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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3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02:00 

地點：本校醫護生技大樓 GB105 會議室 

主席：林顯輝 校長 

出席：103 年度專責小組委員 

 

壹．主席致詞 

一、本次應出席 34員，目前出席 31 員，3員請假，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 

二、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己核定，今日會議主要討論獎勵補助經費調整相關事宜，

出席委員己達半數，宣佈會議開始，請執行秘書做上次決議事項執行及業務報告。 

貳．上次會議(102 年度第五次專責會議 102.11.4)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支用現況檢討。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討論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102年資本門經費均已依規定支用完畢，執行清冊已於 103.2.25 陳報教育部。 

 

提案二（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支用項目及經費支用分配，請審議。 

決議： 

1. 資本門款項之分配，先依全校性使用之設備為優先採購之原則進行分配， 

2. 原本應依據各學院學生數及產學合作計畫金額分配權重為各佔 50%進行核配，但考慮學校

未來長遠發展，經討論後同意變更分配比例權重分別依 60%、40%計算核配金額。 

3. 因 B411、E805 已達更新設備年限，部份 E 化教室之主機台及投影機也須進行更新，同時

為落實行動學習計畫，進行行動學習模組體建置，故資網中心擬核配 802 萬 5仟元。 

4. 圖書館所購置規畫均為全校師生教學使用，優先核配 3,080,000 元。 

5.總務處提出增設 103年校園安全設備與節能系統，核配 4,500,000 元 

6.健康暨護理學院核配 7,366,000 元；經營管理學院核配 1,319,500 元；民生學院核配

3,262,000 元。另各學院之需求，請依發展規劃排定優先序，以作為後續經費核配後，採購

分配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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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各學院依支用項目優先序及決議核配金額，於 102年 11月 16日前將完整資料送研發處

彙整，以利 103 年度支用計畫書編撰，各學院需求教學設備之採購優先序如附件 9。 

8. 本次資本門審議結果，於 102 年 11月 30日前併同經常門支用項目及金額陳報教育部。 

 

執行情形： 

1.依決議編製「103年度支用計畫書(初版)」已於 102年 11月 28日陳報教育部。 

2.103年度之獎勵補助經費教育部已核定，相關內容調整於本日會議中討論。 

 

提案三（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項目及經費支用分配，請審議。 

決議： 

1.研發處教師研究(校外計畫相對獎助)編列 1,400,000 元；教師研習研討(含教師出席國內外

研討會及競賽、校自合辦研討會、教師參加學輔研習)等編列 960,000 元、教師發表期刊論

文發表及專門著作、獲取國內外專利等編列 2,570,000 元；共計 4,930,000 元。 

2.人事室之增進教師實務能力編列 700,000 元、鼓勵教師國內外進修學位編列 467,000 元；

教師升等送審編列 507,000 元、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00,000 元；共計 1,774,000 元。 

3.教師發展中心之改進教學為 760,000 元、編纂教材 100,000 元、製作教具 20,000 元；共計

880,000 元。 

4.學務處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編列 500,000 元。 

5.圖書館租貨型電子資源經費編列 1,192,000 元。 

6.新聘教師薪資補助 2,630,00 元；現有教師薪資補助 574,000 元。 

7.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低於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編列 120,000 元，分別為觀光系核

予 87,500 元、資管系核予 32,500 元。 

8.請各支用單位依決議金額及支用項目，於 102 年 11月 16 日前將完整資料送研發處彙整，

以利 103年度支用計畫書編撰。 

本次經常門審議結果，於 102 年 11月 30日前併同經常門支用項目及金額陳報教育部。 

 

執行情形： 

1.依決議編製「103年度支用計畫書(初版)」已於 102年 11月 28日陳報教育部。 

2.103年度之獎勵補助經費教育部已核定，相關內容調整於本日會議中討論。 

 

提案四（提案單位：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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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102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之「教師專利獎助」項目經費流用事

宜，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流用，並依規定支用完畢，執行清冊已於 103.2.25陳報教育部。 

 

參．業務報告 

1.「102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清冊及相關會議記錄（含專責小組、

內部控制稽核、前一年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已於 103年 2 月 25日函送教育部備查。 

2.再次宣導，「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係教育部補助私立技專校院作為「改善師資結構」、「改

進教學」、「發展學校特色」使用，其經費屬於政府補助之公款，請各單位務必遵循「公款

法用」之觀念，依據相關辦法及採購規定辦理，切勿便宜行事，誤信「公款公用」並非圖

利自己，以致肇生後遺。 

3.資本門採購項目依規定單價必須在 1 萬元以上，並且務必詳實訪商估價，訂定適切之規格

及預算，為避免後續採購產生窒礙難行。所有採購規格必須經總務處事務組審查並於紙本

上副署，請各單位支用計畫書附表 4 規格說明書之紙本尚未完成事務組附署的單位，於 103

年 3 月 13日(四)前，將紙本及電子檔送研發處彙整。 

4.為發揮「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採購設備之使用效益，並避免移作行政支援使用，本校已

訂定「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採購數位資訊設備參考原則」，另教育部亦已將相關數

位資訊設備採購項目予以列管，請採購數位資訊設備之單位（包括 100 年度、101 年度及

102年度採購），務必依規定使用相關設備，做好管理、使用、維護紀錄，並將採購後之

運用成果專案留存，後續將是內部控制稽核、教育部績效訪視的查核重點。 

5.教育部委託「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就本校 103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及

本校處理概況（如附件 1）。為因應審查委員要求，請資本門採購教學設備之單位配合： 

於支用計畫書投資效益分析表之「預期效益分析」，及近三年(100~102)之採購設備使用效

益分析，具體列出每年可達成及已達成之”量化目標”(例如：獲取證照、使用人數、

上課班級………等，並請各學院彙整、列管，作為後續經費申請、管考之依據，相關

紙本及檔案，請於 103年 3 月 13日(四)前前送研發處彙整。 

6.「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教育部於 103年 1 月 29日臺教技(三)

字第 1030157181Q 號函通知核定，本校獲補助經費新臺幣 1,509 萬 6,795元整，獎勵經費

新臺幣 2,225 萬 6,459元整，共計新臺幣 3,735 萬 3,254 元整（含經常門新臺幣 1,120 萬

5,976元，資本門新臺幣 2,614 萬 7,278元），較 102年度減少 255 萬 5,577元。經與會計

附件1--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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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核算，本校提撥新台幣 4,046,746 元（10.83％）作為配合款，因此，103年度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含自籌款)共計新台幣 41,400,000 元，較原 103 年度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規

劃減少 60萬元，如下表：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5,096,795 

-$443,205 

$22,256,459 

-$133,541 

$37,353,254 

-$576,746 

$4,046,746 

-$23,254 

$41,400,000 

-$600,000 

依規定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如下表：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10.83%）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10.83%） 

金額 
$10,567,757 

-$310,243 

$15,579,521 

-$93,479 

$2,832,722 

-$16,278 

$4,529,038 

-$132,962 

$6,676,938 

-$40,062 

$1,214,024 

-$6,976 

合計 
$28,980,000 

-$420,000 

$12,420,000 

-$180,000 

占總經費比

例 
70% 30% 

 

 

7.本校 102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結果，如附件 2，請支用資本門之教學單位，確實

做好商情蒐集及估價作業；經常門承辦單位確實做好預算編列規劃，並確實管制執行進度。 

8.102年度教師「發表期刊論文」、「專門著作」、及「專利」等獎助金額案，本處提送 102

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議（102.12.19）決審，經審議通過，並已完成相關獎助金額核發。 

9.102 年度教師申請獎補助金額分佈，有集中於少數人之現象(超過十萬元者，達 10人，詳

見附檔 7。 

10. 經常門改進教學項目中，教師申請輔導學生考取證照獎助金額 32萬 3,000元，約占改

附件2--102年度資本門經常門執行率.xls
附檔7--102年教師申請獎補助金額排序及分布百分比.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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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教學申請金額 40%，但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分別僅只有 7 萬元、1萬元。以上項目之比

例顯有不平衡現象，是否應請上述項目之業管單位考慮改變經費使用之內容及方式。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初版)」資本門教學設備採購項目、規格、數

量、單價調整，請討論。 

說明： 

1.「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初版)」編列之資本門教學設備，因資網中心、

食品、健管、美容、資科、觀光、休保、餐旅、企管、資管、文創、通識中心等系所教學需求、

學務處配合建立學校特色規劃以及審查委員意見等因素，需要詳列規格說明；或再次訪商詢價

後，調整數量及單價或暫緩採購之相關資料彙整如下： 

(1)資網中心： 

1. 變更優先序 405項之設備品項及規格。 

2. 為鞏固學生學習權益與周全電腦教室教學環境，擬規劃現有電腦教室設備擴增與整

併；另依據 C1030124009 號文，校長核示依其重要程度使用 103年獎補助款經費調整

採購之，詳細公文內文說明如附件所示。  

3. 申請使用優先序 405項經費作為該案費用來源，然原規劃之網路教學系統行動學習模

組建置因較無急迫性，擬調整於 104年再申請。 

(a) 原採購設備規格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05 

網路教學

系統行動

學習模組

建置 

1. 標準功能 

(1) 行動學習模組瀏覽器版(含 Chrome及 Safari

版本)。 

(2) 行動模組 App(含 Android & iOS版本)。 

2. 擴增功能 

(1) 多語系功能模組。 

(2) 課程離線閱讀功能模組。 

(3) 課程討論版功能模組。 

1 1,200,000 1,200,000 

提供多元化

之 教 學 管

道，亦即師

生透過行動

載具即可進

行 教 學 活

動。 

 

變更後設備規格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連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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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連結 
備註 

405 

新增 B512與

E506電腦教

室主機(含螢

幕、顯示卡與

記憶體)、

SC508電腦教

室廣播系統 

個人電腦(含螢幕)新增 

(1) 處理器 Intel® Core™ 

i5 3.2GHz(含)以上。 

(2) 記憶體 DDR3 1333MHz 

4GB (含)以上。 

(3) 獨立顯示卡 1GB (含)

以上。 

(4) 硬碟 500GB 

7200rpm(含)以上。 

(5) DVD+/-RW燒錄機。 

(6) 21.5"吋(含)以上寬螢

幕 LED背光模組彩色液

晶顯示器。 

(7) 提供 3年到府保固。 

(8) Windows作業系統授

權。 

21 組 28,500 598,500 

提供符合班

授權使用之

教學實機操

作設備，與益

加優良的教

學環境，以提

升教學品

質。 

全校系所 

2-12-2-0-1 

更新與調整

電腦教室及E

化教學之資

訊設備。 

B512 

(11 台) 

E506 

(10 台) 

廣播教學系統新增 

(1) 硬體式教學廣播系統。 

(2) 教學廣播主控器及外

接控制盒採獨立架構

設計，可相容任何作業

系統使用。 

(3) 主控平台具備教師廣

播、學生示範、螢幕監

看、語音對話、雙向互

控、學習求助、自主學

習、環境控制、除外控

制、群組分選、評量考

試等功能。 

(4) 支援無線影音輸入廣

播功能，提供筆電、平

板與其他智慧型裝置

中觀看資料畫面。 

1 組 100,000 100,000 

提供益加優

良的教學環

境，以提升教

學品質。 

全校系所 

2-12-2-0-1 

更新與調整

電腦教室及E

化教學之資

訊設備。 

SC508 

教室 

      698,500     

 

(b) 配合委員審查意見及教學需求，分配預算不變更，詳列優先序 402規格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02 

更新

B411、

E805電腦

教室廣播

系統 

1. 可設定全體廣播與局部廣

播。 

具老師示範與學生展示廣播。 
2 135,000 270,000 

提供益加優良的教

學環境，以提升教學

品質。 

變更規格說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02 

更新

B411、

E805電

1. 硬體式教學廣播系統。 

2. 教學廣播主控器及外接控制

盒採獨立架構設計，可相容任何
2 135,000 270,000 

提供益加優良的教

學環境，以提升教學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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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教室

廣播系

統 

作業系統使用。 

3. 主控平台具備教師廣播、學生

示範、螢幕監看、語音對話、雙

向互控、學習求助、自主學習、

環境控制、除外控制、群組分選、

評量考試等功能。 

4. 支援無線影音輸入廣播功

能，提供筆電、平板與其他智慧

型裝置中觀看資料畫面。 

 

 (2)通識中心：配合委員審查意見及教學需求，分配預算不變更，詳列規格說明 

(a)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39 
42型資訊

看板 
42型 1 50,000 50,000 

建置 C411 影音鑑賞

教室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39 
42型資訊

看板 

1. 尺寸 42型 Full HD LED背光液

晶顯示裝置 

2. 解析度 1920 x 1080 

3. 輸入端子 HDMI.RGB.USB 

4. 可視角度 178° / 178° 

5. 輸出音源立體 8W 含以上 

6. 軟體功能： 

 (1) 多媒體內容上載 

 (2)多媒體節目編排 

 (3)節目排程更新.插播訊息 

 (4)維運與監控 

 (5)節目、排程儲存與管理 

 (6)節目、排程表派送管理 

 (7)提供 Web 操作介面 

7. 看板端： 

 (1)多媒體書面顯示 

 (2)節目資料、排程訊息接收 

8. 含教育訓練 3 小時含以上 

9. 保固一年 

1 50,000 50,000 
建置 C411 影音鑑賞

教室 

 

(b) 原採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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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電腦(教學平台) 

1.CPU Core i5 含以上 

2.儲存容量 500G含以上 

3.螢幕 23吋含以上 

1 30,000 30,000 通識教育中心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436 
電腦

(教學

平台) 

1.  CPU i5含以上 

2.  DDR3 1600 8GB記憶體 

3.  儲存容量 500GB 硬碟 

4.  DVD燒錄器 

5.  內建讀卡機 

6.  WIN 7 作業系統 

7.  三年保固 

8.  獨立顯卡 512MB以上 顯示晶片

(卡) 

9.  23吋寬螢幕顯示器含以上 

1 30,000 30,000 通識教育中心 

(c) 原採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

位 

438 投影機 

1.  1.超短焦投影機 2500 流明含以上和

70吋含以上電動螢幕 x2 

2.  2.投影機 5000流明含以上 x1 

3.  3.互動無限投影伺服器 x1 

1 184,000 184,000 
通識教

育中心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438 投影機 

超短焦投影機 : 

1.2500 流明含以上 

2.反射式超短距投影 63 公分含以上 

3.70 吋含以上電動螢幕 x2 

4.內建 10W喇叭與麥克風輸入端子 

5.5秒快速開機 / 關機 0等待 

6.網路管理監控 

投影機: 

 1.5000流明含以上 

 2.解析度 1024*768 含以上 

互動無限投影伺服器: 

 1.內建或外接 3dBi(含)以上之天線  

 2.具有 LED顯示燈號，可顯示電源、LAN/WLAN 等網路狀態  

 3.支援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XP/Vista(含)以上 

1 184,000 184,000 

通識

教育

中心 

 

(3)美容系：建立系所特色，變更規格及單價  

(a) 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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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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酵素免疫

分析偵測

器(ELISA 

reader)含

電腦 

1. 波長範圍須包含 : 220 ~ 1000 nm 或更寬之規格 , 

以Monochromator變換 , 刻度為 1 nm , 任意選

擇所需波長。 

2. 判讀盤模式 : 可適用各廠牌 6、12、24、48、96、

384 well plate。 

3. 須具備獨立比色管 Cuvette模組 : 須為站立式判

讀非橫躺式讀取 , 可讀取標準 cuvette、微量

cuvette 與 Tracycell 超微量 cuvette 

4. 須具備可變式頻寬 : 1、2、5、10 nm 共四種頻寬，

可由使用者選擇設定。 

5. 附電腦主機(含螢幕)。 

1  套 600,000 600,000 

實務專

題、化妝

品相關

課程所

需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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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酵素免疫

