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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 師資結構： 

    本校師資結構及最近兩學年度比較情形如下表所示： 

1.本(103)學年師資結構如下：  

學位\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博士 12 66 58 2 138 

碩士 5 16 33 52 106 

學士 0 1 0 0 1 

合計 17 83 91 54 245 

資料基準日：103年 10月 31日 

 

     2.102學年與本學年度師資結構比較：  

學年度\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102 14 83 90 57 244 

103 17 83 91 54 245 

差異說明 升等:3 人 

新聘:1 人 

離退:3 人 

升等:5 人 

新聘:6 人 

離退:2 人 

新聘:2 人 

離退:3 人 
 

     資料基準日：兩學年均以 10月 31日為基準 

 

(二)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圖書館自民國 54 年成立以來，積極地擴充館藏，推廣各項活動與服

務，提供師生教學與研究之用。本校目前的館藏資料如下表所示： 

資源型態 

圖書 

（含買斷電子書） 

期刊 

（含電子期刊） 
視聽資料 電子資料庫   

單位:冊 單位:種 單位:件 單位:種   

前一年度累計 325,652 68,441 13,477 256   

  
現況累計 348,972 69,825 13,954 269   

成長百分比 7.16% 2.02% 3.54% 5.08%   

             資料基準日：103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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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現有電腦教學設備如下說明之 

電算中心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403 
CPU：Intel Core i7 3.4GHz 
Ram：4GB    Hdd：500GB 

40 網路列印中心、學生

自由實習教室(一) WIN XP.7.  Office 2010,2013 
Adobe Design Premium  CS6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404 

CPU：Intel Core2 2.66GHz 
Ram：2GB    Hdd：500GB 

60 學生自由實習教室

(二) WIN XP，7.  Office 2010,2013 
Adobe Design Premium  CS6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405 

CPU：Intel Core i7 3.4GHz 
Ram：4GB    Hdd：500GB 

60 
 

商業套裝軟體、商業套

裝應用、網頁設計、視

覺傳達設計、作品集設

計、數位產品趨勢與規

畫、軟體工程、資料處

理、多媒體與網路應用 

WIN XP，WIN 7，Office 2013 ,2010 

Adobe Design Premium  CS6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501 

CPU：Intel Core i7  3.4G 

Ram：4GB  Hd：500GB 

64 
 

XML Web 程式設計、

大二英文班(一)A2、多

媒體與網路應用、商

業套裝軟體、商業軟

體應用、電子商務

(二)、資料庫應用、財

金計量學(一) 、商業

套裝軟體(一) 、資料

庫實用 

WIN XP，WIN 7，Office 2013 ,2010 

Adobe Design Premium  CS6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504 

CPU：Intel Core i7  3.4G 

Ram：4GB  Hd：500GB 64 
 

英文、網際網路應

用、商業軟體應用、

商業軟體應用合一、

資料庫管理與應用、

資訊管理 

WIN XP，WIN 7，Office 2007 ,2010 

Adobe Design Premium  CS6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505 
CPU：Intel Core i7 3.4GHz 
Ram：4GB    Hdd：500GB 

64 
 

壽險管理師國際證照

輔導、商業套裝軟體、

企業資源規劃、英文、

會計資訊系統、資料庫

管理、租稅申報實務、

會計資訊系統 

WIN 7，Office 2007 ,2010,2013 
會計軟體 
ERP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506 

CPU：Intel Core 2 Quad 2.83GHz 
Ram：2GB  Hd：500GB 

60 
 

資料庫管理系統、商業

套裝軟體、商業軟體應

用、網拍創業經營、網

際網路應用、數位行銷

實戰、多媒體概論 

WIN XP，WIN 7 Office 2013 ,2010 

Adobe Design Premium  CS6 
ERP.  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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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電腦教學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資訊管理系 電腦教室 A 

綜 316 
Intel Core i7 3770 3.4Ghz  8GB 62 統計學、Unix 作業系

統、物件導向技術、Web

程式設計、高科技行

銷、影像處理、資料庫

管理系統、程式設計、

網路行銷、計算機概

論、企業資訊網路 

Intel Core i7 3770 3.4Ghz  8GB 

(老師機) 
1 

Cisco Catalyst 2950 交換集線器 3 

機櫃 1 

教學廣播系統(鴻賓) 1 

講桌 1 

個人電腦桌(每張雙人桌) 31 

個人電腦椅 62 

中央空調 1 

窗型冷氣 3 

合金鋼高架地板系統 1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3 

Office Enterprise 2010 6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63 

Visual Studio 2012 Professional 63 

Android Eclipse. 63 

Adobe C6 Web Premium 63 

PhotoImpact X3 63 

資訊管理系 專業教室 B 

綜 315 
Intel Core i7 4790 3.6Ghz  16GB 60 軟體工程、e 化企業、影

視動畫整合、資料庫管

理系統、網頁設計、數

位學習導論、程式設

計、企業資訊網路、企

業資源規劃、計算機概

論、系統分析與設計、

軟體品質管理、資訊管

理、Unix 作業系統、Web

程式設計 

Intel Core i7 4790 3.6Ghz  16GB  
(老師 DEMO機) 

1 

教學廣播系統 1 

Cisco Catalyst 2950 交換集線器 3 

機櫃 1 

講桌 1 

個人電腦桌(每張雙人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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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下潛式個人電腦桌、椅 60 

中央空調 1 

窗型冷氣 3 

合金鋼高架地板系統 1 

Windows 7 63 

Office Enterprise 2010  6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63 

Visual Studio 2012 Professional  63 

Android Eclipse. 63 

Adobe CS6 Web Premium 63 

PhotoImpact X3 63 

資訊管理系 專業教室 C 

綜 314 
Intel CI7-870 2.93G  4GB 62 資料庫管理系統、程式

設計、資訊安全、網際

網路原理、計算機概

論、物件導向技術、網

路規劃與管理、行動網

路應用、基礎攝影、e

化企業 

Intel CI7-870 2.93G  4GB  

(老師 DEMO機) 
1 

教學廣播系統 1 

交換器(Juniper EX2200) 3 

機櫃 1 

講桌 1 

下潛式個人電腦桌、椅 62 

中央空調 1 

窗型冷氣 3 

合金鋼高架地板系統 1 

Windows 7 63 

Office Enterprise 2010  6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63 

Visual Studio 2012 Professional  63 

Android Eclipse. 63 

Adobe C6 Web Premium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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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資訊管理系 專業教室 D 

綜 313 
Core2 Quad Q9400 2.66GHz 4GB 62 資訊安全、專業證照輔

導(五)、大型資料庫系

統、系統分析與設計、

行動網路應用、企業資

源規劃、設計概論、網

際網路原理、計算機概

論、系統分析與設計、e

化企業 

Core2 Quad Q9400 2.66GHz 4GB 

（老師 DEMO 機） 
1 

教學廣播系統 1 

交換器(Juniper EX2200) 3 

機櫃 1 

講桌 1 

下潛式個人電腦桌、椅 63 

中央空調 1 

窗型冷氣 3 

合金鋼高架地板系統 1 

Windows 7 63 

Office Enterprise 2010  6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63 

Visual Studio 2012 Professional  63 

Android Eclipse. 63 

Adobe C6 Web Premium 63 

PhotoImpact X3 63 

資訊管理系 畢業專題教室 

綜 302 

 

Intel CI7-2600 3.4G  4GB 45 計算機概論、影像處

理、研究方法、Linux

進階管理、網頁設計、

行動網路應用、計算機

概論、大二英文(一)C

班、數位娛樂產業趨

勢、高等資訊安全、資

訊倫理與法規、e 化企

業、影片企劃 

Intel CI7-2600 3.4G  4GB  

(老師 DEMO機) 
1 

廣播教學系統(信業) 1 

D-Link DES-3852交換集線器 1 

中型機櫃 1 

機櫃 1 

電動布幕 1 

活動式隔版 1 

講桌 1 

電腦桌 30 

電腦椅 58 

 5 



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講台架及椅 1 

高架地板 1 

窗型冷氣 2 

數位監視器 4 

投影機 1 

實務投影機 1 

Windows 7 46 

Office Enterprise 2010  46 

Android Eclipse. 46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46 

Visual Studio 2012 Professional  46 

資訊管理系 畢業專題教室 

綜 303 

 

Intel CI7-2600 3.4G  4GB 45 創意與專利、企業資源

規劃、計算機概論、影

像處理、網頁設計、行

動網路應用、大二英文

(一)C 班、數位娛樂產業

趨勢、資訊倫理與法

規、e 化企業、影片企劃 

Intel CI7-2600 3.4G  4GB  

(老師 DEMO機) 
1 

廣播教學系統(信業) 1 

D-Link DES-3852交換集線器 1 

機櫃 1 

活動白板 1 

電腦桌 31 

電腦椅 59 

  高架地板 1  

窗型冷氣 2 

數位監視器 4 

防毒資安事件收集器 1 

資安事件資料收集器 1 

入侵偵測系統 1 

郵件安全閘道器 1 

內容安全閘道器 1 

個人端安全控軟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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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報表系統 1 

弱點掃描 1 

Windows 7 46 

Office Enterprise 2010  46 

Android Eclipse. 46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46 

Visual Studio 2012 Professional  46 

資訊管理系 CCNA實驗室 單槍液晶投影機 1 實務專題 

Intel® Core™2 Duo 2.13GHz  2GB 24 

Intel Core i7 3.4GHz 4GB 11 

Cisco 2811路由器 1 

Cisco Catalyst 2960交換器 1 

Cisco 871W無線路由器 1 

教學廣播系統 1 

電動珠光螢幕 1 

手提無線擴大機 1 

D-Link 2616ix集線器 2 

落地式機櫃 1 

交換器(SMC-8524T) 3 

電腦螢幕切換器 1 

不斷電系統、網路佈線工程及電源佈線

工程 
1 

監視系統 1 

Router(Cisco 2950) 16 

Switch(Cisco 2620) 16 

電腦辦公桌 15 

辦公椅 30 

白板 1 

擴音設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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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螢幕防盜固定座 15 

 

電動珠光螢幕 1 

講桌 1 

投影布廉 1 

桌子 6 

Windows 7 professional 35 

Packet tracer 35 

Office 2010 professional 35 

資訊科技系 電腦教室 

綜 310 

 

個人電腦 59 
嵌入式系統概論、資料

庫管理系統、手機應用

程式設計、嵌入式系統

概論、軟體專案管理、

智慧型網路、軟體工程 

廣播系統 1 

XUPPER校園版 1 

資訊科技系 嵌入式系統實

驗室  綜 308A 

軟體工程實驗

室  綜 308B 

電腦 30 
實務專題 

Embedded 主機 15 

雷射印表機 HPLJ2430 1 

雷射印表機 HPLJ3005X 1 

資訊科技系 電腦教室 

綜 508 

 

廣播系統 1 

XML Web程式設計、HTML

進階程式設計、物件導

向程式設計(I)、手機應

用程式設計、網頁設

計、軟體工程、作業系

統 導 論 、 程 式 設 計

(Ⅰ)、UML系統設計、作

業系統導論、應用微積

分、數位邏輯、資料庫

管理系統、無線網路、

軟體專案管理、嵌入式

系統概論 

電腦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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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資訊科技系 電腦教室 

綜 412 

 
電腦 63 

數位邏輯、影像處理、

網頁設計、程式設計

(Ⅰ)、影片企劃、影像

處理、作業系統導論、

物 件 導 向 程 式 設 計

(I)、資訊與網路安全、

軟體工程、專業證照、

智慧型網路 

網路交換器 3 

廣播系統 1 

多媒體設計系 多媒體設計專

業教室(一) 

綜 511 

 

電腦動畫製作軟體 1 
影像處理、3D 動畫造型

設計、影片企劃、3D 角

色動畫、基礎程式設

計、畢業講座與職涯發

展、數位娛樂產業趨

勢、文創設計與媒體行

銷、影視動畫整合、2D

數位動畫製作、數位插

畫創作、藝術與數位科

技、視覺傳達設計、數

位學習導論、遊戲入門

與企劃、網頁設計、設

計方法與創意思考 

多媒體設計軟體組合 1 

遊戲開發軟體 1 

視訊編輯軟體組合 1 

電腦動畫製作軟體-圖庫及光碟 1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 1 

電腦 63 

繪圖板 63 

多媒體設計系 多媒體設計實

驗室 

綜 513 

 

電腦 32 
支援全系學生於課後學

習和實作使用。進行之

編輯與實作例如：平面

設計、2D 和 3D 動畫製

作、遊戲製作、和大四

畢業專題製作等。 

燒錄機 32 

雷射印表機 HPLJ2300DN 1 

雷射印表機 EPSON AL-C9200 1 

雷射印表機 HP LJ P2015N 1 

2D 動畫設計軟體 1 

專業數位彩繪藝術軟體 1 

繪圖板 16 

HP 9800 Pro 大圖輸出機 1 

掃描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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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多媒體設計系 多媒體設計專

業教室(二) 

綜 510 

 

電腦動畫製作軟體 1 
2D 數位動畫製作、3D
角色動畫、非線性剪

輯、遊戲美術設計、基

礎攝影、數位插畫創

作、視覺傳達設計、作

品集設計、遊戲入門與

企劃、計算機概論、基

礎程式設計 

多媒體設計軟體組合 1 

遊戲開發軟體 1 

視訊編輯軟體組合 1 

電腦動畫製作軟體-圖庫及光碟 1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 1 

電腦 63 

多媒體設計系 影音後製實驗

室 

綜 507 

 

電腦 4 
支援本系全部學生課後

練習與實作影音編輯器

材及相關軟體，以培養

學生剪輯影音格式及編

輯能力。 

DVCAM 錄放影機 2 

硬碟式數位攝影機 2 

數位攝影機 2 

影 音 剪 輯 軟 體 (AE 、 MusicMaker 、

Premiere、Mixcraft) 
4 

多媒體設計系 未來生活創意

空間 

A113-1 

 

擴增實境編輯軟體 1 
實務專題 

Apple iMac 20” 1 

雙螢幕 4 核心工作站 1 

多媒體設計系 專業錄音室 

A509 

 

電腦 1 
相關軟硬體設備可供學

生借用、實作教學、指

導學生專題製作，並結

合 Acousaica Mixcraft 
MATCC 國際原廠教學

認證。 

錄音設備 1 

音樂編輯軟體 2 

多媒體設計系 實務專題實驗

室 

A301-1 

電腦 8 支援本系之學生進行實

務專題（畢業專題）之

所需，讓專題小組成員

能夠以高階電腦進行專

題之作品整合、作品集

輸出等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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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電腦教學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企業管理系 中正樓 106 

專業教室 
單槍投影機 1 行銷專業證照輔導、管理

學、電子商務、組織行

為、企業概論、顧客關係

管理實務、網路行銷、顧

客關係行銷管理實務 

DVD播放機 1 

雙卡錄音機 1 

VHS錄放影機 1 

視訊轉換器 1 

教師專用電腦 1 

企業管理系 百齡樓 102 

焦點團體室 
收音麥克風 2 研究方法 

前級混音機 1 

6 迴路耳機放大機 1 

電腦 12 

電腦 5 

手提電腦 1 

15 吋螢幕 11 

ESS電子化調查系統軟體 1 

17 吋液晶螢幕 3 

液晶電視 1 

單槍投影機 1 

螢幕-掛壁式(含懸掛吊架) 1 

燒錄器(外掛) 2 

企業管理系 B109、B110室 

企管系專業教室 
SPSS 12.0(安裝使用數) 61 企業研究方法 

電腦 62 

教學廣播還原系統 1 

網路高階雷射印表機 1 

3D 模擬經營決策-25人版 1 

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V2.5 1 

知識管理系統 60人版 1 

流通大師教學系統 1 

網路伺服器 1 

網路監視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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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流通管理系 百齡樓 105及

106未來商店 

個人電腦 7 國際物流認證(選) 

物流中心營運管理(選) 
IBM伺服 1 

電子看板（42吋液晶電視） 1 

雷射印表機 1 

RFID商品履歷 1 

主動式行銷看板 2 

個人化購物推車 2 

智慧貨架標籤 2 

智慧型冰箱 1 

自助式資訊站 1 

非接觸式結帳 1 

電動銀幕 1 

單槍投影機 1 

電子白板 1 

筆記型電腦 1 

手持式盤點機 4 

智慧型倉儲系統(1流道、2貨架) 1 

RFID模擬物流輸送系統 1 

商店管理軟體系統 1 

模擬賣場決策管理系統 1 

RF 溫度發射器 5 

物流行動載台 10 

RFID整合溫濕度感之系統 

（主機與軟體） 
1 

智慧型流通健康管理系統 

（主機與軟體） 
1 

流通多媒體播放管理系統 1 

行動運籌即時追蹤管理系統（軟體） 1 

流通管理系 中正樓 406 

電腦教室 
物流運輸配送管理專業系統 1 商業軟體應用(一)、研

究方法導論、電子商

務 、 商 業 軟 體 應 用

(一)、地理資訊系統、

商業自動化、商業套裝

軟體 

物流運輸倉儲管理系統 1 

地理資訊系統 Super GIS 2.X 10 

Super GIS 位相分析擴充軟體 1 

行動運籌即時追蹤管理系統 1 

模擬賣場決策管理系統(WEB) 1 

智慧型物流派車系統(Auto Dispat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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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地理資訊系統--Super GIS 1  

商業空間設計規劃系統（Fancy 

Designer） 
1 

智慧型貨物裝載系統 

（Auto Load） 
1 

系統模擬系統（Flexsim） 1 

結構方程模式軟體 2 

決策樹分析軟體 1 

連鎖加盟經

營管理學位

學程 

四合院 B107 

連鎖加盟創業館 
電腦 13 門市服務管理(一) 

商圈經營規劃 

教學廣播系統 1 

POS機組 2 

流通管理系

碩士班 

四合院 B411-1 

研究生研究室 
電腦 12 研究生論文研討、學期

報告及論文製作、論文

資料查詢 

(碩一及碩二生共用) 
雷射印表機 1 

流通管理系

碩士班 

研推大樓 R404 

研究生研究室 電腦 12 
研究生論文研討、學期

報告及論文製作、論文

資料查詢 

(碩一及碩二生共用) 雷射印表機 1 

研推大樓 R302 

研究生電腦教室 電腦 20 
研究方法 

國際貿易系 篤信樓 B121 

貿易模擬操作教

室 

液晶螢幕個人電腦(ACER VERITON 
M670) 

16 
貿易個案研究、商展實

務專題、專業實習、國

際物流實務、海運貨物

運送實務、航空貨物運

送 實 務 、 貿 易 法 規

(一)、貿易證照模擬實

務、海空運國際物流實

習、國際運送物流從業

認證 

液晶螢幕個人電腦(Acer Power FH) 8 

廣播教學系統 1 

單槍投影機 1 

網路雷射印表機 2 

國際貿易模擬實習軟體TMT台灣版升級版
(1.2版) 

1 

SimTrade 外貿實習平台 1 

TSIT國貿證照題庫系統 1 

TSIT題庫增購－兩岸國貿證照題庫 1 

加工貿易暨大陸海關模擬系統 1 

EDI通關自動化系統 
（WAPCS海關模擬教學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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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介宏國際物流教學與認證軟體 
 (3模組) 

1 
 

國際貿易系 篤信樓 122 

經貿與商務情境

教室 

液晶螢幕個人電腦 8 商展實務專題、海空運

國際物流實習 
筆記型電腦 1 

網路雷射印表機 1 

應用外語系 綜 410 

模擬播報室 

高解析 3CCD 攝影機  

(含滑輪\線控) 
1  

畢業專題(二) 

同學參加競賽演練 

同學播報演練 

平衡式超指向性麥克風 2  

專業用廣播級麥克風 

(含麥克風架) 
2  

DVD播放機 1  

DVD錄放影機 1  

混音機 1  

功率擴大機 3  

監聽喇叭 

(控制室、攝影棚、觀摩區) 
6 

專業用監聽耳機 2 

電動背景幕 3 

影音特效機 1 

非線性剪輯系統 1 

應用外語系 綜 410-1  

模擬廣播室 
廣播級混音器控制機 1  

畢業專題(二) 

同學參加競賽演練 

同學播報演練 廣播級錄音室麥克風 
(含麥克風伸縮臂) 1  

專業用鐳射唱機 1 

數位微型錄放音座 1 

專業用監聽耳機 2 

耳機分配放大器 1 

電腦:節目自動播出系統 1 

電話 Call-in機 1 

網路電台製作 1 

自動播放系統伺服器軟體 1 

自動播放系統檔案伺服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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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應用外語系 綜 411 

視訊簡報室 
單槍投影機 1 商務英文簡報 

DVD播放器 1 

數位等化器 1 

數位回授抑制器 1 

12ch混音機 1 

功率擴大機 1 

喇叭 4 

應用外語系 

 

綜 405 

外語檢測教室 
系統控制主機 1 大一英文(一)、大二英文

(一)、商用日文文書處

理、兒童英語教育機構行

政與管理實務、英語教學

設計與實務、兒童文學賞

析(二)遠距 

數位儲存系統 1 

數位式教師機 1 

數位式語言學習機 60 

電腦 1 

DVD放影機 1 

測驗軟體 2 

單槍投影機 1 

筆記型電腦 1 

應用外語系 綜 414 

語言情境教室 
攝影機 4 

觀光日語 

職場日文 

商用英文與習作 

初階口語表達 

進階口語表達 

餐旅英文 

會展英語 

會展日語 

數位錄放影主機 1 

42 吋液晶電視 1 

電子白板 1 

電腦   3 

應用外語系 綜 415  

自學資源教室 
電腦 21 英語文應用能力訓練

(一)(二) 
線上英語學習教材 1 

英語學習資料庫 1 

行銷管理系 中正樓 C101 

展覽企劃專業教

室 

桌上型電腦 17 行銷專題製作(一)(二)、 

會展產業行銷、 

會展概論、會展招商、 

行銷決策模擬系統、 

銷售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教學廣播系統 1 

單槍投影機 1 

2013版行銷贏家系統軟體 1 

PHOTO SHOP CS4中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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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SPSS 14.0 2 

 

SPSS Advanced 單機版 1 

SPSS Categones 14.0 1 

行銷管理系 中正樓 C102 

會議模擬專業教

室 

教師專用電腦 1 領隊與導遊實務、 

關係行銷、商業心理學、 

溝通與表達技巧、 

會展場地經營管理、 

會議英語、商用英文、 

旅行業經營管理 

DVD播放機 1 

雙卡錄音機 1 

錄放影機 1 

視訊轉換器 1 

行銷管理系 中正樓 C103 

整合行銷專業教

室 

桌上型電腦 61 多媒體概論與應用、 

多媒體設計與應用、 

服務行銷、整合行銷溝通、 

遊程規劃與管理、 

基礎影像剪輯、 

展場規劃與設計、 

策展規劃與管理、 

商業軟體應用(一)(二_)、 

旅行業管理作業系統軟體 1 

ABACUS 航空電腦訂位系統 網路版 

IBM SPSS Statistics  網路版 

3D 超商經營互動遊戲教學軟體 1 

會聲會影 X6 教育授權 1 

會議展覽管理系統 1 

Power Choice決策軟體 50U 

FancyDesigner軟體授權 60U 

教學廣播系統 1 

單槍投影機 1 

行銷管理系 四合院 B108 碩

專班研討室 
桌上型電腦 24 

碩專班學生研究用、 

服務行銷管理、 

論文研討(一)(二)、 

服務業個案研究、 

量化研究、休閒產業分

析、消費者行為專題、 

行銷專題製作(一)(二) 

單槍投影機 1 

SPSS AMOS 7.0英文單機版 1 

SPSS BASS 14.0 中文 6 

教學廣播系統 1 

行銷管理系 四合院 B210-1

碩士班研究室 桌上型電腦 16 

研究生研究用 

行銷管理系 四合院 B310-2

碩士班研究室 桌上型電腦 9 

研究生研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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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行銷管理系 四合院 B319 專

題研討室(與物

管系共用) 

數位講桌 1 
論文研討(一)(二) 

行銷專題製作(一)(二) 

實務專題 單槍投影機 1 

行銷管理系 研推大樓 R405 

專題研討室 
桌上型電腦 10 

行銷專題製作(一)(二)、 

研究生小組研究用 

 
 

財金學院電腦教學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財務金融系 A105室 

綜合大樓線上金

融資訊專業教室  

電腦 61 衍生性金融商品、財金

計量學、投資學、個人

理財實務、經濟學 認購權證比價系統（網路版） 1 

投資稽核控管系統（網路版） 1 

金融證照模考系統題庫 1 

虛擬交易所系統（選擇權） 1 

金融證照模考系統 1 

選擇權訂價分析 1 

智慧型投資決策系統 1 

虛擬交易所系統（期貨）  1 

法人期貨避險系統（網路 60 人授權教
育版） 

1 

資產管理帳務整合系統（網路 60 人授
權教育版） 

1 

債券交易管理系統（網路 60 人授權教
育版） 

1 

KISS財富軟體 1 

XQ 全球贏家系統 1 

財務金融系 A106室 

綜合大樓投資理

財實作專業教室

教室  

電腦 51 

管理學、基金管理、財金

統計分析 

財務金融系 中正樓 C104 室 

財務金融系多功

能視聽教室 
電腦 1 

證券暨期貨投資實務

(一)、勞作服務學、畢業

講座與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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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保險金融管

理系 

B103室 

保險教育資訊整

合專業教室  

電腦 13 壽險管理師國際證照輔

導 
Matlab財務與最佳化模組軟體 
(網路版) 

1 

@RISK5.0 Professional 10 

STATA 10.0網路版 
(50人版) 

1 

財務需求分析軟體(標準版提供 50人使
用) 

1 

保險金融管

理系 

中正樓 105室 

保險金融管理系

多功能視聽教室 
 

 

教師專用電腦 1 行銷學、財產風險管理、

年金保險與退休金規

劃、金融機構風險管理、

投資學、證券法規與實

務、金融資產證券化、社

會福利與保險、共通核心

職能、金融商品行銷、租

稅與財產移轉規劃、意外

保險、財報分析與企業評

價、人身風險管理、臺灣

觀光資源與生態、避險工

具分析、品格與公民素

養、 

單槍液晶投影機 1 

擴大機組 1 

DVD播放機 1 

雙卡錄音機 1 

錄放影機 1 

視訊轉換器 1 

雙頻無線接收機 
(含二支無線麥克風) 

1 

作業軟體 PC Anywhere 1 套 

互動式語音客戶關係管理系統軟體 1 套 

電話外撥系統軟體 1 套 

傳真整合系統軟體 1 套 

知識管理系統軟體 1 套 

報表系統軟體 1 套 

操作型客戶關係管理系統軟體 1 套 

會計資訊系 中正樓 505 

電腦應用軟體明

細表 

SPSS Base/Win 12.0中文教育網路版 61 人 會計資訊系統、申報實務 

企業資源規劃、財金資訊

系統實務、企業軟體證照

輔導 

SPSS Regression Model 12.0(中文單

機版) 
1 套 

SPSS Advance Model 12.0(中文單機版) 1 套 

SPSS Tables 12.0 (中文單機版) 1 套 

SPSS Categories 12.0 (中文單機版) 1 套 

SPSS Trends 12.0(中文單機版)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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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總公司辦公室自動化模組-財務模組 60 人版 

總公司辦公室自動化模組-知識神經管

理系統 SERVER版 
1 套 

BI 銷售決策支援分析管理系統 60 人版 

中小企業(加、代工)電腦化整體規劃專

業軟體 

20 人網路

版+60 人

單機版 

會計師工作輔助幫手(10項) 
60 人網路

版 

審計抽查系統 

20 人網路

版+ 

60 人單機

版 

審計稅務簽證報告系統 

20 人網路

版+ 

60 人單機

版 

兩稅合一稅務規劃系統 

20 人網路

版+ 

60 人單機

版 

審計財務簽證報告系統 

20 人網路

版+ 

60 人單機

版 

正航顧問七號財務系統 網路版 

正航顧問七號票據系統 網路版 

正航顧問七號庫存系統 網路版 

正航顧問七號訂單系統 網路版 

正航顧問七號生管系統 網路版 

超越巔峰會計 2002 系統 網路版 

超越巔峰進貨 2002 系統 網路版 

大帳省 
120人單

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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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電腦審計軟體 ACL V8.0 

1 套單機

版及 

20 人網路

版 

鼎新 WORKFLOW ERP 軟體(22模組套餐) 
1 套無限

人版 

鼎新 ERP 應用人才數位課程(含基礎與

導入篇、配銷模組、財務模組、生產製

造模組) 

1 套 

V-POINT主管資訊系統(鼎新EIS主管資

訊系統，包含銷售模組、財務模組，

2NAMED USER) 

1 套 

財政稅務系、 

不動產投資

與經營學位

學程 

又新樓 608室 

稅務資訊專業教

室 

單槍投影機（固定） 1 企業財務資訊系統、商用

日文文書處理、稅務申報

系統 錄放影機 1 

DVD光碟機 1 

雙卡錄放音機 1 

電腦 51 

會計審計軟體 1 套 

王代書軟體 51 套 

 又新樓 609室 

證照培訓中心 
遠端監控設備 

1 套 

「不動產經紀人」證照培

訓課程、土地經紀學、不

動產金融、不動產行銷、

土地利用、都市計畫法 

財金學院 百齡樓 103室 

財金證照培訓中

心 

個人電腦 31 台 提供專業證照輔導班授

課、學生專業證照題庫練

習及 LOMA檢定試場 作業軟體 WIN7，Office 2010 31 套 

光纖多媒體教學廣播系統（外接式）（老
師機*1+學生機 * 30） 
(預計 102.11採購完成) 

1 組 

伺服器 1 組 

穩壓器 1 個 

集線器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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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電腦教學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通識教育 

中心 

 

文化藝術教室

(又新樓 411

室) 

教師用電腦：real player SP、KM  

player、office、spyware doctor 

7.0 

1 
藝 術 概 論 與 欣

賞、探索音樂大師

的心靈密碼、文化

與藝術美學、探索

音樂大師的心靈

密碼 

單槍液晶投影機 1 

DVD影音機 1 

HI-FI 錄放影機 1 

實物教材提示機 1 

幻燈機 1 

通識教育 

中心 

生命體驗暨禮

儀專業教室(四

合院 112 室) 

教師用電腦：KM  player、office 1 
生活禮儀一 12、

生活禮儀一 34、

青年心理與適應

二 34、青年心理

與適應二 67、青

年心理與適應二

89、生活禮儀四

12、性別關係與

人際溝通四 67、

性別關係與人際

溝通四 89、藝術

概 論 與 欣 賞 五

12、品格與公民

素養 

單槍投影機 1 

影音機 1 

錄音機 1 

音場處理器 1 

實物教材提示機 1 

通識教育 

中心 

綜 406語言教

室 
教師用電腦：KM  player 、real 

player、office 2007、power dvd 
1 

初階日語、高階日

語(一)、中階日語

(一)、英文、英語

教學概論(一)、日

語會話、進階閱

讀、跨文化領域經

營與學習、畢業專

題(二)、商務英文

簡報、中階第三外

語(一)西班牙 

電腦語言教學主機 1 

學生錄音座 64 

耳機 65 

DVD數位光碟機 1 

S-VHS 錄放影機 1 

教學提示機 1 

LCD單槍投影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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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通識教育 

