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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等） 

（一）師資結構(以 96 年 10 月 15 日填報之校務基本資料庫為準) 

本校目前教師總人數有 105 人符合教育部的師生比，其中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有 46 人（含

助理教授級專業專業技術人員 3 人），佔全校教師的 43.8％ (如表 1-1) 。 

本校持續預聘學有專精的教師到校服務，並鼓勵教師進修，目前有 23 位老師進修博士學

位中（如表 1-2）。 

表 1-1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師資現況一覽表 

師 資 計 算 點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理 教 授 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講 師 教 師 總 數

96.10.15 3 23 17 3 59 105 

 

表 1-2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一覽表 

序號 姓名 所屬系科 進修起始時間 進修方式 進修系所 

1 王雪娥 護理系 95.2.1 教育部專案進修 澳洲墨爾本 La Trobe 博士班

2 李宗家 餐旅糸 96.2.1 教育部專案進修 澳洲維多利亞大學 

3 林守義 食科系 89.8.1 留職停薪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育管理博士班 

4 陳柏蒼 餐管科 93.2.1 留職停薪 

Australia Victoria University 

School of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Marketing Doctor Program 

5 陳姣伶 幼保系 
91.8-95.7 

95.8.1 起 

帶職帶薪 

留職停薪 

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

學系幼兒教育組博士班 

6 劉怡昕 通識中心 
93.8-94.895.8.1

起 

教育部專案進修

留職停薪 
澳洲 Deakin University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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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蔡政融 食科系 93.8.1 帶職帶薪 國立海洋大學食科系博士班

8 金蘭馨 食科系 93.8.1 帶職帶薪 輔仁大學食品營養所博士班

9 邱秀娟 化應系 93.8.1 帶職帶薪 
國立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

系人力資源組博士班 

10 趙孟婕 幼保系 94.8.1 帶職帶薪 中正大學成教所博士班  

11 許碧珊 通識中心 94.8.1 帶職帶薪 
台灣師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博士

班 

12 洪葦倉 
通識 

中心 
94.8.1 帶職帶薪 台北科大學技職教育博士班

13 龔如菲 幼保系 95.8.1 帶職帶薪 台大心理所博士班 

14 鄭黛瓊 通識中心 96.8.1 帶職帶薪 政治大學教育哲學所博士班

15 李德芬 護理系 88.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政治大學心理所博士班 

16 葉寶華 食科系 89.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海洋大學食品科學所博士班

17 尤瑞崇 資科系 90.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台灣大學資訊管理所博士班

18 毛萬儀 幼保系 90.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所博士班

19 孫豫蘋 食科系 90.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博士

班 

20 施孟林 資科系 91.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中正大學資管系博士班 

21 汪麗真 幼保系 92.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Kent State University C&I 

22 蔡  琦 妝品系 93.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靜宜大學化學所博士班 

23 趙立本 資科系 95.8.1 
全職教師，尚未取

得博士學位 
淡江大學資訊管理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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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軟體資源 

表 1-3 現有圖書館收藏冊數一覽表 

  
一般圖書 

（含裝訂期刊） 
電子書 合計 

中文圖書 125,120 750 125,870 

西文圖書 12,326 0 12,326 

合計 137,446 750 138,196 

 

表 1-4 非書資料館藏一覽表 

  錄影帶 錄音帶 VCD DVD CD CDR 小計

數

量 3,084 1,627 604 646 951 585 7,625

 

表 1-5 期刊冊數統計表 

  紙本期刊 電子期刊 小計 

中文期刊（含日文） 313 4,403 4,716 

西文期刊 95 7,146 7,241 

小計 408 11,549 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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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統計表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中文 37 

西文 33 

小計 70 

 

表 1-7 閱覽座位數、借書人次、全年借閱冊數、資料庫檢索人次統計表 

項  目 小   計 

閱覽座位數 212 

借書人次 9,390 

借閱冊數 30,005 

資料庫檢索次數 30,018 

（三）電腦教學設備 

1.  電腦教室使用情形 

表 1-8 電腦教室使用情形統計表 

編號 功能 電腦數量
使用頻率(小時/

週) 

列表

機 

D302 學生自由上機/列印文件 26 84 26

D303 學生資料搜尋 30 84 0

D304 教學使用 60 30 1

D305 多媒體教學使用 60 44 1

D306 教學使用 60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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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伺服器概況 

表 1-9 伺服器概況及使用頻率表 

 

 

編號 功能 電腦數量 使用頻率(小時/週) 

ms1 日間部學生 E-mail、網頁空間 1 168

ms2 五專部 / 二專部學生 E-mail、網頁空間 1 168

ms3 進修部 / 在職專班 E-mail、網頁空間 1 168

ems 教職員 E-mail、網頁空間 1 168

www 校園網頁 1 168

netcache 校園 porxy 1 168

sky 校務行政系統 1 168

netscreen 防火牆 1 168

dmu 網路大學教學平台 1 168

96 96 年入學生專用 E-mail、網頁空間 1 168

ishare 同步教學平台 1 168

spam 過濾垃圾郵件伺服器 1 168

Ascen-Link 校園頻寬負戴平衡伺服器 1 168

enweb 校園生態導覽網頁伺服器 1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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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園網路 

(1)網路現況 

♦骨幹提升至 1GBs(每秒傳輸 1 億個英文字母資料) 

♦圖書館資源上骨幹 

♦圖書館無線上網 

♦光纖至各大樓 

 

圖 1-1 校園網路架構圖 

(2)未來規劃 

♦大樓網路全面提升至 1GBs 

♦多媒體教室及會議室無線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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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一）學校發展方向 

根據本校發展目標，設立健康產業、民生科技、服務事業與管理、行銷與創意等四大學

群，97 年起本校將以這四大學群為核心，逐步擴充成四個學群，營造一個具有綠色校園暨人

文關懷特色的高等學府。除目前已有五專、二技、四技共計十個系所外，97 學年度增設「時

尚造型表演系」，「健康產業研究所」亦增設在職專班。此外並持續推動校園環境安全衛生、

跨領域學程、技術研發中心，促進國際學術交流，充實圖書儀器設備，以及提升學生專業能

力。整體發展方向可歸納為四點： 

1.  強化實務教學，加強產學合作 

基於過去多年學校經營成果，透過教學研究考核機制強化實務教學品質，加強產

學合作，積極爭取研究資源及成果專利，以提昇學校整體競爭力。 

2.  推動終身學習 

終身學習將成新世紀學習的風潮，本校發揮健康與管理多元學習的特性，積極協

助或設置校內外學習型機構或機制，以促進本校與地方互動關係並提昇整體生活品

質。 

3.  建立網路資訊化校園 

本校已完成資訊基礎建設，將積極爭取教育部大型專案有助於校園資訊化發展，

借組織轉型導入 IT 加速資訊化進程，將有利本校應用資訊科技特色，清除地理的限

制。 

4.  營造具誠實、健康、快樂、關懷與和諧的校園文化  

以健康管理的專業與情意教育為培育主軸，積極營造本校成為具有生態環保、健

康促進、人文關懷與終身學習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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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行重點特色 