分析偵測

器(ELISA 

reader)含電

腦 

1. 波長範圍須包含 : 220 ~ 1000 nm 或更寬之規格 , 

以 Monochromator 變換 , 刻度為 1 nm , 任意選

擇所需波長。 

2. 判讀盤模式 : 可適用各廠牌 6、12、24、48、96、

384 well plate。 

3. 須具備獨立比色管 Cuvette 模組 : 須為站立式判

讀非橫躺式讀取  , 可讀取標準 cuvette、微量

cuvette 與 Tracycell 超微量 cuvette 

4. 須具備可變式頻寬 : 1、2、5、10 nm 共四種頻寬，

可由使用者選擇設定。 

5. OD 範圍 : 0.0 ~ 4.0A。 

6. 須具備溫度控制 : ambient + 3℃~ 45℃，溫控功能

包含多孔盤與 Cuvette 模組。 

7. 須具有自動 Path length Correction 功能 , 以水或非

水溶劑之 K 值皆能自動換算出正確校正值, 利用

紅外線掃描功能可將 well 液面高度計算出來，並

將 well 讀值換算為標準 1cm 光徑數值。 

8. 須具備快速全光譜掃描模式 : 220-1000nm 單一孔

掃描可於 1 sec 內完成，並對於未知樣品可以掃描

後得知吸收高峰，並以 2D 或 3D 立體圖形顯示結

果。 

9. 附電腦主機(含螢幕)。 

 

1  套 580,000 580,000 

實務

專

題、化

妝品

相關

課程

所需 

 

(4.)健管系：建立系所特色，變更單價 

(a)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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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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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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骨質密

度掃瞄

儀 

1.測量原理:超音波 

2.測量部位:腳跟骨 

3.螢幕:LCD 彩色螢幕 

4.測量年齡: 6~100歲之女性及男性 

5. 2D跟骨即時影像顯示 

6.內建熱感應印表機，不需外接電腦，隨機可印出報告 

7.檢附衛生署醫療器材許可證 

8. 測量結果顯示: 

(1)強硬度指標及 WHO圖表、或(2)T-Score 和年青成人

之百分比、或(3)Z-Score 和同年齡配對之百分比、或

(4)SOS、或(5)BUA、或(6)世界衛生組織參考圖表、或

(7)骨質疏鬆與骨折危險關係圖 

1 組 558,500 558,500 

醫療與照護系統

相關教學設備擴

充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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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骨質密度

掃瞄儀 

1.測量原理:超音波 

2.測量部位:腳跟骨 

3.螢幕:LCD 彩色螢幕 

4.測量年齡: 6~100歲之女性及男性 

5. 2D跟骨即時影像顯示 

6.內建熱感應印表機，不需外接電腦，隨機可印出

報告 

7.檢附衛生署醫療器材許可證 

8. 測量結果顯示: 

(1)強硬度指標及 WHO 圖表、或(2)T-Score 和年青

成人之百分比、或(3)Z-Score 和同年齡配對之百分

比、或(4)SOS、或(5)BUA、或(6)世界衛生組織參考

圖表、或(7)骨質疏鬆與骨折危險關係圖 

1 組 530,000 530,000 

醫療與照護系統

相關教學設備擴

充 

(b)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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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健康照護

資訊系統 

1.60 人版 

2.門急診掛號繳費系統 

3.病歷管理系統 

4.診間醫令系統 

5.藥局管理系統 

6.門診申報管理系統 

7.住院批價繳費系統 

1 式 300,000 300,000 

醫療與照

護系統相

關教學設

備擴充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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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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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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健康照

護資訊

系統 

1. 門急診掛號繳費系統 

2. 病歷管理系統 

3. 診間醫令系統 

4. 藥局管理系統 

5. 門診申報管理系統 

6. 住院批價繳費系統 

1 式 290,000 290,000 

醫療與照護

系統相關教

學設備擴充 

 

(5)生技系：配合審查意見，詳列規格；以及建立系所特色，變更單價及數量 

(a)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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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HPLC 自

動注射

器 

1.樣品注射方法：幫浦定量方式的全體積樣品
注射 

2.注射量：0.1～100μl(標準)，1～2000μl(選購)  

3.注射速度：10 秒 (10μl 注射量時) 

4.樣品數：175 個(1 ml)、105 個(1.5 ml)、768

個(micro plates)  

5.注射體積精確度：RSD<0.3% (10μl 注射)  

6.樣品殘留率 (carryover)：≦0.005% 

7.注射體積準確性：≧1% (at 50μl， injector， 

n=10) 

8.分析設定時間：0.01 分鐘～1000 分鐘 

9.PH range：1～14 

10 可重覆注射次數：最大設定 30 次以上 

11.20 組儲存檔案，100 段注射步驟設定 

12 具有內藏式執行 GLP/GMP 工作之
VP(Validation and Production)  確效功能鍵 

13 漏液自動感應警告裝置 

14 可選購兩種清洗溶劑的配件，以配合不同
的分析條件 

15 最大操作壓力：20MPa 

16 可由原 HPLC 操控軟體(LC Solution)控制，
設定各項參數，不需再另購軟體 

1 台 420,000 420,000 

充實農業生技實

驗室教學研發設

備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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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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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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HPLC 自

動注射

器 

1.樣品注射方法：幫浦定量方式的全體積樣品
注射 

2.注射量：0.1～100μl(標準)，1～2000μl(選購)  

3.注射速度：10 秒 (10μl 注射量時) 

4.樣品數：175 個(1 ml)、105 個(1.5 ml)、768

個(micro plates)  

5.注射體積精確度：RSD<0.3% (10μl 注射)  

6.樣品殘留率 (carryover)：≦0.005% 

7.注射體積準確性：≧1% (at 50μl， injector， 

n=10) 

8.分析設定時間：0.01 分鐘～1000 分鐘 

9.PH range：1～14 

10 可重覆注射次數：最大設定 30 次以上 

11.20 組儲存檔案，100 段注射步驟設定 

12 具有內藏式執行 GLP/GMP 工作之
VP(Validation and Production)  確效功能鍵 

13 漏液自動感應警告裝置 

14 可選購兩種清洗溶劑的配件，以配合不同
的分析條件 

15 最大操作壓力：20MPa 

16 可由原 HPLC 操控軟體(LC Solution)控
制，設定各項參數，不需再另購軟體 

1 台 400,000 400,000 

充實農業生技

實驗室教學研

發設備 

(b)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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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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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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高效能液

相層析儀 

1.高壓梯度幫浦ㄧ台 

 最大壓力：40 MPa (5960 psi), (0.001 ~ 

5.000 ml/min)20 MPa (2980 psi), (5.001 ~ 

9.999 ml/min) 

 流量比例範圍：0.001 至 9.999mL/min (每

一 1μL/min) 

 幫浦每一衝程: 100 ul  

 流速準確度：±1.0% or ±2 μL/min (0.01 ~ 

5 mL/min) 

 配備 plunger 清洗組件 

 流速精密度：SD 0.02min or RSD 0.075% 

2.光電二極體陣列檢知器 

 檢知器: 1024 bits 

 解析度: 0.78nm 

 光源：D2 Lamp, W Lamp, Hg Lamp 

 波長精確度: ±1nm  

 波長測量範圍: 190 - 900nm 

 波長校正功能: 由標準配備內建汞燈，

每次開機皆自動執行波長校正，共可正

254, 365, 436, 546, 486 & 656nm 等波長 

3.介面控制卡及原廠 

 HPLC 軟體一組 

4.操控電腦含螢幕及印 

 表機ㄧ台,手動注射 

 裝置 1 組,注射針一支 

1  組 930,000 930,000 

充實活性天然物實

驗室教學研發設備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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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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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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高效

能液

相層

析儀 

1.高壓梯度幫浦ㄧ台 

 最大壓力：40 MPa (5960 psi), (0.001 ~ 5.000 

ml/min)20 MPa (2980 psi), (5.001 ~ 9.999 ml/min) 

 流量比例範圍：0.001 至 9.999mL/min (每一

1μL/min) 

 幫浦每一衝程: 100 ul  

 流速準確度：±1.0% or ±2 μL/min (0.01 ~ 5 

mL/min) 

 配備 plunger 清洗組件 

 流速精密度：SD 0.02min or RSD 0.075% 

2.光電二極體陣列檢知器 

 檢知器: 1024 bits 

 解析度: 0.78nm 

 光源：D2 Lamp, W Lamp, Hg Lamp 

 波長精確度: ±1nm  

 波長測量範圍: 190 - 900nm 

 波長校正功能: 由標準配備內建汞燈，每次開機皆

自動執行波長校正，共可正 254, 365, 436, 546, 486 

& 656nm 等波長 

3.原廠 HPLC 軟體一組 

4.螢幕及印表機ㄧ台,手動注射裝置 1 組,注射針一支 

1  組 900,000 900,000 

充實活性天然物實

驗室教學研發設備 

(c)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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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無菌

操作

台 

工作台面 : SUS 304 不銹鋼不銹鋼一體
成型。 

垂直循環負壓式，高效濾網能過濾 0.3μm 

以上的微塵，捕集效率達 99.99% 以上。  

符合美國聯邦 Fed 209E Class 100 潔淨
度設計，符合 Class Ⅱ TYPE A 2 標準。 

2 台 48,000 96,000 
充實動物生技實驗

室教學研發設備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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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無菌

操作

台 

工作台面 : SUS 304 不銹鋼不銹鋼一體成
型。 

垂直循環負壓式，高效濾網能過濾 0.3μm 以
上的微塵，捕集效率達 99.99% 以上。  

符合美國聯邦 Fed 209E Class 100 潔淨度設
計，符合 Class Ⅱ TYPE A 2 標準。 

1 台 48,000 48,000 
充實動物生技實驗

室教學研發設備 

(d)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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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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天平

(G1023) 

1.最小讀數:0.0001g。 

2.最大稱重:110 g 或以上。 

3.線性:±0.0002g  

4.再現性:0.0001g 

5.多種稱重單位切換 

6.符合 GLP,GMP,ISO 標準 

7.具通訊接口 

2 台 45,000 90,000 
充實組織培養實驗

室教學研發設備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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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天平

(G1023) 

1.最小讀數:0.0001g。 

2.最大稱重:110 g 或以上。 

3.線性:±0.0002g  

4.再現性:0.0001g 

5.多種稱重單位切換 

6.符合 GLP,GMP,ISO 標準 

7.具通訊接口 

1 台 45,000 45,000 
充實組織培養實驗

室教學研發設備 

(e)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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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教學用攝

影機 

1. 儲存格式 Full HD 

2. 動態記錄格式 MP4 

3. 影像防震/防手震 

4. 自動追蹤對焦 

5. 自動逆光修正 

6. 廣角視野 

3 台 18,000 54,000 充實實驗室教學設備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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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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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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教學用

攝影機 

7. 儲存格式 Full HD 

8. 動態記錄格式 MP4 

9. 影像防震/防手震 

10. 自動追蹤對焦 

11. 自動逆光修正 

12. 廣角視野 

1 台 18,000 18,000 
充實實驗室教學設

備 

 

(6)食品系：建立系所特色，變更數量及單價 

(a)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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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電器泳

動裝置 

垂直電泳槽槽底殼*1、垂直電泳槽槽蓋*1、

垂直電泳槽槽內固定架*1、垂直電泳槽槽內

固定架*1、垂直電泳槽電極架*1、垂直電泳

槽玻璃替代塑膠片*1、垂直電泳槽隔條玻璃

片*1、垂直電泳槽短玻璃片*1、垂直電泳槽

製膠固定架*1、垂直電泳槽製膠固定架防漏

橡膠片*1、垂直電泳槽製膠支架*1、轉移槽

底殼*1、轉移槽蓋*1、轉移槽電極架*1、轉

移槽樣品夾板（單套）*1、轉移槽冷卻冰盒

*1、電源供應器*1 

3 組 49,000 147,000 

營養實驗室之建置，生

物化學實驗與生物技概

論課程使用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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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電器

泳動

裝置 

垂直電泳槽槽底殼*1、垂直電泳槽槽蓋*1、垂直

電泳槽槽內固定架*1、垂直電泳槽槽內固定架

*1、垂直電泳槽電極架*1、垂直電泳槽玻璃替代

塑膠片*1、垂直電泳槽隔條玻璃片*1、垂直電泳

槽短玻璃片*1、垂直電泳槽製膠固定架*1、垂直

電泳槽製膠固定架防漏橡膠片*1、垂直電泳槽製

膠支架*1、轉移槽底殼*1、轉移槽蓋*1、轉移槽

電極架*1、轉移槽樣品夾板（單套）*1、轉移槽

冷卻冰盒*1、電源供應器*1 

2 組 49,000 98,000 

營養實驗室之建置，生物

化學實驗與生物技概論

課程使用 

(b)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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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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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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身體組

成分析

儀 

1.頻率: 5, 50, 250 KHz 三種頻率以上 

2.語音: 中文語音指導操作 

3.測量方法:使用 Tetra-Polar 電極生物電阻抗分析方法, 8 點接觸電

極 

4.螢幕顯示: 7 吋寬頻彩色 LCD, 中文螢幕 

5.測量位置: 全身和四肢(右手臂,右腳,左手臂,左腳,軀幹) 

6.測量結果: 除脂重量.肌肉重量.身體總水份,蛋白質重.骨質重.體

脂肪量.體脂肪率. 標準體重. 腰圍比. 腹圍. 控制指標. 基礎代謝

率,每日總消耗量,身體類型.四肢軀幹肌肉與脂肪分析.營養評估.腹

部肥胖率.內臟脂肪程度.內臟脂肪面積.身體質量指數.上次與現在

對照表. 

7.電流: 280 uA 

8.電源消耗量: 60 VA 

9.電源供應: 輸入 AC 100V~230V,50/60Hz, 輸出: DC 12V, 5A 

adapter 

10.輸入裝置: 按鍵.電腦搖控 2 種方式 

11.傳輸裝置: USB port, RS232 port 

12.列印裝置: 熱感式列印；A4 印表機列印 

13.尺寸: 40.0 x 73.5 x 89.0 (公分) (WxDxH +/-10mm) 

14.主機重量: 11 公斤以下,可摺疊攜帶方便 

15.測量範圍: 100 ~ 950Ω 

16.測量時間: 約 1 分鐘 

17.身高測量: 100 ~ 200 公分 

18.體重測量: 10 ~ 200 公斤 

19.年齡輸入: 5~89 歲 

20.行政院衛生署醫療器材許可證  

21.附硬式附輪可拉式提箱壹只 

1 台 280,000 280,000 

用於體

重控

制、營

養評

估、營

養學

膳、食

療養課

程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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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身體組

成分析

儀 

1.頻率: 5, 50, 250 KHz 三種頻率以上 

2.語音: 中文語音指導操作 

3.測量方法:使用 Tetra-Polar 電極生物電阻抗分析方法, 8 點接觸電極 

4.螢幕顯示: 7 吋寬頻彩色 LCD, 中文螢幕 

5.測量位置: 全身和四肢(右手臂,右腳,左手臂,左腳,軀幹) 

6.測量結果: 除脂重量.肌肉重量.身體總水份,蛋白質重.骨質重.體脂

肪量.體脂肪率. 標準體重. 腰圍比. 腹圍. 控制指標. 基礎代謝率,

每日總消耗量,身體類型.四肢軀幹肌肉與脂肪分析.營養評估.腹部肥

胖率.內臟脂肪程度.內臟脂肪面積.身體質量指數.上次與現在對照

表. 

