圖

比較與乖離、自訂欄位公式、CIE新聞瀏覽器、事件

提示器及線上說明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55,000 155,000

投資決策實驗

室教學用
財務金融

系

中長期計畫

第327-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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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短焦投影機

輸出亮度：2500ANSI流明(含)以上

解析度：XGA 1024 X 768(含)以上

短焦式投影距離：114cm(含)以下投影畫面為80吋

內建梯形修正功能

過熱自動斷電保護裝置

含吊掛架及配線施工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32,500 32,500

投資決策實驗

室教學用
財務金融

系

中長期計畫

第327-328頁

45 影視後製軟體

1.支援HQ與HQX編碼與各種原生格式擷取編輯與輸

出、監看。2.支援即時HD/SD轉場(3D / 2D

Transition)、特效濾鏡(Filter)、3D子母畫面功能

(Real-time 3D Picture-in- Picture/Pan and

Zoom)、鍵特效(PiP / Chroma / Luma)。3. 支援

AVCHD writer功能，可輸出AVCHD至任何支援的儲存

裝置。4.特效支援Key-frame與貝茲曲線兩種方式調

整。5.直接由時間軸輸出DVD與Blu-ray(bit-rate最

高支援至40M)燒錄。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3 套 16,000 48,000
數位影音剪輯

室
行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330-331頁

46 音樂編輯整合軟體

3500種音樂素材(必須為樂器素材並以樂器為分類類

別)，自動編曲功能(可依風格及時間長度設定)，可匯

入匯出圖像及影像格式剪輯(含Jpeg.AVI.WMV)，字幕

編輯器，開放式平台設計，不限制單一廠牌或格式素

材匯入，內建Midi編輯器，可由電腦鍵盤輸入，內建

環境音效合成器(火聲.雨聲.叢林聲)，內建錄音混音

音效介面，素材必須至少提供有6階以上和旋級數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72,000 72,000
行銷科技統整

實驗室
行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342-344頁

47 同步連線播報系統

包括麥克風(頻率響應：55Hz~14kHz拾音器類型：動

圈式拾音模式：心形含10M麥克風線及桌上型麥克風

架); SNG連線系統符合影像編解碼法則-ITU-

TH.263,H.263+,H.263++,H.264,MPEG4,網路通訊協定

HTTP,FTP,SNMP,DNS,DHCP,TCP/UDP,連線頻寬可支援

LAN/IP:4Mbps(含)具備QoS(網路服務品質)增強功能

具備多國語言操作介面(繁體中文必備); 攝影棚冷光

燈四管55W冷光燈三節立燈氣壓式腳架2.5M含備用燈

管4管。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327,200 327,200
電視購物與創

意行銷實驗室
行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337-3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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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個人電腦(含螢幕)

Intel Core 2 Duo 2.8GHz(含)以上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支援支援Direct X 10.1(含)以上

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19吋LCD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套 16,771 33,542
e行銷商城實驗

室
行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342-344頁

49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8GHz(含)以上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支援支援Direct X 10.0(含)以上

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3 套 11,867 35,601
行銷科技統整

實驗室
行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342-344頁

50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8GHz(含)以上

DDR3 1066 4GB(含)以上，最多使用2 slot

內建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光碟機(DVD±R/RW)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IC卡讀卡機或記憶卡讀卡機

支援支援Direct X 10.1(含)以上

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附中英文鍵盤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0 套 11,867 237,340
商業營運模擬

實驗室
行管系

中長期計畫

第342-344頁

51-1 移動式廢氣排放系統

1. 5米伸縮式排氣管

2. 250~550mm上下可調適機架

3. 氣壓真空式排器裝置

4. 內置式濾網及濾芯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4 套 35,000 140,000
車輛機電實驗

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2-153頁

51-2 快速充電機

1.電源110VAC/60Hz

2.全波整流式，具有急速及普通充電功能，大小型車

輛適用

3.輸出電壓 2~48VDC，電流15A以上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30,000 130,000
車輛機電實驗

室
機電系

1.汽車乙級檢

修實習

2.證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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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雙燃料車之引擎動力系統

