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度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2 日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2年 11 月 21日(星期四)中午 12:00~13:30 

貳、 開會地點：4E階梯教室及 J602 電腦教室 

參、 主席：林金鵬校長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記錄：翁育萍 

伍、 宣布開會：12:30 宣布開會。 

陸、 主席致詞：委員應到 49人，實到 38人，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會議開始，校長請假，

先請總務長報告此次會議討論事項。 

柒、 報告事項： 

一、 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運用與分配事宜。(提案一) 

二、 討論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各單位申請事宜。(提案二~四；請

參考附表四至八) 

三、 為推行無紙化運動，會議中所有附件請參酌下列網址: 

http://120.115.60.91/tvcfund103/proman_e.asp 

捌、 討論事項： 

提案 1：103年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之規畫與申請。 

說明： 

一、分配原則 

103年獎補助款（資本門含自籌款）分配原則： 

1. 行政單位預估經費預算為 8,000,000 元（102 年為 6,105,000 元）。其中圖書館增加經費將用

以改善視聽設備，計網中心增加經費將用以改善本校網路設備。 

2. 教學單位預估經費預算為 30,000,000 元。將結合各系中長程計畫績效指標，依以下原則分

配： 

a.分配型金額 15,000,000 元。各系分配指標如附件，主要依據教育部獎補助款核配指標，並

依本校實際狀況調整之。 

b.特色型金額 10,000,000 元。為有計畫的建立各系特色，達成引導本校特色發展之目的，由

各系提出「○○○特色教室（實驗室）建置計畫」申請。依 102年競爭型計畫申請決議，103

年申請單位以 102 年未提出（或未通過）競爭型經費計畫之系科為優先。 

c.統籌型金額 5,000,000 元。用於除前述分配項目外之其他重大需求（如新系成立、老舊教

室設備重大更新…等），由校長依本校實際狀況統籌分配。 

決議： 

1. 主秘室已於 11 月 1日公佈特色型獲選名單與校長統籌款補助金額。 

2. 特色型:製劑系 250萬；資管系 250萬；長照系 200萬；職安系 200萬，共 900萬。 

3. 校長統籌款:食營系 250萬；環安系 200 萬；調保科 150萬，共 600萬。 

提案 2：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型、特色型、校長統籌款及行政單位之儀器設備

申請，已經本校設備暨耗材審議委員會討論，結論如下: 

說明： 

1. 各單位資本門申請的單槍投影機、數位講桌(含電腦)及一般型電腦(含螢幕)需全校統一

規格，已請計網中心開立統一規格，研發處亦已協助各單位完成修正。 



2. 冷氣機及影印機決議刪除申請。 

3. 統計目前全校採購照相機、攝影機及 POS 系統數量，作為討論是否同意各單位申請之

依據。 

4. 儀器設備項目名稱若為……系統，或者…組，請將項目內可分項的設備拆開申請，以

利財產認列，請各單位於系優先序末碼中編序號註明，研發處亦會協助於校優先序註

記，總務處招標會以同一案進行。 

5. 各單位所申請之儀器設備規格，研發處已協助刪除註明「型號...(或同等級品)」、「不收

中國大陸產品」或「產地：台灣製」等違反採購法之說明。 

決議： 

1. 目前長照系申請之設備，系優先序 3「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仍未完成項目內可分項

的設備拆開申請，請於截止時間內完成。 

2. 長照系申請之設備，系優先序 22，品名「牆面裝飾與掛圖」，請修正為掛圖即可，規

格請再加註說明更詳細。 

3. 長照系申請之設備，系優先序 13，品名「線材」，不適用於資本門中申請，請刪除。 

4. 妝管系刪除冷氣機設備之申請後，差額可申請之設備，請於本校提 103年支用修正計

畫書時，再提出申請，或於標餘款中優先使用。 

5. 各單位所申請的品名「3500ANSI單槍投影機」，請修正為「單槍投影機」。 

6. 有關通識中心及運休系申請數位相機或攝影機設備，經調查兩單位目前現有的數量及

年份，因該兩項設備年代已老舊(94年及 96年)，故同意兩單位申請。 

7. 餐旅系申請之設備，系優先序 8，品名「銷售點資訊系統」，雖本校於 102年標餘款共

採購 5台，但因採購完後勞委會門市管理證照考改版，先前採購的系統已不適用學生

考照用，因此同意餐旅系可改與視光系申請的「門市 Pos 機」規格相同之設備。刪除

原申請的系優先序 7，品名「外帶式茶飲管理 POS 系統」。 

8. 經審查各單位所提出之規格，發現護理系於附表四及附表十中，均備註「不收中國大

陸產品」，食營系於附表十，亦備註「產地：台灣製」，請刪除。 

提案 3：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系擬配合智慧教室之建置申請高階多功能資訊講桌，請審議。 

說明： 

本系 103 年度中長程計畫重點為建置可群組討論，錄製教學影像及具即時回饋功能之智

慧型教室（地點：J803），考量未來可能之功能延展，為增加資訊講桌之擴充性，延長

使用效能，所需之高階數位講桌，需有下列多於目前計網中心之統一規格之功能。 

包括： 

1.液晶螢幕升降機：可依教師身高調整螢幕仰角，避免反光與操作不便。 

2.液晶環控式一體主機：有別於一般的薄膜式按鍵容易刮破故障，且都是固定名稱，

無法增加設備；液晶面板圖像化顯示設計讓教師使用更加容易上手，且後續擴充性

更高，若有新設備加入，可依需求增加程式界面，延長使用成效，日後可擴充無線

平板環控介面。 

3.講桌內電腦 19吋觸控液晶面板：液晶採用電容式觸控，教師端可在觸控螢幕上書寫、

批註授課內容,且能自動保存上課歷程筆跡。 

決議：委員同意醫管系申請高階多功能資訊講桌。 

提案 4：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系擬配合智慧教室之建置申請高亮度投影機，請審議。 



說明： 

1. 本系配合 103年度中長程計畫重點智慧型教室建置所需投影機，因計網中心之統一規

格投影機流明最高為 3500，使用時教室光源需調暗，但本教室主要功能為即時互動與

群組討論，教師之教材投影與學生群組桌討論之資料閱讀經常為同步進行，為使明亮

光源環境中投影效果良好，提昇教室整體使用教學效能，需配置高亮度（4200流明以

上）投影機。 

2. 長照系亦為配合懷舊療癒環境特色教室建置，亦須申請高亮度投影機(4500流明)，以

供音影療育設備使用。 

決議：委員同意醫管系及長照系申請高亮度投影機。 

提案 5：有關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明細，請審議。 

說明： 

1.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表三，103年預計提出

約 1,636萬(含自籌款)。 

2.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如附表九。 

3.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

表如附表十。 

決議： 

1. 103年獎補助經費經常門於教師參與研討會的預算中，將編列 100萬，作為本校目前

正推動的教師暑(寒)假參與企業研習經費之支出。 

2. 附表十中有許多單位所申請之物品，不適合用於「改善教學」，建議修正。例如:資管

系所申請的「鐵櫃」；調保科所申請的「鐵合椅」等。生科系所申請之物品，品名包含

操作範圍的微量分注器，請刪除操作範圍數字。環安系所申請的「送風面具」及「防

毒面具」未說明規格，若於截止期限內未填入，將刪除該項物品。 

玖、 臨時動議： 

103年度資本門各單位編列相關軟體或系統，所占比例均比往年高，建議學校應成立專

業審查團隊，參與設備暨耗材審議小組，提供專業諮詢及建議。 

壹拾、散會：下午 14:00 散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發展經費 

第1次專責小組會議 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2年11月21日（星期四）中午12時 

開會地點：4E階梯教室及J602電腦教室 

主持人：林金鵬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記錄：翁育萍 

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一、 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運用與分配事宜。 

(提案一) 

二、 討論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各單位申請事宜。

(提案二~五；請參考附表四至十) 

