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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現況 

 
(一) 學校簡介: 

高苑科技大學為座落於高雄科學園區的 e世紀學府，以「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

結合」為辦學理念，並致力成為落實「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育「畢業即具有

百分百就業能力」之優質產業型科技大學。創校 27 年簡史如下： 

 民國 75 年籌設「私立高苑工業專科學校」 

 民國 78 年「私立高苑工業專科學校」奉教育部令正式招生 

 民國 80 年奉教育部核定更改校名為「私立高苑工商專科學校」 

 民國 84 年奉教育部核定成立進修專校 

 民國 87 年奉教育部核定改制為「高苑技術學院」 

 民國 89 年奉教育部核定成立進修學院 

 民國 94 年奉教育部核定改名為「高苑科技大學」 
 
本校緊鄰高雄科學園區，並鄰近本洲工業區、永安工業區與南部環保科技園區。本校校地面

積109,916.5平方公尺，校舍總樓地板面積145,217平方公尺。本校目前計有4個學院，包含：規劃

與設計學院(原為工程學院)、機電學院、商業暨管理學院及資訊學院。8個研究所及1個碩士學位

學程：電子工程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研究所、化工與生化工程研究所、

土木工程研究所、建築研究所、經營管理研究所、資訊科技應用研究所及扣件產業技術整合學

位學程(碩士班)。21個系組：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系、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先進車輛組、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綠色能源科技系、土木工程

系工程技術組、土木工程系資訊應用組、建築系建築設計組、建築系室內設計組、企業管理系、

國際商務系、應用外語系英文組、應用外語系日文組、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創意行銷組、行銷與

流通管理系流通管理組、休閒運動管理系、資訊管理系、資訊傳播系、資訊科技系及7個學士學

位學程：香妝與養生保健學位學程、綠環境設計學位學程、文化創意設計與數位整合學位學程、

觀光與遊憩事業經營學位學程、銀髮族事業管理學位學程、多媒體動畫遊戲學位學程、空間資

訊應用學位學程。 
 
102學年度第一學期專任教師282人，軍護8人，專任行政職員111人，約聘雇25人，其中教師

182位具博士學位，佔全校師資64.54%，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有227位，佔80.50%。日間部五專生5
人、四技生5425人、二技62人、雙軌及產碩專班學生263人及研究生141人，共計5,896人，日間

部生師比為16.97。進修部學生1302人，研究所在職專班207人，進修學院及進修專校學生801人，

全校學生合計8,206人。全校生師比為21.3，符合教育部規定之要求。 
 
本校曾燦燈校長於99年6月1日就任之後，即進行組織調整以推動各項新政策，101年8月將

原推廣教育組與華語文中心併入進修部，並將進修部更名為進修推廣部，綜理校外人士至本校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教學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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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之相關業務，因高雄科學園區已經陸續進駐許多廠商，加上鄰近本洲工業區、永安工業區

與南部環保科技園區的許多員工有許多進修之意願，因此推廣教育組將統籌推廣教育與勞委會

推動之雙軌訓練旗鑑計畫等業務，並於高雄市區與台東地區開設分班，擴大招生範圍。原國際

事務處更名為國際交流中心與100年8月成立之產學服務中心併入研究發展處，國際交流中心專

職國外學生招生，辦理國際交換學生業務，而產學服務中心負責推動本校鄰近工業區、科學園

區與本校教師之產學合作事務。102年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改名為教學發展中心(簡稱教發中

心)，為一級單位，負責提昇學校教學品質與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業務，以做為日後學校爭取教

學卓越計畫之準備。教卓中心成立後，大幅增加有教學助理(TA)之課程，為全校課程20%。並與

研發處共同推動業界師資雙師教學，除了向教育部補助業師協同教學經費外，另外學校也自行

編列預算，增加開設業師協同教學課程。達到全部班級平均至少可開設一門課。另外，本中心

也推動學生職涯與職能分析(UCAN)，協助學生建構電子學習歷程檔案(E-Portfolio)，並進一步輔

導學生規劃選課。本校之行政單位與教學單位之組織編制請參見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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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高苑科技大學組織編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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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結構： 

本校辦學績效深獲肯定，為能建構更優質之教學與研究團隊，本校持續強化校內師資結構

與教學軟、硬體環境，並積極延攬優秀教師及鼓勵教師進修與升等。目前本校師資共有282位，

其中182位具博士學位，佔全校師資64.54%，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有227位，佔80.50%。本校現有

教授22人、副教授102人、助理教授103人、講師55人，相關統計表請參考表一。圖二為99~102

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教師之比例圖，顯示本校逐年改善師資結構之成效。 

 
表一、師資結構比例 

職級 

學歷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合計 百分比 

博士 19 85 78 0 182 64.54% 

碩士 3 17 24 55 99 35.11% 

學士(其他) 0 0 1 0 1 0.35% 

合計 22 102 103 55 282 100% 

百分比 7.80% 36.17% 36.53% 19.50% 100%  

(以上資料不含軍護 8 人，統計至 102 年 10 月 31 日止) 

 

 

圖二、99~102 學年度(上學期)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教師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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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地、校舍面積： 
本校校地面積 109,916.5 平方公尺，校內共有 8 棟教學型大樓、1 棟圖書資訊大樓、1 棟體

育館、1 棟自然史教育館與 3 棟學生宿舍大樓。校舍總樓地板面積 145,217 平方公尺，有普通教

室 50 間、特別教室 38 間(含共同科實驗室、視聽教室、音樂教室等)、專業教室 227 間、教師研

究室 276 間、宿舍床位 1520 床。 
 

(四) 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圖書館為校內各項圖書資源與文化的中心，支援教學、研究及各項推廣，提昇整體之

創作與研究發展能力，因此，為積極且提供正確有效的資訊與服務，組織目前包含兩個組，其

主要職掌如下: 

(1)採訪編目組：館藏發展政策規劃、書籍採購與編目、預算規劃與運用、電子圖書期刊管理、

教育訓練規劃。  

(2)讀者服務組：讀者服務分析及改善、推廣活動規劃、圖書館安全管理、圖書管理系統維護。  

1.本館詳細圖書、期刊、電子資料庫等統計表請參考表二：. 

 
表二、圖書軟體資源館藏概況 

類  型 種  類 冊(種)數

圖書 
中文 226,29

外文 36,486

期刊 

中、日文(種) 730

西文 (種) 28

合訂本 23,219

電子資料庫 

線上資料庫  118

光碟及其他類型資料庫 4

電子書 

根據圖書館年鑑的統計方式，除了單冊買斷之電子

書，其餘如資料庫中可用電子書、數位論文及聯盟

合購之電子書均列入統計 
43,057

視聽資料 含 DVD、VCD、CD、錄音帶、錄影帶等 25,329

報紙 中、外文(種) 14

合   計 339,435

 (統計至 102.9.16) 
 



6 

 

2.閱讀、資訊、休閒的閱覽空間 
本校圖書館共五樓層，地下一層、地上四層，總面積約 13,641 平方公尺，為一具有閱讀、

休閒與資訊等多元功能之圖書館。全館提供無線上網服務，館內各樓層均設置閱覽席位，並有

九間討論室及十六間研究小間供師生使用。此外尚有九十席的團體放映室、藝文展示區、音樂

聆賞區、中庭花園等設施，提供多元化的服務空間。 
 

3.有效支援教師研究與教學 
(1) 高苑科技大學每年皆投入四百萬左右之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中外文圖書等資源，以支援教

學及研究。圖書館身為學校的資訊中心，全力配合學校中長程計畫及各單位教學及研究需

求，並發展本館之特色館藏。因此，每年教育部的補助款提供系所中外文圖書採購扮演極

重要角色。 
(2) 本館亦積極參與各項校外資源共享聯盟，為讀者提供館際圖書互借與複印服務。包括加入

「高雄地區大學圖書館聯盟」、「南區技專校院聯盟」，參與技專校院館際合作的各項計畫。

此外本館亦與多所國內大專院校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提供跨校借書證予讀者，如台大、成

大、中山等校，供讀者使用其他圖書館之各項資源，期能達到圖書資源充分利用與共享之

目的。 
(3) 本館積極充實資訊搜尋檢索設備，於全館各區配有無線上網服務。除此之外，本館資訊檢

索區設有 18 台電腦，供讀者檢索、列印及掃描資料；於各樓層並設有 1~5 部不等之館藏

檢索電腦，供讀者查詢館藏使用；另設有電子資源推廣教室 1 間，內有 17 台電腦針對小

型資料庫推廣教育訓練申請使用。 

 
4.充實圖書媒體資源 

未來，本館配合學校「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之辦學理念，將有效運用教育

部獎補助款，落實人文、藝術、科技之特色館藏，提供相關資訊服務及活動場地，推廣相關活

動，成為輔助周邊人文、藝術、科技環境的知識寶庫。 

 

(五) 教學資訊軟硬體設備： 
1. 校園網路基礎建設 

(1) 本校對外專線網路服務 

a. 預設線路以光纖線路(FTTB)與學術網路 TANET 及國家高速網路中心 TWAREN 連

接，目前實體線路租用頻寬為 400MB。 

b. 備援線路以光纖線路(FTTB)與中華電信 HiNet 連接，目前租用頻寬已升級為      
20M/20M*4 路。 

c. 透過代理伺服器分流設定，利用中華電信 FTTB 備援線路提升對中國大陸路由連線

速度。 

(2) 無線網路服務 

於 97 學年度建置全校無線網路四期工程(教學大樓)，全校無線網路涵蓋率達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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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並於 101 學年度積極更新校園骨幹網路，期使整體網路速度、管理服務提升並

符合 IPv6 未來相關發展。圖三為本校無線網路涵蓋範圍圖。 
 

 

圖三、本校無線網路涵蓋範圍圖 

(3) 學生宿舍網路 

為提升宿舍網路品質與滿意度，經本校住宿生評選後，自 98 學年度開始，委由中

華電信管理本校宿舍網路服務；本年度開始提升服務速度，提供每間寢室 FTTB 上傳

20Mbps/下載 6Mbps 寬頻網路；並設有免付費 24 小時專人服務維修電話，可供學生障

礙即時報修。 

 

(4) 電腦主機房 

提供全校性服務系統主機完善的網路、空調、

消防環境，目前共計有 55 台伺服器運作中。採網路

數位錄影監控管理系統，將監視訊號送回主控伺服

器儲存，以利日後追查。利用 RFID 卡機門禁系統進

行人員進出管制，並搭配資訊化資產管理系統，提

供準確詳細的電腦設備軟硬體資訊與報表，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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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資料與警示功能，提升資產盤點效率。表三為電算中心伺服器設備統計表。 

 
表三、電算中心伺服器設備統計表 

處理器等級 重點伺服主機用途 服務對象 

64 位元 
四核心處理器 
伺服主機 

WWW Server 
學生電子履歷及學習地圖主機 
無線網路流量分析系統 
總務處財管系統 
校務資料庫主機 
防火牆報表系統主機 
數位儀表板主機 
虛擬服務伺服器 
(整併校內動態 IP 身份認證服務記錄等) 
數位學習平台伺服器 

全校教職員生

32 位元 
雙/單核心處理器 
伺服主機 

數位網路媒體存取伺服器 
多媒體影音隨選系統主機 
校園網路流量記錄系統 
Notes 網頁伺服器 
多媒體網路影音管理伺服器 
數位學院 Web 伺服器 
無線網路認證報表系統 
校內動態 IP 發放主機 
在校生電子郵件伺服器 
WSUS 伺服器 
校園 Proxy 伺服器 
遠距教學數位資料庫伺服器 
網路人事系統 
LDAP Server 
Notes  Server 
總務採購系統(kia) 
教職員電子郵件伺服器 
成績主機(kis) 
差勤系統主機 
虛擬系統伺服器 
(整併 WWW 2 網頁、教師教學、學生社團網頁

等服務) 
網路註冊系統主機 
課務系統主機 
學務系統主機 
Notes  開發機 
DNS1 及校內 RADIUS 2 伺服器 
電腦教室資產管理主機 
Notes  Cluster 
主機房環境監控系統 
諮詢組活動網頁主機 
儲存區域網路磁碟陣列伺服器 
遠距教學教材伺服器 

全校教職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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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log 伺服器 
弱點掃瞄系統 
異地備份主機 
校園防毒軟體主控伺服器 

(5) 建置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MS) 

於 98 年 1 月 14 起配合教育部南部學校聯合輔導專案導入資訊安全管理系統，驗證

範圍為電算中心主機房與成績系統，建立備份機制以及校內異地備份機房，於 98 年 7

月完成業務永續運作計畫演練相關作業程序，98 年 7 月 28 日完成內部稽核，於 98 年

11 月 23 日完成第三方驗證，並取得 ISMS 證書。並於民國 98 年 3 月 13 日行政會議通過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安全管理政策』；於民國 98 年 2 月 25 日資訊安全小組通過『高苑

科技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資訊安全政策』。 

 

2. 電算中心資源 

a. 專業教室 

電算中心目前負責教學用電腦教室共 14 間（參見表四）共 753 台電腦。多媒體教

室共 10 間(參見表五)為了提昇資訊教學，學校每年編列近 150 萬元汰換舊電腦以符合對

於高階應用軟體的教學應用。表六為電算中心所屬全校教學電腦軟體列表。 

表四、電算中心管理之電腦教室與其安裝之軟體 

大

樓 
教室

地點 教室用途 安裝軟體 

電算中心管轄電腦教室必安

裝元件 

作業系統：Win 7 64 位元(sp1)  / Win XP 32 位元(sp3 並安裝 IIS)、
OFFICE 統一為 2010 全安裝(除非要求版本，且未包含 VISIO、

PROJECT) 、Adobe CS6(全安裝) 、JRE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ADT (Android Developer Tools)、Eclipse、Winrar 
x64/x86、CCleaer 、秀圖軟體 PICASA、Visual Studio 2010(完整

安裝包含 SQL server Express)  

資

管

大

樓 

資 501 高階程式設計 Windows 7  (64 位元) 、Dev C++、Creative Suite 6 Design Premium

資 502 資料庫設計 
Windows XP  (含 IIS) 、SQL Server 2008、PHP+MySQL、Microsoft 
Office 2010、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VB 及 C++)、Microsoft Excel 
2010 以上 

資 504 多媒體動畫 
Windows 7  (64 位元) 、Microsoft Office、AutoCAD 2013、Revie 
2013、3ds Max 2013、Dev-c/JAVA、Creative Suite 6 Design Premium

資 303 高階資訊技能 
Windows XP  (含 IIS) 、3D Max、InDesign、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VB/C++)、Microsoft Office 2010、Microsoft Office 2003、TQC
日文輸入輔助教學暨認證系統 2012 年 

土

木

大

樓 

土 503 高階程式設計 

Windows XP  (含 IIS) 、AutoCAD、Microsoft Office 2007、Project 
2007、Dev-c/JAVA、3D Max、InDesign、Microsoft Excel 2010 以

上、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VB/C++)、Creative Suite 6 Design 
Premium、PHP+MySQL 

土 309 低階程式設計 
Windows XP  (含 IIS) 、SQL Server 2008、PHP+MySQL、Microsoft 
Office 2010、APP Inventer、Java JRE、Android SDK、Eclipde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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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樓 
教室

地點 教室用途 安裝軟體 

Android Plugin 

行

政

大

樓 

行 202 基礎程式設計 
Windows XP  (含 IIS) 、Microsoft Office 2003(含 Frontpage) 、
Microsoft Office 2007、Microsoft Office 2010、Ulead Media Studio 
8、Project 2003、Visio 2003、Photoimpact 11、Illustrator CS5、 

機

電

大

樓 

機 506 工業程式設計 Windows XP  (含 IIS) 、Creative Suite 6 Design Premium 

機 407 
電腦製圖 

(含多媒體) 
Windows XP  (含 IIS) 、Visual Studio Pro、Java JDK(需設定環境

PATH 變數) 、Visual Studio 2010(VC,VB,java) 

機 103 高階程式設計 
Windows XP  (含 IIS) 、DEV C++、AutoCAD 、Corel DRAW、

Bull zip(免費驅動軟體) 、VB6.0 

視 401 基礎程式設計 Windows XP  (含 IIS) 

圖

資

大

樓  

圖資

602 開放教室 
Windows XP  (含 IIS) 、Microsoft Office 2007、Creative Suite 5.5 
Design Premium、Visual Studio 2005、JAVA 2 SDK 

 圖資

606 教育訓練 Windows XP (含 IIS) 

 
表五、電算中心管理之多媒體教室列表 

大

樓 
教室

編號 教室名稱 教室設備 

資

管

大

樓 

資 304 多媒體教室一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視聽設備、錄放影機、冷氣機、

廣播教學軟體、連結椅 

資 306 多媒體教室二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視聽設備、錄放影機、冷氣機、

廣播教學軟體、連結椅 

資 204 多媒體教室四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廣播設備、冷氣機、小型會議桌、

折疊椅 

土

木

大

樓 

土 504 多媒體教室五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視聽設備、錄放影機、冷氣機、

廣播教學軟體、連結椅 

 土 407 多媒體教室十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視聽設備、錄放影機、冷氣機、

廣播教學軟體、連結椅 

行

政

大

樓 

行 411 多媒體教室三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廣播設備、冷氣機、小型會議桌、

折疊椅、SNG 直播系統、教室控制桌 

機

電
機 502 多媒體教室六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廣播設備、冷氣機、小型會議桌、

折疊椅、窗簾、教室控制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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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樓 
教室

編號 教室名稱 教室設備 

大

樓 機 503 多媒體教室七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廣播設備、冷氣機、小型會議桌、

折疊椅、窗簾、教室控制桌 

機 508 多媒體教室八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廣播設備、冷氣機、小型會議桌、

折疊椅、窗簾、教室控制桌 

機 509 多媒體教室九 
教師用教學主機、單槍投影機、廣播設備、冷氣機、小型會議桌、

折疊椅、窗簾、教室控制桌 

 
 

表六、電算中心所屬全校教學電腦軟體列表 

軟體名稱  套數  

SQL server 2005 60 套  
Autodesk 60 套  
Cute FTP 7.0 5 套  
Autodesk Map3D 軟體  1 套  
AutodeskMap Guide 軟體  1 套  
身份識別與存取管理  1 套  
網路訊息即時交換  1 套  
知識檢索系統  1 套  
FTPD 軟體  1 套  
Windows2000 Server 作業系統  13 套  
Windows2003 Server 作業系統  6 套  
LOTUS Notes Domino Server 辦公室自動化伺服端系統  1 套  
SQL Server 資料庫系統  20 套  
Oracle-9i 資料庫系統  1 套  
Microsoft Campus Agreement 全校授權  
卡巴斯基防毒軟體  全校授權  
北軟還原精靈  全校授權  
費爾托斯特防毒軟體  100 套  
Visual Studio .NET 全校授權  
Adobe Creative suite web standard 全校授權  
Macromedia studio MX 網頁製作軟體  165 套  
Corel Draw X3 Graphics suite 系所授權  
Ulead PhotoImpact 11 影像編輯軟體  59 套  
Adobe PhotoShop CS 影像編輯軟體  35 套  
Adobe PhotoShop 7.0 影像編輯軟體  20 套  
Adobe Illustrator CS 向量圖形編輯軟體  30 套  
Adobe Premiere 影片剪輯軟體  30 套  
After Effects 6.5 影像處理軟體  30 套  
ACD See 看圖軟體  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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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學習地圖及電子履歷平台 

為了讓學生及早了解個人性向，並且為日後畢業就升學及求職及早作好準備，學校

建置了學生學習地圖及電子履歷平台。學生剛入學先從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UCAN）做完職能診斷，以了解個人的性向。再藉由學習地圖平台去選修自己適合的

課程，每一門課程皆由各系所訂定能力指標。學生可以藉由能力指標的指示去分析個人

在該課程的能力，及早為求職及升學做好準備。 

電子履歷平台是以個人部落格為主的架構並整合教務系統及學務系統等，可以將學

生在校期間各項成績匯入資料庫中。學生也可以將自己參加過的證照考試或是學術活動

都可記錄在系統。在畢業之後，更可以提供學生一份電子檔式的履歷。以幫助學生未來

在升學或是求職用。 

c. 數位學習平台 

本平台是屬於個人化的學習平台，本平台的功能包含有：學生個人每學期修課的課

程表、老師與學生討論區及公佈欄等等，老師可以將數位學習教材及講義上傳到此平台

供學生觀看，而且老師也可以藉由此平台追縱學生的學習成效。學校也為配合行動載具

Microsoft Visio 2003 繪圖軟體  70 套  
Microsoft Project 2003 65 套  
Acrobat 可攜式文件 PDF 製作軟體  5 套  
Anicam 數位教材製作工具  1 套  
PowerCam 數位教材製作工具  1 套  
Viewlet builder 數位教材製作工具  1 套  
Adobe design premium cs5(含 Adobe Acrobat) 全校授權  
Adobe design and web prem cs6(含 Adobe Acrobat) 全校授權  

學習地圖 -人力銀行模組  1 套  

Course Master 自製教材大師  25 套  
學生學習地圖及電子履歷平台  

全校授權  

Power cam 6 軟體  50 套  

非
同
步
遠
距
學
習
課
程 

Windows 2008 Professional And Server 管理與建置 

全校授權  

Linux Server 系統環境管理、系統環境維護 
Flash MX-功能與介面、製作與應用、整合與 Ac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統環境管理、系統環境維護 
Windows Server 2003 網路實作─網路主機、網路服務 
Windows XP(含 )以上  實作與支援  
Server 2000 防火牆佈署與管理  
Windows Server 2008 網路架構規劃與維護 
微軟網路安全設計 
Windows Server 2008 目錄服務建置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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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將投入經費改善目前的平台，以打造行動數位學習的環境，目前，配合上一年度

教育部補助款，完成雲端學習更新平台作業，未來持續發展雲端整合教育資源，予以更

佳化之雲端教、學兩種服務。 

d. 整合學校願景、院、系能力指標、多元教學、多元評量、產學、導師輔導、競賽、畢

業護照、服務學習、志工服務、等等發展目標，期許未來能朝多元知識管理系統為學

生、教師與業界提供更多元、完善的服務。 
 

 
3. 資訊服務之發展策略與執行成效 

(1) 單一帳號登入系統：導入單一帳號登入，並統合全中心資訊系統，讓使用者只需記憶

唯一帳號、並登入驗證一次即可於校園內各系統進行相關使用，提升便利性、安全性。 

(2) 線上註冊系統：本系統主要目的為有效率處理學生(新、舊生)註冊繳費事宜，減少人

工處理錯誤，增加各繳費相關部門資訊的流通及整合學生註冊繳費各種資訊。 

(3) 班導師資訊系統：班導師資訊資系統主要提供導師查詢該班學生之基本資料，管理班

級幹部及期末幹部獎勵、操性加減分等相關作業，此系統為導師提供良好的便利性。 

(4) 班級網：供全校的導師與學生間有個共同的資訊平台，透過此平台，每個班導師都可

以輕易的查詢該班級相關的連絡資訊，並可以公佈訊息給班上同學，並透過快速連結

進入班導師管理。 

未來三至五年的中長程發展計畫將以「運用資訊科技」、「整合全校資源」、「推動校園 e 化」、

「支援校務行政」與「提供社會服務」等五項基本精神進行資訊化校園的建設，將資訊整合雲

端系統，融入生活、智慧、創新、學習中，期許達到「資訊生活學習智慧化」、「生活資訊學習

創新化」之目標，圖四為電算中心發展策略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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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電算中心發展策略藍圖 
 
(六) 新生來源分析 

本校 102 學年度新生入學各個管道人數統計如圖五所示，以獨立招生管道佔全校新生名額

的 44.05%最高，其次為聯合登記分發(19.8%)、推薦甄選(17.85%)等入學管道。若以新生來源地

區進行分區，可以發現本校位於路竹區介於高雄市與台南市兩大都會區之間，近三分之二的學

生為高雄市本地的學生，生源區域化的特性十分明顯，其次為台南地區與屏東地區，本校曾校

長指示須將招生宣傳範圍擴及中彰投以及東台灣，以擴大學生來源，因此台東地區學生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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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讀的人數近年來皆穩定緩步成長，本校 102 學年度新生來源地區分析如圖六所示。 

 

 

圖五、本校 102 學年度新生入學管道人數統計 
 

 
圖六、本校 102 學年度新生來源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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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一) 學校發展方向 

 
本校之辦學理念係秉持「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

接軌」的辦學理念，進而確立數位資訊、光機電整合、綠色技術、扣件研創、商業管理、人文涵養

等六大特色教育目標，釐定建構學院特色、建立教學特色、加強人文教育、提升行政品質、建構優

質環境、提升教師素質、精進產學研究、強化國際交流、推展回流教育、奠定永續經營等十大策略，

透過因應策略、具體做法及執行指標以落實質化品保與量化實踐，並規劃本計畫執行所需經費與財

務，以達成「發展本校成為一所整合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

接軌，培養學生具備百分之百就業能力的優質產業型科技大學」的願景。 
 

 
圖七、本校之辦學理念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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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六大特色教育目標 
 

(二)教育願景、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本校秉持奉獻技職教育之使命感與責任感，精進辦學追求卓越，朝向成為「創造學生百分之

百就業」的優質科技大學目標邁進外，更基於歷史傳承、凸顯主流特色、配合政府產業發展與謀求

學校永續經營，期望以「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之理念來建立學校主流特色教育目標，

發展成為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的產業型技職大學，持續為國家社會培植具有人文素養與

技術精進的專業人才。本校為培育具備人文涵養之數位資訊、光機電整合、綠色技術、扣件研創、

與商業管理等之產業所需的人才，訂定四大教育目標與八大核心能力，如表六所示。各項目標與核

心能力與本校校訓之關聯圖如圖九所示，由內而外緊密結合。 

 

表七、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總教育目標 培養五育並重之產業界所需人才 

四大 

教育目標 
強化基礎知能、加強專業實踐、提升公民素養、孕育人文涵養 

八大 

核心能力 

職場倫理(德)、專業實務、創意創業(智)、健康體能(體)、溝通合作、服務

關懷、國際視野(群)、人文素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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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各項目標與核心能力與本校校訓之關聯圖 

 
(三) 執行重點特色 

1.建構學院特色 

建構四大學院強化系（所）發展潛力，以配合國家建設、地方產業需求及職場前瞻性： 

(1)規劃與設計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及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2)機電學院發展以培育鄰近地區產業、光機電整合技術人才及與法人研究機關合作，爭取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為特色。 

(3)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色。 

(4)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多媒體互動設計及資訊管理整合為核心之特色。 

 

2.建立教學特色 

(1)推動務實致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2)推動創意創新創業課程。 

(3)推動教學品質保證制度。 

(4)建構有效之多元評量制度。 

 

3.兼顧人文科技 

(1)增進學生基礎語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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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校園人文教育環境。 

(3)提升學生科技通識素養。 

(4)厚植學生現代公民素養。 

 

4.提升行政品質 

(1)強化行政作業管控。 

(2)提升行政人員素質。 

 

5.建構優質環境 

(1)精進校園建設。 

(2)強化校園學習環境。 

(3)營造友善校園。 

(4)推動優質雲端校園數位環境。 

(5)落實導師制度，關懷學生安定就學，建構安全、健康的活潑校園。 

 

6.提升教師素質 

(1)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2)充實各類師資陣容。 

 

7.精進產學研究 

(1)推廣教師研究成果應用。 

(2)協助地區產業升級。 

(3)藉由產學互動，厚植教師實務能力，融入教學。 

(4)整合研發能量。 

 

8.強化國際交流 

(1)加強姊妹校雙向交流關係。 

(2)加強國際招生。 

(3)營造親善與優質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4)整合國際學術研究能量。 

 

9.拓展回流教育 

(1)開設多元課程，拓展課量。 

(2)促進策略聯盟夥伴資源共享及增加服務據點。 

(3)推廣在職進修回流教育及終身學習。 

(4)深耕產業開發內訓市場。 

(5)推動終身學習政策，持續辦理進修教育及拓展回流教育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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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進產學互惠，提供客製化的區域產業專班。 

(7)強化學生實務能力，鼓勵辦理產業參訪，打造務實致用的產業人才。 

 
10.奠定永續經營 

(1)落實全面性招生工作。 

(2)降低少子化衝擊之影響度。 

(3)建立永續經營策略。 

(4)撙節開支，拓展財源 

(5)因應時勢潮流，彈性調整辦學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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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3 年度之發展重點規劃以學院為整體發展為重點，由本校目前設立之機電學院、規劃與

設計學院、商業暨管理學院及資訊學院主導，各學院訂定各院中長程發展計畫，依計畫整合學院內

之實驗室資源及各學院之重點發展方向提出年度發展重點需求計劃。電子計算機中心、圖書館、通

視教育中心與學務處也依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之目標，編列設備預算。以下說明中所提到

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請參閱附件(p.258)。 
 
1. 規劃與設計學院發展重點計劃說明 

(1) 規劃與設計學院中長程發展策略 
規劃與設計學院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目標，建立數位資訊、綠色技術及人文涵養之特

色教育，推動以實用科技及學術理論並重之研究為基礎，朝向教學研究與產業應用結合、綠色

涵養與工程科技並重，培育生態防災、永續生產及綠色環境之工程技術人才，建構出具有： 
1.培育環境永續與綠色實踐之態度 
2.培育專業職能與倫理鏈結之觀念 
3.培育人文藝術與社會關懷之情操之學生，以縮短畢業生職前訓練之目標，規劃教學課

程，培育鄰近地區產業需求之人才。 
秉持本校「整合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

的辦學理念，秉持「共同規劃、分工合作、系所合作」，建置優質實務的教學設施與研究環境，

致力培育科技與產業的中堅人才，兼具永續發展理念與實務應用之專業人才。藉此規劃出適合

學校發展之本位課程模組，引進環境永續與綠色技術方面之業界師資進行協同教學，強化學生

在跨領域永續環境及綠色技術之學習成效。推動學生校外參與有關環境永續與綠色技術之實

習，並進而持續累積更大的研發能量，以對產業界提供更優質的技術支援。本教學研究特色發

展計畫符合本校重點特色發展之精神，並結合學院相關技術中心及含括現有土木工程系、建築

系、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綠色能源科技系、綠環境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文化創意設計與數位

整合學士學位學程、香妝與養生保健學士學位學程等，整合並建立跨領域的教學與實驗室。教

學研究特色發展分別「永續生產技術」、「綠色環境設計」及「生態防災工程」三大學術領域與

產業發展主軸，積極建立與發展綠色技術與工程科技，營造「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

之綠色工程鏈結，建立循環型工程科技與開創全方位綠色技術，達到「產學共榮、資源共享、

資訊共通」。 
     

 (2)規劃與設計學院本（103）年度發展重點計劃 
主題計畫一：落實防災科技教學及提升學生專題創新能力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時代，防災知識及觀念教育之扎根已刻不容緩。為使土木工程系及綠

環境設計學程學生落實防災科技教學之基礎，因應台灣水災害及混凝土災害之關注課題，因

此整合混凝土技術及水資源技術之新科技應用，並加強電腦資訊之專業應用能力與專業測量

之基礎設備。除防災課程教學之軟硬體之強化，更提升學生專題製作之創意與創作能力，輔

導鼓勵學生參加國際競賽，期使知識與學習並用，達到防災教育之穩固基礎。 

三、本（103）年度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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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購置儀器設備及專業軟體(含土木系及環設學程)，並分屬 6 間專業實驗室管理，

以供教學及研究使用。以下陳述所需採購之儀器設備及搭配課程： 
本學年度預計於數位設計實驗室採購：個人電腦(12 組)，其發展目標為：1.發展建築資

訊模型(BIM)之相關應用、2.發展地理資訊系統之處理及應用、3.提升學生的程式設計能力，

使學生除了具備 BIM 與地理資訊系統相關軟體之基本操作技能外，尚能利用程式設計技術

提升軟體在處理特定問題的效率、4.建置為 Autodesk 系列軟體國際證照的輔訓教室與考場、

5.提供學生多樣性數位軟體的工作與學習環境。其配搭課程為：電腦繪圖、遙測技術、數位

影像處理、 數值地形模型、空間資料分析、地理資訊系統。 
另外，預計添購 1 秒讀電子經緯儀(3 台)是作為教學及證照考試使用，該設備普遍用於

業界及技能檢定設備，在課程上包含：測量學(一)、(二)、測量實習(一)(二)、工程測量及實

習。 
另外，預計添購強力拌合機(1 台)是作為鋼筋與混凝土結構結合能力的檢測，了解鋼筋

與混凝土結構結合能力的優劣，可作為工程材料與試驗、工程材料試驗、結構加固與補修，

及碩士論文等課程使用。由於儀器昂貴，套數有限，上課將採示範與分組輪流練習方式進行。 
此外，由路工技術實驗室及瀝青實驗室添購的大型烘箱、夯打機、車轍輪機標準輪及個

人電腦，是為更新提昇多年所建立在路工技術的教學、研究及產學成果，也是為延續本系所

發展特色，這些添購的儀器是作為瀝青混凝土技術與試驗，舖面工程、高等瀝青材料、道路

工程品質與管制，大學部專題研究及碩士論文等課程使用，基於永續，部分儀器急需更新汰

舊己使原昂貴儀器提昇效能。 
在工程多媒體教室方面將採購軟體教學廣播系統(1 套)，乃提升教學品質及效果，且可

立即錄製教學內容有利製作數位教材，整合教學環境周邊設備。在課程方面包含：多媒體製

作、資料庫管理系統、網頁程式設計、管理資訊系統、電子商務、3D 繪圖、虛擬實境、資

訊網路…等。 

在新購軟體方面乃針對水資源管理方面之運用，可以幫助學生學習簡易雨水下水道的設

計與建模、設計一個全新的雨水排水網絡…等，在課程方面可配合：下水道工程及水資源管

理課程應用。 
 

主題計畫二：數位建築設計表現改善計畫 
本計畫購置 3 類設備，分屬於 2 間工坊與專業教室管理，以供教學及研究使用。以下陳

述所需採購之設備及搭配課程： 
1.行動電腦充電及管理行動推車與平板電腦： 

iMac 在 3D 繪圖與數位模擬均有很優的表現，而過去大多使用 PC 進行教學與模擬運

算，而 iMac 已漸漸為市場所廣泛使用，為使學生能逐漸了解其特色，與增加其模擬之效

果，本系已購置兩台提供學生進行三維建築與室內設計建模之需求。另外，也已擁有 17
台 iOS 平板電腦，搭配電腦模擬之結果，訓練學生運用此一工具強化呈現之成果。擬於

本計畫再載購置 15 台，以達每 2 位學生一機使用。而且為了快速充電與保管，擬購置 1
台.iPad 充電及管理行動推車。搭配課程包括建築設計/6hr/四技建四甲、室內設計/6hr/四
技建四乙、數位材質與光源模擬 /2hr/四技建三甲、室內數位材質與光源模擬/2hr/四技建

三乙、數位建築專題/3hr/碩建一甲等。 
2.數位單眼相機 

數位單眼相機簡稱數位單眼，是一種以數位方式記錄成像之照相機 ，屬於數位靜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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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與單眼相機 之交集。相對於傳統使用之單眼相機，數位單眼相機是以電荷耦合元件或

互補式金屬感光元件捕捉透過鏡頭進入機身內之光線，轉換為電子訊號以數位方式儲存

於特定規格之儲存媒介中，以取代傳統單眼相機之溴化銀鹽底片。目前一般最普遍使用

者稱為數位相機，俗稱為傻瓜型數位相機，但是其在專業之表現上，還是有其限制。而

數位單眼相機等同單眼相機的結構，同時與數位相機一樣，以感光元件感光運算引擎計

算出影像，並以 LCD 立即呈現出畫面。搭配課程包括文創學程攝影學/2hr/四技文創二甲

（也可以建築系選修課程合開）、時尚生活專題/2hr/四技文創二甲、展示空間佈置與應用

/2hr/四技文創三甲等。 
3.3D 印表機組（控制電腦） 

印表機有針式、噴墨、黑白與彩色鐳射印表機等，但是都只能列印平面文件，即輸出

資訊只能是 2D 之形式。而所謂 3D 印表機就是可以“列印”出真實物體之一種設備。之所

以稱為“印表機”，是因為其參照了傳統印表機之技術原理，其列印過程是分層加工。隨著

3D 印表機之 30 年間發展，進一步走向成熟，目前 3D 印表機已開始被使用於直接生產成

型之產品。根據 3D 印表機之原理，只要電腦能設計出產品，或是對原來之物體進行 360
度掃描，印表機就能夠根據圖紙把它製作出來。建築與文創作品以往只能於 2D 介面上表

現，而且一些細緻部分無法使工人或模具廠理解與真實地呈現，藉由此器具更能發揮出

作品之完成實況。搭配課程包括模型製作/2hr/四技建一甲、乙、模型表現/2hr/四技建二乙、

建築結構系統 /2hr/四技建三甲、建築結構計畫 /2hr/四技建三甲、家具設計/2hr/四技建三

乙、創意工藝設計/2hr/四技文創二甲及畢業設計/6hr/四技建築四甲、四乙等。 
  

主題計畫三：教學環境設備改善 
本計畫購置 2 類設備，分屬於 2 間工坊與專業教室管理，以供教學及研究使用。以下陳

述所需採購之設備及搭配課程： 
1.分光式色彩照度計 

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縮寫為 LED）是一種能發光之半導體電子元件，

透過三價與五價元素所組成的複合光源，隨著白光發光二極體的出現，近年逐漸發展至

被普遍用作照明用途。在統計上，LED 可以達到 100lm/W 之光度，而取代新型 T5 日光

燈，可以算是現今效率最高最省電之光源。但是，LED 效率會隨功率增加而下降，而且

目前價格也較高。但是盡管如此，目前 LED 已經開始應用於道路照明及室內燈具。搭配

課程包括建築物理環境 /3hr/四技建二甲、照明設計 /2hr/四技建三乙、永續健康環境/2hr/
四技建二甲、乙、環境控制專題 /3hr/碩建一甲等。 

2.工作鋸台與木工雕刻機 
「建築」一詞通常是指對那些為人類活動提供空間，或擁有內部空間之構造物，所以

是一種廣泛用來指稱建築物或其他具體構造物之名詞。事實上，它不僅包含建築物之結

構體，同時也涵括了內部之家具擺設與製作等。我國近年由於經濟發展快速及週休二日

之影響，人們逐漸重視假日休閒時之興趣培養，再受到日本 D.I.Y.潮流之風行，有越來越

多的人投入了此項活動。要投入此項運動，只靠手動工具畢竟有其極限，而隨著電動工

具之發展與便利性，使用此種工具不僅省時又省力。工作鋸台為目前坊間木工師傅最常

且普遍使用之機具，而目前本系雖有工作鋸台及刨木機各 1 台，但是要應付 40 名左右的

學生同時使用，卻相當浪費等待之時間與人力。修邊機要搪超過 3cm 深的孔，相當困難，

而如果要做木榫，則需有壓入式木工雕刻機。目前本系有修邊機 2 台，但無木工雕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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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課程包括模型製作/2hr/四技建一甲、乙、建築結構系統 /2hr/四技建三甲、二乙、家

具設計/2hr/四技建三乙、木作實務/2hr/四技建三甲、室內裝修實習實務/2hr/四技建三乙，

創意工藝設計/2hr/四技文創二甲，建築設計/6hr/四技建一甲～四甲、室內設計/6hr/四技建

一乙～四乙/等。 
 
主題計畫四：改善教學環境與成立專業實驗室 

21 世紀後隨著全球化妝品市場的成長以及消費者需求的不斷增長，在全球化妝品市場

上出現了一些新的趨勢，在防老/抗老意識抬頭、及消費者對產品具備安全、快速、

明顯的療效需求日漸增加，化粧品產業走向崇尚自然及兼具療效的潮流，其中市

場調查發現，2010 年保養品市場，除了傳統清潔系列的產品外，對美白、防曬與

延緩皮膚老化二大部分的消費，佔整個化粧品市場的 75%至 80%，因此，預防、延

緩老化與產生顯著的美白或相關療效，都會使得化粧品的研發成長前景可期，尤

其台灣在醫學美容市場年成長達 30％，隨著台灣預防美容市場崛起，初估台灣醫學

美容保養品市場將以每年 20％的速度成長，在兩岸生技成功搭橋後，國內化粧品產

業也會有不錯的機會前進大陸市場。 

化妝保養品產品重點在於訴求安全、有效，觀察近 10 年來，化妝品素材及配方流行趨

勢，幾乎每 2～3 年就會有明星產品出現，如 Pitera、果酸、維他命 A 酸 、肉毒桿菌、左

旋維生素 C、Q10、膠原蛋白、玻尿酸及海洋深層水等。歐、美國化妝品消費者以抗老化產

品為主流，而亞洲化妝品品項中，皮膚保養品市場比例則維持在 40%以上，由此可知亞洲女

性的最愛主要為皮膚保養品，尤其是具有美白、防曬、保濕等機能性的產品。順應自然的健

康、機能性科技化妝品或保養品，非但具有前瞻性，亦將成為未來科技研究之主軸，為因應

此發展趨勢而成立化妝品功能性評估實驗室，供校內老師教學與學生實習之用，以提升教學

成效。 

在全球化消費經濟市場驅使下，化妝品市場前景看好已無庸置疑，但目前台灣業界的相

關發展卻受到限制，主因在於專業技術人才的普遍缺乏，導致許多公司在從事研發時無法突

破瓶頸與困境。化生系於 101 學年度改名為「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初期將以理解化妝品

配方組成能力並進而培養化妝品配方調製能力為核心教育指標，再進化成研發新配方、新產

品之產學重鎮。為了讓學生了解基本化妝品調劑之知識並藉由實際操作使學生了解化妝品調

劑的技巧，特成立化妝品調劑實驗室。再則，基於調劑出之各種配方之化妝品需進一步分析

化妝品對皮膚之各種功能性能力，所以，本系與學程進一步成立化妝品功能性評估實驗室，

使學生習得化妝品功能性評估的技術。 

人口老化的加劇與生活壓力的增加，大家皆已速食與外食為主，常忽略了均衡飲食的重

要性，因此如何養生抗老與節氣養生是一重要的課題，為使學生能進一步了解如何利用平時

的膳食結合四季養生達到健康的目的特成立化膳食養生實作實驗室。 

 

上述皆以符合香妝與養生保健學位學程四年級和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三年級課程所需。 

 
主題計畫五：電池檢驗實驗室 

本院綠能科技應用教學環境預計發展以下主軸； 
綠能應用系統-「LED 植物工廠」，教導學生 LED 組裝、食用植物成長分析、綠能應用、

光電水系統整合，而這些特色教學可使本院在農業類組招生，並融入本院所開設化學、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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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綠能科技概論、電路學、電化學、LED 光電學、光電實習、機電整合等課程，使學

生有真實操作機會。 
學生在綠能科技應用教學環境-「LED 植物工廠」所栽培的食用植物可配合本院香妝系

所開設的學生實習商店販售，使學生可以在校內接上校外商業系統，也就是最後一哩路的連

結，使學生學習到最新技術、實踐技術、市場銷售一貫訓練。更可符合規劃與設計學院的特

色目標「綠色技術」，不使用農藥的植物工廠也呼應規劃與設計學院「永續環境」之特色。

當落實至綠能系時，LED 植物燈在植物工廠的應用符合本系「使學生了解並使用綠色能源」

的中心思想。所本計劃中的採購項目有植物非恒溫培養系統、植物恒溫培養系統、土壤及水

質分析檢測儀、不同波長 LED 植物燈組、LED 波長及強度量測儀。 
 
主題計畫六：太陽能光電技術 

太陽能光電實習模組；一個太陽能發電系由一些太陽能板、逆變器及支架和電力配線等

組成。有時會加上最大功率追踪器及電池與充電器。更有追日系統及能源管理軟體等來提高

發電的效率。教導學生架設太陽能發電廠之各項包括: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概論；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組件設備介紹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規劃、設計、 
 安裝之介紹案例實務設計應用實習模組與太陽能逆變器。 

主要讓學生能初步了解有關太陽能板應用及各型太陽能電廠之建置，另也會介紹相關能源法

規。經由此一訓練即符合「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創造學生百

分之百就業」之學校辨學特色。 
 
主題計畫七：綠能電池技術實習教學模組 

綠能電池技術實習教學模組；教導學生發展以綠色能源科技之教學實驗室設備，建置多

功能綠能電池檢測分析儀，推動綠能發展與綠色再生能源科技。加上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

綠色技術為主軸，建立綠色能源科技之相關特色實驗室儀器設備，讓綠能系三年級(上)實驗

課一學期 54 個小時並支援學生實作需求及發展綠色能源特色實驗室用建置永續環境與綠色

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3) 規劃與設計學院發展重點計劃與中長程計畫關聯 
      

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規劃與設計

學院 
土木工程系

及綠環境設

計學位學程 

主題計畫一： 

落實防災科技

教學及提升學

生專題創新能

力 

學院發展策略之提升整

體資源效能：以學院「教

學研究與產業應用結

合、綠色涵養與工程科

技並重；培育生態防

災、永續生產及綠色環

境之工程技術人才」的

中長程計畫: (p.294)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

與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p.296) 
1.1.6「學術與產業結合」:持續

與產業結合、強化產業教

師協同教學、訂定學生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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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教育目標為重點。  業界之實習辦法、鼓勵教

師至業界學習等措施，強

化環境永續發展與綠色設

計技術之學習成效。 
1.1.9「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

縫接軌」:輔導與鼓勵學生

參加各項競賽與考取證

照，提供各項資源協助學

生製作專題。 

規劃與設計

學院 
建築系 

文化創意設

計與數位整

合學士學位

學程 

主題計畫二： 

數位建築設計

表現改善計畫 

依據本院發展綠色技術

與數位資訊之目標，建

構數位資訊學習系統環

境 

中長程計畫: (p.294)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

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p.296、p.304) 
1.1.7 強化工程學院數位資訊應

用能力，擴充數位教學設

備、結合各項數位技術在

各系專業方面之整合與表

現。   
5.2.2.2 以「校園網路」、「e 化圖

書館」、「行動教學」及「行

動學習」為四項要素，共

同銜接串聯結成一個周密

無限的行動學習網絡。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

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設

備，提高教學及學習品質。

規劃與設計

學院 
建築系 

文化創意設

計與數位整

合學士學位

學程 

主題計畫三： 
教學環境設備

改善 

依據規劃與設計整體發

展方針之教學內容精緻

化，提升教學品質、積

極推動跨系所之學程，

建立教學特色。 

中長程計畫: (p.294)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

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p.296) 
1.1.4 持續與產業結合。 
1.1.7 強化工程學院數位資訊應

用能力，擴充數位教學設

備、結合各項數位技術在

各系專業方面之整合與表

現。 
1.1.8 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

備，滿足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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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規劃與設計

學院 
化妝品應用

與管理系及

香妝與養生

保健學程 

主題計畫四： 
改善教學環境

與成立專業實

驗室 

符合規劃與設計中長程

發展策略之推動深化優

質教學品質計畫一：實

施本位課程教學計畫和

計畫三：提升圖儀器設

備效用計畫。 
符合規劃與設計中長程

發展策略之發展應用研

究特色的計畫四：提升

學生實務專題能量計

畫、計畫五：重點性研

究群組發展計畫。 

中長程計畫: (p.294)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

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

制。 
具體作法：(p.296、p.298、p.299)

1.1.2 為考量現有化工與生化工

程系之生源與系之永續經

營，已於 101 學年度更名

為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1.1.8 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

備，滿足教學需求。 
1.1.7 強化工程學院數位資訊應

用能力，擴充數位教學設

備、結合各項數位技術在

各系專業方面之整合與表

現。 
2.1.4 訂定院系/所教育目標及教

育特色，實施系所本位課

程，推動學院整合特色課

程。 
2.1.7 落實學生實習制度，提早

了解產業工作環境，使學

生與產業無縫接軌，畢業

即就業。 

規劃與設計

學院 
綠色能源科

技系  

主題計劃五- 
電池檢驗實驗

室 

「永續環境與綠色技術

為核心之特色」。發展以

綠色能源科技之教學實

驗室設備，建置建立教

推動綠能發展與綠色再

生能源科技。 

 
中長程計畫：(p.294)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

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p.296、p.297) 
1.1.5 整合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綠

環境設計學位學程、綠色能

源科技系與綠建築等教學研

發能量，發展工程學院之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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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色技術的特色目標。 
1.1.8 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備，滿

足教學需求。 
1.1.12 建置植物工廠教學設施。 

規劃與設計

學院 
綠色能源科

技系 

主題計畫六- 
太陽能光電技

術 

「永續環境與綠色技術

為核心之特色」。發展以

綠色能源科技之教學實

驗室設備，建置建立教

推動綠能發展與綠色再

生能源科技。 

中長程計畫：(p.294)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

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p.296、p.297) 
1.1.5 整合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綠

環境設計學位學程、綠色能

源科技系與綠建築等教學研

發能量，發展工程學院之綠

色技術的特色目標。 
1.1.8 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備，滿

足教學需求。 
1.1.12 建置植物工廠教學設施。 

規劃與設計

學院 
綠色能源科

技系 

主題計畫七- 
綠能電池技術

實習教學模組 

「永續環境與綠色技術

為核心之特色」。發展以

綠色能源科技之教學實

驗室設備，建置建立教

推動綠能發展與綠色再

生能源科技。 

中長程計畫：(p.294)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

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p.296、p.297) 
1.1.5 整合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綠

環境設計學位學程、綠色能

源科技系與綠建築等教學研

發能量，發展工程學院之綠

色技術的特色目標。 
1.1.8 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備，滿

足教學需求。 
1.1.12 建置植物工廠教學設施。 

 

2. 機電學院發展重點計劃說明 
 

(1) 機電學院中長程發展策略 

機電學院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目標，建立數位資訊、光機電整合、綠色技術及人文

涵養之特色教育，推動以實用科技及學術理論並重之研究為基礎，培育具有工程紀律、實務

專業之機電整合及創意設計人才，建構出具有 1.工程紀律、科技倫理之精神 2.機電整合、

創新設計之技能 3.社會關懷、環保節能之素養之學生，以縮短畢業生職前訓練之目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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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教學課程，培育鄰近地區產業需求之人才。本院秉持本校「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

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的辦學理念，藉此規劃出適合學校發展之本位

課程模組，強化學生在機電整合及激發創意設計的競爭力，並進而持續累積更大的研發能

量，以對產業界提供更優質的技術支援。本教學研究特色發展計畫符合本校重點特色發展之

精神，並結合學院相關技術中心及機械與自動化系、電子系、電機系與光電系四系，整合並

建立跨領域的教學與實驗室。 
 

(2) 機電學院本（103）年度發展重點計劃 
主題計畫一：半導體與航電教學設備改善建置計畫 
 

基本專業知識的教授與實務訓練是技職教育之根本，科技技術的提昇則是廠商生存競爭

所必走之路，但有鑑於目前招生日益困難，且學生對於原有實習操作課程學習意願普遍低

落，傳統教學模式難以提升學習興趣及增強學習動機，因此該系自今年起，將逐年把目前的

實驗課程內容，做一修改與增補，以便讓學生體驗不同教學實驗及操作課程內容，將以不同

操作實習的方式，改善學生學習興趣，利用新購設備加強教學，對提昇學生學習成效將有莫

大的助益。 
本計畫主要是以建立創新教學環境設備及建立培養學生實務實做之能力而規劃相關設

備請購，藉此設備請購用以加強學生在機電整合及創意設計的基礎與創意實作能力，並以積

極的啟發方式教學，提升學生創造力。並藉由創新教學環境設備建置計畫提升學生參加校際

/國際競賽機會。本計畫採購之儀器設備與所搭配之課程詳述如下： 
 
電子實驗室教學課程及所需設備購置： 

現有電子實習均是由電子電路開始，學生一開始即需要建立電子電路的概念，以接續日

後更加複雜之半導體線路設計，因此該系之電子實習（一）除原有部分課程從認識陶瓷做為

開始，以新教材創新操作實習的方式，改善學生一開始之學習興趣之外，並將以模組之形式

使學生初步瞭解電子電路的型態，避免一開始即被複雜之電子電路所迷惑，而喪失一開始學

習電子之興趣，因此擬採購基礎電路實驗模組。 
本實驗室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如下： 

1、可作為高中職來校參觀之特色電子電路實驗室。 
2、本實驗室於四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二上 電子學實習 3 四電二甲、二乙、二丙、四進電二甲 

二上 半導體技術概論 3 四電二乙、二丙、四進電一甲 

四下 電子構裝 3 台德班、四電四乙、四丙 

 
原光電工程系--應用光電實驗室(視 408)增加設備擴建成為電子系先進微控制實驗室 
教學課程及所需設備購置： 

為了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刺激學習動機，並配合擴充航電組在先進微電腦控制方面的

能力，因此擬以原有光電系應用光電實驗室等基礎設備，加上本次擬採購之通訊元件製作實

習模組一組，可供學生對於元件 IC 之標號製造等做進一步的實作操作學習，而因為先進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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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應用模組是在電腦上作操作模擬，原光電系應用光電實驗室並未配備電腦，因此需規

劃下一年度採購電腦 30 台。可產生之預期成效包括： 
 

本實驗室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如下： 
1、可作為高中職來校參觀之特色實驗室。 
2、本實驗室於四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二上 電子實習 3 四電二甲、二乙、二丙、四進電二甲 

二下 電子實習 3 四電二甲、二乙、二丙、四進電二甲 

二上 電路學 3 四電二甲、二乙、二丙、四進電二甲 

二下 感測器應用 3 四電二甲、二乙、二丙、四進電二甲 

三上 訊號與系統 3 四電三乙、四電三丙 

三上、三下 專題研究 3 四電三甲、四電三乙、四電三丙 

 
飛機維修實驗室教學課程及所需設備購置： 

航空電子組在 102 學年度進行課程改革，校內教師授課課程，主要建立基礎知識：主要

說明航空概說、航空基礎理論與知識、飛機之基本架構等，並培訓維修技能：介紹維修基本

技巧及丙級飛機修護-學科教學，並且實務操作與練習，培養丙級飛機修護-術科能力（整學

年）。業界專家協同授課部分，包含：介紹航空業概況：建立同學對於目前台灣與世界航空

業之發展狀況，並說明飛機維修市場狀況，從業人員應該如何準備，從事航空業之工作類別

與工作內容等，並導入國外培訓教材及航空公司教育訓練課程，培訓同學對於飛機型別各子

系統之功能介紹。相關採購設備用途、功能、價格與課程搭配說明分以下三部份說明： 
（一）、相關採購項目運用說明： 
1、飛機修護實習台夾具 

改善目前飛機修護證照考試練習平台，原本僅一座木製工作桌及虎鉗台，將從機自系機

電大樓地下室搬運兩座廢棄木製鉗工工作桌（如無該工作桌，為實習安全則需要再添購），

整理之後，將採購 8 座大型虎鉗台，架設在每部木製工作桌四邊， 以供機務修護打保險及

鉚接固定使用，以改善學生學習環境之安全性。 
2、DIY 飛機教學套件： 

先前本實驗室曾採購一組無人飛機導航控制版，不僅費用過於昂貴（一組 42 萬台幣），

又因控制版進步快速，不僅目前體積小、速度快、元件與感測器具多元性外，價格均非常平

價，主要在教學上一組不敷使用，因此為了改善教學品質與未來預期之多元應用，年度先增

購 4 套飛機感測控制與測試實作教具。課程改進與教學說明如下： 
a. 透過定翼機與四旋翼載具之平台架設，讓學生能動手作，培養學生實作能力。 
b. 讓學生學習透過感測器感測傳輸體驗學習資料傳輸與顯示之觀念，建構虛擬儀錶顯示，

學習飛機各式儀錶功能。 
c. 培訓學生動手作能力，透過自行搭配電路配接、量測與顯示檢測，並檢測航電設備訊號

與判斷狀態。 
d. 練習透過手機 APP 進行調教飛行載具之狀態及相關控制變量，可讓學習最新飛機控制及

自動控制之相關觀念與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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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計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 
本實驗室預計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如下： 

1、可作為高中職專題、蒞校參觀及展示之特色實驗室，建立與相關科別高中職進行交流與

課程銜接，成為招生活動與相關專題、培訓的場地與設備。 
2、本實驗室於四技日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二上 飛機系統（一） 3 四電二甲、四電三甲 

二下 飛機系統（二） 3 四電二甲、四電三甲 

二下 旋翼機原理 2 航電組學生及選修學生 

三上 GPS 原理與應用 2 航電組學生及選修學生 

三上 航電技術(1) 3 四電三甲 

三下 航電技術(2) 3 四電三甲 

三下 自動控制 3 四電三甲 

三下 飛機及航電系統實習 3 四電三甲 

四上 飛行控制系統 3 四電四甲 

 
主題計畫二：電力電子實驗教學設備提升計畫 
 

電機工程系所提出之主題計畫著眼於國家綠能產業發展政策，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目標

及機電學院人才培育方向，以培養「綠色技術」所需之設計、控制、系統整合及專業維修的

基礎技術人才為教育目標，因此電機工程系之發展特色將以「綠色能源轉換技術」與「光機

電整合技術」為主軸，將致力於建立能源轉換技術所需之學習環境，培育電力電子規劃、設

計、分析、維修及整合等相關技術專業人才。電力電子應用領域相當廣泛，包括馬達驅動器、

電動車、太陽能發電、風力發電、電池充電及電源設計等。在能源短缺的今日，電力電子已

成為節能技術的代名詞，因此發展先進電力電子技術，成為先進國家產官學界競相投入的研

究目標，電力電子也是電機電子產業中不可或缺的核心技術。本計畫採購之儀器設備與所搭

配之課程詳述如下： 
 

電力電子實驗室教學課程及所需設備購置： 
電力電子是一門具高度應用而且需特別強調實作能力之課程，其學習需有實習配合才能

使理論與實作收事半功倍之效。目前該系電力電子實習課程，所使用的設備主要是接線式類

比電力電子模組，而評審委員認為宜加強相關設備。該系擬採購精簡型電腦主機、可程控直

流電源供應器、可編程直流電子負載等設備。新增此項設備後，將可大幅提升整體電力電子

技術訓練，培養學生對於電力電子設計及應用的能力，最終期望培育學生成為理論與實務兼

具的高級電力電子專業人才。再者，本實驗室是校外貴賓及高中職師生參觀該系設備重要據

點之一，冀望能准允通過此項設備之採購，以吸引更多高中職生至本校就讀。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三上 電力電子學與實習 4 四機三甲、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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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 綠色能源 2 四機二甲、二乙 

三上 再生能源技術發展實務 2 四機三甲、三乙 

三下 再生能源產業應用實務 2 四機三甲、三乙 

四上 電力電子學與實習 3 四進機四甲 

碩一上 電力電子分析與控制 3 電機所碩一甲 

碩一下 電力電子應用實務 3 電機所碩一甲 

碩二上 能源轉換技術 3 電機所碩二甲 

 
主題計畫三：車輛維修教學設備精進計畫 
 

機械與自動化系先進車輛組之發展主題有以下三項： 
1、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政策，針對南台灣科學園區及工業區所屬的產業廠商，提供具先進車

輛技術之專業人才。 
2、培養「產業自動化」所需之設計、製造、監控技術及系統整合的專業人才，以落實『專

業知識』與『實務技術』均衡發展的技職能力。 
3、培育學生具備紮實的實務能力以達成發展創新思考、創意設計及實作技能之目標。 

該系為配合車輛產業未來發展趨勢，研究的發展特色為先進車輛的相關技術研發。依此

主題下分為設計與分析、機電與控制、以及動力與能源之各教學研究群，配合車輛產業發展

之趨勢以及技術之需求，調整研究發展重點，目前之課程規劃有： 
a. 車輛結構技術：輕量化車身底盤、結構安全、電動轉向系統、電子控制懸吊、振動噪

音改善、車輛動態模擬、底盤線傳控制。 
b. 智慧型車輛：主動式安全系統、駕駛輔助系統、防追撞系統、防偏離車道系統、電控

煞車、智慧型輕量移動載具。 
c. 先進動力技術：車用低碳能源及系統、複合動力系統、燃料電池、馬達驅動技術、電

池能量管理與應用。 
 

機械與自動化系先進車輛組以(1)充實教學所需之相關設備及(2)發展機械與自動化系先

進車輛特色為目標，以因應 101 學年度之評鑑，對車輛與機電系統整合的人才產生極大的需

求，而汽機車檢測儀器之電子化和電腦化，更使得維修體系也亟需這方面的人才。而本校位

於高雄科學園區對面，鄰近岡山的本洲工業區及台南科學園區，機械與自動化研究所又有扣

件產碩專班，對於車用扣件廠商也有一定的人力需求，因此，先進車輛組之畢業生畢業後並

無就業問題。本計畫採購之儀器設備與所搭配之課程詳述如下： 
 
 
車輛實習實驗室教學課程及所需設備購置： 
  車輛組於 100 學年度成立，目前日、夜四技車輛組實習課程所使用部份套數設備數量不

足，所以經常在期末學生教學評量中被提出改善，而本實驗室也是校外貴賓參觀本系設備重

要據點之一。本次購入汽車感測實驗訓練系統及引擎及診斷綜合訓練系統設備，對於學生實

習有很大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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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三下 先進內燃機理論 3 四機自三丙、四進機自三乙 

三上 車輛電路故障排除 3 四機自三丙、四進機自三乙 

四下 汽車設計 3 四機自四甲、四乙、四丙、四進機自四乙

四上 引擎測試法 3 四機自四丙、四進機自四乙 

 
(3) 機電學院發展重點計劃與中長程計畫關聯 
 

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機電學院 
電子工程系 

主題計畫一： 
半導體與航電

教學設備改善

建置計畫 

本計畫擬發展重點特色

主題符合學院中長程發

展策略中推動以實用科

技及學術理論並重之研

究為基礎及建構學生機

電整合、創新設計之技

能。 

中長程計畫: (p.294、p.295) 
1.2 培育鄰近地區產業、光機電

整合技術人才及與法人研究

機關合作，爭取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 
2.1 推動務實致用之課程發展機

制。 
2.2 推動創意創新創業課程。 
7.3 藉由產學互動，厚植教師實

務能力，融入教學。 
 
具體作法：(p.297、p.298、p.308)

1.2.2 建立「產學融合」教學整

合平台 
1.2.6 推動教師「第二專長訓

練」。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求

及具有國際拓展能力之對

應課程。 
2.1.2.3 依產業界回饋之意見，召

開各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進行課程設計修正。 
2.1.4.4 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

就業學程，培養學生第二

專長，強化學生就業能

力。 
2.2.3 舉辦與輔導學生參加校內

外創業競賽。 
7.3.1 透過「產」「學」互動方式，

機電學院 
電機工程系 

主題計畫二： 
電力電子實驗

教學設備提升

計畫 

達成機電學院中長程發

展策略「機電整合、創

新設計之技能」之目

標，在教學方面持續進

行教學實驗室之更新。

以本位課程規劃實務教

學內容，在教學上持續

進行教學實驗室設備更

新及輔導學生參加全國

技能競賽。 

機電學院 
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系 

主題計畫三： 
車輛維修教學

設備精進計畫 

達成機電學院中長程發

展策略「持續進行教學

實驗室設備之更新」室

之目標，在教學方面持

符合現階段機械與自動

化系、機電學院及學校

發展重點特色之充實特

色實驗室儀器設備及規

劃符合業界需求的技職

課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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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將產學合作成果融入教