1. 馬力4HP以上。

2. 電子點火方式。

3. 92或95無鉛汽油。

4. 油箱容量2.5公升。

5. 機油容量0.6公升

6.V形無段扭力轉換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240,000 240,000
車輛機電實驗

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2-153頁

51-4 教學用電動機車

1.長/寬/高：1620/600/1000mm

2.軸距：1145mm

3.極速：32.8kph

4.充電時間：4小時以內

5.最大爬坡角度：8度以上

6.車重：58.4kg

7.前/後輪胎：80/70-121

8.馬達形式/功率：輪鼓直流無刷馬達/700W

9.電池規格：48V/14AH鉛酸電池

10.原廠配備齊全

11.含全車電路系統教學掛圖，掛圖尺寸795*505mm以

上，需防水薄膜處理，透明壓克力護面，鋁框護邊

12.含原廠全車修護手冊1本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50,000 50,000
車輛機電實驗

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2-153頁

51-5 DC直流馬達

1.重量1.75kg

2.定格出力:97瓦

3.回轉速度:2700rpm

4.輸出扭矩：343mN。M

5.定格電流：4安培

6.定格電壓：DC27V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52,300 52,300
車輛機電實驗

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畫

第152-153頁

52 玻璃/綠能教學平台

基礎RC結構底座

基礎覆蓋鋼板

不鏽鋼結構主體h500cm,φ 100cm

LED光源/綠能電源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837,491 837,491 玻創中心

玻創中心

綠能中心

通識中心

化材系

電機系

中長期計畫

第36-39頁 自籌款

53 InnoRacer 競速自走車(組裝)

內含: BC2、MR2x5、TCRT5000 x 9、G-Sensor 、

PID控制電路、鋁架、海綿胎、萬向輪、18,000轉

直流馬達 x 2、鎳氫充電電池、充電器、跑道路

徑記憶功能、馬達轉速回饋、函數指令。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7 台 12,000 84,000 專題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54
16 軸人型機器人套件 (組

裝)

內含:16軸機器人、PS2遙控、二軸G-Sensor。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7 台 36,000 252,000 專題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61



55 18 軸機器人套件(組裝)

內含: 機身套件、Servo Commander 32、Sonar A、

伺服機、PC支架及伺服機、線材、組裝說明書、

範例程式、變壓器、電池及充電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6,500 26,500 專題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56
16軸機械蛇套件(已組裝, 全

配)

內含: 機身套件、Servo Commander 16、伺服機、

遙控器、線材、範例程式、變壓器、電池及充電器或

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60,000 60,000 專題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57 筆記型電腦

Mobile Core i3 2.1GHz(含)以上，內含Windows作業系

統

14.0" 16:9 HD (1366x768) LED背光螢幕

4GB(含)以上記憶體，可擴充至8GB

硬碟2.5英吋450GB(含)以上

DVD/CD複合式燒錄光碟機

內建10/100/1000BaseT網路介面及802.11 b/g無線網路

USB光學滑鼠(附滑鼠墊)，內建多合一記憶卡讀卡機

內建喇叭、麥克風、Webcam 30萬畫素(含)以上、中

英文鍵盤

含鋰電池5200 mAh(含)以上，提供AC充電器100 -240

V AC, 50/60 Hz universal

內建HDMI、D-sub介面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台 25,053 125,265 專題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58
數位電子乙級術科檢定測

試機台

1.四位數多工顯示器2.鍵盤掃瞄裝置3.數位電子鐘；

含標準測試板，符合11700－990201～3試題規定。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3 組 12,500 37,500
數位系統實驗

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59 數位儲存示波器
彩色 70 MHz、4Ch、1 GS/s,100 MHz passive probe *4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72,000 72,000 感測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60 電力分析儀

V: 0 to 600 RMS, I: 0 to 20A ,Power: 0 to 90kWRMS,

Freq.:DC + 10Hz to 1MHz, Power Factor:0 to +/-1.000,

(含意USB,IEEE488,RS232,Printer Port)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86,000 86,000
感測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61 差動探棒
25MHz、+140V、+1400V、1/20、1/200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支 13,000 13,000 感測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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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室內型全彩電子看板