三、 為推行無紙化運動，會議中所有附件請參酌下列網址: 

http://120.115.60.91/tvcfund103/proman_e.asp 

臨時動議 

散會 

附件 

附表四、五、七、八、十 

103獎補助經費各單位分配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專責小組會議 

提案單 

103年度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 

單位 

系所 
主秘室 

提案一 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規畫與申請 提案時間     102年 11月 21日 

說  明 

一、分配原則 

103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含自籌款）分配原則： 

3. 行政單位預估經費預算為 8,000,000元（102年為 6,105,000）。其中圖書館增加經費將用

以改善視聽設備，計中增加經費將用以改善本校網路設備。 

4. 教學單位預估經費預算為 30,000,000 元。將結合各系中長程計畫績效指標，依以下原則

分配： 

a.分配型金額 15,000,000元。各系分配指標如附件，主要依據教育部獎補助款核配指標，

並依本校實際狀況調整之。 

b.特色型金額 10,000,000元。為有計畫的建立各系特色，達成引導本校特色發展之目的，

由各系提出「○○○特色教室（實驗室）建置計畫」申請。依 102年競爭型計畫申請決

議，103年申請單位以 102年未提出（或未通過）競爭型經費計畫之系科為優先。 

c.統籌型金額 5,000,000元。用於除前述分配項目外之其他重大需求（如新系成立、老舊

教室設備重大更新…等），由校長依本校實際狀況統籌分配。 

建議 

方案 

1. 主秘室已於 11月 1日公布特色型獲選名單與校長統籌款補助金額。 

2. 特色型:製劑系 250萬；資管系 250 萬；長照系 200萬；職安系 200萬。共 900萬 

3. 校長統籌款:食營系 250萬；環安系 200萬；調保科 150萬。共 600萬。 

單位 

系所 
總務處 

提案二 
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型、特色型、

校長統籌款及行政單位之儀器設備申請，已經設備

暨耗材審議委員會討論，結論如下： 

提案時間  102年 11  月 21 日 

說  明 

1. 各單位資本門申請的單槍投影機、數位講桌(含電腦)及一般型電腦(含螢幕) 需全校統一

規格，已請計網中心開立統一規格，研發處亦以協助各單位完成修正。 

2. 冷氣機及影印機決議刪除申請。 

3. 統計目前全校採購照相機數量，作為討論是否同意申請之依據。 

4. 儀器設備項目名稱若為……系統，或者…組，請將項目名稱拆開，以利財產認列，研發

處亦會協助於校修先序註記，總務處招標會以同一案進行。 

5. 各單位所申請之儀器設備規格，研發處已協助刪除註明"型號...(或同等級品)”、”不

收中國大陸產品”等違反採購法之說明。 

建議 

方案 
擬請各位委員審閱。 

 



單位 

系所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系 

提案三 擬採購配合智慧教室建置之高階多功能資訊講桌 提案時間  102 年 11 月 21 日 

說  明 

本系 103 年度中長程計畫重點為建置可群組討論，錄製教學影像及具即時回饋功能之智慧

型教室（地點：J803），考量未來可能之功能延展，為增加資訊講桌之擴充性，延長使用效

能，所需之高階數位講桌，需有下列多於目前計網中心之統一規格之功能。 

包括： 

1. 液晶螢幕升降機：可依教師身高調整螢幕仰角，避免反光＆操作不便。 

2. 液晶環控式一體主機：有別於一般的薄膜式按鍵容易刮破故障，且都是固定名稱，無法

增加設備 ; 液晶面板圖像化顯示設計讓教師使用更加容易上手，且後續擴充性更高，若有

新設備加入，可依需求增加程式界面，延長使用成效，日後可擴充無線平板環控介面。 

3. 講桌內電腦 19 吋觸控液晶面板：液晶採用電容式觸控,教師端可在觸控螢幕上書寫、批

註授課內容,且能自動保存上課歷程筆跡。 

建議 

方案 
請准予採購。 

單位 

系所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系 

提案四 擬採購配合智慧教室建置之高亮度投影機 提案時間  102 年 11 月 21 日 

說  明 

本系配合 103年度中長程計畫重點智慧型教室建置所需投影機，因計網中心之統一規格投

影機流明最高為 3500，使用時教室光源需調暗，但本教室主要功能為即時互動與群組討

論，教師之教材投影與學生群組桌討論之資料閱讀經常為同步進行，為使明亮光源環境中

投影效果良好，提昇教室整體使用教學效能，需配置高亮度（4200流明以上）投影機。 

建議 

方案 
請准予採購。 

單位 

系所 
人事室 

提案五 有關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明細，請審議。 提案時間  102年 11月 21日 

說  明 

1.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表三。 

2.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如附表九。 

3.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

表如附表十。 



建議 

方案 
擬請各位委員審閱，是否以此經費預算報部。。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3年 3月 13日(星期四)中午 12:00~13:30 

貳、 開會地點：4E階梯教室及 J603電腦教室 

參、 主    席：林金鵬校長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錄：翁育萍 

伍、 宣布開會：12:30宣布開會。 

陸、 主席致詞：委員應到 49人，實到 36人，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會議開始，校長請假，

先請總務長報告此次會議討論事項。 

柒、 報告事項： 

一、 討論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申請金額與核定金額經費差異如何調整與分配。(提案一；

請參考附件一、二及附表四、六、七、八) 

二、 討論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排序。(提案二；請參考食品營養系_標餘款；資

訊管理系_標餘款；調保科_標餘款；長期照顧系_標餘款) 

三、 討論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經常門申請金額與核定金額經費差異如何調整與分配。(提案三；

請參考附件三) 

四、 為推行無紙化運動，會議中所有附件請參酌下列網址: 

http://120.115.60.91/tvcfund103/proman_e.asp 

捌、 討論事項： 

提案 1：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申請金額與核定金額經費差異如何調整與分配。 

說明： 

1. 本校 103年度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申請金額為 38,060,806(含自籌款)，而教育部核定金額

為 24,464,918，若加 10.65%自籌款，總金額為 27,070,000元。資本門經費減少 10,990,806

元。 

2. 於 103年 3月 3日行政會議已提出擬將部分科系特色型計畫及校長統籌款規劃購置的

儀器設備改以標餘款或學校自有款(非指獎補助10%自籌款)支出。各單位經費亦刪減。

各單位分配表詳見附件一說明。 

3. 截至 3月 12日止，各單位於修正支用計畫書提出之申請金額及標餘款已整理如附件二

所示。 

 

決議： 

1. 再次提醒各單位所提出之儀器設備項目名稱若為……系統，或者…組，請將項目內可

分項的設備拆開申請，以利財產認列。 

2. 儀器設備項目名稱若含有規格描述，如 Dec-100 手持視眼底攝影機，請將 Dec-100刪

除。 

3. 獎勵補助經費所添購之儀器設備若使用於學生實習商店，會對外收取服務費用，則建

議於附表四中刪除，改以學校自有款採購，如餐旅系觸控式倒 T型排油煙機，運休系

的單眼相機、單眼相機鏡頭、高畫質投影數位攝影機及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4. 學務處所購置電腦設備及放置地點，請務必使用於與學生社團相關用途上。 

5. 職安系有 3項設備，分別為噪音計、噪音校正器及照度計，因其規格為 6台 1組，易

造成最後決標金額會低於 1萬元，故請移至經常門萬元以下附表十購製。 

6. 各單位所購置之軟體設備，請務必確認授權是否達 2年以上，才能認列為資本門。 

 

提案 2：討論 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排序 

說明： 

1. 已請圖書館、長照系、調保科、食營系、資管系依分配表將部分較不適宜使用獎補助

經費購置之儀器設備，改以學校自有款方式採購。 

2. 標餘款排序將以圖書館及計網中心為第一優先。 

3. 建議圖書館可於標餘款項目中編列儀器設備以新增圖書館硬體設備。 

4. 計網中心將編列 125萬預算，購置電腦設備以更新本校電腦教室設備。。 

決議： 

1. 因環安系所編列之設備約有 200萬使用於特色實驗室之建置，X射線螢光光譜儀及連

續式氣相層析儀/火焰離子偵測器有對外服務收費，故決議將該儀器設備於獎補助資本

門經費中(附表四)刪除，而改以學校自有款購置。 

2. 計網中心所編列的 125萬預算購置電腦設備，則新增於附表四中，剩餘 75萬元則由調

理保健科原本列於標餘款項目，移至附表四。 

3. 標餘款排序之原則。以當初申請特色型計畫排名順序作為標餘款排序之參考，然長照

系及食營系所提出之設備，因較不適宜以獎補助經費購置，故其於標餘款順序排在最

後。 

提案 3：討論 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經常門申請金額與核定金額經費差異如何調整與分配。 

