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文科技大學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研 009） 

民國 93 年 11 月 30 日 93 學年度第 7次行政會議訂定 

民國 94 年 2月 1日 93 學年度第 1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 年 3月 3日 97 學年度第 1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年 7月 20 日 98 學年度第 2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景文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劃運用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以下簡稱獎勵補助經費），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特設置本校「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 

二、 本小組主要職責如下： 

（一）訂定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支用比例。 

（二）審核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三）審核此項經費預算項目變更事項。 

（四）審核其他獎勵補助經費支用相關事宜。 

三、 本小組置委員若干人，由當然委員與選任委員組成，惟本小組委員不得同時擔

任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其組成方式及任期如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館館長、會

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各學院院長，任期以其所兼（專）任現職為準。 

   （二）選任委員：由各系、所（含通識教育中心及體育室），經各系、所（含

通識教育中心及體育室）務會議推舉一名非兼行政職務教師擔任之，任

期 1 年，連選得連任。若選任委員因離職或其他原因異動時，由原單位

重新推舉委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四、 校長為本小組召集人，會議主席由校長擔任之，若因故不克主持會議，得由校

長指派之。 

五、 本小組會議之規定如下： 

（一）本小組設置秘書一人，由研發長擔任之，負責事務性工作。 

（二）本小組每學年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臨時會議。 

（三）本小組會議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並取得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委員之同意，方得決議，校長對決議事項有最後之裁定權。 

（四）本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並提供資料報告或說明。 

六、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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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景文科技大學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委員名單 

No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備註 

1 主席 鄭永福 校長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李弘斌 教務長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李正綱 學務長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王仲資 總務長 當然委員 

5 研發處 黃景東 研發長 當然委員 

6 圖書館 謝淑芬 圖書館館長 當然委員 

7 人事室 羅珠蓮 人事室主任 當然委員 

8 會計室 俞清埤 會計主任 當然委員 

9 觀光餐旅學院 吳天元 院長 當然委員 

10 商管學院 尚瑞國 院長 當然委員 

11 人文藝術學院 邊守仁 院長 當然委員 

12 電資學院 陳一鋒 院長 當然委員 

No 學院 系別 姓名 職稱 備註 

13 

觀光

餐旅

學院 

休閒系 劉祐彰 講師 系代表 

14 餐飲系 古金英 副教授 系代表 

15 旅運系 邱鴻遠 助理教授 系代表 

16 旅館系 鄭榮銘 副教授級專技人員 系代表 

17 觀研所 原友蘭 助理教授 所代表 

18 

商管

學院 

會計系 高麗玲 講師 系代表 

19 國貿系 林恆妙 講師 系代表 

20 企管系 郭美美 講師 系代表 

21 資管系 郭芳熙 助理教授 系代表 

22 財稅系 陳伯源 講師 系代表 

23 財金系 陳文慧 講師 系代表 

24 環物系 陳王琨 教授 系代表 

25 人文

藝術

學院 

應英系 袁芳洲 講師 系代表 

26 應日系 葉冰瑩 講師 系代表 

27 視傳系 廖崇政 助理教授級專技人員 系代表 

28 
電資

學院 

電子系 李旺秋 助理教授 系代表 

29 資工系 張基源 助理教授 系代表 

30 電通所 李振偉 助理教授 所代表 

31 共同

科 

體育室 陳語婕 講師 體育室代表 

32 通識教育中心 張靜宜 講師 通識教育中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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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第 5 次獎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99 年 1 月 1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行政大樓三樓大會議室 

參、會議主席：鄭校長永福 

肆、主席致詞（略） 

伍、出席人員：高組長崇倫（代理）、王委員仲資、黃委員景東、羅委員珠蓮、俞委員清埤、李

佳蓉小姐（代理）、尚委員瑞國、劉委員易齋、陳委員錫明、楊委員明賢、古委

員金英、卜委員遠程、林委員香君、梁委員英文、雷委員秀英、林委員恆妙、

郭委員芳熙、陳委員伯源、鄭委員文彬、廖委員崇政、張委員明化、胡委員淑

華、李委員振偉、楊委員惠娥 

陸、列席人員：孫組長振台、尉遲組長淦、梁進平先生、吳佳玲小姐 

柒、記  錄：吳佳靜 

捌、業務報告 

一、依據「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點第(六)項

第 2 款規定：「各校應於次年二月二十八日前，將本項補獎助經費使用情形（即執行清

冊）、前一學年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含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及財務報表附

註)、會議紀錄(含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及公開招標紀錄、簽到單)與確定獎補助經

費之修正支用計畫書彙整書面報告一份，經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先行審核通過後始備文

報部，俾便考核運用成效。同份資料應公告於本部及各校網站，未公告上網之學校，扣

減獎補助經費。」 

二、上次會議執行情形：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申請辦理保留案，業經教

育部 98.12.29 台技(三)字第 0980227242 號函同意本校執行期程展延至 99 年 1 月 31

日，請各業管單位依規定辦理後續作業。 

 

玖、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需求支用項目及金額修正，如說明，

提請 審議。 

  說明：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變更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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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案由：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執行結果，如說明，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理。 

      二、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與本校自籌款之支用計畫及實際執行情形如下

表；本校 98 年度自籌款實際執行占獎補助總經費 11.66%，符合教育部「學校須自

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之規定。 
支用情形 

項目 
支用計畫經費 

(A) 
實際執行經費 

(B) 
差異 

(A)-(B) 

補助款(1) $12,630,728 $12,630,728 $0 

獎助款(2) $18,684,217 $18,684,217 $0 

核定獎補助總經費 

(3)=(1)+(2) 
$31,314,945 $31,314,945 $0 

自籌款(4) 
$3,757,793 

(占獎補助總經費 12%)

$3,649,765 

(占獎補助總經費11.66%) 
$108,028

總經費(5)=(3)+(4) $35,072,738 $34,964,710 $108,028

      三、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與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支用計畫及實

際執行情形如下表；本年度資本門經費因部分教學儀器設備辦理保留及時效問題等

因素，不及再辦理設備增購作業，因而產生資本門支用計畫及實際執行之差異。 

資本門 經常門 支用類別 

項目 支用計畫 實際執行 支用計畫 實際執行 

補助款(1) $7,578,437 $7,578,437 $5,052,291 $5,052,291 

獎助款(2) $11,210,530 $11,210,530 $7,473,687 $7,473,687 

小計(1)+(2) $18,788,967 $18,788,967 $12,525,978 $12,525,978 

自籌款(3) $2,254,676 $2,146,648 $1,503,117 $1,503,117 

總經費(1)+(2)+(3) $21,043,643 $20,935,615 $14,029,095 $14,029,095 

      四、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執行結果分述如下： 

    （一）資本門執行結果（總務處）：資本門經費實際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詳（如附

件二），各項目之比例均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資本門各項經費支用執行細項詳（如

附件三）。 

    （二）經常門執行結果（人事室）：經常門經費實際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詳（如附

件四），各項目之比例均符合教育部之規定；經常門各項經費支用執行細項詳（如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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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拾、臨時動議：（無） 

拾壹、主席結論 

  一、自 99 年度起，獎補助經費之資本門分配占總預算由原本 60%調整至 70%，請研發處

規劃各單位之執行時間點並加以督導，若未能於期限內執行者，應儘早提專責小組會

議審議變更規格、項目名稱，或撤案另行採購其他項目設備（該項目設備亦需符合本

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以免因時效問題而造成支用計畫與實際執行差異。 

  二、往後規劃資本門設備時，各單位應在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外，另行增列符合需求之教

學儀器設備（唯該設備需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並經專責小組審議通過，相關資料

報部備查），若有因採購產生節餘款需增購設備或無法執行等情事發生時，能順利依序

遞補進行增購事宜，以提高執行時效。 

  三、99 年度起，請各單位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資本門招標作業；另請會計室研究是否

可於獎補助經費尚未撥付之前，將相關預算掛列完成，以利各單位先行辦理採購作業，

唯需確定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撥付本校後再行付款。 

  四、請人事室統計行政人員進修及研習人數，研究是否需修法提高獎勵金額，若有修正必

要則依相關程序再行審議。 

拾貳、散    會：下午 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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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變更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變更金額 變更理由 備註 

0001-0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究 
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辦理。 $1,946,500 $1,946,500   

0001-02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習 

(1) 依本校「獎勵教師研習辦法」辦理。 

(2) 獎助內容：凡本校專任教師應因學

校需要或參加與教學相關之研習、

研討會者得申請研習補助。 

   國內研習：補助經費每人每年以壹

萬貳仟元為上限；國外研習：發表

論文者，補助經費每人每年以貳萬

肆仟元為上限；未發表論文者，補

助經費每人每年以壹萬貳仟元為上

限。 

$1,389,117 $1,254,990
配合本年度經

費使用調整。
 

0001-03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進修 

(1) 依本校「專任教師進修辦法」辦理。 

(2) 獎助內容：凡本校專任教師於國內

外進修博士學位者得申請進修補

助，國內每學期獎助四萬元，國外

每學期獎助五萬元，以四學期為限。 

$660,000 $630,000
配合本年度經

費使用調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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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變更金額 變更理由 備註 

0001-04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著作 
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辦理。 $1,204,900 $1,204,900  

0001-05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 

(1) 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及「教

師著作外審作業要點」辦理。 

(2) 獎助內容：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學位或著作升

等之外審委員審查費用，每位外審

委員審查費用為貳至參仟元。(因適

用辦法不同而定)  

$284,000 $178,000
配合本年度經

費使用調整。
 

0001-06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改進教學 

(1) 依本校「獎勵教師改進教學要點」

及「教職員工職業證照暨實務經驗

獎勵實施規定」辦理。 

(2) 獎助內容： 

1. 教 學 方 法 之 研 究 革 新 (Black 

board、遠距教學課程之開設)。

特優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

高金額以新台幣六萬元為限，優

等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

金額以新台幣四萬元為限，佳作

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

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390,000 $420,000
配合本年度經

費使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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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變更金額 變更理由 備註 

2. 教師具實務經驗，發給一次獎勵

金新台幣陸仟元。 

3. 教師具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者，

發給獎助金伍仟元。 

0001-07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依據本校「獎勵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第

三條第二款規定，編著設計教學資料及

教 學 媒 體 製 作 ， 包 括 數 位 教 材

(powerpoint 或自設教學網站)，特優

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

台幣六萬元為限，優等者：獎助金額或

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四萬元為

限，佳作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

金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100,000 $100,000  

0001-08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製作教具 

依據本校「獎勵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第

三條第三款規定，創新教具教材製作提

升教學效能，包括(1)設計及製作教學

教具。(2)教學模型、藝術作品、實驗

教具。特優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

高金額以新台幣六萬元為限，優等者：

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台

幣四萬元為限，佳作者：獎助金額或獎

$4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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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變更金額 變更理由 備註 

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0002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1) 依本校「職員工研習獎助規定」、「職

員工進修獎助規定」及「教職員工

職業證照暨實務經驗獎勵實施規

定」辦理。 

(2) 獎助內容： 

1. 凡本校專任職員工赴國內公、

民營機構參加各種與業務相關

之研習者並申請研習補助，補

助經費每人每年以陸仟元為上

限。 

2. 凡本校專任職員工進修國內碩

士、博士學位，每學期獎助伍

仟元，最多以二年為限。 

3. 職員工具職業證照者，發給一

次獎金陸仟元正。 

$300,000 $109,900
配合本年度經

費使用調整。
 

0003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1) 服務學習志工研習營 

1. 透過結合資深志工、增進志工

知能，以帶動同學投入志願服

務行列，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2. 配合志願服務法，以利同學取

$700,000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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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變更金額 變更理由 備註 

得內政部頒給志工服務證照 

3. 落實服務精神，結合社會資

源，建立志願服務制度。 

(2) 導師知能研習 

1. 藉由辦理研習活動，以落實導

師制度之推行，提昇輔導知能

與教育品質。 

2. 針對如何推動落實服務學習之

主題進行經驗分享、交流及討

論。 

(3) 親師座談會 

讓學生家長能對其子弟就讀系所有

深一層的認識，更讓家長對學生在

新的學習環境安心、放心，並增進

家長與導師間的互動，讓學生家長

更支持學校的政策與發展。 

0004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5,414,578 $5,896,505
配合本年度經

費使用調整。
 

0005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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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明細變更對照表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明 

0006 
手寫繪

圖板

數位手

寫繪圖

板 

100 4,000 400,000 全校 0006
手寫繪

圖板

數位手

寫繪圖

板 

100 3,278 327,800 全校 已達本校專任教師人數 

0007 錄音筆
語音儲

存器 
50 4,000 200,000 全校 0007 錄音筆

語音儲

存器 
90 2,450 220,500 全校 課堂錄製數位教材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60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54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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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經費需求變更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 
原支用計畫書 

金額 
調整金額 備註 

000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究、進修、著作、研習、升

等送審、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6,014,517 $5,774,390  

0002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300,000 $109,900  

0003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700,000 $700,000  

0004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5,414,578 $5,896,505  

0005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1,000,000 $1,000,000  

0006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600,000 $548,300  

合計 $14,029,095 $14,02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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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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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9,921 76.80﹪＄1,260,865 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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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220 17.57﹪＄617,750 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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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859 2.91﹪＄52,00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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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967 2.72﹪＄216,033 10.06﹪

合計 ＄18,788,967 100﹪ ＄2,146,648 100﹪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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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資本門各項經費支用執行細項一覽表 單位：元

編號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備註

1 001 餐旅服務設備-客房部份 餐飲系 100,000 106,000

2 002
擴增都會休閒多功能教室

之芳療實作相關儀器
休閒系 498,000 468,000

3 003 創意教學設備 旅館系 678,500 519,700

4 004 餐旅服務設備-餐廳部份 餐飲系 200,000 190,677

5 006 商務中心 國貿系 2,000,000 1,275,600

6 007
財稅諮詢教室設備維護、

財稅諮詢教室測驗系統與

環境提升

財稅系 1,000,000 761,960

7 008 財務工程學習系統 財金系 500,000 478,000

8 009 生活日語教室 應日系 452,000 437,946

9 010 視覺圖像實驗室設備 視傳系 1,000,000 1,190,000

10 011 語言教室 應英系 3,136,500 3,090,000

11 012
擴充嵌入式系統實驗室設

備
資工系 1,705,000 1,425,500

12 013 增設專題實驗室 資工系 710,000 678,600

13 014 擴充寬頻通訊實驗室設備 資工系 145,000 145,000

14 015 模擬軟體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275,000 265,000

15 016 擴充e-Learning設備
資訊中心及全校教

師
2,163,000 2,162,174

16
017-
021

商務中心 國貿系 675,000 588,000

17 022 投影機 應用英語系 66,000 55,000

18 023 120吋電動銀幕 應用英語系 13,000 12,146

19 024 電腦含螢幕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450,000 479,649

20 025 電腦主機 商管學院 178,100 159,900

21 026 不斷電系統 商管學院 60,000 44,268

22 027 網路儲存伺服器 商管學院 50,000 42,514

23 028 無線寬頻路由器 商管學院 13,000 11,291

24 029 網路監視器 商管學院 12,000 10,261

25 030 電子硬碟專用主機 資管系 82,000 82,000

26 031
無網管功能之超高速乙太

網路交換器
資管系 13,500 13,000

27 032 儲存式示波器 電子系 200,000 145,000

28 033 教室視聽設備(西餐教室) 餐飲系 38,000 24,400

29 034 教室視聽設備(中餐教室) 餐飲系 30,000 24,400

30 035 教室視聽設備(示範教室) 餐飲系 30,000 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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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備註

31 036 教室視聽設備(烘焙教室) 餐飲系 30,000 24,400

32 037 投影機 餐飲系 66,000 55,000

33 038 葡萄酒櫃 餐飲系 23,000 23,000

34 039 洗脫烘衣機 餐飲系 18,000 18,000

35 040 除濕機 餐飲系 12,000 10,000

36 041 投影機 全校 330,000 330,000

37 042 箱型冷氣 餐飲系 300,000 320,000

38 1
一般型腦(公用檢索區pc及
螢幕)

全校 1,430,000 1,272,470

39 2-1 西文圖書 全校 1,150,000 1,150,000

40 2-2 中文圖書 全校 1,000,000 1,000,000

41 2-3 多媒體資料 全校 500,000 495,500

42 3-1
DVD彩色數位自動對焦攝

影機
學生自治會 52,960 47,600

43 3-2 彩色反光式數位相機 學生自治會 45,900 48,500

44 3-3 彩色數位自動對焦相機 學生自治會 15,183 16,700

45 3-4 防水防塵彩色數位相機 學生自治會 11,584 12,700

46 3-5 影音轉錄器 學生自治會 14,513 12,800

47 3-6 閃光燈 學生自治會 15,000 15,500

48 4-1 投影布幕 聯合系學會會議室 16,934 15,182

49 4-2 單槍投影機 聯合系學會會議室 90,152 90,170

50 4-3 移動式廣播音響設備組 聯合系學會會議室 55,000 53,807

51 4-4 揚聲器 聯合系學會會議室 34,000 44,000

52 4-5 無線麥克風組 聯合系學會會議室 29,000 30,000

53 4-6 無線遙控教學喊話器 學生自治會 50,000 44,000

54 5 移動式音響組 勁舞社 25,000 22,800

55 6-1 電吉他音箱 熱音社 17,500 18,500

56 6-2 電子鍵盤 熱音社 15,000 22,500

57 6-3 電子貝斯 熱音社 11,000 11,000

58 7 迷你筆電 學生自治會 47,274 41,100

59 7-1 個人電腦工作站 學生自治會 63,000 52,000

60 8-1 數位監控錄影主機系統 全校 791,643 728,000

21,043,643 20,935,615
(不含優先序017-
042增購項目)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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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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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1,822,948 研究 14.55% 研究 $123,552 研究 8.22%

研習 $857,725 研習 6.85% 研習 $397,265 研習 26.43%

進修 $560,000 進修 4.47% 進修 $70,000 進修 4.66%

著作 $1,094,900 著作 8.74% 著作 $110,000 著作 7.32%

升等送審 $114,000 升等送審 0.91% 升等送審 $64,000 升等送審 4.26%

改進教學 $380,000 改進教學 3.04% 改進教學 $40,000 改進教學 2.66%

編纂教材 $80,000 編纂教材 0.64% 編纂教材 $20,000 編纂教材 1.33%

製作教具 $30,000 製作教具 0.24% 製作教具 $10,000 製作教具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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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4,939,573 合計 39.44% 合計 $834,817 合計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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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0 0.40% $60,000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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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0 5.11% $60,000 3.99%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 (單價

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00% $548,300 36.47%

五、其他 $0 0.00% $0 0.00%

六、新聘教師薪資 $5,896,,505 47.07% $0 0.00%

七、現有教師薪資 $1,000,000 7.98% $0 0.00%

總計 $12,525,978 100.00% $1,503,117 100.00%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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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執行細項一覽表 
 

優先序 項目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研究 $2,000,000 $1,946,500 

研習 $1,389,117 $1,254,990 

進修 $660,000 $630,000 

著作 $1,500,000 $1,204,900 

升等送審 $284,000 $178,000 

改進教學 $390,000 $420,000 

編纂教材 $100,000 $100,000 

0001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製作教具 $40,000 $40,000 

0002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300,000 $109,900 

0003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700,000 $700,000 

0004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5,065,978 $5,896,505 

0005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1,000,000 $1,000,000 

0006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600,000 $548,300 

合計 $14,029,095 $14,029,095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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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文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第 6 次獎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99 年 3 月 1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貳、會議地點：行政大樓三樓大會議室 

參、會議主席：鄭校長永福 

肆、主席致詞（略） 

伍、出席人員：李委員弘斌、王委員仲資、黃委員景東、羅委員珠蓮、俞委員清埤、吳代理院

長天元、尚委員瑞國、劉委員易齋、陳委員錫明、楊委員明賢、古委員金英、

卜委員遠程、林委員香君、梁委員英文、雷委員秀英、林委員恆妙、郭委員美

美、陳委員伯源、辛委員穎、鄭委員文彬、王委員明雄、廖委員崇政、張委員

明化、胡委員淑華、李委員振偉、楊委員惠娥 

陸、列席人員：于館長第、方主任鎮良、黃主任梅卿、高組長崇倫、孫組長振台、尉遲組長淦、

梁進平先生、吳佳玲小姐、阮陳慶先生 

柒、記  錄：吳佳靜 

捌、業務報告 

一、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定事項說明如下： 

 （一）依教育部 99 年 1 月 22 日台技(三)字第 0990009100J 號函（如附件一），本(99)年度

核配之獎補助款金額為補助款 1,793 萬 6,343 元整，績效型獎助款 2,711 萬 7,914 元

整，共計 4,505 萬 4,257 元整（含經常門 1,351 萬 6,277 元，資本門 3,153 萬 7,980

元）。 

 （二）依上開核定公函規定，本項獎補助經費核定後，須依核定金額及審查意見修正後於

40 日（不含例假日）內檢附修正計畫書一份及領據備文報部請款，另一份送中華民

國管理科學學會彙辦。 

 （三）本校 99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內容及本校回覆說明彙整（如附件二）。 

二、上次會議執行情形：有關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執行結果（即執行

清冊）業依規定於 99 年 2 月 9 日以景大福研字第 0990000979 號函報部審查。 

玖、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修正本校 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內容，如說明，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次係依教育部核定之金額修正經費支用內容，因核定之金額與原支用計畫書之預

估值有所差異，故需再行調整各項經費及執行項目，以符合支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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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依「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一)

項第 1 款規定，學校應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及第五點

第(二)項規定，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

各占總預算（不包括計畫型獎助）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 

三、本次修正學校自籌款仍依原規劃為獎補助經費之 12%，其在資本門與經常門之比例

仍維持 70：30，經費支用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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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以上) 
總經費(5)=(3)+(4)

＄17,936,343 ＄27,117,914 ＄45,054,257 ＄5,406,511 ＄50,460,768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助款 70%
自籌款 

（70﹪） 
補助款 30% 獎助款 30% 

自籌款 

（30﹪） 

金額 ＄12,555,440 ＄18,982,540 ＄3,784,558 ＄5,380,903 ＄8,135,374 ＄1,621,953

合計 ＄35,322,538 ＄15,138,230 

占總經

費比例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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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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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未來將視實際執行狀況，如有特殊需求，將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

校院整體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經常門預算至多得流用 5%

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辦理。 

 

 提案二 

  案由：修訂本校 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各項經費支用計畫，如說明，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本次修訂係依據教育部核定之金額及教育部獎補助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

第 5 款等規定辦理。 

   二、99 年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調整（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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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案資本門修訂審議分二大部分： 

（一）為使購置之教學儀器設備更符合需求以提高教學品質，99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

教學儀器設備各使用單位申請之變更項目對照表彙整（如附件四）。 

（二）依教育部核定之金額，資本門經費各項目設備支用調整如下：  

  1.各系（所）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1)配合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並考量學校現行狀況，擬增列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如附件五），其項目名稱及優先序，請委員審議。 

    (2)為考量整體經費運用，使經費規劃更趨一致性，將原規劃標餘款購置設備之

優先序 026、027、028、029、030 依序變更為 024-17、024-18、024-19、025-03、

025-04。 

  2.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設備之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件六）。 

  3.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七）。 

  4.校園安全設備之變更對照表（如附件八）。 

  決議： 

   一、本次申請變更之部分設備項目，其規格與金額等細項尚需調整，同意授權由總務處

協助檢視修正後通過。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修訂本校 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常門各項經費支用計畫，如說明，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依教育部核定之金額，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調整（如附件九）。 

   二、依審查意見及去年經費使用狀況修訂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如附件十）。 

  決議： 

   一、經常門各項經費支用項目，同意授權由人事室修正後通過。唯其原則需針對教育部

書面審查意見進行調整，另教師薪資補助項目應依支用計畫落實執行。 

   二、請各相關業管單位（如教務處、研發處及人事室）鼓勵教師多申請經常門之各項獎

助，並於相關會議加強宣導。若各相關獎補助辦法有修訂之必要，需依相關程序儘

速進行修法以符合規定。 

拾、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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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主席結論 

  一、請研發處於會後將「99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回覆說明」以 e-mail

方式傳送各委員，若有修正建議請於 3/19（星期五）前交由研發處辦理後續事宜。 

  二、請研發處於規定期限內將修正後支用計畫書及領據完成報部請款作業。 

拾貳、散    會：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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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機關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 5 號 
傳真：02-23566379 
聯絡人：林雅幸 
聯絡電話：02-77365857 

受文者：景文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台技(三)字第 0990009100J 號 
速別：最速件 
附件： 

主旨：有關  貴校申請本部 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
補助經費」案，請依說明事項辦理，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部 98 年 12 月 30 日「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小組第 1 次」會議決議，核定 貴

校 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補助款
新台幣 1,793 萬 6,343 元整，績效型獎助款新台幣 2,711
萬 7,914 元整，共計新台幣 4,505 萬 4,257 元整（含經

常門新台幣 1,351 萬 6,277 元，資本門新台幣 3,153 萬
7,980 元）。 

二、貴校「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

業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委請不同領域專
家學者審查，書面審查意見將由該會另行函送（預計 99
年 1 月下旬），請依審查意見修正後，於 40 日內(不含例

假日)檢附修正計畫書 1 份及領據備文報部請款，另 1 份
送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台北市中正區羅斯福路 1 段 4
號 13 樓之 1）彙辦。 

三、本項獎補助經費請確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及「教育部獎補助支出憑
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相關規定辦理，並注意

下列相關事項： 

四、經常門獎補助案件之支出憑證傳票日期應屬於當年度，
並符合學校規定之補助期間；不符規定者，將追繳不符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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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之獎補助款。 

五、經常門及資本門支用比率、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
經常門學輔經費比率與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經費占

經常門比率等應符合獎補助規定；不符規定者，將追繳
相關獎補助款。 

六、本項獎補助經費使用，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 

七、獎助案件之審核應嚴謹，若有核發金額、案次超過學校
自訂辦法上限，或不符資格案件仍予補助者，將予以追
繳超額或不符資格部分獎補助款。 

八、當年度未執行款如未行文報部辦理保留，未執行款應依
規定繳回。 

九、學校自辦研習研討活動，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

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
改進方案」之規定辦理，若有違反規定之部分，將予以
追繳超出規定之費用。 

正本：景文科技大學 

副本：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小

組、本部技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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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99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書面審查意見回覆說明表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A-1.】 
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比例已超越 60%，惟具博士學位師資僅佔 45.9%，顯示鼓勵教師

進修博士學位，或是新聘具博士學位教師仍需再積極進行。經常門編有補助新聘教師

薪資 NT$3,824,000 元，佔經常門獎補助經費 37.49%，符合提升師資結構需求，惟該

項經費難免因而排擠研究、進修及著作等提升研發能量及師資素質之獎補助經費。 

改
善
情
形 

本校目前進修博士班教師共計 43 位，每年至少 1 名教師取得博士學位或考取博士班，

將依委員建議積極鼓勵進修；本校經常門經費將以積極補助研究、進修及著作為主，

以提升研發能量及師資素質。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A-2.】 
資本門經費需求表中，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之備註欄，顯示有各系所教學儀器設

備購置與中程校務發展重點執行策略之相符情形說明，學校用心尚值稱許；惟經查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中各系所發展計畫所需購置設備項目，似無法與各系所中心所提設

備支用項目相連結。 

改
善
情
形 

將依委員建議，於修訂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時，加強其連結性之說明。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A-3.】 
部分資本門設備僅列外觀規格，規格設定過於簡略，恐不利未來實際執行時之管控。

改
善
情
形 

依委員建議辦理。（請參閱支用計畫書附表四至附表八）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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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A-4.】 
依學校所訂規範，專責小組會議只需 1/2 委員出席，1/2 通過，即可達成決議，出席委

員門檻稍顯偏低。 

改
善
情
形 

將依委員建議，儘速修正本校「獎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A-5.】 
經費分配原則僅規定各項經費分配比例，欠缺較為具體之分配準則及分配程序。 
【委員 B-2.】 
資本門分配至各系所中心之經費規劃比例，所依據之原則宜更清楚明確。 

改
善
情
形 

本校一直以來皆依循「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

規定與精神辦理本項獎補助經費，其支用內容及支用項目皆依規定先請各系所與相關

單位依中程校務發展針對其教學及研究等設備進行規劃提出需求後，提專責小組會議

討論，專責小組再依學校發展現況、年度工作計畫、既有設備及考量整體發展特色，

審議其執行優先順序後通過報部。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A-6.】 
專責小組會議紀錄顯示開會時間大多不超過 1 小時 20 分鐘，且對所提各項議案欠缺

詳細討論之記載，決議大多為照案通過。 

改
善
情
形 

各單位若有需提專責小組審議之議題，皆需先提系務會議或相關會議討論，爾後將依

委員意見將通過之相關會議紀錄記載於專責小組會議紀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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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A-8.】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 8
款『…經費稽核委員會小組成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為免不慎違反此一規定，

建議於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中，明訂會計主任及總務長不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

改
善
情
形 

本校業將「景文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 99.03.16.98 學年

度第 14 次行政會議討論。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B-3.】 
各項資本門經費需求已說明與其相對應之學校中程校務發展策略，學校作法予以肯

定；惟希能更清楚標示，以使其關聯性更具體呈現。 

改
善
情
形 

將依委員建議，於修訂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時確實依審查意見修正。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B-5.】 
規劃約 37.49%之經常門獎補助款擬用於教師薪資補助，相較於大部分學校所編列之

25~35%比例，略有偏高之虞，該項雖均預計用於新聘高階教師，惟實際執行時能否達

成，對於師資結構之改善是否確有助益，而不流用至現有教師薪資補助，尚待觀察。

改
善
情
形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將補助教師薪資比例調整至 34.73％（請參閱支用計畫書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未來於經費運用時，亦將依委員意見落實執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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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委員 B-6.】 
教師研習經費編列高達 NT$1,300,000 元（獎補助款 NT$1,150,000 元+自籌款

NT$150,000 元），學校對於師資素質提升之用心予以肯定，惟實際執行時應能注意其

所參與活動之相關性及適切性，如為校內自辦研習活動，更需考量其辦理成效，俾免

教育部獎補助款之美意流於形式，而未能達成預期效果。 

改
善
情
形 

依委員建議辦理，並請各單位於未來實際執行時，確實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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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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0,384 80﹪ ＄2,862,816 75.64﹪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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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0,000 15.09﹪ ＄510,000 13.48﹪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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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910 2.79﹪ ＄77,090 2.04﹪ 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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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686 2.12﹪ ＄334,652 8.84﹪ 註五

合計 ＄31,537,980 100﹪ ＄3,784,5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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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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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

單位名稱：旅運管理系 附件四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Eviews 1套 22,000 22,000 旅運系

S126 DEA

Frontier Analyst

Pro.資料包絡

法分析軟體

1套 35,000 35,000 旅運系

LISREL線性規

劃分析軟體三

套

1套 20,000 20,000 旅運系

地理資訊系統

Web版授權軟

體（含空間分

析模組、2次

Upgrade及教育

訓練服務）

1套 140,000 140,000 旅運系

全國GIS圖資

（含行政區

域、人口分布

及重要點位等

資料）

1式 61,000 61,000 旅運系

變更項目名

稱、規格及預

估金額。數位

化影音導覽摺

頁、書籍的製

作及操作。可

供導覽解說、

觀光旅遊科技

應用、專題研

究等課程及產

學研究案應

用。

001-06地理資

訊系統

組

001-06 數位化

導覽內

容製作

系統

組

旅運系

001-04 001-04 旅運系

1.光學辨識碼

(OID)編製軟體x1

，2.光學讀取筆

(筆頭感測器

OID2)x100，3影像

互動無線系統組

(筆頭感測器OID2,

無限距離

10M,VGA或AV端

子影像輸出)x20

1式 230,000 230,000

1.變更項目名

稱、規格及預

估金額。

2.可編寫問卷

並自動彙整及

分析資料。用

於研究方法、

學生畢業專題

製作等課程。

並可同時提供

老師作為研究

工作之工具。

觀光數

位研究

教室之

研究分

析軟體

數位問

卷分析

系統

1.樣本設計系統、

樣本製作系統、

樣本輸出系統2.樣

本讀取系統、問

卷印製系統3.資料

線上及批次處理

判讀、轉存各種

檔案格式4.判讀例

外管理、評鑑資

料影像存取5.結果

分析、判讀結果

印製系統

1套 100,000 100,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

說明

1
第31頁，共212頁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

說明

--- --- --- --- --- --- ---

001-07 多點式

觸控螢

幕

最佳解析度：

1920 x 1200

高畫質顯示：176°

可視角、4000:1高

對比

光學式多點觸

控：高感應度

100pps、高解析度

32000points

外接端子：USB

選項：嵌入式電

腦、壁掛式、直

立式

1台 98,000 98,000 旅運系 1.新增項目，

導覽解說內容

呈現、展示、

操作。

2.原申請項目

優先序001-07

變更為001-

08。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78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428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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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2對36，16頻道

，導覽解說無

線對講系統組

1式 180,000 180,000 旅運系 2對34，16頻道，

室內導覽解說無

線對講系統

1式 180,000 180,000 旅運系

錄音筆 6支 11,000 66,000 旅運系

自動語音導覽

解說系統。數

位語音導覽資

料製作軟體，

光學讀取影音

輸出裝置。

1式 164,000 164,000 旅運系

單位名稱：旅運管理系

260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移動式戶外導覽

解說系統（無線

數位擴大機x2 +

個人腰掛數位導

覽器x10）

1式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41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01-05導覽解

說系統

組

001-05 導覽解

說系統

組

80,000 80,000 旅運係

1.變更規格。

應用於導遊

領隊實務、

導覽解說、

導覽專題製

作等課程。

2.部分規格移

至001-06分項

，取代原先

之地理資訊

系統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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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15-01 分割畫

面處理

器

1.解 析 度：每個輸出

640*480至1600*1200.