顯示面積:w153.6cm*h3804cm, LED模組規格:9.6cm *

9.6cm, 像素點間距:6mm, 顯示點數：256*64=16384點,

顯示顏色:紅藍綠各1024級, 傳輸介面: TCP/IP, 電子看

板操作軟體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73,000 173,000 感測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63 壓電能量獵取器

(1) PIEZO BENDING GENERATOR x 2:1.PIEZO

MATERIAL:5A4E 2.WEIGHT:10.4g 3.MAX. RATED

FREQUENCY:52Hz 4.RATED OUTPUT

POWER:7.1mWrms (2) ENERGY HARVESTING

CIRCUITx1:1.Max. Vin: ± 500 V 2.Max.Iin: 400 mA

3.Max.Pin: 500 mW 4.Max.Io: 1 A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35,000 35,000 感測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64 物聯網通訊系統

內含:HMC5843磁力計、ADXL335 加速度計、ITG-

3200陀螺儀、震動感測器、磁力開關、強力磁鐵、

0.5""壓力感測器、人體移動感測器、EZ1超音波感測

器、HIH濕度感測器、IR紅外線接收器、Mini

Photocell 光敏電阻、Phototransistor 光電晶體、BMP大

氣壓力感測器、Flex Sensor 彎曲感測器、SoftPot 壓力

定位模組、ZIGBEE WSN 套件(1對2)、Enternet網路節

點、Android通訊套件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組 21,000 42,000 感測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65 Android照護開發平台

內含血氧濃度偵測、呼吸速率量測、心電圖量測、血

壓量測、無線藍芽傳輸模組發射與接收,可移植至嵌

入式系統及PC系統開發使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4 台 65,000 260,000

多媒體行動通

訊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畫

第206-209頁

66 智慧型行動裝置

1. 螢幕尺寸：7吋(含)以上，解析度1024 × 600(含)以上

，壓力感應電容式觸控

2. 作業系統：Android 最新版本

3. CPU：單核，時脈1.5GHz(含)以上

4. 記憶體：1GB(含)以上

5. 儲存容量：32GB(含)以上

6. 無線：WCDMA、HSPA、WiFi、藍牙3.0

7. 相機：前鏡頭為500萬畫素(含)以上電池、130萬畫

素

8. 其他：4000mAh(含)以上電池、micro SD插槽、

GPS、一體成形鋁質外殼

9. 附中英文鍵盤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9 台 21,000 189,000
網路監控與通

訊實驗室
電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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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動態影像擷取與體感整合

裝置

1. RGB彩色攝影機：附紅外線發射器和紅外線CMOS

攝影機所構成的3D深度感應器

2. 整合型聲音與影像擷取器：具4個聲音輸入頻道，

16 bits/channel，48kHz。少於 1% 的影像失真，固定焦

距 (25cm to 8 at 75FOV)，每秒可擷取60張 640 x 480 的

畫面，支援 USB 2.0(含) 以上之資料傳輸

3. 手握式紅外線CMOS攝影器：支援藍芽傳輸

4. 手握式控制器：具搖桿及3軸加速計

5. 壓力、重量及平衡狀態感測組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1 套 11,000 121,000
網路監控與通

訊實驗室
電通系

68
無線互動監控與感測整合

裝置

1. 標準型嵌入式控制器

2. 擴充型嵌入式控制器

3. 縮小型嵌入式控制器

4. Xbee傳輸裝置：支援5個節點(含)以上

5. 藍芽傳輸裝置

6. RFID讀寫裝置

7. 定位裝置

8. 電子繫盤

9. 雙軸陀繫儀

10.直流馬達組，附驅動器

11.超音波收發裝置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2 套 15,000 180,000
網路監控與通

訊實驗室
電通系

69 橫跨肌力訓練台

尺寸：265cm*46cm*15~45cm

重量：48Kg(含)以上

可調整角度：30、35、40度

可承受重量：150Kg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2 組 75000 150,000

體適能健身中

心教學及訓練

用

體教中心

70 坐(或臥)姿屈腿肌

尺寸：107cm*157cm(含)以上

槓片重量：113KG(含)以上

主架結構直徑85mm*3mm圓弧管(含)以上

重量傳動以皮帶式傳動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85000 85,000

體適能健身中

心教學及訓練

用

體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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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泰洛比懸盪系統