說明： 

1.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中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件

三。 

2.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中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維持原狀，經費不變更。 

決議： 

1. 103年獎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中經常門預算將依資本門金額調整，佔 30%。其中

將調降教師研究獎著及著作獎勵部分，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預算維持不變。以原先支

用計畫書版本報部。 

2. 職安系於原附表四中轉移至附表十的設備(噪音計、噪音校正器及照度計)與長照系原

於支用計畫書附表四報部之部分設備，因不適以資本門採購，故改以經常門萬元以下

附表十申請，兩系所新增之項目，則以原預算 2,640,509元剩餘之金額採購。 

 

玖、 散會：下午 14:00散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發展經費 

第2次專責小組會議 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3年3月13日（星期四）中午12時 

開會地點：4E階梯教室及J603電腦教室 

主持人：林金鵬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記錄：翁育萍 

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一、 討論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支用修正計劃書之資本門與經常

門金額分配及標餘款排序。 

(請參考103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行政+教學)0312；附表四至八；食品營

養系_標餘款；資訊管理系_標餘款；調保科_標餘款；長期照顧系_標餘款) 

二、 為推行無紙化運動，會議中所有附件請參酌下列網址: 

http://120.115.60.91/tvcfund103/proman_e.asp 

臨時動議 

散會 

 

附件 

1. 103核定獎補助金額分配表-6 公告版(附件一) 

2. 103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行政+教學)0312(附件二) 

3. 103獎補助款經常門分配(附件三) 

4. 附表四、六、七、八。 

5. 食品營養系；資訊管理系；調保科；長期照顧系_標餘款。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專責小組會議 
提 案 單 

103年度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 

單位 

系所 

 

主秘室 

提案一 
討論 103 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申請金額與

核定金額經費差異如何調整與分配 
提案時間     103年 3月 13日 

說  明 

本校 103 年度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申請金額為 38,060,806(含自籌款)，而教育部核定金額

為 24,464,918，若加 10.65%自籌款，總金額為 27,070,000元。資本門經費減少 10,990,806

元。 

 

建議 

方案 

於 103 年 3 月 3 日行政會議已提出擬將部分科系特色型計畫及校長統籌款規劃購置的儀

器設備改以標餘款或學校自有款支出。各單位經費亦刪減。各單位分配表詳見附件說明。 

單位 

系所 

 

總務處 

 

提案二 討論 103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排序。 提案時間  103年 3  月 13  日 

說  明 
已請圖書館、長照系、調保科、食營系、資管系依分配表將部分較不適宜使用獎補助經

費購置之儀器設備，改以學校自有款方式採購。 

 

建議 

方案 
標餘款排序將以圖書館及計網中心為第一優先。 

單位 

系所 

 

人事室 

 

提案三 
討論 103 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經常門申請金額與

核定金額經費差異如何調整與分配。 
提案時間  103 年 3  月 13   日 

說  明 

1.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中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件

三。 

2.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中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維持原狀，經費不變更。 

 

建議 

方案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3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13:30 

貳、 開會地點：第一會議廳 

參、 主    席：林金鵬校長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錄：翁育萍 

伍、 宣布開會：12:30 宣布開會。 

陸、 主席致詞：委員應到 49 人，實到 38 人，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會議開始，校長請假，

先請總務長報告此次會議討論事項。 

柒、 報告事項： 

一、討論本校申覆教育部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案經費

修正為150萬元，如何支用分配。 

二、醫技系、調保科與計網中心儀器規格修正說明。 

捌、 討論事項： 

提案 1：討論教育部 103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案經費修正

為 150 萬元乙案，資本門與經常門如何支用分配。。 

說明： 

103 年度申覆後「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計 3,644 萬 9,883 元(經常門

1,093 萬 4,965 元，資本門 2,551 萬 4,918 元);原核配為 3,494 萬 9,883 元(經常門 1,048

萬 4,965 元，資本門 2,446 萬 4,918 元)。故申覆後資本門多核定 105 萬，經常門為 45

萬，共 150 萬。103 年度第 1 次修正(申覆後)支用計畫書報部經費請參見附件一。 

決議： 

1. 103年度第1次修正支用計畫書資本門附表四(各系所教學研究設備)原報部至校優先續

103-04-110(活動式排球柱)，金額共 2,183 萬 1,809 元，將 105 萬用於原規畫於附表四

標餘款設備項目，則可購置至校優先續 103-04-115(多媒體製作軟體)，金額共 2,303 萬

8,809 元。附表四資本門共增加 120 萬 7,000 元(最接近 105 萬)。 

2. 經常門部分則將 45 萬分配於”研究及教師研習”等項目，以達改善師資素質及提高教學

品質目標;補助學務處及職員進修研習支經費亦略做調整，以符合改善師資經費應佔經

常門經費 50%以上之規定。此外，為達資本門經常門比例為 70%及 30%，其餘經常門

經費則使用於教師薪資部份。詳見修正後 103 年度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編列一覽表(附件

二)。 

提案 2：有關校優先續 103-04-004 抽氣設備規格說明。 

說明： 

1. 原規格單內容簡易，為避免廠商丈量時有許出入，擬提出修正。 

2. 修正單如附件三。 

決議： 

1. 委員決議修改規格。 

2. 請各單位開立規格時須特別注意內容勿須過於簡易，避免廠商對規格提出質疑，無法



順利完成招標。 

3. 規格中有提及需有噪音測試，應加註須出示正式報告並於驗收時注意廠商有無附正式

報告，但此動作會使預算金額增加約 2 萬。本校職安系同意協助做噪音測試並出示報

告，可節省預算金額。 

提案 3：有關原報部預採購之校優先續 103-04-050 身體組成分析儀未完成採購之說明。 

說明： 

原報部預採購之身體組成分析儀，於第二次招標時，驊晟與富揚琦兩家廠商來投標，

因提供規格之富揚琦廠商儀器未有衛暑認證故流標。而另一驊晟廠商為新廠商，儀器

規格及功能等細項均比報部規格優等，亦有衛暑認證，唯在身高、體重兩項規格未符

合報部時所訂之規格。經與科上老師討論，身高原訂 95~220 公分或以上及體重 10~250

公斤以上，上限數據實為太高，故提申請修改格規。規格詳見附件四。 

決議： 

1. 委員決議修改規格。 

2. 建議應將規格中身高測量 100~200 公分以上及體重測量 10~150 公斤以上，其中”以上”

均刪除。 

3. 建議各單位於專責會議中所提出的設備規格修正案，必須先於系上圖儀委員會修正通

過後，再至專責會議中提出。 

提案 4：有關電腦相關設備，擬新增條件規格。 

說明： 

原報部預採購之電腦設備，擬新增以下規格。 

1. 為配合環保署政策推動，電腦設備(包含電腦主機、螢幕、列表機等)，應符合環保標

章之取得。 

2. 為便於日後維修，電腦主機與螢幕應為同一品牌。 

決議： 

1. 委員決議修改規格。 

提案 5：原報部欲採購之電腦設備，擬修正規格以符合採購預算。 

說明： 

1. 中心所採購電腦設備為因應教學需求，編列於電腦教室以汰舊換新供學生使用。 

2. 為維護教學品質與避免病毒流竄，需編列還原卡以保護作業系統，但礙於預算有限下，

希能順利採購，以能如期於下學期開學供新生使用。 

3. 擬先暫緩採購電腦設備之微軟作業系統部分，待日後再行編列經費購置。 

決議： 

1. 委員決議多編列還原卡。 

2. 有關暫緩採購電腦設備之微軟作業系統部分，待日後再行編列經費購置，委員決議提

高預算以促成此設備案能順利完成採購，使新生能如期於下學期開學使用。 

玖、 臨時動議： 

有關 103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中提及以下審

查意見，需請各單位注意: 