1.  提昇三合一證照制度效能，增強學生技職實務能力、外語表達能力與資訊電

腦應用能力，提升就業競爭力。 

2.  落實學生證照獎勵制度與老師證照輔導獎勵辦法，提升專業能力。 

(1)建置雙語環境校園，培養學生學習美語，營造說、聽、寫之學習環境和情

境，增進學習效果。 

(2)舉辦各系科及跨系科、跨校專業知能研習，鼓勵學生積極參與。獎助學生

參與專題製作競賽及專題研究計畫，提升與鼓勵學生取得資訊認證。 

3.  積極與國內外就業人力機構，建立合作協議，提供學生就業服務。 

4.  發揮資訊技能認證教室功能，由社區民眾擴展至社會人士，提升全民資訊應

用技能。 

5.  營造永續發展之生態校園—推廣社區生態教育 

(1)維持校園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 

(2)營造生態化校園環境，以教材化、精緻化為目標，提供民眾終身學習機會，

發揮推展社區生態教育功能。 

(3)發揮「基隆陸域生態博覽網」網站功能，結合資訊科技，推展學校及社區

生態教育。 

(4)綜合「永續教育」與「生態保育」，達成營造「永續型生態校園」的目標。 

6.  營造健康校園—推展校際性觀摩研習 

(1)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2)加強全校環保教育宣導。 

(3)推廣學生體適能健康促進：舉辦學生健康操競賽、收集學生健康概念資料。 

(4)辦理校際性觀摩研習，並推廣社區健康促進。 

7.  積極開設以產業需求為目標的研究所，培訓中高階管理人才，提昇學生進入

就業市場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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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97）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一）持續科班調整及新系科研究所增設，落實以健康產業、民生科技、服務事業與

管理、行銷與創意等四大學群為主的教學型學院。 

1.  97 年成立時尚造型表演系。 

2.  97 增設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在職專班。 

（二）改善校園環境與安全衛生 

1.  改善學校餐廳及烹調專用教室之污水防治措施。 

2.  規劃與改善實習或實驗室等場所之廢液與廢水處理之設備。 

3.  規劃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與環境科技檢測中心，確保教職員生及社區居民之

健康。 

（三）積極進行學程規劃及設置研究中心、服務中心。 

1.  積極進行規劃健康促進及管理學程、美容醫學學程、長期照護學程等各項跨

領域學程。 

2.  提升教師研究能力，整合校內資源，成立健康促進產學研究暨服務中心。 

（四）整合社區資源、配合系科發展特色，提升研究成果 

1.  以獎勵辦法鼓勵教師參與業界大型研究計畫並申請校外專題研究案。 

2.  獎勵教師爭取產業界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學合作研究成果。 

（五）促進國際暨學術交流，增進研究發展 

1.  推動教育部補助之國際合作計畫。 

2.  推動國科會、教育部及公民營企業之研究計畫業務，開發產學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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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充實圖書、資訊、儀器設備，增闢專業證照考場，提升學生專業能力，提升考

照率。 

（七）進行「老年健康產業培育人才改進計畫」第二年計畫。 

（八）建置語言學習專業教室，提升外語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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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分類如表 2-1 

表 2-1 資本門支用項目分類表 

類別 附表 說明 彙整單位 說明 

A 
附表四 教學儀器設備 教務處、會計室 須直接與教學有關之儀器設備(非工

程) 

C 附表五 圖書自動化設備 圖資中心、會計室 服務讀者、維護圖書安全 

D 
附表六 圖書、教學軟體 圖資中心、會計室 西文圖書、中文圖書、期刑、錄影帶、

其他(資料庫) 

E 附表七 訓輔設備 學務處、會計室 社團器材與設備 

F 
附表八 環安衛 環安衛室、會計室 環安衛相關設備(節水、節電、無障礙

空間) 

G 附表九 經常門 人事室、會計室 非資本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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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含預期成效) 

表 2-2  資本門預算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表  

編列單位 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中 長 程 發 展

行動計畫 

01 教務處 簡易型筆記型電腦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3-4-5 

01 教務處 多功能講桌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3-4-5 

01 教務處 桌上型電腦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3-4-5 

02 通識教育中心 數位相機 增加行動學習與數位學習效果 7-1-3 

02 通識教育中心 數位攝影機 增加行動學習與數位學習效果 7-1-3 

02 通識教育中心 筆記型電腦 增加行動學習與數位學習效果 7-1-3、5-1-3

02 通識教育中心 數位式語言教學主機 提升外語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7-1-1 

02 通識教育中心 桌上型電腦 提升外語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7-1-1 

02 通識教育中心 數位式學生學習機 提升外語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7-1-1 

02 通識教育中心 教師主控台 提升外語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7-1-1 

02 通識教育中心 單槍投影機 提升外語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7-1-1 

03 護理系(科) 五官鏡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 1-1-1/1-2-1 

03 護理系(科) 嬰兒急救模型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 1-1-1/1-2-1 

03 護理系(科) 上臂肌肉注射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 1-1-1/1-2-1 

03 護理系(科) 臀部肌肉注射附警示

器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 1-1-1/1-2-1 

03 護理系(科) 骨盆附臀部注射模型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 1-1-1/1-2-1 

03 護理系(科) 產前子宮頸檢查時習

用模型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 1-1-1/1-2-1 

03 護理系(科) 生理訊號紀錄台配件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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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列單位 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中 長 程 發 展

