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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 師資結構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助教 
護理臨

床指導

教師 
教官 

兼任 
教師 

人數 22 73 72 167 2 81 8 218 
學生數 全校：10,332；日間部：8,822 
現有師資數 439 
生師比 全校：21.86；日間部：18.38   

高階師資比 
55.7％ 

（專任高階師資數：167/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300） 
註：資料基準為 98年 10月 15日 

   （二）圖書軟體資源 

           圖書館以支援師生教學研究、學習為主要任務，配合各學科領域發展及學習，充

實優質核心知識學習資源及電子館藏，提升便捷的知識學習環境，館藏概況如下【統

計至 98/09止】： 

      館藏總量共計：240,893 種（包括圖書、合訂本期刊、視聽資料）。各類館藏類型分述

如下： 

       圖書：圖書館藏共計 210,535筆（件、種），包含中文圖書 180,699冊，西文圖書 29,836

冊（相較於 97年 203,435冊，成長 7,100冊）。 

       期刊：當期期刊種數總數 949種，包含中文期刊 725種、西文期刊 224種。期刊合

計本總數 18,951冊 (合訂本總計成長 1,634冊)。 

       視聽資料：視聽資料共 12,016件，包含中文視聽資料 8,957件、西文視聽資料 3,059

件。 

       資料庫：訂購及共用性資料庫﹝CONCERT、國科會、技專院校共用性資源﹞共計

93 種，包括西文資料庫 58 種、中文資料庫 35 種。並購置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如再加上 OPEN ACCESS 資源，可使用的電子資源超過 150

種以上。 

       全文電子期刊：約 26,500種(成長約 8,000種)。 

       電子書： 14,399種(成長 13,176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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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20種。 
 

   （三）電腦教學設備 

      電腦教學設備以發展校園網路與落實資訊教學為主，並加強師生各項資訊服務

之建置及教學用電腦設備之更新與維護。本校目前共計有教學用電腦教室十間及一般

開放電腦教室一間，透過逐年預算編列更新設備，以符合課程教學順利進行為前提，

使學習目標與實作內容完全結合。另圖書館設有一般開放電腦教室一間，有 18部個人

電腦，提供學生資料檢索與文書處理使用。各教室的軟、硬體配備如下： 
    硬體設備 

教學用電腦教室 

教室編號 設備規格 數量 購置時間 

B313 Dell 755MT, E8400, 2GB, 250GB, 8X DVD 電腦 51部 2009/10 
B414 HP XW4600, Q8300, 4GB, 500GB, DVD-RW 電腦 65部 2009/10 
E610 HP Intel E8300-2.83G, 4GB, 250GB, DVD-RW 電腦 65部 2008/09 
E609 HP Pentium 4–2.6G, RAM 256Mbytes 電腦 60部 2005/02 

E510 
聯強 Pentium 4 2.4G ,RAM512bytes 
華碩 AMD K8, RAM 1Gbytes 

電腦 30部 
電腦 30部 

2003/12 
2005/11 

E509 HP Pentium 4–2.6G, RAM 256Mbytes 電腦 60部 2005/02 
E410 DELL Core 2 Duo 2.13G, RAM 2Gbytes 電腦 61部 2007/10 
E409 華碩 AMD K8, RAM 1Gbytes 電腦 65部 2005/08 
E310 IBM Pentium 4-3.2G, RAM 512Mbytes 電腦 65部 2005/11 
E309 IBM Pentium 4-3.2G, RAM 512Mbytes 電腦 65部 2005/11 

開放用電腦教室 

E407 HP Pentium 4–2.4G, RAM 256Mbytes 電腦 18部 2003/12 

軟體設備 

 作業系統：Windows XP、LINUX 
 文書處理：Office 2003 
 應用系統：程式設計、多媒體製作、SPSS8.0、PhotoImpact X3.0、網頁製作與程式撰寫等

教學媒體 

 軟、硬體廣播教學系統與還原保護系統 
 教學播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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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在董事會「要辦一所最好的大學」為目標下，秉持「前瞻務實、追求卓越」以
及「專業、關懷、宏觀、氣質」之教育理念，持續以穩健踏實的腳步發展。全校同仁

秉持著以「人的健康」為核心價值，建立「以教授、研究和推廣健康相關知能為校園

特色」的高等教育學府，並培育學生能從事「維護與促進人的健康為目的」的相關工

作，作為整體發展目標。一方面結合社會變遷脈動，逐年審視學校發展特色與成果，

一方面依循既定規劃，持續投入各項資源，充實辦學規模，孜孜不懈的努力。在前述

發展理念與目標下，本校重要校務發展規劃、執行重點特色簡述如下： 
「提升教學品質」方面  
（一）建立教學品質管理機制  

1. 建立教學品質管理運作制度 
2. 建立教學評鑑與獎勵/輔導機制 
3. 建立學習成效評量與回饋機制 

（二）發展專業核心能力導向之課程及評鑑 
1. 加強實務實習課程發展 
2. 發展核心能力課程 

（三）訂定國文、英文及資訊能力指標 
1. 撰寫基本能力白皮書 
2. 規劃及推動強化中文溝通與表達能力 
3. 規劃及推動強化英文溝通與表達能力 
4. 規劃及推動強化資訊運用能力 

（四）發展關懷、宏觀、氣質之通識課程及評鑑 
1. 規劃 97學年博雅涵養白皮書 
2. 規劃博雅涵養課程地圖 
3. 推動博雅涵養課程評鑑 
4. 辦理博雅涵養講座 
5. 強化潛在博雅涵養學習活動 
6.新規劃設計核心素養相關課程 

（五）強化教師發展中心硬體設備及活動  
1. 強化教師發展中心硬體設備 
2.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3. 擴大推動教師增進實務經驗 
4. 提供教師專業諮詢與支援 
5. 建立制度化學生學習輔導 
6. 建立新生入學學習輔導制度 
7. 建立學習診斷制度 
8. 輔導實務及學習策略 
9. 建立學習成效評量與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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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學習輔導機制 
1. 加強新生入學學習輔導 
2. 強化學生潛在學習 
3. 強化學習成效 
4. 輔導學生職涯規劃 

（七）加強 e化教學環境建置 
1. 提供 e化教學資源 
2. 提升校園學習通路 
3. 提升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八）強化專業教室及專業特色教學  
1. 強化專業教室 
2. 發展特色教學 
3. 改進科大評鑑缺失 
4. 強化專業教學 

 「強化研究能量」方面  
（一）提升校內教師全體之研發能量  

1. 建構本校研究發展藍圖 
2. 校方重點研發方向制訂 
3. 全校研究相關法規制訂及管理 
4. 促進校內教師與附設醫院臨床醫師的研究合作，強化研究成果的應用性 
5. 本校專業學術刊物的發行 
6. 整合規劃本校生物醫學共同實驗室 
7. 整合跨領域特色主題研究群 

（二）增加研究特色，優先發展前瞻性檢測技術藉此以提升本校研發產值  
1. 自動晶片檢測儀的研發，可應用在不同疾病檢測 
2. 檢測試劑組研發及認證 
3. 藥物療效性檢測平台確立及認證 
4. 以健康產業為基礎，建立中草藥檢測關鍵技術、促進傳統中草藥之開發，
更進一步追求優良的品質 

5. 創新醱酵工程技術之健康食品的開發 
6. 天然物高效取及效能之開發 
7. 老人照護與管理品質之研究開發 
8. 創意產業相關課程及商品之研發 

（三）強化鼓勵教師參與研究相關工作之獎補助辦法 
1. 鼓勵教師爭取研究計畫 
2. 獎勵教師學術成果 
3. 補助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4. 補助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相關業務 
5. 鼓勵教師參與國際研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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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積極提升產學合作能量 
1. 鼓勵應用性研究 
2. 建立教師產學合作及企業育成觀念 
3. 建立教師專長及研發成果資料庫 

（五）營造產學合作環境 
1. 建立產學合作推動機制 
2. 鼓勵教師參與產業活動 

（六）研發成果智財保護及運用  
1. 建立智慧財歸屬及保護概念 
2. 智慧財產之運用 

（七）培育優質新創企業 
1. 建立企業培育重點 
2. 建立行銷通路 

（八）達成產學合作之績效指標：獲得政府各項產學合作之獎補助或達到申請標準 
（九）姐妹校關係拓展與提升 

1. 完成現有姐妹校參訪，強化雙邊實質合作關係 
2. 進行新姐妹校接洽與合約簽訂 

（十）鼓勵校內師生積極參與並發表研究成果於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一）建立國際化示範單位機制  

 「改善行政效能」方面  
（一）ISO行政品質系統執行之持續改進 

1. 增加納入 ISO系統之單位 
2. 檢討 SOP之現況 
3. 加強稽核員之稽核能力 
4. 調查 ISO執行之滿意度 

（二）績效衡量與管理  
1. 重新檢討學校階段性績效標準，作為全校單位、人員自訂和學校稽
核基礎 

2. 各一級單位依績效標準，研訂單位績效標準（含學術與行政） 
3. 各一級單位要求人員自訂個人績效標準 
4. 個人年度績效考核結果之改進回饋流程 

（三）標竿學習  
1. 召開標竿學習共識會議，決議標竿學習目標 
2. 研訂標竿學習目標參訪日程與參訪規劃 
3. 召開參訪後心得研討會議 

（四）開創改進環境  
1. 評估聯合服務中心之設置 
2. 每年舉辦 1-2次個人行政技能成長之教育訓練課程 
3. 每學期開設 1-2種免費紓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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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質工具使用(TQM七大品質管理工具) 
1. 實施品質工具課程之教育訓練 
2. 個人與單位年度績效考核項目應加入品質工具之使用成效 
3. 確認各單位行政人員具備品質工具應用能力 

（六）流程管理  
1. 規劃建置電子公文系統 
2. 制定單位內部經費控管標準化流程 

（七）以事實分析為決策之參考：分析單位成本 

 

三、本（99）年度發展重點 

本校辦學宗旨明定為「一所以『人的健康』為核心，以專業、關懷、宏觀與氣質為

教育理念，故本校以教授、研究和推廣健康相關知能為校園特色的高等教育學府」，遵

循著一貫的辦學宗旨，及依據本校近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本年度以強化研究能量制定發

展重點如下: 

（一）護理學院：以提升護理照護品質為任務，配合社會環境的變遷，達成醫護教育的 

      使命，透過與產業結合及學術成果服務社會，期成為南台灣技職體系

培育各層級優秀護理人才之重鎮。 

           計  畫：規劃「專業教學發展」及「健康照護實務」兩大研發主軸，協助教師

籌組整合型研究團隊，以提升教師之研究產能；同時藉由與業界進行

學術與教學合作，透過師生推動健康專業與志工服務，以加強本院與

業界的合作交流。 

主要發展重點為：1.改善硬、軟體教學環境。 

2.強化行政運作。 

3.提升課程與教學品質。 

4.強化教師之專業實務、教學及研究能力。 

5.調整學系、學程與培育相關師資。 

6.強化學生學習成就與就業競爭力。 

（二）醫學與健康學院：推動與個人健康有關的醫療專業領域之教學、研究與服務工作 

   為職責，培育學生具備醫事技術、保健營養、物理治療、生物

醫學、健康美容等專業素養，並具備關懷的情操、宏觀的見識

和優雅的氣質，成為全方位之專業人才，並加強基礎醫學之學

術品質。 

         計  畫：以「人的健康」作為核心價值，以教授、研究和推廣健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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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教育為特色，從而發展本院所屬各系(科)、學程。 

主要發展重點為：1.強化教育品質與專業特色發展。 

2.通識教育與創新教學並進。 

3.重視學生健康能力與生命倫理教育。 

4.提升教師專業與實務能力。 

5.充實並整合研究設備。 

6.推動校院合作案。 

7.積極設立研究所。 

8.補助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及舉辦學術活動。 

（三）環境與生命學院：以發展綠色科技為核心之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進而以培育 

具有人文關懷、宏觀視野、能改善環境品質和維護生命健康的

科技人才。致力於環境和生物科技相關領域的教學與研究，整

合研究力量，以研究提升教學，並期以永續發展的研究成果服

務社會。 

           計  畫：建立教學品質管理機制、發展專業核心能力導向之課程及評鑑及建

立學習輔導機制以提升教學品質；提升教師全體之研發能量、積極提

升產學合作能量、營造產學合作環境、達成產學合作之績效指標、鼓

勵校內師生積極參與並發表研究成果於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強化研究

能量。 

主要發展重點為：1.配合學校理念，並創立自我特色。 

2.培育全人專才，以符合社會需求。 

3.導入綠色科技，以順應發展潮流。 

4.申設進階學程，以提供學生進路。 

5.整合人力物力，以發揮最大綜效。 

6.提昇教學品質，以接軌國際認證。 

（四）人文與管理學院：提供優質的人文與管理教育，培養優秀的技職人才，以追求卓越  

研究表現為發展方向。 

計  畫：提供完善的人文與管理教育，扮演本校邁入優質大學的推手；追求

卓越的教學與研究，擴大學術影響力，躋身國內一流的人文與管理

學院之列。 

主要發展重點為：1.精進全校性的基本能力與通識博雅涵養課程之教學品質與 

成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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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訂定全校語文和資訊能力指標，強化學生就業所需的溝通 

表達能力。 

              3.推動完善的人文通識教育，落實人文結合專業的大學教育

理念。 

             4.規劃、整合本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跨領域學程，培養學生 

具備當代公民應有的管理知能、職場倫理及跨知識整合能 

力。 

             5.延攬專業高階師資，結合學院人力資源，形成 「跨學科整 

合」團隊，壯大教師教學與研究的實力和成果。 

6.結合校外及產業資源，落實跨系所合作及產學合作機制， 

加強與社區機構、基金會、中央與地方公私部門交流合 

作，充實本院多元發展基礎。 

7.規劃設立符合時代潮流與產業需求的學士學位與碩士學 

位學程。 

（五）研發總中心：規劃及整合各校內研究中心，整合與管理全校共同實驗室及儀器， 

鼓勵教師從事研究，以促進跨學門之研究合作並對外爭取整合型計

畫；推展產、官、學相關研究合作之業務及推廣本校研發成果。 

（六）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協助本校研究人員與企業進行研發合作，規劃良好的發展 