中心 

綜 407語言教

室 

教師用電腦：E 世代日本語、KM  

player 、office 2007 
1 

初階日語、基礎日

文、初階口語表

達、觀光日語、進

階口語表達 A班、

職場英文、畢業專

題(二)、國際商務

英語 A、日語聽講

練習(一)、英文文

法與句型練習、兒

童 英 語 教 學 法

(一)、商用日文會

話(一) 

電腦語言教學主機 1 

耳機 65 

DVD數位光碟機 1 

S-VHS 錄放影機 1 

教學提示機 1 

LCD單槍投影機 1 

通識教育 

中心 

 

綜 408語言教

室 
電動布幕 1 大一英文(一)B1

班 、 大 二 英 文

(一)B 班、大二英

文(一)、大二英

文(一)B1 班、大

一英文(一) 

 

單槍投影機 1 

DVD播放機 1 

雙卡錄音機 1 

VHS錄影機 1 

教 師 專 用 電 腦 ： office 、 KM 
player、win RAR、power dvd 

1 

電腦 60 

數位化語言教學系統 1 

廣播系統 1 

視訊轉換器 1 

實物投影機 1 

無碟管理系統 1 

通識教育 

中心 

綜 409語言教

室 
教師用電腦：media player、TQC
題庫練習系統(2003 版)、TQC 測驗
系統、TQC輸入輔助教學暨認證系
統 v2011 

1 

大一英文 (一 )A

班 、 大 二 英 文

(一)A 班、大二英

文(一)、大一英文

(一) 

學生用電腦 64 

教學廣播系統 1 

VDR數位錄放影機 1 

教材提示器 1 

視訊轉換器 1 

數位化語言教學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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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來源分析： 
本校日間部新生來源除有以推薦甄選(含外加原住民、離島生)及聯合登記

分發(含外加原住民、退伍軍人、僑生、體育績優)招生管道入學的學生外，還

有高中生申請入學、技優甄審入學、身障生單獨及聯合甄試、外國學生申請入

學及陸生分發入學的外加名額學生，103 年度各系註冊人數分析如下表： 

 

系別 教育部核定

招生人數 
推薦甄選

入學人數 
聯合登記分

發入學人數 
外加 
名額 

合計註冊

人數 

會計資訊系 143 79 57 25 161 

財政稅務系 145 79 63 25 167 

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 45 20 23 10 53 

保險金融管理系風險管理與

保險組 45 24 18 9 51 

保險金融管理系金融管理組 50 25 23 8 56 

財務金融系 145 75 61 13 149 

企業管理系 145 82 55 16 153 

流通管理系 95 55 42 15 112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97 58 32 13 103 

行銷管理系 145 79 59 17 155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

光休閒組 98 55 37 13 105 

國際貿易系 95 57 36 9 102 

應用外語系 95 54 40 12 106 

資訊管理系 95 53 40 18 111 

資訊科技系 100 58 44 15 117 

多媒體設計系 96 55 38 9 102 

總計 1634 908 668 227 1803 

統計基準日：10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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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一)學校發展方向 

數位化知識經濟已經將全球的商業模式改頭換面，技職教育不可能無視此一

脈動，而能持續經營；主導世界潮流的科技文化，同樣地可以成為學校全面改造

的驅動元件，運用科技與世界的共同溝通的語言，結合傳統學校營運的精髓與成

功的 E化經營模式，無論面對任何新機會或教育情勢的變化，都能靈活整合學校

內部與外部資源，成功拓展校譽名聲及經營規模，造福社會上對教育有所需求的

人士。本校將以 E化發展出特有的營運系統，與學校菁英共同探討並確實執行行

政、教學、研究、推廣與產官學關係等之配套軟、硬體措施，與學生和合作夥伴

間，建立完整的學校價值鏈等 E化革新趨勢。 

內湖科技園區腹地已開發達 95%，為持續發揮產業群聚效益，並提供臺北市

科技產業更充裕的發展用地，臺北市政府統籌結合園區鄰近的大彎南段工業區、

羊稠段工商展售區與蘆洲里工業區等周邊用地，為產業及企業注入更充沛的發展

能量，「大內湖科技園區」今日儼然成為大台北的心臟，德明身為內湖科技園區

的鄰居，自然與時俱進，為儲備好企業所需的好人才，課程規劃重心由早期的培

育行政管理人才，轉向為多職能的財務金融和資訊科技專才，並將資訊科技列為

技職發展的重頭戲，導入 E化變革，再結合內湖科技園區的優越條件，定能使本

校的知識營運體系，更有效幫助學生的技能學習，創造產官學實際交流機會，學

校將朝以下方向發展： 

1.發展優質精緻的商管學府 

本校乃以商管、資訊類為發展主軸，語言及其他人文社會類為輔，在符合社會

及產業的需求與期待下，以優質、進步及創新為辦學願景，不論在組織與發展、

課程規劃與整合、教學品質與管理、師資結構與專業、產學合作與研究、軟硬

體設備與圖書、學生學習與輔導及校園環境與景觀等，設計發展特色，營造精

緻溫馨與學習氛圍的科技大學。 

2.營造產學合一雙贏的環境 

技職教育的重要目標乃在於培育專業人才，本校除要有堅實的專業師資及完善

的軟硬體設備外，產學合作、學術與實務交流、建立夥伴關係亦為重要的工作

之一，透過產學合作與交流，師生更能瞭解實務運作與內涵，印證學術理論及

融合理論與實務的差異，有助於教師的研究與教學之不斷成長，提升學生的實

務及與企業的互動經驗；而企業亦能善用學校豐沛的資源，如專業知識深厚的

教師與學生及完整的圖書與軟硬體設備，協助參與企業的創新、研發與問題的

解決，並得以降低其投資與成本。因此，本校基於產學雙贏的理念，積極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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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綿密的產學合作機制，以營造學校成為企業經營管理研發的後花園，而學

校師生亦因此得以企業做為研究與教學的校園，互利雙贏。 

3.促進學術與實務研究並重  

研究乃為教師自我成長發展的重要工作，而研究社群的形成則有助於教師的研

究；技職體系的任務，必須同時注重理論與實務，因此，除重視學術研究外，

亦鼓勵實務研究，學術與實務研究並重。是以，本校以學術與實務研究雙軌並

重為理念，提供優質充分的研究設施與環境，優厚的獎勵與鼓勵機制，協助不

同領域研究社群的形成，提升學校研究氛圍，以孵育累積傑出研究的成果，創

造學校在某些專業領域的優勢，並支援教學與產學合作的發展。 

4.培養專業與品格兼具的人才 

技職教育的主要目標乃在於為社會與產業培養所需的專業人才，此人才除應具

有符合企業所需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亦應培養正確的價值觀與倫理觀。是以本

校除強化培養學生專業能力外，更著力於學生品格內涵與美德的養成，協助學

生認知品格核心價值，進而實踐負責、關懷、正義、尊重團隊及公民素養等品

格，以建構完善的品格校園環境，形塑高素養及能自我實現的現代國民與世界

公民。以期所培育之人才能為社會所用，積極參與社會及國家事務，並實踐行

善關懷的永恆品格核心價值，以利於社會與產業的不斷發展。 

 

本校的辦學藍圖如下表所示： 

 

校訓： 

篤信好學 

辦學宗旨與理念： 

為國家培育適性的專業人才、 

       為社會注入敦品的企業菁英 
品格第一、專業為先 

辦學願景： 

進步優質學府 業界最愛科大 

辦學主軸： 

形塑學院

特色 

確保教學

成效 

健全品格

教育 

強化產學

研究 

建構精緻

校園 

提升行政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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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由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總務處、會計室、

圖書館、電算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等行政單位主管以及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室等教學單位主管組成中長程校務發展會議。依據本校辦學宗旨與理念、願

景、目標、定位，以及辦學主軸，研擬學校執行重點特色，再由各相關單位擬定

細步計畫。詳細流程請參閱圖1：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流程圖。 

 

 

 

 

 

 

 

 

 

 

 

 

 

 

 

 

 

圖1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務發展計畫規劃流程圖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會議 擬定發展策略及具體行動方案 

各行政及教學單位 

秘書室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務會議 

各單位研擬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 擬定校務發展計畫格式 

2. 協調各單位研礙計畫內容 

  

 
 

審議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審核擬定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審核擬定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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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特色圖及說明如下： 

 

 

一、形塑學院特色：本校分為財金學院、管理學院及資訊學院，各院形塑特色包

含五大策略分別為強化教學特色、提升研發與產學能量、增進學生本職學

能、強調專業與實務並重與結合產業發展。 

 

二、確保教學成效 

藉由精進教學品保、充實與利用圖書資源、提升語言與人文素養

及強化招生等四項策略，以「學生第一，就業為先」為目標，確

保學生學習成效及就業競爭力，型塑學校特色及永續發展，培養

企業所需專業與品格兼具的人才。  

 

三、健全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從身、心、靈三個面向著手，紮根與深根是既定的努力

目標，不論是從課程到活動，從校內到校外，甚至從學生到教職

員工，品格教育乃是責無旁貸所亟需建構之主軸方向。中長程計

畫「辦學主軸 3」-健全品格教育，包括五大策略：提升公民素養、

倡導服務學習、促進身心發展、落實性別平權、強化學生自治。 

 

四、強化產學研究 

技職教育的重要目標乃在於培育專業人才，本校除了有堅實的專

業師資及完善的軟硬體設備外，產學合作、學術與實務交流及建

強化產學研究 

健全品格教育 
 

確保教學成效 

形塑學院特色 

提升行政效能 建構精緻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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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夥伴關係等，皆為重要的工作項目；透過產學合作與交流，師

生更能瞭解實務運作與內涵，印證學術理論及融合理論與實務的

差異，將有助於教師的研究與教學之不斷成長，提升學生的實務

及與企業的互動經驗；而企業亦能善用學校豐沛的資源，如專業

知識深厚的教師與學生及完整的圖書與軟硬體設備，協助參與企

業的創新、研發與問題的解決。因此，本校基於產學雙贏的理念，

積極建立精緻綿密的產學合作機制，以營造學校成為企業經營管

理、研發的後花園，而全校師生亦因此得以企業做為研究與教學

的園地，互利雙贏。本主軸包括五大策略：獎勵研發研究深耕、

全面實習務實致用、產學媒合提前就業、多元招生國際接軌、厚

實知識優化技能。  

 

五、建構精緻校園 

本校位於台北市都會區，校地緊臨山邊，校園面積約 6公頃，在有

限空間與特殊的地理環境下，充份運用地形、環保、空間與景觀

設計的概念，建構校園成為小而美具特色的精緻校園。中長程計

畫「辦學主軸 5」 -建構精緻校園，包括三大策略：建構人文化無

障礙生活環境、推動綠色大學校園及提昇研究教學發展空間。  

 

六、提升行政效能 

學校行政效能的目的在於提高效率、增加效益，使各個管理環節

能夠協調、高效運作。換言之，學校行政效能是學校行政人員充

分結合與運用人、事、財、物及其他資源，歷程與作為都有良好

的績效，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與滿足學校成員需求的程度。中長

程計畫「辦學主軸 6」 -提昇行政效能，包括四大策略：強化行政

e 化、健全資訊環境、落實服務品質及強化內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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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104)年度發展重點 

為具體達成校務發展目標，本校學術單位及行政單位，均擬訂各項配合之行

動方案，期藉由行動方案之執行，能真正落實校務發展計畫。茲以執行重點特色

為辦學主軸，說明本(104)年度發展重點如下。 

 

 

 

 

 

 

 

 

 

 

財金學院發展重點(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11至 23 頁) 

(一 )各系的核心課程以專任教師講授為主，入門課程則優先聘請優

良的資深教師授課。教學案例擷取自即時或最近的公開資訊，

並利用網路搜尋工具，而與金融脈動無縫接軌。逐步強調教師

研究、產學合作與開授課程的相關性。  

(二 )設置「業界授課 -產學合作 -實務實習 -畢業即就業」的網絡架構，

以創造教師和學生的貢獻度與價值。  

(三 )  全面推動金融倫理與法制教育，而非只有專業知識。  

(四 )推動日四技各系按照兩個專業模組開設課程。模組的必修課程

強調專業進階內容的探討；模組的選修課程著重與實務實習的

結合，所以邀請業師協同教學、職場體驗與產學合作均為主要

的搭配方式。  

(五 )「平衡發展」各系教師的學術論文與產學合作，兼顧學生的理論

知識、證照取得與實務實習。  

(六 )自 103 學年度起，大四學生均要實習九學分專業實習課程。配合

該課程的推動，各系有計劃地將實務實習的機構，由微小型企業

逐步朝向中大型組織；從分公司和通訊處兼顧到總公司；由短

期、非定期實習方式邁向全學期以上有專門任務的實習。  

辦學主軸 1－形塑學院特色 

 

 強化教學

特色 
提升研發

與產學能

量 

增進學生

本職學能 
強調專業

與實務並

重 

結合產業

發展 

辦學主軸 1－形塑學院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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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發展重點(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25至 40 頁) 

(一 )採用個案教學、遠距教學、創意教學、軟體應用教學，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的環境。  

(二 )鼓勵學生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以拓展第二職能專長，利用  

雙聯學制的方式，擴展國際視野、交流經驗及增進外語能力。  

(三 )透過專題製作、企業實習、就業學程、業師教學與專業證照  

等活動，提供學生實務學習的機會，以提高學生的職場競爭力  

與就業力。  

(四 )舉辦教學軟體競賽，讓學生透過各項軟體競賽，學習團隊競爭與

合作的精神、策略規劃與運用、提升軟體操作的熟稔度、開拓校

際觀摩交流的新視野。  

(五 )設立「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及「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

組」，培訓新興產業的人才，創造學院專業特色。  

(六 )透過教師成長社群，整合師資專長，組成研究團隊，並舉辦研習

活動，鼓勵教師進行各種產學研合作，以創造教師成長的環境，

進而全面性提升教師的研發及產學能量。  

(七 )以整合型院級中心為推動本院特色發展的主要運作機制，藉由各

個院級中心扮演著不同的屬性與功能，透過各院級中心的整合、

規劃與協調，以全面提升本院整體的教學品質、學習成效、研究

成果及產學合作績效。  

 

資訊學院發展重點(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41頁至 56頁) 

(一 )軟體品質管理：私立技職唯一擁有合格授課及稽核師資。美國卡

內基美隆大學軟體工程學院，證書課程授課講師，可以核發卡內

基美隆大學推廣教育學分。  

(二 )資訊安全管理：發展「資訊安全」系統暨管理技術，繼續引進計

畫，擴充系統，導入實務教學。擁有趨勢科技所認證之資訊安全

專家證照並取得 BS7799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主任稽核員課程訓練

認證合格  

(三 )整合模組之開發，研發技術包含：  

     1.雲端與智慧型系統技術之研發：資管系發展雲端行動應用服務

系統，針對 Android 與 ios 二種作業系統，發展各類生活應用

系統。資科系發展智慧型系統與雲端應用設計系統，開發智慧

型裝置與雲端科技應用平台，整合相關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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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影視後製模組之研發：媒計系建置虛擬攝影棚與發展影音後製

技術，前者可進行影片拍攝之前置，後者可增進影視作品之完

整性。  

(四 )配合國家人才培育政策，在既有教學與研究基礎與擘畫未來規劃

目標下，執行各項教育部計畫，培育優質人才。  

 

 

 

 

 

 

 

 

 

 

 

 

發展重點(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57頁至 64頁)： 

(一 )精進教學品保  

1.更新普通教室教學設備。  

2.推動校、院、系三級會考。  

3.實施專業基礎能力檢測。  

4.精進教師教學能力。  

5.促進教學歷程回饋。   

6.革新教學品質機制。  

7.翻轉課程教學。  

(二 )充實與利用圖書資源  

1.發展複合型圖書館。  

2.推動學科服務，圖書資源融滲教學。  

3.參加「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計畫。  

4.持續精進本校學術活動影音紀錄數位化。  

5.擴大小樹苗自主學習計畫效益。  

 

 

辦學主軸 2－確保教學成效 

 

 精進教學 
品保 

充實與利用

圖書資源 

強化招生 
策略 

 

提升語言與

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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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語言與人文素養  

1.實施學生英文能力分級分班教學。  

2.提高學生英文證照通過率。  

3.建構增進語言與人文素養的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並為正式

課程培育師資。  

4.開設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課程。  

(四 )強化招生  

1.與高中職校建立長期友好關係，各系針對主要來源學校之學生

辦理專題製作、研習及宣傳；各院辦理策略聯盟學校之大型競

賽活動或研習活動。  

2.建立友善的學習與生活環境，穩定新生就學率、強化教學成效、

提升學生畢業率、就業率的輔導，以加強已入學學生對學校的

向心力。  

3.開發潛在來源學校的學生。  

   4.配合教育部政策，至國中宣導技職教育特色、邀請國中學生至

本校體驗學習，以增加國中升學的選擇。  

 

 

  

 

 

 

 

 

 

 

 

 

發展重點(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65至70頁)： 

（一）提升公民素養：由學務處透過文宣倡導，以新秩序運動、禮節活動等為重

點，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權法治價值觀，發展其道德判斷力及公民素

養。結合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辦理品格教育活動，並積極營造彰顯學校品

格核心價值之校園景觀、規章制度、宿舍文化及校園倫理等，落實制教及

境教，並能涵蓋教育部評鑑指標。 

提升公民

素養 

倡導服務

學習 
促進身心

發展 
落實性別

平權 
強化學生

自治 

辦學主軸３－健全品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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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倡導服務學習：培育品格推動教師及生態解說人才，促進對品格發展與環

境教育的重視，建立正確價值觀，發展道德判斷力及公民素養，並從各項

活動中，培養學生社會關懷與社會實踐的能力，體認服務學習的全人理念。 

（三）促進身心發展：設計多元化的活動，吸引師生的參與，保障全校師生的健

康權，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務。透過相關心理衛生活動、訓練、文宣資料的

提供以及心理測驗，增進學生、導師、輔導股長及學輔義工辨識高關懷群

學生的能力。幫助身障生建立積極、正向之人生觀；加強身心障礙學生畢

業後就業機會，提升學生職場競爭能力。以休閒體育活動來活絡教職員工

聯繫互動並提升對學校的認同並透過競賽參與以達到身心體適能面提升

狀態。   

（四）落實性別平權：透過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專題演講、徵文比賽、讀書會、

相關書籍展覽會及多媒體資訊提供等，提升全校教職員工生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知識，並學習性別間尊重適宜的相處方式及避免不適宜的師生互動模

式。  

（五）強化學生自治：透過文宣倡導，以辦理或參與社團負責人會議、學生自治

議事研習等方式，協助社團學生、輔導人員，熟稔學生自治理論與實務，

培養教學或輔導之師資，藉以建立「關懷、平等、安全、尊重、友善」的

和諧校園。 
 

 

 

  

 

 

 

 

 

 

 

 

 

發展重點(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71至 74頁)： 

(一 )獎勵研發研究深耕  

1.舉辦產學論壇、著作與技術報告升等經驗分享會。  

獎勵研發

研究深耕 

全面實習

務實致用 

產學媒合

提前就業 
多元招生

國際接軌 
厚實知識

優化技能 

辦學主軸 4－強化產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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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跨領域團隊，承接產官學合作計畫、提昇研究服務能力與

教學水準。  

3.收集鄰近東南亞及兩岸相關產業，經濟、文化及教育等資料，

以利將產學合作之舞台，擴及國際及兩岸。  

4.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策略，逐年修訂相關獎助辦法，期能有效激

勵教師在改善教學方面之推動與配合。  

(二 )全面實習務實致用  

1.舉辦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  

2.依管理學院、資訊學院、財金學院之屬性建立專業實習機制。  

3.擴大校外實習地點至海外實習、兩岸實習。  

 (三 )產學媒合提前就業  

1.完成完整校友聯絡機制與網路平台。  

2.建置完整校外實習規劃與執行模式，達成產學接軌提前媒合。  

3.提升學生職涯規劃能力與觀念，及早進行修課準備與專業能力

培養。  

 (四 )多元招生國際接軌  

1.與國外大學建立合作關係，以推動國際化  

2.與姊妹校合作，落實及深化之間的合作關係。  

3.擴大招收外籍學生，提昇本校師生學術國際化，培養師生國際

觀。  

(五 )厚實知識優化技能  

1.開發符合產業人才需求課程，建立與職場實務接軌的訓練機制。 

2.政府委訓，厚實學員資本，優化學員就業技能。  

3.學業界菁英師資傳授職場實務，提升學員產業競爭力，協助失

業者進入職場。  

 

 

 

 

 

 

辦學主軸 5－建構精緻校園 

 

 建構人文化無障礙

生活環境 
 

推動綠色大學校園 
提昇研究教學發展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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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重點(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75至78頁)： 

(ㄧ )建構人文化無障礙生活環境  

建構無障礙通道及廁所設施，提供全校師生友善便利的生活環

境。  

(二 )推動綠色大學校園  

1.建立推動綠色大學組織，落實節約能源、環境安全、環保教育

紮根及永續經營之理念。  

2.綠美化校園環境，建構綠美化環保的精緻校園。  

3.建置各棟大樓空調設備電源監控系統，以確實管控監視各大樓

電源資源的使用。  

4.汰換高耗能源及節能省水符合環保標章的設備，落實節能減碳

工作。  

(三 )提昇研究教學發展空間  

1.建置師生休憩、研究與討論之空間。  

2.改善與擴充教室之教學設備以提高教學成效。  

3.檢修並強化老舊建築的結構安全，以保障師生的環境安全，

並提升教學研究空間的品質。  

 

 

 

 

 

 

 

 

 

 

發展重點(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79至 84頁)： 

(一 )強化行政 e 化  

  規劃全校之公文製作、流程及檔案管理系統架構，整合電子及紙

本公文，加強公文流程控管，公文檔案資料庫化，減少檔案典藏

空間。  

辦學主軸６－提升行政效能 

強化行政 e化 健全資訊環境 落實服務品質 強化內部控制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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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全資訊環境  

1.擴建入侵防禦系統，保護行政系統及教職員生個人資訊。  

2.建置不停機備援機制 (含電力、網路、伺服器等設備 )。  

3.提高網路頻寬及品質。  

4.建置傳統電話與網路電話整合環境，擴大無線網路環境之應用

服務。  

5.線上學習及校務 e 化基礎平台建置。  

6.建置虛擬伺服器架構，達到設備可充分運用，各種服務均有備

援機置。  

7.擴建教職員生個人網頁、作業繳交、檔案服務系統。  

8.建置多媒體基礎平台。  

9.配合行政院資訊安全作業規範，延續電算中心資訊安全管理作

業。  

10.因應大量資料備份，建置硬碟式 snapshot 方式前置備份系統。  

11.建置不適宜資訊阻擋系統。  

12.逐步採用 Linux 作業系統。  

13.逐步汰換更新電腦教室及其資訊相關設備。  

(三 )落實服務品質  

1.協助新任行政主管迅速進入行政系統提升行政效率與落實服務

品質。  

2.強化行政人員之職能，以利於輪調之執行與六心級服務之推動。 

3.強化教職員工品格之內涵，外顯於職場倫理道德。  

4.建置數位化網路環境，提供穩定、快速的多媒體教學， e 化行

政使用平台。  

(四 )強化內部控制制度  

1.完善遴聘內部控制制度執行人員法規。  

2.建立內部控制專職稽核人員制度。  

3.檢討修正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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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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資本門經費運用之採購類別區分為重置、新購、延續性以及創造特色，分為三方面

說明資本門支用項目申請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的關聯性，並於採購品項後註明相對應中

長程計畫編號。 

（一） 教學及研究設備：說明其整體發展策略及為達成該策略所提出採購之資本門

品項。  

 

      財金學院提出下列資本門品項的申請 

                1.強化教學特色，將專業軟體教學安排在各系專業課程中，透過有系統的教

育訓練，建立正確的實務操作觀念，並藉由互動式教學情境，厚植學生實

作技能。各系申請購置的教學軟硬體設備如下： 

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的(A1-1-6，第16頁)計畫，為深化本學位

學程的專業教學，透過「建築與室內設計」課程，指導學生了解建築與

室內設計平面與立體製圖技巧，進而培訓學生取得「TQC 建築及室內設

計平面製圖認證」、「TQC 室內設計立體製圖認證」等證照，增加學生職

場競爭力，擬申請購置以下軟體：SketchUp Pro 2014 教育版(網

路3年授權+50套授權)及教師版(專業單機版永久授權版)、

Artlantis Studio 5.0 教育版 (網路永久授權+50套授權)及教

師版(專業單機版永久授權版)。 

為使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購置的教學軟體能夠順利運作，

且達到資源共享原則，財稅系擬升級D608專業教室電腦硬體設

備，包括汰換升級記憶體、顯示卡、電源供應器等硬體設備

(A1-1-6，第16頁)。 

                                保金系的(A1-1-4，第14頁)計畫，為多元化開設金融與保險課程，擬購

置以下教學軟體及汰換更新C105專業教室的設備：為提供學生更佳的學

習環境，擬將原91年設置的C105專業教室汰換更新教室設備，包括：可

移動式會議桌、60張會議椅、白板及更換地磚捲簾等設備；為強化原於

99年購置的保險理財暨風險管理專業證照模擬考試系統，擬擴充該模考

系統的測驗系統平台，除將版本更新為最新版外，並增加教師測驗管理

系統，藉由證照科目及教學科目的出題(卷)功能，提昇教學品質，並提

高學生專業證照的考取率。 

                          財金系理財與稅務管理碩士班的(計畫A1-1-5，第15頁)，為建構中高階

理財人才培育中心，擬更新以下軟硬體設備：提供碩士班學生更佳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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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習環境，原92年購置的印表機已無法使用，擬重新購置乙台雷射印

表機以供碩士生使用；為提昇研究的質與量，擬將原98年購置的

Eviews6.0單機版，汰換更新為Eviews8.0 Lab版，該版沒有使用帳號的

限制，將更適合本系碩士班及大學部授課使用，不僅有助於碩士班研究

生撰寫論文，對本校教師研究著作亦有相當助益。 

            2.增進學生本職學能，以下為各系擬新建置或增強專業教室設備及軟

體的申請。 

   財金系的(A1-3-4，第19頁)學以致用實務學習計畫，為強化財務金融教

學中心功 能，提供學生更佳的學習環境，使教學軟體順利運作，進而

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生財金實務操作能力，擬申請汰換更新軟硬體設

備如下：更新A105專業教室的硬體設備，包括：60台個人電腦、乙台

數位多媒體講桌，電視牆顯示器汰舊換新等；購置伺服器乙台，以達到

資訊系統更佳的使用效能；C104專業教室的教師電腦汰換為乙台數位多

媒體講桌。 

                      會資系的(A1-3-1，第 18頁)輔導學生取得會計及資訊專業證照計畫，

為讓學生學習高階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與會計資訊系統，了解大型企業資

訊系統實務運作方式，厚植學生往大型企業求職的能力，擬購買 SAP ERP

系統，在會計資訊領域專業課程授課，以提昇學生就業力。 

 

管理學院提出下列資本門品項的申請 

1.特色教學設備的建置：為因應國內產值不斷提升的新興服務產業（如觀光

休閒、國際會展、流通服務及連鎖加盟等小資創投等產業）及全球化人才

移動的趨勢。培養務實致用、學用合一、並且有跨文化整合及國際競爭力

的優秀服務業管理人才，103-107學年中長程發展目標以「強化流通服務、

連鎖加盟及會展產業等」新興服務產業為未來的發展重點特色外，更希望

藉由特色教學設備的建置，逐步建立本校具有品牌特色的系科，同時培養

出符合職場需求、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管理人才。各系申請購置的教學軟硬

體設備如下： 

                微型創業商務平台及流通經營管理平台，持續強化連鎖鎖加盟學位學程 

(B1-1-7，第31頁）。 

                領隊導遊證照模擬雲端系統之於行銷系會展專業教學環境建置計畫

（B1-3-3，第34頁）。 

              2.基礎教學軟硬體設備建置與更新維護：除了新興產業人才的培育外，基礎

的人才培育（例如一般的企管、行銷及國際貿易）、全院學生外語能力的提

升及跨文化整合能力，更是不可偏廢及並需持續加強努力的部份。為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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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體學生擁有更優質的學習環境及教學設備，基礎教學設施之更新與維

護，必需與時俱進，不斷地汰舊之同時，亦要引進更新穎更具有教學成效

之設備，以具體有效率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每年均會檢視其專業

教學的軟硬體設施，是否已達汰舊更新的年限，在汰舊的同時，亦不斷更

新教學設施，以確保學生不論在上課或自學方面，均有最新最好的教學設

備軟體可供使用。關於這類的採購品項包括有： 

     國貿系的模擬操作教室與商務情境教室腦汰換建置（B1-1-2，第28頁）。 

     企管系B109、B110和焦點團體研究室B102的汰換更新工程（B1-1-3，第

29頁）。 

     行銷系建置汰換專業的整合行銷教室（B1-3-4，第35頁）及為培養高階的

管理人才，所投注的碩士班專業教室建置（B1-4-7，第38頁）等。 

 3.強化學生實務的學習機會、提高學用合一的效能：為了增加學生實務練習機

會、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讓學生透過軟體教學及競賽體驗「學中做、做中

學」實務練習。為此各系軟體更新、資訊的整合匯流在教學上也是相當重

要的一環，所以本104年度資本門的採購中亦包括教學軟體及多組教學整合

平台的採購案，將多組教學軟體加以整合呈現，以達資訊串連的目標： 

                國貿系（B1-1-2，第28頁）全球運籌教學展示平台及行銷系 （B1-3-3，

第34頁）雲端專案協同平台的建置，系統性呈現地全球運籌自由貿易區

的資訊流拋轉整合關聯，以提供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新體驗。 

                （B1-1-1，第28頁）行動企業管理平台、行銷系（B1-3-2，第34頁）互動

多媒體編輯軟體及等，以期透過實務操作、線上練習的機會，加強學生

對於各項應用軟體的熟稔度，以利未來在職場上可以學以致用。 

 為因應全球化時代，加強外語能力及職場實作能力，以提升學生的就業

競爭力更是刻不容緩的事，所以本次應外系除更新汰換專業教室的設備

外，更新購置應外系（B1-1-8，第32頁）3D 互動式虛擬語言情境教學開

發系統，提供學生更多自我學習的機會。 

 

資訊學院提出下列資本門品項的申請 

1.強化教學特色，各系申請購置的教學軟硬體設備如下： 

       媒計系A505虛擬棚暨攝影教室擬購入燈光器材組2組，可輔助攝影機的使

用，以增加專業影像之製作水平與知識(C1-1-2，第44頁)。 

                媒計系擬購入手寫觸控液晶顯示器改善教師授課時進行筆繪（電繪）範

例教學時之順暢性與真實性，以提升教學品質，且進而增廣學生對於電

繪相關電腦設備之專業度。搭配課程：繪畫、動畫製作、設計類、遊戲

設計、影像處理等手繪或建模課程(C1-1-3，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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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院機房擬購入Veeam Backup & Replication VMware伺服器備份複製軟

