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 議 紀 錄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1 次會議 

（103 年 3 月 5 日） 







1 

嶺東科技大學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聖智廳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  席：綜合規劃處黃健夫處長               記錄：葉庭妤 

壹、主席致詞 

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本日會議因校長與楊副校長赴大陸進行學術交流，陳副校

長與設計學院陳院長至教育部進行技職再造方案－設備更新計畫複審簡報，奉校長指

示由召集單位來擔任會議主席工作；今日會議委員出席人數已達法定人數，進入今日

議程。 

貳、前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情形 

前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102 年 11 月 14 日）提案計有 8 案： 

項次 案  由 決  議 

一 
設計學院 102 年度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規格

及金額變更案。 
照案通過。 

二 
圖書館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規格變

更案。 
照案通過。 

三 
觀光與休閒管理系 102 年度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設備規格、金額變更案。 
照案通過。 

四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

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項目結餘款規劃案。 
照案通過。 

五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

資本門結餘款採購案。 照案通過。 

六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

經常門經費及項目變更案。 照案通過。 

七 
本校申請 103 年度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項目

及優先序排列。 
照案通過。 

八 
本校申請 103 年度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項目

及優先序排列。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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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報告 

一、本校申請教育部 103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於 1 月 29 日

接獲教育部來文通知，本年度核定「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為新

臺幣 3,993 萬 7,022 元（經常門 1,198 萬 1,107 元，資本門 2,795 萬 5,915 元），較

102 年增加 244 萬 2,049 元。 

二、本校 103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於 102 年 11 月

29 日報部後經管科會專家學者審查，審查意見已於 103 年 2 月 6 日通知公告。本

處於收到審查意見後，即通知各負責單位進行檢討與修正，相關審查意見內容及

本校檢討說明如附件一。修正支用計畫書將依教育部規定，於 30 日內（3 月 18

日前）檢附修正計畫書 1 份及領據備文報部，另 1 份送管科會彙辦。 

肆、討論事項 

案 由 一：本校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經費支用規劃，提請審議。 

說  明：一、本校於 102 年 11 月 29 日提報教育部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書，原預估申請經費為 3,750 萬 0,000 元整，經教育部核定經費為 3,993

萬 7,022 元整。原預估申請經費及核定後修正之經費對照表如下： 

年度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獎勵補助款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5%) 
總經費 

(5)=(3)+(4) 

原預估 
申請經費 A 

$12,790,000 $24,710,000 $37,500,000 $5,625,000 $43,125,000

核定後 
修正經費 B 

$14,863,208 $25,073,814 $39,937,022 $5,990,553 $45,927,575

差異 
C=B-A 

$2,073,208 $363,814 $2,437,022 $365,553 $2,802,575 

二、依教育部規定，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應為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

經常門應為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30﹪，學校應提撥核配金額之 10﹪以上

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三、本校自籌款提撥獎勵補助款之 15%（$599 萬 0,553 元）金額，分配比

率為資本門 80%及經常門 20%。經費規劃如下：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勵款 
70% 

自籌款 
80% 

補助款 
30% 

獎勵款 
30% 

自籌款 
20% 

金額 $10,404,245 $17,551,670 $4,792,442 $4,458,963 $7,522,144 $1,198,111

合計 $32,748,357 $13,179,218 

占總經費

比例 
71.30% 28.70% 

四、針對核定後之經費，已進行支用計畫書支用項目之調整，部份內容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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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委員審查意見修正。 

決  議：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規劃及自籌款提撥比例均符合規定，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本校 103 年度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分配比例規劃，提請審議。 

說  明：一、資本門經費為$3,274 萬 8,357 元整，其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規劃如

下： 

項 目 
A:獎勵補助款 B:自籌款 A+B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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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8,415 85.91% $3,442,442 71.83% $27,46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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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700 0.88% $0 0% 

$3,150,000
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2,903,300 10.39% $0 0% 

小 計 $3,150,000 11.2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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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500 2.82% $0 0% $787,5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

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

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

相關設施） 

$0 0% $1,350,000 28.17% $1,350,000

總 計 $27,955,915 100.00% $4,792,442 100.00% $32,748,357

二、本年度資本門項目共計增加$1,998,357（獎勵補助款$1,705,915+自籌

款$292,442），為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及學習環境，其差額調整至：（一）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作為語言中心重點特色增購相關設

備，其餘（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三）教學研究

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四）其他，金額擬維持與原預估版相同，

資本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如附件二。 

三、103 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結餘款預估金額約$2,048,193，擬購置設備如

附件三。 

討論內容：一、總務長：為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及加強學習環境，本次修正支用計畫書

其資本門增加經費及結餘款預編經費，經相關單位協調後，均挹注至

語言中心，總共增購 2 間專業教室、語言自學中心及外語職場測驗中

心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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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規劃處處長： 

（一）本校自 102 年度陸續於圖書館 2 樓 B、C 區及 1 樓 B 區閱覽室

成立學習專區，採開放式空間，自 102 年 11 月落成起用，廣受

師生喜愛；另於聖益樓成立 BID 合作式學習中心，建置跨領域

學習環境，提供多元教學方式，提高師生教學互動。 

（二）學校每年度針對各教學設備不斷持續更新及改善，103 年度將

針對學生語文學習環境加強，以符合教學需要及強化特色。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本校 103 年度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分配比例規劃，提請審議。 

說  明：一、依教育部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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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二、本年度經常門經費，較原預估經費共計增加$804,218 （獎勵補助款

$731,107+自籌款$73,111），經費依原比例調整各項金額。調整前後差

異金額如下表： 

項 目 
103 年預估申報金額

(補助款+自籌款) 
103 年核定後調整金額 

(補助款+自籌款) 
差異金額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 

編纂教材 355,674 355,674 0

製作教具 120,000 120,000 0

改進教學 1,407,745 1,503,343 +95,598

研  究 2,065,000 2,262,144 +197,144

研  習 1,889,331 1,989,331 +100,000

進  修 200,000 200,000 0

著  作 1,736,000 1,836,000 +100,000

升等送審 270,000 300,000 +30,000

小計 8,043,750 8,566,492 +522,742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 
68,000 74,000 +6,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213,250 225,528 +12,278

小計 281,250 299,528 +18,278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337,500 359,433 +21,933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168,750 179,717 +10,967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2,543,750 2,654,048 +110,298

資料庫訂閱 1,000,000 1,000,000 0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0 120,000 +120,000

小計 3,543,750 3,774,048 +230,298

總 計 12,375,000 13,179,218 +80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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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經常門經費共計$1,317 萬 9,218 元整，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

規劃如下： 

項 目 
A:獎勵補助款 B:自籌款 A+B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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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674 2.97% $0 0% 

$8,566,492

製 作 教 具 $120,000 1.00% $0 0% 

改 進 教 學 $1,503,343 12.55% $0 0% 

研 究 $1,330,000 11.10% $932,144 77.80% 

研 習 $1,903,081 15.88% $86,250 7.20% 

進 修 $200,000 1.67% $0 0% 

著 作 $1,836,000 15.33% $0 0% 

升 等 送 審 $300,000 2.50% $0 0% 

小 計 $7,548,098 63.00% $1,018,394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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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00 0.62% $0 0% 

$299,528其 他 學 輔

工 作 經 費
$225,528 1.88% $0 0% 

小 計 $299,528 2.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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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433 3.00% $0 0% $359,433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 $179,717 15.00% $179,717

五、其他 

新 聘 教 師

薪 資

( 2 年 內 )
$2,654,048 22.15% $0 0% 

$3,774,048

現 有 教 師

薪 資
$0 0% $0 0% 

資 料 庫

訂 閱 費
$1,000,000 8.35% $0 0% 

軟 體

訂 購 費
$0 0% $0 0%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補 充

保 費

$120,000 1.00% $0 0% 

小計 $3,774,048 31.50% $0 0% 

總 計 $11,981,107 100% $1,198,111 100% $13,179,218

四、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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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席結論： 

今日提案已經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業務單位應儘速執行後續陳報教育部之作

業，103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報部前，請各負責單位再次檢核並依規定期限前陳報教

育部及管科會。 

柒、散會：下午 2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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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檢討與修正 

審查意見 檢討說明 

【審查意見 3】 
依校訓、教育目標、學校定位與發展願景，擬定五大

計畫主軸、13 項策略，各行政及教學單位據以分層規

劃其相對應的行動方案、工作計畫；經費支用規劃與

學校中程校務發展、系所發展之實際需求關聯，於支

用計畫書已作說明。近三年學校規劃運用獎勵補助款

之執行成效，宜有直接關聯性並有具體量化指標佐

證；預期實施成效宜更具體明確，期能落實改善教學

品質及師資結構、充實教學儀器設備之積極目標。 

回覆單位：校務發展中心 
本校新一期程之「103 至 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書」，擬修訂預期成效呈現之方式。 

【審查意見 4】 
學校對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規劃運用，大多集中

於一般教學所需及延續長期性教學改進計畫，有助於

持續改善教學品質及設備，惟長期發展特色尚未能具

體顯現。未來除改善教學品質、師資指標及充實教學

儀器外，建議可思考更具前瞻性之規劃，著眼於學校

長遠發展，更積極發揮獎勵補助經費之實質運用效

益，逐步建立特色，俾以永續茁壯經營。 

回覆單位：校務發展中心 
本校新一期程之「103 至 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書」，除持續落實改善教學品質及師資結構、充實教

學儀器設備之積極目標，亦將具體顯現本校之長期特

色。 

【審查意見 5】 
103 年度學生人數未有明顯增加，全校共採購約 600 
多部個人電腦，以目前日間部學生約 5 千多人而言，

平均 10 人 1 部電腦，比例甚高，惟是否確屬必要，

亦宜多加檢討留意。 

回覆單位：總務處 
感謝委員指正，本校目前日間部學生約 8 千多人，且

除國際金融管理實驗室專業教室 61 部個人電腦係為

新增之外，教學設備汰舊換新殷切需要。 

【審查意見 7】 
資本門各系所教學儀器設備之規劃，皆能標示與校務

發展計畫之對應連結，惟實際檢視學校 100~103 學年

度校務發展計畫，未見各系所對年度設備需求之規

劃，以致較難以具體呈現各項需求之密切關聯性。 

回覆單位：校務發展中心 
本校之「100 至 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校

務發展主軸、策略和行動方案表中含括行動方案說

明，詳見 P.21-P.30(表 2-1)，即呈現其需求與規劃之關

聯性。本校新一期程之「103 至 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期能修訂更具體呈現系所資本門儀器

設備之規劃與校務發展計畫之對應連結。 
 

【審查意見8】 

支用計畫書【附表四】優先序#16、17、22、30 等「個

人 電 腦 」 所 列 規 格 類 似 ， 惟 其 預 估 單 價

NT$26,000~30,000 元不等。對於無特殊規格需求之相

同採購項目，建議學校可予集中採購，以爭取更為優

惠之價格條件；另各擬購置項目之預估價格，應依「教

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 9 點第(1)款第 8 目規定辦理：「各項採購單

價應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回覆單位：總務處 
台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與立約商訂定之電腦

設備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第五條訂購方式第 2 點

(參考招標案號:LP5-101077)已訂定各單項最高(低)訂
購數量之限制，機關依需求數量擇定適合之項目訂

購；惟機關就單一規格項目所需採購數量超過本契約

各項可訂購數量，則無法採用共同供應契約訂購，需

自行依政府採購法令之規定辦理採購。 
另各擬購置項目之預估價格，已依「教育部獎勵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
第(1)款第 8 目規定辦理：「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

銀行聯合採購標準」。惟部分內建輔助設備之高、低

階規格未顯著載明(如顯示卡)，導致價格之差異，將

加強設備規格內容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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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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2/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 /USB 介面光學滑

鼠、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

固/NVIDIA Quadro K600 專業中低階顯示

卡/還原卡/21.5 吋(含)以上寬螢幕 LED 背

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

能)/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

第 21 項/第七組第 6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
格含以上 

61 台 34,203 2,086,383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整合行銷與管

理、作品集、電腦

多媒體設計、印刷

設計實務等課程 

視覺傳達

設計系 C2-3-DB  

2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10.0(64bit) /
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整合行銷與管

理、作品集、電腦

多媒體設計、印刷

設計實務等課程 

視覺傳達

設計系 C2-3-DB  

3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2/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

/NVIDIA Quadro K600 專業中低階顯示卡/
還原卡/21.5吋(含)以上寬螢幕LED背光模

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參
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1
項/第七組第 6項/第二組第 19項/規格含以

上 

61 台 34,203 2,086,383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音樂與視覺藝

術、作品集、環境

視覺設計、動態視

覺媒體設計、簡報

製作與企畫等課程

視覺傳達

設計系 C2-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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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4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10.0 (64bit)/
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整合行銷與管

理、作品集、電腦

多媒體設計、印刷

設計實務等課程 

視覺傳達

設計系 C2-3-DB  

5 
雙人防盜電腦桌

椅組 

電腦桌：尺寸：W150*D60*H74cm(±2cm)/
鍵盤架 2 組(黑色)/桌面上加裝液晶螢幕防

盜架*2/主機箱*2(箱深需符合主機尺寸)/
電腦椅 5 爪滑輪*2/規格含以上 

30 組 12,000 360,000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課程規劃：電

腦繪圖、基本圖

學、高階電腦輔助

設計、電腦輔助平

面設計、基本設

計、畢業專題、電

腦輔助分析等課程

使用 

科技商品

設計系 D7-1-DE  

6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2/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

/NVIDIA Quadro K600 專業中低階顯示卡/
還原卡/21.5吋(含)以上寬螢幕LED背光模

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參
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1
項/第七組第 6項/第二組第 19項/規格含以

上 

61 台 34,203 2,086,383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課程規劃：電

腦繪圖、基本圖

學、高階電腦輔助

設計、電腦輔助平

面設計、基本設

計、畢業專題、電

腦輔助分析等課程

使用 

科技商品

設計系 D7-1-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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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7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10.0 (64bit)/
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課程規劃：電

腦繪圖、基本圖

學、高階電腦輔助

設計、電腦輔助平

面設計、基本設

計、畢業專題、電

腦輔助分析等課程

使用 

科技商品

設計系 D7-1-DE  

8 投影布幕 
電動式 84 吋*84 吋軸心管狀馬達/含吊架

安裝與配線/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五組第 4 項/規格含以上 
3 面 18,781 56,343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服裝構成製

作、服裝設計與製

作、立體裁剪與設

計、髮型設計實作

等課程 

流行設計

系 D7-1-DD  

9 單針平縫車 1.最快縫製速度：5000S.P.M/2.最大縫製針

距：4mm/3.使用機針：DB/規格含以上 3 台 24,500 73,500
新購專業教室設

備：課後輔導、專

題設計等課程 

流行設計

系 D7-1-DD  

10 攝影專業棚燈組 
400W（含）以上、數位調光、含標準罩、

無影罩、蜂巢控光片、四葉遮片、燈架各

一/規格含以上 
5 組 19,380 96,900

新購專業教室設

備：商業攝影、影

像構成與創作實

務、基礎攝影、基

礎影像構成等課程

視覺傳達

設計系 C2-3-DB  

11 雷射印表機 
A3 規格(36~45 頁)印表機(雷射電子顯像

式)(雙面列印器)/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第 23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44,456 44,456

新購專業教室設

備：服裝構成製

作、服裝設計與製

作、立體裁剪與設

計等課程 

流行設計

系 D7-1-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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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2 雷射印表機 
A4 規格(41 頁含以上)多功能印表機 
/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印表機第

一組第 58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53,305 53,305

新購專業教室設

備：立體裁剪與設

計、美甲概論與實

作、專題設計課程

流行設計

系 D7-1-DD  

13 單槍投影機 
4000 ANSI流明(含)以上/XGA/參考共同供

應契約 LP5-102037 第一組第 7 項次/規格

含以上 
2 部 18,522 37,044

新購專業教室設

備：服裝構成製

作、服裝設計與製

作、立體裁剪與設

計等課程 

流行設計

系 D7-1-DD  

14 彩色雷射印表機 
A4 規格(Color11~20 頁)多功能彩色印表機

/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第

61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14,688 14,688

新購教學資源中心

設備，協助院內各

系學生列印作業、

比賽或展覽作品 

設計學院

教學資源

中心 
D7-2-DA  

15 電腦主機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鍵

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

卡/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

第 21 項/規格含以上 

61 台 21,083 1,286,063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期貨與選擇

權、投資學、財金

統計套裝軟體應

用、證券投資分析

等專業課程 

財務金融

系 D7-2-CC  

16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
原卡/21.5吋(含)以上寬螢幕LED背光模組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參考

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0 項/
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34 台 26,733 908,922 新購專業教室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7-2-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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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7 個人電腦 

處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內建Gigabit LAN/USB介面光學滑

鼠、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

固/還原卡/21.5 吋(含)以上寬螢幕 LED 背

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

能)/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

第 21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57 台 26,413 1,505,541

更新專業教室電腦

設備，供教學(網頁

程式設計、動態網

頁程式設計、物件

導向程式設計、資

料庫管理系統等課

程)使用。 

資訊網路

系 D7-4-ED  

18 電腦主機 

處理器：Core i5 3.2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
原卡/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

組第 20 項/規格含以上 

10 台 21,403 214,030 更新研究室設備 資訊科技

系 D7-4-EC  

19 
雙人防盜電腦桌

椅組 

電腦桌：尺寸：W150*D60*H74cm(±2cm)/
鍵盤架 2 組(黑色)/桌面上加裝液晶螢幕防

盜架*2/主機箱*2(箱深需符合主機尺寸)/
電腦椅*2/規格含以上 

31 組 12,000 372,000

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國際貿易實務

(一)(二)、國際貿易

經營實務(一)(二) 

國際企業

系 D7-4-BF  

20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10.0 (64bit)/
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國際貿易實務

(一)(二)、國際貿易

經營實務(一)(二) 

國際企業

系 D7-4-BF  

21 穩壓器 

35K(含線路安裝)/全電子式獨立電路控制

穩壓器/輸入電壓：3ψ4ω190/110V±15%/輸
入頻率範圍：50HZ/60HZ±5%/輸出電

壓:3ψ4ω190V/110V/輸出電壓可設定範

圍：±10%/輸出電壓穩定度：空載+5%～

-1.5%，滿載+3.2%～-2.5%/規格含以上 

1 台 120,000 120,000

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國際貿易實務

(一)(二)、國際貿易

經營實務(一)(二) 

國際企業

系 D7-4-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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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22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專業版/三年

保固/網路電源安裝/還原卡/21.5 吋(含)以
上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

(內建防刮玻璃功能)/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1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61 台 28,413 1,733,193

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國際貿易實務

(一)(二)、國際貿易

經營實務(一)(二) 

國際企業

系 D7-4-BF  

23 3D 專業繪圖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4/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

/NVIDIA Quadro K600 專業中低階顯示卡/
還原卡/網路電源安裝配線/21.5 吋(含)以
上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

(內建防刮玻璃功能) /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1 項(升級 i7 
3.4GHz) /第七組第 6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
格含以上 

61 台 43,203 2,635,383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強化動漫遊戲

課程模組相關課

程、3D 互動導覽設

計、3D 動作設計、

動畫製作實務等課

程使用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7-1-DC  

24 
雙人防盜電腦桌

椅組 

電腦桌：尺寸：W140*D60*H74cm(±2cm)/
鍵盤架 2 組(黑色)/桌面上加裝液晶螢幕防

盜架*2/主機箱*2(箱深需符合主機尺寸)/
電腦椅*2/規格含以上 

31 組 11,000 341,000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強化動漫遊戲

課程模組相關課

程、3D 互動導覽設

計、3D 動作設計、

動畫製作實務等課

程使用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7-1-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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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25 穩壓器 

35K(含線路安裝)/全電子式獨立電路控制

穩壓器/輸入電壓：3ψ4ω190/110V±15%/輸
入頻率範圍：50HZ/60HZ±5%/輸出電壓：

3ψ4ω190V/110V/規格含以上 

1 台 120,000 120,000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強化動漫遊戲

課程模組相關課

程、3D 互動導覽設

計、3D 動作設計、

動畫製作實務等課

程使用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7-1-DC  

26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10.0 (64bit)/
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強化動漫遊戲