模式及合作機制，以縮短企業新技術及新產品的開發時程

，積極推動教師與企業進行產學合作，將產學合作與創新

育成之功能緊密結合，期能達到深耕企業之目標，打造產

學共贏共榮。 

（七）研究發展處： 

依以下七大要項做為重要發展重點： 

1.積極鼓勵教師執行研究：訂立「補助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辦法」及「獎    

勵教師學術成果獎勵辦法」以獎勵本校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從事學術研究， 

並發表重要學術成果，以提高本校之學術地位。 

2.協助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相關業務：協助教師參與公民營機構所舉辦研習活動

或實務研習，接受最新知識與技術精進個人專長，或培養教師第二專長。 

3.促進產學雙方交流：辦理產學相關講座、研討會或工作坊，如邀請產官學專家參

與，以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具體交流及經驗分享；除此之外，鼓勵教師至產

業界服務，如護理系科教師至台灣電力公司教授急救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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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勵教師產學研發成果應用於教學：本年度擬制定「產學合作與研究成果融入教

學課程」辦法，鼓勵教師將產學或研究成果應用於教學。 

5.加強技職院校策略聯盟夥伴關係：強化高中職教育聯盟夥伴關係，增進雙方實質

交流合作、資源共享，提供高中職夥伴學校之學生多樣化及更寬闊之升學管道；

並與教育部南部區域產學中心及相關大專院校維持合作關係，互相研究合作、

分享研究成果。 

6.鼓勵師生參與專題製作、發明競賽及展覽活動：為激勵全校師生對專題製作、研

究或發明的興趣，本處協助教師及同學報名參與相關競賽活動，優秀隊伍則由

教務處所擬定的「學生專題製作競賽獎勵辦法」肯定老師及同學的努力，以提

升全校師生參與活動的意願，並進而提升本校學生的就業力與競爭力。 

7.開設產業界所須之相關課程：鼓勵教師開設與產業界有關之課程，如護理系科「最

後一哩」、「幼兒照護保母術科實務」、「美容丙級證照班」、「休閒產業管理師培訓

班」、「婚禮規劃師」及「長期照顧服務員」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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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資本門經費係依本校整體發展目標及重點策略擬定近中長程行動方案後，據以執行。本

年度針對各教學單位規模、績效及學生訓輔活動之相關需求，汰換與添置一般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及儀器設備外，更進一步推動「強化或建置專業教室空間」、「發展本校特

色教學」、「增設教學發展中心設備」、「充實專業教學儀器設備」、「完善ｅ化教學資源」

及「強化訓輔相關設備」相關作為，茲分述如下： 

（一） 強化或建置專業教室空間 

1. 優化護理學院學習空間（護理學院） 

2. 強化健康美容專業教室、實驗室 (健康美容學位學程) 

3. 強化優質臨床物理治療學習環境及實務學習環境與設備 (物理治療系) 

4. 強化特殊餐飲暨烘焙實驗室（保健營養系） 

5. 強化實務專題專業教室－高效企業典範模型教學平台（資訊管理系） 

6. 建置資訊自學中心 (資訊管理系) 

7. 建置嵌入式系統專業教室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8. 建置專業保母教室設備（幼兒保育系） 

9. 建置多功能調飲與餐服專業教室（健康休閒管理系） 

10. 強化學生基礎核心能力－中文能力諮詢中心（語言教育中心） 

11. 建置教學錄製小間（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12. 建置學習情境教室（應用外語系） 

（二） 發展本校特色教學 

1. 建置綠色材料驗證實驗課程設備（環境工程科學系） 

2. 落實奈米科技教育之完備（應用化學系） 

（三） 增設教學發展中心設備 

1. 建置教學錄製空間 

2. 建置即時教學訊息與知識傳播之設備 

（四） 充實專業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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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護理學習輔具（護理學院） 

 充實實作課程教學設備及提升基礎設備操作能力（環境工程科學系） 

 提升人因工程、機電防護及作業環境測定能力（職業安全衛生系） 

 強化教學實驗設備及學生實作能力與認證項目（應用化學系） 

 強化教學品質及提升專業實務操作技能（生物技術系） 

（五） 完善ｅ化教學環境建置 

 提供 e化教學資源 

 建置數位講桌－持續提升 e化教室教學設備 

 提升校園ｅ化 

 提升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提升圖書館學習服務資源 

 補助圖書館申請館際合作服務資源計畫 

 增置教學軟體 

（六） 強化訓輔相關設備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強化學生課外活動品質 

 增購提昇校園安全之相關設備，健全災害防救系統，落實災害管理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一） 提升教學品質   

       為鼓勵教師個人或院系科、中心等教學單位從事與課程之發展、教學策略與方法

之改進、學習成效之提昇等相關主題的研究，及推動實務教學品質精進發展計

畫，已訂有「教師研習經費補助要點」、「學術活動經費補助要點」、「學術演講經

費補助要點」、「改進教學經費獎補助實施要點」、「改進教學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要

點」、「教師教材編纂獎勵要點」、「教具研製獎勵要點」、「提昇教師實務教學能力

補助要點」、「獎勵教師報考專業證照補助要點」等各類補助要點，於 99 年度更

積極「推動教師增進實務經驗」、「強化教學品質管理機制與運作制度」、「深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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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鑑興獎勵」、「強化學習成效評量與回饋」、「實務實習課程發展」、「強化核心

能力課程發展」，以鼓勵全校教師從事改善教學相關之研究，促進學術交流，有

效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及實務教學成效及精進院系科之教學品質。相關事務之承辦

及年度經費由教務處負責規劃，以期全校教師持續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運用

教學科技與媒體來充實教學教材，並強化教師的專業新知與實務經驗，落實精進

實務教學內容，進而增加學生專業實務知能與技術，提昇學習成效。 

      另為培育各學院特色學分學程及學位學程所需之師資，提升教師教學及實務能

力，以及提高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訂有「專任教師進修要點」、「選派專任教

師進修獎勵要點」及「教師在職進修博士學位補助要點」，以補助及獎勵教師進

修學位或從事短期進修之方式，精進教學品質，藉以增進本校競爭力。 

（二） 強化研究能量 

          為提昇學術風氣並鼔勵本校教師參與校內外各項學術活動，由研究發展處負責研

究資源執行之規劃與運用。在做法上由研究發展會議研訂「輔英科技大學補助教

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要點」及「輔英科技大學教師學術成果獎勵要點」，冀藉由獎

助機制，激勵教師積極參與學術研究，開拓與公民營機構的研究合作與交流，以

推動學術相關活動，提昇研究水準，樹立學術聲望，並依據學校擇定之發展重點

特色領域、整合資源及人力、強化整合型實務導向研究，以快速提昇學術研究水

準。 

（三） 改善行政效能 

為鼓勵教職員工參加在職進修、專業研習，除訂有「職員工進修要點」、「職員工研

習經費支用要點」外，並舉辦各類教育訓練，重視行政人員專業素質培養，增強行

政人員專業技能，並減少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的比例，避免降低教師教學品質，建立

高效率的行政體系，以支援教學、研究工作；進而培養組織學習氣氛，提昇服務品

質及效率，創造優質服務環境。職員工進修、職員工研習及教育訓練等經費之規劃

及相關事項之執行由人事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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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依近中程發展計畫進行經費編制與執行，經費分配採公正、公開與公平原則。
整體獎補助經費之運用，係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與

注意事項」規定，並配合近中程發展計畫執行重點項目分配運用，分為資本門及經常

門二大項目，其分配比例為 60%：40%。 
  （一）經費分配原則 

本校為求經費分配之公正、公開與公平，特訂定下列分配原則，作為本校執

行教育部教學獎補助款之指導原則，分配原則如下： 
1、符合學校近中程計畫暨發展特色。 
2、符合院、系科(中心)近中程發展計畫。 
3、符合院、系科(中心)培育目標。 
並依近中程發展計畫 99年規劃執行重點項目，將其分為「發展學校重點特色」、
「改善全校整體教學及學習環境」、「提昇教師素質」和「精進系科教學」及「促

進學生課外學習」五大類。 
     （二）經費分配程序 

          各單位於教學及行政運作過程中，依各單位近中程發展計畫，若有改進教學
、增進教師能力業務（經常門）及增購、改良之儀器設備或圖書等之需求（資本

門），經院(系科、中心、組、處、室)務會議初審通過，提送各相關一級單位院(
中心、處、室)務會議複審，整合該一級單位之資源，並審慎重新排列優先序後
送至承辦單位彙整，經該類之經費分配會議審議，進行經費分配討論，俟五類規

劃案經費分配完成，呈校長核定後，完成整體經費分配程序(經費分配流程圖如
附)。 
其五類之類別、項目、經費分配程序如下： 

1.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 
召集相關一級主管及子計畫主持人共同協調討論「發展學校重點特色」經費分

配。 
2. 改善全校整體教學及學習環境 
．全校圖資環境及設備 
．全校教學媒體設備 
．全校教學相關設備 
由相關主管共同召開「教學類經費預算」會議審議經費。 

3. 提昇教師素質 
  ．教師研究 
．教師研習 
．教師進修 
．師資結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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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能力成長 
．教具研製及編纂教材 
由相關主管共同召開「教學類經費預算」會議審議經費。 

4. 精進系科教學 
委請校內審查委員，依相關擬定之審查標準進行書面資料審查。續依各委員之審

查意見匯整分析後，經「教學類經費預算」會議審議其經費分配，以達資源共享

之目標。 
5. 促進學生課外學習 
帶動社團活動多元發展 
由相關主管共同召開「教學類經費預算」會議審議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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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配流程表 
 
 

教育整體發展經費相關規定  學校及各單位近中長程發展計畫 

       

        

  經費分配分類  

        

         
第一類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 
 第二類 

改善全校整體教

學及學習環境 

 第三類 

提升教師素質 
第四類 

精進系科教學 
 第五項 

促進學生課外學

習 

        

經費協調會議 I  經費協調會議 II  經費協調會議 II 委員書面審查  經費協調會議 II

        

     經費協調會議 III   

        

        

  全校預算會議  

       

  
專責小組會議  

       

  
校長  

       

  
經費支用計畫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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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詳如附件一）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詳如附件二） 

（三）獎助教師獎勵辦法、相關會議紀錄與出席人員名單（詳如附件三） 

  

 

 

 

 

 

 
 
 
 
 
 
 
 
 
 
 
 
 
 
 
 
 
 
 
 
 
 
 
 
 
 



17 

肆、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列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99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20.58﹪） 

總經費

(5)=(3)+(4)
$23,674,093 $14,937,439 $38,611,532 $7,944,368 $46,555,9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22.21%）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77.79%）
金額 $16,571,865 $10,456,207 $1,764,768  $7,102,228 $4,481,232  $6,179,600 

合計 $28,792,840 $17,763,060 

占總經

費比例 
61.85﹪ 38.15﹪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不含計畫型獎助）70﹪及 30﹪。前段經常門 
   預算得流用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百分之 25％。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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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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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8,072 68.2% $598,906 33.9% 
註二 
預算項目總計
19,02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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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29.6% $970,000 55.0% 
註三 
預算項目總計
8,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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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2.2% $195,862  11.1% 
註四 
預算項目總計
795,862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0 0.0﹪＄0 0.0﹪ 
註五 
預算項目總計
0 

合計 $27,028,072 100.0% $1,764,768 100.0% 預算項目總計28,792,840 
註一：請詳細敘明理由。本項獎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不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利

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並報部核

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

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

學資源規格說明書（附表六）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附表八） 
註六：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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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內容說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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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00,000 研究  11.22﹪ 研究＄0 研究     0﹪ 

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 
由研究發展處
負責研究經費
之執行規劃及
管控。具體做法
如下： 
1. 補助經費分
配：各學院補
助經費係由
研究發展會
議評核各學
院前一年度
研究績效，核
算補助經費
額度。 

2. 審查作業：由
各學院訂定
計畫申請之
研究領域、類
型、重點等相
關細則，並本
於公正、公
平、公開之作
業原則，辦理
審查推薦補
助作業。 

核定：由研究發
展會議依據
各學院推薦
補助件數（含
金額）複審
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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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 
＄1,500,000
元 
 

研習 12.95% 研習$0元 研習 0% 1.提升教師實務
研習活動： 

 教務處依年度
預算，依各單位
教師人數比例
分配各教學單
位研習經費，經
教 務 會 議 審
議。各學院於分
配額度內負責
執行管控，所屬
教師欲參加校
內外研習，須依
照「教師參加研
習經費補助」辦
法及作業規範
原則規定申請
核定。審核程序
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原則，
並且適用於全
體教師，審核會
議記錄存於教
務處。 

2.提升學術交流
活動： 
教務處負責經
費管控，各學術
單位於前學年
度末，提出下學
年度研討會計
畫，經教務會議
之依「學術活動
經費補助」辦法
及相關預算補
助規定、標準等
進行審議。審核
程序符合公
平、公開、公正
原則，且適用於
全體教師，審核
會議記錄存於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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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 
＄119,000元 
 

進修 1.03﹪ 進修＄0元 進修 0 % 選派教師進修
學位或短期進
修及補助教師
在職進修博士
學位： 
由人事室負責
經費規劃、執行
及控管，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審核程序
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原則，
審核會議紀錄
存於人事室。 

著作＄
1,350,000 著作 11.65﹪ 著作＄0 著作    0 ﹪ 

學術成果獎勵：
由研究發展處
負責獎勵著作
經費之執行規
劃及管控，具體
作法如下： 
1. 申請：教師依
據學術成果
獎勵補助要
點所訂之獎
勵分類及配
點標準，填寫
自評表並檢
附佐證資料
提出申請。 

2. 審查。 
初審：由承辦作
業小組進行資
格條件及配點
核算初審，若有
爭議之學術成
果，則由各學院
推 派 二 位 教
師，成立「學術
成果獎勵審查
小組」，進行資
格條件及配點
核算 
複審：由研究發
展會議代表予
以審定，簽請校
長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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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送審 
＄180,000元 

升等送審 1.55
﹪ 

升等送審＄0
元 

升等送審 0 % 升等送審補助：
由人事室負責
經費規劃、執行
及控管，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
議，審核程序符
合公平、公開、
公正原則，審核
會議紀錄存於
人事室。 

改進教學 
＄2,400,000
元 
 

改進教學
20.72% 

改進教學＄0
元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獎補
助： 
由教務處負責
經 費 規 劃 管
控，視申請項目
之計畫方案，並
依改進教學獎
補助辦法及相
關預算補助規
定、標準等進行
初審。詳細說明
如下： 
1.學術演講補助
經費：提經相
關行政程序審
議核定公布，
並送教務會議
審議，審核程
序符合公平、
公開、公正原
則，且適用於
全體教師，審
核會議記錄存
於教務處。 