1台 75,000 75,000 應用英

語系

015-01 16：9寬

銀幕投

影機

1.解析度:WXGA1280x800.

2.流明度:3700.

3.輸入端子DVI-D.

4.支援網路.

5.具備HQV影像處理.

1台 95,000 95,000 應用英

語系

變 更 項 目 名

稱、規格及預

估金額。

015-02 42吋超

細邊電

視

1.1920x1080解析度.

2.動態對比 200萬：1.

4台 150,000 600,000 應用英

語系

015-02 後投式

電動銀

幕

1.尺  寸：58英吋 (高) x 104英吋

(寬)，對角線119英 吋.

2.布幕材質：High Contrast Da-Tex

背投影無接縫軟質布幕，乙烯基

底、具高透光性及低反光度特

性、抗霉、不續燃、可用清水或

溫和肥皂清潔 、具標準黑邊；

通過 NFPA STANDARD 701美國

防火協會標準，且具

GREENGUARD®環保認證.

3.增  益  值：1.0 gain (含 ) 以上.

4.最佳觀賞角度：水平垂直達80

度(含)以上.

5.馬  達：120V (60Hz) 2.4 amp. 內

藏於滾軸.

1幅 150,000 150,000 應用英

語系

變 更 項 目 名

稱、規格、數

量 及 預 估 金

額。

--- --- --- --- --- --- ---

015-08 喇叭 1.形式 : 6.5" 低音, 1.5" 高音.(共6

支)

2.阻抗 : 8Ω.

3.承受功率 : 50W/RMS.

4.靈敏度(1W/1M) : 93dB.

5.最大音壓 : 106dB.

6.頻率響應 : 60Hz~20KHz.

１組 30,000 30,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變更原因

說明

單位名稱：應用英語系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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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

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 --- --- --- --- --- ---

015-12 控制電

腦(含)

19"彩色

液晶螢

幕

(VIDEO

、VGA)

1.CPU： INTEL 雙核心  E8400以

上.

2.DVD：20X DVD燒錄機.

3.系統相容性：PC 2001、 NSTL

Y2K、Energy-Star.

LCD

1.螢幕尺寸：19吋   16:10.

2.顯示區域：可視角(CR≧

010)：160°(H)/160°(V).

3.點距：約0.285 mm.

4.最高解析度：1440 x 900

(WXGA+).

1台 35,000 35,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015-13 冷氣空

調機組

A.室外機

1. 冷 氣 能 力

KW(kcal/h)：

2.壓縮機保固3年(含)以

上.

B.室內機

1.密閉式水盤. 2.附回風

箱+卡式濾網.

3.2*2尺輕鋼架出風口二

只、回風口二只.

1式   180,000   180,000 應用英

語系

015-15 冷 氣 空

調 機 風

扇

1.加裝強制風扇6組.

2.加裝固定鍍鋅鋼板，風管依現

場尺寸.

3.風扇與主機需含轉接頭.

1式   100,000   100,000 應用英

語系

變 更 項 目 名

稱、規格及預

估金額。

--- --- --- --- --- --- ---

015-16 T5日光

燈具

1.反射板採用高純度鏡面鋁板.

2.燈具附空調孔.冷氣從燈具兩旁

吹出.不用加裝空調出風口

1套    24,000    24,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 --- --- --- --- --- ---

015-17 可 調 式

崁燈

1.光源 : 附MR-16. 12V50W

   石英燈泡 x 1.

2.本體 : 鋼板烤漆.(共12個)

1式    13,200    13,2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 --- --- --- --- --- ---

015-18 活 動 拉

門

PPC材質活動式 1式 30,000 30,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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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

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 --- --- --- --- --- ---

015-19 教室設

備改善

A.拆除地板輕鋼架天花板

B.教室壁面水泥漆塗裝

C.教室天花板黑色水泥漆塗裝

D.教室地面鋪設超耐磨地磚

1.同步木紋木質地板尺寸：

191x1210x8.3mm.

2.抗磨損測試：符合CNS  11367

10000轉以上.

3.耐燃性測試：符合CNS  7614 防

焰性等級一級

4.含水率試驗：HDF標準值 8%以

內（符合CNS 2215）.

5.耐水性試驗-D試驗：(符合CNS

8058),符合第 6、3、3節之規定,

無剝   離、變色.

6.菸灼性測試：符合CNS 11367

無不可清除之灼痕.

7.吸水厚度膨脹率：符合 CNS

2215 0.2%以內.

8.污染性測試：符合CNS  8058 無

殘留顏色.

9.適應海島型氣候故板材內 心須

為環保高密度HDFF木纖維防潮

基材.

1式    85,000    85,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 --- --- --- --- --- ---

015-20 隔音設

備

A隔音毯

1.成份：聚乙烯加無機礦物粉，

加不銹鋼金屬纖維.

2密度：2.1kgs/m3.

3.厚度：1.5mm.

4.防火系數：Class A，耐燃度

200°C.

5.音響透過損失500HZ可達21dB-

31dB，不阻礙電波傳達.

1式 83,650 83,65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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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

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 --- --- --- --- --- ---

B.防火吸音板

1.材質：木質纖維板.

2.厚度：18mm.

3.防潮性：符合 CNS 2215 測試，

含 水 率 9% 以 上 ， 吸 水 變 化 率

0.65%以下.

4. 密 度 ： 0.75g/cm3 ， 內 聚 強 度

7.6kgs/cm2以上，靜曲性質強度

200kgf/cm2 以上.

5.耐酸性測試：通過 CNS1520 耐

酸測試.

6.耐鹼性測試：通過 CSN1954 耐

鹼測試.

7.表面衝擊測試：通過 CNS9961

測試, 表面均無龜裂現象.

8.防火性：通過 CNS 14705 耐燃

二級，防火板材無貫穿龜裂，以

及最大熱釋放率通過200KW/M2

的測試.

9.吸音率：須經過 ASTM C423 吸

音率測試.

1式 83,650 83,650 應用英

語系

--- --- --- --- --- --- ---

015-21 服務櫃台1.桌面上採紐西蘭進口9MM中密

度板，面貼胡桃木實木薄皮，底

採紐西蘭進口9MM中密度板，中

間採18MM密度板角材補強，後

經塗裝處理.

2.桌腳雙面採紐西蘭進口3MM中

密度板，中間採18MM密度板角

材補強，後經塗裝處理.

1式 30,000 30,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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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

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 --- --- --- --- --- ---

015-22 移動式

會議桌

1.桌 面：桌面板厚27mm 木質夾

板,面貼0.6mm美耐板,四邊PVC封

邊.

2. 桌 腳 ： 桌 腳 30mmx30mmx

0.8mm方管,點焊成型,附調整螺

1式 25,000 25,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 --- --- --- --- --- ---

015-24 連 結 座

椅

1.椅面：座背一體成型，採耐衝

擊多元素化學原料PP射出成型,

表面咬花處理具止滑作用.

2.桌 腳：採用鐵板1.4mm厚沖壓

一體成型.

3組 13,000 39,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 --- --- --- --- --- ---

015-25 教室道

具桌

1.本體 採用中鋼冷軋鋼板，厚

0.8mm.

2.桌板 採用1.0mm鋼板彎曲成型

，0.8mm鋼板補強， 貼0.8mm進

口高級耐火板.

1式 20,000 20,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 --- --- --- --- --- ---

015-26 餐 廳

Menu 看

板

壓克力材質 1式 13,000 13,0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 --- --- --- --- --- ---

015-29 餐 廳

Menu 看

板

1.冷軋鋼板0.4m/m鍍鋅防銹處理.

2.特殊白色樹脂200度高溫烤漆.

3.表面硬度中級.

1式 18,500 18,500 應用英

語系

為提高教學品

質，增購此設

備項目。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855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8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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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15-06 數 位 混

音機

1.全平衡式接口，具有

12輸入 X 4輸出，(並可

依 據需要更換輸入/輸

出訊號模組).

2.採用24位元A/D � D/A

轉換器

3.麥克風自動混音處理

4.矩陣混音功能

(a).具有8 x 8 以上處理

功能.

(b).具輸入訊號優先權

設定功能

1台 85,000 85,000 應用英

語系

015-06 數 位 混

音機

1.全平衡式接口，具有12輸入 X

4輸出，(並可依據需要更換輸入/

輸出訊號模組).

2.採用24位元A/D � D/A轉換器

3.麥克風自動混音處理具混音自

動電平調整�避免多訊號混音後

造成聲音過大.

4.矩陣混音功能

(a).具有8 x 8 以上處理功能.

(b).具輸入訊號優先權設定功能

1台 85,000 85,000 應用英

語系

變更規格細項

015-14 天花板

道具掛

軌設備

及展示

板

天花板道具掛軌設備及

展示板

1式 132,000 132,000 應用英

語系

015-30 天花板

道具掛

軌設備

及展示

板

1.鋁格柵高：70mm，方格約

95x95~80x80mm.

2.骨架方格：1000x1000mm.

(a).C型鋼骨架：1.6t鍍鋅鋼板.

(b). C型鋼吊筋：1.6t鍍鋅鋼板.

(c).L型角鐵：4.0t鍍鋅鋼板.

(d).膨脹螺絲：3分膨脹螺絲.

3.表面塗裝室外聚酯型粉體烤漆.

4.活動展覽牆可於軌道式展覽室

內多片組合移動使用.

1式 132,000 132,000 應用英

語系

變更規格細項

單位名稱：應用英語系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

說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17,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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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026 個人電腦(含螢幕)

企 業 型 電 腦 Core 2 Quad

2.33GHz(1333MHz FSB) ( 無 作 業 系

統 ) ( 獨 立 主 機 不 含 螢 幕 ) 四 核 心

/4G/320G/DVD/保固昇等為五年

19吋寬螢幕彩色液晶(內建防刮玻璃)

保固昇等為五年

240套 27,080 6,499,200

資訊

中心

因應整體經費調整

，並配合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增購全

校性教學用設備。

--- --- --- --- --- --- ---

符合國際標準與認証，並能支援

RFID設定及建置智慧型貨架所需之

相關功能。

1組 100000 100,000

商管

學院

--- --- --- --- --- --- ---
符合相關認証標準及建置智慧型貨

架所需之RFID天線切換器。
1組 33000 33,000

--- --- --- --- --- --- --- 027-02 控制電腦(含螢幕)

Intel Dual Core E5300(2.6GHz)(含)以

上 、 記 憶 體 DDR2 800 8GB( 含 ) 以

上、顯示卡nVIDIA GeForce 9500GT

1GB(HDMI)( 含 ) 以 上 、 硬 碟

500GB(含)以上、19吋LCD螢幕。

2台 23,000 46,000

--- --- --- --- --- --- --- 027-03

資料庫電腦(含螢

幕 、 作 業 系 統與

資料庫管理系統)

Intel Core 2 Quad Q9500 (含)以上、記

憶 體 記 憶 體 DDR2 800 8GB( 含 ) 以

上、顯示卡nVIDIA GeForce 9500GT

1GB(HDMI)(含) 以上、硬碟1TB(含)

以 上 、 19 吋 LCD 螢 幕 、 Windows

Server 2008 作業系統、Windows SQL

Server 2008資料庫管理系統。

1台 65,000 65,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教學儀器設備增購

因應整體經費調整

，並配合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增購教

學用設備。
027-01 RFID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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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 --- --- --- --- --- ---

須具備消費者互動、多媒體展示、

庫存查詢、商店導覽、問卷調查等

功能。

1台 160,000 160,000

--- --- --- --- --- --- ---

控制與應用管理軟體，須具備有讀

取商品、拿取次數分析、硬體監

測、功能設定、櫃位分析、商品找

尋盤點等功能。

1套 100,000 100,000

--- --- --- --- --- --- ---

符合國際標準與認証，並能支援

RFID設定及建置智慧型貨架所需相

關功能之行動手持式讀取器(含上標

功能)。

1套 100,000 100,000

--- --- --- --- --- --- ---
須於實驗室建立智慧型商架測試用

環境所需相關功能之軟硬體設備。
1套 100,000 10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7203200

027-04
控制與應用管理

軟硬體設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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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1.管理模組 1組 150,000 150,000 全校 1.管理模組 1組 150,000 150,000 全校 ---

2.編目模組 1組 400,000 400,000 全校 2.編目模組 1組 400,000 400,000 全校 ---

3.流通模組 1組 400,000 400,000 全校 3.流通模組 1組 500,000 500,000 全校 預估單價金額更動

4.Webpac 模組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4.Webpac 模組 1組 400,000 400,000 全校 預估單價金額更動

5.採購模組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5.採購模組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

6.期刊模組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6.期刊模組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

7.Z39.50 模組 1組 150,000 150,000 全校 7.Z39.50 模組 1組 158,000 158,000 全校 預估單價金額更動

8.SIP2 模組(連接自動借還

書機)
1組 200,000 200,000 全校

8.SIP2 模組(連接自動借還

書機)
1組 150,000 150,000 全校 預估單價金額更動

9.門禁管理系統之串聯程

式
1套 200,000 200,000 全校

9.門禁管理系統之串聯程

式
1套 100,000 100,000 全校 預估單價金額更動

--- --- --- --- --- 10.單一認證 1套 230,000 230,000 全校
使用單一認證讓師

生與校務系統之帳

密串連

1.Staff License 10組 50,000 500,000 全校 1.Staff License 10組 50,000 500,000 全校

2.Patron License (Unlimited)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2.Patron License (Unlimited)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圖書自動化設備
單位名稱：圖書館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本項目不購置

1-2

軟體部

份-圖書

館自動

化系統

軟體建

置(Server

Module

License)

軟 體 部

份 -B.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管

理 系 統

( 使 用 者

端授權)

1-1 1-1軟體部

份-A.圖

書館自

動化系

統軟體

建置

(Server

Module

License)

軟 體 部

份 -B.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管

理 系 統

( 使 用 者

端授權)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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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1-3 硬體部

份-應用

及資料

庫伺服

器主機

(AP &

DB

Server)各

一台

2U超薄型伺服器

Quad-Core Intel Xeon

2.5GHz 二顆

記憶體 : 8GB ECC DDR2

667 SDRAM Module

硬碟 :15000RPM SAS

146GB熱抽換式硬碟4顆

網路介面 : 提供2組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2組835W熱抽換備援電源

內含SAS磁碟陣列卡

2台 150,000 300,000 全校 1-2 硬體部

份-應用

及資料

庫伺服

器

Dell� PowerEdge� R710

Rack Mount Server

(Quad-Core Intel Xeon

2.0GHz E5504×2、4GB

DDR-3 1066MHz ECC,

UDIMMs、主機板內建

SAS 3.0Gb/s 磁碟陣列控制

器,支援RAID0,1,5、3.5"

146GB SAS 15KRPM 轉熱

抽換硬碟 4 顆、DVD-

ROM×1、 800W 以上熱抽

換備援電源供應器2 個、

Windows Server 2008 教育

版)

Dell� PowerBackup NAS

PR410ESH ( for3server+30pc

Licenses)(Intel E5502 Xeon

CPU,1.86GHz,4MB Cache、

3×1TB (4Bays,Max

8TB)Linux OS 及 備份軟

體)

不斷電系統ON-LINE

1.5KVA UPS

1組 312,000 312,000 全校 預計購置之規格作

調整

1-4

知 識 主

題 查 詢

檢 索 系

統

知識主題查詢檢索系統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1-4

知 識 主

題 查 詢

檢 索 系

統

知識主題查詢檢索系統 1組 300,000 300,000 全校 本項目不購置

$3,800,000 $3,000,000

3000000

合   計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80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合   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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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設備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2-3 多媒體 件 77 4,000 308,000 全校 2-3 多媒體 件 277 4,000 1,108,000 全校 充實多媒體館藏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圖書館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108,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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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3-3

移 動 式

擴 音 設

備

輸 出 功 率 :70W( 含 ) 以

上、兩個(含)以上有線

麥克風輸入，一個(含)

以上LINE輸入，須全部

獨立音量控制，含搭配

兩個手握式或佩掛式麥

克 風 發 射 器 ， 支 援

CD&SD卡&USB播放。

4套 25,000 100,000
學 生 自

治會
3-3

移 動 式

擴 音 設

備

輸 出 功 率 :70W( 含 ) 以

上、兩個(含)以上有線

麥克風輸入，一個(含)

以上LINE輸入，須全部

獨立音量控制，含搭配

兩個手握式或佩掛式麥

克 風 發 射 器 ， 支 援

CD&SD卡&USB播放。

4套 25,000 100,000
各社團、

各系學會
變更使用單位

3-4

移 動 式

擴 音 設

備

輸 出 功 率 :120W( 含 ) 以

上、兩個(含)以上有線

麥克風輸入，一個(含)

以上LINE輸入，須全部

獨立音量控制，含搭配

兩個手握式或佩掛式麥

克 風 發 射 器 ， 支 援

CD&SD卡&USB播放。

2套 34,000 68,000
學 生 自

治會
3-4

移 動 式

擴 音 設

備

輸 出 功 率 :120W( 含 ) 以

上、兩個(含)以上有線

麥克風輸入，一個(含)

以上LINE輸入，須全部

獨立音量控制，含搭配

兩個手握式或佩掛式麥

克 風 發 射 器 ， 支 援

CD&SD卡&USB播放。

2套 34,000 68,000
各社團、

各系學會
變更使用單位

3-5
無 線 喊

話器

肩 背 式 ， 最 大 輸 出 功

率:55W/4Ω，音源輸入:

有線麥克風及LINE輸入

，獨立音量控制；可使

用有線、無線麥克風、

USB/SD音源混合輸入，

同時擴音，含附搭配充

電式手握無線麥克風。

3套 17,000 51,000
學 生 自

治會
3-5

無 線 喊

話器

肩 背 式 ， 最 大 輸 出 功

率:55W/4Ω，音源輸入:

有線麥克風及LINE輸入

，獨立音量控制；可使

用有線、無線麥克風、

USB/SD音源混合輸入，

同時擴音，含附搭配充

電式手握無線麥克風。

3套 17,000 51,000
各社團、

各系學會
變更使用單位

3-6
數 位 相

機

具≧10米防水、≧1.2米

防 撞 、 防 塵 機 體 ， ≧

1200萬像素。

2組 16,000 32,000
學 生 自

治會
3-6

數 位 相

機

具≧10米防水、≧1.2米

防 撞 、 防 塵 機 體 ， ≧

1200萬像素。

2組 16,000 32,000
各社團、

各系學會
變更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說

明

單位名稱：學務處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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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

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3-7
筆 記 型

電腦

記憶體：≧1GB；螢幕/

顯 示 ： ≧ 10.1" TFT 螢

幕；硬碟：≧160G；多

合一讀卡機、藍芽、無

線上網、視訊、≧6Cell

電池。

3套 17,000 51,000
學 生 自

治會
3-7

筆 記 型

電腦

記憶體：≧1GB；螢幕/

顯 示 ： ≧ 10.1" TFT 螢

幕；硬碟：≧160G；多

合一讀卡機、藍芽、無

線上網、視訊、≧6Cell

電池。

8套 15,000 120,000
各社團、

各系學會

變更數量、預

估金額及使用

單位

3-9 投影機
光 源 輸 出 ≧ 3,000

ANSI；對比度≧ 600:1
1套 54,200 54,200

學 生 自

治會
3-9 投影機

解析度：真實解析對應

≧ 1024x768(XGA) ， 輸

出亮度：≧3000 ANSI流

明 ； 可 顯 示 色 彩 ： ≧

16.7 百萬色支援投影尺

寸(對角線)：≦30吋~≧

300 吋；含標準吊架安

裝。

1套 59,200 59,200
學 生 自

治會

變更規格及預

估金額

3-10
電 動 銀

幕

≧100 吋，蓆白電動銀

幕(1:1)
1組 15,800 15,800

學 生 自

治會
3-10

電 動 銀

幕

≧100 吋，蓆白電動銀

幕(1:1)
1組 15,800 15,800

各社團、

各系學會
變更使用單位

4-1
薩 克 斯

風

中 音 薩 克 斯 風 (I) ， 調

性 ： Eb ， 口 徑 ：

123mm(4.84") ， 吹 口

管：金銅製，附高音F#

鍵，喇叭管與身管可拆

卸，可調式拇指掛，表

面：GL/BN/S

1套 32,000 32,000 管樂社 4-1
薩 克 斯

風

中音薩克斯風，調性：

Eb，吹口管：金銅製，

附高音F#鍵，喇叭管與

身管可拆卸，可調式拇

指掛，表面：GL/BN/S

1套 32,000 32,000 管樂社 變更規格

4-2
薩 克 斯

風

次中音，調性：Bb ，口

徑：155mm ，吹口管黃

銅製 ，附高音F#鍵 ，

身管、喇叭管可拆式 ，

可調式姆指掛 ，表面：

金漆

1套 40,000 40,000 管樂社 4-2
薩 克 斯

風

次中音，調性：Bb ，吹

口管黃銅製 ，附高音F#

鍵 ，身管、喇叭管可拆

式 ，可調式姆指掛 ，

表面：金漆

1套 40,000 40,000 管樂社 變更規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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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

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 － － － － － － 4-4
爵 士 銅

鈸套鼓

14 ＂ Hi-Hat 、 16 ＂

Crash、20＂Ride
1 33,500 33,500 管樂社 增購設備

5-1 喇叭
≧15吋雙音路低音反射

式專業喇叭，≧400W
4組 19,000 76,000 康輔社 5-1 喇叭

≧15吋雙音路低音反射

式專業喇叭，輸出力≧

400W；可支援揚聲器串

連、及直立式音響架；

附旋轉式可調高度喇叭

架。

4組 21,000 84,000
康輔社、

熱門音樂

社

變更數量、預

估金額及使用

單位

5-2 混音機

具≧14組輸入，最高可

支援8個麥克風輸入；

具訊號增益控制鈕及26-

dB衰減；單聲道輸入軌

道 具 有 單 鍵 訊 號 壓 縮

器；具備有3段式頻率

等化器及高通濾波器；

多 功 能 可 外 接 AUX 及

EFFECT的輸入/輸出；

可安裝於標準機櫃內。

1套 34,000 34,000 康輔社 5-2 混音機

具≧14組輸入，最高可

支援8個麥克風輸入；

具訊號增益控制鈕及26-

dB衰減；單聲道輸入軌

道 具 有 單 鍵 訊 號 壓 縮

器；具備有3段式頻率

等化器及高通濾波器；

多 功 能 可 外 接 AUX 及

EFFECT的輸入/輸出；

可安裝於標準機櫃內。

1套 34,000 34,000
康輔社、

熱門音樂

社

變更使用單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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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

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5-3
功 率 擴

大機

在4Ω橋接時，每迴路

至少有2600W以上的輸

出；獨立頻率的高/低頻

濾波器；平衡式輸入端

子 有 XLR ， 1/4"TRS 功

能；具可變速風扇；擴

大器本身具有電源啟動

靜音保護 / 直流短路關

機保護 / 終端保護 / 電

流限制 / 音量控制保護

蓋。

2台 28,000 56,000 康輔社 5-3
功 率 擴

大機

在4Ω橋接時，每迴路

至少有2600W以上的輸

出；獨立頻率的高/低頻

濾波器；平衡式輸入端

子 有 XLR ， 1/4"TRS 功

能；具可變速風扇；擴

大器本身具有電源啟動

靜音保護 / 直流短路關

機保護 / 終端保護 / 電

流限制 / 音量控制保護

蓋，含整體標準可移動

式30U機櫃。

2台 36,000 72,000
康輔社、

熱門音樂

社

變更規格、預

估金額及使用

單位

5-4
功 率 擴

大機

輸 出 功 率 : 4 Ω : ≧ 2 *

560w立體輸出、8Ω : ≧

2 * 400w立體輸出；橋

接 :8 Ω : ≧ 800w MONO

輸出；失真率:less then

≦ 0.05% ； 頻 率 響

應 :10hz~20khz ； 噪 信

比:>105db；具冷卻系統

變速風扇、前後氣體導

流系統。

2台 18,000 36,000
熱 門 音

樂社
5-4

功 率 擴

大機

輸 出 功 率 : 4 Ω : ≧ 2 *

560w立體輸出、8Ω : ≧

2 * 400w立體輸出；橋

接 :8 Ω : ≧ 800w MONO

輸出；失真率:less then

≦ 0.05% ； 頻 率 響

應 :10hz~20khz ； 噪 信

比:>105db；具冷卻系統

變速風扇、前後氣體導

流系統。

2台 18,000 36,000
熱 門 音

樂社
刪除此項目

5-5 混音機

提供≧12輸入，內建數

位SPX數位效果器，所

有 模 組 元 件 均 配 置

Neutrik 平衡XLR接頭，

可接麥克風/線性單聲道

及XLR立體聲道，頻率

等化器及高通濾波器。

1套 18,500 18,500
熱 門 音

樂社
5-5 混音機

提供≧12輸入，內建數

位SPX數位效果器，所

有 模 組 元 件 均 配 置

Neutrik 平衡XLR接頭，

可接麥克風/線性單聲道

及XLR立體聲道，頻率

等化器及高通濾波器。

1套 18,500 18,500
熱 門 音

樂社
刪除此項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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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

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 --- --- --- --- --- --- 5-4 投影機

解 析 度 ≧ XGA 1024 ×

768；支援解析度≧1280

× 1024 ；支援長寬比例

4:3 & 16:9；亮度≧2300

流 明 ； 對 比 度 ≧

2000:1；投影尺寸≧30

吋-300吋 (對角)；含80

吋氣壓式布幕、背包。

2組 25,000 50,000
各社團、

系學會
增購項目

--- --- --- --- --- --- --- 5-5
液 晶 顯

示器

面板尺寸≧37吋(對

角)；具Full HD 1920 x

1080全高畫質解析度；

相容

HDTV480p/720p/1080i/10

80p；具2個HDMI數位影

音端子；對比 ≧

5000:1；支援 24P真實電

影播放模式；支援SRS

TruSurround XT  模擬環

場音效；具MPEG雜訊

抑制；內含類比、數位

視訊盒；包含吊架及安

裝。

1組 30,000 30,000
學生自治

會
增購項目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80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957,000

5
第49頁，共212頁



 
附件八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數位影像記錄器(32CH)
SATA II 硬碟(1TB*8台)

1組 250,400 250,400
數位影像記錄器(32CH)
SATA II 硬碟(1TB*8台)

1組 184,500 184,500

數位影像記錄器(16CH)
SATA II 硬碟(2TB*4台)

6組 100,000 600,000

紅外線高感度攝影機 16台 12,000 192,000

24埠乙太網路交換器 1台 11,000 11,000

3KVA不斷電系統 1台 14,838 14,838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校園安全設備

因應整體經費

調整，變更規

格、數量及預

估金額等細項

6
校園安全

數位監控錄影

主機系統

全校
數位影像記錄器(16CH)
SATA II 硬碟(2TB*4台)

5組 121,120 605,600

6

單位名稱：總務處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856,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002,338

校園安全

數位監控錄影

主機系統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全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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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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2,000,000 研究 14.80﹪ 研究 ＄300,000 研究 18.50﹪ 

研習 ＄1,150,000 研習 8.50﹪ 研習 ＄531,953 研習 32.80﹪ 

進修 ＄700,000 進修 5.18﹪ 進修 ＄100,000 進修 6.17﹪ 

著作 ＄1,500,000 著作 11.10﹪ 著作 ＄200,000 著作 12.33﹪ 

升等送審 ＄280,000 升等送審 2.07﹪ 升等送審 ＄20,000 升等送審 1.23﹪ 

改進教學 ＄420,000 改進教學 3.11﹪ 改進教學 ＄40,000 改進教學 2.47﹪ 

編纂教材 ＄90,000 編纂教材  0.67﹪ 編纂教材 ＄10,000 編纂教材 0.61﹪ 

製作教具 ＄30,000 製作教具 0.22﹪ 製作教具 ＄10,000 製作教具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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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6,170,000 合計 45.65﹪ 合計 ＄1,211,953 合計 74.72﹪ 

1.配合學校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獎助款皆

用於改善師資素

質，獎助項目分為研

究、研習、進修、著

作、升等送審、改進

教學、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等八項。並要

求老師參與各項學

術研究，積極修訂各

項獎勵辦法，鼓勵講

師進修博士學位。

2.凡研究、研習、進

修、著作、升等送

審、改進教學、編纂

教材、製作教具等相

關費用之申請皆需

通過相關會議審核。

3.所有辦法皆經一定

程序訂立且上網公

告；並依相關辦法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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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3.70﹪ ＄60,000 3.70﹪ 

1.為提高本校職員工

之素質，鼓勵行政

人員進修及參加各

種與業務相關之研

習。 

2.相關辦法皆上網公

告，本公平、公開、

公正之原則審核各

項獎助案件，並非

適用於少數人及特

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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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0 8.14﹪ ＄100,000 6.17﹪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

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

配合款實施要點」實施

分配及績效審查考評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 物 品 ( 單 價

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1,052,000 7.78﹪ ＄250,000 15.41﹪ 
使用於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五、其他 ＄0 0.00﹪ ＄0 0.00﹪ 
 

六、新聘教師薪資 ＄4,694,277 34.73﹪ ＄0 0.00﹪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七、現有教師薪資 ＄0 0.000﹪ ＄0 0.00﹪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總計 ＄13,516,277 100.00﹪ ＄1,621,953 100.00﹪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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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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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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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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究 
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辦理。 2,300,000

強化教師研究，鼓勵教師提升研

究質與量，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

點之執行策略：(一)。 

0001-02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習 

(1) 依本校「獎勵教師研習辦法」辦理。 

(2) 獎助內容：凡本校專任教師應因學校需要或參加與教學相關

之研習、研討會者得申請研習補助。 

   國內研習：補助經費每人每年以壹萬貳仟元為上限；國外研

習：發表論文者，補助經費每人每年以貳萬肆仟元為上限；

未發表論文者，補助經費每人每年以壹萬貳仟元為上限。 

1,681,953

提升師資水準及教學品質，配合

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行策略：

(一)、(三)。 

0001-03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進修 

(1) 依本校「專任教師進修辦法」辦理。 

(2) 獎助內容：凡本校專任教師於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者得申請

進修補助，國內每學期獎助四萬元，國外每學期獎助五萬

元，以四學期為限。 

800,000

提升師資水準，鼓勵教師進修，

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行策

略：(一)。 

0001-04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著作 
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辦理。 1,700,000

強化教師研究，鼓勵教師論文與

作品發表，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

點之執行策略：(一)。 

0001-05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 

(1) 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及「教師著作外審作業要點」

辦理。 

(2) 獎助內容：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學位或著作升等之外審委員審查費用，

每位外審委員審查費用為貳至參仟元。(因適用辦法不同而定) 