7.電流: 280 uA 

8.電源消耗量: 60 VA 

9.電源供應: 輸入 AC 100V~230V,50/60Hz, 輸出: DC 12V, 5A 

adapter 

10.輸入裝置: 按鍵.電腦搖控 2 種方式 

11.傳輸裝置: USB port, RS232 port 

12.列印裝置: 熱感式列印；A4 印表機列印 

13.尺寸: 40.0 x 73.5 x 89.0 (公分) (WxDxH +/-10mm) 

14.主機重量: 11 公斤以下,可摺疊攜帶方便 

15.測量範圍: 100 ~ 950Ω 

16.測量時間: 約 1 分鐘 

17.身高測量: 100 ~ 200 公分 

18.體重測量: 10 ~ 200 公斤 

19.年齡輸入: 5~89 歲 

20.行政院衛生署醫療器材許可證  

21.附硬式附輪可拉式提箱壹只 

1 台 270,000 270,000 

用於

體重

控

制、營

養評

估、營

養學

膳、食

療養

課程 

(7)資科系：建立系所特色，變更單價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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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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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智慧型

動植物

養殖環

境監控

系統 

1.嵌入式 Android 系統開發平台 

● CPU： Cortex A8 S5PV210 ，1GHz (含以上) 

● SDRAM：1GB (含以上) / SLC FLASH：512M (含以

上) 

● LCD：1024X600 /7 吋電容多點觸控式 

● 串列埠：1 個三线式/2 個外接三线式串列埠 

● 網路介面：1 個 10/100M  

● SD 卡：2 個 Micro SD / 1 個 SD 

● USB 介面 ：1 個 HOST2.0，1 個 OTG 2.0 

● 含 WiFi-BT/3G/ZigBee 無線通訊模組 

● 含嵌入式 Android 系統與 ZigBee CC2530 的 

RS232 介面結合應用程式碼 

2.CC2530 ZigBee 無線通訊模組 × 12 

3.繼電器模組  × 6 

4.ZigBee  Debugger 模擬器 ×1 

5.SHT10 溫濕度感測器×1 

6.可燃性氣體感測器×1 

7.空氣品質感測器×1 

8.光敏電阻感測器×1 

9.人體感測器×1 

10.火焰感測器×1 

10 組 58,000 580,000 

支援

無線

射頻

辨識

系

統、

無線

網

路、

手機

應用

程式

設計

及實

務專

題等

課程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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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智慧型

動植物

養殖環

境監控

系統 

1.嵌入式 Android 系統開發平台 

● CPU： Cortex A8 S5PV210 ，1GHz (含以上) 

● SDRAM：1GB (含以上) / SLC FLASH：512M (含以

上) 

● LCD：1024X600 /7 吋電容多點觸控式 

● 串列埠：1 個三线式/2 個外接三线式串列埠 

● 網路介面：1 個 10/100M  

● SD 卡：2 個 Micro SD / 1 個 SD 

● USB 介面 ：1 個 HOST2.0，1 個 OTG 2.0 

● 含 WiFi-BT/3G/ZigBee 無線通訊模組 

● 含嵌入式 Android 系統與 ZigBee CC2530 的 

RS232 介面結合應用程式碼 

2.CC2530 ZigBee 無線通訊模組 × 12 

3.繼電器模組  × 6 

4.ZigBee  Debugger 模擬器 ×1 

5.SHT10 溫濕度感測器×1 

6.可燃性氣體感測器×1 

7.空氣品質感測器×1 

8.光敏電阻感測器×1 

9.人體感測器×1 

10.火焰感測器×1 

10 組 55,000 550,000 

支援無線

射頻辨識

系統、無

線網路、

手機應用

程式設計

及實務專

題等課程 

 

(8)企管系：建立系所特色，變更數量 



 19/40 

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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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平板電

腦 

8 吋觸控螢幕、1280x800 螢幕解析度採搭

載 Windows 8作業平台/內建 Atom Z2760 

處理器 

兩個 2M FHD 萬畫素視訊鏡頭 

Wi-Fi 版/64G(含以上) 

6 部 15,000 90,000 

網路創意行銷與商品展示專

業教室設備擴充(E701) 

支援課程:實務專題、多媒體

網頁設計、商業設計、創意行

銷﹑電子商務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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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平板電

腦 

8 吋觸控螢幕、1280x800 螢幕解析度採搭

載Windows 8作業平台/內建 Atom Z2760 

處理器 

兩個 2M FHD 萬畫素視訊鏡頭 

Wi-Fi 版/64G(含以上) 

5 部 15,000 75,000 

網路創意行銷與商品展示專

業教室設備擴充(E701) 

支援課程:實務專題、多媒體

網頁設計、商業設計、創意行

銷﹑電子商務 

(9)資管系：建立系所特色，變更單價 

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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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互動式電子

書編輯開發

軟體設備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電子書

編輯開發軟體 

1. eBook 電子書編輯軟體 20

人授權 

2. 可製作 iOS 及 Android 系統

平板電腦版 

3. 可製作 iOS 及 Android 系統

手機版 

1 套 440,000 440,000 

專業核心課程「電子書製

作」及「實務專題製作與報

告寫作」教學實習用途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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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互動

式電

子書

編輯

開發

軟體

設備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電子書編輯開

發軟體 

1. eBook 電子書編輯軟體 20 人授權 

2.編輯器功能： 

電子書設定模組 

電子書編輯模組 

電子書預覽模組 

電子書模擬模組 

電子書匯出模組 

3.支援 iOS 及 Android 平板行動載具檢視

及瀏覽 

4.支援 iOS 及 Android 手機行動載具檢視

及瀏覽 

1 套 430,000 430,000 

專業核心課程「電子

書製作」及「實務專

題製作與報告寫作」

教學實習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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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創系：建立系所特色，變更單價 

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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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創意設

計工作

站 

1.筆記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5- (含)以上 4200U-(1.6Ghz/ 

Turbo：2.6G) 

(2)顯示晶片：NVIDIA Geforce 750M 獨顯 4G 

(3)記憶體：16G DDR3(含)以上 

(4)硬碟：1000GB(含) 以上+20GB SSD cache 

(5)螢幕：14 吋 鏡面觸控 LED 背光螢幕． 

(6)軟體：Windows 8 家用版 

(7)含 3D 編輯軟體 

2. 3D 印表機 

(1)設備大小：59x47x54(公分) 

(2)最大工作尺吋：23x23（公分） 

(3)採用不鏽鋼 0.4MM 噴頭 

(4)最小積層厚度 0.088 mm 

(5)最小壁厚 0.7mm 

(6)精確度 0.1mm 

(7)電壓範圍：110~240V，主要功率 350W． 

(8)格式支援：STL、3DS、OBJ、SLI、CLS、SLC 等 

(9)提供簡易修補破面功能 

1 組 231,100 231,100 

引工坊專業教室設

備擴充 

支援課程：文化創意

設計、文創展示設計

與實務、實務專題、

文創實務專題、藝術

策展、展覽規劃、3D

動畫設計等課程實

務。 

變更後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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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創意

設計

工作

站 

1.筆記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5- (含)以上 4200U-(1.6Ghz/ 

Turbo：2.6G) 

(2)顯示晶片：NVIDIA Geforce 750M 獨顯 4G 

(3)記憶體：16G DDR3(含)以上 

(4)硬碟：1000GB(含) 以上+20GB SSD cache 

(5)螢幕：14 吋 鏡面觸控 LED 背光螢幕． 

(6)軟體：Windows 8 家用版 

(7)含 3D 編輯軟體 

2. 3D 印表機 

(1)設備大小：59x47x54(公分) 

(2)最大工作尺吋：23x23（公分） 

(3)採用不鏽鋼 0.4MM 噴頭 

(4)最小積層厚度 0.088 mm 

(5)最小壁厚 0.7mm 

(6)精確度 0.1mm 

(7)電壓範圍：110~240V，主要功率 350W． 

(8)格式支援：STL、3DS、OBJ、SLI、CLS、SLC 等 

(9)提供簡易修補破面功能 

1 組 226,100 226,100 

引工坊專業教室設

備擴充 

支援課程：文化創

意設計、文創展示

設計與實務、實務

專題、文創實務專

題、藝術策展、展

覽規劃、3D 動畫設

計等課程實務。 

(11)休保系：建立系所特色，暫緩採購 

原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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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64 
體適能訓

練器材 

1. 史密斯專業型訓練機 
(1) 主架 
  ◎結構：高張力強度鋼管粉烤漆 
  ◎設計：A. 平衡歸零裝置 
          B. 12 個保險位置 
          C. 安全滑桿，確保訓練安全 
          D. 6 個槓片放置架 
          E. 線性軸承傳動順暢 
          F. 附訓練肌群圖示與操作
說明。 
  ◎鋼管：60mm×120mm×厚度 3.0mm 
  ◎尺寸：138cm×210cm×225cm(含以上) 
◎保固年限 3年，依據契約及保固條
例 

2. 平握推舉訓練架/2 台 
【商品規格】 
(1) 主架 

   ◎結構：高張力強度鋼管粉烤漆 
   ◎設計：不銹鋼槓鈴放置緩衝架， 
           2段高度調整 
   ◎鋼管：100mm×50mm×厚度 3.0mm 
   ◎尺寸：155cm×65cm×100cm(含以上) 

(2) 護墊 
   ◎設計：透氣式背墊 
   ◎保固年限 1 年，依據契約及保固
條例 

3. 奧林匹克訓練槓 
【商品規格】 
◎86”-218cm/20kg 奧林匹克級

訓練槓/2 支 
◎保固年限 1年，依據契約及保固

條例 
4. 包膠槓片 
◎尺寸： 
2.5kg/4 塊、5kg/6 塊、10kg/4 塊、 
15kg/4 塊、20kg/4 塊、25kg/4 塊 

◎保固年限 1年，依據契約及保固條例 

1 199,200 199,200 休保系 

 

 

(12)觀光系：建立系所特色，暫緩採購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63 

桌上型電

腦(含螢

幕) 

1. Core i5 3.2G(含以上) 

2. 4GB DDR3 記憶體(含以上) 

3. 500GB 硬碟(含以上) 

4. DVD燒錄器 

5. 內建讀卡機 

6. WIN 7 作業系統 

7. 三年保固 

21.5 吋以上寬螢幕顯示器(含以上) 

4 25,000 100,000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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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餐旅系：建立系所特色，變更採購數量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62 

小型冰

淇淋製

造機 

1.尺寸 41.8×68.1×54.2 

2.電力 220V/50HZ 2P3W 1HP 

3.冷凍缸 2.9 公升 

4.制冷能力 2500BTU/Hr 

5.使用 R404A 環保冷媒 

6.使用密閉式壓縮機 

7.材質有 NSF 、UL 認證 

2 180,000 360,000 
西餐專業教室設

備擴充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62 

小型冰

淇淋製

造機 

1.尺寸 41.8×68.1×54.2 

2.電力 220V/50HZ 2P3W 1HP 

3.冷凍缸 2.9 公升 

4.制冷能力 2500BTU/Hr 

5.使用 R404A 環保冷媒 

6.使用密閉式壓縮機 

7.材質有 NSF 、UL 認證 

1 180,000 180,000 
西餐專業教室設

備擴充 

(14)應外系：配合審查意見，詳列規格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61 
英語教材

伺服器 

2U機架伺服器 

CPU XEON 2.0 含以上 

SAS硬碟 300G 4 顆含以上 

含作業系統 

1 170,000 170,000 
提供學生使用英

語平台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461 

英語教

材伺服

器 

1. 中央處理器 CPU2.0*2(含以上) 

2. 記憶體 4GB*2(含以上) 

3. 硬碟 SAS 300G*4(含以上) 

4. DVD光碟機 

5. 含 RAID控制晶片(硬碟控制介面) 

1 170,000 170,000 
提供學生使用英

語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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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務處為配合學校特色發展，調整部份採購及暫緩採購項目。 

 

(a) 暫緩採購項目：因優先序 705、708、709採購項目，並無立即性之需求，故暫緩採購。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說明  

705 投影機設備 

 5000 流明 

 解析度：XGA 1024*768 

 投影尺寸：30" - 300" 

 對比：4000:1 

 投影方式：前投、後投、吊掛 

 具過熱自動斷電保護功能 

 4.8kg 

 保固三年以上 

1 45,000 45,000 
提供學生社團

借用 

708 血壓計 

 尺寸: 

寬(W)50 公分以下*高(H)35 公分以下

*深(D)30 公分 

 排氣方法：自動排氣調整（與受

測者手臂粗細無關）全自動 電

子血壓計會 自動選擇最適當的

排氣速度）。           

 測量範圍：壓力 0-300mmHg。 

 測量方式：脈波振盪法、自動補

壓裝置 

 壓力誤差：±1 mmHg。 

 最小表示值：1mmHg。 

 最小處理數（脈搏）：30 脈拍/

每分。 

 最大處理數（脈搏）：260 脈拍/

每分。 

 脈搏表示誤差：±2﹪。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1 65,000 65,000 
提供服務性社團

使用 

709 身體組成分析儀 

 同時測量全身，左、右手，左、

右腳，軀幹體脂肪及除肌脂量 

 全身- 

體脂肪率%:1.0-75.0%單位 

體脂肪量 0.1kg 單位 

除脂肪量 0.1 kg 單位 

基礎代謝量 1kcal 

BMI 0.1 單位 

體水量 0.01kg 單位 

 部分別(四肢、軀幹)- 

體脂肪率%:1.0-75.0%單位 

體脂肪量 0.1kg 單位 

除脂量 0.1 kg 單位 

肌肉量 0.1 kg 單位 

 測量方法：八電極 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秤重感度：0-200kg 

 最小感度：0.1kg 

1 200,000 200,000 
提供服務性社團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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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重量感度：0.1kg 

 測定種類：脂肪計/體重計 

 測定週波數 50kHz 

 電源 DC 5V 3.5A adaptor 

 消耗電流 17.5w 

 資料輸出連結 RS-232C(D-sub 

9pins male Connector)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b) 變更規格、數量、單價之採購項目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701 電視機 

 55 型 LED 電視 

 最高解析度：1920*1080 

 可視角度(水平/垂直)： 

 176°/176° 

 保固三年以上 

5 40,000 200,000 

提供全校

學生使用

運動（連

接 Wii 使

用）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701 電視機 

 55 型 LED 電視 

 最高解析度：1920*1080 

 可視角度(水平/垂直)： 

 176°/176° 

 保固三年以上 

2 40,000 80,000 

提供全校

學生使用

運動（連

接 Wii 使

用）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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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704 除濕設備 

 除濕能力：11L/日(27℃、RH60%) 

 4.8L 超大水箱容量設計 

 三段定時功能 2、4、8 小時 

 便利取水箱設計 

 底部滑輪設計 

 衣物風乾功能 

 超大 LED 面板設計 

 自動除濕/連續除濕(乾衣) 

 自動除霜  

 舒適濕度設定 

 保固三年以上 

2 12,000 24,000 

提供音樂

性社團使

用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704 除濕設備 

 除濕能力：11L/日(27℃、RH60%) 

 4.8L 超大水箱容量設計 

 三段定時功能 2、4、8 小時 

 便利取水箱設計 

 底部滑輪設計 

 衣物風乾功能 

 超大 LED 面板設計 

 自動除濕/連續除濕(乾衣) 

 自動除霜  

 舒適濕度設定 

 保固三年以上 

1 12,000 12,000 

提供音樂

性社團使

用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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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706 
潛水超音波洗

淨機 

 內槽尺寸：495*295*150mm 

 外槽尺寸：530*325*400mm 

 內槽容積:22L 

 超音波頻率：40KHz 

120KHz 

 電熱功率：400W 

 洗淨功率：400W 

 使用電壓：100V~120V or 220V~240V 

 時控系統：1~99min 

 溫控系統：室溫~99℃ 

 槽體材質：不鏽鋼 SUS304 

 外殼材質:鋁合金(粉體烤漆) 