2.促進教師考取
證照之教學能
力計畫係訂定
獎勵教師取得
專業證照要
點，經相關行
政程序核定審
議後公布，並
送教務會議審
議，依經費支
用原則提供教
師取得證照各
項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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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進教學專題
研究計畫經
費補助，依計
畫領域聘請
校內專家，按
計畫主題之
重要性、對主
題文獻清楚
了解程度、與
教學改進之
相關性、研究
設計之適當
性、預期成果
對於學生受
益程度、預期
成果對該學
系或所屬教
學單位之貢
獻、研究計劃
撰寫之完整
性及經費合
理 性 等 項
目，進行審
查，並依優先
順序給予補
助。 

4.實務教學能力：
由教務處負責
經費管控，各學
術單位於前學
年度末，提出下
學年度申請
書，經教務會
議依「提升教
師實務教學能
力補助要點」
及相關預算補
助規定、標準等
進行審議。審核
程序符合公
平、公開、公正
原則，且適用於
全體教師，審核
會議記錄存於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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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教材 
＄160,000元 

編纂教材 1.38
﹪ 

編纂教材＄0
元 

編纂教材 0 ﹪ 編纂教材獎勵：
1.由教務處負責
經費規劃管
控，編纂教材
經費，提經相
關行政程序審
議核定公布，
並送教務會議
審議，審核程
序符合公平、
公開、公正原
則，且適用於
全體教師，審
核會議記錄存
於教務處。 

2.申請案由教務
處依教材領
域聘請校內
外專家，按教
材 之 重 要
性、與教學改
進 之 相 關
性、教材設計
之適當性、教
材對於學生
受益程度、教
材對該學系
或所屬教學
單 位 之 貢
獻，進行審
查，並依優先
順序給予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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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教具  
＄170,000元 

製作教具 1.47
﹪ 

製作教具＄0
元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獎勵：
舉辦教具研製
獎勵競賽，評審
委員為教務長
及各院院長（必
要 時 另 聘 校
內、外專家學
者），審核程序
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原則，
並於教務會議
頒發獎狀及獎
勵金。 
教學檔案競賽：

由各系、學位學
程推薦至少2名
專 任 教 師 參
與。再經由學院
彙整，經審查選
出至少3位專任
教師之教學檔
案。 

合計 
＄7,179,000 合計  61.97﹪ 合計＄0 合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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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元 1.04% 

＄0元 0 % 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 
有關行政人員
進修、相關業務
研習及教育訓
練 之 經 費 補
助，由行政會議
審查辦法，人事
室負責經費規
劃、執行及控
管，並由職員工
評審委員會負
責審查，審核程
序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原則，
審核會議紀錄
存於人事室。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占
經常門經費 2%

外聘社團教
師鐘點費 

＄57,917元 

外聘社團教師
鐘點費 

0.50 % 

＄0元 0 % 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1.以經常門 2％
四分之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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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 

其他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
關工作 

＄173,752元 

其他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工
作 

1.50 % 

經費編列支
付外聘社團
指導老師上
課鐘點費用。

2.以四分之三經
費補助臨時
性之社團活
動、研習、訓
練及宣導等
學輔工作相
關活動。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0元 0 % $1,679,600 27.2%  

五、其他 ＄0 0﹪ $4,500,000 72.8% 
電子資源(資料
庫/電子期刊/電
子書) 

六、新聘教師薪資 ＄4,052,791 34.99﹪ ＄0 0 ﹪ 

教師研究、研習
等用途之經費
規劃後剩餘款
項，則補助新聘
之高階教師薪
資，分配金額至
多佔經常門 70 
%。 

七、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總計 ＄11,583,460 100﹪ $6,179,600 100%  

註七：『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 30% 
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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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

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十一：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比例)。 
註十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
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獎補助款金額，不含自籌款
金額) 

2. 其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參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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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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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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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01-00 耐酸鹼實驗桌 

含 360*150*85cm*6, 320*70*85cm, 

1300*70*85cm, 6400*70*85cm等 9座(含

水槽) 

1批 818,000 818,000 

化妝品檢驗與分析、美容

衛生學與實習、推廣教育

課程、博雅涵養課程 

醫學與健康

學院 (健康

美容學位學

程) 

強化健康美容

專業教學案 

0002-00 排煙櫃 1500*860*825 / 2225MM 2台 120,000 240,000 
有異味、粉塵產生之實驗

課程操作 

醫學與健康

學院 (健康

美容學位學

程) 

強化健康美容

專業教學案 

0003-00 置物櫃 240*30*210cm木質置物櫃, 約 40格 1式 50,000 50,000 

化妝品檢驗與分析、美容

衛生學與實習、推廣教育

課程、博雅涵養課程 

醫學與健康

學院 (健康

美容學位學

程) 

強化健康美容

專業教學案 

0004-00 教學廣播系統 
信業 MBS 含 65張控制卡, 訊號增益器, 

主控器或同規格品 
1式 168,500 168,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嵌入式

專業教室) 

0005-00 電腦 

PC (Intel Core 2 Duo E8300CPU以上、記

憶體 2GB以上、硬碟 500GB以上、16X 

DVD-ROM 以上), LCD(20 吋)以上)需含

RS-232 接頭 , 軟體式還原軟體 (蓮騰

EZ-back Pro或同規格品) 

71套 28,735 2,040,185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嵌入式

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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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00 嵌入式開發平台 
Creator Xscale PX270 開 發 平 台 *1

組;Create 3.5"TFT"*1組 
15套 36,000 540,000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嵌入式

專業教室) 

0007-00 嵌入式開發套件 

USB Bluetooth 藍芽傳輸模組 1 套;USB 

Camera 模 組 1 套 ;USB Wireless 

LAN(802.11g)無線網路模組 1套 

4組 14,100 56,4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嵌入式

專業教室) 

0008-00 防盜系統 
包含防盜主機(密碼式), 紅外線偵測器, 

警報喇叭, 線材及安裝 
1套 20,000 20,000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嵌入式

專業教室) 

0009-00 網路交換器 48port網管型交換器 2台 21,500 43,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嵌入式

專業教室) 

0010-00 穩壓器 30KVA 1台 51,600 51,6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嵌入式

專業教室) 

0011-00 機櫃 
訂製 NWD-4162 41U 19"Rack 標準型機

櫃含一承板 
1台 11,000 11,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嵌入式

專業教室) 

0012-00 環控主機 

1.處理器：32-bit 以上 CPU，處理器速度

1GHz以上。 

2.隨機記憶體：128MB 以上，可擴充至

1GB。具 RS-232 程式埠，提供程式設計

使用。 

3.具 1 組乙太網路連接埠，需提供最高

1套 320,000 320,000 
精進教師教學設備且改善

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教學卓越發

展中心 

增進教學品質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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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GB ATA/100 7200 RPM硬碟驅動器，內

鍵 80GB以上硬碟。 

4.具數位音量控制卡，可提供麥克風、立

體聲輸入、立體聲輸出 x1，並提供圖形

化音量調整。 

5.具液晶顯示器(解析度：1024x768以上)

可由此顯示器示所有的控制功能狀態並

可增購觸控之功能。 

6.在通訊控制機制具備教學麥克風功能

設定軟體與圖控管理軟體 

7.具備客製化之開放系統，可以外掛相關

設備或內鍵介面卡等方式組合而成。 

0013-00 
多媒體數位看板

播放器 

MPEG 2 hardware decoder、 2.5吋 40GB

硬碟、網路串流支援 UDP、RTP及 HTTP、

CODEC：MPEG-1/2 (MP@ML FULL-D1, 

up to12Mbps)、 Windows Media Video、

MP-3、影音輸出：VGA, NTSC/PAL、

S-Video/Composite輸出、支援一般及寬螢

幕等多種解析度：640x480、800x600 (預

設)、1024x768、1280x1024、1280x768 (寬

螢幕), 856x480 (寬螢幕) 

1套 70,000 70,000 
提供教學新知與活動的即

時傳送 

教學卓越發

展中心 
學習無界線 

0014-00 
高畫質液晶顯示

器 

46吋 FullHD 1080p高解析畫、動態對比

50000:1、178度超大可視角度、內建類比

視訊盒、最高解析度 1920*1080、顯示比

例 16：9、反應時間：4mm、色數：

1台 60,000 60,000 
提供教學新知與活動的即

時傳送 

教學卓越發

展中心 
學習無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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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it/1.06B、支援顯示 1079P(FullHDTV)、

需支援壁掛功能且含壁掛零件 

0015-00 Mimic Builder 

(錄製小間影音設備)串流簡報教材工具，

可以快速地製作線上多媒體數位內容，提

供雙層底稿功能，支援多螢幕錄製環境，

並可自行調整錄製畫格數，可由錄製產生

的 AVI檔供後製剪輯。 

1套 40,000 40,000 
協助教師建立專業的教學

內容 

教學卓越發

展中心 

提升教師教學

品質與內容 

0016-00 STREAM Author 

(錄製小間影音設備)教學錄製工具，提供

與傳統教學相似的操作環境，提供電腦螢

幕模擬電子白板、滑鼠模擬電子筆功能

1套 30,000 30,000 
協助教師建立專業的教學

內容 

教學卓越發

展中心 

提升教師教學

品質與內容 

0017-00 
全自動研磨咖啡

機 

豆槽容量：約 200 (公克)  

水箱容量：約 1.9 (公升) 

咖啡渣盒容量：約 16 塊咖啡渣  

3台 50,000 150,000 

專業調酒證照課程、餐旅

服務及實習旅館課程、校

內實習課程、旅館管理與

實務操作、咖啡學課程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健康

休閒管理系)

建置多功能調

飲與餐服專業

教室) 

0018-00 美式咖啡機 10~12人份容量 3台 30,000 90,000 

專業調酒證照課程、餐旅

服務及實習旅館課程、校

內實習課程、旅館管理與

實務操作、咖啡學課程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健康

休閒管理系)

建置多功能調

飲與餐服專業

教室) 

0019-00 
雙孔半自動研磨

啡機 

雙口、鍋爐容量 10 公升以上；單口鍋爐

容量 8 公升以上   
3台 60,000 180,000 

專業調酒證照課程、餐旅

服務及實習旅館課程、校

內實習課程、旅館管理與

實務操作、咖啡學課程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健康

休閒管理系)

建置多功能調

飲與餐服專業

教室) 

0020-00 房務準備車 
(1)為四輪式推車，底邊四角裝設防撞輪或

防撞裝置；二輪固定另二輪可轉向，車輪
2台 23,000 46,000 

專業調酒證照課程、餐旅

服務及實習旅館課程、校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健康

建置多功能調

飲與餐服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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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裝設煞車裝置。   

(2)足夠裝載一名學員進行測試所需備品。

(3)一端須附垃圾袋另一端須附布巾收集

袋，二者皆方便拆卸及收存。容積需足夠

容納測試時所替換之布巾及垃圾；所附之

袋應可方便拆洗。 

(4) 垃圾袋及布巾袋須加以標示。  

內實習課程、旅館管理與

實務操作、咖啡學課程 

休閒管理系) 教室) 

0021-00 餐桌組 

(1)方餐桌 ：90cmx90cmx75cm  含摺疊

式桌腳。 

(2)圓餐桌：直徑 150cm， 邊緣含防撞材

質並利於滾動搭配方桌使用。 

(3)會議桌:180*60*75cm  

1批 66,000 66,000 

專業調酒證照課程、餐旅

服務及實習旅館課程、校

內實習課程、旅館管理與

實務操作、咖啡學課程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健康

休閒管理系)

建置多功能調

飲與餐服專業

教室) 

0022-01 調酒 BAR台-吊櫃 長300cm*高 75cm*深 60cm 1座 100,000 100,000 

專業調酒證照課程、餐旅

服務及實習旅館課程、校

內實習課程、旅館管理與

實務操作、咖啡學課程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健康

休閒管理系)

建置多功能調

飲與餐服專業

教室) 

0022-02 
調酒 BAR台-調理

台 
長 300cm*高 85cm*深 70cm 1座 250,000 250,000 

專業調酒證照課程、餐旅

服務及實習旅館課程、校

內實習課程、旅館管理與

實務操作、咖啡學課程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健康

休閒管理系)

建置多功能調

飲與餐服專業

教室) 

0023-00 微波消化系統 
含本體、光纖式溫度監控系統、微處理控

制器、超高溫高壓消化瓶組等。 
1套 700,000 700,000 

『綠色材料驗證』課程，

專題研究、碩士論文等相

關課程 

環境與生命

學院 (環境

工程與科學

系) 

綠色材料驗證

實驗課程設備

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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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00 雷射粒徑分析儀 
測量範圍: 0.04-700µm; 0.7-700µm  

測量原理: 靜態雷射遮蔽/散射技術  
1台 950,000 950,000 材料科學實驗 

環境與生命

學院 (應用

化學及材料

系) 

精進教學品質

及強化學生實

作能力 

0025-00 儲物櫃 
160*33/55*240cm, 木心板或密集板表面

貼皮儲物櫃, 含 4個鎖 
2式 28,700 57,400 建置專業保母教室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幼兒

保育系)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專業保

母教室設備) 

0026-00 
沐浴娃娃練習模

型 

沐浴娃娃練習模型 (女 4)(男 4)(日本

koken 軟質矽膠, H48cm, 3000g, 附皮袋, 

臍帶)  

8組 53,000 424,000 建置專業保母教室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幼兒

保育系)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專業保

母教室設備) 

0027-00 
嬰兒甦醒急救安

妮訓練模型 

嬰兒甦醒急救安妮訓練模型  (日本

yagami H70cm, 3.7kg, 7-8個月, 附肺袋, 

氣道, 臉皮, 連身衣, 袋子)  

5組 34,000 170,000 建置專業保母教室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幼兒

保育系)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專業保

母教室設備) 

0028-00 實習台 

(要有冷熱水龍頭)L2100*H75*D60cm, 含

不鏽鋼水槽*8, 伸縮蓮蓬頭*8 及配管配

電, 含 17個鎖 

2式 100,000 200,000 建置專業保母教室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幼兒

保育系)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專業保

母教室設備) 

0029-01 電腦 

Intel Core 2 Duo E8300(以上),2G DDR3 

800( 以 上 ), 500G( 以 上 ),16X DVD 

SuperMulti 光碟機,nVida GeForce G220 

1GB(以上),  20'' LCD (以上), (五年保

固), 軟體式還原軟體(蓮騰 EZ-back Pro

或同規格品) 

71套 35,300 2,506,300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學中心) 

