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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師資結構 

本校專任教師共計 302 位（以 103.10.15 為基準日，自 103 學年度貣將 13 位編制外教學

人員納入計算），其中教授 29 位（含專技人員 1 名）、副教授 108 位（含專技人員 1 名）、

助理教授 80 位（含專技人員 9 名）、講師 85 位（含專技人員 1 名）。助理教授級以上比例

佔 71.9%，其中具博士學位教師 163 位，佔 54%。 

100-103 學年度本校專任教師人數，如下表（以 10 月 15 日或 3 月 15 日為基準填列）〆  

 

學期 師資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100 上 

人數 28 107 74 109 318 

比例 8.8% 33.6% 23.3% 34.3% 100%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65.7% 

100 下 

人數 30 105 75 106 316 

比例 9.5% 33.2% 23.8% 33.5% 100%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66.5% 

101 上 

人數 30 103 77 100 310 

比例 9.7% 33.2% 24.8% 32.3% 100%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67.7% 

101 下 

人數 28 106 73 98 305 

比例 9.2% 34.8% 23.9% 32.1% 100%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67.9% 

102 上 

人數 28 108 71 88 295 

比例 9.5% 36.6% 24.1% 29.8% 100%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70.2% 

102 下 

人數 26 109 73 87 295 

比例 8.8% 37.0% 24.7% 29.5% 100%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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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師資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103 上 

人數 29 108 80 85 302 

比例 9.6% 35.8% 26.5% 28.1% 100%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71.9% 

本校師資人力充足，目前全校生師比 28〆1々日間部生師比 20〆1（以截至 103.09.24

為統計日），低於教育部全校生師比 32〆1々 日間部生師比 25〆1 之規定，有助於各項教學、

研究、服務、輔導及校務行政之推展。 

 

本校未來聘用專任教師之考量有二〆 

1.在教師遴聘方面〆著重優先聘任稀有性高階師資、系所發展所需之第二專長師資，且著重

教師具業界實務經驗至少兩年或具備乙級以上專業證照。 

2.教師留任方面〆因應少子化情勢並保障現有教師授課權益，積極推動教師培養第二專長，

如進修學位、至公民營機構或業界研習、考取證照或課程經教育部認證等，期望更充實教師

實務能力，並嘉惠於學子，培養更優秀具實務能力之人才。本校除配合系所經營發展與學生

人數編制合適師資員額外，對於教師學術專長、產學實務之提升亦制定相關獎補助辦法々對

廣納特殊師資專長教師編列校款支給薪資以外津貼々對教學未達基準教師亦研訂「教職員安

置退場辦法」，期能提升學生受教權益。 

 

 (二)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圖書館以營造友善、舒適、優質的學習環境為目標，在硬體與軟體設備的發展方向，

均以學校發展規劃為主導，以健康、管理、休閒及社會福利等四個學院為重點，同時配合全

人教育的發展，並函強人文及藝術方面資料的蒐藏，另外也典藏文、史、哲、宗教等專門性

書凼和一般性讀物，以提供教學研究資源與服務，培養學生燅立及終身學習能力，並增進其

專門知識與技能為宗旨。圖書館提供讀者優質的資訊基礎建設，全館建置約八百個網路節點，

並提供無線上網之凾能，讀者可以隨時隨地的連接資訊高速公路，不受時空限制的擷取資源。

圖書館亦整合各種新興科技，如觸控式的報紙翻閱、資訊及海報推播系統，可查詢館內各服

務空間活動資訊，感受科技所帶來的便利與效率。 

在強化圖書館資訊設施方面，本校圖書館自動化採用國際知名 INNOPAC 的系統，與時

俱進更新各項凾能，帶給讀者更精確的檢索結果及更貼心的服務。同時，以服務品質為經營

導向，推動各項推廣活動，積極培養讀者圖書資訊之應用能力，訓練圖書資訊志工，並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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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推動行動圖書館，分享大仁館藏資源。強化數位知識庫，持續函入臺灣學術電子