課程模組相關課

程、3D 互動導覽設

計、3D 動作設計、

動畫製作實務等課

程使用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7-1-DC  

27 乙太網路交換器 24 port 10/100MBps/含安裝配線/規格含以

上 2 台 15,000 30,000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強化動漫遊戲

課程模組相關課

程、3D 互動導覽設

計、3D 動作設計、

動畫製作實務等課

程使用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7-1-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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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28 教學桌椅組 

4 人座彩妝教學桌(參考型號：D-13280)/
功能：每桌具 2 個活動雙面鏡可垂直取出

並固定，可供 4 人同時使用，花崗石桌面，

桌邊可穩固夾住假人頭架，桌下踏鈑可兼

作置物架，隔鈑可保護鏡子，桌下焊有 4
個接線盒(不含線路)/尺寸：桌面長 150cm×
寬 91cm×高 80cm(±2cm)；鏡面寬 42cm×
高 53cm(±1cm)/材質：1.桌面:花崗石桌面

厚 18mm(±2mm)。2.桌腳：直徑 60mm 圓

管及厚 1.6mm 鋼鈑焊接組合，桌下具有踏

鈑及隔鈑，並焊有 4 個接線盒(不含線路)；
桌體粉體烤漆。3.每桌 2 個具有把手之活

動鏡鏡框採拋光不鏽鋼方管

18x18mm(±2mm)厚 1.0mm；雙面採 3mm
台製無波紋鏡面。每桌附四張直背模特兒

座椅/功能：椅背及固定式塑膠腳墊(黑
色)，可氣壓式調整座墊高度(台灣製氣壓

棒)/尺寸：座墊寬 36cm(±2cm)高
49~62cm(±2cm)，腳寬 50cm(±2cm)/材質：

拋光鋁合金/五爪型椅腳(固定式塑膠腳墊-
黑色)，其中心管為電鍍表面處理，座墊和

椅背由木板、泡棉及合成皮組合而成/規格

含以上 

12 組 45,000 540,000

汰換專業教室設

備：美髮造型基

礎、美髮設計、彩

妝造型設計、彩繪

化妝等課程 

流行設計

系 D7-1-DD  

29 
動力電源專用配

電箱 

開關箱體含：總開關 3P、分路 36P，共計

39P、動力型無熔絲開關：NFBNF125SN3P 
125A 一只、漏電型無熔絲開關：

NVB50L1P 30A 36 只、電源佈線配置、功

能測試/規格含以上 

1 式 224,126 224,126

汰換專業教室設

備：美髮造型基

礎、美髮設計、彩

妝造型設計、彩繪

化妝等課程 

流行設計

系 D7-1-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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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30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中
低階顯示卡/21.5吋(含)以上寬螢幕LED背

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

能)/參考LP55-101077第一組第 20項/第二

組第 19 項/第七組第 14 項/規格含以上 

26 台 31,130 809,380
更新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 
資訊管理

系 D7-1-EB  

31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10.0 (64bit)/
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更新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 
資訊管理

系 D7-1-EB  

32 電腦主機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
原卡/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

組第 20 項/規格含以上 

30 台 21,403 642,090

更新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電子電路、

數位系統設計、

RFID 概論 

資訊科技

系 D7-4-EC  

33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
原卡/21.5吋(含)以上寬螢幕LED背光模組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參考

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0 項/
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31 台 26,733 828,723

更新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電子電路、

數位系統設計、

RFID 概論 

資訊科技

系 D7-4-EC  

34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10.0 (64bit)/
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更新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電子電路、

數位系統設計、

RFID 概論 

資訊科技

系 D7-4-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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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35 擴音設備 
擴大機/無線麥克風主機/無線麥克風*1/有
線麥克風*1/喇叭*2/含配線安裝/規格含以

上 
1 組 40,000 40,000 更新專業教室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7-2-CF  

36 投影布幕 
電動式 84 吋*84 吋軸心管狀馬達/含吊架

安裝與配線/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五組第 4 項/規格含以上 
1 面 18,781 18,781 更新專業教室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7-2-CF  

37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
原卡/網路電源安裝/21.5 吋(含)以上寬螢

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螢幕防盜鎖架含安裝/參考共

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0 項/
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12 台 30,233 362,796 更新專業教室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7-2-CF  

38 
雙人防盜電腦桌

椅組 

電腦桌：尺寸：W140*D60*H74cm(±2cm)/
鍵盤架 2 組(黑色)/桌面上加裝液晶螢幕防

盜架*2/主機箱*2(箱深需符合主機尺寸)/
電腦椅*2/規格含以上 

6 組 11,000 66,000 更新專業教室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7-2-CF  

39 
理財規劃競賽行

銷模擬系統 

1.需提供人壽保險與家庭理財保險等 2 個

競賽系統。 
2.與系上 I.M.I 保險投資&風險管理系統整

合於同一台伺服器主機。 
3.使用自由軟體 Linux 或 FreeBSD 系統平

台，並具 DBMS 管理專區功能。 
4.無使用人數限制，提供保險競賽管理/競
賽評分管理/排名作業管理等功能。 

1 套 200,000 200,000
擴增專業教室教學

軟體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8-1-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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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40 雷射印表機 
A3 規格（36~45 頁）印表機雷射電子顯像

式/雙面列印器/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第 23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44,456 44,456
擴增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7-2-CF  

41 數位攝影機 

影像感應器：CCD 或 CMOS 感應元件彩

色顯示器：內建 2.5 英吋（含）以上 TFT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硬碟或記憶體32GB/
規格含以上/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 
101077 第十組第 24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34,115 34,115 更新專業教室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7-2-CF  

42 數位單眼相機 

1200 萬畫素低階彩色單眼數位相機(附
NIKKORVR10-30mm/F3.5-5.6G 鏡頭)/參
考共同供應約 LP5-101077 第十組第 10 項/
規格含以上 

1 台 13,326 13,326 更新專業教室設備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D7-2-CF  

43 擴音設備 
擴大機/無線麥克風主機/無線麥克風*1/有
線麥克風*1/喇叭*2/含配線安裝/規格含以

上 
1 組 40,000 40,000

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研究所授課教

師之教學廣播設

備。 

財務金融

系 D7-2-CC  

44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
原卡/網路電源安裝/21.5 吋(含)以上寬螢

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0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12 台 28,733 344,796 擴增專業教室設備
財務金融

系 D7-2-CC  

45 
雙人防盜電腦桌

椅組 

電腦桌：尺寸：W150*D70*H75cm(±2cm)/
鍵盤架 2 組/桌面上加裝液晶螢幕防盜架

*2/主機箱*2(箱深需符合主機尺寸)/規格

含以上 

6 組 12,000 72,000 擴增專業教室設備
財務金融

系 D7-2-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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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46 單槍投影機 
3500 ANSI 流明(含)以上/XGA/吊架/安裝

配線測試/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一組第 5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部 23,744 23,744 擴增專業教室設備
財務金融

系 D7-2-CC  

47 彩色雷射印表機 
A4規格(Color21~30頁)多功能彩色印表機

/傳真功能/雙面列印器/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第 63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24,307 24,307
擴增系學術研討室

教學設備 
會計資訊

系 D7-2-CE  

48 投影布幕 
電動式 84 吋*84 吋軸心管狀馬達/含吊架

安裝與配線/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五組第 4 項/規格含以上 
1 面 18,781 18,781

擴增系學術研討室

教學設備 
會計資訊

系 D7-2-CE  

49 單槍投影機 
3500 ANSI 流明(含)以上/XGA/吊架/安裝

配線測試/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一組第 5 項次/含簡報器/規格含以上 

1 部 25,744 25,744
擴增系學術研討室

教學設備 
會計資訊

系 D7-2-CE  

50 數位攝影機 

影像感應器：CCD 或 CMOS 感應元件彩

色顯示器：內建 2.5 英吋（含）以上 TFT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硬碟或記憶體32GB/
規格含以上/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 
101077 第十組第 24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34,115 34,115
擴增系學術研討室

教學設備 
會計資訊

系 D7-2-CE  

51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記憶體：4GB*1/
硬碟：1TB/內建 Gigabit LAN/USB 光學滑

鼠/PS/2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

保固/還原卡/21.5吋(含)以上 IPS(橫向電場

效應)或 VA（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

功能)/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

組第 20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5 台 26,733 133,665 更新專業教室設備
財經法律

研究所 D7-1-CB  

52 筆記型電腦 

處理器：Mobile Core i5 1.6 GHz/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14 吋/參考共同供應契

約 LP5-101077 第三組第 14 項次/規格含以

上 

2 台 27,719 55,438
擴增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 
財經法律

研究所 A7-1-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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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53 單槍投影機 
3500 ANSI 流明(含)以上/XGA/吊架/安裝

配線測試/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一組第 5 項次/含簡報器/規格含以上 

1 部 25,744 25,744
擴增系學術研討室

教學設備 財政系 D7-2-CD  

54 投影布幕 
電動式 84 吋*84 吋軸心管狀馬達/含吊架

安裝與配線/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五組第 4 項/規格含以上 
1 面 18,781 18,781

擴增系學術研討室

教學設備 財政系 D7-2-CD  

55 雷射印表機 
A3 規格（36~45 頁）印表機雷射電子顯像

式/雙面列印器/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第 23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44,456 44,456 擴增教學設備 財政系 D7-2-CD  

56 雷射印表機 
A3 規格（36~45 頁）印表機雷射電子顯像

式/雙面列印器/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第 23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44,456 44,456 更新教學設備 財經學院 D7-2-CA  

57 雷射印表機 
A4規格(41~45 頁)印表機/雷射電子顯像式

/雙面列印器/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第 14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27,859 27,859
更新財經國際專業

證照學生 E 自學中

心設備 
財經學院 D7-4-CA  

58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GHz/記憶體：4GB*1/
硬碟：1TB/內建 GigabitLAN/USB 光學滑

鼠/PS/2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

保固/還原卡/21.5吋(含)以上 IPS(橫向電場

效應)或 VA（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

功能)/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

組第 20 項(升級 i7 3.4GHz)/第二組第 19 項

/規格含以上 

9 台 30,733 276,597
更新財經國際專業

證照學生 E 自學中

心設備 
財經學院 D7-4-CA  

59 數位攝影機 

影像感應器：CCD 或 CMOS 感應元件彩

色顯示器：內建 2.5 英吋（含）以上 TFT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硬碟或記憶體32GB/
規格含以上 

1 台 34,115 34,115 更新教學設備 財經學院 D7-2-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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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60 單槍投影機 
3500 ANSI流明(含)以上/XGA/參考共同供

應契約 LP5-102037 第一組第 5 項次/規格

含以上 
1 部 13,744 13,744 更新教學設備 財經學院 D7-2-CA  

61 義式咖啡機 

沖泡座 2 個、鍋爐 10.5 公升、電壓：220V、
功率：2800W、寬 772X 深 515X 高

497mm±5mm，另附商用義式磨豆機、原

廠配件盒、高流量活性碳除垢濾水系統、

前置過濾器、咖啡清潔木刷、5oz 尖嘴鋼

杯、20oz 尖嘴拉花鋼杯、30oz 尖嘴拉花鋼

杯、合金咖啡填壓器、不銹鋼咖啡渣槽、

劃線玻璃量杯/規格含以上 

3 台 150,000 450,000
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飲務管理、烘

培創意實務 

觀光與休

閒管理系 D7-1-BE  

62 活動操作台 
尺寸：154*86*75±5cm、櫃內部-白鐵鋼架

*1、外部-系統材質*1、高承載活動輪子

*6、排水儲存桶*2/規格含以上 
2 台 17,500 35,000

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飲務管理、烘

培創意實務 

觀光與休

閒管理系 D7-1-BE  

63 系統工作吧檯 

1.木作系統後吧檯(系統材質/規格：

313*80*75±5cm)、烤漆玻璃(優白調

色)*1、插座配線*6、不鏽鋼水槽*1、檯面

式水龍頭*1、阿蘭諾字立體字

10X18cm*10、形象海報 160X40cm*1， 
2.木作系統前吧檯(系統材質/規格：

324*94.5*82±5cm)、燈位配線*6、插座配

線*6、不鏽鋼水槽*1、檯面式水龍頭*1、
LED 軟燈條：約 300cm 以下*2、LED 杯

燈(聚光*3、吊燈*3)，木作系統層架(系統

材質/規格：約 313*116*40±5cm)/依現場施

作/規格含以上 

1 式 250,000 250,000
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飲務管理、烘

培創意實務 

觀光與休

閒管理系 D7-1-BE  

64 單槍投影機 
4000 ANSI 流明(含)以上/XGA/吊架/安裝

配線測試/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一組第 7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部 28,522 28,522
更新專業教室設

備：西洋戲劇選讀

(一)、中英翻譯(一)

應用外語

系 D7-2-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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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65 彩色雷射印表機 

A3 規格印表機/彩色 8~20 頁(A4 尺寸)/黑
色 20~35 頁(A4 尺寸)/網路列印/參考共同

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第 44 項次/
規格含以上 

1 台 57,463 57,463
擴增研討室教室設

備：實務專題(一)、
實務專題(二) 

應用外語

系 D7-1-BG  

66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鼠、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
原卡/21.5吋(含)以上寬螢幕LED背光模組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參考

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0 項/
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12 台 26,733 320,796
擴增研討室教室設

備：實務專題(一)、
實務專題(二) 

應用外語

系 D7-2-BG  

67 數位攝影機 

FullHD高畫質 1000萬畫素(含以上)；32GB
內建記憶體(含以上)；AVCHD 
formatver.2.0 compatible：MPEG4-AVC/ 
H.264；含鋁鎂合金三腳架/參考共同供應

契約LP5- 101077第十組第24項次/規格含

以上 

2 台 38,115 76,230
提供本所移地教學

研究及研究生蒐

集、輸出資料使用

EMBA D8-1-BB  

68 單槍投影機 
3500 ANSI 流明(含)以上/XGA/吊架/安裝

配線測試/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2037 
第一組第 5 項次/含簡報器/規格含以上 

1 部 25,744 25,744 擴增教學教室設備 EMBA D8-1-BB  

69 觸控式電腦 

處理器：Core i3-4010U 1.7GHz(含)以上/
記憶體：4GB*1/硬碟：1TB/DVD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LAN/USB 光學滑鼠/PS/2 鍵盤

/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軟

體/網路電源安裝/23 吋液晶螢幕/規格含以

上 

60 台   27,000   1,620,000 
增購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 語言中心 C3-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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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70 觸控式電腦 

處理器：Core i3-4010U 1.7GHz(含)以上/
記憶體：4GB*1/硬碟：1TB/DVD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LAN/USB 光學滑鼠/PS/2 鍵盤

/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軟

體/網路電源安裝/23 吋液晶螢幕/規格含以

上 

60 台   27,000   1,620,000 
增購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 語言中心 C3-1-AB  

71 觸控式電腦 

處理器：Corei3-4010U 1.7GHz(含)以上/記
憶體：4GB*1/硬碟：1TB/DVD 燒錄器/ 內
建 GigabitLAN/USB 光學滑鼠/PS/2 鍵盤/
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軟

體/網路電源安裝/27 吋液晶螢幕/規格含以

上 

35 台   30,000   1,050,000 增設語言自學中心 語言中心 G13-1-AB  

合  計 27,46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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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電腦查詢站 

處理器：Core i5 3.2 GHz/記憶體：

4GB*1/硬碟：1TB/內建 Gigabit LAN/中
低階獨立顯示卡/最新 Windows 作業系

統/還原卡/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第 20 項次/規格含以

上 

8 台 27,800 222,400
使讀者更加便利

查詢圖書資源 全校師生 D6-7-AF  

2 不斷電系統 
3KVA/供電時間：全載 4 分鐘(2400W)/
半載 10 分鐘(1200W)/參考共同供應契

約 LP5-101090/規格含以上 
1 台 24,300 24,300

提供主機緊急備

用電源 圖書館 D6-7-AF  

合 計 24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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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2,000 冊 330 660,000
增加圖書館之圖書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6-1-AF  

2 ˇ      264 冊 2,500 660,000
增加圖書館之圖書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6-1-AF  

3      ˇ 244 冊 1,200 292,800
增加圖書館之電子書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6-4-AF  

4  ˇ     1,100 冊 330 363,000
增加圖書館之圖書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6-1-AF  

5 ˇ      140 冊 2,500 350,000
增加圖書館之圖書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6-1-AF  

6      ˇ 49 件 3,000 147,000
增加圖書館之視聽資料

館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

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6-5-AF  

7      ˇ 1 套 385,000 385,000
增加圖書館之資料庫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財經學院 
 

D6-3-AF 
  

8      ˇ 1 套 45,500 45,500
增加圖書館之資料庫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財經學院 
 

D6-3-AF 
  

合 計 2,9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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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無線電機組 

主機：發射電流 VHF11.5A/UHF10A /
麥克風/電源線 CTCSSDCS 防干擾裝置

/音量輸出>2W/分機：(含電池×2、座充

×1、天線×1、背夾×1、耳機*1)、頻率：

VHF/UHF、距離：3~5 公里以上、功率：

5W、1 式 10 支/規格含以上 

1 組 65,194 65,194 供社團活動用 全民國防研究社 G8-1-AC  

2 喊話器組 

固定型：輸出功率：45 瓦(MAX.)、使

用電壓：1.5V×8(SUM-1)；
DC-12V-15V(外接電瓶)；12V-2A(充電

電池)/電池使用時數：講話使用 6 小

時、聲音傳送距離：約 800 公尺~1200
公尺無障礙空間、尺寸：喇叭筒直徑：

350mm、總長度：520mm、無線發射距

離：約 50 公尺(無障礙空間)、無障礙有

效距離：30~50M(Opening Field)、射頻

輸出功率：15mW 主波諧波比：45dBc、
固定腳架、手握麥克風、發射器/1 式 3
台 
手持型：輸出功率：30 瓦/MAX、頻率

響應：450Hz~7KHz、電源電壓：

1.5Vx8(SUM-2)/使用時數：約 6 小時/1
式 7 支/規格含以上 

1 組 54,800 54,800
供社團活動宣傳

用 全民國防研究社 G8-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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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3 電動計時計分板 

1.尺寸：寬 295CM×高 250CM×厚
10CM±2%、2.金屬製，粉體烤漆（如鍍

鋅鋼板之粉體烤漆）或鋁製面板外殼，黑

色面板。字部份：採用

30mm×17mm±2%，高亮度 LED 顯示，競

賽時間、兩隊得分，全隊名犯規次數，隊

員犯規背號及次數、節(局)數、持球之一

方，兩隊暫停燈、3.競賽時間：

00:00~59:59(4 位數紅色 LED 燈)、主隊得

分(3 位數綠色 LED 燈)、客隊得分(3 位數

黃色 LED 燈)、節(局)數 1~6(1 位數紅色

LED燈)、主隊及客隊之全隊犯規次 0~9(1
位數綠及黃色 LED 燈)、隊員犯規背號

0~99 及犯規次數 1~9 及標線(4 位數紅色

LED 燈、並有閃爍亮燈顯示)、暫停指示

(各隊 2 個紅色及綠色箭頭式 LED 燈指

示)、4.隊名顯示:可顯示各球隊名稱，框

架 100cm×32cm 顯示框，四個中文 LED
字型顯示，每字 24cm±2%，紅色顯示、

5.競賽換場時須有兩隊紀錄燈顯示直接

切換功能、6.比賽時間終了會自動響鈴或

手控響鈴、7.每局競賽時間倒數至 24 秒

時，須與 24 秒計時器同步時間顯示及控

制、8.電動計時計分板控制器(平面控制

鍵):寬 20CM×長 33CM×高 8.5CM±2%、

外殼 ABS 材質製作模型具一體成型、並

配有液晶影幕顯示功能、9.球員號碼犯規

控制器:寬 11CM×長 15.5CM×高
6CM±3%、外殼 ABS 材質製作模型，具

一體成型、連接於電動計時計分板控制器

上、採無線與有線資訊傳輸、10.須與購

置之 24 秒計時器，資訊連線傳輸使用、

11.含操作軟體程式並負連帶保固 1 年 

1 台 389,000 389,000
供社團競賽活動

用 籃球社 G8-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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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4 24 秒計時器 