材質：塑鋼一體成型

包裝尺寸：67*23*9公分

最大載重量：250Kg

繩索：直徑8釐米，長4公尺附圈型握繩。

可無段調整長度

主繩含掛鉤，吊帶含環

配件

泰洛比懸盪系統-標準型     1個

懸吊安裝零件組-標準組     1組

懸吊帶含扣環(台製)            2條

腰背懸吊帶含扣環(台製)    1條

單槓吊桿                               1只

鞋型踏板(大)                         1對

泰洛比懸盪系統操作手冊   1本

安裝架台                               1組

交貨時需原廠出廠證明及保固證明書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組 75000 75,000

體適能健身中

心教學及訓練

用

體教中心

72-1 平口炒台
煙罩(簡易型)長124寬70高240(白鐵訂製品)

1/2HP 單向220V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3 組 24,000 72,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 單口水槽

1.62cm*62cm*30cm深 (白鐵訂製品)

2. 高80公分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3.一式5個
1 式 17,500 17,5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3 工作枱
1. 180cm*90cm*90cm(白鐵訂製品)

2. 一式6台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式 51,000 51,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4 三槽水槽
180cm*60cm*30cm深80高(白鐵訂製品)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3 台 12,000 36,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5 三門烤箱
6盤,143cm*97cm*174cm溫度300

 三向60A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2 台 128,000 256,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6 攪拌機 220V 1HP 攪拌缸30L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4 台 35,000 14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7 單水槽
75*90*80/95cm(不銹鋼材質)/下棚架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3 台 16,000 208,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8 麵粉桶車
60*40*60cm(不銹鋼材質)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3 台 12,000 156,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9 麵食工作台
180*90*80/95cm(三抽屜/附防水插座)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3 台 40,000 52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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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 單口瓦斯爐工作台
60*90*60/95(不銹鋼材質含下層板)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3 台 15,000 195,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1 攪拌機置台
60*85*50cm/防震器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3 台 12,000 156,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2 攪拌機
3/4HP(含護網/大小缸及配件2套)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3 組 42,000 546,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3 展示櫥櫃工作台 160*40*80cm(不銹鋼材質)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2 台 23,000 46,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4 雙層上架
180*50*70cm(不銹鋼材質)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6 座 18,000 108,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5 丹麥整型機
90*210*112cm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台 120,000 12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6 土司整型機
122*58*105cm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台 75,000 75,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7 發酵櫃
160*95*223cm(12門式)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2 台 160,000 32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8 液晶顯示二層二板電烤箱
85*93*168cm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5 台 80,000 40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19 盤架車
90*80*180cm(不銹鋼材質)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4 台 15,000 6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0 冷藏冰櫃
120*90*200cm盤架式風冷式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台 80,000 8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1 盤架式風冷式冷涷冰櫃
120*90*200cm盤架式風冷式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台 90,000 9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2 急速冷凍庫
100*110*200cm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台 303,953 303,953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3 製冰機 100公斤含濾心組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台 85,000 85,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4 12格式置物櫃 3尺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2 台 10,800 21,6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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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 排煙風車 5HP/避震器/置架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1式2 組) 1 式 120,000 12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6 公用材料工作台
雙用上架180*75*80/170cm(不銹鋼材質)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台 33,000 33,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7 四層組合式存放架
1.150*60*180cm(不銹鋼材質)2.一式2台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3 式 18,000 54,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8 置麵粉架
1.91*45*96cm(不銹鋼材質)

2.一式3台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式 18,000 18,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29 櫥櫃式洗手槽
60*50*80/95cm(不銹鋼材質)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2 台 12,600 25,2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30 油脂截留槽 120*90*60cm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座 54,000 54,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72-31 熱水鍋爐
80加侖(電熱式)/置架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之產品
1 台 110,000 110,000 中餐實驗室 觀光系

17,195,614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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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001 伺服器