0029-02 防盜系統 
包含防盜主機(密碼式), 紅外線偵測器, 

警報喇叭, 線材及安裝 
2套 20,000 40,0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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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 學中心) 

0029-03 監視系統 

包含 5 台紅外線彩色攝影機監視器材, 

HDD750GB 以上之 16 埠數位錄影主機, 

監控螢幕, 線材及安裝 

1套 98,000 98,0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學中心) 

0030-00 教學廣播系統 
信業 MBS 含 65張控制卡, 訊號增益器, 

主控器或同規格品 
1式 168,500 168,5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學中心) 

0031-00 網路交換器 48port網管型交換器 4台 21,500 86,0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學中心) 

0032-00 UTM防火牆 

支援 25000 個 concurrent sessions，

Firewall performance :150Mbps，支援

IPS/AV/CF， 內含第一年 IPS及 AV免費

更新，WCF 需另外加購；  具備 7 個

10/100 Mbps LAN 埠 2個WAN埠及 1

個 DMZ 埠/DHCP/NAT/IDS/ 提供硬體 3

年保固 

1套 60,000 60,0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學中心) 

0033-00 機櫃 
 訂製 NWD-4162 41U 19"Rack 標準型

機櫃含一承板 
1台 11,000 11,0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學中心) 

0034-00 穩壓器 

型號:AVR-30K(全電子)容量:30KVA，輸

入電壓:3相 4W   208/120V 

輸出電壓:3 相 4W   208/120V，提供 5

年保固 

1台 51,600 51,6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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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00 心電圖監測器 

配件: 心電圖導線 1 條、血壓壓脈帶 1

個、血氧濃度偵測器 1組、推架 1台 

1.監視項目- 心電圖、呼吸、體溫、脈搏

血氧，非侵入性血壓(NIBP) 

2.螢幕-7 吋寬 TFT(800*480)、三頻道波

形，可提供長時間兩段心電圖波形顯示

3..心電圖- a. 心跳準確度  ：士 3bpm 

b. ECG大小     : x0.5；x1；x2；x4m V/ 

cm  c. HR監測範圍: 30~300 bpm 

4.呼吸- 範圍 : 每分鐘 5-120 次 準確

度 :每分鐘 士 3次 

5.SpO2- 脈搏監測範圍：0-254 bmp 

血氧準確度：士 2位數(70~100 ﹪) 

脈搏準確度  ：士 2bpm 

非侵入性血壓( NIBP)-測量範圍: 

[成人]收縮壓:50-260 mmHg 

[嬰兒]收縮壓:50-120 mmHg 

[小兒]收縮壓:50-230 mmHg 

綁帶壓力顯示 0∼300 mmHg 

血壓準確度：符合美國 ANSI/AAMI 

SP10-1992標準 

自動重複監測：每 1,2,3,4,5 10,15,20,30分

鐘 和 1,2,4,8小時 

6.表格趨勢：記憶儲存時間 120Hr 

7.資料間隔：1,5,15,30分鐘及 1小時 

7台 105,000 735,0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組

/成人照護

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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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圖形趨勢：顯示間隔-每次 NIBP測量 15

分,如無 NIBP測量或在 alarm狀況 

9.內藏電池,具自動充電功能, 充飽後可

供 2.小時使用 

10.外型輕巧, 俱把手掛鉤,可勾於病床護

欄, 攜帶亦方便 

11.所有參數可調整為大型數字顯示,方便

觀察 12.附推車 

0036-00 

光電感應多媒體

人體針灸穴位發

光模型 

MAW-170E( 或 同 等 品 以 上 ) 按 國 際

GB12346-90 定位生產，針灸穴位共 409

個。 該系統融電腦技術、電子控制技術、

多媒體技術、腧穴理論於一體；聲音、螢

幕、人體模型同步控制經絡腧穴的資訊

1組 188,826 188,826

（1）提昇中醫護理教學的

教學品質（2）提供教師中

醫自學輔具 

護理學院 

(中醫護理教

學)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37-00 e化講桌 

e控制主機、電腦主機、LCD液晶螢幕、

麥克風主機、麥克風、擴大機、喇叭、

DVD放影機 

4套 111,388 445,552 E化教學使用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組/ 

精神照護組)

E 化護理學院

學習環境 

0038-00 電腦 

PC (CPU3.0GHz以上、記憶體 2GB以上、

硬碟 250GB以上、8X DVD-ROM以上), 

LCD(17吋)以上 

4套 30,000 120,000 
為建置學生自學與同步教

學環境並提升教學品質。

醫學與健康

學院 ((物理

治療系)) 

優化學術品質

與效能 

0039-00 電腦 

PC (CPU3.0GHz以上、記憶體 2GB以上、

硬碟 250GB以上、8X DVD-ROM以上), 

LCD(17吋)以上 

1套 30,000 30,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0040-00 單槍投影機 

亮度:3500流明 

解析度:1024X768 

保固:機身三年,燈泡二年 

1台 53,543 53,543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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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00 電腦 

PC (CPU3.0GHz以上、記憶體 2GB以上、

硬碟 250GB以上、8X DVD-ROM以上), 

LCD(17吋)以上 

2套 30,000 60,000 

全校性博雅涵養（通識）

課程、專題講座及研討會

議使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校內品質提升

(建置資訊自

學中心) 

0042-00 女性導尿模型 

1.本體：生殖器官及膀胱可拆卸更換 

2.腹部外接透明壓克力管,可將液體注入

膀胱 

3.膀胱容量約 800ml 

4.適用 size14號導尿管 

5.尺寸:約 43*20*20cm 重約 5kg 

8組 95,000 760,000 基本護理技術教學用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組/

婦女健康照

護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43-00 
人體全身骨骼模

型  

1.尺寸:170cm 

2.以合成塑料製,具骨孔、骨裂縫 

3.右側用色彩表示肌肉的止端及起源,並

具有韌帶連接在肩、肘、臀及膝關節上

4.左側由 300 多個號碼標示主要骨骼名

稱，骨骼組織 

5.脊柱可自然活動,並備有突出的神經及

脊椎骨動脈 

6.附軟質標示腦幹模型(11*22cm) 

7.附肘關節塑化標本*1 

8.附滾輪支架及防塵套 

2組 42,000 84,0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成人照護組

/基本護理組

/婦女健康照

護組/兒童及

青少年照護

組/精神照護

組/老人及社

區照護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44-00 胎盤模型 
1.尺寸:胎盤:19cm,臍帶約 30cm 

2.重量:700g 
1組 46,000 46,0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婦女健康照

護照護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45-00 胎兒附骨盆模型 
1.胎兒:一具身體，四種不同胎頭及一個骨

盆骨組成 
1組 40,000 40,0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婦女健康照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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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胎頭可依不同需求更換,並可左右轉動

90度 

3.展示分娩及機轉過程 

護照護組)

0046-00 骨盆附韌帶模型 
骨盆附韌帶 (肌肉 )模型 )英國製 ,廠

牌:ADAM,Rouilly型號:MO-16 
2組 45,000 90,0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婦女健康照

護照護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47-00 肺部解剖模型 

1.尺寸:56*24*20cm可 6分解 

2.可分解咽頭右部，喉頭左部，氣管，右

肺，左肺上葉，左肺下葉. 

1組 55,000 55,0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成人照護

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48-00 
成人甦醒急救訓

練假人 

(全身式不可列印型) 

1. AC/DC兩用,練習場所可任意選擇 

2.身長:160cm (+-2cm), 腳部可折疊收藏

3.重量:約 13KG (+-1KG),含保管箱及附件

4. LED面板指示器:立於假人腰間,易於練

習者確認操作是否正確 

5. 附件 :a、 軟式攜行袋一只. b、 肺袋

5 個 c、 氣道 5 個 d、 可攜式面膜 10

個 e、 臉皮一枚 

2組 85,000 170,000 成人照護組教學用 

護理學院 

(成人照護

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49-00 臀部注射模型 

1. 尺寸：14*34.5*49.5cm 

2. 材質：合成橡膠； 

3. 功能：a. 依據人體臀部的解剖結構設

計，利用綁帶可裝置在人體臀部使用 b. 

採內建式指示裝置燈號及電子音警示提

示，非一般外掛式設計，使用方便 c. 附

液體儲存袋可收集注入液體 d. 附透明

5組 90,000 450,000 基本護理技術教學用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

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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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克力外殼，並在外殼處標示注射正確部

位及解剖購造 e. 可作臀部肌肉注射練習

0050-00 灌腸摘便模型 

KOKEN LM068(或同等品以上) 

尺寸:30*55*40cm,重 2.8kg 

規格： 

1. 軟質矽膠製.腹部可開啟 

2. 下肢與臀部一體成型無接縫 

3. 具可拆式透明腸道 

4. 可做灌腸及摘便練習 

5. 附軟便 15g,硬便 2個 

6. 附灌腸器及透明防水墊 1個 

2組 62,000 124,000 基本護理技術教學用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學

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51-00 單槍投影機 

亮度:3500流明 

解析度:1024X768 

保固:機身三年,燈泡二年 

4台 53,543 214,172 教學用 

護理學院 

(各專業教學

小組) 

E 化護理學院

學習環境 

0052-00 水槽櫃 
1.木質矮櫃 2.人造石材面 3.80〤60〤85公

分 4.含龍頭 
1式 30,000 30,000 

Ｄ 309A/D309B/D408B 專

業示範教室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組/ 

精神照護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空間 

0053-00 混音機 

1. 6(MIC/LINE)(含)以上輸入 

2. 4組立體輸入 

3. 4組 AUX輸出 

4. 2組立體 AUX輔助輸入 

5. L，R左右輸出 

6. 1組 USB輸出/入，可作為 PC電腦錄音

/放音及效果器使用 

7. USB音頻處理器:USB1.1 ,16bit. 

1台 35,000 35,0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成人照護組

/基本護理組

/婦女健康照

護組/兒童及

青少年照護

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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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SB取樣頻率:32,42.1或 48khz. 

9. 雜訊比：麥克風輸入-127dBu (含)以下

0054-00 無線麥克風組 

1. 載波頻段：UHF 760~950MHz 

2. 接收方式：CPU控制「自動選訊接收」

3. 振盪模式：PLL 相位鎖定頻率合成(固

定頻率) 

4. 射頻穩定度：±0.005%(-10~50°C) 

5. 實用靈敏度：輸入 10dBµV時，S / N

＞70dB 

6. 最大偏移度：±68KHz 

7. 綜合 S/N比：＞105dB(A) 

8. 綜合 T.H.D.：＜0.5%@1KHz 

9. 綜合頻率響應：60Hz~18KHz 

10. 靜音控制模式：「雜訊鎖定」靜音控

制 

11. 含 6支耳掛式麥克風 

12. 需與 606情境模擬學習中心員教學視

聽系統相符且同時使用時不互相干擾 

1組 24,500 24,5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成人照護組

/基本護理組

/婦女健康照

護組/兒童及

青少年照護

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55-00 擴音設備 

1.無線 MIC MIPRO UHF-BEST(耳掛)x2 

2.前後級功率擴大機 BOSCHx2 

3.揚聲器 BOSCHx12 

1套 48,600 48,600 
成人照護組技術教學回覆

練習課程使用 

護理學院 

(成人照護

組) 

優化護理學院

學習輔具 

0056-00 肢體循環器 

*六個空氣袋，每個可各別調整壓力。 

*壓力調整範圍：0 ~ 180 mmHg，分為 9

段。 

*含八組程式設計的壓力模組，可同時設

1組 120,000 120,000 
物理因子治療學實習、進

階物理因子治療學實習 

醫學與健康

學院 (物理

治療系) 

優化學術品質

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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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 ~ 8組。 

*定時裝置：0 ~ 30 分鐘 

*手/腳套含內套，可卸下清洗。 

*手套含腋下綁帶 

*可顯示充氣的氣袋 

*尺寸:420*310*204 mm 

*重量:20 kg 

0057-00 電子分析天平 
秤重 410g, 最小單重 0.01g, 秤盤 110mm, 

穩定時間 3sec 
1台 12,000 12,000

生物化學及實驗、臨床生

化及實驗、臨床血液學及

實驗、臨床血清免疫學及

實驗、臨床鏡檢學及實

驗、微生物及臨床微生物

實驗室 

醫學與健康

學院 (醫事

技術系) 

精進院系所專

業及特色發展 

0058-00 
功能性電刺激器

附肌電訊號回饋 

1.頻道 2頻道 

2.範圍：20µV至 2mV 

3.肌電圖活動期: 1x 50工作/休息 

4.音頻迴饋: 聲音於閥值之上, 聲音於閥

值之下, 比例或概略的肌電圖 

5.迴饋形式: 圖形或線顯示 

6.記憶功能: 可儲存 30 分鐘資料電刺激

器部份: 

7.雙頻道，波型: 不對稱雙向波，波寬: 50

至 450 µs 

8.工作/ 休息時間: 1-20秒之間調整 

9.可同時合併生理回饋及電刺激器 

1台 40,000 40,000 
物理因子治療學實習、進

階物理因子治療學實習 

醫學與健康

學院 (物理

治療系) 

優化學術品質

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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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連接電腦，附軟體: (可詳細將病患資料

載入及存檔) 

11.可用於臨床及家用 

12.可自動偵測閥值，電源: 9 V 

0059-00 跑步機 
1. 速度 0.8-16km/hr, 2. 仰角 0-12%, 3. 可

自設程式, 4. LED顯示 
1台 70,000 70,000 

心肺物理治療學實習、進

階心肺物理治療學實習 

醫學與健康

學院 (物理

治療系) 

優化學術品質

與效能 

0060-00 超純水製造機 

包含 1. 出水量 ＞ 1 L / min  2. 出水水

質 :  a：比阻抗值 18.2 MΩ-cm @ 25℃

b：TOC ＜ 10 ppb   c：微生物 ＜ 1 cfu 

/ ml,  3. 電極常數 ：0.02 cm-1   4. 採

用彩色 LCD 螢幕顯示    5. 圖解式操

作，可顯示水質、水溫、待機、定量取水

5. 圖解式警示，可警示純化管更新、純

化管未定位、純度小於設定值     6. 具

自動循環功能，每二小時循環 3分鐘 

1台 150,000 150,000 

臨床細菌檢驗及實驗, 臨

床血液及血庫檢驗及實驗, 

臨床生化檢驗及實驗, 臨

床鏡檢檢驗及實驗,  臨床

血清免疫檢驗及實驗 

醫學與健康

學院 (醫事

技術系) 

