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學校現況 

一、現有資源 

1.1 學校現況（基準日：9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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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 

全  校（人） 5,118 

校舍建築面積（平方公尺） 

應有面積 m
2
 48,051 

實有面積 m
2
 70,680 

學生宿舍床位數 635 

校地面積（平方公尺） 138,814 

師  資 
生師比 

全  校 23.1 

日間部 15.2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 63.0% 

設  備 

圖書館面積（平方公尺） 6,603 

藏書量 209,823 

每系（科）專業期刊平均數（種） 33 

辦

學

績

效 

評鑑成績 

一等系（科）、所、學位學程數 12 

二等系（科）、所、學位學程數 0 

三等系（科）、所、學位學程數 0 

行政類等第 壹等 

訪視系（科）、所、學位學程數 1 

最近 3 學

年 (96-98)

教學研究

推廣服務

成果 

研究計畫 

件數及

金額 

國科會 
件數 53 

金額 21,972,819元 

政府及國

營機構 

件數 23 

金額 8,219,820元 

民間 
件數 353 

金額 37,036,380元 

研究 

成果 

期刊論文（篇） 325 

研討會論文（篇） 796 

專利 28 

建教合作金額 61,712,647元 

推廣教育金額 16,668,9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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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教授授 

以上比 

教授 

比例 

99.03.15 13 64 39 68 184 63.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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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50 

外文（冊） 22,273 

總計（冊） 209,823 

期刊 

中、日文（種） 266 

西文（種） 203 

電子期刊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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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群 系科 實驗室 位置 數量 

電 
資 
技 
術 
學 
群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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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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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資工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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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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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二樓 
電機系一樓 
電機系二樓 
電機系一樓 
電機系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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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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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與可程式控制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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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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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室 
儀器分析實驗室 
化工技術實驗室 
單元操作實驗室 
應用微生物實驗室 
材料檢測實驗室 

英士樓五樓 
英士樓五樓 
英士樓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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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工業工程與管
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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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工程實驗室 
證照輔導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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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一館三樓 
綜一館三樓 

7 

商 
業 
管 
理 
學 
群 
 

行銷與流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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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教室(一)、(二) 
全球運籌中心 
國貿實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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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情資料室 

定一樓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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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應用外語系 劇場教室 
專題研究室 

定一樓一樓 
定一樓一樓 

2 

觀光管理系 
餐飲服務教室 
實習旅行社 
旅運資訊服務教室 

右任樓一樓 
定一樓六樓 
定一樓六樓 

3 

資訊管理系 

遠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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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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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一樓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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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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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各學群組織現

況如圖 1，依照上述規劃原則，至 102學年度時各學院組織規劃如圖 2。 

 

 



 

 

 

 

 

 

 

 

 

 

圖 1  學院規劃（98 學年度） 

 

 

 

 

 

 

 

 

 

 

 

 

圖 2  學院規劃（102 學年度） 



2.3 發展規模 

本校 98 學年度新生報到率為 65%，較以往報到率平均達到 70%以上(95 學

年度 75%；96學年度 72%；97學年度 70%)表現為差。主要原因有二：一為

全球金融海嘯，導致部份弱勢清寒學生無力就讀，另為園區推動無薪假，

影響進修部招生之績效，故整體報到率降低。今後由於全球景氣逐漸回

溫，加上園區與工業區接單逐漸恢復正常水準(目前錸德、復盛、裕器因

應產能擴大主動接洽本校開辦產學專班，員額約 150~180 人)，在本校積

極努力之下，招生績效將會改善。本校 102 學年度學生人數規劃為 7,000

人，其中現有學制部份由 5,223逐步增至 6,000人，增加約 800人，頇提

昇報到率 3~5%；以本校朝向精進各項招生策略及教學特色方向努力，應可

順利逐步達成。其他主要來源除配合產業需求開辦產學專班，並配合政府

政策以及教育部相關法規爭取海外學生（含外籍生、海青班學生以及陸修

生），102學年度逐步成長至 1,000人。有關最新（99 學年度）已奉教育

部核定之招收新生名額如下表所列: 

 

所系別 

日間部 進修部 

小計 碩士 五專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四技在

職專班 

機電所 12       12 

機電系  50 110  35  35 230 

化材系   95    35 130 

工管系  50 52  35 55 35 227 

電機系   100  35  35 170 

電子系  60 100  35 55  250 

資工系   110  45   155 

電通系   100     100 

國貿系  60 45  35   140 

資管系  110 55 62 45   272 

外語系  110 45  35   190 

觀光系   165  165   330 

財金系   45  35   80 

行銷系   50  35   85 

申請入學外加   79      

合計 12 440 1151 62 535 110 140 2450 

 



三、本（100）年度發展重點 

3.1 軟體方面 

1. 建立特色系所 

本校依照中長程發展計畫聚焦「區域產業與服務科技」重點特色，整合

工業科技、電資技術與服務科技規劃為 3個學院的發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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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技術學院規劃以發展「工業科技」為主軸，配合區域產業，培育生

產製造業所需的工程技術及管理人才。 

電資技術學院規劃以發展「電資技術」為主軸，配合區域產業，培育電

資產業所需的技術人才。 

商業管理學院規劃以發展「服務科技」為主軸，配合區域產業，培育服

務科技所需的管理人才。 

2. 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 

透過建教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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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積極培養商業管理、電資技術及工程技術等領域的專業人才，以配

合政府朝向高科技、服務與在地文化關懷導向之產業發展。本校以區域

產業人才需求以及在地文化特色為主軸，以產學合作中心作為學校與產

業界間溝通與合作之橋樑，並不斷提升學校研究之能量及品質、積極爭

取相關產學合作之委託執行或補助計畫，尋求適當之研究教師或專業群

組團隊進行產學合作。 

本校落實技職教育理念，實務與理論並重，配合國家產業政策脈動，深

耕在地文化，推動 4項積極有效具體作法：(1)產學媒合機制；(2)實務

研發能量整合；(3)獎勵機制；(4)產官學研訓聯盟機制。 

3.2 硬體方面 

1. 校地及校舍 



目前本校校區內有大華樓、忠孝仁愛樓、二曲樓、電機館、英士樓、右

任樓、綜一館、綜二館、學院樓、橫渠樓、定一樓、圖資中心大樓、女

生一宿、第二餐廳等 14 棟建築物，其中大華樓為全校行政中心，右任

樓、橫渠樓及女生一宿為學生宿舍大樓，圖資中心大樓為圖書館和電算

中心，其餘則為教學研究大樓。為滿足本校未來中、長程發展所需，於

98 年 6 月業已完成新志清堂大樓 (地下二層、地上六層)規劃設計，該

大樓為一多功能樓層，將提供本校大型會議廳(禮堂)、體育館、專業教

室、一般教室及校史室等使用空間，預計兩年後完工。 

2. 圖書設備規劃 

本校圖書館致力於建立多元化的館藏資源。近幾年館藏型態為紙本、電

子兩者兼備，專業學術、一般休閒內容兼顧，中文繁、簡字體並存。同

時陸續參與各項採購聯盟組織及計畫，降低採購成本，同步提升館藏的

質與量，截至 98學年度，圖書冊數已突破 20萬冊，期刊每年穩定維持

於 450 種以上，多媒體視聽資料達 14,000 件，資料庫含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及技專校院共用版等達 110種，以提供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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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分成以下 3 大項：(1)館

藏質量並重、(2)強化數位化服務、(3)提升館藏利用。 

3. 資訊設備規劃 

本校共有 3000 多部電腦，除各系、所、中心之實驗室與專業教室外，並

於圖資中心設置多媒體製作中心、網路資源中心，提供學生製作多媒體，

並提供穩定可靠之網路系統提供全校師生上網查詢資料或進行學術活動。 

本校網路架構考量整體網路之安全性、擴充性及整合性為訴求，將整個

校園網路劃分成三大網路系統：校園網路系統、宿舍網路系統以及無線

網路系統。整體網路骨幹為多模光纖線路為主，單模光纖線路為輔，以

CISCO 6509 為核心分別連接校園北側圖書館機房交換器與校園南側綜一

館機房交換器，再向下連至各棟大樓交換器。各大樓交換器連入核心交

換器之前，均設有小型防火牆，預先過濾已知威脅，並降低核心交換器

的負載。對外網路除租用 300Mbps電路連接 TANET之外，另租用 100Mbps 

FTTB 光纖線路 2 條，以供線路備援及加速國外期刊連結使用。整體校園

之教學區無線網路涵蓋率幾達 100%。 



3.3 整體方面 

為使用於全體學生教學之設備，包含教學發展中心(數位教學)、通識教

育中心(全人教育)和體育教育中心(體適能教學)等單位的儀器設備規

劃。 

1.教學發展中心 

本校自 95學年度成立教學資源中心以來，即以推動優良教材資源共享、

並建立教師同仁教學職能精進為最高原則，實施以來成效良好；除辦理

新進教師研習，教學觀摩與數位教材製作研討會外，並透過期中、期末

之定期教學評量回饋資訊，作為提高教師同仁改善教學之立即參考。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積極提升多項精進工作，在軟硬體多方面落實改善，

並配合目前與北區技職教學資源中心(台北科技大學)、桃竹苗區域教學

中心(中原大學)之策略聯盟推動，爭取教學卓越計畫，提升師生教學與

學習之滿意度與品質。其具體作法如下：(1)整合性 e-learning 學習計

畫、(2)e-化教室推展、(3)智慧教室建立、(4)e-化外語教學中心、(5)e-

化教材製作中心。 

2.通識教育中心 

本校自 94學年度實施專業系科的本位課程規劃，而 97學年度則由通識

教育中心執行通識課程改革計畫，完成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地圖。新課程

已於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強調以全人教育之理念，透過核心與專業職

能之培育，達成本校校訓敬業樂群之人才培育目標。 

配合上述通識課程規劃，強調藝文與美學涵養氛圍的基礎建構，並繼續

規劃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希望透過這些潛在美育與藝術涵化，對於同學

產生潛移默化功能，使本校同學不但具有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三大領

域的素養，更有美學的體驗認知，有助於其品味生活的能力提升。 

為配合近中程之通識教育之推動，擬建置下列重點項目：(1)通識情境

教室、(2)開發優質通識課程數位教材、(3)建置通識學習網、(4)開發

文學步道與校園整體通識情境。 

3.體育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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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校體育教育目標。 



本校體育設施有室外田徑場、室外籃球場、室外排球場、室內桌球室、

室內羽球教室、綜二館四樓綜合教室(供射箭、武術、太極拳使用)、體

適能健身中心、檢測中心、視聽教室。為落實體育教學成效及提升學生

鑑賞能力，特致力於學生課外休閒活動推廣與宣導工作，提供各種休閒

活動空間及機會，期使各項運動技術理論與實務相互配合，培養樂我樂

群的人生觀，從而落實本校人本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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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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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應加強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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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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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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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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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重點發展計畫配額：（佔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二十） 

各單位簡報重點發展計劃後，由本校政策小組審議並排定優先順序，提請校長

擇優核配，並交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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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二所示。教育

部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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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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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與經費稽核委員會名單（附件六） 

3. 獎助教師獎勵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記錄（附件七） 

4. 採購作業規定與作業流程（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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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8.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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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勵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行注意事項，請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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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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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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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以上） 

總經費

(5)=(3)+(4) 

＄13,671,360 ＄16,713,698 ＄30,385,058 ＄3,463,897 ＄33,848,955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 73.68﹪）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  26.32﹪） 

金額 ＄9,569,952 ＄11,699,589 ＄2,552,345 ＄4,101,408 ＄5,014,109 ＄911,552 

合計 ＄23,821,886 ＄10,027,069 

占總經

費比例 

70.38﹪ 29.62﹪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前段經常門預算得流用 5%至

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

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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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游泳池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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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4,541 69.89﹪ ＄1,648,545 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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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00 26.80﹪ ＄750,000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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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000 3.31﹪ ＄153,800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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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9,541 100﹪ ＄2,552,345 100﹪  

註一：請於計畫書中詳細敘明理由，並填列於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附表八）。

本項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不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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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經費。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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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資源規格說明書（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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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附表八） 

註六：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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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內容說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說明）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 

研究＄2,278,879 研究    25.00﹪ 研究＄ 911,552 研究  100.00﹪  

研習＄ 820,396 研習     9.00﹪ 研習＄ 研習        ﹪  

進修＄ 319,043 進修     3.50﹪ 進修＄ 進修        ﹪  

著作＄1,0 93,862 著作    12.00﹪ 著作＄ 著作        ﹪  

升等送審  

＄136,733 
升等送審 1.50﹪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 

 

改進教學 

＄273,466 
改進教學 3.00﹪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 

 

編纂教材 

＄455,776 
編纂教材 5.00﹪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 

 

製作教具 

＄91,155 
製作教具 1.00﹪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 

 

小計＄5,469,310 小計    60.00﹪ 小計＄ 911,552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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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310 2.00﹪ ＄    ﹪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常門
經費 2%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68,00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75﹪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205,466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2.25﹪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 

 

小計＄  273,466 小計     3.00﹪ 小計＄ 小計        ﹪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0 0.00﹪ ＄    ﹪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1,093,862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12.00﹪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 

 

現有教師薪資 

＄820,397 

現有教師薪資 

     9.00﹪ 

現有教師薪資 

＄ 

現有教師薪資 

           ﹪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1,276,172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14.00﹪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 

 

其他＄ 其他        ﹪ 其他＄ 其他       ﹪  

小計＄3,190,431 小計    35.00﹪ 小計＄ 小計       ﹪  

總計 ＄9,115,517 100﹪ ＄911,552 100﹪  

註七：『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 30% 



2  

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

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十一：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比例)。 

註十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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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獎補助款金額，不含自籌款

金額) 

2. 其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參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單位：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1
市場產品行銷分析與經營