Quad-Core Intel Xeon 2.4GHz*2 ;  2GB×2 DDR SDRAM

; 提供原廠SAS(Serial Attached SCSI)磁碟控制器，支

援RAID 0,1,5 ;

10000RPM(Round Per Minute)300GB*4 ; 2MB SDRAM

顯示記憶體 ; 10/100/1000 Mbps Ethernet*2 ; 電源供應

器共可達600W含以上 ; 機架式(含上機架套件) ; 另

擴充SDRAM總容量至24GB  ; 或同等級品以上。

1 台 150,216 150,216

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主機 : 1台

提供圖書館網

頁(Web)使用,

另1台提供書目

資料庫

(Datebase)使用

圖書館

中長程發展

計畫 第80~85

頁

150,216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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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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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單位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冊、卷)

001-00 V 2,802 冊 374 1,047,948
圖書館各

樓層
圖書館

中長程發展計

畫 第80~85頁

002-00 V 405 冊 2,020 818,100 圖書館4F 圖書館
中長程發展計

畫 第80~85頁

003-00 V 75 套 9,400 705,000 視聽中心 圖書館
中長程發展計

畫 第80~85頁

CD/VCD/

DVD

2,571,048

備註優先序

購置內容 （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資料庫請

另標示授權年限） 數量 預估單價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連結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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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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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001 動脈硬化檢測儀

測量方法：靜電容壓力感測Oscillometric

測量範圍：

血壓值：20 ~ 280mmHg

脈搏：40 ~ 180 per minute

測量誤差：血壓值 ±5mmHg, 脈搏±5%

布套適用之手臂尺寸：220mm ~ 350mm (9 ~ 13

inches)

機器尺寸: 205mm x 175mm x 90mm

使用電源：4顆三號鹼性電池（1.5V AA Alkaline

battery），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4,000 14,000 急救社 學務處

002 原住民樂器組 木鼓3吋、木琴(30cm)，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式 18,500 18,500 原舞社 學務處

003 爵士鼓組

鼓皮:REMO U.S.A

產品內容:

(1)Bass Drum (大鼓) 22 X 16圈套鼓(木頭)

(2)Tom Tom (中鼓) 12 X 9 , 13 X 10

(3)Floor Tom (落地鼓) 16 X 16

(4)Snare (小鼓) 14 X 5.5

(5)Hardware (腳架組)

(6)Cymbal Stand (銅鈸架-直架.斜架各1) *2 C300A

H300A

(7)Snare Stand (小鼓架) S320A

(8)Hihat Stand (落地鈸架 - 含踏板) H300A

(9)大鼓踏板 P320A

MAPEX Q-series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28,000 28,000 原舞社 學務處

004 古箏
核桃木刻、含21弦箏、附箏架(889)型號、敦煌

箏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5,000 15,000 國樂社 學務處

005 長笛
開鍵加E鍵長笛(IV)

JUPITER JFL-JV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支 19,900 39,800 管樂社 學務處

006 多功能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最大輸出功率50W。含 手握式無線麥克風*2支

頭戴式麥克風*1支 CD放音座 隨身碟插槽 背

包。Focus500，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7,000 17,000 啦啦隊社 學務處

007 多功能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最大輸出功率50W。含 手握式無線麥克風*2支

頭戴式麥克風*1支  CD放音座 隨身碟插槽 背包

Focus500，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7,000 17,000 舞研社 學務處

008 電子防潮箱
外吋:W88*H90*D53cm  內吋:W83*H79*D48.5cm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9,500 19,500 社團服務中心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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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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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相機雲台組