精進院系所專

業及特色發展 

0061-00 顯微鏡櫃 
(50cm*18)*190cm 木置櫃, 約可放置 100

台顯微鏡 
1式 150,000 150,000 

全系共用顯微鏡及吸量管

與電泳槽之所有實驗課 

醫學與健康

學院 (醫事

技術系) 

精進院系所專

業及特色發展 

0062-00 除濕機 

自動排水設備 

三方向可調風向 

滿水自動停止 

電源：單相．110V．60Hz  

額定消耗電功率：220W  

除濕能力：室溫 30 ℃ ~35 ℃ / 溼度 80 % 

1台 12,000 12,000 
全系共用顯微鏡及吸量管

與電泳槽之所有實驗課 

醫學與健康

學院 (醫事

技術系) 

精進院系所專

業及特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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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 12.0 公升 / 日 ；25.3 品脫 / 日

室溫 27 ℃ /溼度 60 % 6.0 公升 / 日 ；

12.6 品脫 / 日  

連續排水：可接內徑 13mm之水管  

0063-00 冷氣機 
中央空調、獨立式 

冰水送風機 
1式 300,000 300,000 

微生物及臨床微生物實驗

室 

醫學與健康

學院 (醫事

技術系) 

精進院系所專

業及特色發展 

0064-00 除濕機 
日立多功能除濕機，28L/日，室溫 30-35

度/濕度 80-85％ 
1台 18,000 18,000 團體膳食與製備 

醫學與健康

學院 (保健

營養系) 

強化特殊餐飲

暨烘培實驗室 

0065-00 除濕機 

外型尺寸：高 595×寬 385×深 285(mm), 顏

色：流沙金 , 除溼能力：  32 公升 /日

(DB30℃ RH80%), 水箱容量：6.7公升(全

國最大容量), 適用室溫範圍：5℃~35℃, 

含除濕後水排放 

6台 12,000 72,000 改善 G110實習教室用 

醫學與健康

學院 (物理

治療系) 

優化學術品質

與效能 

0066-00 防潮箱 

1.左右雙門式，強化玻璃門，附鎖，鋼製

平面層板 3片 

2.左右雙門式，鋼製門面，附鎖，鋼製平

面層板 3片 

2台 48,000 96,000 改善 G110實習教室用 

醫學與健康

學院 (物理

治療系) 

優化學術品質

與效能 

0067-00 冷氣機 
322V氣冷式 5RT冷氣機含原有窗型冷氣

移裝含隔間開孔電源排水系統 
2台 137,000 274,000 改善 G110實習教室用 

醫學與健康

學院 (物理

治療系) 

優化學術品質

與效能 

0068-00 
煙 道 採 樣 設 備

(ORSAT) 

台製，每套包括： 

【1】附 O2/CO2/CO吸收瓶*1個 
2套 24,000 48,000 

『空氣污染物分析與實

驗』課程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環境

空氣污染分析

與實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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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器袋球組*1組 工程與科學

系) 

排放管道中氣

體組成檢測及

流量校正充實

案 

0069-00 乾式流量校正器 

5 毫升/分鐘~500 毫升/分鐘，一級標準，

NIST 可追溯，乾式石墨活塞設計，無需

皂泡液，準確度：±1% 

1套 62,000 62,000 
『空氣污染物分析與實

驗』課程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環境

工程與科學

系) 

空氣污染分析

與實驗課程-

排放管道中氣

體組成檢測及

流量校正充實

案 

0070-00 生物反應槽 

(訂製品 )一組三套壓克力材質；厚

20.5cm；含不銹鋼攪拌棒（SK-10470-26）

乙個；含攪拌器（DS-3S）乙個 

1組 25,000 25,000 『環工單元操作』課程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環境

工程與科學

系) 

環工單員操作

實做課程教學

設備(生物反

應槽)充實案 

0071-00 
三向動態力量量

測系統 

1.石英壓電式三向測力系統：Fz:0~5kN；

Fx,Fy:-2.5~2.5kN。 

2.USB資料擷取系統。 

3.連接線。 

4.擷取顯示軟體。 

5.資料處理機。 

1套 795,000 795,000 人因工程實務演練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職業

安全系) 

職安系學生人

因工程、機電

防護及作業環

境測定能歷精

進與提升計畫 

0072-00 
機電防護量測儀

器(靜電棒) 
300mm*110V 1台 12,000 12,000機電防護實務演練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職業

安全系) 

職安系學生人

因工程、機電

防護及作業環

境測定能歷精

進與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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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00 
機電防護量測儀

器(靜電噴槍) 
110V*60Hz 1台 11,000 11,000 機電防護實務演練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職業

安全系) 

職安系學生人

因工程、機電

防護及作業環

境測定能歷精

進與提升計畫 

0074-00 
機電防護量測儀

器(靜電壓測試儀) 
量測範圍：0至±20Kv。最小讀數：±10V 1台 26,000 26,000 機電防護實務演練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職業

安全系) 

職安系學生人

因工程、機電

防護及作業環

境測定能歷精

進與提升計畫 

0075-00 冷氣機 水冷式箱型冷氣，噸數：10噸 1式 80,000 80,000 
改善 C419 生物實驗教室

環境 

環境與生命

學院 (生物

技術系) 

精進學生實作

能力與提升教

學品質計畫 

0076-00 擴大機 
輸 出 功 率 210W+210W 4 歐 姆 , 

160W+160W歐姆 
1台 19,800 19,800 教學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生物

技術系) 

精進學生實作

能力與提升教

學品質計畫 

0077-00 微量吸取器 
最大吸取容量:20 微升，200 微升，1000

微升每組含 20、200、1000µl與放置架 
2組 24,000 48,000 各基礎實驗課程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生物

技術系) 

精進學生實作

能力與提升教

學品質計畫 

0078-00 
低流量空氣採樣

器 

3.2L,不鏽鋼內塗矽材質,1/4"Nupro 閥(不

鏽鋼) 
1台 34,000 34,000 

作業環境測定(二)補充採

樣設備供學生上課使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職業

安全系) 

職安系學生人

因工程、機電

防護及作業環

境測定能歷精

進與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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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00 空氣採樣器 採樣流速 750~3000ml/min,(恆流) 7台 23,000 161,000 
作業環境測定(二)補充採

樣設備供學生上課使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職業

安全系) 

職安系學生人

因工程、機電

防護及作業環

境測定能歷精

進與提升計畫 

0080-00 空氣採樣器 
6L,不鏽鋼內塗矽材質,1/4"Nupro 閥(不鏽

鋼) 
2台 35,000 70,000 

作業環境測定(二)補充採

樣設備供學生上課使用 

環境與生命

學院 (職業

安全系) 

職安系學生人

因工程、機電

防護及作業環

境測定能歷精

進與提升計畫 

0081-00 錄音卡座 

1. Composite 輸入 / 輸出 (RCA 接頭 ) 

2. S-Video 輸入 / 輸出  

3. IEEE 1394 輸入 / 輸出 (6-pin)  

4. 立體聲聲音輸入 / 輸出 (RCA 接頭 ) 

5. 影像格式： NTSC 768 × 480 每秒 30 

格  PAL 720 × 576 每秒 25 格 

6. 壓縮格式：  MPEG-1 / MPEG-2 / 

DV.AVI / MJPEG  

7. 類比輸出 (NTSC / PAL)  

8. DV (IEEE 1394)輸出 25Mbps，支援攝

影機連動控制  

9. 影像： DV / AVI / MPEG-1 / MPEG-2 / 

DivX / MPEG-4 / 3GP / WMV / VOB(無防

拷保護)  

10. 聲音： WAV / MP3  

1台 17,000 17,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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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圖檔： BMP / JPG / PCT / TGA / TIF / 

WMF VCD / SVCD / DVD DV / AVI / 

DivX / RealVideo 8 / Windows Media 9 / 

MPEG-1 / MPEG-2 / MPEG-4  

12. Apple iPod / Sony PSP相容格式 

0082-00 對講系統 

雙頻道對講電源供應主機  

a.對講線性阻抗 :350 歐姆 (含 )以上

@(1KHZ),2.2K歐姆(含)以上@(DC直流) 

b.對講線性聲音訊號位準:平常-18dBu,最

大+4dBu(含)以上.  

c.動態範圍：80dB(含)以上. 

d.呼叫輸出信號:+2.8mA(含)以上.  

e.附桌上型二頻道喇叭對講子機*1, 腰帶

式攜帶型對講子機*3, 璧掛式二頻道喇

叭對講子機*2 

1套 87,000 87,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0083-00 
耳掛式無線麥克

風 

1. 載波頻段：UHF 620~934MHz 

2. 接收天線：後置分離式設計 

3. 接收頻道：雙頻道 

4. 預設頻率數：第 1∼6群組各預設 8個

無條件限制的互不干擾頻率，第 7∼8 群

組各預設 12個及第 9∼10群組各預設 15

個互不干擾頻率，共預設 102個精挑的頻

率組合 

5. 接收方式：CPU控制自動選訊接收 

6. 振盪模式：PLL相位鎖定頻率合成 

3組 16,500 49,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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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射頻穩定度：±0.005%(-10~50℃) 

8. 實用靈敏度：輸入 10dBµV 時，

S/N>80dB 

9. 最大偏移度：±68KHz 

10. 綜合 S/N比 ：>106dB(A) 

11. 綜合 T.H.D.：<0.5% @ 1KHz 

12. 綜合頻率響應：80Hz~18KHz ±3dB 

13. 靜音控制模式：『音碼及雜訊鎖定』

雙重靜音控制 

14. 音量輸出：預設等於音頭靈敏度，使

用者不必調整音量輸出 

15. 最大輸出電壓：三段式切換：+10dBV 

/ 0dBV / -6dBV 

0084-00 28CH混音機 

1.型式： 

a.24(MIC/LINE)(含)以上輸入, 

 b. 2組立體輸入(每組可做 A,B組選擇輸

入)． 

c. 6組輔助 AUX輸出, 

 d. 2組矩陣 matrix輸出, 

 e. 四組群組輸出. 

 f. L,R左右輸出. 

 g. 一組MONO輸出. 

 h. 1組USB輸出/入,可作為 PC電腦錄音

/放音及效果器使用. 

2.最大輸入位準：平衡式 XLR 輸入：+6 

1台 78,500 78,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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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u(含 )以上 ~-63 dBu(含 )以下 ,最大

+17dBu(含)以上，平衡式 JACK 輸入：

+10dBu(含)以上~-26 dBu(含)以下,最大

+30dBu(含)以上，中央插入(INSERT)輸

入：正常 0dBu(含)以上,最大+21dBu(含)

以上，立體輸入：正常 0dBu(含)以上,最

大+10dBu(含)以上。 

3.最大輸出位準：L,R及單音 XLR輸出：

正常+4dBu(含)以上 ,最大+27dBu(含)以

上，L,R及單音(INSERT TRS)輸出：正常

-2dBu(含)以上,最大+21dBu(含)以上，群

組(GROUP)輸出：正常+4dBu(含)以上,最

大+27dBu(含)以上，群組GROUP(INSERT 

TRS)輸出：正常 -2dBu(含 )以上 ,最大

+21dBu(含)以上，輔助(JACK)輸出：正常

-2dBu(含)以上,最大+21dBu(含)以上，矩

陣 MATRIX(JACK)輸出：正常-2dBu(含)

以上 ,最大+21dBu(含 )以上，直接輸出

(DIRECT OUT)：正常 0dBu(含)以上,最大

+21dBu(含 )以上，錄音輸出：正常

0dBu(含)以上,最大+21dBu(含)以上. 

4.頻率響應：麥克風輸入至 L,R 輸

出 :20HZ( 含 ) 以 下 -20KHZ( 含 ) 以

上 ,+0.5/-1dB ， 線 性 輸 入 至 L,R 輸

出 :10HZ( 含 ) 以 下 -30KHZ( 含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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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0.5/-1dB ， 立 體 輸 入 至 L,R 輸

出 :10HZ( 含 ) 以 下 -30KHZ( 含 ) 以

上,+0.5/-1dB. 

5.失真率：麥克風輸入至 L,R 輸出:小於

0.004% (含)以下，線性輸入至 L,R 輸出:

小於 0.005% (含)以下，立體輸入至 L,R

輸出:小於 0.003% (含)以下. 

6.內部動態餘裕：類比:+21 dB(含)以上，

USB輸出/入:+14 dB(含)以上. 

7.USB音頻處理器:USB1.1 ,16bit. 

8.USB取樣頻率:32,42.1或 48khz. 

9.雜訊比：麥克風輸入-127dBu (含)以下．

10.每一單音聲道付一高通濾波器. 

11.每聲道ＡＵＸ輸入可選擇ＰＯＳＴ／

ＰＲＥ． 

12.MIC/LINE 聲道附直接輸出(DIRECT 

OUT)插孔. 

13.每聲道附靜音開關(MUTE)及中間插

入(INSERT)孔 

14.每聲道附 PFL 聲道監聽及等化器

IN/OUT開關 

15.每一聲道付一４８Ｖ PHANTOM 

POWER及高通濾波 100HZ開關 

16.內附對講(TALK BACK)麥克風輸入插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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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0ｍｍ音量推桿． 

0085-00 12吋主揚聲器 

1. 型式：12吋(含)以上低音單體，直徑 2” 

(含)以上出口 CD號角，二音路喇叭  

2. 頻率響應：50Ｈｚ(含)以下∼20ＫＨｚ

(含)以上 

3. 連續 RMS承受功率：500瓦(含)以上

4. 程式 PROGRAM 承受功率：1000 瓦

(含)以上 

5. 尖峰 PEAK 承受功率：2000 瓦(含)以

上 

6. 靈敏度（１瓦／１米）：103ｄＢ ＳＰ

Ｌ(含)以上 

7. 最大音壓：全功率時 137ｄＢ(含)以上

8. 涵蓋角度：H90度ｘV45度 

9. 一般阻抗：８歐姆       

10. 附原廠 20HZ-40KHZ 音壓 SPL(dB)/

頻率(frequency)測試曲線圖  

11. 附原廠 20HZ-40KHZ阻抗 Z(Ohms) /

頻率(frequency)測試曲線圖 

12. 附原廠 20HZ-40KHZ 分貝失真

(DISTORTION IN dB) /頻率(frequency)測

試曲線圖 

13. 附原廠 20HZ-40KHZ 強度/傳送寬度

(BEAMWIDTH IN DEGREES) /頻率

2台 33,000 66,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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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曲線圖 

14. 附 原 廠

125HZ,250HZ,500HZ,1KHZ,2KHZ,4KHZ,

8KHZ垂直/水平涵蓋角度圖 

15. 喇叭接頭：4 PIN SPEAKON 接頭 x

２只 

16. 材質：防水聚乙稀結構 

17. 附原廠 35mm喇叭立架插孔   

18. 整支喇叭含喇叭箱及單體原廠原裝

出廠 

0086-00 15吋低音揚聲器 

1. 型式：15吋(含)以上低音單體，超低音

喇叭． 

2. 阻抗：4歐姆或 8歐姆． 

3. 連續承受功率：600瓦(含)以上.   