體、光纖模組、伺服器及交換器，使用Veeam Backup & Replication即

時還原維持虛擬伺服器正常運作，讓電腦教室和師生授課能一切正常運

作執行。且虛擬化環境下能節省電力與能源，充分發揮節能減碳效能

(C1-3-3，第50頁、C1-3-6，第51頁)。 

              2.提升研發與產學能量：資科系擬購入QlikView指管資料監控系統，其為該

系C4ISR研究中心之指管資料監控領域相關專業課程，添購教學軟體系統

(含伺服器硬體設備)，以期讓學生瞭解及熟悉指揮與管制系統監控資料之

實務運作(C1-2-1，第47頁)。 

              3.增進學生本職學能，各系申請購置的教學軟硬體設備如下： 

                資管系擬購入雲端伺服器(3台)穩壓器、WhatsUp網路設備監控軟體、交

換器等設備，讓老師教學資訊和學生作資料存在雲端網路上，得到完整

保護不會遺失，系網和APP應用程式正常運作。購置網路設備監控軟體讓

學生學習監控有線網路、無線網路、實體主機或虛擬設備的網路效能和

連線功能，使學生了解網路運作實際狀況(C1-3-1，第49頁)；汰換A306-1

思科網路實驗室20台電腦，該教室為雲端系統實驗室，使學生透過本機

電腦順暢操作管理雲端伺服器，並可讓學生於本機上練習安裝虛擬伺服

器(C1-3-1，第49頁)。 

                              資科系擬購入圖形化語言影像處理軟體，以加強同學在影像領域的應用

能力，拓展專題製作的方向，提升就業競爭力(C1-3-5，第51頁)；UIP互

動創新開發系統，協助同學腦力激盪，開發出跨領域整合應用的功能，

增進與產業合作、實習與就業的機會(C1-3-4，第50頁)；穿戴式實驗控

制平台可運用於日間部智慧型系統概論、作業系統實務、畢業專題課程

(C1-3-4，第50頁)。 

                媒計系擬購入配樂編輯軟體及專業進階混音錄音軟體作為搭配課程(數

位影視剪輯、音效配樂、跨媒體製作、實務專題等)及音效配樂入門課程

使用，以提高學生影音製作和剪輯之專業性(C1-3-6，第51頁)；A507影

音剪輯室擬購入個人電腦1台 (Mac Pro工作站) 以支援數位設計之電腦

設備，Mac一直為市場（產業界）主流。購置該設備後讓學生能夠接觸另

一主流之電腦，可以支援本系師生承接以Mac為主的產學合作案，並且降

低學生到業界對於Mac的陌生度(C1-3-10，第54頁)；個人電腦8台(A303-1

及A507教室各4台)及黑白雷射雙面網路印表機以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

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在作品上質與量的表現(C1-3-10，第54頁、

C1-3-11，第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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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根據本校103-107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順應圖書資源（含紙本與

電子書刊、電子資料庫、線上學習系統及多媒體視聽資料）發展

趨勢，兼顧師生教學研究與課後學習之多元資訊需求，優化實體

圖書館設施，並推廣利用 (2-2-1，第61頁)。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依據整體發展策略中之強化學生自治，針對學生

社團需求提出各資本門品項的申請，以期達到下列目的。 

1.依據中長程計畫3-5-1(第70頁)促進校園意見溝通，落實學生自治理

念，培養公民素養，增進服務精神，提昇社團知能，輔助學生自

我實現。  

      2.依據中長程計畫 3-5-2(第 70 頁)增進學生社團及班級活動參與與回

饋，促進全人教育並強化學生自治能力。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本校經常門經費運用係在建構技職教育特色、提昇教師學養及增進教學成效，

使本校成為精緻完善且具專業特色之科技大學，其運用方向如下之說明： 

(一)建立及落實完善的獎勵教師研究進修制度，訂有教師進修辦法、教師升等辦法、

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辦法、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教師獎助實施

要點及其相關施行細則，除鼓勵教師進修學位外，亦拓展教師之專業領域，以

達改善師資結構、提升教學品質，為社會培養符合需求之專業人才。 

(二)配合研究所之設立，除積極增聘高階師資外，亦要求教師取得相關證照、積極獎

勵建立產學互動的管道，增加產學合作研究之質與量，使學術與實務結合以落

實技職教育之目的。 

(三)鼓勵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辦理全校性之業務研討，以強化行政人員

之業務能力，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 

 

依據經費運用的方向，並修訂「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獎助實施要點」及其相

關施行細則，用以獎勵與提升學校教師研究進修之風氣，依據這些辦法，本校已有

具體作法與規劃，摘要說明如下： 

(一) 教師進修： 

1.本校 103 學年度具博士學位之師資計有 138 位，博士級教師已提升至 57%。 

2.進修教師在學校之發展目標下，可依其個人之需求申請進修，校方亦給予減

授鐘點、學雜費補助、行政及配合授課時間等協助，以使教師可以增進其專

業知能，提昇學校師資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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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升等：教師升等分為學術升等及實務升等兩大類： 

為落實本校技職教育之特色，教師除既有之以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技術報告

方式升等外，新增以教學實務及產學實務兩種升等管道，以符合技職教育理論

與實務結合之性質，讓教學及產學優良之教師能有更符合實際之升等管道，校

方亦給予升等外審費用之補助，以提升學校實務教師之質量。 

(三) 教師研習： 

1.鼓勵教師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2.鼓勵教師參加系所專業發展領域有關之國內研習。 

3.聘任國內外知名學者來校舉辦短期研究討論會指導與提升其研究技能。 

(四) 教師研究： 

1.產官學研究計畫案之獎勵金依計畫金額扣除主持人之人事費用後給予獎勵，

提升研究計畫案之質與量。 

2.專利：鼓勵教師發明專利，每件獎助金額最高參萬元。 

3.增訂對於未能獲取校外計畫之潛力教師給予研究經費補助，每件補助金額最

高貳萬元。 

(五)著作發表： 

1.期刊論文：大幅提升國內外期刊之研究成果，刊登於屬 SCI、SSCI 及 AHCI

等級的期刊論文一篇最高以伍萬元獎助。 

2.專書：鼓勵教師出版與其領域相關之編著，獎助金額每本伍仟元。 

(六)改進教學：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教師取得證照、輔導學生競賽得獎、遠距教

學授課、指導學生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指導學生取得 A 級專業證照、全英語

課程授課及教育部計畫型提案等對於改善教學品質具成效者，皆訂有各類獎勵

措施。 

(七)為配合學校之整體發展，本校訂定「職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辦法」以提升行政人

員之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凡本校專任行政人員得依工作需求及志趣申請研習

進修，近年來行政人員進修人員增加，已收獎勵之成效。 

(八)獎勵補助經費主要支用於新聘教師之薪資及獎補助教師研究進修。 

 

因此，基於以上所述的具體作法與規劃，除以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實施外，本校於經常門預估金額內，

獎助教師研究預算編列達 49%（大於部規定至少 30%），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

作達 5%（大於部規定至少 2%），詳細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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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經常門） 內容說明 
經常門金額分配 

 金額  小計 比例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進修 0 

5,337,157 48.71% 

升等送審 250,000 

研究 1,424,404 

著作 915,688 

研習 819,175 

改進教學 1,627,890 

編纂教材 200,000 

製作教具 100,000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常門

經費 2%以上) 
  547,814 5.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5﹪以內） 

進修 0 人  

85,000 0.78% 研習 10 案 30,000 

研討會 2 場 55,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2,459,077 22.44% 

五、其他（二年內之電

子資料庫訂閱費） 
  560,000 5.11% 

六、新聘教師薪資 

教授 1 名 532,075 

1,967,225 17.96% 副教授 1 名 398,575 

助理教授 2 名 1,036,575 

合計    10,956,27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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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皆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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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組織章程」，過程嚴謹、

公平、公正、公開，務使經費達到最適分配與運用。茲以資本門與經常門分別說明： 

(一 )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依據校內專責小組會議決議作為協商的基準。 

資本門申請案之審議流程，須由各申請單位經單位之會議討論後提出「資本門品項申請

表」、「A50 軟硬體設備採購申請計畫書」及「院說明表」，於專責小組會議中討論，依各需求

單位所提出的發展重點特色及其效益來分配，並需結合各單位五年計畫一併考量。另於會議

中建議以下列幾項作為優先採購之原則： 

1.以發展學校重點特色為優先考量。  

2.全校資源整合共享者（教學、研究）。 

3.圖書、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4.除提升教學儀器設備並可爭取產學合作所需之設備。 

5.延續性之專案設備、新增系所及各單位重置之需求者。 

6.以學院概念整合經費運用並參考各單位績效表現之比例分配，經費分配原則如下： 

  ①資本門總預算首先支應全校電腦教室整合汰舊換新部分。因每年需汰換之

電腦金額佔資本門經費比例頗高，故將由電腦實習費來分擔電腦教室汰換

二間。  

  ②餘額再由各教學單位依下列原則分配之。  

a.日間部班級數 (無班級數單位採平均班級數 )佔 40%，KPI 指標佔 60%。  

b.KPI 指標項目採計產學金額成效、專利技轉件數成效、提升學生就業成

效、學生檢定證照成效、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共計 5 項，各項目分

配百分比依據獎勵補助經費核配百分比計算相對比例並採兩階段進行分

配。  

第一階段：所有教學單位採共有之二項 KPI(產學金額成效、專利技轉件

數成效 )進行分配，計算出通識中心及體育室分配預算金額。  

第二階段：排除通識中心和體育室預算後之剩餘預算金額，  

由其他教學單位採五項KPI進行分配。   

       分配預算至各學院，由院長統籌進行規劃。 

 

(二 )經常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依據校內專責小組會議決議擬訂經常門各項目百分比。 

經常門經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分配原則，本校審查過程均以公開、公平之原則為

依據：  

1.獎助教師編纂教材、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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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至少 30%，本校預估達 49%，依本校「教師獎助實施要點及相關施行細

則」為依據進行審查，申請案件需先經各教學單位教評會審議通過，再經學

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提校教評會複審，所有教學單位、學審會委員及校教

評會委員對申請案件均以審慎、公平及客觀之態度進行審議。  

2.補助新聘教師薪資：本校平均提列 20%的比例進行規劃，執行時均確實掌控

未流用至現有教師薪資，今年本校提列比例為 17.96%，過去三年執行情形如

下：  

年度  規劃金額  百分比  執行金額  百分比  

101 1,700,460 18.94 3,794,159 46.48 

102 2,037,948 20.00 2,114,245 20.75 

103 1,876,509 20.00 1,876,509 20.00 

3.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依教育部規定至多 5%，本校預估支出 1%左

右，行政人員之研習以本校「職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辦法」為審查依據，申請

案由單位主管認可後交由人事室彙整後提人事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申請

案需再提行政會議確認方予補助。  

4.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依部規定至少 2%，本校預估達 5%，配合教育部

對此部分之日益重視。  

(三 )作業進度表       

日期 項    目 

103 年  

9/29（一） 召開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規劃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分配 

9/30~10/27 

一、各系、通識中心與體育室召開系務會議規劃申請品項，

繳交系會議紀錄、資本門品項申請表、A50軟硬體設備

採購申請計畫書及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含電子檔)與
各院。 

二、各院召開院務會議決定資本門品項之優先序填寫各院

說明表，將全院資本門品項申請表、A50軟硬體設備採

購申請計畫書、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系、院會議紀

錄及各院說明表 (含電子檔)繳交研發處。 
**圖書館與學務處將資本門品項申請表、A50 軟硬體設備

採購申請計畫書、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會議紀錄及各

院說明表 (含電子檔)繳交研發處。 

10/28~11/3 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檢視各單位品項 

11/4~11/7 電算中心召開電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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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    目 

11/10~11/14 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檢視各單位品項 

11/17（一） 召開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完成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規劃 

11/18~11/30 彙整並裝訂支用計畫書報部（依據預估獎補助款金額編列） 

104 年  

1/15 前 
各單位依據 11/30 報部之資本門品項，提供規格書、報價單

及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 

2/15 10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金額核定 

3/1 
依核定金額通知各單位召開會議確定 104 年度資本門品項

（核定金額＜預估金額，刪減原編列品項；核定金額＞預

估金額，請各單位規劃新增品項申請） 

3/8-3/18 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檢視各單位品項 

3/20 前 召開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 

3/30 彙整並裝訂支用計畫書報部（依據核定獎補助款金額編列） 

 

二、 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審議本年度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錄 

如附件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相關資料」 

(二)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選任或組成機制、稽核人員名單、相關背景及專長說明 

如附件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相關資料」 

 

三、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度(目前最新適用版本) 

(一)經常門獎勵補助教師、行政人員相關辦法 

            如附件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經常門獎勵補助教師、行政人員相關辦法」 

 

        (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如附件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46 



 

 

肆、以往執行成效(僅就獎勵補助經費執行部分加以說明) 

一、最近 3 年(101~103)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101 年度經常門經費$8,162,233，佔獎補助經費比例 30％，其中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執行金額預計為$3,165,147，佔經常門 39％；102 年度經常門經費$9,263,400，佔獎補助

經費比例 30％，其中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執行金額為$5,632,121，佔經常門 60％；103

年度經常門經費$8,529,588，佔獎補助經費比例 30％，其中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執行金

額為$4,826,439，佔經常門 57％；各年執行百分比均高於教育部規定之 30％，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執行情形請參閱下表： 

      年度      
  項目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項目金額 比例 項目金額 比例 項目金額 比例 

  1. 編纂教材 $10,000 0.32% $110,000 1.95% $0 0.00% 

  2. 製作教具 0 0.00% 20,000 0.36% 30,000 0.62% 

  3. 改進教學 553,741 17.49% 1,281,800 22.76% 1,516,050 31.41% 

  4. 研究 878,097 27.74% 1,524,994 27.08% 1,346,062 27.89% 

  5. 研習 556,569 17.58% 1,144,479 20.32% 745,038 15.44% 

  6. 進修 248,770 7.86% 152,490 2.71% 69,960 1.45% 

  7. 著作 662,970 20.95% 1,233,358 21.90% 954,329 19.77% 

  8. 升等送審 255,000 8.06% 165,000 2.93% 165,000 3.42% 

合計 $3,165,147 100% 5,632,121 100% $4,826,439 100.00% 

二、本校師資結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已達 191 人，佔 78％；博士學位教師更達 138 人，

佔總人數 56％，由下表可看出師資結構之大幅成長：     

學年度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101 18 77 81 66 242 

102 14 83 90 57 244 

103 17 83 91 54 245 
 

三、近2年(102~103)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102 年度資本門經費$21,614,599，佔總經費 70％，教學及研究設備執行金額為

$18,078,184 佔資本門 84％，103 年度資本門經費$19,902,371，佔總經費 70％，教學及研

究設備執行金額為$16,477,759 佔資本門 83％；各年執行百分比均高於教育部規定之   

60％，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請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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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數量 經費 數量 經費 
桌上型電腦 384 台 $9,895,246 282 台 8,694,270 

筆記型電腦 9 台 221,814 2 台 66,200 

液晶螢幕     
印表機     
電子黑板     
電動螢幕     
單槍投影機 19 部 613,700 1 部 42,000 
數位攝影機 1 部 103,500 3 部 227,800 
數位照相機 1 架 20,000 2 架 56,600 
數位講桌   1 台 38,000 

 

四、最近 3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一）整合行銷溝通專業教室 

1.發展重點及特色：建置教學軟體（BOSS系統、SPSS、行銷贏家…等），提供學生進

行行銷溝通和企業模擬之訓練。使學生具備行銷之專業能力與實務技巧，加強學生

面對面溝通或電話行銷的人員銷售技巧，以及電視或網路行銷等虛擬通路之溝通訓

練，還有廣告、促銷推廣、公關贊助等活動規劃能力之培養。此外可進行分組個案

演練與討論，增進學生理解分析和整合表達能力。結合資訊科技於教學上，透過整

合行銷溝通教室使學生了解行銷實務，並可實際演練行銷溝通技巧。 

2.用途說明：該教室同時可利用不同情境設計進行個別訓練，教師也可利用不同情境

設計進行問卷調查從事研究分析。 

①專注於訓練學生有關人員銷售的技巧，讓學生與人即時互動溝通時能更具有說服

力。 

  ②虛擬通路之溝通訓練，虛擬通路包括郵購目錄行銷、電視銷售與網路行銷等，讓

學生了解非即時互動溝通時應注意哪些事項及如何提高說服力。 

③培養學生具備廣告賞析與製作能力，還有促銷推廣、公關贊助等活動規劃執行能

力。 

3.適用課程：行銷專題研究與製作(一)(二)、專題研究與製作、會展產業行銷、 

會展概論、會展招商、接待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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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金證照培訓中心專業教室 

1.發展重點及特色：「財金證照培訓中心」為財金學院的院級中心，旨在發展財金

特色、滿足教學及研究需要，轄下設置「財稅證照培訓小組」、「財會證照培訓小

組」、「金融證照培訓小組」、「保險證照培訓小組」及「不動產證照培訓小組」等

五個培訓小組，透過正常課程及證照加強班雙管齊下，推動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的

輔導。另為提高業界的能見度，本中心還提供美國人壽保險管理師(簡稱 LOMA)證

照的檢定試場，以及企業專業培訓和證照檢定的試場。 

2.用途說明：本中心以輔導學生考取財會專業證照(記帳士、會計乙級、租稅申報實

務及租稅各論)及金融證照(金融研訓院、經濟部中小企業處、CFP及 LOMA為發照

機構)為主要任務，以及提供美國人壽保險管理師(簡稱 LOMA)證照的檢定試場。

為提高證照考取率，搭配購買專業證照的相關書籍，建立專業證照模考系統、題

庫等完整資源，並藉著開設證照輔導班及提供獎勵金，協助學生取得證照，創造

未來就業的實質能力。 

3.適用課程：各系專業證照輔導班、壽險管理師國際證照輔導課程、執行產學計畫

案等。 

           

（三）虛擬攝影棚及影音後製實驗室軟硬體建置 

1.發展重點及特色：近年來，從亞洲的韓國、泰國、新加坡到歐美的英

美等國，無不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而我國影視產業蓬勃發展且結

合文化創意產業邁向新里程碑。有鑑於此，影視音數位匯流遂成為本

系學生磨練創意和實力的基礎課程，並需要積極融入實務導向教學以

符合產業和市場需求。媒計系妥適規劃獎補助經費以改善教、學環

境，建置虛擬攝影棚及影音後製實驗室，並逐步購置相關軟硬體器

材，透過提升影、視、音之設備和專業技能訓練，讓學生體驗前製到

後製之完整影視音匯流之作業流程，培養關鍵製作實力，以符合產業

界需求，達到理論與實務結合之目標。  

2.用途說明： 

硬體方面，配合影視製作學程之核心課程，建置虛擬攝影棚及影音後製實驗室，

並購置高畫質攝影機、單眼數位相機、燈光器材、腳架等設備以強化影視類課程

教學成效，提供學生實地練習場所，以提升教學品質，有效進行影視音數位匯流

課程之銜接與整合。 

軟體部分，添購影像剪輯、影音編輯及混音軟體，提供學生後製特效創作、剪輯

及混音使用，以提升學生作品品質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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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也可結合內湖地區的媒體產業，透過業界專家的協同教學或是產學合作計

畫，做課堂教學的延伸，與產業共同培育學生影視製作方面的專業技能。 

     3.適用課程：基礎攝影、商業攝影、影片製作、跨媒體整合企劃、實務專題、2D/3D

動畫創作、影視特效製作、非線性剪輯、數位音效與配樂等影視音相關課程。 

      

（四）綜合實驗室汰換與更新設備 

1.發展重點及特色：透過實驗室設備汰換與整併重新發展資管系特色，102 學年度

透過實驗室設備汰換與更新，建置國內少數大專院校僅有之全蘋果電腦(Apple Mac)

設備之實驗與教學教室，然後運用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首創雲端行動服務軟體開

發技術專精人才拔尖訓練班，以產學訓合作模式及菁英人才培訓方式招募本系有

志從事程式設計之大三優秀學生，培養開發設計雲端暨行動服務軟體系統與解決

相關技術問題之軟體開發技術人才。並把此實驗與教學教室做為拔尖訓練班專用教

室，讓拔尖訓練班學生做為課程授課、自主學習及實作練習專用教室，訓練拔尖

班學生成為一個跨平台應用程式設計師，除要熟悉基本的系統分析與設計、網站程式

開發、資料庫設計等領域技術，更要具有行動應用與雲端運算服務的前瞻技術能力，

除可在職場上取得更多競爭優勢外，更為國家培養具備雲端暨行動服務軟體開發技術

等技能的專精人才。以達到產學無縫接軌,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2.用途說明：供本系拔尖訓練班學生及研究生教育訓練、研習、課程授課、自主學

習及實作練習專用教室，提供課內或課外時間修習由系上教師或企業業師協同規

劃授課之相關進階或專業技能課程，並以自主學習方式、實務專題及企業專業實

習等來驗證其技術能力，最後以論文(專利)發表、競賽或作品公開上架等方式呈

現成果。 

3.適用課程：系統分析與設計、行動網路應用、大型資料庫系統、專業證照輔導 、

商業系統模組整合應用、實務專題、專案管理、專業實習等本系專業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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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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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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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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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標餘款採購項目規格說明書 

（十）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一）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依據本年度學校重點發展特色，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全力改善全校教學與研

究環境，預期實施成效可歸納分為兩方面說明： 

（一）資本門預期實施成效說明： 

 1.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為「建築與室內設計」、「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不

動產估價師」等專業課程增購教學軟體，培養學生室內設計平面及立體設計實務操作能

力與相關核心證照取得之專業能力。擬申請購置以下軟體：SketchUp Pro 2014 教

育版(網路 3 年授權+50 套授權)及教師版(專業單機版永久授權版)、Artlantis 

Studio 5.0 教育版 (網路永久授權+50 套授權)及教師版(專業單機版永久授

權版)。預期成效為學生取得證照數每學年度 25張以上。。 

     2.保金系為強化原於 99年購置的保險理財暨風險管理專業證照模擬考試系統，擬擴充

該模考系統的測驗系統平台，除將版本更新為最新版外，並增加教師測驗管理系統，

藉由證照科目及教學科目的出題(卷)功能，提昇教學品質，並提高學生專業證照的考

取率。預期成效為建置完成後第一年學生使用率達 40%逐年提升 5%、專業證照取得張

數達 80張、模考系統使用率達 40%。 

   3.財金系理財與稅務管理碩士班為提昇研究的質與量，擬將原 98年購置的 Eviews6.0單

機版，汰換更新為 Eviews8.0 Lab版，該版沒有使用帳號的限制，將更適合本系碩士班

及大學部授課使用，不僅有助於碩士班研究生撰寫論文，對本校教師研究著作亦有相當

助益。預期成效為個案與論文篇數 10篇、增加證照 5張 。 

     4.會資系為企業資源規劃與會計資訊系統領域專業課程添購教學軟體，以期讓學生瞭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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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業界實務運作及市場狀況，擬購買 SAP ERP系統，在會計資訊領域專業課程授課，

以提昇學生就業力。預期成效為證照數每年約 30張。 

   5.連鎖加盟學位學程微型創業商務平台及流通經營管理平台，可讓學生學習與判斷創業趨

勢、創業準備、微型企業創業要素，以扶植、拓展連鎖加盟商店為目標，培養學生具備

微型創業及電子商務、實體連鎖門市經營整合能力，透過平台可模擬門市經營管理、行

銷策略、消費行為、金流分析等，加深對實際門市運作管理技能。預期成效為每學年支

援 2至 5門課、使用人次達 100人、支援辦理校內競賽一場、支援辦理校外競賽一場。 

   6.行銷系領隊導遊證照模擬雲端系統，為行銷系及國際會展組觀光休閒管理領域專業課

程，添購領隊與導遊題庫系統軟體及題庫，以協助並輔導學生考取領隊與導遊之國家證

照。預期成效為使用率每週最少 70%、證照通過率：第一年通過率高於全國 5%以上、第

二年 10%以上、第三年 15%以上、第四年 20%以上、第五年 25%以上。 

   7.國貿系全球運籌教學展示平台，加強 B121電腦專業教室相關專業特色之設備，增進教

學品質及專業知識。預期成效為可增加 1週安排 3天課程，課程使用率 60%、學生證照

率 30%，每學年增加取得證照率 5%。 

   8.行銷系雲端專案協同平台的建置，以協助教師進行小組討論為主的課程(如：數位行銷、

品牌行銷、策略行銷規劃、整合行銷分析、行銷研究與市場分析、網路行銷、虛擬會展

經營管理實務、會展活動行銷與企劃案撰寫實務、論文研討、畢業專題…等)，即時將

老師與學生互動所發展出的各種創意智慧，利用多元數位媒體呈現學習成果與作品，提

升教學品質，改善師生互動。預期成效為使用帳號組數之 50%以上、完整檔案上傳(對

外發表的簡報、作品、計畫書、畢業專題…等完整文件檔案)。 

   9.行銷系互動多媒體編輯軟體，添購無線互動投影機與互動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以協

助教師作出有別於PPT單線式動畫表達的多元影音電子書，並透過製作互動電子書，提

升教學品質，改善師生互動。預期成效為使用率每週最少70%。 

  10.媒計系手寫觸控液晶顯示器，改善教師授課時進行筆繪（電繪）範例教學時之順暢性與

真實性，以提升教學品質，且進而增廣學生對於電繪相關電腦設備之專業度，搭配課程：

繪畫、動畫製作、設計類、遊戲設計、影像處理等手繪或建模課程。預期成效為每學年

產官學計畫件數 5件、金額 100萬、每學年學生作品件數與參賽得獎 30件、每學年專

業教室使用率 90%。 

  11.資科系 QlikView指管資料監控系統，為 C4ISR研究中心之指管資料監控領域相關專業

課程，添購教學軟體系統(含伺服器硬體設備)，以期讓學生瞭解及熟悉指揮與管制系統

監控資料之實務運作。預期成效使用率為每週至少 80%、學生抱怨率每月降為 1件以下。 

  12.資管系WhatsUp網路設備監控軟體，使學生了解網路運作實際狀況。另外也可讓學

生學習自動繪製網路架構與設備連接圖和網路設備搜尋，使學生能真實體驗機

房網路監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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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資科系圖形化語言影像處理軟體，教導學生數位影像處理及電腦視覺技術的原理和應

用，以原先所教授的高階語言為基礎，結合教義進階的圖形化語言，加強同學在影像領

域的應用能力，拓展專題製作的方向，提升就業競爭力。預期成效為可運用於日間部智

慧型系統概論、人工智慧應用、畢業專題課程，同學使用率達 80%、增進學生實作能力

及畢業專題實作環境並將專題成果參加全國性競賽 2隊、發表論文於相關的研討會 2

篇。 

  14.資科系UIP互動創新開發系統，整合Unity遊戲引擎與其他互動科技元件進行APP的開發

是現在市場上相當火紅的技術，這類型所開發出來的內容我們稱為嚴肅遊戲(Serious 

Game)，購買這一類的開發套件與應用實例，希望協助同學腦力激盪，開發出跨領域整

合應用的功能，增進與產業合作、實習與就業的機會。預期成效為可運用於日間部相關

課程，包括實務專題、手機程式設計(I)、手機程式設計(II)、雲端運算程式設計等課

程之學生，同學使用率達80%、增進學生實作能力及畢業專題實作環境並將專題成果參

加全國性競賽2隊、發表論文於相關的研討會2篇。  

  15.資科系穿戴式實驗控制平台，教導學生學習進階的嵌入式系統，由原來之單核心

CPU的平台架構，提昇為學習如何應用穿戴式互動控制實驗套件並安排軟體開

發，使學生更能了解其開發流程，提升其專業力，以期於未來職場上加強其就

業力。預期成效為可運用於日間部智慧型系統概論、作業系統實務、畢業專題課程，

同學使用率達80%、增進學生實作能力及畢業專題實作環境並將專題成果參加全國性競

賽2隊、發表論文於相關的研討會2篇。 

  16.媒計系擬購入配樂編輯軟體及專業進階混音錄音軟體，搭配課程(數位影視剪輯、音效

配樂、跨媒體製作、實務專題等)作為音效配樂入門課程使用，以提高學生影音製作和

剪輯之專業性。預期成效為實務專題 10件、學生作品件數與參賽得獎 30件、電腦教室

使用率 90%。 

  17.大幅提升本校館藏圖書的質與量，並改善其硬體及空間，讓師生就近擁有知識學習

的寶庫，增加師生的圖書與資料庫的使用率，進而在教學與研究上有所成長。 

  18.藉由社團設備的逐項改善，提昇學生學習與活動品質，相對的發掘並培養學生課外的才

能，創造多元學習豐富課外生活提昇服務效能。預期成效為高亮度多媒體投影機(附升

降活動架)每學期使用至少 15次、數位電子海報(觸控式螢幕)每學期使用 30次、擴音

機(攜帶式無線擴音機)每學期使用 30次。 

 

（二）經常門預期實施成效說明： 

1.獎助教師研究：補助執行科技部、教育部、其他政府機構之研究案及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案等。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100件。 

 2.獎助教師研習：補助教師參加本校辦理之研討會、補助教師參加國外會議並發表論文

及補助國內研習。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14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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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獎助教師進修：補助經核准帶職帶薪進修博士者。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0件。 

 4.獎助教師著作發表：補助專任教師於近兩年內所發表專門研究之著作、論文。預期成

效為將補助 120件。 

5.獎助教師升等送審：補助教師升等著作之校外評審費。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16件。 

 6.獎助教師改進教學：補助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教師取得證照、輔導學生競賽得獎、

遠距教學授課、指導學生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指導學生取得 A級專業證照、全英語

課程授課及教育部計畫型提案。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70件。 

7.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補助教師纂寫教學個案及製作數位化教材。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10件。 

8.獎助教師製作教具：補助教師製作教具，豐富教學內容。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5件。 

9.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部份外聘社團指導老師費及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活動。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30件。 

10.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研討會：預期成效為將補助 12件。 

11.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預期成效為將購買 32品項。 

12.資料庫訂閱費：二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預期成效為將購買 2品項。 

13.補助新聘教師薪資：預計補助增聘教授 1名、副教授 1名、助理教授 2名。 

 

陸、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檢附「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03～107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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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1,071,760 ＄22,129,066 ＄33,200,826 ＄3,337,220 ＄36,53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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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0,232 ＄15,490,346 ＄2,341,195 ＄3,321,528 ＄6,638,720 ＄996,025 

合計 ＄25,581,773 ＄10,956,273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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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特殊需求必

須變更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

分應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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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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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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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878 86.42% $2,341,195 100% 

請另

填寫

附表

四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應達資本門

經費 10%【不含自

籌款金額】）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0 % $ %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2,420,000 10.41% $ % 

小計 $2,420,000 10.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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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700 3.17% $ % 

請另

填寫

附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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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 計 $23,240,578 100% $2,341,195 100%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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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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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註五）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

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編纂教材 $200,000 2.01% $ %  
製作教具 $100,000 1.00% $ %  
改進教學 $1,627,890 16.34% $ %  
研究 $1,424,404 14.30% $ %  
研習 $819,175 8.22% $ %  
進修 $0 0.00% $ % (註六) 
著作 $915,688 9.19% $ %  
升等送審 $250,000 2.51% $ %  

小計 $5,337,157 53.58% $ %  

二、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

關 經 費

( 占 經 常

門 經 費

2% 以 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鐘點

費 
$136,953 1.37% $ %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410,861 4.13% $ %  

小計 $547,814 5.50% $ %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 5%以內【不含自

籌款金額】） 

$85,000 0.85%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
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1,463,052 14.69% $996,025 100% 

請另填

寫附表

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2 年內) 
$1,967,225 19.75% $ % （註七） 

資料庫訂閱

費(2 年內) 
$560,000 5.62%  % （註八） 

其他 $ % $ %  

小計 $2,527,225 25.37% $ %  

總 計 $9,960,248 100% $996,0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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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授權年限 2 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項目（應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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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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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

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註十：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1/4
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

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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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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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01
無線網路認證

系統
ldap認證系統 1 台 620,000 620,000

汰換設備提供無線網路

供多媒體教學/學生自

習使用

各系所 6-2-1

1-02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

3 台 28,600 85,800
新聘教師教學支援用設

備
各系所 2-3-1

1-03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

24 台 24,000 576,000
汰換設備，教師教學支

援用設備
各系所 2-3-1

1-04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還原卡

61 台 26,700 1,628,7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各系所 6-2-2

1-05 教學廣播系統
主控台*1+老師端*1+學生端*60

外接式/VGA 類比
1 套 150,000 150,0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各系所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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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06
無線網路存取

設備

支援802.11n，以整合認證系統

windows AD帳號整合認證系統
57 台 20,000 1,140,000

維持各大樓與校園網

路、學術網路連接，維

持行政系統、電腦教

學、教師研究等網路服

務不中斷

各系所 6-3-2

1-07 電源供應器

骨幹交換器電源供應器  2000W

以上，可與第一顆電源供應器

互為備援且同時供電

1 台 150,000 150,000
提供教學用骨幹網路設

備，維護教學品質
各系所 6-2-1

1-08
學生作業檔案

伺服器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

2630 (2.6G Hz/6-core/ DDR3-

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上),硬碟:3TB(含以

上)raid5，ldap認證系統，

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80,000 380,000 汰換教學用檔案伺服器 各系所 6-3-2

1-09
伺服器-CLASS

網域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

2630 (2.6G Hz/6-core/ DDR3-

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上), 硬碟:1TB(含以上)

，ldap認證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40,000 340,000
汰換學生網域認證伺服

器
各系所 6-2-2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61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10
伺服器備份複

製軟體

1.虛擬機備份、抄寫與還原管

理

2.支援VMware vSphere虛擬平

台

3.不需要安裝任何的代理程式

4.提供集中化管理功能

5.提供全備份、增量備份功能

6.提供重複區塊資料刪除及備

份壓縮功能

7.提供立即還原、整機還原功

能

3 套 100,000 300,000

因應虛擬伺服器突發狀

況和重大問題時能即時

還原維持虛擬伺服器正

常運作，維持上課品質

資訊學院

C1-2-5

C1-3-3

C1-3-6

1-11  數位攝影機

1.12倍光學變焦

2.160倍數位變焦的廣角G鏡

頭。

3.配合強大的三向光學防手

震。

4.肩扛式設計。

5.彩色電子取景器(裝有2.7吋

23萬畫素的觸控液晶)。

6.ECM-PS1指向麥克、大型的角

型鏡頭罩。

以上規格含以上

1 台 80,000 80,000
學校示範教材之製作及

提供學生自學使用
應外系 B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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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12
伺服器

1.處理器:Intel Xeon E5-2630

v2*2顆

2.記憶體: 64GB(8G*8)

3.硬碟: 1.2TB Hot-Swap *2

4.DVD-ROM光碟機

5.480W 熱抽歡備原室電源供應

器2組

6.1U機架式，含原廠機架套件

7.Windows Server 2012 教育

標準版

8.MS SQL Server 2014 教育標

準版

以上規格含以上

1 台 363,458 363,458
使用於Iwin證券交易實

習系統
財金系

A1-3-4

1-13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

原卡

60 台 31,300 1,878,0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財金系 A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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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14 數位講桌

中控系統主機、麥克風、課桌

櫃體含擴大機組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

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原卡

含安裝

2 台 62,800 125,6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財金系
A1-3-4

1-15 顯示器
42吋液晶顯示器共8台(含以上

及安裝)
8 台 32,500 260,0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財金系
A1-3-4

1-16 顯示卡
四埠顯示卡/4 port

主機: PCI-E Bus)
2 台 18,000 36,0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財金系
A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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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17 彈簧式籃球架

1.籃下標準高度305cm;2.籃球

架安全距離:為225cm;3.籃球架

底座:需符合現場擺設使用;4.