300,000

提升師資水準，鼓勵教師升等，

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行策

略：(一)。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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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0001-06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改進教學 

(1) 依本校「獎勵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獎勵教師研習辦法」及

「教職員工職業證照暨實務經驗獎勵實施規定」辦理。 

(2) 獎助內容： 

1. 教學方法之研究革新(Black board、遠距教學課程之開

設)。特優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六

萬元為限，優等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台

幣四萬元為限，佳作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

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2. 教師具實務經驗者，發給一次獎勵金新台幣陸仟元。 

3. 教師具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者，發給獎勵金新台幣伍千

元。 

460,000

鼓勵教師考取專業證照及提升教

學品質，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

之執行策略：(二)、(三)。 

0001-07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依據本校「獎勵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編著

設計教學資料及教學媒體製作，包括數位教材(powerpoint 或自設

教學網站)，特優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六

萬元為限，優等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四

萬元為限，佳作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二

萬元為限。 

100,000

加強數位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行策

略：(三)。 

0001-08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製作教具 

依據本校「獎勵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創新

教具教材製作提升教學效能，包括(1)設計及製作教學教具。(2)

教學模型、藝術作品、實驗教具。特優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

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六萬元為限，優等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

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四萬元為限，佳作者：獎助金額或獎品價

值最高金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40,000

改善教材製作，提升教學品質。

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行策

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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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0002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1) 依本校「職員工研習獎助規定」、「職員工進修獎助規定」及

「教職員工職業證照暨實務經驗獎勵實施規定」辦理。 

(2) 獎助內容： 

1. 凡本校專任職員工赴國內公、民營機構參加各種與業務

相關之研習者並申請研習補助，補助經費每人每年以陸

仟元為上限。 

2. 凡本校專任職員工進修國內碩士、博士學位，每學期獎

助伍仟元，最多以二年為限。 

3. 職員工具職業證照者，發給一次獎金陸仟元正。 

560,000

鼓勵職工在職進修提升行政效

能，推動終身學習護照。配合中

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行策略：

(七)、(八)。 

0003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

費 

 

優

先

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 

金額 

1 導師知能研習

1.藉由辦理研習活動，以落實導師

制度之推行，提升輔導知能與教

育品質。 

2.針對如何推動落實品德教育、生

命教育、服務學習及性別平等等

主題進行經驗分享、交流及討

論。 

400,000

2

品德教育講

座、研習及系列

活動 

1.結合學校特色，樹立學生品德之

「品德核心價值」及「行為準則」

規範。 

100,000

1,200,000

提升學生品德教育，推動服務學

習教育。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

之執行策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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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2.經由做之、學之、悟之、教之、

輔之，使品德教育融入課程及日

常生活中，引導學生體驗現代公

民之精神。 

3
生命教育探索

營隊 

以尊重生命、生命服務為主軸，

「人」為導向，由心靈的激盪，

看到生命的價值，讓生命的存在

能更有意義。 

50,000

4 志工研習營 

1.透過結合資深志工、增進志工知

能，以帶動同學投入志願服務行

列，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2.配合志願服務法，以利同學取得

內政部頒給志工服務證照。 

3.落實服務精神，結合社會資源，

建立志願服務制度。 

400,000

5
事故傷害急救

研習營 

1.提升全校師生急救能力，對急救

處理步驟能正確執行。 

2.對於常見事故之緊急處理具有

基本能力。 

3.在事故發生時，能願意助人、救

人，發揮良好品德。 

4.培養尊重生命、愛惜生命之態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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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度。 

6 服務學習研習

讓研習教師瞭解目前校方在服務

學習活動方面之執行情形，並加

強教師對於服務學習理念的認

同，進而激發教師參與服務學習

活動與課程之意願。 

80,000

 

0004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4,694,277

延攬高階或具實務經驗之師資人

才，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

行策略：(七)、(八)。 

合        計 $13,83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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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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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 語音儲存器 語音儲存器 190 個 3,000 570,000 改善教學 全校  

0006 Win2008 SERVER Win2008 SERVER 1 套 5,000 5,000 教學設備 國貿系 
 

0007 SQL SERVER 2008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1 套 8,000 8,000 教學設備 國貿系 
 

0008 防盜型電腦桌 客製化防盜型電腦桌 24 張 8,500 204,000 教學設備 國貿系 
 

0009 學生桌 

1. 尺寸:150*55 *74 塑合板貼防火美耐

板, 3cm 防水邊條 

2. 具有電腦主機防盜功能 

3. 含液晶螢幕防盜架*2 

4. 鍵盤架*2、廣播箱*2 

5. 以上皆需配置鎖頭(master key) 

6. 桌身為 0.7mm 鍍鋅鋼板,經防銹處

理,粉體烤漆 

7. 後門為插卡式,附通風孔及鎖王式

同號門鎖 

30 張 8,400 252,000 教學設備 財金系 

 

0010 老師椅 
1. 材質:採用 PVC 合成皮尺寸: 

685*700*1165~1235mm 
1 張 3,000 3,000 教學設備 財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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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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泡棉:採用高密度 PU 合成材質，經

模具灌入一體發泡 

0011 學生椅 
1. 結構:鋼管椅角架 

2. 材質:坐板及背板 PP 材質 
60 張 1,000 60,000 教學設備 財金系 

 

0012 通用標準光源 
12V/10W 

110V/200W 
3 台 8,000 24,000 教學設備 電子系 

 

符合國際標準與認証及建置智慧型貨

架所需之 RFID 天線。 
16 組 8,000 128,000 教學設備

 

0013 RFID 設備 
符合相關認証標準及建置智慧型貨架

所需之 TNC 接頭。 
16 組 3,000 48,000 教學設備

商管學院
 

合   計  $1,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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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次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99 年 9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貳、會議地點：行政大樓三樓大會議室 

參、會議主席：鄭校長永福 

肆、主席致詞（略） 

伍、出席人員：李委員弘斌、李委員正綱、黃委員景東、謝委員淑芬、羅委員珠蓮、

俞委員清埤、邊委員守仁、劉委員祐彰、古委員金英、鄭委員榮銘、

原委員友蘭、高委員麗玲、林委員恆妙、郭委員美美、郭委員芳熙、

陳委員伯源、陳委員文慧、陳委員王琨、袁委員芳洲、葉委員冰瑩、

廖委員崇政、李委員旺秋、張委員基源、李委員振偉、張委員靜宜 

陸、列席人員：林佳蓉老師、林主任明彥、林主任宗鈞、詹主任餘靜、陳秀玲小姐、

孫組長振台、尉遲組長淦、吳佳玲小姐 

柒、記  錄：吳佳靜 

捌、業務報告 

一、依「99 年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使

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部份需經含有各系代表之專責小組審議規劃及審議通過。 

二、依據「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

點第(一)項第 5 款規定（如附件一），有關本項獎補助經費，凡報部申請項目不

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

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存校備查。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議

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 

玖、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變

更案，如說明，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次提出申請變更之單位計有餐飲系、旅運系、國貿系、會計系、企管系、

應英系、應日系、視傳系、資工系及電通所。 

   二、報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之變更項目對照表彙整如附件

二。 

   三、報部申請項目名稱變更之變更對照表（含項目刪除及新增）彙整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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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分原核定之資本門設備項目，其分項設備屬單價低於一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依規定需改列至「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其明細表彙整

如附件四。 

   五、本變更案皆經各提案系（所）之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送交本專責小

組審議，經專責規劃小組會議通過後，依規定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 

   一、旅運系、企管系、應日系及應英系所提之變更項目對照表中，部分項目名

稱及規格尚需確認或補強以符合獎補助經費使用原則，請總務處協助修正

後交予研發處。 

   二、請各單位依規定儘速完成各項設備之採購。 

   三、請各單位於日後編列資本門設備項目，應特別注意其單價是否為一萬元以

上，以避免實際執行後單價低於一萬元而須改列至經常門項下。 

   四、餘照案通過，請研發處依規定將變更項目對照表呈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二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購置資本門設備節餘款支用計畫，如說

明，提請 討論。 

  說明： 

      一、99 年度整體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項目已完成採購議價者，截至目前為止

估計節餘款約新台幣 199 萬元，加上尚未完成採購之項目，預估本年度節

餘款總計將近 300 萬元，有關本年度節餘款支用規劃與分配，請委員審議。 

      二、業管單位提出二種建議規劃： 

     （一）依循去年 98 年 11 月 11 日 98 學年度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決

議內容如下： 

        1.擬增購之設備若屬本年度獎補助經費原規劃之設備項目，且經採購

後尚有結餘款者，於原規劃預算內執行以充實原規劃設備為第一優

先。 

          2.擬增購之設備雖未規劃以本年度獎補助經費使用，但若已編列於各

單位 99 學年度之預算者為第二優先。 

          3.擬增購之設備皆需符合本校 99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以及 99 學

年度之預算編列。 

     （二）依「99 年度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節餘款支用規劃原則」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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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單位提出計畫經計畫評選小組審議後，提專責小組審議，並排

列優先順序。 

  決議： 

   一、為使本校獎補助經費更有效運用，本年度節餘款規劃將優先使用於由各單

位提出符合全校性發展之跨系所領域整合型計畫，並需經過評選小組審議

後，將通過審核之計畫所需增購之設備項目提專責小組審議。 

   二、若仍有節餘款項，則依 98 學年度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以「各學系擬

增購之設備若屬本年度獎補助經費原規劃之設備項目，且經採購後尚有結

餘款者，於原規劃預算內執行以充實原規劃設備」為第二優先。 

   三、請各單位務必於 11 月底前完成各項採購程序，以利經費執行。 

   四、照案通過，有關「99 年度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節餘款支用規劃原則」，

部分文字陳述，請研發處斟酌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校休閒系、餐飲系、國貿系及財金系增購資本門設備案，如說明，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擬增購資本門設備項目名稱及細項彙整如附件六。 

   二、休閒系、國貿系及財金系所提增購項目係屬本年度獎補助經費原規劃之設

備項目，且經採購後尚有結餘款者，於原規劃預算內執行以充實原規劃設

備。 

   三、餐飲系擬增購之設備雖未規劃以本年度獎補助經費使用，但符合本校 99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決議： 

   一、本案所提之增購設備項目將與提案二中有關審議通過之整合型計畫擬增購

之設備項目，一併提下次專責小組審議後，排列其優先順序。 

   二、各單位提出增購之設備項目需為單價一萬元以上，若屬於一萬元以下之項

目，必須額外增購以使原計畫得以順利運作者，需以簽呈方式提出申請。 

   三、各單位提出增購設備項目皆需符合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拾、臨時動議：（無） 

拾壹、主席結論：（無） 

拾貳、散    會：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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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 91 年 7 月 31 日台（九一）技（三）字第 91108914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27 日台技（三）字第 0920137608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3 年 10 月 4日台技（三）字第 0930110882A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11 日台技（三）字第 0940150851B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6 日台技（三）字第 0950109991B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6 日台技（三）字第 0960110779B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3 日台技（三）字第 0970103294B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8 年 8 月 6 日台技（三）字第 0980128173B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2日台技（三）字第 0980160528B 號令修正發布第五點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私立技專校院（以下簡稱各校）健全發展，協助各校作

整體與特色規劃，合理分配獎助及基本型補助經費，提昇教育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據： 

本要點為執行教育基本法第七條第一項及私立學校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三、作業方式： 

（一）本部總預算數區分為基本型補助部分(占總經費百分之三十五)及獎助部分(占總經費百

分之六十五)。其中獎助部分為計畫型獎助(占總經費百分之三十)及績效型獎助(占總

經費百分之三十五)。 

（二）新改制之專科學校或新設立之學校，僅得參與基本型補助款核配及計畫型獎助之申請；

改制或設立滿二年，方得參與績效型獎助之申請。 

（三）當年度三月十五日在籍學生總人數未達六百人之學校，採定額獎補助為之，提報本部

審議小組會議審議其額度，以不超過其他學校基本型補助及獎助經費總額為原則辦

理，並不適用第四點規定參與核配基本型補助及獎助經費。 

四、獎補助核配基準： 

（一）各校基本型補助部分之金額依下列基準核算： 

1.基本補助額（占基本型補助經費百分之二十）：依當年度參與分配獎補助款之學校總數

平均分配。 

2.學生加權（占基本型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1) 依各校加權學生數乘以配分(即各校加權學生數得分)占所有學校配分數總和之比率

核配此項百分之八十之基本型補助款；再計算全校均分，依各校均分核配此項百分

之二十之基本型補助款。 

(2) 學生數以當年度三月十五日在學且有學籍之中華民國國籍學生、僑生及外國籍學生

為計算基準。全年在校外實習之學生、延修(畢)學生、休(退)學生、推廣教育班學

生、選讀生及學分班保留入學資料或無學籍者不列入計算。 

(3) 在籍學生之學制配分方式如下： 

○1研究所日間上課者每生 二分

○2研究所夜間上課者、在職專班每生 一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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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學部日間部每生 一分

○4大學部進修部、進修學校、在職專班每生 零點五分

○5專科日間部每生 一分

○6專科夜間部、進修部、進修學校、在職專班每生 零點五分

(4) 經本部核准實施春、秋二季招生方式之系科班，以其實際在校上課之系科班學生數

計算。 

(5)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在學且有學籍之學生數，加權值以一點二倍計算。 

(6) 各校之所系科，依其收費標準分級，Ａ級加權學生數百分之三十，Ｂ級不得加權。

所系科分級如下： 

級別 所系科類別 對照收費標準級別 

Ａ 工業、海事、醫技、藥學、護

理類、音樂、藝術、家政類等

Ａ２、Ａ３、Ｂ２、Ｂ３、 

Ｃ２、Ｃ３、Ｃ１（護） 

Ｂ 商業、語文類及其它類 Ａ１、Ｂ１、Ｃ１（護除外）

學雜費標準比照工業類之類科，如商管類之資管、工管等，均以Ａ級計算。跨類之

系科，依各校實際收取之學雜費標準歸類。情形特殊者，得由各校專案報部核定。 

3.現有合格加權專任教師及加權生師比（占基本型補助經費百分之十）： 

(1) 現有合格加權專任教師（占基本型補助經費百分之五）：依該校現有合格專任教師職

級配分之均分，除以所有學校該項均分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五十之基本型補

助款；再計算該校現有合格專任教師職級配分占所有學校該項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

百分之五十之基本型補助款。現有合格專任教師之認定、計算及其職級配分方式如

下： 

○1現有合格專任教師指學校當年三月份薪資帳冊所列，並於當年三月十五日以前完

成聘任專任講師以上教師，且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學校所訂定專任教師基本

授課時數相關規定者，包括全職進修留職停(留)薪之專任教師、本部介派之軍訓

教官及護理教師、護理實習臨床指導教師及兼任教師（應名列於當年度三或四月

薪資帳冊）折算之專任教師。 

○2其他有關專任、兼任教師之認定等事項，依本部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

規定辦理。 

○3合格專任教師應未於學校附屬機構或其他機構擔任專職。 

○4合格專任教師之職級配分方式如下： 

教授每名 一點五分

副教授每名 一點三五分

助理教授每名 一點一五分

講師每名 一分

(2) 加權生師比（占基本型補助經費百分之五）：以全校加權學生數除以專任教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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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折算)總數之比率。依其各校加權生師比換算為配分後，除以所有學校該項配分

總和之比率核配；其配分方式如下： 

Y＝分數  X＝加權生師比（加權學生數除以現有合格專任教師數之比率） 

Y＝140－2X   for 20＜X≦25  即  90≦Y＜100 

Y＝190－4X   for 25＜X≦30  即  70≦Y＜ 90 

Y＝280－7X   for 30＜X≦40  即  0 ≦Y＜ 70 

Y＝100  for  X≦20 

Y＝0    for  X＞40 

        加權學生數以研究所學生加權計算，碩士班(包括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加權二倍列計，   

        博士班加權三倍列計。 

(3) 前二小目之基本型補助，學校應符合本部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規定之各

校師資員額最低要求（生師比及專任師資結構），方予以核配。 

4.教學資源投入（占基本型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十）： 

(1) 前一學年度之「行政管理支出」、「教學研究與學生事務及輔導支出（包括教學圖儀

設備）」及「學生就學輔助金」三項支出決算數總額(不包括本部補助之經費)不得低

於學雜費收入（不包括宿舍、電腦實習費、重補修、延修、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之

費用收入）百分之八十為合格，合格學校得參與此項分配。 

(2) 前小目之合格學校，以前一學年度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除以學雜費收入之比率占

所有合格學校該項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五十之基本型補助款；再計算各

校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占所有合格學校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總和之比率核配此

項百分之五十之基本型補助款。 

(3) 前小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以機械儀器設備（限會計科目編號一三四０）、圖書及博物

（限會計科目編號一三五０）、維護費（限會計科目編號五一三三，不包括報廢）為

限。 

(4) 各校最高核配金額以本項經費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5.助學措施（占基本型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十）： 

(1) 助學金、生活學習獎助金學生人次（占助學措施百分之五十）：以各校前一學年度依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補助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領有助學金及生活學習獎

助金(不包括本部補助之經費)之總人次占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 

(2) 助學金、生活學習獎助金金額（占助學措施百分之五十）：以各校前一學年度依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所核發助學金及生活學習獎助金總額(不包括本部補助

之經費)占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 

6.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占基本型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十）： 

依各校前一學年度捐贈收入（包括董事會捐資）、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財務收入、作業收益及其他收入之金額，除以所有學校該項金額

總和之比率核配。各校最高核配金額以此項經費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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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職員費用比率（占基本型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五）： 

以當年度三月份學校支付職員薪資(直接薪資)總經費除以該校專任師資（包括兼

任教師折算部分）人數之比率占所有學校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五十之基本

型補助款；再計算該校職員薪資總經費占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五十之

基本型補助款。 

(1) 職員指當年三月十五日以前聘任正式編制內在校支薪之專任行政職員、助教、專門

技術人員、工友(包括技工)、非計畫性研究人員（學校聘任之專業及非專業研究人

員）、警衛人員及以學校人事費支出且非專案計畫聘任之約聘人員(連續累積聘期須

達一年以上)為基準，且應名列當年度三月薪資帳冊。 

(2) 前款警衛人員或工友等以外包方式所聘任之職員，其薪資依正式合約載明之總經費

按月平均計算。 

8.樓地板面積（占基本型補助經費百分之五）： 

依當年三月十五日之校舍面積數核配；校舍面積由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總量管

制小組依相關規定認定為準，以「實有校舍面積」與「應有校舍面積」之差，除以「應

有校舍面積」之比率（超過百分之一百以百分之一百計算），占所有學校總數之比率核

配。各校最高核配金額以此項經費百分之十為上限。 

（二）獎助款分配區分為計畫型獎助及績效型獎助： 

1.計畫型獎助（占總經費百分之三十）： 

(1)由本部每年配合政策公布計畫型獎助項目後由各校擇提，經本部專案小組審查通過

後擇優獎助。  

(2)例行評鑑成績獲評三等以下科系組之學校，應優先提報改進計畫審核通過後，方得

申請計畫型獎助項目。 

2.績效型獎助（占總經費百分之三十五）： 

績效型獎助金額依下列基準核算，符合基準者予以獎助，未達基準者不予獎助： 

(1)教育評鑑成績（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二十）： 

○1先依已評鑑之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於其餘百分之八十績效獎助經費中 

實際配得總額所占之比率分配本項經費。 

○2已評鑑學校依當年度十二月一日以前，最近一次接受教育評鑑（包括追蹤或專案

評鑑）成績（包括行政類、進修（夜間）部二項成績），成績一等者每院所系科

組以五分計、成績二等者每院所系科組以二分計、成績三等以下不給分，新設及

未評鑑之院所系科組數以二分計，核算各校院所系科組之均分後，再依該校均分

之排序換算為級分，以該校級分占所有學校總級分之比率核配；其級分分配比率

如下： 

 

前百分之十學校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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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依本項績效型獎助經費之餘額，由未評鑑科技大學分配；其分配之方式以該校

在其餘百分之八十績效獎助經費中核配之金額與所有未評鑑科技大學在其餘百分

之八十績效獎助經費中核配之總金額比率核配。 

(2)技職教育特色（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三十五）： 

依下列各技職教育之特色指標核配： 

○1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二十)： 

a. 學生英語檢定通過率(占學生英語及技能證照成效百分之三十)：依前一學年度

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間在籍學生通過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合於歐洲語言學

習、教學及評量共同參考架構(CEF)A2 級以上人數占全校在籍學生總人數之比

率占所有學校該項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 

(a)英語類系科學生通過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合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及評量共同

參考架構(CEF)B1 級以上；英語類系科凡學制為五專者，前三年級學生通過

A2 級以上，得以列計。 

(b)本項目以學生數計算，不因個人通過次數多寡而重複計算。 

b. 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比率(占學生英語及技能證照成效百分之三十)：依前一

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間在籍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人數除以全校在

籍學生總人數之比率占所有學校該項比率總和之比率分配。技能檢定證照應由

各校所系科明訂提升學生就業能力之檢定證照種類及名稱，經學校相關會議通

過後實施且於網站公告者，始得認列。技能檢定證照不包括英語檢定。 

(a)前一學年度應屆畢業生應取得學位後始得參與之考試，於前一年度十月三十一

日以前取得證照者，得列入計算。各校填報時，應檢附應考資格及相關佐證文

件。 

(b)本項目以學生數計算，不因個人持有張數多寡而重複計算。 

c. 政府機關核發或「技專校院師生取得民間職業能力鑑定證書採認執行計畫」建

議之技能檢定證照(占學生英語及技能證照成效百分之二十)：依前一學年度下

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間在籍學生獲得下列證照之總張數除以全校在籍學生總

人數之比率占所有學校該項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技能檢定證照不包括英語檢

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五學校 八分

百分之二十六至百分之四十學校 六分

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五十五學校 三分

百分之五十六至百分之七十學校 二分

百分之七十一至百分之八十五學校 一分

百分之八十六至百分之百學校 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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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a)證照種類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證照為主(政府機關委託財團法人、民

間機構舉辦之認證，以政府機關為名義核發者，予以認列)，並參考本部各類

系適合專科學校技(藝)能優良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之相關職種對照表及

本部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職業證照與專科學校類科對照表認定。 

(b)前一學年度應屆畢業生應取得學位後始得參與之考試，於前一年度十月三十一

日以前取得證照者，得列入計算。各校填報時，應檢附應考資格及相關佐證文

件。 

(c)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金會辦理之「技專校院師生取得民間職業能

力鑑定證書採認執行計畫」，視其建議之證照計算。 

d. 學校鼓勵學生專業證照參與之補助經費及專業證照取得之獎助經費(占學生英

語及技能證照成效百分之二十)：依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間，各

校為補助在籍學生參加專業證照考試、正式課程以外之證照相關訓練，及獎勵

專業證照取得所提供之經費除以全校在籍學生之人數占所有學校該項總和之比

率核配。 

(a)各校應訂獎勵學生專業證照取得相關規定，並經學校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始

得參與核配。 

(b)經費來源不包括教育部補助之經費。 

○2學生參與競賽得獎件數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五）：依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

本學年度上學期在籍學生以學校名義參加國際（外）、全國或其他由中央、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主辦之專業技（藝）能競賽決賽得獎之件數除以所有學校總件

數之比率分配。國際（外）競賽得獎之件數，國際競賽應至少三個國家(含)參與

競賽，其加權值以二倍計算。參與競賽項目應與就讀所系科相關始得認列。各項

比賽僅獲得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且未於決賽中得獎之件數不予採計。 

○3學生參與業界實習時數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五)：各校應制定「學生參與

業界實習」相關規定，並經學校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始得參與核配。前一學年

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在籍學生（包括正式學程之學生，不包括教育學程之

學生）參與學校校內系所開設有學分數之正式實習課程及企業界實務學習之專業

實習時數（應正式簽約，合約內應載明參與實習之人數、就讀學制、所系科別、

課程名稱、實習時數及實習期間等資料），依各校學生參與專業實習總時數除以全

校學生總人數之比率占所有學校該項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 

○4就業比(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五)：以前一學年度「大專院校畢業生流向調查」

之日間部畢業生實際就業人數除以前一學年度日間部畢業生人數（扣除其中繼續

升學與服役中之學生人數），再依各校就業比率占所有學校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 

○5產學合作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二十五)：各校應制定「產學合作辦法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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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規範」相關規定，並經學校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始得參與核配。依前一學年

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以學校名義或經由各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媒合，與政府

機關、公民營企業廠商或事業單位訂定契約以學校專任教師擔任主持人之產學合

作案件，其簽約經費應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且應納入合作學校帳戶；契約期間

跨不同年度者，以契約所定執行起始時間為基準點，採計一次。 

a. 產學合作件數比（占產學合作成效百分之二十）：依各校於規定期間內訂定契約

之產學合作總件數除以所有學校產學合作總件數之比率核配。 

b. 產學合作金額比（占產學合作成效百分之四十）：依各校於規定期間內訂定契約

之產學合作總金額除以所有學校產學合作總金額之比率核配。 

c. 核准專利數及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數（占產學合作成效百分之四十）：依各校

於規定期間內以學校或校內教師名義（跨校合作之專利件數以專利權人均分計

算）經核准通過專利件數及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數(應有正式簽約且技術移轉

金額或授權金額應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之總配分，除以所有學校該項配分總和

之比率核配。其各項專利配分如下： 

新型核准專利每件 一分 

新式樣核准專利每件 一分 

發明核准專利每件 三分 

未取得專利而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每件 五分 

已取得專利並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每件 六分 

○6國際化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五)：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以

學校名義設有國際合作專責單位與國外教育或職業及訓練機構(不包括大陸、港澳

地區)，進行實質之國際合作及交流。交流類型及計分方式如下： 

a. 教師交流人數(占國際化成效百分之二十)：依各校於規定期間內專任教師出國

講學、赴國外辦理短期研習或學校邀請國外教師來本校講學、辦理短期研習，

且其講學或研習期間（不包括互訪）應達二週以上之總人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

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b. 招收外籍、雙學位及交換學生(占國際化成效百分之六十)：依各校於規定期間

內招收入學時間符合資料計算期間之全額自費攻讀學位之外國學生（不包括公

費生、短期語言班學生及僑生）、本校在籍學生出國或國外學生來本校修讀雙學

位之學生及修習雙方學校學分（不包括遊學取得之學分）之交換學生之總人數

除以所有學校該項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c. 辦理外語授課科目數(占國際化成效百分之二十)：依各校於規定期間內辦理外

語授課總科目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科目數總和之比率核配。外語授課科目指各

校所開設之科目全程以外語授課(不含外語科系及英語教學所開設之科目)、開

設東南亞語言教學科目及針對外國學生開設之華文教學科目(包括海外開班)。 

○7產業專班培育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五)： 

a.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訪視成效(占產業專班培育成效百分之六十)：依本學年度本

部核定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之訪視結果。依其等級換算為配分後，以該校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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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分之均分占所有訪視學校總均分之比率核配。但訪視結果為執行狀況有缺失

者，不得參與此項核配。各項等級配分如下： 

執行狀況具創新性，成效顯著 五分 

執行狀況良好 三分 

執行狀況與計畫相符 一分 

b. 產業專班(占產業專班培育成效百分之四十)：依本學年度（當年度三月十五日

為基準日）各校「台德菁英計畫」、「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產業二技學士專班」

等產業專班學生人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8整體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成效(占技職教育特色百分之十)： 

a. 依最近一次「本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訪視之成績分配

核算；訪視成績之評定依「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執行成效」、「學生事務與輔導

經費支出與帳務處理狀況」、「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計畫執行成效」、「學生

事務與輔導創新計畫特色」、「學務工作整體發展符合專業標準情況」、「落實教

育部政策方案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執行成效」及「獎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使用狀況及效益（未申請免填）」等七項總成績核配。 

b. 依該校學輔訪視總成績等第換算為級分後，以各校七項總成績之總級分占所有

學校七項總級分之比率核配，級分分配如下： 

特優（九十分以上） 七分

優等（八十至八十九分） 五分

良好（七十五至七十九分） 三分

尚可（七十至七十四分） 一分

不佳（未達七十分） 零分

 

(3)改善師資成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十二）： 

○1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已取得博士學位人數（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二十）： 依各校

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之人數（應

與學校完成正式在職進修簽約，切結書不得作為契約證明），除以所有學校該項人

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2合格專任教師進修研習件數（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五）：依各校前一學年度下

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或參加校內、外

機構研習單一課程累積時數達十六小時以上，且進修研習內容應與教師所屬科系

或授課課程相關之件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總件數之比率核配（正在進修學位之

教師與其取得學位相關之學分不予採計）。 

○3合格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件數（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二十）：依各校前一學年度下

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期教師升等後之職級加權配分後，再以該校職級加權總分除

以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其通過升等件數不包括以學位（論文）申請升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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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術報告升等者，其加權值以二倍計算。各項職級加權配分如下： 

教授每名 一點五分

副教授每名 一點三五分

助理教授每名 一點一五分

講師每名 一分

○4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五）：依各校專任教師具二年以上

業界工作實務經驗或專任教師持有乙級以上之技術士證照（參照私立技專校院實

務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人數除以所有學校該項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5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五）：以各校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

本學年度上學期之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服務項目應與教師專業技能相關始得採

計）並符合該校教師在外兼職辦法，與公民營企業、事業單位完成簽約，且屬為

期一個月以上之職務，每件業界給予學校之回饋金應達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並納

入合作學校帳戶；合約期間跨不同年度者，以簽約服務起始日為基準點，採計一

次。各校應制定「教師校外兼職或產業服務」等相關規定，並經學校相關會議通

過後實施，始得參與核配。依各校教師於規定期間內至業界服務之總回饋金除以

所有學校教師至業界服務之總回饋金之比率核配。 

○6產學合作教學(占改善師資成效百分之十五)：前一學年度下學期至本學年度上學

期學校邀請具產業實務之業界教師及專任教師共同開設之課程，其中業界教師及

專任教師授課時數應各占課程總時數三分之一以上（不包括政府機關補助之相關

課程），且業界教師鐘點費應比照行政院勞委會「就業學程」辦理。依業界教師上

課之總時數占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五十；再依各校開課科目數占

所有學校總和之比率核配此項百分之五十。 

(4)經費支用及執行績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十五）： 

○1依前一年度整體發展經費訪視之成績分配核算（百分之七十）：成績未達六十分者

為不合格，不得參與此項經費分配。 

○2依各校編列之前一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不包括計畫型獎助）之成績核

算（百分之三十）：由本部聘請學者專家予以評比，成績未達六十分者為不合格，

不得參與此項經費分配。因特殊情況（如績效獎助經費被凍結）未能即時於規定

時間內提報者，成績暫以六十分核計，並應補提計畫，未提計畫者不予核配。 

○3前二小目成績合格之學校，依該校兩項成績之排序換算為級分後，以該校級分占

所有合格學校總級分之比率分別核配，級分分配比率如下： 

前百分之二十學校 五分 

百分之二十一至百分之四十學校 四分 

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六十學校 三分 

百分之六十一至百分之八十學校 二分 

百分之八十一至百分之一百學校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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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會計行政成績 (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三)： 

依各校前一年度會計財務決算行政成績分配核算，分數未達八十分者為不合

格，不得參與此項分配。成績合格之學校以該校分數占所有合格學校分數總和之比

率核配。 

(6)學輔相關政策績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五)： 

○1品德教育(占學輔相關政策績效百分之二十)： 

a. 依各校將「品德教育列入學校整體校務發展計畫中」、「校長及行政團隊積極倡

導品德教育，並將品德教育列入各行政單位年度施政計畫中」、「辦理或參加

品德教育相關研習與進修，提升教師及行政人員品德教育專業知能」、「開設

品德教育相關課程或結合服務學習開設相關課程」、「針對學生辦理全校性之品

德教育活動或結合學生社團/學生自治團體活動推動品德教育」及「對於學校品

德教育的實施情形」進行自我檢核等六項達成率為計算基準。 

b. 依各校前一年度六項品德教育檢核項目達成比率占所有學校六項達成比率總和

之比率核配。 

○2生命教育(占學輔相關政策績效百分之二十)： 

a. 依各校「訂有校園實施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防治計畫」、「已建立全校性自殺身