說明： 

一、 



1. 【附表四】優先序#103-04-049 為「防潮櫃」，用途說明欄顯示係供調理保健技術科

「儲存貴重儀器用設備」，兩者之對應關係未盡明確。建議用途說明宜儘量具體呈現

所購設備與教學研究之直接關聯性，以利充分瞭解其購置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2. 部分預計採購項目之規格說明出現特定廠牌型號資訊，且無允許同等品字樣，如：【附

表四】優先序#103-04-034 等。建議宜依採購標的之功能或效益訂定規格條件，避免

規格過於僵硬而缺乏彈性。 

3. 【附表七】優先序#103-07-022「液晶電視」之用途說明欄顯示，係「提供學生在宿舍

育樂」之用，能否具體呼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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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4)款所訂之使用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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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請斟酌考量。 

決議： 

請各單位檢查所提出設備之規格說明: 

i. 附表中各儀器項目名稱勿出現規格型號字眼。 

ii. 規格內容中不可指定廠牌，若規格中需註明廠牌型號，則需於後面加註(或同等級

品)。 

iii. 規格內不可含任何工程字眼，請修正為安裝。 

iv. 優先序#103-04-049 為調保科防潮櫃，用途主要使用於存放經絡分析儀等教學使用

較貴重儀器設備，為避免委員對於使用用途質疑，本項設備將以 100%自籌款方式

進行採購。 

v. 優先序#103-07-022「液晶電視」亦以同樣方式處理，本項設備將以 100%自籌款方

式進行採購。 

二、有關經常門經費使用未來規劃: 

決議： 

1. 有關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由於往年採購後均

會有 20~30%餘款，建議於 104 年編列時能請各單位多開出 20%消耗品作為標餘款欲

採購品項，以簡化相關行政流程。 

2. 103 年度申覆後「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多核定為 45 萬，為達

改善師資比例能高於 50%，首先使用於研究及教師研習部分。其中有關教師研習申請

相關辦法之製訂，必須兼顧情理法酌以調整，以提高此項經費之申請率與績效。 

3. 研習辦法中需注意申請者若已獲政府機關或其他單位補助，則不可重覆申請。 

4. 經常門經費之執行若於各項目未達原先規劃的額度，建議勿將剩餘經費使用於補助教

師薪資上，未來可朝向流用至資本門方向規劃，流用後資本門不高於 75%，經常門不

低於 25%。 

壹拾、 散會：下午 14:00 散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發展經費 

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 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3年6月6日（星期五）中午12時 

開會地點：第一會議廳 

主持人：林金鵬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記錄：翁育萍 

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一、 討論本校申覆教育部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不

予核配案經費修正為150萬元，如何支用分配。 

二、 醫技系、調保科與計網中心儀器規格修正說明。 

臨時動議 

散會 

 

附件 

1. 103 年度第 1 次修正(申覆後)支用計畫書報部經費(附件一)。 

2. 修正後 103 年度獎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編列一覽表(附件二) 

3. 醫技系修正後”抽氣設備組規格”(附件三)。 

4. 調保科修正後”身體組成分析儀規格”(附件四)。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專責小組會議 

提 案 單 

103 年度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 

單位 

系所 
研發處/人事室 

提案一 
討論教育部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不予核配案經費修正為150萬元乙案，

資本門與經常門如何支用分配。 

提案時間     103 年 6 月 6 日 

說  明 
103年度申覆後「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計3,644萬9,883元(經常門1,093

萬4,965元，資本門2,551萬4,918元);原核配為3,494萬9,883元(經常門1,048萬4,965元，資本

門2,446萬4,918元)。故申覆後資本門多核定105萬，經常門為45萬，共150萬。 

建議 

方案 

1.103 年度第 1 次修正支用計畫書資本門附表四(各系所教學研究設備)原報部至校優先續

103-04-110(活動式排球柱)，金額共 2,183 萬 1,809 元，將 105 萬用於原規畫於附表四標餘

款設備項目，則可購置至校優先續 103-04-115(多媒體製作軟體)，金額共 2,303 萬 8,809 元。

附表四資本門共增加 120 萬 7,000 元(最接近 105 萬)。 

2.經常門部分則將 45 萬分配於”研究及教師研習”等項目，以達改善師資素質及提高教學品

質目標;補助學務處及職員進修研習支經費亦略做調整，以符合改善師資經費應佔經常門經

費 50%以上之規定。此外，為達資本門經常門比例為 70%及 30%，其餘經常門經費則使用

於教師薪資部份。詳見修正後 103 年度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編列一覽表(附件二)。 

3.103 年度第 1 次修正(申覆後)支用計畫書報部經費請參見附件一。 

單位 

系所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提案二 有關抽氣設備組規格說明。 提案時間  103 年 6  月 6  日 

說  明 
1、原規格單內容簡易，為避免廠商丈量時有許出入，擬提出修正。 

2、修正單如附件三。 

建議 

方案 
敬請委員同意修改規格。 

單位 

系所 
調理保健技術科 

提案三 
有關原報部預採購之身體組成分析儀未完成採購

之說明。 
提案時間  103 年 6  月 6   日 



說  明 

原報部預採購之身體組成分析儀，於第二次招標時，驊晟與富揚琦兩家廠商來投標，因提

供規格之富揚琦廠商儀器未有衛暑認證故流標。而另一驊晟廠商為新廠商，儀器規格及功

能等細項均比報部規格優等，亦有衛暑認證，唯在身高、體重兩項規格未符合報部時所訂

之規格。經與科上老師討論，身高原訂 95~220 公分或以上及體重 10~250 公斤以上，上限

數據實為太高，故提申請修改格規。規格詳見附件四。 

建議 

方案 
敬請委員同意修改規格。 

  

單位 

系所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提案四 有關電腦相關設備，擬新增條件規格。 提案時間  103 年 6  月 6   日 

說  明 

原報部預採購之電腦設備，擬新增以下規格。 

1. 為配合環保署政策推動，電腦設備(包含電腦主機、螢幕、列表機等)，應符合環保標章

之取得。 

2. 為便於日後維修，電腦主機與螢幕應為同一品牌。 

建議 

方案 
敬請委員同意修改規格。 

  

單位 

系所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提案五 
原報部欲採購之電腦設備，擬修正規格以符合採購

預算。 
提案時間  103 年 6  月 6   日 

說  明 

1.中心所採購電腦設備為因應教學需求，編列於電腦教室以汰舊換新供學生使用。 

2.為維護教學品質與避免病毒流竄，需編列還原卡以保護作業系統，但礙於預算有限下，

希能順利採購，以能如期於下學期開學供新生使用。 

3.鑑此擬先暫緩採購電腦設備之微軟作業系統部分，待日後再行編列經費購置。 

建議 

方案 
敬請委員同意修改規格。 

 

 



附件一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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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2,950 
$16,396,933 

$14,896,933(原) 

$36,449,883 

$34,949,883(原) 

$3,944,666 

$3,720,380(原) 

$40,394,549 

$38,670,263(原)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30%） 

金額 $14,037,066 $11,477,852 $2,761,266 $6,015,884 $4,919,081 $1,183,400 

合計 
$28,276,184 

$27,069,184(原) 

$12,118,365 

$11,601,079(原) 

占總經費

比例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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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經常門及資

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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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附件三 

抽氣設備組規格 

1. PVC硬殼發泡板抽氣設備: 櫃體材質以 19±1㎜ 厚 PVC白色硬殼發泡板製。規格尺寸：1800×500

×700㎜（±10㎜）3台，1700×500×700㎜ （±10㎜）3台。導流板：採用 PVC一體成型整面組合

式百葉通風導流板。 (需檢附防焰測試文件供審) 。 

2. PP耐酸鹼風機-2HP 皮帶驅動型透浦式風機 1 台：採用 PP製耐酸鹼抽排風機 2HP 1台，以皮帶

型驅動方式，搭配透浦式葉輪。風機銜接風管處設有防震帶。風機避震器：風機設有彈簧避震器

4組。風機基座：採用厚度 5mm以上角鋼焊接製，表面經熱鍍鋅防銹處理。馬達：採用 CE認證

自冷式變頻馬達 2HP三相電壓 220V /380V 60Hz。啟動開關：電源開關 1組、馬達異常安全指示

燈裝置 1組。(需附第三公正單位抽排風機 2HP風量測試証明供審，流量 3300CFM以上)  