籃球板:長180cm×高105cm採

12mm強化安全玻璃;5.籃板保護

套使用一體成型PU發泡墊,形成

ㄩ型保護墊寬度需完全包覆;6.

籃球架含正面及側面保護墊厚

度25mm(含)以上。

7.籃球框;直徑圈45cm,籃球框

金屬直徑16~20mm 需為灌籃式

無掛鉤;

(以上規各含以上)

2 座 245,000 490,000

一、體育課教學及代表

隊訓練。

二、活絡校際球類比

賽。

體育室
A1-3-4

1-18 光纖模組

1.網路配接卡類型：Ethernet

2.網路配接卡介面：SFP

(mini-GBIC)

3.網路配接卡端口：6 x SFP

(mini-GBIC)

4.網路配接卡速度：1 Gbps

Gigabit Ethernet

1 台 90,000 90,000

Core Switch(核心交換

器主幹將可連接至防火

牆的光纖模組，使資管

系、資技系和媒計系三

系師生使用到背板頻寬

1GB的速度

資訊學院

C1-2-5

C1-3-3

C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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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19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

原卡

10 台 31,300 313,0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企管系 B1-1-3

1-20 草圖大師

SketchUp Pro 2014 教育版

網路3年授權

學生使用50人

1 套 110,250 110,250

配合課程，教授學生了

解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

與立體製圖技巧，進而

培訓學生取得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力。

不動產投

資與經營

學位學程

A1-1-6

1-21 空間彩繪渲染

Artlantis Studio 5.0 教育版

網路永久授權

學生使用50人

1 套 63,000 63,000

配合課程，教授學生了

解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

與立體製圖技巧，進而

培訓學生取得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力。

不動產投

資與經營

學位學程

A1-1-6

1-22 草圖大師
中文專業單機版

永久授權：教師
1 套 25,000 25,000

配合課程，教授學生了

解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

與立體製圖技巧，進而

培訓學生取得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力。

不動產投

資與經營

學位學程

A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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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23 空間彩繪渲染

Artlantis Studio 5.0專業單

機版

永久授權：教師

1 套 45,000 45,000

配合課程，教授學生了

解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

與立體製圖技巧，進而

培訓學生取得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力。

不動產投

資與經營

學位學程

A1-1-6

1-24 伺服器

1.中央處理器：E5-2630V2 *2

2.硬碟：1T/ * 6= 6TB

3.記憶體：16G * 4 =64G

4.陣列：M5110e磁碟陣列

5.電源供應器：550W *2

以上規格含以上

1 台 227,325 227,325

資院核心伺服器用於建

置Vmware Esxi虛擬主

機，並整併多項網路管

理功能於此伺服器上

資訊學院

C1-2-5

C1-3-3

C1-3-6

1-25 單槍投影機

LCD面板解析度1024*768解析

度：1024x768、支援

1600x1200(UXGA)、

1920x1200(WXGA)、流明度4500

以上、 (含安裝防盜吊架)

1 組 40,000 40,0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行銷系 B-1-3-4

1-26 白板

三層開避式白板

W420*D16.5*H420

以上規格含以上

1 座 33,550 33,55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保金系 A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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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27 交換器

有網管功能，

24Port/10/100/1000Mbps

以上規格含以上

1 台 10,000 10,000
提升資院機房工作效率

與網路環境穩定
資訊學院

C1-2-5

C1-3-3

C1-3-6

1-28
微型創業商務

平台

提供微型創業商務平台下列使

用者管理操作介面,並具學生學

習評估功能：供應商、消費者

(一般使用者)、教師、系統管

理者

1 組 350,000 350,000

延續連鎖加盟門市情境

教室之基礎教學軟硬體

設備建置

連鎖學位

學程
B1-1-7

1-29
預測分析計量

軟體

Eviews 8.0 版(無限制帳號)

For Windows   For Academic

Institute    For Unlimited

Computer Lab License

Download & PDF Manuals

適用Windows系統，使用於學術

機構，無限制帳號，下載與PDF

操作指南

1 套 230,000 230,000

計量專業課程添購教學

軟體，以期讓學生善用

統計資料分析工具及論

文撰寫使用。

財金系 A1-1-5

1-30 雲端伺服器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

2620(含)以上

硬碟：2TB(含)以上

記憶體：32GB(含)以上

陣列：RAID 0、1、10(含)以上

電源供應器：750W(含)以上

3 台 120,000 360,000

汰換伺服器促使師生資

料存在雲端網，不會遺

失，系網和APP應用程

式正常運作。

資管系 C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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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31
空運承攬系統

教育版

系統使用者授權50users

1.內含空運系統教育版:出口提

單系統、出口訂位系統、進口

提單系統

2.資料庫授權 SQL Server

2012 server

1 套 310,000 310,000

配合專業課程實務授課

內容，以及證照考試需

求

流通系 B1-1-4

1-32 印表機

1.列印、影印、掃描、傳真、

PC-FAX

2.影印列印速度 每分鐘30頁

3.自動雙面列印

4.彩色/黑白掃描

5.雷射印表機

1 台 19,990 19,990
理財碩士班研究生進行

研究使用
財金系 A1-1-5

1-33 穩壓器
30KVA(含)以上交流電壓，含安

裝
1 台 130,000 130,000

促使電腦主機處於電壓

正常狀況，讓教師和學

生正常使用電腦主機

資管系 C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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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34 影像介接設備

1.電視牆多輸出顯示卡-4埠,支

援四個不同畫面及

4*1/1*4/*2*2拼接模式，可螢

幕直立或水平併列,WIN7(散熱

晶片) AMD。

2.4埠分割器，DVI-D輸入，

DVI-D輸出，情境模式16組，

1080P，IR孔位，遙控器。

3.FOR MMS-6000 / MMS-3000

的 切 換 資 訊 面 板 的 8

鍵RS232端子台(含線材)。

以上規格含以上

1 組 45,500 45,500

系統提供全球運籌自由

貿易區的資訊流拋轉整

合關聯呈現，提供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新體驗

國貿系 B1-1-2

1-35 顯示器

1.84吋、10W喇叭

2.Card-04 / 06專用轉接線

材;M-DP-DVI-A。

3.HDMI傳送端-8埠,透過CAT6線

材同步廣播,近端支援一組顯示

HDIM介面,1080P(附HDMI線1.2

米*1PCS);MMS-288。

4.MMS-288專用HDMI接收

端,MMS- 220HR。

5.HDMI14-AA-MM-3。

6.DVI24+1-MM-3。

7. DVI24+1-HDMI-MM-3。

8.壁掛架+懸掛架(訂做含安

裝)。以上規格含以上

2 台 363,890 727,780

系統提供全球運籌自由

貿易區的資訊流拋轉整

合關聯呈現，提供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新體驗

國貿系 B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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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36
全球運籌教學

展示平台

1.訂單管理系統(WEB版)

2.We100通關自動化報關系統

(WEB版)

3.海運承攬作業系統(WEB版)

4.空運承攬作業系統(WEB版)

5.全球貨況追蹤系統(WEB版)

6.倉儲運輸管理平台(WEB版)

7.Mobile配送排程管控系統

8.動態資訊電子顯示地圖(WEB

版)

1 套 485,000 485,000

系統提供全球運籌自由

貿易區的資訊流拋轉整

合關聯呈現，提供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新體驗

國貿系 B1-1-3

1-37

保險理財暨風

險管理專業證

照模擬考試系

統-擴充測驗系

統平台

1.模考測驗系統

2.指定練習系統

3.教師測驗管理系統：提供證

照科目及教學科目出題(卷)功

能。

1 套 180,000 180,000

為本系保險理財暨風險

管理專業證照模擬考試

系統擴充測驗系統平

台。

保金系 A1-1-4

1-38

WhatsUp

網路設備監控

軟體

1.網路設備搜尋能力

2.自動繪製架構與設備連接圖

3.監控功能

4.資產收集與報表功能

5.警報、回報與管理警報、回

報與管理

1 套 160,000 160,000

教學系統使學生了解網

路運作實際狀況，學習

監控有線網路、無線網

路、實體主機或虛擬設

備的網路效能和連線功

能。

資管系 C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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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39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

原卡

8 台 31,300 250,400

1.導入課程教學，協助

學生考取勞委會門市服

務技術士證照

2.門市情境教室硬體設

備汰換

連鎖學位

學程
B1-1-7

1-40
SAP ERP/

ECC6.0系統

SAP ERP/ECC6.0系統三年連線

授權費用(無帳號限制)

物料管理模組、生產規劃模

組、配銷模組、財會模組、成

本控制模組、人力資源模組、

管理系統模組、先進商業應用

程式模組、溝通模組、資料倉

儲模組、 TERP

1 式 300,000 300,000

企業資源規劃與會計資

訊系統領域專業課程添

購教學軟體，以期讓學

生瞭解及熟悉業界實務

運作及市場狀況。

會資系 A1-3-1

1-41 交換器

1.有網管功能

2.24Port(含)以上

/10/100/1000Mbps

3.支援VLAN功能

4.支援SNMP功能

5.以上規格含以上

6 台 30,000 180,000

汰換電腦教室交換器，

提昇電腦教室網路品質

至1G速度極為重要且讓

網路環境更加穩定

資管系 C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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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42
無線互動投影

機

亮度 3000lm、對比 500：1、

顯示技術 3 x 0.63"、 LCD、

投影畫面比例(寬/長)：4:3 /

16:10(可支援)、投影距離

100" at 1.26M

互動配件：魔術筆、仙女棒(以

上規格含以上)

1 組 66,000 66,000

提升本系教學品質與塑

造系所特色，讓師生教

學透過更直覺的方式，

優化學習環境。

行銷系 B1-3-2

1-43 攝影器材

1.腳架/滑輪及控制器

2.紅外線遙控器

3.AC 電源配置器及電源線

4.RS-422 連接頭

5.天花板支架

6.鋼絲繩

1 組 25,000 25,000
支援教學，提升教學品

質。
應外系 B1-1-8

1-44
圖形化語言影

像處理軟體

1.30人版以上，圖形化環境，

可讀取一般圖檔及影片格式

2.支援高階語言 發展演算法及

電腦串列輸出

1 套 380,000 380,000

加強同學在影像領域的

應用能力，拓展專題製

作的方向，提升就業競

爭力。

資科系 C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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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45 混音器

1.高品質運算放大器

2.可開關幻象電源和PAD開關

3.多種輸入/輸出接口

4.金屬機身

2 組 20,000 40,000

使用於英語廣播比賽、

畢業公演、各個相關比

賽音效的調配，也可調

整參賽作品的音訊輸出

品質，以提高比賽勝算

機會。

應外系 B1-1-8

1-46
UIP互動創新開

發系統

1.Unity行動裝置擴增實境互動

開發系統

2.Unity 專業(Pro) 4.x商業版

3.Unity 安卓專業(Android

Pro)  4.x商業版

4.Unity iOS專業(iOS Pro)

4.x商業版

5.Unity  擴增實境開發模組

1  套 275,000 275,000

教學軟體手機程式設

計、遊戲程式設計、畢

業專題課程

資科系 C1-3-4

1-47
UIP互動創新開

發系統平台
電子零件組: 含Arduino電路板 1 台 99,000 99,000

教學軟體手機程式設

計、遊戲程式設計、畢

業專題課程

資科系 C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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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48
流通經營管理

平台

提供下列各項模組：1.課程管

理模組 2.模擬市場模組3.虛擬

銀行模組4.營運收銀模組5.門

市行銷模組6.消費行為模組7.

績效報表模組8.店長教學模組

，以模擬門市經營之操作，並

借由模組相關參數修改，理解

交互作用。

1 套 480,000 480,000

協助門市服務管理、小

資本創業、品牌行銷等

課程，結和實務與電子

商務艙做，加深學生電

商通路實務技能。

連鎖學位

學程
B1-1-7

1-49 燈光器材組
含1000W燈光+燈腳及650W燈光+

燈腳
2 組 27,500 55,000

新購燈光，輔助攝影機

的使用，增加專業影像

之製作水平與知識。

媒計系 C1-1-2

1-50

AutoDispatch

智慧型派車系

統

60人使用 (100年採購)升級

資料管理：訂單、商品等功能

資料限制：顧客資料數量限制

業務模式：固定批次、多重趟

次配車和單倉共配、多倉共

配、巡迴集運計畫

最佳化、業務條件：訂單收入

與配送成本條件、限制最遲出

車時間、最大趟次數限制等

電子地圖、報表檢視與列印：

車輛配送日誌表等表

1 套 300,000 300,000

延續未來商店在流通領

域特色，強化物流配送

專業領域知識與實務派

車技能。

流通系 B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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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51 配樂編輯軟體

最新版120U授權，可輸入：CD-

A1 輸入及輸出：WAV, MP3,

OGG Vorbis, WMA, QuickTime

®, MIDI, BMP, JPG, AVI,

MXV, WMV, FLAC

1 套 69,800 69,800

搭配課程(數位影視剪

輯、音效配樂、跨媒體

製作、實務專題等)作

為音效配樂入門課程使

用，以提高學生影音製

作和剪輯之專業性。

媒計系 C1-3-6

1-52 印表機

A4網路型高速黑白

列印速度：38頁/分鐘，解析度

1200x1200dpi

1 台 15,000 15,000 輔導相關證照 流通系 B1-1-4

1-53 個人電腦

1.中央處理器：i7-4790 (含以

上)

2.記憶體：16GB(含以上)

3.硬碟：1TB(含以上)

4.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

5.繪圖卡：1G DDR3(含以上)

6.螢幕：21.5吋(含以上)

7.還原卡

8 台 40,000 320,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

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

生在專題作品上質與量

的表現。

媒計系
C1-3-11

C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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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54
互動多媒體編

輯軟體

1.50人使用

2.無線互動投影機1組，規格：

顯示技術 3 x 0.63”LCD

投影比例(寬/長) 4:3 / 16:10

投影距離 100” at 1.26M

特殊功能 無線互動功能

3.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1組，規

格：

CPU P4含以上

記憶體容量 2GB含以上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

1 套 480,000 480,000

提供教師教學，更可提

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與

方式，學生亦可透過此

軟體，製作專題文件與

個人作品。

行銷系 B1-3-2

1-55 數位講桌

1.中控系統主機、麥克風、課

桌櫃體含擴大機組

2.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3.硬碟:500G (含以上)

4.記憶體: 4G (含以上)

5.顯示器19吋(含以上)

6.還原卡(含安裝)

1 組 62,800 62,800

汰換教學硬體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改進學環

境

企管系 B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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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56 個人電腦

1.中央處理器：i7-4790 (含以

上)

2.記憶體：16GB(含以上)

3.硬碟：1TB(含以上)

4.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

5.繪圖卡：1G DDR3(含以上)

6.螢幕：21.5吋(含以上)

7.還原卡

20 台 40,000 800,000

雲端系統實驗室，使學

生透過本機電腦順暢操

作管理雲端伺服器，並

可讓學生於本機上練習

安裝虛擬伺服器

資管系 C1-3-1

1-57 個人電腦

1.中央處理器：i7-4790 (含以

上)

2.記憶體：16GB(含以上)

3.硬碟：1TB(含以上)

4.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

5.繪圖卡：1G DDR3(含以上)

6.螢幕：21.5吋(含以上)

7.還原卡

1 台 40,000 40,000
提供學生競賽使用

應外系 B1-1-8

1-58 個人電腦

Mac Pro 3.7GHz四核心 10MB

L3 快取 12GB 1866MHz DDR3

ECC 記憶體 512GB PCIe 含27

吋螢幕及軟體(Final Cut Pro

X剪輯軟體、Motion5特效軟

體、Compressor4編碼軟體)以

上規格含以上

1 台 168,320 168,320

支援數位設計之電腦設

備，可以支援本系師生

熟悉Mac，並且降低學

生到業界對於Mac的陌

生度。

媒計系 C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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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59 剪輯軟體 edius 7教育版 1 套 18,000 18,000
用途為影片剪輯、特效

後製軟體
應外系 B1-1-8

1-60
穿戴式實驗控

制平台

LCD display 514 ram4G以上記

憶空間支援SIM卡，設備可基本

防水防塵防摔處理。具腦波感

測應用程式並可配戴於手腕之

功能及支援雲端生醫套件可透

過WiFi偵測血氧、呼吸流量、

心電圖之生理訊號。

8 套 34,000 272,000

可運用於智慧型系統概

論、作業系統實務教學

及畢業專題課程

資科系 C1-3-4

1-61
行動企業管理

系統

1.提供商品資料管理

2.提供企業內部權限設定

3.提供產品資料管理維護功能,

設定各產品安全存量數字

4.整合行動條碼,提供行動化管

理功能

5.提供企業盤點調整功能

6.提供產品庫存現況表

7.可整合數位格子舖交易系統

1 式 450,000 450,000

服務經營管理模組領域

專業課程添購教學軟體

，以期讓學生瞭解及熟

悉業界實務運作及市場

狀況。

企管系 B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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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62
數位格子舖交

易系統

1.提供網路開店申請 2.提供後

台管理維護店家產品 3.產品可

整合行動企業4.提供學習成績

評估. 5.提供訂單狀況查詢功

能. 6.提供產品銷售狀況查詢

及產出相關報表7.提供消費者

註冊消費.

1 式 450,000 450,000

服務經營管理模組領域

專業課程添購教學軟體

，以期讓學生瞭解及熟

悉業界實務運作及市場

狀況。

企管系 B1-1-1

1-63
QlikView指管

資料監控系統

1.QV Web Server－Small

Business Edition (Max

users: 25 Name CALs, 100

Document CALs): 1式

2.QV Named User-CAL: 5 lic

3.QV 年度軟體維護費用(20%):

1年

1  套 360,000 360,000

為本系C4ISR研究中心

之指管資料監控領域相

關專業課程，以期讓學

生瞭解及熟悉指揮與管

制系統監控資料之實務

運作。

資科系 C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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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64
企業管理遠端

答題競賽系統

1.60人使用

2.教師登入系統

3.開放上線給予學生登入的權

限

4.點名系統顯示學生上線狀態

5.新增學生－建立學生的帳號

，供ＡＰＰ端登入

6.新增答案表－用ＣＳＶ匯入

來建立答案表

7.新增考試－建立考試並選擇

對應的答案表

8.開放／關閉考試－開放或關

閉ＡＰＰ端的作答權限

9.查看考試狀態－顯示某考試

已考人數，某學生已考考試

10. 查看作答情形－顯示該學

生考試每一題的詳情

1 套 125,400 125,400

服務經營管理模組領域

專業課程添購教學軟體

，以期讓學生熟悉使用

數位系統進行考試及競

賽。

企管系 B1-1-1

1-65 印表機

黑白雷射雙面印表機、具乙太

網路連線功能(10/100乙太網

路)；自動雙面列印；連線功

能：USB；列印速度：25ppm；

列印解析度：600x600dpi；記

憶體：32mb；標準紙匣：250張

或以上

1 台 12,000 12,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

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

生在專題作品上質與量

的表現。

媒計系 C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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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66 觸控顯示器

手寫觸控液晶顯示器，21.5 吋

(含以上)，相容於Mac與PC，

1920x1080解析度含以上，具備

DVI或VGA接頭顯示卡

1 台 99,000 99,000

改善教師授課時進行筆

繪（電繪）範例教學時

之順暢性與真實性，以

提升教學品質，且進而

增廣學生對於電繪相關

電腦設備之專業度。

媒計系 C1-1-3

1-67 單槍投影機

1.投影透鏡 調焦方式 手動

FOCUS/手動Zoom調整功能

2.焦距 F: 1.6~1.77、f:

23.77~28.54mm

3.放大比例 1:1.2

4.光源 170W UHE 燈泡

5.亮度 ANSI 2700以上 流明

6.色彩重現 24bit、1,677萬色

7.投射方式 前投、後投、懸掛

8.投影畫面比例 4:3 (寬:長)

9.投影畫面尺寸 30~300吋

10.投影距離 1~12.1公尺 / 60

吋 2~2.4公尺

以上規格含以上

1 台 50,000 50,000

透過投影機及布幕，可

已呈展現學生製做影片

之成果。

應外系 B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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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68 混音錄音軟體

最新教育版4人授權，音頻/

MIDI錄音、編輯、配樂和混音

工具，支持MIDI 64和48路同步

音軌

1 套 32,800 32,800

搭配課程作為音效配樂

入門課程使用，以提高

學生影音製作和剪輯之

專業性。

媒計系 C1-3-6

1-69 擴大機

低音單元和中音單元

級別調整的高度（-1/0/+ 1 dB

為單位）和低音（-3/0/+ 3 dB

為單位）ULFC高音單元高音透

明

XLR和平衡輸入插孔（6.3毫

米）

1 套 65,000 65,000
各個競賽、畢業公演的

主要的擴大機音效輸出
應外系 B1-1-8

1-70

3D 互動式虛擬

語言情境教學

開發系統

1.教育版

2.虛擬實境圖庫× 1 套(

Kinect ×1 組 )

3.虛擬場景檔 × 3 個(共24 個

觸控點 )

4.虛擬實景控制系統軟體 v2.5

教育 單機版 × 1 套

1 套 475,000 475,000

培養學生能聽、能說、

會說、敢說之外語能力

，並藉由影音同步錄影

及後製剪輯系統等設備

，提供老師後續對學生

之教學方針，及製作影

音教材，藉此提昇本系

教育品質及特色。

應外系 B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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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71

雲端運用教學

平台

(CmorePaSa)

1.支援影音嵌入與連結 2.提供

內建9種版型及自訂版型的功能

3.可在平台預覽app內容  4.具

備跑馬燈功 、導航、地圖 、

街景圖等 5.可自動撥號、臉書

及line分享 、有QR Code功能

6.可產生APK與上架Hami Apps

1 套 199,000 199,000

協助網路行銷教學、行

銷研究、實務專題製作

等，強化學生實務技

能。

應外系 B1-1-7

1-72
雲端專案協同

平台

25組帳號(1TB/人)，使用3年

Windows、Android、iOS、Mac

和 Linux作業系統

登入機制 兩步驟驗證、行動密

碼、遠端清除

同步技術 差異內容同步(Delta

Sync)、區域網路同步(LAN

Sync)、串流同步

共享控制 設定成員存取，開放

外部協作者

程式相容：30萬個行動應用

1 套 620,000 620,000

提升教學品質與塑造系

所特色之外，更讓師生

教學透過更直覺的數位

媒體操作，提高完整的

行銷作品展示能力，優

化本系學生學習環境。

行銷系 B1-3-3

1-73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

原卡

2 台 31,300 62,600 汰換C414電腦 應外系 B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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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74
學生郵件伺服

器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

2630 (2.6G Hz/6-core/ DDR3-

1600) (含以上),記憶體:64GB

(含以上), 硬碟:1TB(含以上)

，exchangeserver 2013，

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80,000 380,000
汰換設備以提供學生使

用
各系所 6-2-2

1-75 TIP伺服器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

2630 (2.6G Hz/6-core/ DDR3-

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上),硬碟:1TB(含以上)，

ldap認證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40,000 340,000

汰換學生教學系統入口

網頁伺服器，以提升教

學品質

各系所 6-3-2

1-76 IPv6系統
IPv6 DNS server, IPv6 core

switch
1 台 460,000 460,000

配合教育部網路架構逐

步由IPv4轉移至

IPv6(過渡期二者並存)

各系所 6-3-2

1-77
垃圾郵件過濾

系統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

2630 (2.6G Hz/6-core/ DDR3-

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上), 硬碟:1TB(含以上)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垃圾郵件過濾系統版權

1 台 650,000 650,000

汰換設備以維護全校郵

件安全過濾全校師生電

子郵件垃圾信件

各系所 6-2-1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85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78 防毒伺服器

CPU:Intel Xeon E5-2630

(2.6G Hz/6-core/ DDR3-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

上), 硬碟:1TB(含以上)，

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40,000 340,000

汰換教室電腦防毒系統

伺服器，促使全校電腦

安全

各系所 6-2-1

22,42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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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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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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中西文

電子書

西文

圖書

中文

圖書
期刊 錄音帶 其他

(冊、

卷)

6-01 V 1 批 720,000 720,000
充實學術性中西文圖

書資源的質與量。
圖書館 2-2-1

6-02 V 1 批 600,000 600,000

持續充實本校中文圖

書館藏，以滿足本校

師生教學及研究使用

需求。

圖書館 2-2-1

6-03 V 1 批 600,000 600,000

持續充實本校西文圖

書館藏，以滿足本校

師生教學及研究使用

需求。

圖書館 2-2-1

6-04 V 1 批 500,000 500,000

充實本校視聽資料，

以滿足本校師生課程

及學習使用需求。

圖書館 2-2-1

2,420,000

使用單

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優先序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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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7-01 投影機

投影機規格:

1.3 LCD面板

2.解析度1024×768可支援UXGA,

SXGA+(含)以上

3.亮度6000流明(含)以上，對比

3000:1(含)以上

4.鏡頭具電動上下左右位移調整

功能及梯形修正

升降平台規格:

1.活動式投影機架，可做上升及

下降動作，上升高度可升到

240cm (+ 20%)，承載重量最高

點可放18公斤 (+ 20%)

2.中間載板，可放筆記型電腦或

DVD PLAYR(約3公斤, + 20%)

3.載板需確保載重物的安全性

2 組 134,000 268,000

提供學生會、社團與

系學會辦理大型社團

成果演出，如社團動

態成果展、社團聯合

成果展演及12系學會

迎新晚會表演使用，

藉以增加舞台效果、

提升演出品質、增進

社團運作效能。

學務處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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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7-02 數位電子海報

1.螢幕尺寸: 46吋Full HD A級

工規 (含以上)

2.高度: 202cm (+ 10%)；長度:

71cm (+ 20%)；寬度: 55cm (+

20%);厚度: 6cm (+ 20%)

3.內建喇叭、立體音效

4.多重接口，無線接收

5.無縫邊框、一體強化、鋼化玻

璃、安全穩固

6.可播放、製作出內含Flash、

Vidio、Audio、Image、跑馬燈

等…..多媒體素材的節目單。

7.支援Android 4.2以上版本。

8.觸控式螢幕

3 部 102,900 308,700

提供學生會、系學

會、社團辦理大型活

動宣傳使用，藉以增

進活動及社團運作效

能。

學務處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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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7-03 擴音機

1.放大器：低音路：最大功率

190W，高音路：最大功率77W，

綜合最大功率：267 W，失真<1%

2.喇叭系統：高音：1.5吋壓縮

驅動號角型高音

3.音源輸入：有線麥克風 平衡

式及不平衡式插座

4.無線麥克風：可安裝4個接收

模組

5.放音座：CDM

6.LINE訊號：不平衡式輸入RCA

插座

7.音源輸出：不平衡式LINE輸出

RCA插座

8.電源供應：AC電源：內建使用

100~240V AC交換式電源及充電

供應器

9.攜帶式無線擴音機

10.附件：含兩只無線麥克風

(以上含優規)

3 部 53,000 159,000

提供學生會、社團與

系學會辦理大型活動

，如社區教學、12系

學會迎新、校慶等，

提升演出品質、增進

社團運作效能。

親善服務隊服務品質

關係學校形象，此申

請提供本校親善服務

隊辦理大型活動，如

迎新、校慶、畢業典

禮、外賓接待活動、

校外出隊服務等，提

升社團服務品質、增

進社團運作效能。

學務處 3-5-1

7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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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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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餘款採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8.5-01
無線網路存取

設備

支援802.11n，以整合認證系統

windows AD帳號整合認證系統
18 台 20,000 360,000

維持各大樓與校園網路、

學術網路連接，維持行政

系統、電腦教學、教師研

究等網路服務不中斷

電算中心 6-2-1

8.5-02 穩壓器
50KVA(含)以上交流電壓，含安

裝
2 台 210,000 420,000

C505,C506教室使用.促使

電腦主機處於電壓正常狀

況.