1.尺寸:76cm×70cm×10cm±2%上、2. 含
競賽時間顯示，上緣計時為 4 位黃色

LED 顯示(分及百分秒)每字高 10cm 寬

7cm(±2%)，下緣 24 秒為 2 位紅色 LED
秒數計時數字顯示，每字高 30cm 寬

20cm(±2%)、3.24 秒計時可設定從 0~99
分鐘任意預設倒數計時，能暫時計時，

最後 1 分鐘顯示 0.1 秒計時功能，時間

終了發出蜂鳴聲音、4.計時器須有倒

時、暫時、復位及蜂鳴聲音功能、5.時
間計時最後 1 分鐘須轉換顯示百分秒

計時功能，時間終了發出長達 4 秒鐘蜂

鳴聲音、6.電壓 110V~10A、7.含控制

器*1，約長 8cm×寬 4.9cm×高
3cm±2%，24 秒及 14 秒快撥切換歸零

控制、8.須與電動計時計分板之計時

器，資訊連線傳輸使用、9.交貨時連帶

保固 1 年、10.放置架*1，配合 24 秒計

時器尺寸配置製作，設於籃板後上緣

2 台 42,365 84,730
供社團競賽活動

用 籃球社 G8-1-AC  

5 
籃球板之競賽投

籃判定 LED 燈 

1.安裝固定於籃球板背面框四周框架

內緣、形成方形顯示燈、2.燈板條採 PE
一體成型射出 L 型框板條寬 4.5cm×高
2.8cm±2%，LED 置放槽座寬

2cm×2cm±2%、3.燈板條內埋雙排列

LED 紅色顯示燈、須與 24 秒連線傳

輸、每局 0 秒時間終了時及 24 秒投籃

越場時、須同步傳輸亮燈顯示，投籃有

效判定功能(須符合 2004 年 FIBA 修正

比賽規則要求)、4.須與現場 24 秒計時

器資訊連線整合傳輸使用、5.保固期 1
年 

2 台 18,000 36,000
供社團競賽活動

使用，使競賽更

具公正性 
籃球社 G8-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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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6 
桌上型電動計時

計分器 

1.尺寸：57cmx36cmx23cm±2%、2 顯示

燈時間計時 4 位數字：高

10cm×5cm±2%及得分數 4 數字：高

8cm×4cm，24 秒 2 位數字：高

5cm×3cm、可見距離：>40m、3.背板附

操作按鍵及顥示器，正面為大型 LED
顯示燈、4.電壓：AC110V/消耗功率<25
瓦特、5.連線功能含安裝 

2 台 36,000 72,000

每學期均辦理運

動盟主盃籃賽，

為使比賽誤差減

至最低 

體育性社團 G8-1-AC  

7 桁架 

桁架（TRUSS）:鋁合金材質，管徑

Φ50.8mm(±0.5mm)、管厚

2mm(±0.5mm)；
238mm(±5mm)*238mm(±5mm)*1.5m*1
組 4 支

/238mm(±5mm)*238mm(±5mm)*3m*1
組 2 支/規格含以上 
轉接箱（Box Corner）:鋁合金材質，

2238mm(±5mm)*238mm(±5mm)/1 組 4
個/規格含以上。 

1 式 66,000 66,000
供社團活動宣傳

用 
學生會及全校社

團 G8-1-AC  

8 雷射印表機 

A4 規格(36~40 頁)印表機(雷射電子顯

像式)(雙面列印器)支援Linux作業系統

/以上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90 第一組

第 12 項次/規格含以上 

1 台 19,776 19,776 供社團活動用 火金姑社 M1-4-AC  

合 計 7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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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永續校園

綠化 可程式控制器主機 8D/O&12D/IPOINTS 含線材零

件、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5 組 50,000 250,000
建構智慧化校園

能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M2-3-AD  

2 
永續校園

綠化 
可程式控制器擴充

機 
8D/OPOINTS 含線材零件、安裝

測試/規格含以上 2 組 26,000 52,000
建構智慧化校園

能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M2-3-AD  

3 
永續校園

綠化 網路通訊模組 RS-485/232/Ethernet Port含線材

零件、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5 組 35,000 175,000
建構智慧化校園

能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M2-3-AD  

4 
永續校園

綠化 
節能整合監控軟體

擴充升級 全中文化圖形監控軟體 1 套 113,000 113,000
建構智慧化校園

能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M2-3-AD  

5 
校園安全

設備 
安全防災監控軟體

擴充整合 全中文化圖形監控軟體 1 套 50,000 50,000
強化校園智慧化

安全防災監控系

統之運作完整性

全校師生 M1-2-AD  

6 
永續校園

綠化 監控電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5 CPU、記

憶體：2GB/硬碟：500GB *2、
DVD 燒錄光碟機/24 吋液晶螢

幕/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含
網路電源安裝配線/規格含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建構智慧化校園

能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M2-3-AD  

7 
校園安全

設備 數位錄影主機 

含 2T 硬碟 3 組、22 吋液晶顯示

器 1 組、具 8 路高畫質 HD-SDI
影像輸入/具 485 傳輸介面可遠

端控制全功能攝影機/具 8 組聲

音輸入及 2 組聲音輸出/具 8 組

感應器輸入及 4 組警報輸出/錄
影速率在 1920×1080/可錄製

240 張 (FPS)/網路應用可支援

WINODWS 系統及 MACOS 系

統/規格含以上 

1 台 146,000 146,000

建置智慧化校園

安全防災監控、

防盜防破壞及緊

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M1-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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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8 
校園安全

設備 變焦彩色攝影機 

HD 300 萬 畫 素 輸 出 支 援

1080P(1920×1080) 高 解 析 影

像、影像支援在 1920×1080 下每

秒 30 張即時影像畫面/最低照

度：0.1LUX (含)以下、訊號雜

訊比：50dB(含)以上、具電子快

門可調/內建變焦鏡頭 3.6-16mm
可調/外觀具防剪支架設計/具防

水防塵功能/具 485 傳輸功能可

遠端控制設定/規格含以上 

4 組 18,000 72,000

建置智慧化校園

安全防災監控、

防盜防破壞及緊

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M1-1-AD  

9 
校園安全

設備 快速球攝影機 

HD 300 萬畫素/畫素：

1920(h)×1080P(v) @30FPS /光
學鏡頭規格：4.7mm-94mm/最低

照度： color0.5lux BW0.1lux、
S/N 訊噪比：50dB、具 8 組警報

輸入介面及 2 組輸出、外罩採不

鏽鋼材質，具 IP66 防水防塵等

級/規格含以上 

1 台 161,000 161,000

建置智慧化校園

安全防災監控、

防盜防破壞及緊

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M1-1-AD  

10 
校園安全

設備 
雙輸出緊急求救按

鈕 

接點出力為 NC/NO、無電壓輸

出、接點容量為 3A/120VAC、
動作方式採以二段式(含閃光喇

叭及防水罩各 5 組、閃光警示燈

4 組、安裝線材、配管佈線、測

試)/規格含以上 

1 組 14,000 14,000

建置智慧化校園

安全防災監控、

防盜防破壞及緊

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M1-3-AD  

11 
校園安全

設備 單機卡 

全數位融合式按鍵交換機加裝

8 路(計 1 片含單機型防水對講

機 4 組、施工線材、配管佈線、

測試)/規格含以上 

1 式 79,000 79,000

建置智慧化校園

安全防災監控、

防盜防破壞及緊

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M1-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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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2 
校園安全

設備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

器 

符合 2010AHAGuideline 急救程

序/需具有衛生署許可證，並符

合 CE 及 FDA 歐美地區雙認證/
攜帶式、含主機 1 組、拋棄式電

池 1 個、成人 SMART 貼片 2
盒、攜行袋 1 個、AED 落地式

裝置箱及壓克力指示牌各 1 個/
充電時間：8 秒內快速完成分析

與充電/低電量時具顯示訊號/裝
置箱規格鐵質白色烤漆落地

式，作為 AED 與急救包於公共

場合之收納/具警示功能：開門

警示燈閃爍，蜂鳴器響/規格含

以上 

2 組 105,000 210,000
建購校園安全緊

急求護 全校師生 M1-2-AD  

合 計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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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結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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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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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

學滑鼠、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

專業版/三年保固/網路電源安裝/還原卡

/21.5 吋(含)以上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
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

第 21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61 台 28,413 1,733,193
增設外語職場測

驗中心 
語言中心 G11-1-AB  

2 學生語言桌椅組 鋼製:依空間規劃/桌面密迪板，可坐三

人活動式隔板/學生椅*3/規格含以上 21 組 15,000 315,000
增設外語職場測

驗中心 語言中心 G11-1-AB  

合 計 2,048,193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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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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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與中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一 
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 

1 研究 144 2,262,144 17.16% C13-2-AB、C13-3-AE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63%及

自籌款 85%分配。依上年度實際

支用比例調整分配研究、研習、

進修、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

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八項

比例。 

※各項獎補助案件之申請及審查，均

依教學發展中心、學術發展中

心、創新育成中心及人事室所訂

定之相關辦法執行，並有具體成

果留校備查。 

（參見【預期成效】P. 42 附表） 

2 研習 180 1,989,331 15.09% C13-2-AB、C12-3-AH

3 進修 5 200,000 1.52% C12-1-AH 

4 著作 210 1,836,000 13.93% C13-2-AB 

5 升等送審 18 300,000 2.28% C12-2-AH 

6 改進教學 180 1,503,343 11.41% C11-1-AB、C12-1-AB

7 編纂教材 50 355,674 2.70% C11-1-AB 

8 製作教具 5 120,000 0.91% C11-1-AB 

小 計 792 8,566,492 65%  

二 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

作 10 299,528 2.27% 

I1-7-AC、I2-1-AC 
I2-2-AC、I2-3-AC 
I2-5-AC、I3-1-AC 
I3-2-AC、I4-1-AC 
I4-2-AC、I4-3-AC 
K2-7-AC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2.50%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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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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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與中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三 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45 359,433 2.73% 
L4-7-AH、L4-8-AH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3%分

配。 

※依本校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辦法執行，並有具體成果留

校備查。 

四 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9 179,717 1.36% D7-1-DD、L4-1-DA 
C8-1-AB 

※以自籌款經費 15%分配。 

五 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8 2,654,048 20.14% L5-1-AH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22.15%
分配。 

資料庫訂閱 5 1,000,000 7.59% D6-3-AF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8.35%
分配。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120,000 0.91%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1.00%
分配。 

小 計  3,774,048 28.64%   

合 計 13,179,2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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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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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專業教室物

品 蒸氣熨斗 吊筒式，參考鐵人牌 LU-802B
型號/規格含以上 8 台 3,600 28,800

服裝課程及課後

輔導使用 流行設計系 D7-1-DD  

2 
專業教室物

品 蒸氣熨斗 直立式，參考飛利浦 GC515 型

號/規格含以上 2 台 3,435 6,870
服裝課程及課後

輔導使用 流行設計系 D7-1-DD  

3 
專業教室物

品 陳列架 可陳列珠寶及飾品 
材質：玻璃纖維 2 台 3,600 7,200 隨時境教使用 流行設計系 D7-1-DD  

4 
專業教室物

品 專業化妝椅 約 1245*508*445(mm)，木材支

架、帆布座椅/規格含以上 2 張 7,790 15,580 彩妝髮藝教室 流行設計系 D7-1-DD  

5 
專業教室物

品 美髮假人頭 連頭座、20 吋長，規格含以上 15 個 3,600 54,000 彩妝髮藝教室 流行設計系 D7-1-DD  

6 
專業教室物

品 人台 童身(CH3A-5 歲)、褲身、直插

式(含金屬腳架) 1 台 3,767 3,767
服裝課程及課後

輔導使用 流行設計系 D7-1-DD  

7 
專業教室物

品 美甲光療機 CCFL(冷陰極燈管) 12 瓦+LED
燈 6 瓦/規格含以上 6 台 3,500 21,000 時尚造型教室 流行設計系 D7-1-DD  

8 資訊器材 錄音筆 

內建記憶體：4GB/聲道:立體聲

/錄音時間 44 小時(MP3)/錄音

格式：Linear PCM、MP3/播放

格式：MP3、ACC、WMA、

WAV/規格含以上 

2 台 4,250 8,500
設計學院暨所屬

各單位教學使用
設計學院 L4-1-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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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9 資訊器材 錄音筆 

內建記憶體：4GB/聲道:立體聲

/錄音時間 44 小時(MP3)/錄音

格式：Linear PCM、MP3/播放

格式：MP3、ACC、WMA、

WAV/規格含以上 

8 台 4,250 34,000
全校教學研討、

參觀教學使用 教務處 C8-1-AB  

合 計 179,717     

※「物品類別」分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 
 



 

 

 

 

 

 

 

 會 議 紀 錄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2 次會議 

（103 年 6 月 6 日） 







1 

嶺東科技大學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  點：聖智廳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  席：趙志揚校長                    記錄：葉庭妤 

壹、主席致詞 

各位同仁大家好，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為學校重要經費來源，在各項支用規劃及

運用上應更加注意教育部相關規定，今日會議有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檢討及變更提案

等，直接進入今日議程討論。 

貳、前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情形 

前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103 年 3 月 5 日）提案計有 3 案： 

項次 案  由 決  議 

一 
本校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

本校自籌款經費支用規劃。 
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規劃及自籌款提撥比例均符合規

定，照案通過。 

二 
本校 103 年度資本門經費支

用項目、金額與分配比例規

劃。 
照案通過。 

三 
本校 103 年度經常門經費支

用項目、金額與分配比例規

劃。 
照案通過。 

 

參、工作報告 

一、本校 103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修正後支用計畫書，於 103 年

3 月 14 日報部後，經管科會專家學者再次審查，複審意見已於 103 年 5 月 21 日

來函通知。本處於收到函文後，即通知各負責單位進行檢討與修正，相關複審意

見內容及本校檢討說明如附件一。 

二、本年度執行獎勵補助經費有以下注意事項： 

（一）依 102 年 1 月 23 日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 1020012651 號函，因應全民健康保

險法於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如有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

保費，得編列「補充保費」並覈實支用。上述事項至「以前年度核定」之跨年

度計畫及「本（102）年度」已核定之計畫，得由該計畫相關經費項下勻支。惟

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5)



2 

款第 1 目所訂使用原則，該經費支用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精神不符，

提醒學校「103 年度以後」核定之獎勵補助計畫，並「不應」支用於補充保費。 

（二）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10 點第(2)款規定，學校因

執行教育部計畫所產生之其他衍生收入，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教育部；

為避免造成後續收入攤提問題，提醒學校以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物，不應

置於對外收取費用之場所。 

（三）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呈報教育部後，相關變更事項之處理應依「申請原則

及注意事項」第(1)款第 5 目規定，在維持「獎勵補助款」總金額（不包含學校

自籌款）不變原則下，報教育部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

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

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肆、討論事項 

案 由 一：國際企業系暨語言中心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項目變更

案，提請討論。 

說  明：一、國際企業系原編列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擴增專業教室設

備並設置國貿檢定考場，因考量空間使用及資源共享，擬將原編列經

費及設備調整支援語言中心；鑑此，語言中心建置語言教室設備為達

整體課程使用需求，變更部分設備規格及數量，以達資源共享之效。 

二、變更項目對照表中之變更後優先序，擬請總務處依語言中心建置期程

統籌處理，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二。 

討論內容：一、綜合規劃處處長：本變更案主要是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審查意見，於本

年度提升外語學習環境及加強推動語言補救教學，而進行資源整合及

共享，因此建請國際企業系協助支援，之後專業教室雖歸屬語言中心

管理，但國際企業系師生仍可搭配課程共同使用。 

二、管理學院院長：本院配合學校整體規劃及政策推動，本變更案對教學

並無影響。 

三、校長：本年度針對語言學習環境進行整體提升，搭配教學卓越計畫推

動，期能提供給學生更佳學習環境及品質。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學務處課指組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規格變更案，提請

討論。 

說  明：一、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項目下優先序 7 之「桁架」，原規格中將轉接箱(Box 

Corner)尺寸誤植為 2238mm(+5mm)，應為 238mm(+5mm)，擬提出變

更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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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規格變更案，提請討論。 

說  明：一、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優先序 8 與 9 項目之「錄音筆」，因播放格式誤植，

擬提出變更規格。 

二、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及項目變更案，提請討論。 

說  明：一、依教育部 103 年 5 月 9 日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運用績效研討會」會議資料及 103 年 5 月 21 日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審查意見，有關補充保費支應原則說明，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5)款第

1 目所訂使用原則，該經費支用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精神不

盡相符，因此 103 年度以後核定之獎勵補助計畫，不應支用於補充保

費。 

二、擬依上述規定變更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及項目，

自「五、其他－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項目調整＄120,000 至「五、

其他－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項目。調整前後差異金額如下表： 

項 目 
調整前金額 

(獎勵補助款)
調整後金額 

(獎勵補助款) 
差異金額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2,654,048 2,774,048 +120,000

資料庫訂閱 1,000,000 1,000,000 0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120,000 0 -120,000

合 計 3,774,048 3,774,048 0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一、有關修正後支用計畫書之複審意見，請業務負責單位依今天檢討內容確實改善，

有違反支用精神或原則之情形，爾後不得再發生。 

二、今日提案皆已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請各業務負責單位依會議決議內容儘速執行

後續作業，有關各項執行內容應於規劃、審核時更加謹慎，避免再次進行變更而

影響執行成效。 

柒、散會：下午 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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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修正後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檢討與修正 

審查意見 檢討說明 

審查意見 2【經常門】 
依 102.1.23 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 1020012651 號
函，因應全民健康保險法於 102.1.1 施行，申請教育

部補助計畫如有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費，得編列

「補充保費」並覈實支用。上述事項至「以前年度核

定」之跨年度計畫及「本（102）年度」已核定之計

畫，得由該計畫相關經費項下勻支。惟依「教育部獎

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所訂使用原則，該經費支用與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精神不符，提醒學校「103 
年度以後」核定之獎勵補助計畫，並「不應」支用於

補充保費。 

回覆單位：人事室 
本校將依規定變更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

常門經費及項目，變更後之經常門經費並無支用於補

充保費之情形。 

審查意見 3【資本門】 
依教育部 102.2.8 臺教技(三)字第 1020023625 號
函，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工程款項，各類請採

購、標案、財產登錄、會計項目及憑證等相關文件均

不得出現「工程」字樣；建議容易令人產生誤解之類

似字眼亦請避免，如：【附表八】優先序#11 之規格

欄位出現「施工」字樣。 

回覆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感謝委員指正，【附表八】優先序#11 之規格，施工

線材係指提供配管佈線所用，非支用工程款項，遵依

委員建議爾後不再使用「施工」字樣。 

審查意見 4【資本門】 
部分預計採購項目所列規格說明可再加強其完備

性，如：【附表八】優先序#4「節能整合監控軟體擴

充升級」預估單價 NT$113,000 元，#5「安全防災監

控軟體擴充整合」預估單價 NT$ 50,000 元，規格均

填寫為「全中文化圖形監控軟體」…等。建議宜具體

敘明所需規格及功能，以為採購時之依據，進而確保

實際購置之設備功能符合使用單位需求。 

回覆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1.『節能整合監控軟體擴充升級』及『安全防災監控

軟體擴充整合』皆以中文繁體語言顯示操作介面，

以校區各棟建築物及開放空間等平面圖為主要顯示

畫面，將相關節能暨安全防災等管控功能及警示皆

以圖形辨識操控顯示。有關軟體系統使用功能介面

著重以親和性、一貫性、獨立性、穩定性為主，並

配合本校客製化軟體功能升級之需求編寫。 
2.優先序#4、#5 實際購置之設備功能符合使用單位需

求，爾後遵依委員建議，具體敘明所需規格及功能，

以為採購時之依據。 

審查意見 6【經常門】 
由【附表九】優先序#5「資料庫訂閱」之內容說明，

無法具體瞭解所欲購置之電子資料庫為何，難以判斷

其與教學研究之相關性及預估價格之合理性。 

回覆單位：圖書館 
1.103 年運用獎勵補助款訂購之資料庫共計 5 種(請見

下表)，其中訂購項次 1、2、5 之資料庫，內容涵蓋

台灣、中國大陸兩岸學術資源，所有資料整合於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檢索平台，使用者