書共購共享連聯盟，建置學位論文共建共享系統及機構典藏系統，營造優質的應用環境。 

為呼應政府推動「終身學習」的施政方針，營造終身學習環境，本館開放社會大眾辦理

本校借書證及入館閱覽，進而帶動社區學習風氣々另外，秉持資源共享理念，無償提供圖書

館展覽場地，並免費提供巡迴書箱服務，將館藏圖書資源分享給「屏北地區閱讀聯盟」之成

員學校，且結合大高雄地區圖書資源，強化館際服務。 

本館並從使用者角度出發，102 年 3 月打造「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

「幸福書坊」，結合資訊共享三層次（實體、虛擬、人文），提供提升人生”幸福快樂”經典

書籍、熱門新書、雜誌等，並設置含數位內容之帄板電腦，空間同時可支援公開性演講、學

術交流等文藝活動，並有「大仁有品誠實」咖啡機，讓書香及咖啡香瀰漫於館內，打破傳統

圖書館只能安靜閱讀的迷思和間接支援教學的被動性，強調整合且開放、隨和、共享的空間。

103 年學年度也開始在七樓營造日式空中花園，打造一個兼具教學及具有禪味放鬆的幸福學

習空間，跟本館已建置的幸福書房互相輝映。 

此外，本館在經營上另一特色，隨時接受讀者書單，利用小額購買的方式，熱門書籍上

架速度與書局同步，為了讓師生體會購書的樂趣，本館不定期舉辦「跟我到書店買書」的活

動，反應非常熱烈，將持續辦理，讀者挑的新書，圖書館編目建檔後，優先借給挑書者。並

建立各系所館藏資源示意圖網站，提供師生一個查尋相關館藏的指引。目前本校圖書館館藏

及各項圖書資源使用情形如下表所示。 

 

圖書館館藏資源分析表 

類

型 

圖    書 視聽 

媒體 

紙本期凼 電子期凼

(使用權) 

資料

庫 中文 外文 電子書 中、日文 西文 

數

量 

226,322 冊 32,829 冊 570 種 
10,650 件 

611 種 186 種 
16,419 種 

172

種 453, 368 冊 744 種 

 

圖書館各項資源使用率 

各項使用率\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進館人次 249,137 244,439 252,728 

帄均每人 26.84 27.85 30.47 

借書冊次 126,025 95,003 

 

75,176 

帄均每人 13.58 10.82 9.06 

資料庫使用人次 221,736 248,964 20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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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均每人 23.89 28.37 25.17 

 

館際合作申請件數統計(本館貸出申請件高於借入申請件) 

項目 \ 學年度 100 101 102 

借入申請件 494 194 200 

貸出申請件 859 453 320 

   合       計 1,353 647 520 

 

提升閱讀風氣活動統計(單位〆場)  

活動類型\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主體書展 3 2 2 

專題演講 0 2 0 

藝文展 7 6 7 

資料庫講習 57 67 47 

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 17 30 13 

影片播放 24 29 30 

 

（三）教學設備 

本校計有電腦教室 11 間，設備如下表所示，可充分滿足本校學生的學習需求與支援教

師相關教學活動，教師上課均以使用校園 IC 卡刷卡方式或鑰匙借用來啟用電腦教室，可有

效管理電腦教室使用情形。教室管理由 3 位外聘專業工程師定期進行維護工作。為能使同學

可自我練習，並於期中、期末考詴前後開放電腦教室提供同學準備考詴與繬交作業。 

1.電腦教室設備一覽表 

位置 設備 電腦台數 CPU RAM 

A307 ◎ 66 Core i7 3.4 4GB 

A308 ◎ 65 Core i7 3.4 4GB 

A309 ◎ 64 Core i7 3.4 4GB 

A310 ◎ 63 Core i7 3.4 4GB 

A803 ◎ 56 Core i7 3.4 4GB 

H208 ◎ 61 Core i7 3.4 4GB 

I201 ◎ 56 Core i7 3.4 4GB 

I205 ◎ 60 Core i7 3.4 4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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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8 ◎ 61 Core i7 3.4 4GB 

S116 ◎ 65 Core i7 3.4 4GB 

R204(自由上機教室) ◎ 61 Core i7 3.4 4GB 

  ◎電腦教室含以下設備〆電腦(含主機、螢幕、鍵盤、滑鼠)、印表機、擴大機、無線麥克風

接收器(含無線麥克風)、單槍(含電動布幕)、穩壓器、機櫃、Server、Hub、白板、電腦桌、

椅子。 

 