4. 程式(PROGRAM)承受功率：1200 瓦

(含)以上.    

5. 最大承受功率：2100瓦(含)以上.  

6. 輸出音壓：一米一瓦 106ｄＢ(含)以上.

7. 最大音壓：一米 141ｄＢ(含)以上. 

8. 頻率響應：35HZ(含)以下∼1KHZ(含)

以上. 

9. 接頭：4PIN SPEAKON接頭 x2. 

10. 整只喇叭含單體音箱原廠原裝出廠 

2台 35,000 70,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0087-00 電子分音器 
1. 型式：雙頻道壓縮/限制/擴展/閘集器

2. 輸出入接頭:1/4"TRS耳機和 XLR接頭
1台 37,000 37,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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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阻抗：60KΩ(含)以上（平衡） 

4. 最大輸入位準：+21dBu(含)以上,平衡

式或不平衡式 

5. 輸出阻抗：1KΩ(含)以上 

6. 最大輸出位準：+21dBu(含)以上 

7. 頻率響率：20HZ(含)以下至 20KHZ(含)

以下 

8. 總斜波失真 THD:<0.05%(含)以下 

9. 互調失真 SMPTE:<0.01%(含)以下 

10. 雜訊比:97dB(含)以上 

11. 串音比:85dB(含)以上@20KHZ 

12. 共模抑制比(CMR)：60dB(含)以上 

13. 壓縮器臨限點範圍：-40dBu(含)以下

至+20dBu(含)以上 

14. 壓縮器壓縮範圍:可改變 1:1 至無限

大:1              

15. 壓縮器啟動時間：0.1msec(含)以下至

200msec(含)以上       

16. 壓縮器釋放時間：0.05sec(含)以下至

4sec(含)以上        

17. 閘集器出發點範圍：關閉 off 至

+15dBu(含)以上 

18. 內建自動模式方便設定調整 

19. 內建雙頻道低頻動態擴展處理器 

20. DE-ESSER消除範圍 6KHZ-10KHZ 

系、幼保系)



54 

21. DE-ESSER臨限點控制:+20dB 

22. DE-ESSER啟動時間：0.1msec 

23. RS-232通訊埠,可以程式與電腦連控

0088-00 迴授抑制器 

1. 型式：等化迴授抑制器 

2. 輸 入 靈 敏 度 / 阻 抗 ：

0.775V(0dBm)/15KW 平衡式 

3. 輸出音量/阻抗: 0.775V(0dBm)/600W 

平衡式 

4. 頻率響應:20HZ(含)以下∼20KHZ 

5. 訊噪比:68dB 

6. 總諧波失真：0.4%(20HZ-20KHZ) 

7. 面板上具有可手動控制頻率迴授點頻

率範圍旋鈕 

8. 控制深度:0-20dB 

9. 具有可外接 DC+24V電源輸入 

10. 具有輸入/輸出電路旁路選擇開關 

11. AC 120V/220V電源輸入選擇開關 

12. 面 板 上 具 有

25HZ,63HZ,160HZ,400HZ,1KHZ,2.5KHZ,

6.3KHZ,16KHZ頻率點 LED監看 dB錶

13. RS-232通訊埠,可以程式與電腦連控

2台 28,000 56,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0089-00 立體參數等化器 

1. 型式：19”EIA標準機櫃型. 

2. 頻寬控制：3又 1/3音程(含)以上∼1/20

音程(含)以下 

3. 工作增益範圍:增益大於+15dB(含)以

1台 27,500 27,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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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衰減-20dB(含)以上 

4. 主增益範圍:+-15dB(含)以上 

5. 每一頻段放大範圍:+-15dB(含)以上 

6. 頻率控制範圍 :20HZ 到 2KHZ 或

200HZ到 20KHZ共 7段 

7. 輸入接頭:3-Pin XLR 

8. 輸入阻抗：大於 20Ｋ歐姆(含)以上  

9. 最大輸入位準：大於＋23ｄＢｕ(含)

以上 

10. 輸出接頭:3-Pin  & 1/4"TRS 

11. 輸出阻抗：小於２００歐姆(含)以下

12. 頻率響應：優於 20HZ(含 )以下∼

20KHZ(含)以上.+-0.2dB 

13. 總諧波失真：小於 0.03％(含)以下 

14. 雜訊比：(EQ IN)．優於-92dBu(含)以

下  

(EQ OUT) 優於-109dBu(含)以下 

15. 面板具峰值截波(clip)指示燈. 

0090-00 立體 31段等化器 

1.型式：1/3音程．31段(含)以上立體等化

器,19吋 2U標準機櫃型 

2.頻率響應：10HZ(含)以下-60KHZ(含)以

上.+-3dB 

3.低頻截波率波器：12dB/OCT(含)以上. 

roll-off降 3dB在 50HZ.可選擇開或關 

4.中心頻率偏差：５％(含)以下 

1台 27,500 27,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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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控制範圍：１２ｄＢ(含)以上增加／衰

減 

6.輸入阻抗：４０Ｋ歐姆(含)以上（平

衡），2０Ｋ歐姆(含)以上（不平衡） 

7.最大輸入位準：＋２１ｄＢｕ(含)以上

8.輸出阻抗：１０２歐姆(含)以下（平

衡），５１歐姆(含)以下（不平衡） 

9.最大輸出位準：+21dBm(含)以上 

10.輸入位準控制：+/-12dB(含)以上 

11.共模拒斥比 CMRR：>75 dB(含 )以

上,@60hz 

12.失 真 率：0.004％(含)以下．＠１ＫＨ

Ｚ 

13.雜 訊 比：大於 106dB(含)以上.(ref. 

0.775Vrms)  

14.電子開關：具低頻濾波與等化器

IN/OUT開關  

15.電源需求：100/120．ＶＡＣ50/60ＨＺ

0091-00 數位多工處理器 

1.二組主輸入六組輸出可多工處理需具

備下列多種功能: 

  a.類比/數位輸入及輸出增益控制 

  b.參數等化器,頻帶旁通,全通,高/低音

曲柄型及截除濾波器 

  c.回授抑制器 

  d.圖形等化器(完美的 Q值響應) 

1台 68,500 68,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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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Butterworth,Bessel 與 Linkwitz-Riley

等三種型式分音器 

  f.壓縮器,限制器,自動增益控制 AGC,自

動混音機,啞聲器(DUCKER)及環境噪音

補償器 

 g.可作為矩陣混合器(MATRIX MIXER),

選擇,位準控制及延遲器,即時性 2進 6 出

共 8組以上音量監看器 

  h.內建粉紅噪音及正旋波產生器 

  i.使用視窗 95 系統下多功處理,使用乙

太介面工作       

2. 輸入調整範圍:+16dB 到-20dB/每一段

調整刻度 1dB 

3. 輸入阻抗：10k歐姆(含)以上     

4. 輸入總諧波失真： <0,005%(含 )以

下,+4dBu,1KHZ 

5. 最大輸入位準：+24dBu(含)以上 

6. 輸出調整範圍:+16dB 到-30dB/每一段

調整刻度 1/2dB 

7. 輸出阻抗：100歐姆(含)以下, each leg

8. 最大輸出位準：+23dBu(含)以上 

9. 頻率響率:10HZ(含)以下∼22KHZ(含)

以上.,+0,-1dB 

10. 動態範圍：104dB(含)以上 

11. 互調失真(SMPTE)：<0,01%(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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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串音比：優於 100dB(含)以上.@1KHZ

13. 音頻(AUDIO)轉換器：24BIT(含)以上

14. 音頻(AUDIO)處理器：24BIT(含)以上

15. 傳遞延遲:<1.58ms(含)以下 

16. AES-3數位輸入接頭:XLR-TYPE 

17. AES-3數位輸入最大接線長度:328英

呎/100公尺(含)以上 

18. AES-3 數位輸出位準範圍: +16dB 到

-20dB/每一段調整刻度 1dB 

19. AES-3數位輸出取樣頻率:16-96KHZ

20. AES-3 數位輸出字元長度:24BIT(含)

以上 

21. 通訊介面:乙太 10Base-T 

22. 通訊介面最大接線長度:328 英呎/100

公尺(含)以上 

23. 通 訊 介 面 輸 入 範 圍 :Vref 

+0.3V,Gnd-0.3V 

24. RS-232通訊埠可以程式與電腦連控 

25. PCMCIA卡槽可以記憶卡儲存設定 

0092-00 功率擴大機 

1.型式：二音路功率擴大機，19吋 2U標

準機櫃型 

2.輸出功率:8 歐姆,1KHz,700W x2(含)以

上，4 歐姆,1KHz,1300W x2(含)以上，2 

歐姆,1kHz,2400W x2(含)以上 

3.橋接功率 :8 歐姆 ,1KHz,2600W(含 )以

1台 48,500 48,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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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4歐姆,1kHz,4500W(含)以上 

4.雜訊比：額定功率時１０7ｄＢ(含)以上

5.失真率：SMPTE-IM 低於 0.02%(含)以

下 

6.靈敏度：8 歐姆時 1.23V(+4.0dBu)(含)

以下 

7.電壓增益：50x(34 dB)(含)以上 

8.頻率響應：5Hz(含)以下- 50kHz(含)以

上.,+0/-3 dB 

9.阻尼係數：大於 1000(含)以上    

10.輸入阻抗：20K(含)以上(平衡),10K(含)

以上(不平衡) 

11.輸入截波：10Vrms,(+22dBu)(含)以上

12.內附一 30hz,50hz低頻濾波器及限制器

13.控制：前面板:電源開關,CH1 及 CH2

增益旋鈕，後面板:並聯/立體/橋接 開關

14.接頭：輸入:接線端子,TRS 及 XLR 接

頭，輸出:接觸式旋鈕及 speakon接頭 

15.冷卻係統：兩段速率風扇 

16.保護裝置：完整的短路，開路，超音

波， 熱耦和射頻保護並對電抗性及誤配

的負載穩定 

17.負載保護：開關機靜音 

18.負載驅動：最低２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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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00 功率擴大機 

1.型  式：二音路功率擴大機，19 吋

2U標準機櫃型 

2.輸出功率:8 歐姆,1KHz,400W x2(含)以

上，4 歐姆,1KHz,800W x2(含)以上，2 歐

姆,1kHz,1500W x2(含)以上 

3.橋接功率 :8 歐姆 ,1KHz,1600W(含 )以

上，4歐姆,1kHz,3000W(含)以上 

4.雜訊比：額定功率時１０7ｄＢ(含)以上

5.失真率：SMPTE-IM 低於 0.02%(含)以

下 

6.靈敏度：8 歐姆時 1.23V(+4.0dBu)(含)

以下 

7.電壓增益：50x(34 dB)(含)以上 

8.頻率響應：5Hz(含)以下- 50kHz(含)以

上,+0/-3 dB 

9.阻尼係數：大於 1000(含)以上     

10.輸入阻抗：20K(含)以上(平衡),10K(含)

以上(不平衡) 

11.輸入截波：10Vrms,(+22dBu)(含)以上

12.內附一 30hz,50hz低頻濾波器及限制器

13.控制：前面板:電源開關,CH1 及 CH2

增益旋鈕，後面板:並聯/立體/橋接 開關

14.接頭：輸入:接線端子,TRS 及 XLR 接

頭，輸出:接觸式旋鈕及 speakon接頭 

15.冷卻係統：兩段速率風扇 

1台 42,000 42,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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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保護裝置：完整的短路，開路，超音

波，熱耦和射頻保護並對電抗性及誤配的

負載穩定 

17.負載保護：開關機靜音 

18.負載驅動：最低２歐姆 

0094-00 功率擴大機 

1. 型式：二音路功率擴大機 19 吋 2U 標

準機櫃型 

2. 輸出功率:8 歐姆,1kHz,550W x2(含)以

上，4 歐姆,1kHz,1000W x2(含)以上 

3. 雜訊：額定功率時小於-105dB (含)以下

4. 輸入靈敏度：8 歐姆時 1.2 Vrms(含)

以下 

5. 電壓增益：32.2dB含以上 

6. 輸出電路：CLASS B類 

7. 失真率：8 歐姆時低於 0.05%(含)以下

8. 動態餘裕：4歐姆時 2ｄＢ(含)以上  

9. 阻尼係數：大於 800(含)以上    

10. 輸入阻抗：20K(含)以上. (平衡) 

11. 最大輸入位準：16Vrms(+24dBu) 

12. 內建100HZ高低通濾波器,做BI-AMP

超低音驅動時不需另外加電子分音器 

13. 輸入接頭：XLR及 1/4"TRS二種型式

含以上，輸出接頭：專業 SPEAKON接頭

14. 冷卻係統：可變速率風扇 

15. 負載保護：開關機靜音，直流ＤＣ電

1台 36,000 36,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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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故障關閉電源供應器保護裝置 

16. 保護裝置：完整的短路，開路，熱耦，

超音波和射頻保護 

0095-00 
教學演示燈光系

統 

含天幕燈(1000W 石英泛光燈)*6, 四葉

片投光燈(1000W 石英變焦聚光燈.)*10,

變 焦 聚 光 燈 ( 佛 式 柔 邊 聚 光 燈

650W/1000W)*2, 燈光前級*1, 燈光後級

*2, 追蹤燈*1, 地板排燈*3 

1台 249,000 249,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0096-00 電動布幕 

1. 尺寸：120吋 

2. 布幕材質：蓆白- PVC 玻璃纖維膠合

複層式底幕，定向排列縱橫式交織，表面

批覆高對比度光學乳膠，可拂拭清洗，水

平理想視角達 100度，增益比 1:1。 

3. 滑軌式活動掛鈎：可根據安裝環境的

牆面範圍，作非定點的滑動調整，所設計

的滑動掛鈎。在銀幕上架之後仍可左右滑

動調整位置。 

4. 複製式崁入配重桿：卡榫式布幕配重

桿設計，可填充配置重量，平均夾緊布幕

下緣，可消除布幕放下後，因表面受力不

均所產生波紋。 

5. 毛刷維護條：防止布幕在收放狀態

下，因外力晃動所發生與外殼產生磨擦或

是碰撞，同時具有布幕防塵、防蟲以及消

弭噪音之功能。 

1幅 18,500 18,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置學習情境

教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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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驅動馬達：高扭力軸心式馬達，搭配