3. 排氣風管：Ø16 英吋 PP材質排氣管 13 M (±2%) ，Ø10 英吋 PP材質排氣管 12 M(±2%) ，Ø6英吋

PP材質排氣管 12M(± 2%) 

4. PP材質製活性碳過濾箱 1 組：採 PP製活性碳槽體-尺寸：(1000±20)×(600±20)×(1000±20)0㎜，

內部放置鍍鋅框活性碳過濾棉 2組-尺寸：(500±50)×(500±50)×(50±5)㎜。 

5. 變頻電源總開關箱 1 組：含無熔絲開關 2組及 2HP變頻器開關 1組。 

噪音測試：噪音距離櫃體 1公尺噪音 70分貝以下。 

煙流測試：使用煙霧產生器於排氣櫃開口面排煙，觀看煙霧是否被吸入櫃體導流板內。 

(請先至實驗室丈量製圖/報價需含稅及安裝費) 

  



附件四 

身體組成分析儀規格表(調保科)                                              

 

    身體組成分析儀 1組 

規格: 

1.測量模式:分段生物電組抗 (右臂,左臂,軀幹,右腿,左腿) 

2.測量頻率: 具多種量測頻率 

3.語音: 中文語音指導操作 

4.測量方式: 站立式 8點觸感式電極, (右手掌,左手掌,右腳底, 

              左腳底各兩電極) 

5.螢幕顯示: 7吋寬頻彩色 LCD, 中文螢幕 

       6.身體組成分析提供體重、骨質重、體脂肪重、身體總水重 

          及除脂重量脂量測值及其正常值範圍。體重、肌肉重、 

          體脂肪率三者並提供對於正常值脂條狀圖,方便及時評估均衡 

          體間或虛弱等健康狀況。 

       7.分段肌肉量欄分別顯示五大肢段之肌肉量及其各自重量。 

       8.分段體脂肪欄分別顯示五大肢段之脂肪重量。 

       9.內臟脂肪程度分析 

       10.具有衛署認證合格,含安裝及教育訓練 8小時。直接列印報告分析參數： 

          體重及身體質量指數＊體脂肪重量(kg)＊體脂肪率(%)＊部位別肌肉重量 

          ＊部位別脂肪重量、身體總水分重量＊骨質重＊除脂重量(kg)＊腰圍比、 

          腹圍＊脂肪及肌肉控制(kg)＊基礎代謝率(Kcal) 

       11.輸入裝置: 按鍵.電腦搖控 2種方式 

12.傳輸裝置: USB port, RS232 port 

13.列印裝置: 熱感式列印；A4印表機列印二種列印方式 

14.主機重量: 14.5公斤以下,可摺疊攜帶方便 

15.測量時間: 約 1分鐘 

16.身高測量: 100 ~ 200公分以上 

17.體重測量: 10 ~ 150 公斤以上 

18.年齡輸入: 10~80歲 

   19.每台配件:1.身體組成分析儀 x1台       

               2.專用印表機含 x1台  

               3.專用報告紙 x1箱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3年 10 月 31日(星期五)中午 12:00~13:30 

貳、 開會地點：第一會議廳 

參、 主    席：姜泰安主秘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錄：翁育萍 

伍、 宣布開會：12:30宣布開會。 

陸、 主席致詞：委員應到 48人，實到 39人，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會議開始，校長請假，

先請研發長報告此次會議討論事項。 

柒、 報告事項： 

討論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萬元以下未完成採購事宜。 

捌、 討論事項： 

提案 1：有關資本門儀器設備未完成採購之說明。 

說明：請詳見附件一 

1. 視光系(103-04-035光粒子特性實驗箱 1台)，預算金額 37,216，經學校網頁招標公告三

次，無廠商報價。 

2. 學務處(103-07-024全套劍道護具 5組)，預算金額 60,000，廠商(立宸)報價金額 68,000(高

於預算，經議價後不再減價)。 

3. 生科系(103-04-015蛋白質轉漬槽 4式)，預算金額 56,000，廠商(捷恩麥克)報價金額

60,000(高於預算，經議價後不再減價)。 

決議： 

1. 1/2 以上委員同意取消購置視光系光粒子特性實驗箱 1台。 

2. 考慮學生社團需求及學務處所採購之總額須佔獎補助經費資本門 2%以上，1/2 以上委

員同意學務處提高預算金額至 68000元購置全套劍道護具 5組。 

3. 因各教學單位提出獎補助經費儀器設備之預算是依 102年度 11 月初訪價結果，經過約

1年時間學校再進行招標時，價格上會有落差，致使現今報價廠商必須提高預算，不

再減價。基於訪價時間落差問題考量，1/2 委員同意生科系以提高預算的方式購置蛋白

質轉漬槽 4式。蛋白質轉漬槽是使用於學生實驗課程使用，亦有購置之必要性。 

4. 102年教育部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委員建議中亦提及部分採購預算金額與實際採

購有落差，是否學校經費規劃訪價作業宜更嚴謹確實，以免排擠其他經費需求。因此

希望 104年獎補助資本門的採購，不要再發生類似的問題。 

提案 2：有關經常門萬元以下小型設備未完成採購之說明。 

說明：請詳見附件二 

1. 長照系(103-10-051紅外線接收模組 1 組)、調保科(103-10-067 針灸掛圖 2副)、調保科

(103-10-071胸椎 12節 2座)、食營系(103-10-083 電子溫控黑輪桶 1台)、餐旅系

(103-10-102主機櫃(附鎖)1組)、妝管系(103-10-116油壓型雙用床 4張)共 6項設備未完

成採購原因均為經學校網頁招標公告三次，無廠商報價。 

2. 幼保系(103-10-114幼兒乳牙模型 10座)、食營系(103-10-085 電子溫控小包櫥 1台)、

資管系(103-10-123手持式行動掃瞄器 2台)、食營系(103-10-082 保溫茶桶 4個)、長照

系(103-10-053 Body Temple 白金陶瓷超音波水氧機 1台)、長照系(103-10-046撥盤電話



1台)共 6項設備未完成採購原因均為廠商報價金額高於預算，經議價後不再減價。。 

決議： 

1. 長照系於經常門萬元以下所購置的紅外線接收模組 1組，是音響設備內的套組設備之

一，使用於懷舊療傷環境特色教室之建置，若該項小型設備無法購置，則會使該整組

音響設備無法使用，1/2 以上委員同意讓長照系該案可於學校網頁招標公告第 4次，若

還是無廠商來報價則取消購置該項設備。 

2. 幼保系說明幼兒乳牙模型 10座是屬消耗品，容易耗損，依其使用性質委員本建議期可

運用學生實習費用採購較恰當，管理上較易處理。但因其 2月份要開始實施即測即評，

就會使用該項設備，若使用學生實習費用用於該項經費購置，恐時間上無法配合採購。

故有 1/2 委員同意幼保系可提高預算至 500000元，用於購置幼兒乳牙模型 10座。 

3. 其餘未提出適當說明的其他單位，如調保科(103-10-067針灸掛圖 2 副)、調保科

(103-10-071胸椎 12節 2座)、食營系(103-10-083 電子溫控黑輪桶 1台)、餐旅系

(103-10-102主機櫃(附鎖)1組)、妝管系(103-10-116油壓型雙用床 4張)、食營系

(103-10-085電子溫控小包櫥 1台)、資管系(103-10-123手持式行動掃瞄器 2台)、食營

系(103-10-082 保溫茶桶 4個)、長照系(103-10-053 Body Temple 白金陶瓷超音波水氧機

1台)、長照系(103-10-046 撥盤電話 1 台)共 10項設備，1/2 以上委員同意取消購置。 

4. 1/2 以上委員同意有關經常門萬元以下小型儀器設備之採購，本次會議決議訂定比例範

圍，基於考量物價波動原則，若廠商報價低於預算 10%，則同意提高預算再行採購，

若廠商報價高於 10%，則決議取消採購。若各單位有特殊非購買必要理由，請於專責

會議中提案說明，再經委員表決。 

玖、 臨時動議 

有關支用計畫書中附表四標餘款未完成採購之說明。 

1. 餐旅系(103-04-127觸控式倒 T型排油煙機 2台)共 1項設備未完成採購原因是因恐有

涉及工程。 

2. 長照系(103-04-133 50吋 LED液晶電視含壁掛架 1台；103-04-145掛圖 1副；103-04-146

按摩椅 2張；103-04-147 按摩椅 1張；103-04-149足部按摩器 2台；103-04-150掛圖 1

副；103-04-151 書桌組 1張；103-04-152 精油櫃 1座；103-04-154-001銀髮族互動遊戲

設備-1主機（含感應座）2台；103-04-154-002 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2專用收納櫃 1