管理競賽軟體

系統管理規格: 具支出管理功能、暢銷排行分析、客

群報表分析、銷售統計分析、交易管理功能、顧客管

理功能、 庫存管理功能、商品管理功能

1 套 213,300 213,300
e行銷商城實驗

室
行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82頁

002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19吋 LCD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0 組 17,927 179,270
學生專題實驗

室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自籌款

003 投影機

2700流明 500:1對比度，支援Windows Vista的網路投

影機功能，可以從PC透過網路進行簡報，毋須連接

RGB纜線，HQV劇院視訊技術  HDMI數位輸入端子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41,400 41,400
證照模考實驗

室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004 電動螢幕

Super Seimon 84"×84"

珠光或蓆白、無接縫布幕

底幕採玻璃纖維或膠合纖維，具防霉防火阻燃功能

電動布幕控制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20,000 20,000
證照模考實驗

室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005 軟體廣播系統

20點

具有監看功能

掃描監看功能

單機示範廣播

1 套 27,000 27,000
證照模考實驗

室教學用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數量

(含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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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互動式電子白板 82吋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54,000 54,000
投資決策實驗

室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007 網路金融模考資料庫

包含網路金融模考教學模組資料(100/10~101/9年):  證

券商業務員題庫資料、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題庫資料、

投信投顧業務員題庫資料、期貨商業務員相關題庫資

料、會計乙級題庫資料、人身保險代理人題庫資料、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題庫資料、理財規劃人員題庫資

料、信託業務人員題庫資料、系統維護。

1 組 162,900 162,900
證照模擬實驗

室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008 多功能數位講桌

個人電腦

19”LCD螢幕

還原卡

DVD播放器

防盜型投影機吊掛架

隔離訊號線材五金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88,200 88,200
學生專題實驗

室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009
語音傳輸及數位錄放擴音

室內教學系統
擴大機、麥克風、 壁掛喇叭(一組2個） 1 組 21,600 21,600

風險控管實驗

室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自籌款

010 教學數位教材-1 全球經濟軼聞(中文版一套) 1 套 28,800 28,800
財金教材資料

中心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自籌款

011 教學數位教材-2 世界金融史觀(中文版一套) 1 套 43,200 43,200
財金教材資料

中心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0頁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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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Web Trade貿易帄台─環貿

通

電子產品型錄參數設定

客戶/廠商管理

產品/報價管理

訂單/採購管理

出貨管理

信用狀管理

應收/應付

統計圖表

1 式 567,000 567,000
商務服務實務

教室
國貿系

中長期計

畫第199頁

013
貿易便捷化暨電子通關自

動化報關系統

Windows版-民國百年程式更新

EZWin2000空運出口文件系統

EZWin2000空運出口報單系統

EDI Turnkey System 通關自動化系統

EZWin5101空運進口艙單EDI系統

1 式 31,500 31,500
商務服務實務

教室
國貿系

中長期計

畫第199頁

014
企業家精神與潛能開發系

統

系統安裝、測驗軟體(含模擬測試環境)、結果報告分

析
1 式 315,000 315,000

證照檢定咨詢

中心
國貿系

中長期計

畫第199頁

015 RFID 會展服務系統

RFID讀取器模組寬約4公分，長5.3公分

符合EPC C1 Gen2標準認證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式 162,000 162,000
國貿實務暨會

展實習中心
國貿系

中長期計

畫第199頁

016 筆記型電腦

內建Windows7專業版作業系統

Intel Core 2 Duo Mobile 2.2GHz(含)以上

2GB (2GB*1 2 slot)DDR SDRAM(含)以上

內建DVD Dual Double Layer 燒錄光碟機

內建250G(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HDMI ver 1.3 並支援1920x1080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802.11 a/b/g/n 、藍芽、ExpressCard slot

內建網路攝影機、讀卡機

內建散熱裝置(含風扇或散熱器)

快取(cache)記憶體2MB(含)以上

800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6,865 26,865
證照檢定咨詢

中心
國貿系

中長期計

畫第199頁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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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網路監控系統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62 組 14,819 918,778
企業網路實驗

室教學用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18
Creative Suite 5

Production Premium

Adobe Premiere Pro CS5/After Effects CS5/Illustrator

CS5/Flash Professional CS5/Encore CS5
10 組 21,000 210,000 多媒體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19 專業繪圖及輸出組

19吋 LCD顯示器或同等級品以上2台、Wacom Bamboo

Pen Only數位板(黑)

Wacom 新一代 Bamboo Pen系列尺寸4x6 價格 56,000

512階壓力感應

(內含學生20個使用者)

1 組 66,200 66,200 多媒體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20 CRM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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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期授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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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209頁

021
VMware vSphere 4

Essentials Plus

VMwareVMware vSphere 4 Essentials Plus ( 含VMware原

廠一年5*12電話支援及保固內軟體免費下載升級)(需

附VMware原廠安裝光碟片)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13,705 113,705
智慧決策實驗

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22 Android 行動設備

支援Android作業系統2.1以上版本，配備多點觸控

能、全球定位器、重力感應器及Wi-Fi功能，3吋以上

320x480解析度螢幕， 256MB以上記憶體(內含3套)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27,000 27,000
智慧決策實驗

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23 伺服器機櫃

41U尺寸，深度至少100公分以上，配備剎車輪、綁線

架及上抽式風扇組2顆以上，須符合ANSI/EIA RS-310-

C製造標準及CE、UL安全規範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9,000 19,000
智慧決策實驗

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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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個人電腦

EEEBox

19吋 4:3 LCD

無硬碟系統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60 台 15,000 900,000 語言教室二 外語系

外語系99-

102學年度

中長期計

劃

025 無硬碟系統主機
Core 2 Quad 2.66GHz以上，4GB Ram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8,000 18,000 語言教室二 外語系

外語系99-

102學年度

中長期計

劃

自籌款

026 交換器

48埠10/100BASE-T, 2埠1000BASE-T

2埠Combo 1000BASE-T/SFP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台 14,300 28,600 語言教室二 外語系

外語系99-

102學年度

中長期計

劃

自籌款

027 Android 行動設備

支援Android作業系統2.1以上版本，配備多點觸控

能、全球定位器、重力感應器及Wi-Fi功能，3吋以上

320x480解析度螢幕， 256MB以上記憶體(內含3套)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24,000 24,000 專題實驗室 電子系 自籌款

028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19吋 LCD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7,927 17,927 電子實驗室 電子系

中長期計

畫第156頁

自籌款

029 LCR錶

1.USB介面2.測試頻率100HZ-200KHZ，測試電壓1

Vrms，250mVrms，50mVrms 3.雙顯示液晶背光螢幕或

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33,770 33,770 感測實驗室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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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Android嵌入式系統實驗帄

台

OMAP3530 processor,256MByte DDR SDRAM,256MByte

NAND Flash,HDMI interface,TFT LCD,SD/MMC port或同

等級產品以上

6 台 13,500 81,000 感測實驗室 電子系 自籌款

031 波形量測儀模組

頻寬:2MHZ,高度感:1mV/DIV,Z軸輸出功能,輸出:0-

30V,0-3A雙組,顯示方式:電壓電流同時顯示或同等級

產品以上

26 組 13,590 353,340 電子實驗室 電子系 自籌款

032 微型投影機
鼎天微型投影機 RPJ-2000 (晶亮黑)（或同等級以上）

+可攜型80吋氣壓式螢幕
1 台 16,200 16,200 專題實驗室 電子系 自籌款

033
XBOX360 kinect體感遊戲

機

XB360 4G標準主機+kinect感應器+電源組或同等級以

上
3 台 11,700 35,100 專題實驗室 電子系 自籌款

034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19吋 LCD

還原卡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39 組 19,457 758,823
軔體技術實驗

室
資工系

資工系中

長期計畫

第7頁

035 Matlab更新
Products for MATLAB & Simulink Student Version

Release 2010a - Windows
1 套 54,000 54,000 人機介面實驗室 資工系

資工系中

長期計畫

第8頁

036 電機機械實習設備
含直流.同步及感應電機,電力制動器及多功能電錶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427,500 427,500

電機機械實驗

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

畫第141頁

037
電動機負載特性曲線電腦

量測與繪製實驗裝置

含DAQ介面單元 , 直流及感應電機量測軟體, 量測用

PC,差動放大器,轉換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12,500 112,500
電機機械實驗

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

畫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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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組合式控制模組訊號輸出

顯示器

數位儲存示波器(GDS-1062A)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1 台 19,500 409,500

智慧型控制與

量測實驗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

畫第141頁

039 NI PXI自動化測量系統

5 peripheral slots, 250 MS/s,

2 ch Digitizer with 8 MB/ch,

M series DAQ with driver software,

Noise rejecting connector Block,

Current shunt module,

1A Digital FlexDMM(1.8MS/s Digitzer, 300 V,1A) P1

DMM test probes,

Data processor.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88,700 288,700
電動機控制實

驗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

畫第141頁

040 無電追日系統

270WX2

自動追日機構

太陽能控制器

配電箱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96,000 196,000
電能監控實驗

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

畫第141頁

041 生理量測通訊監控帄台

16通道主機

通用式的生理訊號放大器模組

心電圖 Wilson 網路模組

侵入式血壓放大器模組

血壓臂帶放大器模組

生理聲音放大器模組

光容積放大模組

呼吸率放大器模組

呼吸的肺容積放大器模組

肺流量放大器模組

皮膚阻抗放大器模組

皮膚溫度放大器模組

資料擷取與細分析模組

網路訊號監控發展模組

無線行動訊號監控發展模組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624,793 624,793
遠端監控實驗

室
電通系

中長期計

畫第174、

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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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3D導覽720度影片製作帄

台

Canon 550D+18-135mm鏡頭

 Sigama 8mm/F3.5 魚眼鏡頭

MANFROTTO 303SPH 3D雲台模組

全碳三腳架

背包、記憶卡、電池等附件

導覽製作環境軟體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62,000 162,000
空間資訊多媒

體研究室
電通系

中長期計

畫第174、

182頁

043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19吋 LCD

還原卡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組 19,457 97,285 PLC實驗室 機電系

基礎教學

設備更新

自籌款

044 軟體廣播系統
鋐源電腦管理系統或同等級軟體廣播系統

(軟體廣播系統)
1 組 40,500 40,500

CAD/ACM實驗

室
機電系

基礎教學

設備更新

045 AIP 2010 教育版

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0  3D電腦輔助機構設

計與  AutoCad 2010 2D電腦輔助設計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4 套 45,000 180,000
CAD/ACM實驗

室
機電系

中長期計

畫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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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雷射印表機

可用標準A5/A4/A3/B4/Letter紙張，A4 紙張列印速度

每分鐘31(含)以上

輸出解析度1200dpi(含)以上，並提供雙面列印器

內建記憶體64MB(含)以上，可擴充至512MB(含)以上

提供雙向帄行埠(IEEE 1284 ECP 相容)或USB 萬用序

列埠，並附專用電纜線

相容PostScript Level II(含)以上及PCL5(含)以上印表機

控制語言

內建10/100Base-TX網路列印功能，並提供10/100Base-

TX網路卡

提供Windows XP/ 7 /Server2008作業系統中文版列印驅

動程式

支援Linux作業系統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40,298 40,298 氣液壓實驗室 機電系
基礎教學

設備更新

047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組 13,337 66,685 氣液壓實驗室 機電系

基礎教學

設備更新

自籌款

048 汽車教學訓練系統
D3000系列：汽車教學訓練帄台，汽車電子訓練系統

，汽車儀表顯示系統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369,000 369,000 PLC實驗室 機電系

配合未來

育成中心

電動載具

發展及車

輛學程規

劃

049 數位信號處理器
C6713 DSK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3,950 13,950

控制工程實驗

室
機電系

教學需要

自籌款

050 影像處理模組
DM6437 EVM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9,350 19,350

控制工程實驗

室
機電系

教學需要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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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機器人教學模組 9797模組(含感測器及8648模組) 5 台 13,500 67,500
機器人教學中

心
 機電系

中長期計

畫第107頁

自籌款

052
電腦化汽車感測量測實驗

裝置

Sensor and Instrumentation System (SIS)系列  包含 應變

規實驗 直線及旋轉電位計實驗 光學反射器實驗…等

12項實驗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360,000 360,000 PLC實驗室 機電系

配合未來

育成中心

電動載具

發展及車

輛學程規

劃

053 超純水製造系統

1. 前段自來水預過濾系統

2. 一般純水製造系統

3. 超純水(電阻>18.2M)製造系統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306,000 306,000
儀器分析實驗

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

畫第117頁

054 分光光度計

波長範圍：340~950nm

電源：110Vand220V,50/60HZ

波長精度：±2.5nm near 525nm

光譜細寬：20nm

測試範圍：1~100T%，0~1.95A，0~1999C。

測試精度：±2%T

光學飄移：1.0%T/hour

迷失光：＜0.5%T

數字顯示可顯示波長、吸收度、穿透度、溫度、

Factor

含比色管1盒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8 台 50,400 403,200
儀器分析實驗

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

畫第117頁

055 全自動機械攪拌式發酵槽

20L,作業容量 65~75%   罐體材質 SUS316L / SUS304   攪

拌方式 帄葉/斜葉/彎葉/軸向流槳葉  ,滅菌方式 在位滅

菌 SIP (Sterilized In Place)   控制方式 DCS 控制系統，

採用集成控制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252,000 252,000
單元操作實驗

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

畫第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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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氫離子濃度計

測量範圍：PH：-2.00~+16.00,mv：-

1999~+1999,Temp：-10~110℃

校正：二點校正

精確度：PH：±0.01PH，mv：±0.05，溫度：±0.2℃

含電極和緩衝溶液及溫度補償；AC Adaptor；ORP電

極；電極架：緩衝溶液(PH10,4,7)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6 台 20,700 124,200
儀器分析實驗

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

畫第117頁

057
恆溫直立式高壓蒸氣滅菌

鍋

溫度＞120℃ ，壓力: 4kg/cm2，直立式，直徑35cm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90,000 90,000

應用微生物實

驗室
化材系

中長期計

畫第117頁

058 太陽能及燃料電池測試組

太陽能板(單晶) *1片

太陽能板 (薄膜可折疊式) *1片

充放電控制器

電池組

顯示單元

負載組

附件

致冷晶片 *1片

發電晶片 (一) *2片

發電晶片 (二) *1片

附.直接甲醇燃料電池教具*1台

(氫氣燃料車)*1台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64,700 164,700
化工與材料技

術實驗室
化材系 重點計畫

059
傅立葉轉換式紅外線光譜

儀

1.range:7800-350cm-1

2.解析度:0.9cm-1

3.S/N ratio:22000:1

4.密閉式干涉儀,偵檢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687,700 687,700

玻璃中心材料

分析用,儀器分

析實驗課程及

專題製作使用

化材系
玻璃中心

重點計畫

060 桌上型液劑充填機

1. 主馬力: 1/2HP 減速馬達附變頻器

2. 充填速度: 10~20 瓶 / min

3. 充填範圍: 30c.c ~ 150c.c

4. 所需空壓: 4~5kg/cm2 空壓量: 100L / min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08,000 108,000

化妝品檢測實

驗及專題製作

用,微生物實驗

室

化材系

化妝品研

發重點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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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桌上型乳劑充填機

1. 主馬力: 1/2HP 減速馬達附變頻器

2. 充填速度: 10~15 瓶 / min

3. 所需空壓: 4~5kg/cm2 空壓機與過濾系統共用.