可於單一檢索介面，跨學科、跨領域搜尋文獻來源，

節省檢索時程，有利於師生研究所需。 
項

次
資料庫名稱 預估價格 備註 

1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268,143 
Concert

聯盟 

2 CETD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 $158,000 
Concert

聯盟 

3 知識贏家(中時報系) $98,000  

4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300,000 
Concert

聯盟 

5
CJTD 中國大陸碩博士論文資

料庫-訂購 3類 
$175,857  

2.本年度訂購資料庫以中文資源為主，收錄文獻內容

涵括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產業報告及新聞等全文

資料。期能提供全校師生更完整豐富的中文電子資

源，以滿足教學、研究需求。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一】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 

執行單位：國際企業系、語言中心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變更原因 
說明 

19 
雙人防

盜電腦

桌椅組 

電腦桌：尺寸：

W150*D60*H74cm(±2cm
)/鍵盤架 2 組(黑色)/桌面

上加裝液晶螢幕防盜架

*2/主機箱*2(箱深需符合

主機尺寸)/電腦椅*2/規
格含以上 

31 12,000 372,000

國

際

企

業

系

72
語言學

習桌椅

組 

W210cm*D110cm*H74cm
/蛇管+鋁合金可掀式線槽

+5MM 強化變形清玻璃

(含線槽盒開孔)(長 35cm
深 8cm)/1 研討桌搭配洽談

椅 6 張（定製品.廠商需提

供樣式供參考）顏色及樣

式由學校訂之 

10 37,200 372,000

語

言

中

心

資源共享，調整

支援語言中心

使用 

20 
廣播教

學系統

設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10.0 (64bit)/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

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83,350 83,350

國

際

企

業

系

73
廣播教

學系統

設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10.0 (64bit)/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

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
規格含以上 

1 83,350 83,350

語

言

中

心

資源共享，調整

支援語言中心

使用 

21 穩壓器 

35K(含線路安裝)/全電子

式獨立電路控制穩壓器/
輸入電壓：

3ψ4ω190/110V±15%/輸
入頻率範圍：

50HZ/60HZ±5%/輸出電

壓:3ψ4ω190V/110V/輸出

電壓可設定範圍：±10%/
輸出電壓穩定度：空載

+5%～-1.5%，滿載+3.2%
～-2.5%/規格含以上 

1 120,000 120,000

國

際

企

業

系

74 穩壓器 

30KVA(含線路安裝)/全電

子式獨立電路控制穩壓器

/輸入電壓：

3ψ4ω190/110V±15%/輸入

頻率範圍：

50HZ/60HZ±5%/輸出電

壓:3ψ4ω190V/110V/輸出

電壓可設定範圍：±10%/
輸出電壓穩定度：空載

+5%～-1.5%，滿載+3.2%
～-2.5%/規格含以上 

1 120,000 120,000

語

言

中

心

資源共享，調整

支援語言中心

使用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二】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變更原因 
說明 

22 
個人電

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

學滑鼠、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專業

版/三年保固/網路電源安

裝/還原卡/21.5 吋(含)以
上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參考共同供

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

組第 21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61 28,413 1,733,193

國

際

企

業

系

75
個人電

腦（觸控

式） 

處理器：Corei3、3.0GHz
（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500GB/DVD 
Super Multi 光碟燒錄機/ 
內建 Gigabit Ethernet 
/USB 2.0 原廠 USB 鍵盤/
滑鼠/Windows 8.1 64bit /
三年保固/還原軟體/無線

區域網路電源安裝/23 吋

16:9 10 點觸控 LED 背光

螢幕/IPS 面板、解析度

1920 x 1080 規格含以上/
全罩式耳機含麥克風 

64 27,000 1,728,000

語

言

中

心

資源共享，調整

規格及數量 

69 
觸控式

電腦 

處理器：Core i3-4010U 
1.7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1/硬碟：

1TB/DVD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LAN/USB 光學滑

鼠/PS/2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

保固/還原軟體/網路電源

安裝/23 吋液晶螢幕/規格

含以上 

60 27,000 1,620,000

語

言

中

心

69

個人電

腦（觸控

式） 

處理器：Corei3、3.0GHz
（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500GB/DVD 
Super Multi 光碟燒錄機/ 
內建 Gigabit Ethernet 
/USB 2.0 原廠 USB 鍵盤/
滑鼠/Windows 8.1 64bit /
三年保固/還原軟體/無線

區域網路電源安裝/23 吋

16:9 10 點觸控 LED 背光

螢幕/IPS 面板、解析度

1920 x 1080 規格含以上/
全罩式耳機含麥克風 
 

61 27,000 1,647,000

語

言

中

心

資源共享，調整

規格及數量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變更原因 
說明 

70 
觸控式

電腦 

處理器：Core i3-4010U 
1.7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1/硬碟：

1TB/DVD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LAN/USB 光學滑

鼠/PS/2 鍵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

保固/還原軟體/網路電源

安裝/23 吋液晶螢幕/規格

含以上 

60 27,000 1,620,000

語

言

中

心

70

個人電

腦（觸控

式） 

處理器：Corei3、3.0GHz
（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500GB/DVD 
Super Multi 光碟燒錄機/ 
內建 Gigabit Ethernet 
/USB 2.0 原廠 USB 鍵盤/
滑鼠/Windows 8.1 64bit /
三年保固/還原軟體/無線

區域網路電源安裝/23 吋

16:9 10 點觸控 LED 背光

螢幕/IPS 面板、解析度

1920 x 1080 規格含以上/
全罩式耳機含麥克風 

61 27,000 1,647,000

語

言

中

心

資源共享，調整

規格及數量 

71 
觸控式

電腦 

處 理 器 ： Corei3-4010U 
1.7GHz( 含 ) 以 上 / 記 憶

體 ： 4GB*1/ 硬 碟 ：

1TB/DVD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LAN/USB 光學滑

鼠 /PS/2 鍵 盤 / 最 新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

保固/還原軟體/網路電源

安裝/27 吋液晶螢幕/規格

含以上 

35 30,000 1,050,000

語

言

中

心

71

個人電

腦（觸控

式） 

處理器：Corei3、3.0GHz
（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500GB/DVD 
Super Multi 光碟燒錄機/ 
內建 Gigabit Ethernet 
/USB 2.0 原廠 USB 鍵盤/
滑鼠/Windows 8.1 64bit /
三年保固/還原軟體/無線

區域網路電源安裝/23 吋

16:9 10 點觸控 LED 背光

螢幕/IPS 面板、解析度

1920 x 1080 規格含以上/
全罩式耳機含麥克風 

37 27,000 999,000 

語

言

中

心

資源共享，調整

規格及數量 

變更項目金額小計 6,598,543 變更項目金額小計 6,596,350 
餘$2,193 由學

校統籌運用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 

執行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7 桁架 

桁架（TRUSS）:鋁合金

材質，管徑

Φ50.8mm(±0.5mm)、管

厚 2mm(±0.5mm)；
238mm(±5mm)*238mm(
±5mm)*1.5m*1 組 4 支

/238mm(±5mm)*238mm
(±5mm)*3m*1 組 2 支/規
格含以上 
轉接箱（Box Corner）:
鋁合金材質，

2238mm(±5mm)*238mm
(±5mm)/1 組 4 個/規格含

以上。 

1 66,000 66,000

學

生

會

及

全

校

社

團

7 桁架 

桁架（TRUSS）:鋁合金

材質，管徑

Φ50.8mm(±0.5mm)、管

厚 2mm(±0.5mm)；
238mm(±5mm)*238mm
(±5mm)*1.5m*1 組 4 支

/238mm(±5mm)*238m
m(±5mm)*3m*1組 2支/
規格含以上 
轉接箱（Box Corner）:
鋁合金材質，

238mm(±5mm)*238mm
(±5mm)/1 組 4 個/規格

含以上。 

1 66,000 66,000

學

生

會

及

全

校

社

團

桁架轉接箱 Box 
Corner 尺寸誤植

2238mm(±5mm)，
擬變更規格為

238mm(±5mm)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66,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66,000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三】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 

執行單位：設計學院、教務處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8 錄音筆 

內建記憶體：4GB/
聲道:立體聲/錄音

時 間 44 小 時

(MP3)/錄音格式：

Linear PCM、MP3/
播放格式：MP3、
ACC 、 WMA 、

WAV/規格含以上 

2 4,250 8,500
設計

學院
8 錄音筆

內建記憶體：4GB/
聲道 :立體聲 /錄音

時間 44 小時(MP3)/
錄音格式：Linear 
PCM、MP3/播放格

式：MP3、AAC、

WMA、LPCM/規格

含以上 

2 4,250 8,500
設計

學院
因播放格式誤植。 

9 錄音筆 

內建記憶體：4GB/
聲道:立體聲/錄音

時 間 44 小 時

(MP3)/錄音格式：

Linear PCM、MP3/
播放格式：MP3、
ACC 、 WMA 、

WAV/規格含以上 

8 4,250 34,000 教務處 9 錄音筆

內建記憶體：4GB/
聲道 :立體聲 /錄音

時間 44 小時(MP3)/
錄音格式：Linear 
PCM、MP3/播放格

式：MP3、AAC、

WMA、LPCM/規格

含以上 

8 4,250 34,000 教務處 因播放格式誤植。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42,5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42,500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四】



 

 

 

 

 

 

 

 會 議 紀 錄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3 次會議 

（103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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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3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  點：聖智廳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  席：趙志揚校長                     記錄：葉庭妤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情形 

前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103 年 6 月 6 日）提案計有 4 案： 

項次 案  由 決  議 

一 
國際企業系暨語言中心 103 年度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項目變更案 
照案通過。 

二 
學務處課指組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款資本門設備規格變更案。 
照案通過。 

三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改善

教學物品規格變更案。 
照案通過。 

四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

及項目變更案。 
照案通過。 

 

參、工作報告 

一、依教育部 103 年 6 月 27 日臺教綜（一）字第 1030094996 號來函通知，本校將於

104 年度 10~12 月接受教育部統合視導，本項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為視導項目

之一，目前相關規劃及準備工作均配合學校作業期程進行。 

二、本校於 103 年 7 月 21 日收到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通知，將於 103 年 10 月 7 日至本

校進行「103 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料查核」，目前相關準備

工作陸續依進度完成。  

三、本次會議中，計有 6 項提案，其中設備規格變更提案計 3 案，依「申請原則及注

意事項」第(1)款第 5 目規定，在維持「獎勵補助款」總金額（不包含學校自籌款）

不變原則下，報教育部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於執行績

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四、依據「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1)款第 3 目規定，應於 103 年 11 月 30 日前，彙

整 104 年度經費支用計畫、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包括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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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等資料陳報教育部審查。

本次會議將提報申請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及自籌款支用規劃案審

議，以利後續支用計畫之撰寫，該計畫彙整後預定於 11 月 12 日召開本專責小組

會議進行審查。 

肆、討論事項 

案 由 一：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規格變更案，

提請討論。 

說  明：一、為建構改善本系「餐飲管理實務教室」專業設備，提供學生實務訓練，

原編列於 103 年獎勵補助資本門優先序 62 之「活動操作台」，因文件

誤植金額，擬請准予變更規格內容，以利後續採購作業。 

二、原編列 103 年獎勵補助資本門優先序 63 之「系統工作吧檯」，因廠商

無法配合作業時程，擬由學校經費支付另行建置。 

三、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一。 

討論事項：一、校長： 

（一）觀光與休閒管理之系所發展，主要是培育觀光與休閒產業領域

之管理專業人才，針對教學設備購置上應多加思考，是否符合

教學、課程使用，均衡分配各項教學資源，勿偏重餐飲管理類

之設備。 

（二）本次擴增「餐飲管理實務教室」之設備，是否應思考將餐飲相

關設備整合至「微型創業教室」空間一併使用，從長規劃，以

提高使用率。 

（三）優先序 62 之「活動操作台」變更金額後，所增加之費用如何處

理？ 

二、觀光與休閒管理系張主任：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之課程規劃安排有餐旅

管理模組，因此目前購置之設備均使用於餐飲及飲料調製課程。 

三、林總務長：優先序 62 之「活動操作台」變更金額後，所增加之費用由

優先序 63 之「系統工作吧檯」經費$35,000 元支應，剩餘未執行之經

費$215,000 留至結餘款一併規劃使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圖書館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規格變更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原編列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用以購置中西文圖書及電腦

查詢站，今因圖書館 C 區 3 樓「多媒體學習專區」急需增購視聽相關

設備，擬將原編列之經費及設備調整至該區使用，以利師生教學與研

討之用。 

二、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二。 

討論事項：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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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上一年於圖書館 C 區 2 樓建置「學習資源專區」，深受學

生們喜愛，使用率亦大幅提高，本年度利用圖書館 C 區 3 樓空

間再建置「多媒體學習專區」，主要是提供師生多元學習空間，

此案請大家多加支持，亦請相關單位及各院院長於建置完成後

積極推廣使用。 

（二）變更後所新增之項目 6「視聽播放設備」，請再評估是否再提升

規格，以利學生使用。 

二、圖書館單館長：有關新增項目 6 之「視聽播放設備」，經與相關使用單

位評估後，足夠師生們使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結餘款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採購截至 9 月 19 日止，計有

結餘款$1,128,157 元，其中包含優先序 63「系統工作吧檯」因廠商無

法配合作業時程而未執行之$215,000 元。 

二、原規劃購置教學設備，優先序 1~2 之項目，擬變更購置設備為更新語

言中心及創意商品設計系教學設備，倘再有結餘款擬供購買圖書。 

三、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三。 

討論事項：一、校長： 

（一）為了提供給學生更佳的語言學習環境，於今年將語言中心及相

關語言教室搬遷到寶文校區，亦於今年投入將近 800 萬更新及

擴充語言學習相關設備。 

（二）語言中心於規劃購置相關設備時，應注意除了基礎操作設備，

其他應加強語言學習輔助設備建置，而非大量採購電腦。 

二、設計學院陳院長：為使學生能學習到更多攝影技巧，希望結餘款採購

項目，可增加編列數位媒體設計系所需之直昇機、空拍攝影機等空拍

設備。 

決  議：照案通過，並增加編列數位媒體設計系所需設備。 

 

案 由 四：本校申請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及自籌款支用規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教育部規定，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應為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

經常門應為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30%，學校應提撥核配金額之 10%以上

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二、本校以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核配金額之整數，預估 104 年度申請預算

金額，自籌款部份提撥獎勵補助款之 15%金額，其獎勵補助款分配比

率資本門為 70%及經常門為 30%。預估經費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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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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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 $14,860,000 $25,070,000 $39,930,000 $5,989,500 $45,919,5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勵款 
70% 

自籌款 
80% 

補助款 
30% 

獎勵款 
30% 

自籌款 
20% 

金 額 $10,402,000 $17,549,000 $4,791,600 $4,458,000 $7,521,000 $1,197,900

合 計 $32,742,600 $13,176,900 

占總經費

比例 
71.30% 28.70%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五：本校 104 年度資本門經費分配、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教育部規定，資本門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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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購置

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 2%；配合環保教育需求，應加

強採用省水器材、校園安全、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

設施。 

二、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如附件四。 

三、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規劃如下：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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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8,350 85.00% $3,354,120 70.00% $27,11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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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4,120 12.00% $0 0.00% $3,35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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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530 3.00% $0 0% $838,530

四、其他（省水器材、

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

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

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

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0 0.00% $1,437,480 30% $1,437,480

總 計 $27,951,000 100% $4,791,600 100% $32,742,600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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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六：本校 104 年度經常門經費分配、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教育部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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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二、經常門經費分配原則，如附件五。 

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規劃如下： 

項   目 
獎勵補助款（A） 自籌款（B） A＋B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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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6,770 63.00% $1,018,215 85.00% $8,564,985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經

費(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299,475 2.50% $0 0.00% $29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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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370 3.00% $0 0.00% $359,37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0 0.00% $179,685 15.00% $179,685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2,773,385 23.15% $0 0.00% $2,773,385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0

資料庫訂閱費 $1,000,000 8.35% $0 0.00% $1,000,000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0

小計 $3,773,385 31.50% $0 0.00% $3,773,385

總計 $11,979,000 100% $1,197,900 100% $13,176,900

討論事項：一、校長：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下所支應研習經費是否足夠？請相關負

責單位研議是否增加自辦研討會項目經費，以利教學單位有更充足經

費辦理國際研討會 

二、綜合規劃處黃處長：本處會召集相關單位研議此部份經費。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今日提案皆已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請各業務負責單位依會議決議內容儘速執行

後續業務。 

柒、散會：下午 3 時 10 分。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 

執行單位：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62 
活動操

作台 

尺寸：154*86*75±5cm、

櫃內部-白鐵鋼架*1、外

部-系統材質*1、高承載

活動輪子*6、排水儲存

桶*2/規格含以上 

2 17,500 35,000

觀光

與休

閒管

理系

62
活動操作

台 

尺寸：154*86*75±5cm、

櫃內部-白鐵鋼架*1、外

部-系統材質*1、高承載

活動輪子*6、排水儲存桶

*2/規格含以上 

2 35,000 70,000

觀光

與休

閒管

理系

因原文件誤植金

額。 

63 
系統工

作吧檯 

1.木作系統後吧檯(系統

材質/規格：313*80*75±
5cm)、烤漆玻璃(優白調

色)*1、插座配線*6、不

鏽鋼水槽*1、檯面式水

龍頭*1、阿蘭諾字立體

字 10X18cm*10、形象海

報 160X40cm*1， 
2.木作系統前吧檯(系統

材質/規格：324*94.5*82
±5cm)、燈位配線*6、插

座配線*6、不鏽鋼水槽

*1、檯面式水龍頭*1、
LED 軟燈條：約 300cm
以下*2、LED 杯燈(聚光

*3、吊燈*3)，木作系統

層架(系統材質/規格：約

313*116*40±5cm)/依現

場施作/規格含以上 

1 250,000 250,000

觀光

與休

閒管

理系

       

因廠商無法配合

作業時程，擬由學

校經費支付另行

建置。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85,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70,000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一】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 

執行單位：圖書館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附

表

五

1 

電 腦 查

詢站 

處理器：Core i5 3.2 

GHz/記憶體：

4GB*1/硬碟：1TB/

內建 Gigabit LAN/

中低階獨立顯示卡/

最新 Windows 作業

系統/還原卡/參考

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

第 20 項次/規格含

以上 

8 27,800 222,400

全

校

師

生

1
個 人 電

腦 

CPU:Core i7  

3.2GHz(含)以上 

/記憶體:4GB*2/硬

碟:1T/DVD Super Multi 燒

錄器/內建 Gigabit LAN/無

線光學滑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卡

/NVIDIA Quadro K600 專業

中低階顯示卡/VGA 4 埠切

換器/LED 螢幕 21.5 吋(含)

以上 IPS(橫向電場效應)或

VA(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

示器/規格含以上 

6 38,000 228,000

全

校

師

生

擴增 C 區 3 樓

多媒體學習專

區設備 

附

表

六

4 

中 文 圖

書 
冊 1,100 330 363,000

全

校

師

生

新

增

3

互 動 投

影機 

支援多點網路互動會議/解

析度 

WXGA 1280x800/反射式超

短距互動投影/內建投影畫

1 96,900 96,900

全

校

師

生

擴增 C 區 3 樓

多媒體學習專

區設備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二】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面局部放大/支援無線網路

投影功能 802.11 b/g/n 

/內建數位電子白板功能/互

動隨寫光筆(含收納盒) *2

支/超短距投影專屬掛架/ 

投影畫面尺寸 60~100 吋

(約 47cm 投影 80 吋畫面)/

含安裝及功能測試/投影亮

度 3100 流明/規格含以上 

附

表

六

5 

西 文 圖

書 
冊 140 2,500 350,000

全

校

師

生

新

增

4

液 晶 顯

示器 

50 吋 LED 背光技術/全機三

年保固/ 

解析度 

1920 (H)x1080(V)/ 含數

位、類比視訊盒/內建數位接

收及 PVR 即時錄影/含壁掛

支架安裝(20 米 HDMI 線

材)/ VGA 電腦影像端子

*1、電腦音源輸入端子*1、

HDMI*2、影音輸入端子

*1、影音輸出端子*1 /喇叭

輸出功率：10W+ 10W/規格

含以上 

5 26,000 130,000

全

校

師

生

擴增 C 區 3 樓

多媒體學習專

區設備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新

增

5

液 晶 顯

示器 

60 吋 LED 背光技術/全機三

年保固/ 

解析度 

1920 (H) x1080 (V)/含數

位、類比視訊盒/內建數位接

收及 PVR 即時錄影/含壁掛

支架安裝(20 米 HDMI 線

材)/喇叭輸出功率：10W+ 

10W+30W/ VGA 電腦影像

端子*1、電腦音源輸入端子

*1、HDMI*2、影音輸入端

子*1、影音輸出端子*1 /規

格含以上 

1 63,500 63,500

全

校

師

生

擴增 C 區 3 樓

多媒體學習專

區設備 

       