材。 

 
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重點計劃說明 

(1) 商業暨管理學院中長程發展策略 
目前整個世界潮流對商管學院學生的教育與訓練，都著重在使學生們具有較廣泛的商學

與管理知識，宏觀的全球視野，人文的素養，並具有獨立思考、運用新科技與自我學習及成

長的能力。因此本院在未來發展上，除秉持本校「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

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的辦學理念之外，發揚理論與實務結合，更將因應未來國家

經濟的發展與市場的需求，融合科技與人文，建構一個以商業與管理為主軸的數位學習及教

育的學院，設計並開發更專業與精緻化的商業及管理相關之課程，以滿足教學與研究及學生

學習之需要，提高商業及管理領域的教學品質，提供全方位的學習與研究環境，並積極推動

國際化，以展現商學教育的新風貌。 

 

(2) 商業暨管理學院本（103）年度發展重點計劃 

 
主題計畫一：餐旅服務專業模擬教室建置 
I. 特色目標與願景 

近幾年來，來台觀光旅遊的人次不僅逐年增加，在品質上的要求也越來越高，這代表著

觀光餐旅相關活動所需要的就業人員，有增加的趨勢，旅客對於旅遊品質的要求也逐漸提升。

因此，為符合觀光餐旅就業市場對從業人員在質與量兩方面的需求下，觀光學位學程課程規

劃以培養學生具優良品格、專業知識、以及服務技能為主要目標。 
爲達學校落實「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育「畢業即具有百分百就業能力」

之願景，觀光學程強化觀光餐旅服務之「務實致用」教學特色，於在校期間即可落實學生的

實作技巧及能力的培養，幫助學生考取證照，進而進入業界實習、工作，並可以配合「強化

基礎知能、加強專業實踐」之校務中長程目標。 
 

II.發展主題 
希望透過「餐旅服務專業模擬教室」之建置，能夠落實學生的實作技巧及能力的培養，

幫助學生考取證照，進而進入業界實習、工作。本教室設置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熟練的

餐旅房務技術及實務、餐旅的服務與經營，學習業界菁英實務經驗以培養專業技能。 
 
III.年度發展重點 

本年度以建置「餐旅服務專業模擬教室」針對餐旅服務專業證照：餐服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服務乙級等相關證照所須之模擬設備進行採購，輔導學生培養考照之能力，

並以建置即測即評之考場為目標。本年度之採購項目有單人床組、雙人床組、活動床組、房

務服務車、三層服務推車、桌邊服務車、客房置衣櫃、收納櫃等模擬設備供學生實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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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本年度採購之儀器設備與所搭配之課程 

實驗室名稱 執行單位(系、所) 授課課程、證照名稱 授課對象 

餐旅服務專

業模擬教室 
觀光與遊憩事業

經營學位學程 

相關課程名稱：餐飲服務管理、民宿

經營管理、旅館經營管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技術丙級、客房服務

乙級、餐飲服務乙級。 

觀光與遊憩事業

經營學位學程全

年級學生 

 
主題計畫二：建置行銷研究實驗室與強化行銷企劃實務能力 
I.特色目標與願景  

為因應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新時代人才需擁有跨理論與實務的知識與技能，恰巧與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目標之推展產學合作不謀而合，因此學生就業與業界需求整合協調乃

設立為本系之核心價值。產業學院與就業學程是本系與業界互動平台兩大支柱，重視產學

合作並提供校外機構參觀與職場體驗實習機會，期擴大產學合作效果，以達學術與產業之

結合。本系以發展成為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養畢業後可馬上為行銷與流通

產業所用之行銷尖兵，並以行銷企劃高手與服務達人為本系主要培育對象。 
 
II.發展主題 

秉持學校經營願景以及乘著地緣之利，本系以發展成為高雄科學園區產學合作最佳伙

伴的第一首選科系為主要發展主軸。以「行銷企劃」與「通路管理」為課程核心架構，兼

顧核心、基礎、專業及實作課程，配合未來資訊化及商業自動化趨勢，強調數位行銷及流

通資訊化管理兩個專業領域之個案研討及實務操作。以理論作為培植正確之專業觀念，藉

實作演練及應用作為強化專業技能的元素，期能培養出饒富潛力之行銷企劃師、物流管理

師及流通業管理師等商管專業人才的學生。 
 

III.年度發展重點  
        A.建置行銷研究實驗室 
           為配合校院中長程發展，以及建立系特色，本系於 103 學年度預計成立行銷研究實驗

室。目前本系已有專業統計套裝軟體 SPSS 可進行量化統計分析。現再增加質性統計分析

所需設備，幫助學生學習更完備的行銷研究方法。預計購入焦點團體訪談所需設備一式，

及質性分析軟體一式。 
        B. 強化行銷企劃實務能力 
           基於建立教學特色以推動實務教學，本系依據現今職場最夯的「行銷企劃」與「數位        

行銷」兩個專業領域規畫課程。為強化學生學習動力與企劃能力，預計購入企劃書教學系

統一套，輔導學生以做中學的方式，達到強化學生多元且具有效性的學習效果。 
 

IV.本年度採購之儀器設備與所搭配之課程 
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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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行銷研究實驗室所需設備購置： 
行銷研究實驗室所需設備包括: 監視監聽錄音錄影系統一式。本實驗室規畫採購

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上 行銷學（一） 3 四行一甲、一乙 
下 行銷學（二） 3 四行一甲、一乙 
上 管理學 3 四行二甲、二乙 

下 
消費者行為、服務行

銷 
3 四行二甲、二乙 

上 
行銷與流通研究、行

銷與流通企劃實務、

人力資源管理 
3 四行三甲、三乙 

 下  
人際關係與溝通、專

題研究 
3 四行三甲、三乙 

上 實務專題 3 四行四甲、四乙 
下 顧客關係管理 3 四行四甲、四乙 

 
B. 強化行銷企劃實務能力所需設備購置： 

                此次規劃採購之設備為企劃書教學系統一套。搭配上課班級及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上 

數位行銷、動畫設計

與製作、數位影像處

理、零售與門巿管

理、 

3 四行二甲、二乙 

下 

服務行銷、網頁與網

站設計、創意設計與

產品開發、通路策略

與管理、商店規劃與

設計、 

3 四行二甲、二乙 

上 
行銷與流通企劃實

務、數位廣告設計、

整合行銷傳播、 
3 四行三甲、三乙 

下 
企劃實務能力檢定、

網路商店架設與管

理、行銷模擬與競賽

3 四行三甲、三乙 

上 
國際行銷管理、無店

鋪行銷、 
3 四行四甲、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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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行銷與流通技能、行

動行銷 
3 四行四甲、四乙 

 
主題計畫三：高齡化社會：樂齡商品創新與教學教室之建構 

 

I.特色目標與願景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公佈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比例已達 10％，符合世界衛生組織 WHO 認定為

高齡化社會，老化指數更高居世界第一，以此推估至 2025 年，老年人口比例即突破 20％ 至

超高齡社會，屆時台灣地區銀髮族約有 450 萬人；依銀髮族身體狀況可概分健康老人的食衣

住行育樂等生活所需、須協助的老人照顧需求及老人未來等三大類，然而現今社會無論制度

面、實務面，均未作好妥善準備，面對這項嚴峻的挑戰。 

因應高齡化社會與國家長期照顧保險推展，國家六大新興產業政策將長照產業納入重點

發展，銀髮族產業經營管理與實作的人才需求殷切，培育兼具理論與實務優質人力貢獻社會，

乃是未來社會一個十分重要課題。創造卓越銀髮產業教育環境，藉由課程安排，契合銀髮族

產業人力市場需求，提供經營管理人才養成、進修與研究，培養學生具宏觀視野與實務操作

能力，雕琢成為學歷、證照兼備，多專業全方位優質人才，符合社會趨勢並有效提供相關產

業人力需求及保證學生畢業即能順利就業為目標。基於完成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本學程擬

於 103 年度建構樂齡商品創新與教學教室以做為學生教學和實習之需求。 

 

學位學程目標:  

(一) 培育學生具備日常生活協助、醫療、休閒娛樂與經濟安全之多元化服務人才。 
(二) 培育學生考取銀髮族事業管理相關專業證照，以增加學生競爭力。 
(三) 培育學生有外語的基本能力，並具備國際觀。 
(四) 培育學生具電腦操作的專長，並具備創意思考的能力，以增加就業競爭力。 
(五) 培育具人文素養與關心社會的專業人才。 

 
II.發展主題與年度發展重點 
第一年計畫：(103 年度預計執行) 

建構樂齡商品創新與教學教室（第一期）。 
 

主題計畫四：建置運健休產業整合多元學習平台 
 
I.特色目標與願景  

二十一世紀是休閒的世紀，隨著台灣社會急速的變遷，加上經濟的快速成長，愈來愈多

人透過從事休閒活動，促進身心健康與體會休閒之樂趣，並藉此瞭解自我及周遭人們與環境

之互動關係。因此發展休閒活動儼然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為因應休閒運動產業的蓬勃

發展及迫切的人才需求，本系發展特色包括： 
1. 綠色休閒－順應世界潮流趨勢，響應政府節能減碳環保政策，致力推展低噪音、無污染

的休閒運動。 
2. 健康促進－全力配合教育部推展全民健康體適能，及行政院體委會「打造運動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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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動競技－配合國家體育運動發展重點項目，落實推展棒、籃球運動，培育運動競技指

導人才，推動運動產業及職業運動發展。 
 

II.發展主題 
因應社會需求、融合產業特色、順應世界潮流及配合國家政策，本系今年度所規劃之「建

置運健休產業整合多元學習平台」除積極推動運動傷害防護及綠色休閒遊憩，並持續配合教

育部推動水域活動政策，以落實發展綠色休閒、健康促進及運動競技之教育特色，以及配合

國家休閒產業發展政策，培育具休閒運動產業經營管理及運動與健康促進之專業指導人才。 
 

III.年度發展重點  
為配合校院中長程發展策略，推動以商管自動化整合技術為核心之特色及訂定院系/所教

育目標及教育特色，實施系所本位課程，本年度所規劃之「建置運健休產業整合多元學習平

台」將全部用於本系重點教學實驗室，新增創新教學課程所需設備購置為主。本計畫主要是

以建立創新教學環境設備及建立培養學生實務實做之能力而規劃相關設備請購，藉此設備請

購用以加強學生在休閒、運動及管理領域之專業知識外，亦加強相關實務及專業技能，並使

本系學生能同時具備綠色休閒產業、健康促進、休閒運動及管理工作之知識及專長，以符合

休閒運動產業發展之需求。本計畫採購之儀器設備與所搭配之課程詳述如下： 
 

IV.本年度採購之設備與所搭配之課程規劃如下： 
1. 鐵馬驛站建置 
    為落實發展本系綠色休閒產業之特色目標，預計購進自行車維修工具組、個人電腦、

等，提供鐵馬族打氣及簡便維修等器具供民眾自行使用，提供學生學習自行車維修等相關

技能。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上 休閒遊憩概論 2 四休運一甲、一乙、四進休運一甲

上 自行車理論與實務 2 四休運二甲、二乙、四進休運二甲

上 戶外休閒體驗教育 2 四休運三甲、三乙、四進休運三甲

 
2. 平底型救生艇（含平底型橡皮艇、船外機）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下 水域休閒活動 3 四休運三甲、三乙、四進休運三甲

上 游泳運動與指導 2 四休運三甲、三乙、四進休運三甲

 
3. 體適能中心 

為落實發展本系近康促進產業之特色目標，預計購進史密斯訓練機、交叉式多功能訓

練機等，提供學生重量訓練及體適能指導等相關技能。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下 體適能指導法 2 四休運二甲、二乙、四進休運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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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運動訓練學 2 四休運三甲、三乙、四進休運三甲

4. 自行車 
 
 
 
 
 
 
5. 網球發球機 
 

 
 
 
 
 
 
6.原普通教室提升為 E 化教室所需設備購置： 
    本系共有上課班級 14 班，但僅有 3 間 E 化教室，於平時上課時無法滿足班級學生需

求。故希望能將原普通教室(教 508)提升為 E 化教室，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此次規劃採

購之設備為含個人電腦、單槍投影機、多媒體擴音設備。 
 

主題計畫五：語言教室電腦設備提升計畫 
 
I.特色目標與願景  

國際化是 21 世紀全球各大城市發展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配合國際化政策及世界地球村

的理念，在理論與實務並重的原則下，加強基礎語言能力，強調外語實務課程，以培育具有

國際觀之商業、觀光、會展及英語教學相關產業及所需之外語人才為主要教學目標。本系教

育的理念乃以強化「語言、證照、專題、實習、終身學習能力」之課程設計，以「教學導入

實務研究為發展目標」，建立務實且有特色的應用英語、應用日語的學習課程，以提昇技職英

日語教育的水準及學生的就職能力。 
本系將配合相關商業與管理學群，結合觀光、會展產業極需的專業知識及外語專業人才，

及豐富的人力資源需求，配合實際課程訓練，培育出職業潛能具備外語口譯、國際觀、專業

跨領域的語言人才。 
 

II.發展主題 
為配合教育部「增進高等教育與國際趨勢結合」，「培育實作人才」、「教學資源整合」的

施政主軸，本系整合語言、觀光、會議展覽人才所需的跨領域商業專業能力與英日語能力，

以企業實習與就業媒合導向，結合理論與實務，培育商務、觀光、會展產業鏈提供所需的具

實務專業暨外語人才。課程內容涵蓋會展產業之核心必選修課程，以及各領域專業的課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上 休閒遊憩概論 2 四休運一甲、一乙、四進休運一甲

上 自行車理論與實務 2 四休運二甲、二乙、四進休運二甲

上 戶外休閒體驗教育 2 四休運三甲、三乙、四進休運三甲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上 休閒運動指導 2 四休運四甲、四乙、四進休運四甲

下 網球理論與實務 2 四休運三甲、三乙、四進休運三甲

上、下 大一體育課程 2 大一學生興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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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年度發展重點  
103 學年度，為配合校院中長程發展，以及建立應用外語系特色，更新語言訓練教室設備，

其目的在於訓練學生的聽與說的語言能力、口譯訓練、增加語言教學成效。其宗旨為結合教

學與實用，兼顧理論與實務，配合課程之教學需求，提供優良口譯設備與環境，使教師與學

生得以有一個專業的教學與學習空間，俾利語言學習及語言運用之在校實務商務、觀光、會

展之語言專業訓練。 
 

IV.本年度採購之設備與所搭配之課程規劃如下： 
本年度語言教室電腦設備提升計畫適用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上 英語發音與口語訓練、英文寫作 4 四技應外一甲 
下 英語發音與口語訓練、英文寫作 4 四技應外一甲 
上 第二外國語、進階英文寫作 8 四技應外二、三甲

下 第二外國語、進階英文寫作 8 四技應外二、三甲

上 英語文證照輔導 2 四技應外三甲乙 
下 英語文證照輔導 2 四技應外三甲乙 

上 
日語聽力訓練、日語會話、日語能力

測驗、日文文書處理 
8 四技應外三丙 

下 
日語聽力訓練、日語會話、日語能力

測驗、日文文書處理 
8 四技應外三丙 

上 日語聽力訓練、日文(一) 6 
四技應外四丙 
四技進外一乙 

下 日語聽力訓練、日文(一) 6 
四技應外四丙 
四技進外一乙 

 
主題計畫六：烘焙體驗教室 

           

I.特色目標與願景 

高苑咖啡書屋建置以來，在觀光學程師生共同努力經營之下，已成為本校及學程特色之

一，為能加強咖啡書屋實習場域功能與範圍，烘焙體驗教室的建置可提供更豐富多元的實習

環境，學生實習內容包含烘焙製作與咖啡書屋經營的連結；本場所亦適合作為推廣教育增設

相關實用技能課程場域，除了增加本校課程豐富性，並可以作為社區教學專業與特色教學場

域，間接行銷高苑科大。此外，結合咖啡書屋的生產管理與經營，烘焙體驗教室可以提供學

校觀光學程學生校內觀摩實習之機會，藉由營運的管控、產品的製作、採購流程、產品行銷、

營運績效的檢核，讓學生由課堂上吸收之專業技能，能有所發揮及練習改進，對及未來職場

發展，必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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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採購之儀器設備所搭配之課程 

年度 項目名稱(數量) 
實驗室 
名稱 

執行單位 
(系、所) 

用途 

103 

 烤箱（6） 

 攪拌機（12） 

 麵食工作台（12） 

 旋風烤箱（1） 

 發酵櫃（2） 

 製冰機（1） 

 飲水機（1） 

 清洗型集渣槽（1） 

 螺旋攪拌機（1） 

 公用工作台櫃（1） 

 活動工作台（2） 

 四門冷藏冰箱（2） 

 四門冷凍冰箱（1） 

烘焙體驗教室
觀光與遊憩事業經營

學位學程 

相關課程名稱：餐飲服務管理、飲

食文化、餐飲連鎖經營、咖啡館

經營管理、餐飲安全與衛生、餐

廳開發及規劃、菜單設計與成本控

制、創新與創業規劃、手作達人實

務與研發、產業創新設計、服務業

管理。 
 
相關證照：烘培食品乙丙級、中

式麵食乙丙級、餐飲管理、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認證、創業管理師。

 
 

(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重點計劃與中長程計畫關聯 

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商業暨管

理學院 
觀光與遊

憩事業學

位學程 

主題計畫一： 
餐旅服務專業

模擬教室建置 
 

1.爲達學校落實「貼近產業

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

育「畢業即具有百分百就業

能力」之願景，本系強化觀

光餐旅服務之「務實致用」

教學特色，於在校期間即可

落實學生的實作技巧及能力

的培養，幫助學生考取證

照，進而進入業界實習、工

作。 

2.配合「強化基礎知能、加

強專業實踐」之校務中長程

目標。 

中長程計畫: (p.294、p.296)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

管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

觀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

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

機制。 
9.6 增進產學互惠，提供客製

化的區域產業專班。 
具體作法：(p.297、p.298、p.310)

1.3.4 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

休閒事業經營管理之專業

技術人才。 
2.1.4.1 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

就業學程，培養學生第二

專長，強化學生就業能力。

9.6.1 為達到產學互惠的功效，

學系（所）可以得專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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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教之，學生可以深化其職

場能力，提供客製化的區

域產業專班，可使「教」

與「學」產生良性互動，

讓實務經驗與學術理論獲

得驗證。 

商業暨管

理學院 
行銷與流

通管理系 

主題計畫二： 
建置行銷研究

實驗室與強化

行銷企劃實務

能力 

    本學院之長期目標在於

建構一個以商業與管理為主

軸的數位學習及教育的學

院，透過設計並開發更專業

與精緻化的商業及管理相關

之課程，以提高商業及管理

領域的教學品質，為學生提

供全方位的學習環境。透過

相關教學軟體之採購，輔以

相關課程及教學活動之設計

將能達此目標。 

中長程計畫: (p.294)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

管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

觀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

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

機制。 
具體作法：(p.297、p.298) 
1.3.1  籌設「行動化商務行銷

與整合研究中心」，培育

行動商務技術與管理人

才。 
2.1.4.1 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

就業學程，培養學生第

二專長，強化學生就業

能力。 

商業暨管

理學院 
銀髮事業

曁社會工

作學位學

程 

主題計畫三： 
高齡化社會： 
樂齡商品創新

與教學教室之

建構 

1.本學院之長期目標在於建

構一個以商業與管理為主

軸的數位學習及教育的學

院，透過設計並開發更專

業與精緻化的商業及管理

相關之課程，以提高商業

及管理領域的教學品質，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習

環境。透過相關教學軟體

之採購，輔以相關課程及

教學活動之設計將能達此

目標。 
2.持續加強「產學合作」 

中長程計畫：(p.294、p.295)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

管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

觀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

色。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297、p.304) 
1.3.4 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

休閒事業經營管理之專

業技術人才。 
5.2.3提供教學輔導與社區再教

育。 
5.2.3.1推動社區化知識學習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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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5.2.3.2 設 立 非 學 分 的 證 照

班，藉由老師的輔導讓

學生及社區人士順利

考取相關證照。 
5.2.3.3 設 立 專 門 的 證 照 考

場，以因應各種證照考

試的需求，並提供企業

證照考場使用。 
5.2.3.4建構考試模擬平台，讓

學生有完善的模擬測

驗環境，提高證照的通

過率。 

商業暨管

理學院 
休 閒 運

動管理系 

主題計畫四： 

產業整合：建置

運健休產業整

合多元學習平

台 

1.本學院之長期目標在於建

構一個以商業與管理為主

軸的數位學習及教育的學

院，透過設計並開發更專

業與精緻化的商業及管理

相關之課程，以提高商業

及管理領域的教學品質，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習

環境。透過相關教學軟體

之採購，輔以相關課程及

教學活動之設計將能達此

目標。 

2.於校的中長程計畫中，商

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

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

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

色，建立樂齡、健康、養

生及休閒事業經營管理之

專業技術人才。本計畫透

過相關體適能中心健身器

材之擴充及教學環境設備

e 化將有助於此特色之建

立。透過體適能中心健身

器材之擴充建置，將能服

務鄰近高中職，定期辦理

中長程計畫: (p.294、p.295)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

管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

觀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

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

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297、p.298、p.304)
1.3.4 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

休閒事業經營管理之專業

技術人才。 
2.1.4 訂定院系/所教育目標及

教育特色，實施系所本位

課程，推動學院整合特色

課程。 
5.2.3.3 設立專門的證照考場，

以因應各種證照考試的

需求，並提供企業證照考

場使用。 
5.2.4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

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設

備，提高教學及學習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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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戶外休閒活動及證照檢

定，有助於深耕高中職校

及社區，確保學生來源。 

5.5.4定期舉辦運動競賽與專題

講座，扶助學生社團正常

運作，舒緩學習壓力，促

進學生身心健康。 
10.1.3 深耕高中職校及社區，

確保高中職生源。 
10.1.3.4 提供本校資源協助高

中職校及社區辦理活

動，增加與各高中職互

動之機會。 

商業暨管

理學院 
應用外語

系 

主題計畫五： 
語言教室電腦

設備提升計畫 

1. 因應國際化與產業升級

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培育

理論與實務兼具、學以致

用、善於溝通整合、應變

的商務及外語專業人才。

2. 多語口譯多功能教學平

台，提供學生一個結合口

譯模擬情境及商務會談

的學習環境，經由相關課

程模擬及口譯活動之訓

練，培養學生在會展中應

有之外語表達能力、解說

能力、行銷能力、應變能

力及招商能力，更能符合

業界的需求，以落實技職

教育的發展方向。 

中長程計畫: (p.295)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304)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

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設

備，提高教學及學習品質。

商業暨管

理學院 
觀光與遊

憩事業學

位學程 

主題計畫六： 

烘焙體驗教室 

1.推動 100%就業推動平台。

2.與業界合作開設產業專
班。 

中長程計畫: (p.294、p.295)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

管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

觀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

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

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297、p.304) 
1.3.4 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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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休閒事業經營管理之專業技術

人才。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4.資訊學院發展重點計劃說明 

(1)資訊學院中長程發展策略 
資訊學院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目標，建立數位資訊、光機電整合、綠色技術及人文

涵養之特色教育，推動以實用科技及學術理論並重之研究為基礎，培育具有團隊合作、專業

實務經驗之資通訊技術整合及數位創意設計整合人才，建構出具有 1.資訊倫理之精神 2. 資
通訊技術整合與創新設計之技能 3.社會關懷素養 4.國際視野之資通訊技術人才，以強化學生

畢業後的職場競爭力。為落實本校「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

與產業無縫接軌」的辦學理念，規劃出適合學校發展之本位課程模組，強化學生在資通訊技

術整合及激發學生數位創意設計的競爭力，透過實務實習與證照考照，累積更大的實習能力

與職場競爭力，以對資通訊產業界提供更優質的技術支援。本教學研究特色發展計畫符合本

校重點特色發展之精神，結合資訊學院資訊管理系、資訊傳播系、資訊科技系與資訊科技應

用研究所，整合並建立跨領域的重點教學實驗室與證照考照檢定環境實驗室建置，茲分述下： 
 
I.建構學院特色 

 建立資通訊、嵌入系統、數位影音、互動設計、企業電子化、數位內容等特色。 
 建立與資通訊廠商、動畫製作廠商、鄰近園區工業區廠商等業界提供學生實習平台及

鄰近資策會、電信研究中心等學術夥伴單位等學界提供教學支援。 
 

II.建立教學特色 
1. 實施系所本位課程，推動學院整合特色課程。 
2. 整合校內教學資源，提昇教師教學效能。 
3. 強化教師實務技能。 
4. 規劃符合業界需求的技職課程。 
5. 建立教學特色推動實務教學。 
6. 獎助教師專業訓練強化教師實務技能 
7. 選聘實務精湛專家擴充專業師資 
8. 實施擴充學習輔導學生考取證照 
9. 重視學生未來就業能力之提昇，規劃具特色且符合產業需求之課程。 

 
III.學院中長程發展策略 

1. 完整學域規劃 
2. 規劃整合型跨領域課程。 
3. 教學課程與產業需求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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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學生學習成效。 
5. 規劃與推動專業課程雙師制度。 
6. 推動產學合作。 
7. 提昇教學品質。 
8. 加強及鼓勵專業證照與國際證照考照。 
9. 鼓勵技藝競賽。 
10.建立完整之技職教育體系。 

 

(2)資訊學院本（103）年度發展重點計劃 
主題計畫一：資訊管理系製商整合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教學環境建置 

為配合資訊學院推動建構學院特色發展以資通訊互動科技、數位科技管理與數位設計整

合為核心之特色，製商整合實驗室設備老舊未能提供學生對於 iOS 系統的學習能力，熟悉一

般 UNIX 系統架構，師生在這方面落後業界人才的需求已久，為提振師生對該作業系統的認

知和學習，添購軟硬體設備除了在教學方面可以讓學生嘗試熟悉除了 WINDOWS 作業系統外

的新的作業系統開發和技術能力，落實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教學環境建置以應付往後十年資

訊管理面臨 WINDOWS 以外的新系統的管理技術能力之轉變，藉由建立各項實作專題製作課

程及舉辦學術交流活動，提升師生於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教學領域之實務能力，並加強證照

輔導，使學生皆能具備 iOS App 開發及管理技術專業資格。   
基於上述，本年度所規劃之「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教學環境建置」計畫將全部用於資管系重

點教學實驗室之擴增設備，以完善製商整合實驗室之設備。 
 
  資 505 製商整合實驗室電腦教室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如下： 

 可作為高中職來校參觀之特色電腦教學實驗室。 
 本電腦教室於四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授課對象 時數／週

上 

主從式架構設計，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分析與設計，供應鏈管理，網

站資訊系統，電子化企業管理，行

動科技導論，行動程式設計，多媒

體網站設計，行動裝置硬體維護、

ERP 

四技管一甲、一乙，二技管一甲，

四技管二甲、二乙，四進管一甲，

二技管二甲，四進管二甲，四技管

三甲、三乙、進院 

32～40 

下 

物件導向技術，網頁設計，網路程

式語言，資料庫管理系統，智慧型

資訊系統，伺服器管理技術，軟體

工程，行動商務軟體開發，專題製

作 

四技管一甲、一乙，四技管二甲、

二乙，二技管一甲，四技管三甲、

三乙，四技管四甲、四乙，二技管

二甲，四進管一甲、二甲、三甲、

進院 

32～40 

 
能與目前全國勞工就業培訓九大類產業人才就業培訓班技能培訓課程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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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所需採

購之儀器設備 
所搭配之課程 預算編列目的 主題計畫目標 

iOS 系統平台

設備及軟體開

發設備 

主從式架構設計，企業

資源規劃，系統分析與

設計，供應鏈管理，網

站資訊系統，電子化企

業管理，行動科技導

論、行動程式設計、多

媒體網站設計、行動裝

置硬體維護、ERP 等課

程 

本系 505 電腦教室之電腦

設備老舊，無法提供目前

行動智能軟體開發 iOS 
系列 APP 的軟體之伺服

平台需求，因此必須加以

擴充建置非 WIN 平台電

腦教室及實驗室的電腦

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學

及學習品質。 

建立 Apple 資訊平台

開發相關通訊、嵌入

系統、數位影音、互

動設計、企業電子

化、數位內容等產業

科技研發團隊。 

iOS 迷 你 伺

服器系統平台

設備及軟體開

發設備 

物件導向技術，網頁設

計，網路程式語言，資

料庫管理系統，智慧型

資訊系統，伺服器管理

技術，軟體工程，行動

科技導論、行動程式設

計、多媒體網站設計、

行動裝置硬體維護、ERP
等課程 

本系實驗室 505 目前沒有

可使用到 Apple 套裝軟體

之環境，因此必須更新才

能符合業界朝流，同時符

合改善電腦教室及實驗

室的電腦資訊相關設

備，提高教學及學習品

質。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

體教室的電腦資訊相

關設備，提高教學及

學習品質。 

PHP 快速開發

軟體企業版 

APP 介面軟體製作、程

式語言、行動商務軟體

開發、專題製作 

手機 APP 是未來科技發

展的主流，目前業界都是

使用 Apple 和 Android 兩

大系統平台，軟體設計與

開發手機 APP，業界需要

大量 APPP 開發人才，同

時協助本學院來建立行

動智能 APP 開發的產業

科技研發團隊，購買開發

軟 體 為 了 開 發 手 機

APP，進行測試之用。 

建立 Apple 資訊平台

開發相關通訊、嵌入

系統、數位影音、互

動設計、企業電子

化、數位內容等產業

科技研發團隊。 

 
主題計畫二：資訊科技應用系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計特色教學環境建置 

資訊學院推動行動內容設計及應用技術，以「行動內容設計」、「行動 App 創作」及「物

聯網智慧生活應用」等三大專業領域為主要教學研究發展重點，藉由建立各項實作專題製作

課程及舉辦學術交流活動，提升師生於行動裝置互動領域之實務能力，並加強證照輔導，使

學生皆能具備技術專業資格。  
 基於上述，本年度所規劃之「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計」計畫將全部用於資科系所重點教學

實驗室之擴增設備，以完善整合行動應用與物聯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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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201 專業教室進行教學與專業證照認證所需設備購置： 
資 201 專業教室主要作為行動設計、動畫遊戲專業課程及證照教室用途，並訂為院共同

特色教室，目前資科、資傳動畫遊戲相關課程皆已排於此教室，為了擴大此教室之利用效益，

擬添購行動內容互動設計平台，未來可用於行動電子書、行動劇場、行動教學之教學及研究

用途，並作為指導資訊學院學生專題競賽創作及接軌高中職專題製作教室使用。 
本教室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如下： 

 可作為指導高中職學生專題製作及來校參觀之特色專業教室。 
 可作為特色教學及學生證照輔導、考照教室。 
 本專業教室於四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學分  

上 數位內容概論 3/3 一年級學生 

上 行動裝置軟體設計 3/3 二年級學生 

上 3D 動畫實務 3/3 三年級學生 

上 3D 遊戲引擎實務 3/3 三年級學生 

上 專題(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計) 1/0 三、四年級學生

下 動畫遊戲概論 3/3 一年級學生 

下 行動電子書創作 3/3 一年級學生 

下 互動遊戲設計 3/3 二年級學生 

下 數位內容創作 3/3 三年級學生 

下 專題(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計) 1/0 三、四年級學生

 
(I)教學演講教室電腦設備購置(資 310) 

資 310 教學演講教室主要作為研究所課程教學、書報討論及產業資訊個案研討用途，

由於研究所課程多元，涵蓋本系發展資通訊技術及資訊應用二大發展主軸多項領域，但因

該教室電腦設備採購超過 5 年，對於部份高階軟體執行效率不佳，另外也因故障率高，增

加維修成本，影響教學品質。因此本計劃擬購置 24 台電腦，以建構優質教學環境，提高

教學及學習品質。原舊有設備堪用者將轉移至行動多媒體設計研究實驗室(資 309)、資通訊

研究實驗室(資 208)，以擴充學生實務專題製作設備。 
本教室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如下： 

 可作為教師專業研習教室。 
 本專業教室於研究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上 論文研討 2 
資應所碩一/
資應所碩專一

上 研究方法 3 
資應所碩一甲

/資應所碩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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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產業資訊應用個案研討 3 
資應所碩二/
資應所碩專二

上 統計分析研究 3 資應所碩一

上 多媒體資料庫 3 資應所碩一

上 資通訊科技應用 3 資應所碩一

上 資料分析實務 3 資應所碩專一

上 資料庫設計實務 3 資應所碩專一

下 創新服務應用 3 
資應所碩一/
資應所碩專一

下 多媒體應用設計 3 
資應所碩一/
資應所碩專一

下 決策分析研究 3 資應所碩一

下 資訊安全研究 3 資應所碩專二

下 數位學習研究 3 資應所碩專二

 
(II)開放式作業系統實驗室廣播教學系統建置(資 701) 

由於開放式作業系統執行效率優良，能在許多不同規模和性能的平台上運作，頗受學

術研究者和產業界的歡迎。本系於 100 年成立開放式作業系統實驗室以從事此方面的授課

與學生專題、研究之用。目前教室欠缺一套完整的廣播教學系統，配合教學需求，擬添購

一套廣播教學系統以提高教學品質。 
本教室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如下： 

 可作為證照輔導及考照教室。 
 本專業教室於四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 

上 雲端運算概論 3 資科三年級

上 資訊安全實務 3 資科四年級

上 作業系統實務 3 資科二年級

上 軟體工程 3 資科三年級

下 雲端運算實習 3 資科四年級

 
 

本年度所需採

購之儀器設備 
所搭配之課程 預算編列目的 主題計畫目標 

iClone 大專院

校科系授權及

證照認證中心

授權 

數位內容概論、行動

電子書創作、行動裝

置軟體設計、數位內

容創作、專題 

發展結合行動多媒體及

互動技術為核心之特

色，切合行動裝置類產

業發展趨勢以強 

設立證照考照中心，實施

擴充學習輔導學生考取

證照，引進產業界實務軟

體幫助學生實習 
Crazytalk 3D 電腦動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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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or 大

專院校科系授

權 

遊戲設計，數位遊戲

設計、遊戲分鏡腳

本、遊戲場景造型設

計、互動多媒體製作

動作資料庫 3D 電腦動畫、互動

遊戲設計，數位遊戲

設計、遊戲分鏡腳

本、遊戲場景造型設

計、互動多媒體製作

跨平台數位內

容開發引擎及

國際認證教學

系統 

數位內容概論、行動

電子書創作、行動裝

置軟體設計、數位內

容創作、專題 

 
主題計畫三：資訊傳播系互動多媒體動畫設計特色教學環境建置 

基本專業知識的教授與實務訓練是技職教育之根本，科技技術的提昇則是廠商生存競爭

所必走之路，但有鑑於目前招生日益困難，且學生對於原有實習操作課程學習意願普遍低

落，傳統教學模式難以提升學習興趣及增強學習動機，因此本系自 91 年成立開始被推動重

點特色教學實驗室之媒體實習，媒體實習課程的之主要目的為訓練學生使用本系相關設備使

得實驗室設備得以充分利用並發揮其功能期望本系學生於在學四年間熟悉本系各實驗室的儀

器設備於四年級專題製作與未來工作上能活用之。 
今年起，利用新購設備加強創新教學，對提昇學生學習成效將有莫大的助益。有鑑於上

述原因，因此資訊傳播系今年度首先提出資訊傳播系互動多媒體特色教學環境改善建置計

畫，本計畫擬發展重點特色主題除符合學院中長程發展策略中推動以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創意

整合、全球思維與執行能力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發展目標。 
基於上述，本年度所規劃之「資訊傳播系互動多媒體特色教學環境改善建置計畫」將全

部用於資訊傳播系重點特色教學實驗室，新增創新教學課程所需設備購置為主(共包含四間資

訊傳播系重點特色教學實驗室)佔本計畫經費之 100%。 
本計畫主要是以建立創新教學環境設備及建立培養學生實務實做之能力而規劃相關設備

請購，藉此設備請購用以加強培育學生具跨領域之互動數位媒體創意設計與影視傳播專業之

人才。將傳播理論與新媒體傳播概念相互結合，著重於互動科技與數位傳播內容基礎、使用

者為中心之多媒體互動設計、及視訊 3D 動畫之科技技術於數位內容的企劃管理與應用，強

調兼具傳播內容的必要性、科技應用、美學素養與人文關懷的特色，提供學生更完整的數位

媒體資訊傳播概念，以及經營管理與功能整合的全方位瞭解。並朝互動多媒體創意設計應用

與互動、數位傳播內容思考、整合與應用以及數位視訊暨 3D 動畫三個重點方向發展。並藉

由資訊傳播系互動多媒體特色教學環境改善建置計畫提升學生參加校際/國際競賽機會。本計

畫採購之儀器設備與所搭配之課程詳述如下: 
互動多媒體特色教學環境改善建置計畫共包括資訊傳播系現有三間特色實驗室的教學設

備新購與汰舊更新。各實驗室採購設備適用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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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互動多媒體動畫設計(資 306 實驗室) 
 可作為高中職來校參觀之互動多媒體動畫設計特色教室。 
 本實驗室於四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班級) 

上 數位插畫，2D 動畫設計 3 
二年級(資傳系) 二年級(多動

學程) 

上 

3D 電腦動畫、互動遊戲設

計，數位遊戲設計、遊戲分

鏡腳本、遊戲場景造型設

計、互動多媒體製作 

3 
三年級(資傳系) 二年級(多動

學程) 

下 
3D 模型製作、多媒體網站

設計、繪本創作，互動遊戲

設計 
3 

二年級(資傳系) 三年級(多動

學程) 

下 
動態截取、互動遊戲設計，

3D 模型製作、3D 動畫設計
3 

三年級(資傳系) 三年級(多動

學程) 
 

(II)專題剪輯實驗室(資 602 實驗室) 
 可作為高中職來校參觀之特色實驗室。 
 本實驗室於四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班級) 

上 視訊短片製作 3 二年級(資傳系) 

上 創意短片製作 3 一年級(資傳系) 

下 數位後製作 3 二年級(資傳系) 

下 廣告影片製作 3 三年級(多動學程) 

 
(III)虛擬攝影棚(資 405、 資 406) 

 可作為高中職來校參觀之特色實驗室。 
 本實驗室於四技日夜間部可開設之課程如下: 

 

學期別 授課科目 時數／週 授課對象(班級) 

上 視訊短片製作 3 二年級(資傳系) 

上 創意短片製作 3 三年級(資傳系) 

下 數位後製作 3 二年級(資傳系) 

下 廣告影片製作 3 三年級(資傳系) 

 

本年度所需採

購之儀器設備 
所搭配之課程 預算編列目的 主題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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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繪圖電腦

系統 
3D 電腦動畫、互動遊

戲設計，數位遊戲設

計、遊戲分鏡腳本、

遊戲場景造型設計、

互動多媒體製作 發展以多媒體技術為

核心之發展特色教

學。 

1.建構優質環境、建立

校園學習中心、提升

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2.改善電腦教室及多

媒體教室的電腦資訊

相關設備，提高教學

及學習品質。 

教學廣播系統 

雲端電腦管理

系統 
3D 電腦動畫、互動遊

戲設計，數位遊戲設

計、遊戲分鏡腳本、

遊戲場景造型設計、

互動多媒體製作 
3D 軟體 

網路儲存伺服

器 

3D 電腦動畫、互動遊

戲設計，數位遊戲設

計、遊戲分鏡腳本、

遊戲場景造型設計、

互動多媒體製作 
發展以多媒體技術為

核心之發展特色教

學。 

1.建構優質環境、建立

校園學習中心、提升

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2.改善電腦教室及多

媒體教室的電腦資訊

相關設備，提高教學

及學習品質。 

單眼相機專業

錄影設備 

攝影美學,基礎攝影,
視訊短片製作, 創意

短片製作, 數位後製

作, 廣告影片製作 

可調阻尼滑軌

組 

攝影美學,基礎攝影,
視訊短片製作, 創意

短片製作, 數位後製

作, 廣告影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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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資訊學院發展重點計劃與中長程計畫關聯 
 

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

畫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資訊學院 
資訊管理系 

主題計畫一： 
製商整合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教學環境建

置 

推動「開發行動智能企

業視覺化 APP 製作教

學與研究」、「即時互動

與行動製商 APP 視覺

化教學與設計」、專題

製作產業化、強化專業

APP 創意設計實體

化、商品化、設立創意

APP 開發設計教學及

認證輔導中心 

中長程計畫: (p.294、p.295) 
1.4 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

多媒體互動設計及管理

整合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

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297、p.298、

p.304) 
1.4.1 培育資通訊及多媒體互

動設計與管理整合專業

人才。 
1.4.2 成立資通訊及多媒體互

動設計與管理整合教學

研發團隊。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

求及具有國際拓展能力

之對應課程。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

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

體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

設備，提高教學及學習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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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

畫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應

用系 

主題計畫二： 
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

計特色教學環境建置 

配合學院中長程方

向，建立「互動設計」

特色，規劃「行動裝置

互動設計應用教學與

研究」、強化設備成為

國際化證照考照中心

規劃整合型跨領域課

程、強化教學軟硬體設

備、加強及鼓勵專業證

照考照與國際證照、鼓

勵技藝競賽 

中長程計畫: (p.294、p.295) 
1.4 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

多媒體互動設計及管理

整合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

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5.4 推動優質校園數位環境 
 
具體作法：(p.297、p.298、

p.304、p.305) 
1.4.1 培育資通訊及多媒體互

動設計與管理整合專業

人才。 
1.4.2 成立資通訊及多媒體互

動設計與管理整合教學

研發團隊。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

求及具有國際拓展能力

之對應課程。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

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

體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

設備，提高教學及學習

品質。 
5.4.2 提升校園行動化教學與

學習環境。 
5.4.2.1 導入具行動力之影音

平台、數位協同教學系

統、擴充學習知識庫，以

利師生透過行動學習載

具，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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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名稱 
與學院中長程發展計

畫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關聯 

資訊學院 
資訊傳播系 

主題計畫三： 
互動多媒體動畫設計

特色教學環境建置 

1.建構優質環境、建立

校園學習中心、提升

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2.改善多媒體教室的

電腦資訊相關設備，

提高教學及學習品

質。 

中長程計畫: (p.294、p.295) 
1.4 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

多媒體互動設計及管理

整合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

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297、p.298、

p.304、p.305) 
1.4.1 培育資通訊及多媒體互

動設計與管理整合專業

人才。 
1.4.2 成立資通訊及多媒體互

動設計與管理整合教學

研發團隊。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

求及具有國際拓展能力

之對應課程。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

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

體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

設備，提高教學及學習

品質。 

 
 
 

5.電子計算機中心發展重點計劃說明 
 

(1) 電算中心中長程發展策略 
 

I.  本中心未來三至五年的中長程發展計畫將以下列五項基本精神進行資訊化校園的建設：

「優化教學環境」、「整合全校資源」、「提升 e 化機能」、「支援校務行政」、「提供社會服務」。 
II. 藉由以上五項資訊化校園的建設，可以建立教學特色，針對未來職場所需的資訊課程與證

照進行設計，進而推動教師網路數位教學、強化學生資訊證照能力，且可提高校務行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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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穩定度，及提高資訊系統使用運作效能，進而提升行政服務品質。各項工作重點規劃如

下： 
a.推動優質校園數位環境 

(a) 強化校園網路環境 
(b) 逐年建置綠色節能機房 
(c) 建置雲端平台 

b. 優化教學環境--建置教學優質資訊設備。 
(a) 建置教學優質資訊設備，改善老師及學生的學習環境進而提升教學及學習品質。 
(b) 提高資訊處理效能，推動教學品質保證制度。 
(c) 建立學生學習輔導系統，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c. 建立 e 化教學環境特色-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a) 提昇教學 e 化環境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b) 建立多媒體教學環境，提供教師多元教學工具。 
(c) 電腦教室分級且配合各種軟硬體需求建構多功能教室，改善老師及學生的學習環境進

而提升教學及學習品質。 
 

分項工作 2012 年現況 2013 年 2014 年 2015 年 

雲端資料

中心 

依 101 年獎補助

款建置雲端行動

學 習 環 境 之 基

礎。            

配合新建置雲端

學習平台，擴充雲

端行動學習環境

之基礎。 

持續擴充雲端行

動學習環境之基

礎。 

持續擴充雲端行

動學習環境之基

礎。 

校園無線

寬頻網路 

高速(最大

54Mbps)無線網

路建築物有死角

涵蓋率達 90%，

無加密傳輸機

制。 

高 速 ( 最 大

54Mbps)無線網路

建築物有死角涵

蓋率達 90%，無加

密傳輸機制。 

1. 配合 101 年建置

數位雲端教學

系統，建立更快

速、方便之無線

環境，以提供更

佳化之教學與

學習環境。 
2. 提供使用者便

利性與安全性

的稽核以及無

線加密機制，降

低資安事件。 
高 速 ( 最 大

300Mbps) 無 線 網

路建築物無死角

涵蓋率達 15%，提

供加密傳輸機制。 

高 速 ( 最 大

300Mbps)無線網

路建築物無死角

涵蓋率達 99%，

提供加密傳輸機

制。 

雲端學習

平台 

依 101 年獎補助

款建置了雲端學

習平台，分別包

含： 
1. 教育雲：iLMS 

1. 為了建置全面

雲端化的同步

影 音 學 習 環

境，以達到學習

無 界 線 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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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學習系統 
2.電信雲：Adobe 

Connect 同 步

會議/教學系統 

標。將針對 101
年獎補助款建

置了雲端學習

平台中的同步

會議 /教學系統

後續擴充。 
 
(2) 電算中心本（103）年度發展重點計劃 

I. 雲端行動學習環境第三期：延續 101 年度、102 年度獎補助特色計劃，以及配合「雲

端行動學習環境」，持續建構行動智慧基礎環境，建立更快速、方便之無線環境，發

展創新科技化教學服務，開創學習新模式。 
II. 營造隨身學習的環境，行動學習結合了線上學習與行動科技，透過無線網路，學習者

可透過手持行動輔具在任何時間(Anytime)及任何地點(Anywhere)進行數位化學習，這

種學習方式免除了時空的限制，提高學習的主動性及自主性，做到了隨身學習的境界。 
III. 本中心於 102 年因應本校組織調整，與總務處共同管理原視聽中心所屬之視聽教室，

為提昇教學 e 化環境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建立數位化媒體教學環境，提供教師多元

教學工具，將逐年編列預算，添購各種視聽設備，以改善老師及學生的學習環境進而

提升教學及學習品質。 
 

(3)電算中心發展重點計劃與中長程計畫關聯  

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

名稱 

與電子計算機中心 
中長程發展計畫之關聯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關聯

電子計算

機中心 

重點計畫一：優

化教學環境-建
置教學優質資

訊設備 

1.建置教學優質資訊設

備，改善老師及學生

的學習環境進而提升

教學及學習品質。 
2.提高資訊處理效能，

推動教學品質保證制

度。 
3.電腦教室分級且配合

各種軟硬體需求建構

多功能教室，改善老

師及學生的學習環境

進而提升教學及學習

品質。 

中長程計劃：(p.295)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304) 
5.2.4 提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

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

教學及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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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

機中心 

重點計畫二：雲

端行動學習環

境第三期 

推動優質校園數位環境

(a) 強化校園網路環境 
(b) 逐年建置綠色節能

機房 

(c) 建置雲端平台 

中長程計劃：(p.294、p.295) 
2.3 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5.1 精進校園建設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300、p.303、p.304)
2.3.1 整合校內教學資源，提升

教師教學效能。 
5.1.3 建置完善的有效率的校園

資訊網絡。 
5.1.3.1建構更具行動力之網路

環境，讓師生及時掌握

校園內各項活動，提升

參與率、向心力及完成

活動的目標。 
5.1.3.2強化雲端校園資訊平

台。 
5.2.2 提供優質的行動學習基礎

建設及資訊服務。 
5.2.2.1 強化校園網路基礎建

設，維持可靠、穩定以及

高傳輸率的行動網路與系

統環境。 
5.2.2.2 以「校園網路」、「行動教

學」及「行動學習」，共同

銜接串聯結成周密無限的

行動學習網絡。 

電子計算

機中心 
(與總務處

共同管理) 

重點計畫三：  

視聽教學設備

更新 

1.建置教學優質資訊設

備，改善老師及學生

的學習環境進而提升

教學及學習品質。 
2.提高資訊處理效能，

推動教學品質保證制

度。 
3.電腦教室分級與視聽

教室設備汰換，配合

各種軟硬體需求建構

多功能教室，改善老

師及學生的學習環境

進而提升教學及學習

品質。 

中長程計劃：(p.295)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304) 
5.2.4 提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

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

教學及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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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識中心發展重點計劃說明 
 

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名稱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關聯 

通識中心 

主題計畫： 
閱讀與書寫情境教室與多媒

體互動教室設備建置 

中長程計劃：(p.294、p.295) 
3.1 增進學生基礎人文能力。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p.301、p.304) 
3.1.2.1 推動人文課程檢核機制與通識教育

能力指標計畫，改善課程、學習內容與

教學方式。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的電腦

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學及學習品質。

 
7.學務處發展重點計劃說明 

社團活動為學生課餘時間之另一個學習環境，本校持續增購學生社團設備及社團共用設

備，提供學生學習與活動之器材。本年度預計增購設備之社團有國樂社、魔術社、同圓社、原

住民舞蹈社等，以及其他多項可供社團共同借用之設備。學務處課外組發展重點計劃與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之關聯如下： 
 

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名稱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關聯 

學務處 
(課外組) 

學生社團硬體設備充實與提升 

中長程計劃：(p.295、p.296) 
5.3 營造友善校園 
5.3.2 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養。  
5.3.3 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公民意識。 
10.1.3 深耕高中職校及社區， 
具體作法：(p.305、p.311) 
5.3.2.3 健全學生自治組織，鼓勵學生自治

組織有效、即時反映學生意見，積極替

同學爭取校園內權益。 
5.3.3.2 辦理專任教師與學生社團幹部服務

學習工作坊，並鼓勵學生社團積極投入

服務學習活動，及專任教師開設具有服

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10.1.3.1提供本校資源協助高中職校及社

區辦理活動，增加與各高中職互動之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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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園校園安全發展重點計劃說明 
 

單位別 發展重點計劃名稱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關聯 

總 務 處 環
安組 

校園校園安全設備與無障礙空
間建置 

中長程計畫: (p.295) 
5.3 營造友善校園 
5.3.1 強化危機處理，營造安全環境 
具體作法：(p.304、p.305) 
5.3.1.1 設置校安中心，統籌校園安全全般

事宜。 

5.3.1.4 召開校園安全會議，檢討、改進校

園死角與校園安全危安因素。 
5.3.7.2 強化資源教室功能，落實對身心障

礙學生照護。 

學 務 處 衛
生保健組 

AED 急救設備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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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本校本年度之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分別具體說明如下：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個人電腦(12 組) 300,0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主題計畫一： 
落實防災科技教

學及提升學生專

題創新能力 

1. 電腦繪圖 
2.遙測技術 
3. 數位影像處理 
4. 數值地形模型 
5. 空間資料分析 
6. 地理資訊系統 

土木工程系/數位

設計實驗室 (土
512)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

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 
1.1.6.持續與產業結合、強化產業教

師協同教學、訂定學生赴業界之

實習辦法、鼓勵教師至業界學習

等措施，強化環境永續發展與綠

色設計技術之學習成效。 
1.1.9.輔導與鼓勵學生參加各項競賽

與考取證照，提供各項資源協助

學生製作專題。 

2 1 秒讀電子經緯儀(3 台) 371,640

1.測量學(一)、(二) 
2.測量實習(一)、(二) 
3.工程測量及實習 
4.工程測量乙級術科技能

檢定 

綠環境設計學位

學程/測量實習室

(土 207) 

3 強力拌合機(1 台) 247,998

1.工程材料與試驗 
2.工程材料試驗 
3.結構加固與補修 
4.工程材料 

土木工程系/材料

實驗室(土 104) 

4 個人電腦(1 組) 25,000
1.瀝青混凝土技術與試驗

2.鋪面工程 
3.高等瀝青材料 

土木工程系/路工

技術實驗室 
(土 307)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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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4.道路工程品質與管制 
5.專題研究 
6.碩士論文 

5 車轍輪機標準輪(1 組) 28,000
1.瀝青混凝土技術與試驗

2.鋪面工程 
3.高等瀝青材料 
4.道路工程品質與管制 
5.專題研究 
6.碩士論文 

土木工程系/瀝青

實驗室(土 103) 

6 瀝青自動夯打機(1 組) 73,000
土木工程系/瀝青

實驗室(土 103) 

7 大型烘箱(1 組) 80,000
土木工程系/瀝青

實驗室(土 103) 

8 軟體教學廣播系統(1 套) 50,000

1. 多媒體製作 
2. 資料庫管理系統 
3. 網頁程式設計 
4. 管理資訊系統 
5. 電子商務 
6. 3D 繪圖 
7. 虛擬實境 
8. 資訊網路 

土木工程系/工程

多媒體教室(土
308) 

9 
水資源管理專業軟體(1
套) 

100,000
1. 下水道工程 
2. 水資源工程 

土木工程系/測量

實習室(土 207) 

主題計畫一 小計 1,27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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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平板電腦充電及管理行

動推車(1 台) 
135,0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主題計畫二：數位

建築設計表現改

善計畫 

建築設計 /6hr/四技建四

甲、室內設計/6hr/四技建

四乙、數位材質與光源模

擬 /2hr/四技建三甲、室內

數位材質與光源模擬/2hr/
四技建三乙、數位建築專

題/3hr/碩建一甲等 

建築系/數位建築

實驗室(教 313)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

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5.2.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1.1.7.強化工程學院數位資訊應用能

力，擴充數位教學設備、結合各

項數位技術在各系專業方面之整

合與表現。 

5.2.2 提供優質的行動學習基礎建設

及資訊服務。 
5.2.2.2.以「校園網路」、「e 化圖書

館」、「行動教學」及「行動學

習」為四項要素，共同銜接串聯

結成一個周密無限的行動學習網

絡。 
5.2.4.1.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

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學

及學習品質。 

2 平板電腦(15 台) 277,500

3 數位單眼相機(4 套) 176,000
文創學程攝影學/2hr/四技

文創二甲（也可以建築系

選修課程合開）、時尚生

活專題 /2hr/四技文創二

甲、展示空間佈置與應用

/2hr/四技文創三甲等 

建築系/數位建築

實驗室(教 313) 
4 

中階數位單眼相機 (5
套) 322,500

5 3D 印表機(2 套) 122,000

模型製作 /2hr/四技建一

甲、乙、模型表現/2hr/四
技建二乙、建築結構系統

/2hr/四技建三甲、建築結

構計畫  /2hr/ 四技建三

甲、家具設計/2hr/四技建

三乙、創意工藝設計/2hr/
四技文創二甲及畢業設

計/6hr/四技建築四甲、四

乙等 

建築系美術教室

(教 513) 

6 桌上型電腦(1 套) 35,000

主題計畫二 小  計 1,0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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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分光式色彩照度計 (1
台) 175,0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主題計畫三：教學

環境設備改善 

建築物理環境 /3hr/四技

建二甲、照明設計 /2hr/
四技建三乙、永續健康環

境/2hr/四技建二甲、乙、

環境控制專題 /3hr/碩建

一甲等，提供研究生實

驗、撰寫論文使用，兼可

跨領域供綠能系 LED 植

物工廠共同研究應用。 

建築系光環境實

驗教室(綜 111)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色

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 
1.1.7 強化工程學院數位資訊應用能

力，擴充數位教學設備、結合

各項數位技術在各系專業方面

之整合與表現。 
1.1.8 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備，滿足

教學需求。 

2 工作鋸台(1 台) 14,500

模型製作 /2hr/四技建一

甲、乙、建築結構系統

/2hr/四技建三甲、二乙、

家具設計 /2hr/四技建三

乙、木作實務/2hr/四技建

三甲、室內裝修實習實務

/2hr/四技建三乙，創意工

藝設計 /2hr/四技文創二

甲，建築設計/6hr/四技建

一甲～四甲、室內設計

/6hr/四技建一乙～四乙 /
等 

建築系構法與材

料工坊教室 (教
314)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色

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 
1.1.4 持續與產業結合。 
  

3 木工雕刻機(1 台) 16,500

主題計畫三  小  計 2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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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電動投影布幕(2 台) 30,0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主題計畫四： 
改善教學環境與

成立專業實驗室 

護膚推拿芳療相關課

程、專業科目多媒體教

學，業界師資，邀請演

講。 
 

彩妝專業教室/化
202、護膚美容芳

療經絡照護專業

教室/化 208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色

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具體作法： 
1.1.2 為考量現有化工與生化工程系

之生源與系之永續經營，已於

101 學年度更名為化妝品應用

與管理系。 
1.1.8 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備，滿足

教學需求。 
1.1.7 強化工程學院數位資訊應用能

力，擴充數位教學設備、結合

各項數位技術在各系專業方面

之整合與表現。 
 
2.1.4 訂定院系/所教育目標及教育特

色，實施系所本位課程，推動

學院整合特色課程。 
2.1.7 落實學生實習制度，提早了解產

業工作環境，使學生與產業無

縫接軌，畢業即就業。 

2 單槍投影機(2 台) 64,000 

3 真空精油萃取機(1 台) 78,000 
芳香療法、精油調配、香

草種植相關課程 

芳療與精油應用

研究實驗室 /化
506 

4 低溫循環水槽(1 台) 42,000 
5 水流抽氣幫浦(1 台) 22,000 

6 精油萃取設備(4 套) 84,000 植物精油萃取與純化 
化學實驗室、保

健食品功能性分

析實驗/化 205 

7 全臉美白評估儀(1 台)   270,000 化妝品功能性評估 

化妝品檢測、化

妝品調製、化妝

品功能性評估專

業實驗室/化 306 

8 
皮膚水份散失測定探頭

(1 台) 99,000 化妝品功能性評估 
化妝品檢測、化

妝品調製、化妝

品功能性評估專

業實驗室/化 306 

9 
毛髮色澤測定探頭 (1
台) 120,000 化妝品功能性評估 

10 
機械式數位攪拌機 (7
台) 105,000 化妝品調製與實習 

11 攪拌機(3 台) 72,000 
膳食養生實作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之食品製備 

膳食養生專業教

室/化 305 

12 烤箱(桌上型 5 台) 60,000 
膳食養生實作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之食品製備 

13 烤箱 (落地型雙門 1台) 80,000 
膳食養生實作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之食品製備 

14 發酵箱(1 台) 50,000 
膳食養生實作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之食品製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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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5 不銹鋼工作台(5 台) 97,500 
膳食養生實作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之食品製備 

16 高功率電磁爐(6 台) 88,800 
膳食養生實作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之食品製備 

17 不銹鋼排油煙罩(3 台) 39,0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主題計畫四： 
改善教學環境與

成立專業實驗室 

膳食養生實作相關課

程、專題訓練與比賽之食

品製備 

香妝學程(膳食養

生專業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色

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具體作法： 
1.1.2 為考量現有化工與生化工程系

之生源與系之永續經營，已於

101 學年度更名為化妝品應用

與管理系。 
1.1.8 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備，滿足

教學需求。 
1.1.7 強化工程學院數位資訊應用能

力，擴充數位教學設備、結合

各項數位技術在各系專業方面

之整合與表現。 
 
2.1.4 訂定院系/所教育目標及教育特

色，實施系所本位課程，推動

學院整合特色課程。 
2.1.7 落實學生實習制度，提早了解產

業工作環境，使學生與產業無縫接

軌，畢業即就業。 

18 不銹鋼排油煙罩(5 台) 99,000 

膳食養生實作相關課

程、專題訓練與比賽之食

品製備 

19 排油煙風車(1 台) 98,000 

主題計畫四  小  計 1,5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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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電池脈衝充放電分析儀

(4 台) 280,0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主題計畫五： 
電池檢驗實驗室 

LED 光電實習/12 小時、

電子學/6 小時、電化學實

習/15 小時、大學部專題

/30 小時、電池實習/9 小

時、綠能概論/9 小時。 

綠能系(能源系統

整合實驗室 -化
406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色

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 
1.1.12 建置植物工廠教學設施。 

主題計畫五  小  計 280,00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多晶太陽能發電實驗模

組(1 組) 260,0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主題計畫六: 
太陽能光電技術 

綠能科技概論/9 小時。 
光電材料實習 /30 小時 
大學部專題/12 小時、 
電池實習/6 小時、 

綠能系(能源系統

整合實驗室 -化
507)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色

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 
1.1.12 建置植物工廠教學設施。 

2 
智慧型太陽能儲能系統

(1 組) 65,000

綠能科技概論/9 小時。 
光電材料實習 /30 小時 
大學部專題/12 小時、 
電池實習/6 小時、 

綠能系(能源系統

整合實驗室 -化
507) 

3 
太陽能配電實習模組(8
套) 323,000

綠能科技概論/9 小時。 
光電材料實習 /30 小時 
大學部專題/12 小時、 
電 池 實 習 /6 小 時 、

 綠能系(能源系統整

合實驗室-化 507) 

綠色能源科技系-
光電技術實驗室

(化 501) 

主題計畫六  小計 6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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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多功能綠能電池檢測分

析儀 (5 台) 325,0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主題計畫七: 
綠能電池技術實

習教學模組 

電化學實習課/15 小時、

大學部專題/30 小時、電

池實習/9 小時、綠能科技

概論/12 小時、建立植物

工廠、冬令營實習/36 小

時。 

綠能系(能源系統

整合實驗室 -化
406 

中長程計畫： 
1.1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色

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具體作法： 
1.1.12 建置植物工廠教學設施。 

主題計畫七  小計 325,00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大型虎鉗台(8 台) 96,000 
機電學院 
主題計畫一： 
半導體與航電教

學設備改善建置

計畫 

飛機系統/6 小時(二上/下)
電二甲、航電技術/6 小時

(二上/下)、飛機及航電系

統實習/3 小時(二上/下) 
"新增設備"採購理由： 
夾具使用，以供學生練習

飛機修護術科項目。 

電子工程系 --飛
機維修實驗室(實
102) 

中長程計畫: 
1.2 建構學院特色-培育鄰近地區產

業、光機電整合技術人才及與法

人研究機關合作，爭取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 
2.1 建立教學特色-推動務實致用之

課程發展機制 
2.2 建立教學特色-推動創意創新創

業課程 
7.3 精進產學研究-藉由產學互動，厚

植教師實務能力，融入教學 
7.4 精進產學研究-整合研發能量 
 

2 DIY 飛機教學套件 (4
套) 60,000 

飛機系統/6 小時(二上/下)
電二甲、航電技術/6 小時

(二上/下)、飛機及航電系

統實習/3 小時(二上/下) 
"新增設備"採購理由： 
配備各式感測器與傳輸

電子工程系 --飛
機維修實驗室(實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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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元件，可供感測與遙測使