行星齒輪直接驅動方式，並具電磁式煞車

及七重防噪、防震處理，捲軸轉動超靜音

設計，銀幕上下限位準設定裝置，可根據

需求無段設定。 

7. 具馬達過熱自動斷電保護裝置，通過

CE認證，電源需求 110V，50Hz\60Hz，

主體外側左右均具電源控制供應插座。

0097-00 錄音室器材 

音樂工作站主機:   

One 2.66GHz Quad-Core Intel Xeon 

6GB (3x2GB) 

1TB 7200-rpm Serial ATA 3Gb/s 

NVIDIA GeForce GT 120 512MB 

One 18x SuperDrive 

LED Cinema Display (24" flat panel) 

AirPort Extreme Wi-Fi Card with 802.11n 

1套 118,700 118,700 設置文教學程錄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品質

提升 

0098-00 錄音界面 

Digidesign Digi003 Factory:  

1. 四組平衡式麥克風輸入,並提供+48V 

Phantom Power 

2. 四組平衡式可切換線性/樂器輸入 

3. 兩組平衡式輔助輸入 

4. 八組平衡式線性輸出 

5. 一組平衡式監聽輸出 

6. 兩組非平衡式耳機輸出 

7. 一組數位同軸輸入輸出 

1組 82,400 82,400 設置文教學程錄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品質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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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組數位光纖輸入輸出 

9. 一組數位時脈輸入輸出 

0099-00 
Control Room 控

制桌 
長 119cm×寬 284cm×高 93cm 1式 46,500 46,500 設置文教學程錄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品質

提升 

0100-00 動態處理器 

具備 Threshold, Ratio, Gain MakeUp旋鈕

Attack/Release Time兩段式設定 

內建兩台同時給立體訊號使用時的自動

連結功能 

具備 VU Meter 

1台 37,700 37,700 設置文教學程錄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品質

提升 

0101-00 木質高櫃 
400*40~60*230cm, 木質櫃表面貼美耐

板，含門鎖五金 
1式 65,000 65,000 中文能力諮詢中心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語言

教育中心)

強化學生基礎

核心能力(新

增中文能力諮

詢功能) 

0102-00 木質矮櫃 
430*60*85cm, 木質櫃表面貼美耐板，含

門鎖五金 
1式 30,000 30,000 中文能力諮詢中心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語言

教育中心)

強化學生基礎

核心能力(新

增中文能力諮

詢功能) 

0103-00 消音箱 為木製消音箱: 97cm×81cm×80cm 1式 46,500 46,500 設置文教學程錄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品質

提升 

0104-00 監聽主機 廣播系統 SPL Monitor/Talkback Control 1台 42,000 42,000 設置文教學程錄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品質

提升 

0105-00 監聽喇叭 
 主動式設計，單聲道內建 75W（含）以

上純 A類功率擴大機 
1套 79,200 79,200 設置文教學程錄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品質

提升 

0106-00 電容式麥克風 輸出輸入均採用離散式純 A 類放大電路 1套 27,000 27,000 設置文教學程錄音室 文教事業學 校內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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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具備額外的真空管放大級可選擇 

3組（含）以上麥克風輸入 

其中一組麥克風輸入具備 3段式等化器

内建動態處理器，訊號路徑並可選擇置於

等化器之前或之後 

具備 48V麥克風供電 

可擴充數位輸出 

位學程 提升 

合   計   19,02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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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1標餘款購置項目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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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107-00 e化講桌 

e控制主機、電腦主機、LCD液晶螢幕、

麥克風主機、麥克風、擴大機、喇叭、

DVD放影機 

15套 111,388 1,670,820 

提供更優質的教學與學習

環境、更豐富便捷的網路

教學資源，促進教學與學

習的成效，建立追求卓越

教學之基石。 

教務處 

持續提昇 e化

教室教學設備

計畫 

合   計   1,670,820    
備註：以標餘款或本校增籌配合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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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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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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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01-00  V     批 1 500,000 500,000 
提供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學習所需資源
圖書館 

預 估 增 購

1,250冊圖書 

0002-00 V      批 1 500,000 500,000 
提供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學習所需資源
圖書館 

預估增購 500

冊圖書 

0003-00   V    批 1 6,500,000 6,500,000 
提供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學習所需資源
圖書館 

預估訂購 180

種期刊 

0004-00   V    批 1 370,000 370,000 
提供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學習所需資源
圖書館 

預估訂購 230

種期刊 

0005-00   V    批 1 100,000 100,000 
提供全校師生學習、

生活休閒所需資源 
圖書館 

預估訂購 70

種期刊 

0006-00  V     批 1 500,000 500,000 
提供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學習所需資源
圖書館 

預 估 增 購

1250冊圖書 

0007-00 
V      批 1 

500,000 500,000 
提供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學習所需資源
圖書館 

預估增購 500

冊圖書 

合    計    8,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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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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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01-00 上低音號 
調性 Bb 管徑：14.5mm、口徑：280mm、

活塞：四個表面：烤漆。 
1支 37,000 37,000 

管樂社使

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02-00 豎笛 
調性 Bb 管徑：81mm、木管  活動拇指掛

輕型背盒。 
2支 20,000 40,000 

管樂社使

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03-00 上低音薩克斯風 
調性 Eb 口徑：175mm附 LOW A鍵 可調

式拇指掛 喇叭管與身管可拆除。 
1支 65,000 65,000 

管樂社使

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04-00 薩克斯風 
調性降 E調 拇指靠座：可調式  表面：金

漆時逾裝。 
2支 45,000 90,000 

管樂社使

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05-00 室外長號 
調性 Bb 管徑：12.7mm  口徑：203mm 喇

叭管：黃銅。 
1支 15,000 15,000 

管樂社使

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06-00 室外行進大鼓 22*12英吋雙連座 1組 10,000 10,000 
管樂社使

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07-00 鋼製公文櫃設備 
雙 開 門 上下 置 式 鋼製 公 文 櫃 ( 附 底

座)140*50*224CM 
10組 12,800 128,000 

管樂社使

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08-00 數位相機 
1200萬畫素 

8G 記憶卡+原廠備用電池 
3套 16,000 48,000 

社團辦公

室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09-00 電腦 

PC (CPU3.0GHz以上、記憶體 2GB以上、

硬碟 250GB 以上、8X DVD-ROM 以上), 

LCD(17吋)以上 

3套 30,000 90,000 
社團辦公

室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10-00 雷射印表機 A4 黑白雷射、可雙面列印、內建網卡 3台 23,454 70,362 社團辦公 學務處課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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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使用 動組 

0011-00 Backpack Trauma Kit 

Backpack 64cm,24cm,39cm 

Large pouch 31cm,19cm,9cm 

Small pouch 28cm,12.5cm,15cm 

3套 20,000 60,000 
社團辦公

室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12-00 拉桿式音響 

外接喇叭*CD*混合音頻輸出插座輸出功率

100w*頻率響應60h-20khz*無線電麥克風*2

電源交流 110/220v 

2台 42,000 84,000 
社團辦公

室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13-00 活動資訊廣播箱製作 

T5mm鋁板，表面本色陽極，折成箱體厚度

100mm活動資訊箱&Foo-腐蝕雕深，陰刻、

凹處填黃漆 

1式 19,000 19,000 
廣播社使

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14-00 無線電對講機主機 

主機*固定車架*115 公分車用天線*52 公分

固定天線*8D電纜40米*電源供應器手持式

麥克風 

1組 28,500 28,500 
社團辦公

室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0015-00 無線電對講機 5W*防水*手持式(組) 1組 11,000 11,000 
社團辦公

室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合   計   79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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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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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1 研究 

藉由補助本校教師從事專題研究計畫之方式，結合本校中

長程發展目標，以發展學校優勢之重點領域，鼓勵本校教

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提昇學術研究風氣，樹立本校研究

發展特色重點，提高本校之學術地位。 

本項目獎助人數約25人，每人一案預估為52,000元。 

1,300,000

 

2 研習 

1.提升教師實務研習 
教務處分配各教學單位經費，經教務會議審議。各學院

於分配額度負責執行管控，所屬教師欲參加校內外研

習，經申請核定後始可執行，審核程序符合公平、公開、

公正原則，並且適用於全體教師，審核會議記錄存於教

務處，每年度約有200人（次）參與相關活動，補助報

名費、交通費每人約3,500元（次）、研習時數達8,540

小時。 

2.提升學術交流活動 
  教務處負責經費規劃管控，視申請補助計畫方案，並依
辦法及相關預算補助規定、標準等進行初審，再提經教

務會議審議核定公佈，審核程序符合公平、公開、公正

原則，且適用於全體教師，審核會議記錄存於教務處，

每年度約計20案(場)，每案補助活動經費40,000元，

預計有3,520人（次）參與相關活動。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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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著作 

針對本校教師之學術成果表現給予適當之獎勵。包括期刊

論文、專利、學術專書、競賽、創作展演等，及辦理學術

研究成果發表會，藉觀摩、學習之方式鼓勵本校教師積極

從事學術研究，提高本校之學術地位。 

本項目－學術成果獎勵獎助人數約 50 人，每人一案預估

為25,800元 

本項目－成果發表會預估4場，每場15,000元 

1,350,000

 

4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之著作審查費，預計上、下年度各補助 5位
教師之院級及校級著作審查費。 180,000

 

5 改進教學 

1.學術演講經費補助作業 
延聘校外學者專家至校內舉辦學術演講，提昇本校學術

地位、精進教師教學品質及擴展學生知識領域，預計整

年度全校學術單位約有 100 件申請案，平均預算 5,000
元/案，參加師生約 65人/案。 

2.促進教師考取證照之教學能力計畫 
為培育本校專任教師之實務教學能力，獎勵優秀專業教師

考取業界認可之專業證照，強化證照導向教學，每年度

預計 20案，每案預估 25,000元。 

3.改進教學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依計畫領域聘請校內
專家，按計畫主題之重要性、對主題文獻清楚了解程

度、與教學改進之相關性、研究設計之適當性、預期成

果對於學生受益程度、預期成果對該學系或所屬教學單

位之貢獻、研究計畫撰寫之完整性及經費合理性等項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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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進行審查，並依優先順序給予補助，每年度預計 16
案，每學院一學期 2案，每案預估 43,750元。 

4.提昇教師實務教學能力計畫 
(1)鼓勵教師參加與教學領域相關之短期進修，以加強
教師實務專業知能，每年度預計 8 案，每學院約 2
位教師，每人預算 25,000元。 

(2)鼓勵教師進行校際暨業界交流，強化教師實務教學
技巧。 

  (3)舉辦『提升實務課程教學效能工作坊』，提升教師實
務教學能力，每年度預計 8案，每學院一學期 1場工作
坊，每案預算 62,500元。 

6 教材編纂 

1. 申請案由教務處依教材領域聘請校內外專家，按教材之
重要性、與教學改進之相關性、教材設計之適當性、教

材對於學生受益程度、教材對該學系或所屬教學單位之

貢獻，進行審查，並依優先順序給予獎勵。 
2. 依評審結果分為傑出、優等及佳作獎並頒發獎狀及伍仟
元以上之獎金。 

3. 獎金受理人應依規定程序配合申請核撥，其獎狀及獎金
於全校性會議公開頒獎。 

4. 每年度各學院推薦 20案(人)，預計有 11案(人)獲審查
委員推薦獎勵，分傑出獎 1 位 30,000 元、優良獎 3 位
20,000元、佳作獎 7位每位 10,000元。 

160,000

 

7 製作教具 
1.為鼓勵教師有效運用教具，特訂定教具研製獎勵要  
點，依教務處舉辦之「教具研製競賽」擇優獎助，以

達到革新教學方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提昇教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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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效能之目的。 
2.年度度 12件作品，預計有 7件(人)作品獲審查委員推薦
獎勵，分別有傑出獎 1位 30,000元、優等獎 2位，每位
20,000元、佳作獎 4位，每位 5,000元。 

3.為提升教師有效運用教學資源，並鼓勵教師將建立教學
歷程檔案之教材、教具、媒體等資料進行整理，整合教

師個人教學用之教材、教具、媒體等教材而產生一具體

可供教學用之文件，特訂定本要點。 
4.由各系、學位學程推薦至少 2名專任教師參與。再經由
學院彙整，經審查選出教學檔案之優良作品。第一名 1
位 20,000元；第二名 15,000元；第三名 10,000元；佳
作 7名，每位 5,000元。 

8 進修 

1.選派專任教師進修學位或短期進修，補助學雜費、研習
費用、交通費及生活費，預計補助上下年度各 1位教師
進行短期進修，預計共補助 25,000元。。 

2.補助專任教師在職進修博士學位之學雜費，預計補助 1
位教師ㄧ學年之學雜費，預計共補助 94,000元。。 

119,000

 

9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1.選派或薦送職員工進修補助其學分學雜費，預計共補助
50,000元。 

2.各行政單位舉辦之職技人員教育訓練研習會經費，預計
辦理一場教育訓練，共補助 40,000元。 

3.職技人員受單位主管指派參加與業務相關之研習活動
之差旅費（含報名費），預計補助 6位，每位補助 5,000
元，共計 3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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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社團指導老師上課鐘點費用。 
57,917

 

10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 臨時性之社團活動、研習、訓練、宣導活動等學輔工作相

關活動。 173,752
 

11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1,679,600
 

12 其他 電子資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 4,500,000
 

13 新聘教師薪資（2年內） 
補助新聘之高階教師薪資，預計補助97學年新聘教師6

位、98學年第1學期新聘教師3位、98學年度第2學期

新聘教師2位之薪資。 
4,052,791

 

合        計 17,763,060  

 
註一：本表請填列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若有編列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
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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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根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細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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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01-00 
幼兒甦醒暨異物梗塞

處理模型 

幼兒甦醒暨異物梗塞處理模型  (日本

yagami H105cm, 12kg, 4歲, 附肺袋, 人工

呼吸面模, 訓練服, 收藏袋, 訓練墊, Ac 轉

接器)  

4組 8,000 32,000 
建置專業保母教

室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幼兒

保育系) 

校 內 品 質

提升(建置

專 業 保 母

教室設備) 