行動計畫 

03 護理系(科) 東方人男性骨骼分

離複製模型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能 1-2-1 

03 護理系(科) 擴音設備 輔助與提升教學品質 1-2-2/3-1-1 

03 護理系(科) 擴音設備 輔助與提升教學品質 1-2-2/3-1-1 

03 護理系(科) 桌上型電腦 輔助與提升教學品質 1-1-2/2-1-1 

03 護理系(科) 電子防潮箱 強化電子相關儀器設備保存增長使用

年限 

2-1-1 

04 食品科技系(科) 手持式水活性分析

儀 

增進學生實習操作實務能力 1-1-6 

04 食品科技系(科) 半自動凱氏氮分析

裝置 

增進學生實習操作實務能力 1-1-6 

04 食品科技系(科) 粗脂肪萃取裝置 增進學生實習操作實務能力 1-1-6 

04 食品科技系(科) 簡易粗纖維測定裝

置 

增進學生實習操作實務能力 1-1-6 

04 食品科技系(科) 酸鹼測定器 增進學生實習操作實務能力 1-1-1 

04 食品科技系(科) 桌上型壓麵製麵機 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2-3-1 

04 食品科技系(科) 輕便型壓麵機 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2-3-1 

05 幼兒保育系(科) 單槍投影機 加強產業就業能力 1-1-1 

05 幼兒保育系(科) 數位整合性電子講

桌 

加強產業就業能力 1-1-1 

05 幼兒保育系(科) 數位攝影機 加強產業就業能力 1-1-1 

05 幼兒保育系(科) 數位相機 加強產業就業能力 1-1-1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數位相機 提升教學品質 3-1-6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鏡頭及保護鏡 提升教學品質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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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列單位 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中 長 程 發 展

行動計畫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鏡頭及保護鏡 提升教學品質 3-1-6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鏡頭及保護鏡 提升教學品質 3-1-6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閃光燈 提升教學品質 3-1-6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多功能美容儀器 提升教學品質 2-1-6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水療設施 提升教學品質 2-1-4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電動銀幕 提升教學品質 2-1-6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良導絡經絡檢測儀 提升教學品質 2-1-6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球磨機 提升教學品質 1-1-6 

06 化妝品應用系(科) 數位皮膚分析系統 提升教學品質 1-1-6 

07 餐旅管理系(科) 瓦斯油炸機 提升教學成效及實務能力 1-3-2 

07 餐旅管理系(科) 明火烤箱 提升教學成效及護照通過率 1-1-5 

07 餐旅管理系(科) 冷凍(藏)櫃 提升教學成效及護照通過率 1-1-5 

07 餐旅管理系(科) 蒸烤箱 提升教學成效及實務能力 1-3-2 

07 餐旅管理系(科) 擴音設備 提升教學成效及護照通過率 1-3-2 

07 餐旅管理系(科) 筆記型電腦 提升教學成效及實務能力 1-3-2 

07 餐旅管理系(科) 數位整合性電子講

桌 

提升教學成效 2-1-4 

07 餐旅管理系(科) 瓦斯偵漏設備 提升教學成效及實務能力 1-3-2 

08 資訊科技系(科) 廣播教學系統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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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列單位 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中 長 程 發 展

行動計畫 

08 資訊科技系(科) 廣播教學系統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1-2-4 

08 資訊科技系(科) 桌上型電腦 建置學生專題製作之多媒體實驗室設

備，培養學生多媒體製播之實作能力 

1-2-3 

08 資訊科技系(科) 桌上型電腦 建置學生專題製作之多媒體實驗室設

備，培養學生多媒體製播之實作能力 

1-2-3 

08 資訊科技系(科) 桌上型電腦 建置學生專題製作之多媒體實驗室設

備，培養學生多媒體製播之實作能力 

1-2-3 

08 資訊科技系(科) 筆記型電腦 建置學生專題製作之多媒體實驗室設

備，培養學生多媒體製播之實作能力 

1-2-3 

08 資訊科技系(科) 數位攝影機 建置學生專題製作之多媒體實驗室設

備，培養學生多媒體製播之實作能力 

1-2-3 

08 資訊科技系(科) 高階無線網路攝影機 建置全網路同步與非同步視訊教學；

學生專題製作之多媒體實驗室設備，

培養學生多媒體製播之實作能力 

1-2-2 

08 資訊科技系(科) 多媒體網頁製作工具

軟體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1-2-4 

08 資訊科技系(科) 數位地球教學軟體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1-2-4 

09 人力資源發展系 不斷電系統 將在本系課程及專題使用 2-1-3 

09 人力資源發展系 數位攝影機 將在本系課程及專題使用 2-1-3 

09 人力資源發展系 桌上型電腦 將在本系課程及專題使用 2-1-3 

09 人力資源發展系 職能發展系統 將在本系課程及專題使用 2-2-3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平臥推舉架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上斜推舉架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 下斜推舉架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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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蹲舉架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可調式訓練椅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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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列單位 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中 長 程 發 展

行動計畫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訓練椅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史密斯訓練機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羅馬椅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肱二頭彎舉架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2 

12 時尚造型表演系 舞 台 燈 光 控 制

器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3-6-2 

12 時尚造型表演系 聚光燈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1-3-1 

12 時尚造型表演系 柔光燈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1-3-1 

12 時尚造型表演系 調光機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1-3-1 

12 時尚造型表演系 燈光控制器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1-3-1 

13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簡 易 型 筆 記 型

電腦 

將在新系所課程及專題使用 2-1-1 

13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橢圓會議桌 將在新系所課程及專題使用 2-1-1 

13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電子白板 將在新系所課程及專題使用 2-1-1 

13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教學資訊平台 將在新系所課程及專題使用 2-1-1 

13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單槍投影機 將在新系所課程及專題使用 2-1-1 

13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線 上 問 卷 管 理

系統 

將在新系所課程及專題使用 2-1-2 

13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健 康 評 估 管 理

系統 

將在新系所課程及專題使用 2-1-2 

13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書目管理系統 將在新系所課程及專題使用 2-1-2 

14 環境安全衛生室 飲水機 降低耗電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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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列單位 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中 長 程 發 展

行動計畫 

14 環境安全衛生室 監視系統 加強校園安全 2-1-4 

14 環境安全衛生室 新團膳教室排氣系統 減少空氣污染 1-2-2 

14 環境安全衛生室 排氣系統 減少空氣污染 1-2-2 

14 環境安全衛生室 實習餐廳廚房排氣風

管加裝電動風管口棚

門 

減少空氣污染 1-2-2 

14 環境安全衛生室 排煙櫃 減少空氣污染 1-2-2 

15 資訊中心 網路流量快取主機 解決校園網路對外頻寬不足問題。 2-2-2 

15 資訊中心 高階入侵偵測防火牆 校園網路內外全面性防護、入侵偵

測、紀錄。 

2-2-3 

15 資訊中心 網路廣播教學系統 數位教學與多媒體課程 2-2-4 

15 資訊中心 網路伺服器 教學多媒體平台 2-2-4 

15 資訊中心 不斷電系統 教學電腦系統電力備援 2-2-1 

15 資訊中心 數位攝影機 提升多媒體教學課程應用 2-2-1 

15 資訊中心 數位相機 提升多媒體教學課程應用 2-2-1 

15 資訊中心 DVD 對拷機 提升多媒體教學課程應用 2-2-1 

15 資訊中心 伺服器機櫃 增強伺服器主機實體安全性 2-2-3 

15 資訊中心 教學安全維護監控系

統 

維護教學設備安全 2-2-1 

16 圖書館 典藏系統 校內成果可數位典藏 1-2-2 

16 圖書館 電子資料庫 增加資料庫使用率 1-1-2 

16 圖書館 中國期刊網路系統 增加資料庫使用率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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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列單位 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中 長 程 發 展