用。 
具體作法為： 
1.2.2 建立「產學融合」教學整合平

台 
1.2.6 推動教師「第二專長訓練」。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求及具

有國際拓展能力之對應課程。 
2.1.2.3 依產業界回饋之意見，召開各

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進行課程設計

修正。 
2.1.4.4 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就業

學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強化學生

就業能力。 
2.1.7 落實學生實習制度，使學生之

學習與產業無縫接軌。 
2.2.1.3 整合全校資源與師資，推動涵

蓋創意基礎類、創新應用類、創業整

合類三大類群之校際創意創新創業

學程。 
2.2.3 舉辦與輔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創

業競賽。 
7.3.1 透過「產」「學」互動方式，將

產學合作成果融入教材。 
7.4.1.1 由資深且產學經驗豐富之教

師帶領資淺教師組成研究團隊，進行

經驗傳承。 

3 通訊元件製作實習模組

(1 套) 400,000

電路學/3 小時、感測器應

用/3 小時、訊號與系統/3
小時。 
"新增設備"採購理由： 
完成控制機器人之程式

編輯軟體。 

原光電工程系 --
應用光電實驗室

(視 407)增加設備

擴建成為電子系

先進微控制實驗

室 

4 基礎電路實驗模組 (1
套) 

211,000

電路學/3 小時、感測器應

用/3 小時、訊號與系統/3
小時。 
"新增設備"採購理由： 
專門用來整合 NXT 主機

負責測試數據收集。 

電子工程系 --電
子實驗室(視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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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主題計畫一小  計 767,00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精簡型電腦（21 台） 542,955

機電學院 
主題計畫二： 
電力電子實驗教

學設備提升計畫 

電力電子學與實習/4 小

時、電力電子分析與控制

/3 小時、電力電子應用實

務/3 小時、能源轉換技術

/3 小時 

電機系-電力電子

實驗室(機 105) 

中長程計畫: 
1.2 建構學院特色-培育鄰近地區產

業、光機電整合技術人才及與法

人研究機關合作，爭取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 
2.1 建立教學特色-推動務實致用之

課程發展機制 
2.2 建立教學特色-推動創意創新創

業課程 
7.3 精進產學研究-藉由產學互動，厚

植教師實務能力，融入教學 
7.4 精進產學研究-整合研發能量 
 
具體作法： 
1.2.2 建立「產學融合」教學整合平

台。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求及具

有國際拓展能力之對應課程。 

2 可程控直流電源供應器

（11 台） 762,300 

3 可編程直流電子負載

（11 台） 63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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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2.1.2.3 依產業界回饋之意見，召開各

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進行課程

設計修正。 
2.1.4.4 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就業

學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強

化學生就業能力。 
2.1.7 落實學生實習制度，使學生之

學習與產業無縫接軌。 
2.2.1.3 整合全校資源與師資，推動涵

蓋創意基礎類、創新應用類、

創業整合類三大類群之校際創

意創新創業學程。 
2.2.3 舉辦與輔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創

業競賽。 
7.3.1 透過「產」「學」互動方式，將

產學合作成果融入教材。 
7.4.1.1 由資深且產學經驗豐富之教

師帶領資淺教師組成研究團

隊，進行經驗傳承。 

主題計畫二小  計 1,94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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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汽車感測實驗訓練系統

(4 組) 880,000

機電學院 
主題計畫三: 
車輛維修教學設

備精進計畫 

先進內燃機理論/3 小時、

車輛電路故障排除/3 小

時、汽車設計/3 小時、引

擎測試法/3 小時、 

 
"新增設備"採購理由： 
車輛組於 100 學年度成

立，目前日、夜四技車輛

組實習課程所使用部份

套數設備數量不足，所以

經常在期末學生教學評

量中被提出改善，而本實

驗室也是校外貴賓參觀

本系設備重要據點之

一。冀望系上能准允通

過，此對於學生實習有很

大的助益。 

機自系-車輛實習

實驗室(機 108) 

中長程計畫: 
1.2 建構學院特色-培育鄰近地區產

業、光機電整合技術人才及與法

人研究機關合作，爭取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 
2.1 建立教學特色-推動務實致用之

課程發展機制 
2.2 建立教學特色-推動創意創新創

業課程 
7.3 精進產學研究-藉由產學互動，厚

植教師實務能力，融入教學 
7.4 精進產學研究-整合研發能量 
具體作法： 
1.2.2 建立「產學融合」教學整合平

台。 
1.2.6 推動教師「第二專長訓練」。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求及具

有國際拓展能力之對應課程。 
2.1.2.3 依產業界回饋之意見，召開各

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進行課程

設計修正。 
2.1.4.4 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就業

學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強化

學生就業能力。 

2 引擎及診斷綜合訓練系

統(2 組) 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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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2.1.7 落實學生實習制度，使學生之

學習與產業無縫接軌。 

主題計畫三小  計 1,340,00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單人床組(4 組) 128,000

商業暨管理學院 
主題計畫一： 
餐旅服務專業模

擬教室建置 

餐飲服務管理、民宿經營

管理、旅館經營管理、服

務業管理、糾紛與危機管

理。 
相關證照：餐服技術丙

級、客房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學程(餐旅服

務專業模擬教室) 
(行 407、行 408)

中長程計畫: 
1.3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

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

理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9.6 增進產學互惠，提供客製化的區

域產業專班。 
具體作法： 
1.3.4 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休閒

事業經營管理之專業技術人才。 
2.1.4.1 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 就

業學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強

化學生就業能力。 
9.6.1 為達到產學互惠的功效，學系

（所）可以得專才而教之，學生可以

深化其職場能力，提供客製化的區域

產業專班，可使「教」與「學」產生

2 雙人床組(3 組) 108,000

3 活動床組(3 組) 81,000

4 房務工作車(4 台) 106,000

5 三層服務推車(3 台) 33,000

6 桌邊服務車(2 台) 45,000

7 客房置衣櫃(3 座) 45,000

8 收納櫃(3 座) 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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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良性互動，讓實務經驗與學術理論獲

得驗證。 

主題計畫一 小  計 586,50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監視監聽系統(1 套) 99,000

商業暨管理學院 
主題計畫二： 
建置行銷研究實

驗室與強化行銷

企劃實務能力 

學習行銷研究焦點團體

訪談法所需  (消費者行

為、行銷與流通研究、人

際關係與溝通、專題研

究、實務專題) 

行銷系(行銷研究

實驗室:教 103) 

中長程計畫: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

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

理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具體作法： 
1.3.1  籌設「行動化商務行銷與整合

研究中心」，培育行動商務技

術與管理人才。 
2.1.4.1 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 就

業學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

強化學生就業能力。 

2 企劃書教學系統(1 套) 350,000

強化行銷企劃能力所需

(零售與門巿管理、通路策

略與管理、商店規劃與設

計、行銷與流通企劃實

務、企劃實務能力檢定、

行銷與流通技能) 

行銷系(商業經營

模擬實驗室 :教
308) 

3 
門市服務丙級考照中心

玻璃座(4 座) 88,000
設置門市服務丙級考照

中心所需 

行銷系(門市服務

丙級考照中心:教
408) 

主題計畫二 小  計 5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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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多功能假病人(1 組) 145,000 

商業暨管理學院 
主題計畫三： 
高齡化社會：樂齡

商品創新與教學

教室之建構 

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健康評估與

促進、銀髮族生涯規劃、

老人生活輔具運用、生死

學、銀髮族住宅規劃之教

學與實習 

樂齡商品創新與

教學教室(教 409)

中長程計畫：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

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

理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7.1 推廣教師研究成果應用。 
7.2 協助地區產業升級。 
7.3 藉由產學互動，厚植教師實務能

力，融入教學。 
7.4 整合研發能量。 
具體作法： 
1.3.4 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休閒

事業經營管理之專業技術人才。 
5.2.3 提供教學輔導與社區再教育。 
5.2.3.1推動社區化知識學習中心。 
5.2.3.2設立非學分的證照班，藉由

老師的輔導讓學生及社區人士

順利考取相關證照。 

2 
六燈式成人全身安妮模

型(1 組) 
85,000 

3 成人哽嗆模型(2 組) 54,000 

4 三搖桿病床(2 組) 51,800 商業暨管理學院 
主題計畫三： 
高齡化社會：樂齡

商品創新與教學

教室之建構 

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健康評估與

促進、銀髮族生涯規劃、

老人生活輔具運用、生死

學、銀髮族住宅規劃之教

學與實習 

樂齡商品創新與

教學教室(教 409)
5 

模擬高齡者體驗裝置(1

套) 
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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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6 輕量洗髮器(1 套) 42,000 

5.2.3.3設立專門的證照考場，以因

應各種證照考試的需求，並提

供企業證照考場使用。 
5.2.3.4建構考試模擬平台，讓學生

有完善的模擬測驗環境，提高

證照的通過率。 
7.4.1籌組跨領域或跨校研究團隊，爭

取產學合作。 
7.4.1.1由資深且產學經驗豐富之教

師帶領資淺教師組成研究團

隊，進行經驗傳承。 
7.4.1.2跨系（所）所教師籌組跨領域

研究團隊，擴大產業服務範圍。 
7.4.1.3教師參與他校研究計畫或研

究團隊，累積研發經驗。 
7.4.2 成立研究中心，爭取大型產學

合作案。 

7 展示櫃(2 座) 56,000 

主題計畫三  小  計 5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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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自行車維修工具組 (2
組) 40,000

商業暨管理學院 
主題計畫四： 

建置運健休產業

整合多元學習平

台 

為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
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發
展本系之特色目標，使本
系綠色休閒產業課程專
業定位更加明確,結合自
行車理論與實務,配合教
學卓越計畫之健康體適
能,辦理各項戶外活動及
休閒活動指導員證照檢
定(休閒遊憩概論、自行車
理論與實務，戶外休閒體
驗教育) 

休閒運動管理系

-鐵馬驛站 

中長程計畫: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

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

理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1.3.4 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休閒

事業經營管理之專業技術人才。 
2.1.4 訂定院系/所教育目標及教育特

色，實施系所本位課程，推動

學院整合特色課程。 
5.2.3.3 設立專門的證照考場，以因應

各種證照考試的需求，並提供

企業證照考場使用。 
5.2.4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

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

學及學習品質。 
5.5.4 定期舉辦運動競賽與專題講

座，扶助學生社團正常運作，

舒緩學習壓力，促進學生身心

健康。 
10.1.3 深耕高中職校及社區，確保高

中職生源。 
10.1.3.4 提供本校資源協助高中職校

及社區辦理活動，增加與各高

2 史密斯訓練機(1 台) 93,450

為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
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發
展本系之特色目標，使本
系健康促進產業課程專
業定位更加明確,結合體
適能訓練課程,配合教學
卓越計畫之健康體適能,
辦理各項健身指導員證
照檢定(體適能指導法、運
動訓練學、) 

休運系(體適能中

心) 

3 交叉式多功能訓練機(1
台) 152,250

4 平底型救生艇（1 台） 120,000

為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
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發
展本系之特色目標，配合
教育部發展水域活動，使
本系水域課程專業定位
更加明確，藉以充分發揮
設施之功能，以嘉惠學校
師生。（水域休閒活動、
游泳運動與指導）。 

休閒運動管理系 
-水域器材存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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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5  網球發球機(1 台) 90,000

為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
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發
展本系之特色目標，配合
教育部發展體育活動，藉
以充分發揮設施之功
能，以嘉惠學校師生。（休
閒運動指導、網球理論與
實務）。 

休運系(體育器材

存放室) 

中職互動之機會。 

6 自行車（15 台） 180,000

為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
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發
展本系之特色目標，使本
系綠色休閒產業課程專
業定位更加明確,結合自
行車理論與實務,配合教
學卓越計畫之健康體適
能,辦理各項戶外活動及
休閒活動指導員證照檢
定(休閒遊憩概論、自行車
理論與實務，戶外休閒體
驗教育) 

休閒運動管理系 
-自行車存放室 

7 個人電腦（2 組） 60,000

提供運動健康促進與管
理、體適能指導法、銀髮
族休閒運動規劃與指
導、運動訓練學、攀岩理
論與實務、溯溪理論與實
務等課程之室內學科授
課。 

休閒運動管理系 
-教 508、鐵馬驛

站 

8 單槍投影機（1 台） 30,000
休閒運動管理系 
-教 508 9 多媒體擴音設備（1 組） 50,000

主題計畫四 小  計 8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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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單槍投影機（1 台） 30,000

商業暨管理學院 
主題計畫五： 
語言教室電腦設

備提升計畫 

日語會話、日語聽力訓

練、日文文書處理、英語

發音與口語訓練 

應用外語系 (土
505 教室) 

中長程計畫：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

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

理為核心之特色。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1.3.1 籌設「行動化商務行銷與整合

研究中心」，培育行動商務技術

與管理人才。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

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

學及學習品質。 

主題計畫五  小  計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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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烤箱（6 台） 450,000 

商業暨管理學院 
主題計畫六： 
烘焙體驗教室 

相關課程：餐飲服務管

理、飲食文化、餐飲連鎖

經營、咖啡館經營管理、

餐飲安全與衛生、餐廳開

發及規劃、菜單設計與成

本控制、創新與創業規

劃、手作達人實務與研

發、產業創新設計、服務

業管理。 
相關證照：烘培食品乙丙

級、中式麵食乙丙級、餐

飲管理、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認證、創業管理師。 

觀光學程(烘焙體

驗 教 室 ) 
(行 409、行 410)

中長程計畫: 
1.3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

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

理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1.3.4 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休閒

事業經營管理之專業技術人才。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2 攪拌機（12 台） 480,000 

3 麵食工作台（12 台） 300,000 

4 旋風烤箱（1 台） 80,000 

5 發酵櫃（2 台） 300,000 

6 製冰機（1 台） 80,000 

7 飲水機（1 台） 30,000 

8 清洗型集渣槽（1 座） 35,000 

9 螺旋攪拌機（1 台） 75,000 

10 公用工作台櫃（1 台） 37,000 

11 活動工作台（2 台） 26,500 

12 四門冷藏冰箱（2 台） 120,000 

13 四門冷凍冰箱（1 台） 60,000 

主題計畫六  小  計 2,07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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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iOS 系統平台設備及軟

體開發設備(4 台) 240,000

資訊學院 
主題計畫一： 
製商整合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 

企業電子化導論、互動程

式設計、多媒體網站設

計、行動商務導論、程式

語言設計、資料庫設計、

軟體工程、生產管理資訊

系統、系統分析與設計、

ERP、客戶關係管理、人

力資源管理、互動遊戲設

計、專題製作 

資訊管理系-製商

整合創新實驗室

(資 505) 

中長程計畫: 
1.4 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多媒體

互動設計及管理整合為核心之

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1.4.1 培育資通訊及多媒體互動設計

與管理整合專業人才。 

1.4.2 成立資通訊及多媒體互動設計

與管理整合教學研發團隊。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求及具

有國際拓展能力之對應課程。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

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

學及學習品質。 

2 
iOS 迷你伺服器系統平

台設備及軟體開發設備

(16 台) 
384,000 

3 
PHP 快速開發軟體企業

版(1 套) 23,000 

主題計畫一 小  計 647,00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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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iClone 大專院校科系授

權及證照認證中心授權

(1 套) 
360,000

資訊學院 
主題計畫二： 
行動裝置互動內

容設計 

數位內容概論、數位內容

創作、手機遊戲設計實

務、行動裝置電子書設

計、互動網頁設計、手機

App 設計、行動裝置概

論、行動裝置軟體設計、

資訊安全研究、數位學習

研究 

資科系 

資 201(學院共同

實驗室) 

 

中長程計畫: 
1.4 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多媒體互動

設計及管理整合為核心之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5.4 推動優質校園數位環境 
具體作法： 

1.4.1 培育資通訊及多媒體互動設計與

管理整合專業人才。 

1.4.2 成立資通訊及多媒體互動設計與

管理整合教學研發團隊。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求及具有國

際拓展能力之對應課程。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的電

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學及學習

品質。 
5.4.2 提升校園行動化教學與學習環境。 
5.4.2.1 導入具行動力之影音平台、數位

協同教學系統、擴充學習知識庫，

以利師生透過行動學習載具，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的管道。 

2 
Crazytalk Animator 大

專院校科系授權(1 式) 160,000

3 動作資料庫(1 式) 270,000

4 
跨平台數位內容開發引

擎及國際認證教學系統

(1 套) 
290,000 

主題計畫二 小  計 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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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高階繪圖電腦系統(51
組) 1,963,500

資訊學院 
主題計畫三： 
互動多媒體動畫

設計 

2D 動畫、3D 模型製作、

多媒體網站設計、3D 電

腦動畫製作、視訊短片製

作、創意短片製作、數位

後製作、動態截取、表現

技法、數位插畫、圖文傳

播、互動遊戲設計、3D
模型製作、3D 電腦動

畫、虛擬棚製作 

資 602(學院共同

實驗室)-資傳系 
中長程計畫: 
1.4 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多媒體

互動設計及管理整合為核心之

特色。 
2.1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1.4.1 培育資通訊及多媒體互動設計

與管理整合專業人才。 

1.4.2 成立資通訊及多媒體互動設計

與管理整合教學研發團隊。 

2.1.1.2 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求及具

有國際拓展能力之對應課程。 
5.2.1 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

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

學及學習品質。 

2 教學廣播系統(1 套) 60,000
資 602(學院共同

實驗室)-資傳系 

3 
雲端電腦管理系統 (1
套) 125,000

資 602(學院共同

實驗室)-資傳系 

4 3D 軟體(1 套) 90,000
資 602(學院共同

實驗室)-資傳系 

5 網路儲存伺服器(2 組) 30,000
資 602(學院共同

實驗室)-資傳系 

6 
單眼相機專業錄影設備

(1 套) 180,000
虛 擬 攝 影 棚

資 405 資 406 

7 可調阻尼滑軌組(1 組) 28,000
虛 擬 攝 影 棚

資 405 資 406 

主題計畫三 小  計 2,4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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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教學用電腦(61 套) 1,509,750

電子計算機中心 
重點計畫一： 
優化教學環境-建
置教學優質資訊

設備 

土503教室現有設備過於

老舊，故障率高，提升教

室特色，滿足電腦課程所

需之授課環境 

土 503 教室 

中長程計劃：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5.2.4 提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

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

學及學習品質。 

重點計畫一小  計 1,509,75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無線網路控制器(1 組) 1,950,000

電算中心 
重點計畫二： 
雲端行動學習環

境第三期 

全校無線網路使用者連

線用與設備管理平台 
全校 

中長程計劃： 
2.3 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5.1 精進校園建設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2.3.1 整合校內教學資源，提升教師

教學效能。 
5.1.3 建置完善的有效率的校園資

訊網絡。 
5.1.3.1建構更具行動力之網路環

境，讓師生及時掌握校園內

各項活動，提升參與率、向

2 
無線網路室內 /室外型

基地台(8 組) 
142,800



85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心力及完成活動的目標。 
5.1.3.2強化雲端校園資訊平台。 
5.2.2 提供優質的行動學習基礎建

設及資訊服務。 
5.2.2.1 強化校園網路基礎建設，維

持可靠、穩定以及高傳輸率

的行動網路與系統環境。 
5.2.2.2 以「校園網路」、「行動教學」

及「行動學習」，共同銜接串

聯結成周密無限的行動學習

網絡。 

重點計畫二  小  計 2,092,80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個人電腦(4 組) 92,000

電算中心 
重點計畫三：  

視聽教學設備更

新 

改善全校目前視聽教室上

課硬體設備 

視 B02、建 101、
視 106、圖 B05 

中長程計劃：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5.2.4 提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

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

學及學習品質。 

2 單槍投影機(2 組) 60,000 視 106、視 B02 

3 功率擴大機(1 組) 43,574 機 B06 

4 
可調式頻率無線麥克風

組(1 組) 
15,000 視 106 



86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5 
手提式無線擴音機(1

組) 
30,000 建 101 

6 電動布幕(1 組) 12,000 視 B02 

7 單槍投影機(2 組) 415000 圖資 8 樓-會議室 

8 
全功能攝影機及攝影機

控制鍵盤(2 組) 
102,000 圖資 8 樓-會議室 

重點計畫三 小  計 769,574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擴音設備組(1 組) 60,000

通識教育中心 
主題計畫： 
閱讀與書寫情境教室與多媒體互

動教室設備建置 

全校大一國文閱

讀書寫情境教

學，每學期約 40

班，提供具專

業、特色之優質

學教學空間 

教學大樓 204 

中長程計劃： 
3.1 增進學生基礎人文能力。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3.1.2.1 加強人文教育，提昇

人文素養：改善學習內容

與教學方式，增進創造能

力。 
5.2.4.1 改善電腦教室及多

2 個人電腦(1 套) 30,900

3 液晶投影機(1 組) 32,000

4 電動銀幕(1 組)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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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課程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5 個人電腦(1 套) 30,900
藝術與人生、國

文 土木大樓 408 
媒體教室的電腦資訊相

關設備，提高教學及學習

品質。 

通識中心  小 計 168,300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重點教學實驗室/
放置地點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西(外)文圖書(1 批) 1,500,000

圖書館: 

中外文圖書採購 
全校師生借閱 圖書館 

中長程計畫： 
3.1 增進學生基礎人文能力。 
5.2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具體作法： 
3.1.1 推動典範叢書閱讀計畫。 
5.2.1 提升圖書館藏質量，建置機

構典藏加強讀者服務。 
5.2.1.1逐步提升圖書館藏質量，

建置全館資訊化環境。 
5.2.1.2建置機構典藏提供師生查

詢，提升教學研究能量。 
5.2.1.3加強多元化服務，提升圖

書館使用率。 

2 中文圖書(1 批) 1,557,508

圖書館  總 計 3,057,508   



88 

 

 

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使用單位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液晶電視(2 台) 60,000

學務處 

學生社團硬體設備充實與提

升 

建置數位內容

播送機組作為

社團校園動態

公 佈 欄 區 使

用，讓全社團公

告活動、獲獎等

訊息 

社團共用設備 中長程計畫： 
5.3 營造友善校園  
5.3.2 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

養。 
5.3.3 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公民意

識。 
具體作法： 
5.3.2.3 健全學生自治組織，鼓勵

學生自治組織有效、即時反

映學生意見，積極替同學爭

取校園內權益。 
5.3.3.2 辦理專任教師與學生社團

幹部服務學習工作坊，並鼓

勵學生社團積極投入服務

學習活動，及專任教師開設

具有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

課程。  

2 個人電腦(1 套) 26,150 

3 網路儲存伺服器(1 台) 32,000 

4 數位相機(1 台) 22,000 

擬提供全校社

團舉辦校內外

活動、競賽、社

團教學活動紀

錄活動使用 

社團共用設備 

5 筆記型電腦(7 台) 196,000 

擬分配給學生

會、學生議會、

畢聯會、學生評

議委員會及全

社團辦理例行

會議、舉辦校內

外大型活動、配

合學校辦理事

項及參與全國

社評評鑑資料

製作使用。 

學生會、學生議

會、畢聯會、學生

評議委員會及全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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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使用單位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6 原住民服飾套組(女) (1
組) 

35,000 

學務處 

學生社團硬體設備充實與提

升 

擬分配給原住

民舞蹈社舉辦

中小學及社區

服 務 學 習 活

動、社團課程教

學及練習使用 

原舞社 

中長程計畫： 
5.3 營造友善校園 
5.3.2 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

養。 
5.3.3 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公民意

識。 
具體作法： 
5.3.2.3 健全學生自治組織，鼓勵

學生自治組織有效、即時反

映學生意見，積極替同學爭

取校園內權益。 
5.3.3.2 辦理專任教師與學生社團

幹部服務學習工作坊，並鼓

勵學生社團積極投入服務

學習活動，及專任教師開設

具有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

課程。 

7 原住民服飾套組(男) (1
組) 

35,000 

8 揚琴(2 支) 64,600 

學務處 

學生社團硬體設備充實與提

升 

擬分配給國樂

社作為社團上

課練習、舉辦中

小學服務學習

活動、社區服務

學習活動、校內

外競賽練習用。

國樂社 

中長程計畫： 
5.3 營造友善校園  
5.3.2 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

養。 
5.3.3 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公民意

識。 
具體作法： 

9 琵琶(3 支) 35,700 

10 柳琴(2 支)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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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使用單位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1 中阮(2 支) 27,000 
5.3.2.3 健全學生自治組織，鼓勵

學生自治組織有效、即時反

映學生意見，積極替同學爭

取校園內權益。 
5.3.3.2 辦理專任教師與學生社團

幹部服務學習工作坊，並鼓

勵學生社團積極投入服務

學習活動，及專任教師開設

具有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

課程。 

12 二胡(4 支) 54,000 

13 大提琴(2 支) 39,600 

14 套笛(1 支) 13,000 

15 椅子浮人(1 組) 18,000 

學務處 

學生社團硬體設備充實與提

升 

擬分配給魔術

社上課教學及

表演使用 
魔術社 

中長程計畫： 
5.3 營造友善校園  
5.3.2 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

養。 
5.3.3 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公民意

識。 
具體作法： 
5.3.2.3 健全學生自治組織，鼓勵

學生自治組織有效、即時反

映學生意見，積極替同學爭

取校園內權益。 
5.3.3.2 辦理專任教師與學生社團

幹部服務學習工作坊，並鼓

16 滾輪式舞台道具表演箱

(1 組) 
22,000 

擬分配給魔術

社上課教學及

表演使用 
魔術社 

17 心靈拼圖預言(1 組) 18,000 
擬分配給魔術

社上課教學及

表演使用 
魔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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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使用單位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8 沙發椅出人(1 組) 35,000 
擬分配給魔術

社上課教學及

表演使用 
魔術社 

勵學生社團積極投入服務

學習活動，及專任教師開設

具有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

課程。 

19 電子防潮箱(1 台) 23,500 

學務處 

學生社團硬體設備充實與提

升 

社團保管器材

並維護器材壽

命 
社團共用設備 

中長程計劃： 
5.3 營造友善校園 
10.1 落實全面性招生工作 
具體作法： 
5.3.2 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

養。  
5.3.3 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公民意

識。 
5.3.3.2 辦理專任教師與學生社團

幹部服務學習工作坊，並鼓

勵學生社團積極投入服務

學習活動，及專任教師開設

具有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

課程。 
10.1.3 深耕高中職校及社區。 
10.1.3.5 提供本校資源協助高中職

校及社區辦理活動。 

20 氣血循環機(2 台) 24,000 

提供同圓社社

員進行社區老

人安養院探視

活動使用，協助

社區老人回復

疲勞。 

同圓社 

21 足部按摩器(2 台) 37,600 

提供同圓社社

員進行社區老

人安養院探視

活動使用，協助

社區老人回復

疲勞。 

同圓社 

訓輔設備  總 計 84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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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本門支用項目名稱 

預算 
經費 

發展重點 
計劃名稱 

使用規劃 使用單位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 數位監視系統(2 套) 400,000 總務處 
校園校園安全設

備與無障礙空間

建置 

改善大門及側門

之 監 視 錄 影 品

質。 
全校師生 

中長程計畫: 
5.3 營造友善校園 

5.3.1 強化危機處理，營造安全環

境。 
 
具體作法： 
5.3.1.1 設置校安中心，統籌校園

安全全般事宜。 

5.3.1.4 召開校園安全會議，檢討、

改進校園死角與校園安全

危安因素。 
5.3.7.2 強化資源教室功能，落實

對身心障礙學生照護。 

2 無障礙廁所緊急撥號系統(1 套) 244,000
改善無障礙廁所

緊急求援並提昇

實用性。 

3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2 套) 170,000
學務處 
AED 急救設備設
置 

目前學校只有 1
台 AED 設備,為
讓校園緊急安全

設備更加完善,故
另增購 2 台 AED
設備。 

全校師生 

其他(環安、衛保)設備  總 計 8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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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3 年經常門之支用，除延續最近 3 年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績效，為實踐本校

辦學理念「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落實「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成為一

所培育「畢業即具有百分百就業能力」之優質產業型科技大學。將針對學校之中長程計畫與訪視

委員之寶貴意見，全面檢視修訂與經常門支應相關之辦法如下，以持續提升教師實務能力及並融入

教學： 
1.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專業實務經驗辦法 
2.高苑科技大學借調服務辦法 
3.高苑科技大學教師赴公民營事業機構研發服務辦法 
4.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參加研習辦法  
5.高苑科技大學教師進修辦法 
6.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作業要點 
7.高苑科技大學辦理行政業務研習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8.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論文著作獎勵辦法 
9.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教學品質獎勵補助辦法 
10.高苑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勵辦法 
11.高苑科技大學各單位辦理學術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12.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 
13.高苑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為妥善應用經常門經費發揮最大之效益，以發展特色落實辦學理念，在 103 年度之經常門支

用項目均連結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經常門支用項目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具體作法的關聯

性與預期成效，具體說明詳如下表：  

 
支用項目 連結之中長程計畫具體作法 預期質量化成效 

研究 7.1.1.1 鼓勵教師將研究成果申請專利。 
7.1.1.2 鼓勵教師將研究成果參加各種國際或全

國展覽與發表會，增加產學合作媒合機會。

7.1.2.1 鼓勵教師主動將研究成果推薦給相關廠

商，促成技術轉移。 
7.2.2.3 協助廠商撰寫政府各部會補助研究計畫

並爭取計畫參與共同研發。 

預期質化成效： 
1.推廣教師研究成果應用。 
2.協助地區產業升級。 
3.厚植教師實務能力，融入教學。

預期量化成效： 
獎勵各類產學研究計畫 180 件。

研習 6.1.1.1 辦理教學策略與技巧、課程設計研習，

提升教師教學績效。 
6.1.1.6推動教師學習社群與教師教學知能認證。

6.1.2.2 鼓勵教師從事短期實務研習，以因應教

學需求。 
6.2.1.2 鼓勵教師參加研習、短期進修、教育訓

練、專業認證，擴展教師專長。 

預期質化成效： 
1.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全面提升

教師教學知能。 
2.強化各類師資陣容。 
3.培養教師第二專長。 

預期量化成效： 
1.補助 130 人次之教師參加短期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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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 
2.辦理 40 場次之自辦教學研討會

或平均每位教師參加 2 場次。

3.辦理 20 案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進修 6.2.1.3 鼓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或第二專長學

位)及學術(休假)研究，擴展學術成果。 
預期質化成效： 
提升師資陣容，改善師資結構 

預期量化成效： 
補助 20 人次之教師赴國內外大

學進修學位。 
著作 6.2.2.2 鼓勵教師以著作及博士學位升等，提升

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6.2.2.3 鼓勵教師以技術報告升等並辦理技術報

告升等說明會，提升本校技術報告升等成效。

預期質化成效： 
強化教師學生能力，提升學校在

國際之學術地位。 
預期量化成效： 
獎勵教師出書或發表論文共 250
件。 

升等送審 6.2.2.1 辦理資格送審說明會，避免違反學術倫

理，及提升資格送審通過率。 
6.2.2.2 鼓勵教師以著作及博士學位升等，提升

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6.2.2.3 鼓勵教師以技術報告升等並辦理技術報

告升等說明會，提升本校技術報告升等成效。

預期質化成效： 
提升師資陣容，改善師資結構 

預期量化成效： 
補助 20 位教師升等之著作校外

審查費與升等案外聘委員審查

費。 
改進教學 2.3.2.2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 

6.1.1.3 定期檢討與修訂改進敎學相關辦法，並

落實執行及追蹤成效。 
6.1.2.4 鼓勵教師考取教學有關專業證照，並轉

化為輔導學生考照之經驗。 

預期質化成效： 
1.遴選教學優良教師，激勵教師

投入教學改善與成效之提升。

2.提升教師證照實務能力，達成

畢業生一證三照之畢業要求。

預期量化成效： 
1.遴選 10 位校級教學優良教師。

2.獎勵教師考取證照及輔導學生

參加競賽共 150 案。 
編纂教材 6.1.1.4 鼓勵教師投入編纂教材及研製數位化教

材，提供多元學習管道。 
預期質化成效： 
強化教師編纂教材及研製數位化

教材能力，提升教學成效。 
預期量化成效： 
獎勵教師編纂教材及研製數位化

教材 30 件。 
製作教具 6.1.1.5 鼓勵教師投入教具製作及觀摩教具展

示，活絡教學及提昇學生學習興趣。 
預期質化成效： 
強化教師課程設計與教具製作能

力，提升教學成效。 
預期量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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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教師教具製作 16 件。 
行政人員

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

修 

4.2.1.1 鼔勵行政人員參加各種電腦專業知能訓

練，提升資訊素養。 
4.2.1.2 鼔勵行政人員參加行政業務有關研習，

提升專業能力。 
4.2.1.3 獎助行政人員參加與業務有關資格檢定

及考取證照。 
4.2.1.4 辦理行政人員教育訓練，充實行政有關

技能與潛力。 

預期質化成效： 
1.提升行政人員的資訊素養。 
2.透過行政績效考核，提升行政

人員的行政專業，健全行政體

質。 
預期量化成效： 

1.行政人員參加校外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件數進修 68 人(場次。

2.辦理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15
場。 

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

關經費 

5.3.2.3 健全學生自治組織，鼓勵學生自治組織

有效、即時反映學生意見，積極替同學爭取

校園內權益。 
5.3.3.1 辦理志工培訓，協助學生取得志工證明。

5.3.3.2 辦理專任教師與學生社團幹部服務學習

工作坊，並鼓勵學生社團積極投入服務學習

活動，及專任教師開設具有服務學習內涵之

專業課程。 
5.5.4 定期舉辦運動競賽與專題講座，扶助學生

社團正常運作，舒緩學習壓力，促進學生身

心健康。 

預期質化成效： 
1.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養。

2.推動服務學習，強化學生輔

導，促進身心正常發展，培養

公民意識。 
預期量化成效： 

1.辦理全校性創意活動 2 場。 
2.辦理領袖培訓營活動 1 場。 
3.辦理社團創意活動 2 場。 
4.辦理服務志工培訓及相關活動

2 場。 
5.辦理身心靈促進運動競賽 1場。

新聘及現

有教師薪

資 

6.2.1.1 延攬知名並符合本校發展之教師，帶動

本校教研風潮。 
6.2.3.1 訂定及實施彈性薪資方案，以延攬及留

任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預期質化成效： 
1.充實系所發展所需師資，強化

研發團隊。 
2.延攬或留任特殊優秀人才，因

應學校特色發展。 
預期量化成效： 

1.支付新聘教師 4 人。 
2.支付升等教師薪資差額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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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之分配乃依據本校「教學研究設備經費分配辦法」，於 102 年 8 月 29
日由校長召開「獎勵補助經費分配專案會議」，會中決定新年度校務發展重點、預計向教育部申請

獎勵補助經費之額度、學校自籌款之額度、資本門經費之分配原則與各學院與教學支援單位之資本

門經費額度等。然後由各院所屬各系(所)與學位學程按其發展特色編列預算提報學院，學院召開『院

發展委員會』審查各教學單位之發展計畫書與支用預算細項表。經常門經費則由教學卓越與學習品

保中心與人事室會同教務處、研發處、學務處等相關單位參考往年各項經費使用情形共同規劃編列。 
各資本門支用單位所規劃之發展計畫書、採購儀器設備細項(含優先序)，於 102 年 10 月 18

日提交「獎勵補助經費專案審查會議」預審資本門各支用單位之規畫內容，經過專案審查會議討論

後，各單位再行修正、調整後，本校於 102 年 11 月 4 日與 11 月 15 日召開兩次之『教育部獎勵補

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複審資本門與經常門預算內容，並排定全校之資本門設備採購優先序。圖十

為本校經費規劃流程圖。 

 

(一)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資本門經費分配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為學校依各學院之規模與績效分配經費給各個學

院；第二階段為學院就其所屬各系(所)與學位學程之發展特色，分配經費給所屬教學單位。以下為

詳細分配原則之說明： 

1. 學院經費分配原則： 
由校長召開「獎勵補助經費分配專案會議」，訂定分配原則，102 年度分配原則仿照教育部

分配獎勵補助經費之精神，訂定補助經費佔全校學院總經費經費之 50%，獎勵經費佔全校學院

總經費經費之 50%。補助經費與獎勵經費之分配指標配比如下所列： 
 
(1) 補助經費(全校學院總經費 50%) 

a. 基本補助(占補助經費 50%) 
b. 學生數(占補助經費 50%) 
c. 學雜費收入(占補助經費 50%) 
 

(2) 獎勵經費(全校學院總經費 50%) 
a. 教學指標(占獎勵經費 70%) 
甲、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占教學指標 50%) 

(a)學生英語檢定通過率(占證照成效 30%) 
(b)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比率(占證照成效 70%) 

乙、學生參與競賽得獎成效(占教學指標 20%) 
丙、學生參與業界實習成效(占教學指標 30%) 

b. 研究指標(占獎勵經費 30%) 
甲、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占研究指標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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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產學合作金額比(70%) 
(b)核准專利數及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金額(30%) 

乙、國科會計畫執行成效(占研究指標 20%) 
 

 

 

圖十、本校經費規劃流程 

 

 

依據「教學研究設備經費分配辦法」

辦理 ，訂出本年度校務發展重點、

獎勵補助款申請金額、自籌款金額、

資本門與經常門比例、資本門經費之

分配原則與各學院與教學支援單位

之資本門經費額度等。  

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

中心彙整經常門經費

規劃草案 

各學院規劃 
資本門發展重點方向 

各教學單位 
(系、所與學程) 
草擬計畫書 

教學支援單位 
(圖書館、 
電算中心等) 
草擬計畫書

研發處彙整經費支用規劃案 

完成本校整體發展獎勵 
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

中心與人事室會同教

務處、研發處、學務

處等單位草擬經費規

劃

學院召開院發展 
委員會審查各單位 
之發展重點計畫書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

小組組成辦法」辦理，審查

各預算之規格、數量與金額

是否合理，並排定優先序 

11月底前報部 

經常門 
資本門 

召開 

獎勵補助經費 

分配專案會議  

召開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 

討論審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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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各單位彙整 101 年度(101/1/1~101/12/31)各院指標績效與數據，計算出本校四個學院之

經費額度分別為機電學院 700 萬元，規劃與設計學院 540 萬元，商管學院 535.8 萬元，資訊學

院 471 萬元。依補助與獎勵兩項指標分配各學院預算，除了考量該學院規模外，也採計其教學、

產學等績效，可激勵該院師生為學院爭取更多預算。各學院將以此預算依據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訂定新年度之重點方向，再由各教學單位規劃執行細項。經多次專責小組之審查與討論後，

各支用單位經費規劃的金額不足或剩餘的部分，經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請見 P.123），於

會議上全校通盤調整經費之差額部分。經過教育部經費小組審查後，103.1.29 來函核定本校

103 年之總核定金額為 3412 萬 6752 元。本校於 103.2.24 召開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討論經費

調整事宜，決議自籌款調整為 511 萬 9248 元。經由各支用單位與學院調整採購項目，修正支

用計畫書報部，經費之修正額度如下表所示。 
 

  支用單位 預算分配 預估版預算金額 修訂版預算金額 

1 機電學院 7,000,000 6,902,180 4,052,180 

2 規劃與設計學院 5,400,000 5,530,000 5,400,938 

3 商管學院 5,358,000 5,334,946 4,557,500 

4 資訊學院 4,710,000 4,710,000 4,203,500 

5 電算中心 4,000,000 4,252,574 4,372,124 

6 通識中心 580,000 168,300 168,300 

7  圖書館 3,542,000 3,542,000 3,057,508 

8 訓輔設備(學務處) 966,000 966,000 846,150 

9 
總務處環安組 (其他項

目) 
644,000 644,000 644,000 

10 
學務處衛保組 (其他項

目) 
0 150,000 170,000 

       合  計 32,200,000 32,200,000 27,472,200 

 

 

2. 系(所)與學位學程經費分配原則： 
系(所)與學位學程之資本門經費由學院統籌分配，也符合評鑑委員給本校之建議，由學院

主導經費之規劃。院長可參考院發展委員與校外諮議委員之建議，依該院之未來發展或轉型統

籌規劃，以發揮最大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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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本校各學院與各單位所提出經費預算之分配原則如下： 

(1) 規劃與設計學院本年度提出之特色計劃為： 
 

院計畫

別 
計劃名稱 經費額度 (元)

1 落實防災檢測科技在工程防災上的應用 1,275,638
2 數位建築設計表現改善計畫 1,068,000
3 教學環境設備改善 206,000
4 改善教學環境與成立專業實驗室 1,598,300 
5 電池檢驗實驗室 280,000
6 太陽能光電技術 648,000
7 綠能電池技術實習教學模組 325,000

總經費 5,400,938

   
規劃與設計學院本年度各項發展重點計劃經費編列比例如下： 

優先次序 經費編列規劃原則 經費分配比例 (%) 

1 新增系所教學設備購置 23% 
2 證照輔導設備 33.3% 
3 重點教學實驗室設備增補汰舊換新 43.7% 

 

 
(2) 機電學院本年度提出之特色計劃為：  

院計畫別 計劃名稱 
經費額度 

(元) 

1 半導體與航電教學設備改善建置計畫 767,000 

2 電力電子實驗教學設備提升計畫 1,945,180 

3 車輛維修教學設備精進計畫 1,340,000 
總經費 4,052,180

機電學院本年度各項發展重點計劃經費編列比例如下： 

優先次序 經費編列規劃原則 經費分配比例 (%)
1 新增系所教學設備購置 33.1 
2 證照輔導設備 0 
3 重點教學實驗室設備增補汰舊換新 66.9 

 
(3) 商管學院本年度提出之特色計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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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計畫別 計劃名稱 經費額度 (元) 

1 餐旅服務專業模擬教室 586,500

2 建置行銷研究實驗室與強化企劃實務能力 537,000 

3 高齡化社會：樂齡商品創新與教學教室之建構 514,800

4 建置運健休產業多元學習平台 815,700

5 語言教室電腦設備提升計畫 30,000 

6 烘焙體驗教室 2,073,500 

總經費 4,557,500

   
上述之各項特色計劃經費編列比例如下： 

優先次序 經費編列規劃原則 經費分配比例 (%)
1 新增系所教學設備購置 87 
2 證照輔導設備 12.3 
3 重點教學實驗室設備增補汰舊換新 0.7 

 
 (4) 資訊學院本年度提出之特色計劃為：  

院計畫別 計劃名稱 經費額度 (元) 

1 製商整合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教學環境建置 647,000

2 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計特色教學環境建置 1,080,000

3 互動多媒體動畫設計特色教學環境建置 2,476,500

總經費 4,203,500

   
上述之各項特色計劃經費編列比例如下： 

優先次序 經費編列規劃原則 經費分配比例 (%) 
1 新增系所教學設備購置 70% 
2 證照輔導設備 26% 
3 重點教學實驗室設備增補汰舊換新 4% 

 
(5) 電子計算機中心本年度提出之特色計劃為： 

計畫別 計劃名稱 經費額度 (元) 

1 優化教學環境--建置教學優質資訊設備 1,509,750

2 雲端行動學習環境第三期 2,092,800

3 視聽教學設備更新 769,574

總經費 4,37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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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各項特色計劃經費編列比例如下： 

優先次序 經費編列規劃原則 經費分配比例 (%) 

1 重點電腦教室設備增補汰舊換新 65.47 

2 新增教學設備購置 34.53 

 
     

(6) 通識中心本年度提出之特色計劃為： 

計畫別 計劃名稱 經費額度 (元) 

1 閱讀與書寫情境教室與多媒體互動教室設

備建置 
168,300

總經費 168,300

    

上述之各項特色計劃經費編列比例如下： 

優先次序 經費編列規劃原則 經費分配比例 (%) 
1 新增中心教學設備購置 100 

 

(7)圖書、訓輔設備及其他項目 

本校於 103 年 2 月 24 日召開 103 年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第 3 次會議決議，圖

書設備項目總預算 3,057,508 元，佔資本門總經費之 11.13%(其中獎勵補助款預算 2,607,508
元，佔總獎勵補助款預算 11.67%；自籌款 450,000 元，佔自籌款總預算 8.79%)；訓輔設備總

經費 846,150 元，佔資本門總經費之 3.08%(其中獎勵補助款預算 696,150 元，佔總獎勵補助款

預算 3.31%；自籌款 150,000 元，佔自籌款總預算 2.93%)，其他項目總經費 814,000 元，佔資

本門總經費之 2.96%(其中獎勵補助款預算 170,000 元，佔總獎勵補助款預算 0.76%；自籌款

644,000 元，佔自籌款總預算 12.58%)。 
 
 
(二)經常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1.本項經費由教學發展中心負責，召集人事室、研發處、學務處、圖書館等相關單位共同討論各

項經費分配比例，並經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各項金額後，納入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中。 
2.103 年規劃使用之項目及金額、比例如下： 
(1)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合計 7,021,830 元，占經常門經費 59.64%，符合占經常門經費 30%以

上之規定。 
(2)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合計 569,660 元，占經常門經費 4.84%，符合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之規定。 
(3)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合計 254,310 元，占經常門經費 2.16%，符合占經常門經費 2%以

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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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合計 496,550 元，占經常門經費 4.22%。 
(5)新聘教師及現有教師薪資：合計 3,431,450 元，占經常門經費 29.14%。 

 



 103 

 
二、 相關組織會議資料及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 
 

1.組織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教育部獎勵補助款專責小組組成辦法 

91 年7 月9 日行政會議通過 
94 年8 月1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9 月18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8 月10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7 月18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10月23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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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第二條 專責小組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各科系所（含通識中心）代表等。各科系所（含通識中心）

代表一人，由各科系所（含通識中心）自行推舉產生。 

第三條 籌備中之科系所，籌備主任為專責小組當然代表。 

第四條 由各科系所（含通識中心）推舉產生之專責小組代表，任期一年，得連任二次，但於

任期中不得擔任內部控制稽核委員。 

第五條 專責小組會議，依學校整體發展規劃，決定教育部獎勵補助款之分配，及提報本項獎

勵補助款經費支用計畫。 

第六條 專責小組會議，由校長擔任召集並主持，配合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申請，不定期召開。

當次會議，須有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及出席代表過半數之同意作成決

議。校長不克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代理人。 

第七條 提報教育部之獎勵補助款支用計畫，如欲變更內容（含申請項目、規格、數量、細項），

應經專責小組會議通過，並存校備查。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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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員名單 

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專責小組成員代表名冊如下表所示： 

系  所 / 職  稱 姓   名 系  所 / 職  稱 姓   名 

校   長 曾燦燈 副校長 林錦郎 

教務長 鄭魁香 學務長 顏幸苑 

總務長 江文理 主任秘書 張宗翰 

會計主任 林引玉 人事室主任 謝世憲 

研發處研發長 吳上立 教發中心主任 廖心慈 

電子系所代表 陳文伎 經管所代表 郭嘉珍 

電機系所代表 徐瑞隆 企管系代表 簡永杰 

機械與自動系所及扣

件學程代表 
朱心平 

國際商務系及觀光學

程代表 
杜貞瑩 

光電科學與工程系代

表 
蔡文元 應外系代表 劉志哲 

土木系暨綠環設學程

代表 
劉年華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代

表 
陳至安 

妝品系所及香妝養生

保健學程代表 
王盛世 休閒運動管理系 廖清海 

建築系所及文創學程

代表 
賴宗吾 圖書館代表 蔡慧珍 

綠色能源科技系代表 陳曦照 電算中心代表 郭介森 

資科系所代表 陳秋宏 通識中心代表 黃慶雄 

資管系代表 趙汝仁   

資傳系代表 潘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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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議本年度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錄 
(1) 103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整體發展專責小組【第 1 次會議】會議紀錄 
 

高苑科技大學            會議紀錄 
 

議  題：103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整體發展專責小組【第 1 次會議】 

時  間： 102 年 11 月 4 日(星期一) 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 教 304 會議室 

主  席： 校   長                           

出席者：詳簽到表  

列席者： 詳簽到表                          記錄者：黃桂星 

業務報告： 

一、依據本校教育部獎勵補助款專責小組組成辦法，召開本次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須有應出席代表 2/3 以上代表出席，及出席代表過半數之同意作成決

議。決議後提報教育部之支用計劃，如欲變更須經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再

行報部核准後辦理。 

二、依據「103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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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關規定： 

1.學校應自籌本項獎勵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  

2.各校應於每年 11 月 30 日前，彙整次年度經費支用計畫連同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包括簽到單）、學校

內部稽核辦法與報告、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等資料報部審

查。  

3.本獎勵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

總預算（不包括計畫型獎助）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 

4.本項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使用原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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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佔比% 

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

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 

優先支用於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等設備 

應達 10%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 2% 

5.本項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 

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 30%以上供

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及升

等送審之用途。 

三、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整體經費規劃提議： 

1.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預計申請金額為 4000 萬元，本校自籌款 600 萬元(提

議為獎補助款之 15%)，合計共 4600 萬元。 

2.依據規定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應各占整體經費預算之百分之七十及百分

之三十，故規劃之資本門經費為 3220 萬元，經常門經費為 1380 萬元，

合計整體經費為 4600 萬元。 

(99 年度核撥金額為 27,216,401 元、100 年度核撥金額為 36,663,112 元、101 年

度核撥金額為 31,496,332 元、102 年度核撥金額 37,729,541 元整) 

 

討論及議決事項： 

壹、資本門經費提案審查 

【提案一】………………………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 有關 103 年獎勵補助款資本門預算金額分配額度，請  討論。 

說明：  

1. 依 102/8/29 協調會議及 102/10/18 專案審查會討論，資本門規劃 3220 萬元，

規劃分配如下表 



 107 

 

 

 

項目 金額 百分比 備註 

一、 教學及研究設備 

27,048,000 84%
( 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 

二、圖書館 3,542,000 11%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966,000 3% (應達資本門經費 2%) 

四、其他項目 644,000 2%   

其中教學及研究設備必須為直接使用於教學及研究用途，不可使用於行政，

規劃分配如下表 

項目 金額 備註 

一、電算中心 4,000,000  

二、通識教育中心 580,000  

三、符合學校發展重點項目 22,468,000 由四學院規劃 

2. 符合學校發展重點項目以學院為單位，學院訂定支用計畫，交由各系提出申

請，經學院審查協調後，送本審查會議討論。依據本校『執行教育部獎勵補

助款教學研究設備經費分配辦法』第七條規定，學校依各學院之基本條件(學

生人數、學雜費收入等)與績效(教學、研究、服務等)分配預算給各學院。

102/8/29 預算分配協調會經四院院長同意，103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分配比例如

下表。 

四學院 預算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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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學院 5,400,000 

機電學院 7,000,000 

商管學院 5,358,000 

資訊學院 4,710,000 

3. 經各資本門支用單位提出申請統計後金額約 32,300,285 元，以 3220 萬元為目

標來審查各支用單位提出之計畫與額度。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資本門以 3,220 萬元進行預算編列。 

 

【提案二】………………………提案單位: 圖書館 

案由：圖書館預算為 354.2 萬元，請審議。 

說明： 

一、 中文圖書(預算金額 204.2 萬元) 

二、 西文圖書(預算金額 150 萬元) 

     以上合計共 354.2 萬元，請審查。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圖書館總預算 354.2 萬元，通過。唯中西文圖書分

配比例請圖書館再請圖委調查各系對西文圖書之需求後重新調整。 

 

【提案三】………………………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由：其他項目，總務處環安組提出預算為 64.4 萬元，請審議。 

說明： 

1. 校園數位監視系統(預算金額 40 萬元) 

2. 無障礙廁所緊急撥號系統(預算金額 24.4 萬元)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兩項總計 64.4 萬元，通過。 
 

【提案四】………………………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由：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學務處提出預算為 96.6 萬元，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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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學務處（學生輔導）規畫 23 項學輔設備共計 1,055,744 元。 

討論： 

1、 研發處：分配金額 96.6 萬元，編列已超出預算，請調整。 

2、 總務長：相機規格填寫不適當，請更新；相機與大提琴價格也偏高，建

議降低規格重新詢價反而可以多買幾部，每個社團都有機會可

以用到。 

3、 學務處：「鋁合金輕鋼架」本處討論後，預算 9.5 萬元，暫緩編列。相機

與大提琴規格及價格會重新檢討，再提出。 

決議：請課外組規針對規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進行修正，並將預算調整至原分

配之額度內。相機與大提琴等價格偏高的項目請再修正；「鋁合金輕鋼架」

此項依學務處所提議刪除，修正後或新增之支用項目，下次重新提出討

論。 
 

【提案五】………………………提案單位: 電算中心 

案由：電算中心總預算為 400 萬元，提出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重點計畫一：優化教學環境--建置教學優質資訊設備(預算金額 155 萬元) 

重點計畫二：雲端行動學習環境第三期 (預算金額 2,396,250 元) 

     以上合計共 3,946,250 萬元，請審查。 

討論：還原卡不適合獨立分項採購，應合併在電腦規格裡。 

決議：預算 400 萬元，兩項重點計畫之採購設備內容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

過。唯請將重點計畫一優先序 2 中之還原卡合併至教學電腦規格中。 

 

【提案六】………………………提案單位: 通識中心 

案由：通識中心預算為 58 萬元，提出規劃書，請審議。 

說明： 

主題計畫一：閱讀與書寫情境教室特色化(9.95 萬) 

主題計畫二：三創育成教室特色化(48.05 萬) 

     以上合計共 58 萬元，請審查。 



 110 

決議：參訪其他學校規劃後，再重新規劃討論提專責小組審議。 
 
 
【提案七】………………………提案單位: 機電學院 

案由：機電學院總預算為 700 萬元，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主題計畫一 

半導體與航電教學設備改善建置計畫 
1,817,000 電子系 

主題計畫二 

電力電子實驗教學設備提升計畫 
2,000,300 電機系 

主題計畫三 

車輛維修教學設備精進計畫 
3,140,000 機自系 

單位總計 6,957,300  
請審查。 

 

 

討論： 

1.研發處：分配預算金額 6,957,300 元，編列未達預算，請調整。另外整個計畫

採購項目的規格編寫相當雜亂、不符合規定，請進行修正。 

決議：預算編列 700 萬，三項主題計畫之採購設備內容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

通過。規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請重新填寫後再提出會議進行確認。預

算尚有 4 萬餘元，可在確實詢價後編足預算。 

 

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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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總務處近期辦理規格撰寫相關教育訓練，加強同仁編寫規格的認知。 

2. 所有電腦、單槍投影機除有特殊的用途與需求外，皆由總務處詢價後統一

規格與價格之參考。 

 

【提案八】………………………提案單位: 規劃設計學院 

案由：規劃與設計學院總預算為 540 萬元，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主題計畫一、落實防災科技教學及提升學生專

題創新能力 

1,454,000 土木系

主題計畫二、數位建築設計表現改善計畫 

 

1,257,000 

建築系

主題計畫三、教學環境設備改善 

 

224,000 

建築系

主題計畫四、改善教學環境與成立專業實驗室

 

1,495,000 

妝品系

主題計畫五、電池檢驗實驗室 

 

300,000 

綠能系

主題計畫六、太陽能光電技術 

 

350,000 

綠能系

主題計畫七、綠能電池技術實習教學模組  綠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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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0 

主題計畫八、綠能電池應用技術實習教學模組

 

130,000 

綠能系

單位總計 

 

5,560,000 

  

   請審查。 

討論： 

1. 總務處: 各主題計畫規格再補詳細，如電腦規格可建議在 CPU 上補上＂含

以上＂字眼，如＂i5 含以上＂等，日後計畫通過後採購範圍可以較不受限。

另外，電腦價格請編列有含作業系統在內。 

2. 研發處: 多項採購設備項目的規格寫得太過含糊，請各單位回去後再行修

正。貴院的預算 540 萬，目前已經編列超過，為公平起見，請依歷次會議

決議、斟酌採購項目。 

決議： 

1. 總預算編列 540 萬元，各主題計畫之採購設備內容全體出席委員無異議，

通過。規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請重新填寫後再提出會議進行審查。請重

新調整預算至原分配額度。 

 

 

【提案九】………………………提案單位: 商管學院 

案由：商管學院總預算為 535.8 萬元，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主題計畫一、餐旅服務專業模擬教室 450,500 觀光學程 

主題計畫二、實習咖啡廳 600,000 觀光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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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計畫三、建置行銷研究實驗室與強化

行銷企劃實務能力 
800,000 行銷系 

主題計畫四、知識經濟：知識管理(KM)
教育訓練實驗室 

866,141 企管系 

主題計畫五、高齡化社會：樂齡商品創新

與教學教室之建構 
488,800 

銀 髮 族 學

位學程 

主題計畫六、建置運健休產業多元學習平

台 
994,550 休運系 

主題計畫七、語言教室電腦設備提升計畫 1,105,000 應外系 

單位總計 5,304,991 

請審查。 

討論： 

   研發處:  

1. 多項採購設備項目的規格寫得太過含糊，有的甚至將廠牌型號都列

出，請各單位回去後再行修正。貴院的預算 535.8 萬，請足額編列。 

2. 計畫五中的「翻身擺位枕」價格是否有確實查價? 在製作財產標籤列

管時是否會有困難?  