新

增

6

視 聽 播

放設備 

藍光 DVD 撥放器(支援

HDMI 輸出)* 1/多媒體訊號

增益放大器(支援 4 埠音源

輸出、連接裝置：1 輸入孔; 

4 單獨音量控制輸出鈕、電

源需求:DC 12V、200mA、

商品尺寸:約

13*9(±0.5)*3(±0.5)cm、耳機

阻抗:(32hms)/THD/ 

28 11,250 315,000

全

校

師

生

擴增 C 區 3 樓

多媒體學習專

區設備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Max.Power (mW)、安全認

証：CE, RoHS3)/ 多媒體立

體音高傳真 耳機

(3.5mm)*8 組/規格含以上 

       

新

增

7

網 路 攝

影機 

500 萬畫素/最大畫面 2560 x 

1920/1920 x 1080 Full HD

數位影像/單機監控錄影/可

儲存至 SD卡或USB外接硬

碟/支援 Android、iPhone、

iPad、智慧型手機遠端監控/

支援雙向音 

源傳輸，內建麥克風/外接喇

叭/內建 12 顆紅外線 led 夜

間監控無障礙/規格含以上 

6 17,000 102,000

全

校

師

生

擴增 C 區 3 樓

多媒體學習專

區設備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935,4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935,400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資本門結餘款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1 
個人電

腦 

處理器：Core i5 3.2 GHz 
(含)以上/記憶體：4GB*1/
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內建 Gigabit 
LAN/USB 介面光學滑

鼠、鍵盤/最新 Windows 作
業系統專業版/三年保固/
網路電源安裝/還原卡/21.5
吋(含)以上寬螢幕 LED 背

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內
建防刮玻璃功能)/參考共

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第
一組第 21 項/第二組第 19
項/規格含以上 

61 28,413 1,733,193

語

言

中

心

1 玻璃白板
玻璃製含底色，約 120 cm 
*570cm*3 面/依空間規劃 

4 120,000 480,000

語

言

中

心

擴增語言教室

(一)/語言教室

(二)/ 語言教室

(三)/ 語言教室

(四) 

2 
學生語

言桌椅

組 

鋼製:依空間規劃/桌面密

迪板，可坐三人活動式隔

板/學生椅*3/規格含以上 
21 15,000 315,000

語

言

中

心

2
單槍投影

機 
4000ANSI流明/含吊架/安裝

配線/規格含以上 
5 35,000 175,000 

語

言

中

心

擴增語言教室

(三)2 台/語言教

室(四)2 台/簡報

練習室設備 1
台 

  

 

  3 投影布幕
84x84 吋電動布幕/含安裝配

線/規格含以上 
5 18,000 90,000 

語

言

中

心

擴增語言教室

(三)2 個/語言教

室(四)2 個/簡報

練習室設備 1
個 

  

 

  4
筆記型電

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7-4200/
記憶體：4GDDR3/硬碟：

500G(SATA)，7200 轉/光碟

機：DVD Super Multi DL 燒

錄光碟機/無線網路：

802.11b/g/n、藍芽/Windows

5 30,000 150,000

語

言

中

心

擴增簡報練習

室設備及擴增

口語練習區設

備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三】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作業系統/螢幕：14 吋(LED
背光)霧面(1366 x 768)/三年

保固/規格含以上。 

  

 

  5
中低階 3D
印表機 

(1)列印尺寸: 6 x 6 x 6 inches 
/ 152.5 x 152.5 x 152.5 mm 
(含)以上 
(2)Print resolution：0.2 mm 
(0.008") 
(3)可自動進料 
(4)支援材料種類：ABS、PLA
(5)系統採用 USB 隨身碟 
(6)中文化 3D 直接建模

(Direct Modeling)軟體-SC 
(7)可直接讀取 CAD 檔案(例
如 SW、ProE、UG、inventor)
並直接修改 3D 模型 
(8)整合不同 CAD 檔案轉成

單一實體 3D 模型 
(9)可修補不良的幾何模型 
(10)可延 3D 模型曲面上建

構出 3D 曲線立體工程 3 視

圖 
(11)含 3 小時教育訓練 
(12)規格含以上 

3 38,500 115,500 

創

意

產

品

設

計

系

更新設計專業

教室設備(1.課
程規劃 : 基本

設計(一)(二)、
產品設計

(一)(二)、商品

設計(一)(二)、
畢業專題

(一)(二)、模型

製作、精緻模型

製作等課程使

用 

  

 

  6
中階 3D
印表機 

(1)列印尺寸:最大

210mm(W) x295mm(D) x 
200(H) mm (含)以上 
(2)機器外觀尺

寸:385mm(W) x 500mm(D) 
x 450mm(H) mm ±10%  
(3)誤差精度：X - Y 軸 
+/-0.2mm，Z 軸：0.15mm(含)

1 97,000 97,000 

創

意

產

品

設

計

系

更新設計專業

教室設備(1.課
程規劃 : 基本

設計(一)(二)、
產品設計

(一)(二)、商品

設計(一)(二)、
畢業專題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以下 
(4)Print resolution：0.100mm; 
層厚解析度：0.05mm(含)以
上 
(5)支援材料種類：聚乳酸

(PLA)、軟性材料(軟性材質

成品可折轉到 90 度變形之

後,立即恢復原來形狀) 
(6)擠製噴嘴：Ø 0.4mm±10% 
材料線徑：Ø 2mm±10%。 
(7)3D 轉檔模組：STL 檔轉

成機器碼，3D 切層功能及列

印參數設定。 
(8)3D 進階 STL 修補模組：

確保 3D 檔案列印完整性。

(9)可對 STL 檔進行切割和

組合的布林運算。 
(10)可對 STL 檔薄殼、修

改；破洞、網格切面交疊分

析。 
(11)可修補不良的幾何模型

且可將 3D 掃描器掃描的

STL 檔轉成 3D 實體 
(12)具去 CAD 特徵功能 
(13)可讀取 google3D 
sketchup 檔並將其自動轉成

精緻曲面以利列印加工 
(14)出圖時，能呈現立體工

程 3 視圖(正視圖,側視圖,俯
視圖)以利說明溝通 
(15)系統採用 SD 卡,進行檔

案 Gcode 的讀取 

(一)(二)、模型

製作、精緻模型

製作等課程使

用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16)系統採自動進料，線材

外層採膠管保護。 
(17)系統可支援 Python 做為

開發環境標準程式語言。 
(18)系統具內建虛擬人物動

作模組和行為編輯器。 
(19)系統具支援環境模擬物

理引擎。 
(20)系統具開發互動式擴增

實境應用之功能。 
(21)含 3 小時教育訓練。 
(22)規格含以上。 

  

 

  7
高畫質空

中拍攝組

四軸飛行器/內置 1,400 萬
像素的攝影機/三軸電子防

震雲台/最高飛行速度達每

秒約 15 米/Wi-Fi 遙控距

離約 700 米/鏡頭傾斜可達

約 90°5.8G fpv 無線圖傳發

射接收+天線/內置的 GPS 
導航/2S-4S 鋰電池充電/規
格含以上/參考 DJI 
PHANTOM 2+ /規格含以上

1 37,000 37,000

數

位

媒

體

設

計

系

學校相關活動

紀錄、攝錄影實

務課程、畢業專

題 

  

 

  8
高畫質運

動攝影機

防水 197'（40 米）/ 超廣角

1440p-48fps / 1080-60 fps/ 
720P -120 fps 視頻，最高可

到 4K/可循環錄影/而靜態

1200 萬像素每秒可拍 30 張

照片/內建的 Wi-Fi/參考

GoPro HERO3+ /規格含以

上 

1 14,000 14,000

數

位

媒

體

設

計

系

學校相關活動

紀錄、攝錄影實

務課程、畢業專

題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2,048,193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1,158,500  



104 年度嶺東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原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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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兼顧本校實際現況辦理。 

二、 本校獎勵補助款[T]及學校自籌款[P]分配原則： 

（一）各系所、中心教學設備經費【A＝T×85%+P×70%】，依據下列基準核算： 

1.共同教學（a=A×50%）： 

2.發展學校特色計畫（b=A×50%） 

（1）配合教學發展之重點特色或校務發展之重點學院、中心。 

（2）新設立所系，經提出發展計畫申請並審核通過者。 

（3）若無單位申請通過，則由學校統籌運用。 

（二）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及圖書期刊經費【B＝T×12%】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C＝T×3%】 

（四）其他（校園安全、節能等相關設備）經費【D＝P×30%】 

三、為達其學校資源整合與發展之效益，各院應就該院召開院務會議決議支用計畫項目及內容。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圖 

 
 

X：獎補助款 

Y：自籌款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及圖書期刊經費 

B＝T×12%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C＝T×3% 

其他（校園安全、節能

等相關設備）經費 

D＝P×30% 

各系所、中心教學 

設備經費 

A＝T×85%+P×70% 

獎勵補助款 T＝X×70% 

學校自籌款 P＝Y×80% 

發展學校特色計畫 

b＝A×50％ 

共同教學 

a＝A×50%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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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分配原則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一）本項目以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 63%及經常門自籌款 85%予以分配。 

（二）依上年度實際支用比例調整分配「研究、研習（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

進修、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等八項。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一）本項目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2.5%分配。 

（二）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

經費支用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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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一）本項目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3%分配。 

（二）依上年度實際支用比例調整分配「行政人員研習、行政人員進修」等二

項。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以經常門自籌款 15%分配。 

五、其他項目：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31.5%予以分配。 

（一）為挹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所需，新聘教師薪資以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

23.15%予以分配。 

（二）圖書館之資料庫訂閱費以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 8.35%予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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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4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  點：聖智廳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  席：陳仁龍副校長                     記錄：葉庭妤 

壹、主席致詞 

今日校長因有要事公出，由本人代理主持，感謝各位平時對於獎勵補助經費運用

之支持及努力。 

貳、前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情形 

前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103 年 9 月 24 日）提案計有 6 案： 

項次 案  由 決  議 

一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規格變更案。 
照案通過。 

二 
圖書館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

本門設備、規格變更案。 
照案通過。 

三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結

餘款採購案。 
照案通過，並增加編列數位媒體設計系

所需設備。 

四 
本校申請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預估及自籌款支用規劃案。 
照案通過。 

五 
本校 104 年度資本門經費分配、支用項

目、金額與比例規劃案。 
照案通過。 

六 
本校 104 年度經常門經費分配、支用項

目、金額與比例規劃案。 
照案通過。 

參、工作報告 

一、本校於 103 年 10 月 7 日接受教育部「103 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資料實地查核」，已順利完成，感謝各承辦單位的努力；針對當日委員所提出

之意見與建議，相關承辦單位已進行檢討及改善，往後將更加強確認資料正確性。 

二、本次會議中，計有 3 項提案，其中變更提案計 1 案，依「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第 9 點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在維持「獎勵補助款」總金額（不包含學校自籌款）

不變原則下，報教育部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於執行績

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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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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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於 103 年 11 月 30 日前，彙整 104 年度經費支用計畫、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

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等資料陳報教育部審查。本校申請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預估及自籌款支用規劃案，於 103 年 9 月 24 日經專責規劃小組第 3 次會議

審議通過，即進行支用計畫之撰寫，本次會議將進行支用計畫各細項內容及教學

單位設備優先序等審查，預定於 11 月 26 日函送教育部及管科會。 

肆、討論事項 

案 由 一：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規格變更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建構改善本系「餐飲管理實務教室」專業設備，提供學生實務訓練，

原編列於 103 年獎勵補助資本門優先序 61 之「義式咖啡機」，因規格

數字誤植，擬請准予變更內容，以利後續採購作業。 

二、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一。 

討論內容： 

一、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教師代表：本系提出優先序 61「義式咖啡機」之變

更申請，主要是設備規格寬、深、高之尺寸誤植，需變更規格以符合

後續採購、驗收作業。 

二、綜合規劃處黃處長：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之課程規劃有餐飲相關課程，

為符合教學使用，請准予支持變更。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本校 104 年度資本門經費項目及優先序排列原則規劃，提請討論。（總務處） 

說  明： 

一、依據 103 年 9 月 24 日第 3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資本門預估經費各

項分配比例及金額辦理。 

二、各系所、中心所規劃之教學儀器設備、圖書教學媒體、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設備等，與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學校發展或學院重點特色

等相互連結。 

三、資本門經費規劃之細項內容及優先序，由各系所、中心依單位需求及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排列優先序，教學設備部份由各院先進行初審排

列，再經校內審查後提送本次會議討論，內容如附件二。 

討論內容： 

一、林總務長：本處負責資本門經費之規劃，於第 3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

決議資本門各項分配比例及金額後，陸續又於 10 月 13 日、10 月 14

日、10 月 30 日、11 月 4 日及 11 月 10 日召開 5 次會議，邀請教學、



3 

行政相關單位針對單位需求共同討論。 

二、保管組郭組長：本次支用計畫書規劃有二大區塊，第一是共同教學部

份，主要針對普通教室數位講桌電腦、投影機進行汰換、語言中心建

置語言學習之情境教室、資訊網路中心建置自主學習教室及圖書館擴

增多媒體學習專區等，第二部份則是各學院整合院內資源汰換、建置

相關專業教室。 

三、陳副校長：以上總務單位針對資本門規劃內容說明詳盡，但建議往後

附件資料除使用投影顯示，另可提供紙本傳閱，以利各位出席代表更

加瞭解。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本校 104 年度經常門經費項目及優先序排列原則規劃，提請討論。（人事室） 

說  明： 

一、依據 103 年 9 月 24 日第 3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經常門預估經費各

項分配比例及金額辦理。 

二、本校支用計畫書中關於經費支用原則是依據規定以公平、公開、公正

之原則，訂定各相關辦法及程序，獎勵補助各項經費使用原則亦合乎

教育部及本校自訂辦法規範。 

三、各單位規劃之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與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相互連

結，細項內容及優先序，如附件三。 

討論內容： 

一、人事室熊主任： 

（一）本室依據第 3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經常門之金額及比例，

邀請經常門相關單位進行規劃，各項支用項目及比例均符合需

求及規定。 

（二）改善教學相關物品由總務處保管組協助調查各學院需求，稍後

請保管組說明。 

（三）其他項目支用分為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及資料庫訂閱二部

份，用於新聘教師薪資部份逐年降低，今年編列以經常門獎勵

補助款經費 23.15%支應，另外資料庫部份於 103 年度起每年編

列 100 萬支應。 

二、保管組郭組長：有關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部份，本次有財經、設計及資

訊三學院提出申請，共計 23 項，用於協助各項教學活動。 

三、圖書館徐老師：針對圖書館編列資料庫部份，主要是依據圖書館委員

會討論各項使用率後，決議新購或續訂資料庫類別，本年度圖書館所

運用獎勵補助經費購置資料庫明細如下：1.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料

庫、2.CETD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料庫、3.知識贏家資料庫、4.台經院產

經資料庫、5.AISP 情報顧問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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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一、目前教學環境及方式一直在進步，連閱讀習慣也漸漸在改變，各位身為教師，應

多誘發學生學習興趣，以提高學習成效，本校於近幾年投入相關經費建置、營造

多元學習環境，如學習資源專區（圖書館 2 樓 C 區）、自主學習區（圖書館 B1 閱

覽室）、多媒體學習專區（圖書館 3 樓 C 區）、BID 合作式學習中心（聖益樓地下

室）、語言中心情境教室（寶文校區）等，請負責單位多加推廣，亦請各位教師能

善加利用。 

二、今日提案已經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設備變更案請相關單位儘速執行請、採購作

業，陳報 104 年度支用計畫書部份，於報部前請各負責單位再次檢核並依規定期

限前陳報。 

柒、散會：下午 3 時 5 分。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 

執行單位：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

用

單

位

61 
義式咖

啡機 

沖泡座 2 個、鍋爐 10.5

公升、電壓：220V、功

率：2800W、寬 772X

深 515X 高 497mm±

5mm，另附商用義式磨

豆機、原廠配件盒、高

流量活性碳除垢濾水

系統、前置過濾器、咖

啡清潔木刷、5oz 尖嘴

鋼杯、20oz 尖嘴拉花鋼

杯、30oz 尖嘴拉花鋼

杯、合金咖啡填壓器、

不銹鋼咖啡渣槽、劃線

玻璃量杯/規格含以上 

3 150,000 450,000

觀

光

與

休

閒

管

理

系

61
義式咖

啡機 

沖泡座 2 個、鍋爐 10.5

公升、電壓：220V、功

率：2800W、寬 730X

深 520X 高 500mm±

5mm，另附商用義式磨

豆機、原廠配件盒、高

流量活性碳除垢濾水

系統、前置過濾器、咖

啡清潔木刷、5oz 尖嘴

鋼杯、20oz 尖嘴拉花鋼

杯、30oz 尖嘴拉花鋼

杯、合金咖啡填壓器、

不銹鋼咖啡渣槽、劃線

玻璃量杯/規格含以上 

3 150,000 450,000

觀

光

與

休

閒

管

理

系

修正儀器寬、

深、高規格之數

字。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450,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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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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7 3.2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 LAN/還原卡/USB 介面光學滑

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USB 
2.0 及 3.0 插槽設置於主機正面/規格含以上

65 台 25,000 1,625,000

數位多功能講桌之電

腦主機 
全校師生 D4-1-AB  

2 投影機 

輸出亮度:3,500 流明/真實解析

度:1024×768(XGA)/支援 PC 訊號解析

度:1600×1200(UXGA)/對比度: 13,000:1/簡
報器/吊掛架/吊掛架、電源安裝及配線/規格

含以上 

8 台 27,000 216,000

搭配數位多功能講桌

之投影顯示 

全校師生 D4-1-AB  

3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7 3.2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1/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 /還原卡/USB 介面光

學滑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

/ 21.5 吋(含)以上 IPS(橫向電場效應)或 VA
（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

色液晶顯示器/規格含以上 

47 台 30,233 1,420,951

1. 自主學習教室 
2.校園資訊週活動 
3. 支援跨校遠距非同

步研習（中區英檢課

程、國際化教育系列講

座） 
4. 國際專業證照考場

全校師生 D4-6-AB  

4 印表機 

A4 規格(36~40 頁)印表機(雷射電子顯像

式)(雙面列印器)/黑白輸出/提供64MB/規格

含以上 
1 台 19,776 19,776

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使

用 全校師生 D4-6-AB  

5 穩壓器 

總功率：30KVA /I/P(輸入)：
3ψ4W208V/120V 
/O/P(輸出)：3ψ4W208V/120V/含輸入輸出

主幹安裝配線、功能測試、迴路負載調整/
規格含以上 

1 台 124,500 124,500

電源穩壓 

全校師生 D4-6-AB  

L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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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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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6 高速網路交換器 

參考型號：Cisco C3750X-24T-L 具備 24 埠

(含)以上 10/100/1000Base-Tx 乙太網路連

接埠，本機須可擴充 2Port 10Gb-T 連接埠

模組、獨立 4Port 1Gb 光纖埠模組、整合式

4Port 光纖埠模組，須為模組式雙電源與風

扇熱備援功能，提供 350W AC power 
supply 一顆，並為模組化之熱抽式設計功

能，除本身電源模組外，同時須具備可支援

透過外掛式電源供應器備援/規格含以上 

2 台 115,500 231,000

優化師生教與學之資

訊使用效能 

全校師生 D4-6-AB  

7 無線基地台 

無線基地台之室內型多工模式 AP 高階

IEEE 802.11 ac/b/g/n, Aruba AP215 
IEEE802.11 ac/b/g/n Dual-Band, Dual-Radio 
AP(3x3 MIMO)/配合學校無線網路模組擴