行動計畫 

16 圖書館 中文期刊 增加期刊使用率 1-1-2 

16 圖書館 非書資料 增加視聽媒體使用率 1-1-3 

16 圖書館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護理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護理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食品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食品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幼保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幼保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妝品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妝品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餐旅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餐旅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資科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資科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人資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人資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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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列單位 項目名稱 預期成效 
中 長 程 發 展

行動計畫 

16 圖書館 運健休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運健休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老服系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老服系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通識中心圖書(中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6 圖書館 通識中心圖書(西文) 增加圖書使用率 1-1-1 

17 學務處 數位相機 增加活動績效 1-2-4 

17 學務處 數位攝影機 增加活動績效 1-2-4 

17 學務處 筆記型電腦 增加活動績效 1-2-4 

17 學務處 多功能手提式擴音機 增加活動績效 1-2-4 

17 學務處 單槍投影機 增加活動績效 1-2-4 

18 進修部 簡易型筆記型電腦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能 2-1-1 

20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 

本校目前除積極改善各項教學設施，也積極性改善師資結構及素質，並極力鼓勵教師進

修及於授課之餘從事專業研究或論文的撰寫與發表，期能以學位論文或技術報告，取得教師

升等資格的機會並提升教師研究的能量。 

另配合本校的整體發展需求，不斷更新各項法規如「教師進修辦法」、「教師改進教學獎

勵申請辦法」、「教師參加研習申請補助辦法」、「教師著作補助申請辦法」及「教師專案研究

與教學研究補助辦法」，鼓勵教師進修、參與各項學術活動及研習會，並鼓勵各系科舉辦學術

研討會，讓教師們有機會與外界學有專精之學者、產業界等相關專業領域人士相互切磋硺磨，

使得教師除能從事研究工作充實教師本身職能及學能外，更提升教師專業技能及擴展自己的

學術領域。 

本校教師進修，參加學術會議研習會或辦理研討會及從事研究升等審查或著作獎勵皆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理，並將成果存放於圖書館以提供全校教職員分享。 

本校辦理各項經費獎助補助時，皆依相關規定辦理，以期提昇本校教師素質及職員的行

政本職，除改善師資結構外，更讓獎補助經費於使用時，能公平公正公開地讓全校教職員受

惠，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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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說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一）預算分配原則 

1.  會計室依據年度財務狀況及預估收入，編定年度學校總預算，送校長核定並

交專責小組會議討論。 

2.  專責小組(96.11.21)討論之各編列單位分配原則如下: 

(1)需配合中長程發展計畫(必要條件) 

(2)基礎教學圖儀設備之汰舊換新(甲) 

(3)新增科、系、所之教學圖儀設備(乙) 

(4)配合系科本位課程發展之教學所需圖儀設備(丙) 

(5)配合證照檢定考場所需之圖儀設備(丁) 

(6)重點發展科、系、所之教學圖儀設備(戊) 

(7)重點發展領域所需之研究圖儀設備(己) 

（二）預算編製流程 

預算編製流程如表 3-1  

表 3-1 預算編製流程表  

工作項目 完成日期 辦理單位 彙整單位 

通知各單位編列預算 96/10/23 會計室 會計室 

辦理預算編製說明會 96/10/25 各單位 會計室 

填寫預算表(請配中長期發展計畫) 96/11/8 各單位 各單位 

各系科處室會議討論預算 96/11/8 各單位 各單位 

送會計室預算彙整 96/11/9 各單位 會計室 

協調各單位預算 96/11/16 會計室、各單位 會計室 

彙整獎補助經費項目及優先序(資本門) 96/11/19 各教學單位 教務處 

彙整獎補助經費項目及優先序(經常門) 96/11/19 人事室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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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獎補助經費項目(資本門) 96/11/20 總務處、教務處 總務處 

填寫計畫書表送總務處 96/11/20 各單位 總務處 

召開專責小組會議 96/11/21 教務處 教務處 

專責小組會議記錄送總務處 96/11/23 教務處 教務處 

經常門計畫 96/11/23 人事室 人事室 

中長程發展計畫(經核會名單) 96/11/23 秘書室 秘書室 

彙編 (請採購規定) 96/11/26 總務處 總務處 

支用計畫書送專責小組審議 96/11/26 總務處 總務處 

支用計畫書報部 96/11/29 總務處 總務處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相關會議紀錄與出席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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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實施成效 

1.  各項採購設備均由各系(科)等編列單位，依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擬定各所、

系科之中長期發展計畫編列，符合本校整體特色之發展。 

2.  各項採購設備之預期成效請參考，表 2-2 資本門預算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

聯性表，中長期發展計畫之行動計畫欄位乃摘錄自本校中長期發展計畫內

之各所、系、科等編列單位之行動計畫(請參酌本校中長期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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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實施成效 

表 4-1 經常門實施成效表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獎助教師研究 

配合各系科、通識教育中心及

校發展，鼓勵教師進修和著作升

以講師為優先），提昇教師研究

力及進修機會，並鼓勵教師參加

項學術活動或研習會及發表論

 

另本校為提升教師進修管道，

於進修辦法中將帶職帶薪進修名

由全校 10%調高為 15%，讓欲進

的老師有更多進修的空間。 

自 95 學年度開始帶職帶薪進修

教師每年補助三萬元。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 

增進教師學術專業本職，並

培育教師第二專長。 

鼓勵從事研究、發表著作及

進修。 

二、增聘及新聘教師薪資 預聘十位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本經費撥入十位教師之薪資 

三、現有教師薪資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 本經費撥入每位教師之薪資 

四、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精進行政人員之本職訓練 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與運作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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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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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

等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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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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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1,000,000 $14,000,000 $25,000,000 $2,500,000 $27,50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 100﹪）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  0 ﹪）

金額 $6,600,000 $8,400,000 $2,500,000 $4,400,000 $5,600,000 ＄ 

合計 $17,500,000 $10,000,000 

占總經費比例 
63.64%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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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及 40﹪。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因各項標案之議價後預估總價有差額，因此資本門共編列$22,961,860，若有不足額概由本校