電算中心 6-2-2

8.5-03 KVM切換器

1.32埠KVM IP 遠端切換器*1台

2.USB 電腦端模組*32組

3.USB KVM 訊號延長器*1條

4.包含設定和安裝

1 套 290,000 290,000

1.提供機房管理者遠端即

時操控伺服器

2.提供機房管理者遠端排

除伺服器問題

3.提供機房切換伺服器主

要工具

資訊學院
C1-1-4

C1-2-5

8.5-04 無線基地台

1.Wireless AC 技術提供無線

傳輸速率

2.具備WEP、WPA、WPA2安全加

密機制

3.可向下相容於802.11a/b/g/n

無線網路

4.支援IPv6標準協定

5.無線AP控制管理系統

13 台 11,000 143,000

目前資訊學院電腦教室和

實驗室無線網路使用倍增

，提供資訊學院三系穩定

無線網路，讓學生皆可使

用無線基地台來學習研究

資訊學院
C1-1-5

C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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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8.5-05
Raspberry Pi

開發套件

1.Raspberry Pi 控制板  B+

.700MHZ,RAM:512MB,10/100乙

太網介面

2.MICRO SD 記憶卡 8G C4

3.HDMI 傳輸線  Philips

SWV2432W 1.5米

4.Wireless N150 pico無線網

卡DLink DWA-121

5.Raspberry Pi 2.8 吋觸控

LCD

6.藍芽4.0 BLE通訊模阻

7.繼電器模阻(1P)

8.電源整流器

(micro)Raspberry Pi用

9.HDMI(公)toVGA(母)鍍金接頭

轉接器

10.通電型陰極鎖

11.無線感應器(Yunzi、

SmartBeacon-2AA、

SmartBeacon-4AA、

SmartBeacon-USB)

5 套 15,000 75,000

作為畢業專題和教學研究

之用，以一個project為

目標，用Raspberry Pi作

一些應用，讓畢專和授課

學生在動手做的過程中,

了解資訊科學的知識,激

發更多的想法

資管系 C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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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8.5-06
Arduino開發套

件

1. Arduino 控制板 uno

(fayarduino uno)

2. Arduino  wifi 擴充模板

(Fi 250)

3. Arduino 籃芽模組: BLE

Shield 2

4. 電容式麥克風模組

5. 鈕扣型喇叭(grove-

speaker)

6. camera 模組 (Grove-

Serial Camera kit)

7. NFC近場控制模組(NFC

Shield)

8. 電源整流器 AD 9V 1A

9. GPS模組

10. 雙色LED模組

11.無線感應器(Yunzi、

SmartBeacon-2AA、

SmartBeacon-4AA、

SmartBeacon-USB)

5 套 15,000 75,000

作為畢業專題和教學研究

之用，以一個project為

目標，使用Arduino開發

套件作一些應用，讓畢專

和授課學生在動手做的過

程中, 了解資訊科學的知

識,激發更多的想法

資管系
計畫

C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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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8.5-07

智慧型互動式

開發裝置

(Kinnect one)

1.Microsoft Kinect one for

Windows

2.感應顏色與深度：1.2 ~ 3.6

公尺

3.骨架追蹤：1.2 ~ 3.6 公尺

4.每秒畫格：30 FPS

5.聲音輸入：四麥克風陣列、

24 位元類比

6.數位轉換 (ADC)、雜音消除

9 套 16,500 148,500

1.建置體感互動式介面研

究與教學，

2.整合資訊安全與應用實

驗室之物聯網環境，為相

關單位學術合作案或產學

合作案有關互動設計、自

動化與展場應用的研發基

地

資科系
C1-3-4

8.5-08 投影機

1.解析度：1024*768，最大至

1920*1200

2.亮度：3600流明

1 台 16,000 16,000

改善A503專業繪圖教室上

課環境以強化教學成效，

提升學生整體創意美感和

設計創作能力。

媒計系 C1-1-3

8.5-09 印表機

1.具乙太網路連線功能

2.功能：A4黑白列印

3.列印速度：25ppm

4.列印解析度：600x600dpi

5.記憶體：32mb

6.網路功能：10/100 乙太網路

7.連線功能：USB

8.標準紙匣：250張

9.其他：自動雙面列印

1 台 12,000 12,000 汰換設備以供師生使用。 媒計系 C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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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8.5-10 電容式麥克風

1.壓力梯度傳感器

2.指向性：心形

3.頻率範圍：20Hz - 20KHZ

4.靈敏度：-37dBV/Pa

5.額定阻抗為：200歐姆

6.最小負載阻抗：900歐姆

7.SPL1：44分貝

8.動態範圍：78分貝128分貝

9.電源需求：48V + /-3V

10.電流消耗：4毫安

11.含懸臂架*1、防噴網*2

12.含各區總代理保固書

1 只 19,700 19,700

供學生進行音效配樂使用

，以提高作品之完整性與

專業性，進而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媒計系 C1-3-6

8.5-11 錄音介面

1.24位96/192KHz的4進/4出USB

音頻介面

2.2x2模擬I / O全雙工錄音和

回放

3.RCA同軸連接器輸入/輸出

4.1×1 - 16通道MIDI輸入/輸出

5.1組耳機輸出與分配源和獨立

的音量控制

6.全雙工，同步錄音/播放

7.含各區總代理保固書

4 只 10,580 42,320

搭配課程作為音效配樂入

門課程使用，以提高學生

影音製作和剪輯之專業

性。

媒計系 C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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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8.5-12
超指向麥克風

防風罩

1.重量：755g(包含尾部的線

纜)

2.長度：490mm

3.直徑：125mm

4.適合槍式麥克風使用

5.配可調整雙重懸浮麥克風托

架、防風毛套、梳理毛套用梳

子

6.以上規格+10%

2 只 14,500 29,000

供學生進行音效配樂使用

，以提高作品之完整性與

專業性，進而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媒計系 C1-3-6

8.5-13
防音染吸音遮

罩

1.材質為五個特殊面板

2.左右側面板可以調整角度

3.標準下5/8“線程母插座

4.面板尺寸：16cm（寬）*32厘

米（H）含立架(不含麥克風與

耳機)

1 只 12,000 12,000

搭配課程作為音效配樂入

門課程使用，以提高學生

影音製作和剪輯之專業

性。

媒計系 C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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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8.5-14

雲端智慧型協

同合作互動感

測器設備

1.Raspberry Pi控制器 model

B+、2.4G記憶卡、3.HDMI傳輸

線、4.控制器組裝套件、

5.WIFI網路模組、6.影像擷取

模組、7.Arduino to

Raspberry擴充板、8.超音波感

測模組、9.7吋LCD、10.高速連

續旋轉伺服機X2

◆ 電控及軟體：支援LINUX系

統

◆ 教學組件及教材功能及需求

可1.支援Arduino 教學課程、

2.另外提供10個實作範例與提

供8小時實作教學

20 套 12,500 250,000

建置前瞻晶片系統設計應

用實驗室之「無限感測器

暨智慧型手機開發之應用

系統環境」為相關單位學

術合作案或產學合作案有

關自動化與展場應用的研

發基地

資科系
C1-3-4

8.5-15 投影機

1.解析度：1024*768，最大至

1920*1200

2.亮度：3600流明

1 台 16,000 16,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的

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在

專題作品上質與量的表

現。

媒計系 C1-3-11

8.5-16 交換器

1.有網管功能

2.48Port(含)以上

/10/100/1000Mbps

3.支援VLAN功能

4.支援SNMP功能

2 台 50,000 100,000

汰換A302和A303電腦教室

交換器，提昇電腦教室網

路品質至1G速度，讓網路

環境更加穩定

資管系 C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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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8.5-17 螢幕

1.24吋以上寬螢幕

2.支援HDMI

3.1920x1080以上高解析度

4.可高低、垂直旋轉、調整傾

斜角度

5.支援壁掛式

5 台 11,000 55,000
提供老師教學和畢業專題

開發研究用之輔助工具
資管系 C1-3-1

8.5-18 筆記型電腦

1.螢幕：13.3吋以上

2.處理器：Intel Core i7以上

3.顯示晶片：獨立顯示卡

4.記憶體：8G 以上 DDR3

5.硬碟：250GB以上

6.系統：含作業系統

5 台 45,000 225,000
提供老師教學和畢業專題

開發研究用之輔助工具
資管系 C1-3-1

2,28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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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

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01-001 獎助教師研究

補助執行科技部、教育部、其他政府機構之研究案、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及校内專

案研究案等。分配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配比例。 審查機制為申請案送

系教評會、院教評會、學審會審議通過，再提校教評會複審。

100案 1,424,404 4-1-1

01-002 獎助教師研習

補助教師參加本校辦理之研討會、國內研習及補助教師參加國外會議並發表論文。

分配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配比例。 審查機制為申請案送系教評會、院

教評會、學審會審議通過，再提校教評會複審。

140案 819,175 4-1-1

01-003 獎助教師進修

補助經核准帶職帶薪進修博士者，減授基本授課鐘點及補助每學期之學雜費。分配

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配比例。 審查機制為申請案送系教評會、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再提校教評會複審。

0案 0 4-1-1

01-004 獎助教師著作

發表

補助專任教師於近兩年內所發表專門研究之著作、論文。分配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

中決定項目分配比例。 審查機制為申請案送系教評會、院教評會、學審會審議通過

，再提校教評會複審。

120案 915,688 4-1-1

01-005 獎助教師升等

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著作之校外評審費。分配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配比例。

審查機制為申請案送系教評會、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再提校教評會複審。
16件 250,000 4-1-1

01-006 獎助教師改進

教學

獎助教學績優教師、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輔導學生參加學藝競賽及執行教育部計畫

型提案。分配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配比例。 審查機制為申請案送系教

評會、院教評會、學審會審議通過，再提校教評會複審。

70案 1,627,890 4-1-1

01-007 獎助教師編纂

教材

補助教師纂寫教學個案及製作數位化教材。分配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

配比例。 審查機制為申請案送系教評會、院教評會、學審會審議通過，再提校教評

會複審。

10件 200,000 4-1-1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101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

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01-008 獎助教師製作

教具

補助教師製作教具，豐富教學內容。分配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配比

例。 審查機制為申請案送系教評會、院教評會、學審會審議通過，再提校教評會複

審。

5件 100,000 4-1-1

02-001
補助辦理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

作

補助部份外聘社團指導老師費及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動。分配原則於專

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配比例，並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補助外聘社團指導老師

費用預算額度不得超過1/4，故上限為$136,953）
30案 547,814

3-2-1
3-5-1
3-5-2

03-001
獎助行政人員

進修、研習、

研討會

補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及研討會。分配原則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決定項目分配比

例。 審查機制為由單位主管核可後交由人事室彙整提人事評審委員會審議。
12案 85,000 6-4-1

04-001 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

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各單位提出申請品項，經總務單位與會計室檢視

後提專責小組會議中討論定案。
32項 2,459,077 參閱附表十

05-001 資料庫訂閱費

二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各單位提出申請品項，經圖書館檢視後提專

責小組會議中討論定案。品項如下：

1.I got 英語線上學習測驗系統

2.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

2項 560,000 2-2-1

06-001 新聘教師薪資
預計補助增聘教授1名、副教授1名及助理教授2名。由人事室預估新聘教師人數提

專責小組會議中討論定案。
4人 1,967,225 4-1-1

10,956,273合計

※本表請填列『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目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等。若有編列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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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1
專業教

室物品
交換器

無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

上)10/100/ 1000Base-T(支

援IPv6)

3 台 7,000 21,000

上課教室、自由實

習上機教室、調補

課用教室等之多功

能使用教室。

各系所 6-2-2

10-2
其他非

消耗品
麥克風

腰掛式數位寬頻無線麥克風

TF-103
10 組 3,600 36,000

 外語研習、各式

教學應用、戶外活

動、畢業公演、各

式應外系競賽使用

應外系 B1-1-8

10-3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42CM*H198CM(以

上規格+10%)
6 窗 2,900 17,4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4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50CM*H68CM(以

上規格+10%)
4 窗 1,650 6,6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5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89CM*H98CM(以上

規格+10%)
2 窗 1,650 3,3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6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W180CM*D80CM*H74CM(以上

規格+10%)
9 張 8,000 72,0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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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7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W160CM*D80CM*H74CM(以上

規格+10%)
2 張 7,500 15,0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8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W105CM(R)*H74CM(以上規格

+10%)
2 張 7,000 14,0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9
專業教

室物品
椅子

W47CM*D57CM*H88-102CM(以

上規格+10%)
60 張 2,000 120,0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10
其他非

消耗品
燈架 四節快扣燈架 7 座 1,400 9,800

輔助攝影機的使用

，增加專業影像之

製作水平與知識。

媒計系 C1-1-2

10-11
資訊器

材
電腦螢幕 21.5吋寬螢幕(含以上) 60 台 3,400 204,000

汰舊專業教室電腦

螢幕，並原下潛式

螢幕，移至桌面擺

放。

國貿系 B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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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12
資訊器

材
顯示卡

工作站繪圖卡、晶

片:Quadro K600、記憶

體:1GB DDR、最高解析

度:2560 * 1600、插

槽:PCIE X16 2.0、支援

DirectX 11, OPEN GL 4.2

51 個 6,397 326,247

升級專業教室硬體

設備，建置豐富軟

體環境，培訓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

力。

財稅系 A1-3-2

10-13
資訊器

材
 記憶體

4GB DDR3 1600 記憶體 FOR

桌上型電腦

符合原廠型

號:TS512MLK64V6N

針腳及模組:240-PIN LOMG-

DIMM

功能:UNBUFFER NON-ECC

MEMORY

153 個 1,480 226,440

升級專業教室硬體

設備，建置豐富軟

體環境，培訓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

力。

財稅系 A1-3-2

10-14
資訊器

材
電源供應器

全域電壓主動式 PFC

12 公分強冷風扇, 智慧型

靜音溫控

符合 RoHS 環保標準

雙順向轉換迴路設計, 效率

認證 80PLUS

51 個 1,890 96,390

升級專業教室硬體

設備，建置豐富軟

體環境，培訓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

力。

財稅系 A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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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15
資訊器

材
交換器

有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

上)10/100/1000Base-T(支

援IPv6)

2 台 8,200 16,400
支援教學相關電腦

設備
國貿系 B1-1-2

10-16
專業教

室物品
錄音介面 24BIT 96/192KHz錄音介面 4 只 4,800 19,200

搭配課程作為音效

配樂入門課程使用

，以提高學生影音

製作和剪輯之專業

性。

媒計系 C1-3-6

10-17
專業教

室物品
電動布幕 電動，70*70吋 (含安裝) 1 支 9,000 9,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

品質的學習環境，

以提升學生在專題

作品上質與量的表

現。

行銷系 B1-3-4

10-18
專業教

室物品
布幕 手拉壁掛式：70吋*70吋 1 式 2,000 2,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

品質的學習環境，

以提升學生在專題

作品上質與量的表

現。

媒計系 C1-3-11

10-19
專業教

室物品
麥克風 腰掛式數位寬頻無線麥克風 2 組 3,600 7,200

提升學品質、改進

教學環境
行銷系 B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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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20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W140CM*D70CM*H74CM(以上

規格+10%)
8 張 7,000 56,0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1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42CM*H198CM(以

上規格+10%)
6 窗 2,900 17,4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2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50CM*H68CM(以

上規格+10%)
4 窗 1,650 6,6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3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89CM*H98CM(以上

規格+10%)
2 窗 1,650 3,3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4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42*H198(以上規

格+10%)
12 窗 2,900 34,8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5
資訊器

材
交換器

無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

上)10/100/ 1000Base-T(支

援IPv6)

3 台 7,000 21,0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應外系 B1-1-5

10-26
專業教

室物品
布幕 電動，70*70吋 (含安裝) 1 個 9,000 9,0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應外系 B1-1-8

10-27
專業教

室物品
椅子

47CM

*48.5CM*(H)77.5CM(以上規

格+10%)

60 張 1,125 67,500
B112專業教室學生

椅子
通識中心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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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組織章程 
       091年 06月 25日初訂 

       091年 10月 22日修訂 

       093年 11月 23日修訂 

       095年 03月 31日修訂 

       095年 08月 23日修訂 

096年 09月 1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096年 09月 26日(96)德秘通字第 003號修正公布 

098年 02月 09日修訂 

098年 11月 11日修訂 

099年 12月 08日修訂 

101年 02月 22日修訂 

101年 05月 07日修訂 

101年 09月 03日修訂 

103年 08月 04日修訂 

第一條（成立宗旨）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並在配合技專校院發展

學校特色的基礎下，特設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組），並訂定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以規劃、申請、執行、審核、管控及核銷教育

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相關事務之協調與辦理。 

第二條（小組職責） 
本小組之職責如下： 
一、為確認與運作經費申請程序、經費分配原則及經費審核程序等事項。 
二、依學校整體發展規劃提報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第三條（小組代表） 
本小組以校長為召集人，副召集人為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進修

部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教資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總務處採購組組長、總務處保管組組長、

各教學單位經由系務（中心）會議正式推舉產生未兼任行政服務之教師代表一位為當然

委員，研發處學術推廣組組長為執行秘書，委員任期為一年，每一學年度得改選之。 

委員不得為當年度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及相關單位主管，必要時應列席本小組各次會議。 

第四條（會議之召開） 

本小組會議之召開以每學年四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校長召開不定期會議。本委員會議

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行之。校長未能出席會議

時，則由研發長代理主持。 

第五條（會議記錄） 

申請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運用時，需檢附本小組會議記錄等相關資料。 
第六條（其它事項） 

原報部之經費支用計畫中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

過，其會議紀錄（含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第七條（章程修訂）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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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行政職務 專責小組職稱 備註

001 校長室 徐守德 教授 校長 召集人

002 研究發展處 盧瑞山 助理教授 研發長 委員

003 教務處 林倫豪 副教授 教務長 委員

004 學務處 柯志堂 副教授 學務長 委員

005 總務處 沈明鑑 副教授 總務長 委員

006 進修部 張宏明 副教授 主任 委員

007 會計室 林淑芬 主任 主任 委員

008 人事室 谷麗娟 主任 主任 委員

009 電算中心 韓孟麒 副教授 主任 委員

010 圖書館 陳維華 講師 館長 委員

011 管理學院 潘昭賢 教授 院長 委員

012 財金學院 陳錦村 教授 院長 委員
104.1.31

御任

013 財金學院 李仁傑 教授 院長 委員
104.2.1

上任

014 資訊學院 侯君溥 教授 院長 委員

015 通識中心 朱介國 副教授 主任 委員

016 體育室 陳一進 副教授 主任 委員

017 總務處採購組 李涵寧 專門委員 組長 委員

018 總務處保管組 黃碧玲 講師 組長 委員

019 會資系 黃玉美 講師 委員

020 財稅系 陳映霏 講師 委員

021 保金系 陳俐君 助理教授 委員

022 財金系 殷向真 講師 委員

023 國貿系 董哲宗 助理教授 委員

024 行銷系 邱郁琇 副教授 委員

025 企管系 林台岳 副教授 委員

026 流通系 賴淑芳 助理教授 委員

027 應外系 黃宣穎 副教授 委員

028 資管系 謝濱燦 助理教授 委員

029 資科系 藍國桐 副教授 委員

030 媒計系 葉嵩生 副教授 委員

031 通識中心 陳姿夙 講師 委員

032 體育室 沈莉青 助理教授 委員

033 研發處學術組 黃小玉 助理教授 執行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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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 綜合大樓二樓 212 會議室 
主    席： 徐校長 守德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會議簽到單 
記    錄： 郭孟雅 

 

壹、主席致詞 

感謝研發處承辦單位整理會議資料。本次會議除了部分主管之外，也有本學年度

新選任出的各教學單位代表，接下來一年針對本校獎勵補助款的規劃運用，感謝

各位委員的參與。 
 
貳、確認前次會議記錄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103/02/24) 
 ■確認前次會議記錄：確認無誤。 

 

參、報告事項 

承辦單位報告 

一、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 104年度核配相關規定 

獎勵補助經費為教育部對私校的美意，共有 73所學校參與分配。專責小組會

議主要目的即為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之申請、規劃、管控及核銷相關事務協

調與辦理。獎勵補助經費核配區分為補助指標占總經費百分之 35及獎勵指標

占總經費百分之 65，依各校在此兩方面之相對表現，決定各校分配之金額。

相關核配項目、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一。 

二、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預估說明 

103年度教育部核定之獎勵補助經費計＄28,431,959。初步以獎勵補助經費

＄30,000,000進行 104年度之規劃，依此金額提出預估經費說明：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10﹪以上）(2) 總預算(3)=(1)+(2) 

$30,000,000 $3,000,000 $3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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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估金額 備註 

資本門(70%) $23,100,000   

經常門(30%) $9,900,000   

合計 $33,000,000   

   

項目 預估金額 備註 

資本門(70%)   分配百分比採去年比率 

1.教學儀器設備 $19,635,000 
預估達 85%(部訂需達

60%以上) 

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 
$2,772,000 

預估達 12%(部訂需達

10%以上) 

3.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 
  $693,000 

預估達 3%(部訂需達 2%

以上) 

合計 $23,100,000   

 

項目（經常門） 內容說明 

104年度預估金額 

細項百分

比 
 細項金額 總預算 比例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總預

算減除進修與升

等金額後，依細項

百分比分配預算

至各細項。 

進修   

$5,445,000 55% 

升等送審   

研究 28％  

著作 20％  

研習 16％  

改進教學 30％  

編纂教材 4％  

製作教具 2％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常門

經費 2%以上) 

   $495,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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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經常門） 內容說明 

104年度預估金額 

細項百分

比 
 細項金額 總預算 比例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 

進修 人   

$99,000 1％ 研習 案   

研討會 場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693,000 7％ 

五、其他（一年內到期

之電子期刊資料庫

訂閱費） 

   $1,188,000 12％ 

六、新聘教師薪資 

教授 名   

$1,980,000 20% 副教授 名   

助理教授 

  名 
  

合計   
               

-    
 $9,900,000 100%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金額$5,445,000，在本次會議後將請人事室預估進修及升等

送審的金額，再將餘額依上述百分比核算各細項金額。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資本門各單位預算分配原則，提請討論。 

說  明：一、目前分配原則如下： 
   1.資本門總預算首先支應全校電腦教室整合汰舊換新部分。因每年

需汰換之電腦金額佔資本門經費比例頗高，故將由電腦實習費來

分擔電腦教室汰換三間。  
   2.其次分配管理學院及財金學院各 200 萬元，資訊學院 150 萬元，

以供各學院進行特色發展規劃。   
   3.餘額再由各教學單位依下列原則分配之。  

 ①日間部班級數 (無班級數單位採平均班級數 )佔 40%，KPI 指標

佔 60%。  
        ②KPI 指標項目採計推動國際化成效、提升學生就業成效、學生

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學生參與競賽得獎成效、學生參與

業界實習成效、產學金額成效、專利與技術移轉件數成效，共

計 7 項，各項目分配百分比依據獎勵補助經費核配百分比計算

相對比例並採兩階段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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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 -分配通識中心與體育室預算金額：所有教學單位採

共有之二項 KPI(產學金額、專利與技術移轉 )進行

分配，計算出通識中心及體育室分配預算金額。  

       第二階段 -分配通識中心與體育室之外的教學單位預算金額：

排除通識中心和體育室預算後之剩餘預算金額，由

其他教學單位採七項 KPI 進行分配。  
 
   二、以下方案提供討論，請閱附件三。  

          方案一：以實習費汰換電腦由三間減少為二間，取消分配各學

院金額，採用 5 項 KPI 指標 (畫有底線之指標 )，分配

預算至各教學單位。  

    方案二：以實習費汰換電腦由三間減少為二間，維持分配各學

院金額，採用 5 項 KPI 指標 (畫有底線之指標 ) ，分配

預算至各教學單位。 

    方案三：計算同方案一，以實習費汰換電腦由三間減少為二

間，取消分配各學院金額，採用 5 項 KPI 指標 (畫有底

線之指標 )，分配預算至各院，各院保留某一百分比

後，其餘金額依各系五項 KPI 進行分配。  

決   議：資本門預算分配原則採方案三，以實習費汰換電腦由三間減少為

二間，取消分配各學院金額，採用 5 項 KPI 指標(產學金額成效、

專利技轉件數成效、提升學生就業成效、學生檢定證照成效、學

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分配預算至各學院，由院長統籌進行規劃。 
 
 

案由二：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預定作業進度，提請討論。 

說  明：1.草擬預定工作時間表。 

        2.依案由一決議，計算資本門各單位預算分配表，作為規劃參考。 

        3.資料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1.同意 104年度奬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報部預定日程表如下： 

 

日期 項    目 
103 年  

9/29（一） 召開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規劃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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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    目 

9/30~10/27 

一、各系、通識中心與體育室召開系務會議規劃申請品項，

繳交系會議紀錄、資本門品項申請表、A50軟硬體設備

採購申請計畫書及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含電子檔)與
各院。 

二、各院召開院務會議決定資本門品項之優先序填寫各院

說明表，將全院資本門品項申請表、A50軟硬體設備採

購申請計畫書、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系、院會議紀

錄及各院說明表 (含電子檔)繳交研發處。 
**圖書館與學務處將資本門品項申請表、A50 軟硬體設備

採購申請計畫書、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會議紀錄及各

院說明表 (含電子檔)繳交研發處。 

10/28~11/3 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檢視各單位品項 
11/4~11/7 電算中心召開電諮會 

11/10~11/14 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檢視各單位品項 
11/17（一） 召開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完成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規劃 
11/18~11/30 彙整並裝訂支用計畫書報部（依據預估獎補助款金額編列） 

104 年  

1/15 前 各單位依據 11/30 報部之資本門品項，提供規格書、報價單

及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 

2/15 10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金額核定 

3/1 
依核定金額通知各單位召開會議確定 104 年度資本門品項

（核定金額＜預估金額，刪減原編列品項；核定金額＞預

估金額，請各單位規劃新增品項申請） 

3/8-3/18 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檢視各單位品項 
3/20 前 召開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 

3/30 彙整並裝訂支用計畫書報部（依據核定獎補助款金額編列） 

      2.103年 10月 27日繳交特色發展說明表。 

      3.103年 11月 4日~11月 7日電算中心召開電諮會。 

      4.103年 11月 17日召開第 2次專責小組會議，完成 104年度獎勵補助款規

劃。 
 

案由三：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異動，提請討論。 

說  明：1.總務處、人事室、體育室、保金系、連鎖加盟學程、資管系、資科系、

應外系、國貿系及學務處十單位提出 12項異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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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1.照案通過異動申請，相關內容請見會議紀錄第 7頁。 

        2.會後請相關單位依變動後數量與規格進行採購流程。 

 

案由四：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異動，提請討論。 

說  明：1.保管組、不動產學程及企管系三單位提出 5項異動案。 

2.資料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1.照案通過異動申請，相關內容請見會議紀錄第 12頁。 

        2.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不採購，結餘金額將移至其他項下，由圖書館規劃

支用於 103年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 

        3.會後請相關單位依變動後數量與規格進行採購流程。 

 

案由五：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標餘款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1.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目前執行情形之標餘款統計為$1,467,037(計

算基準日為 9/24)。 

        2.依序執行支用計畫書規劃標餘款採購項目為： 

              8.5-01  個人電腦                  $320,000 (媒計系) 

    8.5-02  圖書資料庫代理伺服器       600,000 (電算中心) 

  8.5-03  網際網路代理伺服器         630,000 (電算中心) 

  8.5-04  無線網路認證系統           620,000 (電算中心) 

                                合計          $2,170,000  

             請相關單位於會後依通知填寫請購單進行採購。               

決  議：目前標餘款可採購品項為 8.5-01至 8.5-03，會後請媒計系與電算中心填

寫請購單進行採購流程。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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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品項變更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1-02 總務處
個人電

腦

CPU: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硬碟:500G (含以

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

20 25,000 500,000 電腦

CPU: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硬碟:500G (含以

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

21 25,000 525,000
依實際汰換需求進

行修正

數量變

更

1-03 人事室 電腦

CPU: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 硬碟:500G (含

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顯示器

19吋(含以上)

5 29,800 149,000 電腦

CPU: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 硬碟:500G (含

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顯示器

19吋(含以上)

8 29,800 238,400
依新進教師實際人

數進行修正

數量變

更

1-12 體育室
多功能

記分板

1.尺寸：長115公分

*高75公分*寬70公

分*厚6公分(±

10%)。重量約10公

斤(±10%)，表面不

反光處理

2.面板：時間、得

分顯示、進攻方向

指示、犯規次數顯

示、節次顯示、鳴

笛聲響、主客隊英

文顯示

1 75,000 75,000
多功能

記分板

1.表面不反光處理

2.面板：時間、得分

顯示、進攻方向指

示、犯規次數顯示、

節次顯示、鳴笛聲

響、主客隊英文顯示

3.電源：AC110-240伏

特；2A。附件：控制

盒、腳架

1 75,000 75,000
因廠商新舊品項規

格更新差異

規格變

更

修正理由 備註
優先

序
單位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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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修正理由 備註

優先

序
單位

修正前 修正後

1-22 保金系
數位講

桌

中控系統主機、圖

控軟體操作、麥克

風、課桌櫃體含擴

大機組

1 40,000 40,000
數位講

桌

中控系統主機、麥

克風、課桌櫃體含

擴大機組

1 40,000 40,000

原規格含「圖控軟

體操作」，因本系

專業課程授課不需

使用到該項軟體，

無採購該項軟體之

必要，故提出規格

變更。

規格變

更

1-33 連鎖加盟

門市服

務丙級

檢定專

用POS

設備組

POS主機、二聯式發

票機、收銀錢櫃、

黑/光罩式掃瞄器、

中英數價格顯示器

11 21,800 239,800

考量現階段尚無適

宜之定點放置設備

空間，且近年入學

新生通過門市服務

丙級檢定之人數有

逐年增加之趨勢，

故不採購此品項。

不採購

1-38 資管系
入侵偵

測系統

操作管理介面、支

援IDS監視、

10/100/1000

Interfaces、具有

Console Port、

IPSec VPN

Throughput、

Antivirus

Throughput、Power

Required 100-240

1 300,000 300,000
入侵偵

測系統

1.支援HTTP Flood 攻

擊之防護

2.可自動即時學習多

重攻擊流量

3.提供 TCP Flood、

UDP Flood 防禦功能

4.提供 IPv6 惡意

DDoS 攻擊偵測與防禦

5.提供集中控管log與

產出報表的平台

1 300,000 300,000

採購經費不變情況

下，採用最新分散

式阻斷服務攻擊設

備，以有效防禦駭

客入侵及病毒攻擊

，以確保教師教學

研究與學生網路資

料能夠安全。

規格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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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修正理由 備註

優先

序
單位

修正前 修正後

1-45 資科系

智慧型

互動式

開發裝

置

(Kinect

)

Microsoft Kinect

for Windows / 2人

(1套2台)、感應顏

色與深度：1.2 ~

3.6 公尺、骨架追

蹤：1.2 ~ 3.6 公

尺、每秒畫格：30

FPS、 聲音輸入：

四麥克風陣列、24

位元類比、數位轉

換 (ADC)、雜音消

除

6 10,500 63,000

智慧型

互動式

開發裝

置

(Kinect

)

1.光碟機格式：藍光

Blu-Ray / DVD ，支

援3D與4K高解析度

2.數位錄影：有 HDMI

In / Out*

3.記憶體：8GB DDR3

4.CPU：8核心x86 架

構處理器

5.儲存裝置：500G 硬

碟

6.其它顯示裝置：透

過 SmartGlass體感控

制：Kinect

7.語音操控：須搭配

kinect

8.USB裝置：USB 3.0

9.遊戲實況：即玩即

錄，支援Twitch

10.網路連接：WiFi /

超高速乙太網路

11.藍芽：藍芽2.1

12.訊號：HDMI輸出入

/ 光纖

6 12,500 75,000

因原廠已改版而原

規格停產，擬採購

新版設備。

規格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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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修正理由 備註

優先

序
單位

修正前 修正後

1-51 應外系
數位攝

影機

儲存格式：Full HD

高畫質 、 儲存空

間：32GB 內建記憶

體、產品尺寸：(寬

x高x深) 58mm x

66mm x 121mm、重

量：(不含儲存媒體

及電池) 320g

1 24,900 24,900
數位攝

影機

儲存空間16GB 內建記

憶體

光學/數位變焦30 倍

/ 350 倍

LCD 液晶螢幕2.7 吋

16：9 彩色液晶螢幕

感光元件總畫數251

萬(有效畫素 229 萬)

靜態最高影像解析度

920 萬

影像防震10 倍三向式

光學防手震-智慧型動

態模式

線控三角架

2.5小時電池

32G記憶卡2片

1 24,900 24,900

因先前提報規格已

停產且沒有存貨，

故變更採購規格。

規格變

更

1-55 國貿系 投影機

4500流明以上、解

析度1024*768 以

上、對比度1000：

含防盜吊架KEY控制

面板

1 50,000 50,000 投影機

3500流明/XGA:1024

x 768/對

比:2000:1：含短焦

防盜吊架、安裝、

15米VGA線材、電源

線、面板、壓條、

五金另料

1 50,000 50,000

B121為專業教室，

不需KEY控制面板

，單純投影機即可

規格變

更

7-02 學務處
活動看

板架

長250公分×高250公

分(±10%)
2 97,650 195,300

活動看

板架

長250公分×高300公

分(±10%)
2 97,650 195,300 原規格不符使用

規格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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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修正理由 備註

優先

序
單位

修正前 修正後

7-04 學務處
數位攝

影機

10倍光學、1610萬畫

素以上(含腳架)、記

憶卡(64G)及2顆電

池

1 60,000 60,000
數位攝

影機

具投影功能、12倍光

學、廣角鏡頭、2000

萬畫素以上、64G內建

記憶體、防手震(含角

架、電池*2、充電

器、64G記憶卡*2、麥

克風)

1 60,000 60,000

經查詢原附器材規

格已停產，故變

更。

規格變

更

7-07 學務處 印表機

雷射印表機、A4 紙

張每分鐘35頁、解

析度 : 1200dpi、

記憶體 : 64MB (含

以上), 可擴充至：

128MB、介面 :

USB2.0、紙匣 :250

張標準A4 進紙匣一

個, 與一個萬用進

紙匣、WIN XP ..