腳架 /  材質：100%碳纖維  中軸型：迅速型 全

高：146㎝﹝含中軸﹞全高：122㎝﹝不含中軸

﹞最低：8㎝ 收合長度：58㎝ 腳節數： 節 腳角

度：4種角度可選 載重：5㎏ 重量：1.29㎏  採用

3/8"接頭。含輕型球形雲台：高度：10㎝  重

量：0.42㎏ 最大承載：6㎏ 快拆板：200PL-14 及

水平角度：360度 及專業背袋，含同等級以上。

1 台 20,000 20,000 社團服務中心 學務處

010 舞台燈
LED par燈 dmx 3WX18(含色片、燈架)，或同等

級產品以上。
8 盞 12,000 96,000 社團服務中心 學務處

011 筆記型電腦

Mobile Core i3 2.1GHz(含)以上，內含Windows作

業系統

14.0" 16:9 HD (1366x768) LED背光螢幕

4GB(含)以上記憶體，可擴充至8GB

硬碟2.5英吋450GB(含)以上

DVD/CD複合式燒錄光碟機

內建10/100/1000BaseT網路介面及802.11 b/g無線

網路

USB光學滑鼠(附滑鼠墊)，內建多合一記憶卡讀

卡機

內建喇叭、麥克風、Webcam 30萬畫素(含)以

上、中英文鍵盤

含鋰電池5200 mAh(含)以上，提供AC充電器100

-240 V AC, 50/60 Hz universal

內建HDMI、D-sub介面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0 台 25,053 250,530 社團服務中心 學務處

012 鋁架(TURSS) 920cm*355cm*100cm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架 165,570 165,570 社團服務中心 學務處

013
領導智能訓練-執行力訓練

(二)

定製品：長465cm*寬465cm,含1又1/4"錏管扶手

欄竿、RC水泥柱2m*2m*0.8m、平台骨架、菱型

擴張網、鋼管扶手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05,000 105,000 領導智能研習社 學務處 自籌款

014 棒球發球機

1.雙輪充氣式2.時速30-160公里3.重量57kg(含以

上)4.可360度旋轉5.可投變化球6.產品須為歐、

美、日產品，附進口報關證明
2 台 116,800 233,600 棒球社 學務處

1,039,5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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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001-00 獎勵教師進修 獎勵進修國內外教育部承認之碩士、博士學位。 10 $200,476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行政支援規劃 3.1

及 3.2。 

 

002-00 獎勵教師研習 
1、獎勵教師參加國內外專業機構之研討(研習)會等。 
2、獎補助校內單位辦理教學或研究相關之研討(習)
會等。 

180 $721,712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行政支援規劃 3.1

及 3.2。 

 

003-00 獎勵教師研究 獎勵從事與教學相關之研究。 220 $2,125,041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研究發展規劃 4.4

及 4.5。 

 

004-00 獎勵教師著作 獎勵論文發表、書籍編譯等。 390 $1,042,473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研究發展規劃 4.4

及 4.5。 

 

005-00 獎勵教師升等 獎勵升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等。 15 $120,285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行政支援規劃 3.1

及 3.2。 

 

006-00 獎勵教師改進教學 
獎勵教師參加校內外教學媒體製作競賽，指導學生專
題 

研究、演講、作文及電腦軟、硬體、各項體育競賽等。 
45 $280,666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 研 究 發 展 規 劃

4.5.3。 

 

007-00 編纂教材 
獎勵教師自製授課軟體或數位化網路教材、投影片

等。 75 $400,951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 教 務 發 展 規 劃

1.10。 

 

008-00 製作教具 獎勵教師自製教具。 10 $80,190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 教 務 發 展 規 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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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0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進修 

1、獎勵校內行政人員(行政單位)參加(辦理)研習(討)
會、訓練班等。 

2、獎勵進修學士、碩士學位。 

120 $120,285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校務發展規劃。 
 

010-00 學生事務與輔導 

1、舉辦社團訓練活動。 

2、舉辦社區關懷服務活動。 

3、聘請專業社團老師教學。 
10 $200,476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 學 務 發 展 規 劃

3.5。 

 

011-00 其他 獎勵本校辦理購置(一年內到期)電子期刊。 
6 

$1,283,044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圖資處規劃 2.3。 
 

012-00 新聘教師薪資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3 $1,042,473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行政支援規劃 3.1

及 3.2。 

 

013-00 現有教師薪資 補助一般教師薪資。 50 $400,950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行政支援規劃 3.1

及 3.2。 

 

合 計 $8,019,022  

※本表請填列『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目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進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等。若有編列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

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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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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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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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101 年度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101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樓 5 樓會議室 