亡、自殺未遂及自我傷害危機應變機制（包括組織分工與作業流程），並加以演

練」、「教務處或通識中心已開設充分的生命教育與心理健康促進課程」、「每學

期舉辦促進心理健康（包括正向思考、衝突管理、情緒管理、以及壓力與危機

管理）之活動與網路宣導」、「提昇導師、教官、同儕、教職員、家長之憂鬱與

自傷之辨識能力，以協助篩檢」、「辦理高關懷群篩選並早期介入」、「對高關懷

群進行長期追蹤與介入輔導」、「整合校內、外之輔導資源（臨床心理師、諮商

心理師、精神醫師等），提供心理專業服務」、「輔導單位之專業人力曾參與校園

憂鬱自殺三級預防相關研習活動」及「最近二年曾獲頒教育部生命教育與憂鬱

自傷防治績優特色觀摩之學校」等十項達成率為計算基準。 

b. 依各校前一年度十項生命教育檢核項目達成比率占所有學校十項達成比率總和

之比率核配。 

○3性別平等教育(占學輔相關政策績效百分之二十)： 

a. 依各校「定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並依據法定任務訂定性別平等教育年

度實施計畫」、「編列年度經費預算，以及進行年度成果報告與檢討」、「訂定性

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周知」、「建置友善之學習環境與資源，積極維護

懷孕學生受教權」、「辦理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之儲

訓課程時，已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學校訂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

規定，並有效宣導依法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等六項達成率為計

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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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各校前一年度六項性別平等教育檢核項目達成比率占所有學校六項達成比率

總和之比率核配。 

○4智慧財產權(占學輔相關政策績效百分之二十)：各校依本部訂定之「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行動方案」，落實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之辦理情形，並填報「大專校院校

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自評表」之達成情形檢核項目如下： 

a. 非法影印：各校依本部訂定之「遏止校園非法影印具體措施建議方案」及「大

專校院遏止校園非法影印執行自評表」，落實校園影印及教科書管理之事項。 

b. 宣導績效：各校依「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及「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自評表」，落實智慧財產權保護宣導之事項。 

c. 網路管理：各校依「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及「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自評表」，落實校園網路管理之事項。 

依各校前一年度三項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檢核項目達成比率占所有學校三項達成

比率總和之比率核配。 

○5服務學習(占學輔相關政策績效百分之二十)： 

a. 依各校「已成立服務學習中心或由教務處、學務處等一級單位或納入學校現有

單位專責辦理規劃服務學習課程」、「已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之全校性共同必修

課程」、「已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必修或選修課程之系科所比例占全校系科所百

分之二十以上」、「已將服務學習表現優異學生，列為申請各項獎學金及工讀之

審查條件之一」、「已辦理校內服務學習相關研討會，增加各系所交流與觀摩機

會」、「全校學生自治團體或社團參與服務學習活動比例占整體數量百分之三十

以上」、「已評選各系所實施『服務學習』成效優良者，適時獎勵與表揚，並辦

理經驗分享與相關活動」、「已結合民間團體資源，推動服務學習相關活動」及

「最近二年曾獲本部服務學習績優或特色觀摩學校」等九項達成率為計算基準。 

b. 依各校前一年度九項服務學習檢核項目達成比率占所有學校九項達成比率總和

之比率核配。 

(7)學校體育相關績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五)： 

○1學校體育專案評鑑依原始分數轉換為四等第，分別為一等(所有八十分以上學校之

平均數計算)、二等(所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學校之平均數計算)、三等(所

有六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學校之平均數計算)、四等(所有未達六十分學校之平

均數計算)。 

○2委員實地複評及書面複評學校之獎助經費比例，由業務主管單位分配之。 

○3採書面複評學校之獎補助經費，應參酌學校自評資料及到部簡報情形，予以審查

分配。 

(8)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績效(占績效獎助之百分之五)： 

依「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之方案一之一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七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方案、八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理人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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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案、九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業教師方案等辦理，以該校符合上述方案之相關人

數占所有學校該項人數總和之比率核配。 

（三）其他獎補助核配基準未明訂事項得依本要點相關作業規定手冊辦理。 

（四）獎補助經費扣減原則： 

1.學校如有重大缺失，由本部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依下列規定決議扣減及凍結全部或部分獎補助經費： 

(1) 資料填報不實，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惡意填報不實，全額扣

減績效獎助及基本型補助經費，並依法究辦。 

(2) 會計師財務查核報告出具無法表示意見或否定意見者；或近一年學校因財務困難積

欠教職員工薪資累積達三個月以上者，全額扣減績效獎助及基本型補助經費。 

(3) 師資員額不符本部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之生師比及專任師資結構之最

低要求規定，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並全額凍結基本型補助經費

及扣減後之績效獎助。 

(4) 校務財務違失案，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5) 校地案未處理完峻、已購地未取得所有權及未報部核定先行購置或處分土地，扣減

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 

(6) 董事會運作缺失，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7) 校長資格不符，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8) 會計主任資格不符，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9) 行政缺失，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 

(10) 辦理招生事務違失，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ㄧ至百分之五。 

(11) 獎補助經費支用不符規定，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12) 辦理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服務學習、品德教育及本部學輔相關政策成效不彰

或違反相關規定，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 

(13) 校園內智慧財產權保護措施執行有明顯缺失，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一至百分之

五。 

(14) 前十三小目情節嚴重或有連續年度相同違失之情事，得加重其扣減比例。 

(15) 同一缺失事由以連續扣減三年為原則，嗣後年度視該缺失得否改善或改善程度，酌

量其扣減比例，其基準如下： 

○1  初次(第一年)缺失，依本要點之規定扣減。 

○2  連續或重複(第二、三年)缺失：分下列二種方式處理。 

a、學校缺失係屬無法改善者：依學校財務缺失總金額計算扣減年度。 

(a) 缺失總金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依原比例扣減經費三年。 

(b) 缺失總金額新臺幣五千萬至一億元者：依原比例扣減經費二年。 

(c) 缺失總金額新臺幣五千萬以下者：依原比例扣減經費一年。 

b、學校缺失係屬得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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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校積極改善缺失者(依本部公文明列應改進事項，完全並具體明確改善者)：

不扣減經費。 

(b) 學校消極改善缺失者(依本部公文明列應改進事項，僅部分具體明確改善者)：

扣減原比例二分之一經費。 

(c) 學校無改善缺失行為者，每年依原比例扣減經費。 

2.新改制專科學校或新設立之學校有以上重大缺失，得依前款各小目事由情節之輕重扣

減或凍結基本型補助經費。 

3.學校有第一目各小目事由之一，致本部扣減或凍結其獎補助經費者，應於收到本部正

式公文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本部提出申覆，由審議小組再行審議。但受凍結獎補助經費

之學校於次年度九月三十日前改善缺失並報本部備查者，得於十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相

關佐證資料再報本部審議，逾期者凍結之獎補助經費不予核撥。 

4.審議小組之組成、職掌及權責規定如下： 

(1) 審議小組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及本部有關人員九人至十五人組成。 

(2) 負責審議各校之重大缺失依「獎補助經費扣減原則」扣減或凍結獎補助經費之百分

比，得視實際情形調整扣減比例，不受第一目最高及最低扣減比例之限制。 

(3) 各項獎補助款經費核配有不合理之情形，審議小組得依循公平、公正之原則作適當

調整。 

(4) 負責審議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相關事項。 

五、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及使用本項基本型補助及獎助經費(以下簡稱獎補助經費，不包括計畫型獎助經

費)，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學校應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 

2.各校應成立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學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成員應包括各科系

（包括共同科）代表，由各科系自行推舉產生。但除校長外，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不

得擔任之。 

3.各校應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年度經費支用計畫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包括簽到單）、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等資

料各一份報本部審查。 

4.修正後經費支用計畫書應於收到本部審查意見一個月內報本部備查。 

5.報本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

紀錄（包括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存校備查。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

其會議紀錄（包括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 

6.購置之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理系統，其使用年限及報廢應依相關規定辦理並將

相關資料登錄備查。 

7.各校應參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經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通過後，據以執行本項獎補助經費，並由經費稽核委員會負責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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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案應上網公開招

標，經費稽核委員會小組成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 

9.本項獎補助經費使用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 

（二）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不包

括計畫型獎助）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經費之使用應依據各校支用計畫所編列為

準，如有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列於支用計畫中。前段經常門預算得流用百分之五

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七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經

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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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並報本部核准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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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

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六十；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

分之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

之二；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應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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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續校園

綠化等相關設施。購置固定資產，其單價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且耐用年限超過二年者，

應列作資本門支出。 

（五）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三

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

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上述用途不得用於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訂

閱費用，該費用應由其他經常門經費支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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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依

學校相關行政程序公告周知，且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並確實執行，不得僅適用於少數

人或特定對象。 

4.各校依其獎勵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得於本項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支用行

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5.各校應於本項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

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

本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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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校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

行標準表之規定列支，獎補助案件應依據事實建立審核機制，並有具體成果或報告留

校備供查考。 

7.各校提撥上開獎補助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應由學務處

統籌規劃辦理。 

（六）本項獎補助經費之核銷方式： 

1.本項獎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採專款專帳管理，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料依照私立學

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第七章會計事務處理原則辦理，以備查核。 

2.各校應於次年二月二十八日前，將本項補獎助經費使用情形（即執行清冊）、前一學

年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及財務報表附註)、會

議紀錄(包括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及公開招標紀錄、簽到單)與確定獎補助經費

之修正支用計畫書彙整書面報告一份，經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先行審核通過後始備文

報本部，俾便考核運用成效。同份資料應公告於本部及各校網站，未公告上網之學校，

扣減獎補助經費。 

（七）本項獎補助經費配合政府會計年度（曆年制每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執行，

各校應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執行完竣，因不可抗拒之因素而未執行完畢之學校，應於

十二月二十五日前敘明原因報本部同意始得繼續執行於次年度六月三十日前；如未行

文報本部辦理保留，未執行款應依規定繳回。本款所稱執行完竣，指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經常門應完成付款程序，資本門應完成驗收程序。 

（八）獎補助申請資料應據實填報，有造假不實者，除依法究辦外，全額扣除該年度獎補助

款。經費之支用應依相關規定辦理，不符規定者本部將予以追繳。 

（九）以上獎補助經費比率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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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鏤空圓架(上24-30/下20-23/高13-

23CM)
1組 19,000 19,000 餐飲系

鏤空四方架(15-20*15-20*H15-

20CM)
1組 12,000 12,000 餐飲系

鏤空長方架(20-25*30-35 CM) 1組 4,000 4,000 餐飲系
單價低於一萬元以

下改列經常門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餐飲系99年9月10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擬變更項目

標示細項單價

35,000 35,000 餐飲系 005-12

不鏽鋼鏤

空高低層

架組

變更原因說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5,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1,000

005-12

不鏽鋼鏤

空高低層

架組

鏤空圓架(上24-30/下20-23/高13-

23CM)、鏤空四方架(15-20*15-

20*H15-20CM)、

鏤空長方架(20-25*30-35CM)

1組

原申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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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01-02

DVD錄放

影機（架

設導覽解

說同步錄

影器材）

1.最大容量500GB 硬碟 – 最長可

錄1,422 小時.
2.HDMI 1.3 版1080p 升頻播出.
3.電腦照片音樂多種媒介

(USB,CD,DVD)存入硬碟及播放.
4.DV 端子可接數位攝影機.
5.硬碟XP+錄影(手動模

式,15Mbps 訊號).
6.硬碟(VR 模式)自動章節:包括

DV 錄影與TV 錄影.

1台 28,000 28,000 旅運系 001-02

DVD錄放

影機（架

設導覽解

說同步錄

影器材）

1. 內建320GB硬碟(含以上)，最

長可錄製935小時以上(MLP格
式)
2.可燒錄DVD±R/DVD±RW/
DVD RAM/DVD+R(DL)格式

3.超高速錄影HDD>>Disc
4.時光平移功能

5.播放功能：

DVD/VCD/SVCD/CD/CD R/CD
RW/Audio CD /DVD±R / DVD±
RW/Dual Disc
6.支援播放

Divx(Mpeg4)/MP3/WMA/Kodak
picture/ JPG 格式檔案

7.前置DV IN (EE1394) / AV IN
輸入

8.USB插槽，可播放

Divx/MP3/WMA/JPG
9.HDMI 高畫質影音傳輸端子

10.1080p高解析畫質提升功能

11.倍頻循序掃瞄

12.全中文化使用介面

13.聲音光纖 / 同軸輸出端子

14.影像：HDMI / 色差 / S / AV
輸出端子

1台 22,000 22,000 旅運系

因500G原廠停止出

產，規格變更為

320G。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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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001-06
數位化導

覽內容製

作系統組

1.光學辨識碼(OID)編製軟體x1
2.光學讀取筆(筆頭感測器

OID2)x100
3.影像互動無線系統組(筆頭感

測器OID2,無限距離10M,VGA或

AV端子影像輸出)x20

1式 230,000 230,000 旅運系 001-06
數位化導

覽內容製

作系統組

1.光學辨識碼(OID)編製軟體x1
2.含光學讀取筆

1式 200,000 200,000 旅運系

原規格3.影像互動

無線系統組，因有

瑕疵目前沒有上市

，擬變更規格。

2對34，16頻道，室內導覽解說

無線對講系統
1式 180,000 180,000 旅運系

2對34，16頻道，室內導覽解說

無線對講系統
1式 180,000 180,000 旅運系

移動式戶外導覽解說系統（無線

數位擴大機x2 + 個人腰掛數位導

覽器x10）

1式 80,000 80,000 旅運系

移動式戶外導覽解說系統（無線

數位擴大機x2 + 個人腰掛數位導

覽器 x10）

2個 15,000 30,000 旅運系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 旅運管理系99年8月26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518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432000

個人腰掛數位導覽

器，因單價低於1

萬元，依規定改列

至經常門。

001-05
導覽解說

系統組
001-05

導覽解說

系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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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23-01
個人電腦

(含螢幕)

1.企業型電腦Core 2 Duad 2.66

GHz (1333MHz FSB)或以上

(無作業系統)

2.19吋彩色觸控式液晶螢幕或

以上

3.還原卡(XP版或以上)

6台   35,000   210,000  企管系 023-01
個人電腦

(含螢幕)

1.企業型電腦3.06 GHz Intel

Core i3 (1333MHz DDR3

SDRAM)或以上

2.21吋彩色液晶螢幕或以上

6台   45,000  270,000  企管系

依使用需求，擬

變更規格採購較

高階之設備。

023-02
數位攝影

機

1.240G大容量硬碟或以上

2.光學電動12倍/數位放大150

倍或以上 (含16 GB記憶卡或

以上、腳架)

3.數位相機功能1200萬畫素或

以上

2台   60,000   120,000  企管系 023-02
數位攝影

機

1.240G大容量硬碟或以上

2.光學電動12倍/數位放大150

倍或以上 (含16 GB記憶卡或

以上、腳架)

3.數位相機功能1200萬畫素或

以上

1台   60,000    60,000  企管系
依使用需求，擬

調整採購數量。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企管系99年9月10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3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30,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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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15-01 16：9寬銀

幕投影機

1.解析度:WXGA 1280 x 800.
2.流明度:3700.
3.輸入端子DVI-D.
4.支援網路.
5.具備HQV影像處理.

1台 95,000 95,000 應英系 015-01 16：9寬銀

幕投影機

1.真實解析度達1280×800或更

優。

2.亮度達4500ANSI(含)以上，對

比等同或優於800：1。
3.輸入端子具備VGA(D-sub
15pin)及HDMI。
4.內建網路功能(LAN)。
5.具備子母畫面及分割畫面模式

(P in P & P by P)。
6.依現場需求選用投影機鏡頭。

1台 135,000 135,000 應英系

擬變更規格，使其

較原規劃規格更為

高階，以提高教學

品質。

015-06 數位混音

機

1.全平衡式接口，具有12輸入 X
4輸出，(並可依   據需要更換輸

入/輸出訊號模組).
2.採用24位元A/D ‚ D/A轉換器

3.麥克風自動混音處理具混音自

動電平調整‚避免

多訊號混音後造成聲音過大.
4.矩陣混音功能

(a).具有8 x 8 以上處理功能.
(b).具輸入訊號優先權設定功能

1台 85,000 85,000 應英系 015-06 數位混音

機

1. 輸入:
CH MIC&LINE INPUT (通道1-
8),             ST CH  MIC&LINE
INPUT (通道9/10-11/12), ST CH
INPUT (通道13/14-15/16),CH
INSERT IN (通道1-8),
2.  輸  出  : STEREO
OUT(L.R),GROUP OUT(1-4),
EFFECT/AUX*SEND, CH
INSERT OUT, REC OUT(L.R),
MONITOR OUT(L.R) , PHONES
OUT

1台 18,500 18,5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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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015-07 喇叭功率

擴大機

1.輸出功率：STEREO→8Ω，
300瓦(每邊).
2.總諧波失真：小於0.01%.
3.噪訊比：優於106dB.
4.具低頻截止電路.

1台 30,000 30,000 應英系 015-07 喇叭功率

擴大機

1.立體功率輸出模式達2Ω
/1500W(含)以上×2、4Ω
/750W(含)以上×2、8Ω/375瓦
(含)以上×2。
2.具備電源開關及2組音量控制

，音量控制範圍等同或優於-
80~0dB，需內建可重置型電路

保險系統。

3.輸入具備2組平衡式XLR、2組
TRS及2組RCA端子，輸出具2組
螺旋壓接及2組Speakon端子。

4.最低負載可承受2歐姆(含)以
下，需具備TD類線性輸出及軟

性開機保護系統。

5.具備EMI濾波、直流返潰保護

及次聲波信號杜絕系統，並提

供2段可變速溫控風扇。

6.總諧波失真達0.001%

1台 30,000 30,000 應英系

擬變更規格，使其

較原規劃規格更為

高階，以提高教學

品質。

第85頁，共212頁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015-08 喇叭

1.形式 : 6.5" 低音, 1.5" 高音.(共
6支)
2.阻抗 : 8Ω.
3.承受功率 : 50W/RMS.
4.靈敏度(1W/1M) : 93dB.
5.最大音壓 : 106dB.
6.頻率響應 : 60Hz~20KHz.

1組
30,000 30,000 應英系 015-08 喇叭

1.低音總成為2組5.5吋(含)以上

單體，採用1.2吋(含)以上的音

圈喉管。

2.高音總成為1.3吋(含)以上，高

音具備DFT保護。

3.頻率響應等同或優於45Hz～
25KHz。
4.連續功率達120瓦(含)以上，

峯值功率達480瓦(含)以上。

5.連續功率之最大音壓為

118dB(含)以上，最大峯值之最

大音壓130dB(含)以上。

6.具2孔(含)以上的安裝懸吊點

，採用15mm(含)以上的樺木夾

板箱體。

2台 30,000 30,000 應英系

擬變更規格，使其

較原規劃規格更為

高階，以提高教學

品質。

015-11 固定式機

櫃

1.19吋標準機櫃.
2.內寬45cm,內深45cm,內高至少

180 cm.
3.附電源座.鎖及輪子

1台 18,000 18,000 應英系 015-11 固定式機

櫃

1.依據ANSI/EIA規格RS-310-C
標準所生產製造。

2.整座機櫃以SPCC冷軋鋼板製

作，靜電分體塗裝烤漆。

2.總寬56cm、總深61cm，內高

至少180cm。

3.配置活動輪、後鐵門附鎖及設

備承板、通風板。

1台 23,000 23,000 應英系

擬變更規格，使其

較原規劃規格更為

高階，以提高教學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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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015-12

控制電腦

(含)
19"彩色液

晶螢幕

(VIDEO、

VGA)

1.CPU： INTEL 雙核心E8400以
上.
2.DVD：20X DVD燒錄機.
3.系統相容性：PC 2001、NSTL
Y2K、Energy-Star.
LCD
1.螢幕尺寸：19吋   16:10.
2.顯示區域：可視角(CR≧10)：
160°(H)/160°(V).
3.點距：約0.285 mm.
4.最高解析度：1440 x
900(WXGA+).

1台 35,000 35,000 應英系 015-12

控制電腦

(含)19"彩
色液晶螢

幕

(VIDEO、

VGA)

1.CPU：Intel E3300 2.5GHz (含
以上)
2.DVD：DVD R/W 22x (含以上)
3. RAM：DDRII-800 2G  (含以

上)
4.HD: 500G SATAII (含以上)
5.POWER :300W (含以上)
LCD
1.螢幕尺寸：19吋   16:10. (含以

上)
2.顯示區域：可視角(CR≧10)：
160°(H)/160°(V). (含以上)
3.點距：約0.285 mm.
4.最高解析度：1440 x
900(WXGA+). (含以上)

1台 17,500 17,5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015-14 全功能球

型攝影機

1.攝像元素：Sony ExView HAD
CCD.
2.影像總圖素：NTSC：811(H)x
508(V).
3.焦距：3.8mm~95mm.
4.水平解析度：彩色：520條、

黑白：480條.

1組 30,000 30,000 應英系 015-14 全功能球

型攝影機

1.攝像元素：Sony ExView HAD
CCD。

2.影像總圖素：NTSC 811(H)x
508(V)。
3.採25倍光學鏡頭，焦距3.4mm
～85mm。

4.彩色水平解析度達540條(含)
以上。

1台 36,000 36,000 應英系

擬變更規格，使其

較原規劃規格更為

高階，以提高教學

品質。

015-15 冷氣空調

風扇

1.加裝強制風扇6組.
2.加裝固定鍍鋅鋼板，風管依現

場尺寸.
3.風扇與主機需含轉接頭.

1式 100,000 100,000 應英系 015-15 冷氣空調

風扇

變更為鍍鋅固定風管及天花板

線型出風口/3*1 1式 85,000 85,0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015-18 活動拉門 PPC材質活動式 1式 30,000 30,000 應英系 015-18 活動拉門 變更為木作木紋藝術板 1式 44,000 44,0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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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015-19 教室設備

改善

A.拆除地板輕鋼架天花板

B.教室壁面水泥漆塗裝

C.教室天花板黑色水泥漆塗裝

D.教室地面鋪設超耐磨地磚

1.同步木紋木質地板尺寸：

191x1210x8.3mm.
2.抗磨損測試：符合CNS  11367
10000轉以上.
3.耐燃性測試：符合CNS  7614
防焰性等級一級

4.含水率試驗：HDF標準值 8%
以內（符合CNS 2215）.
5.耐水性試驗-D試驗：(符合

CNS  8058),符合第6、3、3節之

規定,無剝離、變色.
6.菸灼性測試：符合CNS11367
無不可清除之灼痕.
7.吸

1式 85,000 85,000 應英系 015-19 教室設備

改善

A.拆除地板輕鋼架天花板

B.變更為吸音壁布

B1-成份-採用POLYSTER特殊合

成纖維

B2-密度-500g/m2
B3-厚度-4.8mm.

1式 527,200 527,200 應英系

擬變更規格，使其

較原規劃規格更為

高階，以提高教學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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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015-20 隔音設備

A隔音毯

1.成份：聚乙烯加無機礦物粉，

加不銹鋼金屬纖維.
2密度：2.1kgs/m3.
3.厚度：1.5mm.
4.防火系數：Class A，耐燃度

200°C.
5.音響透過損失500HZ可達

21dB-31dB，不阻礙電波傳達.
B.防火吸音板

1.材質：木質纖維板.
2.厚度：18mm.
3.防潮性：符合 CNS 2215 測試

，含水率 9%以上，吸水變化率

0.65%以下.
4.密度：0.75g/cm3，內聚強度

7.6kgs/cm2以上，靜曲性質強度

200kgf/cm2 以上.
5.耐酸性測試：

1式 167,300 167,300 應英系 015-20 隔音設備

A.1-成份-採用POLYSTER特殊

合成纖維

2-密度-500g/m2
3-厚度-4.8mm.
4-日光堅牢度-5級以上附合CNS
國家標準

5-特性-吸音.隔

1式 120,000 120,000 應英系

擬變更規格，使其

較原規劃規格更為

高階，以提高教學

品質。

015-21 服務櫃台

1.桌面上採紐西蘭進口9MM中

密度板，面貼胡桃木實木薄皮

，底採紐西蘭進口9MM中密度

板，中間採18MM密度板角材補

強，後經塗裝處理.
2.桌腳雙面採紐西蘭進口3MM
中密度板，中間採18MM密度板

角材補強，經經塗裝處理.

1式 30,000 30,000 應英系 015-21 服務櫃台

尺寸長120cm高105cm深55cm
1.18mm實心板施作

2.面貼熱固性樹脂裝飾板，符合

CNS11366 K3076號檢驗標準 2式 28,600 57,2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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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015-22 移動式會

議桌

1.桌  面：桌面板厚27mm木質夾

板,面貼0.6mm美耐板,四邊PVC
封邊

2.桌  腳：桌腳

30mmx30mmx0.8mm方管,點焊

成型,附調整螺絲

1式 25,000 25,000 015-22 移動式會

議桌

1.18mm實心板施作

2.面貼熱固性樹脂裝飾板，符合

CNS11366 K3076號檢驗標準 1式 20,000 20,000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015-23 登機門模

型

1.3.5cm柳安木角料間隔60cm.
2.6分木心板隔牆.
3.外牆面貼原木皮一底二度亮光

漆.
4.木牆採雙面牆面製作.

1式 20,000 20,000 應英系 015-23 登機門模

型

1.18mm實心板施作

2.面貼熱固性樹脂裝飾板，符合

CNS11366 K3076號檢驗標準
1式 20,000 20,0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015-24 連結座椅

1.椅面：座背一體成型，採耐衝

擊多元素化學原料PP射出成型,
表面咬花處理具止滑作用.
2.桌 腳：採用鐵板1.4mm厚沖壓

一體成型.

3組 13,000 39,000 應英系 015-24 連結座椅

1.椅面：座背一體成型，採耐衝

擊多元素化學原料PP射出成型,
表面咬花處理具止滑作用.
2.桌 腳：採用鐵板1.4mm厚沖壓

一體成型.

4組 15,000 60,0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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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原因說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015-30

天花板道

具掛軌設

備及展示

板

1.鋁格柵高：70mm，方格約

95x95~80x80mm.
2.骨架方格：1000x1000mm.
(a).C型鋼骨架：1.6t鍍鋅鋼板.
(b). C型鋼吊筋：1.6t鍍鋅鋼板.
(c).L型角鐵：4.0t鍍鋅鋼板.
(d).膨脹螺絲：3分膨脹螺絲.
3.表面塗裝室外聚酯型粉體烤

漆.
4.活動展覽牆可於軌道式展覽室

內多片組合移動使用.

1式 132,000 132,000 應英系 015-30

天花板道

具掛軌設

備及展示

板

變更為天花板掛畫隱藏式軌道
1*5 1式 18,000 18,0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擬

變更規格及金額。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應英系99年8月26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未稅) 951,3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未稅)  $       1,2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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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19-03
DVD 錄 放

影機

1.最大容量500GB 硬碟 – 最長

可錄1,422 小時.

2.HDMI 1.3 版1080p 升頻播出.

3.電腦照片音樂多種媒介

(USB,CD,DVD)存入硬碟及播放.

4.DV 端子可接數位攝影機.

5.硬碟XP+錄影(手動模式,15Mbps

訊號).

6.硬碟(VR 模式)自動章節:包括

DV 錄影與TV 錄影.

1台 28000 28000 應日系 019-03
DVD 錄 放

影機

1. 內建320GB硬碟(含以上)，最

長可錄製935小時以上(MLP格式)

2.可燒錄DVD±R/DVD±RW/ DVD

RAM/DVD+R(DL)格式

3.超高速錄影HDD>>Disc

4.時光平移功能

5.播放功能：

DVD/VCD/SVCD/CD/CD R/CD

RW/Audio CD /DVD±R / DVD±

RW/Dual Disc

6.支援播放

Divx(Mpeg4)/MP3/WMA/Kodak

picture/ JPG 格式檔案

7.前置DV IN (EE1394) / AV IN輸

入

8.USB插槽，可播放

Divx/MP3/WMA/JPG

9.HDMI 高畫質影音傳輸端子

10.1080p高解析畫質提升功能

11.倍頻循序掃瞄

12.全中文化使用介面

13.聲音光纖 / 同軸輸出端子

14.影像：HDMI / 色差 / S / AV輸

出端子

1台 28000 28000 應日系
因原廠停止出產，

擬申請變更規格。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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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019-08

46 吋 Full

HD液晶顯

示器

畫面尺寸與比例：46吋螢幕解析

度：Full HD 1920x1080 解析度、

內建HD高畫質數位接收器,可視

角：178°,含46吋液晶電視吊架

2台 89900 179800 應日系 019-08

46 吋 Full

HD液晶顯

示器

畫面尺寸與比例：46吋螢幕解析

度：Full HD 1920x1080 解析度、

USB 連 接 埠 可 播 放

MPEG4/DivX、四組HDMI影音端

子,內建HD高畫質數位接收器+

類比, 24P真實電影模式,2倍速流

線影像(Motionflow 120Hz)、可視

角：178°,含46吋液晶電視吊架

2台 89900 179800 應日系 規格需求變更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應日系99年8月12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078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0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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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08-06
RFID遠距

離教學醫

療套件

具主動式RFID生理參數數位接

收器、無線傳輸血壓偵測器、

無線傳輸昏倒偵測器、應用範

例教學光碟

1套 98,860 98,860 資工系 008-06
RFID遠距

離教學醫

療套件

具主動式RFID生理參數數位接

收器、無線傳輸血壓偵測器、

無線傳輸可充電式昏倒偵測

器、無線傳輸可充電式體溫監

控腕帶、具充電座、應用範例

教學光碟

1套 98,860 98,860 資工系
教學需求及規格變

更

008-07

無 線 生 醫

居 家 照 護

系統

具心跳/脈搏/體溫生醫訊號遠端

無線數位健康居家照護，並整合

Zigbee無線網路技術

1套 75,500 75,500 資工系 008-07

無 線 生 醫

居 家 照 護

系統

具血氧濃度偵測、呼吸速率量

測、心電圖量測生醫訊號遠端

Zigbee無線網路

1套 75,500 75,500 資工系
教學需求及規格變

更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 資訊工程系99年8月12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74,36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7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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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16-02 工作站

CPU: Intel(R) Xeon(R) E5570, 2.93

GHz

RAM: 6GB

光碟機: DVD+-RW

硬碟機: 1TB SATA (7200RPM) 硬

碟

顯示卡:工作站繪圖卡

螢幕：24吋LCD

2組 160,000 320,000

電腦與

通訊研

究所

016-02 工作站

＊中央處理器：

高階伺服器(Quad-Core Intel Xeon MP

2.13GHz二顆)(Windows Server作業系

統)(SAS硬碟)

Intel® Xeon MP 7420 2.13G L3=8M, 2顆,四

核心,四顆處理器架構

＊QPI / FSB：

1066MHz Intel® S7300

＊PCI插槽：

4個 PCI-E x8 (2個hot-plug)/3個 PCI-E x4

2支 2G DDR2 667 ECC Reg. FB-DIMM/32

DIMMs max to 256GB, 標配8個DIMMs

＊儲存：

4顆147G 15K轉 SAS硬碟/八個SAS通道/4

顆 3.5" SATA II 7200轉 32M硬碟

8個2.5" SAS硬碟熱抽換抽取盒

＊RAID Level：

RAID 0,1,5,6,10,50,60/4個Intel Gigabit網路

埠

＊顯示介面：

內建 ATI Rage XL 視訊控制器, 配備16 M

視訊記憶體

＊散熱風扇：

6個Redundant Fan(前2後4)/1570W (1+1)

Redundant Power

＊管理軟體：

＊其它：

5個USB 2.0(前三、後二)/鍵盤/滑鼠

1個NVIDIA Quadro NVS 295專業雙螢幕

顯示卡

1台22吋(含)以上寬螢幕彩色液晶顯示器

(內建防刮玻璃功能)

1個內接式超薄DVD燒錄器

1組 310,000 310,000

電腦與

通訊研

究所

提高設備規格以支

援所內教師教學及

研究生研究使用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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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016-03
筆記型電

腦

CPU: Intel Core 2 Duo T9400
2.53G
螢幕:14吋LCD
硬碟: 500G
RAM: 4G
獨立顯卡

2台 50,000 100,000

電腦與

通訊研

究所

016-03
筆記型電

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3 雙核心i3-

350M(2.26GHz)

記憶體：2G DDR3

1066MHz(2G*1)

硬碟機：320GB(5400rpm) SATA

螢幕：12.1 吋 WXGA(1280x800)

LED 背光面板

網路：802.11/intel6250 agn、藍芽

其他：內建視訊、APS智慧型硬

碟防震

1台 35,000 35,000

電腦與

通訊研

究所

提高設備規格以支

援所內教師教學及

研究生研究使用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電腦與通訊研究所99年8月10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42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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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三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02-04
網 路 及 電

源配置

Cat.6.線材

110伏特電源配置 1式 50,000 50,000 國貿系 002-04
網 路 及 電

源配置

 Cat.6.線材

110伏特電源配置 1式 50,000 50,000 國貿系

經評估無需更換網路及

電 源 配 置 ， 刪 除 此 項

目。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 國際貿易系99年9月10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5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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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15-03
8*8 矩陣

切換器

1.輸  入：VIDEO x 8，BNC接頭

，具genlock功能.