 上蓋材質:不鏽鋼 SUS304 

 網籃材質:不鏽鋼 SUS304 

 保固三年以上 

1 50,000 50,000 
提供潛水

社使用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706 
潛水超音波

洗淨機 

 內槽尺寸：495*295*150mm(+5mm) 

 外槽尺寸：530*325*400mm(+5mm) 

 內槽容積:22L(含以上) 

 超音波頻率：120KHz(+5 KHz) 

 電熱功率：400W(+10 W) 

 洗淨功率：400W(+10 W) 

 使用電壓：100V~120V or 220V~240V 

 時控系統：1~99min 

 溫控系統：25℃~99℃ 

 槽體材質：不鏽鋼 SUS304 

 外殼材質:鋁合金(粉體烤漆) 

 上蓋材質:不鏽鋼 SUS304 

 網籃材質:不鏽鋼 SUS304 

 保固三年以上 

1 46,000 46,000 
提供潛水

社使用 

原採購項目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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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702 
音樂播放設

備 

 V2SR雙頻道 

 最大輸出功率50W  

 音源輸出：外部音源、外接喇叭 

 AUX IN 可連接多媒體電腦輸入  

 音質控制與充電電池指示燈 

 音調調整：高音(TREBLE)、低音(BASS)旋

鈕。 

 保固三年以上 

20 14,000 280,000 

提供音樂

性社團使

用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

明 

702. 音樂播放設備 

 

 V2SR雙頻道 

 最大輸出功率50W (+5 W) 

 音源輸出：外部音源、外接喇叭 

 AUX IN 可連接多媒體電腦輸入  

 音質控制與充電電池指示燈 

 音調調整：高音(TREBLE)、低音(BASS)旋

鈕。 

 保固三年以上 

15 14,000 210,000 

提供音樂

性社團使

用 

 

原採購項目 

攝像設施 

(707) 

一、 高階數位單眼相機雙鏡頭組1組 

 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2,400 萬畫素(含)以上。 

 三吋百萬畫素液晶螢幕(含)以上。 

 五十一個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雙SD卡槽 

 支援WIFI傳輸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防手震VR鏡頭18-140mm 光圈3.5-5.6。1顆。 

 人像定焦鏡 85mm 最大光圈 F1.8。1顆。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兩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1 300,000 300,000 

提供學生

社團使用 
二、高階數位單眼相機標準鏡頭組1組 

 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2,020 萬畫素(含)以上。 

 翻轉式三吋百萬畫素液晶螢幕(含)以上。 

 DIGIC 5+數碼影像處理器。 

 十九個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專用STM防手震鏡頭18-135mm 光圈3.5-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一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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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階數位單眼相機標準鏡頭組1組 

 DX格式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2,410 萬畫素

(含)以上。 

 翻轉式三吋電容式百萬畫素液晶螢幕(含)以上。 

 三十九個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支援WIFI功能。 

 專用VR防手震鏡頭18-140mm 光圈3.5-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一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四、入門數位單眼相機標準鏡頭組1組 

 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2,000 萬畫素(含)以上。 

 翻轉式二點五吋液晶螢幕(含)以上。 

 三個十字對焦點，15點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含半透明反射鏡。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標準變焦鏡頭18-135mm 光圈3.5-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一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五、輕巧型數位單眼相機標準鏡頭組1組 

 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1,800 萬畫素(含)以上。 

 翻轉式三吋電容式百萬畫素液晶螢幕(含)以上。 

 DIGIC 5數碼影像處理器。 

 九個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機身重量380克(含)以下 

 專用STM防手震鏡頭18-135mm 光圈3.5-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一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六、微型數位單眼相機雙鏡頭組1組 

 感光元件:APS HD CMOS 有效像素1,600 萬畫素(含)以

上。 

 180度翻轉三吋液晶螢幕(含)以上。 

 BIONZ影像處理器。 

 觸控快門。 

 內建WIFI功能。 

 99 點相位自動感測, 25 點對比感測系統(含)以上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機身重量280克(含)以下 

 標準鏡頭18-55mm 光圈3.5-5.6。 

 望遠變焦鏡頭55-200mm 光圈4-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二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七、行動攝影棚組 

 棚燈三顆，閃光燈出力瓦數300W(含)以上。 

 四葉遮片18cm(含)以上。 

 快扣燈架三隻(含)以上。 

 無影罩60X90cm 二個(含)以上。 

 八角無影罩150cm 一個(含)以上。 

 傘式無影罩109cm(含)以上。 

 燈具包一組。 

 燈架提袋一個。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29/40 

八、行動式中型商品攝影台 

 可調整平台高度53-112cm(含)以上。 

 白色透光面積130X60cm(含)以上。 

 柔光曲版40X100cm(含)以上。 

 五色反光板(黑白銀金柔)。 

 行動背景架組，寬1.2公尺-3公尺(含)以上，高96公分至250

公分(含)以上。 

 3X5公尺背景布，三色(白黑綠) 

 攜行提袋。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變更後採購項目 

攝像設施 

一、 高階數位單眼相機雙鏡頭組1組 

 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2,400 萬畫素(含)以上。 

 三吋百萬畫素液晶螢幕(含)以上。 

 五十一個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雙SD卡槽 

 支援WIFI傳輸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防手震VR鏡頭18-140mm 光圈3.5-5.6。1顆。 

 人像定焦鏡 85mm 最大光圈 F1.8。1顆。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兩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1 272,000 272,000 
提供學生

社團使用 

二、高階數位單眼相機標準鏡頭組1組 

 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2,020 萬畫素(含)以上。 

 翻轉式三吋百萬畫素液晶螢幕(含)以上。 

 DIGIC 5+數碼影像處理器。 

 十九個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專用STM防手震鏡頭18-135mm 光圈3.5-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一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二、中階數位單眼相機標準鏡頭組1組 

 DX格式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2,410 萬畫素

(含)以上。 

 翻轉式三吋電容式百萬畫素液晶螢幕(含)以上。 

 三十九個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支援WIFI功能。 

 專用VR防手震鏡頭18-140mm 光圈3.5-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一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三、入門數位單眼相機標準鏡頭組1組 

 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2,000 萬畫素(含)以上。 

 翻轉式二點五吋液晶螢幕(含)以上。 

 三個十字對焦點，15點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含半透明反射鏡。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標準變焦鏡頭18-135mm 光圈3.5-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一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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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輕巧型數位單眼相機標準鏡頭組1組 

 CMOS感光元件:APS-C 有效像素1,800 萬畫素(含)以上。 

 翻轉式三吋電容式百萬畫素液晶螢幕(含)以上。 

 DIGIC 5數碼影像處理器。 

 九個自動對焦點功能(含)以上。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機身重量380克(含)以下 

 專用STM防手震鏡頭18-135mm 光圈3.5-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一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五、微型數位單眼相機雙鏡頭組1組 

 感光元件:APS HD CMOS 有效像素1,600 萬畫素(含)以

上。 

 180度翻轉三吋液晶螢幕(含)以上。 

 BIONZ影像處理器。 

 觸控快門。 

 內建WIFI功能。 

 99 點相位自動感測, 25 點對比感測系統(含)以上 

 感光度範圍：ISO 100 – 6400(含)以上。 

 機身重量280克(含)以下 

 標準鏡頭18-55mm 光圈3.5-5.6。 

 望遠變焦鏡頭55-200mm 光圈4-5.6。 

 含專業多層鍍膜UV鏡頭保護鏡二片。 

 32G SD高速記憶卡 傳輸速度40 mb/s(含以上)。 

 原廠電池二顆。 

 相機收納包。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六、行動攝影棚組 

 棚燈三顆，閃光燈出力瓦數300W(含)以上。 

 四葉遮片18cm(含)以上。 

 快扣燈架三隻(含)以上。 

 無影罩60X90cm 二個(含)以上。 

 八角無影罩150cm 一個(含)以上。 

 傘式無影罩109cm(含)以上。 

 燈具包一組。 

 燈架提袋一個。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七、行動式中型商品攝影台 

 可調整平台高度53-112cm(含)以上。 

 白色透光面積130X60cm(含)以上。 

 柔光曲版40X100cm(含)以上。 

 五色反光板(黑白銀金柔)。 

 行動背景架組，寬1.2公尺-3公尺(含)以上，高96公分至250

公分(含)以上。 

 3X5公尺背景布，三色(白黑綠) 

 攜行提袋。 

 公司貨保固三年 (含以上) 

3.配合學校建立特色，相關系所、單位提出增加購置規劃 

(a)為擴大對全校師生遇緊急事故之應變急救功能，學務處規劃購置 AED 急救設備 3套，單價

8萬 5仟元，合計 25萬 5000 元系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說明  

803 
自動體外心臟電

擊去顫器 

主機+專用電池+ 成人 smart 電

擊貼片 x2+攜行袋+配件包 
3 85,000 255,000  緊急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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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美容系：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說明  

467 
電動升降寵

物美容桌 

1. 尺寸：110*60*50~97cm (長.寬.高) 

2. 用電：110V 

3. 美容桌含吊桿、吊繩 

4. 桌面電動升降：最低 50cm~最高 97cm。 

25 14,000 350,000 
寵物美容相

關課程所需 

468 
寵物專用大

吹風機 

1. 直立式及可移動式。 

2. 外觀顏色:藍色或粉色。 

3. 用電：220V (安培：10A~15A) 

4. 溫度及風速開關，採微調獨立式設計 

5. 附吹水機。 

8 28,000 224,000 
寵物美容相

關課程所需 

(c) 休保系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說明  

466 

棒球發

球機 

 

速度:20英里至 104英里功能:3/4肩曲

球、下墜球、快迷、速球上昇球、側投

曲球、棒球打擊練習及內,外野守備練

習(飛球/滾地球) 

重量:127磅 

馬力:21/4 馬力 3安培 

使用電源 110V 

3 160,000 480,000 

棒球發球機設備將

提供體育課程使用

如 體 育 ( 棒 球 課

程)、進階棒球課程 

(d) 文創系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說明  

469 
虛擬攝

影棚 

1.虛擬攝影棚 

 (1)影像混合設備： 

1.影像混合：專業影像處理功能與特效功

能、轉場、去背、子母畫面、內建背景

顏色及影音同步可手控或自動控制。 

2.控制電腦 1 台：Intel 四核心 主機(支

援 OpenGL獨立顯示卡) 

 500GB(含)以上、記憶體 16GB(含)

以、21吋 LED(含)以上螢幕。 

3.應用軟體：視訊特效合成製作工具* 1

套，具備圖層觀念的動畫介面，包含了

關鍵畫格設定及動態路徑工具。 

(2) 攝影棚頂棚冷光燈組： 

1.攝影棚頂棚冷光燈*2 座。 

2.燈管規格：55w22(含)以上。 

3.調光方式: DMX 調光。 

(3)現場監看設備： 

1.46 吋(含)以上 LED 液晶顯示器 1 台。 

2.HDMI 高畫質影音端子。 

3.含移動型落地架。 

(4)訊號源與週邊設備： 

1 832,200 832,200 擴充攝影棚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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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含)以上 LED 螢幕一台。 

2.監聽器 1 組。 

3.DVD設備 1 台，160G(含)以上 DVD 錄影

機 / DVD放影機。 

4.雙無線麥克風 1組(含領夾式及手持式麥

克風)。 

(5)混音編輯設備： 

1.混音控制器 1 台。 

2.耳機分配擴大器 1 台。 

3.專業監聽耳機一只。 

4.專業錄音編輯軟體一套 

5.6 吋(含以上)專業監聽喇叭一組 

(6)電動式背景設備： 

1.電動馬達*5組，3.4KGM(含)以上，AC 110 

VOLT(含)以上，一對一。 

2.手工背景布*5捲，100cm *600cm (含)

以上。 

 

4. 應外系原優先序 424 網路學習平台英檢題庫，因教學需求及再次訪商詢價，在原支用經

費不做增加下，分開為兩項採購項目。更動如下： 

原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說明  

424 

網路學

習平台

英檢題

庫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閱讀 20 回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口說 7回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閱讀 17 回 

全民英檢中級-寫作口說 3回 

全民英檢中高級-聽力閱讀 3回 

使用人數：全校師生 

使用期限：永久授權 

1 300,000 300,000 
學生網路自我學習

平台與題庫 

 

變更後採購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說明  

424 

網路學

習平台

英檢題

庫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閱讀 14 回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閱讀 14 回 

多益英檢 4回 

使用期限：永久使用 

使用人數：全校師生 

1 220,000 220,000 
學生網路自我學習

平台與題庫 

 

增加採購項目優先序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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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說明  

465 

VQ英文

單字力

國際認

證測驗

平台 

VQ測驗平台系統，「檢測系統」功能說

明如下： 

1.正式檢定功能。 

2.平時練習功能。用於檢測出學生的單

字實力。 

3.英文單字範圍從「國小到大學」都

有，共分 21級。 

4.測驗分為六類： 

(1).看中文，拼寫英文。 

(2).看英文，選中文。 

(3).聽英文，選中文。 

(4).聽英文，選英文。 

(5).看中文，選發音。 

(6).看英文，選發音。 

使用期限：永久使用 

1 80,000 80,000 
提供學生使用英語

平台 

 

 

決議：  

1. 所有出席位委員均同意在整體預算不增加、並考慮在建立發展系所特色及擴大校園師生安

全保障原則下，對於各單位所提出之規格、數量、單價變更、暫緩採購案之修訂及增加之

採購案。 

2. 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相關程序，並修訂支用計畫書之內容後、陳報教育部。 

 

提案二（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 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預算編列審議案。 

說明： 

1. 教育部核定本校「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合計新台幣 37,353,254

元整；經會計室核算，本校提撥新台幣 4,046,746 元作為配合款。103年度獎補助款共計

41,400,000 元，依規定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如下表： 

資本門 經常門 

獎補助經費 自籌款 獎補助經費 自籌款 

$26,147,278 $2,832,722 $11,205,976 $1,214,024 

合計：28,980,000 小計：12,420,000 

總額：4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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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報教育部審核之 103 年度支用計畫書（102.11.28.），有關資本門編列的預算金額為

29,400,000 元，如附件 3。 

3.資本門新可支用金額比原編列金額減少 42萬元（29,400,000 – 28,980,000），故各項目

之支用金額必須重作調整 

4.經費支用項目確定後，合併經常門經費修改 103年度支用計畫書，於 103年 3 月 20 日前陳

報教育部。 

討論要點： 

1. 資網中心原規劃優先序 405(核配經費 120萬元)之網路教學系統行動學習模組建置，因較

無急迫性，變更為鞏固學生學習權益與周全電腦教室教學環境。故提出擬規劃現有電腦教

室設備擴增與整併，新增 B512 與 E506 電腦教室主機(含螢幕、顯示卡與記憶體)、SC508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合計 698,500 元，可釋出 50 萬 1500 元。再扣除原資本門經費減少 42