4. 空壓量: 100L / min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108,000 108,000

化妝品檢測實

驗及專題製作

用,微生物實驗

室

化材系

化妝品研

發重點計

畫

062 黏度計

1. 測試範圍:15~2000000cps

2. 轉速:03~100rpm

3. 馬達扭力值:673.7dyne-cms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81,000 81,000

化妝品檢測實

驗及專題製作

用,微生物實驗

室

化材系

化妝品研

發重點計

畫

063 桌上型滅菌器

1. 消毒溫度：121℃

2. 消毒壓力：1.2kgs-cm2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63,000 63,000

化妝品檢測實

驗及專題製作

用,微生物實驗

室

化材系

化妝品研

發重點計

畫

064

生產排程規劃系統+SFT廠

區生產追蹤模組+TRC產

品回溯模組+一台server

人數：Concurrent 60U，Workflow ERPII 生產排程規

劃系統CP-產能規劃模組，包含：基礎資料管理、在

製品追蹤、製令管理、製程變更、資料收集、線上派

工、設備管理、報表/線上查詢、電子看板、使用者

介面與管理、語系字彙管理、ERP整合。

1 套 717,610 717,610
經營管理實驗

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7-128頁

065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還原卡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9 台 14,867 133,803
企業電子化實

驗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8-129頁

自籌款

066 微型投影機
鼎天微型投影機 RPJ-2000 (晶亮黑)（或同等級以上）

+可攜型80吋氣壓式螢幕
1 台 16,200 16,200

作業與品質管

理實驗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7頁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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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印表機

A4, 4800dpi, 黑白22ppm, 彩色18ppm, 32 MB記憶體,

每月列印量週期可達到 500 頁的輸出量, 高速USB, 50

頁紙張送稿機, 含彩色墨水匣及黑色墨水匣雙包裝

1 台 11,086 11,086
作業與品質管

理實驗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7頁

自籌款

068 UHF雙頻無線麥克風組

使用頻率為低干擾的UHF雙頻段，可接收距離遠、無

死角，，主機採用分集接受技術避免其他訊號及雜音

干擾，並具備液晶顯示幕，及雙天線接收。含麥克

風。

1 套 10,800 10,800
作業與品質管

理實驗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8頁

自籌款

069 投影機

720P解析度，亮度/色彩亮度2500流明，附SONY 藍

光DVD播放機(BDP-S370)、Epson 80吋16:9巧攜型布

幕、3M HDMI訊號線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33,000 33,000
企業電子化實

驗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8-129頁

070 筆記型電腦

內建Windows7專業版作業系統

Intel Core 2 Duo Mobile 2.2GHz(含)以上

2GB (2GB*1 2 slot)DDR SDRAM(含)以上

內建DVD Dual Double Layer 燒錄光碟機

內建250G(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HDMI ver 1.3 並支援1920x1080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802.11 a/b/g/n 、藍芽、ExpressCard slot

內建網路攝影機、讀卡機

內建散熱裝置(含風扇或散熱器)

快取(cache)記憶體2MB(含)以上

800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3 台 26,866 80,598
企業電子化實

驗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7-128頁

071
模擬經營教學系統－模擬

企業經營(2010版BOSS)

使用人數限制(Concurrent)：50 人，包含一般性功

能、管理功能、教學分析功能、學習者功能
1 套 88,000 88,000

經營管理實驗

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7-129頁

072 網路雷射複合機

彩色雷射、影印/列印/掃瞄 帄台式多功能複合機、內

建網路、真實列印解析度高達1200x1200 dpi、內建

128MB緩衝記憶體,最高列印速度20ppm、首頁列印最

快13秒、紙匣容量高達250張、雙面列印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台 16,189 32,378
企業電子化實

驗室
工管系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128頁

自籌款

第 13 頁，共 18 頁



073
Full HD 高畫質硬碟式數

位攝影機

240GB硬碟

10倍三向式光學防手震

2倍高感光Exmor R CMOS 感光元件

10倍光學變焦

3.5"極細緻92萬畫素LCD液晶寬螢幕

內建廣角鏡頭

智慧自動辨識iAuto與Quick AF

運動記錄模式Golf Shot

檔案直接複製與多功能影音轉路器

相容於Memory Stick 與SD/SDHC記憶卡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55,900 55,900 視聽教室4
通識教育

中心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61-62頁

074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19吋 LCD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組 17,927 35,854 視聽教室4
通識教育

中心

中長程發

展計畫第

61-62頁

自籌款

075 氫離子濃度計

測量範圍：PH：-2.00~+16.00,mv：-

1999~+1999,Temp：-10~110℃

校正：二點校正(SP701)

精確度：PH：±0.01PH，mv：±0.05，溫度：±0.2℃

含電極和緩衝溶液及溫度補償；AC Adaptor；ORP電

極；電極架：緩衝溶液(PH10,4,7)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4 台 23,000 92,000 化學實驗室
通識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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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2 Duo 2.93GHz(含)以上

2GB (2GB*1)DDR SDRAM(含)以上，可擴充至4GB

內建DVD Super Multi 燒錄光碟機

內建500G 7200RPM(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快取(cache)記憶體3MB(含)以上

1066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支援PCI Express 16倍高速繪圖晶片(含)以上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3 組 13,337 40,011
視聽室,體適能

檢測室,健身房
體教中心

100-101年

教學卓越

計劃之子

計劃五--體

適能紮根

計劃

自籌款

077 筆記型電腦

內建Windows7專業版作業系統

Intel Core 2 Duo Mobile 2.2GHz(含)以上

2GB (2GB*1 2 slot)DDR SDRAM(含)以上

內建DVD Dual Double Layer 燒錄光碟機

內建250G(含)以上 SATA硬碟

內建HDMI ver 1.3 並支援1920x1080

內建10/100/1000 Mbps (含)以上Ethernet 網路介面

內建802.11 a/b/g/n 、藍芽、ExpressCard slot

內建網路攝影機、讀卡機

內建散熱裝置(含風扇或散熱器)

快取(cache)記憶體2MB(含)以上

800MHz(含)以上FSB(Front Side Bus)外頻時脈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6,866 26,866 體適能檢測室 體教中心

99年體適

能發展計

劃用

078 3inl三分鐘登階測試儀
HEM-1000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組 14,850 29,700 體適能檢測室 體教中心

100-101年

教學卓越

計劃之子

計劃五--體

適能紮根

計劃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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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健身程式心率錶

olar OwnCode®(5kHz.) – 密碼心率傳輸 ,Polar 運動心

率區,基於心率的目標區圖像或響鬧提示

心率-bpm/%,最高心率(基於Polar有氧健康測試)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5 組 10,000 50,000 器材室 體教中心

100-101年

教學卓越

計劃之子

計劃五--體

適能紮根

計劃

自籌款

080 多功能數位講桌

個人電腦

19”LCD螢幕

還原卡

DVD播放器

防盜型投影機吊掛架

隔離訊號線材五金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2 組 88,200 1,058,400 課務組 教務處

081 數位教材建置系統

個人電腦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雙核心2.8G

2GM記憶體

500G硬碟

DVD燒錄器

22吋LCD 液晶顯示器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影像介面擷取卡

WEBCAM

音效介面

6 組 43,500 261,0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082 掃描與雷射列印設備
A4 Size 600*600pi 黑白雷射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組 14,000 28,0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083 高速集線器
24埠10/100BASE-T+2埠Combo 1000BASE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0,500 10,5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自籌款

084 單槍液晶投影機 3000流明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41,000 41,0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085 DVD影音光碟錄影機
DVD±R/RW 「雙規格」錄影,160GB 硬碟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2,000 12,0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自籌款

086 數位教材分享視訊軟體
PowerCam 簡報暨螢幕錄影軟體授權60套

,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68,000 168,0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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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數位教材儲存系統
NAS高效能2 Bay網路儲存伺服器(含1TB硬碟*2)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7,000 17,0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自籌款

088 音訊接收器
USB接頭音訊接收器(含耳機麥克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6 組 10,500 63,0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自籌款

089
數位教材智慧白板控制系

統

雙核心2.8G(含)以上及22吋LCD 液晶顯示器

,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8,000 18,000

數位教材

建置室

教學發展

中心
自籌款

090 台灣股市即時資料庫

 包括台灣股市之證券、期貨、權證、基金。

 台灣股市之上市/上櫃公司即時報價、

 台灣期貨交易所即時報價、

 台灣權證市場之即時報價

1 組 150,000 150,000
投資決策實驗

室
財金系

中長期計

畫第259-

261頁

091 環物攝影裝置

高階單眼數位相機(含擴充鏡頭、快門線)、高級角架

(具水帄腳及垂直角刻度)、測光表

,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套 40,000 80,000 多媒體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92 攝影承物旋轉帄台 可升降高度器物旋轉盤（大、小各一套） 1 式 40,000 40,000 多媒體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93 後製軟體 Reality Studio2.0標準版或同等級軟體,以上 4 套 25,000 100,000 多媒體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94 數位輸入組

Wacom Bamboo Fun PEN & TOUCH觸控數位板 (內含

Comic Studio Pro繪圖軟體+Comic Studio動漫達人速成

秘笈) 或同等級5單位產品以上

1 式 45,000 45,000 多媒體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095 3D動畫製作軟體 iClone 4.0 及CrazyTalk animator 軟體 1 套 200,000 200,000 多媒體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系內授權

供單間實

驗室使用)

096 多媒體軟體

專業多媒體軟體 Sothink SWF Quicker 碩思閃客之錘 -

下載版  4.5 繁體中文版 (5單位)

,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式 15,000 15,000 多媒體實驗室 資管系

中長期計

畫第206-

209頁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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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氫能電動車
三輪以上含高效率(90%以上)直流無刷馬達,200W以上

燃料電池,儲氫罐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450,000 450,000

電能監控實驗

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

畫第141頁

098 電能轉換示範系統
含綠能資訊整合,LED顯示幕,須具備運用綠能電力進

行互動示教學之功能,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380,000 380,000

電能監控實驗

室
電機系

中長期計

畫第141頁

099 3D攝影相機
FUJI  FinePix REAL 3D W3 (含備份電池1顆, 相機腳架

及32GB SDHC卡),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2 組 23,000 46,000

3D景觀模擬教

學拍攝
觀光系

100
1/5,000像片基本圖(新竹

縣)

1/5,000像片基本圖最新版(新竹縣170幅)_農林航空測

量所
1 套 51,000 51,000

3D景觀視覺與

景區規劃教學

運用

觀光系

101
1/5,000數位影像地圖(新竹

芎林)

1/5,000數位影像地圖最新版(新竹縣芎林鄉12幅)_農林

航空測量所
1 套 14,541 14,541

3D景觀視覺與

校景視覺教學

運用

觀光系 自籌款

102 CNC立體模型雕刻機

雕刻範圍(mm):700 × 900 × 80

帄台尺寸(mm):800 × 1180

分 辨 率:0.025mm

重複定位精度:≦0.05mm

傳輸介面:USB

記 憶 體: 1G

,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套 180,000 180,000
3D景觀與地形

模型教學製作
觀光系

16,513,086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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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1 CDP連續式備份備援系統

非同步鏡射及定時資料複製功能 by iSCSI; CPU

Intel Quad Core Xeon 54xx * 1 顆;  4GB DDR ECC

SDRAM或同等級品以上

1 套 400,000 400,000

檔案/資料庫/作

業系統的持續

備份與瞬間回

復

圖書館

400,000合   計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數量

(含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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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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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 4,600 600 2,760,000
圖書館各

樓層
圖書館 中文圖書

002-00 V 冊 800 3,175 2,540,000 圖書館4F 圖書館 西文圖書

003-00 V 套 75 10,000 750,000 視聽中心 圖書館

CD/VCD/D

VD

自籌款

6,050,000合    計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數量 預估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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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1 硬碟式數位攝影機

240GB 硬碟(含以上)

內建廣角鏡頭（鏡頭直徑37mm）最高靜態影像

解析度（相片模式）  1200 萬像素（4000 x 3000,

4:3）

臉部偵測／微笑快門  有／有  影像防震功能  光

學防手震 LCD 液晶螢幕  3.5”（廣角 16:9）極

細緻 LCD 液晶螢幕、921.K 像素、觸控板、附

原廠電池及閃光攝影燈(含同等級以上)