自籌款增編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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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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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 60﹪以上【不

含自籌款金額】） 

$12,000,000 68.57% $2,404,360 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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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0,000 21.14% $2,047,500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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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2.29%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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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空間設施等） 

$1,400,000 8.00% $1,010,000 18.49% 註五

合計 $17,500,000 100.00% $5,461,860 100.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

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

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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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

、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   ＄1,200,000 研究     12 ﹪ 研究＄0 研究 ﹪ 分配原則：以公平 

研習    ＄ 300,000 研習      3 ﹪ 研習＄0 研習 ﹪ 、公正、公開方式 

進修    ＄ 800,000 進修      8 ﹪ 進修＄0 進修 ﹪ 獎補助全校教師。 

著作   ＄1,000,000 著作     10 ﹪ 著作＄0 著作 ﹪ 審查機制： 

升等送審＄150,000 升等送審 1.5 ﹪ 升等送審＄0 升等送審 ﹪ 由校教評委員依本 

改進教學＄350,000 改進教學 3.5﹪ 改進教學＄0 改進教學 ﹪ 相校各關辦法討論 

編纂教材＄100,000 編纂教材   1﹪ 編纂教材＄0 編纂教材 ﹪ 之，召開專責審查小 

製作教具＄100,000 製作教具  1 ﹪ 製作教具＄0 製作教具 ﹪ 組，並送至經費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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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 合計    40  ﹪ 合計＄0 合計     ﹪ 委員會審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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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 

欲參加之行政人員以公

文會簽，經單位主管及相

關單位核淮後，即得參加

與本職工作相關之研討

會及進修活動，活動完畢

後撰寫心得存放本校圖

書館以供大家參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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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2.5﹪ ＄0    ﹪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0 0﹪ ＄0    ﹪ 

 

五、其他(新聘教師

及現有薪津)  
＄5,250,000 52.5﹪ ＄0    ﹪ 

 

總計 ＄10,000,000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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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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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九：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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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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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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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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

註 

A01 簡易型筆記型電腦 CPU：INTEL Mobile 處理器/記憶體：

512MB DDR2(含以上)/硬式磁碟機：4GB 
固態式硬碟機(含以上)/顯示器：7"彩色

液晶顯示器/DVD 燒錄器(外接式) 

5 15,000 75,000 專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健康產業管

理研究所 
 

A02 橢圓會議桌 4x10 尺(W300xD120xH81cm) 1 36,000 36,000 專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健康產業管

理研究所 
 

A03 電子白板 W101.6×H83.8×D14.6cm、2,000 × 2,000 
(4,000,000 點) 

1 150,000 150,000 專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健康產業管

理研究所 
 

A04 教學資訊平台 內置 2 路話筒輸入/可以 RS-232 碼控制

投影機及其他具通訊設備之裝置/內置 6
×3 音/視頻矩陣切換 

1 150,000 150,000 專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健康產業管

理研究所 
 

A05 單槍投影機 2000ANSI 流明以上/解析度 
1024*768(含)以上 

1 50,000 50,000 專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健康產業管

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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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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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06 網路流量快取主

機 
2G RAM / 1000Base-T/HTTP/SSL /Telnet 
/Sock/P2P /AOL IM /Yahoo IM/ Microsoft 

IM/ TCP Tunnel 

1 820,000 820,000 網路流量管理 資訊中心  

A07 高階入侵偵測防

火牆 
流量紀錄及流量管理/VLAN Policy Based 
NAT、PAT、 Route 模式/支援 RADIUS 
以及內部資料庫以供使用者認證/合法 IP 
Address 對應到位於內部網路或 DMZ 的

伺服器以供外界安全的存取/IP/MAC 位

址結合：可避免 IP Spoofing/ICSA 
Antivirus 認證及 ICSA IPSec 認證及 

ICSA Firewall 及 ICSA IDP 認證 

1 750,000 750,000 校園網路系統防禦 資訊中心  

A08 網路廣播教學系

統 
支援 Vista 系統 1 120,000 120,000 數位教學個人電腦 電腦教室  

A09 網路伺服器 4 核心處理器 2.33 GHz / 2G RAM 2 165,280 330,560 多媒體教學伺服器 資訊中心  

A10 不斷電系統 15KVA/ 資訊設備斷電/Auto Shut-down
系統/ 含備用電池組 

1 180,000 180,000 電力備援 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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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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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11 數位攝影機 500 萬畫素以上 8 40,000 320,000 多媒體教學 資訊中心  

A12 數位相機 1000 萬畫素以上 2 20,000 40,000 多媒體教學 資訊中心  

A13 DVD 對拷機 1 對 7 光碟對拷功能 2 20,000 40,000 多媒體教學 資訊中心  

A14 伺服器機櫃 19 吋 41U 3 35,000 105,000 伺服器機櫃 資訊中心  

A15 簡易型筆記型電

腦 
CPU：INTEL Mobile 處理器/記憶體：

512MB DDR2(含以上)/硬式磁碟機：4GB 
固態式硬碟機(含以上)/顯示器：7"彩色液

晶顯示器/DVD 燒錄器(外接式) 

5 15,000 75,000 永續提升教學品質管理 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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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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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16 簡易型筆記型電

腦 
CPU：INTEL Mobile 處理器/記憶體：

512MB DDR2(含以上)/硬式磁碟機：4GB 
固態式硬碟機(含以上)/顯示器：7"彩色液

晶顯示器/DVD 燒錄器(外接式) 

10 15,000 150,000 提升教室教學 e 化設備-
普通教室使用 

各系科  

A17 多功能講桌 尺寸:H110×D50×W89cm/講桌本體/單槍

投影機訊號連線/擴大機/喇叭/麥克風及

麥克風架 

22 39,000 858,000 提升普通教室教學 e 化設

備 
各系科  

A18 桌上型電腦 17 吋液晶顯示器/ 記憶體:160G / DVD 
ROM/1G RAM 同級以上 

22 29,000 638,000 提升普通教室教學 e 化設

備 
各系科  

A19 數位相機 600 萬畫素以上 1 12,000 12,000 微生物、生態教學用 通識教育中

心 
 

A20 數位攝影機 400 萬畫素以上 1 35,000 35,000 通識課程教學用 通識教育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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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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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21 筆記型電腦 CPU 1.66GHz /1GB SDRAM /80 GB HD 
/ DVD dual 燒錄器  /14" XGA TFT LCD