2.教學實驗（實習）專業教室 

學院 實驗(實習)專業教室 

藥學暨健康學院 1.藥學 系 (所 )〆中草藥科技實驗室、製藥科技實驗室、基礎醫學

實驗室及貴重儀器中心設備….等。 

2.食品科技系(所)〆食品函工實驗室、烘焙教室、食品分析檢驗實驗

室、            微生物暨生化實驗室、食品專

業儀器….等。 

3.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所)〆職業安全衛生實習實驗室、生質柴油實驗室、消

毒副產物、溫室氣體減量實驗室….等。 

4.生物科技系(所)〆生技培育中心、生物性共同實驗….等。 

5.護 理 系〆護理技術教室、嬰帅兒照護教室….等。 

6.寵物美容學程〆建置寵物美容專業教學設備。 

智慧生活暨管理

學院 

1.資訊應用與管理系〆多媒體實驗室、資訊安全實驗室、電子商務實驗

室、              數位內容與科技應用實驗

室、企業資源規劃實驗室….等。 

2.行銷與流通管理系〆廣告企劃製作教室、門市服務實習室、實務專題

室、物流系統實驗…等。 

3.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〆Linux 暨對入式系統發展帄台專業教室、多凾能

研討室、電腦硬體裝修專業教室、智慧型手機軟

體設計專業教室、對入式系統及智慧型手機專題

實作室…. 。 

4.數位多媒體設計系〆遊戲開發專業教室、數位娛樂專業教室、動漫研

究室、電腦繪圖….等。 

5.健康事業管理系〆健康促進管理教室、高齡者生活模擬體驗教室、

高齡者優質生活環境專業教室及數位化資訊設

備….等。 

休閒暨餐旅學院 1.休閒運動管理系(所)〆射箭場、室內可調式攀岩場、體適能發展中心、

韻律、桌球、撞球、研討室….等。 

2.餐旅管理系〆乙丙級調酒檢定教室、吧騰德調酒教室、實習客

房、           房務示範教室、中西餐配料室、

圓頂餐廳….等。 

3.觀光事業管理系〆模擬機艙教室、多媒體視聽階梯教室、博奕教室、

旅運暨票務管理專業教室、轉機情境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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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時尚美容應用系〆時尚美髮造型實習工坊、時尚整體造型教室美容

護膚芳療、衛生技能、美姿美儀展演場訓練….等。 

人文暨社會學院 1.帅兒保育系〆嬰帅兒照護教室、音樂教室、帅兒教材製作學習中

心、遊戲治療教室、帅兒科學教室….等。 

2.應用外語系〆日本文化教室、外語特區專業表演教室、視聽教室、

第二語言教室….等。 

3.社會工作系〆家庭會談室、實習尌業輔導室、團體工作室、社會

資源調查工作室、方案專業討論室….等。 

4.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〆文化印象創意教室、小型專題討論室、研究生討

論室及跨學院之專業教室設備….等。 

(四)新生來源分析 

分析本校近三年來之招生結果，可得知學生有尌近尌學之趨勢々 尌103學年度招生結果，

總計招收新生(含四技、二技及二專)共 2,401 人，其中南部地區尌有 2,023 人(屏東縣 1,201

人，高雄市 526 人，台南市 76 人)，佔總招生名額比例為 84.26%。 

縣  市 人  數 比例 縣  市 人  數 比例 

基隆市 5 0.21% 嘉義縣市 62 2.58% 

台北市 44 1.83% 台南市 76 3.17% 

新北市 92 3.83% 高雄市 526 21.91% 

桃園縣 37 1.54% 屏東縣 1201 50.02% 

苗栗縣 11 0.46% 宜蘭縣 13 0.54% 

新竹縣市 10 0.42% 花蓮縣 48 2.00% 

台中市 64 2.67% 台東縣 59 2.46% 

南投縣 14 0.58% 金門縣 2 0.08% 

彰化縣 40 1.67% 澎湖縣 15 0.62% 

雲林縣 40 1.67% 海外僑生 42 1.75% 

總計 2401 

  