座；103-04-154-003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腦部訓練卡匣 I1台；103-04-154-004銀髮族

互動遊戲設備-腦部訓練卡匣 II1台；103-04-154-005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腦部訓練卡

匣 III1 台)共 13 項設備未完成採購，原因均為恐有違背教育部獎補助原則。 

3. 長照系(103-04-129古董搖椅 1座；103-04-140 手搖裁縫車 1台；103-04-143 L型沙發

組 1組；103-04-148電視矮櫃 1座)共 4項設備未完成採購，原因均為申請單位請購單

未決行。 

決議： 

1. 餐旅系(103-04-127觸控式倒 T型排油煙機 2台)，1/2 以上委員同意改以學校自有款購

置。 

2. 長照系(103-04-13350吋 LED液晶電視含壁掛架 1台；103-04-145掛圖 1副；103-04-146

按摩椅 2張；103-04-147 按摩椅 1張；103-04-149足部按摩器 2台；103-04-150掛圖 1

副；103-04-151 書桌組 1張；103-04-152 精油櫃 1座；103-04-154-001銀髮族互動遊戲

設備-1主機（含感應座）2台；103-04-154-002 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2專用收納櫃 1

座；103-04-154-003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腦部訓練卡匣 I1台；103-04-154-004銀髮族



互動遊戲設備-腦部訓練卡匣 II1台；103-04-154-005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腦部訓練卡

匣 III1 台)共 13 項設備，1/2 以上委員同意改以學校自有款購置。 

3. 長照系(103-04-129古董搖椅 1座；103-04-140 手搖裁縫車 1台；103-04-143 L型沙發

組 1組；103-04-148電視矮櫃 1座)共 4項設備，1/2 以上委員同意取消採購。 

壹拾、散會：下午 13:20散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發展經費 

第4次專責小組會議 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3年10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時 

開會地點：第一會議廳 

主持人：曾信超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記錄：翁育萍 

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一、 討論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萬元以下未完

成採購事宜。 

 

臨時動議 

散會 

 

附件 

1. 103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未完成採購明細表(附件一) 

2. 103獎補助經費經常門萬元以下未完成採購明細表(附件二) 

   



 



  

  



   



理由
校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校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單位

103-04-

035

光粒子特

性實驗箱

1台

"功率分析(Value、Max

power 、Mini power、

Average、實驗操作雷射

光源 : 30.0mW @ 650nm

光譜分析(中心波長、

FWHM、Peak、SSM

檔、AreaPSD、

Centbase、VIS counts值)

RMS stability、PTP

stability)封裝型式 : 金屬

披覆外箱< 380 x 130 x

350 mm 總重量

1台 37,216       37,216      視光系

103-10-

067
針灸掛圖

全身106*50cm(±5%)，耳

針灸圖63*84cm(±5%)
2副 1,000         2,000 調保科

103年第3及第4次專責小組會議修正前後對照表

6.因申請單位請購單未決行，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取消標餘款採購共4案。

標餘款未完成採購說明

5.專責小組第3次會議決議取消採購改以學校自有款購置共1案。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不

予購置，因經

學校網頁招標

公告三次，無

廠商報價。

歸納總表

修正前

1.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因經學校網頁招標公告三次，無廠商報價，資本門不予採購共1案;經常門萬元以下不予採購共5案。

2.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提高總價金額採購，資本門共2案;經常門萬元以下共1案。

3.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可經學校網頁招標公告第四次，經常門萬元以下共1案。

4.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不提高預算，取消採購，經常門萬元以下共5案。

修正後

7.因恐有涉及工程，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取消標餘款採購改以學校自有款購置共1案。

8.因恐有違背教育部獎補助原則，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取消標餘款採購改以學校自有款購置共1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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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

071
胸椎12節 長28*寬7*高7cm(±5%) 2座 2,300         4,600 調保科

103-10-

083

電子溫控

黑輪桶

1.材質：SUS304不銹鋼,

附透明耐熱上蓋。2.尺

寸：45*45*H30cm±3%、

內有304不銹鋼隔板。3.

控溫：旋鈕控溫~110℃

(含電源線及插頭)。

1台 3,800         3,800 食營系

103-10-

102

主機櫃

(附鎖)

材質:木質尺寸:寬34公分:

深53公分:高66公分
1組 2,500         2,500 餐旅系

103-10-

116

油壓型雙

用床

1.尺寸：L183*W70*H60-

72cm2.美容及指壓二用3.

手動調整高度4.床頭可自

行調整所需高度

4張 9,900         39,600 妝管系

103-07-

024

全套劍道

護具

腰垂、胴部、頭巾、面具、手

套、護具背帶
5組 13,600          68,000

103-07-

024

全套劍道

護具

腰垂、胴部、頭巾、面

具、手套、護具背帶
5組 12,000       60,000 學務處

103-04-

015

蛋白質轉

漬槽

可同時轉漬兩塊8.3(+-5%) cm

X 7.3(+-5%) cm凝膠。外觀尺

寸：長16(+-5%) cm X 寬12(+-

5%) cm X高15(+-5%) cm。含

專屬電極防呆裝置，及安全按

鈕式開蓋設計。

4式 15,000          60,000
103-04-

015

蛋白質轉

漬槽

可同時轉漬兩塊8.3(+-

5%) cm X 7.3(+-5%) cm

凝膠。外觀尺寸：長

16(+-5%) cm X 寬12(+-

5%) cm X高15(+-5%)

cm。含專屬電極防呆裝

置，及安全按鈕式開蓋

設計。

4式 14,000       56,000 生科系

103-10-

114

幼兒乳牙

模型

牙齒咬合後尺寸

(9X6.8X10cm)，誤差正負

10%。含不鏽鋼底座。

10座 5,000            50,000
103-10-

114

幼兒乳牙

模型

牙齒咬合後尺寸

(9X6.8X10cm)，誤差正

負10%。含不鏽鋼底座。

10座 4,000         40,000 幼保系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可

經學校網頁招

標公告第四次

103-10-

051

紅外線接

收模組

1.電源:開／關。2.音量:

上昇、下降。3.高/低音:

上昇、下降。4.左右平

衡。5.響度:開／關。6.輸

入選擇7.規格:5.5W(+-

5%)x9H(+-5%)x0.5D(+-

5%)cm

1組 9,000         9,000 長照系

103-10-

046
撥盤電話

1.尺寸:22W(+-

5%)x23D(+-5%)x13H(+-

5%)cm

1台 1,500 1,500 長照系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不

予購置，因經

學校網頁招標

公告三次，無

廠商報價。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提

高總價金額採

購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取

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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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

053

Body

Temple白

金陶瓷超

音波水氧

機

1.INPUT：60HZ

20W2.OUTPUT：DC

24V　1000MA3.尺

寸:22cm(+-5%)，直徑：

18cm(+-5%)4.淨重：

490G(+-5%)