等作業系統 (支援

LINUX 作業系統)、

一體成型碳粉匣、

提供雙面列印器、

提供網路 : 具內建

10/100 Base –tx

網路列印功能

1 15,000 15,000 印表機

雷射印表機、A4 紙

張、解析度

1200dpi, RAM 8MB

(含以上)

1 15,000 15,000

經查詢原附器材規

格已停產，故變

更。

規格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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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品項變更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10-01 保管組 椅子
W565*D500*H81

0(mm)(±10%)
120 980 117,600 0

因218階梯教室

高架地板因故

尚未施工，故

本採品項配合

不採購。

不採購

10-02 保管組 桌子

三人座課桌

W180*D500*H74

(mm)(±10%)

40 6,000 240,000 0

因218階梯教室

高架地板因故

尚未施工，故

本採品項配合

不採購。

不採購

10-9

不動產

投資與

經營學

位學程

桌子
長150cm寬31cm

(±10%)
21 6,000 126,000 桌子

長180cm寬45cm (±

10%)
21 6,000 126,000

變更桌面長寬

，便利學生課

程討論及使用

，加大使用成

效。

規格變更

10-15 企管系 椅子 高腳椅 10 5,000 50,000 椅子

W48*D60*H86(±
10%)附氣壓棒、透

氣皮

10 1,500 15,000 新增詳細規格 規格變更

10-16 企管系 椅子

W74*D58*H88-

95( ± 10%)附氣

壓棒、透氣皮

10 1,500 15,000 椅子

W48*D60*H86(±
10%)附氣壓棒、透

氣皮

10 1,500 15,000
原規格誤植尺

寸
規格變更

序號 單位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理由 備註

123



124



125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 綜合大樓二樓 212 會議室 
主    席： 徐校長 守德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會議簽到單 
記    錄： 郭孟雅 

 

壹、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委員來參加此次會議，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

用計畫書將在今天定案於11/30前呈報教育部。 
 
貳、確認前次會議記錄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103/9/29) 

 ■確認前次會議記錄：確認無誤。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異動，提請討論。 

說  明：本次計有總務處及學務處二單位提出 2項異動申請，請參閱附件一。 

決  議：為有效運用經費，通過異動申請，請閱會議紀錄附件一。 

 

案由二：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品項，提請討論。 

說  明：1.104年度資本門品項明細如附件二，表A50軟硬體設備採購申請計畫

書與各院說明表會中提供備查。 

2.104年度資本門規劃預估金額為$23,100,000，各單位實際申請金額為

$24,737,773，高於預算金額為$1,637,773，列為標餘款規劃。 

決  議：1.103年標餘款規劃品項8.5-4「無線網路認證系統」尚未採購金額為

$620,000，優先列入104年度採購。 

2.審查序11「流通知識典藏即測即評平台」，因與教學卓越計畫採購項

目相似，故本案不採購。 

3.審查序44「財富管理系統」，因與其他教學軟體相似度高，故本案不

採購。 

4.審查序35保金系提出「保險理財暨風險管理專業證照模擬考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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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電諮會決議透過圖書館澄清計價方式，104年度仍由保金系購

買。會後請圖書館針對未來類似情況之處理程序提行政會議報告。 

5.審查序30~32「不動產經紀人課程」、「地政士課程」、「不動產估價師

全修課程」，不動產學程所提三品項其計價為B to C針對個人會員模

式，如能以公播版符合資本門規定，可運用圖書館104年視聽資料費

用預算來辦理。 

6.審查序71與77電算中心提出「無線網路存取設備」及「IPV6系統」

二品項採購申請，因預算不足擬暫緩採購，會中「流通知識典藏即

測即評平台」、「保險理財暨風險管理專業證照模擬考試系統」不採

購，故以預算結餘款項購買此二品項。 

7.所有資本門品項，績效追踪建議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規劃，會後請與

祕書室確認。  

8.綜合以上變動，各單位實際申請金額變更為$25,605,773，高於預算

金額為$2,505,773，列為標餘款規劃。 

9.通過之品項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二。 

 

案由三：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品項報部優先序，提請討論。 

說  明：1.103年度報部優先序為總務處、人事室、電算中心等全校共同之資

本門排序於前，各學院優先序為財金學院優先序 1→資訊學院優先

序 1→管理學院優先序 1→共同學院優先序 1→財金學院優先序 2→

資訊學院優先序 2→管理學院優先序 2→共同學院優先序 2，依此類

推。 

2.若其他單位有資本門重大性支出時，可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提會討論

後，優先排序。 

3.若因 103年度實際核撥經費不足而被刪減的品項，將優先列入下年

度購買品項規劃。 

4.103年 5月 9日「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計畫」會議，針對資

本門購置優先序排列方式，建議各校採用第一種方式，請閱附件三。 

5.請確認 104年度報部之資本門品項優先序。  

決  議：1.104年度報部優先序依據中長程校務計畫，結合經常門經費使用，進

行資本門購置的優先排序。 

2.若因104年度實際核撥經費不足而被刪減的品項，將優先列入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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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品項規劃。 

 
案由四：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預估項目金額調整，提請討論。 

說  明：1.人事主任預估進修金額為$0、升等送審金額為$300,000及行政人員

研習與進修金額為$85,000。 

        2.各單位提出經常門項下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經彙總後提出申請 

之總金額為$1,391,527，高於 9月 29日專責小組會議中預估之 

金額＄693,000。 

            3.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9月 29日專責小組會議中預估之金額為＄

1,188,000，由於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超出預算相當多，故協調電子

期刊資料庫訂閱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金額減為$560,000，其餘部分

以校款支應。 

4.資料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1.進修、升等送審、行政人員研習與進修、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及電

子期刊，照案通過。 

2.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報部之預算金額依獎助辦法金額微

調，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三。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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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品項變更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額

1-02 總務處
個人電

腦

CPU: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硬碟:500G (含以

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

21 25,000 525,000 電腦

CPU: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硬碟:500G (含以

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

20 25,000 500,000
依實際汰換需求進

行修正

數量變

更

7-01 學務處
活動看

板架

長500公分×高230公

分(±10%)
1 110,460 110,460

因變更設地點來不

及作業
不採購

修正理由 備註
優先

序
單位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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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預算金額 比例 申請金額 檢視後金額 超出預算金額

財金學院 0 0.00%

會資系 1,133,523 4.52% 300,000 300,000

財稅系 1,265,644 5.04% 456,250 243,250

保金系 904,710 3.60% 513,550 213,550

財金系 1,125,388 4.48% 3,413,048 2,913,048

全校電腦 1,736,000 6.92%

財院合計 6,165,265 24.56% 4,682,848 3,669,848 -2,495,417

管理學院 0 0.00%

國貿系 1,414,433 5.64% 1,858,280 1,258,280

企管系 1,649,737 6.57% 1,782,500 1,401,200

應外系 711,232 2.83% 916,200 851,600

流通系 1,091,509 4.35% 1,236,000 824,000

連鎖加盟 1,963,528 7.82% 1,080,400 1,080,400

行銷系 1,746,070 6.96% 1,586,000 1,206,000

全校電腦 392,000 1.56%

管院合計 8,968,509 35.73% 8,459,380 6,621,480 -2,347,029

資訊學院 0 0.00% 627,325 627,325

資科系 1,208,315 4.81% 1,386,000 1,386,000

媒計系 731,163 2.91% 724,920 724,920

資管系 1,424,689 5.68% 1,530,000 1,550,000

全校電腦 0

資院合計 3,364,167 13.40% 4,268,245 4,288,245 924,078

通識中心 859,867 3.43%

體育室 597,192 2.38% 490,000 490,000

全校電腦 0

共同院合計 1,457,059 5.81% 490,000 490,000 -967,059

電算中心 0 0.00% 4,190,000 5,818,700 4,190,000

總務處 0 0.00% 552,000 576,000 552,000

人事室 0 0.00% 85,800 85,800 85,800

圖書館 2,772,000 11.04% 2,320,000 2,700,000 -452,000

學務處 693,000 2.76% 735,700 735,700 42,700

全校電腦 1,680,000 6.69% 1,628,700 -51,300

其他合計 5,145,000 20.50% 9,512,200 9,916,200 4,771,200

總計 25,100,000 100.00% 27,412,673 24,985,773 -114,227

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申請金額與預算說明

**標餘款規劃$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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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資本門品項申請表(每件金額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者)

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

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

置

原購置年

月

1 電算中心 1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還原卡
61 台 26,700 1,628,700

上課教室、自由實習上機使用教

室。
6-2-2 C404電腦教室 重置. 98.10.01

2 人事室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
3 台 28,600 85,800 新聘教師教學支援用設備 2-3-1 全校 新購

3 保管組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
24 台 24,000 576,000 汰換設備，教師教學支援用設備 2-3-1 全校 重置

4 應外系 1
 數位攝影

機

1.12倍光學變焦f=2.9~34.8mm(35mm換算值：29.8~357.6mm)。

2.160倍數位變焦的廣角G鏡頭。

3.配合強大的三向光學防手震。

4.肩扛式設計。

5.彩色電子取景器(裝有2.7吋 23萬畫素的觸控液晶)。

6.ECM-PS1指向麥克、大型的角型鏡頭罩。

1 台 80,000 80,000

 1. 將攝影機畫面及聲音以高畫質

數位式方式忠實紀錄。

2. 亦可透過網路將影片上傳雲端

，作為學校示範教材之教學檔案

，供學生自學使用。

計畫B1-1-8
104年8月

A410教室
新購

5 企管系 2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原卡
10 台 31,300 313,000

1.B411專題研討室5台

2.B102焦點團體室，已達使用年

限需汰舊換新5台

B1-1-3

104年3月

C106、B411、

B102

重置

97.08.08

97.09.23

96.03.22

6 行銷系 3
單槍投影

機

LCD面板解析度1024*768解析度：1024x768、支援1600x1200(UXGA)、

1920x1200(WXGA)、流明度4500以上、 (含安裝防盜吊架)
1 組 40,000 40,000

汰換B319教室之單槍及布幕，解

決因老舊致設備不穩定，而影響

學習品質之問題。(已使用9年多)

B-1-3-4
時間：104年3月

地點：B319
重置 94.10

7
連鎖學位

學程
4

微型創業

商務平台

提供微型創業商務平台下列使用者管理操作介面,並具學生學習評估功能：供應

商、消費者(一般使用者)、教師、系統管理者
1 組 350,000 350,000

延續連鎖加盟門市情境教室—連

鎖加盟創業展示館之基礎教學軟

硬體設備建置
B1-1-7

104/7

B107
新購

8 流通系 5

空運承攬

系統教育

版

系統使用者授權50users

1.內含空運系統教育版:出口提單系統、出口訂位系統、進口提單系統

2.資料庫授權 SQL Server 2012 server

1 套 310,000 310,000
配合專業課程實務授課內容，以

及證照考試需求
B1-1-4

104/7

C406
新購

9 國貿系 6
影像介接

設備

1.電視牆多輸出顯示卡-4埠,支援四個不同畫面及4*1/1*4/*2*2拼接模式，可螢幕直

立或水平併列,WIN7(散熱晶片) AMD。

2.4埠分割器，DVI-D輸入，DVI-D輸出，情境模式16組，1080P，IR孔位，遙控

器。

3.FOR MMS-6000 / MMS-3000 的 切 換 資 訊 面 板 的 8 鍵RS232端子台(含線材)。

1 組 45,500 45,500

 系統提供全球運籌自由貿易區的

資訊流拋轉整合關聯呈現，提供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新體驗

計畫B1-1-2
104年9月

B121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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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

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

置

原購置年

月

10 國貿系 6 顯示器

1.84吋、10W喇叭

2.Card-04 / 06專用轉接線材;M-DP-DVI-A。

3.HDMI傳送端-8埠,透過CAT6線材同步廣播,近端支援一組顯示HDIM介面,1080P(附

HDMI線1.2米*1PCS);MMS-288。

4.MMS-288專用HDMI接收端,MMS- 220HR。

5.HDMI14-AA-MM-3。

6.DVI24+1-MM-3。

7. DVI24+1-HDMI-MM-3。

8.壁掛架+懸掛架(訂做含安裝)。

2 台 363,890 727,780

 系統提供全球運籌自由貿易區的

資訊流拋轉整合關聯呈現，提供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新體驗

計畫B1-1-2
104年9月

B121
新購

11 國貿系 6

全球運籌

教學展示

平台

1.訂單管理系統(WEB版)

2.We100通關自動化報關系統(WEB版)

3.海運承攬作業系統(WEB版)

4.空運承攬作業系統(WEB版)

5.全球貨況追蹤系統(WEB版)

6.倉儲運輸管理平台(WEB版)

7.Mobile配送排程管控系統

8.動態資訊電子顯示地圖(WEB版)

1 套 485,000 485,000

 系統提供全球運籌自由貿易區的

資訊流拋轉整合關聯呈現，提供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新體驗

計畫B1-1-2
104年9月

B121
新購

14
連鎖學位

學程
9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原卡
8 台 31,300 250,400

1. 導入課程教學，協助學生考取

勞委會門市服務技術士證照

2. 門市情境教室硬體設備汰換

B1-1-7
104年7月

B107
重置 96.08.07

15 行銷系 10
無線互動

投影機

亮度 3000lm、  對比 500：1、 顯示技術 3 x 0.63"、 LCD、 投影畫面比例(寬/長)：

4:3 / 16:10(可支援)、  投影距離 100” at 1.26M

互動配件：魔術筆、仙女棒
1 組 66,000 66,000

互動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除了

能讓老師製作出影音豐富與互動

功能的檔案外，更可提供學生多

元學習管道與方式，學生亦可透

過此軟體，製作專題文件與個人

作品。透過無線互動投影機，除

提升本系教學品質與塑造系所特

色之外，更讓師生教學透過更直

覺的方式，優化學習環境。

B1-3-2
104.8

C102
新購

16 應外系 12 攝影器材

1.腳架/滑輪及控制器

2.紅外線遙控器

3.AC 電源配置器及電源線

4.RS-422 連接頭

5.天花板支架

6.鋼絲繩

1 組 25,000 25,000

1. 本項設備可由教師一人在控制

室透過控盤即可操作，無需額外

增加人員。

計畫B1-1-8
104年8月

A410教室
新購

17 應外系 13 混音器

高品質運算放大器

可開關幻象電源和PAD開關

多種輸入/輸出接口

金屬機身

2 組 20,000 40,000

 使用於英語廣播比賽、畢業公

演、各個相關比賽音效的調配，

也可調整參賽作品的音訊輸出品

質，以提高比賽勝算機會。

計畫B1-1-8
104年8月

A410教室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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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

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

置

原購置年

月

19
連鎖學位

學程
16

流通經營

管理平台

提供下列各項模組：1.課程管理模組 2.模擬市場模組3.虛擬銀行模組4.營運收銀模

組5.門市行銷模組6.消費行為模組7.績效報表模組8.店長教學模組，以模擬門市經

營之操作，並借由模組相關參數修改，理解交互作用。

1 套 480,000 480,000

 協助門市服務管理、小資本創

業、品牌行銷等課程，結和實務

與電子商務艙做，加深學生電商

通路實務技能。

B1-1-7
104/7

B107
新購 新購

20 流通系 17

AutoDispatc

h智慧型派

車系統

60人使用 (100年採購)升級

資料管理：訂單、商品等功能

資料限制：顧客資料數量限制

業務模式：固定批次、多重趟次配車和單倉共配、多倉共配、巡迴集運計畫

最佳化、業務條件：訂單收入與配送成本條件、限制最遲出車時間、最大趟次數

限制等

電子地圖、報表檢視與列印：車輛配送日誌表等表

1 套 300,000 300,000

 100年曾採購，但User數不足無法

在課程上讓所有學生使用，希望

升級為60 User

B1-1-4
104/7

C406
重置 100.11.07

21 流通系 20 印表機
A4網路型高速黑白

列印速度：38頁/分鐘，解析度1200x1200dpi
1 台 15,000 15,000 輔導相關證照 B1-1-4

104/6

B315
重置 94.9.26

22 行銷系 21

互動多媒

體編輯軟

體

50人使用

無線互動投影機1組，規格：

顯示技術 3 x 0.63”LCD

投影比例(寬/長) 4:3 / 16:10

投影距離 100” at 1.26M

特殊功能 無線互動功能

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1組，規格：

CPU P4含以上

記憶體容量 2GB含以上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

1 套 480,000 480,000

 互動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除了

能讓老師製作出影音豐富與互動

功能的檔案外，更可提供學生多

元學習管道與方式，學生亦可透

過此軟體，製作專題文件與個人

作品。透過無線互動投影機，除

提升本系教學品質與塑造系所特

色之外，更讓師生教學透過更直

覺的方式，優化學習環境。可匯

入PPT、PDF，轉出影音檔於網

頁、手機、IOS

B1-3-2
104.8

C101~103
新購

23 企管系 22 數位講桌

中控系統主機、麥克風、課桌櫃體含擴大機組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

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原卡

含安裝

1 組 62,800 62,800

 解決因設施老舊設備不穩定的問

題，以免影響學生專題研討及演

練品質，並新建數位桌系統

B1-1-3
104年7月

C106
新購

24 應外系 23 個人電腦

1.中央處理器：i7-4790 含以上

2.記憶體：16GB含以上

3.硬碟：1TB含以上

4.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

5.繪圖卡：1G DDR3含以上

6.螢幕：21.5吋含以上

7.還原卡

1 台 36,000 36,000

 成果之後製設備，需要電腦及

DVD燒錄器，錄製最佳品質，才

能有效協助本系各項競賽DVD入

選之可能。

計畫B1-1-8
104年8月

A410教室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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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

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

置

原購置年

月

25 應外系 24 剪輯軟體

edius 7教育版

攝影系統錄製完成之影片經由教師的想法作必

需之剪輯，及適度增加特效、配音、配樂等效果，

即可完成一部高畫質之教學影像檔，可作為教學教

材檔案，可放至雲端或透過各種行動裝置下載提供

學校師生參考或自學使用

1 套 18,000 18,000  用途為影片剪輯、特效後製軟體 計畫B1-1-8
104年8月

A410教室
新購

26 企管系 25
行動企業

管理系統

1. 提供商品資料管理2. 提供企業內部權限設定.3. 提供產品資料管理維護功能,設

定各產品安全存量數字.4.整合行動條碼,提供行動化管理功能.5. 提供企業盤點調

整功能 6. 提供產品庫存現況表 7. 可整合數位格子舖交易系統

1 式 450,000 450,000

 為本系服務經營管理模組領域專

業課程添購教學軟體，以期讓學

生瞭解及熟悉業界實務運作及市

場狀況。

B1-1-1
104年10月

B109-110
新購

企管系 25

數位格子

舖交易系

統

1. 提供網路開店申請 2. 提供後台管理維護店家產品 3. 產品可整合行動企業4.提供

學習成績評估. 5. 提供訂單狀況查詢功能. 6. 提供產品銷售狀況查詢及產出相關報

表. 7.提供消費者註冊消費.

1 式 450,000 450,000

 為本系服務經營管理模組領域專

業課程添購教學軟體，以期讓學

生瞭解及熟悉業界實務運作及市

場狀況。

B1-1-1
104年10月

B109-110
新購

27 企管系 26

企業管理

遠端答題

競賽系統

60人使用

登入系統－判斷老師帳號

• 開放上線－給予學生登入的權限

• 點名系統－顯示學生上線狀態

• 新增學生－建立學生的帳號，供ＡＰＰ端登入

• 新增答案表－用ＣＳＶ匯入來建立答案表

• 新增考試－建立考試並選擇對應的答案表

• 開放／關閉考試－開放或關閉ＡＰＰ端的作答權限

• 查看考試狀態－顯示某考試已考人數，某學生已考考試

• 查看作答情形－顯示該學生考試每一題的詳情

1 套 125,400 125,400

 為本系服務經營管理模組領域專

業課程添購教學軟體，以期讓學

生熟悉使用數位系統進行考試及

競賽。

B1-1-1
104年10月

B109-110
新購

28 應外系 27
單槍投影

機

  

焦距 F: 1.6~1.77、f: 23.77~28.54mm

放大比例 1:1.2

光源 170W UHE 燈泡

亮度 ANSI 2700以上 流明

色彩重現 24bit、1,677萬色

投射方式 前投、後投、懸掛

投影畫面比例 4:3 (寬:長)

投影畫面尺寸 30~300吋

投影距離 1~12.1公尺 / 60吋 2~2.4公尺

1 台 50,000 50,000

透過投影機及布幕，可已呈展現

學生製做影片之成果。使得學生

在錄製英語劇場表演或英語口說

訓練畫面更加清晰呈現在小組面

前，可以互相觀摩及改進，達到

多功能劇場之功效。

清楚呈現肢體動作及口型發音動

作，對教師分析學生學習上不足

方面。

計畫B1-1-8
104年8月

A410教室
新購

31 應外系 30 擴大機

低音單元和中音單元

級別調整的高度（-1/0/+ 1 dB為單位）和低音（-3/0/+ 3 dB為單位）ULFC高音單元

高音透明

XLR和平衡輸入插孔（6.3毫米）

1 套 65,000 65,000
 各個競賽、畢業公演的主要的擴

大機音效輸出
計畫B1-1-8

104年8月

A410教室
新購

134



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

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

置

原購置年

月

32 應外系 31

3D 互動式

虛擬語言

情境教學

開發系統

1.教育版

2. 虛擬實境圖庫× 1 套( Kinect ×1 組 )

3. 虛擬場景檔 × 3 個(共24 個觸控點 )

4.虛擬實景控制系統軟體 v2.5 教育 單機版 × 1 套

1 套 475,000 475,000

培養學生能聽、能說、會說、敢

說之外語能力，並藉由影音同步

錄影及後製剪輯系統等設備，提

供老師後續對學生之教學方針，

及製作影音教材，藉此提昇本系

教育品質及特色。

 

計畫B1-1-8 A414教室 新購

33 流通系 32

雲端運用

教學平台

(CmorePaSa

)

1. 支援影音嵌入與連結   2.提供內建9種版型及自訂版型的功能   3.可在平台預覽

app內容   4.具備跑馬燈功 、導航、地圖 、街景圖等  5.可自動撥號、臉書及line分

享 、有QR Code功能   6.可產生APK與上架Hami Apps

1 套 199,000 199,000

 透過APP Creator平台可物件導向

方式製作APP系統，可製作動

畫、多媒體互動、滾動效果、3D

模型等，並可轉成iOS、Android

和Windows PC格式，可協助網路

行銷教學、行銷研究、實務專題

製作等，強化學生實務技能。

B1-1-7
104/7

B105、B106
新購

34 行銷系 31
雲端專案

協同平台

25組帳號(1TB/人)，使用3年

Windows、Android、iOS、Mac 和 Linux作業系統

登入機制 兩步驟驗證、行動密碼、遠端清除

同步技術 差異內容同步(Delta Sync)、區域網路同步(LAN Sync)、串流同步

共享控制 設定成員存取，開放外部協作者

程式相容：30萬個行動應用

1 套 620,000 620,000

雲端專案協同平台，有利於提供

以小組討論為主要教學方法之課

程、提供即時老師與學生互動學

習，藉由多元數位媒體呈現學習

成果與作品。

學生亦可透過同一平台，製作專

題文件與個人作品，老師並可在

線上即時修正與建議、設定資料

的存取對象，掌握重要團隊運作

時的資料存取與共享狀況。

提升本系教學品質與塑造系所特

色之外，更讓師生教學透過更直

覺的數位媒體操作，提高完整的

行銷作品展示能力，優化本系學

生學習環境。

B1-3-3
104.3~8

C101
新購

35 應外系 32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原卡
2 台 31,300 62,600 汰換C414電腦 B1-1-5 A414 重置 96.12.07

36 資訊學院 1

伺服器備

份複製軟

體

1.虛擬機備份、抄寫與還原管理功能

2.支援VMware vSphere虛擬平台

3.不需要安裝任何的代理程式

4.提供集中化管理功能

5.提供全備份、增量備份功能

6.提供重複區塊資料刪除及備份壓縮功能

7.提供立即還原、整機還原功能

3 套 100,000 300,000

自動化備份和還原虛擬伺服器要

，以因應虛擬伺服器突發狀況和

重大問題時，使用Veeam Backup

& Replication即時還原維持虛擬伺

服器正常運作，讓電腦教室和師

生授課能一切正常運作執行。

計畫C1-1-4

計畫C1-1-5

計畫C1-2-5

計畫C1-3-3

計畫C1-3-6

時間：104年9月

地點：A305資院

機房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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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資訊學院 2 光纖模組

1.型號：JXU-6GE-SFP-S

2.網路配接卡類型：Ethernet

4.網路配接卡類別：Ethernet

5.網路配接卡介面：SFP (mini-GBIC)

6.網路配接卡端口：6 x SFP (mini-GBIC)

7.網路配接卡速度：1 Gbps Gigabit Ethernet

8.保固：3 Year Limited

1 台 90,000 90,000

Core Switch(核心交換器主幹將可

連接至防火牆的光纖模組，使資

管系、資技系和媒計系三系師生

使用到背板頻寬1GB的速度

計畫C1-1-4

計畫C1-1-5

計畫C1-2-5

計畫C1-3-3

計畫C1-3-6

時間：104年9月

地點：A305資院

機房

新購

38 資訊學院 3 伺服器

1.中央處理器：E5-2630V2 *2

2.硬碟：1T/7200/SAS/2.5” * 6= 6TB

3.記憶體：16G/1333 * 4 =64G

4.陣列：M5110e磁碟陣列

5.電源供應器：550W *2

1 台 227,325 227,325

資院核心伺服器用於建置Vmware

Esxi虛擬主機，

並整併多項網路管理功能於此伺

服器上

計畫C1-1-4

計畫C1-1-5

計畫C1-2-5

計畫C1-3-3

計畫C1-3-6

時間：104年9月

地點：A305資院

機房

汰換 97.10.27

39 資訊學院 4 交換器 有網管功能，24Port/10/100/1000Mbps 1 台 10,000 10,000
提升資院機房工作效率與網路環

境穩定

計畫C1-1-4

計畫C1-1-5

計畫C1-2-5

計畫C1-3-3

計畫C1-3-6

時間：104年9月

地點：A305資院

機房

汰換 93.09.16

40 資管系 5
雲端伺服

器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2620(含)以上

硬碟：2TB(含)以上

記憶體：32GB(含)以上

陣列：RAID 0、1、10(含)以上

電源供應器：750W(含)以上

3 台 120,000 360,000

1. 汰換老師授課和研究專用伺服

器

2. 汰換學生作業和研究儲存伺服

器

3. 汰換資管系網頁和APP伺服器

讓老師教學資訊和學生作資料存

在雲端網路上，得到完整保護不

會遺失，系網和APP應用程式正

常運作。

計畫C1-3-1
時間：104年9月

地點：A305機房
重置 96.12.03

41 資管系 6 穩壓器 30KVA(含)以上交流電壓，含安裝 1 台 130,000 130,000

讓電腦教室電腦主機處於電壓正

常狀況，讓教師和學生正常使用

電腦主機

計畫C1-3-1
時間：104年8月

地點：穩壓器室
重置 96.06.27

42 資管系 7

WhatsUp

網路設備

監控軟體

1.網路設備搜尋能力

2.自動繪製架構與設備連接圖

3.監控功能

4.資產收集與報表功能

5.警報、回報與管理警報、回報與管理

1 套 160,000 160,000

購置網路設備監控軟體讓學生學

習監控有線網路、無線網路、實

體主機或虛擬設備的網路效能和

連線功能，使學生了解網路運作

實際狀況。

計畫C1-3-1

時間：104年7月

地點：A306-1實

驗室

新購  無

43 資管系 8 交換器

1.有網管功能

2.24Port(含)以上/10/100/1000Mbps

3.支援VLAN功能

4.支援SNMP功能

3 台 30,000 90,000

汰換電腦教室交換器，提昇電腦

教室網路品質至1G速度極為重要

且讓網路環境更加穩定

計畫C1-3-1

時間：104年7月

地點：A315電腦

教室

重置 96.03.02

44 資管系 9 交換器

1.有網管功能

2.24Port(含)以上/10/100/1000Mbps

3.支援VLAN功能

4.支援SNMP功能

3 台 30,000 90,000

汰換實驗室交換器，提昇電腦教

室網路品質至1G速度極為重要且

讓網路環境更加穩定

計畫C1-3-1

時間：104年7月

地點：A306-1實

驗室

重置 9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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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資科系 10