以上 

1 50,000 50,000 共同及通識課程教學用 通識教育中

心 
 

A22 數位式語言教學

主機 
數位式 1 185,000 185,000 新設語言教學教室 通識教育中

心 
 

A23 桌上型電腦 Core 2 Duo 1.8GHz 17 吋顯示器規格以上 1 30,000 30,000 新設語言教學教室 通識教育中

心 
 

A24 數位式學生學習

機 
含學生操作面板、耳機及麥克風 56 15,000 840,000 新設語言教學教室 通識教育中

心 
 

A25 教師主控台 含桌檯/座椅 1 15,000 15,000 新設語言教學教室 通識教育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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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26 單槍投影機 2500ANSI 流明以上/解析度 
1024*768(含)以上 

1 65,000 65,000 木山藝廊大教室使用 通識教育中

心 
 

A27 五官鏡 含眼底鏡/耳窺鏡/鼻窺鏡/副鼻竇檢查儀

器 
4 15,000 60,000 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硬體設

備更新 
護理系(科)  

A28 嬰兒急救模型 小兒模型/可執行急救措施/含顯示器 1 38,000 38,000 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硬體設

備更新 
護理系(科)  

A29 上臂肌肉注射 手臂肌肉模型/可執行肌肉注射措施/附警

示器 
1 39,000 39,000 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硬體設

備更新 
護理系(科)  

A30 臀部肌肉注射附

警示器 
骨盆肌肉模型/可執行肌肉注射措施/附警

示器 
1 63,000 63,000 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硬體設

備更新 
護理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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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31 骨盆附臀部注射

模型 
可完整看到骨盆肌肉的模型/可執行肌肉

注射措施 
1 53,000 53,000 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硬體

設備更新 
護理系(科)  

A32 產前子宮頸檢查

時習用模型 
女性子官頸模型/可執行檢查措施 1 71,000 71,000 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硬體

設備更新 
護理系(科)  

A33 生理訊號紀錄台

配件 
MM33 Minipulator/M1 Magnetic 
Stand/LT-HRV Analysis Module 

1 335,000 335,000 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硬體

設備更新 
護理系(科)/化
妝品應用系

(科)/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A34 東方人男性骨骼

分離複製模型 
人體全身骨骼/分離式 1 116,400 116,400 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硬體

設備更新 
護理系(科)/化
妝品應用系

(科)/運動健康

與休閒系 

 

A35 手持式水活性分

析儀 
Handheld Water Activity Meter / MS1 SET 

aw  

 

1 100,000 100,000 食品分析檢驗實習設備

汰舊換新、強化食品分析

與檢驗實驗室 

食品科技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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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36 半自動凱氏氮分

析裝置 
FOSS/DENMARK2100-001 蒸餾裝置 

/2508－051 分解爐 
1 490,000 490,000 食品分析檢驗實習設備汰

舊換新、強化食品分析與

檢驗實驗室 

食品科技系

(科) 
 

A37 粗脂肪萃取裝置 FOSS/DENMARK2043 1 590,000 590,000 食品分析檢驗實習設備汰

舊換新、強化食品分析與

檢驗實驗室 

食品科技系

(科) 
 

A38 簡易粗纖維測定

裝置 
FOSS TECATOR/SWEDEN2021-001   

粗纖維測定裝置 
1 90,000 90,000 食品分析檢驗實習設備汰

舊換新、強化食品分析與

檢驗實驗室 

食品科技系

(科) 
 

A39 單槍投影機 3000ANSI 流明以上/解析度 
1024*768(含)以上 

2 75,000 150,000 教保活動 幼兒保育系

(科) 
 

A40 數位整合性電子

講桌 
高強度複合材質(一體成形)/尺寸:H110×

D50×W90cm/電腦/擴大機/喇叭/麥克風

2 103,000 206,000 教保活動 幼兒保育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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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41 數位攝影機 500 萬畫素以上 4 40,000 160,000 教保活動 幼兒保育系

(科) 
 

A42 數位相機 800 萬畫素以上 2 17,000 34,000 教保活動 幼兒保育系

(科) 
 

A43 數位相機 800 萬畫素以上 1 17,000 17,000 充實整體造型相關領域圖

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44 鏡頭及保護鏡 24-70/2.8L 1 41,700 41,700 充實整體造型相關領域圖

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45 鏡頭及保護鏡 50/1.4 1 12,000 12,000 充實整體造型相關領域圖

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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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46 鏡頭及保護鏡 70-200/2.8L 1 40,000 40,000 充實整體造型相關領域圖

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47 閃光燈 580EX 1 16,000 16,000 充實整體造型相關領域圖

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48 多功能美容儀器 KT3113/3130 3 12,800 38,400 充實圖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49 瓦斯油炸機 落地型瓦斯油炸機/ 85x60x80/97CM/液化

低壓 / 天然瓦斯 
1 20,000 20,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 餐旅管理系

(科) 
 

A50 明火烤箱 電熱式 2 100,000 200,000 西餐烹調/日本料理烹調

教室 
餐旅管理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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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51 廣播教學系統 單向廣教學系統 PTS-200(50) 含主機 1 105,000 105,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資訊科技系

(科) 
 

A52 廣播教學系統 單向廣教學系統 PTS-200(100) 含主機 1 195,000 195,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資訊科技系

(科) 
 

A53 桌上型電腦 P4 四核心 2G 記憶體 19 吋螢幕或以上

規格 
3 55,000 165,000 專題製作教學實驗室設備

之建置；加強學生在數位

內容剪輯與製播之實作技

能 

資訊科技系

(科) 
 

A54 不斷電系統 容量：3KVA/機架式/On-line 型 

 

1 30,000 30,000 專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人力資源發

展系 
 

A55 舞台燈光控制器 12 迴路 1 36,000 36,000 更新及補充教學設備 時尚造型表

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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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56 聚光燈 窄角 4 17,000 68,000 新設時尚造型表演系設備 時尚造型表

演系 
 

A57 柔光燈 可變式 12 10,000 120,000 新設時尚造型表演系設備 時尚造型表

演系 
 

A58 調光機 12 迴路 1 38,000 38,000 新設時尚造型表演系設備 時尚造型表

演系 
 

A59 燈光控制器 24 迴路 1 60,000 60,000 新設時尚造型表演系設備 時尚造型表

演系 
 

A60 擴音設備 無線麥克風/擴音器含無線收發器 6 25,000 150,000 輔助教學設備更新與增設 護理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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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61 擴音設備 腰掛式的擴音器/夾領麥克風 6 10,000 60,000 輔助教學設備更新與增設 護理系(科)  