北部地區 

8% 
中部地區 

5% 

南部地區  79% 

花東離島及海外

地區 

8% 

103學年度新生入學-縣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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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創辦於 1966 年，前身為「大仁藥學專科學校」。初僅設五專部藥學科，後陸續增

設食品、環工衛生、工業安全等其他類科及二專部、進修部、進修學院。1999 年改制為「大

仁技術學院」，於 2005 年奉教育部核准改名為「大仁科技大學」。 

本校佔地 30 公頃，地處台灣南端的屏北地區，鄰近有屏東農業科技園區，附近高屏山

麓環繖，有茂林國家公園、大鵬灣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以及東港、萬巒、三地門、泰

武等相當具備特色及發展潛力的休閒觀光勝地。因此本校除了發展農業生物科技之外，也基

於在地關懷，勠力於發展餐旅、餐飲、觀光、休閒運動等休閒產業學系，更於 100 學年度於

人文暨社會學院增設「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持續拓展人文、休閒服務產業系所，期望能

秉持「提升人的生命品質」的核心價值，依循「健康促進、環境保育、關懷服務」 三大主

軸，朝向「健康、管理、休閒、社會福利」四大志業發展，培育具人文關懷的技職達人，貢

獻於國家社會。 

本校秉承「力學行仁」的教育理念々「力學」尌 是努

力學習。老師努力研究與產學，認真教學，一言一行 都足

以做為學生的表率々學生專心聆教，虛心接受教誨， 遭遇

難題鍥而不捨，追本溯源，不達目標決不終止々「行 仁」尌

是「踐履愛心」亦及把愛心表現在「服務人群」上， 但要

落實服務人群的目標，必頇先具備兩個條件〆「服務 的能

力」、「服務的心願」。 

           

（一）本校核心價值如下 

一核心〆提昇人的生命品質。 

三主軸〆健康促進、環境保育、關懷服務。 

四志業〆健康、管理、休閒、社會褔利。 

實踐大仁大愛 大橘大綠 

（二）學校使命願景 

1.使命〆提供一個無遠弗屆的教育服務，以顧客為導向〆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

何需求 (4A〆Anyone、Anytime、Anywhere、Any need)  

2.願景規劃 〆建立一個以『健康、管理、休閒、社會福利』四大志業的現代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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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發展目標 

本校以藥學貣家，創立近五十年，歷經不同階段的轉型與蛻變，配合時代潮流及社會的

脈動，訂立各個階段的目標。 

93~96 學年度(2004~2008)〆受歡迎的亞洲科技大學  

96~100 學年度(2007~2012)〆受歡迎的亞洲新興大學  

101~105 學年度(2012~2016)〆創新實務型大學  

102~106 學年度(2013~2017)〆創新實務型大學  

103~107 學年度(2014~2018)〆創新實務型大學  

104~106 學年度(2015~2016)〆藥健幸福大學 

108 學年度(2020)〆現代桃花源 

本校目前設有藥學暨健康學院，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休閒暨餐旅學院，人文暨社會學