圖形化語

言影像處

理軟體

1.   30人版以上，圖形化環境，可讀取一般圖檔及影片格式

2. 支援高階語言 發展演算法及電腦串列輸出
1 套 380,000 380,000

加強同學在影像領域的應用能力

，拓展專題製作的方向，提升就

業競爭力。

計畫C1-3-5 A508 新購

46 資科系 11

UIP互動創

新開發系

統

1.Unity行動裝置擴增實境互動開發系統

Unity 專業(Pro) 4.x商業版

Unity 安卓專業(Android Pro)  4.x商業版

Unity iOS專業(iOS Pro) 4.x商業版

Unity  擴增實境開發模組

1  套 275,000 275,000

可運用於日間部手機程式設計、

遊戲程式設計、畢業專題課程，

同學使用率達80%

計畫C1-3-4

適用課程：

實務專題、手機

程式設計、雲端

運算程式設計

使用地點：

A308、B104

新購

47 資科系 11

UIP互動創

新開發系

統平台

2.互動電子控制開發平台

電子零件組: 含Arduino電路板
1 台 99,000 99,000

可運用於日間部手機程式設計、

遊戲程式設計、畢業專題課程，

同學使用率達80%

計畫C1-3-4

適用課程：

實務專題、手機

程式設計、雲端

運算程式設計

使用地點：

A308、B104

新購

48 媒計系 12
燈光器材

組
含1000W燈光+燈腳及650W燈光+燈腳 2 組 27,500 55,000

新購燈光，輔助攝影機的使用，

增加專業影像之製作水平與知

識。

計畫C1-1-2

A505虛擬棚暨攝

影教室，供教學

上使用及開放學

生借用。

新購

49 媒計系 13
配樂編輯

軟體

最新版120U授權，可輸入：CD-A1 輸入及輸出：WAV, MP3, OGG Vorbis, WMA,

QuickTime®, MIDI, BMP, JPG, AVI, MXV, WMV, FLAC
1 套 69,800 69,800

搭配課程(數位影視剪輯、音效配

樂、跨媒體製作、實務專題等)作

為音效配樂入門課程使用，以提

高學生影音製作和剪輯之專業

性。

計畫C1-3-6

安裝在510或511

及513實驗室，

供教學上使用及

開放學生借用。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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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媒計系 14 個人電腦

1.中央處理器：i7-4790 含以上

2.記憶體：16GB含以上

3.硬碟：1TB含以上

4.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

5.繪圖卡：1G DDR3含以上

6.螢幕：21.5吋含以上

7.還原卡

4 台 36,000 144,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的學習環

境，以提升學生在專題作品上質

與量的表現。

計畫C1-3-11

A301-1畢專實驗

室，週一至週六

皆開放學生借

用。

新購

51 媒計系 15 個人電腦

1.中央處理器：i7-4790 含以上

2.記憶體：16GB含以上

3.硬碟：1TB含以上

4.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

5.繪圖卡：1G DDR3含以上

6.螢幕：21.5吋含以上

7.還原卡

4 台 36,000 144,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的學習環

境，以提升學生在作品上質與量

的表現。

計畫C1-3-10

A507影音剪輯室

，週一至週六皆

開放學生借用。

汰換 96.03.01

52 資管系 16 個人電腦

1.中央處理器：i7-4790 含以上

2.記憶體：16GB含以上

3.硬碟：1TB含以上

4.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

5.繪圖卡：1G DDR3含以上

6.螢幕：21.5吋含以上

7.還原卡

20 台 36,000 720,000

A306-1思科網路實驗室為雲端系

統實驗室，使學生透過本機電腦

順暢操作管理雲端伺服器，並可

讓學生於本機上練習安裝虛擬伺

服器

計畫C1-3-1

時間：104年7月

地點：A306-1實

驗室

重置 96.09.06

53 媒計系 17 個人電腦

Mac Pro 3.7GHz四核心 10MB L3 快取 12GB 1866MHz DDR3 ECC 記憶體 512GB

PCIe 含27吋螢幕及軟體(Final Cut Pro X剪輯軟體、Motion5特效軟體、Compressor4

編碼軟體)

1 台 168,320 168,320

支援數位設計之電腦設備，Mac

一直為市場（產業界）主流。購

置該設備後讓學生能夠接觸另一

主流之電腦，可以支援本系師生

承接以Mac為主的產學合作案，

並且降低學生到業界對於Mac的

陌生度。

計畫C1-3-10

A507影音剪輯室

，週一至週六皆

開放學生借用。

汰換 96.03.01

54 資科系 18

穿戴式實

驗控制平

台

LCD display 514 ram4G以上記憶空間支援SIM卡，設備可基本防水防塵防摔處理。

具腦波感測應用程式並可配戴於手腕之功能及支援雲端生醫套件可透過WiFi偵測

血氧、呼吸流量、心電圖之生理訊號。

8 套 34,000 272,000

可運用於日間部智慧型系統概

論、作業系統實務、畢業專題課

程，同學使用率達80%

計畫C1-3-4 B104 新購

55 資科系 19

QlikView指

管資料監

控系統

1. QV Web Server－Small Business Edition (Max users: 25 Name CALs, 100 Document

CALs): 1式

2. QV Named User-CAL: 5 lic

3. QV 年度軟體維護費用(20%): 1年

1  套 360,000 360,000

 為本系C4ISR研究中心之指管資

料監控領域相關專業課程，添購

教學軟體系統(含伺服器硬體設

備)，以期讓學生瞭解及熟悉指揮

與管制系統監控資料之實務運

作。

計畫C1-2-1 A301-2 新購

56 媒計系 20 印表機

黑白雷射雙面印表機、具乙太網路連線功能(10/100乙太網路)；自動雙面列印；連

線功能：USB；列印速度：25ppm；列印解析度：600x600dpi；記憶體：32mb；標

準紙匣：250張  或以上

1 台 12,000 12,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的學習環

境，以提升學生在專題作品上質

與量的表現。

計畫C1-3-11

A301-1畢專實驗

室，週一至週六

皆開放學生借

用。

汰換 9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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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媒計系 21
觸控顯示

器

手寫觸控液晶顯示器，21.5 吋(含以上)，相容於Mac與PC，1920x1080解析度含以

上，具備DVI或VGA接頭顯示卡
1 台 99,000 99,000

改善教師授課時進行筆繪（電

繪）範例教學時之順暢性與真實

性，以提升教學品質，且進而增

廣學生對於電繪相關電腦設備之

專業度。搭配課程：繪畫、動畫

製作、設計類、遊戲設計、影像

處理等手繪或建模課程。

計畫C1-1-3

A503繪圖教室、

A510和A511專

業教室教學使用

新購

58 媒計系 22
混音錄音

軟體

最新教育版4人授權，音頻/ MIDI錄音、編輯、配樂和混音工具，支持MIDI 64和

48路同步音軌
1 套 32,800 32,800

搭配課程(數位影視剪輯、音效配

樂、跨媒體製作、實務專題等)作

為音效配樂入門課程使用，以提

高學生影音製作和剪輯之專業

性。

計畫C1-3-6

A507影音剪輯室

，週一至週六皆

開放學生借用。

新購

59 財金系 1
伺服器

處理器:Intel Xeon E5-2630 v2 (2.6GHz/6-core)*2顆

記憶體:HP 64GB(8G*8) DDR3-1600  RDIMM

硬碟:HP 2.5” 10,000rpm 6Gb SAS 1.2TB Hot-Swap *2

控制器:HP Smart Array P420i/ZM( RAID0/1/1+0)

DVD-ROM光碟機

轉接器:HP Ethernet 1Gb 4-port 331FLR Adapter

480W 熱抽歡備原室電源供應器2組

為1U機架式，含原廠機架套件

Windows Server 2012 教育標準版

MS SQL Server 2014 教育標準版

含原廠三年硬體5x8到場免費保固服務

1 台 363,458 363,458 使用於Iwin證券交易實習系統

A1-3-4(增進

學生本職學

能)
上課期間，A105 重置 97.8.11

60 財金系 1 個人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6GHz(含以上)、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

上)、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原卡
60 台 31,300 1,878,000 A105專業教室教學電腦汰換

A1-3-4(增進

學生本職學

能)
上課期間，A105 重置 98.09.25

61 財金系 1 數位講桌

中控系統主機、麥克風、課桌櫃體含擴大機組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

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原卡

含安裝

1 台 62,800 62,800 A105專業教室教師電腦汰換

A1-3-4(增進

學生本職學

能)
上課期間，A105 新購

62 財金系 1 顯示器 42吋液晶顯示器共8台含以上及安裝 8 台 32,500 260,000 A105專業教電視牆顯示器汰換

A1-3-4(增進

學生本職學

能)
上課期間，A105 重置 92.12.05

63 財金系 1 顯示卡
碁康SoBE-1 (四埠顯示卡)4 port

主機: PCI-E Bus)
2 台 18,000 36,000 A106專業教電視牆顯示器汰換

A1-3-4(增進

學生本職學

能)
上課期間，A105 重置 92.12.05

64 財金系 1 數位講桌

中控系統主機、麥克風、課桌櫃體含擴大機組

CPU: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硬碟:500G (含以上)、記憶體: 4G (含以上)

顯示器19吋(含以上)、還原卡

含安裝

1 組 62,800 62,800 C104專業教室電腦汰換

A1-3-4(增進

學生本職學

能)
上課期間，C104 新購 97.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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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5

不動產投

資與

經營學位

學程

2 草圖大師

SketchUp Pro 2014 教育版

網路3年授權

學生使用50人

1 套 110,250 110,250

配合不動產學位學程之「建築與

室內設計」課程，教授學生了解

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與立體製圖

技巧，進而培訓學生取得「TQC

建築及室內設計平面製圖認

證」、「TQC 室內設計立體製圖

認證」等證照，增加學生職場競

爭力。

計畫A1-1-6

(發展策略1:

強化教學特

色)

預估104學年度

教學使用，地

點：財稅系專業

教室

新購

66

不動產投

資與

經營學位

學程

2

空間彩繪

渲染

Artlantis Studio 5.0 教育版

網路永久授權

學生使用50人

1 套 63,000 63,000

配合不動產學位學程之「建築與

室內設計」課程，教授學生了解

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與立體製圖

技巧，進而培訓學生取得「TQC

建築及室內設計平面製圖認

證」、「TQC 室內設計立體製圖

認證」等證照，增加學生職場競

爭力。

計畫A1-1-6

(發展策略1:

強化教學特

色)

預估104學年度

教學使用，地

點：財稅系專業

教室

新購

67

不動產投

資與

經營學位

學程

2
草圖大師 中文 專業單機版

永久授權：教師
1 套 25,000 25,000

配合不動產學位學程之「建築與

室內設計」課程，教授學生了解

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與立體製圖

技巧，進而培訓學生取得「TQC

建築及室內設計平面製圖認

證」、「TQC 室內設計立體製圖

認證」等證照，增加學生職場競

爭力

計畫A1-1-6

(發展策略1:

強化教學特

色)

預估104學年度

教學使用，地

點：財稅系專業

教室

新購

68

不動產投

資與

經營學位

學程

2
空間彩繪

渲染

Artlantis Studio 5.0專業單機版

永久授權：教師
1 套 45,000 45,000

配合不動產學位學程之「建築與

室內設計」課程，教授學生了解

建築與室內設計平面與立體製圖

技巧，進而培訓學生取得「TQC

建築及室內設計平面製圖認

證」、「TQC 室內設計立體製圖

計畫A1-1-6

(發展策略1:

強化教學特

色)

預估104學年度

教學使用，地

點：財稅系專業

教室

新購

69 保金系 4 白板
三層開避式白板

W420*D16.5*H420
1 座 33,550 33,550

汰換中正樓C111專業教室桌椅，

提供本系基礎及專業課程教學使

用。

A1-1-4(發展

策略7:強化

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C105 重置 91.11.15

70 財金系 5
預測分析

計量軟體

 Eviews 8.0 版(無限制帳號)

For Windows   For Academic Institute    For Unlimited Computer Lab License    Download

& PDF Manuals

適用Windows系統，使用於學術機構，無限制帳號，下載與PDF操作指南

1 套 230,000 230,000

為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計量專業

課程添購教學軟體，以期讓學生

善用統計資料分析工具及論文撰

寫使用。

A1-1-5(強化

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

A105、106
重置 98.10.02

73 財金系
雷射印表

機

1.列印、影印、掃描、傳真、PC-FAX     2.影印列印速度 每分鐘30頁    3.自動雙面

列印    4.彩色/黑白掃描
1 台 19990 19,990 理財碩士班研究生進行研究使用

A1-1-5(強化

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

D602、R303
重置 94.03.28

75 保金系 10

保險理財

暨風險管

理專業證

照模擬考

試系統-擴

充測驗系

統平台

1.模考測驗系統

2.指定練習系統

3.教師測驗管理系統：提供證照科目及教學科目出題(卷)功能。

1 套 180,000 180,000

為本系保險理財暨風險管理專業

證照模擬考試系統擴充測驗系統

平台。

A1-1-4(發展

策略1:強化

教學特色)

又新樓3樓機

房、綜合大樓

106保險教育資

訊整合專業教室

重置 9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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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8 會資系 13

SAP

ERP/ECC6.

0系統連線

授權費用

(無帳號限

制)

SAP ERP/ECC6.0系統三年連線授權費用

物料管理模組、生產規劃模組、配銷模組、財會模組、成本控制模組、人力資源

模組、管理系統模組、先進商業應用程式模組、溝通模組、資料倉儲模組、

TERP

1 式 300,000 300,000 使用SAP教學

A1-3-1(增進

學生本職學

能)

上課期間，C505 新購

79 體育室 1
彈簧式籃

球架

1.籃下標準高度305cm;2.籃球架安全距離:為225cm;3.籃球架底座:需符合現場擺設使

用;4.籃球板:長180cm×高105cm採12mm強化安全玻璃;5.籃板保護套使用一體成型

PU發泡墊,形成ㄩ型保護墊寬度需完全包覆;6.籃球架含正面及側面保護墊厚度

25mm(含)以上。

7.籃球框;直徑圈45cm,籃球框金屬直徑16~20mm 需為灌籃式無掛鉤;

2 座 245,000 490,000
一、體育課教學及代表隊訓練。

二、競賽活動舉辦及外借使用。
計畫5-3-6 104/8-12 新購 85年11月

80 電算中心 1
教學廣播

系統

主控台*1+老師端*1+學生端*60

外接式/VGA 類比
1 套 150,000 150,000

上課教室、自由實習上機教室、

調補課用教室等之多功能使用教

室。

6-2-2 C404電腦教室 重置. 98.10.01

81
電算中心

網路組
2

電源供應

器

骨幹交換器電源供應器  2000W以上，可與第一顆電源供應器互為備援且同時供

電
1 台 150,000 150,000

教學用骨幹網路設備用電源供應

器
6-2-1 C503網路機房 新購

82
電算中心

網路組
8

垃圾郵件

過濾系統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2630 (2.6G Hz/6-core/ DDR3-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上), 硬碟:1TB(含以上)，windows server 2012 R2，垃圾郵件過濾系統版權
1 台 650,000 650,000 過濾全校師生電子郵件垃圾信件 6-2-1 C503網路機房 重置. 95.06.14

84
電算中心

網路組
3

學生作業

檔案伺服

器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2630 (2.6G Hz/6-core/ DDR3-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上),硬碟:3TB(含以上)raid5，ldap認證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80,000 380,000 教學用檔案伺服器 6-3-2 C503網路機房 重置.   96.01.22

85
電算中心

網路組
6 TIP伺服器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2630 (2.6G Hz/6-core/ DDR3-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上),硬碟:1TB(含以上)，ldap認證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40,000 340,000 學生教學系統入口網頁伺服器 6-3-2 C503網路機房 重置.   96.01.10

86
電算中心

網路組
4

伺服器-

CLASS網域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2630 (2.6G Hz/6-core/ DDR3-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上), 硬碟:1TB(含以上)，ldap認證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40,000 340,000 學生網域認證伺服器 6-2-2 C503網路機房 重置. 90.06.04

87
電算中心

網路組
5

學生郵件

伺服器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E5-2630 (2.6G Hz/6-core/ DDR3-1600) (含以上),記憶體:64GB

(含以上), 硬碟:1TB(含以上)，exchangeserver 2013，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80,000 380,000 學生郵件伺服器 6-2-2 C503網路機房 重置. 90.09.24.

88
電算中心

網路組
9

防毒伺服

器

CPU:Intel Xeon E5-2630 (2.6G Hz/6-core/ DDR3-1600) (含以上), 記憶體:64GB (含以

上), 硬碟:1TB(含以上)，windows server 2012 R2
1 台 340,000 340,000 教室電腦防毒系統伺服器 6-2-1 C503網路機房 重置. 92.09.25.

89
電算中心

網路組
1

無線網路

存取設備
支援802.11n，以整合認證系統windows AD帳號整合認證系統 50 台 20,000 1,000,000

維持各大樓與校園網路、學術網

路連接，維持行政系統、電腦教

學、教師研究等網路服務不中斷

6-3-2 C503網路機房 重置.  95.02.09

90
電算中心

網路組
7 IPv6系統 IPv6 DNS server, IPv6 core switch 1 台 460,000 460,000

配合教育部網路架構逐步由IPv4

轉移至IPv6(過渡期二者並存)
6-3-2 C503網路機房 重置.   94.12.12

21,55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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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購或重置

原購置年

月

圖書館 001-000 圖書 中西文電子書 1 批 720,000 720,000
充實學術性中西文圖書

資源的質與量。
計畫2-2-1

2015/1/1

圖書館
新購

圖書館 002-000 圖書 中文紙本圖書 1 批 600,000 880,000

持續充實本校中文圖書

館藏，以滿足本校師生

教學及研究使用需求。

計畫2-2-1
2015/1/1

圖書館
新購

圖書館 003-000 圖書 西文紙本圖書 1 批 500,000 600,000

充實專業類西文圖書館

藏，以滿足本校師生教

學及研究使用需求。

計畫2-2-1
2015/1/1

圖書館
新購

圖書館 004-000 視聽資料 DVD、VCD、CD等 1 批 500,000 500,000

充實本校視聽資料，以

滿足本校師生課程及學

習使用需求。

計畫2-2-1
2015/1/1

圖書館
新購

小計 2,700,000

104年度資本門品項申請表(每件金額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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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資本門品項申請表(每件金額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者)

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置 原購置年月

1 學務處 1 投影機

投影機規格:

1.  3 LCD面板

2. 解析度1024×768可支援UXGA, SXGA+(含)以

上

3. 亮度6000流明(含)以上，對比3000:1(含)以上

4. 鏡頭具電動上下左右位移調整功能及梯形修

正

升降平台規格:

1.活動式投影機架，可做上升及下降動作，上

升高度可升到240cm (+ 20%)，承載重量最高點

可放18公斤 (+ 20%)

2.中間載板，可放筆記型電腦或DVD PLAYR(約

3公斤, + 20%)

3.載板需確保載重物的安全性

2 組 134,000 268,000

提供學生會、社團與系學會辦理大

型社團成果演出，如社團動態成果

展、社團聯合成果展演及12系學會

迎新晚會表演使用，藉以增加舞台

效果、提升演出品質、增進社團運

作效能。

計畫3-5-1(發展

策略5：強化學

生自治)

一、計畫名稱：

強化學生自治功

能

二、基本目標：

促進校園意見溝

通，落實學生自

治理念，培養公

民素養，增進服

務精神，提昇社

團知能，輔助學

生自我實現。

使用時間：每

學期10次以上

使用地點：綜

合大樓六樓大

禮堂(為103年獎

補助款資本門

添購舞台兩側

之活動看板架

布幕投影用)

新購 無

2 學務處 2 數位電子海報

1. 螢幕尺寸: 46吋Full HD A級工規 (含以上)

2. 高度: 202cm (+ 10%)；長度: 71cm (+ 20%)；寬

度: 55cm (+ 20%);厚度: 6cm (+ 20%)

3. 內建喇叭、立體音效

4. 多重接口，無線接收

5. 無縫邊框、一體強化、鋼化玻璃、安全穩固

6. 可播放、製作出內含Flash、Vidio、Audio、

Image、跑馬燈等…..多媒體素材的節目單。

7. 支援Android 4.2以上版本。

8.觸控式螢幕

3 部 102,900 308,700

提供學生會、系學會、社團辦理大

型活動宣傳使用，藉以增進活動及

社團運作效能。

計畫3-5-1(發展

策略5：強化學

生自治)

一、計畫名稱：

強化學生自治功

能

二、基本目標：

促進校園意見溝

通，落實學生自

治理念，培養公

民素養，增進服

務精神，提昇社

團知能，輔助學

生自我實現。

使用地點：可

攜帶至校內(戶

外或室內)各種

大型活動地點

，目前暫定兩

處使用頻率較

高者為(1) 校門

口入口正面花

圃前 (2)綜合大

樓一樓電梯旁

第二閱覽室前

新購 無

3

學務處(日

間部學生

會)

3 擴音機

1.放大器：低音路：最大功率190W，高音路：

最大功率77W，綜合最大功率：267 W，失真

<1%

2.喇叭系統：高音：1.5吋壓縮驅動號角型高音

3.音源輸入：有線麥克風 平衡式及不平衡式插

座

4.無線麥克風：可安裝4個接收模組

5.放音座：CDM

6.LINE訊號：不平衡式輸入RCA插座

7.音源輸出：不平衡式LINE輸出RCA插座

8.電源供應：AC電源：內建使用100~240V AC交

換式電源及充電供應器

9.攜帶式無線擴音機

10.附件：含兩只無線麥克風

(以上含優規)

3 部 53,000 159,000

提供學生會、社團與系學會辦理大

型活動，如社區教學、12系學會迎

新、校慶等，提升演出品質、增進

社團運作效能。

親善服務隊服務品質關係學校形象

，此申請提供本校親善服務隊辦理

大型活動，如迎新、校慶、畢業典

禮、外賓接待活動、校外出隊服務

等，提升社團服務品質、增進社團

運作效能。

計畫3-5-1(發展

策略5：強化學

生自治)

一、計畫名稱：

強化學生自治功

能

二、基本目標：

促進校園意見溝

通，落實學生自

治理念，培養公

民素養，增進服

務精神，提昇社

團知能，輔助學

生自我實現。

可攜帶至校內

外(戶外或室內)

各種大型活動

地點

新購 無

7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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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總金額 小計 比例 總金額 小計 比例

進修 0

升等送審 300,000

研究 28 28% 1,428,349

著作 20 20% 1,020,250

研習 16 16% 822,275

改進教學 30 30% 1,530,374

編纂教材 4 4% 200,000

製作教具 2 2% 100,00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最多

佔1/4）
研習活動

進修 0人 0

研習 10案 30,000

研討會 2場 55,00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693,000           7.00% 1,391,527 14.06%

五、其他（二年內到期之電子

    資料庫訂閱費）
1,188,000        12.00% 560,000 5.66%

教授 1人 532,075

副教授 1人 398,575

講師 2人 1,036,575

教授

副教授

合計 9,900,000        100.00% 9,900,000 100.00%

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規劃說明

103/11/17預估金額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30﹪以上）
5,445,000        55.00% 5,401,248

項目 內容說明

54.56%

103/9/29預估金額

99,000 1.00% 85,000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費2％以上）

19.87%六、新聘教師薪資 20.00%

0.86%

495,000

1,980,000        

5.00%

1,967,225

495,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5﹪以內）

0.00%

5.00%

七、現有教師薪資 -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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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經常門品項申請表

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置 原購置年月

1 企管系 14 桌子
W 140CM * D 70CM*H74CM(以上規

格+10%)
8 張 7,000 56,000

重新建置B411專題研討室，

解決因設施老舊設備不穩定

的問題，以免影響學生專題

研討及演練品質，並新建數

位桌系統

B1-1-3

104年12月

B411專題研討室設施規

劃及數位桌系統新建案

重置

2 企管系 14 椅子

W47CM*D57CM*H88CM(以上規格

+10%) 14 張 2,000 28,000

重新建置B411專題研討室，

解決因設施老舊設備不穩定

的問題，以免影響學生專題

研討及演練品質，並新建數

位桌系統

B1-1-3

104年12月

B411專題研討室設施規

劃及數位桌系統新建案

重置

3 企管系 14 窗簾

遮光捲簾W142CM*H198CM(以上規

格+10%) 6 窗 2,900 17,400

重新建置B411專題研討室，

解決因設施老舊設備不穩定

的問題，以免影響學生專題

研討及演練品質，並新建數

位桌系統

B1-1-3

104年12月

B411專題研討室設施規

劃及數位桌系統新建案

重置

4 企管系 15 窗簾
遮光捲簾W150CM*H68CM(以上規格

+10%)
4 窗 1,650 6,600

重新建置B411專題研討室，

解決因設施老舊設備不穩定

的問題，以免影響學生專題

研討及演練品質，並新建數

位桌系統

B1-1-3

104年12月

B411專題研討室設施規

劃及數位桌系統新建案

重置

5 企管系 16 窗簾
遮光捲簾W89CM*H98CM(以上規格

+10%)
2 窗 1,650 3,300

重新建置B411專題研討室，

解決因設施老舊設備不穩定

的問題，以免影響學生專題

研討及演練品質，並新建數

位桌系統

B1-1-3

104年12月

B411專題研討室設施規

劃及數位桌系統新建案

重置

6 企管系 23 窗簾 遮光捲簾W142*H198(以上規格+10%) 12 窗 2,900 34,800

 解決因設施老舊設備不穩

定的問題，以免影響學生專

題研討及演練品質，並新建

數位桌系統

B1-1-3
104年7月

C106
新購

7 媒計系 1 燈光濾片 A2大小，燈光濾片(Full CT Blue藍) 10 片 300 3,000 輔助攝影機的使用，增加專

業影像之製作水平與知識。

C1-1-2虛擬攝影

棚建置計畫

A505虛擬棚暨攝影教室

，供教學上使用及開放

學生借用。

新購

8 媒計系 2 燈光濾片 A2大小，燈光濾片(Full CT Orange橙) 10 片 300 3,000 輔助攝影機的使用，增加專

業影像之製作水平與知識。

C1-1-2虛擬攝影

棚建置計畫

A505虛擬棚暨攝影教室

，供教學上使用及開放

學生借用。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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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置 原購置年月

9 媒計系 3 燈架 四節快扣燈架 7 座 1,400 9,800 輔助攝影機的使用，增加專

業影像之製作水平與知識。

C1-1-2虛擬攝影

棚建置計畫

A505虛擬棚暨攝影教室

，供教學上使用及開放

學生借用。

新購

10 媒計系 4 活動雙鐵夾 活動雙鐵夾 10 個 326 3,260 輔助攝影機的使用，增加專

業影像之製作水平與知識。

C1-1-2虛擬攝影

棚建置計畫

A505虛擬棚暨攝影教室

，供教學上使用及開放

學生借用。

新購

11 媒計系 5 錄音介面
含48v電容麥克風插槽；24BIT

96/192KHz錄音介面
4 只 4,800 19,200

搭配課程(數位影視剪輯、

音效配樂、跨媒體製作、實

務專題等)作為音效配樂入

門課程使用，以提高學生影

音製作和剪輯之專業性。

C1-3-6教學環境

暨專題實驗室升

級改善計畫

A507影音剪輯室，週一

至週六皆開放學生借

用。

新購

12 媒計系 6 布幕 手拉壁掛式：70吋*70吋 1 式 2,000 2,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的學

習環境，以提升學生在專題

作品上質與量的表現。

C1-3-11實務專

題實驗室新建計

畫

A301-1畢專實驗室，週

一至週六皆開放學生借

用。

新購

13 保金系 1 窗簾

遮光捲簾W142CM*H198CM(以上規

格+10%) 6 窗 2,900 17,400
汰換中正樓C105專業教室物

品，提供本系基礎及專業課

程教學使用。

A1-1-4(發展策略

2:強化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C105 重置 91.11.15

14 保金系 1 窗簾
遮光捲簾W150CM*H68CM(以上規格

+10%)
4 窗 1,650 6,600

汰換中正樓C105專業教室物

品，提供本系基礎及專業課

程教學使用。

A1-1-4(發展策略

2:強化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C105 重置 91.11.15

15 保金系 1 窗簾
遮光捲簾W89CM*H98CM(以上規格

+10%)
2 窗 1,650 3,300

汰換中正樓C105專業教室物

品，提供本系基礎及專業課

程教學使用。

A1-1-4(發展策略

2:強化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C105 重置 91.11.15

16 保金系 1 桌子
W180cm*D80cm*H74cm(以上規格

+10%)
9 張 8,000 72,000

汰換中正樓C107專業教室桌

椅，提供本系基礎及專業課

程教學使用。

A1-1-4(發展策略

3:強化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C105 重置 91.11.15

17 保金系 1 桌子
W160cm*D80cm*H74cm(以上規格

+10%)
2 張 7,500 15,000

汰換中正樓C108專業教室桌

椅，提供本系基礎及專業課

程教學使用。

A1-1-4(發展策略

4:強化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C105 重置 91.11.15

18 保金系 1 桌子 W105cm(R)*H74cm(以上規格+10%) 2 張 7,000 14,000
汰換中正樓C109專業教室桌

椅，提供本系基礎及專業課

程教學使用。

A1-1-4(發展策略

5:強化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C105 重置 9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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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置 原購置年月

19 保金系 1 椅子

升降椅

W47cm*D57cm*H88-102cm(以上規格

+10%)