AUDIO x 8， RCA 接頭(立體).

2.輸    出：VIDEO x 8，BNC 接

頭.

AUDIO x 8，RCA 接頭(立體).

3.聲音頻寬：100KHz-3 dB.

1台 30,000 30,000 應英系 015-03
8*8 矩陣

切換器

1.輸  入： VIDEO x 8， BNC接頭

，具 genlock功能.

 AUDIO x 8，  RCA 接頭(立體).

2.輸    出： VIDEO x 8， BNC 接

頭.

 AUDIO x 8， RCA 接頭(立體).

3.聲音頻寬：100 KHz-3 dB.

1台 30,000 30,000 應英系
因操作流程簡化，

刪除此項目。

015-04

現場槍型

收音麥克

風

1.型式：靜電型電容式.

2.指向特性：超窄指向性.

3.頻率響應：40~20000Hz.

4.訊噪比：72dB(1KHz at 1Pa).

2支 21,000 42,000 應英系 015-04

現場槍型

收音麥克

風

1.型式：靜電型電容式.

2.指向特性：超窄指向性.

3.頻率響應：40~20000 Hz.

4.訊噪比：72 dB(1KHz at 1Pa).

2支 21,000 42,000 應英系
因操作流程簡化，

刪除此項目。

015-09 調光主機

1.具6組迴路控制功能.

2.16組場景預設選擇及設定. 1台 35,000 35,000 應英系 015-09 調光主機

1.具6組迴路控制功能.

2.16組場景預設選擇及設定. 1台 35,000 35,000 應英系
因操作流程簡化，

刪除此項目。

015-10
環境控制

系統

1.環控主機

2.3.6吋彩色觸控面板 1套 128,000 128,000 應英系 015-10
環境控制

系統

1.環控主機

2.3.6吋彩色觸控面板 1套 128,000 128,000 應英系
因操作流程簡化，

刪除此項目。

015-16
T5日光燈

具

1.反射板採用高純度鏡面鋁板.

2.燈具附空調孔.冷氣從燈具兩旁

吹出.不用加裝空調出風口

1套 24000 24000 應英系 015-16
 T5日光燈

具

1.反射板採用高純度鏡面鋁板.

2.燈具附空調孔.冷氣從燈具兩旁

吹出.不用加裝空調出風口

1套 24000 240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刪

除此項目。

015-17
可調式崁

燈

1.光源 : 附MR-16. 12V50W石英

燈泡 x 1.

2.本體 : 鋼板烤漆.(共12個)

1式 13200 13200 應英系 015-17
可調式崁

燈

1.光源 : 附 MR-16. 12V50W石英

燈泡  x 1.

2.本體 : 鋼板烤漆.(共12個)

1式 13200 132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刪

除此項目。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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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015-25
教室道具

桌

1.本體 採用中鋼冷軋鋼板，厚

0.8mm

2.桌板 採用1.0mm鋼板彎曲成型

，0.8mm鋼板補強，貼0.8mm進

口高級耐火板

1式 20,000 20,000 應英系 015-25
教室道具

桌

1.本體 採用中鋼冷軋鋼板，厚

0.8mm

2.桌板 採用1.0 mm鋼板彎曲成型

，0.8 mm鋼板補強，貼0.8 mm進

口高級耐火板

1式 20,000 20,0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刪

除此項目。

015-28
組合式吧

檯

1.3.5cm柳安木角料間隔60cm.

2.6分木心板隔牆.

3.外牆面貼原木皮一底二度亮光

漆.

4.木牆採雙面牆面製作.

1式 12500 12500 應英系 015-28
組合式吧

檯

 1.3.5cm柳安木角料間隔60 cm.

2.6分木心板隔牆.

3.外牆面貼原木皮一底二度亮光

漆.

4.木牆採雙面牆面製作.

1式 12500 12500 應英系
配合整體設備，刪

除此項目。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應英系99年8月26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未稅) 304,7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未稅) 30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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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03-03
音響喇叭

系統

硬體電腦教室音響系統，含擴大

機、喇叭。
1套 40,000 40,000 視傳系 003-03

音響喇叭

系統

硬體電腦教室音響系統，含擴大

機、喇叭。
1套 40,000 40,000 視傳系

原採購之音響喇叭系統

，因單價低於10,000元

以下改列至經常門項

目。

--- --- --- --- --- --- --- 003-04 個人電腦

1. 四核心

2.6GHz或以上電腦主機，含

640GB或以上硬碟、4GB RAM、

9600GT/512MB或以上獨立顯示

卡，光碟燒錄機，多合一讀卡機

，不含作業系統。

2台 20,000 40,000 視傳系

因電腦教室電腦主機故

障，擬增購2台電腦主

機，以利更換故障之主

機，提升教學效果。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 視傳傳達設計系99年9月21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40,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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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04-01

電腦主機

（含硬

碟）、螢

幕、還原

卡、廣播

系統

1.電腦主機（含硬碟160G; 1G

DDR2,DVD,）

2.螢幕(17吋以上、含防刮)

3.還原卡

4.廣播系統

60組 17,000 1,020,000 資工系 004-01

電腦主機

（含硬

碟）、螢

幕、還原

卡、廣播

系統

1.電腦主機（含硬碟500G; 2G

DDR2,DVD）

2.螢幕(19吋、含防刮)

3.還原卡

4.廣播系統

60組 17,000 1,020,000 資工系

1.提升電腦規格及教學

品質。

2.因物價調整等因素，

擬變更規格刪除廣播系

統。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 資訊工程系99年8月12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02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020,000

第101頁，共212頁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016-04
不斷電系

統

1台直立型3000VA在線互動式

(Line-Interactive)不斷電系統

4台直立型1500VA在線互動式

(Line-Interactive)不斷電系統

1式 75,000 75,000

電 腦 與

通 訊 研

究所

增購此設備項目，以提

升教學品質。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電腦與通訊研究所99年8月10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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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項目名稱變更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四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0014
導覽解說

系統組

移動式戶外導覽解說系統-個人

腰掛數位導覽器x10
10台 2,500 25,000 旅運系

原列於資本門優先

序 001-05 之 項 目 ，

因單價低於1萬元，

依規定改列至經常

門

--- --- --- --- --- --- --- 0015 還原卡
硬體式還原系統-支援Win7(含以

上)
 60張 500 30,000 會計系

單價低於一萬元以

下改列經常門

--- --- --- --- --- --- --- 0016 喇叭 崁頂喇叭組 12組 1,800 21,600 視傳系
單價低於一萬元以

下改列經常門

0017
四方變形

缽
（30-40*30-40*H16-20cm） 2個 3,400 6,800 餐飲系

0018 捲邊盤 （Ｌ53-55*W37-40*H12-15CM） 1個 5,600 5,600 餐飲系

0019 變形缽 （L38-40*W25-30*H17-20CM） 1個 4,850 4,850 餐飲系

0020 長方盤
（L57-60*W42-45*H2-3CM）四

邊寬約1.5CM
1個 5,800 5,800 餐飲系

0021 麵包籃 （L24-29*W15-20*H4-9CM） 1個 4,650 4,650 餐飲系

0022 高腳圓盤 （25-35CM*H6-8CM） 2個 2,725 5,450 餐飲系

0023
高腳四方

盤
（Ｌ22-35*W22-35*H8-10CM） 3個 2,950 8,850 餐飲系

--- --- --- --- --- --- --- 0024
鏤空長方

架
(20-25*30-35CM) 1個 4,000 4,000 餐飲系

原列於資本門優先

序005-12之項目，

因單價低於1萬元，

依規定改列至經常

門

備註：本變更案業經99年9月23日99學年度第1次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原因說明

原資本門優先序

005-11，因分項單

價皆低於1萬元，依

規定改列至經常門

42,000 餐飲系005-11

不锈鋼手

打自助餐

檯展示皿

組

1.（30-40*30-40*H16-20cm）*2

2.（Ｌ53-55*W37-40*H12-

15CM）

3.（L38-40*W25-30*H17-20CM）

4.（L57-60*W42-45*H2-3CM）四

邊寬約1.5CM

5.（L24-29*W15-20*H4-9CM）

6.（25-35CM*H6-8CM）

1組 42,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42,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122,6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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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節餘款支用規劃原則 

一、計畫補助原則： 

  （一）計畫類別以跨院系領域之整合型計畫為主。 

  （一）以符合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為優先補助。 

二、經費補助： 

  （一）申請補助以 100 萬（不含）為上限。 

  （二）申請補助之經費以資本門為限，並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三）「資本門項目」編列原則須以「單價金額 1 萬元以上，保存使用年限 2 年以上」為之。 

三、計畫審查原則： 

（一）計畫主持人需於 98/99 學年度期間主持一件（含）以上之計畫金額達 12 萬元以上之產學（含

國科會）計畫。 

（二）計畫應與提案單位發展方向符合。 

（三）計畫評選以計畫主持人相關執行力為考量（98/99 學年度產學案績效為主，論文產出為輔）。 

四、計畫書內容需包含下列各項： 

（一）各提案計畫應說明該計畫對系院校之研究幫助及如何提升教學品質。 

（二）跨院系整合型計畫書應說明下述預期成效： 

   1.校外產學案件數及金額預期成果 

   2.計畫主持人接受本次補助後，100/101 學年度之校外產學案件數及金額預計比 98/99 學年度增

加度。 

五、計畫評選小組成員：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六、計畫申請流程： 

（一）申請之計畫書需於 10 月 14 日（四）前送交研發處。 

（二）評選小組預計於 10 月中旬完成審核，審核後送專責小組審議。 

（三）通過申請之計畫需於 99 年 11 月 30 日底前完成驗收程序。 

七、備註： 

（一）評選小組就所提計畫書進行書面審查，必要時得邀請提案單位列席簡報。 

（二）其餘未盡事宜，請確實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規定辦理。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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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六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攀岩安

全墊

 6 M X 5 M X 厚度: 50 cm

(1)2 M X 4 M X 厚度: 50 cm X 3

組

(2)2 M X 1 M X 厚度: 50 cm X 3

組

  (其中有兩組各一處大約

   75 cm X 75 cm 不規則裁切)

(3)材質:

  外層:1800丹尼高級特多龍防水

布  (藍色)

  內層: 40cm多層次吸震系統, PU

蜂巢式泡棉 + 10cm  EVA 落腳防

護墊.

1 195,000 195,000 休閒系
為安全考量，增

加安全墊採購。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休閒事業管理系99年9月6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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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飲水

機

尺寸：寬 43㎝×深 56㎝×高 145㎝ （含）

以上（深度可訂製 ）。材質： 塑鋼面板厚

度 3mm 冰溫熱缸 1mm（以上），機架採不生

鏽材質。容量：熱開水 24 公升、冰開水 5

公升、溫開水 12 公升（以上）。電壓：AC

110V/220V 60HZ（依現場電壓）。

電 力 ： 開 水 加 熱 管 1250W 。 冰 水

250W(110V)。

開水加熱管 1750W。冰水 250W(220V)。

附件：2P30A 漏電開關一組及過濾器二組。

第一道纖維、第二道活性碳。或 RO-75GPD

純水機（選配）濾材符合 NSF 或 FDA 食品

級。

1 32,000 32,000
餐 飲

系

和99中程計畫中餐

旅服務與宴會設備

－餐旅服技證照、

推廣教育課程、大

型宴會活動使用有

相關性。

製冰

機

尺寸：W615*D702*H20(mm)；主機產能：

達250磅/24小時；空量：約100磅；冷卻

方式：水冷：冰型：角形冰；重量：

62kg；電源：單相　　　110V/22V/60Hz

1 40,000 40,000
餐 飲

系

和99中程計畫中餐旅

服務與宴會設備－餐

旅服技證照、推廣教

育課程、大型宴會活

動使用有相關性。

咖啡

機

為不鏽鋼材質長745*寬485*高515(mm)鍋

爐12公升(含：咖啡渣盒一台，鋼杯2個

，咖啡專用壓棒一個，原廠清潔刷一支

，咖啡機專用清潔藥片一罐，商用濾水

器一組）

1 120,000 120,000
餐 飲

系

和99中程計畫中餐

旅服務與宴會設備

－餐旅服技證照、

推廣教育課程、大

型宴會活動使用有

相關性。

電動

布幕
JUMBO 120吋電動布幕(含施工等費用) 1 12,146 12,146

餐 飲

系

投影

機

Vivitek D832MX3200流明單搶投影機(含

施工費用)
1 40,400 40,400

餐 飲

系

單位名稱：餐飲管理系

和99中程計畫中餐旅服

務與宴會設備－推廣教

育課程、大型宴會活動

等教學課程使用有相關

性。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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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電視

機

HERAN37"液晶電視HD-37X03(教學

設備-示範教室);含安裝及吊架費

(示範教室)

2 24,300 48,600
餐 飲

系

和99中程計畫中餐旅服

務與宴會設備－推廣教

育課程、大型宴會活動

等教學課程使用有相關

性。

攝影

機
SONY EVID70攝影機(示範教室) 1 32,000 32,000

餐 飲

系

和99中程計畫中餐旅服

務與宴會設備－推廣教

育課程、大型宴會活動

等教學課程使用有相關

性。

錄放

影機

FUNTWIST CINEMA350錄放影機(含

安裝及拆除費用)(示範教室)
1 19,300 19,300

餐 飲

系

和99中程計畫中餐旅服

務與宴會設備－推廣教

育課程、大型宴會活動

等教學課程使用有相關

性。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　餐飲管理系(所)　99年9月10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4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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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003-01

19吋液晶

螢幕(中信

局 第 2 組

第4項)

19吋寬螢幕彩色液晶顯示器(內
建多 層膜 防刮 玻璃 功能 ) 型
號:Acer V193W(AR)

44 5011 220484 國貿系

初期未加以規劃，擬

提出增購，以提升教

學品質。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 國際貿易系99年9月10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原因說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20484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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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企 業 型 電

腦

1.一般型電腦Core 2 Quad

2.66GHz(1333MHz FSB)(無作業系

統) (獨立主機不含螢幕)

3.ASUS ENGT220/DI/1GD3（LP）

4.NVIDIA GeForce9600中階顯示卡

1 21,000 21,000 財金系

--- --- --- --- --- --- ---

多 媒 體 廣

播 教 學 系

統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60+1台 1套 110,000 110,000 財金系

--- --- --- --- --- --- ---
無線麥克

風系統

Mipro ACT-100A 第三代雙頻道自

動 選 訊 接 收 機 〈 UHF

620~934MHz〉雙頻道

三 段 式 切 換 ： +10dBV / 0dBV / -

6Dbv

420(寬)×44(高)×204(深)mm

1台 15,500 15,500 財金系

--- --- --- --- --- --- ---

VIEWSON

IC

VT4276-

NT 42 型

16:9 寬螢

幕 Full HD

LCD 液晶

電視

30.2mm×523.2mm

500 nits  4000:1  6.5ms

電腦輸入（D-Sub)x1

HDMI×2HDCP相容；DVI相容）

AV 端子輸入 ×2 (1組側邊)

S-Video 輸入 x1

色差輸入端子×2(YPbPr/YCbCr自動

判別)

聲音輸入（RCA) x6

聲音輸入（PC）x1

聲音輸出 ×1 (R, L RCA)

USB 2.0 x 1（JPEG 數位相框影像

播放）

含防盜安裝

2台 32,000 64,000 財金系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 財金系99年8月24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REF!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10,500

為配合財金系B407室專

業教室於99.08.13改建

工程，初期工程並未將

教師教學廣播系統納入

改建工程，為使教學更

趨貼合學生需求及讓整

體教學系統更具完備性

，擬申請變更建置。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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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99 學年度第 2 次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99 年 10 月 2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行政大樓三樓大會議室 

參、會議主席：鄭校長永福 

肆、主席致詞（略） 

伍、出席人員：李委員弘斌、王委員仲資、李委員正綱、黃委員景東、羅委員珠蓮、

俞委員清埤、吳委員天元、尚委員瑞國、邊委員守仁、古委員金英、

邱委員鴻遠、鄭委員榮銘、原委員友蘭、高委員麗玲、林委員恆妙、

陳委員伯源、陳委員文慧、陳委員王琨、袁委員芳洲、葉委員冰瑩、

李委員旺秋、張委員基源、李委員振偉、陳委員語婕、張委員靜宜 

陸、列席人員：張主任明化、孫組長振台、尉遲組長淦、吳佳玲小姐 

柒、記  錄：吳佳靜 

捌、業務報告 

一、依據「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

點第(一)項第 5 款規定，有關本項獎補助經費，凡報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

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

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存校備查。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議紀錄（含簽

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 

二、依據「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 10 點第(一)項第 3 款規定，各校應於 99 年 11 月 30 日前，彙整 100 年度經

費支用計畫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含簽到單）、內部專

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各一份報本部審查。整體發

展經費金額由各校自行預估，並依據上開要點規定編列填報本校 100 年度支用

計畫書。 

三、上次會議執行情形：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更案，

業經 99.10.8 台技(三)字第 0990172730 號函備查，請各業管單位依規定辦理後

續作業。 

玖、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視傳系 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項目、

規格、數量及細項變更案，如說明，提請 審議。 

  說明： 

   一、視傳系原核定之申請項目「優先序 007（含優先序 007-01）」及「優先序

011（含優先序 011-01 及 011-02）」，在經費預算不變之原則及參酌產業現

況，擬變更規格並增購設備項目，以充實教學設備、提升教學品質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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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效力。 

   二、相關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一。 

   三、本變更案皆經視傳系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送交本專責小組審議，經專責小

組會議通過後，依規定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 

   一、照案通過，請研發處依規定將變更項目對照表呈報教育部備查。 

   二、請視傳系及總務處確實掌握時程，儘速完成各項設備之採購。 

 提案二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增購資本門設備案，如說明，提請 討

論。 

  說明： 

      一、99 年度整體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項目已完成採購議價者，截至目前為止

估計節餘款約新台幣 300 萬元，有關本年度節餘款支用規劃與分配，業經

99 學年度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優先使用於由各單位提出符合全校性

發展之跨系所領域整合型計畫，並需經過評選小組審議後，將通過審核之

計畫所需增購之設備項目提專責小組審議。若仍有節餘款項，則依 98 學年

度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以「各學系擬增購之設備若屬本年度獎補助

經費原規劃之設備項目，且經採購後尚有節餘款者，於原規劃預算內執行

以充實原規劃設備」為第二優先。 

   二、研發處業於 99 年 10 月 20 日召開評選小組會議審查，評選出與提案單位

發展方向相符且屬跨領域之整合型計畫。在考量經費預算及學校現有資源

設備等因素後，評選通過之優先增購設備項目名稱、規格、數量及金額一

覽表如附件二。 

   三、休閒系、餐飲系及財金系等擬增購之設備項目，業提 99 學年度第 1 次專

責小組審議，決議併入本次會議討論。休閒系及財金系所提增購項目係屬

本年度獎補助經費原規劃之設備項目，且經採購後尚有節餘款者，於原規

劃預算內執行以充實原規劃設備。餐飲系擬增購之設備雖未規劃以本年度

獎補助經費使用，但符合本校 99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擬增購資本門

設備項目名稱及細項彙整如附件三。 

   四、目前一般教室之教學設備如資訊講桌電腦、投影機等，因長期高頻率之使

用，部分設備已耗損，為提升教學品質，擬汰換一般教室之教學設備，其

增購之設備項目名稱一覽表如附件四。 

   五、上述增購設備項目名稱及優先順序，請委員審議。 

  決議： 

   一、本年度擬增購之資本門設備，其優先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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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優先使用於符合學校發展之跨系所領域整合型計畫所需增購之設備項

目。 

    （二）休閒系及財金系擬增購之設備，因屬本(99)年度獎補助經費原規劃之

設備項目，且經採購後尚有節餘款者，於原規劃預算內執行以充實原

規劃設備為第二優先。 

    （三）餐飲系擬增購之設備雖未規劃以本年度獎補助經費使用，但符合本校

99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為第三優先；唯其擬增購設備之金額需

在該系原規劃預算內增購之。 

    （四）其餘由總務處統一汰換一般教室之教學設備，以提升教學品質。 

   二、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彙整如附件五，因目前尚有未完成招標之項目，若因

招標致使節餘款產生，授權總務處就上開設備一覽表列之項目依序採購。 

 提案三 

  案由：本校 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相關事

項，如說明，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十點第(一)項第 1 款規定，學校應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

度為配合款；及第十點第(二)項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包括自籌

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其

經費之使用，應依各校支用計畫所編列者為準，如有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

並明列於支用計畫中。 

   二、本校 99-100 年度申請獎勵補助經費學校基本資料一覽表如附件六。 

   三、本校 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經費依 99 年度教育部核配金額為預估

基礎，自籌款依往年比例提撥 12％，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支用內容如下表： 

獎補助款$34,000,000 元+配合款$4,080,000 元＝$38,08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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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以上） 

總經費 
(5)=(3)+(4) 

＄34,000,000 ＄34,000,000 ＄4,080,000 ＄38,08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勵款 70% 自籌款(70%) 補助款 30% 獎勵款 30% 自籌款(30%)

金額 ＄23,800,000 ＄2,856,000 ＄10,200,000 ＄1,224,000

合計 ＄26,656,000 ＄11,424,000 

占總經

費比例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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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勵補助款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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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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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項獎補助款經費之分配須與本校中程發展計畫密切配合，以凸顯學校之

發展計畫，各單位所提之需求優先順序亦應與其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配合。 

    （一）資本門規劃：請各系所與相關單位（包括系所、資訊中心、圖書館、

學生事務與輔導及校園安全、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單位）依上述原則，

考量系院發展特色、年度工作計畫及既有設備，系、所請以院為統籌

單位提出 100 年度教學儀器設備需求規劃。 

    （二）經常門規劃：循往例由人事室依教育部規定統整規劃，教務處、研發

處及學務處等相關單位協辦。 

  決議： 

   一、各單位於規劃 100 年度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時，務必配合本校

98-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編列。 

   二、請各系所提出 100 年度教學儀器設備需求規劃時，需提系務會議及院務會

議審議通過。 

   三、資本門經費支用比例擬依循今(99)年度比例編列，經常門經費支用比例擬

參酌今(99)年度執行情形及經驗法則規劃編例。 

拾、臨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本校電子系 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

數量變更案，如說明，提請 審議。 

  說明：電子系原核定之設備項目--建構能源量測實驗室（優先序 024），截至目前

為止開標二次，結果皆為流標。為爭取時效，使本項經費於規定的時限內

執行完畢，本案是否繼續執行或撤案刪除，提請委員討論。 

  決議：請電子系以原規劃設備項目規格繼續進行招標事宜，若第三次招標作業仍

無法決標時，該項目設備「優先序 024（含優先序 024-01~024-19）」將

全數刪除撤案，以免延誤執行時效。其刪除後所產生之經費，同意授權由

總務處就附件五之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之表列項目依序採購。 

拾壹、主席結論：（無） 

拾貳、散    會：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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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一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07-01

噴砂玻璃

製作設備

建置

1.密閉式噴砂機(附轉盤及棕色氧

化鋁A#8025KG、A#150KG)

2.靜音式穴壓機-全自動(110L氣

桶)3HP

1套 100,000 100,000 視傳系 007-01

噴砂玻璃

製作設備

建置

A-1

密閉式噴砂機

附轉盤及棕色氧化鋁

A#100-25KG

台製小噴嘴

A-2

皮帶式空壓機

1套 68,500 68,500 視傳系

預算不增原則下，

將靜音空壓機改為

普通空壓機。另增

購切磨台組，以充

實教學設備，符合

課程需求。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視傳系99年10月5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0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68,500

第116頁，共212頁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007-02

切磨玻璃

製作設備

建置

B-1

1HP切磨合組

附鋸牛GK8"×10m/m 2片

鑽石輪6"25 200# 1只

鑽石輪6"25 400# 2只

雕刻機組二萬轉1台

附雕刻針1組

1套 31,500 31,500 視傳系

預算不增原則下，

將靜音空壓機改為

普通空壓機。另增

購切磨台組，以充

實教學設備，符合

課程需求。

011-01
3D追蹤軟

體

Boujou 攝影機3D追蹤軟體(授權

版)
1套 100,000 100,000 視傳系 011-01

3D自然景

觀製作軟

體

Vue 8.5 xStream 1套 60,000 60,000 視傳系

011-02
2D動畫軟

體
ToonBoom 2D動畫軟體 10套 15,500 155,000 視傳系 011-02

3D算圖軟

體

V-Ray Summer Bundle for Max,

內含V-Ray 1.5 SP5、V-Ray RT、

Dongle

1套 45,000 45,000 視傳系

--- --- --- --- --- --- --- 011-03
專業算圖

材質庫

Archshaders 專業算圖材質庫4片

裝
1套 70,000 70,000 視傳系

--- --- --- --- --- --- --- 011-04
動畫特效

軟體

Trapcode Suite 10 for AE,內含：

Trapcode 3D Stroke 2.6、Trapcode

Echospace 1.1、 Trapcode

Echospace 1.1、Trapcode Form

1.1、Trapcode Horizon 1.1、

Trapcode Lux 1.1、Trapcode

Particular 2.1、 Trapcode Shine

1.6、Trapcode Sound Keys 1.2、

Trapcode Starglow 1.6

1套 35,000 35,000 視傳系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配合本系環境視覺

設計的教學特色與

架構，並參酌產業

現況，3D軟體學習

方向有所調整，以

加強學生環視、景

觀與造型的製作能

力。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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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勿需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 --- --- --- --- --- --- 011-05

雕塑及材

質繪製軟

體

ZBrush 4.0 1套 30,000 30,000 視傳系

--- --- --- --- --- --- --- 011-06
3D流體特

效軟體
RealFlow 5.0 1套 15,000 15,000 視傳系

備註：本變更案業經視傳系99年10月5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55,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8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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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1

電子商務

教學實習

平台

教育版規格如下：

․100個Store(含)以上 / 1個Mall

系統平台安裝建置

․含商店管理、會員管理、商

店網頁、商店選單、商品分類、

商品上架、金流物流等規格。

1套 600,000 600,000
商管學

院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 --- --- --- --- --- --- 2
智 慧 型 轉

桌

1. 直徑兩米

2.  HF 頻段

3.  Reader

4.  Control Program

1座 340,000 340,000

電資學

院

商管學

院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變更原因說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940,000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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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三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1
攀岩安全

墊

 6 M X 5 M X 厚度: 50 cm

(1)2 M X 4 M X 厚度: 50 cm X 3

組

(2)2 M X 1 M X 厚度: 50 cm X 3

組

  (其中有兩組各一處大約

   75 cm X 75 cm 不規則裁切)

(3)材質:

  外層:1800丹尼高級特多龍防水

布  (藍色)

  內層: 40cm多層次吸震系統, PU

蜂巢式泡棉 + 10cm  EVA 落腳防

護墊.

1組 195,000 195,000 休閒系

基於安全考量，增

購此項目以充實原

規劃設備。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95,000

第120頁，共212頁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1
企 業 型 電

腦

1.一般型電腦Core 2 Quad（含以

上）

2.66GHz(1333MHz FSB)(無作業

系統) (獨立主機不含螢幕)（含

以上）

3. ENGT220/DI/1GD3（LP）（含

以上）

4.可雙顯示

1台 21,000 21,000 財金系

為使教學更符合學生需

求及讓整體教學系統更

具完備性，增購項目以

充實原規劃設備。

--- --- --- --- --- --- --- 2
無線麥克

風系統

第三代雙頻道自動選訊接收機

〈UHF 620~934MHz〉雙頻道

三段式切換：+10dBV / 0dBV / -

6Dbv

420(寬)×44(高)×204(深)mm

1台 15,500 15,500 財金系

為使教學更符合學生需

求及讓整體教學系統更

具完備性，增購項目以

充實原規劃設備。

--- --- --- --- --- --- --- 3

16:9 寬螢

幕 Full HD

LCD 液晶

電視

30.2mm×523.2mm

500 nits  4000:1  6.5ms

電腦輸入（D-Sub)x1

HDMI×2HDCP相容；DVI相容）

AV 端子輸入 ×2 (1組側邊)

S-Video 輸入 x1

色差輸入端子×2(YPbPr/YCbCr自

動判別)

聲音輸入（RCA) x6

聲音輸入（PC）x1

聲音輸出 ×1 (R, L RCA)

USB 2.0 x 1（JPEG 數位相框影

像播放）

含安裝電視吊架線路施工

2台 32,000 64,000 財金系

為使教學更符合學生需

求及讓整體教學系統更

具完備性，增購項目以

充實原規劃設備。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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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1
飲水

機

尺寸：寬 43㎝×深 56㎝×高 145㎝ （含） 以

上（深度可訂製 ）。材質： 塑鋼面板厚度

3mm 冰溫熱缸 1mm（以上），機架採不生

鏽材質。容量：熱開水 24 公升、冰開水 5

公升、溫開水 12 公升（以上）。電壓：AC

110V/220V 60HZ（依現場電壓）。

電力：

開水加熱管 1250W。冰水 250W(110V)。

開水加熱管 1750W。冰水 250W(220V)。

附件：2P30A 漏電開關一組及過濾器二組。

第一道纖維、第二道活性碳。或 RO-75GPD

純水機（選配）濾材符合

1台 26,000 26,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以提高

教學品質。

--- --- --- --- --- --- --- 2
製冰

機

尺寸：W615*D702*H820(mm)；主機產能：

達250磅/24小時；空量：約100磅；冷卻方

式：水冷：冰型：角形冰；重量：62kg；電

源：單相　110V/22V/60Hz

1台 28,000 28,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以提高

教學品質。

--- --- --- --- --- --- --- 3
咖啡

機

為不鏽鋼材質長745*寬485*高515(mm)鍋爐

12公升(含：咖啡渣盒一台，鋼杯2個，咖啡

專用壓棒一個，原廠清潔刷一支，咖啡機

專用清潔藥片一罐，商用濾水器一組）

1台 120,000 120,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以提高

教學品質。

--- --- --- --- --- --- --- 4
電視

機

37"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亮度:450cd/㎡

對比:4500:1

反應時間(Tr/Tf): 6.5ms

可視角度:水平:178度垂直:178度

支援PC解析度格式:VGA(640*480@75Hz)

SVGA(800*600@75Hz) 等

(教學設備-示範教室);含安裝及吊架費(示範

教室)

2台 17,000 34,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以提高

教學品質。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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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 --- --- --- --- --- --- 5
攝影

機

鏡頭:1/4-type Exview HAD CCD

有效畫素:768(H)*494(V)

自動白平衡:Auto/A TW/lndoor/One

push/Manual

噪音質:More than 50AB

影像輸出:VES,Y/C

水平旋轉:+/-170degrees(Max speed

300degrees/s)

上下旋轉:+/-120degrees(Max

speed125degrees/s)(in0.07 degrees increments)

(示範教室)

1台 29,000 29,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以提高

教學品質。

--- --- --- --- --- --- --- 6
錄放

影機

儲存容量:3.5吋 SATA I/II 硬碟 up to 1TB(可

擴充記憶卡-SD/SDHC/MS/USB host

輸出解析

度:NTSC:480p/720p/1080i@60Hz.PAL:576p/72

0p/1080i@50Hz(示範教室)

1台 14,000 14,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以提高

教學品質。

--- --- --- --- --- --- --- 7
電動

布幕
120吋電動布幕 1面 11,000 11,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以提高

教學品質。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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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四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1
資 訊 講 桌

電腦
台灣銀行共同契約1組20項 86台 21,000 1,806,000 全校

--- --- --- --- --- --- --- 2 投影機 台灣銀行共同契約1組4項 34台 41,000 1,394,000 全校

--- --- --- --- --- --- --- 3 資訊講桌 台灣銀行共同契約2組29項 10台 69,000 690,000 全校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汰換一般教室教學設

備，以提升教學品

質。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85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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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單位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附件五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 --- --- --- --- --- --- 028

電子商務

教學實習

平台

教育版規格如下：

․100個Store(含)以上 / 1個Mall系統平

台安裝建置

․含商店管理、會員管理、商店網

頁、商店選單、商品分類、商品上

架、金流物流等規格。

1套 600,000 600,000 商管學院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 --- --- --- --- --- --- 029
智 慧 型 轉

桌

1. 直徑兩米

2.  HF 頻段

3.  Reader

4.  Control Program

1座 340,000 340,000
電資學院

商管學院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 --- --- --- --- --- --- 030
攀岩安全

墊

 6 M X 5 M X 厚度: 50 cm

(1)2 M X 4 M X 厚度: 50 cm X 3 組

(2)2 M X 1 M X 厚度: 50 cm X 3 組

  (其中有兩組各一處大約

   75 cm X 75 cm 不規則裁切)

(3)材質:

  外層:1800丹尼高級特多龍防水布  (藍

色)

  內層: 40cm多層次吸震系統, PU 蜂巢

式泡棉 + 10cm  EVA 落腳防護墊.