3. 計畫六「RO 飲水機」與「洗衣機」以及計畫三「RFID 防盜系統」不

是教學設備，建議刪除。 

4. 計畫二的所有設備不適合放在獎補助款，建議刪除。 

   校長: 計畫六「水上摩托車」目前無教練及駕照，暫緩。 

   商管學院: 因計畫七中個人電腦的規格較高但經費卻編列不足，上述刪除的

預算將挪至計畫七，優先將上課用基礎設備更新。剩餘的經費請

保留預算，再另行規劃。 

    

決議： 

1. 總預算編列 535.8 萬元，通過，請足額編列。。 

2. 多項採購設備項目的規格寫得太過含糊，有的甚至將廠牌型號都列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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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格重新填寫。 

3. 計畫二的所有設備不適合放在獎勵補助款，刪除。 

4. 計畫三「RFID 防盜系統」非教學設備，刪除。 

5. 計畫五中的「翻身擺位枕」不適合獨立列示，合併至「模擬高齡者體驗裝

置」。 

6. 計畫六中「RO 飲水機」及「洗衣機」非教學設備，刪除。 

7. 計畫六「水上摩托車」目前無教練及執照，刪除。 

上述刪除的預算將挪至計畫七優先將上課用基礎設備更新，剩餘的經費保

留預算，請商管學院再另行整體規劃後，變更的部分與修正規格填寫不適

當的部份，再提出會議進行審查。 

 

【提案十】………………………提案單位: 資訊學院 

案由：資訊學院總預算為 471 萬元，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優先序 

主題計畫一、製商整合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

教學環境建置 

 
679,000 

資訊管理

系 

主題計畫二、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計特色教

學環境建置 

 
1,310,000 

資訊科技應

用系 ( 含學

院共同實驗

室-資 201) 

主題計畫三、互動多媒體動畫設計 
 

2,721,000 
 

資訊傳播系

( 含院新設

多媒體共同

實驗室 1 間-
資 306) 

單位總計 4,710,000   

  請審查。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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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 多項採購設備項目的規格寫得太過含糊，有的甚至將廠牌型號都列

出，請各單位回去後再行修正。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總計 471 萬元，通過。三項主題計畫之採購設備

內容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規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請重新填寫

後再提出會議進行確認。 

 

貳、經常門經費提案審查： 

                                             提案單位：教發中心 

案由：103 年度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規劃，請  審議。 

說明：為填報「103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計畫

書」，規劃 103 年度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分配，詳如附

件。 

 

決議： 

1. 「一般研習」項目原預估 2,500,000 元，調整為 2,200,000 元，「自辦教學

研討 

  會」原預估1,500,000元，調整為1,250,000元，研習項目調整後多岀550,000 

   元，流入「資料庫訂閱費及軟體訂購費」項支用。 

2. 原「現有教師薪資」項目 1,945,000 元，調整至「新聘教師薪資」項目支

用。 

3. 經費調整情形詳見【附件表】再提專責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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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經常門各分項經費需求預估表 

項目 預估案次
102 年支用計畫書

報部金額(元) 
執行案次 

統計至 11/14  

執行情形 
預估案次

103 年支用計畫書預估

11/4(第 1 次專責小組決議)
執行單位 

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

構  ≧

30% 

研究

中央機關專案補助計畫獎勵 

178 案 2,157,301  160  1,998,184  180 2,080,000  

教發中心 

國科會一般型、小產學計畫獎助產學合

作、就業學程 
研發處 

研習
一般研習 345 人  

(場)次 

2,150,934  238  2,150,934  250 2,200,000  人事室 

自辦教學研討會 1,433,956  73  1,387,930  75 1,250,000  教發中心 

進修 15 人次 407,996  13  213,841  20 400,000  人事室 

著作 227 案 1,594,511  357  2,359,336  250 1,770,000  教發中心 

升等送審 18 件 320,012  8  211,500  30 450,000  人事室 

改進教學 119 案 1,276,655  161  1,544,149  120 1,300,000  教發中心 

編纂教材 36 案 204,262  28  166,000  35 200,000  教發中心 

製作教具 19 案 595,772  15  406,650  18 500,000  教發中心 

行政人員

業務研習

及進修≦

5% 

行政人員進修 

70 人   

(場)次 
468,974  

9  135,000  8 120,000  

人事室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50  207,487  60 252,000  

行政人員自辦研習會 0 12,375  15 300,000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2%) 
預估

3.36% 
440,836  9  440,553  預估 3.5% 483,000  學務處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總務處 

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4 人 2,067,653  3  1,447,355  0 1,945,000  人事室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0 0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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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 0 0  0  0  0 550,000  圖書館 

經常門合計   13,118,862    12,681,294   13,800,000    

備註：103 年獎勵補助經費申請與分配：資本門 32,200,000 元；經常門 13,800,000 元，合計 46,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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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整體發展專責小組【第 2 次會議】會議紀錄 

 
高苑科技大學            會議紀錄 
 

議  題：103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整體發展專責小組【第 2 次會議】 

時  間： 102 年 11 月 15 日(星期五) 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 教 304 會議室 

主  席： 校   長                           

出席者：  詳簽到表  

列席者： 詳簽到表                          記錄者：黃桂星 

業務報告： 

一、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資本門決議事項 
1. 案由: 有關 103 年獎勵補助款資本門預算金額分配額度，請  討論。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資本門以 3,220 萬元進行預算編列。 
2. 案由：圖書館預算為 354.2 萬元，請審議。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圖書館總預算 354.2 萬元，通過。唯中西文圖
書分配比例請圖書館再請圖委調查各系對西文圖書之需求後重新調
整。 

辦理情形:本案已經圖委調查各系對西文圖書之需求後維持上次會議規劃之
金額，中文圖書 204.2 萬元，西外文圖書 150 萬元，合計共 354.2 萬元。 

3. 案由：其他項目，總務處環安組提出預算為 64.4 萬元，請審議。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兩項總計 64.4 萬元，通過。 

4. 案由：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學務處提出預算為 96.6 萬元，請審議。 
決議：請課外組規針對規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進行修正，並將預算調整至原

分配之額度內。相機與大提琴等價格偏高的項目請再修正；「鋁合金
輕鋼架」此項依學務處所提議刪除，修正後或新增之支用項目，下次
重新提出討論。 

5. 案由：電算中心總預算為 400 萬元，提出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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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預算 400 萬元，兩項重點計畫之採購設備內容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
通過。唯請將重點計畫一優先序 2中之還原卡合併至教學電腦規格中。 

6. 案由：通識中心預算為 58 萬，提出規劃書，請審議。 
決議：參訪其他學校規劃後，再重新規劃討論提專責小組審議。 

7. 案由：機電學院總預算為 700 萬元，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決議：預算編列 700 萬元，三項主題計畫之採購設備內容經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通過。規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請重新填寫後再提出會議進行確
認。預算尚有 4 萬餘元，可在確實詢價後編足預算。 

附帶決議:   
3. 請總務處近期辦理規格撰寫相關教育訓練，加強同仁編寫規格的認

知。 
4. 所有電腦、單槍投影機除有特殊的用途與需求外，皆由總務處詢價

後統一規格與價格之編列。 
8. 案由：規劃與設計學院總預算為 540 萬元，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決議： 
2. 總預算編列 540 萬元，各主題計畫之採購設備內容全體出席委員無異
議，通過。規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請重新填寫後再提出會議進行審查。
請重新調整預算至原分配額度。 

9. 案由：商管學院總預算為 535.8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決議： 

8. 總預算編列 535.8 萬元，通過，請足額編列。。 
9. 多項採購設備項目的規格寫得太過含糊，有的甚至將廠牌型號都列出，

請整體規格重新填寫。 
10. 計畫二『實習咖啡屋』的所有設備不適合放在獎勵補助款，刪除。 
11. 計畫三中的「RFID 防盜系統」非教學設備，刪除。 
12. 計畫五中的「翻身擺位枕」不適合獨立列示，合併至「模擬高齡者

體驗裝置」。 
13. 計畫六中的「RO 飲水機」及「洗衣機」非教學設備，刪除。 
14. 計畫六中的「水上摩托車」目前無教練及執照，刪除。 

上述刪除的預算將挪至計畫七運用，優先將上課用基礎設備更新，剩餘
的經費保留預算，請商管學院再另行整體規劃後，變更的部分與修正規
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再提出會議進行審查。 

10. 案由：資訊學院總預算為 471 萬元，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總計 471 萬元，通過。三項主題計畫之採購設

備內容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規格填寫不適當的部份，請重新填
寫後再提出會議進行確認。 

 
經常門決議事項 
案由：103 年度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規劃，請  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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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研習」項目原預估 2,500,000 元，調整為 2,200,000 元，「自辦教學
研討會」原預估 1,500,000 元，調整為 1,250,000 元，研習項目調整後多岀
550,000 元，流入「資料庫訂閱費及軟體訂購費」項支用。 
2.原「現有教師薪資」項目 1,945,000 元，調整至「新聘教師薪資」項目支
用。 
3.調整後再提專責小組審議。 

 
二、報告事項 
    經過第一次專責會議後，各單位依決議修正事項修正支用計劃，再度提出
修正計畫書，各單位計畫書之規劃總經費與本次會議討論重點如下表。 

 系   所 預算分配 規劃金額 備註 

壹 機電學院 共 3 計畫 (合計) 7,000,000 6,902,180 
+97,820 

部份通過，修
正部份再審議

貳 
規劃與設計學院 共 8 計畫 (合
計) 

5,400,000 5,530,000 
-130,000 

部份通過，修
正部份再審議

參 商管學院 共 6 計畫 (合計) 5,358,000 5,334,946 

+23,054 
部份通過，經
費再調整，修
正部份再審議

肆 資訊學院 共 3 計畫 (合計) 4,710,000 4,710,000 
採 購 項 目 通
過，部份規格
再修正後審議

伍 電算中心 共 2 計畫 (合計) 4,000,000 4,000,000 已決議通過 

陸 通識中心 580,000 349,200 
+230,800 

全案重新規畫
再審議 

 以  上  小   計 27,048,000 26,826,326 
 

捌 圖書(需佔資本門 10%) 3,542,000 3,542,000 已決議通過 

玖 訓輔設備(需佔資本門 2%) 966,000 966,000 
部份通過，修
正部份再審議

拾 環安組--其他項目 644,000 644,000 已決議通過 

       合  計 32,200,000 31,978,326 +22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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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及議決事項： 

壹、資本門經費提案審查 

【提案一】………………………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 本年度資本門預算經費各單位間總經費之統籌調整方式，請審議。 
說明：本年度資本門預算經費各單位重新修正後，如報告事項中之統計表，各

單位經費有不足與未足額編列的部份，建議能於各計畫經費間彈性調
整，請  討論。 

 
決議： 

1、 由學務處編列「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2 台及電算中心編列「視聽
設備」遞補，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2、 在會議中，討論不足之處，授權研發處做資料編列修正及金額微調；以
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二】………………………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由：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學務處提出預算為 96.6 萬元，請審議。 
說明：學務處（學生輔導）規畫 23 項學輔設備共計 96.6 萬元。 
 
決議：訓輔設備規劃 96.6 萬元，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三】………………………提案單位: 機電學院 
案由：機電學院總預算為 700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主題計畫一 
半導體與航電教學設備改善建置計畫 1,817,000 電子系 

主題計畫二 
電力電子實驗教學設備提升計畫 1,945,180 電機系 

主題計畫三 
車輛維修教學設備精進計畫 3,140,000 機自系 

單位總計 6,902,180 
請審查。 
決議： 

1、 規格編列太細 ，與採購組討論後修正；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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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腦規格若有編 i5（含以上）則記憶體 4GB（含以上）、硬碟 500G（含
以上）統一規格；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四】………………………提案單位: 規劃設計學院 
案由：規劃設計學院總預算為 540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主題計畫一、落實防災科技教學及提升學生專
題創新能力 

1,454,000 土木系 

主題計畫二、數位建築設計表現改善計畫    1,257,000 建築系 
主題計畫三、教學環境設備改善        206,000 建築系 
主題計畫四、改善教學環境與成立專業實驗室        1,483,000 妝品系 
主題計畫五、電池檢驗實驗室            300,000 綠能系 
主題計畫六、太陽能光電技術    350,000 綠能系 
主題計畫七、綠能電池技術實習教學模組          350,000 綠能系 
主題計畫八、綠能電池應用技術實習教學模組      130,000 綠能系 

單位總計       5,530,000   

   請審查。 
決議： 

1、 開專責小組會議前，先請總務處辦理撰寫規格說明會。 
2、 通識中心預算編列現有規劃金額未達分配金額，由規劃與設計學院遞補

13 萬元，總預算 553 萬元；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五】………………………提案單位: 商管學院 
案由：商管學院總預算為 535.8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主題計畫一、餐旅服務專業模擬教室 586,500 觀光學程 
主題計畫二、建置行銷研究實驗室與強化
行銷企劃實務能力 

705,000 行銷系 

主題計畫三、知識經濟：知識管理(KM)教
育訓練實驗室 

     822,141 企管系 

主題計畫四、高齡化社會：樂齡商品創新
與教學教室之建構  

 514,800 銀 髮 族 學
位學程 

主題計畫五、特色主題計畫六建置運健休
產業多元學習平台 

    984,525 休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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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計畫六、語言教室電腦設備提升計畫              1,721,980 應外系 

單位總計             5,334,946 

請審查。 
決議： 

1、 規格尚需修改之處，授權研發處檢查，請各系所配合修改。 
2、 商管學院預算 5,334,946 元；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六】………………………提案單位: 資訊學院 
案由：資訊學院總預算為 471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主題計畫一、製商整合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
教學環境建置 679,000 資訊管理

系 
主題計畫二、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計特色教
學環境建置 1,310,000 資訊科技

應用系 

主題計畫三、互動多媒體動畫設計 2,721,000 資訊傳播
系 

單位總計 4,710,000   
  請審查。 
決議：  

1、 規格尚需修改之處，授權研發處檢查，請各系所配合修改。 
2、 資 306 教室空間與電算中心協調後再確認。 
3、 資訊學院預算 471 萬元；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七】………………………提案單位: 通識中心 
案由：通識中心預算分配為 58 萬，提出規劃 349,200 元，請審議。 
說明： 

特色主題計畫名稱 103 學年度經費總需求

特色主題計畫一、閱讀與書寫情境特色教室   137,400 

特色主題計畫二、三創育成教室            180,900 

特色主題計畫三、多媒體互動教室              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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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總計              349,200 

 
決議： 

1、 三創育成教室空間太小不適合，提空間協調會及再參訪其他學校後，再
行編列預算。 

2、 規格尚需修改之處，授權研發處檢查，請各系所配合修改。 
3、 通識中心預算 168,300 元；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八】………………………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資本門各支用單位採購項目細項之全校總排序原則，請討論。 
說明： 

1. 資本門各單位之採購項目細項研發處已要求繳交各單位自行編排優先序，提
議依往例授權由研發處進行排序。 

2. 依去年之輪排順序，今年四院的輪排順序調整為: 
 資訊 機電 規劃 商管  (一個循環，依各院自行編排的優先序約
50~70 萬為一個區間) 

 電算中心與通識中心之預算大致分兩個部分，接續在商管學院之
後，在前兩個循環中排序完畢。 

決議：依照往年輪排順序為之，各學院先排列優先序後，再由研發處排全校之
優先序；電算中心及通識中心預算在兩輪內排完；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
通過。 

 
 
 

貳、經常門經費提案審查： 

說明： 103 年度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規劃，依 102 年 11 月 4 

    日獎補助專責會議之決議，經費調整後詳如附件。 

決議： 

   1.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原編列經費占經常門比例 73.55%調整為 60%；調整

後多餘經費全數流入「現有教師薪資」項目及「新聘教師薪資」支用。 

   2.「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項 550,000 元流入「現有教師薪資」及

「新聘教師薪資」項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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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經常門各分項經費需求預估表 

項目 預估案次
102 年支用計畫書 

報部金額(元) 

執行

案次

統計至 11/14   

執行情形 

預估案

次 

103 年支用計畫書

預估 11/15(第 2 次

專責小組決議) 

執行單位 

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

構 

  ≧30% 

研究

中央機關專案補助計畫獎勵 

178 案 2,157,301  160 1,998,184 180 1,810,000  

教發中心 
國科會一般型、小產學計畫獎助產

學合作、就業學程 
研發處 

研習
一般研習 345 人  

(場)次 
2,150,934  238 2,150,934 250 1,700,000  人事室 

自辦教學研討會 1,433,956  73 1,387,930 75 750,000  教發中心 
進修 15 人次 407,996  13 213,841  20 400,000  人事室 
著作 227 案 1,594,511  357 2,359,336 250 1,300,000  教發中心 
升等送審 18 件 320,012  8 211,500  30 450,000  人事室 
改進教學 119 案 1,276,655  161 1,544,149 120 1,300,000  教發中心 
編纂教材 36 案 204,262  28 166,000  35 170,000  教發中心 
製作教具 19 案 595,772  15 406,650  18 400,000  教發中心 

行政人員業

務研習及進

修≦5% 

行政人員進修 
70 人  
(場)次 468,974  

9 135,000  8 120,000  
人事室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50 207,487  60 252,000  

行政人員自辦研習會 0 12,375  15 300,000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2%) 預估 3.36% 440,836  9 440,553  
預估

3.5% 
300,000  學務處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總務處 

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4 人 2,067,653  3 1,447,355 0 2,274,000  人事室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0 2,274,000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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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 0 0  0 0  0 0  圖書館 
經常門合計   13,118,862    12,681,294   13,800,000    

備註：103 年獎勵補助經費申請與分配：資本門 32,200,000 元；經常門 13,800,000 元，合計 46,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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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3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整體發展專責小組【第 3 次會議】會議紀錄 

高苑科技大學            會議紀錄 
 
議  題：103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整體發展專責小組【第 3 次會議】 
時  間： 103 年 2 月 24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   
地  點： 教 304 會議室 
主  席： 校   長                           
出席者：  詳簽到表  
列席者： 詳簽到表                          記錄者：黃桂星 
 
業務報告： 
壹、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資本門決議事項 

1. 案由: 本年度資本門預算經費各單位間總經費之統籌調整方式，請審議。 
決議： 

1. 由學務處編列「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2 台及電算中心編列「視聽設
備」遞補，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2. 在會議中，討論不足之處，授權研發處做資料編列修正及金額微調；以上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2. 案由: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學務處提出預算為 96.6 萬元，請審議。 
決議：訓輔設備規劃 96.6 萬元，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3. 案由:機電學院總預算為 700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決議： 

3、 規格編列太細 ，與採購組討論後修正；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4、 電腦規格若有編 i5（含以上）則記憶體 4GB（含以上）、硬碟 500G（含以

上）統一規格；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4. 案由:規劃設計學院總預算為 540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決議： 
3、 開專責小組會議前，先請總務處辦理撰寫規格說明會。 
4、 通識中心預算編列現有規劃金額未達分配金額，由規劃與設計學院遞補 13

萬元，總預算 553 萬元；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5. 案由:商管學院總預算為 535.8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決議： 
3、 規格尚需修改之處，授權研發處檢查，請各系所配合修改。 
4、 商管學院預算 5,334,946 元；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6. 案由:資訊學院總預算為 471 萬，提出教學特色發展規劃，請審議。 
決議：  

4、 規格尚需修改之處，授權研發處檢查，請各系所配合修改。 
5、 資 306 教室空間與電算中心協調後再確認。 
6、 資訊學院預算 471 萬元；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7. 案由：通識中心預算分配為 58 萬，提出規劃 349,200 元，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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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4、 三創育成教室空間太小不適合，提空間協調會及再參訪其他學校後，再行

編列預算。 
5、 規格尚需修改之處，授權研發處檢查，請各系所配合修改。 
6、 通識中心預算 168,300 元；以上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8. 案由：資本門各支用單位採購項目細項之全校總排序原則，請討論。 

決議：依照往年輪排順序為之，各學院先排列優先序後，再由研發處排全校之優
先序；電算中心及通識中心預算在兩輪內排完；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
過。 

 
經常門經費提案審查： 

決議： 
 1.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原編列經費占經常門比例 73.55%調整為 60%；調整後多餘經

費全數流入「現有教師薪資」項目及「新聘教師薪資」支用。 

 2.「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項 550,000 元流入「現有教師薪資」及「新聘教

師薪資」項支用。 
 

 
 

貳、工作報告： 
 

依據教育部 103.1.17 獎補助經費審查小組審查決議，103.1.29 來函通知

核定本校 103 年度獎補助款核配共 3,412 萬 6,752 元整，與本校原申請

金額比較如下: 
 本校原申請金額 核定金額 差額 

補助款 20,000,000 11,963,875 -8,036,125

獎勵款 20,000,000 22,162,877 +2,162,877

總獎勵補助金額 40,000,000 34,126,752 -5,873,248

*本表未含自籌款 
 

本校原申請金額與核定金額之差額，需進行經費調整。此一調整須經

本校專責小組，召開專責小組會議，出席代表過半數之同意作成決議。

決議後修正支用計劃書，提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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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整體經費與資本門討論及議決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之整體經費與資本門支用內容，請審議。  
說明：  

(1)總經費分配，修正原則說明如下: 
表 1 為本校原申請計畫書之金額，表 2 所示為依據教育部核定金額，研

發處建議修正之提案，建議自籌款不變但比例調整為 17.58%(資本門

70%，經常門 30%)。 

表 1.本校原申請金額 

103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5%) 

總經費
(5)=(3)+(4)

＄20,000,000 ＄20,000,000 ＄40,000,000 ＄6,000,000 ＄46,00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13.04 ﹪）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13.04 ﹪）

金額 ＄14,000,000 ＄14,000,000 ＄4,200,000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合計 ＄32,200,000 ＄13,800,000 
占總經

費比例 
70﹪ 30﹪ 

表 2.研發處建議修正 

103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7.58%) 

總經費
(5)=(3)+(4) 

＄11,963,875 ＄22,162,877 ＄34,126,752 ＄6,000,000 ＄40,126,752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14.95%)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14.95%）

金額 ＄8,374,712 ＄15,514,014 ＄4,200,000 ＄3,589,163 ＄6,648,863 ＄1,800,000

合計 28,088,726 12,038,026 
占總經

費比例 70% 30% 

            資本門:  （補）8,374,712+（獎）15,514,014=23,888,726 (不含自籌款)   

                經常門:  （補）3,589,163+（獎）6,648,863=10,238,026 (不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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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資本門經費分配 
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共為 23,888,726 元，先以全校性設備(不含電

算)優先採購，故表 4 中扣除項目二、三後，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

備(含電算)為 20,192,726 元，此項目經費(含自籌款)共 23,271,821 元。 
表 3.本校原申請金額 

項 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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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30,000 84.75% $3,168,000 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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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館自動
化設備 $0 % $0 %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3,343,000 11.94% $199,000 4.74% 
小計 $3,343,000 11.94% $199,000 4.74%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
含自籌款金額】） 

$927,000 3.31% $39,000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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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4,000 18.90% 

總 計 $28,000,000 100% $4,200,000 100% 
表 4. 研發處建議修正 

項 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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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726 84.53% $3,079,095 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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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館自動
化設備 $0 % $0 %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2,800,000 11.72% $256,905 6.12% 

小計 $2,800,000 11.72% $256,905 6.12%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896,000 3.75% $70,00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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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4,000 18.90% 

總 計 $23,888,726 100% $4,200,000 100% 
       ps. 第一項總預算金額為 20,192,726+3,079,095 =23,27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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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支用單位之預算調整前後對照表如下: 
103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各單位總經費調整方式如下: (灰底色欄位依原預

算金額打 87 折) 

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各單位預算分配 

單位名稱 原預算金額 原預算金額打 87 折 修正後提出金額

圖書館 3,542,000 3,056,905 3,056,905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學務處) 966,000 966,000 966,000 

其他項目(環安設備,省水設備) 644,000 644,000 644,000 

衛保組 150,000 150,000 150,000 

小計 5,302,000 4,816,905 4,816,905 

  預算金額      

規劃與設計學院 5,530,000 4,772,638 4,772,638 

機電學院 6,902,180 5,956,891 5,944,180 

商管學院 5,334,946 4,604,298 4,608,441 

資訊學院 4,710,000 4,064,941 4,071,638 

電算中心 4,000,000 3,452,179 3,454,050 

電算中心（視聽設備) 252,574 252,574 252,574 

通識教育中心 168,300 168,300 168,300 

小計 26,898,000 23,271,821 23,271,821 

合計 32,200,000 28,088,726 28,088,726 

訓輔設備、環安設備、衛保組、視聽設備、通識中心預算皆不變，四院及

圖書、電算中心預算請委員討論此一經費調整方式是否合宜?  
決議: 

1. 自籌款比例維持 15%，金額 5,119,248 元，重新修正各單位之預算。 

2. 授權研發處微調並取整數報教育部，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103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5%) 

總經費
(5)=(3)+(4)

＄11,963,875 ＄22,162,877 ＄34,126,752 ＄5,119,248 ＄39,246,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13.04%)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13.04%）

金額 ＄8,374,712 ＄15,514,014 ＄3,583,474 ＄3,589,163 ＄6,648,863 ＄1,535,774

合計 27,472,200 11,773,800 



136 

 

占總經

費比例 70% 30%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訓輔設備優先序 3「數位相機」、優先序 4「筆記型電腦」修改規格，

及訓輔設備整體預算編列，請審議。 

說明：「數位相機」「筆記型電腦」103 年已有新機種推出，因預算有限，擬

調整規格。 

決議： 

1. 相機在預算內減規格等級，可增加數量，均分各社團使用。 

2. 由課外活動組管理，填寫使用記錄並訂管理辦法。 

3. 液晶電視單價偏高，重新詢價。 

4. 雷射複合機規格不宜有傳真功能，單價未足 1萬元編入經常門非消耗

品。 

5. 修正後再送研發處，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機電學院 

案由：機電學院調整預算及採購優先序，請審議。 

說明：機電學院依提案一調整院預算額度後之採購優先序規劃，如附件一，

請審議。 

決議： 

1.「精簡型電腦」規格需再修正，整體規格先送採購組確認後,再提研

發處。 

2.「汽車感測實驗訓練系統」組數由 8 組改 4 組，「引擎及診斷綜合訓

練系統」組數由 6組改 2組，分階段購買。 

3.暫緩請購項目、調降補助金額及自籌款修正等因素，整體預算調整約

405 萬元。 

4.本院預算調降後 90 萬元撥商管學院、70 萬元撥規劃與設計學院、20

萬元撥資訊學院運用。 

5. 修正後再送研發處，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規劃與設計學院 

案由：規劃與設計學院調整預算及採購優先序，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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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設計規劃學院依提案一調整院預算額度後之採購優先序規劃，如附

件二，請審議。 

決議： 

1. 機電學院撥補 70 萬元，由院長依規劃綠能系及香妝學程新增教學設

備。 

2. 整體規格先送採購組確認後,再提研發處。 

3. 香妝學程教室設備低於 1萬元之非消耗品，編至經常門。 

4. 新增預算、調降補助金額及自籌款修正等因素，整體預算調整約 540

萬元。 

5. 修正後再送研發處彙整，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資訊學院 

案由：資訊學院調整預算及採購優先序，請審議。 

說明：資訊學院依提案一調整院預算額度後之採購優先序規劃如，附件三，

請審議。 

決議： 

1. 因調降補助金額及自籌款修正等因素，「擴增實境開發平台教育升級

版」「個人電腦」「剪輯專業電腦」及「電子設備穩壓器」暫緩編列。 

2. 預算低於 1 萬元之非消耗品，編至經常門。 

3.機電學院撥補 20 萬元，整體預算調整約 420 萬元。 

4. 修正後再送研發處彙整，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 

案由：商管學院調整預算及採購優先序，並提案新增及變更採購項目。 

說明：商管學院依院發展規劃提出新增採購項目，並於提案一中所規劃之

預算額度內重新調整採購優先序規劃，如附件四，請審議。 

決議： 

1. 應外系電腦教室設備不執行，改由電算中心土 503 教室配合課程。 

2. 「休閒露營帳」暫緩，經費撥補電算中心土 503 教室增加電腦數量。 

3. 「企業決策模式軟體」暫緩，經費撥補電算中心建置圖 8 會議室單槍

及攝影機。 

4. 因調降補助金額及自籌款修正等因素，「財務決策模式軟體」及「雷

射印表機」暫緩。 

5. 由機電學院撥補 90 萬元建置觀光學程烘焙體驗教室設備，整體預算

調整約 45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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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烘培體驗教室設備低於 1萬元之非消耗品，編至經常門。 

7. 新增項目規格需送至採購組確認，修正後再送研發處彙整，經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電算中心調整預算如附件五，請審議。 

說明：因整體經費分配調降而做調整。 

決議： 

1.「教學用電腦」由商管學院預算撥補，回復編列 61 套，配合應外系

日文組課程。 

2.增設圖資 8 樓會議室單槍投影機及攝影機設備，預算約 50 萬元。 

3. 新增項目規格需送至採購組確認，修正後再送研發處，經全體出席

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圖書館 

案由：圖書館中西文圖書於實際預算執行時，因西文圖書交書期較長(約 3

個月)，交書率亦未能達到 100%，為有效執行圖書之標餘款，提議中

西文圖書經費於預算額度內可相互流用。 

 

說明：此舉乃為配合歷年圖書館之圖書採購實際作業常遇到之狀況，特提

出討論。請進行同意表決。 

決議: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九： 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103 年獎勵補助款資本門之標餘款應如何分配? 

 

說明：本處估計標餘款保守估計約 150 萬元，因本次各單位預算於起初編

列時已要求 30 萬以上需有廠商估價單，故報價應較準確，標餘款先

不要預估過高，並建議，待目前於教育部核定款預算內的設備先行採

購完後，再由研發處通知各單位提出預算需求，召開專責小組會議討

論。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採購案執行時程，如說明，請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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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各優先序之請購單位於 5 月底前完成請購案送件。 

2.採購組預計在 7月份將進行標餘款統計，以利標餘款的再運用。 

3.9 月完成請購案的送貨驗收，10 月份完成廠商付款。以提高學生使用

率及教學課程之進行。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臨時動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因修訂版支用計畫書因應各系所及院回覆資料來彙編，自籌款以 15%

為原則，請各系所及院依實際物價波漲狀況再次詢價後，由學院再

考量中長程發展目標，調整各院之優先序。調整後將計畫書與採購

細項送交研發處並授權研發處對全校整體預算做微調，以達校內及

報教育部修訂之需求，請審議。 

說明： 

1. 因應各系所項目名稱及規格依實際需求調整，而重新編列或修正。 

2. 物價波動依實際調整而異動預算。 

3. 重新詢報價後低於 1 萬元之非消耗品，編至經常門。 

 

決議： 

1. 1 萬元以下非消耗品，編至經常門，預算 50 萬元為上限，授權研發

處彙編。 

2.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授權研發處微調整體經費，通過。 

 

 

肆、經常門討論及議決事項  
                                                            
提案單位：教發中心 

提案一：103 年度獎勵補助經常門依審查意見及核定補助金額修正經費，請  

審議。 
說明： 
一、爰因 103 年度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第九點：「新聘及現有教師薪資編列

高達$4,548,000 元，支用約 32.96%之經常門經費，是否因而排擠「改

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經費之規劃與運用，宜請妥適斟酌考量。」，

故將原「現有薪資」項目$2,274,000 元調整為$1,774,000 元，原「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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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教學研討會」$750,000 元調整為$1,250,000 元。(如下表 A1) 
二、103 年度支用計畫書經常門申請$13,800,000 元，核定金額$12,038,026

元，故各項目按 87.23%比率調整，修正後金額如下表 A2。｢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合計 7,658,976 元，占經常門經費 63.62%；｢新聘及現有教

師薪資｣合計 3,531,154 元，占經常門經費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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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經常門各分項經費需求表(含學校自籌款經費) 

項目 執行
案次

102 年報部
執行金額

預估
案次

103 年支計畫書預估
11/4 專責小組決議 

103 年計畫書預估  
11/15 專責小組決議

依教育部審查意
見修訂(A1) 

依核定金額修訂 
2/24 提案(A2) 

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30% 

研
究

中央機關專案補助計畫獎勵
160 1,998,184 180 2,080,000  1,810,000  1,810,000  1,578,901  國科會一般型、小產學計畫

獎助產學合作、就業學程

研
習

一般研習 238 2,169,118 250 2,200,000 1,700,000 1,700,000 1,482,945 
自辦教學研討會 74 1,355,969 75 1,250,000 750,000 1,250,000 1,090,401 

進修 13 233,841 20 400,000 400,000 400,000 348,928 
著作 357 2,359,336 250 1,770,000 1,300,000 1,300,000 1,134,017 
升等送審 8 210,000 30 450,000 450,000 450,000 392,544 
改進教學 161 1,544,149 120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1,134,017 
編纂教材 28 166,000 35 200,000 170,000 170,000 148,295 
製作教具 15 406,278 18 500,000 400,000 400,000 348,928 

行政人員業
務研習及進
修≦5% 

行政人員進修 9 135,000 8 120,000 120,000 120,000 104,678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50 225,921 60 252,000 252,000 252,000 219,825 
行政人員自辦研習會 1 12,772 15 300,000 300,000 300,000 261,696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2%) 9 461,461 預估
3.5% 483,000 300,000 300,000 261,696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27,800 0 0 0 0 0 

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3 1,447,355 0 1,945,000 2,274,000 2,274,000 1,983,657 
現有教師薪資 0 343,105 0 0 2,274,000 1,774,000 1,547,497 
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 0 0 0 550,000 0 0 0 

經常門合計 13,096,289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2,03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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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為強化系所實務操作課程學生演練需要之相關物品，以提升學生之實作技能，原「現有教師薪資」項目

$2,274,000元調降為$1,774,000元，調整之金額編列至「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項目支用合計496,550元。 

二、「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項目金額 496,550 元不變，其餘項目依 84.77%之原則調整。 
三、103 年度修正後支用計畫經常門核定金額$11,773,800 元(補助款 10,238,026 元 / 自籌款 1,535,774 元)，｢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合計 7,021,830 元，占經常門經費 59.64%；｢新聘及現有教師薪資｣合計 3,431,450 元，占經常門經費

29.14%。 
 
項目 預估  

案次
11/4專責小
組決議

11/15專責小
組決議

依審查意見
修訂(A1)

依核定金額修
訂提案(A2)

依2/24專責小組決議
調整後之核定金額 

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30%≧  

研究 中央機關專案補助計畫獎勵 180 2,080,000 1,810,000 1,810,000 1,578,901 1,534,350 
國科會一般型、小產學計畫獎助產
學合作、就業學程

研習 一般研習 130 2,200,000 1,700,000 1,700,000 1,482,945 1,039,880 
自辦教學研討會(含社群) 60 1,250,000 750,000 1,250,000 1,090,401 1,039,880 

進修 20 400,000 400,000 400,000 348,928 339,080 
著作 250 1,770,000 1,300,000 1,300,000 1,134,017 1,101,995 
升等送審 20 450,000 450,000 450,000 392,544 381,460 
改進教學 160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1,134,017 1,101,995 
編纂教材 30 200,000 170,000 170,000 148,295 144,110 
製作教具 16 500,000 400,000 400,000 348,928 339,080 

行政人員業
務研習及進
修 5%≦  

行政人員進修 8 120,000 120,000 120,000 104,678 101,73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60 252,000 252,000 252,000 219,825 213,620 
行政人員自辦研習會 15 300,000 300,000 300,000 261,696 254,310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 2%)≧  8 300,000 300,000 261,696 254,310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 0 0 0 496,550 
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0 1,945,000 2,274,000 2,274,000 1,983,657 1,927,650 

現有教師薪資 0 0 2,274,000 1,774,000 1,547,497 1,503,800 
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 0 550,000 0 0 0 0 

經常門合計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2,038,026 11,77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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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1.選任或組成機制（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內部控制稽核組設置辦法 
102年8月22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102年8月22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年6月26日行政會議通過  
101年6月30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101年6月25日校務會議通過  
101年5月23日行政會議通過  
100年11月26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100年10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  
100年10月12日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章 目的 

第 一 條 高苑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度之有

效程度，衡量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率，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度得以

持續有效實施。 

第二章 組織 

第 二 條 本校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設置高苑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稽核組(以下簡稱本組)。  

第 三 條 本組置委員三至五人，為兼任無給職，委員由校長遴選，其中至少一位委員須具備

會計或財經專長，若本校無適當之會計或財經專長人選，得至校外委任之。本組選

任委員不得擔任教育部獎勵補助款專責小組成員。 

第 四 條 本組選任委員任期為三年(學年度)，連選得連任。 

第 五 條 本組置組長一人為專任有給職，由校長聘任。 

第 六 條 稽核委員與組長之任免需呈報董事會核備。 

 

第三章 稽核權責 

第 七 條 本校內部稽核之稽核權責依照本校內部控制制度，文件編號YM-07內部稽核實施細

則之第3.2點：稽核人員之職權與第3.3點：稽核人員之職責所述之相關規範，賦予本

組稽核權責。 

 

第四章 稽核範圍 

第 八 條 內部控制內容，包含人事事項、財務事項、營運事項及其他事項之作業程序。稽核

範圍如下：  

一、人事事項：1.聘僱。2.薪資。3.福利及保險。4.退休、資遣及撫卹。5.出勤。6.
差假。7.訓練。8.進修。9.研究。10.考核。11.獎懲。12.其他人事相關事項。  

二、財務事項：1.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之決策買賣保管及記錄。2.不動產之處

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動產之購置及附屬機構之設立、相關事業之辦

理。3.募款、收受捐贈、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行及記錄。4.負債承諾、

或有事項之管理及記錄。5.獎勵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6.代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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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與其他收支之審核、收支、管理及記錄。7.預算與決算之編製，財務與非

財務資訊之揭露。8.其他財務相關事項。  

三、營運事項包括如下：  

1. 教學事項：(1)增減調整科、系、所、學程及招生人數。(2)招生作業。(3)
學雜費收款作業。(4)學生註冊作業。(5)課程規劃作業。(6)選課作業。(7)
課業輔導作業。(8)學生成績作業。(9)學籍管理作業。(10)推廣教育事務。

(11)相關財務收支作業。  

2. 學生事項：(1)課外活動作業。(2)生活輔導作業。(3)諮商輔導作業。(4)升
學與就業輔導作業。(5)衛生保健作業。(6)校園安全、災害管理及學生緊急

狀況處理作業。(7)就學貸款作業。(8)學生就學獎助學金作業。(9)相關財務

收支作業。  

3. 總務事項：(1)財物採購與營繕作業。(2)財物管理作業。(3)文書處理作業。

(4)印鑑管理作業。(5)出納管理作業。  

4. 研究發展事項：(1)國科會一般型研究計畫作業流程。(2)國科會補助產學

合作研究計畫作業流程。(3)國科會大專生計畫作業流程。  

5. 產學合作事項：(1)產學合作案校內行政作業。(2)教育部申請各項計畫案

作業。(3)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計畫作業。(4)教師赴公

民營機構研習作業流程。  

6. 國際交流及合作事項：(1)交換學生作業。(2)招收外籍學生作業。(3)締結

姊妹校作業。 

7. 資訊處理事項：(1)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作業。(2)系統文書編製作業。(3)
程式及資料之存取作業。(4)資料輸出入及處理作業。(5)檔案及設備之安全

作業。(6)硬體及系統軟體之使用及維護作業。(7)系統復原計畫及測試作

業。(8)資訊安全之檢查作業。 

8. 其他營運事項。 

 

第五章 執行細則 

第 九 條 本校內部稽核之實施細則依照本校內部控制制度，文件編號YM-07內部稽核實施細

則之第3.4點：內部稽核方式及方法之相關規範予以執行。 

 

第六章 附則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並提送董事會審議後，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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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稽核人員名單 
本校內部控制稽核機制將於 101 年 1 月 1 日開始啟動，最新版本之「內部控制稽核組

設置辦法」已經於 102 年 8 月 22 日報董事會通過，目前本校內部控制稽核籌備小組名單

如下： 

稽核組人員 現職單位 職級 
鐘淑琴組長 內部控制稽核組 組長 
李義昭委員 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廖清海委員 休閒運動管理系 助理教授 
戴郁樺委員 秘書室 秘書 

 
3.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說明 

 
稽核小組 
人員姓名 

現職單位 職級 行政職務 相關背景及專長 

鐘淑琴組長 內部控制稽核組 組長 
內部控制稽

核組長 

具會計財務專長、曾擔

任會計室組員及副組長

共 21 年 

李義昭委員 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系主任 
具會計專長、企業管理

系主任、副主任 

廖清海委員 休閒運動管理系 助理教授 專任老師 
衛生保健組組長、教師

申評會委員 

戴郁樺委員 秘書室 秘書 秘書 
電算中心行政諮詢組、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4.內部控制稽核報告 

(1) 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期中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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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102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期中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2 年 09 月 30 日 校長核准日 102 年 10 月 08 日 
稽核期間 102 年 9 月 23 日～102 年 9 月 23 日 
稽核人員 鐘淑琴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經費執行分配

比例－相關比

例計算不含自

籌款金額 

1.1 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勵補助款比

例應≧10% 
總自籌款6,000,000佔37,729,541元

之 15.9% 

  

1.2 資本門占總獎勵補助款比例應介於

70~75% 
資 本 門 總 額 26,413,679 佔

37,729,541 元之 70% 

  

1.3 經常門占總獎勵補助款比例應介於

25~30% 
經 常 門 總 額 11,318,862 佔

37,729,541 元之 30% 

  

1.4 不得支用獎勵補助款於興建校舍工程建

築、建築貸款利息補助 
無支用，符合規定辦理   

1.5 若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

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應於支用計畫

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准 

無支用，符合規定辦理  得於資本門 50%內

勻支，未經報核不

得支用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例應≧

60% 
教學及研究設備 22,127,517 佔資本

門總額 26,413,679 元之 83.78% 

  

1.7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設備占資本門比例應≧10%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等 3,356,162 佔

資本門總額 26,413,679 元之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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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例應≧2% 學輔相關設備 927,000 佔資本門總額

26,413,679 元之 3.51%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比

例應≧30%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 8,620,931 佔

經常門總額 11,318,862 元之 76.16%

  

1.10 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比

例應≦5% 
行政人員業務研習等 404,748 佔經常

門總額 11,318,862 元之 3.58%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例應≧

2%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380,463 佔經常門

總額 11,318,862 元之 3.36% 

  

1.12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

輔相關工作經費比例應≦25% 
0%~此項無編列經費，無執行任何費

用 

  

2.經、資門歸類 2.1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類」

規定辦理－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年限

在 2 年以上者列作資本支出 

查核資本門之設備單價等皆符合規定   

3.獎勵補助經費

使用時之申請

程序 

3.1 針對獎勵補助經費之使用，應明訂申請

程序相關規定 
依據經費支用原則申請程序   

4.專責小組之組

成辦法、成員及

運作情形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辦法(內
容包含如：組成成員、開議門檻、表決

門檻、召開次數…等) 

有設置專責小組~依高苑科技大學教

育部獎勵補助款專責小組組成辦法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經抽查102/5/24第5次專責小組會議

簽到表均包括各科系代表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行推舉產生 經各系務會議產生各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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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行(如：組成成員、

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數…等) 
經抽查102/5/24第5次專責小組會議

依所訂辦法執行 

  

5.經費稽核委員

會相關辦法、成

員及運作情形

(僅適用於專科

學校或仍保留

經費稽核委員

會之學校)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訂定其組成辦

法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不得與專責小組重

疊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度執行    

6.專款專帳處理

原則 
6.1 各項獎勵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採專

款專帳管理 
抽 查 傳 票 號 碼 NO.102400328 及

NO.101409722；NO.101409797 經費皆

據實核支及採專款專帳管理 

  

7.獎勵補助款支

出憑證之處理 
7.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

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理 
符合規定辦理   

7.2 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

計制度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理原則

辦理 

符合規定辦理   

8.原支用計畫變

更之處理 
8.1 獎勵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數量及細

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通過，會議紀

錄(包括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

由應存校備查 

經抽查102/5/24第5次專責小組會議

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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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9.獎勵補助款執

行年度之認定 
9.1 獎 勵 補 助 款 配 合 政 府 會 計 年 度

(1.1~12.31)執行，應於當年度全數執行

完竣－完成核銷並付款 

經查核資本門已全數執行採購,抽查

請購單編號 C0101A006 訓輔設備已執

行採購未完成核銷及付款。傳票號碼

NO.102400328 已 執 行 完 峻 及 於

102/9/5 完成付款 

  

9.2 若未執行完畢，應於當年度行文報部辦

理保留，並於規定期限內執行完成 
年度尚未結束，經費尚未執行完畢，

請於規定期限內執行完成 

  

10.相關資料上網

公告情形 
10.1 獎勵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行清

冊、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公開招標紀錄

及前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報告應公告

於學校網站 

查核研發處網站之獎勵補助款經費資

訊公告 101 獎勵補助款相關資訊於學

校網站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勵補助教師相

關辦法制度及

辦理情形 

1.1 獎勵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度應予明訂

(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審查程序、審

查標準、核發金額…等) 

已有明訂且放置人事室網頁之獎助專

區 

  

1.2 獎勵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審核通

過後，依學校相關行政程序公告周知 
各辦法均依相關會議通過及公告於人

事室網頁之獎助專區 

  

1.3 獎勵補助教師案件之執行應符合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精神 
截至 102/8 均符合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為主之支用精神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年度尚未執行完畢,各獎勵補助金額設定

上限,至目前為止未超於上限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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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5 相關案件之執行應於法有據 於法有據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行(如：申請程

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金額…

等) 
經查核依訂定辦法規章執行 

  

2.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辦理 

2.1 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關辦法

應經行政會議通過 
最新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

關辦法經 101/11/28 行政會議通過 

  

2.2 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務相

關 
經抽查傳票號碼 NO.101409577 圖書館孫

婉娉及傳票號碼 NO.101405102 會計室林

引玉等案件研習內容均與其業務相關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年度尚未執行完畢,行政人研習補助設定

上限,至目前為止未超於上限之案件 

  

2.4 相關案件之執行應於法有據 於法有據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行 經查核依訂定辦法規章執行   

3.經費支用項目及

標準 
3.1 不得以獎勵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實、領

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符合規定辦理 

  

3.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任教師

基本授課時數規定 
經查核郭嘉珍.陳秋宏.莊益增三位老

師 101/下授課一覽表均符合基本授課

時數規定 

  

3.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

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行標準表」之規

定列支，且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

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

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無支用此項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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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

(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改進方案」相關規

定辦理 

抽查自辦研討會之機自系及資科系二

場研討會均符合相關規定辦理。 

抽查專業成長社群(ABC 三類別) 

NO.102-1-01、05、07 均合於規定辦

理。 

  

4.經常門經費規劃

與執行 
4.1 獎勵補助案件之執行與原計畫(核定版支

用計畫書 )之差異幅度應在合理範圍

(20%內) 
未發現不符之事項 

  

4.2 獎勵補助案件之執行應有具體成果或報

告留校備供查考 
經查核教師研習申請表及心得報告正

本留存人事室備查 

經抽查傳票號碼NO.101406557應外系

楊佩蓉及傳票號碼NO.101409760電子

系刁建成等教師參加國際會議發表之

論文成果及報告留存於會計室帳上 

  

4.3 執行清冊獎勵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整、

正確 
年度尚未執行完畢,未產生執行清冊

並執行完畢後請填寫完整、正確 

  

 
【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管

理辦法、制度 
1.1 應參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

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 
均以政府採購法為依據訂定本校採購

辦法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應經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通過 
已於 101/2/29 校務會議及 101/6/30

董事會議通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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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3 財產管理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已於 101/2/29 校務會議及 101/6/30

董事會議通過實施 

  

1.4 財產管理辦法應包含使用年限及報廢規

定 
財產管理辦法有包含使用年限及報廢

規定 

  

2.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 
2.1 經費稽核委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

(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留經費稽核

委員會之學校)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執

行 
依規定辦理 

  

2.3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採購

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 
經抽查電算中心請購單編號 TG101A009 及資管

系請購單編號 TQ101A004 之採購案件均依政府

採購法規定辦理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

標準 
依規定辦理 

  

3.資本門經費規劃

與執行 
3.1 採購案件之執行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

畫書)之差異幅度應在合理範圍(20%內)
未發現不符之事項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未發現不符之事項   

3.3 應區分獎勵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截 至 102/8 帳 列 獎 勵 補 助 款 金 額

15,909,251；尚未使用自籌款項目 

  

4.財產管理及使用

情形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理系統 儀器設備均納入電腦財產管理系統   

4.2 相關資料應確實登錄備查 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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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3 儀器設備應列有「○○○年度教育部獎

補助」字樣之標籤 
抽查電子系請購單編號 TF101A009、資科系請購

單 編 號 TB101A014 、 資 管 系 請 購 單 編 號

TQ101A004 均已貼「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字

樣之標籤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抽查電子系請購單編號 TF101A009、資科系請購

單 編 號 TB101A014 、 資 管 系 請 購 單 編 號

TQ101A004 均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設備

名稱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抽查中文圖書加蓋「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

助」字樣之戳章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依規定辦理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規

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依規定辦理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

處理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理 
依財產管理辦法中明訂相關處理原則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行 依財產管理辦法之規章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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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期末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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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102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期末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3 年 02 月 18 日 校長核准日 103 年 02 月 21 日 
稽核期間 103 年 01 月 21 日～103 年 01 月 23 日 
稽核人員 鐘淑琴  戴郁樺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經費執行分配

比例－相關比

例計算不含自

籌款金額 

1.1 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勵補助款比

例應≧10% 
總自籌款 5,962,608 佔 37,729,541 元之

15.86% 

  

1.2 資本門占總獎勵補助款比例應介於

70~75% 
資本門總額 26,410,679 佔 37,729,541 元之

70% 

  

1.3 經常門占總獎勵補助款比例應介於

25~30% 
經常門總額 11,318,862 佔 37,729,541 元之

30% 

  

1.4 不得支用獎勵補助款於興建校舍工程建

築、建築貸款利息補助 
無此情形   

1.5 若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

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應於支用計畫

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准 

無此情形  得於資本門 50%內

勻支，未經報核不

得支用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例應≧

60% 
教學及研究設備 22,323,342 佔資本門總額

26,410,679 元之 84.52% 

  

1.7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設備占資本門比例應≧10%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等 3,364,547 佔資本

門總額 26,410,679 元之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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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例應≧2% 學輔相關設備 722,790 佔資本門總額

26,410,679 元之 2.74%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比

例應≧30%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 8,872,918 佔經常

門總額 11,318,862 元之 78.39% 

  

1.10 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比

例應≦5% 
行政人員業務研習等 358,147 佔經常門總

額 11,318,862 元之 3.16%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例應≧

2%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380,463 佔經常門總額

11,318,862 元之 3.36% 

  

1.12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

輔相關工作經費比例應≦25% 
0%~此項無編列經費，無執行任何費用   

2.經、資門歸類 2.1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類」

規定辦理－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年限

在 2 年以上者列作資本支出 

查核資本門之設備單價等皆符合規定。   

3.獎勵補助經費

使用時之申請

程序 

3.1 針對獎勵補助經費之使用，應明訂申請

程序相關規定 
依據經費支用原則申請程序。   

4.專責小組之組

成辦法、成員及

運作情形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辦法(內
容包含如：組成成員、開議門檻、表決

門檻、召開次數…等) 

有設置專責小組~依高苑科技大學教育部

獎勵補助款專責小組組成辦法。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經抽查 102/10/28 第 7 次專責小組會議簽

到表均包括各科系代表。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行推舉產生 經各系務會議產生各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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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行(如：組成成員、

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數…等) 
經抽查 102/11/28 第 8 次專責小組會議依

所訂辦法執行。 

  

5.經費稽核委員

會相關辦法、成

員及運作情形

(僅適用於專科

學校或仍保留

經費稽核委員

會之學校)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訂定其組成辦

法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不得與專責小組重

疊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度執行    

6.專款專帳處理

原則 
6.1 各項獎勵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採專

款專帳管理 
抽查傳票號碼 NO.102401885 

及 NO.102401936 經費皆據實核支及採專

款專帳管理。 

  

7.獎勵補助款支

出憑證之處理 
7.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

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理 
符合規定辦理。   

7.2 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

計制度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理原則

辦理 

符合規定辦理。   

8.原支用計畫變

更之處理 
8.1 獎勵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數量及細

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通過，會議紀

錄(包括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

由應存校備查 

經抽查 102/11/28 第 8 次專責小組會議依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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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9.獎勵補助款執

行年度之認定 
9.1 獎 勵 補 助 款 配 合 政 府 會 計 年 度

(1.1~12.31)執行，應於當年度全數執行

完竣－完成核銷並付款 

經查核資本門已全數執行採購,抽查請購

單編號 C0101A006 訓輔設備已執行採購

核銷及付款。傳票號碼 NO.102401620 及

NO.102402220 已執行完峻及於 102.11.25

完成付款。 

  

9.2 若未執行完畢，應於當年度行文報部辦

理保留，並於規定期限內執行完成 
全數於 102 年 12 月 31 日前執行完成，無

辦理保留。 

  

10.相關資料上網

公告情形 
10.1 獎勵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行清

冊、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公開招標紀錄

及前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報告應公告

於學校網站 

查核研發處網站之獎勵補助款經費資訊

公告 101 獎勵補助款相關資訊。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勵補助教師相

關辦法制度及

辦理情形 

1.1 獎勵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度應予明訂

(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審查程序、審

查標準、核發金額…等) 

已有明訂且放置人事室網頁之獎助專區。   

1.2 獎勵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審核通

過後，依學校相關行政程序公告周知 
各辦法均依相關會議通過及公告於人事室

網頁之獎助專區。 

  

1.3 獎勵補助教師案件之執行應符合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精神 
均符合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精

神。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各獎勵補助金額設定上限，經抽查未有超

於上限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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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5 相關案件之執行應於法有據 於法有據。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行(如：申請程

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金額…

等) 

經查核依訂定辦法規章執行。   

2.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辦理 

2.1 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關辦法

應經行政會議通過 
最新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關辦

法經 101/11/28 行政會議通過。 

  

2.2 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務相

關 
經抽查傳票號碼 NO.102400493 圖書館楊

融及傳票號碼 NO102402756 稽核組鐘淑

琴等案件研習內容均與其業務相關。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行政人研習補助設定上限,未有超於上限

之案件。 

  

2.4 相關案件之執行應於法有據 於法有據。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行 經查核依訂定辦法規章執行。   

3.經費支用項目及

標準 
3.1 不得以獎勵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實、領

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符合規定辦理。   

3.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任教師

基本授課時數規定 
經查核郭嘉珍.陳秋宏.莊益增三位老師

101/下授課一覽表均符合基本授課時數規

定。 

  

3.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

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行標準表」之規

定列支，且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

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

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無支用此項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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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

(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改進方案」相關規

定辦理 

抽查自辦研討會之經管所 NO.102403546

及機自系 NO.102403354 二場研討會均符

合相關規定辦理。、NO.102403155 應外系

工作坊與研討會性質有所差異。 

應外系工作坊【論文發表】與自辦教學研

討會性質有所差異，依簽呈此筆經費不予

核報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活動】扣除。 

 

4.經常門經費規劃

與執行 
4.1 獎勵補助案件之執行與原計畫(核定版支

用計畫書 )之差異幅度應在合理範圍

(20%內) 

未發現不符之事項。   

4.2 獎勵補助案件之執行應有具體成果或報

告留校備供查考 
均有具體成果或報告留教學發展中心備查經查

核教師研習申請表及心得報告留校備查。 

經抽查傳票號碼 NO.102403150 化生系顏幸苑及

傳票號碼 NO.102403152 土木系張東炯等教師參

加國際會議發表之論文成果及報告留存於會計

室帳上。 

  

4.3 執行清冊獎勵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整、

正確 
【教師研習】及【教師研究】摘要部

份有誤，建議業管單位全面再查核。

業管單位已全面重新查核執行清冊，並自

訂自主查檢表再次核對確認。 
 

 
【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管

理辦法、制度 
1.1 應參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

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 
均以政府採購法為依據訂定本校採購辦

法。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應經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通過 
已於 101/2/29 經校務會議及 101/6/30 董事

會議通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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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3 財產管理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已於 101/2/29 經校務會議及 101/6/30 董事

會議通過實施。 

  

1.4 財產管理辦法應包含使用年限及報廢規

定 
財產管理辦法有包含使用年限及報廢規

定。 

  

2.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 
2.1 經費稽核委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

(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留經費稽核

委員會之學校)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執

行 
依規定辦理。   

2.3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採購

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 
經抽查應外系請購單編號TP101A006及綠

能系請購單編號 TT101A013 之採購案件

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

標準 
依規定辦理。   

3.資本門經費規劃

與執行 
3.1 採購案件之執行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

畫書)之差異幅度應在合理範圍(20%內)
未發現不符之事項。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未發現不符之事項。   

3.3 應區分獎勵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皆有區分獎勵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4.財產管理及使用

情形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理系統 儀器設備均納入電腦財產管理系統。   

4.2 相關資料應確實登錄備查 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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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3 儀器設備應列有「○○○年度教育部獎

補助」字樣之標籤 
抽查應外系請購單編號 TP101A006、土木

系請購單編號 TJ101A012、綠能系請購單

編號 TT101A013 均已貼「102 年度教育部

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抽查應外系請購單編號 TP101A006、土木

系請購單編號 TJ101A012、綠能系請購單

編號 TT101A013 均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

並註明設備名稱。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字樣之戳章

抽查中文圖書加蓋「102 年度教育部獎勵

補助」字樣之戳章。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依規定辦理。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規

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依規定辦理。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

處理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理 
依財產管理辦法中明訂相關處理原則。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行 依財產管理辦法之規章執行。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錄

應予完備 
依規定辦理。 

  

6.財產盤點制度及

執行 
6.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訂 明訂高苑科技大學財產盤點作業要點。   

6.2 財產盤點制度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依規定辦理。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錄應予完備 盤點 102 獎勵補助款之財產記錄完備。   

 
【第肆部分】前一年度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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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2/10/11 101 獎勵補助款實地訪視委員意見 資本門採購案作業時程 資本門經費支用多集中於年底進行等待持續改善。 
查核 102 年度作業時程，已改進於 5 月底前、標餘款於

8 月底前送採購組採購作業，已於時效內完成。 

102/10/11 101 獎勵補助款實地訪視委員意見 辦理行政業務研習核銷期限 
學校「辦理行政業務研習活動補助作業要點」第 7 點規

定於活動結束 1 個月內完成核銷。 
查核總務處業務研習於規定內核銷完成。 

102/10/11 101 獎勵補助款實地訪視委員意見 
修訂採購辦法中訂超底價決褾

相關規範 
建議學校『採購辦法』中增設超底價決標相關規範。 

總務處採購組已於 102/11/23 董事會議通過修正之『採購

辦法』。 

102/10/11 101 獎勵補助款實地訪視委員意見 資本門採購案之驗收完成日期 

資本門採購案之驗收完成日期仍有集中於 11、12 月之情

事，建議學校宜及早規劃，以儘早提供師生教學研究使

用。 

總務處已改進及加強作業宣導以提高教學時效使用。 

102/10/11 101 獎勵補助款實地訪視委員意見 
102 年度經常門項目、預算編列

與執行之差異 

經常門實際支出較原規劃減少約 243 萬元，各經費項目

之實際執行與原規劃均有差異，其中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減少約 189 萬元，新聘教師薪資減少約 37 萬元；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項下，除升等送審外之其他項目均較原

預估金額下降。 

102 年度編列及執行已改進此狀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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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勵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度 

 
（一） 經常門獎勵補助教師相關辦法 

本校訂有各項執行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所須依循之辦法，並依據實際執行之狀況及多年

來教育部訪視委員之建議，進行修正，相關辦法如下： 

(1) 高苑科技大學各單位辦理學術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2)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作業要點 

(3)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 

(4)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教學品質獎助辦法 

(5)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6)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論文著作獎勵辦法  

(7)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勵辦法  

(8) 高苑科技大學辦理行政業務研習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9) 高苑科技大學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 

(10)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參加研習辦法 

(11)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專業實務經驗辦法 

(12)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進修辦法 

(13)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補助要點 
(14) 高苑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上述各辦法內容詳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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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苑科技大學各單位辦理學術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高苑科技大學各單位辦理學術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民國 86 年 9月 5日校教評會訂定 

民國 88 年 4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3 月 22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89 年 7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年 10 月 24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3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9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100年1月10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101年12月22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一、為鼓勵各單位辦理學術活動，以增進教師教學知能、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之學術活動，以改善教學及學術研究相關活動為範疇，包括研討會、

研習會、工作坊、專題講座等。 

三、本要點舉辦之學術活動，主要以本校教師參加為對象。 

四、各單位申請本要點之補助，採全校統整辦理，應於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公

告之日期前，將計畫申請書(格式另定)送交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彙整後，

呈校長核准後辦理。 

五、本要點補助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核給，並核實報支。項目包

括講座鐘點費、主持費(校內教師不得支領)、教材費(講義費、材料費、印刷

費)、校外場地費、膳宿費、國內外差旅交通費、工讀費、雜支等。 

六、本要點補助金額視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核撥情形及辦理性質而定，以本校教師為

對象之學術活動補助總金額最高伍萬元，辦理全校性跨院系之活動得不受最高

伍萬元限制。 

七、補助經費須於研習活動結束一個月內且須於該年度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核銷，

核銷應檢具下列辦理： 

(一)申請表及經核准之計畫申請書(含預算與活動時程表)。 

(二)活動辦理之支出憑證(核銷收據若為外文者應檢附中譯本)。 

(三)出席活動之人員簽到單及活動成果報告。 

八、本要點經費來源為教育部獎勵補助款，若經費不足，由學校支應。 

九、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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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作業要點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作業要點 

民國 86 年 9 月 5日校教評會訂定 

民國 88 年 4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3 月 22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89 年 7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年 10 月 24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3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9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99 年 12 月 27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0 年 11 月 25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1 年 12 月 20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一、為鼓勵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以提升本校學術地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國際會議係指國外或跨國組織所主辦、合辦或協辦之學術會議或展演，且

論文發表人或參展人來自 3 國(含)以上。 

凡赴大陸地區出席國際會議，該國際會議應為國外或跨國組織主辦，並比照國外各地

區辦理。 

三、凡本校專任教師於國際會議發表論文，須論文以本校名義發表，且為論文第一、第二

或通訊作者，始得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四、出席國際會議如逢上班時間，應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勤請假管理辦法，辦理請假手續。 
出席國際會議若與授課時間衝突，應先調課，若無法調課需請人代課者，其所需支付代課

鐘點費，由申請人自行負擔。 

五、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項目及金額如下：  

(一)補助項目 

補助計有報名費、講義費、交通費及生活費等項，僅以該次研習期間為限。以上各項費用

若主辦單位有提供，則不得重複申請。 

(二)補助金額 

補助費用依政府規定，以實支補助，但機票費不得超過「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

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機票費」，生活費以「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

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為準。每位教師每年補助以 4 萬元為限，且出席國外國際會

議補助至多 2 次。 

六、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應於收到國際會議邀請函後，須同時向政府或其他機構

申請補助。若未能獲得政府或其他機構全額補助者，得向本校提出申請補助其他未能

獲補助部份。 
七、申請出席國際會議，應於會議開會前四週提出，每篇論文限一人申請，申請時須備妥

研討會正式邀請函或論文接受同意函、論文全文稿、議程等證明文件(須證明為論文第

一、第二或通訊作者)，經簽報所屬主管，會有關單位，陳請校長核准後，填寫申請表，

於事後申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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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理核銷時，須檢附核准補助申請表、心得報告表、請假單、

發表論文、議程、研討會論文集(含論文光碟或影本)、註冊費收據、機票票根、登機證、

旅行社代收轉付收據(檢附明細單據)與差旅費報告表等。 

九、每位教師當次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申領本要點補助及所發表論文有關獎勵，僅能

擇一。 

十、本要點經費來源為教育部獎勵補助款，若經費不足，視需要由學校支應。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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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 

101.02.22 行政會議通過 
101.03.07 行政會議提案修訂通過 

101.04.23 校教評會通過 
102.04.17 行政會議提案修訂 

  102.04.22 校教評會通過 
102 年 06.13 校教評會通過 

 
 

一、高苑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立教師間教學經驗的分享與對話，鼓勵本校教師自發性

成立教師專業社群，以提升教師教學能力及教學專業成長，進而改善全校學生學習成效，

特訂定「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對象：社群由本校專任教師 4-8 人組成，教師成員不限同學院、科系，由一位教師成

員擔任社群召集人。每位教師每年度只可擔任一個社群之召集人，且每位教師每一年度至

多只可參加兩個社群。 
三、申請程序：申請人應附「高苑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申請表及計畫書(附表一)，以

社群為單位向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提出申請。 
四、申請期限與審查：以年度為單位，有意申請之教師請配合學校公告時間提出申請。 
    以年度為單位，有意申請之教師請配合學校公告時間提出申請。由教卓中心彙整後擇期召

開複審委員會審核教師所提之計畫，複審委員會由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教卓中心

主任及各學院與通識教育中心代表教師各 2 位共 14 位組成，依委員所給分數平均值決定

是否補助及補助金額。 
五、社群討論主題：依各成長社群成立之目標、主題及專業屬性自行安排規劃。社群分三大類：

(A)經驗傳習社群；(B)創新教學與課程設計社群；(C)教材研發與精進社群。活動內容可包

括：  
(一)自組讀書會 
(二)教學實務觀摩及討論 
(三)教材研發、課程教材製作 
(四)主題式的經驗分享活動 
(五)共同專業領域的演講及研討 
(六)教學方法與技巧的討論 
(七)跨領域知識整合與研究 
(八)其他創新之教學相關議題研究等(如：班級經營、學生學習輔導)。 

六、實施方式：各社群交流活動型式不拘，但執行期間至少辦理 2 次社群研討活動及需有 6 次

聚會討論，並保留討論紀錄、活動紀錄(含照片)及相關資料，於結束後兩週內完成成果報

告書、檢具單據提出經費核銷。 
七、補助方式：每一社群以補助業務費為限(補助金額以 20,000 元為上限)，不補助資本門與人

事費。補助經費範圍如下： 
(一)演講鐘點費(校外講員 1,600 元/節)：由於社群聚會之目的以同儕交流為主，因此本項 

   目經費編列之時數不得超過聚會時數的一半，社群成員不得支領。 
(二)專家諮詢、指導費(單次以 1,000 元為上限，校內教師不得支領)。 
(三)校外講員交通費(依國內出差報支要點核實報銷) 。 
(四)印刷費(上限 4,000 元，檢附樣張)。 
(五)工讀金：依政府規定支給。 
(六)餐點、茶水：僅補助身分為社群成員、受邀講員及工作人員，80 元×人次，上限 2,400

元，除單據外需再檢附簽到表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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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成果報告(附表二)與競賽 
(一)參與專業成長活動之教師，有參加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為執行成果推廣所辦之 
   研討會、經驗分享會、績優社群遴選及成果發表會之義務。 
(二)參與專業成長活動之教師，應於研習活動結束後，依公告期限繳交成果報告至教學卓

越與學習品保中心。 
(三)為激勵教師投入社群之經營，搭配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於每年度辦理一次成果發表 
   暨競賽，競賽辦法如下： 

1.  競賽評審委員由校外專家二位及五位校內教師(各學院及通識中心各一位教師代表

組成。 
2.  不分社群類別每年度擇優獎勵前 50%之優良社群，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頒

發一個社群，其餘優良社群給予佳作，核發獎金如下： 
  (1) 第一名頒發 2 萬元 
   (2) 第二名頒發 1 萬 5 仟元 
   (3) 第三名頒發 1 萬元 
   (4) 佳作頒發 5 仟元 

九、經費來源與核銷：由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教育部獎勵大學校院設立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計畫或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出，每年度補助額度、案數及核發獎金金額得依各年度實際

預算調整之。本要點補助經費之編列與核銷，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暨相關法令執行之。 
十、 執行成效優良的教師專業社群，於新年度得有優先獲得補助。 

十一、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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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教學品質獎助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教學品質獎勵補助辦法  

民國 99 年 4 月 13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0 年 8 月 10 日行政會議提案通過 
民國 100 年 10 月 11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0 年 12 月 22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1 年 5 月 22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2 年 3 月 8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一條、高苑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專任教師從事教學改進(編纂教材、教具製作、考

取證照)與指導學生參加校外比賽展示發表，藉以提升本校之名譽與教學成效，特定訂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教學品質獎勵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受獎勵補助對象為在本校任教達一年以上之現職專任教師為限，惟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裁定停止申請資格之教師，於停權期限內不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本提升教學品質獎助分下列五種：  