1台 4,500 4,500 長照系

103-10-

082
保溫茶桶

1.材質:外殼PE樹脂、PU

液體發泡成型、內膽18-8

不銹鋼(一體成型)2.尺

寸:L30*W32*H46cm±

3%3.容量:17L4.台灣製造

5.保溫約6小時，保冷約8

小時6.水龍頭採用尼龍樹

脂，耐熱180度，長時間

拉放不易斷裂漏水；可

旋轉拉桿方向，拉桿分

為兩段式：(1)壓下平拉

桿會不停出水；(2)壓下

半圓拉桿會出水，放開

後水會停止。7.外觀顏

色:咖啡、綠色各2台

4個 1,500 6,000 食營系

103-10-

085

電子溫控

小包櫥

1.材質：SUS304不銹

鋼、玻璃門、四面耐熱

玻璃2.尺寸:約

37*37*75cm(W*D*L)±

3%3.電壓：110V(含電源

線)4.電子式溫控5.內部隔

層及材質:5層、SUS304

不銹鋼隔層6.附出廠證明

1台 6,800 6,800 食營系

103-10-

123

手持式行

動掃瞄器

※可保存掃描圖片為JPG

或PDF兩種文件格式※支

援彩色/單色(黑白)兩種

顏色模式選擇※可支援

到高達900DPI解析※最

高支援32GB的microSD

卡※隨機附

32GBmicroSD卡※LB-

SC110WLobos手持式行

動掃瞄器

2台 4,500 9,000 資管系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取

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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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

129
古董搖椅

1.木質材質 2.尺寸：

50W(±10%)x 70D(±10%)

x 70H(±10%)cm。 或同

級品

1座 15,000 15,000      長照系

103-04-

140

手搖裁縫

車

1.尺寸：標準19吋機櫃、

高：24U含以上 2.採用國

際標準規格EIA RS-310-

C製作，鐵製粉體烤漆 3.

開啟式後門，附前鐵門

4.3"剎車輪組。 5.ㄈ型綁

線架。 6.前柱螺絲遮蓋

壓條 7.附地平調整螺絲

8.附2U隔板*2 9.投標時

附型錄 10.交貨時附原廠

或代理商保固證明書 11.

含本案相關五金另料及

安裝調整測試含安裝有

關一切與本案相關設備

所需之五金、線材、另

料與整合安裝，必須做

三小時之教育訓練，與

交與使用 12.尺寸公差±

5%或同級品

1台 20,000 20,000      長照系

103-04-

143

L型沙發

組

1.尺寸：130W×300D×

230Hmm 2.電池 ：3號電

池× 4枚、4號電池×2枚

(另外賣) 3.内容物：主

體、遙控器、棲木、鸚

鵡的點心 4.知道「你

好」「一起玩」等11種

的日文詞彙，並會說

話。 5.撫摸頭或是背部

的話會很高興、觸摸嘴

巴的話會發出「啾~~」

的聲音。 6.配合著內建

的音樂或播放音樂，跟

著旋律音楽一起跳舞。

7.尺寸公差±5% 或同級

品

1組 40,000 40,000      長照系

因申請單位請

購單未決行，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取

消標餘款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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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

148
電視矮櫃

1.類別:極技按摩椅、3D

按摩椅 2.尺寸:121W（±

5％） x 75D（±5％） x

124H（±5％）cm 3.顏色:

尊爵黑 或同等級品

1座 15,000 15,000      長照系

專責小組第3

次會議決議取

消採購改以學

校自有款購

置。

104-04-

049
防潮櫃

"1. 外尺寸：寬40x高123x深

41cm 2. 內尺寸：寬36x高（上

35、下74.5）x深35.7cm 3. 容

積：163公升 4. 耗電量：12W

5. 主機：除濕力加倍型主機。

6. 適用範圍：25~55%RH 7. 配

件：滑軌抽拉式層板兩片，上

下可調塑製層板四片，四個可

調腳墊，附鎖門把 "

2台 0 0
104-04-

049
防潮櫃

"1. 外尺寸：寬40x高

123x深41cm 2. 內尺寸：

寬36x高（上35、下

74.5）x深35.7cm 3. 容

積：163公升 4. 耗電量：

12W 5. 主機：除濕力加

倍型主機。 6. 適用範

圍：25~55%RH 7. 配

件：滑軌抽拉式層板兩

片，上下可調塑製層板

四片，四個可調腳墊，

附鎖門把 "

2台 12,700 25,400      調保科

因恐有涉及工

程，專責小組

第4次會議決

議取消標餘款

採購改以學校

自有款購置

103-04-

127

觸控式倒T

型排油煙

機

．外觀尺寸㎜: 896*545 ．材

質:不鏽鋼 ．使用電

源:110V/60Hz ‧段數 Ⅰ Ⅱ Ⅲ

‧排風量m3/min 5 10 15 ‧最

大排風量m3/min 8 15 20 ‧消

耗電功率 W 160 240 380 ♦歐

化倒T造型，沉穩黑觸控面板

♦鋁質高密度可拆洗式過濾油

網 ♦按鍵式三段風量調整

2台 0 0
103-04-

127

觸控式倒

T型排油

煙機

．外觀尺寸㎜: 896*545

．材質:不鏽鋼 ．使用電

源:110V/60Hz ‧段數 Ⅰ

Ⅱ Ⅲ ‧排風量m3/min 5

10 15 ‧最大排風量

m3/min 8 15 20 ‧消耗電

功率 W 160 240 380 ♦歐

化倒T造型，沉穩黑觸控

面板 ♦鋁質高密度可拆洗

式過濾油網 ♦按鍵式三段

風量調整

2台 18,000 36,000      餐旅系

103-04-

133

50吋LED

液晶電視

含壁掛架

1.螢幕尺寸: 50吋 2.面板規格:

背光系統-側光式 LED、螢幕

比例-16:9、面板解析度1920 x

1080。 3.訊號輸入端子:VGA

電腦影像端子x 1組、電腦音

源輸入端子x 1組、電視盒接

收端子-有線/無線/數位、

1台 0 0
103-04-

133

50吋LED

液晶電視

含壁掛架

1.螢幕尺寸: 50吋 2.面板

規格:背光系統-側光式

LED、螢幕比例-16:9、

面板解析度1920 x

1080。 3.訊號輸入端

子:VGA電腦影像端子x 1

組、電腦音源輸入端子x

1台 29,000 29,000      長照系

(103-04-

145
掛圖

1.休閒藤椅子 2.尺寸:205W（±

5％）x63D（±5％）x90H（±

5％） 或同等級品

1副 0 0
(103-04-

145
掛圖

1.休閒藤椅子 2.尺

寸:205W（±5％）x63D

（±5％）x90H（±5％）

或同等級品

1副 13,000 13,000      長照系

因恐有違背教

育部獎補助原

則，專責小組

第4次會議決

議取消標餘款

採購改以學校

自有款購置

因申請單位請

購單未決行，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取

消標餘款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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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

146
按摩椅

1.尺 寸：201W（±5％）x91 H

（±5％）cm (含框尺寸) 2.材

質：山水油畫 (尺寸可訂製)

或同級品

2張 0 0
103-04-

146
按摩椅

1.尺 寸：201W（±5％）

x91 H（±5％）cm (含框

尺寸) 2.材 質：山水油畫

(尺寸可訂製) 或同級品

2張 198,800 397,600    長照系

103-04-

147
按摩椅

商品規格 1.額定電壓 : 110-

120伏特 60 赫茲 2.耗電量 : 約

300瓦特 3.時間率 : 20分鐘 4.