1組 195,000 195,000 休閒系

基於安全考量，增

購此項目以充實原

規劃設備。

--- --- --- --- --- --- --- 031
企 業 型 電

腦

1.一般型電腦Core 2 Quad（含以上）

2.66GHz(1333MHz FSB)(無作業系統)

(獨立主機不含螢幕)（含以上）

3. ENGT220/DI/1GD3（LP）（含以上）

4.可雙顯示

1台 21,000 21,000 財金系

為使教學更符合學

生需求及讓整體教

學系統更具完備性

，增購項目以充實

原規劃設備。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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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 --- --- --- --- --- --- 032
無線麥克

風系統

第三代雙頻道自動選訊接收機〈UHF

620~934MHz〉雙頻道

三段式切換：+10dBV / 0dBV / -6Dbv

420(寬)×44(高)×204(深)mm

1台 15,500 15,500 財金系

為使教學更符合學

生需求及讓整體教

學系統更具完備性

，增購項目以充實

原規劃設備。

--- --- --- --- --- --- --- 033

16:9 寬螢

幕 Full HD

LCD 液晶

電視

30.2mm×523.2mm

500 nits  4000:1  6.5ms

電腦輸入（D-Sub)x1

HDMI×2HDCP相容；DVI相容）

AV 端子輸入 ×2 (1組側邊)

S-Video 輸入 x1

色差輸入端子×2(YPbPr/YCbCr自動判

別)

聲音輸入（RCA) x6

聲音輸入（PC）x1

聲音輸出 ×1 (R, L RCA)

USB 2.0 x 1（JPEG 數位相框影像播

放）

含安裝電視吊架線路施工

2台 32,000 64,000 財金系

為使教學更符合學

生需求及讓整體教

學系統更具完備性

，增購項目以充實

原規劃設備。

--- --- --- --- --- --- --- 034 飲水機

尺寸：寬 43㎝×深 56㎝×高 145㎝ （

含） 以上（深度可訂製 ）。材質： 塑

鋼面板厚度 3mm 冰溫熱缸 1mm（以

上），機架採不生鏽材質。容量：熱

開水 24 公升、冰開水 5 公升、溫開水

12 公升（以上）。電壓：AC

110V/220V 60HZ（依現場電壓）。

電力：

開水加熱管 1250W。冰水

250W(110V)。

開水加熱管 1750W。冰水

250W(220V)。

附件：2P30A 漏電開關一組及過濾器二

組。第一道纖維、第二道活性碳。或

RO-75GPD 純水機（選配）濾材符合

1台 26,000 26,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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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 --- --- --- --- --- --- 035 製冰機

尺寸：W615*D702*H820(mm)；主機產

能：達250磅/24小時；空量：約100

磅；冷卻方式：水冷：冰型：角形

冰；重量：62kg；電源：單相

110V/22V/60Hz

1台 28,000 28,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 --- --- --- --- --- --- 036 咖啡機

為不鏽鋼材質長745*寬485*高515(mm)

鍋爐12公升(含：咖啡渣盒一台，鋼杯2

個，咖啡專用壓棒一個，原廠清潔刷

一支，咖啡機專用清潔藥片一罐，商

用濾水器一組）

1台 120,000 120,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 --- --- --- --- --- --- 037 電視機

37"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亮度:450cd/㎡

對比:4500:1

反應時間(Tr/Tf): 6.5ms

可視角度:水平:178度垂直:178度

支援PC解析度格

式:VGA(640*480@75Hz)

SVGA(800*600@75Hz) 等

(教學設備-示範教室);含安裝及吊架費

(示範教室)

2台 17,000 34,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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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 --- --- --- --- --- --- 038 攝影機

鏡頭:1/4-type Exview HAD CCD

有效畫素:768(H)*494(V)

自動白平衡:Auto/A TW/lndoor/One

push/Manual

噪音質:More than 50AB

影像輸出:VES,Y/C

水平旋轉:+/-170degrees(Max speed

300degrees/s)

上下旋轉:+/-120degrees(Max

speed125degrees/s)(in0.07 degrees

increments)   (示範教室)

1台 29,000 29,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 --- --- --- --- --- --- 039 錄放影機

儲存容量:3.5吋 SATA I/II 硬碟 up to

1TB(可擴充記憶卡-SD/SDHC/MS/USB

host

輸出解析

度:NTSC:480p/720p/1080i@60Hz.PAL:57

6p/720p/1080i@50Hz(示範教室)

1台 14,000 14,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 --- --- --- --- --- --- 040 電動布幕 120吋電動布幕 1面 11,000 11,000 餐飲系
增購教學用設備，

以提高教學品質。

--- --- --- --- --- --- --- 041
資 訊 講 桌

電腦
台灣銀行共同契約1組20項 86台 21,000 1,806,000 全校

汰換一般教室教學

設備，以提升教學

品質。

--- --- --- --- --- --- --- 042 投影機 台灣銀行共同契約1組4項 34台 41,000 1,394,000 全校

汰換一般教室教學

設備，以提升教學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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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項目名稱變更［增購設備項目一覽表］（應報部備查）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 --- --- --- --- --- --- 043 資訊講桌 台灣銀行共同契約2組29項 10台 69,000 690,000 全校

汰換一般教室教學

設備，以提升教學

品質。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5,387,500

第129頁，共212頁



附件六

學年度

獎補助核配項目

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數 9197人 8831人

行政管理支出 161,161,147 141,832,486

教學研究與學生事務

及輔導支出（含教學

圖儀設備）

511,004,969 487,403,225

學雜費總收入 687,125,794 690,528,572

27,797,653 26,357,216

2,943,506 1,391,845

63,869,134 33,355,106

77,362,060 82,569,281

5,984,690 6,391,915

99年度

各項投入教學資源經費（單位：元）

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單位：元）

100年度

補助款

教學資源投入

（單位：元）

生活學習獎助金（單位：元）

職員費用（單位：元）

學生就學輔助金（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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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獎補助核配項目
79 171

1,159 1,291
2 4

31 47
19 15
52 66

296,472 306,678
34,480,076 47,571,825

0 6
0 0
1 0
0 0
0 0

17 13

0

畢業生總人數：1,208
就業總人數：598
升學總人數：37
服兵役總人數：360

28 14
273 272

1 6
71 83
43 65

173 144
0 0
0 0

10 10
7 4
0 0

101 151
0 0
6 3
0 0
0 0
0 0

業界教師上課

總時數
700 208

產學合作教學

開課總科目數
41 13

由教育部提供

由教育部提供

由教育部提供

由教育部提供

98年度行政運作及獎勵補助經費執

行績效（包含會計財務決算行政成

績、專案訪視之成績、整體發展經

費支用計畫書成績）

以作品申請升等人數
以著作申請升等人數
以展演申請升等人數
以技術報告申請升等人數

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

產學合作教學

專任專業技術教師
兼任專業技術教師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專業技術人員
學分班
校內、外研習機構

已取得專利並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

招收外籍、雙學位及交換學生總人數

提升學生就業成效統計表

產業專班學生總人數

整體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成效統計表

專任教師人數
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人數
具有實務經驗之專任師資人數
具有技術證照之專任師資人數

兼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

99年度

績效型

獎助

學生英語檢定通過人數
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人數
國際（外）競賽得獎件數
全國競賽得獎件數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行政
學生參與競賽得獎總件數

未取得專利而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

100年度

產學合作總金額

新型核准專利總件數

新式樣核准專利總件數
發明核准專利總件數

參與業界實習總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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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獎補助核配項目
99年度 100年度

由教育部提供由教育部提供

98年度政策推動績效

包含1.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學校體育

推動績效

2.學生事務及輔導

3.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條件與設

備、校園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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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99 學年度第 3 次獎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99 年 11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行政大樓三樓大會議室 

參、會議主席：鄭校長永福 

肆、主席致詞 

伍、出席人員：高組長崇倫（代理）、王委員仲資、王組長忠孝（代理）、黃委員景東、

謝委員淑芬、羅委員珠蓮、俞委員清埤、吳委員天元、尚委員瑞國、

吳主任德芬（代理）、洪清池老師（代理）、劉委員祐彰、古委員金英、

邱委員鴻遠、鄭委員榮銘、高委員麗玲、林委員恆妙、郭委員美美、

郭委員芳熙、陳委員伯源、陳委員文慧、袁委員芳洲、葉委員冰瑩、

廖委員崇政、李委員旺秋、李委員振偉、張委員靜宜 

陸、列席人員：孫組長振台、尉遲組長淦、黃久華組長、吳鈴甄小姐、梁進平先生、

吳佳玲小姐 

柒、記  錄：吳佳靜 

捌、業務報告 

一、依據「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十點第(一)項第 3 款規定，各校應於 99 年 11 月 30 日前，彙整 100 年度經

費支用計畫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含簽到單）、內部專

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各一份報本部審查。整體發

展經費金額由各校自行預估，並依據上開要點規定編列填報本校 100 年度支用

計畫書。 

二、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一）99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更案，業經 99.11.11 台

技(三)字第 0990193420 號函備查，請各業管單位依規定辦理後續作業。 

（二）100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支用內容如下表（資本門及經常門

比例為 70:30，自籌款依往年比例提撥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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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以上） 

總經費 
(5)=(3)+(4) 

＄34,000,000 ＄34,000,000 ＄4,080,000 ＄38,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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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勵款 70% 自籌款(70%) 補助款 30% 獎勵款 30% 自籌款(30%)

金額 ＄23,800,000 ＄2,856,000 ＄10,200,000 ＄1,224,000

合計 ＄26,656,000 ＄11,424,000 

占總經
費比例 70﹪ 30﹪ 

玖、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 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各項經費支用計畫，如說明，

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十點第(四)項規定：本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一)教學儀器設

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六十；(二)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分之十；(三)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之二；(四)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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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 

   二、100 年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如附件一）。 

   三、各系（所）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業由各單位考量其發展特色，參酌既有設

備之績效評估，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編列，並經系（所）務會議通過，

其項目名稱、規格及優先序（如附件二）。 

   四、為提升教學品質，擬汰換部分已達耐用年限之一般教室教學設備，其項目

名稱、規格及優先序（如附件三）。 

   五、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設備項目名稱、規格及優先序（如附

件四）。 

   六、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項目名稱、規格及優先序（如附件五）。 

   七、永續校園綠化設備項目名稱、規格及優先序（如附件六）。 

   八、俟 100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核定後再調整各項目之經費額度。 

  決議： 

   一、經委員討論，各系（所）之教學及研究設備，除觀光餐旅學院、休閒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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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運系等所提之部分設備項目，因未列於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需予以刪

除，以及單價 1 萬元以下之物品，依規定編列於經常門或部分軟體購置以

學校經費支應外，其餘將依各院（系、所）所提之優先順序依序交叉排列

後，重新編列為本年度之優先序。唯部分項目名稱及規格內容尚需補強調

整，請總務處協助各單位檢視修正後交予研發處。 

   二、一般教室教學設備列入資本門節餘款購置項目，俟教育部實際核定金額後，

再依照排列優先順序依序購置為原則調整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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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園綠

化項目設備等，則依單位排列之優先序不再調整。 

   四、餘照案通過，請研發處於期限內依規定將支用計畫書等相關資料呈報教育

部。 

  提案二 

  案由：本校 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各項經費支用計畫，如說明，

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100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十點第(五)項第 1 款規定：本項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進修、著作

及升等送審之用途；其用途不得用於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訂閱費用，該

費用應由其他經常門經費支付。 

   二、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如附件七）。 

    三、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如附件八）。 

   四、俟 100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核定後再調整各項目之經費額度。 

  決議：照案通過。 

拾、臨時動議：（無） 

拾壹、主席結論：（無） 

拾貳、散    會：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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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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游泳池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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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18,299,000 76.89﹪ ＄2,056,800 72.02﹪

小計：

20,355,800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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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0,000 20.00﹪ ＄510,000 17.86﹪

小計：

5,270,000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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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000 3.11﹪ ＄86,000 3.01﹪

小計：

827,000 

註四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

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

相關設施） 

＄0 0.00﹪ ＄203,200 7.11﹪

小計：

203,200 

註五 

合計 ＄23,800,000 100﹪ ＄2,856,000 100﹪ 
小計：

26,656,000

註一：請於計畫書中詳細敘明理由，並填列於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附表八）。

本項獎勵補助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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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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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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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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01 餐服訓練設備  988,000  旅館系  

001-01 隔板 
125*15*185cm 

附可拆式輪子 
20 座 21,315 426,300

充實教學

設備 
旅館系 

結 合 餐 旅 服 務

技能課程，落實

學 生 實 務 練 習

操作。配合中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 一 ) 、 ( 二 ) 、

(三)。 

001-02 餐桌及桌面 
90cm*90cm*75cm(含折疊式桌腳)；

直徑 150cm，邊緣 
10 組 20,000 200,000

充實教學 

設備 
旅館系 

001-03 單人床 
(110-130)*(198-203)cm，床架與床墊

分開，床架須附床輪 
4 張 20,000 80,000

充實教學 

設備 
旅館系 

001-04 雙人床 
(180-203)*(198-203)cm，床架與床墊

分開，床架需附床輪 
2 張 28,000 56,000

充實教學 

設備 
旅館系 

001-05 活動床 

床架(105-130)*(198-203)cm 

床墊(100-125)*(185-190)cm 或 

(90-100)*(180-200)cm 

床架與床墊分開，但須以固定帶固

定，床架需附床輪 

2 張 15,000 30,000
充實教學 

設備 
旅館系 

001-06 房務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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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輪需裝設煞車裝置 

2.一端需附垃圾袋另一端需附布巾

收集袋，二者皆方便拆卸及收存 

4 台 25,000 100,000
充實教學 

設備 
旅館系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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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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3.長寬高 150±5*55±5*125±5cm 

001-07 彩色雷射多功能事務機 

1.傳真尺寸 傳真及有效掃瞄尺寸：

A4 網路型平台式彩色多功能事務

機-前置式(具 PC-FAX 功能 

2.機體型式 桌上型：桌上型，收、

送兼用 

3.紀錄方式 雷射碳粉式或數位光電

式記錄：雷射碳粉式，普通紙傳真

機 

4.紀錄紙尺寸 接收列印尺寸：A4 

5.進紙系統 紙匣數量及容量(含手

送台)：斜背直走路徑入紙式：50 張

+ 前置式紙匣一段紙盤 250 張 

6.儲存資料容量 記憶體容量：

160MB 

7.壓縮方式 資料壓縮格式：MH、

MR、MMR 

8.傳送速度 傳送時間/A4：3 秒/張

9.影印功能 解析度：600dpi X600dpi

  連續影印：1~99 張 

  影印倍率：25%~400% 

1 台 30,700 30,700

教學設備 

使用 

（放置於

H507 證照

輔導教室，

使用於餐旅

服務技能課

程） 

旅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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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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10.傳真機可當 PC 印表機，列印解

析度最少為 600dpi 

11.列印速度：彩色 20ppm/黑白

20ppm(含)以上 

12.傳真機可當彩色掃瞄器及網路彩

色掃描器，掃瞄解析度最少為

600dpi 

13.支援作業系統:Win2000/XP/vista 

001-08 單槍投影機 4500 流明 

1.投影技術：DLP 

2.亮度：4500 流明 

3.對比度：2400：1 

4.投射畫面比：實際 4：3、 

支援 16：9 

5.視訊相容：SDTV、EDTV、HDTV、

NTSC 

6.輸入介面：HDMI 1.3V、VGA*2、

S-VIDEO、Composite VIDEO、AUDIO 

RCA、AUDIO(MINI-JACK) 

7.輸出介面：VGA、AUDIO、RJ-45、

RS-232C、USB 

1 台 51,000 51,000 教學設備 旅館系  

001-09 電動銀幕 120”軸心式 
1.銀幕比：5：4：3 

2.布幕尺寸軸心式 120 吋 
1 式 14,000 14,000 教學設備 旅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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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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3.軸心式、席白 

002 專業資訊教室軟硬體設備充實更新  2,000,000  環物系  

002-01 個人電腦(含螢幕) 

(1)一般型電腦 Core i7-870 

2.93G / LGA1156、L3-8M、四核

心、45nm)或以上(無作業系統獨

立主機)， 2GB 記憶體(含)以上、

SATA 硬碟 500GB(含)以上、DVD

光碟機、eSATA 排線插座和硬碟

Win xp 及 Win7 還原卡 

(2)LCD 螢幕 22”(含)以上 

60 套 31,500 1,890,000 教學設備 環物系 

提 升 資 訊 系 統

教 學 的 互 動

性，並提高學生

學習效果。模擬

實 驗 室 操 作 流

程，確保實驗安

全。配合中程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一)、(三)。 

002-02 多媒體廣播教學系統 

廣播教學系統 

(1)含液晶觸碰主控台 

(2)中繼器 

(3)教師廣播盒 

(4)學生廣播盒 

1 套 110,000 110,000 教學設備 環物系 

003 添購教學軟體硬體  770,000  應日系  

003-01 數位會議系統主機 

本會議系統採用數位式架構模式以

CAT5e 網路線連結會議主機、主席

用麥克風及所有列席用麥克風含會

1 台 85,000 85,000 教學設備 應日系 

改 善 教 學 環

境、提升教學設

備，增強學生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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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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議系統 CAT 5e 快速連接線 場外語能力。完

善 的 教 學 設 備

提 供 學 生 練 習

日 語 口 譯 、 配

音、辯論、演講

等最佳場所。配

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 一 ) 、

(三)。 

003-02 崁入型主席會議麥克風 

為了整體美觀與耐用性，本案採用

崁入式鋁合金材質金屬面板並配合

裝潢採崁入桌面安裝。 

1 台 18,000 18,000 教學設備 應日系 

003-03 崁入型列席會議麥克風 

具固定式或有螺牙鎖定設計之指向

性鵝頸麥克風，長度 43/48/56cm 任

選其一，發言時具有紅色指示光環。

24 台 13,000 312,000 教學設備 應日系 

003-04 翻譯系統主機 

可控制並供應 100 台有線翻譯頻道

選擇器及 6 組譯員台之電源並具基

本的同步翻譯功能。及含翻譯系統

CAT 5e 快速連接線 

1 台 25,000 25,000 教學設備 應日系 

003-05 

翻譯員台(含耳機 MIC)含

19 吋寬螢幕 

崁入式翻譯頻道選擇器(含

單耳 耳掛式耳機) 

1.具有 6CH 翻譯語言頻道輸出在同

一個譯員間中可以同時使用 2 組翻

譯台(8 組) 

2. 19 吋寬螢幕含防刮玻璃(8 台) 

3.了整體美觀與耐用性，本案採用崁

入式鋁合金材質面板並配合裝潢採

崁入桌面安裝,及含翻譯系統 CAT 

5e 快速連接線(25 組) 

1 式 239,000 239,000 教學設備 應日系 

003-06 
錄音系統及麥克風控制軟

體 
依採購設備及原有教室設備整合 1 式 91,000 91,000 教學設備 應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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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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04 擴充嵌入式系統設計實驗室設備  1,249,800  資工系  

004-01 個人電腦(含還原卡)、螢幕

記憶體 2G 以上/硬碟 500G 以上、

Intel Core 2 Quad 2.66GHz(含)以上、

16xDVD-ROM、LCD19”、廣播系

統 

60 套 20,830 1,249,800 教學設備 資工系 

設 備 汰 舊 換

新，增強學生基

礎 學 能 及 實 務

實作訓練。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005 增設創意休閒、國際休閒、都會休閒與鄉村休閒專業設備  432,700  休閒系  

005-01 個人電腦(含螢幕) 

 Intel 全新 i3(3.0G)雙核心 

 2G_DDR3_1333 記憶體  

 640G 硬碟/DVD 燒錄  

 微軟 Win7 進階版  

 高階 5450-1G 獨顯 DirectX_11  

 彩色液晶顯示器 20 吋寬螢幕 

6 套 25,000 150,000

教學設備 

（鄉村休閒

教室） 

休閒系 

充 實 專 業 教 室

之 教 學 設 備 與

環境。落實休閒

活 動 實 務 專 業

課 程 之 操 作 與

練習。配合中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 一 ) 、 ( 二 ) 、

(三)。 005-02 筆記型電腦 

 14.1 吋(1366 x 768) / Intel 雙核  

  i5-560M (2.66G Turbo to 3.20G) / 

 4GB DDR3 / 500G  

 ATI Mobility Radeon� HD 5650 獨

 顯 1G / 藍牙 / 視訊 / 網路 N 模

1 台 39,800 39,800

教學設備 

（都會休閒

教室） 

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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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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組 / Win 7 系統 

005-03 高效能觸控平板電腦 

顯示器：9.7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

鏡面寬螢幕 Multi-Touch IPS 顯示

器 、1024 x 768 像素，132 ppi 解析

度  

定位功能、輔助式全球定位系統 

(Wi-Fi + 3G 機型)  

處理器：1GHz Apple A4 自行設計高

效率低耗能內嵌系統晶片  

電池與電源：內建 25Whr 可充電鋰

聚合物電池  

Windows 系統需求：具備 USB 2.0 

埠的 PC 、Windows 7；Windows 

Vista；或已安裝 Service Pack 3 之後

版本的 Windows XP Home 或 

Professional  

輔助鍵盤 Keyboard Dock：Connection 

Kit 提供您兩種方式輸入數位相機

中的照片與影片：利用相機本身的

USB 傳輸線，或直接輸入 SD 卡上

的內容。 

8 台 22,000 176,000

教學設備 

（國際休閒

研討室，主

要用於包括

專題製作、

活動企畫等

分組研討課

程；採用平

板電腦亦使

空間使用更

彈性充分利

用） 

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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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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05-04 A2 彩色印表機 

 使用新一代 UltraChromeK3 墨水 

 階調豐富的黑白列印  

 微針點壓電噴墨技術  

 配備一個 USB2.0 連接埠  

 內建乙太網路連接埠  

 9 色大容量分離式卡匣設計  

1 台 42,900 42,900

教學設備 

（配合鄉村

休閒教室之

規劃） 

休閒系  

005-05 Xbox 360 250 GB 主機 

Xbox 360 黑色ＥＬＩＴＥ主機×１

250Ｇ可拆卸式硬碟×１ 

黑色無線手把×１ 

135W 電源供應器×１ 

AV 輸出線 X 1  

耳機 X 1 

2 台 12,000 24,000
視聽教學設

備 
休閒系  

006 企業實習模擬專業教室（第二期）  500,000  企管系  

006-01 企業營運模擬系統 

BOSS 2010 升級版 

(ARENA-B) 4 組控制端，基本教育

訓練。 

1 套 200,000 200,000 教學軟體 企管系 

凸顯理論、實務

並 重 之 辦 學 理

念與特色。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 
006-02 創新創意研發軟體 

(CREAX Innovation Suite) -5 人版 

原廠授權證明書，中文安裝操作手

冊乙份(含 40 頁以上)，基本教育訓

練 

1 套 200,000 200,000 教學軟體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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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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06-03 
3D 虛擬零售商經營模擬軟

體教學模組 

(VBM-management) -5 人版 

原廠授權證明書，中文安裝操作手

冊乙份(含 40 頁以上)，商務系統模

擬-3D 虛擬企業經營管理書籍 1

本，基本教育訓練 

1 套 100,000 100,000 教學軟體 企管系  

007 英語幼兒情境教室及互動式發音、字彙及英檢多媒體教材  1,591,000  應英系  

007-01 個人電腦(含螢幕) 

1. Core I5650 3.2GHz  (無作業系統) 

(獨立主機不含螢幕) 

2.液晶防刮顯示器19 吋寬螢幕(含防

盜架) 

32 套 26,000 832,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1) 加 強 學 生 在

英 語 教 學 教 案

課 程 的 實 務 操

作。(2)情境佈置

的 環 境 可 讓 學

生 實 際 體 驗 幼

兒教學情況。(3) 

強 化 學 生 教 案

的 編 撰 及 教 材

的 製 作 能 力 與

經驗。(4)英語情

境 角 落 可 增 強

學生「聽」、「說」

能力，並增加教

007-02 投影機 4000 流明或以上 1 台 45,000 45,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007-03 120 吋電動螢幕 

類型：電動捲簾型，前照〈投〉反

射式、布幕尺寸： 120 吋、布幕材

質：珍珠光表面批覆高對比光學乳

膠 

1 幅 14,000 14,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007-04 合金鋼高架地板 全室高架地板更新工程 1 式 150,000 150,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007-05 廣播系統 教學用廣播系統 1 台 90,000 90,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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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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07-06 冷氣空調系統 
分離式冷氣 1 對 2, 6300ka 

含主電源配置 
2 台 130,000 260,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導 兒 童 口 語 會

話 及 說 故 事 等

之能力。配合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007-07 裝潢整修 
原有拆除清運,網路電源更新及隔

間屏風座椅 
1 台 200,000 200,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008 RFID 教學實驗模組  1,000,000  電子系  

008-01 個人電腦 

1. 處理器：支援 Intel Celeron 

Dual-Core 2.4GHz (含)以上  

2. FSB 外頻時脈：支援 800MHz(含)

以上  

3. 記憶體：2GB DDR3 1333 

4. 硬碟機： 

5. 容量：500GB(含)以上 

6. 傳輸界面：Serial ATA(SATA) 

7. 六合一讀卡機(以上) 

8. DVD 光碟機 

9. 鍵盤：104 鍵(含)以上中英文 PS2

或 USB 鍵盤 

10. 滑鼠：USB 光學滑鼠(付滑鼠墊)

11. 附耳機、麥克風、啦叭 

60 套 16,666 1,000,000 教學設備 電子系 

設 備 汰 舊 換

新，增強學生基

礎 學 能 及 實 務

實作訓練。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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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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12. 顯示介面：顯示記憶體與系統記

憶體共用，具 1280×1024(含)以

上高彩、高解析繪圖能力 

13. 網路介面：.具10/100/1000Mbps 

Ethernet網路介面 

14. 電源供應器： 

15. 輸出功率：200W(含)以上 

16. 附電腦延長線：長度 1.5M(含)

以上，五個三孔插座，10A(含)

以上 

17. 主機外殼：直立式；裝置空間2

大2小(含)以上 

18. 復活卡 

甲、 立即復原型支援Windows 

(2000/2003/XP/Vista(x86/x64)/

Win7，備份復原型支援常見

之作業系統。 

乙、 提供喚醒其他電腦功能及

100/100m自動選擇之網路傳

輸功能 

丙、 提供智慧型網路對拷功能 

丁、 提供在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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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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2000/2003/XP/Vista(x86/x64)/

Win7下自動修改IP。

Address/Computer Name等功

能，解決網路識別名稱及IP

相同之困擾。 

19. 支援超過200GB以上之IDE及

SATA大容硬碟。 

009 西餐設備  988,000  餐飲系  

009-01 萬能蒸烤箱(小型) 

1.可容納 1/GN PAN6 盤

(W847*D771*H757 ㎜) 

2.正面及背面皆為不锈鋼材質,內部

為弧型轉角不锈鋼 

3.會自動偵測蒸氣鍋爐內的水垢淤

積程度(鈣化診斷系統 CDS) 

4.燒烤溫度 30℃~300℃;蒸烤溫度

30℃~130℃;燒烤加蒸煮 30℃~300℃

5.擁有 9 種工作模式(大塊煎烤、短

時煎烤、家禽類、魚類、烘烤品、

蛋製品和甜品、配餐、烘焙、完成

Finishing) 

6.擁有六個檢測點,能精確測出肉中

1 台 300,000 300,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充 實 學 生 於 製

做 西 式 餐 點 的

知識及方法，訓

練 學 生 代 表 參

與競賽。配合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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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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心溫度;濕度可仿所需微調,0％~100

％可任意微調設定。 

7.可 24 小時連續烹煮功能及 1/2 節

省能源烹煮法 

8.可儲存 350 道菜名可輸入中文名

稱,每道菜可輸 12 個烹飪步驟 

9.附清洗噴槍(隱形式) 

10.控制面板中文字幕顯示(55 種語

文介面) 

11.五段式風速 

12.全自動無菌清洗裝置,符合

HACCP 國際衛生標準 

13.二年保固含工資 

14.care control 自動除鈣清洗功能 

15.使用教學,鍵入 100 道菜單 

16.電力:220V/380V 60H 3∮ 60HZ  

19KW 

009-02 萬能蒸烤箱(中型) 

1.可容納 1/GN PAN10 盤

(W847*D771*H1017 ㎜) 

2.正面及背面皆為不锈鋼材質,內部

為弧型轉角不锈鋼 

3.會自動偵測蒸氣鍋爐內的水垢淤

1 台 405,000 405,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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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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積程度(鈣化診斷系統 CDS) 

4.燒烤溫度 30℃~300℃;蒸烤溫度

30℃~130℃;燒烤加蒸煮 30℃~300℃

5.擁有 9 種工作模式(大塊煎烤、短

時煎烤、家禽類、魚類、烘烤品、

蛋製品和甜品、配餐、烘焙、完成

Finishing) 

6.擁有六個檢測點,能精確測出肉中

心溫度;濕度可仿所需微調,0％~100

％可任意微調設定。 

7.可 24 小時連續烹煮功能及 1/2 節

省能源烹煮法 

8.可儲存 350 道菜名可輸入中文名

稱,每道菜可輸 12 個烹飪步驟 

9.附清洗噴槍(隱形式) 

10.控制面板中文字幕顯示(55 種語

文介面) 

11.五段式風速 

12.全自動無菌清洗裝置,符合

HACCP 國際衛生標準 

13.二年保固含工資 

14.care control 自動除鈣清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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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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15.使用教學,鍵入 100 道菜單 

16.電力:220V/380V 60H 3∮ 60HZ  

19KW 

009-03 巧克力噴飾機 電壓:110V;尺寸:25*24*40 ㎝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009-04 空壓機(巧克力噴飾機用) 一碼力;電壓:110V 1 台 12,000 12,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009-05 
迷你型攜帶式單頻無線擴

音機 

-10W 輸出功率內建 USB MP3 播放

器 , 迷你無線擴音機(附一支無線

手持麥克風及夾領式無線麥克風) 

輸出功率: 30W(SPL) / 4Ωload, 

10W(RMS) 

音箱型式: 4 吋全音域喇叭 

音源輸入: 有線麥克風 , 外部音

源, USB 2.0 

音源輸出: 可外接喇叭 

電源無應: 100-240V 1.5A, 15V 4A 

電池種類: 鉛酸充電電池(12V / 

2.7AH) x 1 顆 

使用時間: 演說大約 4-6 小時 

充電時間: 約 4 小時 

天線: 內建 

2 台 11,000 22,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第153頁，共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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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09-06 桌上型攪拌機 4.5 夸特攪拌機 330*210*350 3 台 13,000 39,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009-07 拉糖工作台 