主席：校長  石慶得 

紀錄：研發處  傅彬玄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肆、報告事項： 

工作報告： 

1. 100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清冊已於 101 年 2

月 25 日報部並上網公告。 

2. 教育部針對 100學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未調漲學雜費之辦學特色對本

校獎勵經費第 1期款新臺幣 155萬 2,466元(免列配合款)。本案獎

勵經費全數為經常門，經費使用原則請依「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經常門支用相關規定辦理，惟用於支應教師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等之用途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

作推動之經費得不受總獎勵經費 30%及 2%的比例限制，人事室的規

劃如下: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免列)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46,574 3.00% $ %  

製作教具 $ % $ %  

改進教學 $31,049 2.00% $ %  

研究 $124,197 8.00% $ %  

研習 $77,623 5.00% $ %  

進修 $23,287 1.50% $ %  

著作 $108,674 7.00% $ %  

升等送審 $7,762 0.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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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419,166 27.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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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三、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

經費） 

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鐘點

費 

$15,525 1.00% $ %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31,049 2.00% $ %  

小計 $46,574 3.00% $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 % $ % 
請另填寫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2 年內) 
$ % $ % 

（註六） 
現有教師薪

資 
$1,086,726 70.00% $ % 

資料庫訂閱

費 
$ % $ % （註七） 

軟體訂購費 $ % $ %  

其他 $ % $ %  

小計 $ % $ %  

總 計 $1,552,466 100% $ %  

3. 教育部補助本校「101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補助經費新台幣 11,957,197元整，獎勵經費新台幣 14,772,877元

整，共計新台幣 26,730,074元整(含經常門新台幣 8,019,022元，

資本門新台幣 18,711,052元)。核配後審查意見各單位回覆如下: 

審查意見 回覆單位 

1.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書中，有關各系科重要

儀器發展規劃內容可再適度補強，如：P.265~266 

資訊管理系99~103 學年度規劃表所列部分項目

之發展規劃內容為「同○○年規劃」，並無經費

秘書室 

 

 

 

1.今後會強制要求校務

發展優先項目與系所發

展優先項目之縱向聯繫。 

2.各系(所)中心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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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單位 

需求；另規劃時程最早僅追溯至99 學年度，而

發展規劃卻出現「同98 年規劃」之內容，以致

無從得知相關規劃內容及經費需求。支用計畫優

先序#10-1~11-2 等項目，不易對應至中長程發

展計畫化材系之規劃內容（與系特色發展關聯

性），亦未見相關經費需求規劃；其他系所之系

務發展設備需求規劃亦有類似情形，顯示中長程

計畫與經費支用規劃間之具體連結關係尚有強

化空間。 

2.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宜配合環境變化，適時

予以調整規劃，建議學校逐年檢視校務環境之變

動情形，適度進行校務發展、系所特色及購置項

目之調整。 

3.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似未能充分結合學校之

競爭與定位分析，另於財務規劃上，可能低估少

子化將造成之校務經營衝擊（P.138 資金收入來

源預估表）。建議學校再酌量財務方面之規劃，

結合校務發展，積極發展系所特色，以因應未來

可能的衝擊。 

4. 建議可依學校資源及外部環境過去、現在、

未來之SWOT 策略分析，進一步說明學校發展重

點符合實際需求情形。 

5. 校務發展計畫書已簡略說明校務、行政單

位、教學單位發展規劃、經費需求，惟宜檢視更

新學校現況發展重點，以符合實際需求。經費支

用計畫書缺目錄索引，雖有列表說明，惟因發展

重點缺乏具體行動方案，經費支用規劃與學校短

中長程發展之關聯性不甚明確。 

 

 

 

 

 

 

 

 

 

 

 

 

 

 

 

 

 

 

 

 

 

 

 

 

 

期務必制定出中長程各

年度之資本門優先序；不

能再以過去之規劃推

估。以便因應校務發展之

變化要求。 

 

 

 

 

101.3.1預估出版之新版

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加入

環境偵測 

(Environmental 

scanning)與 SWOT 策略

分析，由此得出本校優先

發展之校務規劃項目，依

次作為各系(所)中心之

資本門規劃依據。 

因應少子化，本校除調整

系科外，因開拓推廣教育

及國外、大陸生源，挹注

經費。 

今後針對委員建議，校務

發展優先序，財務收支預

估，會更審慎進行並於經

費支用計畫書加入目錄

索引。 

 