萬元之部份，實際釋出 8 萬 1,500 元之資本門經費。 

2. 另本校依據近年來支用計畫晝之委員審查意見、本校強調建立與發展系所特色原則及加強

師生遇緊急事故之應變設備觀之校園安全概念，將討論釋出部份經費，以期達成前述目標。 

3. 承第二點，經事先協調、達成共識，列出下列幾點發展方向進行討論： 

甲、 依發展新設系所之特色建立原則：美容系之寵物美容組特色。美容系規劃購置「電

動升降寵物美容桌」-單價 1萬 4仟元、數量 25 台、總價 35萬元、優先序 467及「寵

物專用大吹風機」-單價 28,000元、數量 8台、總價 224,000元、優先序 468，二項

合計 574,000 元。 

乙、 美和棒球全國聞名。為發揚美和棒球之優良傳統及精神，因此依建立系所及美和科

大特色，休保系特別提出教學需求，規劃購置「棒球投球機」設備 3台，單價 16萬

元，合計 48萬元，優先序 466。 

丙、 依發展新設系所之特色建立原則：文創系先期規劃購置虛擬攝影棚教學設備一組 

金額 832,200 元，優先序 469。 

丁、 依教育部 102 年 7月 31 日來函，臺教綜(五)字第 1020107158 號之公文，學校公共

場所需配有必要緊急救護設備。故為擴大及強化對全校師生遇緊急事故之應變急救

功能，同時因為學校校區分散，所以學務處再次規劃購置 AED 急救設備 3套，單價 8

萬 5 仟元，合計 25萬 5 仟元系，優先序 803。 

4. 前述四項採購設備，經費合計 214萬 1200元。。 

5. 上述經費來源，由三個學院所屬教學單位、資網中心及學務處共同釋出。 

6. 應外系因教學需求及再次訪商詢價，提出變更優先序 424採購項目之網路學習平台英檢題

附件3-1--103年度資本門項目金額分配-1030307開會用.xls
統籌款經費分配計算表.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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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分開為二採購項目：(1)原規格做修正，單價降為 22萬元、仍為優先序 424 及(2)新

增採購項目 VQ英文單字力國際認證測驗平台、優先序 465、單價 8 萬元，總金額 30萬元

不變。 

103年度資本門各項目調整如下：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

學及研究設備（至

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 

＄17,727,000 

＄17,612,278 

 

 

67.4% 

＄2,849,000 

＄2,832,722 

(-$16,2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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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000 11.7% ＄0 
0

﹪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關設

備（應達資本門經

費 2﹪【不含自籌

款金額】） 

＄1,244,000 

=>700,000(-54,4000) 
2.7﹪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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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 

=>4,755,000(+255,000) 
18.2% ＄0 

0

﹪ 

合計 

＄26,551,000 

＄26,147,278 

(-$403,722) 

100﹪ 

＄2,849,000 

＄2,832,722 

(-$16,278) 

100﹪ 

 

決議： 

1.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1)資網中心暫緩採購原規劃之優先序 409(釋出經費 120萬元)之網路

教學系統行動學習模組建置案。(2)資網中心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與電腦教室教學環境，

所進行現有電腦教室設備擴增與整併，規劃新增 B512與 E506 電腦教室主機(含螢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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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卡與記憶體)、SC508電腦教室廣播系統案，本案經費合計需 698,500 元。 

2. 依前述可釋出 50萬 1500 元(120 萬-69萬 8,500)。但須再扣除因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減

少 42萬元之部份，實際釋出 8萬 1500 元之資本門經費。 

3.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依強調建立系所特色發展原則、擴大加強師生遇緊急事故之應變設

備，各學院、資網中心及學務處將釋出部份經費。 

4. 經全體委員討論同意健康暨護理學院，延緩原規劃之部份教學設備增添；釋出 100萬 6500

元、同理民生學院釋出 47 萬 9200 元、經管學院釋出 3 萬元，合計 151萬 5700 元。 

5. 學務處為配合學校建立特色，再次檢視採購項目，釋出 54萬 4000元。 

6. 前述第二、四、五項合計釋出金額 214萬 1200 元 

7. 承第三點，經全體出席委員討論，決議同意下列四項採購規劃案經費之核配： 

甲、 依發展新設系所之特色建立原則：美容系之寵物美容組特色。美容系規劃購置「電

動升降寵物美容桌」-單價 1萬 4仟元，數量 25 台，總價 35萬元，優先序 467及「寵

物專用大吹風機」-單價 2 萬 8,000 元，數量 8 台、優先序 468，總價 22 萬 4,000 元，

二項合計 57 萬 4,000 元。 

乙、 美和棒球，名聞遐邇。因此基於延續發揚美和棒球優良傳統及建立系所(休保系)及

學校(美和科大)特色之原則下，休保系擬開設「棒球」課程供學生選課。同時因應

課程需求，提出購置「棒球發球機」設備 3 台之規劃，單價 16 萬元，合計 48 萬元，

優先序 466。 

丙、 依發展新設系所之特色建立原則：文創系規劃建立創意數位媒體製作中心之教學特

色，先期擬購置「虛擬攝影棚教學設備」一組 金額 832,200 元，優先序 469。 

丁、 依教育部 102 年 7月 31 日來函，臺教綜(五)字第 1020107158 號之公文，學校公共

場所需配有必要緊急救護設備。另因本校校區較為分散，為擴大及強化對全校師生

遇緊急事故之應變急救功能，學務處再次規劃購置 AED 急救設備 3套，單價 8萬 5

仟元，合計 25萬 5仟元系，優先序 803。 

8. 前述四項採購設備，經費合計 214萬 1200元。 

9.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應外系提出因教學需求及再次訪商詢價，優先序 424 採購項目「 網路

學習平台英檢題庫」、總金額為 30萬元之變更案，變更方式為分開成二項採購項目：(1)

原規格做變動，單價降為 22 萬元、仍為優先序 424 及(2)新增採購項目 VQ英文單字力國

際認證測驗平台、優先序 465、單價 8 萬元，總金額 30萬元不變。 

10.以上經出席委員全數通過，請減少及新增核配預算及採購項目變動之單位，於 103 年 3月

14 日前將修訂後之資料送研發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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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 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常門預算編列審議案。 

說明： 

1.參閱提案二之說明 1，經常門經費為 12,420,000元。 

2.原報教育部審核之 103 年度支用計畫書（102.11.30.），有關經常門編列的預算金額為

12,600,000 元，分配如附件 6： 

3.經常門可支用金額比原編列金額減少 18萬元（12,600,000 – 12,420,000）。因此，各項

目之支用金額必須重作調整。 

4.經費支用項目確定後，合併資本門經費修改 103年度支用計畫書，於 103年 3 月 20 日前陳

報教育部。  

討論要點： 

1.配合本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由教發中心考量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出調增編

纂教材預算(含數位教材原編 10萬元)至 15萬元。 

2配合本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由教發中心考量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出調增教

具製作獎勵部分(原編 2萬元)至 3萬元。。 

3. 配合本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由教發中心考量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出調增

改進教學獎勵部分(原編 76萬元)至 80萬元。 

4.調減新聘教師薪資部分至 245 萬 6976(原編 263 萬元)元。 

（原計畫書編列修訂後如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

額】） 

研究含專利 

＄1,750,000 

 

 

 

15.6﹪ 

研究 

＄0 

 

0% 

研習含教師出席國內外研討會、自

(合)辦研討會、教師實務增能及學

輔研習 

＄859,000 

 

8.6﹪ 

研習含教師出席國

內外研討會、自

(合)辦研討會 j、

實務增能及學輔研

習 

＄801,000 

66.0﹪ 

著作 

＄2,220,000 

 

19.8﹪ 

著作含專利 

 

＄0 

0 ﹪ 

附件6--103年度經常門項目金額分配-審核後.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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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4,7000 3.7﹪ 
進修＄41,3024 

(減少-6976) 
34 ﹪ 

升等送審＄507,000 4.5﹪ 升等送審＄0 0﹪ 

改進教學＄760,000 

800,000(增 4 萬元) 

7.1% 

 

改進教學 

＄0 

0% 

 

編纂教材含數位教材 

＄100,000 

$150,000(增 5 萬元) 

 

 

1.3% 

編纂教材含數位教

材 

＄0 

 

0 ﹪ 

製作教具＄20,000 30,000 

   (增 1萬元) 
0.3﹪ 製作教具＄0 0 ﹪ 

小計＄6,263,000 

$6,363,000(小計增加 10 萬元) 

小計  

56.8﹪ 

小計＄1,214,024 

 

小計 

100﹪ 

二、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

門經費 5﹪以

內【不含自籌

款金額】） 

＄100,000 0.9﹪ ＄0 0﹪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125,000 

 

1.1﹪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0 

 

0 ﹪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375,000 

 

3.3﹪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0 

 

0﹪ 

小計＄500,000 
小計  

4.4﹪ 
小計＄0 

小計   

0﹪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

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120,000 1.1﹪ ＄0 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2,630,000 

$2,456,976(減少 173,024) 

 

 

21.9﹪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0 

 

 

0﹪ 

現有教師薪資 

＄574,000 47,4000(減少 100,000) 

 

4.2﹪ 

現有教師薪資 

＄0 

 

0﹪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1,192,000 

 

10.6﹪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0 

 

0﹪ 

小計$4,396,000 

＄4,122,976(小計減少 273,024) 

小計 

36.8﹪ 

 

小計＄0 

 

小計   

0﹪ 

總計 ＄11,205,976 

 

100﹪ ＄1,221,000 

$1,214,024 
100﹪ 

決議： 

1.配合本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教發中心考量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出調增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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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預算(含數位教材原編 10 萬元)至 15萬元。 

2配合本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教發中心考量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出調增教具

製作獎勵部分(原編 2萬元)至 3萬元。。 

3. 配合本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教發中心考量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出調增改

進教學獎勵部分(原編 76 萬元)至 80 萬元。 

7. 同意調減新聘教師薪資部分至 245萬 6976(原編 263 萬元)元。 

8. 同意調減現有教師薪資部分至 47萬 4000 元(原編 57萬 4000 元)。 

 

出席委員全數決議通過上列事項，依討論要點之需求變更預算，並請研發處依規定修訂支用

計畫書後，陳報教育部。 

 

提案四：本校 103年度各學院及通識中心校內自(合)辦理研討經費分配，請討論。 

說明： 

1.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分項「研習」中，部份經費是供各系所中心或學群校內自(合)辦

理研討會之用。 

2.103年度在「研習」項經費編列 1,653,024 元，其中補助教師出席國內外研討會為 400,000

元，各系所中心或學院自辦研討會 450,000 元，教師實務增能 700,000 元，教師參加學輔研

習 10,000元。 

討論要點：依各學院、系所及中心之專任教師人數，分配自辦研討會 450,000 元經費，並由各學

院自行決定辦理方式。 

學院 教師人數 分配金額(元) 備註 

通識教育中心 19 位教師 35,000  

健康護理學院 107 位教師 190,000  

經營管理學院 40 位教師 70,000  

民生學院 87 位教師 155,000  

總計(253位) 統計日期：103.2.25 

決議： 

出席委員全數決議通過，依討論要點之分配預算，並請研發處依規定修訂支用計畫書後，陳

報教育部。 

 

辦研討會經費分配.xlsx


 40/40 

決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7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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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 103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二次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103 年 7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點：本校興春樓 GB105 會議室 

主席：林顯輝 校長 

出席：103 年度專責小組委員 

 

壹． 主席致詞 

1.出席人數應到 34  位，實到 28 位， 未請假已達法定人數，宣布開會。 

2.本次會議主要目的為關於標餘款分配事宜之討論。 

  

貳． 上次會議(103 年度第一次專責會議 103.3.10)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第一次專責會議 103.3.10 

提案一(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3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初版)」資本門教學設備採購項目、

規格、數量、單價調整，請討論。 

決議：  

1. 所有出席位委員均同意在整體預算不增加、並考慮在建立發展系所特色及擴大校

園師生安全保障原則下，對於各單位所提出之規格、數量、單價變更、暫緩採購

案之修訂及增加之採購案。 

2. 請研發處依規定辦理相關程序，並修訂支用計畫書之內容後、陳報教育部。 

執行情形：相關變更內容已於 103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後)中修訂，並於 103 年 3 月

20 日美科大研字第 1030002353 號函送教育部。 

 

提案二（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 103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預算編列審議案。 

決議： 

1.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1)資網中心暫緩採購原規劃之優先序 409(釋出經費 120 萬

元)之網路教學系統行動學習模組建置案。(2)資網中心為維護學生學習權益與電

腦教室教學環境，所進行現有電腦教室設備擴增與整併，規劃新增 B512 與 E506

電腦教室主機(含螢幕、顯示卡與記憶體)、SC508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案，本案經

費合計需 698,500 元。 



 2

2. 依前述可釋出 50 萬 1500 元(120 萬-69 萬 8,500)。但須再扣除因獎勵補助款資本

門經費減少 42 萬元之部份，實際釋出 8萬 1500 元之資本門經費。 

3.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依強調建立系所特色發展原則、擴大加強師生遇緊急事故之

應變設備，各學院、資網中心及學務處將釋出部份經費。 

4. 經全體委員討論同意健康暨護理學院，延緩原規劃之部份教學設備增添及部份教

學設備之數量、單價之變更；釋出 100 萬 6500 元、同理民生學院釋出 47 萬 9200

元、經管學院釋出 3萬元，合計 151 萬 5700 元。 

5. 學務處為配合學校建立特色，再次檢視採購項目，釋出 54 萬 4000 元。 

6. 前述第二、四、五項合計釋出金額 214 萬 1200 元 

7. 承第三點，經全體出席委員討論，決議同意下列四項採購規劃案經費之核配： 

甲、 依發展新設系所之特色建立原則：美容系之寵物美容組特色。美容系規劃

購置「電動升降寵物美容桌」-單價 1 萬 4仟元，數量 25 台，總價 35 萬元，

優先序 467 及「寵物專用大吹風機」-單價 2萬 8,000 元，數量 8台、優先

序 468，總價 22 萬 4,000 元，二項合計 57 萬 4,000 元。 

乙、 美和棒球，名聞遐邇。因此基於延續發揚美和棒球優良傳統及建立系所(運

休系)及學校(美和科大)特色之原則下，運休系擬開設「棒球」課程供學生

選課。同時因應課程需求，提出購置「棒球發球機」設備 3 台之規劃，單

價 16 萬元，合計 48 萬元，優先序 466。 

丙、 依發展新設系所之特色建立原則：文創系規劃建立「創意數位媒體製作中

心」之教學特色，先期擬購置「虛擬攝影棚教學設備」一組 金額 832,200

元，優先序 469。 

丁、 依教育部 102 年 7 月 31 日來函，臺教綜(五)字第 1020107158 號之公文，

學校公共場所需配有必要緊急救護設備。另因本校校區較為分散，為擴大

及強化對全校師生遇緊急事故之應變急救功能，學務處再次規劃購置 AED

急救設備 3套，單價 8萬 5 仟元，合計 25 萬 5 仟元系，優先序 803。 

8. 前述四項採購設備，經費合計 214 萬 1200 元。 

9.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應外系提出因教學需求及再次訪商詢價，優先序 424 採購項目

「 網路學習平台英檢題庫」、總金額為 30 萬元之變更案，變更方式為分開成二

項採購項目：(1)原規格做變動，單價降為 22 萬元、仍為優先序 424 及(2)新增

採購項目 VQ 英文單字力國際認證測驗平台、優先序 465、單價 8萬元，總金額

30 萬元不變。 

10.以上經出席委員全數通過，請減少及新增核配預算及採購項目變動之單位，於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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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 月 14 日前將修訂後之資料送研發處彙整。 

執行情形： 

相關變更內容已於 103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後)中修訂，並於 103 年 3 月 20 日美

科大研字第 1030002353 號函送教育部。 

 

提案三（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 103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常門預算編列審議案。 

決議： 

1.配合本年度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教發中心考量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

出調增編纂教材預算(含數位教材原編 10 萬元)至 15 萬元。 

2 配合本年度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教發中心考量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出

調增教具製作獎勵部分(原編 2萬元)至 3萬元。。 

3. 配合本年度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教發中心考量教學需求，重新檢討預算，提

出調增改進教學獎勵部分(原編 76 萬元)至 80 萬元。 

4.同意調減新聘教師薪資部分至 245 萬 6976(原編 263 萬元)元。 

5.同意調減現有教師薪資部分至 47 萬 4000 元(原編 57 萬 4000 元)。 

 

出席委員全數決議通過上列事項，依討論要點之需求變更預算，並請研發處依規定

修訂支用計畫書後，陳報教育部。 

執行情形： 

相關變更內容已於 103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後)中修訂，並於 103 年 3 月 20 日美

科大研字第 1030002353 號函送教育部。 

 