  一、編纂教材(不含專書)分遠距教學教材及一般教學教材兩種 
   (一)遠距教學教材獎勵補助 

1. 本校專任教師實施遠距教學，採用自製教材(該教材須未獲取校內任何補助)之授課教

師，每一教材最高可申請新台幣肆萬元整製作經費補助，教師授課時數依課程實際時數

計算。 

2. 版權屬本校之遠距教學數位教材，申請教育部課程認證與教材認證通過者分別給予新台

幣最高肆萬元與貳萬元的獎勵金額。 

   (二)一般教學教材獎勵 

1. 獎勵範圍包含自編講義、實驗或實習手冊 

(1)自編講義。 

(2)實驗或實習手冊、題庫及題解。 

(3)多媒體及數位化教材：簡報(Powerpoint)、投影片、幻燈片、教學DVD/VCD、 3D多媒

體設計、自製教學軟體、錄影帶等。 

2. 獎勵金額由校級複審委員會議依下列評審項目評分，分數 90 分(含)以上獎勵新台幣伍仟

元，80至 89分獎勵新台幣肆仟元，70至 79分獎勵新台幣參仟元，未達 70分不予獎勵。

每一教師每年一般教學教材獎勵總金額以新台幣壹萬元上限。評審標準如下： 

(1)與所開課程相符合，且有助於學生學習。 
(2)內容豐富、資料完整。 
(3)具理論或實務應用價值。 
(4)符合教學目標。 
(5)教材內容或形式新穎有益學生學習。 
前五項評審項目分別各佔總分百分之二十。 

二、教具製作獎助 
每位教師每年可申請一套(件)製作教具獎助，每套(件)教具製作最高可申請新台幣肆萬元

整製作經費獎助。 

三、校外比賽、展示、發表獎勵補助 
(一)學校指定或推薦以既有之教學研究成果參加校外展示者，補助教師成果展示所需之海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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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等材料費(不補助參展成品之製作材料費)，採實報實銷為原則，但最高不得超過新台幣

壹萬元整。至於出席教師差旅費則依本校「教職員研習補助辦法」由教育部獎補助款經

常門之研習項目經費下支付。 
(二)比賽獲獎者依其參加國際性、全國性、地方性活動之最高獎勵金額如下： 

1. 國際性活動(獲獎者有出國參賽/沒有出國參賽)： 
第一名(金牌)：新台幣伍萬元/肆萬元。 
第二名(銀牌)：肆萬元/參萬元。 
第三名(銅牌)：參萬元/貳萬元。 

優選、佳作等其他獎項：貳萬元/壹萬元 
2. 全國性活動： 

第一名(金牌)：貳萬元。 
第二名(銀牌)：壹萬伍仟元。 
第三名(銅牌)：壹萬元。 
優選、佳作等其他獎項：參仟元。 

3. 地方性活動(縣市級以上)： 
第一名(金牌)：壹萬元。 
第二名(銀牌)：伍仟元。 
第三名(銅牌)：肆仟元。 
優選、佳作等其他獎項：貳仟元。 

多位教師共同指導之作品，獎勵補助金額=可申請獎勵補助金額
( )
( )1

12
+
+−

×
nn

pn  

其中，n = 共同指導教師數，p = 申請者在合作者之排名順序。 

四、考取證照獎勵 
配合系所教學發展在2年內取得乙級(含)以上之公部門核發證照，核發與報考該證照報名

費等額之獎勵金額。 

第四條、凡接受本辦法獎勵補助之教材或教具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接受本辦法獎勵補助之教材或教具，應於教材或教具中適當處註明⎡本教材(或本教具)獲

高苑科技大學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補助⎦字樣，且教具之所有權歸學校。 

二、接受本辦法獎勵補助之教材或教具，不得違反著作權法及智慧財產權保護法。 

三、同一教材或教具不得重複申請獎勵補助。 

四、申請編纂遠距教學教材(只限經教學品質管理委員會通過、教務會議通過及報部備查之課

程)或教具製作補助者，須填寫⎡高苑科技大學編纂遠距教學教材及製作教具計畫補助申請

表⎦及⎡高苑科技大學編纂遠距教學教材及製作教具計畫申請書⎦，並於規定時程內繳交⎡高
苑科技大學編纂遠距教學教材及製作教具計畫結案報告⎦。 

第五條、第三條所列校外比賽、展示、發表獎助項目之事蹟，如未填入本校教師研究管理系統，

則不予獎助。 

第六條、每一教師每年申請論文著作獎勵、研究計畫獎勵及提昇教學品質獎勵補助合併計算之

總金額以新台幣壹拾貳萬元整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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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各類獎助申請、審查程序如下： 
一、編纂遠距教學教材與教具製作獎助： 

(一)申請學年度第 1 學期補助案者，於每年 4 月底前提案，完成複審作業後(複審委員由

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教卓中心主任、各學院及通識中心教師代表各兩位組成)
核定補助金額，並於 12 月 15 日前完成經費核銷。 

(二)申請學年度第 2 學期補助案者，於每年 10 月底前提案，完成複審作業後(複審委員由

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教卓中心主任、各學院及通識中心教師代表各兩位組成)
核定補助金額，並於隔年 7 月 15 日前完成經費核銷。 

二、編纂一般教學教材獎勵：依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公告之日期提出申請，由校複審委

員會(複審委員由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教卓中心主任、各學院及通識中心教師代

表各兩位組成)核定補勵金額。 

三、校外比賽展示發表、考取證照獎勵：申請者須於每年 9 月 20 日前填妥申請表，檢附相關

資料文件，經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於 10 月 10 日前送交教務處彙整，

完成複審審查 (複審委員由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教卓中心主任、各學院及通識中

心教師代表各兩位組成)核定金額，再送請校長核定。 

第八條、本辦法各項獎勵補助費用由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支付，實際獎勵補助金額之撥付得

依每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額度比例調整。 

第九條、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獎勵補助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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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苑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96年08月17日行政會議通過、0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96年11月28日董事會議通過 
97年06月27日行政會議通過、07月31日校教評會通過 
97年08月22日行政會議通過、10月24日校教評會通過 
97年11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98年01月22日校教評會通過、02月09日校務會議通過 
98年02月22日董事會議通過 
98年07月24日行政會議通過、07月27日校教評會通過 
98年07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98年08月27日董事會議通過 
99年11月11日校教評會通過、11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 
99年11月28日董事會議通過 
101年9月19日校教評會通過、10月12日校務會議通過 
101年10月20日董事會議通過 
102年2月25日校教評會通過、4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年6月13日校教評會通過、6月17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年6月26日董事會議通過 
102年8月14日行政會議通過、102年8月22日校教評會通過 
102年8月22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年8月22日董事會議通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辦理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事項，特依本校組織規程及有關法令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須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查，並按本辦法辦理。 

第 二 章  聘 任 
第  三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四級，其聘任須合於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經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第  四  條 本校各級教師職責為從事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及協助學校校務行政工作事宜，應

聘服務期間之規則另訂。 

第  五  條 本校新聘教師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聘任時間：新聘教師除特殊情況外，第一學期擬聘者應於當年8月1日前聘定，第

二學期擬聘者應於2月1日前聘定。 
二、聘任程序： 

(一)各系(所)、通識教育中心應視教師缺額、課務需要及新聘教師有足夠鐘點授課

等因素，始得申請徵聘教師。 
(二)各系(所)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應於編制內提出教師擬聘規畫，經學校

同意後，由人事室彙整教師需求人數，透過報紙、網路等方式公開徵選，並將履

歷資料彙整交各系遴選，及查核應聘教師有否法定不適任記錄。 
(三)各系(所)、通識教育中心擬聘名單經系教評會、院教評會、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報請校長聘任。 
三、資格審查：新聘教師除經教育部審定合格者外，應於到職之日起3個月內完成校內

資格審查程序，報教育部審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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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條 本校教師初聘為1年，續聘第一次為1年，嗣後續聘每次均為2年，惟因規定更改聘期者

除外。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列各款之一者外，不得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六、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行為屬

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凌

行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度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

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二、行為違反相關法令，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三、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教師有前項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其有第十二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不續聘者，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年至四

年不得聘任為教師，並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或前項後段情事之一者，不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除

依下列規定辦理外，應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一、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理退休或資遣。 
二、有第八款、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理。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款情形者，應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本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本校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 三 章  升 等 
第  八  條 本校教師升等之審查(含新聘教師資格審查)，初審由系級教評會、院級教評會、校教

評會及校外著作審查通過後，再報請教育部複審。 

第  九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須合於下列規定： 
一、升等教授：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且連續三年考績甲等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良，

在該學術領域內具有獨創及價值性之專門著作並有重要具體貢獻者。 
二、升等副教授： 

(一)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且連續三年考績甲等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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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術領域內具有價值性專門著作並有具體貢獻者。 
(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三十條之一規定，在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八十六年三月

廿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者，

在該學術領域內具有價值性之專門著作並有具體貢獻者。 
三、升等助理教授：曾任講師三年以上，且連續三年考績甲等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

良，並具有相當於博士論文水準之專門著作並有獨立研究之能力者。 

第  十  條 在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

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包括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得沿用原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之職級辦理升等。 
前開講師、助教獲得博士學位者，得選擇下列送審助理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一、助理教授：選擇送審助理教授資格通過後，不得再以該學位論文或相同著作送審

副教授資格。 
二、副教授：選擇送審副教授資格，必須符合修正分級後之副教授要求水準，申請手

續及審查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辦理；如審查未獲通過，得申請送審助理教授資格。 

第 十一 條 第九條任教年資之計算，以至本校任職日計算，若任職前已取得教育部所頒教師證書

經專案簽呈核准者不在此限，得由證書內所載起資年月開始(兼任教師任教年資須在本

校兼課並以折半計算)，至申請升等當年一月底或七月底止，任教年資未滿者，不得申

請升等。 
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期間年資最多採計一年，

經核准借調者於升等時，借調期間最多採計二年。教師送審由專任學校為之，借調他

校服務滿三年以上者，經原學校校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得由借調學校為之。 

第 十二 條 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習課程、修業期

間及不予認定之情形，準用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之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達

前開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學位論文、個人著作或作品經本校初審及教育部

複審合格者，不在此限。 

第 十三 條 本校各級教師升等審查項目如下： 
一、學歷與任教年資 
二、教學與服務成績 
三、著作與研究成果 

第 十四 條 申請升等之專任教師與申請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有下列情形之一，不予受理： 
一、專任教師提出申請時間因全時進修、出國研究進修、出國講學、借調，未實際在

校任課。 
二、新聘專任教師服務本校未滿一年。 
三、兼任教師累計未達四學期，且每週授課少於二小時、教學評量成績平均未達3.5(5

分制)以上、經系教評會評量教學情況不佳。 

第 十五 條 本校每學年辦理兩次升等(含資格送審)，擬升等之教師應備妥教育部學審會教師資格

審查履歷表、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審表(以學位送審者及新聘教師除

外)、專門著作及相關送審資料，於2月1日及8月1日前向系級教評會申請。 
前開專門著作分代表著作與參考著作，代表著作應自前一級教師應聘日期後之送審前

五年內出版之著作(內容應與任教科目有關)，參考著作則於前七年內，但送審教師自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送審前五年內曾懷孕或生產，得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



180 

 

師資格後之送審前七年內之著作送審。藝術類教師與應用科技類科教師得依「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訂要點」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體育類

科教師得依「專科以上學校體育類科教師以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試辦作

業要點」辦理。 
第十五條之ㄧ 系級教評會辦理升等時，應依規定並就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教師資格審查教學服

務成績考核評審表、專門著作及相關送審資料進行審查，升等教師經審查合格及其教

學服務成績達70分以上始得送院級教評會。院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應將決議連同所

有相關卷證送校教評會審查，經審查合格，續辦理校外著作審查(簡稱外審)，外審成

績原則上以六位外審委員之四人達70分以上者為通過，若以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者，

其外審成績原則上以八位外審委員之六人達70分以上者為通過。 
升等教師經校外著作審查通過後，報送教育部審查。另已完成送教育部審查，但因未

達規定標準另送著作再審時，仍須依照本校升等送審程序，經各級教評會及校外著作

審查通過後始能再送教育部審查。 
前開升等考評成績未通過者或各級教評會審議未通過者，須經6個月後始得再提出申

請。 
前開外審委員以大學或獨立學院副教授以上教師為原則，其部頒教師資格等級不得低

於擬送審教師之升等等級。 

第 十六 條 各級教評會在審查申請人之學術專業及著作時，不得低階高審，必要時經校長核准外

聘教評委員，費用比照本校教師外審標準，由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支應。 
各委員對其配偶或三親等內或代表著作合著人之升等案件，應行迴避，迴避人員人數

不列入該議案出席人數及決議人數。 

第 十七 條 辦理著作外審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迴避擔任著作審查委員：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代表著作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曾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同一系所)服務。 
四、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者。 
五、五年內曾與送審人共同參與機關研究計劃合作者。 
六、十年內曾與送審人最近之畢業學校同校者。 
七、送審人得述明理由提列不願送給校外審查名單，以三人為限。 

第 十八 條 送審期間送審人不得假借任何理由向審查人進行請託關說等事項。 

第 十九 條 申請升等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除不得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

作而成之編著送審外，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除代表著作外，參考著作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至少二篇、副教授者至少二篇、教

授至少三篇。各院系級單位另有送審標準者，從其標準。但以學位論文送審者，

不在此限。 
二、撰寫著作之語文不限，惟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但任教科目為外國語文

者，應以所授語文撰寫。 
三、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參考書目。 
四、外審著作須繳送一式七份，若報部複審則須再加三份。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

應自行擇定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其屬一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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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著作如係數人合著，應填具合著證明(其份數同前點著作份數)，並說明本人

參與之部份，及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六、以碩士取得講師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得助理教授、副教授資格者，不得以該學位

（碩士或博士）畢業論文或其論文之一部分，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副教授

如進修取得博士學位者，博士學位論文僅可列為參考著作；如將原學位論文重新

出版，並述明個人貢獻之部分，則可為送審之代表著作。 
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

果，得一併作為送審之參考資料。 

第 二十 條 未經報備核准在職進修所取得之博士學位者，不得以博士論文申請升等送審。經查獲

未報准在職進修而進修博士學位者，提校教評會議處。 

第二十一條 送審教師須填具契約書，保證送審通過後至少需留校服務二年。申請進修學位之教師

於進修期間若申請著作送審，其著作須以本校名義發表，若送審未通過，則須於二年

後始得再送審。 

第二十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外審費用由學校或教育部獎補助款支付，但每一職級升等費用支付以一

次為限，送審未通過者，第二次(含)以後外審費用由教師自行負擔。本校兼任老師所

需之費用由教師自行負擔。 

第二十三條 教評會對於學者專家先行審查結果，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動搖該

專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否則應尊重其專業判斷。 

第二十四條 教師升等未獲本校各級教評會審查通過者，各級教評會應敘明具體理由，以校函方式

告知當事人，並告知當事人對決定不服時之救濟管道及程序。 
當事人對於校教評會決議結果不服時，得於收受通知一個月內，以書面敘明具體理由

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五條 送審期間仍以原職任教，俟教育部審定通過後，再補發新職聘書，並以證書起資年月

為起聘日期。教師送審著作經核定未達規定標準，不通過者應有新發表之代表著作被

接受或刊登者始得再次送審，若以相同或類似之代表著作送審時，須檢附前次送審著

作七冊及新舊著作異同對照表七份，以利作業。 

第 四 章   
第二十六條 未曾取得講師以上資格之本校新聘教師，如未通過教育部資格審查，下一學期改聘為

兼任教師。 

第二十七條 專任講師自本辦法通過後，若五年內未完成博士學位或升等，得不予續聘，但於期限

屆滿時間，因已提出博士學位論文口試、博士即將畢業或升等送審中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自本辦法通過後，專任教師授課若連續兩學期未達規定之基本鐘點或累計三學期未達

基本鐘點者，即不予續聘。 

第二十九條 本校因系、所、學程、中心、科、組等單位之課程調整、減班、單位整併、單位裁撤

或單位停辦時，本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之專任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原屬單位已整併、

裁撤或停辦且經優先輔導遷調，卻仍未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遷調而未

能遷調其他單位，致現職已無工作且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之專任教師，報經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 

第 五 章  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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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及升等(含資格送審)辦法另訂。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教評會、校務會議通過，並送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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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論文著作獎勵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論文著作獎勵辦法  

民國 99 年 4 月 13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0 年 8 月 10 日行政會議提案討論 

民國 100 年 10 月 11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2 年 3 月 8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一條 高苑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專任教師論文發表、著作出版藉以提升本校教師之學

術水準地位，並強化教師之專業素質，特定訂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論文著作獎勵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受獎勵對象為在本校任教達一年以上之現職專任教師為限，惟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裁定停

止申請資格之教師，於停權期限內不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 本獎勵分下列三種： 
一、論文發表獎勵 

每一教師每年申請論文發表獎勵總金額以新台幣陸萬元整為上限，申請之論文必須為

兩年內發表者。論文等級及對應之獎助金額如下： 
(一)壹級獎勵：學術論文發表於國際性之專業期刊 

1. SCI、SCIE、SSCI、AHCI國際性專業期刊之Review Paper、Full Paper性質的

論文，每篇獎助金額新台幣參萬元整。若期刊名稱為 Letter 屬之。 

2. SCI、SCIE、SSCI、AHCI 國際性專業期刊之 Short paper、Note、Letter 或

Communication 性質的論文，每篇獎助金額新台幣貳萬元整； 

3. 非 SCI(含 EI)、非 SCIE、非 SSCI、非 AHCI 國際性期刊及 TSSCI、THCI、
TSCI 論文，每篇獎助金額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 

(二)貳級獎勵：學術論文發表於二人(含)以上審查的全國性專業期刊，每篇獎助金額

新台幣壹萬元整，本級獎勵每人每年最多以申請新台幣貳萬元為限。 

(三)參級獎勵：學術論文發表於國際性會議(限沒申請教育部獎補助款出席會議補助

之論文)及非二人以上審查之全國性專業期刊或學報，每篇獎勵新台幣伍仟元

整，本級獎勵每人每年最多以申請新台幣壹萬元為限。 

多人合著之論文，獎勵金額=該篇論文可申請獎勵金額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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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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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其中，n = 合著作者數，p = 申請者在合著作者之排名順序(若有標示通訊作者，通訊

作者為第 1 順位，並排除本校學生，其餘作者依序排列)。 

二、著作出版獎勵 (同一件作品不分新版或修正版只能申請一次) 
每一教師每年申請著作出版獎助總金額以新台幣肆萬元整為上限，獎助金額如下： 
(一)甲種獎勵：由本校資助全部出版費，版權歸屬本校且出版時間未逾兩年，該出版

著作提出申請日之前一年內銷售數量需 50 冊(含)以上，由本校獎勵最高新台幣肆

萬元整。 
(二)乙種獎勵：自行出版時間未逾兩年，且於著作中有本校名稱者，該出版著作提出

申請日之前一年內銷售數量需 50 冊(含)以上，由本校獎勵最高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整，著作者並應將其接受獎勵著作五冊贈送本校。 
多人合著之著作出版，獎助金額依論文發表獎勵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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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學校名義申請通過專利之獎勵，須於接受獎勵時提出書面資料，資料內容 
    含 1.專利證書影本、2.商品可應用之領域(或廠商)。通過之新型、新式樣專利， 
    每件獎勵金新台幣伍仟元，此項獎勵金每人每年最高新台幣參萬元。通過之 
    發明專利，每件獎勵金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此項獎勵金每人每年最高新台幣 
    陸萬元。 

         多人合作之專利，獎助金額依論文發表獎助公式計算。 

第四條 申請教師所提事蹟若被質疑時，申請教師應接受系、院、校各級教評會之調查，並作口頭

及書面答辯，調查結果若有違法之情事，應繳回獎勵金，並接受依相關辦法所做之處置。 

第五條 第三條所列獎助項目之事蹟，如未填入本校教師研究管理系統，則不予獎助。 

第六條 每一教師每年申請論文著作獎勵、研究計畫獎勵及提昇教學品質獎勵補助合併計算之總金

額以新台幣壹拾貳萬元整為上限。 

第七條 申請者須於每年 9 月 20 日前填妥申請表，檢附相關資料文件，經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於 10 月 10 日前送交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彙整並於 10 月底前完成

獎勵金額複審(複審委員由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教卓中心主任、各學院及通識中

心教師代表各兩位組成)與統計作業，再送請校長核定。如遇特殊狀況，得不依上述之期

程專案簽請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各項獎勵費用由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支付，實際獎勵金額之撥付得依每年教育

部獎勵補助款額度比例調整。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獎勵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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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苑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勵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勵辦法  

民國 99 年 4 月 13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0 年 8 月 10 日行政會議提案討論 
民國 100 年 10 月 11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2 年 3 月 8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一條、高苑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專任教師執行研究計畫，藉以提升本校教師之學術水

準地位與研究風氣，並強化教師之專業素質，特訂定高苑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

勵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受獎勵對象為在本校任教達一年以上之現職專任教師為限，惟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裁定停

止申請資格之教師，於停權期限內不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獎勵金額如下： 

一、凡配合學校發展目標，以學校名義向中央機關申請專案計畫(有支領主持費之計畫不

得申請)，依計畫當年度獲補助核撥金額(不含學校配合款) ，由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

核定之獎勵金額，並由計畫主持人依參與教師之貢獻程度統籌分配。獎勵標準如下： 
(一) 壹佰萬(含)以上且獲該中央機關補助者，予以新台幣壹萬元加獲補助 

 金額 1%之獎勵金，但總額最高為新台幣壹拾貳萬元。而未能獲該中 
 央機關補助者，則予以計畫申請補助金額 0.1%之獎勵金，但總額最 
 高為新台幣壹萬元。 

(二) 壹佰萬(不含)以下且獲該中央機關補助者，予以新台幣獲補助金額 1% 
 之獎勵金。而未能獲該中央機關補助者，則予以計畫申請補助金額 
 0.1%之獎勵金。 

二、以學校名義獲公民營機構(含國科會)補助之各類計畫，該計畫經費由本校經管，且每

一計畫列管理費用由學校運用者。其每一計畫之主要主持人於該計畫執行期間，由學

校予以相當於該計畫實際撥入學校管理費扣除學校配合款後之半數金額為獎勵金。 
多人合作之專利，獎助金額依論文發表獎助公式計算。 

三、申請任何公部門所推動之學程計畫，每通過一學程(至少三門課)則提供該學程獎勵新

台幣貳萬元，獎勵金由主持人統籌分配予參與計畫之相關教師，此項獎勵金每人每年

最高新台幣肆萬元。若執行結束獲選最優學程，則該學程另給獎勵費新台幣壹萬元。 
第四條、申請教師所提事蹟若被質疑時，申請教師應接受系、院、校各級教評會之調查，並作口頭

及書面答辯，調查結果若有違法之情事，應繳回獎勵金，並接受依相關辦法所做之處置。 
第五條、第三條所列獎助項目之事蹟，如未填入本校教師研究管理系統，則不予獎助。 
第六條、每一教師每年申請論文著作獎勵、研究計畫獎勵及提昇教學品質獎勵補助合併計算之總金

額以新台幣壹拾貳萬元整為上限。 
第七條、申請者須於每年 9 月 20 日前填妥申請表，檢附相關資料文件，經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於 10 月 10 日前送交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彙整，並於 10 月底前完

成獎勵金額複審(複審委員由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教卓中心主任、各學院及通識

中心教師代表各兩位組成)與統計作業，再送請校長核定。如遇特殊狀況，得不依上述之

期程專案簽請辦理。 
第八條、本辦法各項獎勵費用由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支付，實際獎勵金額之撥付得依每年度教

育部獎勵補助款額度比例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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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本獎勵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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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苑科技大學辦理行政業務研習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高苑科技大學辦理行政業務研習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民國 86 年 9 月 5 日校教評會訂定 
民國 88 年 4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3 月 22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89 年 7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年 10 月 24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3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9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100年2月16日行政會議會修訂通過 
民國101年8月29日行政會議會修訂通過 

一、為鼓勵各單位辦理行政業務研習活動，以增進職工專業知能、提升本校行政服務效率，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之行政業務研習活動，以改善行政效能及服務品質之相關活動為範疇，包括研習會、

研討會、教育訓練等。  

三、本要點舉辦之研習活動，主要以本校職工參加為對象。 

四、各單位申請本要點之補助，採全校統整辦理，應於人事室公告之截止日期前，將計畫申請書(格
式另定)送交人事室彙整，提學校行政會議審查，惟因特殊原因，未及時送行政會議審查之案，

其所需經費在預算分配額度內，依行政程序經校長核准者，得提請行政會議追認。 

五、本要點補助主要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規定列支，項目包括講座鐘點費、工

讀費、教材費、印刷費、國內旅費、短程車資、運費、膳宿費、雜支等。 

六、本要點補助金額視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核撥情形及辦理性質而定，以本校為研習活動場所補助總

金額最高貳萬伍仟元，以校外為研習活動場所補助總金額最高伍萬元。 
經費預算在核定上限內，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七、補助經費須於研習活動結束一個月內且須於該年度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核銷，核銷應檢具下列

辦理： 
(一)申請表及經核准之計畫申請書(含預算與活動時程表)。 
(二)活動辦理之支出憑證。 
(三)活動成果報告(含出席活動之人員簽到單)。 

八、本要點經費來源為教育部獎勵補助款，若經費不足，由學校支應。 
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而經費仍不足者，得由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支應不足部分，且補助項目

不得重複。 

九、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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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苑科技大學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 

民國 86 年 9 月 5日校教評會訂定 

民國 88 年 4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3 月 22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89 年 7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年 10 月 24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3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9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99 年 12 月 1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年 11 月 28 日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鼓勵本校行政人員參加研習或進修，以增進工作職能，提升行政效率，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行政人員係指本校編制內之專任行政人員(含約僱人員)及工友。 
第 三 條 本校行政人員參加研習或進修，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理。 

第二章  研習及短期在職進修或訓練 
第 四 條 行政人員研習(含短期在職進修或訓練)，須與所屬業務有關且對其從事行政工作有所助

益。 
第 五 條 前條研習以三個月為限。行政人員參加研習以非上班時間或假日時間為原則。若利用上

班時間參加者，應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勤請假管理辦法，辦理請假手續。 
第 六 條 行政人員參加研習補助項目及金額如下： 

(一)補助項目 

補助計有報名費、註冊費、交通費及膳宿費等項，僅以該次研習期間為限。以上各項

費用若主辦單位有提供，則不得重複申請。 

(二)補助金額 

補助費用依政府規定，惟每位行政人員每年補助以壹萬伍千元為限。 

(三)專案補助 

配合政策或學校發展，若研習補助超過壹萬伍千元萬元，得以專案簽准，不受同條第(二)

款之規範。 

第 七 條 申請研習之補助，應於事前填寫「行政人員參加研習補助申請表」，經有關單位主管及校

長核准，於事後申領補助用。 
第三章  進修學位 

第 八 條 本校行政人員任職滿一年，且考績為甲等，始得申請赴國內大專院校進修學位。 

未滿一年之新進人員若經學校核准者，則不在此限。 

第 九 條 行政人員進修學位須以下班時間為限。 

第 十 條 申請在職進修之行政人員應填妥有關申請表，上學期於八月三十一日以前，下學期於一

月三十一日以前，送人事室提請職評會決議。 

第十一條 職員在職進修名額需視單位工作負擔，由職評會決議當年度進修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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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進修學位職員若未獲該學位便終止進修者，不得再申請進修。但獲學校專案報准者不在

此限。 

第十三條 進修學位補助得視當年度獎補助款額度，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壹萬伍千元，至多補助四

學期。 

前項補助以當學期進修所繳學雜費並檢附證明，按實報支。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四條 行政人員進修取得學位後，得依本校「職員任用及升遷辦法」及「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辦理升任及改敘；未經申請核准而自行進修學位者，本校不以所獲學位辦理升任及改敘。 

第十五條 行政人員進修碩士學位者，畢業後不得要求於上班時間在校內兼課。 

第十六條 本辦法經費來源為教育部獎補助款，若經費不足，視需要由學校支應。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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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參加研習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參加研習辦法 
民國 86 年 9 月 5 日校教評會訂定 
民國 88 年 4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3 月 22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89 年 7 月 28 日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年 10 月 24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3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年 2 月 9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99 年 12 月 27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0 年 11 月 25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1 年 11 月 21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民國 102 年 11 月 13 日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教師參加研習活動，以促進專業成長，提昇學術研究風氣，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參加研習(含研討會、訓練)，須與教學有關且合於專業成長需求，始

得依本辦法辦理及申請經費補助。 

第三條 教師參加研習以課餘或假日時間為原則。若利用上班時間參加者，應依本校教職員

工出勤請假管理辦法，辦理請假手續。 
第四條 教師參加研習補助項目及金額如下： 

(一)補助項目 

補助計有報名費、註冊費、交通費及膳宿費等項，僅以該次研習期間為限。以上

各項費用若主辦單位有提供，則不得重複申請。 

(二)補助金額 

補助費用依政府規定，惟每位教師每年補助以 2萬元為限，且 16 小時以下之研習

至多 2次。 

(三)專案補助 

配合政策或學校發展，若研習補助超過 2萬元，得以專案簽准，不受同條第(二)

款之規範。 

參加研習若與授課時間衝突，應先完成調課，若無法調課需請人代課者，其所需

支付代課鐘點費，由申請人自行負擔。 

第五條 教師參加研習活動如為國際性會議，申請補助依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作業

要點」辦理。 

第六條 教師申請參加研習活動之補助，應於事前填寫「教師參加研習補助申請表」，經有

關單位主管及校長核准。 

教師須在所申請補助之研習活動結束後，於 15 日內辦理核銷。核銷時須繳交心得

報告與具體建議表、研習會資料，並檢附核准研習補助申請表、有關收據等文件。 
教師未依前二項之規定申請研習或未於 15 日內辦理核銷者，得不依第四條之規定

予以補助。 
第七條 本辦法經費來源為教育部獎勵補助款，若經費不足，視需要由學校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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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專業實務經驗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提升專業實務經驗辦法 

100 年 11 月 9 日行政會議通過  

100 年 11 月 25 日校教評會通過 

第 一 條 為提升本校教師專業實務經驗，以充實教師教學內容，特依教育部「私立技專校

院實務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係指本校專任教師三年內有教授實務課程或相關課程者。 

第 三 條 凡本校教師須盡力達成二年以上業界實務經驗，「業界實務經驗」審查原則(定義)

如下： 

(一) 以附有業界服務證明，且過去職務與任教科別或科目相關為主；若無證明

僅附勞工保險卡顯示其任職行業及註明職稱者，得從寬採計。 
(二) 學校教職員、一般公務員(不含專技人員)、軍職、助教等均不採計。但國營

事業、工務機關或軍工廠從事技術類人員如工程師、技師、工程司、監工

員或工務員等則予採計。 
(三) 曾在銀行業、醫院、護理站等機關從事與目前任教專業相關者均採計。 
(四) 研究院類如中山科學研究院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視其為研究員(助理)或技

士而加以採計。 
(五) 其餘未盡者比照上述原則採認。 

第 四 條 除已具有前條之二年以上業界實務經驗、年滿 60 歲或已升等教授之教師外，本

校其他教師須於每三年內符合下列之ㄧ： 

(一) 留職停薪至業界實務研習至少一學期，相關規定依本校「借調服務辦法」

辦理。 

(二) 留職留薪赴業界實務研習至少一學期，相關規定依本校「教師赴公民營事

業機構研發服務辦法」辦理。 

(三) 到業界實務研習累計至少達四十小時以上。 

前項「業界實務」請詳前條之定義，業界實務研習時間可累計。 

第 五 條 若符合下列情形之ㄧ，則可順延第四條規定之內容等長之時間： 

(一) 女性教師生產(以學年計)。 

(二) 教師兼任行政工作。 

(三) 教師依本校規定留職停薪或進修學位。 

(四) 教師承接產學合作案每年累計金額達 6 萬元或每年輔導一家廠商進駐育成

中心。 
第 六 條 凡符合第四條規定之教師，納入本校「教師評鑑」考核，其評鑑成績予以加分，

相關規定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理；若未符合第四條規定者，交由所屬系級

單位審議，不得教授實務課程或相關課程。 

第 七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2)高苑科技大學教師進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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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教師進修辦法 
82 年 5 月 19 日校務會議討論修訂  83 年 4 月 12 日教評會通過修訂 

83 年 7 月 30 日教評會通過修訂    84 年 5 月 23 日教評會通過修訂 

87 年 7 月 2日教評會通過修訂     88 年 4 月 28 日教評會通過修訂 

88 年 4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88 年 8 月 3日教評會通過修訂 

91 年 5 月 29 日人評會通過修訂    91 年 9 月 26 日行政會議通過修訂 

91 年 10 月 4日校教評會通過修訂  91 年 10 月 25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92 年 10 月 30 日校教評會通過修訂 93 年 11 月 5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97 年 10 月 24 日校教評會通過修訂 99 年 2 月 3日行政會議通過修訂 

99 年 2 月 9日校教評會通過修訂   99 年 11 月 11 日校教評會通過修訂 

100 年 2月 21 日校教評會通過修訂 100 年 11 月 25 日校教評會通過 

101 年 11 月 21 日校教評會通過    102 年 11 月 13 日校教評會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勵教師進修，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赴國內外大學進修碩士或博士學位，須任職滿三年(含)以

上，且近三年內至少有二年考績甲等，主修學位科目與本校教學課程有關或為校

務發展所需。 

第 三 條 申請在職進修之教師應填妥有關申請表，及教師進修返校服務契約書，經系教評

會、院教評會通過後，送人事室提請校教評會決議。 
第 四 條 進修學位方式可採留職停薪或帶職帶薪，進修碩士限二年得延長一年，博士限三

年得延長一年，但延長申請需於期限屆滿三個月前提經教評會通過。 
進修學位教師有返校服務義務，留職停薪者返校服務年限為進修期間之半；帶職

帶薪者返校服務年限與進修期間相等。 

第 五 條 進修申請時間，上學期為七月三十一日以前，下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以前。 
第 六 條 教師在職進修名額需視各系(所)工作負擔，由系(所)教評會、院教評會及校教評

會決議當年度進修人數。原則上全校留職停薪人數以不超過全校專任教師總數

10%為限。 

第 七 條 進修學位教師若未獲該學位便終止進修，不得再申請進修。但獲學校專案報准者

不在此限。 
第 八 條 進修博士學位教師若符合本校限定僅補助三年在學期間之規定者，每年得視當年

度獎勵補助款額度，國外進修者每學期補助金額最高伍萬元，國內進修者每學期

補助金額最高貳萬元。 
前項補助以當學期進修所繳學雜費並檢附證明，按實報支。 
依校務發展之需要或經專案核准進修第二專長之碩士或博士學位者，準用前二項

之規定。 
第 九 條 帶職帶薪國內進修教師，每週上課以基本時數為限，不得超授鐘點。可額外於進

修專校或學院授課，但每週不得超過三小時。 
第 十 條 在職進修教師如不履行返校服務規定，依本校「專任教師服務規則」及「教師進

修返校服務契約書」之規定科罰。但教育部獎勵補助款之部份除外不予計入。 
第十一條 教師未經申請核准而自行進修學位者，本校不以該教師所獲學位送審升等。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費來源為教育部獎勵補助款，若經費不足，視需要由學校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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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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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苑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補助要點 
 

高苑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補助要點 

民國 100 年 12 月 22 日校教評會通過 

第一條 為改善本校師資結構，特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及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部頒資格證書，須辦理校外著作或學位審查(以下簡稱外審)，皆為補

助對象。 

第三條 本要點之補助須配合送審作業時程，凡教師提資格審查，須先經系院級教評會審查，且於

八月一日(提上學期送審)或二月一日(提下學期送審)前送交人事室，提校教評會通過，得

予補助外審有關費用。 

第四條 前條外審補助費用如下： 

(一) 外審審查費用：為考量資格審查之專業水準，每位送審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

講師之外審費用，依次為 3500 元、3000 元、2500 元、2000 元。 

(二) 外審編印費用：為考量資格審查之編印成果，每位送審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

講師之外審編印費用(裝定費、印刷費)，補助上限依次為 3500 元、3000 元、2500
元、2000 元。補助時以實際支用為準，並須檢具單據核銷。 

第五條 每一職級外審補助費用僅得補助一次；送審未通過者，第二次(含)以後外審費用由教師自

行負擔。 

第六條 教師申請資格審查補助，須先由送審教師填寫申請表，再由人事室依規定程序代為申請核

撥。 

第七條 教師資格審查補助之費用，不列入本校所定教育部獎勵補助金額最高上限。 

第八條 本要點經費來源為教育部獎勵補助款，若經費不足，視需要由學校支應。 

第九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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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高苑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高苑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91.12.06 行政會議通過、96.01.19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97.02.01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7.10.06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98.11.1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98.11.19 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99.9.2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99.10.28 校教評會修訂通過、101.11.19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主旨： 
為提供學生多元化之學習環境，熟習校園資訊網路之學習效用，及培養分析、評鑑、統整之知

識管理與學習能力，特依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高苑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遠距教學型態: 

本校遠距教學以全程網路教學之非同步遠距教學為主，遠距教學以在網路上教學為主(課
程時數至少佔全學期課程時數二分之一以上)，面對面授課為輔，並教導學生利用網路學

習的方法。 
第三條、實施方式： 

一、 教師實施遠距教學前須先填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申請表及課程教學綱要(學習目

標、內容與教學策略)，並提供滿足全學期進度之數位教材(新製作之教材須經教學

品質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送系、院務會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通過始得開課。 
二、 採取遠距教學方式之任課老師，在所申請的課程完成選課作業並確認可順利開課

後，須填具「課程計劃提報大綱」，送至教務處，彙整提報教育部備查。 
三、 在完成第一、二項作業後，由教務處課務組統一通知採取遠距教學授課方式的老師

進行課程經費補助申請作業。 
四、 採取遠距教學授課方式的老師，須每週稽核一次學生的學習狀況，填寫遠距教學記

錄週報表。全學期至少須實施線上遠距會議討論 9 次。 
五、 凡曾領取過教材製作津貼之教材，其版權歸學校所有，若要在高苑數位學院以外平

台播放，則必須經學校同意。 
六、 每位教師每學期三部合計至多只能開授二門遠距教學課程，且同年級多班之課程必

須合班開課，特殊情況則專案申請，凡達大班開課課程修課總人數者，可依本校教

師授課鐘點核計規定，加計鐘點數。 
七、 學生修習本校遠距教學課程，經成績考核及格者得給予學分，符合選課辦法規定始

計入畢業學分，惟依教育部之規定，學生學位之取得，其修習遠距教學課程學分數

不得超過畢業總學分數之二分之一。 
第四條、課程設計與教學方式： 

一、 一學期授課期間為十八週，期中及期末考試須於學校教室實地舉行（期末考試須配

合學校既定時程），得申請以繳交報告或作業方式代替期中（末）考試。 
二、 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第一、二週、期中及期末各進行一次面授，遠距教學課程教材必

須設計滿足至少十四週以上之教學進度。 
三、教學時需指導學生運用網路學習的方法。另動態教材內容每一章節不得超過 25 分鐘。 
四、 任課老師必須在學生選課前公佈課程大綱、教科書目、教學進度、評分標準、課程

要求（作業、專案、考試等）供學生進行選課參考，若學生無法配合，請學生不要

選修該課程。 
五、 為使學生可在每週固定時間與授課教師即時討論課程問題，採取遠距教學方式授課

之課程應實施線上遠距會議討論，全學期至少須實施線上遠距會議討論 9 次，每次

時間至少一小時。課程線上討論時間由教師與全體修課學生協定。學生參與線上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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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及諮詢內容均須納入學期成績評核項目，任課教師對於學生於線上之留言，應於

3 個日曆天內回覆。 
六、 首次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之老師須參加由電子計算機中心舉辦之網路教學平台與設備

操作講習活動。 
七、 老師應定期檢視學生之學習紀錄，對於學習狀況不佳之學生應敦促其趕上學習進

度，並依課程設計明定學生上網學習最低要求列為成績及格之條件。 
八、 教師實施遠距教學，可以配合教室現場教學，網路同步轉播。 
九、 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專校(學院)等三部課務組及電子計算機中心每月應進行遠距

教學課程經營評鑑工作，並就成效較差之教師，要求改善。 
第五條、獎勵方式： 

教師實施全網路教學，得依⎡高苑科技大學教材編纂與教具製作補助辦法⎦，提出教材編

纂補助。實施遠距教學教師獲教材編纂補助之課程，必須至少開課三次(含)以上始能申

請新課程之教材編纂補助。 
第六條、課程評量方式： 

採取遠距教學方式之課程依下列指標進行： 
一、課程教材設計滿足至少 14 週以上之教學進度(有教材才採計)。 
二、全學期至少實施線上遠距教學會議討論 9 次。 
三、課程之全體學生平均討論主題須達到 6 個，點閱率須達 1/2 開課人數以上(數位學院

討論功能)。 
四、教師線上回答學生提出與課程相關之問題，其回覆率須達到問題總數的 1/2 以上(數

位學院留言功能)。 
五、學生對於課程的網路教學評量滿意度須達 3.5 以上(5 點量表) 。 
六、開課期間至少須指派作業或提供學生學習參考資料 14 項以上(數位學院教材及作業

功能) 。 
七、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之老師是否曾經參加由電算中心舉辦之遠距教學平台與設備操

作講習活動。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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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 
高苑科技大學採購辦法 

95 年 12 月 29 日行政會議通過 

96 年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96 年 10 月 30 日董事會議通過 

97 年 12 月 5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2 月 25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98 年 6 月 19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6 月 30 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10 月 7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11 月 24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99 年 11 月 28 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12 月 21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2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6 月 30 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11 月 6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11 月 15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11 月 23 日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建立本校採購制度，提升採購效率與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勞務之委任或雇傭等。採購

兼有工程、財物、勞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占預算金額比率最

高者歸屬之。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校內預算或經簽陳校長核准採購之執行，如屬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採

購，其補助金額占採購金額半數以上，且補助金額在公告金額以上者，應適用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辦理。 

第四條  請購作業： 

一、請購金額 3仟元(含)以下，得由請購單位以零用金方式自行辦理。 

二、費用類請購金額 3仟元(非學校經費 5仟元)以上至 10 萬元(含)之財物、勞務、工程

等之採購，請購單位填妥費用類請購單並檢附廠商報價單，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

採購組初審，經總務處、會計室等審核確認，送請校長核准後辦理採購。 

三、設備類或請購金額逾 10 萬元以上之財物、勞務、工程等之採購，請購單位填妥請購

單並檢附廠商參考報價單及公開招標(公開徵求報價)申請書等相關表件，經單位主

管核章後，送採購組初審，經總務處、會計室等審核確認，送請校長核准後由總務

處辦理採購。 

四、請購金額 3 仟元(非學校經費 5 仟元)以上至 1 萬元(含)之採購，得徵詢 1 家或以上

廠商報價，逾 1萬元以上之採購，應徵詢 3家或以上之廠商報價。 

五、須公開招標、公開徵求廠商報價、限制性招標等之採購，除請購單外，應填妥公開

招標(公開徵求取得報價)上網公告申請書或經校長簽核之簽陳及限制性招標申請

書。 

六、屬營繕工程之請購，營繕組於完成前置作業（含設計圖、工程費概算及經核定）後，

得以提出。 

七、執行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須檢附請購單及廠商報價單或逾 10 萬元以上檢附廠商參

考報價單及公開招標(公開徵求報價)申請書等相關表件，經請購人及請購單位主管

核章後，逕送總務處辦理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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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採購作業： 

一、採購人員應審核請購案，如有疑義時，得轉送規格審查委員會審議。 

二、請購金額 3仟元(含)以下之採購及以零用金方式核銷之業務費等，除得由請購單位自

行辦理採購外，並得免附費用類請購單及廠商報價單等資料。 

三、請購金額 1萬元(含)以下之採購，採購人員得與 1 家廠商議價，作成議價紀錄陳核。 

四、請購金額逾 1萬元以上之採購，採購人員須與 3家以上之報價廠商辦理比(議)價，作

成議價紀錄陳核。如以臺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或獨家代理(製造)辦理之採購，得直接

向供應商採購，不受廠商家數限制。 

五、為保障師生安全與福祉，如遇天然災害、緊急性需求或維修，得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

之核可後，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理採購。 

六、除經校長專案簽准可自行辦理採購外，其餘採購作業均應由總務處辦理。 

七、學校經費請購金額逾 10 萬元以上，應採公開徵求 3家以上之合格廠商進行比(議)價

程序。如因緊急需要，於公告前敘明理由，經校長核准於第 1 次公告後未能取得 3

家廠商之報價時，得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與報價廠商進行比(議)價程序。 

八、學校經費請購金額在 60 萬元(含)以上，應採公開招標方式辦理，開標會議由總務長

或其授權人員主持，並會同會計室及相關單位共同開標，決標後作成會議紀錄，再依

循採購程序辦理。 

九、本校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採購，得用臺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辦理，可免公

告及比、議價程序。 

十、規格訂定： 

(一)請購單位應依功能或效益訂定採購規格，且規格文件中，對技術或服務之特性，

不得有限制競爭或提及特定之商標商名，但無法以精確方式說明招標要求時，得

註明「或同等品」字樣。 

(二)請購金額 50 萬元(含)以上或規格訂定有瑕疵時，得由採購組召開規格審查會議

決。 

十一、底價訂定： 

(一)請購金額 1萬元以上至 10 萬元(含)之小額採購，依請購單位提供之廠商報價單

逕行議價。 

(二)請購金額逾 10 萬元(含)以上至 50 萬元(含)之採購，於開標或議價前，由總務

長或其授權人員依請購單位提供之價格分析核定底價。 

(三)金額逾 50 萬元以上者，於開標或議價前，由總務處依請購單位提供之價格分析，

陳請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底價。 

十二、決標： 

(一)辦理公開招標之採購，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

商。 

(二)辦理公開招標之採購，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利標為得標廠商。採最有利

標決標者，於招標前，須組採購評選委員會，議定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 

(三)訂有底價之採購，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並經校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為得標廠商。 

(四)未訂底價之採購，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預算以內之最低標，並經校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為得標廠商。 



199 

 

(五)開標後，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不逾預算數

額，請購單位確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應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且不得超

過底價百分之八。 

(六)決標後，應辦理決標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廠商，或以訂貨單通知得標廠商。 

第六條  契約簽訂作業： 

一、採購金額逾 10 萬元以上之請購案，須與得標廠商簽訂合約，合約書內容主要要求品

質優良、維護保證、保固期限、交貨期限、履約管理及訂定延遲罰則等以確保本校權

益。 

二、契約應明訂有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如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得視需

要於契約規定取得部分或全部權利或取得授權。 

三、營建工程契約應要求廠商於履約期間投保營造綜合保險，該保險並應包括第三人意外

責任險。 

四、契約應訂明，對於本校不得主張任何權利；廠商履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益時，

應由廠商負責處理並承擔一切法律責任。 

五、契約應註明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如有訴訟，應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七條  驗收作業： 

一、驗收期限：不須功能測試者，應於貨到 10 天內，由請購單位通知保管組、採購單位

及會計室等會同辦理驗收；有功能測試者，須俟功能測試期間過後，由請購單位通知

保管組、採購單位及會計室等會同辦理驗收。10 萬元(含)以下之小額採購不須通知

監驗單位。 

二、驗收人員之職責及分工如下： 

(一)主驗人員：為請購單位主管，負責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履約結果有無與

契約、圖說或貨樣規定不符，並決定不符時之處置。 

(二)會驗人員：為保管組與請購單位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履約結果有無與契約、

圖說或貨樣規定不符，並決定不符時之處置。 

(三)協驗人員：為設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員，其職責為協助辦理驗收有關作業。

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驗收，協驗人員應至現場協助驗收，其餘則以書

面辦理。 

(四)監驗人員：為會計單位及經校長指派熟諳採購業務之人員，其職責為監視驗收程

序。採購金額在公告金額以上應實地監驗，採購金額未達公告金額而

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得採書面辦理，但對承辦採購單位通知有廠商提

出異議、申請調解仲裁或提起訴訟之採購驗收，應實地監驗。 

三、採購金額 3仟元(含)以下(非學校經費 5仟元(含)以下)得由請購單位自行辦理驗收。 

四、驗收應作成驗收紀錄表（工程驗收單），由辦理驗收人員會同簽認後，與發票、收據

等作為財產入帳之原始憑證。 

五、驗收得採分批或部分驗收，有初驗程序者，於初驗合格後 20 日內辦理驗收，並作成

驗收紀錄；無初驗程序者，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後 30 日內辦理驗收，並作成驗收

紀錄。 

六、財物、勞務等採購金額壹仟萬元(含)以上或工程採購金額壹億元(含)以上之驗收，除

上開規定之相關人員外，應聘請專家學者參與驗收工作。 

第八條  核銷及付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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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購案經完成採購、驗收等作業程序後，由請購單位將發票黏貼於粘貼憑證用紙上，

並隨附請購單、廠商報價單(投標單)、議價紀錄表、契約書、驗收紀錄表(工程驗收

單)等文件，經總務長、會計主任審核並陳請校長核准後，交由會計室作帳及總務處

出納組辦理付款程序，如屬財產設備，總務處保管組應於財產登帳同時將財產增加單

併同以上單據辦理核銷。 

二、凡購買物品或勞務，除水電費、郵電費、報費、交通費、銀行手續費及匯費等依法免

具統一發票者外，應儘量取具統一發票核銷。 

第九條  採購人員倫理： 

一、採購人員應依據法令規定，本於良知，公正執行職務，不為及不受任何請託或關說，

不利用職務關係對廠商收受賄賂、回扣、餽贈、招待出遊或其他不正當利益。 

二、採購人員應致力於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率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並

促使採購制度健全發展。 

三、採購人員有違法或不當之行為，應視情節輕重，報請上級主管懲處，採購人員操守清

廉或致力提升採購效能著有貢獻者，陳報獎勵。 

第 十 條  本辦法未盡之處，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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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購流程可依採購金額大小可分為下列流程： 

 
a. 預算金額 3000 元以上~1 萬元(含)以下請購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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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預算金額 1 萬以上～10 萬元以下請購案，上網公開徵求廠商書面報價單或企劃書

請購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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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預算金額 10 萬元(含)以上~100 萬元以下請購案，上網公開招標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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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預算金額 100 萬元(含)以上請購案，上網公開招標作業流程： 

 



205 

 

肆、以往執行成效 

一、最近 3 年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一)改善教學 

1.直接改善教學 

最近 3 年以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分項預算直接改善教學。改進教學於 100
年至 102 年度件數有明顯績效成長，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則趨向不著重在量化表現，強調質

化成效對教師教學有實質助益。詳如下表。 

年度 

項目 
100 101 102 

金額(元) 件數 金額(元) 件數 金額(元) 件數 

改進教學 758,834 71 
獎勵補助:407,166 
特色成效: 811,882 

獎勵補助:44 
特色成效:57 1,544,149 161 

編纂教材 198,000 37 
獎勵補助:59,472 
特色成效: 218,000 

獎勵補助:2 
特色成效:41 166,000 28 

製作教具 383,000 13 
獎勵補助:260,000 
特色成效: 247,302 

獎勵補助:8 
特色成效: 8 406,650 15 

 

2.內化改善教學 

產學合作案除讓教師與業界交流外，其轉化為學生學習題材，對培養學生適應業界及提

升實務能力甚有助益。最近 3 年持續以研究分項預算獎助教師產學案(詳下表)，並獲致如下

列之產學績效。98 至 102 年度本校國科會及產學合作案彙整如下表所示。其中，國科會計

畫包括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研究計畫，累計達 157 件，金額達 9 仟萬元。產學合作案，計有

568 件，金額達 3 億 6 仟萬元。總計上述國科會與產學合作案共計 725 件，計畫總金額高達

4 億 5 仟萬元。 

 

99~102 年度本校各類研究計畫件數與經費統計表 

年度 
國科會計畫(註 1) 產學合作計畫(註 2) 總計 平均每位

教師計畫

金額(元)件數 經費(元) 件數 經費(元) 件數 經費(元) 

99 40 25,245,004 149 89,758,491 189 115,003,495 380,806 

100 44 24,561,994 158 128,302,694 202 152,864,688 512,969 

101 41 23,230,664 149 78,601,846 190 101,832,510 354,817

102 32 17,679,670 112 63,533,333 144 81,213,003 287,989

總計 157 90,717,332 568 360,196,364 725 450,913,696 

註 1：國科會計畫包括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產學計畫等(不含大專生專題計畫).  註 2：產學合作計畫包括政府與

民間計畫(含授課對象為本校學生之教育部、國科會與勞委會等機關補助之就業學程、人才培育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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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鼓勵老師以團隊方式爭取大型研究計畫，因此有許多人共同執行的大型研究計畫，顯示

團隊研究為本校之發展趨勢。學校近年來獲得的獎項如下： 

(1)97 年中國工程師學會評定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2)98、99 年度私立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排名「爭取產學經費與效率」獲私立技職體系院

校排名第 5 名。 
(3)96~99 年度私立技職體系「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率」之頂尖校院。 
(4)100 年中國工程師學會評定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5)102 年中國工程師學會評定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6)本校先進潔淨節能引擎研究中心獲經濟部第一屆國家產業創新獎。 
(7)本校先進潔淨節能引擎研究中心獲經濟部科專計畫補助 8000 萬元經費。 

 
 (二)改善師資結構 

1.提升師資質量 

以進修、研究、研習、著作、升等送審等分項預算直接獎助教師，用以厚植升等實力，

由最近 3 年教授人數(占比)明顯增高，而講師則相對減少之現象(詳下表)，可見提升師資質

量之成效。 

學年度 

職級 99 100 101 102 

教授 21 20 22 22 
副教授 94 99 101 102 

助理教授 99 106 103 103 
講師 87 65 61 55 

合計 301 290 287 282 

(99~101 學年度統計時間以每年 8 月。102 學年度統計時間為 102 年 10 月。) 

 
2.改善師資結構 

以進修、研究、研習、著作、升等送審等分項預算直接獎助教師，特別是進修、研習、

著作等三分項，能有效提升博士學位教師及提升助理教授以上比例，詳如下表： 

學年度 

百分比 99 100 101 102 

博士學位 59.80% 63.79% 64.71% 64.54% 

助理教授以上 71.09% 77.59% 78.75% 80.50% 

(99~101 學年度統計時間以每年 8 月。102 學年度統計時間為 102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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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項目 99 100 101 102 

升等通過人數 19 25 
(1 位審理中)

11 
(1 位審理中)

3 
(3 位審理中)

升等通過率 89％ 96~100% 78~86% 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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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 2 年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數量及經費統計 
 

本校近兩年(101~102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採購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數量及經費統

計，如表六~表九所示。 
表六、101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電腦週邊採購項目統計 

      統計項目 
 
電腦週邊 
採購項目 

數量 總價 

桌上型電腦 199 3,834,431 
筆記型電腦 8 141,400 
液晶螢幕 120 1,138,224 
網路交換器 10 291,820 
硬碟對拷機 1 19,800 

總   計 5,425,675 
 

表七、101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項目統計 
      統計項目 
 
電子化 

教學設備 

採購項目 

數量 總價 

互動電子白板 2 109,107 
液晶電視 2 48,000 
單槍投影機 4 158,950 
電漿電視 2 74,000 
數位攝影機 4 199,000 

總   計 589,057 
 

表八、102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電腦週邊採購項目統計 
      統計項目 
 
電腦週邊 
採購項目 

數量 總價 

桌上型電腦 290 5,884,569 
筆記型電腦 1 28,300 
液晶螢幕 262 1,323,655 
網路交換器 8 235,500 
無線網路基地台 16 221,600 
穩壓器 1 69,000 
不斷電系統 2 69,600 
微型伺服器 1 21,200 

總   計 7,853,424 
 

表九、102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項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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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項目 
 
電子化 

教學設備 

採購項目 

數量 總價 

電動投影布幕 2 29,095 
單槍投影機 19 565,954 
數位照相機 1 12,000 
數位攝影機 2 87,600 
互動式白板 1 21,255 

總   計 715,904 
 

 



210 

 

 
三、最近 3 年已建立之學校特色 

 
本校於改名科技大學後，積極投資學校軟應體措施，推動各項措施與政策，以提昇教

學品質，另外鼓勵老師從事產學合作，與產業接軌，將產學實務經驗轉化為教學，讓學生

可提早知道業界需求，培養就業能力。本校在教學成效與產學合作兩方面皆有優異之成

果，並將產學合作成果轉化為教學資源，分別列舉說明如下。 
(一) 教學成效 

本校近年來鼓勵老師帶領學生參加國際與校外競賽，皆獲得不錯成績，得獎件數亦

逐年增加，下表為 98 學年度至今之得獎件數統計表 
 

學年度 獲獎件數 

98 45 

99 72 

100 142 

101 155 

102(統計至) 28 

合計 442 
 

其中，本校師生發揮創意，不但年年申請專利件數增加，並將創意實現做成作品，

參加各種國際發明競賽獲獎連連，獲獎率幾乎百分之一百，為學校教學卓越之最佳証

明。下表為近三年本校參加國際發明競賽得獎統計： 

 
 

學年度 發明展名稱 
獎牌數 

總計 
金牌 銀牌 銅牌 

97 台北國際發明展 -- 1 1 2 

98 台北國際發明展 2 1 3 6 

99 

台北國際發明展 2 3 -- 

10 國際創新發明大會 -- 3 1 

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 1 -- 

100 

台北國際發明展 3 4 3 

37 

德國紐倫堡國際發明展 -- 3 1 

波蘭華沙堡國際發明展 4 4 1 

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 5 4 1 

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0 0 1 

義大利國際發明展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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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台北國際發明展 4 2 2 

40 

烏克蘭國際發明展 1 1 0 
波蘭華沙國際發明展 3 1 0 
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 1 10 5 
國家發明創作獎 0 1 0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1 0 0 
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1 0 0 
捷克布拉格國際發明展 2 2 3 

102 
台北國際發明展 4 2 4 

33 烏克蘭國際發明展 4 7 0 
波蘭華沙國際發明展 5 6 1 

合計 44 57 27 128 

 
 

(二) 產學合作績效 
本校產學績效潛力十足，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96～99 年連續四年評定本校為私立

技職體系「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率」之頂尖校院，99 年度評定本校為「爭取產學

經費與效率」之全國私立技職院校第 5 名，97、100 年度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評定為產

學合作績優單位，102 年又再度獲得中國工程師學會的肯定，評定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除此之外，本校先進潔淨節能引擎研究中心亦獲經濟部第一屆國家產業創新獎。 
相較於其他歷史優久且師生規模比本校龐大之學校，能獲得此項殊榮，更是難得。

本校陸續成立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防災研究中心、光機電整合技術研究中心、文化創

意產業研究中心、工程系統整合研究中心、扣件產業技術研發中心、前瞻電動車技術研

發中心、先進潔淨節能引擎研發與測試服務中心等八大研究中心，以團隊力量承接政府

或民間之研究或產學案，也都有不錯之績效，重點研究中心分別介紹如下： 

1. 先進潔淨節能引擎研發與測試服務中心 

本中心成立於民國 97 年，主要研究為建立運用缸內直噴技術的單汽缸內燃引擎，

可有效降低且滿足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車輛的燃油消耗務必要有效率地降低。 
本中心曾於 97 年至 100 年獲得經濟部在地型產業加值學界科專計畫補助 2700 萬

元，執行『先進小型單缸潔淨節能引擎動力系統技術開發計畫』。100 年再獲得經濟

部四年學界科專開發產業技術計畫補助 5700 萬元，執行『先進潔淨節能汽車引擎動

力系統技術開發 4 年計畫』。此外，本中心研究團隊除了本校師生外，還包括美國加

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機械所陳志源教授、成功大學航太所趙怡欽教授、虎尾科技大學動

力機械系楊授印教授等跨校跨國成員。 
本中心與虎尾科技大學合作開發「第二代生質裂解燃料」，利用稻稈所提煉的生

質裂解燃料和一般柴油，以 1 比 4 的比例混合而成，使用於本中心完成技術改裝之三

菱 2500CC 客貨兩用車，已成功從高雄市路竹行駛至雲林縣虎尾鎮，成為國內首部使

用「第二代生質裂解燃料」的綠色客車。並獲得中鋼公司簽約協助改裝廠區內大量使

用石化燃油的車輛與生產設備，如重型柴油卡車以及定置型柴油發電機組等，預估中

鋼廠區每年約可減少 744 公秉柴油的使用。 

2. 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 

本校結合運輸、資源、環境、建築、土木及資訊等工程與永續發展科技有關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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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發團隊與研究設施，在永續、環保、生態與節能等核心價值基礎上，於民國 91
年成立『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本中心亦為教育部第一批補助設立的技術研究中心。

本中心於 94 年至 100 年共七年期間，產學合作計畫總金額已接近 1 億 2000 萬元，成

效卓著。 

3. 扣件產業技術研發中心 

台灣為世界螺絲螺帽主要生產國，螺絲螺帽產業又稱扣件產業，是台灣非常重要

的傳統產業，歷史悠久至少已有五十年，而台灣南部是扣件發源地，其中岡山路竹地

區為我國鍛扣件及汽機車零組件主要生產地區，廠商總家數為一千多家，全國年營業

額已超過 1,000 億。本校因座落於台灣產業聚落位置，因此『扣件產業技術研發中心』

背負培育提升在地型扣件產業升級與人才培育之職責。本中心曾於 98 年至 101 年獲

得經濟部在地型產業加值學界科專計畫補助共 1650 萬元，執行『精微銅軸扣件關鍵

技術研發 3 年計畫』，協助本地扣件業者提昇研發能量。 
 

(三) 產學合作成果轉化為教學資源 

在前項產學合作績效中提及之三個研究中心，因研發能力受業界肯定，也累積相

當多之研究能量與實務經驗。為了將這些研究能量與實務經驗傳承，本校近年來分別

成立相關之教學單位，為業界培訓人才。研究中心衍生成立之教學單位分別為 

1. 先進潔淨節能引擎研發與測試服務中心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先進車輛組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先進車輛組於 99 學年度招生，讓高職之汽修科有一升學管

道。而且利用參與研究中心之教師與研究員之實務經驗授課，廣受學生好評。 

2. 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 → 綠環境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在承接許多政府與民間案件時，深知今日政府和民間企業對

綠環境設計的相關專門人才的迫切需求，因此於 100 學年度開始綠環境設計學士學位

學程的招生，為政府與民間企業培育人才。 

3. 扣件產業技術研發中心 → 扣件產業技術整合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扣件產業技術整合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於 100 學年度招生，學生來源為在地扣

件產業之主管與工程師，藉由進修碩士學位，學習研究中心之最新技術，提昇自己之

研發能量，也提高服務公司之市場競爭力。 

如此可將研究中心之研究能量與實務經驗轉化為課程與教材，落實教育部推動「技職

教育再造方案」之精神，縮短大學教育與就業市場需求之落差，提升畢業生之就業力，

促進地方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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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 
 
 
(一)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金額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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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總經費

(5)=(3)+(4)

$11,963,875 $22,162,877 $34,126,752 $5,119,248 $39,246,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13.04%）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13.04%）

金額 $8,374,712 $15,514,014 $3,583,474 $3,589,163 $6,648,863 $1,535,774
合計 $27,472,200 $11,77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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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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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否 

項 目 
獎勵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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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5,976 84.04% $2,678,566 74.75% 

請另

填寫

附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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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館自動化

設備 $0 0% $0 0%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六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2,866,600 12.00% $190,908 5.33% 

小計 $2,866,600 12.00% $190,908 5.33%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776,150 3.25% $70,000 1.95% 