充/規格含以上 

20 台 24,225 484,500

優化師生教與學之資

訊使用效能 
全校師生 D4-6-AB  

8 無線網路控制器 

參考型號：Aruba 7210 Multi-Service 
Mobility Controller - 2x 10/100/1000BASE-T 
(RJ-45),  1000BASE-X (SFP)(conbo port) 
dual personality ports, 4x 10Gb SFP+ ports/
無線網路控制器/規格含以上 

1 台 550,000 550,000

提升校園資訊服務品

質，建構多元學習模式

(行動學習、自主學習)
的學習情境及場域 

全校師生 D4-6-AB  

9 網路交換器 

網管型支援 802.3af 標準網路供電交換器, 
參考型號：Aruba S1500-24P 
10/100/1000Base-T 802.3at POE(POE 
Switch)(產品須與校園既有之無線網路控制

器進行最佳化整合)/規格含以上 

4 台 48,000 192,000

提升校園資訊服務品

質，建構多元學習模式

(行動學習、自主學習)
的學習情境及場域 

全校師生 D4-6-AB  

10 無線基地台 

無線基地台之室內型多工模式 AP 高階

IEEE 802.11802.11a/b/g/n/ac, 參考型號： 
Aruba AP205,2x2:2, 4x omni downtilt  
(Ap-205) 
 (產品須與校園既有之無線網路控制器進

行最佳化整合)/規格含以上 

50 台 18,500 925,000

提升校園資訊服務品

質，建構多元學習模式

(行動學習、自主學習)
的學習情境及場域 全校師生 D4-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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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1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7 3.2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1/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 /還原卡/USB 介面光

學滑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

/ 21.5 吋(含)以上 IPS(橫向電場效應)或 VA
（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

色液晶顯示器/規格含以上 

61 台 30,233 1,844,213

資訊素養與科技倫

理、統計套裝軟體應

用、企業研究方法、資

料處理、實務專題、個

人理財策略  

企業管理

系 D4-1-BA  

12 穩壓器 

總功率：30KVA / I/P(輸入)：3ψ4W 
208V/120V 
/O/P(輸出)：3ψ4W208V/120V/含輸入輸出

主幹安裝配線、功能測試、迴路負載調整/
規格含以上 

1 台 124,500 124,500

資訊素養與科技倫

理、統計套裝軟體應

用、企業研究方法、資

料處理、實務專題、個

人理財策略  

企業管理

系 D4-1-BA  

13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10.0 (64bit) 
內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版本、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資訊素養與科技倫

理、統計套裝軟體應

用、企業研究方法、資

料處理、實務專題、個

人理財策略  

企業管理

系 D4-1-BA  

14 
雙人防盜電腦桌

椅組 

電腦桌板：

W140CM*D60CM*H74CM(±2CM)/ 主機

桶身：0.6mm(+-0.1mm)鋼板+鎖/檔板：

0.6mm(+10.1mm)鋼板+鎖/螢幕防盜框(依螢

幕規格量身訂做)/電腦椅*2/規格含以上 

31 組 11,000 341,000

資訊素養與科技倫

理、統計套裝軟體應

用、企業研究方法、資

料處理、實務專題、個

人理財策略  

企業管理

系 D4-1-BA  

15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7 3.2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2/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 /USB 介面光學滑

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

卡/NVIDIA Quadro K600 專業中低階顯示

卡(參考共同供應契約 LP5-101077 第一組

第41項次)/LED螢幕21.5吋(含)以上 IPS(橫
向電場效應)或 VA(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含網路、電

源安裝配線/規格含以上 

9 台 40,130 361,170

擴增學習專區設備 

全校師生 D3-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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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6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7 3.2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2/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 /USB 介面光學滑

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

卡/NVIDIA Quadro K600 專業中低階顯示

卡/LED 螢幕 21.5 吋(含)以上 IPS(橫向電場

效應)或 VA(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

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含網路、電源安裝

配線/規格含以上 

1 台 40,130 40,13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0-AB  

17 玻璃白板 
訂製品/烤漆玻璃/依現場實況施作/約高

100cm×寬240-300cm/依現場實況施作/規格

含以上 
1 個 25,000 25,00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0-AB  

18 單槍投影機 4000 流明(含)以上，XGA/支援 HDMI/含吊

掛安裝及配線/規格含以上 1 台 29,000 29,00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0-AB  

19 投影布幕 電動式 120 吋×120 吋，軸心式管狀馬達/含
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1 面 17,000 17,00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0-AB  

20 擴音設備 
擴大機*1 台/無線麥克風主機*1 台(含無線

麥克風*3、夾式麥克風*1)/音箱*2 組/含安

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1 組 59,000 59,00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0-AB  

21 無線網路設備 無線 AP*1/含配電網路線安裝配線/規格含

以上 1 台 26,000 26,00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0-AB  

22 學生學習桌椅組 
學習桌/寬 50cm×長 140cm×高 70-75cm /椅
子寬 48x 深 53x 高 76-84cm(±10cm)*2 /規格

含以上 
40 組 11,500 460,00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0-AB  

23 電腦查詢站 

處理器：Core i7 3.2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 LAN /USB 介面光學滑鼠、鍵

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卡

/NVIDIA 2GB 顯示卡/LED 螢幕 21.5 吋(含)
以上 IPS(橫向電場效應)或 VA(垂直配向)面
板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
規格含以上 

26 台 36,630 952,380

擴增學習專區設備 

全校師生 D3-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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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24 數位多功能講桌 

機體尺寸 W690-700*D700-705*H1200- 
1200mm/影音來源獨立選擇(電腦、筆電、

DVD、提示機輸入)預覽、播放/提供 USB、
影像聲音、電腦影像、聲音輸入、網路等連

接功能/含 DVD 藍光播放器/一對四螢幕同

步器：4 埠 HDMI 視訊分配器,1 進 4 出/系
統線路整合及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1 部 56,000 56,00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0-AB  

25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7 3.2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2/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 /USB 介面光學滑

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

/NVIDIA Quadro K600 專業中低階顯示卡

/LED 螢幕 21.5 吋(含)以上 IPS(橫向電場效

應)或 VA(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光

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規格含以上 

2 台 36,130 72,260

擴增學習專區設備 

全校師生 D3-9-AF  

26 電腦查詢站 

處理器：Core i5(含)以上/記憶體:4GB/硬
碟:500G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內建 
Gigabit Ethernet /USB 滑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軟體/內建顯示卡/
耳罩式耳機/LED 螢幕 23 吋(含)以上/規格

含以上 

32 台 30,000 960,000

擴增多媒體學習專區

設備 

全校師生 D3-11-AB  

27 電腦查詢站 

CPU:Core i7 3.2GHz(含)以上/記憶體:4GB/
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內建 
Gigabit LAN /USB 介面光學滑鼠、鍵盤

/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卡/耳罩

式耳機/NVIDIA 2GB 顯示卡/LED 螢幕 21.5
吋(含)以上 IPS(橫向電場效應)或 VA(垂直

配向)面板寬螢幕LED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

示器/規格含以上 

6 台 36,630 219,780

擴增多媒體學習專區

設備 

全校師生 D3-11-AB  

28 安全監控設備 
8T 硬碟/16 路 HD 數位錄影主機/23 吋 LED/
百萬畫素 25 米紅外線彩色攝影機*16/含線

材及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1 套 163,800 163,800

擴增多媒體學習專區

設備 全校師生 D3-1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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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29 印表機 

A3/128MB/1200dpi/列印速度 : 每分鐘 44
頁/USB2.0/HighSpeed 介面 (相容 USB 1.1
介面)和 IEEE 1284-1 雙向並行介面具相容

模式,Nibble 模式與 ECP 模式及 Ethernet 
IEEE 802.3 100BaseTx / 10Base-T/規格含以

上 

2 台 59,800 119,600

擴增多媒體學習專區

設備 

全校師生 D3-11-AB  

30 液晶顯示器 

42 吋 LED 背光技術/解析

度:1920x1080//VGA 輸入端子*1/HDMI 輸
入端子*1/含 5 米 HDMI*1 及 5 米 VGA 線

*1/規格含以上 

9 台 20,000 180,000

擴增多媒體學習專區

設備 
全校師生 D3-11-AB  

31 液晶顯示器 

50 吋,LED 背光 IPS 面版,解析度

1920X1080(Full HD 1080P),HDMI*2,USB 
2.0*2/含 15 米 HDMI 線路/含吊掛線路安裝

測試/規格含以上 

2 台 45,000 90,000

建置圖書資訊講堂，汰

換及擴增教學設備。
全校師生 D3-11-AB  

32 網路儲存設備 

內建 8TB(4*2T)/雙核心 Intel Atom D525 
1.80 GHz/內建 2 GB 記憶體/Gigabit 
Port*2/USB3.0*2/規格含以上 2 台 50,000 100,000

擴增教學設備：提供教

學、實務專題製作、碩

士論文與證照考試培

訓等大量資料之儲存

空間(JY542、JY546)。

財政系與

會計資訊

系及財經

學院其他

系所 

D4-2-BB  

33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7-4770(含以上)/記憶

體:4GB*4/硬碟:1TB/內建 Gigabit LAN 
/USB 光學滑鼠 /PS/2鍵盤/Windows作業系

統/三年保固/網路電源安裝配線/還原卡/獨
立顯示卡/21.5 吋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

能)/規格含以上 

61 台 41,091 2,506,551

教學、檢定 視傳系及

設計學院

各系 
D4-1-BC  

34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10.0(64bit)內
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版本、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教學、檢定 視傳系及

設計學院

各系 
D4-1-BC  

35 
雙人防盜電腦桌

椅組 

桌面材質：塑合板貼防火山毛櫸美耐板之金

屬製品 W150*D60*H74 (±2 cm)/液晶螢幕

防盜架 x2/椅子 x2/規格含以上 
6 組 12,000 72,000

教學、檢定 視傳系及

設計學院

各系 
D4-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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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36 擴音設備 
擴大機*1,無線麥克風主機*1,無線麥克風

*2,有線麥克風*2/規格含以上 1 套 45,000 45,000
教學、檢定 視傳系及

設計學院

各系 
D4-1-BC  

37 網路儲存設備 

搭配 2TB NAS 專用硬碟 x7 顆，共 14TB•
處理器 Intel Atom 處理器、系統記憶體 
2GB DDR3、網路介面 2 個 RJ-45 的

10/100/1000M BASE-TX 乙太網路接口，支

援 Auto MDI/MDI-X 、支援 WOL USB 介
面 4 個 USB 2.0 主控模式接口 (後方 x4)、
2 個 USB 3.0 主控模式接口 (前方 x2) 、
LCM 模組 LCM 顯示幕 、4 個控制按鈕 
(ENTER, ESC, UP, DOWN) 、SATA DOM 
1GB 、HDMI 輸出 HDMI 接口 (後方 x1) 
VGA 輸出 VGA 接口 (後方 x1) 、音效 
麥克風輸入, 音效輸入, 音效輸出 硬碟介

面 7 x SATA for internal、1 x eSATA for 
external /電源供應器 300W 電源供應器 、
熱感控制 經由熱感器來監控系統溫度 、熱

感器控制系統風扇轉速 、System Clock 
Battery-backed up system clock 、電源管理

停電後自動回復 、蜂鳴器 可調整按鈕電源

按鈕、LCM 按鈕、認證 
CE/FCC/C-Tick/VCCI/BSMI/RoHS 
/WEEE/VMware, Citrix/規格含以上 

1 組 47,600 47,600

教學、檢定 視傳系及

設計學院

各系 

D4-1-BC  

38 電腦螢幕校色器 

支援各種螢幕上進行校色包含 LED 背光螢

幕、NB/提供 derGallery App/即可於 iPad、
iPhone 上校色/支援投影機及多重螢幕校色/
自動偵測螢幕種類提供最佳校色效能/；具

備 sRGB 及 Adobe RGB 色域比較圖/7 色

感光元件/可自動偵測環境光及螢幕品質分

析功能/支援各種螢幕及 iPad、iPhone 校色/
規格含以上 

1 組 11,000 11,000

教學、檢定 視傳系及

設計學院

各系 

D4-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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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39 掃描器 

A3 平台式掃描器/影像感應元件彩色線性 
CCD/解析度 1600dpi x 3200dpi 含以上/影
像感應器 (CCD)/掃描光源 LED/連接介面

高速 USB (USB 2.0) /動態範圍 0.15~3.6 /
掃描範圍反射稿 : 12 x 17 (英吋) / 305 x 
431.8 (公厘) 透射稿 : 12 x 16 (英吋) / 305 
x 406 (公厘)色彩深度 48 位元 internal /含選

配底片匣(透射稿掃描裝置)/驅動程式

TWAIN/快捷掃描按鍵 1 個功能按鍵/支援

檔案格式 PDF, JPG, TIF, BMP, PCX, DCX /
系統支援 Windows XP、7、8、vista /Mac OS 
X 10.5~10.6 /規格含以上 

1 組 58,000 58,000

教學、檢定 視傳系及

設計學院

各系 

D4-1-BC  

40 3D 印表機 
列印成型尺寸 W140xD140x H135mm 
(±2mm)列印速度 10-100立方公分 /小時/規
格含以上 

1 台 68,250 68,250
提升教學品質 創意產品

設計系 D4-1-BC  

41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GHz(含)以上/記憶

體:4GB*1/硬碟:1T/DVD Super Multi 燒錄

器/內建 Gigabit LAN /還原卡/USB 介面光

學滑鼠、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

/ 21.5 吋(含)以上 IPS(橫向電場效應)或 VA
（垂直配向）面板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

色液晶顯示器/規格含以上 

61 組 26,413 1,611,193

雲端應用客戶端及網

路創業經營模擬使用

資訊管理

系 

D4-1-BD  

42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10.0(64bit)內
含 60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版本、規格含以上 
1 套 83,350 83,350

教學廣播 資訊管理

系 D4-1-BD  

43 
遠距教學視訊會

議系統 

線上會議連線數 14 個/Messenger 註冊帳號

20個/播放錄影檔連線數1個/ Jeditor剪輯工

具 1 組/規格含以上 
1 套 200,000 200,000

遠距教學視訊會議用 資訊管理

系 D4-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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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44 
多媒體互動 APP
製作工具 

一次編輯多平台發布(apple,google, 
windows);可直接輸出 iPA, APK, exe; 可支

援匯入 SWF/HTML/ epub/PDF 格式; 支援

添加文本,形狀,網頁,圖片,聲音,視訊,熱點,
廣告外掛;支援 jpg, png, gif 圖片格式;支援

電子雜誌製做排版;支援 iPAD, iPhone 實機

模擬測試;支援模板插件應用;交互作用設

定;水平物理引擎/規格含以上 

1 套 200,000 200,000

多媒體互動 APP 製作

用 
資訊管理

系 

D4-1-BD  

45 觸控螢幕 
50 吋 LED 背光技術/解析度:1920x1080/ 
VGA 輸入端子*1/HDMI 輸入端子*1/壁掛

支架安裝含線材(5米HDMI線)/規格含以上
4 台 60,000 24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46 筆記型電腦 
處理器：i7-4500/記憶體:4GB*1/硬
碟:500G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Windows 作業系統/規格含以上 
4 台 35,000 14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47 造型沙發 訂製品/造型依現場實況施作；L 型，皮面
1 式 20,000 2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48 
造型洽談桌椅組

合 
訂製品/依現場實況施作/造型研討桌；玻璃

鐵製，造型椅*8 1 式 30,000 3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49 玻璃白板 訂製品/烤漆玻璃/依現場實況施作/約
120*210cm  1 式 30,000 3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0 情境視覺造作 含入口意象、情境模擬、PVC 耐磨地板等

安裝/依現場實況施作 1 式 113,000 113,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1 研討桌椅組合 訂製品/依現場實況施作/造型研討桌：鋁製

美耐板桌面約 250*120cm，造型椅*8 1 式 38,000 38,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2 樣品展示牆 訂製品/約 250*250cm/含平台/依現場實況

施作 1 式 90,000 9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3 玻璃白板 訂製品/烤漆玻璃/依現場實況施作/約
120*210cm  2 式 30,000 6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4 情境視覺造作 含入口意象、情境模擬、PVC 耐磨地板 
等安裝/依現場實況施作 1 式 113,000 113,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5 
造型洽談桌椅組

合 
訂製品/依現場實況施作，造型椅*8 

2 式 25,000 5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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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56 玻璃白板 訂製品/烤漆玻璃/依現場實況施作/約
120*210cm  2 式 30,000 6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7 情境視覺造作 含入口意象、情境模擬、PVC 耐磨地板 
等安裝/依現場實況施作 1 式 113,000 113,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8 
造型洽談桌椅組

合 訂製品/依現場實況施作，造型椅*8 2 式 40,000 8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59 玻璃白板 訂製品/烤漆玻璃/依現場實況施作/約
120*210cm  1 式 30,000 30,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60 情境視覺造作 含入口意象、情境模擬、PVC 耐磨地板等

安裝/依現場實況施作 1 式 113,000 113,000
建置情境教室 

語言中心 G6-1-AB  

61 
可程式控制器主

機 

4D/O&6D/IPOINTS 含線材零件、安裝測試

/規格含以上 
3 組 56,250 168,750

於聖益樓 SYB109、
110、112 教室建構智

慧化室內空氣品質改

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62 網路通訊模組 

RS-485/232/Ethernet Port 含線材零件、安裝

測試/規格含以上 
3 組 15,000 45,000

於聖益樓 SYB109、
110、112 教室建構智

慧化室內空氣品質改

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63 全熱交換器 

1000CMH/附 RS485 通訊界面含線材零

件、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5 組 182,000 910,000

於聖益樓 SYB109、
110、112 教室建構智

慧化室內空氣品質改

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64 
室內空氣品質顯

示看板 

附 RS485 通訊介面/含線材零件、安裝測試/
規格含以上 

3 台 15,000 45,000

於聖益樓 SYB109、
110、112 教室建構智

慧化室內空氣品質改

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65 
數位式二氧化碳

含溫濕度監測模

組 

輸出信號：RS-485，量測範圍：溫度(-30~100
℃)，濕度(0~100%)，CO2(0~5000ppm)，量

測精度：溫度(±0.5℃)，濕度(±3%)，
CO2(±75ppm)，.顯示方式：LED，電源：

DC24V/規格含以上 

5 組 25,280 126,400

於聖益樓 SYB109、
110、112 教室建構智

慧化室內空氣品質改

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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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66 
室內空氣品質監

控系統軟體 

偵測室內二氧化碳(CO2)濃度及溫濕度值/
依室內二氧化碳(CO2)濃度值自動判斷啟

動全熱交換器、即時監測設備運轉狀態/品
質、全中文化圖形監控軟體/規格含以上 

1 套 50,000 50,000

於聖益樓 SYB109、
110、112 教室建構智

慧化室內空氣品質改

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67 
個人資產理財系

統 

1.提供客戶服務教學分享平台,教學討論區:
依據不同金融商品項目與稅務相關知識開

設教學與討論區，提供教師公佈資訊與學生

自我學習的虛擬空間。 
2.提供客戶服務教學分享平台權限管理包

含群組權限管理及個人權限管理等。 
3.提供理財資訊管理系統：依據不同金融商

品項目設計試算工具提供教師與學生教學

使用。 
4.理財試算工具包含:定存試算/投資試算/
貸款試算/標會試算/遺產稅試算/贈與稅試

算/勞保老年給付試算/勞退舊制試算/勞退

新制試算  
5.提供風險報酬測試：由風險與報酬角度計

算使用者個人投資與理財規劃之最佳化。

6.提供基金篩選分析系統,包含:基金商品說

明、 基金投資組合之效率前緣圖、金投資

組合績效模擬回測 
7.提供動態資產配置管理系統,包含:A.投資

理財工具:模擬真實市場的虛擬交易所來買

賣金融商品、外匯與基金，商品報價及成交

量都會跟真實市場一致，進行下單買賣金融

商品的動作。B.資產管理：網站使用者輸入

個人投資與理財資產資訊，由網站管理統計

之。 
8.保固 3 年。 

1 套 700,000 700,000

系統提供的個人資產

配置管理規劃，顛覆傳

統的財富管理方式，策

略聯盟相關證券、外

匯、基金等，讓投資全

球化有效分散風險。

財務金融

系與財經

學院各系

所師生 

D4-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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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68 
理財資料庫管理