自動定時 : 約15分鐘 5.椅背按

摩 揉捏速度 : 約35轉(低) / 約

43轉(高) 揉捏寬度 : 7至16公

分 捶打速度 : 約345轉(低) / 約

460轉(高) 捶打寬度 : 7至16公

分 滾輪速度 : 2公分 / 秒 滾輪

寬度 : 7至16公分 滾輪範圍 :

全滾輪 ( 約60公分) 局部滾輪 (

約35公分) 6.氣墊按摩 氣壓 :

上限 30kPa 7.足部按摩架 8.小

腿揉捏速度 : 約20轉 (低) / 約

27轉 (高) 9.滾輪 / 振動速度 :

約2000轉 10.溫熱功能 : 約攝

氏40度 11.尺寸 :椅背直立 : 約

73 (寬) x 117 (長) x 120 (高) 公

分 12.椅背後仰 : 約73 (寬) x

200 (長) x 85 (高) 公分 13.重

量淨重 : 約109公斤 以上尺寸

公差±5％ 或同等級品

1張 0 0
103-04-

147
按摩椅

商品規格 1.額定電壓 :

110-120伏特 60 赫茲 2.耗

電量 : 約300瓦特 3.時間

率 : 20分鐘 4.自動定時 :

約15分鐘 5.椅背按摩 揉

捏速度 : 約35轉(低) / 約

43轉(高) 揉捏寬度 : 7至

16公分 捶打速度 : 約345

轉(低) / 約460轉(高) 捶

打寬度 : 7至16公分 滾輪

速度 : 2公分 / 秒 滾輪寬

度 : 7至16公分 滾輪範圍

: 全滾輪 ( 約60公分) 局

部滾輪 ( 約35公分) 6.氣

墊按摩 氣壓 : 上限 30kPa

7.足部按摩架 8.小腿揉捏

速度 : 約20轉 (低) / 約27

轉 (高) 9.滾輪 / 振動速度

: 約2000轉 10.溫熱功能 :

約攝氏40度 11.尺寸 :椅

背直立 : 約73 (寬) x 117

(長) x 120 (高) 公分 12.椅

背後仰 : 約73 (寬) x 200

(長) x 85 (高) 公分 13.重

量淨重 : 約109公斤 以上

1張 228,000 228,000    長照系

103-04-

149

足部按摩

器

1.石面厚度:2cm厚玫瑰石造型

2.優娜玫瑰石白色6尺 3.高級

MDF+電鍍手把+鱷魚皮+水鑽

4.門片採油壓後鈕緩衝設計；

抽屜採高級鋼珠滑軌 5.PU亮

面塗裝處理 6.以上尺寸（±

5％） 或同級品

2台 0 0
103-04-

149

足部按摩

器

1.石面厚度:2cm厚玫瑰石

造型 2.優娜玫瑰石白色6

尺 3.高級MDF+電鍍手把

+鱷魚皮+水鑽 4.門片採

油壓後鈕緩衝設計；抽

屜採高級鋼珠滑軌 5.PU

亮面塗裝處理 6.以上尺

寸（±5％） 或同級品

2台 13,800 27,600      長照系

因恐有違背教

育部獎補助原

則，專責小組

第4次會議決

議取消標餘款

採購改以學校

自有款購置

第 6 頁



103-04-

150
掛圖

1.電源/ AC110V 50-60Hz 2.消

耗功率/ 65W 3.額定時間/ 15分

4.毛重/ 13.6公斤 5.淨重/ 11公

斤 6.氣壓按摩 ✖ 踝部揉捏 ✖

腳底反射 3-STEPS立體氣壓按

摩 3D共軸滾輪 獨家氣壓脈衝

機能 (3+1)滾輪按摩速度及氣

壓按摩強度 7.無線遙控功能

以上尺寸公差±5％ 或同等級

品

1副 0 0
103-04-

150
掛圖

1.電源/ AC110V 50-60Hz

2.消耗功率/ 65W 3.額定

時間/ 15分 4.毛重/ 13.6公

斤 5.淨重/ 11公斤 6.氣壓

按摩 ✖ 踝部揉捏 ✖ 腳

底反射 3-STEPS立體氣

壓按摩 3D共軸滾輪 獨家

氣壓脈衝機能 (3+1)滾輪

按摩速度及氣壓按摩強

度 7.無線遙控功能 以上

尺寸公差±5％ 或同等級

品

1副 13,000 13,000      長照系

103-04-

151
書桌組

1.木質材質 2.尺寸:79W(±5%)x

60D(±5%) x 126H(±5%)cm 或

同級品

1張 0 0
103-04-

151
書桌組

1.木質材質 2.尺寸:79W(±

5%)x 60D(±5%) x 126H(±

5%)cm 或同級品

1張 11,000 11,000      長照系

103-04-

152
精油櫃

1.木質雕花 2.尺寸:55 W(±

5%)x 40D(±5%) x 126H(±

5%)cm 或同級品

1座 0 0
103-04-

152
精油櫃

1.木質雕花 2.尺寸:55

W(±5%)x 40D(±5%) x

126H(±5%)cm 或同級品

1座 14,000 14,000      長照系

103-04-

154-001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1主機

（含感應

座）

1.主機接收器：W18XD14公

分（±10%），含電源線及AV

線各一 2.感應座：Ｗ13×Ｄ29

公分(±10%)，含4項功能選擇

鍵，可與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

各式卡匣相容 或同級品

2台 0 0
103-04-

154-001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1主機

（含感應

座）

1.主機接收器：

W18XD14公分（±10%）

，含電源線及AV線各一

2.感應座：Ｗ13×Ｄ29公

分(±10%)，含4項功能選

擇鍵，可與銀髮族互動

遊戲設備各式卡匣相容

或同級品

2台 12,500 25,000      長照系

103-04-

154-002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2專用

收納櫃

長54 cm* 寬80 cm* 高 110 cm

（±10%） 重量:約30kg（±

10%） 可收納銀髮族互動遊

戲設備 附有輪子可固定並隨

意推至各處 檯面可放置37吋

以上螢幕 或同級品

1座 0 0
103-04-

154-002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2專用

收納櫃

長54 cm* 寬80 cm* 高

110 cm（±10%） 重量:

約30kg（±10%） 可收納

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 附

有輪子可固定並隨意推

至各處 檯面可放置37吋

以上螢幕 或同級品

1座 31,500 31,500      長照系

103-04-

154-003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腦部

訓練卡匣I

可做文字比較、圖形比較、表

情比較、文字記憶、圖形記

憶、表情記憶等，可與操作遙

控器連線， 尺寸W10.6 × H2.0

×D9.0公分(±10%) 或同級品

1台 0 0
103-04-

154-003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腦部

訓練卡匣

I

可做文字比較、圖形比

較、表情比較、文字記

憶、圖形記憶、表情記

憶等，可與操作遙控器

連線， 尺寸W10.6 ×

H2.0 ×D9.0公分(±10%)

或同級品

1台 20,000 20,000      長照系

因恐有違背教

育部獎補助原

則，專責小組

第4次會議決

議取消標餘款

採購改以學校

自有款購置

第 7 頁



103-04-

154-004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腦部訓

練卡匣II

可做數字比較、大小判斷、反

轉比較、圖形記憶2、文字記

憶2、數字記憶、表情記憶2、

拼圖記憶等，可與操作遙控器

連線， 尺寸W10.6 × H2.0 ×

D9.0公分(±10%)。 或同級品

1台 0 0
103-04-

154-004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腦部

訓練卡匣

II

可做數字比較、大小判

斷、反轉比較、圖形記

憶2、文字記憶2、數字

記憶、表情記憶2、拼圖

記憶等，可與操作遙控

器連線， 尺寸W10.6 ×

H2.0 ×D9.0公分(±10%)。

或同級品

1台 25,000 25,000      長照系

103-04-

154-005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腦部訓

練卡匣III

可做算式判斷、數值記憶比

較、時間比較、圖形數量記

憶、零錢總數加總、顏色記憶

比較、數字位置記憶、圖形位

置記憶等，可與操作遙控器連

線， 尺寸W10.6 × H2.0 ×D9.0

公分(±10%)。或同級品

1台 0 0
103-04-

154-005

銀髮族互

動遊戲設

備-腦部

訓練卡匣

III

可做算式判斷、數值記

憶比較、時間比較、圖

形數量記憶、零錢總數

加總、顏色記憶比較、

數字位置記憶、圖形位

置記憶等，可與操作遙

控器連線， 尺寸W10.6 ×

H2.0 ×D9.0公分(±10%)。

或同級品

1台 29,000 29,000      長照系

因恐有違背教

育部獎補助原

則，專責小組

第4次會議決

議取消標餘款

採購改以學校

自有款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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