1 組 50,000 50,000
社團活動及攝

影紀錄用
學務處

002 數位相機

24mm 廣角35 倍光學變焦鏡頭，內建4.5 級防震

光學影像穩定器 (IS) ，1,410 萬像素CCD 影像感

應器

1280 x 720 HD 立體聲高畫質短片拍攝，支援最

高ISO 6400*

0cm 超微距拍攝 ，Face Detect AiAF 臉部追蹤對

焦，具備眨眼提示功能

支援 EOS Speedlite 系列閃燈

新增濾鏡轉接環FA-DC67A

支援最高容量SDXC 記憶卡及鋰電池

內建HDMI-mini 輸出端子方便連接高畫質電視，

含原廠電池及記憶卡(含同等級以上)

3 台 13000 39,000
社團活動攝影

紀錄用
學務處

003 八角球
102*102CM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式 22,000 22,000 啦啦隊社 學務處

004 落地墊 2公尺*3公尺、40公分厚(含同等級以上) 1 式 34,000 34,000 啦啦隊社 學務處

005 體操墊
1.82公尺*4.6公尺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式 24,000 24,000 啦啦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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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量

(含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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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AED訓練機

需與原AED主機形狀相同，長：29cm、寬：

21cm、高：7cm，全程中文語音指示及燈號提

示、八種不同訓練程式、紅外線遙控器操作、

需在訓練器上標明為"Training Unit"以避免誤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急救社 學務處

007 機器人

機器人實驗室-教育基本組(9797-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Base Set)，積木數431、

智慧型積木(NXT)一個、USB傳輸線一條(100公

分)、含1個光感應器、1個超音波感應器、1個音

源感應器、3個觸控感應器、3個互動式伺服馬

達、3個燈泡、3條轉接線及7條電線，附鋰電池

及充電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4 組 13,500 54,000 機器人研究社 學務處

008 組合式舞台

720*480*H75舞台主體、階梯、專用推車、裙布

幕及調整扳手及舞台扣件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50,000 150,000
學生自治會、

社團
學務處

009 無線電對講機

規格符合MIL-STD-810 F 國際標準。IP 54 結構

設計，防塵埃、防雨淋，使用具保障性。含鋰

電池*2、發話器及耳機組 ，頻率 VHF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0 組 12,000 120,000
學生自治會、

社團
學務處

010 攜帶型擴音機

6吋全音域喇叭，最大輸出功率50W。無線麥克

風系統頻道選擇：單/雙頻道選擇。(天線為內建

式)具CD/USB播放功能及手握有線麥克風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2,000 12,000
學生自治會、

社團
學務處

011 戶外音響組

混音機PHONIC MM2005、後級擴大器PHONIC

2500PLUS、15"主喇叭 HP AUDIO RS15II、喇叭

帆布套、喇叭立架、30米喇叭線、三開式機櫃

(下12u上2U附輪子全高約80公分)、樂器收音麥

克風SHURE57、麥克風立架含斜桿、手握麥克

風SHURE SM58、麥克風線10米、超高頻無線麥

克風JTS US882D PRO(雙手握)

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50,000 150,000
學生自治會、

社團
學務處

012 小彈簧床 網面70*70CM、彈簧40(含同等級以上) 1 式 22,000 22,000 啦啦隊社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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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冰融

訓練設備
南方松或同等級產品以上(4cx14cm、9cmx14cm) 1 組 72,000 72,000 羅浮群 學務處 自籌款

014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交託

訓練設備

南方松定施工(4cmx14cm)、骨架(100x100x3T)或

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9,800 19,800 羅浮群 學務處 自籌款

015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堅持

訓練設備
南方松、方管(100x100x3T)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25,000 25,000 羅浮群 學務處 自籌款

016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信任

一訓練設備
柱子(100x100x3T)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25,000 25,000 羅浮群 學務處 自籌款

017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信任

二訓練設備
骨架(100x100x4T)或同等級產品以上 1 組 12,000 12,000 羅浮群 學務處 自籌款

858,8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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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預期成效-附表四 

項次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預              期              效              果 

001 
市場產品行銷分析與經

營管理競賽軟體 
e 行銷商城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40 人次 

2. 每學年進行 2 次證照考試，每試 4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即策即評考照中心簽署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02 個人電腦 學生專題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26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專題寫作能力。 

2. 協助專題製作資料分析。 

2. 完成專題製作。 

003 投影機 證照模考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證照輔導與證照模擬考式 10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學習與考照能力。 

2.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04 電動螢幕 證照模考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證照輔導與證照模擬考式 10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學習與考照能力。 

2.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05 軟體廣播系統 證照模考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證照輔導與證照模擬考式 10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學習與考照能力。 

2.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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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預期成效-附表四 

項次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預              期              效              果 

006 互動式電子白板 投資決策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200 人次。 

2. 每周教學輔導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投資決策與學習能力。 

2. 協助學生學習資料分析。 

007 網路金融模考資料庫 證照模考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遠端學習 200 人次。 

2. 每周證照輔導與證照模擬考式 10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學習與考照能力。 

2. 可提供學生線上模擬練習。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08 多功能數位講桌 學生專題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26 人次。 

質化 

1. 提昇專題教學與學生專題寫作能力。 

2. 協助學生專題成果發表練習。 

3. 協助學生完成專題成果發表。 

009 
語音傳輸及數位錄放擴

音室內教學系統 
風險控管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教學輔導 3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風險控管專業知識與學習能力。 

2. 協助學生學習風險控管的資料分析。 

010 教學數位教材-1 財金教材資料中心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借閱學習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對全球經濟學習興趣。 

2. 提昇學生自我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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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教學數位教材-2 財金教材資料中心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借閱學習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對世界金融市場學習興趣。 

2. 提昇學生自我學習能力。 

012 
Web Trade 貿易平台─環

貿通 
證照檢定諮詢中心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2. 每周輔導 2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學習與考照能力。 

2. 可提供學生線上模擬練習。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13 
貿易便捷化暨電子通關

自動化報關系統 
商務服務實務教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2. 每周輔導 2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學習與考照能力。 

2. 可提供學生線上模擬練習。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14 
企業家精神與潛能開發

系統 
證照檢定諮詢中心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證照輔導與證照模擬考式 100 人次。 

質化 訓練學生實驗操作，以強化未來的就業職能。 

015 RFID 會展服務系統 證照檢定諮詢中心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200 人次。 

2. 每周會展展覽模擬 30 人次。 

質化 強化學生會展實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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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筆記型電腦 證照檢定諮詢中心 
量化 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質化 提昇教學成效，提升同學學習滿意度。 

017 網路監控系統 企業網路實驗室 

量化 每周教學使用 1600 人次。 

質化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018 
Creative Suite 5 Production 

Premium 
多媒體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19 專業繪圖及輸出組 多媒體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20 CRM 軟體 企業資源規劃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200 人次。 

2. 每學期進行 1 次證照考試，每試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21 
VMware vSphere 4 

Essentials Plus 
智慧決策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第 5 頁，共 23 頁 

100 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預期成效-附表四 

項次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預              期              效              果 

022 Android 行動設備 智慧決策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23 伺服器機櫃 智慧決策實驗室 
量化 每周教學使用 800 人次。 

質化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024 個人電腦 外語語言教室二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2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3. 每學年進行 2 次證照考試，每試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25 無硬碟系統主機 外語語言教室二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2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3. 每學年進行 2 次證照考試，每試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26 交換器 外語語言教室二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2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3. 每學年進行 2 次證照考試，每試 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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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27 Android 行動設備 專題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教學使用 80 人次。 

2.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習多媒體學習相關能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28 個人電腦 電子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2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學習能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29 LCR 錶 感測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5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感測與轉換教學與實習能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30 
Android 嵌入式系統實驗

平台 
感測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5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感測與轉換教學與實習能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31 波形量測儀模組 電子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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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 
1. 提昇學生感測與轉換教學與實習能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32 微型投影機 專題實驗室 
量化 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質化 融入教學課程中，提升教學成效。 

033 
XBOX360 kinect 體感遊戲

機 
專題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2.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習多媒體相關能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34 個人電腦 軔體技術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2.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習多媒體相關能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35 Matlab 更新 人機介面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教學使用 120 人次。 

2.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習多媒體相關能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036 電機機械實習設備 電機機械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3 人次。 

質化 

1. 訓練學生了解基本電機機械的原理。 

2. 培養學生對電機機械實作的能力。 

3.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4. 完成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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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電動機負載特性曲線電

腦量測與繪製實驗裝置 
電機機械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3 人次。 

質化 

1.訓練學生擷取資料之技巧，使學生具備控制的基本技能。 

2.培養學生對介面與轉換的學理知識，奠定信號處理之技能。 

3.訓練學生實驗操作、維護與分析的能力。 

4.建立了交、直流電動機負載特性之電腦量測系統及技術。 

038 
組合式控制模組訊號輸

出顯示器 
智慧型控制與量測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質化 

1. 訓練學生了解基本控制原理及基本分析能力。 

2. 培養學生對自動控制實作的能力。 

3. 提昇學生專題實作能力。 

039 NI PXI 自動化測量系統 電動機控制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50～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3. 增加電動車競賽獲獎機會 

質化 

1. 提昇學生操作儀器之信心，提升就業競爭力。 

2. 可供教學及研究用途，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3. 可攜至電動車比賽及綠能裝置場所。可增加既有設備之產出效益 

040 無電追日系統 電能監控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強化學生在綠能科技的基本能力。 

2. 了解太陽能電池對追加系統效益上的改善。 

041 生理量測通訊監控平台 遠端監控研究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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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 

1. 以生醫監控網路科技整合為研究目標 

2. 量測個人生理訊息 

3. 結合無線網路及控制模組 

4. 透過網路傳送生理訊息至遠端監控平台 

5.  提昇學生專業學習技能及就業競爭力 

042 
3D 導覽 720 度影片製作

平台 
空間資訊多媒體研究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以空間資訊多媒體應用為研究目標 

2. 拍攝高解析景點影片數張 

3. 透過導覽製作環境製作出 720 度影片 

4. 結合軟體撰寫達成標的動態導覽 

5.  提昇學生專業學習技能及就業競爭力 

043 個人電腦 PLC 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訓練學生實驗操作，以強化未來的就業職能。 

044 軟體廣播系統 CAD/CAM 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訓練學生實際操作 

2.強化證照的考照能力 

3.培育學生未來的繪圖相關就業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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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AIP 2010 教育版 CAD/CAM 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訓練學生實際操作 

2.強化證照的考照能力 

3.培育學生未來的繪圖相關就業職能 

046 雷射印表機 氣液壓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實驗室使用.原有印表機已不堪使用 

047 個人電腦 氣液壓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實驗室使用.原有電腦已有損壞不敷使用 

048 汽車教學訓練系統 PLC 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訓練汽車專班學生實驗操作，以強化未來的就業職能。 

049 數位信號處理器 控制工程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強化學生專題及競賽的機械視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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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影像處理模組 控制工程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強化學生專題及競賽的機械視覺能力 

051 機器人教學模組 機器人教學中心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配合機電工程系中長程發展，提升機器人教學成效。 

052 
電腦化汽車感測量測實

驗裝置 
PLC 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充實感測與量測課程之教學並支援校級綠能中心。 

053 超純水製造系統 儀器分析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30 人次。 

質化 

1.充實基本實驗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升研究服務能量。 

054 分光光度計 儀器分析實驗室 量化 

1.提升學生取得化學乙級證照(目前在校生最高級之證照)率達 80%。 

2.每年承辦全國化學乙級術科測試約 200 人。 

3.辦理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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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 

1.充實基本實驗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升研究服務能量。 

055 
全自動機械攪拌式發酵

槽 
單元操作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8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30 人次。 

質化 

1.有效培養學生數據分析之能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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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訓練學生實驗操作、維護與分析的能力。 

056 氫離子濃度計 儀器分析實驗室 

量化 

1.提升學生取得化學乙級證照(目前在校生最高級之證照)率達 80%。 

2.每年承辦全國化學乙級術科測試約 200 人。 

3.辦理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質化 

1.充實基本實驗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升研究服務能量。 

057 
恆溫直立式高壓蒸氣滅

菌鍋 
應用微生物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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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 

1.有效培養學生數據分析之能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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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訓練學生實驗操作、維護與分析的能力。 

058 
太陽能及燃料電池測試

組 
化工與材料技術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7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20 人次。 

質化 

1.培養綠能產業人才基礎知識。 

2.訓練學生實作能力。 

3.充實實驗室基本設備。 

059 
傅立葉轉換式紅外線光

譜儀 

儀器分析實驗室、玻璃中心材

料檢測服務平台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20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40 人次。 

質化 

1.充實基本實驗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升研究服務能量。 

060 桌上型液劑充填機 微生物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4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10 人次。 

質化 

1.充實基本實驗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升研究服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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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桌上型乳劑充填機 微生物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4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10 人次。 

質化 

1.充實基本實驗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升研究服務能量。 

062 黏度計 微生物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4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20 人次。 

質化 

1.充實基本實驗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升研究服務能量。 

063 桌上型滅菌器 微生物實驗室 

量化 
1.每周提供教學使用 40 人次。 

2.每周提供專題實驗 10 人次。 

質化 

1.充實基本實驗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升研究服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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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生產排程規劃系統+SFT

廠區生產追蹤模組+TRC

產品回溯模組+一台

server 

企業營運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周專題輔導 6 人次。 

3. 每學年進行 1 次證照考試，每試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65 個人電腦 企業電子化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3. 每學年進行 2 次證照考試，每試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3. 落實技職證照制度。 

066 微型投影機 作業與品質管理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學期報告發表 50 組同學。 