0002-00 磨豆機 

尺寸：長 33x 寬 19 x 高 57 公分，機械

重量：12.6 公斤，漏斗容量：1.2 公斤，迴

轉數：1400 轉，耗電功率：360 瓦，粉碎

力：10∼15 公斤/小時 

3台 9,500 28,500 

專業調酒證照課

程、餐旅服務及實

習旅館課程、校內

實習課程、旅館管

理與實務操作、咖

啡學課程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健康

休閒管理

系) 

建 置 多 功

能 調 飲 與

餐 服 專 業

教室) 

0003-01 電腦桌 
(尺寸-寬 X深 X高(mm)1600X700X740)(含

防盜功能) 
36張 5,200 187,2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 內 品 質

提升(建置

嵌 入 式 專

業教室) 

0003-02 監視器材 
RP-04G0 紅外線彩色攝影機, 含五金零料

線材 
5台 7,000 35,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校 內 品 質

提升(建置

嵌 入 式 專

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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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01 電腦桌 
(尺寸-寬 X深 X高(mm)1600X700X740)(含

防盜功能) 
40張 5,200 208,0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強 化 專 業

教室(建置

自學中心) 

0004-02 書櫃 
W900*D450*H1062(mm),DF-KG-011-A( 玻

璃拉門)DF-KS-011-A(鐵拉門) 
8座 5,550 44,400 資訊自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資科

學程) 

強 化 專 業

教室(建置

自學中心) 

0005-00 熱水器 能有洗澡用的熱水及冷水的功能 4台 9,880 39,520
建置專業保母教

室 

人文與管理

學院 (幼兒

保育系) 

校 內 品 質

提升(建置

專 業 保 母

教室設備) 

0006-00 移動式電子血壓計 

SPIRIT E402(或同等品以上) 

1. LED液晶螢幕顯示面板 

2. 模擬和水銀血壓計一樣的刻度以及下方

數字顯示面板，讓使用者對測量結果一目了

然 

3. 搭配收納包布盒及精密滾輪設計，亦可

輕鬆移動至任何方向 

4. 附五腳移動輪 

5. 簡易明瞭的液晶螢幕顯示高低血壓、脈

膊速率，操作簡單易懂。 

5台 6,000 30,000 
基本護理技術教

學用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

組) 

優 化 護 理

學 院 學 習

輔具 

0007-00 耳溫槍 
1.測量溫度範圍 34∼42.2度  

2.測量時間 1秒       
4台 1,200 4,8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

組) 

優 化 護 理

學 院 學 習

輔具 

0008-00 額溫槍 
紅外線額溫槍 

1.測量範圍 30∼50度 C  
4台 2,500 10,000 護理技能教學用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

優 化 護 理

學 院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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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測量時間 <0.5秒 

3.測量距離 5~10cm 

4.溫度顯示 小數點第一位 

電池警示: 

1.省電設計 停止使用後 5秒鐘自動關機 

2.使用電源 9V電池 

3.電池壽命 約 6000次(一般機種約 1千次)

4.機器尺寸 44*140*170(mm) 

組) 輔具 

0009-00 課桌椅 寬 60cm × 深 94cm ×高 75cm 230張 2,000 460,000 
專業教學示範教

室 

護理學院 

(基本護理

組/ 精神照

護組) 

優 化 護 理

學 院 學 習

空間 

0010-00 吊架 防盜型單槍吊架 4個 11,000 44,000 教學用 

護理學院 

(各專業教

學小組) 

E 化護理學

院 學 習 環

境 

0011-00 低照度彩色監視器 

1. 攝影機元件：1/3“原廠 color CCD sensor 

interline 

2. 有效圖素：NTSC:510x492, PAL: 500x582 

(HxV) 

3. 水平解析度：420條掃描線 

4. 掃描系統：2：1內交織掃描 

5. 最低照度：0.15 Lux/F1.8, IR-ON：0 Lux

6. 訊號雜訊比：50 dB(AGC off) 

7. 電子快門：NTSC:1/60~1/100,000 秒 ; 

PAL:1/50~1/110,000秒 

3台 6,000 18,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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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比修正：0.45 

9. 適用鏡頭：4mm、6mm、8mm/F1.8 

0012-00 液晶顯示器 19吋, 5年保固 1台 6,500 6,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0013-00 DVD播放器 

1. 視訊處理技術：12-bit / 108MHz  

2. 畫面增強： Progressive Scan、Video 

upsampling 

3. 音訊處理技術：24-bit / 192 kHz  

4. 音效系統：數位杜比 / DTS  5.1聲道 

5. 電源供應器 110V  

6. 電源消耗 < 10 W  

7. 待機消耗功率 < 1 W  

8. 端子：HDMI、同軸數位、CVBS、色差、

數位音源多聲道 

9. 影片播放格式  CD、CD-R/CD-RW、

DVD、VCD/SVCD、DivX、DVD+R/RW、

DVD-R/RW、DVD-Video  

10. 播放系統 PAL、NTSC 

11. 卡拉 OK 麥克風音量調整 

1台 3,500 3,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0014-00 監聽揚聲器 

1. 8吋二音路全音域喇叭 

2. 頻率響應 28HZ(含)以下~23KHZ(含)以

上 

3. 8”(含)以上低音單體，1”(含)以上高音單

體 

2台 9,800 19,6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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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音樂程式功率: 300W以上 

5. 最大功率:600W(含)以上 

6. 最大音壓 133dB(含)以上 

7. 阻抗: 8Ω 

8. 附專用懸吊吊架 

0015-00 準備式揚聲器 

1. 6吋二音路全音域喇叭 

2. 頻率響應 30HZ(含)以下~22KHZ(含)以

上 

3. 6”(含)以上低音單體，1”(含)以上高音單

體 

4. 音樂程式功率: 200W(含)以上 

5. 最大功率:400W(含)以上 

6. 最大音壓 130dB(含)以上 

7. 阻抗: 8Ω 

8. 附專用懸吊吊架 

2台 6,000 12,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0016-00 
控 制 室 主 動 式 

監聽揚聲器 

1. 6吋二音路全音域喇叭 

2. 頻率響應 30HZ(含)以下~22KHZ(含)以

上 

3. 6”(含)以上低音單體，1”(含)以上高音單

體 

4. 音樂程式功率: 200W(含)以上 

5. 最大功率:400W(含)以上 

6. 最大音壓 130dB(含)以上 

7. 阻抗: 8Ω 

8. 附專用懸吊吊架 

2台 9,000 18,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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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00 沙發連結椅 

聚炳烯材質 , 靠背 475x750x60mm, 坐墊

530x750x60mm, 木扶手 , 椅腳方管 (方管

40x80x1.6mm) 
120張 2,800 336,0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0018-00 手握無線麥克風 

l 接收機主要規格 

1. 載波頻段：UHF 760~950MHz 

2. 接收方式：CPU控制「自動選訊接收」

3. 振盪模式：PLL相位鎖定頻率合成(固定

頻率) 

4. 射頻穩定度：±0.005%(-10~50°C) 

5. 實用靈敏度：輸入 10dBµV時，S / N＞

70dB 

6. 最大偏移度：±68KHz 

7. 綜合 S/N比：＞105dB(A) 

8. 綜合 T.H.D.：＜0.5%@1KHz 

9. 綜合頻率響應：60Hz~18KHz 

10. 靜音控制模式：「雜訊鎖定」靜音控制

11. 最大輸出電壓：三段式切換：+10dBV / 

0dBV / -6dBV 

12. 電 源 供 應 ： AC 電 源 供 應 器 ，

1A,12~15VDC 

l 麥克風主要規格 

1. 材質：塑膠灌注成型 

2. 振盪模式：PLL相位鎖定頻率合成(固定

頻率) 

3. 載波頻段：UHF760~950MHz 

1台 8,500 8,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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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出功率：30mW 

5. 諧波輻射：＜-45dBc 

6. 最大偏移度：±68KHz 

7. 最大輸入音壓：140dB SPL 

0019-00 吊架 一般型吊架 1個 8,500 8,500 教學用 

人文與管理

學院 (應外

系、幼保系)

建 置 學 習

情 境 教 室

計畫 

0020-00 耳機分配器 

• 6組獨立的高功率耳機擴大器 

• 6組獨立的輸入與輔助輸入混音控制，每

組有各自獨立的輔助輸入端子 

• 每組具備獨立的 Mute與 Left/Right Mute 

切換 

1台 8,400 8,400 
設置文教學程錄

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

品質提升 

0021-00 監聽耳機 

頻率響應:10-20,000Hz 

靈敏度:106dB/mW  

阻抗:63Ω(1kHz) 

最大功率:1,000mA(IEC)  

摺疊設計結構 

具備 1/4" 及 1/8" 轉換鍍金接頭 

3m OFC訊號線 

2台 4,200 8,400 
設置文教學程錄

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

品質提升 

0022-00 調音設備 

Ghost Acoustic2*2: 

內部使用防火 100k 防火玻璃棉材質，厚度

需大於 85mm(含)以上 

四周使用鋁框包覆 

可吊掛牆壁，有專用腳架 

100Hz 的 吸 音 係 數 (sound absorption 

12台 8,290 99,480 
設置文教學程錄

音室 

文教事業學

位學程 

校內學習

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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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預期實施成效: 

項  目 預期效果 

強化或建置專業教室空

間 

1、 改善教學設施，透過各項儀器增置，提升教
學能量。 

2、 改善學生實驗設備、拓展教學資源，提供完
整新穎教學器材以達到多元化教學效果，提

昇學生能力。 

3、 充實專業教學及實習設備，結合知識與技
能，充實學生專業知識，加強學生實務練

習，建立以實用為重點之教學。 

4、 充分發揮儀器設備之效益，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及研究成果，增進教師與學生之研發及開

創力。 

5、 建置新成立學程所須教學設備，使學程相關
業務運作順利。 

發展本校特色教學 

& 

充實專業教學儀器設備 

1、提升綠色材料驗證實務能力。 

2、提升實做技能培育契合職場需求人才。 

3、課程規劃達到多元需求。 

4、提昇教學應用資訊設備及數位教材。  

5、專業課程通過相關專業領域課程認證。 

增設教學發展中心設備 

1、改進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2、建立多元教學學習環境與教學知識廣域面。

3、協助教師就自身專業與學術素養建立完整教
學內容，改善教學品質。 

完善ｅ化教學資源 

1、 加強專業期刊圖書資源，增加本校各領域資
料之館藏數量，培養學生使用圖書館藏之習

慣與能力。 

2、 強化數位化校園學習環境，提升學生整體學
習之成效。 

3、 全校教師學生利用教學資訊網之上網人次
達到 95%之上。 

4、 提升教室的 e化教學品質。 

5、 透過視訊會議與遠距教學功能，與產業界協
同合作，強化實務技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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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期效果 

6、 增強校內網路學園課程上線運作。 

7、 提供附設醫院相關之同步、非同步網路學
習。 

8、 改善教學合作e化平台之輔助學習與隨選視
訊功能。 

強化訓輔相關設備 

1、改善訓輔相關設備，提昇訓輔效益。 

2、充實學生社團設備，強化學生課外活動品
質，提昇校園社團活力。 

3、增強學生體適能。 

4、鼓勵同學積極參加社會服務，培養學生愛心
與服務領導能力。 

 

（二）經常門預期實施成效: 

項  目 預期效果 

研究 

1. 結合學校中長程發展目標，及學術研究發展重
點領域，培育教師從事應用性研究計畫之基礎

能力，以提昇其創新研發能力。 
2. 藉由獎勵機制，激勵教師積極參與學術研究意
願，以提高本校之學術地位。 

研習 

教師研習： 
1.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2.提升教師實務經驗。 
3.提升教師教學技巧。 
4.提高學校知名度與競爭力。 
5.增進教師自我成長、充實本質學能，以精進教
學品質。 
學術活動： 
1.提升教師專業與實務能力。 
2.提升學校研究風氣。 
3.促進校際間交流。 
4.提昇專業品質及促進學術交流。 
5.提升學校整體行政效率。 
6.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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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 

1. 選派教師前往國內外大學進修博士學位，培
育不易延攬之高階師資，以改善師資結構，

並選派教師從事短期進修以提昇教學、實務

能力及學術研究水準。 
2. 補助專任教師在職進修，協助取得博士學
位，以提升師資素質及改善師資結構。 

 

著作 

1. 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學術研究，發表重要學術成
果，強化教師學術研究風氣。 

2. 藉由獎勵機制，激勵教師發表學術成果於國際
期刊，以提高本校之學術地位。 

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著作送審費用，鼓勵教師升等，以提昇

高階師資比。 

改進教學 
 

1.提昇本校學術地位、精進教師教學品質使教學
內容能與潮流和時勢相配合，及擴展學生知識

領域以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2.提昇教學績效、改善傳統教學模式，以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及改善學校學習氣氛。 

3.取得證照教師可成為本校專業技術證照種子教
師，強化證照導向教學。 

4.經由獎勵教師申請改進教學專題研究計畫，透
過改進教學專案研究，提昇教師有關教學方

法、學習輔導和教學評量能力，進而增進教師

教學成效，並提昇教學內容的質與量，從而促

進教學品質的全面提昇。 
5.提昇教師的研究能力，激發教師持續追求自我
成長與專業研發的動力。 

6.經由選派教師參加與教學領域相關之短期進
修，以提升教師實務專業知能。 

7.經由教師進行校際暨業界交流，強化教師實務
教學技巧。 

編纂教材 

1.經由各教學單位教師對於教材編纂及出版，以
提高師生研究寫作風氣，明確規範教材單元

數，以符合課程開課目標與比例原則，充實圖

書館教學參考資料，以發揮本校出版品之典藏

和參考功能。 
2.提高本校編纂教材之風氣，推動學術傳播工
作，為教育永續經營的理念往前大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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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教具 

1.可促使教學活動有所變化，教具之活潑及生動
性，可以吸引學生之注意力，產生興趣，減少

學習過程的單調乏味，使教學活動更有效能。 
2.豐富教學內容，達到學習的樂趣與效果。 
3.鼓勵教師建立教學檔案，以整合教師各項教學
歷程，作為教師自我省思，及教學回饋之機制。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精進職員工專業知能，提高服務品質及行政效

能，減少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的比例，避免降低教

師教學品質，建立高效率的行政體系，以支援教

學、研究工作。培養組織學習氣氛，重視服務品

質及效率，創造優質服務環境，達成本校品質目

標。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 

1.提昇社團指導老師上課及社團活動之品質。 
2.活絡社團活動。 
3.促進學生群性發展。 
4.培養關懷社會之情操。 
5.提昇學生公民意識。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為改善本校師資結構，持續增聘助理教授以上專

任師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