A62 桌上型電腦 高階 17 吋彩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

功能)/ CPU: INTEL Pentium 4 3.0GHz /記
憶體: 擴充為 1GB DDR400(雙通道) / 硬

式磁碟機: 160GB  SATA 介面 / DVD 燒

錄器/支援 PCI EXPRESS 獨立式影像顯

示卡 * 顯示(含)同級以上 

6 40,000 240,000 輔助教學設備更新與增設 護理系(科)/
化妝品應用

系(科)/運動

健康與休閒

系 

 

A63 數位攝影機 靜態影像錄製畫素： 最大 120 萬 (1,440 
× 810) (HDV / DV 16:9) /16:9 動態影像

有效畫素 ( 約 103.7 萬畫素)/4:3 動態

影像有效畫素 ( 約 77.8 萬畫素)、16:9 
靜態影像有效畫素 ( 約 103.7 萬畫

素)/4:3 靜態影像有效畫素 ( 約 77.8 萬

畫素) /CCD 1/ 4" ( 4.5mm ) 1,920H - 
CMOS 感測器/數位變焦：數位加倍鏡

( 固定 1.48 倍 , ON/OFF 或指定(含麥

克風) 

1 150,000 150,000 專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人力資源發

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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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4 桌上型電腦 Intel Pentium Core 2 Duo 1.8GHZ(以
上)/19 吋寬螢幕彩色液晶顯示器(以上)/

桌上型電腦記憶體模組 Unbuffered 
DIMM DDR2 667  512M 240PIN/桌上型

電腦記憶體模組 Unbuffered DIMM DDR 
400 512M 0PIN/高階顯示卡/DVD±R/RW

雙模式寫入與覆寫燒錄器(內接式) 

3 50,000 150,000 專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人力資源發

展系 
 

A65 冷凍(藏)櫃 六門直立式(長 1800/寬 800/高 2000)上層

冷凍 下層冷藏/白鐵櫃 
1 80,000 80,000 中餐烹調考試設備 餐旅管理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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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66 平臥推舉架 178*168*127cm 1 45,000 45,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67 上斜推舉架 188*160*147cm 1 54,600 54,6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68 下斜推舉架 180*127*136cm 1 51,500 51,5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69 蹲舉架 175*175*222cm 1 55,000 55,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70 可調式訓練椅 137*74*46cm 1 37,000 37,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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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71 訓練椅 平條式/122*74*46cm 1 14,700 14,7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72 史密斯訓練機 234*127*244cm 1 132,000 132,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73 羅馬椅 137*102*173cm 1 28,000 28,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74 肱二頭彎舉架 93*70*89cm(含以上) 1 27,500 27,5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A75 電子防潮箱 上下可調層板×5/一對五/上下分離式對流

除濕 
1 85,000 85,000 專業儀器設備管理與維護 護理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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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76 酸鹼測定器 桌上型 / pH -19.99~+19.99 校度

/0.01pH/mV±1.999mV/Temp-10~199.9℃

5 20,000 100,000 生物化學實驗教學用 食品科技系

(科) 
 

A77 桌上型壓麵製麵

機 
長 45cm*寛 43cm*高 48cm/馬力 1/2HP/(附

不锈鋼麵刀 2 組) 
1 45,000 45,000 協助學生中式米麵食證照

練習、食品加工與中式米

麵食加工實驗使用 

食品科技系

(科) 
 

A78 輕便型壓麵機 長 38cm*寛 39cm*高 36cm/馬力 1/2HP 1 25,000 25,000 協助學生中式米麵食證照

練習、食品加工與中式米

麵食加工實驗使用 

食品科技系

(科) 
 

A79 水療設施 ET-2101，ET-A302L/R 1 100,000 100,000 改善及新增護膚教室.健
康美容諮詢室及 SPA 概念

室等專業教室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80 電動銀幕 6*8 呎/120 吋斜對角/軸心式馬達 

 

1 16,000 16,000 充實圖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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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81 良導絡經絡檢測

儀 
HD323 3 86,000 258,000 充實圖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82 球磨機 奈米粉體/0.1um 1 180,000 180,000 充實生技檢驗及化妝品科

技圖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83 數位皮膚分析系

統 
VISIA 1 780,000 780,000 充實生技檢驗及化妝品科

技圖儀設備 
化妝品應用

系(科) 
 

A84 蒸烤箱 六盤式/托盤台架/烤網/調理盆含蓋 1 480,000 480,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 餐旅管理系

(科) 
 

A85 擴音設備 VHF 雙頻接收/UHF 掛式發射器 2 組/擴大

機/喇叭 2 組/組合櫃 
3 50,000 150,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 餐旅管理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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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86 筆記型電腦 intel Core 2 Duo 1.8GHz Window 作業系

統 15 吋 
3 50,000 150,000 專業課程使用 餐旅管理系

(科) 
 

A87 數位整合性電子

講桌 
高強度複合材質(一體成形)/尺寸:H110×

D50×W90cm/電腦/擴大機/喇叭/麥克風

1 103,000 103,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 餐旅管理系

(科) 
 

A88 桌上型電腦 Mac Pro 四核心 二個 2.66GHz 雙核心

Intel Xeon (含 MAC23 吋多媒體液晶顯

示器 ) 

1 133,000 133,000 專題製作教學實驗室設備

之建置；加強學生在數位

內容剪輯與製播之實作技

能 

資訊科技系

(科) 
 

A89 桌上型電腦 iMac 2.4GHz 1GB 記憶體/ 320G 硬體 /19
吋或以上規格 

2 55,000 110,000 專題製作教學實驗室設備

之建置；加強學生在數位

內容剪輯與製播之實作技

能 

資訊科技系

(科) 
 

A90 筆記型電腦 MacBook Pro.2.4GHz Intel Core 2 Duo 或

以上規格 
2 89,500 179,000 專題製作教學實驗室設備

之建置；加強學生在數位

內容剪輯與製播之實作技

能 

資訊科技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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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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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91 數位攝影機 HDV 1080i/20 倍光學變焦/或以上規格 1 150,000 150,000 專題製作教學實驗

室設備之建置；加強

學生在數位內容剪

輯與製播之實作技

能 

資訊科技系(科)  

A92 高階無線網路攝

影機 
10 倍光學/數位變焦 具備遠端語音即時

對談功能/遠端控制旋轉鏡頭/同級以上

5 33,600 168,000 發展全網路同步與

非同步視訊教學；專

題製作教學實驗室

設備之建置；加強學

生在數位內容剪輯

與製播之實作技能

資訊科技系(科)  

合   計   

$14,40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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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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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C01 典藏系統 數位出版品典藏系統 1 200,000 200,000 數位典藏用 全校師生  

       

       

       

       

       