質化 

1. 訓練學生口頭表達能力。 

2. 提升專題製作與發表能力。 

3. 提升教學研究成果的可見度。 

067 印表機 作業與品質管理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周列印報告、文宣與文獻 100 頁。 

質化 

1. 行動力佳。 

2. 提升教學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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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UHF 雙頻無線麥克風組 作業與品質管理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學期報告發表 50 組同學。 

質化 

1. 提升實驗室教學品質。 

2. 提升專題製作與發表能力。 

069 投影機 企業電子化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學期報告發表 50 組同學。 

質化 

1. 訓練學生口頭表達能力。 

2. 提升專題製作與發表能力。 

3. 提升教學研究成果的可見度。 

070 筆記型電腦 企業電子化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周戶外研究、實驗、分析與模擬 30 小時。 

質化 

1. 戶外紀錄與分析。 

2. 移動性佳。 

3. 提升教學與研究成果。 

071 

模擬經營教學系統－模

擬企業經營(2010 版

BOSS)  

企業營運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周專題輔導 6 人次。 

3. 每學年參加一次 BOSS 競賽，5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完成專題製作。 

3. 提升 BOSS 系統學生參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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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網路雷射複合機 企業電子化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小時。 

2. 每周列印報告、文宣與文獻 100 頁。 

質化 
1. 彩色效果佳。 

2. 提升教學與研究成果。 

073 
 Full HD 高畫質硬碟式

數位攝影機 
視聽教室 4 

量化 
1.每學期 3-4 門優質通識課程、教育部改進計畫課程。 

2.提供系上 1 3 教師數製作數十門課程數位教材。 

質化 

1.建立本校特色通識課程數位教材建製。 

2.開發優質化通識教育數位教材。 

3.舉辦通識教育推廣活動與研討會。 

074 個人電腦 視聽教室 4 

量化 
1 每週教學使用約 500 人次。 

2.提供每週輔導學生課業約 10 人。 

質化 
1.提昇教學品質。 

2.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075 氫離子濃度計 化學實驗室 

量化 

1.每週教學使用 80 人次。 

2.每週專題輔導 30 人次。 

3.每學年進行 1 次證照考試，每次 100 人次 

質化 

1.充實基本設備。  

2.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3.提昇研究服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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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個人電腦 體適能檢測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500 人次。 

2. 每周課後輔導 30 人次。 

質化 
1. 提昇教學課程品質。 

2. 完成體適能提升計劃。 

077 筆記型電腦 體適能檢測室 

量化 
1. 供每學期全校師生檢測體適能，約 5000 人次。 

2. 供課後體適能輔導，監測身體組成，每週約 3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體適能程度。 

2. 落實體適能紮根計劃。 

078 3inl 三分鐘登階測試儀 體適能檢測室 

量化 
1. 供每學期全校師生檢測體適能，約 1000 人次。 

2. 供課後體適能輔導，監測心肺適能，每週約 3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體適能程度。 

2. 落實體適能紮根計劃。 

079 健身程式心率錶 器材室 

量化 1. 供每學期全校師生檢測體適能，約 500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體適能程度。 

2. 落實體適能紮根計劃。 

080 多功能數位講桌 數位教學教室 

量化 每周教學使用 200 人次。   

質化 提昇教學品質。 

081 數位教材建置系統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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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082 掃描與雷射列印設備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1.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083 高速集線器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2.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084 單槍液晶投影機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085 DVD 影音光碟錄影機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086 數位教材分享視訊軟體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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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數位教材儲存系統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088 音訊接收器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089 
數位教材智慧白板控制

系統 
數位教材建置室 

量化 
1.每週教師使用 20 人次。 

2.每學年增加數位教材 100 門（含更新課程內容）。 

質化 
1.提昇教師製作與更新數位教材的意願。 

2.提昇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的品質。 

090 台灣股市即時資料庫 投資決策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100 人次。 

2. 每周教學輔導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證劵分析專業知識與學習能力。 

2. 協助學生學證劵的資料分析。 

091 環物攝影裝置 多媒體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2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20 人次。 

3. 每學年產學計畫 2 件。 

質化 1. 提昇學生多媒體實作能力 

2. 激發學生創意應用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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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攝影承物旋轉平台 

 
多媒體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2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20 人次。 

3. 每學年產學計畫 2 件。 

質化 1. 提昇學生多媒體實作能力 

激發學生創意應用思維 

093 後製軟體 多媒體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20 人次。 

3. 每學年產學計畫 2 件。 

質化 1. 提昇學生多媒體實作能力 

激發學生創意應用思維 

094 數位輸入組 多媒體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3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20 人次。 

3. 每學年產學計畫 2 件。 

質化 1. 提昇學生多媒體實作能力 

2. 激發學生創意應用思維 

095 3D 動畫製作軟體 多媒體實驗室 

量化 1. 每學期專題輔導 20 人次。 

2. 每學年產學計畫 2 件。 

質化 1. 提昇學生動畫實作能力 

2. 激發學生創意應用思維 

096 多媒體軟體 多媒體實驗室 

量化 1. 每學期專題輔導 20 人次。 

2. 每學年產學計畫 2 件。 

質化 1. 提昇學生多媒體實作能力 

2. 激發學生創意應用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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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氫能電動車 電能監控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50～10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3. 增加電動車競賽獲獎機會 

質化 

1. 提昇學生操作儀器之信心，提升就業競爭力。 

2. 可供教學及研究用途，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3. 可攜至電動車比賽及綠能裝置場所。可增加既有設備之產出效益 

098 電能轉換示範系統 電能監控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50 人次。 

2. 每周專題輔導 10 人次。 

質化 
1. 強化學生在綠能科技的基本能力。 

2. 了解太陽能電池對追加系統效益上的改善。 

099 3D 攝影相機 
觀光地理及 3D 景觀模擬實驗

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40 人次 

2. 提供學生專題製作運用 

質化 

1. 提昇學生專業就業競爭力 

2. 協助學生觀光專題製作與成果發表運用 

3. 結合觀光 GIS(地理資訊系統)、導覽解說及生態旅遊教學應用 

100 
1/5,000 像片基本圖(新竹

縣) 

觀光地理及 3D 景觀模擬實驗

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40 人次 

2. 提供學生相關報告研撰及專題製作運用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專業就業競爭力 

2. 協助學生觀光專題製作與成果發表運用 

3. 結合觀光 GIS、導覽解說及生態旅遊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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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5,000 數位影像地圖(新

竹芎林) 

觀光地理及 3D 景觀模擬實驗

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40 人次 

2. 提供學生相關報告研撰及專題製作運用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專業就業競爭力 

2. 協助學生觀光專題製作與成果發表運用 

3. 結合觀光 GIS、導覽解說及生態旅遊教學應用 

102 CNC 立體模型雕刻機 導覽解說實驗室 

量化 
1. 每周教學使用 40 人次 

2. 提供學生相關報告研撰、專題製作及實驗運用 50 人次 

質化 

1. 提昇學生專業就業競爭力 

2. 協助學生 3D 模型製作與專題成果地圖發表運用 

3. 結合觀光 GIS、導覽解說及生態旅遊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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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P 連續式備份備援系統 
檔案/資料庫/作業系統的

持續備份與瞬間回復 

量化 1. 備份圖書館編目系統約 33 萬 7 仟餘

冊/片/卷/種書目資料。 

2. 備份圖書館流通系統約 5,500 位以

上讀者資料及 22,800 筆以上借閱記錄。 

3. 另備份採購/檢索/期刊系統相關書

目資料。 

質化 

1. 回復檔案、資料庫，不須等待資料

回存。 

2. 作業系統或硬碟毀損伺服器恢復運

作。 

3. 讓硬體故障的伺服器恢復運作，不

須備援機。 

4. 異地備援，讓本地端伺服器在遠端

恢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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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圖書 充實館藏，逐年穩定成長館藏量 

量化 1. 依館藏發展政策並視採購經費提升館藏成長量，提供師生學習及研究

資源。 

2. 持續增加中文圖書館藏量，由現有 188,300 冊增加至 19 萬冊以上。 

質化 1.擴充新版及新穎性的館藏資料內容，支援教學及研究。豐富館藏的多樣

性。 

2.提高圖書館使用率。 

2 西文圖書 充實館藏，逐年穩定成長館藏量 

量化 1.依館藏發展政策並視採購經費提升館藏成長量，提供師生學習及研究資

源。 

2.持續增加西文圖書館藏量，由現有 22,454 冊增加至 2 萬 3 仟冊以上。 

質化 1.擴充新版及新穎性的館藏資料內容，支援教學及研究。豐富館藏的多樣

性。 

2.提高圖書館使用率。 

3 CD/VCD/DVD 充實館藏，逐年穩定成長館藏量 

量化 1.依館藏發展政策並視採購經費提升館藏成長量，提供師生學習及研究資

源。 

2.持續增加視聽資料館藏量，由現有 3,235 片增加至 3,300 片以上。 

質化 1.擴充新版及新穎性的館藏資料內容，支援教學及研究。 

2.豐富館藏的多樣性。 

3.提高圖書館使用率。 

 



100 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預期成效-附表七 

項次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001 硬碟式數位攝影機 
演藝社團、學生

自治會 

量化 

1.每學期作為活動、研習及志願服務使用 300 人次(含以上)。 

2.作為輔導社團、系學會技術教學使用 120 人次。 

質化 推展學生社團活動及攝影紀錄用，以提昇校園活力。 

002 數位相機 
學生自治會、社

團 

量化 
1.每學期作為活動、研習及志願服務使用 150 人次(含以上)。 

2.作為輔導社團、系學會技術教學使用 120 人次。 

質化 推展學生社團活動及攝影紀錄用，以提昇校園活力。 

003 八角球 啦啦隊社 

量化 
1.作為啦啦隊社練習使用 1000 人/次。 

2.作為啦啦隊社團專業能力提升，技術教學使用 60 人次。 

質化 啦啦隊社彈跳訓練使用，強化社團專業能力。 

004 落地墊 啦啦隊社 

量化 
1.作為啦啦隊社練習使用 1000 人/次。 

2.作為啦啦隊社團專業能力提升，技術教學使用 60 人次。 

質化 啦啦隊社彈跳訓練使用，強化社團專業能力。 

005 體操墊 啦啦隊社 

量化 

1.作為啦啦隊社練習使用 1000 人/次。 

2.作為啦啦隊社團專業能力提升，技術教學使用 60 人次。 

質化 啦啦隊社彈跳訓練使用，強化社團專業能力。 



100 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預期成效-附表七 

項次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006 AED 訓練機 急救社 

量化 

1.作為機器人研習社研習教學使用 200 人次(含以上)。 

2.作為輔導社團、系學會技術教學使用 100 人次。 

3.作為校外中小學校社團及社區服務服務教學 150 人次。 

質化 急救社練習體外心臟電擊訓練練習，以強化社團專業能力。 

007 機器人 機器人研究社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15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機器人研習社訓練組裝用，以強化社團專業能力。 

008 組合式舞台 
學生自治會、社

團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15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表演用，以提昇校園活力。 

009 無線電對講機 
學生自治會、社

團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5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表演用，以提昇校園活力。 

010 攜帶型擴音機 
學生自治會、社

團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8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表演用，以提昇校園活力。 

011 戶外音響組 
學生自治會、社

團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15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表演用，以提昇校園活力。 



100 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預期成效-附表七 

項次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012 小彈簧床 啦啦隊社 

量化 
1.每學期作為活動、研習及志願服務使用 1000 人次(含以上)。 

2.作為輔導社團、系學會技術教學使用 60 人次。 

質化 推展學生社團活動及攝影紀錄用，以提昇校園活力。 

013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

-冰融訓練設備 
羅浮群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15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團隊智能訓練使用，以提昇校園組織力。 

014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

-交託訓練設備 
羅浮群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6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團隊智能訓練使用，以提昇校園組織力。 

015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

-堅持訓練設備 
羅浮群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6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團隊智能訓練使用，以提昇校園組織力。 

016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

-信任一訓練設備 
羅浮群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6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團隊智能訓練使用，以提昇校園組織力。 

017 
領導智能教育訓練設備

-信任二訓練設備 
羅浮群 

量化 每學期作為活動辦理使用 600 人次(含以上)。 

質化 學生自治會及社團活動團隊智能訓練使用，以提昇校園組織力。 

 



 

 

100 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預期成效- 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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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增訂「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補助

教師進行專業實務研究，以有效提升

教師專業實務研究能力。 

2、落實各項獎補助，以提高教師之教學

及研究品質。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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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行政人員進修(含學位進

修)以提昇專業職能。 

提昇行政人員之專業職能及服務品質。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 

1、舉辦社團幹部研習活動。 

2、舉辦自治性社團、系學會社團

全校性活動。 

3、社區服務關懷活動、帶動中小

學社團服務活動。 

4、聘請校外專業老師，指導社團

專業技能。 

5、參加社團全國評鑑觀摩研習。 

1、藉由社團幹部研習以充實社團活動。 

2、擧辦自治性社團的全校性活動，提供

全校師生多元化的活動參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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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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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藉由社團幹部參加全國社團評鑑觀摩

研習，培養社團傳承及管理能力。 

四、其他 1、 訂購電資、工程、商管學群需

求的電子資料庫。 

2、 延聘具實務經驗之優良教師。 

1、更迅速及時提供師生最新穎性等資料

訊息，支援教學研究期刊文獻。 

2、滿足各學群基本及核心電子資源的需

求，提供師生更有效地取得專業資訊。 

3、提昇校系專業實務教學及研究品質。 

 



大華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核配辦法示意圖  

獎補助經費(A）  學校自籌款(J) 

獎補助經費+學校自籌款 
(B=A+15%A) 