材質：不锈鋼工作檯(含照燈、幫

浦、剪刀、酒精燈、拉糖溫度計、

花朵矽利康模、拉糖專用手套、拉

糖用色表包、魔術糖等) 

電壓：220V 

尺寸：300*400mm 

1 組 35,000 35,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009-08 進口大型蒸氣熨衣機 655 ㎜*260 ㎜;電壓:110V 1 台 18,000 18,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009-09 空氣門 

吹出口平均風速:7.0-12.5m/sec,吹出

口平均風量:35m3/min,有效遮斷距

離:3.0m,用電規格 220V/60HZ(含配

線及安裝)-西餐教室.飲料調製教室

5 台 18,000 90,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009-10 商用磨豆機 

電力：110V 1/2HP 

尺寸：33 X 19 X 57cm 

迴轉數：1400 轉 

漏斗容量：1.2Kg 

1 台 27,000 27,000 教學設備 餐飲系  

010 特色實驗室設備更新與強化  1,982,300  資管系  

010-01 EIS(主管資訊系統) 
包含: 

1.銷售 EIS/財務 EIS/存貨 EIS/生產
1 套 420,000 420,000 教學設備 資管系 

透 過 商 業 智 慧

軟 硬 體 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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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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EIS 

2. 2 Named user;教育版本;For 大專院

校一台 Server 授權; 

3 含軟體安裝整合;保固一年以上。

4.可與資管系 ERP 實驗室之 ERP 系

統資料庫整合。 

5.至少含四年免費系統維護 

置，將有助於商

業 智 慧 相 關 課

程 之 實 施 並 協

助 學 生 獲 取 相

關專業證照。 

多 媒 體 設 備 之

建 置 將 改 善 教

學境品質。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010-02 
2U 機架式伺服器 

及軟體安裝 

每套包括 

1.CPU: 2 顆 Intel® Xeon® 3.46GHz 

四核心以上處理器 

2.RAM:32GB(含)以上 

3.硬碟：Raid5，4 顆 500GB(含)以上

SAS HDD 

4.DVD 光碟機 

5.網路介面：2 個(含)以上整合式連

接埠 

6.含標準版 Microsoft Windows 2008 

Server 至少一套 

7.含標準版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至少一套 

2 套 243,420 486,840 教學設備 資管系 

010-02-01 全高機櫃 42U 標準機櫃含Kit(層版x4) 1 台 25,900 25,900 教學設備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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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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10-03 
HERM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

-配銷模組 

1. 包含資材部門/採購部門/業務部

門，每部門內容需以下列8項單

元作為指標。 

一、 部門目標  

二、 工作職掌  

三、 作業流程  

四、 日常管理  

五、 績效 KPI  

六、 管理困擾  

七、 e 化效益  

八、 學習評量 

2.同時上線人數100U(含)以上 

3.含數位課程專用主機一台;保固一

年 

1 套 350,000 350,000 教學設備 資管系  

010-04 
雙向紅外線電子白板及投

影設備 

包括： 

1. 雙向紅外線電子白板：至少 82

吋含整合施工，電源以及網路佈

線工程（電源與網路各 12 個點)

2. 2500 以上流明短焦投影機 

1 套 134,500 134,500 教學設備 資管系  

010-04-01 IRS 即時反饋系統  RF25 人版(含)以上 1 套 64,472 64,472 教學設備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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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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09-04-02 多視埠教學錄播系統 

1)switch hub 機櫃機架式 

2)多視埠教學錄播主機一台 

3)多視埠錄播軟體一套 

4)耳掛式無線麥克風一組 

5)擴大混音器一台 

6)360 度高解析度攝影機(10 倍以上

光學變焦)及攝影機控制盤至少 2

組 

1 套 309,088 309,088 教學設備 資管系  

010-04-03 分離式冷氣 

一對一壁掛分離式冷氣(5600KCAL/

小時)含筒管、安裝架以及配電控制

安裝 

1 台 31,500 31,500 教學設備 資管系  

010-04-04 數位教材製作軟體 
Adobe Captivate 教育版 

Articulate Studio 
1 套 50,000 50,000 教學設備 資管系  

010-05 大型彩色繪圖機 

1. 24 INCH 以上  大型彩色繪圖

機 

2. 解析度：彩色列印可達 2400dpi 

×1200dpi 以上  

3. 墨水匣：採用高容量八色墨水

匣，墨水匣設計為各色分離式

4. 列印寬度：A1 尺寸(含)以上  

5. 提供單張及捲筒進紙方式  

6. 記憶體 128MB，40GB 硬碟以上

1 台 110,000 110,000

教學設備 

（使用課

程：包括多

媒體相關課

程及專題製

作。放置地

點：數位學

習室）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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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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7. 介面：採標準 10/100BT 乙太網

路連線及 USB2.0 High Speed(相

容於 USB1.1)，均應附專用電纜

線  

8. 提供中文使用手冊、原廠腳架、

原廠自動裁紙器、置紙槽及噴墨

繪圖滾筒紙 30 公尺(含)以上 

011 攝影棚設備及環境材料室設備更新  1,900,000  視傳系  

011-01-01 HD 錄影設備 

1800 萬畫素(含)以上數位單眼相

機，具備 1920 X 1080 每秒 30 格

HD 錄影功能，含鏡頭組、電池、

腳架、揹袋等配件 

15 台 45,000 675,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強 化 數 位 視 覺

影 像 製 作 能

力，配合未來電

子書發展。增加

立 體 造 形 之 成

型 技 術 與 製 作

範圍，擴大學生

創 作 的 可 能

性。配合中程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一)、(三)。 

011-01-02 高階 HD 錄影設備 

2100 萬畫素(含)以上全片幅數位單

眼相機，具備 1920 X 1080 每秒 30

格 HD 錄影功能，含鏡頭組、電池、

腳架、揹袋等配件 

2 台 265,000 53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1-03 拍攝配件 拍攝穩定架 1 架 30,000 3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1-04 錄音設備 指向性麥克風收音組 2 組 15,000 3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01 琉璃珠燒製設備 琉璃珠燒製設備雙人組 1 組 70,000 7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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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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含氧氣機、及噴火嘴)） 

011-02-02 金工、玻璃電窯設備組 
金工、玻璃電窯設備組 

(內徑 40cm*40cm40cm) 
1 組 100,000 10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03 玻璃研碎機 玻璃研碎機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04 桌上型裁床 
桌上型裁床

(W45cm*D68.6cm*L82cm) 
1 台 52,500 52,5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05 小型焊接組 小型雙桶鎔焊接組 2 組 25,000 5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06 琺瑯爐 
琺瑯爐 

(內徑 10cm*10cm10cm) 
2 台 20,000 4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07 金屬壓模機 手動油壓機(3.5cm*25cm*62.4cm) 1 台 22,500 22,5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08 磁浮式拋光機 
磁浮式拋光機

(L25cm*H18cm*D44cm) 
1 台 25,000 25,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09 電動拉線機 
電動拉線機

(D41cm*W125cm*H90cm) 
1 台 80,000 8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10 手動壓片機 
手動壓片機

(W35cm*D50.6cm*H90cm) 
1 台 45,000 45,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11 造形鉆組 
中形鉆組 T 型造型鉆組 

(10 件組) 
1 組 30,000 30,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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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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11-02-12 鍛造組 鍛造用造型鎚組(9 件組) 1 組 15,000 15,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1-02-13 研磨工具組 
研磨工具組(超音波打孔機，20”平

面細磨石) 
1 組 75,000 75,000 教學設備 視傳系  

012 能量驗測系統  840,000  
電腦與通訊

研究所 
 

012-01 能量驗測系統 

1.驅動模組 

2.含串列傳輸介面 

3.具電源濾波防護功能 

4.控制軟體 

5.可支援Win7介面 

6.圖型輸出介面 

7.報告輸出與office2010相容 

8.儲存裝置 

9.可支援usb3.0/GPIB介面 

10.具回復功能 

11.控制系統 

12.具軸控控制功能, 精密度<+1度

以上 

13.含教育訓練及教材 

14.一年保固 

1 套 840,000 840,000 教學設備 
電腦與通訊

研究所 

配 合 能 量 驗 測

系統方面，加強

學 生 系 統 程 式

及 驅 動 程 式 設

計 之 能 力 的 規

劃目標。配合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三)。 

第160頁，共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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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13 增設研究生設備儀器  100,000  觀研所  

013-01 統計軟體 HLM 6.0 階層線性模式軟體 1 個 26,000 26,000 教學設備 觀研所 
充 實 教 學 資

源，增加實地研

究設備。配合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013-02 GPSmap 

 採用高感度接收晶片  

 採用 microSD 插卡式記憶卡，可任

意換卡擴充載入地圖  

 GPS、電子羅盤、氣壓式高度計，

all-in-one 功能提供您全方位的應

用  

 航跡記錄容量，可隨記憶卡空間擴

充  

 支援顯示 MapSource® Topo 等高線

電子地圖及 BlueChart® 電子海圖

(含歐洲、美洲、亞洲、澳洲)  

 具備氣壓式高度計及電子羅盤。 

 出廠時預先輸入台灣區道路電子

地圖於 microSD 內，並具備

（turn-by-turn）建議路線規劃的導

航功能。  

 具高解析度彩色 TFT 液晶螢幕，

使用者並可設定畫面顯示配色。 

1 支 33,000 33,000

教學設備 

(資源調查

研究的必備

儀器) 

觀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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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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獨立式 USB 及 RS232 雙介面設

計。 

013-03 雙筒望遠鏡 

1. 倍數 25 倍，口徑 100mm 

2. 可達到 75°超廣角大視野 

3. 採多層膜 BAK-4 高透光率稜鏡 

2 支 12,500 25,000

教學設備 

(資源調查

研究的必備

儀器) 

觀研所  

013-04 單筒望遠鏡 

1. 口徑 80mm，物鏡焦距 500mm 

2. 最近對焦 5 米 

3. 鋁合金剛機身，ABS 防震材質 

4. 採用 ED 多層膜鏡片 

1 支 16,000 16,000

教學設備 

(資源調查

研究的必備

儀器) 

觀研所  

014 電腦週邊設備、教學輔助設備  930,000  會計系  

014-01 筆記型電腦 

1.core i5 CPU(含)以上 

2.獨立顯卡 

3.HDMI 

4.4GB RAM(含)以上 

5.Huron Riuer 平台 

2 套 50,000 100,000 教學設備 會計系 

增 進 資 訊 多 元

教學，建構一套

完 整 課 程 所 需

之 軟 硬 體 環

境，以提升教學

品質。配合中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 一 ) 、（ 二 ）、

(三)。 

014-02 
機架式伺服器(機櫃)設備

汰舊 

1.CPU: Intel(R) Xeon(R) E5570, 

2.93GHZ (含)以上 

2.RAM: 6GB(含)以上 

3.光碟機: DVD+-RW  

4.硬碟機: 1TB SATA (7200RPM) (含)

1 組 230,000 230,000 教學設備 會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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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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以上  

5.螢幕:19 吋 (含)以上液晶顯示器含

喇叭 

6.windows server 系統軟體 

7.機架式 24 埠網路交換器*3 

8.顯示卡:工作站繪圖卡 

9.佈線安裝 

014-03 觸控平板電腦 

1.觸控面板 

2.core i3 CPU (含)以上 

3.獨立顯卡 

4.HDMI 

5.4GB RAM(含)以上 

1 台 60,000 60,000

教學設備 

（放置地

點：專業教

室 B408，使

用課程：移

動教學、會

計審計軟體

課程） 

會計系  

014-04 網路雷射印表機 

1.40ppm(含)以上 

2.540MHz(含)以上 

3.雙面列印 

2 台 50,000 100,000 教學設備 會計系  

014-05 多媒體廣播教學系統 學生端 56 位+老師端 1 位,(含)以上 1 式 90,000 90,000 教學設備 會計系  

014-06 會計專業軟體 
1.系統使用操作教學 

2.會計,配銷,製造業軟體 
3 式 60,000 180,000 教學設備 會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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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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14-07 移動式擴音設備 

輸出功率:120W(含)以上、兩個(含)

以上有線麥克風輸入，一個(含)以上

LINE 輸入，須全部獨立音量控制，

含搭配兩組(含)以上之無線手握

式、佩掛式麥克風發射器，支援

DVD、MP3 等多媒體播放。 

1 套 50,000 50,000 教學設備 會計系  

014-08 審計專業軟體 

1.系統使用操作教學 

2.(1)註冊會計師審計軟體,全面支持

新審計準則,支持風險導向審計.  

(2)三種方式導入財務數據,充分適

應不同的財務軟體： a.自動取數工

具,自動從財務軟體獲取財務數據 

b.從標準數據接口導入數據 c.從

Excel 檔案/文本檔案/Access 和 DBF

資料庫檔案導入數據 

(3)高度的自動化： a.自動生成底稿

與附註,自動憑證抽查,自動重分類 

b.自動匯總分錄並生成審計差異匯

總表,自動生試算平衡表及審定表 

c.自動趨勢分析,比率分析 d.數據自

動即時保存。  

(4)多套審計模板適應不同被審單

1 式 120,000 120,000 教學設備 會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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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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位,多種底稿模板可快速新建底稿 

(5)強大的底稿編輯功能,功能同

Excel 幾乎一致 

015 電路設計與應用軟體  620,000  電子系  

015-01 Protel 最新版 Altium Designer 科系授權五套裝 1 套 280,000 280,000 教學設備 電子系 
設 備 汰 舊 換

新，增強學生基

礎 學 能 及 實 務

實作訓練。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015-02 感測與無線通訊發展平台 

1. 具微控制器的發展平台(含燒錄

器及發展平台軟體) 

2. 具串列傳輸介面 

3. 具2.4GHz無線傳輸介面模組  

4. 三 軸加速器模組 

5. 溫濕度感測模組 

6. 觸碰模組 

7. LCD,4x4KB,蜂鳴器 

8. 具自走車功能模組 

9. 含教育訓練及教材 

10. 一年保固 

15 組 22,667 340,000 教學設備 電子系 

016 航空專業教室設備更新  768,000  旅運系  

016-01 飛航座椅 訂製飛航座椅 60 張 12,800 768,000 教學設備 旅運系 

充 實 專 業 教 室

之 教 學 設 備 與

環境。增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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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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實 務 專 業 課 程

之 操 作 與 練

習。配合中程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一)、(三)。 

017 電腦週邊設備、教學輔助設備  932,800  國貿系  

017-01 
企業型個人電腦(含 19 吋

寬螢幕防刮玻璃) 

CPU: Intel Pentium DC E5400 雙核心

處理器(2.7GHz)(含以上) 

記憶體: 2GB DDRII 800(含以上) 

硬碟機:SATA 500G(含以上) 

光碟機:DVD 燒錄器 

螢幕:19 吋寬螢幕 

20 台 22,000 440,000 教學設備 國貿系 

協 助 理 論 課 程

與 實 務 操 作 的

接軌，透過數位

學 習 提 昇 學 生

競爭力，並改善

教學環境。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三)。 

017-02 
Top-BOSS 行銷贏家經營模

擬競賽系統 

內含 

1.光碟 4 片, 

2.使用手冊 4 本 

3.教育訓練時數: 六小時(可分一次

或二次上完) 

產品說明: 

1. 模組: 教師自由設定供應環境條

件 

2. 一般性功能: 使用人數限制至少

1 套 492,800 492,800 教學設備 國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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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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50 人可同時上線 

3. 安裝方式:授權一台 SERVER 安

裝(科系授權) 

4. 使用網際網路版買斷版本；保固

一年, 含一年內免費升級服務 

5. 使用介面: 學生端＋教師端 

6. 競賽結果顯示 

7. 競賽管理系統 

8. 學習者功能 

9. 競賽顯示報表  

10. 教學管理系統 

11. 報名管理系統 

12. 教學分析功能產生經營結算報

表 

018 擴充專題實驗室設備  790,200  資工系  

018-01 個人電腦 

記憶體 4G 以上/硬碟 500G 以上

/16xDVD-ROM/ Intel Core 2 Quad 

2.66GHz(含)以上 

32 台 16,875 540,000 教學設備 資工系 

設 備 汰 舊 換

新，增強學生基

礎 學 能 及 實 務

實作訓練。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018-02 二足機器人教學平台 

全人型鋁合金機體結構(含遙控器)

以單板電腦為控制核心、內含

8Bit-MTP Type MCU 具 Compiler 架

1 套 31,000 31,000 教學設備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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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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構、可由 USB 介面直接下載程式碼

至單板電腦、具 16Channel 伺服機驅

動電路、配備 16 個金屬齒輪伺服

器、伺服器每個力距至少 10kg-cm、

所有伺服器均內附保險絲、以

BASIC 語言編寫操控程式、符合

CmdBUS 通訊協定架構、附動作編

輯軟體可編輯機器人動作、全中文

程式開發環境 

(三)。 

018-03 機器人實驗模組 

1.含智慧型積木(NXT)一個 

2.含光感應器、超音波感應器、音源

感應器、觸控感應器等 

2 組 13,000 26,000 教學設備 資工系  

018-04 機器人教學平台 

具 Hard Point 連接頭、直流馬達控

制器、伺服控制器、12V 可充電

NiMH 電池 

1 套 35,000 35,000 教學設備 資工系  

018-05 
PSoC 嵌入式微電腦控制發

展系統 

1.具 PSoC 發展系統基板 

2 具 Bootloader 軟體 

3.具多點解控感知模組 

4.具三軸加速器模組 

5.具溫溼度模組 

6.具藍牙無線傳輸模組 

7.具 TCPIP 上網套件 

1 套 23,000 23,000 教學設備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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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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8.具配件包 

018-06 
ARM11 6410 Android 開發

平台 

1.具 800Mhz S3C6410 處理器 

2.具 256MByte mobileDDR 

3.具 1GByte NandFlash 

4.具 4.3 吋觸控式 LCD 

5.支援 Android 2.0、2.1 作業系統 

、Linux 2.6.28 作業系統及 WinCE 6.0

作業系統 

4 套 25,550 102,200 教學設備 資工系  

018-07 
無線傳輸 RFID 血氧濃度

偵測器 

結合血氧濃度偵測數值輸出及主動

式 RFID 電子標籤設計，可回傳血氧

濃度偵測數值至主動式 RFID 數位

接收器 

1 套 33,000 33,000 教學設備 資工系  

019 充實財金專業軟體及相關設備  311,000  財金系  

019-01 財金軟體購置（1） 多層次線性分析統計軟體（HLM） 1 套 25,000 25,000 教學設備 財金系 
充 實 財 金 專 業

教室軟、硬體設

備，使理論課程

與 實 務 課 程 的

結 合 更 能 貼 近

金 融 市 場 的 瞬

息萬變。配合中

019-02 財金軟體購置（2） 

質性分析軟體 8 台電腦使用版  

（含 6 小時教育訓練） 

NVIVO 9 8-User 

1 套 74,000 74,000 教學設備 財金系 

019-03 財金軟體購置（3） 財經活動空間數值資料庫 1 套 150,000 150,000 教學設備 財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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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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019-04 專業教室錄影器材 

硬碟式數位攝影機 HDR-XR350 內

建 160G 記憶體三向式 10 倍超級光

學防手震 12 倍光學變焦內建 160G

記憶體三向式 10 倍。. 

1 台 32,000 32,000 教學設備 財金系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三)。 

019-05 筆記型電腦 

企業精簡型電腦（Intel Atom 處理器

N270 5.12KB L2 快取記憶體 、

1.6GHz 533MHz） 

2 台 15,000 30,000 教學設備 財金系 

020 射頻量測中心教學設備汰舊換新  1,500,000  電子系  

020-01 模擬基站設備軟硬體升級 

1.系統控制器升級 

(a)3G(含)以上通訊協定 

(b)單進單出或多進多出系統 

(c)通道模擬器 

2.介面軟體升級 

(a)3G(含)以上通訊協定軟體 

(b)單進單出或多進多出系統軟體

(c)通道模擬器軟體 

1 套 1,500,000 1,500,000 教學設備 電子系 

設 備 汰 舊 換

新，增強學生基

礎 學 能 及 實 務

實作訓練。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021 財稅知識中心設備維護提升  162,000  財稅系  

021-01 筆記型電腦 

1.CPU: Intel Core i5-560M 

(2.66GHz/Turbo 3.2GHz)(含以上) 

2.記憶體: 2GB DDR3 1066 MHz 記憶

5 台 32,400 162,000 教學設備 財稅系 

落 實 學 生 稅 務

知 識 的 應 用 與

服 務 學 習 的 精

神。成為本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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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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果及與學

校中程校務發展之

關聯性） 

體（支援雙通道）(含以上) 

3.硬碟機: 640GB SATA(含以上) 

4.獨立顯示卡: ATI HD 5650 實體 

DDR3 1GB(同級產品含以上) 

5.視訊: 130 萬像素，Acer CrystalEye 

暗光補強視訊鏡頭 

生 考 取 證 照 的

專業教室，預期

每 年 畢 業 生 取

得 稅 務 相 關 證

照達 40％。配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二)、

(三)。 

合        計  $20,35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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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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1 投影機 3500 流明以上 

（台灣銀行共同契約 1

組 4 項） 

17 台 31,000 527,000 全 校 教

學使用 

全校  

002 電動布幕 120 吋 5 幅 12,000 60,000 全 校 教

學使用 

全校  

003 資訊講桌 台灣銀行共同契約 2 組

29 項 

8 台 76,000 608,000 全 校 教

學使用 

全校  

004 硬體廣播系統 觸控式面板 2 組 100,000 200,000 全 校 教

學使用 

全校  

         

         

         

         

         

合   計   1,395,000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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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1 桌上型電腦 

I5-650 以上/4G/500G/CRD/DVD-RW

含防毒軟體 

19”顯示器 

還原卡(WIN7 版) 

網路派送 

三年保固 

51 部 30,000 1,530,000

圖書館二樓

數位資源學

習區之利用

指導教室設

備改善，提

供優質教學

環境，推廣

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升級

版及館藏各

項資源。 

全校師生 提升圖書館 e

化服務，配合

中程校務發展

重點之執行策

略：(一)。 

1-2 教學廣播系統 含教師端 51 點 1 組 100,000 100,000

1-3 雷射印表機 
雷射/黑白列印  含雙面列印器，A3

含網路列印 
2 部 45,000 90,000

1-4 
機架式 3U 高階網路附加

儲存系統 

HP X1800、中央處理器 Quad-Core 

Intel Xeon E5530、記憶體-標準 6GB

記憶體(優規)、磁碟機-2x 146GB 

SAS (作業系統，磁碟鏡射)、6x 1TB 

SATA(優規)、磁碟機陣列盒 20(優

規)、網路介面埠 4(優規) 、PCI 擴

充槽 6(優規)、電源 2 個原廠電源供

應器共可達 1500W，具熱抽換與備

援容錯功能 

1 部 300,000 300,000

合       計   $2,020,000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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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單位 

(冊、卷)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2-1 ˇ      冊 320 2,500 800,000
充實外文專業 

圖書館藏 
全校 

充 實 圖 書 館

藏書質量，配

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一)。 

2-2  ˇ     冊 2,000 400 800,000
充實中文專業 

圖書館藏 
全校 

2-3      ˇ 件 300 4,000 1,200,000
充實多媒體 

圖書館藏 
全校 

2-4      ˇ 套 1 450,000 450,000
充實 e-Learning 數位

教材 
全校 

             

             

             

             

             

             

             

合        計  2,621  $3,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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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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移動式擴音器 

輸出功率：70W≧(rms)/4Ω；T.H.D.：

低於 0.1%；完全隱藏式天線；≧8 吋

全音域喇叭；可直接在喇叭箱機體上

操作；USB、CD、MP3 放音座；音源

輸入：具平衡式、不平衡式 MIC 及

LINE；具便於拖拉及手提功能；電源

供應：內建≧12V/ 4.5AH 充電式電池

兩只，智慧型充電裝置及 100~240V 

AC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具內建手持式

UHF 無線麥克風 2 組；通過國內外電

波法規及安規。 

3 組 26,000 78,000 
活動共同使

用 
學自會 

加強學生法

治教育，配

合中程校務

發展重點之

執行策略：

(三)。 

3-2 多合一電腦 

液晶螢幕：≧20 吋 16:9 寬螢幕 

1600x900；記憶體：≧2GB；硬碟：≧

500GB；顯示介面：具 NVIDIA ION 整

合式顯示晶片；燒錄機：DVD 燒錄

機；網路介面：具無線網路 802.11 b/g/n

及 UTP 網路介面；作業系統：依本校

微軟授權內容辦理；內建 HDMI 端子 / 

eSATA 連接埠 / 6 合 1 讀卡機 / 網路

攝影機 / 喇叭  

10 組 23,000 230,000 
活動共同使

用 
學自會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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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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雷射多功能事務機 

具≧50 張自動文件進紙器 (ADF)；具

平台式掃描器，可掃描最大為 

A4/Letter；具≧125 張出紙匣；具≧ 50 

張多功能進紙匣；具可調整式≧ 250 

張進紙匣 2 組；具訂書機功能；具自

動雙面列印及影印功能；高速 USB 

2.0 連接埠、 10/100 Base-T 乙太網路

連接埠；內建≧ 64 MB 記憶體；具 

RJ-11 傳真連接埠和 RJ-11 輸出電話

連接埠。 

1 組 26,000 26,000 
活動共同 

使用 
學自會 

 

3-4 肩背式擴音機 

輸出功率：≧最大可達 55W/4Ω；喇

叭：具 1 吋高音喇叭及 5 吋中低音喇

叭；操作模式：可直接於箱體上操作；

音源輸入：須有線麥克風及 LINE 輸

入，採用 6.3Φ PHONE 型插座，獨立

音量控制；具 USB 及 SD 播放 MP3 格

式能力；具一組 UHF PLL、具有 ACT

功能、自動選訊接收模組無線麥克

風；預設頻率：可切換 16 組互不干擾

頻率；天線：隱藏式；電源供應：內

建≧12V/ 2.9A H 充電式電池及 100～

240V AC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通過國

1 套 12,000 12,000 
活動共同 

使用 
學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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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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外電波法規及安規。 

3-5 數位攝影機 

具內建≧32GB 快閃記憶體，16GB 

SDHC 記憶卡；具≧15 倍動態光學變

焦、低照度感應系統、時光間隔攝影

功能；內建 Bluetooth 藍芽傳輸功能；

附原廠背包+清潔組+保護貼+專用腳

架+HDMI 線+座充+車充。 

1 台 32,000 32,000 
活動共同 

使用 
學自會 

 

3-6 電子防潮箱 

≧340 公升容量；具≧1mm 烤漆鋼板，

防滑避震橡膠腳墊，載重≧150KG 的

層板 3 片；濕度顯示值

10%RH~99%RH，溫度顯示值 10℃~99

℃；具高載重可拆卸式直樑，氣密附

隱藏鎖把手；具相對濕度

20%RH~60%RH 可調功能；具斷電記

憶設定值功能，持續停電 12 小時內仍

可運用化學吸濕補位功能，繼續吸濕；

大型顯示螢幕，日製高感度感深器，

溫、濕度可任意切換調整；具低於

20%RH~60%RH 相對濕度間可做調整

功能；觸控式面板設計；使用壽命 10

萬小時以上；主機保固五年以上。 

1 組 21,500 21,500 設備管理用 學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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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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網路監控錄影機組 

含 16 組網路攝影機、1 組網路儲存錄

影主機 

主機：具內建 FTP 伺服器功能，提供

即時備份功能，可指派使用者與群組

檔案之權限， 可依照使用者或群組設

定可存取之硬碟容量大小，具設備狀

態提供自動郵件通知機制，內建 UPnP 

AV 機制，提供 UnicodeTM 標準支援

多國語言檔案名稱， 具備 USB 埠支

援列印伺服器與不斷電系統監控功

能，具≧1TB 以上磁碟 4 組，支援插

拔式磁碟式抽換。 

攝影機：支援≦1.0Lux 低光源環境監

看，具備≧16 倍數位影像變焦功能，

內建 802.11n 無線網路，提供≧

300Mbps 之無線連線，支援 3GPP 格

式，支援 UPnP 功能，隨機安裝 IP 攝

影機錄影軟體，可同時管理監看錄製

≧32 台網路攝影機 。 

1 套 72,700 72,700 設備管理用 學自會 

 

4-1 數位單眼相機 

具≧1800 萬有效畫素 CMOS 影像感應

器；搭載 DIGIC4 影像處理引擎；Full 

HD 影像素率達≧30fps；具每秒≧3.7

2 套 36,000 72,0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畢聯會、黃

鼠 狼 攝 影

工作社 

推動社區服

務活動，輔

導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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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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高速連拍；ISO 100-6400；具≧104

萬畫素≧3 吋 LiveView 螢幕；支援最

新 SD/SDHC 儲存格式；具外部麥克風

接頭、大容量鋰電池；含 EF-S18-55mm 

IS + EF-S 55-250mmIS 鏡頭。 

社區服務學

習，並結合

社區藝文活

動。配合中

程校務發展

重點之執行

策 略 ：

(九)。 
4-2 閃光燈 

閃燈指數≧58 (米，ISO 100，105mm)；

支援 E-TTL II / E-TTL / TTL 自動閃光

及外置測光感應器；覆蓋範圍≦ 24

至≧105mm (使用廣角擴散版時≦

14mm)。 

2 組 16,500 33,0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畢聯會、黃

鼠 狼 攝 影

工作社 

5-1 魔術設備組 切人魔術設備組-拉腰美人幻術 1 組 25,000 25,0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魔術社 

 

5-2 魔術設備組 切人魔術設備組-T 型屋 1 組 30,000 30,0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魔術社 

 

6-1 豎笛 

調性：Bb 調；管徑：14.81mm；口徑：

81mm；按鍵系統：17 鍵、含 6 環鍵；

管體材質：ABS 膠管；按鍵材質：鍍

合金（表面鍍鎳）；音孔形式：圓柱音

孔；配件：豎笛盒；通調布；擦拭布；

軟木油 。 

1 組 36,000 36,0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管樂社 

 

6-2 長笛 調性:C 調；按鍵：曲列；開鍵；加 E 1 組 21,000 21,000 配合活動、 管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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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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管徑厚度:0.40mm；主體材質：鎳

合金鍍銀；吹口：純銀；表面：鍍銀；

附件：長笛盒；長笛袋；擦拭布；通

調棒；通調布。 

教學使用 

6-3 小號 

調性：C ；管徑：0.461”；配件:原廠

盒 、 吹 嘴 、 擦 拭 布 ； 口 徑 ： 4.8 ”

(123mm) ；表面處理：鍍銀 ；頂彈簧

蒙耐合金 ；附 Bb 調調音管  

2 組 17,500 35,0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管樂社 

 

6-4 長號 

調性：Bb/F(轉閥裝置)；管徑：0.547”

(13.9mm)；口徑：8.5”(216mm) ；內

滑管材質：鎳合金鍍鉻；外滑管材質：

鎳合金；表面處理：清漆；配件:原廠

盒、吹嘴、擦拭布。 

1 組 33,000 33,0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管樂社 

 

7-1 廣東獅組 廣東獅，含獅衣 2 頭 18,000 36,0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神藝社 

 

7-2 獅鼓組 
大鼓≧ 2.2 尺 ，鈸、鑼(含鼓架、鈸

架、鑼架) 
1 組 33,800 33,800 

配合活動、

教學使用 
神藝社 

 

合       計  $8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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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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加強校園綠化 校園綠美化設施 1 批 203,200 203,200
校園綠化

設施 
全校 

建 置 溫 馨

校園，創造

校 園 美 感

與 營 造 優

質環境。配

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八)。 

         

         

         

合   計   203,200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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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內容說明（分

配原則、審查

機制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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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0,000 研究  23.33﹪ 研究 ＄320,000 研究 26.14﹪ 1.配合學校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獎