提案四：本校 103 年度各學院及通識中心校內自(合)辦理研討經費分配，請討論。 

說明： 

1.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分項「研習」中，部份經費是供各系所中心或學群校內

自(合)辦理研討會之用。 

2.103 年度在「研習」項經費編列 1,653,024 元，其中補助教師出席國內外研討會

為 400,000 元，各系所中心或學院自辦研討會 450,000 元，教師實務增能 700,000

元，教師參加學輔研習 10,000 元。 

討論要點：依各學院、系所及中心之專任教師人數，分配自辦研討會 450,000 元經費，

並由各學院自行決定辦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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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教師人數 分配金額(元) 備註 

通識教育中心 19 位教師 35,000  

健康護理學院 107 位教師 190,000  

經營管理學院 40 位教師 70,000  

民生學院 87 位教師 155,000  

總計(253 位) 統計日期：103.2.25 

決議： 

出席委員全數決議通過，依討論要點之分配預算，並請研發處依規定修訂支用計畫

書後，陳報教育部。 

執行情形： 

相關變更內容已於 103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後)中修訂，並由各學院賡續規劃研

討會辦理事宜。 

 

參．業務報告 

一、 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於 103.5.20 函送「103 年度支用計畫書核配版」之書面審

查意見，待改進事項詳如附件 1，本處已於 5 月下旬彙整各單位對於審查意見之回

覆辦理情形如附件 1-1。 

二、 「104-105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書」已於 103.6.12 校務會議及 103.7.10 董事會議通

過，並預計於 103.7.21 報教育部及雲林科技大學獎勵補助小組審查。 

三、 截至 103.7.11 為止，103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執行概況，如附件 2，有

關結餘款項係屬於「標餘款」，於本次的議程中審議，本次經費分配以全校性師生

使用及「建立院系特色與新增教學需要」為主，且須檢附國內採購有現貨之估價單

等資料者為優先分配考量。 

四、 有關 103 年度「教師發表期刊論文及專門著作」、「教師專利」、「產學計畫」之獎助，

本處預於 103 年 9 月公告全體教師周知，請各單位依作業程序，先行完成系所及院

教評會審議，於 10 月 15 日前將「教師發表期刊論文及專門著作申請表」、「教師專

利申請表」、「產學合作計畫案相對獎助申請表」及系所及學院教評會議紀錄等資料

送研發處續辦。 

五、 有關 104 年度之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編列，請各相關單位提早規劃（含資本

門、經常門），本處將於 103 年 10 月底彙整資料並召開相關協調會議討論，11 月中

旬召開專責小組會議定案後，撰寫 104 年度經費支用計畫書，於 11 月 30 日前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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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審查。 

六、 為有效發揮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運用績效，104 年資本門項目必須與校務發展計

畫書中規劃之子計畫項目配合，並有完整之商情資料。經常門部分之編列額度，必

須編列預估之達成績效指標，以利相關經費管制。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通識中心 

案由：通識中心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36 項「電腦(教學平台)」、437 項「音

響設備」、438 項 「投影機」及 439 項 「42 型資訊看板」暫緩採購，合計釋出 603,500

元，請討論。 

說  明︰    

1.通識中心原先預定採購 之資本門多項教學設備，發現原預定放置場所有滲水現

象，也無其他適當場地可以置放，所以決定暫緩本年度之教學設備採購。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識中心第 436~439 項暫緩採購案，合計釋出金額 60,3500 元。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技系 

案由：生技系 103 年度採購優先序第 464 項「無菌操作台」，提出規格及單價修正案，

請討論。 

說明：因應生技系「無菌操作台」之原有規格已經停產，故再次訪商估價，提出變更規

格及單價之修正案。 

#464「無菌操作台」原採購規格：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工作台面 : SUS 304 不銹鋼不銹鋼一體成型。 
垂直循環負壓式，高效濾網能過濾 0.3μm 以上的微塵，

捕集效率達 99.99% 以上。  

符合美國聯邦 Fed 209E Class 100 潔淨度設計，符合 

Class Ⅱ TYPE A 2 標準。 

1 48,000 48,000

變更單價及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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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式 : VCM-420  

外部尺寸 : 1320mm × 780mm × 1980mm (W×D×H) ±(10mm)

工作範圍 : 1170mm × 610mm ×  630mm (W×D×H) ±(10mm)

高效率過濾片 (HEPA Filter) : 

  主過濾片   : 24" × 48" × 3" × 壹片 

  排氣過濾片 : 18" × 24" × 3＂ × 壹片  

  效率 : 99.99% P.A.O Test, at 0.3 micron 

預  濾 片 : 尺寸 : 16" × 25" × 1" 

風扇/馬達 : 1/2HP,110V,60HZ × 壹台 

照     明 : 30W 日光燈 × 貳支 

本     體 : 冷作鐵板烤漆,內部周圍無縫一體成型 

            機體正面及工作範圍為#304 不銹鋼製 

門       : 不銹鋼拉門,附 5mm 厚透明強化玻璃,可任意

調整高低 

風     速 : 100 ± 20 FPM 

電     源 : 110V, 60HZ A.C.  

標準配備 : (1) 計時器      × 壹個 

           (2) 殺菌燈 30W  × 壹支  

           (3) 二連式插座  × 壹個  

           (4) 馬達、殺菌燈及日光燈開關       

           (5) 瓦斯烤克    × 壹支          

1 60,000 60,000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生技系#464「無菌操作台」規格修正及同意增列 12,000 元(單

價變更為 60,000 元)，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1。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技系 

案由：生技系 103 年度採購優先序第 453 項「自動吸管洗滌器」之規格誤植，提出規格

修正案，請討論。 

說明：因應生技系教學需求，經再次訪商有規格更符合生技系教學所需之商品。 

#453 項「自動吸管洗滌器」原採購規格：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波長測量範圍: 190 - 900nm 
2.波長校正功能: 由標準配備內建汞燈，每次開機皆自動執
行波長校正，共可正 254, 365, 436, 546, 486 & 656nm 等
波長 
3.3-D 資料分析功能 
4.介面控制卡及原廠 HPLC 軟體一組 

1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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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操控電腦含螢幕及印表機ㄧ台,手動注射裝置 1組,注射

針一支 

變更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PP/PE 材質  

2.可清洗各式吸管與滴定管                            

3.含洗滌桶、浸泡桶、吸管提籃  各 1 個               

1 20,000 20,000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生技系#453 項「自動吸管洗滌器」規格修正，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2。 

 

提案四 

提案單位：餐旅系 

案由：餐旅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61 項「小型冰淇淋製造機」，提出規格

及單價變更，請討論。 

說明： 

1. 因為原規格之採購項目，經三次流標。所以再次訪商估價，提出規格及單價變更，

單價原為 180,000 元變更為 220,000 元。 

#461 項目原定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尺寸 41.8×68.1×54.2 

2.電力 220V/50HZ 2P3W 1HP 

3.冷凍缸 2.9 公升 

4.制冷能力 2500BTU/Hr 

5.使用 R404A 環保冷媒 

6.使用密閉式壓縮機 

7.材質有 NSF 、UL 認證 

1 180,000 180,000

變更單價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尺寸41.8cm×68.1cm×54.2cm±5% 

2.電力220V/50HZ 2P3W 1HP 

3.冷凍缸2.9 公升以上 

4.制冷能力2500BTU/Hr 

1 220,000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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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 R404A 環保冷媒 

6.使用密閉式壓縮機 

7.材質有 NSF 、UL 認證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餐旅系#461 項「小型冰淇淋製造機」規格變更及單價之變更，

同意增列 40,000 元(單價變更為 220,000 元)，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3。 

 

提案五 

提案單位：應外系 

案由：應外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24 項「網路學習平台英檢題庫」，變更

為【附表六】之軟體教學資源，請討論。 

說明：一、因審查委員建議，改為【附表六】之軟體教學資源較為適當。 

二、變更為【附表六】之軟體教學資源後，仍符合獎勵補助款之資本門用於教學

設備超過 60%以上規定。 

#424 項目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全民英檢初級-聽力閱讀 14 回 

全民英檢中級-聽力閱讀 14 回 

多益英檢 4回 

使用人數：全校師生 

使用期限：永久授權 

1 220,000 220,000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應外系#424 項「網路學習平台英檢題庫」，變更為圖書館所屬之

【附表六】之軟體教學資源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4。 

 

提案六 

提案單位：文創系 

案由：文創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34 項「創意設計工作站」，變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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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說明： 

因原定規格，廠商並無此規格，故再次訪商估價，提出規格之修訂，以滿足教學上之

需求。 

#434 項目原定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筆記型電腦 

(1)處理器：Intel Core i5- (含)以上 4200U-(1.6Ghz/ 

Turbo：2.6G) 

(2)顯示晶片：NVIDIA Geforce 750M 獨顯 4G 

(3)記憶體：16G DDR3(含)以上 

(4)硬碟：1000GB(含) 以上+20GB SSD cache 

(5)螢幕：14 吋 鏡面觸控 LED 背光螢幕． 

(6)軟體：Windows 8 家用版 

(7)含 3D 編輯軟體 

2. 3D 印表機 

(1)設備大小：59x47x54(公分) 

(2)最大工作尺吋：23x23（公分） 

(3)採用不鏽鋼 0.4MM 噴頭 

(4)最小積層厚度 0.088 mm 

(5)最小壁厚 0.7mm 

(6)精確度 0.1mm 

(7)電壓範圍：110~240V，主要功率 350W． 

(8)格式支援：STL、3DS、OBJ、SLI、CLS、SLC 等 

(9)提供簡易修補破面功能 

 

1 226,100 226,100

修改後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筆記型電腦 

(1)處理器：Intel Core i5- (含)以上 4200U-(1.6Ghz/ 

Turbo：2.6G) 

(2)顯示晶片：NVIDIA Geforce 750M 獨顯 4G 

(3)記憶體：12G DDR3(含)以上 

(4)硬碟：1000GB(含) 以上+20GB SSD cache 

(5)螢幕：14 吋 鏡面觸控 LED 背光螢幕． 

(6)軟體：Windows 8 家用版 

(7)含 3D 編輯軟體 

2. 3D 印表機 

(1)設備大小：59x47x54(公分) 

(2)最大工作尺吋：23x23（公分） 

(3)採用不鏽鋼 0.4MM 噴頭 

1 226,100 2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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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小積層厚度 0.088 mm 

(5)最小壁厚 0.7mm 

(6)精確度 0.1mm 

(7)電壓範圍：110~240V，主要功率 350W． 

(8)格式支援：STL、3DS、OBJ、SLI、CLS、SLC 等 

(9)提供簡易修補破面功能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文創系#434 項「創意設計工作站」規格變更，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5。 

 

提案七 

提案單位：兒服系 

案由：兒服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29 項「學生實習與教具設計課程筆記型

電腦」，變更規格，請審議。 

說明：因原規格限制過細，致採購案無法進行。故再次訪商，修改規格。 

#429 項目原定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顯示器：15.6" 鏡面寬螢幕 

處理器：Intel Core i3-3110M 

顯示卡：NVIDIA GT610 2GB  

記憶體：2G DDR3 

硬 碟：500G 7200 轉 

光碟機：DVD Super Multi  

讀卡機：內建多合一讀卡機  

攝影機：30 萬畫素網路攝影機  

網路：802.11 b/g/n Bluetooth V4.0 RJ45  

系統：Windows® 7 Home Premium  

介面：USB 3.0x 2、USB 2.0x 1、VGAPort、HDMI 

音效：內建喇叭與麥克風 

電池：6 cell  

尺寸：34.9 x 23.8 x 3.50~3.74 cm (W x D x H) 

重量：2.6 kg, (with 6 cell battery) 

保固：2年全球硬體有限保固：1年電池包保固 

2 20,000 40,000

修改後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顯示器：15.6" 鏡面寬螢幕(含以上) 

處理器：Intel Core i3-3110M(含以上) 

顯示卡：NVIDIA GT610 2GB(含以上)  

記憶體：2G DDR3(含以上) 

2 2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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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碟：500G (含以上) 

光碟機：DVD Super Multi  

讀卡機：內建多合一讀卡機 

保固：2年全球硬體有限保固：1年電池包保固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兒服系#429 項「學生實習與教具設計課程筆記型電腦」規格變

更，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6。 

 

提案八 

提案單位：資網中心 

案由：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優先序 402 項「更新 B411、E805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405

項「新增 B512 與 E506 電腦教室主機(含螢幕、顯示卡與記憶體)、SC508 電腦教室廣播

系統」之設備規格變更案 請審議。 

說明： 

1. 由於前優先序 402、405 項廣播系統之採購規格無明確標示電腦授權使用數量，致使

購買單有所差異，是以擬新增如下說明： 

(1) 優先序 402 項－更新 B411、E805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B411 電腦教室為 71 台電

腦廣播使用，E805 電腦教室則為 70 台電腦廣播使用。 

(2) 優先序 405 項－新增 B512 與 E506 電腦教室主機(含螢幕、顯示卡與記憶體)、

SC508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SC508 教室則為 50 台電腦廣播使用。 

2. 另外調整廣播系統其他細部規格，為符合現行及未來教室使用需求，例如可於 LINUX、

Windows 進行廣播。 

#402 項目原定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 硬體式教學廣播系統。 

2. 教學廣播主控器及外接控制盒採獨立架構設

計，可相容任何作業系統使用。 

3. 主控平台具備教師廣播、學生示範、螢幕監

看、語音對話、雙向互控、學習求助、自主學

習、環境控制、除外控制、群組分選、評量考

試等功能。 

支援無線影音輸入廣播功能，提供筆電、平板

2 135,000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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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智慧型裝置中觀看資料畫面。 

#402 項目修改後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 提供 2間教室的電腦授權使用(B411 教室-71

台與 E805 教室 70 台電腦授權)。 

2. 提供純硬體獨立之操控硬體主控系統平台，能

於 BIOS 下與 LINUX、Windows 進行同步廣播單

數及複數影像、監看等功能操作。 

3. 老師畫面可廣播給全體學生或單一、多位、多

排、區域學生並有記憶儲存功能。 

4. 主控平台提供教師廣播、學生示範、螢幕監

看、學習求助、除外控制等單一指令快速功能

鍵。 

5. 支援無線影音輸入廣播功能，提供筆電、平板

與其他智慧型裝置中的資料畫面作為廣播教

材使用。 

6. 將視實際情況作調整。 

2 135,000 270,000 

 

#405 項目原定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個人電腦(含螢幕)新增 

(1) 處理器 Intel® Core� i5 3.2GHz(含)以上。

(2) 記憶體 DDR3 1333MHz 4GB (含)以上。 

(3) 獨立顯示卡 1GB (含)以上。 

(4) 硬碟 500GB 7200rpm(含)以上。 

(5) DVD+/-RW 燒錄機。 

(6) 21.5"吋(含)以上寬螢幕LED背光模組彩色液

晶顯示器。 

(7) 提供 3年到府保固。 

(8) Windows 作業系統授權。 

21 28,500 598,500 

廣播教學系統新增 

(1) 硬體式教學廣播系統。 

(2) 教學廣播主控器及外接控制盒採獨立架構設

計，可相容任何作業系統使用。 

(3) 主控平台具備教師廣播、學生示範、螢幕監

看、語音對話、雙向互控、學習求助、自主

學習、環境控制、除外控制、群組分選、評

量考試等功能。 

(4) 支援無線影音輸入廣播功能，提供筆電、平

板與其他智慧型裝置中觀看資料畫面。 

1 100,000 100,000 

#4025 項目修改後規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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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個人電腦(含螢幕)新增 