經常門 
（D=B*30%） 

資本門 
（E=B*70%） 

1.各單位簡報重點發展與中
長程發展計畫 
2.政策小組審議並排定優先
順序後提請校長擇優核配  

教學圗儀 
設備 

（F=E*22%） 

教學單位 
基本補助 

（G=E*18%） 

教學單位 
績效 

（H=E*40%） 

重點發展 
計畫 

（I=E*20%）  

中長程發展 
計畫 

(K=J*50%) 

基本補助 
（L=J*25%） 

加權補助 
（M=J*25%） 

經專責小組會議審議討論分配 



分配流程：  
ㄧ、資本門(E) 

提交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規格表與預期成效）  

需求單位依據專責小組會議
決議修正後再提交審查 

 

各單位提報年度儀器設備經費申
請表（依據：研發會議決議） 

 

研發處彙整後 

召開研發會議排列優先序 

 

報部核備 

NO 

OK 



二、重點發展計劃(I)與中長程發展計畫(K) 

各單位簡報由政策小組
會議審查 

研發處計算年度重點發展計劃(I)
與中長程發展計畫(K)總經費 

 

重點發展計劃報部
核備並執行預算 

各單位提報計畫與需求（
規格書）擲交研發處彙整 

 

經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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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技術學院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核配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1 日專責小組會議公佈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17 日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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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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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教育部核定補助及獎助本校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經費及學校自籌款。 

第三條 教學單位是指本校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教育中心。 

第四條 本校資本門經費預算之分配與核算標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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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資本

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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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達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二；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學校購置上開

教學儀器設備後，應加強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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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點發展計畫配額：（佔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二十） 

(一) 各單位於每年十月一日配合教育部計畫型獎助項目計畫、本校重點發展項目

及本校中長程發展規劃項目，由校級研究中心統籌，並經由研究發展處匯

整。 

(二) 各單位於本校政策小組會議中簡報後，由本校政策小組審議並排定優先順

序，提請校長擇優核配。優先順序之排定與經費之核定辦法另訂之。 

三、教學單位基本補助配額：（佔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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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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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成果核配： 

(一) 教育評鑑成績（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四十八）： 

最近一次各系接受教育評鑑（含追蹤或專案評鑑）成績。成績一等者以五分

計、成績二等者以二分計、成績三等（含）以下不給分，新設及未評鑑之系

科以二分計，以該系占全校之比率核配。 

(二) 技職教育特色（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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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英語與技能檢定證照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二十)：  

(1)學生英語檢定通過率(占學生英語與技能證照成效百分之三十)： 

通過人數占全校在籍學生總人數之比率。 

(2)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比率(占學生英語與技能證照成效百分之七十)： 

通過技能檢定證照人數除以全校在籍學生總人數之比率。技能檢定證照

不含英語檢定。 

2.學生參與競賽得獎件數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五）：國內競賽得獎

一分，國際(外)競賽得獎二分。依各系得分比率核配。 

3.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時數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五)：頇正式簽約。依

各系學生參與專業實習總時數除以全系學生總人數之比率占全校該項比

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4.就業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五)：以各系前一學年度「大專院校畢業生

流向調查」之日間部畢業生實際就業人數除以前一學年度日間部畢業生人

數（扣除其中繼續升學與服役中之學生人數），再依各系就業比率占全校

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5.產學合作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三十五)：頇正式簽約，其簽約經費

應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且應納入學校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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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 

6.國際化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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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 

7.產業專班培育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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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 

(三) 改善師資成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十二）： 

1.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已取得博士學位人數（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二十）：

應與學校完成正式在職進修簽約。 

2.合格專任教師進修研習件數（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五）：專任教師進

修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或參加校內、外機構研習單一課程累積時數達十

六小時以上且進修研習內容頇與教師所屬科系或授課專業相關之件數。 

3.合格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件數（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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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 

4.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五）：專任教師具二年以

上業界工作實務經驗或專任教師持有乙級以上之技術士證照（參照私立技

專校院實務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人數。 

5.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五）：頇與公民營企業、

事業單位完成簽約，教師在校外兼職應為期一個月以上之職務，業界給予

學校之回饋金應達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並納入合作學校帳戶。依各系教師

至業界服務之總回饋金除以全校教師至業界服務之總回饋金之比率核配。 

6.產學合作教學(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五)：業界教師及專任教師授課時

數應各占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不含政府機關補助之相關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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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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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體育相關績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五) 

第五條 各子項之經費分配以教育部之補助款核配金額為上限。所有子項剩餘之核配款併入學

生加權子項。 

第六條 院級單位因中長程發展規劃所需，得統籌規劃所屬教學單位於第四條第三款與第四款

之資本門經費預算。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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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大華技術學院中長程發展經費資本門核配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1 日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並鼓勵各單位有效運用教育部核定補助及獎助本校整體發

展經費資本門之重點發展計畫項目(以下簡稱教育部補助款)與學校自籌款之資本

門，以達到學校發展經費運用之最大效益，訂定大華技術學院學校整體發展計畫經

費核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指本校各學群、系、所與中心。 

第三條  運用方式： 

(一) 基本補助（學校自籌款百分之二十五） 

  經費平均分配於全校各教學單位。 

(二) 加權補助（學校自籌款百分之二十五） 

  1. 各系科的權值分配款（M），依據各系科學生班級數（P）、每班平均學

生人數比率（R）、各系科日間部與進修部工商類科平均學雜費（S）。 

  2. 工程類、管理類、商學類、語文類之配分比例(U)為：工程類：管理類：

商學類：語文類= 1：0.5：0.5：0.5。 

  3. 計算出各系科本年度權值分配款的權值數(W)。 

平均學雜費比(T) = R × S 

加權班級數(V) = P × T × U 

權值數(W) = V ÷ Σ V 

  4. 各系科權值分配款的計算公式： 

加權補助（M）＝ 學校自籌款 × 25％ × 各系科權值數(W)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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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自籌款支應。 

(三)  中長程整體發展計畫（學校自籌款百分之五十與教育部補助款） 

1. 各單位於每年十月一日配合教育部計畫型獎助項目計畫、本校重點發展

項目及本校中長程發展規劃項目，由研究發展處匯整。 

2. 各單位於本校政策小組會議中簡報後，由本校政策小組審議並排定優先

順序，提請校長擇優核配。優先順序之排定與經費之核定辦法另訂之。 

第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項，悉依本校政策小組會議之決議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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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第一條 目標： 

為求公開有效運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及配合教學之實際需要，期能

妥善經費規劃，並嚴謹各項相關作業，以提升資本門暨經常門各項經

費支用之最大效益，特訂定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小組、本要點）。 

 

第二條 組織成員： 

      一、主任委員：校長 

       當然委員：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圖資長、進修部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

各學群長。 

二、教師代表：由各系、通識教育中心、體育教育中心各推選一位教

師代表擔任，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三、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委員推選代表代理。 

     四、本小組委員不得同時兼任經費稽核委員。 

 

第三條 各級主管得依會議需要列席及報告。 

 

第四條 工作職掌： 

一、資本門部份 

（一）、本小組審查「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須依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及學校財務狀況，並參酌學生班級數、學

生反應、現有設備堪用狀況、場地空間等，審定獎補助經費規

劃、支用、變更、核銷等案。 

（二）、配合本校教學實際需要並充分有效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審查

報部項目、規格、數量、價格、及細項變更審定。 

      （三）、檢討各單位上學年度所採購之儀器設備運用成效及維護現況。 

二、經常門部份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之規劃分配及支用作業

審核。     

90 年 5 月 14 日公佈 

91 年 12 月 19 日修訂 

92 年 6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訂 

93 年 2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訂 

95 年 1 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訂 

97 年 10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 

99 年 7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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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小組每年定期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小組會議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決議事項須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方得決議。 
 
第七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大華技術學院 98學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備    考 

秘書室 主任秘書 杜鳳棋  

教務處 主任 劉玉山  

學務處 主任 張慧文  

總務處 主任 何信賢  

進修部 主任 何世偉  

研發處 研發長 謝振中  

人事室 主任 李少白  

會計室 主任 柯雪瓊  

圖資中心 主任 徐元佑  

自工系 教師 林三才 未兼任行政主管 

化材系 教師 陳永芳 未兼任行政主管 

電機系 教師 謝劍書 未兼任行政主管 

電子系 教師 李金川 未兼任行政主管 

工管系 教師 簡坤杰 未兼任行政主管 

資管系 教師 詹曉苓 未兼任行政主管 

國貿系 教師 任克敏 未兼任行政主管 

外語系 教師 王蕙蓉 未兼任行政主管 

資工系 教師 黃敏祥 未兼任行政主管 

財金系 教師 魏淑宜 未兼任行政主管 

觀光系 教師 徐世杰 未兼任行政主管 

行管系 教師 梁應平 未兼任行政主管 

電通系 教師 王文洲 未兼任行政主管 

通識中心 教師 林淑桂 未兼任行政主管 

體教中心 教師 邱憲祥 未兼任行政主管 

 



大華技術學院 99學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備    考 

秘書室 副校長 李右婷  

秘書室 主任秘書 何信賢  

教務處 教務長 劉玉山  

學務處 學務長 曾正雄  

總務處 總務長 周俊峰  

進修部 主任 何世偉  

研發處 研發長 謝振中  

人事室 主任 李少白  

會計室 主任 柯雪瓊  

圖資處 主任 徐元佑  

電資學群 學群長 陳萬金  

工程學群 學群長 疏偉傑  

機電系 教師 于善淳 未兼任行政主管 

化材系 教師 邱秀榮 未兼任行政主管 

電機系 教師 田麗文 未兼任行政主管 

電子系 教師 沈雍超 未兼任行政主管 

工管系 教師 姚銀河 未兼任行政主管 

資管系 教師 王振生 未兼任行政主管 

國貿系 教師 吳偉文 未兼任行政主管 

外語系 教師 錢大陵 未兼任行政主管 

資工系 教師 駱詩軒 未兼任行政主管 

財金系 教師 王南渝 未兼任行政主管 

觀光系 教師 陳燕釗 未兼任行政主管 

行管系 教師 楊熾能 未兼任行政主管 

電通系 教師 杜德銘 未兼任行政主管 

通識中心 教師 張慧梅 未兼任行政主管 

體教中心 教師 邱憲祥 學務處課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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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技術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81 年 10 月 6 日公佈 

90 年 8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訂 

92 年 6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訂 

93 年 9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訂 

95 年 1 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訂 

                                                        95 年 7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訂 

97 年 1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訂 

97 年 2 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訂 

97 年 3 月 29 日董事會議通過 

97 年 5 月 1 日校務會議修訂 

98 年 4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訂 

98 年 10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依據大華技術學院組織規程第十九條規定，訂定本校經費稽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組織成員： 

一、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七人，委員選舉時由校務會議成員 

（不含學生代表）選舉產生，並以未兼任行政主管職務

者擔任，且委員中應至少有一位具備商學或管理領域

之學歷或經歷。 

二、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負責召集會議，

並為會議之主席。 

三、本會成員不得同時兼任專責小組委員且不得參與相關採

購程序。 

第三條 委員之推選名額分配如下： 

一、每系各選任委員一人，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共同選任

委員一人。 

二、職員選任委員一人。 

第四條 各單位委員代表推選產生後，將選舉結果送人事室憑辦。 

第五條 本會選任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一半（第一屆經改選一半

卸任之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連任一次為限。 

第六條  各級主管得依會議需要列席。 

第七條 本會之設置，以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校內經費之運用，對於

審計、會計職掌不得牴觸，其職責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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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各項經費收支、預算執行及營造購置事項，得為

對內之查核。 

二、關於現金出納，得查詢其處理情形。 

三、關於校產添置租賃或讓售事項得加以審議。 

四、關於財務上增進效率及減少不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

見提供校長採擇施行。 

五、根據前項職責，本委員會得商請會計室提供有關之會

計報告，以備參考。 

第八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兩次，遇有重要事項，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大華技術學院 99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 

區分 委員 

各系、中心委員代表 機電系：張榮鴻 

化材系：蔡瑞禧 

電機系：盧豐彰 

電子系：高政平 

工管系：林吉仁 

資管系：陳育良 

國貿系：任克敏 

外語系：汪友于 

資工系：謝豐陽 

財金系：郭莎玲 

觀光系：林怡君 

行管系：何惠珍 

電通系：潘郁仁 

通識教育中心：王心美 

職員代表 黃家新 

合計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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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師資素質獎補助實施要點 

91 年 4 月 19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5 月 7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7 月 1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5 月 25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4 月 19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1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5 月 9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9 月 12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7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21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3 月 10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2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2 月 6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一、獎勵教師進修 

本校專任教師依「大華技術學院專任教師進修辦法」申請獲准之進修，得依本要點

申請獎助。獎勵類別分：學位進修、博士後研究等二種。獎勵規定如下： 

(一)學位(博士、碩士)進修獎勵規定： 

1.獎助金額：以實繳學雜費(含學分費)核發，個人最高申請金額以每學年伍萬元

為限。如當學年全校申請學位進修之總金額，超過教育部獎補助

進修項目之預算金額時，按教師申請學位進修獎助金額佔全校申

請學位進修獎助金額之比例核發。 

2.獎助年限：進修博士學位者獎助四年。 

進修碩士學位者獎助二年。 

3.申請程序：檢附進修獎助申請表及相關附件，經系教評會初審通過後，於每

學期第七週由人事室彙整，提請校教評會複審。 

4.成果發表：(做為次年度審核之依據) 