6. 100.5.10 專責小組99 學年度第6 次會議紀

錄顯示，圖資處將「紙本」圖書經費由530萬元

變更為230 萬元，採購「數量」及「單價」均大

幅調降，惟所列變更原因為「因應網路資訊發

達」，似無法充分說明變更理由。另變更後新增

之支用項目，如機電系、化材系等之購置項目，

均不易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規劃對應連結。 

圖資處 因應數位發展趨勢，圖書

館於 2010-2011年新增訂

購(買斷)28,000 餘冊中/

西文電子書，擴充電子資

料館藏，提升圖書館數位

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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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單位 

7. 經查100.11.24 專責小組100 學年度第2 次

會議，附件雖已涵蓋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惟

檢視會議紀錄，並未見有關購置優先序之討論內

容；此外，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中亦未見資本門

支用規劃之優先考量。建議學校可再補強對資本

門設備購置優先序之規劃說明，並適度強化專責

小組之實質審議功能。 

秘書室 

 

 

 

 

 

研發處 

 

 

今後於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中，強調資本門之優

先序，能與校務發展方

向，玻創、綠能與觀光生

活應用科技相符之項目

優先支出。 

遵照審查意見補強對資

本門設備購置優先序之

規劃說明。 

8. 已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惟現

行採購作業流程係以文字敘述方式呈現，考量其

內容除流程要件外，亦涉及諸多決策程序，改採

流程圖方式呈現可能更為清楚。 

9. 學校所提供之「採購辦法」顯示經96.8.7(96)

華總字第0960004546 號函公告，不確定是否已

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核配及申請要點」第10 點第(1)項第7 款規定，

送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總務處 遵示辦理。 

 

 

 

96.07.06(95)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6.07.07 第 12屆董事會

第 5次會議通過。 

10.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有關預期成效之

描述未盡明確（P.35），不易具體得知經費支用

與設備購置可能產生之效益為何。建議依發展目

標及特色、師資結構、教學、研究、學生輔導…

等面向，分項簡要說明經費支用之預期效益。 

研發處 遵照審查意見增加有關

預期成效之描述。 

11. 「現有教師薪資」補助約占經常門獎勵補助

款5.00%，略高於3.27%之各校平均值；另規劃

NT$1,170,000 元獎勵補助款用於「新聘教師薪

資」補助，是否確能發揮提升師資水準之效益，

有待進一步觀察其執行結果。 

人事室 因為本校要成立新科

系，所以有新聘教師之需

求，以增加科系能量。 

伍、討論（審議）事項： 

    提案一：101年度本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規劃修正案，提請審

議。 

說明： 一、教育部已核定本校 101年度獎補助款金額，依規定(含核

配後審查意見、台技(三)字第 1000013558-G號函)需修正本校

支用計畫書報部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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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1年度本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支用規劃修正後總經費為

29,777,302 元整，其中教育部補助經費為 26,730,074元整，

學校編列自籌款 3,0467,228元整，佔總獎補助款 11.4%。 

      三、資本門經費 20,956,378元佔總經費比例 70.38%，經常門經

費共 8,820,924元佔總經費比例 29.42%。資本門與經常門

經費支用項目、金額、比例表、規格說明書與預期成效請參

考附表一到附表七與附表九。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遴聘五名成員擔任本校採購評估小組委員案，提請討論(總務

處)。 

說 明： 

一、依據本校「採購辦法」第四條 採購內容遇有疑慮或爭議時，專案

送本校採購評估小組，以會議方式進行審查評估，並依本校「採購

評估小組組織及作業規定」辦理。 

二、「採購評估小組組織及作業規定」第二條 組織： 

(一)評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採購組長為執行秘書。 

(二)評估小組除總務長、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另由校長由「專責

小組」成員遴聘五名委員為原則組成。 

(三)委員任期同「專責小組」。 

三、本校「採購辦法」已經 101 年元月 4 日「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請研發處修訂有關「專責小組」相關法規，並選定本期採購評估

小組委員五員。 

決  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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