系統 

1.須提供個人資產理財資料庫管理系統, 個
人資產理財資料庫管理系統:模式包括:檔
案型資料庫模式(FileBase Database)或者資

料庫管理系統模式(SQL Server Database) 
2.提供個人資產理財資訊源資料庫,包括台

灣股市及台灣境內基金、境外基金報價資料

庫，其每日成交資訊資料庫之儲存、查詢與

編輯等管理 
3.提供理財教學資產配置依商品別分類及

貨幣別分類引用資料源管理,並 具備自動

向後回復與向前回復的線上異動交易處理

能力。 
4.保固 3 年。 

1 式 125,000 125,000

提供個人資產理財系

統平台設備及資料庫,
系統提供的個人資產

配置管理規劃，顛覆傳

統的財富管理方式，策

略聯盟相關證券、外

匯、基金等，讓投資全

球化有效分散風險。

財務金融

系與財經

學院各系

所師生 

D4-2-BB  

69 電腦主機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E5-2420 QC(四核

心) 1.9G/15MB/主記憶體：原廠 16GB，可

擴充至 192GB/光碟機 DVD--ROM /磁碟陣

列系統：整合式硬體 RAID 0、1、-10 控制

器/硬碟機 3.5" SATA IBM 500G  SATA 硬

碟*2 顆/內建標準 VGA 顯示介面/電源供應

器 標準 460 W (1/1)電源供應器一組/2 組

10/100/1000Mbps 全雙工網路連線功能。保

固 3 年。 

1 式 74,970 74,970

提供個人資產理財系

統平台設備及資料庫,
系統提供的個人資產

配置管理規劃，顛覆傳

統的財富管理方式，策

略聯盟相關證券、外

匯、基金等，讓投資全

球化有效分散風險。

財務金融

系與財經

學院各系

所師生 

D4-2-BB  

70 
多市場資產投資

理財平台 

1.市場資訊:報價、走勢、匯率報價、利率行

情、熱門基金報價、財經新聞 
2.群組資訊:最新績效排行榜、績效排行榜變

化、庫存排行 
3.多幣別專戶管理:保證金帳戶、現金帳戶、

計算利息(新台幣利息、外幣利息)、轉帳功

能 
4.資金配置狀況:以商品分、地區分、幣別分

5.商品投組狀況: 投組瀏覽(以商品分、以幣

別分)、 投組內容平倉、 委託回報、 成交

1 套 600,000 600,000

了解整體投資績效風

險狀況，以增強多市場

金融商品投資的學習

效益，俾使參與人員充

分掌握自己在金融市

場商品的脈動。 

金融與風

險管理系

與財經學

院各系所

師生 

D4-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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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回報 
6.績效風險狀況： 個別子帳戶風險報酬統

計、 歸戶風險報酬統計、 風險報酬落點(跟
主要指數比較) 
7.後台管理功能： 歸戶帳號的管理介面、

商品與指數風險報酬計算 
8.需提供 vexch1300 包括台灣股市、大陸股

市、香港股市、基金、外匯等虛擬交易所品

項選擇。 
9.保固 3 年。 

   

 

   

71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7-4790/記憶體:4GB*1/硬
碟:1TB/內建 Gigabit LAN /USB 光學滑鼠 
/PS/2 鍵盤/Windows 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
原卡/21.5 吋(含)以上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

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 /規格

含以上 

10 台 30,233 302,330

擴增教學設備：提供教

學、實務專題製作、碩

士論文與證照考試培

訓使用等(JY403)。 
財政系與

財經學院

其他系所

D4-2-BB  

72 
高階平面裁切專

用機 

1.工作區尺寸：900×600mm(含以上) 
2.雷射功率：60W(含以上) 金屬管 CO2 雷
射氣冷式,雷射管規格如下： 波長 
(Wavelength)：10.57~10.63μm/光輸出擴散

度(Beam Divergence)(Full angle)：小於 
4.0mR(含)/光束直徑(Beam Diameter)： 
<=3.5± 0.1mm /橢圓率(Ellipticity)：<1.2/ 
反應時間(Rise Time)：<150μsec/ 模式 
(Mode Quality)：M2 < 1.2 ± 0.1 輸出功率 
穩定性(Power Stability)： 小於 ±7%(含) /
極性(Polarization)：Linear(Vertical) 採用 
PWM 調變功率,TTL 信號控制 
3. Z 軸升降：190mm 以上(含) 
4.記憶體容量：64 MB 以上(含) 

1 台 655,000 655,000

更新設計專業教室設

備(1.課程規劃 : 基本

設計(一)(二)、產品設

計(一)(二)、商品設計

(一)(二)、畢業專題

(一)(二)、模型製作、

精緻模型製作等課程

使用. 2.空間規劃 : 
SY853) 

創意產品

設計系 

D4-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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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5.Z 軸具四枝支撐桿且耐重 40KG 以上(含)
6.動力規格：單相 220V 
7.最快雕刻速度：1500mm/sec  
8.切割 5mm 壓克力,光垂直度<=0.3mm 
9.雕刻解析度： max 1200 DPI 
10.半導體雷射紅光指標器 
11.光軸平行度：±1mm 
12.傳輸方式：USB 
13.機構重複精度 : +/- 0.1mm 
14.含輔助吹氣系統 
15.操作面板：LCD 觸控面板,可顯示加工

時間, 可直接修改雷射功率及速度 
16.數字式雷射功率速度 0~100%，通過電

腦自動控制 
17.抽風機及風管:單相 220V, 60Hz, 
1Hp(約 5.3A), / 最大風量 : 1600 立方 米
/小時(依現場施作) 
18.雷射前端須加光束擴大器, 確保光點 
大小品質 
19.X 軸高速雕刻, 需加裝線軌提升穩定 
度及直線度 
20. 2.0”聚焦鏡 
21.需具向量小線段轉圓弧(Curve 
Enhance) :多量小線段可轉成圓弧使切割 
或成型之效果會較平順 
22.角落暫停功能(Corner Enhance) : 主要 
於角落彎曲時可減速, 避免速度 過快造 
成角度的圖案變成弧度 
23.整機需到貨後可安裝使用 
24.規格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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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73 中階 3D 印表機 

 
列印尺寸:最大 210mm(W) x295mm(D) x 
200(H)mm (含)以上/機器外觀尺寸:385mm
(W) x 500mm(D) x 450mm(H) mm ±10%/ 
誤差精度：X - Y 軸 +/-0.2mm，Z 軸：

0.15mm(含)以下/Print resolution：0.100mm; 
層厚解析度：0.05mm(含)以上/支援材料種

類：聚乳酸(PLA)、軟性材料(軟性材質成品

可折轉到 90 度變形之後,立即恢復原來形

狀)/擠製噴嘴：Ø 0.4mm±10% 材料線徑：Ø 
2mm±10%/3D 轉檔模組：STL 檔轉成機器

碼，3D 切層功能及列印參數設定/3D 進階

STL 修補模組：確保 3D 檔案列印完整性/
可對 STL 檔進行切割和組合的布林運算/可
對 STL 檔薄殼、修改；破洞、網格切面交

疊分析/可修補不良的幾何模型且可將 3D
掃描器掃描的 STL 檔轉成 3D 實體/具去

CAD特徵功能/可讀取google3D sketchup檔
並將其自動轉成精緻曲面以利列印加工/出
圖時，能呈現立體工程 3 視圖(正視圖,側視

圖,俯視圖)以利說明溝通/系統採用 SD 卡,
進行檔案 Gcode 的讀取/系統採自動進料，

線材外層採膠管保護/系統可支援 Python 做

為開發環境標準程式語言/系統具內建虛擬

人物動作模組和行為編輯器/系統具支援環

境模擬物理引擎/系統具開發互動式擴增實

境應用之功能/3 小時教育訓練/規格含以上

2 台 97,000 194,000

更新設計專業教室設

備(1.課程規劃 : 基本

設計(一)(二)、產品設

計(一)(二)、商品設計

(一)(二)、畢業專題

(一)(二)、模型製作、

精緻模型製作等課程

使用. 2.空間規劃 : 
SY853 

創意產品

設計系 

D4-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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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74 
中低階 3D 印表

機 

列印尺寸: 152.5 x 152.5 x 152.5 mm (含)以
上/ Print resolution：0.2 mm (0.008")/可自動

進料/支援材料種類：ABS、PLA/系統採用

USB 隨身碟/中文化 3D 直接建模(Direct 
Modeling)軟體-SC/可直接讀取 CAD 檔案

(例如 SW、ProE、UG、inventor)並直接修

改 3D 模型/整合不同 CAD 檔案轉成單一實

體 3D模型/可修補不良的幾何模型/可延 3D
模型曲面上建構出 3D 曲線立體工程 3 視圖

/ 含 3 小時教育訓練/規格含以上 

2 台 38,500 77,000

更新設計專業教室設

備(1.課程規劃 : 基本

設計(一)(二)、產品設

計(一)(二)、商品設計

(一)(二)、畢業專題

(一)(二)、模型製作、

精緻模型製作等課程

使用. 2.空間規劃 : 
SY853) 

創意產品

設計系 

D7-1-DE  

75 低階 3D 印表機 

塑模區域 200 x 200 x 110 mm/可自動進料/ 
支援材質 ABS, PLA, 塑材直徑 1.75mm/ 
層解析度 0.2~0.5mm/資料傳輸介面 USB/ 
XY 軸解析度 0.0125mm/ 噴嘴移動速度 
1,800 mm/min/ 移動速度 12,000 mm/min/ 
列印速度 33cm /hr/噴嘴直徑 0.4 mm/ 檔
案格式 .STL 
/內建 Micro SD 插槽/3 小時教育訓練/ 規格

含以上 

5 台 18,000 90,000

更新設計專業教室設

備(1.課程規劃 : 基本

設計(一)(二)、產品設

計(一)(二)、商品設計

(一)(二)、畢業專題

(一)(二)、模型製作、

精緻模型製作等課程

使用. 2.空間規劃 : 
SY853) 

創意產品

設計系 

D4-1-BC  

76 空壓機 

1.5Kw(1.5 Hp), 100 PSI 壓力/排氣量 96  
litter/min, 氣壓 7 bar/無油式空壓機,不需潤

滑油需含儲氣筒,需作防銹處理/無高溫外接

觸點設計,避免燙傷等安全設計/馬達具過載

保護/噪音、共振須現場施測並合乎環境要

求/規格含以上 

1 台 14,000 14,000

搭配高階平面裁切專

用機使用 
創意產品

設計系 

D4-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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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77 筆記型電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5-4200U (1.6Ghz / Turbo
：2.6G) /LCD 尺寸：13.3FHD 10 點觸控(w/ 
IPS 技術) (LED 背光)/顯示晶片：Intel HD 
Graphics 4400 /解析度：1920x1080/記憶

體：4G DDR3 /硬碟：256GB SSD /螢幕：

13.3 吋 FHD IPS 十點觸控 LED 背光螢幕/
可將螢幕 180 度攤平顯示，以快速鍵將顯示

內容翻轉(90°/180°/270°)/無線網路：

802.11abgn(Intel 7260)支援 WiDi、藍芽 4.0 
/Dolby 環場立體音效系統第四代 /USB3.0、
EL 背光鍵盤/軟體：Windows 8.1 家用中文

版/規格含以上 

1 台 39,900 39,900

支援教師教學使用 創意產品

設計系 

D4-1-BC  

78 個人電腦 

記憶體 : 4G DDR-3/光碟 SATA III, 24X, 
DVD-RW GT610-SL-2GD3-L/PCI-E 顯示

卡/作業系統 Window XP or Window 
7(32bit)/同型號或規格含以上 

1 台 20,000 20,000

搭配高階平面裁切專

用機使用 
創意產品

設計系 
D4-1-BC  

79 
高畫質數位電影

拍攝組 

單眼數位相機(EOS Movie)/EF Mount 變焦

鏡頭/電影級人體工學承架肩架系統/15mm
管徑單邊提籠/轉向追焦器/萬向追焦器專

用把/Axis EVF 接座/3.2“TFT FINDER EVF/
油壓單腳架含雲台/指向麥克風/高音質數

位錄音機/600SC LED 高演色燈/7”LED 專

業監看螢幕(SDI)/規格含以上 

2 式 274,050 548,100

更新 SYB104 線性剪

輯室:剪輯技術、合成

與特效技術、攝錄影實

務、錄影藝術創作、畢

業專題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4-1-BC  

80 
高畫質運動攝影

機 

防水 197'（40 米）/ 超廣角 1440p-48fps / 
1080-60 fps/720P -120 fps 視頻，最高可到

4K/可循環錄影/而靜態 1200 萬像素每秒可

拍 30 張照片/內建的 Wi-Fi/規格含以上 
2 套 14,000 28,000

更新 SYB104 線性剪

輯室:剪輯技術、合成

與特效技術、攝錄影實

務、錄影藝術創作、畢

業專題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4-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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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81 滑軌拍攝套組 

快速安裝拆卸、軸承滑輪、錐形無縫對接、

飛梭配重設計、無耗損傳動設計/重量： 約
3.8kg(含飛梭輪/材質： 航空用鋁合金

+SUS304 不銹鋼+高密度碳纖,碳纖管直徑：

約 22mm/總長度： 約 790/1350mm/使用長

度： 約 640/1200mm/承載： 約 640mm 7kg 
/ 1200mm 5kg/ 規格含以上  

2 組 22,000 44,000

更新 SYB104 線性剪

輯室:剪輯技術、合成

與特效技術、攝錄影實

務、錄影藝術創作、畢

業專題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4-1-BC  

82 交火穩定架組 

重量： 簡易模式約1.3kg；完整模式約2.5kg/
可載重約 200g ~ 800g/長度：約

77cm~150cm /材質：鋁合金/含原廠攜行袋

及桌上調整附件/規格含以上  
2 套 16,000 32,000

更新 SYB104 線性剪

輯室:剪輯技術、合成

與特效技術、攝錄影實

務、錄影藝術創作、畢

業專題 

數位媒體

設計系 
D4-1-BC  

83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 LAN /USB 介面光學滑鼠、鍵

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專業版/還原卡

/21.5 吋(含)以上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

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 規格含以

上 

54 台 26,413 1,426,302

更新 HT504 電子商務

實驗室電腦設備，供教

學(網路程式設計、動

態網頁程式設計、多媒

體網頁程式設計等課

程)使用 

資訊網路

系 

D4-1-BD  

84 
廣播教學系統設

備 

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10.0(64bit)內
含 53 台學生機授權,1 台教師機授權,1 支

USB 認證 KEY/規格含以上 
1 套 75,000 75,000

HT504 電子商務實驗

室電腦設備全體廣播

資訊網路

系 D4-1-BD  

85 個人電腦 

處理器：Core i5 3.2GHz(含)以上/記憶體：

4GB*1/硬碟：1T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 LAN /USB 介面光學滑鼠、鍵

盤/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專業版/21.5 吋

(含)以上寬螢幕 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

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能)/規格含以上 

22 台 24,733 544,126

建置 HT503-1、
HT503-2、HT403A-1、
HT403A-2、
HT303A-1、HT403A-2
等研究實驗室，供教學

及研究使用 

資訊網路

系 

D4-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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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86 全熱交換器 

換氣量/1000CMH,工作電源：

AC220V/60HZ，熱回收效率：冷氣 65% 暖
氣 71%，溫度效率：75%，提供外部控制點，

可作風量切換，附 RS485 通訊介面,含線材

零件、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7 組 188,000 1,316,000

知源教學大樓 2 樓國

際會議廳及聖益樓

SYB112、113 教室等

建構智慧化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87 
可程式控制器主

機 

6D/O&8D/I POINTS 含線材零件、安裝測試

/規格含以上 
2 組 55,000 110,000

知源教學大樓 2 樓國

際會議廳及聖益樓

SYB112、113 教室等

建構智慧化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88 網路通訊模組 RS-485/232/Ethernet Port 含線材零件、安裝

測試/規格含以上 2 組 15,000 30,000

知源教學大樓 2 樓國

際會議廳及聖益樓

SYB112、113 教室等

建構智慧化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89 
數位式二氧化碳

監測模組 

輸出信號：RS-485/量測範圍：

CO2(0~5000ppm)/顯示方式：LED/電源：

DC24V/含線材零件、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7 組 26,000 182,000

知源教學大樓 2 樓國

際會議廳及聖益樓

SYB112、113 教室等

建構智慧化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90 

室內空氣品質顯

示看板 
提供顯示室內二氧化碳(CO2)濃度及溫濕

度值,並具備年月日及時間顯示,附RS485通
訊介面/含線材零件、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2 組 20,000 40,000

知源教學大樓 2 樓國

際會議廳及聖益樓

SYB112、113 教室等

建構智慧化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91 
室內空氣品質監

控系統軟體 

偵測室內二氧化碳(CO2)濃度及溫濕度值/
依室內二氧化碳(CO2)濃度值自動判斷啟

動全熱交換器、即時監測設備運轉狀態/品
質、全中文化圖形監控軟體/規格含以上 

1 套 50,000 50,000

知源教學大樓 2 樓國

際會議廳及聖益樓

SYB112、113 教室等

建構智慧化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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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92 個人電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5 CPU/2G RAM/1TB 硬

碟/DVD燒錄機/網路卡 24吋液晶螢幕/含網

路電源安裝配線/規格含以上 
1 套 30,388 30,388

知源教學大樓 2 樓國

際會議廳及聖益樓

SYB112、113 教室等

建構智慧化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設備系統 

全校師生 L5-1-AD  

合  計 27,11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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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不斷電系統 

直覺式 LCD 介面/以動態方式提供建議

更換電池的時間/輸出功率容量 700 瓦

特 /1000 伏 特 安 培 /SmartSlot 介 面

*1/USB 介面*1/120V/直立式/規格含以

上 

2 台 15,000 30,000

提供主機緊急備

用電源 
圖書館 D3-10-AB  

2 不斷電系統 
3KVA/供電時間：全載 4 分鐘(2400W)/
半載 10 分鐘(1200W)/參考共同供應契

約 LP5-101090/規格含以上 
1 台 21,820 21,820

提供主機緊急備

用電源 圖書館 D3-10-AB  

3 
圖書館安全監控

設備 
8T 硬碟/16 路 HD 數位錄影主機/23 吋

LED/百萬畫素 25 米紅外線彩色攝影機

*16/含線材及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1 套 163,800 163,800

維護讀者與館藏

資料之安全 全校師生 L1-1-AB  

4 電腦主機 

處理器：Intel Celeron 1017U /500GB 硬
碟/Windows 8 64bit /多合一讀卡機/1 公

升小體積/USB3.0/藍芽 4.0/WIFI/HDMI 
/無線鍵鼠組/VESA 螢幕掛架[與腳架

結合] /三年保固/規格含以上  

1 台 15,000 15,000

電子書推廣用 

全校師生 D3-10-AB  

5 電腦查詢站 

處理器：Core i7 3.2 GHz/記憶體：

4GB*1/硬碟：1TB/內建 Gigabit LAN/
中低階獨立顯示卡/最新 Windows 作業

系統/還原卡/規格含以上 

4 台 25,500 102,000

使讀者更加便利

查詢圖書資源 
全校師生 D3-10-AB  

6 電腦查詢站 

處理器：Core i5(含)以上/記憶體:4GB/
硬碟:500GB/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內建 Gigabit Ethernet /USB 滑鼠、鍵盤

/Windows作業系統/三年保固/還原軟體

/內建顯示卡/耳罩式耳機/LED 螢幕 23
吋(含)以上/規格含以上 

6 台 30,000 180,000

使讀者更加便利

查詢圖書資源 

全校師生 D3-10-AB  

合 計 51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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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冊 330 660,000
增加圖書館之圖書館藏，

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生教

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3-1-AB  

2       264 冊 2,500 660,000
增加圖書館之圖書館藏，

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生教

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3-1-AB  

3       244 冊 1,200 292,800
增加圖書館之電子書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3-4-AB  