請另

填寫

附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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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 0.71% $644,000 17.97%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 計 $23,888,726 100% $3,583,474 100%  

 
註三：本獎勵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

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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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註五） 

項 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不含自籌款

金額】） 

編纂教材 125,312 1.22% 18,798 1.22%   
製作教具 294,850 2.88% 44,230 2.88%   
改進教學 958,251 9.36% 143,744 9.36%   
研究 1,334,209 13.03% 200,141 13.03%   
研習 1,808,476 17.66% 271,284 17.66%   
進修 294,850 2.88% 44,230 2.88% （註六） 
著作 958,251 9.36% 143,744 9.36%   
升等送審 331,702 3.24% 49,758 3.24%   
小計 6,105,901 59.64% 915,929 59.64%   

二、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不含自

籌款金額】）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

點費 
0 0%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221,138 2.16% 33,172 2.16%   

小計 221,138 2.16% 33,172 2.16%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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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356 4.84% 74,304 4.84%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431,780 4.22% 64,770 4.22% 
請另填寫附表

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年內) 1,676,207 16.37% 251,443 16.37% 
（註七） 

現有教師薪資 1,307,644 12.77% 196,156 12.77% 
資料庫訂閱費 0 0% 0 0.00% （註八） 

軟體訂購費 0 0% 0 0.00%   
其他 0 0% 0 0.00%   
小計 2,983,851 29.14% 447,599 29.14%   

總 計 10,238,026 100% 1,535,774 100.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六：護理高階師資不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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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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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八：授權年限 2 年以內之「電子資料庫訂閱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應

占經常門獎勵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九：本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

費、訪視費、評鑑費。 
註十：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例。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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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常門獎勵補助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分外聘

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限獎勵補助款，不含自籌款）。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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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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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數

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 
iClone 大專院校

科系授權及證照

認證中心授權 

(永久授權)內含：iClone 5 AP、MoCap、
Popvideo2、Reallusion Certified Center 甲
尚校園國際認證中心 

1 套    360,000       360,000 
動畫遊戲設計
實驗室(資
201) 

資科
系-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
201)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5.4 
具體作法：
1.4.1  1.4.2  
2.1.1.2  5.2.1  
5.2.4.1  5.4.2  
5.4.2.1 

資訊、

主題二 

2 
Crazytalk 
Animator 大專

院校科系授權 

(永久授權)內含：必備內容資料庫 V2 33 組
素材包，1700 個素材檔案以上 包含：真實
人物、卡通人物、虛擬角色、造型配件、動
作 資料、臉部表情、道具場景、動畫特效等
8 大系列。 

1 套    160,000       160,000 

開發 2D 動畫
並整合於多媒
體環境中，配
合 3D iclone
使用，發展動
畫整合教學環
境 

資科
系-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
201)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5.4 
具體作法：
1.4.1  1.4.2  
2.1.1.2  5.2.1  
5.2.4.1  5.4.2  
5.4.2.1 

資訊、

主題二 

3 精簡型電腦 

為 All in one 型電腦，其規格如下： 
1.處理器：Intel Core i5-3450S Processor(含)以上。
2.記憶體：4GB(含)以上。 
3.儲存空間：450GB(含)以上 SATA。 
4.輸出入介面： 1 組音效輸入/輸出接頭，10 / 100 
/ 1000Mbps 及 802.11b/g/n 網路控制器，1 個 VGA
埠，1 個 COM 埠，3 個 USB 2.0 連接埠及 2 個
USB 3.0 連接埠，1 個 HDMI 埠，SD/SDHC/MMC
讀取介面。 
5.電源供應器：120W(含以上)。 
6.作業系統：Windows 8 專業版合法隨機版權。
7.顯示幕：19.5 吋(含)以上，解析度 1600×900 
LED，內建揚聲器。 
8.含同廠牌之鍵盤、滑鼠、網路佈線及電腦防護
管理系統單機版(保固證明書)。 
9.三年全保固。 

21 台 25,855 542,955 

電力電子學與
實習/4 小時/四
技機三甲、四技
機三乙、四進機
四甲 
電力電子分析
與控制/3 小時/
電機所碩一甲 
電力電子應用
實務/3 小時/電
機所碩一甲 
能源轉換技術
/3 小時/電機所
碩二甲 

電機
系-電
力電
子實
驗室
(機
105)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1.2.2  2.1.1.2 
2.1.2.3  
2.1.4.4  2.1.7 
2.2.1.3  2.2.3 
7.3.1  7.4.1.1 

機電、

主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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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電腦 

Core i5-4570 (3.2-3.6 GHz/6M),CHIPSET 
B85,4G DDR3 1600*2(等含以上),1TB 
SATA3 HDDCRD/DVD SuperMulti,300W 
80PLUS(等含以上),含有線鍵盤滑鼠,三年保
固,標準版還原卡; 21.5 吋寬螢幕 LED 背光模
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含作業系統) 

12 組 25,000 300,000
提升教學品質
且可充分利用
實驗室空間 

土木
系(數
位設
計實
驗
室)(土
512)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6  
1.1.9 

規劃、 
主題一 

5 電動投影布幕 150 吋(含安裝)，電動式 8 呎×10 呎，側
掛同步馬達 2 台 15,000 30,000

護膚推拿芳療
相關課程、專
業科目多媒體
教學，業界師
資，邀請演
講。 

香妝學
程 
(彩妝
專業教
室/化
202、護
膚美容
芳療經
絡照護
專業教
室/化
208)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一 

6 單槍投影機 

投影型式： RGB TFT LCD*3 輸出亮度：
ANSI4000 流明(含)以上。解析度：標準：
XGA 1024 × 768(含)以上。投影尺寸(投射
距離)：25 至 300 英吋(0.64 m 至 13.77 
m)(含)以上。投影方式：前投、後投、懸
掛皆可適用。含防盜吊及安裝。 2 台 32,000 64,000

護膚推拿芳療
相關課程、專
業科目多媒體
教學，業界師
資，邀請演
講。 

香妝學
程(彩
妝專業
教室/
化
202、護
膚美容
芳療經
絡照護
專業教
室/化
208)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一 

7 真空精油萃取機

1.可濃縮體積：1000ml；2.垂直式雙重蛇
型冷凝管；3.冷卻面積：1200cm2；4.轉
速範圍：20 ~ 270rpm；5.溫控範圍： 室
溫至 150℃；6.加熱功率：1300W。 1 台 78,000 78,000

芳香療法、精
油調配、香草
種植相關課程

香妝
學程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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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低溫循環水槽 

1.溫度範圍：-20 ℃~100℃；2.容量：7 L；
3.內部尺寸：W150±15× D300±30× 
H160±16mm；4.微電腦觸控溫度控制；5.加
熱功率：1200W 1 台 42,000 42,000

芳香療法、精
油調配、香草
種植相關課程

香妝
學程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一 

9 單槍投影機 

投影型式： RGB TFT LCD*3 投影距離：
0.9~10.7M(含)以上輸出亮度：ANSI 3500 流
明(含)以上。解析度：標準：XGA 1024 × 
768(含)以上。投影尺寸：投影畫面最大尺吋
150 吋(含)以上。投影方式：前投、後投、懸
掛皆可適用。 

1 台 30,000 30,000 

相關課程名
稱：進階英文
閱讀與討論、
英文、日文文
章導讀 

應用
外語
系土
505

中長程計
畫：1.3  5.2 
具體作法：
1.3.1   5.2.1 
5.2.4.1 

商管、 
主題一 

10 單人床組 

(110-130)×(198-203)cm (含)以上，床體由上
床墊、下床墊、床腳與床輪組成。床架與床
墊分開，設床頭板(木製，正面蒙皮、包紡織
品或上漆)。床之高度以床輪固定於下床墊
後，整體高度約 50cm，床頭端依需要裝設床
輪，數量以方便拉動為原則。每組含衛生墊
1 條、毛毯 1 條、枕頭套 2 個、羽毛標準枕 2
個、羽毛軟枕 2 個、單人床單 2 條、床罩 2
條、床裙 2 條。 

4 組 32,000 128,000 

相關課程名
稱：餐飲服務管
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
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
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
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學
程(餐
旅服務
專業模
擬教
室)(行
407、行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9.6 具體作
法：1.3.4  
2.1.4.1  9.6.1 

商管、 
主題一 

11 雙人床組 

(180-203)x(198-203)cm (含)以上，床體由上床
墊、下床墊與床輪、床腳組成。床架與床墊
分開，設床頭板(木製，正面蒙皮、包紡織品
或上漆)。床之高度以床輪固定於下床墊後，
整體高度約 50 cm，床頭端依需要裝設床輪，
數量以方便拉動為原則。每組含衛生墊 1
條、雙人棉被套 2 條、雙人棉被 2 條、枕頭
套 2 個、羽毛標準枕 2 個、羽毛軟枕 2 個、
雙人床單 2 條、床罩 2 條、床裙 2 條。 

3 組 36,000 108,000 

相關課程名
稱：餐飲服務管
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
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
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
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
學程
(餐旅
服務
專業
模擬
教
室)(行
407、
行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9.6  
具體作法：
1.3.4  2.1.4.1 
9.6.1 

商管、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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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活動床組 

床架(105-130)×(198-203)cm (含)以上、床墊
(100-125)×(185-190)cm (含)以上或
(90-100)×(180-200)cm (含)以上，床架與床墊
分開，有床輪，可豎立推動收存，附床墊固
定帶。每組含衛生墊 1 條、毛毯 1 條、枕頭
套 2 個、羽毛標準枕 2 個、羽毛軟枕 2 個、
單人床單 1 條、床罩 1 條、床裙 1 條。 

3 組 27,000 81,000 

相關課程名
稱：餐飲服務管
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
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
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
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
學程
(餐旅
服務
專業
模擬
教
室)(行
407、
行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9.6 具體作
法：1.3.4  
2.1.4.1  9.6.1 

商管、 
主題一 

13 房務工作車 

(1)150±5×55±5 × 125±5cm (含)以上、(2) 為
四輪式推車，底邊四角裝設防撞輪或防撞裝
置；二輪固定另二輪可轉向，車輪應裝設煞
車裝置。(3)容積足夠裝載一名學員進行測試
所需備品。(4)一端須附垃圾袋，另一端須附
布巾收集袋，二者皆方便拆卸及收存。容積
需足夠容納測試時所替換之布巾及垃圾；所
附之袋應可方便拆洗。(5)垃圾袋及布巾袋須
加以標示。 

4 台 26,500 106,000 

相關課程名
稱：餐飲服務管
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
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
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
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學
程(餐
旅服務
專業模
擬教
室)(行
407、行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9.6 具體作
法：1.3.4  
2.1.4.1  9.6.1 

商管、 
主題一 

14 三層服務推車 101×51×96cm (含)以上、大型美規、含掛
桶 3 個、塑膠材質。 3 台 11,000 33,000 

相關課程名
稱：餐飲服務管
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
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
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
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學
程(餐
旅服務
專業模
擬教
室)(行
407、行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9.6 具體作
法：1.3.4  
2.1.4.1  9.6.1 

商管、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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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桌邊服務車 1120(L)×545(W)×860(H)cm (含)以上、木
頭框架及部份銅金屬材質。 2 台 22,500 45,000 

相關課程名
稱：餐飲服務管
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
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
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
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學
程(餐
旅服務
專業模
擬教
室)(行
407、行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9.6 具體作
法：1.3.4  
2.1.4.1  9.6.1 

商管、 
主題一 

16 無線網路控制器

單一機體最大可支援 300 台(含)以上同廠牌
之 Wireless AP/連線提供 LDAP 及 RADIUS 
外部認證伺服器整合認證功能/IPSec Tunnel
同時連線數量需達 8192 個(含)以上/硬體五
年保固 

1 組 1,950,000 1,950,000 
全校無線網路
使用者與設備
管理平台。 

全校

中長程計
劃：2.3  5.1 
5.2 具體作
法：2.3.1  
5.1.3  5.1.3.1 
5.1.3.2 5.2.2  
5.2.2.1  
5.2.2.2 

電算、

主題一 

17 擴音設備組 

含綜合擴大機、前置擴音喇叭(150W)*2,可調
頻式無線麥克風組、有線麥克風*1、投影機
及銀幕控制器、VGA 分配器、小型鐵製器材
櫃(W56*D56*H60)、(含系統整合,吊架,線材
及安裝測試) 

1 組 60,000 60,000 
全校大一國文
課人文情境體

驗 

通識
教育
中心
─人
文情
境教
室(教
204)

中長程計
劃：3.1  5.2 
具體作法：
3.1.2.1  
5.2.4.1 

通識 

18 個人電腦 

Corei7-4770(3.4-3.9GHz/8M) ,CHIPSET 
B85,4GDDR3 1600*1,500GB SATA3 
HDDCRD,DVD Super Multi,PEAK 350W,含
有線鍵盤滑鼠,三年保固；含液晶螢幕： 
21.5"(54.6cm) 16:9 寬螢幕，Full HD 
1920x1080,畫素點距 : 0.248mm,亮度 (最
大) : 250 cd/㎡，智慧對比調整技術 (ASCR) : 
10000000:1，可視角度 1700*1600,1W*2 立體
聲、訊號輸入:D-Sub,DVI-D0 

1 台 30,900 30,900 
全校大一國文
課人文情境體

驗 

通識
教育
中心
─人
文情
境教
室(教
204)

中長程計
劃：3.1  5.2 
具體作法：
3.1.2.1  
5.2.4.1 

通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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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液晶投影機 

投影型式： RGB TFT LCD*3 輸出亮度：
ANSI4000 流明(含)以上。解析度：標準：XGA 
1024 × 768(含)以上。投影尺寸(投射距離)：
25 至 300 英吋(0.64 m 至 13.77 m)(含)以上。
投影方式：前投、後投、懸掛皆可適用。含
防盜吊安裝 

1 台 32,000 32,000 
全校大一國文
課人文情境體

驗 

通識
教育
中心
─人
文情
境教
室(教
204)

中長程計
劃：3.1  5.2 
具體作法：
3.1.2.1  
5.2.4.1 

通識 

20 電動銀幕 150 吋蓆白 1 個 14,500 14,500 
全校大一國文
課人文情境體

驗 

通識
教育
中心
─人
文情
境教
室(教
204)

中長程計
劃：3.1  5.2 
具體作法：
3.1.2.1  
5.2.4.1 

通識 

21 個人電腦 

Corei7-4770(3.4-3.9GHz/8M) ,CHIPSET 
B85,4GDDR3 1600*1,500GB SATA3 
HDDCRD,DVD Super Multi,PEAK 350W,含
有線鍵盤滑鼠,三年保固；含液晶螢幕： 
21.5"(54.6cm) 16:9 寬螢幕，Full HD 
1920x1080,畫素點距 : 0.248mm,亮度 (最
大) : 250 cd/㎡，智慧對比調整技術 (ASCR) : 
10000000:1，可視角度 1700*1600,1W*2 立體
聲、訊號輸入:D-Sub,DVI-D0 

1 台 30,900 30,900 藝術與人生、
國文 

通識
教育
中心
─多
媒體
互動
教室
(土

408)

中長程計
劃：3.1  5.2 
具體作法：
3.1.2.1  
5.2.4.1 

通識 

22 動作資料庫 

(永久授權) 包含: 1. 3DXchange 5 Pipeline 
內容資料庫轉換工具授權版 2. 支援輸出成
BVH、FBX 等檔案格式之動作資料庫： ◎
General & Communication Motion (日常及溝
通動作資料庫) →內建 16 大類動作主題包，
可輸出至少 800 段以上動作檔案 

1 套    270,000 270,000 

製作 3D 動畫
所使用之動作
資瞭庫，增進
三地動畫製作
的效率 

資
201(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科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5.4 
具體作法：
1.4.1  1.4.2  
2.1.1.2  5.2.1 
5.2.4.1  5.4.2 
5.4.2.1 

資訊、

主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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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跨平台數位內容

開發引擎及國際

認證教學系統 

(永久授權)Unity 原廠國際認證教學系統一、
含系統光碟一套 二、含 USB 軟體鎖一只 
三、含原廠國際認證教學手冊(Unity Certified 
Tutorial)授權-授權人數：學生 100 人次 教
師：2 人次 

1 套 290000 290,000 
動畫遊戲設計
實驗室(資
201) 

資
201(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科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5.4 
具體作法：
1.4.1  1.4.2  
2.1.1.2  5.2.1  
5.2.4.1  5.4.2  
5.4.2.1 

資訊、

主題二 

24 
汽車感測實驗訓

練系統 

一、空氣流量計輸出電壓範圍:0.5V~4.5V。
二、進氣歧管絕對壓力感測器輸出電壓範
圍:1.2V~3.6V。三、節氣門位置感測器輸出
電壓範圍:0.5V~4.5V。四、水溫感測器輸出
電壓範圍:3.7V/10℃，3V/25℃，1.2V/65℃，
0.3V/110℃。五、噴油嘴電磁線圈阻抗:18Ω，
最大轉速 3600rpm。六、點火系統線圈阻抗:
單輸出線圈內阻 2Ω，雙輸出線圈內阻 1Ω。
七、TCC 電磁閥動作模式:在車速信號達到
40Km 以上及變速箱三檔信號 ON 時動作。
八、CCP電磁閥動作模式:在轉速≧1200，CTS
溫度≧65℃，節氣門信號輸出在 1.0~2.5V 時
控制閥動作。九、控制介面:採用 CAN BUS
控制介面。 

4 組 220,000 880,000 

1.課程名稱/
授課時數/授
課班級：先進
內燃機理論、
車輛電路故障
排除、汽車設
計、引擎測試
法。2.採購理
由：車輛組於
100 學年度成
立，目前日、
夜四技車輛組
實習課程所使
用增加實習設
備套數。 

機自
系-車
輛實
習實
驗室
(機
108)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1.2.2  1.2.6 
2.1.1.2  
2.1.2.3  
2.1.4.4  2.1.7 

機電、

主題三 

25 水流抽氣幫浦 
1.真空度 23℃27Pha；2.排 氣 量：15 L/min x 
2 支；3.馬達功率：100/150W；4.水 槽： 
PP10L；5.尺 寸：
360±36(W)x255±26(D)x390±39(H)(mm)。 

1 台 22,000 22,000
芳香療法、精
油調配、香草
種植相關課程

香妝
學程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26 精油萃取設備 

1.萃取瓶 1000mL x1 個, 2.磨砂直型聯接管 
x1 支, 3.萃取管 300mm x1 支, 4.球型冷凝管
300mm x1 支, 5.鐵架附台 140×200mm x 1
組, 6.加熱包附溫控 1000ml 可加熱至 450℃
x 1 台 

4 套 21,000 84,000 植物精油萃取
與純化 

妝品
系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27 
平板電腦充電及

管理行動推車 

可同時充電32台(含)以上平板電腦、適用 iOS
作業系統 9.7"之平板規格、通過 UL60950-1、
UL1667、FCC 測試及認證 

1 台 135,000 135,000 收納、充電與
管理 iPad 

建築系
(數位
建築實
驗室教
313) 

中長程計
畫:1.1  5.2
具體作法：
1.1.7  5.2.2  
5.2.2.2  
5.2.4.1

規劃、 
主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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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分光式色彩照度

計 

量測範圍：0.1 至 99,990Lx (色度：5Lx 或以
上),光譜量測範圍: 360nm~780nm,量測功
能:XYZ，X10Y10Z10，EvXY，EvU'V'，
Dominant wavelength，Excitation purity，
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EvTcp，⊿
U'V',Color difference:⊿XYZ，⊿EvXY，Rank 
display Color rendering index，Spectral 
graph，Peak wavelength，包含解析軟體*1，
USB 線*1 

1 台 175,000 175,000

量測 LED 與一
般光源之特
性，如光譜、
色溫、演色
性、照度等。

建築
系(光
環境
實驗
室綜
110)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作法：
1.1.7  1.1.8 

規劃、 
主題三 

29 
電池脈衝充放電

分析儀 

一.採用 3.7 吋及以上觸控螢幕設計，至少可
進行 4 項的試驗程序，且各單一試驗程序之
模式至少可設定為(1)定電壓(2)定電流(3)靜
置。進行其中一項之充電或是放電試驗時，
試驗程序之結束條件可依使用者要求以時間
或是電壓及電流上下限制值。二.輸出電壓與
電流波型至少應包括:直流、方形波、周期性
脈衝；周期性反向脈衝；非對稱性脈衝；非
對稱性反向脈衝。三.輸出電壓範圍至少涵蓋
±0.1V~±30V，電流範圍至少涵蓋
±0.01A~±3A，電壓、電流與時間量測之解析
度至少分別達到 0.01V、0.001A 及 0.001 秒，
最小正反相時間設定：0.001 秒。四.具有電
壓電流類比輸出供資料擷取與記錄用，並具
有過電壓保護、過電流保護以及溫度保護等
功能，當過載發生時由螢幕會隨及指示出警
報狀況。五.螢幕上至少能顯示以下數值：目
前所進行試驗程序之電壓、電流、時間及所
設定執行次數及已執行次數。 

4 台 70,000 280,000
電化學實習課
與電池實習課
所需之教學設
備 

綠色
能源
科技
系-綠
能電
池技
術實
驗室
(化
406) 

中長程計
畫：1.1  
1.1.12  

規劃、 
主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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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客房置衣櫃 120×60×175cm (含)以上，外貼富麗板，
內有西裝吊架、抽屜推拉式。 3 座 15,000 45,000 

相關課程名
稱：餐飲服務管
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
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
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
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學
程(餐
旅服務
專業模
擬教
室)(行
407、行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9.6 具體作
法：1.3.4  
2.1.4.1  9.6.1 

商管、 
主題一 

31 收納櫃 180×70×85cm(含)以上、上 3 抽屜、下層
板含門板、面貼富麗板。 3 座 13,500 40,500 

相關課程名
稱：餐飲服務管
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
理、服務業管
理、糾紛與危機
管理。        
相關證照：餐服
技術丙級、客房
服務乙級、餐飲
服務乙級。 

觀光學
程(餐
旅服務
專業模
擬教
室)(行
407、行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9.6  
具體作法：
1.3.4  2.1.4.1 
9.6.1 

商管、 
主題一 

32 多功能假病人 

1.身長約 158 公分,體重約 13 公斤(含男女性
生殖器)2.頭扣式設計可拆除及安裝 3.頸部有
氣切口,附有專用軟塞防污染 4.軀幹採上下半
身 2 段式設計 5.四肢為一體成型無接縫 6.可
拆卸式透明立體胃部(容量約 500cc)7.上下排
牙齒可拆卸 8.可做結腸造廔護理,灌洗及清潔
換藥 9.可選配更換男女生殖器 10.軟質肛門
口設計 11.內建褥瘡傷口,尺寸至少
3.5*2.8cm,不可拆卸 12.穿戴式上臂及大腿肌
肉注射模型可拆式 

1 組 145,000 145,000 

社會個案工
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
健康評估與促
進、銀髮族生
涯規劃、老人
生活輔具運
用、生死學、
銀髮族住宅規
劃之教學與實
習 

樂齡
商品
創新
與教
學教
室(教
409) 

中長程計
畫：1.3  2.1 
7.1  7.2   
7.3  7.4 具
體作法：1.3.4 
5.2.3 5.2.3.1  
5.2.3.2  
5.2.3.3  
5.2.3.4  7.4.1 
7.4.1.1  
7.4.1.2  
7.4.1.3  7.4.2 

商管、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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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六燈式成人全身

安妮模型 

1. 具板面燈式指示器 
2. 引發頸動脈用之壓脈球 
3. 胸外按壓深度至少為 4 至 5 公分 
4. 吹氣量至少為 500~600 毫升時，可見明顯之胸
部起伏 
5. 具全面可拆式橡膠臉皮及可拆式肺袋(含氣道)
6. 胸前具擬人之胸肋骨板 
7. 人工氣道組具單向閥及腹側排氣口 
8. 彈簧式設計胸外按壓功能 
9. 軀幹具插銷式設計可快速拆卸及組裝下半身 
10. 具 AHA 繁體中文版 CPR/D 程序圖解說明

1 組 85,000 85,000 

社會個案工
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
健康評估與促
進、銀髮族生
涯規劃、老人
生活輔具運
用、生死學、
銀髮族住宅規
劃之教學與實
習 

樂齡
商品
創新
與教
學教
室(教
409) 

中長程計
畫：1.3  2.1 
7.1  7.2   
7.3  7.4  
具體作法：
1.3.4   5.2.3 
5.2.3.1  
5.2.3.2  
5.2.3.3  
5.2.3.4  7.4.1 
7.4.1.1  
7.4.1.2  
7.4.1.3  7.4.2 

商管、 
主題三 

34 成人哽嗆模型 
合成樹脂材質,尺寸至少
73cm*39cm*20cm(±5%),胸皮上有胸肋骨,劍
突,正確操作哈姆立克法時可將口內異物排
出 

2 組 27,000 54,000 

社會個案工
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
健康評估與促
進、銀髮族生
涯規劃、老人
生活輔具運
用、生死學、
銀髮族住宅規
劃之教學與實
習 

樂齡
商品
創新
與教
學教
室(教
409) 

中長程計
畫：1.3  2.1 
7.1  7.2   
7.3  7.4 具
體作法：1.3.4 
5.2.3 5.2.3.1  
5.2.3.2  
5.2.3.3  
5.2.3.4  7.4.1 
7.4.1.1  
7.4.1.2  
7.4.1.3  7.4.2 

商管、 
主題三 

35 三搖桿病床 

1.病床尺寸至少 L2100*980mm(含護欄)(±5%)2.床
頭床尾板為 ABS 一體成型,採掛鉤設計附安全卡
鎖 
3.床面板四節式 ABS 一體成型,尺寸至少
1940*850mm((±5%),床面前後兩側具止滑擋板 
4.床身主樑為方形鋼管靜電粉體塗裝,邊附防撞飾
條,床邊六處可移動點滴架孔 
5.附搖桿組可調整床頭,床尾高低角度 
6.床墊至少 L190*W82*H10cm(±5%),床套材質為
尼龍+PU,床墊本體為泡棉材質,密度 30kg/m3 以
上 

2 組 25,900 51,800 

社會個案工
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
健康評估與促
進、銀髮族生
涯規劃、老人
生活輔具運
用、生死學、
銀髮族住宅規
劃之教學與實
習 

樂齡
商品
創新
與教
學教
室(教
409) 

中長程計
畫：1.3  2.1 
7.1  7.2   
7.3  7.4  
具體作法：
1.3.4   5.2.3 
5.2.3.1  
5.2.3.2  
5.2.3.3  
5.2.3.4  7.4.1 
7.4.1.1  
7.4.1.2  
7.4.1.3  7.4.2 

商管、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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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模擬高齡者體驗

裝置 

1.腳部固定物一組 2.腳部四格式加重物 2 個,長至少

40cm，寬至少 15cm3.膝蓋支撐物 2 件,長至少 90cm，

寬至少 35cm 4.拐杖一支,鋁製,五段式調整 5.手腕三格

式加重物 2 個,長至少 30cm，寬至少 15cm 內裝鐵質

加重物 6.肘部支撐物 2 件：長至少 74cm，寬至少 16cm,
彈性布料 7.背心一件 8.身體加重物四個,材質:鐵製金屬

加重物，外包布料 9.模擬老化眼鏡一付：A.鏡片設計

留置四方形較清楚視窗，具模擬視線窄化效果,B.材質:
軟質壓克力，鏡片具視窗模擬黃化效果 10.模擬駝背帶

1條,棉製白布手套一雙,半截式彈性手套,補強用魔術貼

布一條,小錢包一個,手提箱一個 11.體驗教學光碟 1 片

12.翻身擺位枕：附加項目含 L 型枕 1 個,尺寸至少

100*70*28cm;V 型枕 1 個,尺寸至少 70*70*28cm;小長

枕 1 個,尺寸至少 60*30cm;大長枕 1 個,尺寸至少

95*30cm;標準枕 1 個,尺寸至少 70*45cm;方型枕 1 個,
尺寸至少 40*40cm;嬰兒枕 1 個,尺寸至少 45*30cm 

1 組 81,000 81,000 

社會個案工
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
健康評估與促
進、銀髮族生
涯規劃、老人
生活輔具運
用、生死學、
銀髮族住宅規
劃之教學與實
習 

樂齡
商品
創新
與教
學教
室(教
409) 

中長程計
畫：1.3  2.1 
7.1  7.2   
7.3  7.4 具
體作法：1.3.4 
5.2.3 5.2.3.1  
5.2.3.2  
5.2.3.3  
5.2.3.4  7.4.1 
7.4.1.1  
7.4.1.2  
7.4.1.3  7.4.2 

商管、 
主題三 

37 輕量洗髮器 
充氣洗頭槽組：洗頭槽本體 1 個、防水單 1
件、脖子圍裙 1 件、靠枕 1 個、排水管 1 條、
手動打氣筒 1 個、洗劑專用瓶 2 個 

1 組 42,000 42,000 

社會個案工
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
健康評估與促
進、銀髮族生
涯規劃、老人
生活輔具運
用、生死學、
銀髮族住宅規
劃之教學與實
習 

樂齡
商品
創新
與教
學教
室(教
409) 

中長程計畫：1.3 
2.1  7.1  7.2   
7.3  7.4  
具體作法：1.3.4 
5.2.3 5.2.3.1  
5.2.3.2  5.2.3.3  
5.2.3.4  7.4.1  
7.4.1.1  7.4.1.2  
7.4.1.3  7.4.2 

商管、 
主題三 

38 展示櫃 木質附鎖,尺寸至少 90*45*180cm 2 組 28,000 56,000 

社會個案工
作、社會團體
工作、銀髮族
健康評估與促
進、銀髮族生
涯規劃、老人
生活輔具運
用、生死學、
銀髮族住宅規
劃之教學與實
習 

樂齡
商品
創新
與教
學教
室(教
409) 

中長程計畫：
1.3  2.1  7.1  
7.2   7.3  7.4 
具體作法：
1.3.4   5.2.3 
5.2.3.1  
5.2.3.2  
5.2.3.3  
5.2.3.4  7.4.1  
7.4.1.1  
7.4.1.2  
7.4.1.3  7.4.2

商管、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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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自行車維修工具

組 

輪毂調整扳手、活動扳手、L 型六角扳手、
打鏈器、圓型鋼絲扳手、頭管碗維修扳手、
電工剪刀、踏板維修扳手、BB 勾型扳手、飛
輪拆卸鏈條扳手、五通拆卸六角扳手、可調
針勾式扳手、拆胎扳手、區柄拔取器、五通
套筒、飛輪套筒、補胎盒等。 

2 組 20,000 40,000 

落實發展綠色
休閒產業課程
專業定位，結合
自行車理論與
實務，配合教學
卓越計畫之健
康體適能,辦理
各項戶外活動
及休閒活動指
導員證照檢定
(休閒遊憩概
論、自行車理論
與實務，戶外休
閒體驗教育) 

休運
系(鐵
馬驛
站)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法：
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40 教學用電腦 

Corei7-4770(3.4-3.9GHz/8M)(含以
上) ,CHIPSET B85,4GDDR3 1600*1,500GB 
SATA3 HDDCRD,DVD Super Multi,PEAK 
350W(含以上),含有線鍵盤滑鼠,三年保固/19
吋螢幕/防盜鎖/教學用電腦還原卡(變色龍-
還原卡)/頭戴式立體聲耳機麥克風 

 
61 套

 
24,750 1,509,750 

土 503 教室現
有設備過於老
舊，故障率
高，提升教室
特色，滿足電
腦課程所需之
授課環境 

土 503
教室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作法：
5.2.4  5.2.4.1 

電算、

主題一 

41 
高階繪圖電腦系

統 

1. 高階繪圖電腦及專業繪圖顯示卡處理器:Intel 
i7-4770 Haswell(3.4GHz 最高 3.9GHz)記憶體:8GB 
DDR3-1600MHz SDRAM 硬碟機: 1TB 7.2K rpm HDD
燒錄機: 高速 DVD-RW 電源供應器:400W Power 輸入

裝置:原廠鍵盤及光學滑鼠安全裝置:主機防盜鎖頭 3D 
專業級繪圖顯示卡 21.5" Full HD 液晶顯示器(含防刮

玻璃) (原廠三年保固)2. 可擦式壓感繪圖數位板.尺寸: 
6X9 含以 (原廠一年保固服務)感應筆工作區域（寬 x
深）：224 x 140 公釐實體尺寸（寬 x 深 x 高）：380 x 
251 x 12 公釐無線、免電池 感壓筆技術：有解析度：

每公釐 200 條線壓力感應級數：2,048 傾斜感應功能：

±60°快速鍵數目：8 個電容式按鍵多功能觸控環,無線

配件支援專用筆座、10 支替換筆尖、筆尖更換夾、彩

色辨識環內附軟體:Comic studio Pro 繁體中文入門

版,Win 

51 組 38,500 1,963,500 

發展多媒體互
動設計及
2D/3D 動畫設
計織專業實驗
室 

資
602(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傳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5.4 具體
作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5.4.2  5.4.2.1 

資訊、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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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引擎及診斷綜合

訓練系統 

一、  使用引擎為 2006 年以後各車廠國產車輛所搭配之引擎，

引擎排氣量至少 1550 CC 或以上，點火系統必須為噴射引擎

油門系統。二、 引擎性能要求：A.  怠速須調整到原廠手冊

規定值，且變動幅度不可超過±50rpm。B. 引擎整理後不可有

異音、異常震動、漏油、漏水及其他異常狀況。三、 訓練台

包含的主要組件：A. 每具訓練台應包含與引擎電腦所連接之

全部感測器及致動器。B. 含原車診斷接頭。C. 提供五組獨立

ECU 模擬訊號可供量測，量測項目包含冷卻水溫、引擎速度、

車速、含氧感應器壓及進氣流量，支援 SAE J1979 規格通訊。

四、 具安全裝置：電瓶線接頭必須採用大型鱷魚夾（＋紅色，

-黑色），置配有 1 公斤裝之乾粉滅火器，消音器、觸媒反應

器，須加裝護罩。五、 訓練台之要求：A.主體框架必須由 50mm
之方管製成，整體尺寸 135x85x130cm ±10%。方管壁厚為

1.6mm 或以上。具有二道以上之防鏽底漆，外漆則採用草綠

色之槌紋漆。B.須安裝四只膠輪，其中二只必須含有煞車固

定裝置，每只膠輪負荷規格為 100kg 以上。C.與引擎連接處，

必須附有吸震裝置。D.除安裝引擎必要組件外，必須附有歧

管真空錶、燃油壓力錶、原車儀錶板（引擎檢查燈、充電指

示燈、機油壓力警示燈、油錶、水溫錶、引擎轉速錶等均必

須作用正常）。上述組件必須固定於訓練台上。E.支架不能

妨礙到機油放油塞及冷卻水放水塞之拆卸。六、電腦訊號檢

測箱之規定：A. 檢測箱必須以噴漆塗裝。B. 引擎電腦上每

支接線腳均須並接 φ2mm 之母香蕉插頭量測端子，並清楚標

示端子編號。C. 必須具備下列故障模擬開關並標示清楚：空

氣流量計訊號、水溫訊號、進氣溫度訊號、TPS 訊號、引擎

轉速訊號、進氣壓力訊號、OBD II 轉 Dsub-9 連接器。 D. 檢
測箱旁必須裝置原車上所有的引擎診斷接頭，如原車廠專用

診斷接頭、OBDⅡ診斷接頭、油泵測試接頭、引擎轉速量測

接頭接頭等，且各接頭之功能均須正常。 提供轉接器將 ECU 
CANbus 訊號作接收及傳送使用。七、 油箱之需求：A. 採不

銹鋼銲接製成，不可有滲油之現象。B. 搭配浮筒總成，以配

合油錶，能正確指示油箱內油量。C. 油箱及油箱蓋採密閉

式，必須附有原車油箱油氣回收裝置，且功能正常。D. 油箱

應設計有一透明管，可以檢視油箱內的油量。八、 組件要求：

A. 電瓶規定為 12V 50AH 電瓶。B. 下列各項組件必須採用

新品：冷卻水、機油、火星塞、空氣濾芯、汽油濾清器、所

有附件傳動皮帶、消音器、油箱、水箱、副水箱、水箱蓋、

風扇及風扇馬達、檢測台架等。C. 引擎控制線束必須採用原

廠線束。 

2 組 230,000 460,000 

1.課程名稱/授
課時數/授課班
級：先進內燃機
理論/3/四技機
自三丙、四進機
自三乙;車輛電
路故障排除/3/
四技機自三
丙、四進機自三
乙;汽車設計
/3/四技機自四
甲、四乙、四
丙、四進機自四
乙;引擎測試法
/3/四技機自四
丙、四進機自四
乙。 

機自
系-車
輛實
習實
驗室
(機
108)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1.2.2  1.2.6 
2.1.1.2  
2.1.2.3  
2.1.4.4  2.1.7 

機電、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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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程控直流電源

供應器  

1.輸出額定：電壓 0~100V、電流 0~25A、功
率 600W 
2.Line Regulation：電壓 0.01%+6mV，電流
0.01%+5mA 
3.Load Regulation：電壓 0.01%+10mV，電流
0.01%+5mA 
4.輸出雜訊(0-20MHz)：電壓漣波(rms):10 
mV，電流漣波(rms): 10 mA 
5.暫態響應時間：3 mS 
6.過電壓、限電流及過溫度保護功能 
7.輸入電壓：95 ~ 250Vac 
8.控制介面：RS-232 及 USB  
9.LabView 控制驅動程式 
10.安規認證：具有 CE 認證 

11 台 69,300 762,300 

電力電子學與
實習/4 小時/四
技機三甲、四技
機三乙、四進機
四甲 
電力電子分析
與控制/3 小時/
電機所碩一甲 
電力電子應用
實務/3 小時/電
機所碩一甲 
能源轉換技術
/3 小時/電機所
碩二甲 

電機
系-電
力電
子實
驗室
(機
105)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1.2.2  2.1.1.2 
2.1.2.3  
2.1.4.4  2.1.7 
2.2.1.3  2.2.3 
7.3.1  7.4.1.1 

機電、

主題二 

44 
可編程直流電子

負載  

1.功率：300W；2.電流：0~60A；3.電壓：
0~80V4.定電流模式：0~60A，解析度 15mA5.
定電壓模式：0~80V，解析度 20mV6.定電阻
模式：(1)範圍：0.025Ω~100Ω (300W/16V)，
1.25Ω~5kΩ (300W/80V)(2)解析度：
10mS(300W/16V)，200μS(300W/80V)(3)準確
度：100Ω(0.1S+ 0.2%)，5kΩ(0.01S+ 0.1%)7.
定功率模式：0~300W，解析度 75mW8.動態
負載模擬(定電流模式)：(1)斜率：
0.01~2.5A/μs；(2)解析度：0.01A/μs9.控制介
面：RS-23210.須含：(1)APP020 
Plus(dsPIC30F4011 實驗版)；(2)MPLAB 
ICD3(In-Circuit Debugger - Microchip) 

11 台 58,175 639,925 

電力電子學與
實習/4 小時/四
技機三甲、四技
機三乙、四進機
四甲電力電子
分析與控制/3
小時/電機所碩
一甲電力電子
應用實務/3小
時/電機所碩一
甲能源轉換技
術/3 小時/電機
所碩二甲 

電機
系-電
力電
子實
驗室
(機
105)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1.2.2  2.1.1.2 
2.1.2.3  
2.1.4.4  2.1.7 
2.2.1.3  2.2.3 
7.3.1  7.4.1.1 

機電、

主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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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型虎鉗台 夾置範圍:六吋(含以上)虎鉗 8 台 12,000 96,000 

1.課程名稱/授
課時數/授課班
級：飛機系統/6
小時(上下)/四
電二甲；航電技
術/6 小時(上
下)/四電二
甲；飛機及航電
系統實習/3小
時(上下)/四電
二甲 2."新增設
備"採購理由：
夾具使用，以供
學生練習飛機
修護術科項目。

電子
工程
系--飛
機維
修實
驗室
(實
102)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為：1.2.2  
1.2.6  2.1.1.2 
2.1.2.3  
2.1.4.4  2.1.7 
2.2.1.3  2.2.3 
7.3.1  7.4.1.1 

機電、

主題一 

46 平板電腦 

iOS 作業系統、32G、Retina 顯示器，9.7 吋
(對角線) LED、64 位元架構的 A7(含以上) 
晶片與 M7 (含以上)動作感應協同處理器、
平板保護套，具摺疊、支架功能、含 Pages, 
Keynote, iVisit 3D 等 app 應用軟體 

15 台 18,500 277,500
電腦輔助建
築、室內設計
模擬與展示 

建築
系(數
位建
築實
驗室
教
313) 

中長程計
畫:1.1  5.2
具體作法：
1.1.7  5.2.2  
5.2.2.2  
5.2.4.1 

規劃、 
主題二 

47 全臉美白評估儀

1.電壓：100V ；2.主機：1400 萬畫素、全中
文介面；３.光源：白光、偏光、UV 光檢測
儀；４.分析報告可呈現：毛孔數量、皺紋深
度、淺層色素、深層斑點…等多種分析報告；
5.自動下次對位及歷史畫面比對。 

1 台 270,000 270,000 化妝品功能性
評估 

妝品
系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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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多晶太陽能發電

實驗模組 

1. 多晶太陽能板 3KWP ( 250W x 12 片 ) 2. 
交/直流配電箱(合併或分開皆可, 但需事先
聲明 )     含 温度計及日照度計及通訊模
組 (RS485 或 TCP/IP) 3.支架含配線安裝 4.
併網型逆變器 ;  (參考型録 ES4200)       
直流輸入 :            額定功率 : 4KV    
操作電壓範圍 :  120V~ 500 V            
最大追蹤電壓範圍 : 150V~450V 

1 組 260,000 260,000
1.光電實習 2.
做為太陽能乙
級檢定基礎教
學 

綠色
能源
科技
系-光
電技
術實
驗室
(化
501)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12

規劃、 
主題六 

49 
1 秒讀電子經緯

儀 
1 秒顯示，5 秒精度，天頂距式電子經緯
儀 3 台 123,880 371,640

提升教學品質
且可運用於學
生乙級工程測
量術科證照考
試 

綠環
境設
計學
位學
程(測
量實
習室)
(土
207)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6  
1.1.9 

規劃、 
主題一 

50 數位單眼相機 

2410 萬(含)以上有效像素、23.5 x 15.6mm(含)
以上 CMOS 感應器、自動對焦適用於 AF-S 
和 AF-I 鏡頭、1/4000-30 秒（以 1/3 或 1/2 
EV 為等級進行微調）、B 門、39 個(含)以
上對焦點、每秒拍攝幅數 5fps(含)以上、ISO 
100(含)以下-6400(含)以上、16G(含)以上記憶
卡、兩顆原廠電池、AF-S DX 18-55mm 
f/3.5-5.6G VR、腳架(150cm 含以上)、 
55-200mm f/4-5.6G IF-ED、閃光燈 GN 值 
28/92 (ISO 100, 米/英尺)、閃光覆蓋率
24-120mm、快門線、一機兩鏡相機包 

4 套 44,000 176,000 攝影課學生實
習使用 

文創
學程 

中長程計
畫:1.1  5.2
具體作法：
1.1.7  5.2.2  
5.2.2.2  
5.2.4.1 

規劃、 
主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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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工作鋸台 
鋸台 75cm x 150cm(含)以上，鋸片鋸片尺寸
外徑 190mm(含)以上，切溝機最大切削深
度:60mm(含)以上，最大輸出功率:1400W(含)
以上，轉速 6000 轉/分(含)以上 

1 台 14,500 14,500
擴充建築構法
與材料實驗室
設備，強化學
生實作能力。

文創
學程
(構法
與材
料應
用工
坊教
314) 

中長程計畫: 
1.1 具體作
法：1.1.4 
2.1.4.10 

規劃、 
主題三 

52 木工雕刻機 夾頭孔距 12cm(含)以上，最大切入深度
7cm(含)以上，1600W(含)以上 1 台 16,500 16,500

擴充建築構法
與材料實驗室
設備，強化學
生實作能力。

文創
學程
(構法
與材
料應
用工
坊教
314) 

中長程計畫: 
1.1 具體作
法：1.1.4 
2.1.4.10 

規劃、 
主題三 

53 
皮膚水份散失測

定探頭 

1. 測量時間：15 秒。 
2. 單位：指數值：0-20 
3. 長度：約 12±1 公分；4.探頭預熱裝置 (平
均耗電功率低於 20 瓦/小時, 可於室溫下 10 
分鐘內升溫至至少攝氏 40 度,熱電敏電阻具
恒溫控制,外表為 ABS 高耐性材質) 

1 台 99,000 99,000 化妝品功能性
評估 

妝品
系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54 
毛髮色澤測定探

頭 

1.光源：8 顆白色發光二極管 
2.測量表面：直徑 8±1 毫米 
3.照射範圍：直徑 17±1 毫米 
4.外形尺寸：13±長×2.4±0.1 直徑厘米 

1 台 120,000 120,000 化妝品功能性
評估 

妝品
系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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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智慧型太陽能儲

能系統 

1. ２00 AH  深循環電池  x 3    規格   
Cells Per Unit     :           6    
Voltage Per Unit :          12   Normal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   Capacity 
200Ah@10hr-rate to 1.75V per cell @25oC  
Max. Discharge Current 2000 A (5 sec)  
Internal Resistance   :   4 mΩ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Discharge: -20 ~60  
Charge: 0oC~50oC     Storage: 
-20oC~60oC2. 電池監控 : a. 電池電壓  b. 
充放電電流/功率  c, 電池温度  

1 組 65,000 65,000
1.儲能型太陽
發電系統實習
2.防災型太陽
發電系統實習

綠色
能源
科技
系-光
電技
術實
驗室
(化
501)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12

規劃、 
主題六 

56 強力拌合機 

容量：100L 
拌合量：30-60L 
轉速︰31.5 rpm 
馬力：3.7KW*4P*220V*60HZ 
內襯 9 ㎜鋼板（螺絲鎖附式、可拆換） 

1 台 247,998 247,998 
提升教學品質
且可運用於參
加國際競賽訓
練 

土木
系(材
料實
驗室)
(土
104)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6  
1.1.9 

規劃、 
主題一 

57 史密斯訓練機 

1.主體結構以鋼材製作，並採橢圓管型設
計，採雙重烤漆、防繡處理。2.附加包膠槓
片 150kg(含)以上。3.具橡膠防護墊，可保護
地板及機器，防止機器滑動。4.訓練肌群：
各主要肌群 5.平衡歸零裝置，10 個(含)以上
保險位置、安全滑桿，確保訓練安全。 

1 台 93,450 93,450 

為逐步充實本
校休閒運動之
設備及規模，
落實發展本系
之特色目標，
使本系健康促
進產業課程專
業定位更加明
確,結合體適
能訓練課程,
配合教學卓越
計畫之健康體
適能,辦理各
項健身指導員
證照檢定(體
適能指導法、
運動訓練學、)

休運
系(體
適能
中心)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
法：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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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交叉式多功能訓

練機 

1.主體結構以鋼材製作，並採圓管型設計，
採雙重烤漆、防繡處理。 
2.使用者重量限制：220KG(含)以上 
3.附有連結鋼索插銷不易遺失 
4.高度範圍調整功能 

1 台 152,250 152,250 

為逐步充實本
校休閒運動之
設備及規模，落
實發展本系之
特色目標，使本
系健康促進產
業課程專業定
位更加明確,結
合體適能訓練
課程,配合教學
卓越計畫之健
康體適能,辦理
各項健身指導
員證照檢定(體
適能指導法、運
動訓練學、) 

休運
系(體
適能
中心)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
法：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59 平底型救生艇 

橡膠艇：1.全長：320cm(含)以上 2.全寬：
150cm(含)以上 3.氣囊直徑：40cm(含)以上 4.
氣室：4 個包含龍骨(含)以上 5.布料：橡膠
1100 單尼 6.配備：划槳 2 支(含)以上、腳踏
打氣筒船外機：1.馬力：18HP(含)以上 2.啟
動方式：電動或手動 3.操縱方式：前/後皆可
操作 4.引擎(汽缸數)：2(含)以上 5.排氣量：
297cc(含)以上 

1 組 120,000 120,000 

為逐步充實本
校休閒運動之
設備及規模，落
實發展本系之
特色目標，配合
教育部發展水
域活動，使本系
水域課程專業
定位更加明

確，藉以充分發
揮設施之功

能，以嘉惠學校
師生。（水域休
閒活動、游泳運
動與指導）。

休運
系(水
域器
材存
放室)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
法：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60 網球發球機 
機身可上下調整發球高度，左右擺動配合球
速，高度可精確地練習長抽，高吊短截，上
旋、下旋及上網截擊。 

1 台 90,000 90,000 

為逐步充實本校
休閒運動之設備
及規模，落實發展
本系之特色目
標，配合教育部發
展體育活動，藉以
充分發揮設施之
功能，以嘉惠學校
師生。（休閒運動
指導、網球理論與
實務）。 

休運
系(體
育器
材存
放室)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
法：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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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自行車 

1.車架：鋁合金車架(台灣製，Giant、Merida
或同等級以上)2.車架尺寸：
26*14.5"/16"/18"，具多種尺寸選擇。3.前叉：
可鎖定避震前叉 4.速別：27S(含以上)5.前/後
夾器：V 夾 6.含安全帽(具安全認證)、杯架、
水壺、LED 前後燈、坐墊袋、簡易維修補胎
工具 

15 輛 12,000 180,000 

為逐步充實本校
休閒運動之設備
及規模，落實發展
本系之特色目
標，使本系綠色休
閒產業課程專業
定位更加明確,結
合自行車理論與
實務,配合教學卓
越計畫之健康體
適能,辦理各項戶
外活動及休閒活
動指導員證照檢
定(自行車理論與
指導,休閒運動指
導) 

休運
系(自
行車
存放
室)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
法：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62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7-3770 3.3GHz(含)以上、4GB*1 
DDR3 1600MHz(含)以上(支援雙通道)，可擴
充至 32GB、Intel Q77(含）以上，HDD，500 
GB Serial ATA (轉速為 7200rpm) (含)以上、
燒錄機、多功能讀卡機/直立式，含還原卡、
主機鎖。液晶螢幕：面板尺寸 : 21.5"(54.6cm) 
16:9 寬螢幕，Full HD 1920x1080,畫素點距 : 
0.248mm,亮度 (最大) : 250 cd/㎡，智慧對比
調整技術 (ASCR) : 10000000:1，可視角度
1700*1600,1W*2 立體聲、訊號輸
入:D-Sub,DVI-D0。 

2 組 30,000 60,000 

提供運動健康
促進與管理、
體適能指導
法、銀髮族休
閒運動規劃與
指導、運動訓
練學、攀岩理
論與實務、溯
溪理論與實務
等課程之室內
學科授課。 

休運
系(教
508，
鐵馬
驛站)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
法：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63 單槍投影機 

投影型式： RGB TFT LCD*3 投影距離：
0.9~10.7M(含)以上輸出亮度：ANSI 3500 流
明(含)以上。解析度：標準：XGA 1024 × 
768(含)以上。投影尺寸：投影畫面最大尺吋
150 吋(含)以上。投影方式：前投、後投、懸
掛皆可適用。 

1 台 30,000 30,000 

提供運動健康
促進與管理、
體適能指導
法、銀髮族休
閒運動規劃與
指導、運動訓
練學、攀岩理
論與實務、溯
溪理論與實務
等課程之室內
學科授課。 

休運
系(教
5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
法：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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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多媒體擴音設備

擴大機 1 台(150W+150W，有線麥克風 1 支)，
無線麥克風主機 1 組(含手握式麥克風 2 支)，
鐵製機櫃 1 台，喇叭 1 組(含弔架及安裝)，
VGA 訊號分享器，單槍及布幕整合控制器 

1 組 50,000 50,000 

提供運動健康
促進與管理、
體適能指導
法、銀髮族休
閒運動規劃與
指導、運動訓
練學、攀岩理
論與實務、溯
溪理論與實務
等課程之室內
學科授課。 

休運
系(教
5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5.2 具體作
法：1.3.4  
2.1.4  5.2.3.3 
5.2.4  5.2.4.1 
5.5.4  10.1.3 
10.1.3.4 

商管、 
主題四 

65 
門市服務丙級考

照中心玻璃座 

檢定用座／框：強化玻璃(厚度 8mm)、乳白
鋁框外徑(H159*114cm)、底座木心板台面貼
美耐板(米色 120*60*10cm)、底座須附滾輪並
兼具固定功能。 

4 座 22,000 88,000 
設置門市服務
丙級考照中心
所需 

行銷
系(門
市服
務丙
級考
照中
心:教
4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具體作法：
1.3.1  2.1.4.1 

商管、 
主題二 

66 監視監聽系統 
高解析彩色攝影機(含隱藏式收音麥克風)2
組、錄影音主機 2 套(Core i5-4570 (3.2-3.6 
GHz/6M),4G DDR3 1600*1,1TB SATA3 
HDDCRD)、影音截取卡 1 式。 

1 套 99,000 99,000 

學習行銷研究
焦點團體訪談
法所需 (消費
者行為、行銷
與流通研究、
人際關係與溝
通、專題研
究、實務專題)

行銷
系(行
銷研
究實
驗室:
教

103)

中長程計
畫:1.3  2.1
具體作法：
1.3.1  2.1.4.1 

商管、 
主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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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企劃書教學系統

‧提供企劃書案例，使用者瞭解企劃書樣板
設定‧提供各式企劃書類別之綱要片語及中
英文辭庫，使用者選入與修改 
‧提供各項綱要與次階綱要之各式不同文字
表格，或數值表格登錄，及各式圖檔 
 
‧老師與學生互動 
 1. 系統提供老師出課題作業，以供學生上
網、點閱、編撰各式企劃書 
 2. 老師可瞭解全班學生撰寫企劃書作業
概況，並施予作業評語及建議，以供學生上
網瞭解老師對企劃書作業評語  及建議 
‧WEB 版，不設限人數 
‧Client 端：適用 Win XP 且 IE 6.0 以上作業
系統 
‧提供完整系統光碟、操作手冊、授權書及
教育訓練 

1 套 350,000 350,000 

強化行銷企劃
能力所需 (零
售與門巿管
理、通路策略
與管理、商店
規劃與設計、
行銷與流通企
劃實務、企劃
實務能力檢
定、行銷與流
通技能) 

行銷
系(商
業經
營模
擬實
驗室:
教

308)

中長程計
畫:1.3  2.1
具體作法：
1.3.1  2.1.4.1 

商管、 
主題二 

68 
無線網路室內/
室外型基地台 

雙頻 2.4G/5G 同時開啟,dual-band (5 GHz 
and 2.4 GHz concurrent)  802.11n Wireless 
Access Point/五年保固/含支架 

8 組 17,850 142,800 全校無線網路
連線用 全校

中長程計
劃：2.3  5.1 
5.2 具體作
法：2.3.1  
5.1.3  5.1.3.1 
5.1.3.2 5.2.2  
5.2.2.1  
5.2.2.2 

電算、

主題二 

69 個人電腦 

Core i5-4570 (3.2-3.6 GHz/6M)(含)以
上,CHIPSET B85,4G DDR3 1600*1,500GB 
SATA3 HDD(含)以上 CRD/DVD 
SuperMulti,300W 80PLUS,含作業系統 
 21.5"(54.6cm) 16:9 寬螢幕，Full HD 
1920x1080,畫素點距 : 0.248mm,亮度 (最
大) : 250 cd/㎡，可視角度 1700*1600,1W*2
立體聲、訊號輸入:D-Sub,DVI-D0 

4 組 23,000 92,000 教學使用 

視
B02、
建

101、
視

106、
圖B05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
作法：5.2.4 
5.2.4.1 

規劃、 
主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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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單槍投影機 

投影型式： RGB TFT LCD*3 輸出亮度：
ANSI4000 流明(含)以上。解析度：標準：XGA 
1024 × 768(含)以上。投影尺寸(投射距離)：
25 至 300 英吋(0.64 m 至 13.77 m)(含)以上。
投影方式：前投、後投、懸掛皆可適用。(含
安裝) 

2 組 30,000 60,000 教學使用 
視

106、
視B02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
作法：5.2.4 
5.2.4.1 

電算、

主題三 

71 功率擴大機 
輸出功率：8 歐姆 1khz 300W(含)以上,失真
率：0.03%(含)以下,風扇強制散熱,具有經濟
部商品檢驗合格認證、電磁波檢驗合格(含可
調式無線麥克風) 

1 組 43,574 43,574 教學使用 機B06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
作法：5.2.4 
5.2.4.1 

電算、

主題三 

72 
可調式頻率無線

麥克風組 

雙頻道,CPU 控制自動選訊接收，UHF 
620~934MHz,接收天線後置分離式設計,振盪
模式 PLL 相位鎖定頻率合成,靜音控制模式
『音碼及雜訊鎖定』雙重靜音控制 

1 組 15,000 15,000 教學使用 視 106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
作法：5.2.4 
5.2.4.1 

電算、

主題三 

73 
手提式無線擴音

機 

100W，內建 100~240V AC 交換式電源及充
電供應器，具有 Auto Scan 及 ACT 自動頻道
搜尋同步鎖定功能(含有線及無線麥克風各
2) 

1 組 30,000 30,000 教學使用 建 101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
作法：5.2.4 
5.2.4.1 

電算、

主題三 

74 電動布幕 150 吋蓆白(含安裝) 1 組 12,000 12,000 教學使用 視B02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
作法：5.2.4 
5.2.4.1 

電算、

主題三 



240 

 

75 單槍投影機 

1. 投影方式：RGB 三片 TFT LCD 同時聚合
呈像投影 
2. 液晶板-尺寸：三片 0.79 吋 TFT LCD with 
MLA 
3. 投影亮度-亮度(Light Output)：7000 流明
4. 液晶板-畫素數：786,432dots (1024x768) x3
5. 解析度-標準解析度：XGA 1024x768 
6. 解析度-HDTV 相容性：480i~1080P 
7. 投影畫面尺寸：50~300 吋 
8. 投射方式：前投、後投、懸掛皆可適用 

2 組 207,500 415,000 教學使用 圖資 8
樓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
作法：5.2.4 
5.2.4.1 

電算、

主題三 

76 
全功能攝影機及

攝影機控制鍵盤

一、全功能攝影機 
1. CCD 感應晶片： 1/4 SONY CCD 
2. 水平解析度： 650 條以上 
3. 最低照度：0.005 LUX（黑/白） 
4. 鏡頭：36 倍 f=3.4 mm ~ 122.4 mm 
5. 數位放大： 12 倍 
二、攝影機控制鍵盤 
1. 具 RS-485 、RS-232 介面 
2. PTZ 搖捍控制：3 軸 
3. 最多控制 255 個快速球或 16 台 DVR 
4. 可透過 RS-232 埠口升級 
5. 支援 Pelco D、Pelco P 和 DSCP 協議 

2 組 51,000 102,000 教學使用 圖資 8
樓 

中長程計
劃：5.2 具體
作法：5.2.4 
5.2.4.1 

電算、

主題三 

77 教學廣播系統 
智慧教學錄影廣播系統（51U），具螢幕廣
播、視窗廣播、隨教即錄、錄影播放、全體
肅靜、示範轉播、影像直播、學生點名功能

1 組 60,000 60,000 控制教學錄影
廣播 

資
602(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傳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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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雲端電腦管理系

統 

雲端電腦管理系統 
一.服務器規格及管理功能: 
1.系統內部提供 DHCP 服務、AD 網域支援、遠
端控制(喚醒及關機)、流量限制管理及 IP 設定(固
定或虛擬)之網管功能。 
2.系統支援遠端連線操作功能 ，畫面及操作不延
遲，並同步執行服務器所有功能。 
3.服務器單一映像檔支援多重主機板及多重開機
作業系統，無需管控過多的映像檔，以利管理者
快速維護、備份及復原。 
4. 系統支援多重主機板同步網路派送硬碟快取
映像檔資料，無需分機分批派送，節省管理者佈
建與更新的時間。 
5.系統應用環境以樹狀節點管理，每節點各自獨
立、且具環境繼承的功能，每節點須提供系統共
享、快照功能，節點繼承數無限制。 
二.終端電腦規格及管理功能: 
1. 終端電腦因應教學環境不同提供單一、多位或
全部設定多重應用環境(開機點)的選單模式與無
選單預設執行環境。 
2.終端電腦可跨不同網段及網際網路支援認證開
機。 
3.終端電腦離線使用提供天數限制 
4.終端電腦本地快取硬碟支援加密功能 
5. 終端電腦支援多重開機模式。 
6.提供映像檔整理工具、多重網卡整合軟體 

1 套 125,000 125,000 
管理電腦教
室，預防中毒
快速還原 

資
602(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傳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三 

79 3D 軟體 

(永久授權)1.Autodesk Education Suite for 
Entertainment Creation 2013AECS 教育版六
合一組合包含 Max, Maya, 
Softimage,MotionBuilder, Mudbox, 
SketchBook pro 2. Zbrush 4R4  3. Iclone 

1 套 90,000 90,000 
針對角色、場
景的元件繪製
教學使用 

資
602(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傳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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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網路儲存伺服器

2Bay 網路儲存伺服器  1. 支援 USB 3.0 超
高速傳輸 
2. 檔案儲存、分享、備份及災難復原 3. 內
建 WiFi 無線網路支援功能 4. 如同 
Dropbox 一樣的檔案同步功能 

2 組 15,000 30,000 

透過網路儲存
伺服器，提供
影音動畫儲存
空間，並將動
作資料庫備份
使用 

資
602(學
院共
同實
驗室)-
資傳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三 

81 
PHP快速開發軟

體企業版 

1.執行環境支援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2008, Windows Vista, Windows 
2003 or Windows XP.Supported databases:2. 
可選擇 template3. 支援資料庫：MySQL 4.x, 
MySQL 5.x/Microsoft SQL 
Server/PostgreSQL/Oracle/Microsoft Access 
(Windows-based Web server 
only)/DB2/Informix/SQLite/Any 
ODBC-enabled database4. 可設定 Data 
Source Tables5. 可 Edit SQL query6. 依選擇
到的 query，設定產生頁面(List/Edit/Inline 
Edit/Add new/Delete/View/Export page/PDF 
View)7. 可設定各個頁面的顯示欄位 8. 可設
定 Project settings，產生不同語系的頁面及
code page9. 設定 Security 可產生權限管理
頁面 10. 具 Style Editor 可調整版型 11. 具
Visual Editor 可客製作畫面 12. 提供 Event 
程式碼撰寫功能 13. 支援 FTP 直接上傳程
式到網站伺服器 

1 套 23,000 23,000 
製商整合視覺
化 APP 技術開
發教學環境建
置 

資訊
管理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一 

82 
iOS 系統平台設

備及軟體開發設

備 

iMac OX (Snow Leopard) iOS 作業系統、27 
吋：3.2GHz, 3.2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5 , 
Turbo Boost 可達 3.6GHz ,8GB (兩條 4GB) 
記憶體, 1TB 硬碟 配備 1GB 視訊記憶體的
NVIDIA, GeForce GT 755M 

4 台 60,000 240,000
製商整合視覺
化 APP 技術開
發教學環境建
置 

資訊
管理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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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DIY 飛機教學套