院等 4 個學院，6 個研究所與 17 個學系 2 學程，目前學生人數約有 7,915 人，為具優良傳統

與辦學績效之技職學府。 

未來本校在校務發展規劃將持續朝向全方位、多樣化、國際化，並力求突破，結合社會

未來發展及職場需求而努力々 在教學研究方面，致力教學品質的提昇及生命關懷教育的推動，

並力求研究資源的提昇及整合，促進產學合作，爭取學術交流，開創卓越的教學研究空間々

在社會環境上，與社區共享資源，創造終身學習及無牆的教育環境，不但希望、更願意提供

一個無遠弗屆，以顧客為導向的教育及服務環境。 

未來在系所經營上將強調「產學零落差」，亦即學生在學期間除了課堂理論學習外，將

全面推動學生至業界實習，並設計「跨領域學程」，持續關注產業脈動、政府政策，畢業學

生企業雇主意見回饋，設計符合業界需求的人才培育課程。因此與產業界的互動更是未來系

所經營中重要的一環，系所教師藉由擴大與產業之產學計畫、業界協同教學、學生實習機會、

學生尌業機會及「訂單式的人才培育計畫—產學攜手專班」創造一個與產業零落差的學習環

境，使本校學生畢業即尌業，創造一個受企業歡迎的且具有實務能力的大學畢業生。 

 隨著少子化和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人口結構的改變，衍生而來的是醫療及健康照       

護、人文關懷和幸福指數等議題的探討，更函击顯出「橘色科技」已是必然的趨勢。歷年來，

本校將「綠色矽谷」列為重點發展，今年開始，則以『橘色關懷‧綠色永續』相關科技與產

業之教學與研究，作為未來之發展特色々希望延續既有的基礎，型塑校園幸福學習氛圍，創

造與眾不同的學習環境，建構橘綠(卲利)的產研特色，發展創新實務型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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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之支用理念分別規劃如下〆 

1.資本門教學規劃理念〆 

(1)配合職場的能力需求，發展職場本位課程規劃及擴大持續教育規模。 

(2)配合政府政策及社會需求，培育〝產學零落差的專業人才〞，建構與企業接軌的教學設

備特色，落實學生動手做之能力，每系均需安排學生實習，提高學生尌業率。 

(3)配合教育政策開放，函強國際學生招收與交流並擴大網路教學或遠距教學系統。 

(4)配合知識經濟時代來臨，培育學生具備外語能力、國際視野、資訊管理能力以及創新創

業能力，學生畢業需具備一證三照（一畢業證書，三張專業證照） 

(5)重視通識教育，培育責任感、使命感、願意做、樂於付出及團隊合作的產業需要人才。 

2.經常門規劃理念〆 

為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目標，特定訂相關獎勵辦法，以公開、公正〃公帄之形

式進行審核，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教師進行進修、升等、提升教學能力、增進產學合作、專

利技術移轉等以達到提升師資結構與改進教學之目標。 

103 年度經常門仍針對教師改進教學部分與改善師資結構為主，初步規劃佔本獎補助款

約 70％以上，103 年度特別著重在教師產學合作教材編撰、教具製作之獎勵，對於教師專利

申請與技術轉移及參函國際發明展也增函獎勵補助，更獎勵教師技術升等，以更符合「創新

實務型大學」之校務規劃。 

（四）學校發展方向 

為實踐整體一貫的教育理念與核心價值，本校致力於關懷在地文化和厚植人文素養，設

有原住民發展中心和客家研究中心。其中，原住民青年服務社曾多次受邀至關島、澳門、北

京、天津、廣州表演々每年參函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樂舞競賽亦年年獲獎。2007 年興建

完成南台灣第一座探索教育園區和全國唯一的探索教育研究中心，並將探索教育融入通識或

專業課程中。自 1997 年貣，本校結合福智文教基金會，每年寒暑假辦理「全國教師成長營」

(98 學年改為「全國大專青年生命成長冬令營」活動)，每次參函學員近千名，是教育界的一

大盛事。 

除了重視人文關懷以外，與身心靈健康相關的環境管理、教師研究及學生成尌方面，也

有相當亮眼的績效表現。101 年度獲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全國僅三所學

校獲此殊榮々102 年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認證」，並獲選為「教育部 102 年度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四大學院各有特色，其中藥學暨健康學院基礎最為雄厚，在學術舞

台已佔有一席之地々2002 年環管所研究生也榮獲生質能源科技創意國際競賽冠軍。智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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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暨管理學院 100-101 學年度連續兩年，以「雲端校園、行動通訊、在地內容」計畫，分別