進修博士學位受獎教師應自第三年開始至獲博士學位為止，每年

舉行研究成果口頭發表，並繳交進修報告一式二份，由本校圖書

館及原受理系（所、中心）存查。 

進修碩士學位受獎教師應自獲得學位後半年內，舉行研究成果口

頭發表，並繳交進修報告一式二份，由本校圖書館及原受理系

(所、中心)存查。 

(二)博士後研究獎勵規定： 

1.獎助金額：以實繳旅費核發，個人最高申請金額以每次五萬元為限。專案核定之

帶職帶薪博士後研究，另得申請補助代課鐘點費。 

2.獎助年限：獲博士後研究獎助者，五年後方可再次申請本項獎助，但專案核

定之博士後研究者不受此限。 

3.申請程序：檢附進修獎助申請表及相關附件，經系教評會初審通過後，於每

學期第七週由人事室彙整，提請校教評會複審。 

4.成果發表：博士後研究受獎教師，返校(職)後半年內，應發表研究成果口頭



 2 

報告，並繳交研究報告一式二份，由本校圖書館及原受理系（所、

中心）存查。 

二、獎勵教師研究 

(一)獎勵類別： 

1.獲國科會審核通過之專題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小產

學計畫)或其他公家機構審核通過之專題研究計畫且編列管理費者，每案獎勵

4 萬元。計畫總金額少於 12 萬(含)或未編列管理費者，每案獎勵 2 萬元。 

2.與產業界合作之建教合作計畫(計畫經費全數由合作企業提供者)，每案依其

性質以計畫總金額乘以 10%為獎勵金額，但每案最高以 3 萬元為限。 

3.教育部審核通過之專案計畫，每案以 1 萬元加上教育部補助額之 1.5 %為獎勵

金額，但最高以 16 萬元為限，每人每案以 8 萬元為限。 

4.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通過者每案獎助 1 萬元。 

5. (1)以學校為權利人申請之專利，專利申請補助項目：(ㄧ)事務所之首次撰稿

費、服務費及專利規費(以上金額發明專利以 2.5 萬為上限；新型專利以

1.5 萬為上限；新樣式專利以 1 萬元為上限)，(二)證書費，(三)第一年專利

年費。由專利發明人提出申請，憑發票核銷。 

    (2)獲國內外專利之獎勵：發明專利每件 3 萬元；新型專利每件 1.0 萬元；新

樣式專利每件 6 千元。上述獎勵金額若不具校名時，獎勵折半計之。發

明人兩人以上者，依人數均分獎勵金額。 

6.其他政府機關或財團法人之專案計畫比照前述四款性質相近者之獎勵金額獎

勵。 

7.補助研究計畫經費： 

依本校「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申請、核准補助之研究計畫案，得依本要

點申請研究計畫經費補助。 

得申請補助項目、金額，申請補助程序與時限依本要點二之(八)之規定辦理。 

8. 以學校名義申請整合型計畫未通過者每案(總計畫之各子計畫得分別以一案

計算)獎勵 5 千元。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且事實發生時任職本校。 

(三)遴選作業： 

1.每年遴選一次，每年十月一日前截止申請。 

2.研究計畫案以申請前一年十月二日至申請當年十月一日間獲得補助之研究

計畫為限。 

(四)審查程序： 

1.初審：系（所、中心）教評會初審。 

2.複審：研發處彙整後由人事室提校教評會審議。 

(五)遴選原則： 

1.需透過學校行政程序申請之專案研究計畫或建教合作案，且計畫經費入本校

帳目者，方可提出申請研究獎勵。 

2.租用或利用本校設施、場地辦理活動,非屬研究、代工、專業訓練之申請案,

不予獎勵。 



 3 

(六)檢附資料：研究獎勵費申請及相關書面資料。 

(七)繳交研究計劃摘要與研究結案報告： 

1.計劃主持人於受獎當年應向研發處繳交研究計劃摘要一式四份。 

2.計畫主持人於受獎次年八月底前應向研發處繳交研究結案報告一式四份結案

報告格式同本校專案委託研究計劃，分送本校教評會、圖資中心、研發處及

原受理系（所、中心）存查，並做為次年度審核之依據。 

3.未依規定格式繳交研究結案報告，次年不得申請教育部獎補助經費。 

 (八)申請「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依下列規定辦理： 

1.補助項目及金額：依本校「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申請、核准補助之項目(包

括：研究用耗材、物品、雜項費用及國內外差旅費等)及金額，得依本要點申

請補助。 

2.申請補助時限：依本校「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申請、核准補助，實際支

用日期為前一年 10 月 2 日至申請當年 10 月 1 日者。 

3.申請補助程序：由申請人填寫「獎助教師研究---補助研究計畫經費」申請表，

附核准補助之簽單（本校「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規定之補助請款單），依

行政程序申請補助。 

三、獎勵教師參加或承辦研習(討)會 

本獎勵類別分：甲種獎勵(參加國外國際型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乙種獎勵(參加

國內研習、研討會)、丙種獎勵(受推薦參加國內培訓、研習)、丁種獎勵(承辦研習、

研討會)四種；其獎勵規定如下： 

(一)甲種獎勵(參加國外國際型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1.申請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經核准參加教學與研究相關之國外國際型學術研討會，並以

外文發表全文論文者，得申請本項獎補助，但不得重複補助。 

2.申請補助程序與時限： 

申請人必需先向國科會、教育部或其他(具公開評審之)公家機構申請補助，

如未獲全額補助者，才得依本要點申請本項獎補助，否則不予補助；但向各

機構申請補助，因超過申請時限而被拒絕者，視同未依規定申請，不予補助。

申請時限：以參加前一年 11 月 1 日至申請當年 10 月 31 日之研討會為限。申

請程序：由申請人於參加研討會後 2 週內，填寫「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討(習)

申請表」，附核准參加研討會簽呈、研討心得報告、費用單據、費用補助聲

明書，依行政程序申請補助。未繳研討心得報告者，次年不得申請教育部獎

補助。 

3.補助項目及標準： 

(1)a.獎補助項目以補助「經向國科會、教育部或其他公家機構申請補助，但

未獲補助」之註冊費及差旅費(生活費、交通費)為限；補助金額以「註

冊費加等同公家機構補助費之金額」為上限；補助標準以「國科會補助

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處理要點」之標準補助。但校長基

於校務發展之需要，得專案核定全額獎補助前項之註冊費及差旅費，補

助標準同前項之規定。 

b.前項經校長專案核定（高於一般獎補助規定）之甲種獎勵案，獲獎補助

者應於返國後舉行公開發表，發表方式以所屬學群整合舉行學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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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表為原則。 

(2)本項獎補助以每位教師一年獎助一次為限。 

(3)本項獎助金額之標準，另受第(五)項之規定限制 

(二)乙種獎勵(參加國內研習、研討會) 

1.申請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經核准參加與教學相關之國內研習（討）會者，得申請本項

獎補助。 

2.申請補助程序與時限： 

申請時限，以參加前一年 11 月 1 日至申請當年 10 月 31 日之研習為限。申請

程序，由申請人於參加研習後 2 週內，填寫「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討(習)申

請表」，附核准簽呈、研習心得報告(如有研習證書應檢附)、費用單據，依行

政程序申請補助。未繳研習心得報告者，次年不得申請教育部獎補助。 

3.補助項目及標準： 

(1)參加國內研討會並具本校校名發表論文者：補助報名費及差旅費，差旅費

補助標準依「本校差旅費支給辦法」之標準補助，但同一論文不重複獎助。 

(2)參加教學相關之研習(討)會未發表論文者：補助項目以差旅費為限，報名

費不予補助。差旅費依「本校差旅費支給辦法」之標準以每次研習最多補

助差旅費 2 天為原則。另，本項獎補助每人每年至多獎助一次；同一研習

(討)會，每系至多獎助二人。 

(3)本項獎助金額之標準，另受第(五)項之規定限制 

(三)丙種獎勵(受推薦參加國內培訓、研習) 

1.申請資格： 

系（所、中心）基於發展特色之需要推薦專任教師參加與教學、研究相關之

國內培訓、研習(含證照研習及考照)，經核准者，得申請本項獎補助。 

系（所、中心）之推薦程序由系（所、中心）自訂，未訂定推薦程序之單位，

由單位主管推薦。 

2.申請補助程序與時限： 

申請時限，以參加前一年 11 月 1 日至申請當年 10 月 31 日之研習為限。申

請程序，由申請人於參加研習後 2 週內，填寫「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討(習)

申請表」，附核准簽呈、研習心得報告(如有研習證書應檢附)、費用單據，依

行政程序申請補助。未繳研習心得報告者，次年不得申請教育部獎補助。 

3.補助項目及標準： 

(1)補助註冊(報名)費及差旅費，註冊(報名)費至多補助 5000 元，差旅費依「本

校差旅費支給辦法」之標準以每次研習最多補助差旅費 5 天為原則。但校

長基於校務發展之需要，得專案核定全額獎補助前項之註冊(報名)費及差

旅費。 

(2)本項獎補助每人每年至多獎助一次；同一研習會，每系至多獎助二人。但

校長基於校務發展之需要得專案核定前項獎補助之人次，但各單位一年推

薦參加國內研習(討)會獎補助之總人次(不含發表論文、證照研習及考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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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超過各單位之「總教師數的三分之一」為原則。 

(3)本項獎助金額之標準，另受第(五)項之規定限制。 

(四)丁種獎勵(承辦研習、研討會)。 

1.申請資格： 

本校各單位經核准承辦與教學或研究相關之研習（討）會者，得申請本項獎

補助。 

2.申請補助程序與時限： 

申請時限，以辦理前一年 11 月 1 日至申請當年 10 月 31 日之研習(討)會為限。

申請程序：由各系(所、中心)提出該年度欲辦理之研習(討)會計畫書(含研習

目標、時間及預算等)，依行政程序陳校長核批。獲准承辦之研習(討)會，應

於研習(討)會結束後 2 週內，填寫「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討(習)申請表」，附

核准簽呈、結案報告(包括：論文集、出席簽名、會議記錄、各場次內容記

錄)、各項支出收據正本等；依行政程序申請補助。未繳結案報告者，次年

不得申請教育部獎補助。 

3.補助項目及標準：  

(1)鐘點費，內聘講師每小時獎助新台幣 800 元，外聘講師每小時獎助新台幣

1600 元，分組研討演練或演練課程，得編列一位助教，每小時獎助新台幣

400 元，其時數最高不得超過總研習時數之半數。 

(2)主持費，每場次獎助新台幣 1000 元。但校內人員不得支領。 

(3)論文評論費，每場次獎助新台幣 2000 元。但校內人員不得支領。 

(4)業務費： 

a.教材費（包括研習手冊、文具用品、資料袋等），最高以獎助新台幣 5000

元為上限。 

b.結案報告製作費，每場次獎助新台幣 3000 元為上限。 

c.研討會論文集製作費，每場次獎助新台幣 10000 元為上限。 

(5)差旅費（含交通車租借費）： 

外聘講座差旅費及交通車租借費，依實付金額核實報支。 

(6)雜費：不得超過研習(討)會總費用的百分之五。 

(7)各系(所、中心)申請承辦研習(討)會之獎補助以一年一次為原則 

(五)本項獎補助(獎勵教師參加或承辦研習(討)會)之總金額，依法受本校「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委員會議定之當年度該項預算經費限制。如當年度全校

申請「獎勵教師參加或承辦研習(討)會」總金額，超過專責小組委員會議定之

該項預算經費的上限時，即以各項申請獎補助金額佔全校申請「獎勵教師參加

或承辦研習(討)會」總金額之比例核發；但經校長核定之專案，得申請較少折

減或全額獎補助，其預算經費由學校另編。 

四、獎勵教師發表著作 

(一)獎勵類別： 

1.甲種獎勵為論文全文發表之著作獎勵，獎勵金額以配點核計之： 

(1)登入 SSCI 之國際性學術期刊所刊載之論文，每篇配 24 點（每篇核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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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4 萬元時，以 4 萬元計之）。 

(2)登入 SCI、A&HCI 之國際性學術期刊所刊載之論文，每篇配 18 點（每篇

核配金額低於 3 萬元時，以 3 萬元計之）。 

(3)登入 EI、FLI 本國 TSSCI 之學術期刊所刊載之論文，每篇配 12 點（每篇

核配金額低於 2 萬元時，以 2 萬元計之）。 

(4)國外有審核制，但未列入 SCI、SSCI、EI、A&HCI 之國際性學術期刊所刊

載之論文，每篇配 9 點。 

(5)有審核制度之國內學術期刊所刊載之論文，每篇配 6 點。 

(6)學報論文每篇配 2 點。 

(7)有審核制度之國內外公開徵稿之研討會論文，國內配 2 點，國際配 6 點(與

會地點在國外或論文篇數 100 篇以上且國外人士需佔 30%以上)，登入 EI

配 9 點。 

2.乙種獎勵為書籍編撰之著作獎勵，獎勵金額以配點核計之： 

(1)書籍編著配 4 點。 

(2)書籍編譯配 2 點。 

3.所有共同著作均依著者人數比例核計配點，點數分配（依作者序）1 人：

100%，2 人：60%、40%，3 人：45%、 30%、25%，4 人以上，平均分配。 

4.個人獲以上各項著作獎勵合計之總金額，限定上限為 15 萬元。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三)遴選作業： 

1.每年遴選一次，每年十月一日前截止申請。 

2.以申請前一年十月二日至申請當年十月一日間發表之論文、專利及編撰之

書籍為限。 

(四)審查程序： 

1.初審：系（所、中心）教評會會審。 

2.複審：研發處彙整後由人事室提校教評會會審。 

(五)遴選原則： 

1.所有受獎著作均需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並須獨立且明示本校校名 (專利

除外)並認定基準以 SSCI、SCI、A&HCI、EI、TSSC 之認定標準為原則。 

2.同一著作不得重複申請。 

(六)檢附資料：著作獎勵費申請表及著作資料。 

(七)繳交著作： 

1.授獎教師應於申請通過兩週內向研發處繳交著作一式三份，分送本校校教

評會、圖資中心及原受理系（所、中心）存查。 

2.未依規定繳交著作者，次年不得申請教育部獎補助經費。 

五、獎勵教師升等 

(一)獎勵類別： 

1.凡經學校同意資格送審者，可另案簽請補助教師辦理升等過程中所需之印刷

費、材料費等，但最高以 5000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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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專家學者審查費，教授審查費 3500 元，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審查費 3000

元。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三)遴選作業： 

1.教師升等獎勵每年遴選一次，每年十月一日前截止申請。 

2.教師升等獎勵以申請前一年十月二日至申請當年十月一日間升等者為限。 

(四)審查程序： 

1.升等獎勵初審：系（所、中心）教評會會審。 

2.升等獎勵複審：人事室彙整後提校教評會審議。 

3.教師升等送審經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校外專家學者審查費由人事室逕行.