(1) 處理器 Intel® Core� i5 3.2GHz(含)以上。

(2) 記憶體 DDR3 1333MHz 4GB (含)以上。 

(3) 獨立顯示卡 1GB (含)以上。 

(4) 硬碟 500GB 7200rpm(含)以上。 

(5) DVD+/-RW 燒錄機。 

(6) 21.5"吋(含)以上寬螢幕LED背光模組彩色液

晶顯示器。 

(7) 提供 3年到府保固。 

(8) Windows 作業系統授權。 

21 28,500 598,500 

廣播教學系統新增 

(1) 提供 50 台電腦授權使用。 

(2) 提供純硬體獨立之操控硬體主控系統平台，能

於 BIOS 下與 LINUX、Windows 進行同步廣播

單數及複數影像、監看等功能操作。  

(3) 老師畫面可廣播給全體學生或單一、多位、多

排、區域學生並有記憶儲存功能。 

(4) 主控平台提供教師廣播、學生示範、螢幕監

看、學習求助、除外控制等單一指令快速功

能鍵。 

(5) 支援無線影音輸入廣播功能，提供筆電、平板

與其他智慧型裝置中的資料畫面作為廣播

教材使用。 

(6) 視實際情況作調整。 

1 100,000 100,000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資網中心優先序 402 項「更新 B411、E805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

405 項「新增 B512 與 E506 電腦教室主機(含螢幕、顯示卡與記憶體)、SC508 電腦教

室廣播系統」之設備規格變更案，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7。 

 

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優先序 705「潛水超音波洗淨機」規格修正案，請審議。 

說明:因本設備在市場上無三年保固之規格，故修正規格為原廠一年。 

#705 項目原定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內槽尺寸：495*295*150mm(+5mm) 

 外槽尺寸：530*325*400mm(+5mm) 

 內槽容積:22L(含以上) 

 超音波頻率：120KHz(+5 KHz) 

1 46,000 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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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熱功率：400W(+10 W) 

 洗淨功率：400W(+10 W) 

 使用電壓：100V~120V or 220V~240V 

 時控系統：1~99min 

 溫控系統：25℃~99℃ 

 槽體材質：不鏽鋼 SUS304 

 外殼材質:鋁合金(粉體烤漆) 

 上蓋材質:不鏽鋼 SUS304 

 網籃材質:不鏽鋼 SUS304 

 保固三年 

 

#705 項目修改後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內槽尺寸：495*295*150mm(+5mm)1 

 外槽尺寸：530*325*400mm(+5mm) 

 內槽容積:22L(含以上) 

 超音波頻率：120KHz(+5 KHz) 

 電熱功率：400W(+10 W) 

 洗淨功率：400W(+10 W) 

 使用電壓：100V~120V or 220V~240V 

 時控系統：1~99min 

 溫控系統：25℃~99℃ 

 槽體材質：不鏽鋼 SUS304 

 外殼材質:鋁合金(粉體烤漆) 

 上蓋材質:不鏽鋼 SUS304 

 網籃材質:不鏽鋼 SUS304 

 保固一年 

1 46,000 46,000 

 

決議: 

3.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學務處課指組優先序 705 項「潛水超音波洗淨機」規格修正案，

以滿足實際狀況。 

4.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8。 

 

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3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分配運用，請討論。 

說明： 

1.今年度各單位之項目採購，規格變更案件較去年略為增多。同時有發生採購項目三

次流標記錄，致招標情況並非順利。顯見今年部份申請單位之訪商估價不夠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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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請各單位應謹慎精進資本門設備採購規劃，在訪商作業時，詳盡蒐集商情資料，

將需求規格與廠商溝通清楚，以避免誤解，而產生規格上的認知落差。 

2.各學院應妥為規劃未來發展願景，採購資本門之項次應由院務會議充分討論，先由

學院排列出優先順序並與 104-105 年校務發展計畫書(原中長程計畫書)相結合。 

3.本年度資本門標餘款計 291 萬 4946 元，(內含己完成採購後之標餘款金額及通識中

心 4 個項目刪除不買之金額)，詳如附件 2 。建議分配之原則，以全校性師生使用

為優先考量，再以各學院依教學需要之新增需求為主，並應簡報需求之理由，且

以國內有現貨為原則。 

4.彙整各學院 103 年度新增項目，詳如附件 3 ，所有新增項目需作簡報說明。 

 

決議： 

1. 103年度標餘款291萬 4946元，然須先扣除因提案二及四所需增列之經費各為12,000

元及 40,000 元，故最後標餘款為 286 萬 2946 元 

2. 依全校師生使用為優先考量原則，資網中心提出採購項目名稱「多媒體應用軟體」及

圖書館提出「電腦」之採購項目，因屬於整體教學需求，故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上述

二項採購案，資網中心優先支用標餘款 700,000 元及圖書館優先支用標餘款

296,400 元，分別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1、優先序 2 （教學設備優先序 470 及圖書

館自動化設備優先序 502）。 

3. 依本次標餘款所定，優先滿足全校性師生使用教學設備，其次再以所剩餘之標餘款，

原則上平均分配給三個學院，但仍以「建立院系特色與教學需要」為分配方向。全

體出席委員同意美容系採購教學設備「寵物專用教學澡台」及「寵物專用烘箱」經

費需求分別為 40 萬元及 34 萬 2 仟元，分別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3、4（教學設備優

先序 471 及 472），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生物科技系採購教學設備「減壓濃縮機真空泵

浦」經費需求 6 萬 5仟元，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5（教學設備優先序 473）及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護理系採購「微量輸液幫浦」經費需求 9萬 3仟元，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6（教學設備優先序 474） 

4. 依本次標餘款所定「建立院系特色與教學需要」之優先分配原則，全體出席委員同意

觀光系採購教學設備「投影機」4萬 5 仟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7（教學設備優

先序 475）、運休系採購教學設備「棒球發球機」9 萬 3仟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8（教學設備優先序 476）、「比賽級花式撞球檯」經費需求 21 萬 6 仟元，為標餘款

採購優先序 9（教學設備優先序 477）、珠寶系採購教學設備「1000 萬畫像素顯微鏡

用攝影機」經費需求 4萬 6300 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10（教學設備優先序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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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本次標餘款所定「建立院系特色與教學需要」之優先分配原則，全體出席委員同意

資訊管理系採購教學設備「電子書管理發佈平台」經費需求 47 萬 2 仟元，為標餘

款採購優先序 11（教學設備優先序 479）、企管系採購教學設備「微型投影機」2

萬 8 仟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12（教學設備優先序 480）。 

6. 上述標餘款累計分配已達 279 萬 6700 元，已接近目前標餘款額度 286 萬 2946 元。全

體出席委員同意除了前述各單位對標餘款之設備採購外，所餘各單位之標餘款需

求，將依下列的優先順序支用，並由目前未執行之採購項目所產生之標餘款支應至

資本門預算全數用完： 

(1) 文創系採購教學設備「切割機」經費需求 17 萬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13（教

學設備優先序 481）。 

(2) 文創系採購教學設備「A3 掃描器」經費需求 17 萬 9600 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

序 14（教學設備優先序 482）。 

(3) 資管系採購教學設備「雲端社群播客管理系統」經費需求 9 萬 8000 元 ，為標

餘款採購優先序 15（教學設備優先序 483）。 

(4) 護理系採購教學設備「輸液幫浦」1台，經費需求 14 萬 8000 元 ，為標餘款採

購優先序 16（教學設備優先序 484）。 

7. 各單位標餘款採購之需求規格及簡報檔，彙整說明如附件 4。 

8. 各單位標餘款採購需求及上述討論決議優先序審核彙整後，詳見附件 5。 

9. 擬請各單位修改規格後，於 7月 28 日前送研發處彙整。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 12 點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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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 103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三次會議記錄 

時間：民國 103 年 11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15:15 

地點：本校興春樓 GB105 會議室 

主席：林顯輝 校長 

出席：103 年度專責小組委員 

 
壹． 主席致詞 

1.出席人數應到 34 位，實到 32 位，已達法定人數，宣布開會。 

2.本次會議主要目的為關於 104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之資本門、經常門經費分配

事宜之討論。 

  

貳． 上次會議(103 年度第二次專責會議 103.7.22 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提案一(提案單位：通識中心) 

案由：通識中心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36 項「電腦(教學平台)」、437 項「音

響設備」、438 項 「投影機」及 439 項 「42 型資訊看板」暫緩採購，合計釋

出 603,500 元，請討論。 

決議：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識中心第 436~439 項暫緩採購案，合計釋出金額 60,3500 元。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釋出金額 60,3500 元。 

提案二(提案單位：生技系) 

案由：生技系 103 年度採購優先序第 464 項「無菌操作台」，提出規格及單價修正案，

請討論。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生技系#464「無菌操作台」規格修正及同意增列 12,000 元(單

價變更為 60,000 元)，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1。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規格 與單價，完成採購作業。 

 

提案三(提案單位：生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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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生技系 103 年度採購優先序第 453 項「自動吸管洗滌器」之規格誤植，提出規格

修正案，請討論。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生技系#453 項「自動吸管洗滌器」規格修正，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2。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規格 ，完成採購作業。 

 

提案四(提案單位：餐旅系) 

案由：餐旅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61 項「小型冰淇淋製造機」，提出規格

及單價變更，請討論。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餐旅系#461 項「小型冰淇淋製造機」規格變更及單價之變更，

同意增列 40,000 元(單價變更為 220,000 元)，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3。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規格 與單價，完成採購作業。 

 

提案五(提案單位：應外系) 

案由：應外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24 項「網路學習平台英檢題庫」，變更

為【附表六】之軟體教學資源，請討論。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應外系#424 項「網路學習平台英檢題庫」，變更為圖書館所屬之

【附表六】之軟體教學資源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4。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為【附表六】之軟體教學資源，完成採購作業。 

 

提案六(提案單位：文創系) 

案由：文創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34 項「創意設計工作站」，變更規格，

請審議。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文創系#434 項「創意設計工作站」規格變更，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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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規格 ，完成採購作業。 

 

提案七(提案單位：兒服系) 

案由：兒服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序第 429 項「學生實習與教具設計課程筆記型

電腦」，變更規格，請審議。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兒服系#429 項「學生實習與教具設計課程筆記型電腦」規格變

更，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6。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規格 ，完成採購作業。 

 

提案八 

提案單位：資網中心 

案由：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優先序 402 項「更新 B411、E805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405

項「新增 B512 與 E506 電腦教室主機(含螢幕、顯示卡與記憶體)、SC508 電腦教

室廣播系統」之設備規格變更案 請審議。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資網中心優先序 402 項「更新 B411、E805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

405 項「新增 B512 與 E506 電腦教室主機(含螢幕、顯示卡與記憶體)、SC508 電腦教

室廣播系統」之設備規格變更案，以滿足教學需求。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7。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規格 ，完成採購作業。 

 

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優先序 705「潛水超音波洗淨機」規格修正案，請審議。 

決議: 

1.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學務處課指組優先序 705 項「潛水超音波洗淨機」規格修正案，

以滿足實際狀況。 

2.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採購規格變更理由存校備查，如附件 3.8。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規格 ，完成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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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3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分配運用，請討論。 

決議： 

1. 103年度標餘款291萬 4946元，然須先扣除因提案二及四所需增列之經費各為12,000

元及 40,000 元，故最後標餘款為 286 萬 2946 元 

2. 依全校師生使用為優先考量原則，資網中心提出採購項目名稱「多媒體應用軟體」及

圖書館提出「電腦」之採購項目，因屬於整體教學需求，故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上述

二項採購案，資網中心優先支用標餘款 700,000 元及圖書館優先支用標餘款

296,400 元，分別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1、優先序 2 （教學設備優先序 470 及圖書

館自動化設備優先序 502）。 

3. 依本次標餘款所定，優先滿足全校性師生使用教學設備，其次再以所剩餘之標餘款，

原則上平均分配給三個學院，但仍以「建立院系特色與教學需要」為分配方向。全

體出席委員同意美容系採購教學設備「寵物專用教學澡台」及「寵物專用烘箱」經

費需求分別為 40 萬元及 34 萬 2 仟元，分別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3、4（教學設備優

先序 471 及 472），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生物科技系採購教學設備「減壓濃縮機真空泵

浦」經費需求 6 萬 5仟元，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5（教學設備優先序 473）及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護理系採購「微量輸液幫浦」經費需求 9萬 3仟元，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6（教學設備優先序 474） 

4. 依本次標餘款所定「建立院系特色與教學需要」之優先分配原則，全體出席委員同意

觀光系採購教學設備「投影機」4萬 5 仟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7（教學設備優

先序 475）、運休系採購教學設備「棒球發球機」9 萬 3仟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8（教學設備優先序 476）、「比賽級花式撞球檯」經費需求 21 萬 6 仟元，為標餘款

採購優先序 9（教學設備優先序 477）、珠寶系採購教學設備「1000 萬畫像素顯微鏡

用攝影機」經費需求 4萬 6300 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10（教學設備優先序 478）、。 

5. 依本次標餘款所定「建立院系特色與教學需要」之優先分配原則，全體出席委員同意

資訊管理系採購教學設備「電子書管理發佈平台」經費需求 47 萬 2 仟元，為標餘

款採購優先序 11（教學設備優先序 479）、企管系採購教學設備「微型投影機」2

萬 8 仟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12（教學設備優先序 480）。 

6. 上述標餘款累計分配已達 279 萬 6700 元，已接近目前標餘款額度 286 萬 2946 元。全

體出席委員同意除了前述各單位對標餘款之設備採購外，所餘各單位之標餘款需

求，將依下列的優先順序支用，並由目前未執行之採購項目所產生之標餘款支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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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預算全數用完： 

(1) 文創系採購教學設備「切割機」經費需求 17 萬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序 13（教

學設備優先序 481）。 

(2) 文創系採購教學設備「A3 掃描器」經費需求 17 萬 9600 元，為標餘款採購優先

序 14（教學設備優先序 482）。 

(3) 資管系採購教學設備「雲端社群播客管理系統」經費需求 9 萬 8000 元 ，為標

餘款採購優先序 15（教學設備優先序 483）。 

(4) 護理系採購教學設備「輸液幫浦」1台，經費需求 14 萬 8000 元 ，為標餘款採

購優先序 16（教學設備優先序 484）。 

7. 各單位標餘款採購之需求規格及簡報檔，彙整說明如附件 6。 

8. 各單位標餘款採購需求及上述討論決議優先序審核彙整後，詳見附件 7。 

9. 擬請各單位修改規格後，於 7月 28 日前送研發處彙整。 

執行情形：第一次標餘款，已依決議.完成採購作業。同時產生第二次標餘款 56 萬 3617
元，也已依決議優先序，通知文創系、資管系、護理系進行採購，因最後三

項採購金額合計 59 萬 5600 元，故如金額不足部份，經協調由校款支應。 
 

參．業務報告 

一、 104 年度之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依前例預估，其「獎勵款」、「補助款」分

別以 101 年度、102 年度、及 103 年度教育部核配款之 20%、30%、50%來作預估，

加總後並取到萬元，作為 104 年預估金額；預估總金額（含自籌款）為 41,400,000

元，依經資門 30%、70%之分配原則，經常門經費共計為 12,420,000 元、資本門經

費共計為 28,980,000 元，詳如附件 1。 

二、 為建立學校特色，已於 103.9.11 行政會議中，全體委員同意 104 年度獎勵補助款

資本門分配原則，詳如附件 2。 

三、 103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相對獎助」、「教師發表期刊論文及專門著作」、「教師專利」

之獎助案，由各系所、學院、中心初審後，研發處已在 103 年 10 月 15 日截止收件，

並將於 103 年 11 月 13 日召開本年度(103)第一次『教師學術研究審查小組』會議

複審，審查結果將提送 103 學年度第三次校教評會議（103.12.12.）決審。 

四、 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須於 11 月 28 日前陳報

教育部審查。支用計畫書有關之相關內容，請於 11 月 14 日前提供研發處彙整；其

中經費的分配及支用項目、優先序、金額等，於本次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五、 再次重申先前專責小組會議宣達事項，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之採購規格，應避免化