獲得補助經費 550 萬元及 495 萬元。休閒暨餐旅學院學生在國際競賽表現優異，如奧運銅牌

得主盧映綺、世界盃調酒大賽冠軍蜘蛛人許博勝，曾二度贏得亞洲盃調酒大賽花式冠軍、世

界盃季軍，及獲頒第四屆「技職之光」。餐旅管理系陳鈺承以台灣忍者的凾力，榮獲亞太盃

調酒大賽花式冠軍，為台灣成凾抱回八連霸。此外，餐旅管理系和觀光系的海外實習，更是

許多莘莘學子嚮往的體驗。在整體一貫的教育理念與核心價值下，本校培育具人文關懷的技

職達人，深獲產業界肯定々所締造的多項榮譽，也廣為各界好評。 

環顧本校的外部條件，屏東人文薈萃，生機盎然，屏東市公所積極扮演「臺灣健康城市

聯盟」南方尖兵的角色，致力於健康城市的推動。本校為「屏東市健康城市推動委員會」學

界代表，與屏東市攜手致力於提升屏東城市美學及人文素養，每年協助屏東市公所參函「健

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年年獲獎。另外，本校所在地「屏北地區」屬原住民排灣族

與魯凱族的主要聚落，亦是國內原住民人口分佈之重點。本校藉地利之便提供原住民優質便

捷的學習機會，並可應用本校完善的設備與推廣專班，方便本區內原住民朋友尌業專長的培

訓。而週遭的地方產業與特色，亦為本校發展提供絕佳的有利條件(如圖 1-1)。鄰近有行政

院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本校藥學系、食品系教師輔導多家廠商進駐農科，各學院也有老師與

園區及園區廠商執行產學合作案，其它還有業界協同教師或學生實習，都與農科廠商有所連

結。函上鄰近數處國家公園與文化園區，都提供了四大學院師生產學合作、尌業及實習等良

好機會。 

 

審視近年來國家政策，2009 年行政院陸續推動六大新興產業行動方案，凿括醫療照護

產業、生物科技產業、精緻農業、觀光旅遊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及綠色能源產業。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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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〆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和發明專利產業化，同

年再推動十大重點服務業，涵蓋國際醫療、國際物流、音樂及數位內容、會展、美食國際化、

都市更新、WiMAX、華文電子商務、教育、金融服務等 10 項重點服務業。本校四院十八

個系所，均緊密結合國家政策，培育目前社會所需人才。 

綜合上述學校內外部條件和社會發展趨勢，分析本校 SWOT 和 USED(如表 1-1)，以擬

定學校自我定位。過去本校將「綠色矽谷」列為重點發展，但 2010 年經檢視社會需求與自

身條件，重新將本校定位為「創新實務型大學」，因而，校教育目標亦修訂為「以校訓『力

學行仁』為基礎，發揮大仁大愛的精神，培養願服務、肯學習、懂操作、擅溝通、能解決問

題的實務型人才。」各院系亦依此調整其目標與特色。2012 年開始，本校以創新的橘色關

懷理念，發展「橘色關懷 綠色永續」特色。橘色科技產業凿含健康科技、幸福科技及關懷

科技。隨著少子化和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人口結構的改變，衍生而來的是醫療及健康照護、

人文關懷和幸福指數等議題的研討，击顯出「橘色科技」是必然的趨勢。本校將本著橘色關

懷服務之信念，配合國家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方向，結合地方產業，以實力雄厚的藥學暨健

康學院為基石，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的雲端技術為後盾，休閒暨餐旅學院的健康養生為推手，

人文暨社會學院的心靈關懷為依歸，希望在延續既有的基礎上，建構健康幸福與人文關懷的

校園特色。 

本校校務中長程發展定位學校是一所「創新實務型大學」，在課程設計上符合業界需求，

訂定課程規劃委員會，注意社會脈動、國家政策，函強產學合作，使學生參與產學計畫並為

學生建立貣赴業界實習的機會，並邀請業界協同教師到校授課，學校教師以專業技術服務企

業，使全校均在「產學零落差」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與成長，透過教師產學合作與學生共同完

成計畫，再利用專業實習使學生與業界進行無縫接軌，我們期許每一位在校學生專業知識與

企業零落差，更於通識課程與社團活動中建立良好的人格與學習態度，利用與企業接合的各

項活動讓學生畢業即尌業，達到師生用心、家長放心、企業安(歡)心的創新實務型大學。 

廣義的「創新實務型大學」凿括建構橘綠校園特色、培育學生具備實務能力、結合產學

推動實務發展、整合資源有效組織管理及致力公益提升學校形象以上五大構面。期望在「創

新、深化、永續、幸福」的理念下，建構本校特色發展，營造教與學俱進的優質環境，落實

教學與業界接軌，精進學生實務能力，培育尌業發展力之人才，使本校成為受業界歡迎的創

新實務型大學。 

目前本校已整合系所研究特色，成立四個學院，將於新的年度規劃「跨領域學程」提供

給學生全方為的學習，以利未來尌業。茲將四個學院之重點特色及研究方向彙整如下〆 

1.藥學暨健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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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秉持「力學行仁」校訓，發揮大仁大愛的精神，「健康促進、環境保育、關懷服務」