件 

1.主飛行控制板：至少需具備四軸飛行器與
定翼飛機兩種飛行控制功能模式。2.飛行感
測器模組：內建或是直接板上外插方式，至
少需包含陀螺儀、氣壓計、磁針計、加速度
計四種偵測裝置，需搭配連接至主飛行控制
板之連接線/組。3.GPS 模組：需搭配連接至
主飛行控制板之連接線/組。4.藍芽模組：需
可藉由軟體進行 PID 控制調整功能，需搭配
連接至主飛行控制板之連接線/組。5.無線傳
輸模組：頻率 2.4GHz（含）以上，需搭配連
接至主飛行控制板之連接線/組。6.需協助安
裝與測試能搭配飛控版之控制飛控軟體、訊
號傳輸介面軟體及地面站軟體，並能能顯示
飛機基本標準儀表，並提供安裝軟體光碟
片。以上模組需可整合搭配至飛控板。 

4 套 15,000 60,000 

1.課程名稱/
授課時數/授
課班級：飛機
系統/6 小時
(上下)/四電
二甲；航電技
術/6 小時(上
下)/四電二
甲；飛機及航
電系統實習/3
小時(上下)/
四電二甲 2."
新增設備"採
購理由：配備
各式感測器與
傳輸元件，可
供感測與遙測
使用 

電子
工程
系--飛
機維
修實
驗室
(實
102)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為：1.2.2  
1.2.6  2.1.1.2 
2.1.2.3  
2.1.4.4  2.1.7 
2.2.1.3  2.2.3 
7.3.1  7.4.1.1 

機電、

主題一 

84 
通訊元件製作實

習模組 

本模組規格:1. IC 元件標籤雕刻機 1 台:功
率:40W (含以上)，可操作範圍:23cm×20cm 
(含以上)，步進馬達驅動轉軸，精度
0.0254mm/1000dpi (含以上)，具有排風及冷
卻裝置，備操作軟體，工作電源：220V 2. 光
敏機 2 台:具雙管光源，曝光尺寸:10*8CM(含
以上)，曝光電壓範圍可調從 160V至 320V(含
以上)，工作電源：220V 3. IC 編碼掃瞄儀 2
台:接收的資料可顯示：IC 型號、脈波、密
碼、工作碼，偵測頻率：200~500Mhz(含以
上)，支援正相碼，全頻掃描 4. IC 拷貝機 2
台：需可單機操作不必外加 PC (電腦)，可做
頻率偵測，調整及測試，可偵測內碼包括 ( IC 
編號、控制碼、工作碼、正負相 )，可自行
選擇 IC 編號及編輯控制碼、工作碼、正負
相。 

1 套 400,000 400,000 

1.課程名稱/
授課時數/授
課班級：電路
學/3 小時/四
電二甲、二
乙、二丙；感
測器應用/3小
時/四電二
甲、二乙、二
丙；訊號與系
統/3 小時/四
電二甲、二
乙、二丙。2."
新增設備"採
購理由：完成
遠端控制機器
人之程式編輯
器 

原光
電工
程系--
應用
光電
實驗
室(視
407)增
加設
備擴
建成
為電
子系
先進
微控
制實
驗室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為：1.2.2  
1.2.6  2.1.1.2 
2.1.2.3  
2.1.4.4  2.1.7 
2.2.1.3  2.2.3 
7.3.1  7.4.1.1 

機電、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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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基礎電路實驗模

組 

實習模組規格： 1. 歐姆定律實驗模組：電
源：直流電壓表(0~15V)和直流安培表
(0~1.5A)，具有外部直流電源(0~10V)輸入
端，3 組(含以上)10Ω電阻 2. 電壓表實驗模
組：2 組(含以上)直流電壓表(0~5V)，具有外
部直流 (0~5V)和(0~50V) 電源輸入端，至少
提供五組(含以上)不同電阻值 3. 安培表實驗
模組：至少提供 2 組(含以上)不同直流安培表
4. 歐姆表實驗模組：至少提供 2 組(含以上)
不同歐姆表 5. 電感電容共振電路實驗模
組：至少提供 12 組(含以上)不同電阻/電容/
電感 6. 電感器和感抗實驗模組：至少提供
12 組(含以上)不同電阻/電感 7. 電容器和容
抗實驗模組：至少提供 12 組(含以上)不同電
阻/電容 8. 變壓器與電壓轉換實驗模組：可
提供外接交流電源輸入端。9. 克希荷夫定律
實驗模組：至少提供 4 組(含以上)外部直流電
源輸入端、6 組(含以上)不同電阻進行克希荷
夫定律量測實驗。10. 電阻電橋實驗模組：
至少提供 4 組(含以上)可變電組 11. 三相變
壓器實驗模組：可提供外接交流電源輸入
端。12. 繼電器與閉鎖電路實驗模組：至少
提供 2 組(含以上)外部直流(12V)電源輸入端
和至少提供 1組(含以上)10A輸出繼電器。13. 
單相半波整流電路與全波整流電路實驗模
組：可提供外接交流電源輸入端，至少提供
3 組(含以上)電容 14.電動式產生/手動電感調
整/交流發電機實驗模組：至少提供 4 組(含以
上)組 DC 12V 直流馬達、2 組(含以上)組外部
直流 (0~12V)電源輸入端、2 組(含以上)組訊
號產生器輸入端、4 組(含以上)組示波器量測
端 

1 套 211,000 211,000 

1.課程名稱/
授課時數/授
課班級：電子
實習/3 小時/
四電二甲、二
乙、二丙 2."
新增設備"採
購理由：電子
實習課程，電
子電路基礎實
習模組 

電子
工程
系--電
子實
驗室
(視
304) 

中長程計
畫:1.2  2.1  
2.2  7.3  7.4
具體作法
為：1.2.2  
1.2.6  2.1.1.2 
2.1.2.3  
2.1.4.4  2.1.7 
2.2.1.3  2.2.3 
7.3.1  7.4.1.1 

機電、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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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中階數位單眼相

機 

2410 萬(含)以上有效像素、23.5 x 15.6mm(含)
以上 CMOS 感應器、自動對焦適用於 AF-S 
和 AF-I 鏡頭、1/8000-30 秒（以 1/3 或 1/2 
EV 為等級進行微調）、B 門、51 個(含)以
上對焦點、每秒拍攝幅數 6fps(含)以上、ISO 
100(含)以下 – 6400(含)以上、可支援離機閃
燈模式、32G(含)以上記憶卡、兩顆原廠電
池、AF-S DX 18-55mm f/3.5-5.6G VR、腳架
(150cm 含以上)、55-200mm f/4-5.6G IF-ED、
閃光燈 GN 值 34/111.5 (ISO 100, 米/英尺)、
閃光覆蓋率 12-200mm(DX)、快門線、一機
兩鏡相機包 

5 套 64,500 322,500 攝影課學生實
習使用 

文創
學程
(請寫
實驗
室與
編號)

中長程計
畫:1.1  5.2
具體作法：
1.1.7  5.2.2  
5.2.2.2  
5.2.4.1 

規劃、 
主題二 

87 
機械式數位攪拌

機 

1. 轉速範圍：72...600 rpm 
@60Hz 288...2400 rpm 
2. 攪拌能力：20L H2O,含山型 5 公分攪拌棒
3. 黏度範圍：10,000 cP 
4. 最大扭力：150 Ncm 
5. 鑽夾尺寸：0.5...10mm 
6. 最高扭力 150 Ncm、黏度範圍 10,000 cP 
7. LED 數位顯示轉速，可精確控制設定 
8. 2 段轉速設定，適合各種攪拌工作 
9. 攪拌棒長度可任意調整，操作方便 

7 台 15,000 105,000 化妝品調製與
實習 

妝品
系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88 攪拌機 
1.攪拌桶容量：約 20 公升；2.麵糰承載量：
約 3 公斤；3.馬力：1∮220V，1/2 HP；4.轉
速：110／225／475 

3 台 24,000 72,0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商管、 
主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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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烤箱 

外型尺寸：840×1130×1450mm (含)以上。型
式：二層二盤+5 盤型不銹鋼置爐架。每層烤
盤數：1 盤。適用溫度：0-300 攝氏度。
3PH/220V/380V-11.5KW 以上。爐外板：前
面 SUS304mm(含)以上厚不銹鋼製。爐外
板：前面 SUS304mm(含)以上厚不銹鋼製。
爐內板：防銹特製鋼板。爐體：組合式結構。
進口高密度 800℃ 高溫保溫棉。上下火溫度
控制，薄膜觸控數字液晶顯示。數字液晶設
定型溫度調節器(上 下溫度獨立控制)、高精
密度 1.0℃ 溫度調節器。電熱組：特殊電熱
線，配合耐熱震磁礙絕緣。不銹鋼把手，鑄
造式爈門座，双面全玻璃平面式爐門。爐門
視窗：採用大型全玻璃，空氣断熱，玻璃面
積 500x250mm(含)以上, 活動輪。採用上火
沖孔鋼板。每台烤箱均須附鐵氟龍 4 個。 

6 台 75,000 450,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90 攪拌機 

※外型尺寸：430x530x830mm (含)以上。攪
拌速度：三段式，125/282/524r/min。電源：
單相 220V(含 2 個 ON/OFF 獨立開關，自動
復歸電流過戴保護開關)3/4HP，直立式，安
全網。 馬力：3/4HP。附 10 公升、20 公升
攪拌缸各 1 只。配件：附大、小（鉤狀、網
狀、槳狀）攪拌器各 1 個。               

12 台 40,000 480,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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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麵食工作台 

外型尺寸：180×90×85cm (含)以上。檯面採
用 SUS304#2.0mm 不銹鋼板。檯面補強採用
SUS304#1.2mm U 型不銹鋼板。櫥身圍板採
用 SUS304#1.0mm 不銹鋼板。腳架使用 ∮
1-1/2" 不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裝
置。檯面週邊除承接處與後牆外均採圓角磨
光處理。台面 1/3 採用大理石。台面週邊除
承接處與後牆外均採圓角磨光處理。含各台
兩只防水插座及 110V/220V 電力銜接。含下
層板/下棚架。 

12 台 25,000 300,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92 旋風烤箱 
780×1253×1600，含蒸汽，重量 136(kg)，功
率 9.5(kw)，电壓三相。烤箱須附鐵氟龍烤盤
5 個、波浪烤盤 5 個。 

1 台 80,000 80,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93 發酵櫃 

溫度採空氣乾燒式(電熱管加熱)，溫度範圍：
常溫以上~60℃以下。※溼度採離心加濕(常
態水分子)，溼度範圍：常濕以上~100%以
下。溼度控制採用原裝口毛髮式控制開關，
能精準掌握溼度。內部採送風循環系統，使
內部溫、濕度分佈均勻。控制系統位於上方，
以防潰洗箱體時淋濕線路導致漏電造成危
險。含過濾系統裝置。 

2 台 150,000 300,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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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製冰機 
外型尺寸：200 磅 。日產量：220 磅以上。
電力規格：1Φ110V/60HZ。每日製冰量：251
磅(含)以上。。主機冷卻方式：氣/水冷式。
含生飲水系統。 

1 台 80,000 80,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 
 
相關證照：烘
培食品乙丙
級、中式麵食
乙丙級等證照
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作法：
1.3.4  

商管、 
主題六 

95 飲水機 

RO，冰溫熱飲水機。外型尺寸：寬 435x 深
460x 高 1325mm (含)以上。電壓：110V 或
220V。容量熱水：21 公升(含)以上，溫水 7.8
公升(含)以上，冰水 3.9 公升(含)以上。出水
量：熱水 11.5 公升/小時，冰水 6 公升/小時。
消耗電功率：熱水 1100W，冰水 245W。 

1 台 30,000 30,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96 清洗型集渣槽 
外型尺寸：60*60CM (含)以上。主體使用 SUS 
304 1.5mm(含)以上厚不鏽鋼板。提籠以孔板
製作。含沖洗噴頭一只。配合不銹鋼水溝施
作並焊接完成。 

1 座 35,000 35,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 
相關證照：烘
培食品乙丙
級、中式麵食
乙丙級等證照
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作法：
1.3.4  

商管、 
主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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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iOS 迷你伺服

器系統平台設備

及軟體開發設備

iMac mini with OS X Server, iOS 作業系統、
2.5GHz 雙核心 Intel Core i5 (Turbo Boost 
可達 3.1GHz)，配備 3MB L3 快取, 500GB 
(5400-rpm) 硬碟,4GB (兩條 2GB) 1600MHz 
DDR3 記憶體,•VGA 輸出，使用 Mini 
DisplayPort 對 VGA 轉接器 , with Apple 
滑鼠, Apple 鍵盤含數字鍵盤 

16 部 24,000 384,000 
製商整合視覺
化 APP 技術開
發教學環境建
置 

資訊
管理
系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一 

98 可調阻尼滑軌組 120cm （K5），含 Manfrotto 油壓雲台
（701HDV) 1 組 28,000 28,000 

學生畢製專題
影視組拍片
時，能展現專
業的攝影技
術。 

虛擬
攝影
棚    
資 405 
資 406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三 

99 
單眼相機專業錄

影設備 

( 含 24~105 mm 鏡頭 )、單眼相機專用電池
×2、單眼相機專用記憶卡×2（32G，Class 10
以上之 SDHC 卡）、專業型線性 PCM 錄音
機（zoom H4n）、7 吋專業級監視機、折疊
支撐架 

1 套    180,000 180,000 

讓學生有機會
學習 FULL HD 
的攝影技術，
並配合高階數
位相機的錄音
設備，讓影片
品質更完美。

虛擬
攝影
棚    
資 405 
資 406

中長程計
畫:1.4  2.1  
5.2 具體作
法：1.4.1  
1.4.2  2.1.1.2 
5.2.1  5.2.4.1 

資訊、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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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功能綠能電池

檢測分析儀 

(1)0-6V 檢測範圍(準確度±1%) ，解析度

0.001V;6-10A 檢測範圍 (準確度±1%)，解析

度 0.001V(2) 10-60A 檢測範圍 (準確度

±1%)，解析度 0.01V;充電式鋰電池 
3400mAh；DC 15V/1~3A AC 變壓器(3)曲線

最大功率的工作點量測;自動掃瞄或單點測

試及資料自動記錄功能(4)移動指標可顯示

I-V特性曲線每一點的特性值;至少 99筆紀錄

曲線量測最大功率(Pmax)/最大電壓 
(Vmaxp)/最大電流(Imaxp)及開路電壓

(Vopen)與短路電流(Ishort)(5)標準光源電池

轉換效率 η(％) 與填充因子(FF)值(6)操作環

境：0℃ ~ 60℃,85%RH; 系統內資料以 USB
網路傳給外部監控電腦，以及資料輸出可轉

換成 Excel、Text 等資料格式，圖形輸出可轉

換成 Bitmap 格式。 

5 台 65,000 325,000

綠能系三年級
(上)實驗課一
學期 54 個小
時並支援學生
實作需求及發
展綠色能源特
色實驗室用 

綠色
能源
科技
系-綠
能電
池技
術實
驗室
(化
406)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12

規劃、 
主題七 

101 個人電腦 
Core i5-4570 (3.2-3.6 GHz/6M),CHIPSET 
B85,4G DDR3 1600*1,1TB SATA3 
HDDCRD/DVD SuperMulti,300W 80PLUS,含
有線鍵盤滑鼠,三年保固 

1 組 25,000 25,000

更新回彈模數
試驗儀之主
機，以提升教
學品質且可充
分利用實驗室
空間，另瀝青
試驗地須更新

土木
系(路
工技
術實
驗室)
(土
307)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6  
1.1.9 

規劃、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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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軟體教學廣播系

統 

1.50 人授權、2.錄播教學、3.音頻多播、4.螢
幕廣播、5.臨時動態分組、6.多班合班上課、
7.管理設定、8.視窗廣播、9.螢幕監看、10.
網路過濾、11.電子教鞭、12.螢幕轉播、13.
班級模型、14.電子舉手、15.遠端輔導、16.
作業管理、17.檔案派送、18.語音廣播、19.
語音對講、20.網際影院、21.黑屏肅靜、22.
課件點播、23.遠端命令、24.連線討論、25.
電子表決、26.電子搶答、27.網路畫板、28.
檔案管理、29.學生演示、30.電子郵件、31.
視頻監視、32.視頻直播、33.系統設置、34.
遠端配置、35.其他操作功能 

1 套 50,000 50,000

提升教學品質
及效果，且可
立即錄製教學
內容有利製作
數位教材。 

土木
系(工
程多
媒體
教
室)(土
308)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6  
1.1.9 

規劃、 
主題一 

103 車轍輪機標準輪
廠牌：英國 COOPER CRT-WTEN1 輪子尺
寸：寬 5cm，內鋼直徑 18cm，外膠輪直徑
20cm, 原廠副廠均可 

1 組 28,000 28,000
更新老舊輪子
以提升教學品
質且可充分利
用實驗室空間

土木
系(瀝
青實
驗室)
(土
103)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一 

104 烤箱 
1.桌上型半盤烤箱，上下火分開可獨立調
整；2.額定電壓：110V／60 Hz；3.消耗功率：
1400 W 

5 台 12,000 60,0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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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烤箱 
1.落地型，雙門兩盤；2.尺寸外徑：
1120×705×1560 mm ± 3%；3.爐內徑：
760×520×200 mm ± 3%；4.電力：3∮220V、
8 KW 

1 台 80,000 80,0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106 瀝青自動夯打機

夯壓底座：以橡木、黃松或其他木材製成，
此等木材其乾單位重，需有 673~769 公斤/
立方公尺。此頂底座包括有木柱，其段面積
最小為 14 公分×14 公分，上覆以 2.5 公分厚
之鋼板，置於堅實地面上。 
夯壓鐵模：包括底盤一個，圓柱型鐵模多個
及套圈多個。鐵模之內徑為 10.2 公分(4 吋)，
高約 7.6 公分(3 吋)，此三部分可自由接合。
夯壓垂：夯壓垂之底為直徑 9.8 公分(3 7/8 吋)
之圓鈑形，其上設計重 4.54 公斤(10 磅)之
垂，可在握把上自由升降，垂之落距高度為
45.7 公分(18 吋)。 
鐵模固定器：設有彈簧之扳手，可將鐵模固
定於夯壓底座上。 

1 組 73,000 73,000

更新老舊試驗
儀之壓力環以
提升教學品質
且可充分利用
實驗室空間 

土木
系(瀝
青實
驗室)
(土
103)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6  
1.1.9 

規劃、 
主題一 

107 螺旋攪拌機 
容量：麵粉 12.5kg(含)以上；麵團 25kg(含)
以上。功率：攪拌鉤 2.2kw。重量：135kg。
尺寸：宽 550×深 830×高 1050mm(含)以上。
電壓：三相。 

1 台 75,000 75,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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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公用工作台櫃 

外型尺寸：150×75×85cm ±5% (含)以上。台

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不鏽鋼板製作，下

加 U 型板補強。連桿補強使用∮1"不鏽鋼

管。車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不鏽鋼板。

附∮5"活動輪四只。把手使用∮1"不鏽鋼

管。附扣環鎖。腳架使用∮1-1/2"不鏽鋼管，

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裝置。含雙層上架 1
座：150×35×50/80cm(含)以上。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不鏽鋼板，下加 U 型板補強。

支撐架使用∮1-1/2" 不鏽鋼管。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不鏽鋼板，下加 U 型板補

強。支撐架使用∮1-1/2"不鏽鋼管。製作於設

備上需穩固不搖晃。含不銹鋼麵粉桶車 3
台：70×45×70cm(含)以上。車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不鏽鋼板製作。把手使用∮1"不鏽

鋼管。附∮5"活動輪四只。附扣環鎖。 

1 台 37,000 37,0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109 活動工作台 外型尺寸：180×60×80cm(含)以上。附耐
重輪子，可剎車。材質：不銹鋼。 2 台 13,250 26,500 

相關課程：餐
飲服務管理、
飲食文化、餐
飲連鎖經營、
咖啡館經營管
理、餐飲安全
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
乙丙級、中式
麵食乙丙級等
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254 

 

110 四門冷藏冰箱 

※外型尺寸：120×90×200cm ±5%(含)以上。
四門立式冷藏插盤。箱體外殼使用 SUS 304 
0.6mm 厚不鏽鋼板，內殼使用 SUS304 0.5mm
厚不鏽鋼板。箱門附高級密封膠墊、把手裝
置。箱內設置固定插盤軌道 28 組。壓縮機使
用全新進口壓縮機 1∮-220V-10A，附電源開
關指示燈、溫度設定器等裝置。冷卻方式採
用無霜送風式，冷藏溫度 0℃～5℃。 

2 台 60,000 120,000 

相關課程：餐飲
服務管理、飲食
文化、餐飲連鎖
經營、咖啡館經
營管理、餐飲安
全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 
相關證照：烘培
食品乙丙級、中
式麵食乙丙級
等證照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作法：
1.3.4  

商管、 
主題六 

111 四門冷凍冰箱 

※外型尺寸：120×90×200cm ±5% (含)以上。
四門立式冷凍插盤。箱體外殼使用 SUS 304 
0.6mm 厚不鏽鋼板，內殼使用 SUS304 0.5mm
厚不鏽鋼板。箱門附高級密封膠墊、把手裝
置。箱內設置固定插盤軌道 28 組。壓縮機使
用全新進口壓縮機 1∮-220V-15A，附電源開
關指示燈、溫度設定器等裝置。冷卻方式採
用無霜送風式，冷凍溫度-15℃ ~ -18℃。附
活動耐重輪。含設備電力配接。 

1 台 60,000 60,000 

相關課程：餐飲
服務管理、飲食
文化、餐飲連鎖
經營、咖啡館經
營管理、餐飲安
全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等
課程。相關證
照：烘培食品乙
丙級、中式麵食
乙丙級等證照
輔導。 

觀光
學程
(烘焙
體驗
教室)  
(行
409、
行
410) 

中長程計
畫:1.3  具體
作法：1.3.4 

商管、 
主題六 

112 大型烘箱 

尺寸；尺寸 60×90×120cm 以上。溫度範圍：
常溫~200℃。材質：內部不鏽鋼板製，外部
鍍鋅鋼板加高溫電鍍烤漆。溫度控制：一體
成型 180×120mm 崁入式薄膜按鍵微電腦控
制器，LED 雙溫度顯示(顯示設定溫度及箱內
溫度。溫度精度：控制精度±0.5℃/分佈均勻
度：±2℃。控制系統：使用 SSR 式無接點控
制系統，安靜無聲穩定度高。循環風扇：耐
高溫長軸馬達及百葉風扇，利用內部強制熱
風循環並將含有水氣、廢氣…等強制排出，
達到快速烘乾之效果。保溫隔熱材料：採用
進口岩棉，保溫特性佳。具 EGO 超高溫保護
開關、數位定時器(達到設定溫度開始計時)、
漏電保護開關。電源：AC220V，50/60Hz，
單相，7kW，35A。 

1 組 80,000 80,000

更新老舊試驗
儀之壓力環以
提升教學品質
且可充分利用
實驗室空間 

土木
系(瀝
青實
驗
室)(土
103)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6  
1.1.9 

規劃、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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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3D 印表機 

RepRap Sanguinololu v1.3a 電子組件、鎳鉻合
金供電擠出模組(extruder)、擠出模組在水平
（X-Y）方向移動，塑模平台在垂直（Z）方
向移動、無故障客制壓克力纖維材質擠出模
組，附步進馬達及 0.35mm 噴嘴 

2 套 61,000 122,000 模型製作課學
生實習使用 

建築
系(數
位建
築實
驗室
教
313) 

中長程計
畫:1.1  5.2
具體作法：
1.1.7  5.2.2  
5.2.2.2  
5.2.4.1 

規劃、 
主題二 

114 發酵箱 1.18 盤；2.電氣：1∮220V、1.7 KW；3.
給水閥：1/2" Φ；4.排水：2" Φ 1 台 50,000 50,0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115 不銹鋼工作台 1.尺寸：1800×600×800 mm ± 3%；2.三層
附輪；3.材質：#304 5 台 19,500 97,5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116 
水資源管理專業

軟體 

( 雨水下水道分析設計軟體 StormCAD )
含：1.提供原廠保固書與授權書(永久授權)2.
提供啟動金鑰到原廠網頁下載合法軟體 3.提
供獨家代理證明 4. for Window XP/7 執行環
境，獨立運行版(Stand-Alone)。5.版本:V8i(含)
以上 6.節點：10 個(含)以上入水口 7.建立模
型功能:可以匯出/匯入 LamdXML,可以連結
資料庫試算表 ODBC8.圖面編輯功能:管網佈
設可以節點自動連接管線,自動標示管線與
節點名稱,可以套疊地型背景圖 9.模型管理:
可以支援多方案(Scenario)規劃設計,分析功
能提供穩態水理分析 10.分析結果呈現:提供
主題圖表達,動態剖面圖,依分析值分色呈現
結果,可以發佈成 3D 的 i-Model 

1 套 100,000 100,000

達到實務教學
之目的，將理
論與實務結
合，使學生能
了解下水道的
設計相關應用

土木
系(測
量實
習
室)(土
207)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
作法：1.1.6  
1.1.9 

規劃、 
主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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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桌上型電腦 

Corei7-4770(3.4-3.9GHz/8M) ,CHIPSET 
B85,4GDDR3 1600*1,500GB SATA3 
HDDCRD,DVD Super Multi,PEAK 350W,含
有線鍵盤滑鼠,三年保固、內建微軟 Windows 
8 作業系統 (64bit)、含初階專業繪圖卡
(nvidia k600 同等級非白盒裝)、24 吋螢幕(含
以上) 

1 套 35,000 35,000 模型製作課學
生實習使用 

建築
系(數
位建
築實
驗室
教
313) 

中長程計
畫:1.1  5.2
具體作法：
1.1.7  5.2.2  
5.2.2.2  
5.2.4.1 

規劃、 
主題二 

118 高功率電磁爐 外型尺寸：寬×深×高 350×420×120(mm) 
± 3%，電源：1∮220V，消耗功率：2000W 6 台 14,800 88,8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119 
太陽能配電實習

模組 

直流開關箱(ABS 塑鋼箱) 
DC FUSE／DC FUSE 座 
突波吸收器 
DC NFB 
交流開關箱 
交流配電盤 
AC NFB 
電子式 DC 數位電表 
電子式 AC 數位電表 
負載箱 (ABS 塑鋼箱) 

8 套 40,375 323,000 

太陽能配電實
習交直流配電
操作，課程內
容 
1.直流開關箱
配置 
2.交流開關箱
配置 
3.負載箱配置

綠色
能源
科技
系-光
電技
術實
驗室
(化
501) 

中長程計
畫：1.1  
具體作法：
1.1.12 

規劃、 
主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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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不銹鋼排油煙罩

120*70*50 cm ± 3%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含)以上厚不鏽鋼板，下加 U 型板補
強。 
 水槽使用不鏽鋼板，附落水頭、溢水頭、溢
水管及止水塞頭等裝置。  
 (本品項須配合現場的尺寸訂做,非規格品) 

3 台 13,000 39,0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121 不銹鋼排油煙罩

120*150*50 cm ± 3%;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含)以上厚不鏽鋼板，下加 U 型板補
強。 
 水槽使用不鏽鋼板，附落水頭、溢水頭、溢
水管及止水塞頭等裝置。  
 (本品項須配合現場的尺寸訂做,非規格品) 

5 台 19,800 99,0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122 排油煙風車 馬達 10HP 1 台 98,000 98,000 
膳食養生實作
相關課程、專
題訓練與比賽
之食品製備 

香妝
學程
(膳食
養生
專業
教室/
化

305)

中長程計
畫:1.1  2.1 
具體作法：
1.1.2  1.1.8  
1.1.7  2.1.4  
2.1.7 

規劃、 
主題四 

合       計    22,75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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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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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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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連結 
備註 

          

          

          

          

          

          

          

          

          

          

          

          

          

          

          

          

          

          

合 計     

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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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資

料庫請另標示授權年限） 數量
單位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1 v      1 批 1,500,000
支援系所教學與

研究 
圖書館 

中 長 程 計

畫：3.1、5.2 

具體作法：

3.1.1 、

5.2.1 、

5.2.1.1 、

5.2.1.2 、

5.2.1.3 

 

 

2  v     1 批 1,557,508
支援系所教學與

研究 
圖書館 

中 長 程 計

畫：3.1、5.2 

具體作法：

3.1.1 、

5.2.1 、

5.2.1.1 、

5.2.1.2 、

5.2.1.3 

 

合 計 3,05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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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 數位內容播送機組               

1-1 液晶電視 

50 吋螢幕(含以上) 
‧背光技術：LED 
‧面板解析度：1920*1080 
‧連接端子：HDMI、USB 2.0、D-Sub、
電腦音訊端子 
‧含壁掛架 
或同等品 

2 台 30,000 60,000 

社團公佈欄
區使用，讓全
社團公告活
動、獲獎等訊
息 

社團共

用設備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2 個人電腦 

1：電腦主機 1台 
‧處理器：Intel Core i5-4570 (含以
上) 
‧記憶體：4GB DDR3 (含以上) 
‧硬碟：1TB SATA3 (含以上) 
‧光碟機：DVD 燒錄器(含以上) 
‧連接介面：USB 3.0、D-sub 
‧含鍵盤、滑鼠、1進 4出 VGA 分配器*1、
20M VGA 連接線*2，1.8M VGA 連接線
*1、Windows 7 作業系統(含以上) 
或同等品 
2：液晶螢幕 1台 
‧面板尺寸：21.5"(含以上) 
‧Full HD 1920x1080 
‧內建立體聲喇叭 
‧訊號輸入：D-sub、DVI 
或同等品 

1 組 26,150 26,150 

社團公佈欄
區使用，讓全
社團公告活
動、獲獎等訊
息 

社團共

用設備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261 

 

2 網路儲存伺服器 

CPU 頻率：1.3GHz Dual Core (含以上)記

憶體：DDR3 1G (含以上)磁碟槽數量：4外

部連接介面：USB 3.0 埠、USB 2.0 埠、區

域網路 Gigabit 支援網路喚醒功能作業系

統： Synology DiskStation Manager 含 3.5 

吋 NAS 專用硬碟 3TB* 4(含以上)、500VA 在

線互動式不斷電系統 *1 或同等品 

1 台 32,000 32,000 
儲存社團歷
年活動照片
及影片資料

社團共

用設備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3 數位相機 

1.類型：單眼數位相機 

2.影像感測器：APS-C(含以上)影像感測器

3.記錄媒體：SD 記憶卡、SDHC 記憶卡、SDXC

記憶卡(相容 UHS-I) 

3.液晶螢幕：3.0 吋(含以上)液晶螢幕 

4.附 16G 記憶卡 (含以上)、電池*2 

5.含原廠 18-55mm (±10mm)變焦鏡+相機包

或同等品 

1 台 22,000 22,000 

擬提供全校
社團舉辦校
內外活動、競
賽、社團教學
活動紀錄活
動使用 

社團共

用設備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4 筆記型電腦 

1.處理器：Intel Core i5-4200(含以上) 

2.記憶體：4GB DDR3 RAM(含以上) 

3.硬碟：500GB 2.5 吋(含以上) 

4.顯示卡：獨立顯示卡 2GB 顯示記憶體(含

以上) 

5.螢幕尺寸 15.6 吋(含以上) 

6.無線通訊功能 802.11b/g/n、Bluetooth 

4.0 

7.連接介面 USB3.0、USB2.0、外接螢幕埠

(VGA D-Sub,HDMI) 

8.讀卡機插槽 ：支援 MMC、SD 

9.原廠鋰電池、Windows 7 作業系統(含以

上)、電腦包、滑鼠 

或同等品 

7 台 28,000 196,000 

擬分配給學
生會、學生議
會、畢聯會、
學生評議委
員會及全社
團辦理例行
會議、舉辦校
內外大型活
動、配合學校
辦理事項及
參與全國社
評評鑑資料
製作使用。

社團共

用設備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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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住民服飾套組

(女) 
阿美女服裝(含紅頭飾、上衣、肚兜、腰
毛線帶、裙子、腳套) 

1 組 35,000 35,000 

擬分配給原
住民舞蹈社
舉辦中小學
及社區服務
學習活動、社
團課程教學
及練習使用

原舞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6 
原住民服飾套組

(男) 
阿美男服裝 
(含紅頭飾、腰毛線帶、片片裙、紅褲片)

1 組 35,000 35,000 

擬分配給原
住民舞蹈社
舉辦中小學
及社區服務
學習活動、社
團課程教學
及練習使用

原舞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7 揚琴 

402 音位 
木邊板、調音盒，沙桐或梧桐面板 
附琴架、琴盒、揚琴竹、琴筒及弦油 
或同等品 

2 支 32,300 64,600 

擬分配給國
樂社作為社
團上課練
習、舉辦中小
學服務學習
活動、社區服
務學習活
動、校內外競
賽練習用。

國樂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8 琵琶 
香紅木背板紅木相軫附琴盒、備弦 、琵
琶指甲 1付、電子調音器 1台或同等品

3 支 11,900 35,700 

擬分配給國
樂社作為社
團上課練
習、舉辦中小
學服務學習
活動、社區服
務學習活
動、校內外競
賽練習用。

國樂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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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柳琴 
普級白木製 
附琴盒、撥片、備弦 
或同等品 

2 支 14,000 28,000 

擬分配給國
樂社作為社
團上課練
習、舉辦中小
學服務學習
活動、社區服
務學習活
動、校內外競
賽練習用。

國樂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0 中阮 
琴身：香紅木 
附琴盒、撥片、備弦 
或同等品 

2 支 13,500 27,000 

擬分配給國
樂社作為社
團上課練
習、舉辦中小
學服務學習
活動、社區服
務學習活
動、校內外競
賽練習用。

國樂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1 二胡 

琴身：紅檀或紅木 
附松香、電子調音器、備弦、琴弓、琴
盒 
或同等品 

4 支 13,500 54,000 

擬分配給國
樂社作為社
團上課練
習、舉辦中小
學服務學習
活動、社區服
務學習活
動、校內外競
賽練習用。

國樂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2 大提琴 
雲衫實木面板楓木側板、背板含大提琴
碳纖弓、原廠琴套、電子調音器、松香
或同等品 

2 支 19,800 39,600 

擬分配給國
樂社作為社
團上課練
習、舉辦中小
學服務學習
活動、社區服
務學習活
動、校內外競
賽練習用。

國樂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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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套笛 
含 bB/C/D/E/F/G/A 等調 
附袋 
或同等品 

1 套 13,000 13,000 

擬分配給國
樂社作為社
團上課練
習、舉辦中小
學服務學習
活動、社區服
務學習活
動、校內外競
賽練習用。

國樂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4 椅子浮人 

椅子：長 50cm(含以上) *寬 45cm(含以
上)*高 75cm(含以上) * 2 張 
板子：125cm(含以上)*30cm(含以上) *1
個 

1 組 18,000 18,000 

擬分配給魔
術社上課教
學及表演使
用 

魔術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5 
滾輪式舞台道具

表演箱 
長 35cm (含以上)*寬 35cm(含以上)* 高
80cm(含以上) 

1 組 22,000 22,000 

擬分配給魔
術社上課教
學及表演使
用 

魔術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6 心靈拼圖預言 
長 140cm(含以上)*寬 90cm(含以上)*高
85cm(含以上) 

1 組 18,000 18,000 

擬分配給魔
術社上課教
學及表演使
用 

魔術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7 沙發椅出人 
長 70cm(含以上)*寬 75cm(含以上)*高
110cm(含以上) 

1 組 35,000 35,000 

擬分配給魔
術社上課教
學及表演使
用 

魔術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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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電子防潮箱 

1.外尺寸：寬 106x 高 96x 深 47cm (含以
上) 
2.內尺寸：寬 101x 高 85.5x 深 42cm (含
以上) 
3.容積：400 公升 (含以上) 
4. 耗電量：30W(含以下)  
5.主機：控濕範圍 20~60% RH 除濕主機
6.配件：上下可調式鋼製層板 * 3、可
調緩衝腳墊 * 4、原廠編號專用鑰匙 * 2 
把 

1 台 23,500 23,500 
社團保管器
材並維護器
材壽命 

社團共

用設備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19 氣血循環機 

1.馬達動力：140W(含以上) 
2.動作方式：螺旋式震動 
3.使用電源：100~110V 
4.控制方式：可調控制轉速 
5.機殼材質：ABS 塑膠  
6.載重重量：80KG(含以上) 
附 40M(含以上)輪座延長線 
或同等品 

2 台 12,000 24,000 

提供同圓社
社員進行社
區老人安養
院探視活動
使用，協助社
區老人回復
精力。 

同圓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20 足部按摩器 

1.使用電源：100~110V 
2.可調整角度 
3.氣壓式按摩 
4.可調整震動頻率小腿肚按摩 
5.可調整溫熱功能 
6.可拆洗式護套 
7.可折收腳架 
或同等品 

2 台 18,800 37,600 

提供同圓社
社員進行社
區老人安養
院探視活動
使用，協助社
區老人回復
精力。 

同圓社

中長程計
畫：5.3、 
5.3.2、5.3.2 
具體作法：
5.3.2.3、
5.3.3.2 

  

合計 84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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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

序 
設備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數

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

位 

與中長程計
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 
校園安全

設備 
數位監視系統 

1.錄影主機。2.32"顯示器 3.

數位監視器(16 台)。4.線路

裝配。 

2 套 200,000 400,000 

改善大門及側

門之監視錄影

品質。 

總務處

環安組 

中長程計畫：
5.3 
具體作法：
5.3.1、
5.3.1.1、
5.3.1.4、
5.3.7.2 

  

2 
無障礙空

間 

無障礙廁所緊

急撥號系統 

1.數位小總機撥號系統。2.

電話機、防水箱、聲光鈴及

標示燈。3.線路裝配。 1 套 244,000 244,000 

改善無障礙廁

所緊急求援並

提昇實用性。

總務處

營繕組 

中長程計畫：
5.3 
具體作法：
5.3.1、
5.3.1.1、
5.3.1.4、
5.3.7.2 

  

3 
校園安全

設備 

自動體外心臟

電擊去顫器 

1. 心臟自動電擊器 AED(AED 套裝

組:主機＋專用電池＋ 智慧型電

極貼片盒﹡2＋攜行袋) 

2. AED 配件包 

3. AED 外牆掛牌 

4. 收納展示箱(落地式或壁掛式)

2 組   85,000 170,000 

目前學校只有壹

台 AED 設備,為讓

校園緊急安全設

備更加完善,故另

增購貳台 AED 設

備 

衛生保

健組 

中長程計畫：
5.3 
具體作法：
5.3.1、
5.3.1.1、
5.3.1.4、
5.3.7.2 

  

合   計 
814,000         

 

※「設備類別」分為省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無障礙空間、永續校園綠化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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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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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 獎勵教師從事研究。 
分配原則： 
各項經費分配參酌

本校前一年度使用

情形及預估本年度

規劃執行。 
本項經費明訂相關

獎助辦法，以公平、

公開、公正為原則，

適用學校全體教師。

審查機制： 
各獎勵補助案件依

據獎助辦法執行並

經專責小組、校教評

會審查。 

180 1,534,350 
7.1.1.1
7.1.1.2 
7.1.2.1 
7.2.2.3

2 研習 鼓勵教師參加研習及辦理學術活動。 190 2,079,760 
6.1.1.1
6.1.1.6 
6.1.2.2 
6.2.1.2

3 進修 補助教師赴國內外大學進修博士學位。 20 339,080 6.2.1.3 

4 著作 獎勵教師著作、論文發表。 250 1,101,995 6.2.2.2
6.2.2.3

5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著作校外審查費、升
等案外聘委員審查費。 20 381,460 

6.2.2.1
6.2.2.2 
6.2.2.3

6 改進教學 補助教師改進教學。 160 1,101,995 
2.3.2.2
6.1.1.3 
6.1.2.4

7 編纂教材 補助教師編纂教材。 30 144,110 6.1.1.4 

8 製作教具 補助教師製作教具。 16 339,080 6.1.1.5 

9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 

補助行政人員參加研習、進修，及辦理行
政業務研習活動。 

分配原則： 
本項經費明訂相關

獎助辦法，以公平、

公開、公正為原則，

適用學校全體職員。

審查機制： 
各獎補助案件依據

獎助辦法執行並經

校長核准。 

83 569,660 
4.2.1.1 
4.2.1.2 
4.2.1.3 
4.2.1.4 

10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補助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分配原則： 
本項經費原則由學

務處依據支用辦法

統籌規劃辦理。 
審查機制： 

8 254,310 
5.3.2.3 
5.3.3.1 
5.3.3.2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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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部獎勵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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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採購項目如下：
1.專業型線性 PCM 錄音機 3 台(資傳系)。
2.測光表 6 台(建築系,文創學程)。 
3.單水槽 2 台,下層板置台 3 台,平底鍋組 8
組,調味醬煮鍋組 8 組及高湯鍋 8 組 (香妝
學程) 
4.攪拌機置放台 12 台,單水槽 12 台,烤盤架
車 4 台,瓦斯爐置放台 12 台(觀光學程) 
5.多功能事務機(社團共用設備) 

分配原則： 
本項經費以強化實

務操作課程學生演

練需要之相關物品

為優先，以公平、公

開、公正為原則，適

用學校所有系科。 
審查機制： 
各教學單位依分配

總金額提出申請並

經專責小組審查。 

12 496,550 
5.3.2.3 
5.2.2.2 
1.1.8 

5.2.4.1 

12 新聘教師薪資 補助新聘教師二年內之薪資。 

分配原則： 
新聘教師以助理教

授以上為優先考量。

審查機制： 
教師敘薪皆依本校

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之規定辦理。 

4 1,927,650  

13 現有教師薪資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分配原則：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審查機制： 
教師敘薪皆依本校

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之規定辦理。 

10 1,503,800  

合 計 11,773,800
 
※本表請填列「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目經費、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

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等。若有編列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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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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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物品類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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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連結 
備註 

1 資訊器材 
專 業 型 線 性

PCM 錄音機 

Zoom H4n 24bit/96kHz  支援

32GBSD、SDHC 記憶卡   搭載

USB 2.0 高速的傳輸設備  支援

WAV 或 MP3 錄音格式 

3 台 9,900 29,700 補充攝影棚設備 資傳系 

符合學校中長

程計畫第 3、
6、8 款第 1～2
條， 

  

2 
專業教室

物品 
測光表 

測光方式：自然光 / 入射式 / 
反射式 
受光部位：入射式 半圓形/平面

式測光球 
反射式 鏡頭 (接收角度 40°) 
測量範圍 自然光 EV 0~EV 19.9 
閃光燈：f / 1.4~f / 90.9 ( ISO 

100 ) 
ISO 範圍：ISO 3 ~ 8000 ( 1/3 

step)  
光圈顯示範圍：f / 0.5 ~ f/90.9 
( 1、1/2、1/3 step) 
EV( 測 光 值  ) ： -5 ~ 26.2 

( 1/10step ) 
快門速度：自然光 1/8000 秒 ~ 
60 秒 ( 1、1/2、1/3 step) 
閃光燈：1/500 秒 ~ 1 秒 ( 1、
1/2、1/3 step)及 1/75、1/80、1/90、

6 台 6,800 40,800 
攝影課學生實習

用 

建築系、

文創學程

1.1.7強化工程學院

數位資訊應用能

力，擴充數位教學

設備、結合各項數

位技術在各系專業

方面之整合與表

現。  5.2.2.2 以「校

園網路」、「e 化

圖書館」、「行動

教學」及「行動學

習」為四項要素，

共同銜接串聯結成

一個周密無限的行

動 學 習 網 絡 。 

5.2.4.1 改善電腦教

室及多媒體教室的

電腦資訊相關設

備，提高教學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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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秒 
電影機測量：8fps~128fps ( 開機

角度:180° ) 
含原廠 5M 同步接點線 

習品質。 

3 
實習實驗

物品 
單水槽 

65*60*80/95 cm ± 3%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含)以上厚不鏽

鋼板，下加 U 型板補強。水槽

使用不鏽鋼板，附落水頭、溢水

頭、溢水管及止水塞頭等裝置。

槽 底 框 架 使 用  SUS 304 
1.2mm(含)以上厚不鏽鋼板。(本
品項須配合現場的尺寸訂做,非
規格品) 

2 台 9800 19,600

膳食養生實作相

關課程、專題訓

練與比賽之食品

製備 

香妝學程

(膳食養

生專業教

室/化 305)

1.1.8 擴充與

改善現有教學

設備，滿足教

學需求。 

  

4 
實習實驗

物品 
下層板置台 

52*55*55 cm ± 3% (配合攪拌機)
檯面 SUS 304 1.2mm(含)以上厚

不鏽鋼板,骨架 SUS 304 方形管

材或圓形管材。 

3 台 5200 15,600   

5 
實習實驗

物品 
平底鍋組 

含 19cm、22cm、28cm 不沾塗層

鋁鍋組 
8 組 5350 42,800   

6 
實習實驗

物品 
調味醬煮鍋組 

食品級不鏽鋼含 19cm、22cm、

28cm 
8 組 6260 50,080   

7 
實習實驗

物品 
高湯鍋 食品級不鏽鋼 30cm 8 組 5500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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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業教室

物品 
攪拌機置放台 

外型尺寸：50×55×50cm (含)以
上 。 台 面 使 用 SUS 304 
2.0mm(含)以上厚不鏽鋼板，下

加 U 型板植釘補強固定。層板

使用 SUS 304 1.0mm(含)以上厚

不鏽鋼板，下加 U 型板補強。

腳架使用  4cmx4cm 不鏽鋼四

方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裝

置，需配合攪拌機安裝方式施作

(腳架以壁虎固定於地面)。台面

週邊除承接處均採用圓角磨光

處理。攪拌機台面需以角鐵強化

補強。含下層板。 

12 台 5,000 60,000 

相關課程：餐飲

服務管理、飲食

文化、餐飲連鎖

經營、咖啡館經

營管理、餐飲安

全與衛生、餐廳

開發及規劃、菜

單設計與成本控

制、創新與創業

規劃、手作達人

實務與研發、產

業創新設計、服

務業管理。 

 
相關證照：烘培

食品乙丙級、中

式麵食乙丙級、

餐飲管理、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認

證、創業管理

師。 

觀光學程

(烘焙體

驗教室)  
[行 409、
行 410]

1. 爲達學校

落實「貼近產

業需求、與產

業 無 縫 接

軌」，培育「畢

業即具有百分

百就業能力」

之願景，本系

強化觀光餐旅

服務之「務實

致用」教學特

色，於在校期

間即可提升學

生在餐飲服務

的實作能力。 
2. 配合「強化

基礎知能、加

強專業實踐」

之校務中長程

目標。 

  

9 
專業教室

物品 
單水槽 

外型尺寸：90×60×85 cm (含)以
上 。 台 面 使 用 SUS 304 
1.5mm(含)以上厚不鏽鋼板，下

加 U 型板補強。水槽使用不鏽

鋼板，附落水頭、溢水頭、溢水

管及止水塞頭等裝置。槽底框架

使用 SUS 304 1.2mm(含)以上厚

不鏽鋼板。 

12 台 7,000 84,000   

10 
專業教室

物品 
烤盤架車 

尺寸：150×45×180cm (含)以上，

四層架，耐荷重型。材質：鍍鉻

金 屬 架 ， 每 層 靜 態 負 重

120KG(含)以上。 

4 台 6,500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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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實施成效 

 
    (一) 資本門預期成效 

     本校本年度資本門預期執行成效以各提案單位之分項主題計畫方式呈現，如下： 
      

(1)規劃與設計學院預期成效 

主題計畫一：落實防災科技教學及提升學生專題創新能力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個人電腦 12 組 

土木工程系

1. 增補汰舊換新設備，對於土木工程系(所)
及綠環境設計學士學位學程之學生在各

項專業實驗室課程(數位設計實驗室、瀝

青實驗室、路工技術實驗室)可以提升實

驗課之準確度與速度，提高教學品質，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效果，更有利於達

成各課程的教學目標。 
2. 證照設備可提升觀測數據之精準度及更

貼近考試及未來就業市場所使用之設

備，以落實本系執行學校中長期計畫。

3. 新購設備可增加教學效果，幫助同學更

進一步認識知識與實務之結合，有利於

達成教學成效之目標。 

強力拌合機 1 台 

個人電腦 2 組 

車轍輪機標準

輪 
1 組 

瀝青自動夯打

機 
1 組 

大型烘箱 1 組 

軟體教學廣播

系統 
1 套 

水資源管理專

業軟體 
1 套 

1 秒讀電子經緯

儀 
3 台 

綠環境設計

學士學位學

程 

 
主題計畫二：數位建築設計表現改善計畫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平板電腦充電及

管理行動推車 
1 台 建築系 

本建置提供學生利用 iMac 電腦進行建築與

室內設計建模、數位模擬之效果，並進行後

續之編修與數位整合。 
搭配電腦模擬之結果，訓練學生運用此一工

具強化呈現之成果。 
對學生在平面美編與手繪製圖等有很好之

效果，並可以加快繪製速度與成果。 
平板電腦 15 台 建築系 

數位單眼相機 4 台 文創學程 提供學生攝影課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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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數位單眼相

機 5 台 文創學程 

3D 印表機 2 台 建築系 提供學生發揮創意想像建築或文創作品製

作呈現。 
桌上型電腦 1 套 建築系 

 

主題計畫三：教學環境設備改善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分光式色彩照度

計 1 台 建築系 

本建置用在量測 LED 與一般光源之特性，

如光譜、色溫、演色性、照度等。並提供老

師在上課教學及研究生實驗、撰寫論文使

用，兼可跨領域供綠能系 LED 植物工廠共

同研究應用。 

工作鋸台 1 台 
文創學程 

擴充建築構法與材料實驗室設備，強化學生

實作能力。 

木工雕刻機 1 台 

 
主題計畫四：改善教學環境與成立專業實驗室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電動投影布幕 2 台 妝品/香妝 
1. 教學環境設備改善所新購設備可增加教學

效果，有利於達成教學成效之目標。 
2. 成立化妝品功能性評估實驗室新購之相關

設備可結合化妝品調製相關課程，讓學生

瞭解所調製化妝品的功效。亦可結合專題

與產學計畫，讓學生可以與業界連結。 
3. 成立膳食養生實作實驗室新購之相關設備

可結合養生保健相關課程，讓學生瞭解平

時飲食對健康的重要。 
4. 教學環境設備改善所新購設備可增加教學

效果，有利於達成教學成效之目標。 
5. 成立化妝品功能性評估實驗室新購之相關設

備可結合化妝品調製相關課程，讓學生瞭解所

調製化妝品的功效。亦可結合專題與產學計

畫，讓學生可以與業界連結。 
6. 成立膳食養生實作實驗室新購之相關設備可

結合養生保健相關課程，讓學生瞭解平時飲食

對健康的重要。 

單槍投影機 2 台 妝品/香妝 

真空精油萃取機 1 台 妝品/香妝 

低溫循環水槽 1 台 妝品/香妝 

水流抽氣幫浦 1 台 妝品/香妝 

精油萃取設備 4 套 妝品/香妝 

全臉美白評估儀 1 台 妝品/香妝 

皮膚水份散失測

定探頭 1 台 妝品/香妝 

毛髮色澤測定探

頭 1 台 妝品/香妝 

機械式數位攪拌

機 7 台 妝品/香妝 

攪拌機 3 台 妝品/香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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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桌上型) 5 台 妝品/香妝 

烤箱(落地型雙門) 1 台 妝品/香妝 

發酵箱 1 台 妝品/香妝 

不銹鋼工作台 5 台 妝品/香妝 

高功率電磁爐 6 台 妝品/香妝 

不銹鋼排油煙罩 3 台 妝品/香妝 

不銹鋼排油煙罩 5 台 妝品/香妝 

排油煙風車 1 台 妝品/香妝 

 

主題計劃五-電池檢驗實驗室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電池脈衝充放電

分析儀 
4 台 

綠色能源科

系 

(1) 緑色能源概論 9 小時 
(2) 光電實習教學 30 小時 
(3) 電化學實習教學十二小時 
(4) 支援學生實作需求，學生專題六十小時訓

練 
(5) 配合學生實習商店販售食用蔬菜。 
(6) 綠能系三年級(上)緑能電池實驗課一學期

54 個小時 
(7) 發展綠色能源特色實驗室用，綠能系之宣

導的亮點 : 這些特色教學可使本院在農

業類組招生 
(8) 研究生論文研究報告 
(9) 配合就業學程學分班，最後一哩路的連

結，使學生學能初步了解有關太陽能板應

用及各型太陽能電廠之建置，另也會介紹

相關能源法規。經由此一訓練即符合「學

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

縫接軌，創造學生百分之百就業」之學校

辨學特色。 

 
 
 
 
 
 



276 

 

主題計畫六-太陽能光電技術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多晶太陽能發電

實驗模組 
1 套 

綠色能源科

系 

(1) 綠色能源概論 9  小時 
(2) 光電實習教學 30小時 
(3) 電化學實習教學十二小時 
(4) 支援學生實作需求，學生專題六十小時

訓練 
(5) 配合學生實習商店販售食用蔬菜。 
(6) 綠能系三年級(上)緑能電池實驗課一學

期 54 個小時 
(7) 發展綠色能源特色實驗室用，綠能系之

宣導的亮點 : 這些特色教學可使本院在

農業類組招生 
(8) 研究生論文研究報告 
(9) 配合就業學程學分班，最後一哩路的連

結，使學生學能初步了解有關太陽能板

應用及各型太陽能電廠之建置，另也會

介紹相關能源法規。經由此一訓練即符

合「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

與產業無縫接軌，創造學生百分之百就

業」之學校辨學特色。 

智慧型太陽能儲

能系統 
1 套 

太陽能配電實習

模組 
8 套 

 
主題計畫七-綠能電池技術實習教學模組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多功能綠能

電池檢測分

析儀 
5 台 

綠色能源

科系 

(1) 綠色能源概論 9  小時 
(2) 光電實習教學 30小時 
(3) 電化學實習教學十二小時 
(4) 支援學生實作需求，學生專題六十小時訓練 
(5) 綠能系三年級(上) 綠能電池實驗課一學期 54

個小時 
(6) 發展綠色能源特色實驗室，綠能系之宣導的亮

點 
(7) 研究生論文研究報告 
(8) 配合就業學程學分班，最後一哩路的連結，使

學生學能初步了解有關太陽能板應用及各型

太陽能電廠之建置，另也會介紹相關能源法

規。經由此一訓練即符合「學術與產業結合、

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創造學生百

分之百就業」之學校辨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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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電學院預期成效 
 
主題計畫一：半導體與航電教學設備改善建置計畫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基礎電路實

驗模組 
1 套 

電子工程

系 

  現有電子實習均是由電子電路開始，學生一開

始即需要建立電子電路的概念，以接續日後更加複

雜之半導體線路設計，因此該系之電子實習（一）

除原有部分課程從認識陶瓷做為開始，以新教材創

新操作實習的方式，改善學生一開始之學習興趣之

外，並將以模組之形式使學生初步瞭解電子電路的

型態，避免一開始即被複雜之電子電路所迷惑，而

喪失一開始學習電子之興趣，因此擬採購基礎電路

實驗模組。 
本實驗室規劃採購設備適用之課程規劃，可作為本

系之特色電子電路實驗室。 

通訊元件製

作實習模組 
1 套 

電子工程

系 

為了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刺激學習動機，並配合

擴充航電組在先進微電腦控制方面的能力，因此擬

以原有光電系應用光電實驗室等基礎設備，加上本

次擬採購之先進微控制器應用模組，做為增加航電

機電/氣閥等為控制實驗，並選購通訊元件製作實

習模組一組，可供學生對於元件 IC 之標號製造等

做進一步的實作操作學習，而因為先進微控制器應

用模組是在電腦上作操作模擬，原光電系應用光電

實驗室並未配備電腦，因此需連同採購電腦 30
台。利用新購設備加強創新教學，因此擬採購個人

電腦及通訊元件製作實習模組。而此設備可產生之

預期成效包括： 
1.改善航電組對於先進微控制實習初步實習教

材，增加學生學習樂趣。 
2.利用 IC 元件實際操作部分，增加學生對於電子

元件表面標籤列印，刻寫之瞭解，並實際利用 IC
物件實做了解產品製作概念。 

3.將利用此採購設備成立學生社團，成為招生活動

的參觀項目。 
4.可利用此採購設備，於假日配合推廣教育開設相

關研習班，預計每年可提案 1 班次以上。 
5.指導專題生: 1 組/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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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大型虎鉗台 8 台 
電子工程

系 

  飛機系統與航電技術課程，以往以課堂教學方

式進行，為培養學生實作能力，近兩年導入飛機修

護證照課程，而機務維修人員分為航空器發動機維

護、通信電子維護、機體維護三類，因此在教學上

除了著重飛機機體之飛機修護丙級證照考試科目

教學外，尚需建立航空儀錶電子檢測設備供教學使

用及學生課後練習使用。 
  本實驗室在 102 學年度起聘任航空公司資深

工程師擔任飛機系統(1)(2)之業師，在課堂上協同

教學，將航空業師經驗及航空公司之訓練課程融入

相關課程，讓學生在觀念上能貼近產業需求，並進

行搭配飛機修護證照及航電儀錶檢測設備之實作

練習，培養學生實作能力，強化就業力。此設備增

購產生預期成效包括： 
1.改善航空系統相關課程之實習教材，促進學生學

習動機。 
2.增加學生對於飛機電路及元件檢測瞭解，並實際

藉由示波器及檢測設被進行檢測，建立檢測概

念，利用實際操作過程培養學生實作能力。 
3.採購此設備，建立與相關科別高中職交流與課程

銜接，成為招生活動與專題、培訓的場地與設備。

4.利用此採購設備，未來可開設飛機修護推廣教

育、研習或考照班。 
5.可作為本系學生專題實作場地，落實即就業力之

養成。 

DIY 飛機教

學套件 
4 套 

電子工程

系 

 

主題計畫二：電力電子實驗教學設備提升計畫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精簡型電腦 21 套 
電機工程

系 

1.配合本校「光機電整合」、「綠色技術」特色教育

目標。 
2.配合機電學院以培養「系統整合、創新設計之技

能」所需之專業技術人才。 
3.補強原有類比電力電子模组實驗單元，提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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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可程控直流

電源供應器 
11 套 

電機工程

系 

數位電力電子技能，教導學生實際製作各種電力

電子電能轉換器。 
4.提供良好的實驗環境及研究設備，培育學生成為

理論與實務兼具的高級電力電子專業人才。 
5.指導學生參加國際發明競賽，每年 2 件以上，並

將比賽獲獎成果內容融入教學。 
6.申請政府單位計畫或是產學合作計畫每年1件以

上，產出論文每年 2 篇以上，專利申請每年 2 件

以上，指導研究生開發電力電子技術每年 2 件以

上，指導專題生之專題研究每年 3 組以上。 

可編程直流

電子負載  
11 套 

電機工程

系 

 
主題計畫三：車輛維修教學設備精進計畫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汽車感測實

驗訓練系統 
4 套 

機械與自

動化工程

系 

1. 配合本校先進車輛發展之關注與投入，搭配配

合國家重點科技發展及南台灣產業發展脈

動，並與工研院南分院、金屬工業發展中心及

國家電信研究中心為合作對象建立策略聯盟

產業合作，而作為車輛系統設計之教育訓練培

育單位。 
2. 結合汽車實作以及實際的汽車診斷來驗證汽

車維修檢測的實務，促進學校跨領域與科系整

合，提升教學與研究水準。 
3. 訓練學生在車輛機電系統設計整合之能力，培

育產業界在車輛機電系統設計與應用人才。 
4. 配合學校提昇教學品質特色，產學研究，評鑑

規劃及專題創意或競賽，對於日後招生將有足

夠之實驗室與設備以供學生參訪。 

引擎及診斷

綜合訓練系

統 
2 套 

機械與自

動化工程

系 

 
(3)商管學院預期成效 

 
主題計畫一：餐旅服務專業模擬教室建置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單人床組 4 套 

觀光學程

1.強化觀光餐旅服務之「務實致用」教學特色，於

在校期間即可落實學生的實作技巧及能力的培

養，幫助學生考取證照，進而進入業界實習、工

作。培育觀光學程學生餐旅服務能力，可實際操

作鋪換檯布、口布摺疊、服務檯佈置、餐桌的架

雙人床組 3 套 

活動床組 3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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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務工作車 4 台 設與拆除、托盤的操持等其它服勤中會使用到的

相關服務技巧，不但可訓練觀光學程學生實際演

練操作，並可實際運用在校外實習上，甚或日後

在職場上可直接上手，以銜接實習場域工作，並

能熟悉相關餐旅服務工作內容，於畢業時即具有

相關就業能力。 
2.可搭配實作課程(餐飲服務管理、民宿經營管

理、旅館經營管理、服務業管理)，建置考照輔

導實習場地(相關證照：餐服技術丙級、客房服

務乙級、餐飲服務乙)。 

三層服務推

車 
3 台 

桌邊服務車 2 台 

客房置衣櫃 3 座 

收納櫃 3 座 

 
 
 

主題計畫二：建置行銷研究實驗室與強化行銷企劃實務能力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門市服務丙

級考照中心

玻璃座 

4 座 

行銷系 

為配合校院中長程發展，以及建立系特色，建置門

市服務丙級考照中心設備，提高學生證照通過率。

監視監聽錄

音錄影系統 
1 套 

為配合校院中長程發展，以及建立系特色，目前

本系已有專業統計套裝軟體 SPSS 可進行量化統

計分析。現再建置質性分析所需之焦點團體訪談

觀察設備，幫助學生學習更完備的行銷研究方法。

企劃書教學

系統 
1 套 

基於建立教學特色以推動實務教學，本系依據現

今職場最夯的「行銷企劃」與「數位行銷」兩個

專業領域規畫課程。透過企劃書教學系統強化學

生學習動力與企劃能力，輔導學生以做中學的方

式，達到學生多元且具有效性的學習效果。 

 
 
主題計畫三：高齡化社會：樂齡商品創新與教學教室之建構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多功能假病
人 1 套 

銀髮事業
曁社會工
作學位學
程 

1. 開設實作課程: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
銀髮族健康評估與促進、銀髮族生涯規劃、老
人生活輔具運用、生死學、銀髮族住宅規劃之
教學與實習 

2. 規劃成立「產官學合作中心」。 
3. 繼續推動各系所同學「證照考取導向」的學習。

六燈式成人
全身安妮模
型 

1 套 

成人哽嗆模
型 2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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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搖桿病床 2 套 

模擬高齡者
體驗裝置 1 套 

輕量洗髮器 1 套 

展示櫃 2 套 

 
主題計畫四：綠色休閒與健康促進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自行車維修

工具組 
2 套 

休閒運動管

理系 

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

發展本系之特色目標，使本系綠色休閒產業

課程專業定位更加明確，結合自行車理論與

實務,配合教學卓越計畫之健康體適能，辦理

各項戶外活動及休閒活動指導員證照檢定(休
閒遊憩概論、自行車理論與實務，戶外休閒體驗

教育)。 

史密斯訓練

機 
1 台 

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

發展本系之特色目標，使本系健康促進產業

課程專業定位更加明確,結合體適能訓練課

程,配合教學卓越計畫之健康體適能,辦理各

項健身指導員證照檢定(體適能指導法、運動

訓練學、) 