簽請核支。 

(五)檢附資料：升等獎勵之申請表。 

(六)繳交升等著作及升等著作口頭發表： 

1.授獎教師應於獲教育部通知審核通過升等之兩週內繳交升等著作一式二

份，本校圖書館及原受理系（所、中心）存查。 

2.接受升等獎勵教師，必須於受獎之學年內在校內由系（所、中心）主任承辦

舉行升等著作口頭發表。 

3.不得因升等著作口頭發表再請領任何獎助。 

4.未依規定繳交升等著作及舉行升等著作口頭發表者，次年不得申請教育部獎

補助經費。 

六、獎勵教師改進教學 

(一)獎勵類別： 

1.甲種獎勵為獎勵教師以本校名義參加校外教學媒體製作競賽，決賽得獎者：

區域性第一名一萬伍仟元，第二名一萬元，第三名伍仟元；全國性或國際性

第一名三萬元，第二名二萬元，第三名一萬五千元，其他獎項以專案簽請 校

長核發獎勵。 

2.乙種獎勵為獎勵教師本身或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校外專題研究、學術論

文、演講、作文、及電腦軟硬體等競賽，決賽得獎者：區域性第一名一萬伍

仟元，第二名一萬元，第三名伍仟元；全國性或國際性第一名三萬元，第二

名二萬元，第三名一萬五仟元，其他獎項以專案簽請 校長核發獎勵。 

3.丙種獎勵為獎勵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校外各項體育競賽，指導團體項目

代表隊，參加全國或國際競賽得名者，每案獎助二萬元，每年以二案為限。 

4.丁種獎勵為獎勵教師以本校名義參與前列甲、乙種競賽獲政府單位或學(協)

會頒發之獎狀者，每案獎勵二千元。 

5.政府單位所主辦或協辦之前列甲、乙種競賽，若該類組不分名次且錄取低於

三名（含）並有獎狀或獎牌等相關證明文件者以第三名獎勵。 

6.教師指導學生參加前各項競賽，得依本要點陳請校長專案補助材料(製作)

費、差旅費等。 

7.前獎勵教師改進教學之各項獎助，校長基於校、系發展之需要，得專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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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之金額及件數，得依年度改進教學成果調增年度獎勵改進教學預算。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三)遴選作業： 

1.每年遴選一次，每年十月一日前截止申請。 

2.以申請前一年十月二日至申請當年十月一日間之改進教學案為限。 

(四)審查程序： 

1.初審：系（所、中心）教評會會審。 

2.複審：教務處彙整後由人事室提校教評會會審。 

(五)遴選原則：同一案以獎勵一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其他獎勵。 

(六)檢附資料：改進教學獎勵費申請表及相關成果資料。 

(七)繳交各申請案之具體成果： 

受獎教師應於申請通過兩週內向圖資中心繳交具體成果(教學媒體、得獎証明或

獎狀影本)一式三份，分送教評會、圖資中心及原受理系（所、中心）存查。 

七、編纂教材 

(一) 獎勵類別：為獎勵教師自製授課軟體或數位化網路教材，並放置於本校教學平

台「甘石網路學苑」提供非同步學習， Power Point 投影片每案獎

勵四千元，每系限三案；串流影音教材每案獎勵八仟元，每系限三

案；教學平台課程（包含講義、作業、考試），每案獎勵一萬五仟

元，原則上每系限二案，另可由複審單位擇優在獎勵預算額度內專

案提報校教評會審議；開設全校性非同步學習網路課程，每案獎勵

一萬五仟元，全校擇優獎勵二案。但校長基於校、系發展之需要，

得專案核定前項獎助之金額及件數，得依年度編纂教材成果調增年

度獎勵編纂教材預算。 

(二) 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三) 遴選作業： 

1.每年遴選一次，每年十月一日前截止申請。 

2.以申請前一年十月二日至申請當年十月一日間之編纂教材案為限。 

(四) 審查程序： 

1.初審：系（所、中心）教評會會審。 

2.複審:：教務處於期限內收妥資料後，召集三學群之審查代表，依據本校教材 

  教具及獎勵基準進行實質審定。 

3.終審：教務處彙整複審資料後，由人事室提校教評會進行終審。 

4.教材教具分級獎勵基準由教務處提案，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每年並依實際 

  狀況修改。 

(五) 遴選原則：同一案以獎勵一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其他獎勵。 

(六) 檢附資料：編纂教材獎勵費申請表及相關成果資料 1 份（教學平台課程以及網

路課程由教學資源中心提具證明）。 

(七) 繳交各申請案之具體成果： 

受獎教師應於申請通過兩週內向圖資中心繳交具體成果(完整教材光碟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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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三份，分送教學資源中心、圖資中心及原受理系（所、中心）存查。 

八、製作教具 

(一)獎勵類別：為獎勵教師自製教具，每案獎勵三仟元，每系限四案。 

但校長基於系、校發展之需要，得專案核定前項獎助之金額及件

數，得依年度製作教具成果調增年度獎勵製作教具預算。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三)遴選作業： 

1.每年遴選一次，每年十月一日前截止申請。 

2.以申請前一年十月二日至申請當年十月一日間之製作教具案為限。 

(四)審查程序： 

1.初審：系（所、中心）教評會會審。 

2.複審:：教務處於期限內收妥資料後，召集三學群之審查代表，依據本校教材 

  教具及獎勵基準進行實質審定。 

3.終審：教務處彙整複審資料後，由人事室提校教評會進行終審。 

4.教材教具分級獎勵基準由教務處提案，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每年並依實際 

  狀況修改。 

(五)遴選原則：同一案以獎勵一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其他獎勵。 

(六)檢附資料：製作教具獎勵費申請表及相關成果資料。 

(七)繳交各申請案之具體成果： 

受獎教師應於申請通過兩週內向圖資中心繳交具體成果(教具圖片或照片及說

明等)一式三份，分送教評會、圖資中心及原受理系（所、中心）存查。 

九、教師依本要點申請獎補助，如有填報不實資料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校教評會得

依情節輕重經會議決議，處以「停止申請本要點之獎補助，或扣減其獎補助」。停

止申請期限、項目、扣減獎補助金額及時點，依會議決議辦理。但涉及違反學術倫

理之案件，應依本校「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本校專任教師依本校「專任教師轉任專職行政人員辦法」轉任專職行政人員，並獲

聘本校兼任教師者，得適用本辦法申請獎補助，本項獎補助之預算由學校以自籌款

編列。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大華技術學院 99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名單 

區    分 委           員 備註 

主任委員 校長(石慶得) 
 

 

 

 

 

 

 

任期自 

99.08.01- 

100.07.31 

當然委員 

副校長(李右婷)、主任秘書(何信賢)、教務長(劉玉山)、 

學務長(曾正雄)、總務長(周峻峰)、進修部主任(何世偉)、 

研發長(謝振中) 

各系、中心 

代表委員 

機電系：曾慶祺 

化材系：周秀玉 

電機系：謝劍書 

電子系：張睿純 

資工系：呂正棻 

工管系：鍾宜展 

資管系：李培育 

國貿系：戴嫒坪 

財金系：郭莎玲 

外語系：王嫦娥 

觀光系：聞祝達 

行管系：王慧君 

電通系：杜德銘 

通識教育中心：王心美 

體育教育中心：梁玉秋 

合 計 共 23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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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技術學院採購辦法 

                                     81.09.19(81)華總字第 0752號函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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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96年 8月 7日(96)華總字第 0960004546號 
                                                                                                      

                                                         

第一條  目的：為執行本校各項採購業務案，力求公平、公正、公開 

、迅速、確實，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依據：本辦法係參酌政府採購法暨施行細則相關內容制定之。 

 

第三條 一般原則： 

一 採購之前頇先辦妥請購核准手續，而於完成驗收後，方得 

辦理結報，其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二 採購方式分成：議價，比價、公開招標三種。 

三 採購會議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擔任，本校 

出席人員包括總務長、會計主任、使用單位主管、採購 

組長及申請人。 

 

第四條 採購內容遇有爭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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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採購評估小組組織及作業規定如附件二。 

 

第五條 採購方式與標凖︰ 

一 一般採購︰採購金額總價新台幣貮仟元(含)以下者，由請 

購單位自行辦理，貮仟元以上壹拾萬元(含)以下者請購核 

准後，由採購組詢取廠商報價，經議價後，逕行採購。 

                  國科會及專案計劃︰採購金額總價新台幣壹萬元(含)以 

下者，由請購單位自行辦理，壹萬元以上壹拾萬元(含) 

以下者請購核准後，由採購組詢取廠商報價，經議價後， 

逕行採購。 

二 採購金額在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伍拾萬元(含)以下者， 

由採購組詢取三家以上廠商之估價單，並經詳予審核、比 

價、議價，以最低價送總務長及會計主任簽章後，陳請校 

長核定採購。 

三 採購金額在新台幣伍拾萬元以上壹佰萬元（含）以下者， 

採公開招標刊登公佈欄，採購組取具三家以上業績良好之 

廠商報價，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持開標， 

並經開標會議決定後，以低於底價之最低價辦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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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壹佰萬以上者，公告上網依「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辦 

理。（民國 88年 5月 27日起實施） 

五 採購之儀器設備僅有獨家廠商經營或必頇指定一家廠牌或 

係由其他機構讓售，無法招標、比價者，得採直接議價方 

式辦理，但頇由請購單位敘明原因(公告金額以上採限制性 

招標，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第六條 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 

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但重複性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 

行簽報核定。 

 

第七條 緊急採購依本校行政系統專案核辦。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董事會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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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華技術學院採購作業流程 

(附件一) 

一、 使用單位申請 １.說明依據發展計劃或年度工作計劃，召開各科系協調會議，以

優先順序專案處理。 

                  ２.說明品名、規格、數量。 

          ３.說明使用時間(頇有前置時間)。 

                  ４.可提供參考底價及推荐廠商。 

                  ５.不能限定產地、獨家廠商、獨家廠牌、獨家 

規格。另指廠採購應詳予說明理由。 

二、 會        稿 １.秘書室或教務處：依據發展計劃或年度工作 

計劃之優先順序審查，建議買或不買。 

                  ２.會計室：說明有無預算支援。 

          ３.總務處：準備採購。 

三、 校 長 核 示  １.准：交總務處辦理採購。 

                  ２.不准：退還申請單位。 

            ３.遇有爭議之採購案提採購評估小組研議。 

四、 估       價  １.頇三家以上殷實廠商。 

                  ２.避免廠商串通，分別報價。 

五、 開       標  １.頇三家以上公開實施。 

                  ２.使用單位說明規格疑義及送貨時間。 

                  ３.會計室說明付款方式。 

                  ４.單項決標為主，議價為副。 

                  ５.一次不能決標，可另定日期行之。 

六、 校 長 核 示  １.准：簽約。   

                  ２.不准：另行辦理估價開標作業。 

七、 簽 定 合 約  合約頇包括品名、規格、數量(包含標準附件及選購配件)廠牌、價

格、交貨日期、付款方式、罰則及訂金保證等。 

八、 交 貨 驗 收  １.必頇使用單位、會計室、總務處保管組會同驗收。 

                  ２.注意品名、規格、數量、廠牌是否相符？性能是否良好？ 

                  ３.驗收完畢，頇登賬(包括附配件)製卡，并由有關人員蓋章。 

九、 付       款  依合約行之(原始發票應附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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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採購評估小組組織及作業規定 

(附件二) 

一、目的：本校設立採購評估小組，目的在對校內各單位儀器設備採購爭議案件執行審

查評估，向校長提供決策參考意見，俾有助確保採購投資符合本校整體發展

目標，能以最低成本獲致最大效益。 

二、組織： 

(一) 評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二)  評估小組除總務長、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另由校長依專業（長）遴聘

五~八名委員為原則組成。 

(三)  委員任期為一年。 

三、採購評估小組之職責： 

評估小組之職責，在對校內各單位儀器設備採購案件(不包括消耗性實驗器材及

行政用品)，以會議方式執行審查評估，獲致結論後供校長最後確定。 

四、作業程序： 

(一) 本校各單位儀器設備採購案件，凡奉校長批示交由評估小組審議者，申請

單位應將詳細申購計劃(或另編摘要說明)影印若干份檢送評估小組提請

審議。 

(二) 評估小組執行委員應將申購計劃(或摘要說明)分送各委員事先瞭解案

情，並擇期召開評估會議。 

(三) 評估會議以全部委員出席為原則。 

(四) 因故無法出席委員，得研提書面審查意見，交由其他出席委員代為說明。 

(五) 會議時由總務處指定一人擔任記錄。 

(六) 評估會議得邀請申購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列席詳細說明及備詢。 

(七) 討論前先由主席說明會議目的及問題徵結，並請申購單位報告其申購計畫

及投資成本效益。 

(八) 討論重點視申購案件性質可分為下列二類： 

(１)採購投資是否符合本校整體發展目標及財務能力並確定優先順序。 

(２)採購計畫是否考量週詳及是否尚有其他更佳可行方案。 

(九) 主席依據出席委員提案，經充分討論並提付表決，獲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贊同通過後作為會議決議。 

(十) 如第一次會議未能獲得具體結論，得要求申購單位修正計畫或補送資料，

另行召開後續會議完成審議。 

(十一) 會議決議併同記錄於會後送請校長核定，並依決議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