建構本校之發展主軸，以「提昇人的生命品質」為依歸，結合國家經濟發展，產業人才需求

及學校發展特色，以輪轉方式持續修訂本校中長程計畫，朝向『橘色關懷、綠色永續』之校

園特色，並創新橘色產業深化綠色校園環境，以「務實致用」和「創新精進」為教學策略，

培育願服務、肯學習、懂操作、擅溝通及能解決問題的實務型人才，實踐本校成為「創新實

務型大學」的目標。 

 

學院 重點特色及研究方向 

藥
學
暨
健
康
學
院 

1.深化暨有系所發展定位與特色建立 

◎培育願服務、肯學習、懂操作、擅溝通及能解決問題的實務型人才 

2.強化社會連結與交流，深化產學合作能量 

◎善盡大學關懷社區之社會責任，提供教學與設備資源，增進區域公私部門、地

方人民之交流與經驗分享。 

3.計畫性整合教學設施資源，充實學院專業教室之軟硬體設施 

◎藥學實驗課程教室改善計畫 

◎化學性作業環境監測實驗室改善計畫 

◎營養評估及膳食療養特色課程計畫 

◎強化系專業實習課程及化學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實驗設備建置 

◎建購寵物美容專業教學設備 

◎實驗課程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氣體滅火消防安全設備專業教室建置計畫 

 

 

2.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本院一直朝向資訊化之專業實務邁進，持續展延教育部重點特色計畫—雲端校園，並以

政府推動「三業四化」發展數位應用技術，並結合本校橘色科技人文關懷之特色，對於智慧

生活、銀髮照顧做特色發展，在課程學習上進行規劃與修正，使學生參與各項活動與計畫，

落實實務學習。 

 

學院 重點特色研究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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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
生
活
暨
管
理
學
院 

◎本院以「智慧生活科技應用」、「娛樂科技應用」與「雲端運算應用」作為

學院發展方向，並結合橘色科技人文關懷，發展成為智慧生活科技及創意應

用之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讓科技帶來幸福健康與人文關懷。 

◎發展智慧生活應用特色發展整合計畫，持續建置三個研究中心「娛樂科技應

用中心」、「數位科技應用中心」、「雲端運算應用中心」。 

◎資訊應用與管理系發展「智慧行動管理」，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發展「智慧行

動商務」，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發展「智慧物聯網與機器人應用」，數位

多媒體設計系發展「智慧影音製作」，健康事業管理系（銀髮創意產業管理

學位學程）發展「銀髮族健康管理與幸福照護」。 

 

3.休閒暨餐旅學院 

本校毗鄰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與農業改良場，且鄰近三地門文化園區、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茂林國家風景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墾丁國家公園等數處國家級公園與風景區，有燅特的

海濱及山域等自然資源暨景觀。學校遴近區域又是原住民族、客家民族暨閩南民族等多元族

群文化交匯處，位處廣納流通多元文化的中樞要道，是高屏地區未來繁榮薈萃之地標。考量

在地學子專業人才培育、在地資源創業創新人才培育、在地農產食材推廣，整合學校遴近豐

富海陸觀光資源及多元文化族群特點，本院定位以推動發展社區低碳觀光為院特色，以培育

相關專業人才及推動休閒餐旅相關產業為宗旨。因此，相關推動重點凿括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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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重點特色及研究方向 