整為零、配線裝修、單價接近一萬元、規格過於簡略或是繁瑣、規格照抄廠商型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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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常見缺失，並確實進行訪商估價，訂定合理預算，採購規格撰寫可向總務處採購

單位諮詢，以利採購程序順遂。 

六、 因今年依教育部建議，中長程計畫內容已經改為二年期程的校務發展計畫。所以關

於各系所、單位、中心之經費編列，皆須與新版的校務發展計畫項目編號具體連結。

如未詳細編列並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者，將不同意編列經費。 

七、 凡編列資訊相關之設備，以全校性資源共享為優先，並依「資本門採購數位資訊設

備參考原則」（詳如附件 3）簽呈知會資網中心，以避免採購後，造成維修及整合上

之困難。 

八、 本年度各項採購之設備，請相關單位務必指派專人管制進度，於 11 月 28 日前完成

結案作業。 

九、 為提昇獎勵補助經費運用績效及資本門採購效率，請 104 年度資本門使用單位指派

1人負責採購作業之單一窗口（於 11 月 14 日前提供名單）。研發處與總務處預定於

104 年 1 月份將辦理「獎勵補助經費運用及採購作業講習」，請相關人員務必與會 。 

十、 本年度「產學合作計畫案相對獎助實施辦法」修訂案、「教師發表期刊論文及專門

著作獎助辦法」修訂案、「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修訂案、「教師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恢復及修訂案之以上辦法，皆已於 103.9.11 行政會議通

過辦法修訂；另母法「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獎補助辦法」修訂案業已於 103.10.16

校務會議通過，上開辦法皆將於 104.1.1 公布實施，研發處網頁中相關辦法亦將同

步更新。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文創系 

案由：文創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優先序 482 之教學設備「A3 掃描器」採購規格變更追認

案，請審議。 

說明：因原採購項目之規格並未說明清楚，易造成公開招標時的困擾。又因屬第二次標

餘款之使用，有招標時程限制上的考慮，故先採簽呈方式，簽請學校同意，再於

本次專責小組會議時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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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項目原定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 書本掃描器-A3 尺寸，2.48 秒/彩色。 

2. 電子刊物加值平台 

(1)Intel i5 cpu 

(2)8GB RAM(含)以上 

(3)500GB SATA HDD(含)以上 

(4)24X DVD-RW 

(5)Intel 網卡 10/100/1000 

(6)104 鍵 PS/2 中英文鍵盤 & USB 光學滑鼠 

(7)23.6 吋(含)以上 LED 螢幕 

3. 軟體 1套 

(1)支援浮水印、縮圖、放大。 

(2)支援網路管理，掃描報告查詢。 

(3)支援調整影像亮度、對比。 

(4)支援掃描至 PC、E-mail、FTP、USB、共用資料夾...

等。 

1 179,600 179,600

修改後規格如下：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 書本掃描器-A3 尺寸，2.48 秒/彩色。 1 台 72,000 

179,600

2. 電子刊物加值平台 

(1) 授權 15 本 

(2) Server 多媒體 PC 版 

1 套 53,800 

3. 電腦主機 1組 

(1)Intel i5 cpu 

(2)8GB RAM(含)以上 

(3)500GB SATA HDD(含)以上 

(4)24X DVD-RW 

(5)Intel 網卡 10/100/1000 

(6)104 鍵 PS/2 中英文鍵盤 & USB 光學滑鼠 

(7)23.6 吋(含)以上 LED 螢幕 

1 組 29,600 

4. 軟體 1套 

(1)支援浮水印、縮圖、放大。 

(2)支援網路管理，掃描報告查詢。 

(3)支援調整影像亮度、對比。 

(4)支援掃描至 PC、E-mail、FTP、USB、共用資料夾...

等。 

1 套 24,200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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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支用項目及經費支用分配，

請審議。 

說  明︰    

1.依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104 年度資本門經費的支用主要是用在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學

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其它（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

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它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等的教學儀器設備

上的購置。 

2.本處彙整近三年各單位在資本門經費支用概況，如附件 4，以供參考。 

3.資本門經費應與各單位校務發展計畫目標結合，並以學生教學與課程結合使用為

主，避免用於個人研究、檢定考場及產學合作計畫使用。 

3.依據 103.9.11 行政會議，經與會委員同意 104 年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如

附件 2。 

4.依預估經費分配，資本門經費共計為 2898 萬元。 

討論要點： 

1. 請各學院就附件 2-104 年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進行 104-105 年特色建立

計畫、基本維持性經費計畫簡報，同時參考附件 6，最後經委員審議後，再由校

長做最後裁示。 

2. 另請其他相關擬支用單位，依 104 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作採購

需求之簡要說明並請委員審議。 

3.經審議同意支用之單位，請依決議金額及支用項目優先序，於 103 年 11 月 14 日

前將完整的資料（包含採購項目、估價資料、與 104 年校務發展計畫之計畫項目

編號連結及頁次資料、結合課程名稱）送研發處彙整，以利 104 年度支用計畫書

編撰。 

4.本案併同經常門之支用項目及金額，陳報教育部。 

 

決議： 

1 依 104 年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資本門款項之分配： 

(1)先依全校性使用之設備為優先採購之原則進行分配， 

(2)再保留各學院基本維持性計畫經費給各學院進行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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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再依各學院特色建立計畫，經全體專責小組委員討論，由校長作最後裁示。 

2 資網中心為提供(1)多元型態之課程內容及師生教學、學習管道與環境之磨課師

MOOCs 網路學院建置、行動學習模組建置(2)電腦教室資訊設備達汰舊年限，為提

昇教學品質，必須予以更新(3) 整合式學生學習成效暨輔導行動平台，故資網中

心優先核配 614 萬 4000 元。 

3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與所購置規畫均為全校師生教學使用，優先核配分別為

2,205,700 元、32,00,000 元，合計 5,405,700 元。 

4 總務處提出增設 103 年校園安全設備與節能系統，核配 4,000,000 元 

5 三個學院(含特色建立計畫及各系所基本預算經費)分別核配：健康暨護理學院核配

4,631,000 元；經營管理學院核配 3,665,500 元；民生學院核配 4,503,800 元；

另通識中心 104 年度無採購計畫。各學院之需求，請依發展規劃排定優先序，以

作為後續經費核配後，採購分配之依據。 

6 請各學院依支用項目優先序及決議核配金額，於 103 年 11 月 14 日前將項目、規格、

單價、數量、總數之完整資料送研發處彙整，再於 103 年 11 月 24 日第四次專責

會議討論後，據以編撰 104 年度支用計畫書。 

7 本次資本門審議結果，於 103 年 11 月 28 日前併同經常門支用項目及金額陳報教育

部。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項目及經費支用分配，

請審議。 

說明： 

1.依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104 年度經常門經費主要用於「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構」、「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改

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其它（資料庫訂閱）」、「現

有教師薪資」及「新聘教師薪資」等方面。 

2.本處彙整圖書館、學務處、人事室、教務處等單位提出經費需求，如附件 5，其中

包括近三年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及支用金額概況及 104 年度提出的對照資料，以

供參考。 

3.依預估經費分配，經常門經費共計為 1,24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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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要點： 

1.請就附件 5 之資料，請相關擬支用單位作說明並請委員審議。 

2.經審議同意支用之單位，請依決議金額及支用項目優先序，於 103 年 11 月 14 日

前將完整的資料送研發處彙整，以利 104 年度支用計畫書編撰。 

3.本案併同資本門之支用項目及金額，陳報教育部。 

4.另人事室提出 103 年度行政人員研習經費，需新增列 2萬元。 

 

決議： 

1.研發處教師研究(校外計畫相對獎助)編列 1,400,000 元；教師專題研究編列

1,270,000 元；教師獲取國內外專利編列 350,000；教師研習研討(含教師出席國

內外研討會及競賽、校自合辦研討會、教師參加學輔研習)等編列 960,000 元、教

師發表期刊論文發表及專門著作等編列 2,320,000 元；共計 6,300,000 元。 

2.人事室之增進教師實務能力編列 600,000 元、鼓勵教師國內外進修學位編列

310,000 元；教師升等送審編列 530,000 元、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10,000

元；共計 1,550,000 元。 

3.教師發展中心之改進教學為 723,000 元、編纂教材 240,000 元、製作教具 30,000

元；共計 993,000 元。 

4.學務處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編列 500,000 元。 

5.圖書館租貨型電子資源經費編列 1,044,800 元。 

6.新聘教師薪資補助 1,332,200 元；現有教師薪資補助 400,000 元。 

7.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低於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編列 300,000 元，分別為

資網中心 80,000 元、兒童服務系 19,500 元、觀光系 112,500 元、資管系 88,000 元 

8.請各支用單位依決議金額及支用項目，於 103 年 11 月 14 日前將完整資料送研發

處彙整，以利 104 年度支用計畫書編撰。 

9.本次經常門審議結果，再經 103 年 11 月 24 日第次專責會員對於支本門支用各單

位提出之採購詳細資料討論審議後，於 103 年 11 月 28 日前，併同資本門支用項

目及金額陳報教育部。 

10.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人事室所提出之 103 年度行政人員研習經費，增列 2萬元。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 5 點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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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 103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四次會議記錄 

時間：民國 103 年 11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13:30 

地點：本校興春樓 GB105 會議室 

主席：翁順祥行政副校長代理 

出席：103 年度專責小組委員 

 
壹． 主席致詞 

1.出席人數應到 34 位，實到 25 位，已達法定人數，宣布開會。 

2.本次會議主要目的為關於104年教育部獎勵補助款之資本門支用單位之採購項

目、規格及經費事宜之討論。 

 

  

貳． 上次會議(103 年度第三次專責會議 103.11.4 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提案一 

提案單位：文創系 

案由：案由：文創系 103 年資本門採購優先序 482 之教學設備「A3 掃描器」採購規格變

更追認案，請審議。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之變更規格 ，完成採購作業。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支用項目及經費支用分配，

請審議。 

決議： 

1 依 104 年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資本門款項之分配： 

(1)先依全校性使用之設備為優先採購之原則進行分配， 

(2)再保留各學院基本維持性計畫經費給各學院進行適當調整， 

(3)最再依各學院特色建立計畫，經全體專責小組委員討論，由校長作最後裁示。 

2 資網中心為提供(1)多元型態之課程內容及師生教學、學習管道與環境之磨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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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 網路學院建置、行動學習模組建置(2)電腦教室資訊設備達汰舊年限，為提

昇教學品質，必須予以更新(3) 整合式學生學習成效暨輔導行動平台，故資網中

心優先核配 614 萬 4000 元。 

3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與所購置規畫均為全校師生教學使用，優先核配分別為

2,205,700 元、32,00,000 元，合計 5,405,700 元。 

4 總務處提出增設 103 年校園安全設備與節能系統，核配 4,000,000 元 

5 三個學院(含特色建立計畫及各系所基本預算經費)分別核配：健康暨護理學院核配

4,631,000 元；經營管理學院核配 3,665,500 元；民生學院核配 4,503,800 元；

另通識中心 104 年度無採購計畫。各學院之需求，請依發展規劃排定優先序，以

作為後續經費核配後，採購分配之依據。 

6 請各學院依支用項目優先序及決議核配金額，於 103 年 11 月 14 日前將項目、規格、

單價、數量、總數之完整資料送研發處彙整，再於 103 年 11 月 24 日第四次專責

會議討論後，據以編撰 104 年度支用計畫書。 

7 本次資本門審議結果，於 103 年 11 月 28 日前併同經常門支用項目及金額陳報教育

部。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會後由各支用單位提出經費需求細部規格資料，送研發處彙整。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項目及經費支用分配，

請審議。 

 

決議： 

1.研發處教師研究(校外計畫相對獎助)編列 1,400,000 元；教師專題研究編列

1,270,000 元；教師獲取國內外專利編列 35,0000；教師研習研討(含教師出席國

內外研討會及競賽、校自合辦研討會、教師參加學輔研習)等編列 960,000 元、教

師發表期刊論文發表及專門著作等編列 2,320,000 元；共計 6,300,000 元。 

2.人事室之增進教師實務能力編列 600,000 元、鼓勵教師國內外進修學位編列

310,000 元；教師升等送審編列 530,000 元、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10,000

元；共計 1,550,000 元。 

3.教師發展中心之改進教學為 723,000 元、編纂教材 240,000 元、製作教具 30,000

元；共計 993,000 元。 

4.學務處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編列 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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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圖書館租貨型電子資源經費編列 1,044,800 元。 

6.新聘教師薪資補助 1,332,200 元；現有教師薪資補助 400,000 元。 

7.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低於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編列 300,000 元。其中資

網中心 80,000 元、兒服系 19,500 元、觀光系 112,500 元、資管系 88,000 元。 

8.請各支用單位依決議金額及支用項目，於 103 年 11 月 14 日前將完整資料送研發

處彙整，以利 104 年度支用計畫書編撰。 

9.本次經常門審議結果，再經 103 年 11 月 24 日第次專責會員對於支本門支用各單

位提出之採購詳細資料討論審議後，於 103 年 11 月 28 日前，併同資本門支用項

目及金額陳報教育部。 

10.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人事室所提出之 103 年度行政人員研習經費，增列 2萬元。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各支用單位已將完整資料送研發處彙整，據以編撰 104 年度

支用計畫書。 

 

參．業務報告 

一、 103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相對獎助」、「教師發表期刊論文及專門著作」、「教師專利」

之獎助案，由各系所、學院、中心初審後，研發處已在 103 年 10 月 15 日截止收件，

並已於 103 年 11 月 13 日召開本年度(103)第一次『教師學術研究審查小組』會議

複審，審查結果將提送 103 學年度第三次校教評會議（103.12.12.）決審。 

二、 本年度各項採購之設備，請相關單位務必指派專人管制進度，於 11 月 28 日前完成

結案作業。 

三、 為提昇獎勵補助經費運用績效及資本門採購效率，請 104 年度資本門使用單位指派

1人負責採購作業之單一窗口（於 11 月 14 日前提供名單）。研發處與總務處預定於

104 年 1 月份將辦理「獎勵補助經費運用及採購作業講習」，請相關人員務必與會 。 

四、 本年度「產學合作計畫案相對獎助實施辦法」修訂案、「教師發表期刊論文及專門

著作獎助辦法」修訂案、「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修訂案、「教師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恢復及修訂案之以上辦法，皆已於 103.9.11 行政會議通

過辦法修訂；另母法「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獎補助辦法」修訂案業已於 103.10.16

校務會議通過，上開辦法皆將於 104.1.1 公布實施，研發處網頁中相關辦法亦將同

步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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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各單位提出資本門支用項目、規

格及經費之詳細資料，請審議。 

說  明︰    

1.104 年度資本門支用各單位之經費，如附件 1。 

2.104 年度資本門支用各單位之採購項目名稱及金額，如附件 2。 

3.104 年度資本門支用各單位提出之項目、規格、單價、數量及總數詳細資料，如附件3

討論要點： 

1. 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之採購規格，應避免化整為零、配線裝修、單價接近一萬元、

規格過於簡略或是繁瑣、規格照抄廠商型錄等常見缺失，並確實進行訪商估價，

訂定合理預算。 

2. 各資本門支用單位採購規格撰寫皆送總務處採購單位諮詢，以利採購程序順遂。 

3. 凡編列資訊相關之設備，各單位之採購規格撰寫皆送資網中心位諮詢，以利後續

採購作業。 

4.經審議同意各單位支用之項目、規格、單價、數量及總數後，送研發處整理，據

以編撰 104 年度支用計畫書。 

5.本案併同經常門之支用項目及金額，陳報教育部。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修正部份項目規格後通過。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 4 點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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