60 張 2,000 120,000
汰換中正樓C110專業教室桌

椅，提供本系基礎及專業課

程教學使用。

A1-1-4(發展策略

6:強化教學特色)
上課期間，C105 重置 91.11.15

20 電算中心 1 交換器
無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上)10/100/

1000Base-T(支援IPv6)
3 台 7,000 21,000

上課教室、自由實習上機教

室、調補課用教室等之多功

能使用教室。

6-2-2 C404電腦教室 重置. 98.10.01

21 財稅系 2 顯示卡

工作站繪圖卡、晶片:Quadro K600、記憶

體:1GB DDR、最高解析度:2560 * 1600、插

槽:PCIE X16 2.0、支援 DirectX 11, OPEN GL

4.2

51 個 6,087 310,437

以資源共享為基礎。升級專

業教室硬體設備，建置豐富

軟體環境。並配合不動產學

位學程課程，培訓學生取得

專業證照，增加學生職場競

爭力。

計畫A1-3-2 D608 新購

22 財稅系 3  記憶體

4GB DDR3 1600 記憶體 FOR 桌上型電腦

符合原廠型號:TS512MLK64V6N

針腳及模組:240-PIN LOMG-DIMM

功能:UNBUFFER NON-ECC MEMORY

153 個 1,480 226,440

以資源共享為基礎。升級專

業教室硬體設備，建置豐富

軟體環境。並配合不動產學

位學程課程，培訓學生取得

專業證照，增加學生職場競

爭力。

計畫A1-3-2 D608 新購

23 財稅系 4 電源供應器

全域電壓主動式 PFC

12 公分強冷風扇, 智慧型靜音溫控

符合 RoHS 環保標準

雙順向轉換迴路設計, 效率認證 80PLUS
51 個 1,890 96,390

以資源共享為基礎。升級專

業教室硬體設備，建置豐富

軟體環境。並配合不動產學

位學程課程，培訓學生取得

專業證照，增加學生職場競

爭力。

計畫A1-3-2 D608 新購

24 應外系 1 麥克風 腰掛式數位寬頻無線麥克風 TF-103 10 組 3,600 36,000

 1.外語研習

2.各式教學應用

3.戶外活動

4.園遊會

5.畢業公演

6.各式應外系競賽

計畫B1-1-8 新購

25 國貿系 2 電腦螢幕  19吋寬螢幕 60 台 3,400 204,000
汰舊專業教室電腦螢幕，並

原下潛式螢幕，移至桌面擺

放。

計畫B1-1-2 B121 重置 

26 國貿系 3 交換器
有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上)10/100/1000Base-

T(支援IPv6)
2 台 8,200 16,400 支援教學相關電腦設備 計畫B1-1-2 B121 重置 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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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優先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重置 原購置年月

27 行銷系 4 電動布幕 電動，70*70吋 (含安裝) 1 支 9,000 9,000 汰換B319已破損之手拉式布

幕
B1-3-4 104年3月

B319
重置 94年10月

28 行銷系 5 麥克風 腰掛式數位寬頻無線麥克風 TF-103 2 組 3,600 7,200

C102會議模擬專業教室僅數

位講桌接有麥克風，增購無

線麥克風有利教師巡場教學

之用

B1-3-3 104年3月

C102
新購

29 應外系 交換器
無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上)10/100/ 1000Base-

T(支援IPv6)
3 台 7,000 21,000

汰換A405教室網路交換器，

解決因老舊無法使用，而影

響教學品質之問題

計畫B1-1-5 A405 重置 96.12.6

30 應外系 28 布幕 電動，70*70吋 (含安裝) 1 個 9,000 9,000 透過投影機及布幕，可已呈

展現學生製做影片之成果。
計畫B1-1-8

104年8月

A410教室
新購

1,39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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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

稱
優先序 品項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使用時間與地點
新購或

重置
原購置年月

圖書館 001-000 電子資料庫
I got 英語線上學

習測驗系統
1 種 260,000 260,000

透過I got，使用者可進

行題庫練習，提升英文

能力。

計畫2-2-1 2015/1/1-2015/12/31 新購

圖書館 002-000 電子資料庫

Airiti Library華藝

線上圖書館

(CEPS中文電子

期刊資料庫暨平

台服務)

1 種 300,000 300,000
提供全校師生檢索及瀏

覽中文電子期刊。
計畫2-2-1 2015/1/1-2015/12/31 新購

小計 560,000

104年度經常門品項申請表

149



150



151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一○四年三月十六日星期一 下午十三時三十分 

地    點： 綜合大樓 212 會議室 
主    席： 徐校長 守德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會議簽到單 
紀    錄： 郭孟雅 

壹、主席致詞 

感謝研發處整理開會資料，也謝謝各位委員前來參與會議。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臨時動議：依據「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執行102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

用績效訪視」實地訪視初稿中，針對有關教師進修，本校處理方式提

出意見，建議將補助金額撥款進修教師，再由進修教師支付實際代課

教師。 

決    議：請研發處召開「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執行102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運用績效實地訪視意見」討論會議，決定適當處理方式。 

執行情形：於 104年 3月 5日 mail訪視意見與相關單位，請各單位修改或填寫

改進說明，於 3月 12日回傳。訂於 3月底召開討論會議，於 4月 24

前將處理情形呈報教育部。 

參、報告事項 

一、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報告 

教育部核定 104年度補助經費＄11,071,760，獎勵經費 22,129,066，

共計＄33,200,826，參與核配學校共計 71所，本校核配比例占

1.36%(排名 37)。 

二、計算核定獎勵補助經費在資本門和經常門的分配金額。 

獎勵補助經費（1） 自籌款（10%以上） 總預算（3）=（1）+（2） 

$33,200,826 $3,320,083 $36,520,909 

 

編列原則： 
  

項目 預估金額 備註 

資本門(70%) $25,564,636  總預算×70% 

經常門(30%)  $10,956,273       總預算×30% 

合計 $36,52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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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原先編列之支用計畫書比較，結果如下： 

        項目 原預估金額 核定金額分配 變動金額 

資本門(70%)     

1.教學儀器設備 $20,000,073 $22,408,936 2,408,863 

2.圖書與自動化 $2,700,000 $2,420,000 (280,000) 

3.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設備 
$735,700   $735,700 0 

小計 $23,435,773 $25,564,636 2,128,863 

經常門（30％） $9,900,000 $10,956,273 1,056,273 

  合計 $33,335,773 $36,520,909 3,185,136 

 **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金額(不含自籌款)：33,200,826 × 70% = 23,240,578 

圖書館自動化支出比例 = 圖書與自動化規劃金額/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金額

=  2,420,000/23,240,578 = 10.41%  ＞ 10% 

   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支出比例 =學務規劃金額/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金額 

=  735,700/23,240,578 = 3.17%      ＞ 2%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各單位『資本門』異動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資本門的預算由$23,435,773增為$25,564,636，可增加金額為

$2,128,863。 

            一、教學儀器設備方面： 

1.103年 11月 30日支用計畫書報部時，規劃之標餘款採購項

目 (學生郵件伺服器、TIP伺服器、IPv6系統、垃圾郵件過

濾系統及防毒伺服器)，金額共計$2,170,000，優先成為正

式規劃品項。 

2.請採購組檢視所有報部電腦價格後，電腦品項採購金額增加

$116,000。 

3.教學儀器設備金額總數修正為$22,286,073。 

            二、圖書館自動化方面：原報部品項金額為$2,700,000，中文圖書

減少採購$280,000，故金額下修為$2,420,00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方面：與原報部品項相同$735,700。 

            四、1.剩餘可規劃金額：『資本門』經以上調整後金額合計總數為

$25,441,773，與 104年度擬報部金額$25,564,636比較，

剩餘可規劃金額為$122,863。 

              2.詢問各單位是否有新增採購品項，整理資料於會議中進行討

論，彙總所有各單位提出品項，請採購組檢視後，金額共計

$2,42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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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中序號 1(無線網路存取設備)為原報部品項 1-06，故建議

以剩餘可規劃金額$122,863，購買 7台(金額共計

$140,000)，其餘超過部分規劃為標餘款採購項目，請參閱

附件二。 

 決  議：一、「無線網路存取設備」：其中 7台列為資本門正式規劃採購品

項，剩餘 18台列為標餘款規劃採購品項。 

         二、標餘款規劃採購品項請參閱附件一。 

     

案由二：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預估項目金額調整，提請討論。 

      說  明：一、經常門的預算擬由$9,900,000增為$10,956,273，增加金額為

$1,056,273。 

            二、升等送審金額由原報部金額$300,000，減少為$250,000。 

            三、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原報部品項 10-2、10-3、10-17及 10-24

不採購，另新增 10-31至 10-36六品項，預算金額由原報部

金額$1,391,527，增加為$2,459,077。 

            四、經以上調整後，依照百分比分配『經常門』各項目預算，請參

閱附件三。 

   決  議：一、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指出，學校經常門經費配置以改善師資結

構為重點，改進教學及研究次之；此一配置方式與學校中長程

發展計畫所定位之「務實致用的教學型大學」能否充分符應。 

                故提高改進教學預算金額分配百分比為 32%，降低著作預算金

額分配百分比為 18%。最近四年各項目分配比例如下：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研究 38% 30% 28% 28% 

著作 30% 24% 20% 18% 
研習 14% 14% 16% 16% 
改進教學 14% 26% 30% 32% 
編纂教材 3% 4% 4% 4% 
製作教具 1% 2% 2% 2% 
合計 10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知，本校研究獎助百分比逐年調降，改進教學獎助百

分比逐年提高，符合「務實致用的教學型大學」定位。 

           二、改進教學獎助百分比逐年提高，請增加獎勵補助項目及各項獎

助依其性質給予不同金額獎勵，例如：輔導學生參加全國性競

賽依其舉辦單位、規模大小等給予不同獎勵金，請教資中心主

任召開會議，研擬方案後送行政會議討論。 

           三、改善教學之相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之採購品項詳

如附件二。 

           四、10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報部之預算金額依獎助辦法

金額微調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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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項目 內容說明 
104/3/16 核定金額 

   總金額  小計 比例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進修 
  

0 

5,337,157 48.71% 

升等送審 250,000 

研究 28% 1,424,404 

著作 18% 915,688 

研習 16% 819,175 

改進教學 32% 1,627,890 

編纂教材 4% 200,000 

製作教具 2% 100,000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社團指導教

師鐘點費（最

多佔 1/4） 
    

547,814 5.00% 

研習活動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進修 0 案 0 

85,000 0.78% 研習 10 案 30,000 

研討會 2場 55,00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2,459,077 22.44% 

五、其他（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 

    資料庫訂閱費） 

  

    560,000 5.11% 

六、新聘教師薪資 

教授     

1,967,225 17.96% 副教授     

講師     

七、現有教師薪資 
教授     

0 0.00% 
副教授     

合計       10,956,27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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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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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
無線網路存取

設備

支援802.11n，以整合認證系統

windows AD帳號整合認證系統
18 台 20,000 360,000

維持各大樓與校園網

路、學術網路連接，維

持行政系統、電腦教

學、教師研究等網路服

務不中斷

電算中心 6-2-1

2 穩壓器 50KVA(含)以上交流電壓，含安裝 2 台 210,000 420,000

C505,C506教室使用.促

使電腦主機處於電壓正

常狀況.

電算中心 6-2-2

3 KVM切換器

1.32埠KVM IP 遠端切換器*1台

2.USB 電腦端模組*32組

3.USB KVM 訊號延長器*1條

4.包含設定和安裝

1 套 290,000 290,000

1.提供機房管理者遠端

即時操控伺服器

2.提供機房管理者遠端

排除伺服器問題

3.提供機房切換伺服器

主要工具

資訊學院
C1-1-4

C1-2-5

汰換舊

式

CS9134

PS/2介

面KVM伺

服器切

換器，

目前伺

服器已

用USB介

面取代

PS/2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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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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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4 無線基地台

1.Wireless AC 技術提供無線傳輸

速率

2.具備WEP、WPA、WPA2安全加密機

制

3.可向下相容於802.11a/b/g/n無線

網路

4.支援IPv6標準協定

5.無線AP控制管理系統

13 台 11,000 143,000

目前資訊學院電腦教室

和實驗室無線網路使用

倍增，提供資訊學院三

系穩定無線網路，讓學

生皆可使用無線基地台

來學習研究

資訊學院
C1-1-5

C1-3-3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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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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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5
Raspberry Pi

開發套件

1.Raspberry Pi 控制板  B+

.700MHZ,RAM:512MB,10/100乙太網

介面

2.MICRO SD 記憶卡 8G C4

3.HDMI 傳輸線  Philips SWV2432W

1.5米

4.Wireless N150 pico無線網卡

DLink DWA-121

5.Raspberry Pi 2.8 吋觸控LCD

6.藍芽4.0 BLE通訊模阻

7.繼電器模阻(1P)

8.電源整流器(micro)Raspberry Pi

用

9.HDMI(公)toVGA(母)鍍金接頭轉接

器

10.通電型陰極鎖

11.無線感應器(Yunzi、

SmartBeacon-2AA、SmartBeacon-

4AA、SmartBeacon-USB)

5 套 15,000 75,000

作為畢業專題和教學研

究之用，以一個project

為目標，用Raspberry

Pi作一些應用，讓畢專

和授課學生在動手做的

過程中, 了解資訊科學

的知識,激發更多的想法

資管系 C1-3-1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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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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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6
Arduino開發套

件

1. Arduino 控制板 uno

(fayarduino uno)

2. Arduino  wifi 擴充模板(Fi

250)

3. Arduino 籃芽模組: BLE Shield

2

4. 電容式麥克風模組

5. 鈕扣型喇叭(grove-speaker)

6. camera 模組 (Grove-Serial

Camera kit)

7. NFC近場控制模組(NFC Shield)

8. 電源整流器 AD 9V 1A

9. GPS模組

10. 雙色LED模組

11.無線感應器(Yunzi、

SmartBeacon-2AA、SmartBeacon-

4AA、SmartBeacon-USB)

5 套 15,000 75,000

作為畢業專題和教學研

究之用，以一個project

為目標，使用Arduino開

發套件作一些應用，讓

畢專和授課學生在動手

做的過程中, 了解資訊

科學的知識,激發更多的

想法

資管系
計畫

C1-3-1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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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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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7

智慧型互動式

開發裝置

(Kinnect one)

1.Microsoft Kinect one for

Windows

2.感應顏色與深度：1.2 ~ 3.6 公

尺

3.骨架追蹤：1.2 ~ 3.6 公尺

4.每秒畫格：30 FPS

5.聲音輸入：四麥克風陣列、24 位

元類比

6.數位轉換 (ADC)、雜音消除

9 套 16,500 148,500

1.建置體感互動式介面

研究與教學，

2.整合資訊安全與應用

實驗室之物聯網環境，

為相關單位學術合作案

或產學合作案有關互動

設計、自動化與展場應

用的研發基地

資科系
C1-3-4 103採購

6套

8 投影機

1.解析度：1024*768，最大至

1920*1200

2.亮度：3600流明

1 台 16,000 16,000

改善A503專業繪圖教室

上課環境以強化教學成

效，提升學生整體創意

美感和設計創作能力。

媒計系 C1-1-3 汰換

9 印表機

1.具乙太網路連線功能

2.功能：A4黑白列印

3.列印速度：25ppm

4.列印解析度：600x600dpi

5.記憶體：32mb

6.網路功能：10/100 乙太網路

7.連線功能：USB

8.標準紙匣：250張

9.其他：自動雙面列印

1 台 12,000 12,000
汰換設備以供師生使

用。
媒計系 C1-3-6 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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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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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0 電容式麥克風

1.壓力梯度傳感器

2.指向性：心形

3.頻率範圍：20Hz - 20KHZ

4.靈敏度：-37dBV/Pa

5.額定阻抗為：200歐姆

6.最小負載阻抗：900歐姆

7.SPL1：44分貝

8.動態範圍：78分貝128分貝

9.電源需求：48V + /-3V

10.電流消耗：4毫安

11.含懸臂架*1、防噴網*2

12.含各區總代理保固書

1 只 19,700 19,700

供學生進行音效配樂使

用，以提高作品之完整

性與專業性，進而提升

學生實務能力。

媒計系 C1-3-6 新購

11 錄音介面

1.24位96/192KHz的4進/4出USB音頻

介面

2.2x2模擬I / O全雙工錄音和回放

3.RCA同軸連接器輸入/輸出

4.1×1 - 16通道MIDI輸入/輸出

5.1組耳機輸出與分配源和獨立的音

量控制

6.全雙工，同步錄音/播放

7.含各區總代理保固書

4 只 10,580 42,320

搭配課程作為音效配樂

入門課程使用，以提高

學生影音製作和剪輯之

專業性。

媒計系 C1-3-10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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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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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2
超指向麥克風

防風罩

1.重量：755g(包含尾部的線纜)

2.長度：490mm

3.直徑：125mm

4.適合槍式麥克風使用

5.配可調整雙重懸浮麥克風托架、

防風毛套、梳理毛套用梳子

6.以上規格+10%

2 只 14,500 29,000

供學生進行音效配樂使

用，以提高作品之完整

性與專業性，進而提升

學生實務能力。

媒計系 C1-3-6 新購

13
防音染吸音遮

罩

1.材質為五個特殊面板

2.左右側面板可以調整角度

3.標準下5/8“線程母插座

4.面板尺寸：16cm（寬）*32厘米（

H）含立架(不含麥克風與耳機)

1 只 12,000 12,000

搭配課程作為音效配樂

入門課程使用，以提高

學生影音製作和剪輯之

專業性。

媒計系 C1-3-6 新購

162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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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4

雲端智慧型協

同合作互動感

測器設備

1.Raspberry Pi控制器 model B+、

2.4G記憶卡、3.HDMI傳輸線、4.控

制器組裝套件、5.WIFI網路模組、

6.影像擷取模組、7.Arduino to

Raspberry擴充板、8.超音波感測模

組、9.7吋LCD、10.高速連續旋轉伺

服機X2

◆ 電控及軟體：支援LINUX系統

◆ 教學組件及教材功能及需求可1.

支援Arduino 教學課程、2.另外提

供10個實作範例與提供8小時實作教

學

20 套 12,500 250,000

建置前瞻晶片系統設計

應用實驗室之「無限感

測器暨智慧型手機開發

之應用系統環境」為相

關單位學術合作案或產

學合作案有關自動化與

展場應用的研發基地

資科系
C1-3-4

15 投影機

1.解析度：1024*768，最大至

1920*1200

2.亮度：3600流明

1 台 16,000 16,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品質

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

生在專題作品上質與量

的表現。

媒計系 C1-3-11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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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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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6 交換器

1.有網管功能

2.48Port(含)以上

/10/100/1000Mbps

3.支援VLAN功能

4.支援SNMP功能

2 台 50,000 100,000

汰換A302和A303電腦教

室交換器，提昇電腦教

室網路品質至1G速度，

讓網路環境更加穩定

資管系 C1-3-1

汰換2台

D-Link

DES

3852交

換器，

購置日

期

96.11.2

0已使用

7年多

17 螢幕

1.24吋以上寬螢幕

2.支援HDMI

3.1920x1080以上高解析度

4.可高低、垂直旋轉、調整傾斜角

度

5.支援壁掛式

5 台 11,000 55,000

提供老師教學和畢業專

題開發研究用之輔助工

具

資管系 C1-3-1 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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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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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8 筆記型電腦

1.螢幕：13.3吋以上

2.處理器：Intel Core i7以上

3.顯示晶片：獨立顯示卡

4.記憶體：8G 以上 DDR3

5.硬碟：250GB以上

6.系統：含作業系統

5 台 45,000 225,000

提供老師教學和畢業專

題開發研究用之輔助工

具

資管系 C1-3-1

汰換

ACER

ASPIRE

5920筆

記型電

腦，購

置日期

96.12.0

3

已使用7

年多

2,28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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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1
專業教

室物品
交換器

無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

上)10/100/ 1000Base-T(支

援IPv6)

3 台 7,000 21,000

上課教室、自由實

習上機教室、調補

課用教室等之多功

能使用教室。

各系所 6-2-2

10-2
其他非

消耗品
麥克風

腰掛式數位寬頻無線麥克風

TF-103
10 組 3,600 36,000

 外語研習、各式

教學應用、戶外活

動、畢業公演、各

式應外系競賽使用

應外系 B1-1-8

10-3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42CM*H198CM(以

上規格+10%)
6 窗 2,900 17,4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4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50CM*H68CM(以

上規格+10%)
4 窗 1,650 6,6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5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89CM*H98CM(以上

規格+10%)
2 窗 1,650 3,3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6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W180CM*D80CM*H74CM(以上

規格+10%)
9 張 8,000 72,0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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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7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W160CM*D80CM*H74CM(以上

規格+10%)
2 張 7,500 15,0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8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W105CM(R)*H74CM(以上規格

+10%)
2 張 7,000 14,0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9
專業教

室物品
椅子

W47CM*D57CM*H88-102CM(以

上規格+10%)
60 張 2,000 120,000

汰換專業教室物品

，提供基礎及專業

課程教學使用。

保金系 A1-1-4

10-10
其他非

消耗品
燈架 四節快扣燈架 7 座 1,400 9,800

輔助攝影機的使用

，增加專業影像之

製作水平與知識。

媒計系 C1-1-2

10-11
資訊器

材
電腦螢幕 21.5吋寬螢幕(含以上) 60 台 3,400 204,000

汰舊專業教室電腦

螢幕，並原下潛式

螢幕，移至桌面擺

放。

國貿系 B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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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12
資訊器

材
顯示卡

工作站繪圖卡、晶

片:Quadro K600、記憶

體:1GB DDR、最高解析

度:2560 * 1600、插

槽:PCIE X16 2.0、支援

DirectX 11, OPEN GL 4.2

51 個 6,397 326,247

升級專業教室硬體

設備，建置豐富軟

體環境，培訓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

力。

財稅系 A1-3-2

10-13
資訊器

材
 記憶體

4GB DDR3 1600 記憶體 FOR

桌上型電腦

符合原廠型

號:TS512MLK64V6N

針腳及模組:240-PIN LOMG-

DIMM

功能:UNBUFFER NON-ECC

MEMORY

153 個 1,480 226,440

升級專業教室硬體

設備，建置豐富軟

體環境，培訓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

力。

財稅系 A1-3-2

10-14
資訊器

材
電源供應器

全域電壓主動式 PFC

12 公分強冷風扇, 智慧型

靜音溫控

符合 RoHS 環保標準

雙順向轉換迴路設計, 效率

認證 80PLUS

51 個 1,890 96,390

升級專業教室硬體

設備，建置豐富軟

體環境，培訓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增

加學生職場競爭

力。

財稅系 A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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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15
資訊器

材
交換器

有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

上)10/100/1000Base-T(支

援IPv6)

2 台 8,200 16,400
支援教學相關電腦

設備
國貿系 B1-1-2

10-16
專業教

室物品
錄音介面 24BIT 96/192KHz錄音介面 4 只 4,800 19,200

搭配課程作為音效

配樂入門課程使用

，以提高學生影音

製作和剪輯之專業

性。

媒計系 C1-3-6

10-17
專業教

室物品
電動布幕 電動，70*70吋 (含安裝) 1 支 9,000 9,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

品質的學習環境，

以提升學生在專題

作品上質與量的表

現。

行銷系 B1-3-4

10-18
專業教

室物品
布幕 手拉壁掛式：70吋*70吋 1 式 2,000 2,000

提供學生專業與高

品質的學習環境，

以提升學生在專題

作品上質與量的表

現。

媒計系 C1-3-11

10-19
專業教

室物品
麥克風 腰掛式數位寬頻無線麥克風 2 組 3,600 7,200

提升學品質、改進

教學環境
行銷系 B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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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20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W140CM*D70CM*H74CM(以上

規格+10%)
8 張 7,000 56,0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1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42CM*H198CM(以

上規格+10%)
6 窗 2,900 17,4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2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50CM*H68CM(以

上規格+10%)
4 窗 1,650 6,6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3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89CM*H98CM(以上

規格+10%)
2 窗 1,650 3,3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4
專業教

室物品
窗簾

遮光捲簾W142*H198(以上規

格+10%)
12 窗 2,900 34,8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企管系 B1-1-3

10-25
資訊器

材
交換器

無網管交換器24埠(含以

上)10/100/ 1000Base-T(支

援IPv6)

3 台 7,000 21,0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應外系 B1-1-5

10-26
專業教

室物品
布幕 電動，70*70吋 (含安裝) 1 個 9,000 9,000

汰換教室硬體設備

，改進教學環境
應外系 B1-1-8

10-27
專業教

室物品
椅子

47CM

*48.5CM*(H)77.5CM(以上規

格+10%)

60 張 1,125 67,500
B112專業教室學生

椅子
通識中心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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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

序

物品類

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28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可調降上課桌

W61CM*42CM*H75CM(以上規

格±10%)

60 張 875 52,500
B112專業教室學生

桌子
通識中心 2-3-1

10-29
專業教

室物品
椅子

W56CM*D50CM*H81CM(以上規

格±10%)
120 張 1,000 120,000

B218教室改建，上

課使用椅子
各系所 5-3-4

10-30
專業教

室物品
桌子

三人座固定式課桌

W180CM*D50CM*H75CM(以上

規格±10%)

40 張 8,200 328,000
B218教室改建，上

課使用桌子
各系所 5-3-4

10-31
專業教

室物品
椅子

高腳椅氣壓升降65-75cm(以

上規格±10%)
10 張 1,700 17,000

一般教室教師上課

使用
各系所 5-3-5

10-32
專業教

室物品
椅子

課桌椅

W59.5CM*D91CM*H830CM(以

上規格±10%)

420 張 1,200 504,000
一般教室學生上課

使用
各系所 5-3-5

2,459,077合計



 
 
 
 
 

附件二 
德 明 財 經 科 技 大 學 
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相關資料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董事會通過 

 
1. 目的： 

本校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衡量學校營運之效果及

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 
 

2. 適用範圍： 
本校各行政單位。 
 

3. 作業說明： 
3.1. 內部稽核之組織： 

3.1.1. 依本校規模、業務情況、管理需要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設置稽核小組，

由兼任稽核人員擔任組成。 
3.1.2. 本校兼任稽核人員，由本校內部或外聘遴選操守公正、忠誠、具有相當學識

經歷人員擔任。 
3.1.3. 本校稽核人員應秉持超然獨立之精神，以客觀公正之立場，確實執行其職

務，並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 
3.2. 稽核人員之職權： 

3.2.1. 本校之人事事項、財務事項、營運事項及關係人交易之事後查核。 
3.2.2. 本校現金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3.2.3. 本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3.2.4. 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3.2.5. 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3.3. 稽核人員之職責： 
3.3.1. 本校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

制。學校稽核計畫應經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3.3.2. 本校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

項，應於年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露，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作成稽核

報告，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

五年。 
3.3.3. 其他缺失事項，應包括如下： 

3.3.3.1. 政府機關檢查所發現之缺失。 
3.3.3.2. 財務簽證會計師查核時，本校提供本制度聲明書所列之缺失。 
3.3.3.3. 會計師於財務查核簽證或專案查核所發現之缺失。 
3.3.3.4. 其他缺失。 

3.3.4. 本校稽核人員應將本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付監察

人查閱。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對學校法人或本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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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立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核閱，校長接獲報告後，應立即送董事會，並

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3.3.5. 本校之稽核人員稽核時，得請本校之行政人員，提供有關帳冊、憑證、文件

及其他稽核所須之資料。 
3.4. 內部稽核方式及方法： 

3.4.1. 稽核人員應於評估本校作業週期及風險後，擬定包含稽核目的、稽核項目、

稽核對象、實施期程、稽核方法、作業程序、稽核重點及稽核結果等之稽核

計畫，依照所排訂之稽核項目，訂定作業程序及稽核重點，稽核時並得依情

況適時調整。 
3.4.2. 稽核小組依專業領域之考量，得聘請校內外專家擔任協同稽核人員，以提升

內部稽核之實質成效。 
3.4.3. 本校稽核種類，視情況得分為計畫性稽核及專案性稽核。 
3.4.4. 稽核程序如下： 

3.4.4.1. 確定稽核之目的及範圍，區分為計畫性稽核或專案性稽核。 
3.4.4.2. 稽核工作準備： 

3.4.4.2.1. 稽核工作規劃。 
3.4.4.2.2. 撰寫稽核程式，並經稽核小組單位主管同意。 
3.4.4.2.3. 稽核小組應與受稽核單位主管事前溝通，確定稽核時間及

相關協調工作。 
3.4.4.2.4. 稽核小組應於稽核前7日，通知受稽核單位。 

3.4.4.3. 稽核工作執行： 
3.4.4.3.1. 執行稽核時，將稽核過程記錄於工作底稿，作為編製報告

之根據。 
3.4.4.3.2. 執行稽核時，受稽核人員需確實提供相關之資料或回答所

詢問之各項問題。 
3.4.4.3.3. 執行稽核時，若有不符合事項時，應知會該單位主管，以

澄清其不符合事項是否存在。 
3.4.4.3.4. 稽核作業所發現之缺失，稽核人員應記錄在「內部稽核觀

察、建議及回覆紀錄表」。 
3.4.4.4. 稽核事後會議： 

3.4.4.4.1. 稽核人員將工作底稿、「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錄

表」，陳稽核小組主管審核。 
3.4.4.4.2. 審定之「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錄表」，送各受稽

核單位確認。 
3.4.4.4.3. 稽核小組協調稽核事後會議時間。 
3.4.4.4.4. 舉行稽核事後會議。 

3.4.4.5. 撰寫稽核報告： 
 

3.4.4.5.1. 稽核人員依據稽核工作底稿及審定「內部稽核觀察、建議

及回覆紀錄表」撰寫「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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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5.2. 「稽核報告」應經稽核單位主管覆核、轉受稽核單位會

簽，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3.4.4.6. 稽核追蹤： 

3.4.4.6.1. 稽核人員依受稽核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行追蹤查核。 
3.4.4.6.2. 稽核人員依據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追蹤報告」。 
3.4.4.6.3. 受稽核單位之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

者，稽核人員應於「追蹤報告」中明確記載。 
3.4.4.6.4. 「追蹤報告」應經稽核小組主管覆核、轉受稽核單位會

簽，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3.4.4.6.5. 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應

依本校相關獎勵懲處辦法處理，並列入下次稽核重點。 
3.4.4.6.6. 與經費有關之事項，提報至會計室，做為下學年度預算之

參考 
3.5. 獎勵懲處：為有效提升本校實施治理成效，稽核報告結果及缺失改善情形，列入本

校考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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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魏鸞瑩 

聯

絡 

方

式 

e-mail 24hour@mail.takming.edu.tw 

電 話 (行動)0936140022 (H)02-25858053 (O)02-26585801-5111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 13巷 23號 3樓之 1 

學  

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人力資源組博士畢(200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人力資源組碩士畢(2001)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畢(1999) 

現  

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經  

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基準諮詢委員 99-100 

經國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發展系助理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物醫學工程中心副管理師 

 

著  

作 

論文 企業組織變革能耐之研究-以發展自有品牌之過程為例 

其他著

作 
曾光華、魏鸞瑩、黃金印，2008，人力資源管理-新時代的角色與挑戰，

台北：前程文化有限公司。 

Luan-Ying Wei, Kang, Ya-Chin*, 2010,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readiness for change and adaptive performance. 
Presented at The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取 

得 

證 

照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初階 ERP規劃師」證照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BI規劃師」證照 

三星統計「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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