交叉式多功

能訓練機 
1 台 

平底型救生

艇 
1 套 

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

發展本系之特色目標，配合教育部發展水域

活動，使本系水域課程專業定位更加明確，

藉以充分發揮設施之功能。提供水域休閒活

動、游泳運動與指導等課程授課。 

網球發球機 1 台 

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

發展本系之特色目標，配合教育部發展體育

活動，藉以充分發揮設施之功能，以嘉惠學

校師生。（休閒運動指導、網球理論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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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露營帳 15 套 

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

發展本系之特色目標，使本系綠色休閒產業

課程專業定位更加明確，結合攀岩溯溪課程

實施，辦理各項戶外活動及休閒活動指導員

證照檢定(溯溪理論與實務、攀岩理論與實

務、休閒運動指導)。 

自行車 15 台 

逐步充實本校休閒運動之設備及規模，落實

發展本系之特色目標，使本系綠色休閒產業

課程專業定位更加明確，結合自行車理論與

實務,配合教學卓越計畫之健康體適能，辦理

各項戶外活動及休閒活動指導員證照檢定(自
行車理論與實務、休閒運動指導)。 

個人電腦 2 套 

透過 e 化教室的建置，鼓勵老師採用多媒體

教材提昇教學品質。 
單槍投影機 1 台 

多媒體擴音

設備 
1 套 

  
 

主題計畫五：語言教室電腦設備提升計畫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單槍投影機 1 台 應用外語系

改善電腦教室之電腦設備，提高教學及學習品

質。 

 
 

主題計畫六：烘焙體驗教室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烤箱 6 台 

觀光學程 

1.建構優良學習環境，活化餐飲教學內容，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2.教師善用專業素養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輔導學生通過烘焙相關乙、丙級檢定並提高

通過率。 
3.專精訓練技藝優秀學生參加全國比賽。 
4.藉由學習烘焙技術，結合高苑咖啡書屋實習

場域，增加觀光學程學生多元技能。 
5.開設烘焙推廣教育課程，豐富推廣教育學習

攪拌機 12 台 
麵食工作台 12 台 
旋風烤箱 1 台 
發酵櫃 2 台 
製冰機 1 台 
飲水機 1 台 
清洗型集渣槽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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螺旋攪拌機 1 台 範圍。 

公用工作台櫃 1 台 
活動工作台 2 台 
四門冷藏冰箱 2 台 

四門冷凍冰箱 1 台 

 
 

(4)資訊學院預期成效 
 

主題計畫一：資訊管理系製商整合視覺化 APP 技術開發教學環境建置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iOS 系統平

台設備及軟

體開發設備 
4 套 資訊管理系

1. 建立領先資訊系統研發環境，提供廠商產學

合作使用設備。 
2. 結合現有課程，提供學生操作體驗環境。 
3. 提供學生 Mac OSX 專題開發研發環境。 
4. 熟悉 Interface Builder IDE, XCode IDE, 

OCUnit, PackageMaker & Shark (Static Code 
Analyzer)。 

5. 產出 OSX 雲端應用平台與延伸至行動裝置

應用領域開發 iOS APP 產品，並參加軟體

應用創新比賽。 
6. 培育企業行動化所需 App 設計，導入，實

現之基礎人才，例如：Interface Builder IDE, 
XCode IDE, OCUnit, PackageMaker & Shark 
(Static Code Analyzer). 

iOS 迷 你

伺服器系統

平台設備及

軟體開發設

備  

16 套 資訊管理系
將目前教室提升為兼具ACSP專業人員證照考

試術檢定練習考場 

PHP快速開

發軟體企業

版 
1 套 資訊管理系

提供學生 App 開發技術國際認證考試部分練

習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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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計畫二：資訊科技應用系行動裝置互動內容設計特色教學環境建置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1.藉由新購軟硬體設備，擴充原有實驗室之教

學機能，提供完整的行動多媒體內容設計學

習環境。 
2.建立行動裝置互動設計應用技術之教學特

色。 
3.推動實務教學，強化認證中心成為教學、實

習以及證照考照中心綜合運用教室。 
4.辦專題成果展示，提升學生實務能力，激發

學習動力。 
5.切合行動裝置產業實務發展以強化學生就業

能力、產學合作及實習機制。 

iClone 大專

院校科系授

權及證照認

證中心授權 

1 套 
資訊科技應

用系 

Crazytalk 
Animator 
大專院校科

系授權 

1 套 
資訊科技應

用系 

動作資料庫 1 套 
資訊科技應

用系 
跨平台數位

內容開發引

擎及國際認

證教學系統 

1 套 
資訊科技應

用系 

 

主題計畫三：資訊傳播系互動多媒體特色教學環境建置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單眼相機專

業錄影設備 
1 套 資訊傳播系

1. 推動實務教學。 
2. 藉由新購軟硬體設備，擴充原有實驗室之

教學機能，提供完整的多媒體內容設計學

習環境。 
3. 強化學生就業能力、產學合作及實習機制。

可調阻尼滑

軌組 
1 套 資訊傳播系

高階繪圖電

腦系統 
51 套 資訊傳播系

教學廣播系

統 
1 套 資訊傳播系

雲端電腦管

理系統 
1 套 資訊傳播系

3D 軟體 1 套 資訊傳播系

網路儲存伺

服器 
2 套 資訊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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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子計算機中心預期成效 
 
主題計畫一：優化教學環境--建置教學優質資訊設備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個人電腦 61 套 電算中心 
配合各種軟體需求建構多功能教室，改善老師

及學生的學習環境進而提升教學及學習品質。

 

主題計畫二：雲端行動學習環境第三期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無線網路控

制器 
1 組 

電算中心 

配合數位學習、遠距教學，提升教學品質，以

因應未來的無線網路使用數成長，擴充並管理

使用者授權數。 
透過該系統提供更充裕的頻寬，讓教師、學生

連接數位教學、學習平台，達到隨時、隨地的

無線上網機制。 
無線網路室

內 /室外型

基地台 
8 組 

配合數位學習、遠距教學，提升教學品質，提

供更大的連線數與使用頻寬以及無死角的涵

蓋率。 

 
主題計畫三：視聽教學設備更新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個人電腦 4 套 

電算中心 
提供教師多元教學工具，並改善老師及學生的

學習環境進而提升教學及學習品質 

單槍投影機 2 組 

功率擴大機 1 組 

可調式頻率

無線麥克風

組 
1 組 



286 

 

手提式無線

擴音機 
1 組 

電動布幕 1 組 

單槍投影機 2 組 

全功能攝影

機及攝影機

控制鍵盤 
2 組 

 
 
(6)通識中心預期成效 
 
主題計畫：閱讀與書寫情境教室與多媒體互動教室設備建置 

項目名稱 數量 執行單位 預期成效 

擴音設備組 1 套 

通識教育

中心 

1. 配合本校提升人文教育與素養之目標，加強閱

讀與書寫課程之特色化。 

2. 改善國文課程學習內容與教學方式，增進學生

創造能力。 

3. 改善特色教室的多媒體相關設備，提高教學及

學習品質。 

個人電腦 2 套 

液晶投影機 1 台 

電動銀幕 1 組 

 
 

(二)經常門預期成效 

 
 

項目 預期成效 

◎改善教學 

質化：提升教學知能及支援機制，並強化教師實務能力，使實 
      務技能有效融入教學。 
量化： 
1.辦理教學研討及社群 60 場(案)、遴選 10 位校級優良教師。 
2.獎助教師改進教學件數由 102 年 119 件增至 160 件。 
3.獎助教師編纂教材件數，因考量質化精緻，目標訂 30 件。 
4.獎助教師製作教具件數，因考量質化精緻，目標訂 16 件。 

◎改善師資結構 
質化：有效充實系所發展所需師資及強化研發團隊，同時並擴

      展學術成果，進而厚植升等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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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  
1.獎助教師研究件數由 102 年 178 件預估增至 180 件。 
2.獎助教師研習件數預估執行 190 件。 
3.獎助教師進修件數由 102 年 15 人次預估增至 20 人次。 
4.獎助教師學術著作件數由 102 年 227 件預估増至 250 件。 
5.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件數由 102 年 18 件預估增至 20 件。 
6.助理教授以上比例，預期由 81.21%增至 84.0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質化：藉助行政績效考核，針對需要辦理行政相關業務研習，

可促進提昇行政人員素質，有效加強各單位行政專業。 
量化： 
1.辦理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預估執行 15 場。 
2.行政人員參加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件數，由 102 年 60 人(場)
次預估增至 68 人(場)次。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經費 

質化： 
1.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養。 
2.推動服務學習，強化學生輔導，促進身心正常發展，培養公

民意識。 
量化： 
1.辦理全校性創意活動 2 場。 
2.辦理領袖培訓營活動 1 場。 
3.辦理社團創意活動 2 場。 
4.辦理服務志工培訓及相關活動 2 場。 
5.辦理身心靈促進運動競賽 1 場。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質化： 
1.強化系所實務操作課程學生演練需要之相關物品，以提升學

生之實作技能。 
量化： 
1.提供 5 個系科採購 12 件物品。 
2.採購之相關物品，用於提升 29 門課程之教學成效。 

◎新聘教師薪資 

質化: 
1. 新聘教師以具實務經驗為優先，以提升本校教師實務能力。

2. 充實系（所）發展所需師資，強化研發團隊。 
量化: 
1.新聘教師以具實務經驗為優先，預估新聘 4 人。 

◎現有教師薪資 

質化: 
1. 鼓勵教師以著作及博士學位升等，提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

例。 
2. 鼓勵教師以技術報告升等，提升本校技術報告升等成效。 
量化: 
補助升等送審通過教師薪資差額，預估 10 人。 

 



288 

 

陸、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本校新修訂中長程發展計畫於 101 年 10 月 12 日校務會議通過，亦於 10 月 20 日由董事會

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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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01 年 10 月 20 日董事會會議修訂通過 

101 年 10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年 9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年 11 月 26 日董事會會議修訂通過 

100 年 11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年 11 月 7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11 月 28 日董事會修訂通過 

99 年 11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11 月 24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11 月 8 日徵詢諮議委員意見 

98 年 12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年 8 月 31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6 年 11 月 28 日董事會修訂通過 

96 年 11 月 22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6 年 8 月 6 日徵詢諮議委員意見 

96 年 5 月 31 日董事會修訂通過 

96 年 4 月 14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6 年 3 月 2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4 年 3 月 31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 年 3 月 7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3 年 4 月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3 年 2 月 27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1 年 9 月 3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1 年 9 月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0 年 11 月 7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0 年 11 月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9 年 7 月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9 年 6 月 3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89 年 2 月 21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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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苑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劃校務發展，依組織規程成立「校務發展委員會」，

訂定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建構學校未來發展之藍圖。該計畫自民國八十二年歷經校內委員會

議討論、修正以及校外諮議委員指導等程序訂定初版以來，其後依實施成效，每年檢討修訂乙

次。今為因應國家經建發展、產業科技需求、技術人才培育、金融海嘯及少子化衝擊等變革，

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凝聚全校共識、制訂發展方針，其後又徵詢諮議委員意見，再經由

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本版「高苑科技大學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本計畫係秉持「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

的辦學理念，從優勢（Strength）、劣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威脅（Threat）等

四層面分析本校未來競爭力，進而確立數位資訊、光機電整合、綠色技術、扣件研創、商業管

理、人文涵養等六大特色教育目標，釐定建構學院特色、建立教學特色、加強人文教育、提升

行政品質、建構優質環境、提升教師素質、精進產學研究、強化國際交流、推展回流教育、奠

定永續經營等十大策略，透過因應策略、具體做法及執行指標以落實質化品保與量化實踐，並

規劃本計畫執行所需經費與財務，以達成「發展本校成為一所整合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

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養學生具備百分之百就業能力的優質產業型科技大

學」的願景。 

 

壹、 教育願景 

打造本校成為一所落實「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育「畢業即具有百

分百就業能力」之優質產業型科技大學。 

 

本校除秉持奉獻技職教育之使命感與責任感，精進辦學追求卓越，朝向成為「創造學生百

分之百就業」的優質科技大學目標邁進外，更基於歷史傳承、凸顯主流特色、配合政府產業發

展與謀求學校永續經營，期望以「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之理念來建立學校主流

特色教育目標，發展成為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的產業型技職大學，持續為國家社會

培植具有人文素養與技術精進的專業人才。 

 

貳、 辦學理念 

一、科技與人文並重。 
二、學術與產業結合。 

參、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為培育具備人文涵養之數位資訊、光機電整合、綠色技術、扣件研創、與商業管理等之產

業所需的人才，訂定四大教育目標與八大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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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教育目標 培養五育並重之產業界所需人才 

四大 

教育目標 
強化基礎知能、加強專業實踐、提升公民素養、孕育人文涵養 

八大 

核心能力 

職場倫理(德)、專業實務、創意創業(智)、健康體能(體)、溝通合作、服務

關懷、國際視野(群)、人文素養(美) 

 

 

 

 

 

 

 

 

 

 

 

 

 

 

 

 

 

 

 

 

 

 

 

 

肆、 內外環境 SWOT 分析 

學校內部優勢與劣勢分析： 
一、優勢（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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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近高雄科學園區、高雄軟體科學園區、楠梓加工出口區、永安工業區、岡山工業區、

本洲工業區、南區環保科技園區及允成工業區等科學工業園區，佔產學合作之優勢，提升

本校在技職校院中之地位，有利吸引學生就讀及就業。 

2.學校形象積極提升，外界對本校整體形像逐漸改變。 

3.因景氣低迷所致，多數學生期盼畢業即就業，除了既有之高職生源外，高中生就讀技職學

校之意願逐漸提升。 

4.產學研發團隊陣容堅強，已建立與外界多方面合作研究關係。 

5.校園整體規劃，景觀優美，建築典雅，營造情境教育環境。 

6.通識教育中心、藝文中心與自然史教育館推動人文教育，建立特色。 

7.學校鼓勵教師與學生至業界實習，有助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 

8.透過提升教師實務能力與業界服務、提升教師教學知能與專業證照。 

9.建構教學支援系（所）統，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來輔助教師成長。 

10.推動「專業課程雙師授課制度」，全面引進具產業經驗之優質師資協同教學，將業界的實

務技能傳授給學生與授課老師，提升學生競爭力。 

 

二、劣勢（Weakness） 

1.學校北鄰雲嘉南、南近高高屏區域間，於此區間內大專校院眾多，競爭激烈。 

2.學校位於非都會區中間，不利於吸引學生就讀 

3.在捷運未開通前，交通仍不夠便利，不易吸引市區學生就讀。 

4.國內景氣持續不振，私立大專校院學費較高，學生繼續升學意願降低。 

5.南部區域技職學府競爭激烈，且本校成立歷史較短，難吸引中北部學生跨區就讀。 

6.高等技職校院快速擴充、升格，雖然提高台灣的教育水準，技職大學卻與普通大學界限模

糊，教育定位不明，喪失實務優勢。 

7.校友大多尚在就學或基層磨練階段，對母校之助益尚需醞釀。 

8.就讀學生家庭普遍經濟屬於弱勢族群，學生須要在課餘時間工讀，導致學習成效不佳。 

 

學校外部機會與威脅： 
一、機會（Opportunity） 

1.學校緊鄰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之便，未來建立產業型大學特色後，可以差異化特色吸引學生

跨區就讀。 

2.與園區及社區合作互動佳，科學/工業園區廠商願意提供長期（一年以上）學生實習機會，

增加學生與業界接觸，強化學生實務實習機會，可吸引學生來校就讀。 

3.校址位於台一線省道及中山高速公路高科聯絡道路旁，未來高雄捷運系統延伸設站後，將

貫通整個高雄市南北交通網，在學生通勤交通更為便利，有利於學校發展。 

4.教育部和勞委會今年放寬境外學生留台工作、實習相關規定，成為台灣招收外籍學生的利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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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長對與整體技職教育觀念改變，瞭解技職教育之重要，有利於學生選擇就讀技職大學。 

6.招收陸生學士班，教育部表示考慮增加「遞補制」，讓缺額回流，也考慮放寬核定名額。 

7.因少子化之衝擊，排名較後之學校將提早面臨退場問題，高屏地區學生人數未達 3,000 人

之私立大專院校快速萎縮，競爭者數量逐漸降低。 

8.與園區及社區合作互動佳，增加學生與業界接觸，強化學生實務實習機會。 

9.遠距教學環境成熟、教師研發成果豐碩、學生競賽成績逐年提升，均有助於吸引學生就讀。 

 

二、威脅（Threat） 

1.全國大學校院數多、出生率低，生源遞減，且高高屏生源是全國最少的區域，大專校院的

數量卻是全國最多，鄰近學校規模較大，各校競爭激烈。 

2.鄰近區域之高職端學生數，已有下降之趨勢，且各校均持續增加招生名額。 

3.國際經濟大環境未有起色，影響國內各產業成長率，進而對台灣各大專院校有所衝擊。 

4.大陸市場興起，大量客戶或中產階級轉往大陸發展，學生人口將逐步減少。 

5.各校爭相設置高額獎學金搶學生。 

6.學生選擇進修部意願逐漸上升，恐影響日間部之招生。 

7.學生赴海外就學者日增。 

8.產業環境快速變遷，教育環境劇烈變化。 

9.本校位於非都會區，各項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尚未建置完備，影響學生就讀意願。 

 

 

伍、 因應策略 

根據本校教育願景、辦學理念、內外在環境環境分析、面對少子化衝擊，擬定十項策略以落實

辦學理念及達成辦學願景，辦學理念與策略之關聯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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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構學院特色 

建構四大學院強化系（所）發展潛力，以配合國家建設、地方產業需求及職場前瞻性： 

(一)設計與規劃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及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二)機電學院發展以培育鄰近地區產業、光機電整合技術人才及與法人研究機關合作，爭

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為特色。 

(三)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色。 

(四)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多媒體互動設計及資訊管理整合為核心之特色。 

 

二、建立教學特色 

(一)推動務實致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二)推動創意創新創業課程。 

(三)推動教學品質保證制度。 

(四)建構有效之多元評量制度。 

 

三、兼顧人文科技 

(一)增進學生基礎語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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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校園人文教育環境。 

(三)提升學生科技通識素養。 

(四)厚植學生現代公民素養。 

 

四、提升行政品質 

(一)強化行政作業管控。 

(二)提升行政人員素質。 

 

五、建構優質環境 

(一)精進校園建設。 

(二)強化校園學習環境。 

(三)營造友善校園。 

(四)推動優質雲端校園數位環境。 

(五)落實導師制度，關懷學生安定就學，建構安全、健康的活潑校園。 

 

六、提升教師素質 

(一)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二)充實各類師資陣容。 

 

七、精進產學研究 

(一)推廣教師研究成果應用。 

(二)協助地區產業升級。 

(三)藉由產學互動，厚植教師實務能力，融入教學。 

(四)整合研發能量。 

 

八、強化國際交流 

(一)加強姊妹校雙向交流關係。 

(二)加強國際招生。 

(三)營造親善與優質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四)整合國際學術研究能量。 

 

九、拓展回流教育 

(一)開設多元課程，拓展課量。 

(二)促進策略聯盟夥伴資源共享及增加服務據點。 

(三)推廣在職進修回流教育及終身學習。 

(四)深耕產業開發內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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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終身學習政策，持續辦理進修教育及拓展回流教育生源。 

(六)增進產學互惠，提供客製化的區域產業專班。 

(七)強化學生實務能力，鼓勵辦理產業參訪，打造務實致用的產業人才。 

 
十、奠定永續經營 

(一)落實全面性招生工作。 

(二)降低少子化衝擊之影響度。 

(三)建立永續經營策略。 

(四)撙節開支，拓展財源 

(五)因應時勢潮流，彈性調整辦學策略。 
 
 

陸、 具體作法 

因應 
策略 

具  體  作  法 

一 
、 
建 
構 
學 
院 
特 
色 

(一) 工程學院發展以永續環境與綠色技術為核心之特色。 

1.1.1結合原有系（所）推動跨領域永續發展與綠色技術之相關學程。 

1.1.2為考量現有化工與生化工程系之生源與系之永續經營，已於 101 學年度更名

為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1.1.3工程學院之系（所）、學程預計 102 學年度更名為規劃與設計學院，含括現

有建築系、土木工程系、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綠色能源科技系、香妝與養

生保健學士學位學程、綠環境設計學士學位學程與文化創意設計與數位整合

學士學位學程等。 

1.1.4為因應學士學位學程之設置與系更名，規劃現有教師從事學程相關專業課程

之研習與證照取得。 

1.1.5整合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綠環境設計學位學程、綠色能源科技系與綠建築

等教學研發能量，發展工程學院之綠色技術的特色目標。 

1.1.6持續與產業結合、強化產業教師協同教學、訂定學生赴業界之實習辦法、鼓

勵教師至業界學習等措施，強化環境永續發展與綠色設計技術之學習成效。

1.1.7強化工程學院數位資訊應用能力，擴充數位教學設備、結合各項數位技術在

各系專業方面之整合與表現。 

1.1.8擴充與改善現有教學設備，滿足教學需求。 

1.1.9輔導與鼓勵學生參加各項競賽與考取證照，提供各項資源協助學生製作專

題。 

1.1.10推動學生畢業前之實習制度，強化學生之就業能力。並與廠商建立實習合

約，規範實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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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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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每年舉辦畢業成果展、教學成果展或產學成果展，展現學生學習與教師研發

成果。 

1.1.12建置植物工廠教學設施。 

(二) 機電學院發展以培育鄰近地區產業(扣件、生醫、電動車、金屬加工、綠能、、

等等)、光機電整合技術人才及與法人研究機關(金屬中心、電信中心、工研院、

車輛中心、、等等)合作，爭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為特色。 

1.2.1建立創意設計「原型試作」中心。 

1.2.2建立「產學融合」教學整合平台。 

1.2.3推動畢業前「全年實習」。 

1.2.4爭取「雙軌旗艦班」。 

1.2.5在機自系（所）成立「電腦輔助設計(CAD/CAE)組」。 

1.2.6推動教師「第二專長訓練」。 

1.2.7鼓勵師生組團「參加國內外競賽」。 

1.2.8每年舉辦「教學成果展」。 

1.2.9推動重點研發團隊申請「整合型產學研發計畫」。 

(三) 商業暨管理學院發展以商管自動化整合技術及休閒觀光產業管理為核心之特

色。 

1.3.1籌設「行動化商務行銷與整合研究中心」，培育行動商務技術與管理人才。

1.3.2整合高雄園區產業資源，建立行動商務教學與服務平台。 

1.3.3整合及運用既有師資與設備，預計 102 學年度成立產業經營管理研究所博士

班。 

1.3.4建立樂齡、健康、養生及休閒事業經營管理之專業技術人才。 

1.3.5每年舉辦畢業成果展或教學成果展，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四) 資訊學院發展以資通訊、多媒體互動設計及管理整合為核心之特色。 

1.4.1培育資通訊及多媒體互動設計與管理整合專業人才。 

1.4.2成立資通訊及多媒體互動設計與管理整合教學研發團隊。 

1.4.3建立與高雄軟體園區、鄰近園區與工業區、資通訊及多媒體等產業界提供學

生實習平台。 

1.4.4強化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1.4.5推動學生赴業界實習與教師赴業界深耕服務。 

1.4.6每年舉辦畢業成果展或教學成果展，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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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建 
立 
教 
學 
特 
色 

(一) 推動務實至用之課程發展機制。 

2.1.1訂定校院系（所）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 

2.1.1.1成立校院系（所）三級課程規劃委員會，並召開會議修訂、審議每學

年度之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並檢視各系（所）之課程

規畫。 

2.1.1.2開設符合產業技術需求及具有國際拓展能力之對應課程。 

2.1.2檢核本校課程設計與產業需求契合程度。 

2.1.2.1訂定產業界對系（所）所規劃課程諮詢意見調查表，各系（所）所邀

請相關業界專家審查所設計之課程，是否符合產業之需求。 

2.1.2.2每學年度暑假期間，各所系（所）完成對應產業職能需求之課程設計

意見調查。 

2.1.2.3依產業界回饋之意見，召開各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進行課程設計修正。

2.1.3建構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之全校課程地圖。 

2.1.3.1訂定建構全校課程地圖之標準作業程序。 

2.1.3.2召開教務會議議決通識教育中心及院系（所）之課程規劃。 

2.1.3.3建置全校課程規劃系統及網路課程地圖。 

2.1.3.4培育畢業生具備三照一證(英文證照、資訊證照、系（所）專業證照及

畢業證書)之就業能力。 

2.1.4訂定院系（所）教育特色，實施系（所）本位課程，推動學院整合特色課程。

2.1.4.1依據校教育目標，召開院系（所）課程委員會，規劃培養學生具備校

教育核心能力項目之一般能力與專業能力課程。 

2.1.4.2學院推動院共同必修課程與院整合特色學程。 

2.1.4.3系（所）實施系（所）本位課程，建構相對應之課程模組。 

2.1.4.4推動跨領域整合學程及就業學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強化學生就業

能力。 

2.1.4.5各學院於每一學期至少開設一門全英文授課課程。 

2.1.5推動「業師協同教學之雙師授課制度」，將業界實務技能融入教學內容。 

2.1.5.1每學期各系（所）學程須至少有一門專業課程導入具有產業實務經驗

之業師，進行雙師授課機制。 

2.1.5.2辦理學生至業界校外參訪。 

2.1.5.3各系（所）新聘教師必須符合高苑科技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要點」之規定。 

2.1.5.4成立領袖菁英班，培養未來社會所需之領袖人才。 

2.1.6推動教師到業界實習及考照，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能力。 

2.1.6.1依據高苑科技大學教師赴公、民營事業機構研發服務辦法，建立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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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與研習成效之追蹤考核機制 

2.1.6.2研習成效之追蹤考核機制。 

2.1.6.3聘請專業人士輔導教師考取證照。 

2.1.6.4補助教師參加證照輔導班或相關機構之講習以考取證照。 

2.1.6.5辦理產學合作及教師實務研習研討會，邀請學界產學合作經驗資深教

師和業界高階經理人或研發主管蒞校分享實務經驗。 

2.1.6.6建立機制，要求教師赴公民營機研習及產學合作成果必須與教學結合。

2.1.6.7教師參加校外產學合作與業界實務相關研習。教師進行業界參訪，並

辦理工廠參觀。 

2.1.6.8辦理教師產學合作論壇。 

2.1.7落實學生實習制度，使學生之學習與產業無縫接軌。 

2.1.7.1建立學生實習階梯課程：大一：職涯探索、大二：參觀見習、大三：

實習機構顧客及產業調查、大四：全面至業界實習或實務專題製作。

2.1.7.2辦理暑期（學期）校外實習課程。 

2.1.7.3辦理學生校外實習成果展示、遴選績優實習學生表揚及經驗分享會，

以擴大學習成效。 

2.1.7.4業界專家共同指導學生專題製作。 

(二) 推動創意、創新、創業課程。 

2.2.1設置「高苑科技大學三創推動委員會」，規劃、執行及考核全校三創課程之

成效。 

2.2.1.1訂定「高苑科技大學三創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創意創新創業學

程設置辦法與選讀規定」。 

2.2.1.2專題製作課程列為各系（所）之必修課程。 

2.2.1.3整合全校資源與師資，推動涵蓋創意基礎類、創新應用類、創業整合

類三大類群之校際創意創新創業學程。 

2.2.1.4通識教育中心將創意與創新融入自選通識或科技通識課程中。 

2.2.1.5申請教育部三創課程相關計畫經費補助，厚植學生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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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辦理三創競賽，設置學生創意產品展示區，激發學生發明潛能。 

2.2.2.1每學年度以學院為單位至少各辦理一場三創競賽。 

2.2.2.2設置學生創意產品展示區，提供績優之創意創新作品展示與試賣，強

化學生創業能力。 

2.2.3舉辦與輔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創業競賽。 

2.2.3.1辦理創業競賽說明會與計畫書撰寫研習活動。 

2.2.3.2輔導校內競賽優勝團隊參加全國創業競賽，並邀請業界師資指導計畫

書撰寫。 

2.2.4邀請業師及創業成功校友，舉辦創意、創新、創業相關研討會及座談會。 

2.2.4.1邀請創業成功團隊分享經驗及成果。 

2.2.4.2舉辦小創意大發明研討會。 

2.2.4.3舉辦專利申請說明會。 

2.2.4.4舉辦創業講習。 

(三)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2.3.1整合校內教學資源，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2.3.1.1強化教學卓越與學習品保中心功能。 

2.3.1.2辦理教師專業技能、教學技巧與教材製作研習觀摩會及研討會。 

2.3.1.3語言中心積極規劃成立南台灣英語文證照考場。 

2.3.1.4華語文中心積極推動外籍生華語能力教學，強化外籍生語言能力。 

2.3.2評鑑教師教學品質，激勵教師專業成長。 

2.3.2.1實施教師教學評鑑。 

2.3.2.2教學優良教師遴選。 

2.3.2.3定期舉辦教學觀摩研討會。 

2.3.2.4推動數位教材認證與課程認證。 

2.3.3建立學生學習輔導系統，推動教學助理制度，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3.3.1實施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制度，提早輔導學習不佳之學生。 

2.3.3.2實施期中成績預警制度。 

2.3.3.3實施補救教學及共同科目與專業科目學習輔導。 

2.3.3.4實施擴充學習，輔導學生考取證照。 

2.3.3.5建立教師輔導學生課業獎勵機制。 

2.3.3.6持續推動學生生涯與學習歷程檔案。 

2.3.3.7辦理教學助理遴選、培訓、考核與績優 TA 分享活動度。 

2.3.4設立微型教學實驗室，協助教師編製教材。 

2.3.4.1建置多功能微型教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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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辦理推廣說明會（教師、學生）。 

2.3.4.3教學單位教師進行演練。 

2.3.4.4碩士班畢業生進行論文發表演練。 

2.3.4.5辦理畢業生數位履歷製作研習營，辦理數位履歷競賽暨觀摩發表會。

(四) 建構有效之多元評量制度。 

2.4.1針對所有課程由系（所）建立與系（所）核心能力對應之中英文課程目標。

2.4.2由任課教師針對課程屬性選擇適當之授課方式與評量方式 

2.4.3由電子計算中心開發相關系統。 

三 
、 
兼 
顧 
人 
文 
與 
科 
技 

(一) 增進學生基礎人文能力。 

3.1.1推動典範叢書閱讀計畫。 

3.1.1.1由通識教育中心國文組老師精選人文、科技與社會領域之 100 本叢

書，以建立基礎閱讀書目。 

3.1.1.2於各科系（所）及圖書館網站公告書目，並接受全校師生推薦，以供

書目持續更新。 

3.1.1.3結合圖書館「經典悅讀」活動，落實閱讀心得寫作管控與評分。 

3.1.1.4圖書館設置心得寫作獎勵辦法，給予學生投稿優秀作品獎勵。 

3.1.2增進學生人文應用能力。 

3.1.2.1推動人文課程檢核機制與通識教育能力指標計畫，改善課程、學習內

容與教學方式。 

3.1.2.2增設創新與創意自選通識課程模組，系統性引導三創課程。 

3.1.3提升學生中英文語文能力。 

3.1.3.1透過語文中心，整合相關資源，提升教師教學知能與專業成長。 

3.1.3.2實施國語文成長閱讀書寫護照、線上學習及實地檢測。 

3.1.3.3加強英檢補強教學及實施英語角落區教學。 

3.1.3.4實施英文輔導功能，提升學生語文能力。 

3.1.3.5舉辦名人外語演講與外語演講比賽。 

(二) 強化校園潛藏人文教育環境。 

3.2.1建構優質人文環境，薰陶藝文素養。 

3.2.1.1設置「公共藝術」，推行校園公環境美化。 

3.2.1.2校園植栽美化，設置「戶外藝文展演休憩站」。 

3.2.1.3推薦優良圖書影音有聲資料，鼓勵學生積極參與，建立良好之休閒興

趣。 

3.2.2善用高雄市自然史教育館及周邊文化資源，充實文化教材。 

3.2.2.1增強高雄市自然史教育館教育與推廣功能，配合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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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展。 

3.2.2.2與台灣歷史與文化課程結合，作為參觀實習場所。 

3.2.2.3充實文物與數位典藏，並結合教學，製作文化數位推廣教材。 

3.2.3推廣藝文創作展演，強化典藏質量。 

3.2.3.1強化藝文中心藝術展演功能，持續引進優秀藝術家作品展出。 

3.2.3.2鼓勵學生創意設計與藝術作品成果發表，建構學用互動平台。 

3.2.3.3建構典藏，發展對外典藏展示。 

3.2.3.4結合學校景觀舉辦各類藝術活動，增進學校藝術氛圍。 

3.2.3.5結合藝術課程實施人文學習護照，鼓勵學生積極參與校外藝文展演活

動。 

(三) 提升學生科技通識素養。 

3.3.1培養科學涵養及基礎專業知能。 

3.3.2強化瞭解能源、保健、環保等重點科技應用與發展。 

3.3.3強化暸解在地與現行趨勢科技應用與發展。 

3.3.4課程規劃契合職場需求及結合科技產業發展。 

3.3.5培養永續科技發展理念。 

(四) 厚植學生現代公民素養。 

3.4.1學習倫理思辨、道德判斷及理性抉擇能力。 

3.4.2培養尊重事實、講究理性及民主審議知能。 

3.4.3強化瞭解科學侷限性及反思科學利弊。 

3.4.4學習媒體資料識讀、交叉查證及自製實踐能力。 

3.4.5培養體會事物價值及美感領受與創造能力。 
四 
、 
提 
昇 
行 
政 
品 
質 
 

(一) 強化行政作業管控。 

4.1.1改善行政作業流程，提高行政效能。 

4.1.1.1實施授權分層負責，以期簡化行政作業，提高行政效率。 

4.1.1.2加強各單位行政 e 化（建構 e 化系統），精進資訊管理及避免耗力費時。

4.1.1.3整合各單位行政相關系統，強化單位間行政作業橫向聯繫及資訊共享。

4.1.1.4導入全校性電子化公文及簽核機制，縮短公文旅行時間及提高文件簽

核之可靠度 

4.1.2建構行政管控制度，落實自我監督。 

4.1.2.1定期檢討及修正內部控制制度之作業程序與內部控制點，並就稽核缺

失改善。 

4.1.2.2建置行政作業標準化（SOP）及預警機制，防範行政違規及損害。 

4.1.2.3規劃重點行政工作 PDCA，精進行政業務與提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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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行政人員素質。 

4.2.1推動行政教育訓練，提升行政素養。 

4.2.1.1鼔勵行政人員參加各種電腦專業知能訓練，提升資訊素養。 

4.2.1.2鼔勵行政人員參加行政業務有關研習，提升專業能力。 

4.2.1.3獎助行政人員參加與業務有關資格檢定及考取證照。 

4.2.1.4辦理行政人員教育訓練，充實行政有關技能與潛力。 

4.2.2實施行政績效考核，健全行政體質。 

4.2.2.1定期實施行政人員績效考核，並依考核結果實施獎勵、輔導、調整。

4.2.2.2辦理各行政單位團隊績效考評，並就考評結果檢討改進及成效追蹤。

4.2.2.3辦理行政服務品質問卷調查，並依調查結果改善行政服務品質。 

4.2.2.4辦理行政服務競賽與訓練，改善行政人員服務品質。 
五 
、 
建 
構 
優 
質 
環 
境 

(一) 精進校園建設。 

5.1.1建構綠色大學。 

5.1.1.1採用環保綠建材與再生材。 

5.1.1.2制訂全校電力監控計畫。 

5.1.1.3實施減廢與資源回收。 

5.1.1.4規劃建置綠能校園。 

5.1.1.5綠色節能種子師資培訓。 

5.1.1.6落葉與廚餘轉化成可用資源再利用。 

5.1.1.7建構生態工程教學實驗場所，將高苑湖建構成生態水池，利用生態工

程形成生物願意棲息之場域，利用透水性再生瀝青作為校內道路鋪

設，與再生材透水材作為校園鋪面之用。 

5.1.1.8規劃建置綠能校園，建置太陽能光電停車棚，鼓勵師生騎乘電動機

車，並提供免費充電服務，電力來源由車棚之太陽能發電所供給。 

5.1.1.9簽署塔樂禮宣言，成為世界綠色大學一份子。 

5.1.1.10建置校園空污緊急採樣系統。 

5.1.1.11鼓勵學生自發性成立綠色大學推動組織，以落實相關政策。 

5.1.2充實學習環境。 

5.1.2.1改善學生活動中心，綜合大樓規劃成為學生活動中心，使學生活

動、宿舍、餐飲等機能集中。 

5.1.2.2透過室內裝修方式持續改善現有各處室辦公環境品質。 

5.1.2.3擴增教師研究室，充實教師研究室，改善教師研究空間。 

5.1.2.4綜合大樓整建，包括結構安全及外牆整修。 

5.1.3建置完善的有效率的校園資訊網絡。 

5.1.3.1建構更具行動力之網路環境，讓師生及時掌握校園內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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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參與率、向心力及完成活動的目標。 

5.1.3.2強化雲端校園資訊平台。 

5.1.3.3提升校園資訊安全防護力、持續改善資安驗證缺失，擴大驗證範

圍。 

5.1.3.4強化無線網路通訊加密機制。 

5.1.3.5逐年建置IPv6網路環境。 

5.1.3.6強化校園身分認證上網環境。 

5.1.3.7逐年建置綠色節能機房以及機房自動化管理系統。 

5.1.3.8提升校園e卡通之服務，使校園生活更便利。 

(二) 建立校園學習中心 

5.2.1提升圖書館藏質量，建置機構典藏加強讀者服務。 

5.2.1.1逐步提升圖書館藏質量，建置全館資訊化環境。 

5.2.1.2建置機構典藏提供師生查詢，提升教學研究能量。 
5.2.1.3加強多元化服務，提升圖書館使用率。 

5.2.2提供優質的行動學習基礎建設及資訊服務。 

5.2.2.1強化校園網路基礎建設，維持可靠、穩定以及高傳輸率的行動網

路與系統環境。 

5.2.2.2以「校園網路」、「e化圖書館」、「行動教學」及「行動學習」為四

項要素，共同銜接串聯結成一個周密無限的行動學習網絡。 

5.2.3提供教學輔導與社區再教育。 

5.2.3.1推動社區化知識學習中心。 
5.2.3.2設立非學分的證照班，藉由老師的輔導讓學生及社區人士順利考

取相關證照。 

5.2.3.3設立專門的證照考場，以因應各種證照考試的需求，並提供企業

證照考場使用。 

5.2.3.4建構考試模擬平台，讓學生有完善的模擬測驗環境，提高證照的

通過率。 

5.2.4提升教室上課環境品質。 

5.2.4.1改善電腦教室及多媒體教室的電腦資訊相關設備，提高教學及學

習品質。 
(三) 營造友善校園。 

5.3.1強化危機處理，營造安全環境。 

5.3.1.1設置校安中心，統籌校園安全全般事宜。 

5.3.1.2強化宿舍疏散安全訓練，每學期進行相關訓練。 

5.3.1.3每學期進行校園防災、防震疏散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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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召開校園安全會議，檢討、改進校園死角與校園安全危安因素。 

5.3.1.5落實住宿學生及賃居生住宿安全檢查。 

5.3.2落實學生自治，內化民主素養。 

5.3.2.1透過班會活動議決班級事務，以落實校園民主機制實行。 

5.3.2.2強化學生組織選舉機制，透過選舉人票制度設計，提高投票參與率。

5.3.2.3健全學生自治組織，鼓勵學生自治組織有效、即時反映學生意見，積

極替同學爭取校園內權益。 

5.3.3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公民意識。 

5.3.3.1辦理志工培訓，協助學生取得志工證明。 

5.3.3.2辦理專任教師與學生社團幹部服務學習工作坊，並鼓勵學生社團積極

投入服務學習活動，及專任教師開設具有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5.3.4關懷弱勢學生，協助安定就學。 

5.3.4.1設立弱勢學生助學服務單一窗口，由專人協助學生爭取校內、外助學

資源。 

5.3.4.2協助弱勢學生辦理助學貸款及各項政府學雜費減免措施。 

5.3.4.3透過弱勢學生助學金、高苑還願助學金、學雜費分期付款等措施，協

助學生安心就學。 

5.3.4.4成立高苑愛心專戶，補助校內生活費。 

5.3.5提升輔導知能，幫助學生成長。 

5.3.5.1辦理導師、義輔老師成長工作坊，提升教師輔導與班級經營管理能力。

5.3.5.2配合導師規劃，辦理班級輔導協助學生解決各面向問題。 

5.3.6建立職涯導師制度，強化學生職涯輔導。 

5.3.6.1各系（所）遴選職涯導師，推動學生職涯輔導及就業相關事宜 

5.3.7透過補救教學，提升弱勢學生學習成效。 

5.3.7.1各系（所）依學生學習狀況提出申請，辦理低學習成就學生補救教學

班，協助跟上學習進度。 

5.3.7.2強化資源教室功能，落實對身心障礙學生照護。 

5.3.8提升學校生活機能。 

(四) 推動優質校園數位環境。 

5.4.1校園資訊平台網路化、行動化。 

5.4.1.1建構具行動力之校園資訊系統，讓師生隨時隨地掌握校園內各項學習

活動，提升參與率、向心力及完成活動的目標。 

5.4.1.2提升舊有系統之行動力，以利各項行動裝置之使用。 

5.4.2提升校園行動化教學與學習環境。 

5.4.2.1導入具行動力之影音平台、數位協同教學系統、擴充學習知識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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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師生透過行動學習載具，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管道。 

5.4.2.2提升自我學習與檢測系統，使之具備行動檢測多元學習環境。 

5.4.3建構數位雲端學習環境。 

5.4.3.1建置新一代之雲端軟、硬體設備，以符合雲端服務。 

5.4.3.2提升高效率低成本的 Wi-Fi 設備。 

5.4.3.3配合學校卓越計畫與雲端之發展，導入具前瞻性之特色學習系統。 

(五) 落實導師制度，關懷學生安定就學，建構安全、健康的活潑校園。 

5.5.1強化導師職能關心學生就業與生活情形，針對弱勢家庭提供安心就學方案。

5.5.2配合研發處、學務處共同推廣教育部之「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要求每位新生必須至該平台先進行就業職能診斷，瞭解學生自己就業傾向與

自己未來需修習那些課程，才能具備進入職場所需技能。 

5.5.3鼓勵學生豐富自我生涯歷程檔案（E-portfolio）內容，透過與「大專校院就

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結合，提供學生在學期間盡早瞭解自我就業意向，

與強化就業職能。 

5.5.4定期舉辦運動競賽與專題講座，扶助學生社團正常運作，舒緩學習壓力，促

進學生身心健康。 
六 
、 
提 
升 
教 
師 
素 
質 

(一) 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6.1.1辦理提升教師教學知能活動。 

6.1.1.1辦理教學策略與技巧、課程設計研習，提升教師教學績效。 

6.1.1.2建置多功能微型教學實驗室，提供教學單位教師進行演練。 

6.1.1.3定期檢討與修訂改進敎學相關辦法，並落實執行及追蹤成效。 

6.1.1.4鼓勵教師投入編纂教材及研製數位化教材，提供多元學習管道。 

6.1.1.5鼓勵教師投入教具製作及觀摩教具展示，活絡教學及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 

6.1.1.6推動教師學習社群與教師教學知能認證。 

6.1.2提升教師實務能力。 

6.1.2.1鼓勵教師借調至業界及赴公民營事業機構研發服務，厚植實務經驗與

能力。 

6.1.2.2鼓勵教師從事短期實務研習，以因應教學需求。 

6.1.2.3鼓勵教師從事產學合作，加強敎師至業界交流。 

6.1.2.4鼓勵教師考取教學有關專業證照，並轉化為輔導學生考照之經驗。 

6.1.3落實教師評鑑功能，建立輔導成長機制。 

6.1.3.1定期檢討與修訂教師評鑑辦法，並落實執行及追蹤成效。 

6.1.3.2輔導教師評鑑不佳之教師，並定期追蹤執行情形。 

6.1.3.3教師評鑑成績納入升等考核，管控各級教師資格與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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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4教師評鑑結合教學評量（教學成效調查）成績，保障整體教學品質。

(二) 充實各類師資陣容。 

6.2.1充實系（所）所發展所需師資，強化研發團隊。 

6.2.1.1延攬知名並符合本校發展之教師，帶動本校教研風潮。 

6.2.1.2鼓勵教師參加研習、短期進修、教育訓練、專業認證，擴展教師專長。

6.2.1.3鼓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及學術（休假）研究，擴展學術成果。 

6.2.1.4鼓勵教師跨領域合作及投入團隊合作，進而籌組研發團隊。 

6.2.2鼓勵各級專任教師升等，改善師資結構。 

6.2.2.1辦理資格送審說明會，避免違反學術倫理，及提升資格送審通過率。

6.2.2.2鼓勵教師以著作及博士學位升等，提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6.2.2.3鼓勵教師以技術報告升等並辦理技術報告升等說明會，提升本校技術

報告升等成效。 

6.2.3延攬或留任特殊優秀人才，因應學校特色發展。 

6.2.3.1訂定及實施彈性薪資方案，以延攬及留任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6.2.3.2遴選富實務經驗專家協同教學與傳授技能，厚植學生就業潛力。 

6.2.3.3遴聘知名業界專家來校演講或擔任兼任教師，擴展師生產學知能。 
七 
、 
精 
進 
產 
學 
研 
究 

(一) 推廣教師研究成果應用。 

7.1.1鼓勵研究成果申請專利，參加展覽與發表會，增加媒合機會。 

7.1.1.1鼓勵教師將研究成果申請專利。 

7.1.1.2鼓勵教師將研究成果參加各種國際或全國展覽與發表會，增加產學合

作媒合機會。 

7.1.2主動將研究成果推薦給相關廠商，促成產學合作與技術轉移。 

7.1.2.1鼓勵教師主動將研究成果推薦給相關廠商，促成技術轉移。 

7.1.2.2透過產學服務中心媒介教師與廠商合作。 

(二) 協助地區產業升級。 

7.2.1分析地區產業特性與需求，促進產學合作。 

7.2.1.1持續推行一人一產學方案，提升教師產學計畫件數。 

7.2.1.2成立產學合作推動委員會。 

7.2.1.3透過產學服務中心建立產學合作廠商資料庫，以提供各系（所）所規

劃重點發展及推動產學合作之參考。 

7.2.2提升創新育成中心量能，協助廠商開發技術及配合區域產業之升級。 

7.2.2.1訂定鼓勵、老師參與產學服務辦法及實施廠商回饋制度，以達到中心

營運自給自足之目標。 

7.2.2.2加強與進駐廠商衍生產學合作案或申請專利發明，以達成技轉回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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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7.2.2.3協助廠商撰寫政府各部會補助研究計畫並爭取計畫參與共同研發。 

(三) 藉由產學互動，厚植教師實務能力，融入教學。 

7.3.1透過「產」「學」互動方式，將產學合作成果融入教材。 

7.3.1.1鼓勵教師將產學合作成果融入教材，使教材貼近產業現況。 

7.3.1.2依產業需要，調整系（所）所課程規劃。 

7.3.2鼓勵教師赴業界深耕服務，貼近產業脈動。 

7.3.2.1強化現任教師業界實務能力，辦理暑期企業廣度研習。 

7.3.2.2鼓勵教師留職留薪赴業界深耕服務，深入瞭解產業發展趨勢。 

(四) 整合研發能量。 

7.4.2籌組跨領域或跨校研究團隊，爭取產學合作。 

7.4.1.4由資深且產學經驗豐富之教師帶領資淺教師組成研究團隊，進行經驗

傳承。 

7.4.1.5跨系（所）所教師籌組跨領域研究團隊，擴大產業服務範圍。 

7.4.1.6教師參與他校研究計畫或研究團隊，累積研發經驗。 

7.4.3成立研究中心，爭取大型產學合作案。 

7.4.2.1提升防災研究中心、綠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工程系統整合研究中心、

光機電整合技術研究中心、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先進潔淨節能引

擎研究與測試服務中心、前瞻電動車輛技術研發研究中心、扣件產業

技術研發中心之產學績效。 

 
八 
、 
強 
化 
國 
際 
交 
流 

(一) 加強姊妹校雙向交流關係。 

8.1.1拓展與國外姊妹校或機構進行學術交流活動或合作計畫。 

8.1.1.1積極推動與國外姐妹校美國紐約 ASA 商業及科技學院及捷克瑞德克

羅拉夫大學簽署雙聯學制，並進行各項線上教學與圖書館資源共享之

任務。 

8.1.1.2積極與國內學校共同推動及相互支援國際交流事務。 

8.1.1.3積極推動美國、日本、澳洲、中國、越南等姊妹校雙向交流關係，並

派送交換生出國研習，或與姊妹校進行長期和短期之師生交流及交換

活動，推動國際實務教學，擴大國際視野。 

8.1.1.4積極辦理海外參訪研習及實習活動，除前往歐美地區從事語言與文化

參訪研習外，另亦選送學生赴海外企業集團實習，以增進實務能力，

厚植就業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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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5籌辦陸生或美籍華裔青年之暑期夏令營活動，以增進其對中華文化之

了解，除可善用學校資源外，又可為未來之短/長期交換生而鋪路。 

(二) 加強國際招生。 

8.2.1擴大招收境外籍學生（含外籍生、僑生、陸生等）。 

8.1.2.1建構對國際學生友善之校園環境，強化外籍生國際事務專責單位，持

續推動從在學前的招生宣導、入學後的生活與課業輔導、畢業後的工

作與就業追蹤。 

8.1.2.2規劃雙語師資、全英語專業課程授課，以提升學生外語能力，並配合

簽署之雙聯學制為未來招收國際學生之全英語學位學程鋪路。 

8.1.2.3落實外國學生獎學金辦法，並提供住宿免費獎勵辦法以激勵其求學之

動機。 

(三) 營造親善與優質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8.3.1鼓勵並補助師生赴國外姊妹校學習、研究、及參與國際性各項競賽，提升師

生之國際觀及自信心，以培養能立足台灣放眼國際之一流科技人才。 

8.1.3.1辦理兩岸學術研討會，增進兩岸學術成果交流。 

8.1.3.2補助本校學生分別前往姊妹校學習、研究，進行相互交換學習。 

8.1.3.3與姊妹校合辦短期文化研習及國際文化節慶等參訪活動，以擴展本校

學生國際視野。  

8.1.3.4遴選優秀學生前往海外實習。 

(四) 整合國際學術研究能量。 

8.4.1積極主辦或參與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或相關國際性活動。 

8.1.4.1協辦海外華裔青年台灣觀摩團、候鳥計畫、智慧鐵人國際創意競賽等

活動，增加本校在國際上的能見度。 

8.1.4.2補助本校師生赴國外參與國際性學術或技術研討會，發表技術研究論

文。 

8.1.4.3申請國際合作計畫和活動，配合國際交流計畫，運用相關聯盟資源，

推動教師跨校研習、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機械系合作跨國整合

型專題研究。 
九 
、 
拓 
展 
回 
流 

(一) 開設多元課程，拓展課量。 

9.1.1爭取政府補助資源開設產投、充電起飛、失業   勞工等多元課程。 

9.1.2推動多元證照培訓課程。 

9.1.3推動管理類、品質類、研發類、行銷業務類等實務課程。 

(二) 促進策略聯盟夥伴資源共享及增加服務據點。 

9.2.1開發策略聯盟夥伴並合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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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9.2.2設立台南、高雄、台東、屏東等服務據點。 

(三) 推廣在職進修回流教育及終身學習。 

9.3.1推動教育部成人就讀大學政策，開辦各相關科系（所）學士程度及副學士程

度學分班。 

9.3.2開辦樂齡大學學分班並輔導學員報考大學。 

9.3.3開設市民學苑，技藝類科課程，以鼓勵文創人文素養。 

9.3.4開辦勞工大學實務性課程，增加勞工第二專長。 

(四) 深耕產業開發廠內訓練市場。 

9.4.1深耕路竹科學園區、南部科學園區、南部環保科技園區、楠梓、本洲、永安

工業區及台南高雄等縣市加工區，與管理局合作開課。 

9.4.2加強拜訪各大工業區、中大型廠商，開拓廠內訓練及產學合作案。 

9.4.3開設中高階主管碩士學分班。 

(五) 推動終身學習政策，持續辦理進修教育及拓展回流教育生源。 

9.5.1鞏固現有的學制規模，及辦理隨班附讀學分班，提供產業人士進修及高中職

入學管道。 

9.5.2籌設大學前 40 學分班，活化入學方式，提高社會民眾回流進修意願。 

(六) 增進產學互惠，提供客製化的區域產業專班。 

9.6.1為達到產學互惠的功效，學系（所）可以得專才而教之，學生可以深化其職

場能力，提供客製化的區域產業專班，可使「教」與「學」產生良性互動，

讓實務經驗與學術理論獲得驗證。 

9.6.2積極申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採三合一（高職+技專校院+合作產業）合作方

式，發展 3+4（高職+四技）或 3+2+2（高職+二專+二技）之縱向銜接學制。

除深耕高職學校，確保學生來源外，提供經濟弱勢生就學機會，滿足產業人

才需求。 

(七) 強化學生實務能力，鼓勵辦理產業參訪，打造務實致用的產業人才 

9.7.1推動「專業課程雙師授課制度」延伸至進修部、進修學院暨專校，引進具產

業經驗之優質師資協同教學，將業界的實務技能傳授給學生與授課老師。 

9.7.2爭取擴充學習實施延伸至進修部、進修學院暨專校，輔導學生參加專業技能

證照考試，獎勵考取證照的學生。 

9.7.3鼓勵授課老師辦理產業參訪，讓學生了解產業工作環境，透過「產」「學」

互動方式，提供企業徵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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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奠 
定 
永 
續 
經 
營 

(一) 落實全面性招生工作。 

10.1.1建立招生基本策略：深耕高高屏、拓展雲嘉南、進攻中彰投、跨越桃竹苗、

前進北北基、照顧花東宜。 

10.1.1.1定期進行 SWOT 分析，調整招生策略。 

10.1.1.2推估高中職各類群生源至少三年資料。 

10.1.1.3蒐集前二十大生源學校在該學年畢業概況，以提供各系（所）組及學

程參考用。 

10.1.1.4規劃經濟又方便之接駁車及區間車，改善學生交通問題。 

10.1.1.5訂定學生住宿辦法，針對偏遠地區學生、家境清寒學生及外籍學生給

予適度的住宿優惠。 

10.1.2因應環境情勢變化，快速調整招生活動。 

10.1.2.1規劃獎助學金方案，以促進學生來校就讀之意願。 

10.1.2.2建構全校招生管考機制，建立拜訪學校記錄表與推薦學生回報表紀錄

管考。 

10.1.2.3不定期召開招生策略執行委員會議。 

10.1.2.4分析出生人口數、招生主力學生屬性、產業新進人員需求量及產業趨

勢變化，機動調整系（所）科組，用心規劃招生類群。 

10.1.3深耕高中職校及社區，確保高中職生源。 

10.1.3.1全力協助指導各高中職班級，參加各項比賽及專題製作並簽訂備忘

錄，提供在職學生升學管道。 

10.1.3.2辦理高中職學校學生蒞校參訪，爭取學生認同。 

10.1.3.3主動協助高中職端教師指導學生進行專題研究或撰寫小論文，以及高

職端授課，辦理課程預修制度，未來就讀本校相關科系（所）可抵免

學分。 

10.1.3.4提供本校資源協助高中職校及社區辦理活動，增加與各高中職互動之

機會。 

10.1.4拓展外國生源，積極推動境外招生工作。 

10.1.4.1強化國際事務及語言中心專責單位，並於境外設立分校及華語訓練，

以積極拓展招生工作。 

10.1.4.2各學院規劃成立全英文授課之碩士班學程，以擴展國際生生源。 

10.1.5公共關係經營，提升學校知名度。 

10.1.5.1整合本校大高雄地區各項社區服務，爭取免費資訊學習、社區營造等

深入社區家庭活動，以本校校友及在校學生擔任輔導志工，展現本校

教育成果，以達宣傳效果。 

10.1.5.2推動教育夥伴學校換約，維持友好教育夥伴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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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3在主力高中職學校，設置表現優異獎學金或相關獎勵措施，以協助發

展技職特色。 

10.1.5.4參加各高中職舉辦升學（技職）博覽會、校慶及成果展。 

10.1.6善用畢業校友資源，推薦高中職生選擇本校。 

10.1.6.1定期出版招生刊物並收集師生各種傑出事蹟，以豐富刊物內容。 

10.1.6.2加強校友聯繫並運用校友人脈關係進而提高學校知名度。 

10.1.6.3積極鼓勵在校生、校友、校外人士利用其人脈關係推薦學生前來就

讀，並訂定獎勵措施。 

(二) 降低少子化衝擊之影響度。 

10.2.1配合產業需求調整系（所），強化畢業就業百分百能力。 

10.2.1.1分析出生人口數、招生主力學生屬性、產業新進人員需求量及產業趨

勢變化，機動調整系（所）及學程，用心規劃招生類群。以避開淘汰

線。 

10.2.1.2建立系（所）轉型退場機制，以達學生畢業即就業無縫接軌。 

10.2.1.3與優良產業及公民營機構結盟，開設專業班別。 

10.2.1.4因應產業需求開設專業課程，並配合產業上班時段彈性調整上課時間

與地點，提升產業技術能力。 

10.2.2強化教學品質與成效，建立學習好口碑。 

10.2.2.1重視學生未來就業能力提升，規劃具特色且符合產業需求之課程。 

10.2.2.2建立學生課業及生涯輔導規劃系統，提升學生未來就業能力學習成

效。 

10.2.2.3透過專題研究指導學生參加各種校外競賽，爭取良好成績以提升社會

對本校之認識與認同。 

10.2.3善用產學合作，提升產業大學競爭優勢。 

10.2.3.1獎勵學生參與產業技能見習，使學術與產業技術相互結合，並於學期

間積極媒合進修部與假日班學生就業，進而提高畢業即就業比例，以

吸引學生就讀。 

10.2.3.2積極聘任產業優秀人才，擔任專業課程講師，透過實作與經驗傳承培

育優秀技術人員。 

10.2.3.3協助產業界解決技術問題，提高生產效能，爭取產業對本校技能與學

術認同，進而穩固在職學生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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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立永續經營策略 

10.3.1運用多方媒體，廣為宣傳學校形象。 

10.3.1.1建立媒體公共友善關係，提升學校形象。 

10.3.1.2配合產業合作平台，間接宣傳學校優異表現。 

10.3.1.3在報章雜誌、電台等不定期發佈學校傑出事蹟，並與各大媒體經常互

動以聯絡情感。 

10.3.2重整組織單位，最佳化教職員額數。 

10.3.2.1調整行政單位組織，促進業務合作與行政效能。 

10.3.2.2實施教職員額總量管制，並建置各單位教師與行政人力標準員額。 

10.3.2.3鼓勵教職員修習第二專長，因應教學與行政組織調整及替補離職人

力。 

10.3.2.4規劃教職員離退機制，並制定離退配套措施、優惠方案及輔導生涯規

劃。 

10.3.2.5降低人事成本。人力需求以內調為原則並適當調配兼任與臨時人力。

10.3.3全面自動資訊作業，降低經營成本。 

10.3.3.1建置行政業務 e 化，強化行政組織機能與運作。 

10.3.3.2導入雲端行動行政服務，簡化與提升作業效能。 

10.3.3.3加強行政人員資訊教育訓練，提升單位組織競爭力。 

10.3.4控管經費編列，發揮最大化效益。 

10.3.4.1依年度計畫及預算維護校舍並規劃節能。 

10.3.4.2採購流程標準化，建立追蹤控管機制。 

10.3.4.3簡化與 e 化財物管理機制，有效整合現有財物。 

(四) 撙節開支，拓展財源 

10.4.1降低人事成本。 

10.4.2降低事務成本。 

10.4.3預算編列管控。 

10.4.4爭取產學計畫。 

10.4.5爭取教學計畫。 

10.4.6拓展推廣教育。 

(五) 因應時勢潮流，彈性調整辦學策略。 

10.5.1發展產業型科技大學之特色課程。 

10.5.2建立教學品保，降低休、退、轉學之學生數。 

10.5.3建立系所預警、輔導轉型、退場之機制。 

10.5.4拓展國際交流，招收境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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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經費與財務規劃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財務規劃，以永續發展為整體規劃之根基，成為一所「貼近產業需

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育畢業即具有百分百就業能力之優質產業型科技大學」為發展願景；建

置學生學習及教學之樂活環境，以提昇學生實務技能。此外，配合招生之需要，制訂相關政策

及制度來強化整體財務運作,並預計未來發展需求所需之經費，做未雨綢繆之整體規劃，使學

校在健全穩固之財務規劃下，發展成為產業型科技大學。 

 

101-105 學年度以推動優質產業型科技大學格局下，進行各項軟硬體建置計畫為財務規劃

目標之一；同時秉持開源節流及責任會計制度，促進財務資源運用效能提升。執行之方向以能

順暢推動優質產業型科技大學之各項校務計畫為目標，財務運作上採管理營運資金安全運用前

提下，使每年財務在穩健、平衡預算下，避免任何可能之財務風險發生。 

 

一、健全財務制度 

(一)強化及落實內部控制制度之財務事項。 

在學校既定內部控制下，透過稽核委員會有規劃的運作下，定期考核各單位作業執行

效果及效率，若發現問題，進而提出改善建議，並作為評量各單位績效考核之參考。 

(二)強化會計電腦化資訊分析 

在預算控管方面提供即時分析差異之功能，使實際執行效果能向目標趨近。 

(三)教學單位經費分配原則係以績效導向作為下學年度分配資源之參考依據。 

(四)財務資訊透明化 

本校已建置財務資訊公開專區網，全校師生及外界人士只要進入本校資訊系統網即可

查詢學校財務資訊；整體財務經委任合格會計師查核完竣後除提董事會議審核外，並

於財務資訊公開專區網站及會計室網站公布本學年度收支決算等財務狀況報告。產生

效益如下： 

4.1讓全校師生充分瞭解學校財務收支情形，進而對學校產生向心力。 

4.2健全本校財務監督體系，讓全體師生共同來稽核財務，發揮環環相扣之管理機能。 

4.3財務透明化後，可避免全校師生不必要的疑慮，進而提高競爭力。 

 

二、因應未來五年資源需求，基於財務穩健及充分支援教學與研究，考量整體資源配置，財

務收支規劃如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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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語 

誠如資訊科技之父范內瓦‧布希在《科學──無止境的疆界》所言的：「大學會永久存在，

它的志業永無止境」。深信透過本計畫之執行，本校必能立基在「科技」、「人文」、「學術」及

「產業」的發展核心下，完備本校教育規模，建構優質教育環境精進教學品質，拓展研究產學，

且於國內教育伙伴之良性競爭中，發展本校成為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創造學生具

備百分之百就業能力的一流產業型技職學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