4       1390 冊 330 458,700
增加圖書館之圖書館藏，

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生教

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3-1-AB  

5       157 冊 2,500 392,500
增加圖書館之圖書館藏，

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生教

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3-1-AB  

6       90 件 3,000 270,000
增加圖書館之視聽資料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3-5-AB  

7            1 套 62,500 62,500
增加圖書館之資料庫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3-3-AB  

8            1 套 45,000 45,000
增加圖書館之資料庫館

藏，提供資源以利全校師

生教學、研究與學習。 
全校師生 D3-3-AB  

合 計 2,8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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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無線電對講機 

工作頻道數：14 CH （16）、天線阻抗：

50Ω、額定電壓：DC 7.4 V 、通話距離：

海平面 4 公里以上、TOT 發射限時、語

音提示功能、CTCSS（類比）/DCS（數

位）防干擾碼、監聽功能、繁忙頻道禁發

功能、電池省電功能、電池低電壓警報功

能、一式 20 支（含原廠鋰電池×2、快速

座充×1、天線×1、背夾×1、空氣導管耳

機*2）/規格含以上 

1 式 90,000 90,000
供社團活動

用 學生會與社團 J8-1-AC  

2 
攜帶型舞台音

響 

680W（340W+340W）的功率輸出新設計

的高品質喇叭（LF：10“低音/ HF：1”音
圈壓縮驅動器）可拆式 10 軌混音機（4
個單聲道麥克風/線性輸入+6 個單聲道/ 3
立體聲線輸入）iPod / iPhone 的 USB 連接

孔單旋鈕，主輸出 EQ™虛擬低音增效功

能高解析度 SPX 數位殘響效果（4 種類

型，有參數控制）內建回授抑制器/高音

質的 3 段輸入等化/可切換的立體聲/單聲

道輸入/高阻抗樂器輸入/監聽及重低音輸

出/標準的喇叭架插孔/喇叭線*2/腳架*2/
規格含以上 

2 組 52,000 104,000
供社團表演

活動用 
熱音社、吉他

社 J8-1-AC  

3 
移動式無線擴

音器 

最大輸出功率：75W（4ohm）/ 內建吸入

式 DVD 播放器 （可播放DVD/MP4/CD/
MP3/JPG/WMA/MPG 格式）/8 吋低音喇

叭及 1 吋號角/AUX 輸入二組，MIC 輸入

二組、DC in 輸入一組，外接喇叭座/無
線麥克風*2，專用防塵套/底部有支撐圓

柱設計，可供三腳架架高使用/規格含以

上 

4 台 31,500 126,000
供社團活動

用 學生會與社團 J8-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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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4 無線麥克風組 

數字液晶顯示界面/接收頻道：雙頻道/接
收距離：50～100 米以上/CPU 控制自動

選訊接收/振盪模式：PLL 相位鎖定頻率

合成、射頻穩定度：±0.005%（-10~50℃）

/實用靈敏度：輸入 10dBμV 時，S/N＞

80dB/最大偏移度：±68KHz、綜合 S/N
比：＞106dB（A）/綜合 T.H.D.：＜0.5% 
@ 1KHz/綜合頻率響應：50Hz~18KHz/靜
音控制模式：音碼及雜訊鎖定雙重靜音控

制/最大輸出電壓：三段式切換：+10dBV 
/0dBV / -6dBV/手持式麥克風*2/耳掛式

麥克風*2/規格含以上 

4 組 18,000 72,000
供社團活動

用 學生會與社團 J8-1-AC  

5 
專業舞台音響

組 

16CH 混音機(具數位效果器)、500W*2/8
歐姆功率擴大機、立體 31 段等化器、雙

顏無線麥克風(2 手握)、電源分配器(具夜

間補助燈)、三開移動式機櫃(下 16U上 2U
附輪)、線材 1 批/規格含以上 

1 組 169,051 169,051
供社團活動

用 學生會與社團 J8-1-AC  

6 
自動體外心臟

電擊器 

符合2010AHAGuideline急救程序/需具有

衛生署許可證，並符合 CE 及 FDA 歐美

地區雙認證/攜帶式、含主機 1 組、拋棄

式電池 1 個、成人 SMART 貼片 2 盒、攜

行袋 1 個、AED 落地式裝置箱及壓克力

指示牌各 1 個/充電時間：8 秒內快速完成

分析與充電/低電量時具顯示訊號/裝置箱

規格：鐵質白色烤漆落地式，作為 AED
與急救包於公共場合之收納 /具警示功

能：開門警示燈閃爍，蜂鳴器響/規格含

以上 

3 台 92,493 277,479
供社團活動

用 健康樂活社 J8-1-AC  

合 計 83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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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省電器材
可程式控制器

主機 
8D/O&12D/IPOINTS 含線材零

件、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8 組 45,000 360,000

於聖益樓 8 樓、第

一教學大樓 2 樓及

3 樓建構智慧化校

園能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L2-4-AD  

2 省電器材
可程式控制器

擴充機 
8D/OPOINTS 含線材零件、安裝

測試/規格含以上 8 組 23,000 184,000

於聖益樓 8 樓、第

一教學大樓 2 樓及

3 樓建構智慧化校

園能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L2-4-AD  

3 省電器材 網路通訊模組 RS-485/232/Ethernet Port 含線材

零件、安裝測試/規格含以上 4 組 13,800 55,200

於聖益樓 8 樓、第

一教學大樓 2 樓及

3 樓建構智慧化校

園能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L2-4-AD  

4 省電器材
數位式溫濕度

模組 

提供室內溫濕度監測/附 RS-485
通訊介面 含線材零件、安裝測試

/規格含以上 
10 組 20,000 200,000

於聖益樓 8 樓建構

智慧化校園能資源

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L2-4-AD  

5 
校園安全

設備 
節能整合監控

軟體 
擴充整合能資源監控系統，增設

冷氣管控及室內溫濕度監測功能
1 套 60,000 60,000

於聖益樓 8 樓、第

一教學大樓 2 樓及

3 樓強化校園智慧

化安全防災監控系

統之運作完整性 

全校師生 L2-4-AD  

6 
校園安全

設備 
安全防災監控

軟體 

擴充安全防災監控系統，增設求

救信號及影像即時監測功能，整

合雲端簡訊通報功能 
1 套 50,000 50,000

於春安校區建置智

慧化校園安全防災

監控、防盜防破壞

及緊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L2-4-AD  

7 省電器材 個人電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5 CPU、記憶

體：2GB/硬碟：500GB *2、DVD
燒錄光碟機/24 吋液晶螢幕/最新

Windows 作業系統/規格含以上 

1 台 28,280 28,280

建構智慧化校園能

資源管理系統 
全校師生 L2-4-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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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8 
校園安全

設備 數位錄影主機 

含 3T 硬碟 4 組、22 吋液晶顯示

器 1 組、具 16 路高畫質 HD-SDI
影像輸入/具 485傳輸介面可遠端

控制全功能攝影機/具 8組聲音輸

入及 2 組聲音輸出/具 8 組感應器

輸入及 4組警報輸出/錄影速率在

1920×1080/可錄製 240 張(FPS)/
網路應用可支援 WINODWS 系

統及 MACOS 系統/規格含以上 

1 台 150,000 150,000

於春安校區建置智

慧化校園安全防災

監控、防盜防破壞

及緊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L1-2-AD  

9 
校園安全

設備 彩色攝影機 

HD 300 萬畫素輸出支援

1080P(1920×1080)高解析影像、

影像支援在 1920×1080 下每秒 30
張即時影像畫面/最低照度：

0.1LUX (含)以下、訊號雜訊比：

50dB(含)以上、具電子快門可調/
內建變焦鏡頭 3.6-16mm 可調/外
觀具防剪支架設計/具防水防塵

功能/具 485傳輸功能可遠端控制

設定/規格含以上 

12 組 11,000 132,000

於春安校區建置智

慧化校園安全防災

監控、防盜防破壞

及緊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L1-2-AD  

10 
校園安全

設備 快速球攝影機 

內建 SONY  Effio  DSP 及具

Sony  高解析雙層掃描 960H 
CCD。內建加熱器及風扇。內建

ICR 模組自動切換功能。36 倍數

位變焦，16 倍數位變焦。有效畫

素：NTSC：976×494，PAL：
976×582。解析度：700 TVL。最

低照度：0.05 Lux @F1.6 Color 
Mode。信號雜訊比 More than 
50dB。內建 36 光學變焦 F＝
3.4mmto 122.4mm。I/O 模組：感

應器×8 繼電器輸出×1。具防水防

塵等級 IP66/規格含以上  

1 台 98,000 98,000

於春安校區建置智

慧化校園安全防災

監控、防盜防破壞

及緊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L1-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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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1 
校園安全

設備 
雙輸出緊急求

救按鈕 

接點出力為 NC/NO、無電壓輸

出、接點容量為 3A/120VAC、動

作方式採以二段式。(含閃光喇叭

×3 組及防水罩×3 組、閃光警示燈

3 組、安裝線材、配管佈線、測

試)/規格含以上 

1 式 35,000 35,000

於春安校區建置智

慧化校園安全防災

監控、防盜防破壞

及緊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L1-2-AD  

12 
校園安全

設備 單機卡 

全數位融合式按鍵交換機加裝16
路(計 1 片含單機型防水對講機 5
組、線材、配管佈線、測試)/規格

含以上 

1 式 85,000 85,000

於春安校區建置智

慧化校園安全防災

監控、防盜防破壞

及緊急求救系統 

全校師生 L1-2-AD  

合 計 1,43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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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九 

10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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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自籌款) 比例 與中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 

1 研究 150 2,270,000 17.23% C9-2-AE 、F1-1-AE 
K5-1-AE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63%及 

自籌款 85%分配。依上年度實際

支用比例調整分配研究、研習、

進修、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

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八項

比例。 
※各項獎補助案件之申請及審查，

均依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學術

發展中心、校務發展中心、創新

育成中心及人事室所訂定之相關

辦法執行，並有具體成果留校備

查。 
（參見【預期成效】P.39 附表） 

2 研習 176 1,960,000 14.88% C9-2-AE、 C5-3-AI 

3 進修 4 120,000 0.91% C5-1-AI 

4 著作 205 1,798,985 13.65% C9-2-AE 

5 升等送審 14 236,000 1.79% C5-2-AI 

6 改進教學 160 1,650,000 12.52% C5-1-AB、C5-2-AB 

7 編纂教材 40 410,000 3.11% C5-2-AB 

8 製作教具 5 120,000 0.91% C5-2-AB 

小 計 754 ＄8,564,985 65.00%  

2 
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工作 
18 ＄299,475 2.27% 

H1-1-AC、H1-3-AC 
H1-4-AC、H2-3-AC 
H2-4-AC、H2-5-AC 
H2-9-AC、H3-2-AC 
H3-3-AC、H4-1-AC 
H4-2-AC、H5-1-AC 
J2-2-AC、J7-5-AC 
L1-10-AC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2.50%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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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45 ＄359,370 2.73% K4-7-AI、K4-8-AI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3%分

配。 
※依本校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辦法執行，並有具體成果留

校備查。 

LTU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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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自籌款) 比例 與中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4 
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 
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23 ＄179,685 1.36% 

C5-5-BD、D4-1-BC、

D4-1-BD、D2-1-BD、

E2-2-BD、E3-4-BD、

E3-6-BD、E3-3-BD、

E3-1-BD、E1-2-BD、

I4-2-BD、K4-1-BB 

※以自籌款經費 15%分配。 

5 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5 ＄2,773,385 21.05% K5-1-AI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23.15%
分配。 

資料庫訂閱 5 ＄1,000,000 7.59% D3-3-AB 

※以經常門獎勵補助款經費 8.35%
分配。 

資料庫訂購明細如下： 
1.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2.CETD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 
3.知識贏家資料庫 
4.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5.AISP 情報顧問資料庫 

小計 10 ＄3,773,385 28.64% 
  

合 計 ＄13,176,9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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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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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 
專業教室

物品 數位相機 

1,219 萬像素背照式 CMOS 影像

感應器、尼克爾 f/1.8 大光圈鏡

頭、5 倍光學變焦功能 
1 台 8,600 8,600 

因應本系舉辦各項

教學、學術研討會

活動、教學卓越計

畫、產學合作等活

動之所需，以提升

行政人力素質與服

務成果效率 

財政系 K4-1-BB  

2 
專業教室

物品 錄音筆 

內建記憶體：4GB/聲道:立體聲/
錄音時間 44 小時(MP3)/錄音格

式:Linear PCM;MP3/播放格

式:MP3;AAC;WMA;WAV/規格

含以上 
2 支 4,200 8,400 

因應本系大學部與

碩士班新生入學口

試、舉辦各項教

學、學術研討會活

動之所需，以提升

行政人力素質與服

務成果效率 

財經學院 K4-1-BB  

3 
專業教室

物品 
肩掛式無線

喊話器 

肩掛式無線喊話器/全音域喇叭/
麥克風/可連續待機約 10 小時

/UHF 石英控制固定單頻道

/LINE IN/LINE OUT/隱藏式天

線/通過國內外電波法規及安規/
規格含以上          

1 組 6,500    6,500 

參觀活動解說、招

生宣導、教室教

學、校外研習活動

的隨身擴音        設計學院  D4-1-BC   

4 
專業教室

物品 

藍芽無線手

握式麥克風/
收發機 

藍芽無線麥克風/輕巧易攜帶/自
動對頻/藍芽音樂傳輸一年保固/
台灣製造/規格含以上 

1 組 3,800    3,800 
外賓演講/業師入班

教學            設計學院  D4-1-BC   

5 
專業教室

物品 錄音筆 

內建記憶體：4GB/聲道:立體聲/
錄音時間 44 小時(MP3)/錄音格

式:Linear PCM;MP3/播放格

式:MP3;AAC;WMA;WAV/規格

含以上 

2 支 4,200   8,400 

支援系上學生口

試、教學研討、參

觀教學使用 創意商品設

計系  D4-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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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6 
專業教室

物品 

教學器材-迷
你腰掛式隨

身擴音機 

最大輸出可達 10W，3.5mm 插孔

可外接頭戴/領夾或迷你有線麥

克風，也可連接音樂裝置或電腦

做輸出播放用/規格含以上 

2 台 3,500    7,000 

服裝構成、立體裁

剪、髮型設計實

務、美體實作…等

課程示範教學使用

流行設計系  D4-1-BC   

7 
專業教室

物品 男人台 

直插針/男褲裝/含腳架/規格含以

上 
2 台 4,620    9,240 

服裝構成、立體裁

剪、服裝設計等相

關服裝課程與培訓

服裝選手使用 

流行設計系  D4-1-BC   

8 
專業教室

物品 積木櫃 

材質:木製/表面貼白色塑膠皮/6
面/長:30*寬:20*高:34(cm)/規格

含以上 3 台  
3,570 10,710 

面具設計、服裝設

計、飾品分析與應

用、專題設計…等

陳列教學使用 

流行設計系 D4-1-BC  

9 
專業教室

物品 皮膚檢查燈 
19*27*6cm，110V/60HZ，參考

型號 KT-1013/規格含以上 1 台 3,300     3,300 
美容導論、美容實

作、美體實作…等

課程教學使用 
流行設計系 D4-1-BC  

10 
專業教室

物品 
桌上型皮膚

檢查儀 

16*32*43cm，110V/60HZ，參考

型號 KT-1029/規格含以上 1 台 6,460   6,460 
美容導論、美容實

作、美體實作…等

課程教學使用 
流行設計系 D4-1-BC  

11 
專業教室

物品 
立式皮膚檢

查燈 

電子式光源控制

/110V/60HZ/2*24*52cm/參考型

號 HS-1033/規格含以上 
1 台 7,040    7,040 

美容導論、美容實

作、美體實作…等

課程教學使用 
流行設計系 D4-1-BC  

12 
專業教室

物品 皮膚檢查燈 
手握式/18*27*5cm/110V/60HZ/
參考型號 SY-1032/規格含以上 1 台 3,300    3,300 

美容導論、美容實

作、美體實作…等

課程教學使用 
流行設計系 D4-1-BC  

13 
專業教室

物品 SSD 硬碟 
480GB SSD 固態硬碟、SATA 
3、連續讀取 550MB/s、儲存

500MB/s/規格含以上 
1 個 9,000    9,000 

虛擬影視製作課

程，用於數位影視

製作以提高效能 

數位媒體設

計系  D4-1-BC   

14 
專業教室

物品 外接式硬碟 
2.5 英吋、2TB 容量、5400 轉/規
格含以上 1 個 4,000    4,000 

攝錄影實務課程，

用於數位影視製作

以提高效能 

數位媒體設

計系  D4-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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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15 
專業教室

物品 平板電腦 
WIN8 PRO 平板/ 10 吋/規格含以

上 1 個 9,900    9,900 
版面設計與電子書

設計及 APP 遊戲開

發課程使用 

數位媒體設

計系 D4-1-BC  

16 
專業教室

物品 
企業級雲端

硬碟 

2TB 3.5 吋 SATAIII /RPM 
7200/64MB 緩衝記憶體/SATA 
6Gb/s 高速傳輸 /規格含以上 

3 顆 4,000   12,000 
雲端計算應用 
實務專題 資訊管理系

D2-1-BD 
C5-5-BD  

17 
專業教室

物品 雷射印表機 

黑白/列印,影印,彩色掃描,自動

雙面列印/列印/影印速度皆高達

每分鐘 24 頁(A4)/列印解析度高

達 2,400x600dpi (HQ1200)/規格

含以上 

1 台 5,700    5,700 

企業實習 

資訊學院

E2-2-BD 
I4-2-BD 
E3-6-BD 
E3-3-BD 
E3-1-BD 

 

18 
專業教室

物品 數位相機 

有效像素:1010 萬像素含以上/
液晶螢幕:3.2 吋 46 萬像素 觸
控螢幕/光學變焦:12 倍 (28-336 
mm)/感光元件:1/2.3"backlit 
CMOS 儲存媒體:Micro SD/Wi-Fi
無線傳送功能/規格含以上 

1 台 9,980    9,980 

專題成果發表展以

及專題期末成果報

告 
資訊科技系 E1-2-BD  

19 
專業教室

物品 掃瞄器 

4800x9600dpi 解析度/上蓋可打

開至 180 度/可掃描 A3 長條海報

/相片自動定位與自動歪斜校正 
/規格含以上 

1 台 4,410    4,410 

企業實習 

資訊學院

E2-2-BD 
I4-2-BD 
E3-6-BD 
E3-3-BD 
E3-1-BD 

 

20 
專業教室

物品 

雙頻道自動

選訊無線麥

克風 

載波頻段 UHF 620~934MHz/接
收方式 CPU 控制『自動選訊接

收』/振盪模式 PLL 相位鎖定固

定頻率/接收頻率 雙頻道固定頻

率/射頻穩定度 ±0.005% (-10~50
℃)/實用靈敏度 輸入 10dBμV
時，S/N>75dB/最大偏移度 
±68KHz/綜合S/N比 >105dB(A)/
綜合 T.H.D. <0.5% @ 1KHz/綜合

頻率響應 50Hz~18KHz/規格含

以上 

1 組 8,900    8,900 

電腦教室無線麥克

風擴音用 
(實務專題研討室

(二)-CY301 

資訊管理系 D4-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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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21 
專業教室

物品 外接式硬碟 
2TB /2.5吋/外接式 USB3.5/規格

含以上 2 個 4,000    8,000 
實務專題 

資訊科技系 E1-2-BD  

22 
專業教室

物品 平板電腦 

處理器：Intel Baytrail T Z3745 
Quad Core 1.33GHz (up to 
1.86GHz)/記憶體：DDR3 1GB/
內建容量：16GB/螢幕尺寸：8
吋 HD IPS(解析度:1280 X 800)/
作業系統：Android KitKat 4.4/尺
寸：211mm x 124mm x 8.3 mm/
規格含以上 

2 台 8,500   17,000 

行動應用程式設計

進階行動應用程式

實務專題 

資訊管理系 E3-4-BD  

23 
專業教室

物品 數位相機 1600 萬畫素 20 倍望遠彩色數位

相機/規格含以上 1 台 8,045    8,045 
使用教學課程活動

紀錄 資訊網路系 D2-1-BD  

合 計 179,685     

※「物品類別」分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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