助款皆用於改善

師資素質，獎助

項目分為研究、

研習、進修、著

作、升等送審、

改進教學、編纂

教材、製作教具

等八項。並要求

老師參與各項學

術研究，積極修

訂 各 項 獎 勵 辦

法，鼓勵講師進

修博士學位。 
2.凡研究、研習、

進修、著作、升

等送審、改進教

學、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等相關

費用之申請皆需

通過相關會議審

核。 
3.所有辦法皆經一

定程序訂立且上

網公告；並依相關

辦法運作。 

研習 ＄1,118,900 研習 10.97﹪ 研習 ＄181,100 研習 14.80﹪

進修 ＄350,000 進修 3.43﹪ 進修 ＄50,000 進修 4.08﹪

著作 ＄1,600,000 著作 15.69﹪ 著作 ＄200,000 著作 16.34﹪

升等送審 ＄180,000 升等送審 1.76﹪ 升等送審 ＄20,000 升等送審 1.63﹪

改進教學 ＄420,000 改進教學 4.12﹪ 改進教學 ＄40,000 改進教學 3.27﹪

編纂教材 ＄90,000 編纂教材 0.88﹪ 編纂教材 ＄10,000 編纂教材 0.82﹪

製作教具 ＄30,000 製作教具 0.29﹪ 製作教具 ＄10,000 製作教具 0.82﹪

小計 ＄6,168,900 小計 60.47﹪ 小計 ＄831,100 小計 6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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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 2.55﹪ ＄40,000 3.27﹪

1.為提高本校職員

工之素質，鼓勵

行政人員進修及

參加各種與業務

相關之研習。 

2.相關辦法皆上網

公告，本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審

核各項獎助案

件，並非適用於少

數人及特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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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社 團 指 導 教

師鐘點費 
0.0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00﹪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

立大專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及學校配合款實施

要點」實施分配及績

效審查考評。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530,000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5.2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70,00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5.72﹪

小計 ＄530,000 小計 5.20﹪ 小計 ＄70,000 小計 5.72﹪

四、改善教學

之 相 關 物

品(單價一

萬 元 以 下

之 非 消 耗

品) 

＄0 0.00﹪ ＄282,900 23.11﹪

使用於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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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內容說明（分

配原則、審查

機制說明）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五、其他 

新 聘 教 師 薪

資(2 年內) 
＄3,241,100 

新 聘 教 師 薪

資 
(2 年內) 

31.78
﹪

新 聘 教 師 薪

資(2 年內) 
＄0

新 聘 教 師 薪

資(2 年內) 
0.00﹪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現 有 教 師 薪

資 
＄0 

現 有 教 師 薪

資 
0.00﹪

現 有 教 師 薪

資 
＄0

現 有 教 師 薪

資 
0.00﹪  

資 料 庫 訂 閱

費(1 年期) 
＄0 

資 料 庫 訂 閱

費 
(1 年期) 

0.00﹪
資 料 庫 訂 閱

費(1 年期) 
＄0

資 料 庫 訂 閱

費(1 年期) 
0.00﹪

 

其他 ＄0 其他 0.00﹪ 其他 ＄0 其他 0.00﹪  

小計 ＄0 小計 0.00﹪ 小計 ＄0 小計 0.00﹪  

總計 ＄10,200,000 100﹪ ＄1,224,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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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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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獎勵補助款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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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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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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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究 

(1) 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辦理。 

(2) 獎助內容： 

1. 進行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在扣除主持人費用後，每 1 萬元配

予 0.1 點，且每一計畫獎助最高配點不得超過 8 點。 

2. 獲有專利：獲有國外專利，每一專利得配予 5 點或 3 點；獲

有台灣或中國大陸專利，每一專利得配予 3 點或 1 點。 

3. 本辦法之獎助(含研究及著作)，每位教師每年以新台幣 25 萬

元為上限。 

2,700,000

強化教師研究，鼓勵教師提升研究

質與量，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

執行策略：(一)。 

0001-02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研習 

(1) 依本校「獎勵教師研習辦法」辦理。 

(2) 獎助內容：凡本校專任教師應因學校需要或參加與教學相關之

研習、研討會者得申請研習補助。 

   國內研習：補助經費每人每年以一萬二仟元為上限；國外研習：

發表論文者，補助經費每人每年以二萬四仟元為上限；未發表論

文者，補助經費每人每年以一萬二仟元為上限。 

1,300,000

提升師資水準及教學品質，配合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 ：

(一)、(三)。 

0001-03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進修 

(1) 依本校「專任教師進修辦法」辦理。 

(2) 獎助內容：凡本校專任教師於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者得申請進

修補助，國內每學期獎助四萬元，國外每學期獎助五萬元，以

四學期為限。 

400,000

提升師資水準，鼓勵教師進修，配

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 

0001-04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著作 

(1) 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辦理。 

(2) 獎助內容： 
1,800,000

強化教師研究，鼓勵教師論文與作

品發表，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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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1. 屬於 SCI(IF>=0.8)、SSCI 及 AHCI 期刊論文，每篇獎助 6 點。

屬於 TSSCI 或非屬於上述之 SCI 期刊論文，每篇獎助 4 點。

屬於 EI...及景文學報等期刊論文，每篇獎助 1 點。各單位推

薦之非屬於上述之期刊、研討會、或展覽，每篇(件)獎助至多

0.9 點。 

2. 本辦法之獎助(含研究及著作)，每位教師每年以新台幣 25 萬

元為上限。 

執行策略：(一)。 

0001-05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 

(1) 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及「教師著作外審作業要點」辦

理。 

(2) 獎助內容：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學位或著作升等之外審委員審查費用，每位

外審委員審查費用為二至三仟元。(因適用辦法不同而定)  

200,000

提升師資水準，鼓勵教師升等，配

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一)。 

0001-06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改進教學 

(1) 依本校「獎勵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獎勵教師研習辦法」及「教

職員工職業證照暨實務經驗獎勵實施規定」辦理。 

(2) 獎助內容： 

1. 改進教學的使用情形，包括(1)教學平台使用及教材上網情

形。(2)遠距教學課程之開設。特優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

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六萬元為上限，優等者：獎助金額或獎品

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四萬元為上限，佳作者：獎助金額或

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上限。 

2. 教師具實務經驗者，發給一次獎勵金新台六仟元。 

3. 教師具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者，發給獎勵金新台幣伍千元。

460,000

鼓勵教師考取專業證照及提升教

學品質，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

執行策略：(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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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0001-07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依據本校「獎勵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編著設計

教學資料及教學媒體製作，包括數位教材(powerpoint 或自設教學網

站)，特優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六萬元為上

限，優等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四萬元為上限，

佳作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上限。 

100,000

加強數位教學，提升教學品質。配

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三)。 

0001-08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製作教具 

依據本校「獎勵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創新教具

教材製作提升教學效能，包括(1)設計及製作教學教具。(2)教學模

型、藝術作品、實驗教具。特優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

以新台幣六萬元為上限，優等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

新台幣四萬元為上限，佳作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

台幣二萬元為上限。 

40,000

改善教材製作，提升教學品質。配

合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重 點 之 執 行 策

略：(三)。 

0002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1) 依本校「職員工進修規定」、「獎勵職員工研習規定」及「教職

員工職業證照暨實務經驗獎勵實施規定」辦理。 

(2) 獎助內容： 

1. 凡本校專任職員工赴國內公、民營機構參加各種與業務相

關之研習者並申請研習補助，補助經費每人每年以八仟元

為上限。 

2. 凡行政單位辦理與職員工業務相關之各項研習班、專題演

講及教育訓練時，研習班之授課教師鐘點費依「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講座鐘點費支給；專題

演講之專題演講人員各場次報酬標準依本校「辦理各項活

動經費概算編列標準」支給。 

300,000

鼓 勵 職 工 在 職 進 修 提 升 行 政 效

能，推動終身學習護照。配合中程

校務發展重點之執行策略：(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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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3. 凡職員工參加研習取得檢定合格證照或證書者，補助報名

費每人每年四仟元為上限。 

4. 凡本校專任職員工進修國內碩士、博士學位，每學期獎助

一萬元，最多以二年為限。 

5. 職員工具職業證照者，發給一次獎金六仟元正。 

0003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

費 

優

先

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

額 

1

服

務

學

習

志工研習

營 

1.透過結合資深志工、增進志工知

能，以帶動同學投入志願服務行

列，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2.配合志願服務法，以利同學取得內

政部頒給志工服務證照。 

3.落實服務精神，結合社會資源，建

立志願服務制度。 
460,000

導師知能

研習 

1.藉由辦理研習活動，以落實導師制

度之推行，提昇輔導知能與教育品

質。 

2.針對如何推動落實服務學習之主題

進行經驗分享、交流及討論。 

2
品

德

品德教育

講座、研

1.結合學校特色，樹立學生品德之「品

德核心價值」及「行為準則」規範。
 50,000

600,000 提升學生品德教育，推動服務學習

教育。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

行策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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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教

育

習 

及系列活

動 

2.經由做之、學之、悟之、教之、輔

之，使品德教育融入課程及日常生

活中，引導學生體驗現代公民之精

神。 

3

生

命

教

育

生命教育

體驗活動

以尊重生命、生命服務為主軸，「人」

為導向，由心靈的激盪，看到生命的

價值，讓生命的存在能更有意義。 

 20,000

尊重生命

珍惜生命

1.由癌末或其他末期個案探討生命議

題與臨終關懷，反思人的價值與意

義。 

2.珍惜生命之安全守則~「人工流產手

術」、RU486 與 FM2 之認識，介紹

各項人工流產之後遺症，以提升學

員對安全性知識之認知，確保個人

健康成長。 

50,000

4

性

別

平

等

性別意識

培力研習

營 

辦理培養本校學生正確性別主流

概念之研習營，並將規劃帶動附近

小學宣導性別平等教育。 

 20,000

 

0004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282,900

提升教學品質，配合中程校務發展

重點之執行策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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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0005 新聘教師薪資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3,241,100

延攬高階或具實務經驗之師資人

才，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點之執行

策略：(七)、(八)。 

合        計 $11,4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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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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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01 書櫃組 書櫃（鐵櫃）組 5 組 2,880 14,400
教學設備管

理 
資管系 

提升教學品

質，配合中

程校務發展

重點之執行

策 略 ：

(一)。 

0004-02 文鼎字型集 UniFonts 字博士 211 套字單機版 1 套 3,300 3,300 教學設備 資管系 

0004-03 19 吋寬螢幕防刮玻璃 

19 型寬 LED 背光鏡面面板 

最高解析度: 1366 x 768 

可視角度: 170 / 160 

亮度: 250 cd/m2 

對比: 1200 萬比 1 

反應時間 (毫秒): 5ms 

操作: 中文智慧型 

訊號輸入模式: D-Sub 輸入 

點距(mm):0.3  

16 台 4,200 67,200 教學設備 國貿系 

0004-04 印表機 

1.黑白標準 A4 可達 18 ppm（含以

上） 

2.解析度高達 600 x 600 x 2 dpi（1200 

dpi 有效輸出）（含以上） 

3.記憶體 8 MB（含以上） 

4.連線方式高速 USB 2.0 連接埠（含

以上） 

6 台 5,500 33,000 教學設備 財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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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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輸入 150 頁可調整的主進紙匣、10 

張優先進紙匣（含以上） 

6.列印技術:雷射 

0004-05 19 吋寬螢幕 19 吋寬螢幕 1 台 5,000 5,000 教學設備 財稅系 
 

0004-06 雙人自習桌 防盜型雙人桌 16 張 8,000 128,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0004-07 椅子 學生椅 32 張 1,000 32,000 教學設備 應英系 
 

合        計  ＄282,900   
 

 
校長      教務長(主任)     總務長(主任)     學務長(主任)          會計主任               人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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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99 學年度第 4 次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0 年 1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貳、會議地點：行政大樓三樓大會議室 

參、會議主席：鄭校長永福 

肆、主席致詞 

伍、出席人員：李教務長弘斌、孫組長振台（代理）、梁進平先生（代理）、黃委員景東、

黃組長久華（代理）、羅委員珠蓮、俞委員清埤、吳委員天元、尚委員瑞

國、邊院長守仁、洪清池老師（代理）、古委員金英、邱委員鴻遠、鄭委

員榮銘、原委員友蘭、高委員麗玲、林委員恆妙、郭委員美美、陳委員

文慧、袁委員芳洲、廖委員崇政、張委員基源、陳委員語婕、張委員靜

宜 

陸、列席人員：吳佳玲小姐 

柒、記  錄：吳佳靜 

捌、業務報告 

一、依據「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

(六)項第 2 款規定：「各校應於次年二月二十八日前，將本項補獎助經費使用情

形（即執行清冊）、前一學年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

金流量表及財務報表附註)、會議紀錄(包括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及公開招

標紀錄、簽到單)與確定獎補助經費之修正支用計畫書彙整書面報告一份，經各校

經費稽核委員會先行審核通過後始備文報本部，俾便考核運用成效。同份資料應

公告於本部及各校網站，未公告上網之學校，扣減獎補助經費」 

二、上次會議執行情形：『100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業依規定於 99.11.30 陳報教育部審查。 

玖、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項目及金額調整變更，如說

明，提請 審議。 

  說明：經常門經費變更項目明細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第194頁，共212頁



  提案二 

  案由：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執行結果，如說明，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99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理。 

      二、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與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支用

計畫及實際執行情形如下表；本年度資本門經費因時效問題，不及再辦理設

備增購作業，因而產生資本門支用計畫及實際執行之差異。 

用類別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支用計畫 實際執行 支用計畫 實際執行 

補助款(1) $12,555,440 $12,555,440 $5,380,903 $5,380,903 

獎助款(2) $18,982,540 $18,982,540 $8,135,374 $8,135,374 

小計(1)+(2) $31,537,980 $31,537,980 $13,516,277 $13,516,277 

自籌款(3) $3,784,558 $3,610,715 $1,621,953 $1,621,953 

總經費(1)+(2)+(3) $35,322,538 $35,148,695 $15,138,230 $15,138,230 

   三、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與本校自籌款之支用計畫及實際執行情

形如下表；本校 99 年度自籌款實際執行占獎補助總經費 11.61%，符合教育

部「學校須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之規定。 
支用情形 

項目 
支用計畫經費 

(A) 
實際執行經費 

(B) 
差異 

(A)-(B) 

補助款(1) $17,936,343 $17,936,343 $0 

獎助款(2) $27,117,914 $27,117,914 $0 

核定獎補助總經費 

(3)=(1)+(2) 
$45,054,257 $45,054,257 $0 

自籌款(4) 
5,406,511 

(占獎補助總經費 12%)

$5,232,668 

(占獎補助總經費11.61%) 
$173,843

總經費(5)=(3)+(4) $50,460,768 $50,286,925 $173,843

      四、99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執行結果分述

如下： 

    （一）資本門執行結果（總務處）：資本門經費實際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詳（如附件二），各項目之比例均符合教育部之規定；資本門各項經費

支用執行細項詳（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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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常門執行結果（人事室）：經常門經費實際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詳（如附件四），各項目之比例均符合教育部之規定；經常門各項經費

支用執行細項詳（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拾、臨時動議：（無） 

拾壹、主席結論：  

      一、請資本門相關執行單位務必於規劃時程內辦理採購作業，若遇採購產生節餘

款需增購設備或無法執行之情事發生時，才能儘早進行增購事宜，以免因時

效問題而造成支用計畫與實際執行之差異。 

   二、請人事室徵詢研發長及各院院長並參酌他校作法，考量教師參加國際會議之

註冊費是否能予以部分補助、機票費是否依地區分級補助，以列入未來修法

之依據。 

   三、請教務處、研發處及人事室等業管單位積極鼓勵教師申請經常門各項獎助經

費；並請各行政單位在不影響業務之情形下，多加辦理提升職員能力之研習

活動以提升行政效能。 

拾貳、散    會：下午 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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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經常門項目經費調整變更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 
原支用計畫書 

金額 
調整金額 備註 

0001-08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究、進修、著作、研習、升

等送審、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7,381,953 6,494,615  

0002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560,000 273,400  

0003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1,200,000 1,200,000  

0004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4,694,277 6,095,811  

0005-0013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302,000 1,074,404  

合計 15,138,230 15,138,23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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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變更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原支用計

畫書 
變更金額 變更理由 備註 

0001-01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研究 

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辦理。 2,300,000 2,362,430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0001-02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研習 

(1) 依本校「獎勵教師研習辦法」辦理。 

(2) 獎助內容：凡本校專任教師應因學校需要或參加與教學相關之研

習、研討會者得申請研習補助。 

   國內研習：補助經費每人每年以一萬二仟元為上限；國外研習：

發表論文者，補助經費每人每年以二萬四仟元為上限；未發表論

文者，補助經費每人每年以一萬二仟元為上限。 

1,681,953 1,233,344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0001-03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進修 

(1) 依本校「專任教師進修辦法」辦理。 

(2) 獎助內容：凡本校專任教師於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者得申請進修

補助，國內每學期獎助四萬元，國外每學期獎助五萬元，以四學

期為限。 

800,000 610,000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0001-04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著作 

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辦法」辦理。 1,700,000 1,585,841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0001-05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

(1) 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及「教師著作外審作業要點」辦理。

(2) 獎助內容：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學位或著作升等之外審委員審查費用，每位外

審委員審查費用為二至三仟元。(因適用辦法不同而定)  

300,000 136,000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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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原支用計

畫書 
變更金額 變更理由 備註 

0001-06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改進教學

(1) 依本校「獎勵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獎勵教師研習辦法」及「教

職員工職業證照暨實務經驗獎勵實施規定」辦理。 

(2) 獎助內容： 

1. 教學方法之研究革新(Black board、遠距教學課程之開設)。特優

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六萬元為限，優等

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四萬元為限，佳作

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2. 教師具實務經驗者，發給一次獎勵金新台幣六仟元。 

3. 教師具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者，發給獎勵金新台幣五仟元。 

460,000 459,000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0001-07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依據本校「獎勵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編著設計教

學資料及教學媒體製作，包括數位教材(powerpoint 或自設教學網站)，

特優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六萬元為限，優等

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四萬元為限，佳作者：獎

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100,000 100,000   

0001-08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製作教具

依據本校「獎勵教師改進教學要點」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創新教具教

材製作提升教學效能，包括(1)設計及製作教學教具。(2)教學模型、藝

術作品、實驗教具。特優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

六萬元為限，優等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四萬元

為限，佳作者：獎助金額或獎品價值最高金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40,000 8,000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0002 

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1) 依本校「職員工進修規定」、「獎勵職員工研習規定」及「教職員

工職業證照暨實務經驗獎勵實施規定」辦理。 

(2) 獎助內容： 

1. 凡本校專任職員工赴國內公、民營機構參加各種與業務相關

560,000 273,400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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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原支用計

畫書 
變更金額 變更理由 備註 

之研習者並申請研習補助，補助經費每人每年以八仟元為上

限。 

2. 凡行政單位辦理與職員工業務相關之各項研習班、專題演講

及教育訓練時，研習班之授課教師鐘點費依「教育部補助及

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講座鐘點費支給；專題演講之

專題演講人員各場次報酬標準依本校「辦理各項活動經費概

算編列標準」支給。 

3. 凡職員工參加研習取得檢定合格證照或證書者，補助報名費

每人每年四仟元為上限。 

4. 凡本校專任職員工進修國內碩士、博士學位，每學期獎助一

萬元，最多以二年為限。 

5. 職員工具職業證照者，發給一次獎金六仟元正。 

0003 

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

費 

優

先

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1 導師知能研習

1.藉由辦理研習活動，以落實導師制度

之推行，提升輔導知能與教育品質。

2.針對如何推動落實品德教育、生命教

育、服務學習及性別平等等主題進行

經驗分享、交流及討論。 

400,000

2 

品 德 教 育 講

座、研習及系

列活動 

1.結合學校特色，樹立學生品德之「品

德核心價值」及「行為準則」規範。

2.經由做之、學之、悟之、教之、輔之，

使品德教育融入課程及日常生活

100,000

1,200,0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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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原支用計

畫書 
變更金額 變更理由 備註 

中，引導學生體驗現代公民之精神。

3 
生命教育探索

營隊 

以尊重生命、生命服務為主軸，「人」

為導向，由心靈的激盪，看到生命的價

值，讓生命的存在能更有意義。 

50,000

4 
服務學習 

或志工研習營

1.透過結合資深志工、增進志工知能，

以帶動同學投入志願服務行列，從事

志願服務工作。 

2.配合志願服務法，以利同學取得內政

部頒給志工服務證照。 

3.落實服務精神，結合社會資源，建立

志願服務制度。 

400,000

5 
事故傷害急救

研習營 

1.提升全校師生急救能力，對急救處理

步驟能正確執行。 

2.對於常見事故之緊急處理具有基本

能力。 

3.在事故發生時，能願意助人、救人，

發揮良好品德。 

4.培養尊重生命、愛惜生命之態度。 

100,000

6 
服務學習研習

營 

讓研習教師瞭解目前校方在服務學習

活動方面之執行情形，並加強教師對於

服務學習理念的認同，進而激發教師參

與服務學習活動與課程之意願。 

100,000

7 標竿參訪 
提昇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同仁工作知

能，實施校外標竿學校參訪活動，藉由
50,000

第201頁，共212頁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原支用計

畫書 
變更金額 變更理由 備註 

學習標竿學校之業務流程典範，以實地

參觀、相互研討、分享實務經驗及問題

討論等方式，檢視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現狀，進而提昇學務競爭優勢與增

進服務精神。 
 

0004 
補助新聘教

師薪資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4,694,277 6,095,811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0005-0013 
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302,000 1,074,404

配 合 本 年 度 經 費 使

用調整。 
 

合        計 15,138,230 15,13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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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明細變更對照表 

原申請項目 變更後項目 
變更原因 

說    明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

單位

0005 
語 音 儲

存器 
語音儲存器 190 個 3,000 570,000 全校 0005

語 音 儲

存器 
語音儲存器 190 個 2,270 431,300 全校 

招標致使金額

變更 

0006 
Win2008 

SERVER 
Win2008 SERVER 1 套 5,000 5,000 國貿系 0006

Win2008 

SERVER
Win2008 SERVER 1 套 3,752 3,752 國貿系

招標致使金額

變更 

0007 

SQL 

SERVER 

2005 

SQL SERVER 2005 1 套 8,000 8,000 國貿系 0007

SQL 

SERVER 

2005 

SQL SERVER 2005 1 套 7,729 7,729 國貿系
招標致使金額

變更 

0009 學生桌 

1. 尺寸:150*55 *74

塑合板貼防火美

耐板, 3cm 防水邊

條 

2. 具有電腦主機防

盜功能 

3. 含液晶螢幕防盜

架*2 

4. 鍵盤架*2、廣播

箱*2 

5. 以上皆需配置鎖

頭(master key) 

6. 桌身為 0.7mm 鍍

鋅鋼板,經防銹處

30 張 8,400 252,000 財金系 0009 學生桌

1. 尺寸:150*55 *74

塑合板貼防火美

耐板, 3cm 防水邊

條 

2. 具有電腦主機防

盜功能 

3. 含液晶螢幕防盜

架*2 

4. 鍵盤架*2、廣播

箱*2 

5. 以上皆需配置鎖

頭(master key) 

6. 桌身為 0.7mm 鍍

鋅鋼板,經防銹處

30 張 7,200 216,000 財金系
招標致使金額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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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項目 變更後項目 
變更原因 

說    明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

單位

理,粉體烤漆 

7. 後門為插卡式,附

通風孔及鎖王式

同號門鎖 

理,粉體烤漆 

7. 後門為插卡式,附

通風孔及鎖王式

同號門鎖 

0010 老師椅 

1. 材 質 : 採 用 PVC

合 成 皮 尺 寸 : 

685*700* 

1165~1235mm 

2. 泡 棉 : 採 用 高 密

度 PU 合 成 材

質，經模具灌入

一體發泡 

1 張 3,000 3,000 財金系 0010 老師椅

1. 材質:採用 PVC 合

成 皮 尺 寸 :

685*700* 

1165~1235mm 

2. 泡 棉 : 採 用 高 密

度 PU 合 成 材

質，經模具灌入

一體發泡 

1 張 3,500 3,500 財金系
招標致使金額

變更 

0011 學生椅 

1. 結 構 : 鋼 管 椅 角

架 

2. 材 質 : 坐 板 及 背

板 PP 材質 

60 張 1,000 60,000 財金系 0011 學生椅

3. 結 構 : 鋼 管 椅 角

架 

4. 材 質 : 坐 板 及 背

板 PP 材質 

60 張 1,300 78,000 財金系
招標致使金額

變更 

0013 
RFID 設

備 

符合國際標準與認

証及建置智慧型貨

架所需之 RFID 天

線。 

16 組 8,000 128,000
商管學

院 
0013

RFID 設

備 

符合國際標準與認

証及建置智慧型貨

架所需之 RFID 天

線。 

16 組 6,000 96,000 國貿系
招標致使金額

變更 

  符合相關認証標準 16 組 3,000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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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項目 變更後項目 
變更原因 

說    明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

單位

及建置智慧型貨架

所需之 TNC 接頭。 

-- -- -- -- -- -- -- 015 還原卡 電腦還原卡 60 張 500 30,000 會計系 新增項目 

-- -- -- -- -- -- -- 017 
電 腦 軟

體 
WIN SERVER 2008 1 套 4,123 4,123 電通所 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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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項   目 
獎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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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4,795 82.77﹪＄2,846,536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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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3,481 12.92﹪＄496,465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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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018 2.19﹪＄74,400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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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686 2.12﹪＄193,314 5.35﹪

合計 ＄31,537,980 100﹪ ＄3,610,715 100﹪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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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99年度資本門各項經費支用執行細項一覽表 單位：元

編號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備註

1 001 新增教學及研究設備資源 旅運系 988,000 798,011
2 002 國貿E化專業教室汰舊換新 國貿系 1,261,000 1,106,000
3 003 互動科技實驗室更新 視傳系 1,365,000 1,340,800
4 004 更新資訊技術實驗室設備 資工系 1,020,000 1,020,000
5 005 餐旅服務與宴會設備 餐飲系 988,000 725,286
6 006 物業環境監測設備 環物系 1,000,000 900,000
7 007 噴砂玻璃製作設備建置 視傳系 100,000 99,500

8 008
擴充嵌入式系統設計實驗室設備

及專題實驗室設備
資工系 407,000 392,400

9 009
俱樂部專業教室設施、創意教室

及攀岩場所設備
休閒系 988,000 682,555

10 010
更新建置財金E化專業教室軟硬體

設備
財金系 1,685,000 1,452,500

11 011 電腦軟體 視傳系 255,000 255,000

12 012
擴充網路技術實驗室設備及網路

專題實驗室設備
資工系 480,000 457,000

13 013 增設專業禮儀訓練設備 旅館系 722,000 383,300

14 014
電腦教室三之電腦設備汰換與更

新
資管系 1,200,000 1,196,637

15 015 職場情境教室 應英系 1,504,000 1,163,541
16 016 影像處理系統 電通所 450,000 395,577
17 017 增設研究生設備儀器 觀研所 100,000 99,995

18 018
會計資訊專業教室電腦設備汰舊

換新
會計系 1,600,000 1,316,880

19 019 遠距離教學課程教室 應日系 613,000 510,000
20 020 電路設計摸擬系統 電通所 410,000 369,000
21 021 財稅知識中心建置 財稅系 200,000 179,000
22 022 擴充光電傳輸系統 電子系 585,000 545,000
23 023 企業實習模擬專業教室(第一期) 企管系 430,000 347,000
24 024 建構能源量測實驗室 電子系 2,026,000 1,966,100
25 025 實驗室教學設備汱舊換新 電子系 513,000 459,000

個人電腦（含螢幕） 資訊中心 1,557,000 1,557,000
個人電腦（含螢幕） 資訊中心 4,942,200 4,752,000

27 027
RFID商店實習環境建置與整合

ERP系統教學方案
商管學院 704,000 620,981

28 028 電子商務教學實習平台 資管系 600,000 600,000
29 029 智慧型轉桌 電子系 340,000 336,000
30 030 攀岩安全墊 休閒系 195,000 132,000
31 031 企業型電腦 財金系 21,000 21,000
32 032 無線麥克風 財金系 15,500 15,500

33 033
16:9 寬螢幕 Full HD LCD 液晶電

視
財金系 64,000 61,000

34 034 飲水機 餐飲系 26,000 30,000
35 035 製冰機 餐飲系 28,000 40,000

0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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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備註

36 036 咖啡機 餐飲系 120,000 67,000
37 037 37吋電視機 餐飲系 34,000 34,000
38 038 攝影機 餐飲系 29,000 25,000
39 039 錄放影機 餐飲系 14,000 10,000
40 040 電動布幕 餐飲系 11,000 11,000
41 041 資訊講桌電腦 全校 1,806,000 1,798,944
42 042 投影機 全校 717,969 679,824

43 1-1
軟體部份-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軟體

建置(Server Module License)
圖書館 2,688,000 2,051,481

44 1-2 硬體部份-應用及資料庫伺服器 圖書館 312,000 310,000
45 2-1 西文圖書 圖書館 630,000 616,465
46 2-2 中文圖書 圖書館 532,000 532,000
47 2-3 多媒體資料 圖書館 1,108,000 1,060,000
48 3-1 雷射印表機 學務處 14,000 10,102
49 3-2 攝影機 學務處 54,000 46,578
50 3-3 移動式擴音設備 學務處 100,000 94,760
51 3-4 移動式擴音設備 學務處 68,000 61,646
52 3-5 無線喊話器 學務處 51,000 33,000
53 3-6 數位相機 學務處 32,000 22,984
54 3-7 筆記型電腦 學務處 120,000 99,200
55 3-8 無線麥克風 學務處 18,000 10,000
56 3-9 投影機 學務處 59,200 33,060
57 3-10 電動銀幕 學務處 15,800 10,125
58 3-11 護貝機 學務處 19,000 18,800
59 4-1 薩克斯風 學務處 32,000 32,000
60 4-2 薩克斯風 學務處 40,000 40,000
61 4-3 長笛 學務處 30,500 29,700
62 4-4 爵士銅鈸套鼓 學務處 33,500 33,500
63 5-1 喇叭 學務處 84,000 61,532
64 5-2 混音機 學務處 34,000 16,095
65 5-3 功率擴大機 學務處 72,000 62,266
66 5-4 投影機 學務處 50,000 30,870
67 5-5 液晶顯示器 學務處 30,000 20,200
68 6 校園安全數位監控錄影主機系統 總務處 1,002,338 861,000

35,148,695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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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究 $2,079,453 研究 15.38% 研究 $282,977 研究 17.45% $2,362,430

研習 $1,136,289 研習 8.41% 研習 $97,055 研習 5.98% $1,233,344

進修 $560,000 進修 4.14% 進修 $50,000 進修 3.08% $610,000

著作 $1,392,524 著作 10.30% 著作 $193,317 著作 11.92% $1,585,841

升等送審 $126,000 升等送審 0.93% 升等送審 $10,000 升等送審 0.62% $136,000

改進教學 $449,000 改進教學 3.32% 改進教學 $10,000 改進教學 0.62% $459,000

編纂教材 $90,000 編纂教材 0.67% 編纂教材 $10,000 編纂教材 0.62% $100,000

製作教具 $7,000 製作教具 0.05% 製作教具 $1,000 製作教具 0.06% $8,000

合計 $5,840,266 合計 43.21% 合計 $654,349 合計 40.34% $6,49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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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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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四、改善

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

價一萬元

以下之非

消耗品)

$1,074,404

其他 $0

補助新聘

教師薪資
$6,095,811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0

總計 $15,138,230

$0 0.00% $0 0.00%

$13,516,277 100.00% $1,621,953 100.00%

$0 0.00% $0 0.00%

$6,095,811 45.10% $0 0.00%

$1,100,000 8.14% $100,000 6.17%

$216,800 1.60% $857,604 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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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400 1.95% $10,000 0.62%

金額 比例 金額

99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比例
項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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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執行細項一覽表 
 

優先序 項目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0001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研究 $2,300,000 $2,362,430 

研習 $1,681,953 $1,233,344 

進修 $800,000 $610,000 

著作 $1,700,000 $1,585,841 

升等送審 $300,000 $136,000 

改進教學 $460,000 $459,000 

編纂教材 $100,000 $100,000 

製作教具 $40,000 $8,000 

0002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560,000 $273,400 

0003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1,200,000 $1,200,000 

0004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4,694,277 $6,095,811 

0005~ 

0013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302,000 $1,074,404 

合計 $15,138,230 $15,138,230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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