       

       

合   計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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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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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D01   ˇ    批 1 750,000 750,000 增加資料庫使用 全校師生  

D02   ˇ    套 1 360,000 360,000 增加資料庫使用 全校師生  

D03   ˇ    批 1 240,000 240,000 增加期刊使用率 全校師生  

D04    ˇ ˇ ˇ 批 1 210,000 210,000 增加視聽資料使用 全校師生  

D05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健康產業管理

研究所 
 

D06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健康產業管理

研究所 
 

D07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護理系(科)  

D08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護理系(科)  

D09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食 品 科 技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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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科) 

D10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食 品 科 技 系

(科) 
 

D 11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幼 兒 保 育 系

(科) 
 

D 12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幼 兒 保 育 系

(科) 
 

D 13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化妝品應用系

(科) 
 

D 14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化妝品應用系

(科) 
 

D 15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餐 旅 管 理 系

(科) 
 

D 16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餐 旅 管 理 系

(科) 
 

D 17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資 訊 科 技 系

(科) 
 

D 18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資 訊 科 技 系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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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9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人力資源發展

系 
 

D 20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人力資源發展

系 
 

D 21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運動健康與休

閒系 
 

D 22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運動健康與休

閒系 
 

D 23  ˇ     批 1 80,000 8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老人服務事業

管理系 
 

D 24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老人服務事業

管理系 
 

D 25  ˇ     批 1 150,000 15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全校師生  

D 26 ˇ      批 1 100,000 100,000
提升全校師生參考使

用 
全校師生  

D27      ˇ 套 1 
 

700,000 
700,000

職能發展系統/專業教

室軟硬體使用 
人力資源發展

系 
規格詳專責

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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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8      ˇ 套 1  480,000 480,000
健康評估管理系統/專
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健康產業管理

研究所 
規格詳專責

小組會議 

D29      ˇ 套 1   15,000 15,000
書目管理系統/專業教

室軟硬體使用 
健康產業管理

研究所 
規格詳專責

小組會議 

D30      ˇ 套 25 21,100 527,500

多媒體網頁製作工具/
軟體改善數位內容方

面課程之教學軟體 

資 訊 科 技 系

(科) 
規格詳專責

小組會議 

D31      ˇ 套 1  200,000 200,000
線上問卷管理系統/專
業教室軟硬體使用 

健康產業管理

研究所 
規格詳專責

小組會議 

D32      ˇ 套 1   15,000 15,000

數位地球教學軟體/改
善數位內容方面課程

之教學軟體 

資 訊 科 技 系

(科) 
規格詳專責

小組會議 

合    計    $5,5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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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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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

註 

E01 數位相機 1000 萬畫素以上 4 20,000 80,000 爲社團活動使用 社團  

E02 數位攝影機 500 萬畫素以上 2 40,000 80,000 爲社團活動使用 社團  

E03 筆記型電腦 Intel Celeron M 1.6GHz 12 吋(含以上) 2 50,000 100,000 爲社團活動使用 社團  

E04 多功能手提式

擴音機 
播放 CD/MP3/WMA/輸出功率

200W(PMPO)/DBB 動態 
3 30,000 90,000 爲社團活動使用 社團  

E05 單槍投影機 2000ANSI 流明以上/解析度 
1024*768(含)以上 

1 50,000 50,000 爲社團活動使用 社團  

合   計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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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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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F01 飲水機 冰、溫、熱 5 40,000 200,000 全校師生飲水使用 校區  

F02 監視系統 彩色攝影機/夜間鏡頭/硬碟 5 20,000 100,000 強化校園安全 校區  

F03 新團膳教室排氣

系統 
22#3 不锈鋼室外風管/油煙淨化器/多翼

式抽風機 
1 380,000 380,000 強化實(驗)習教室教學設

備，以符合法規要求 
食品科技系

(科) 
 

F04 排氣系統 西餐教室:22#3 不锈鋼室外風管/油煙淨

化器/多翼式抽風機 
1 770,000 770,000 強化實(驗)習教室教學設

備，以符合法規要求 
餐旅管理系

(科) 
 

F05 實習餐廳廚房排

氣風管加裝電動

風管口棚門 

22#3 1 60,000 60,000 強化實(驗)習教室教學設

備，以符合法規要求 
餐旅管理系

(科) 
 

F06 排煙櫃 L120*W80*H235 1 120,000 120,000 強化實(驗)習教室教學設

備，以符合法規要求 
食品科技系

(科) 
 

57



 

F07 教學安全維護監

控系統 
攝影機監控主機 1 280,000 280,000 安全監控系統 電腦教室  

F08 瓦斯偵漏設備 瓦斯偵漏器設備/瓦斯及安全裝置(安全

閥、瓦斯漏氣警報裝置，須達到 16000 
PTU） 

1 500,000 500,000 強化專業教室教學 餐旅管理系

(科) 
 

合   計   $2,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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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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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01  研究 
 補助業務費；文具紙張、郵電、印刷、調查訪問費、電腦處

理費、資料收集費及儀器使用及材料費等 ＄1,200,000 依本校教師研究辦法辦理 

G02  研習  教師參加校外各項研討會及學術發表會之報名費及差旅費   ＄300,000 依本校教師參加學術及研習

補助辦法辦理 

G03  進修  奬補助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800,000 依本校進修辦法辦理 

G04  著作  獎勵學術期刊或著作發表專文或教學相關的著作   ＄1,000,000 依本校教師著作與成果獎勵

辦法辦理 

G05  升等送審  補助論文印製費及升等送審之外審費 ＄150,000 依教師升等送審申請補助辦

法辦理 

G06  改進教學  補助講座鐘點費及印刷費 ＄350,000 依本校辦理教學研討(習)會 
處理要點辦理 

G07 編纂教材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 ＄100,000 依本校改進教學獎勵費申請 
辦法辦理 

G08 製作教具 獎助教師製作教具 ＄100,000 依本校改進教學獎勵費申請 
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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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9 
行政人員研

習 
 補助行政人員參加業務相關研習及進修活動之報名費及差旅

費 ＄500,000 
依本校職員工參加研習會補

助辦法辦理 

G10 學生事務處 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250,000

1.經國盃卡拉 OK 100,000 元 

2 新 生 盃 健 康 操 歌 唱 賽

100,000 元 

3.經國社團博覽會 50,000 元 

G11 
新聘教師及

現有教師之薪資 
現有教師薪資 ＄5,250,000 預估新聘 10 位及 60 位現有教

師 

合        計 $10,000,000  

 

註一：本表請填列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為增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獎補助教師研究之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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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填列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

附表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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