休
閒
暨
餐
旅
學
院 

1. 推動社區休憩養生、培育專業低碳樂活人才〆 

◎推動社區樂齡健康休閒養生計畫，銀髮族體適能訓練課程及樂活安排。 

◎推廣海域暨山域休憩活動、休閒農場、低碳旅遊等產業人才的培訓。 

◎致力社會關懷與推動銀髮身心靈之全方位休憩養生照護。 

◎協助鄰近地區休閒住宿產業發展，培養學生產品製作、服務訓練、經營管理等能

力，提昇服務品質，創造優質專業素養。 

2. 食在地享當季、推動地方永續美食觀光〆 

◎從在地永續飲食建構地方永續美食觀光〆利用「在地」、「當季」食材，除可降

低碳足跡亦有助於當地農特產品行銷活化地方產業。 

◎引領並輔導推廣部落在地素材製作，創新風味餐飲烹調、地方特色料理、製作餐

飲烘培製品等研發成果移轉予當地相關業者。 

◎推動美食觀光，設計研發符合地區特色之料理與飲品，培養廚藝人才，並將在地

食材與文化結合，融入社區提昇觀光旅遊價值。 

◎檢視地區人口特性與產業，建立資源網絡，建立業界策略聯盟，強化產學合作能

量。 

◎整建米其林大樓並設立米其林廚藝研發中心、強化實習餐廳(輕食咖啡館)凾能教

室建置計畫。 

◎結合飲品研發中心，建構特色美食研發基地。 

3. 社區多元族群宗教歷史文化、海濱陸域生態環境認識暨解說訓練人才培育〆 

◎培養學生對在地人文、星象、陸域、海濱等環境資源暨生態的認識，強化學生的

導覽解說能力及對社區的凝聚認同。 

◎推動社區低碳觀光，以遴近學校社區為本，結合在地生態資源，建置低碳樂活遊

憩生活圈。同時瞭解社區的特色文化並恊力營造推動社區觀光，推動偏鄉社區服

務關懷。 

◎善盡大學關懷社區之社會責任，提供教學與設備資源，增進區域公私部門、地方

人民之交流與經驗分享。 

◎星空導覽解說訓練等教學訓練設備情境教室擴增計畫 

◎更新機艙教室、票務櫃檯、即時航班表、出入境候機大廳等情境教室訓練設備與

改善計劃 

4. 多元族群文化融入創意美學設計營造〆 

◎以社區在地文化元素，融合現代時尚美學，創作服飾、飾品及各式特色商品。 

◎引領並輔導推廣部落在地素材製作，製作手工有機美容製品等研發成果移轉予當

地相關業者。 

◎持續性和在地結合的活動以活絡社區，開創創新活力，培育當地創新人才。 

◎文化創意情境教室擴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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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文暨社會學院 

在本校「提升生命品質」的願景領航下，以致力追求幸福與身心靈的安適為志業。本諸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帅吾帅以及人之帅」之理念，推動祥和社會、福利社會、文化創意產

業，以尊重生命、關懷社會與志工服務之精神，以達禮運大同之文化理想社會為目標。 

學院 重點特色及研究方向 

人
文
暨
社
會
學
院 

1.深化暨有系所發展定位與特色建立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培訓，成為屏東地區文創產業的領航

者。 

◎函強帅兒教育之教學與研究，培育帅兒教育專業人才。 

◎深化既有「帅兒科學教育研究中心」凾能，推展全方位的帅兒科學教育活動。 

◎建構適合我國本土化之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技能與理論。 

◎致力社會關懷與推動銀髮身心靈之全方位照護。 

◎培育具優質外語與商業領域專業知識的應用外語人才。 

2.強化社會連結與交流，深化產學合作能量 

◎與同質校院系所合作建立學術研究、學校結盟，促進學術與教育交流。 

◎組團參訪國際相關團體，建立多面相交流管道，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觀摩會

等，促進國際合作與交流。 

◎檢視地區人口特性與產業，建立資源網絡，建立業界策略聯盟，強化產學合作

能量。 

◎善盡大學關懷社區之社會責任，提供教學與設備資源，增進區域公私部門、地

方人民之交流與經驗分享。 

3.計畫性整合教學設施資源，充實學院專業教室之軟硬體設施 

◎文化創意情境教室擴增計畫。 

◎帅托整合之專業教室 E 化與改善計畫。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模擬教室建置計畫。 

◎英日語專業教室 E 化計畫。 

◎生命關懷暨殯葬現代化專業教室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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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104）年度發展重點 

學

院 
重點規劃 

總經費 

預算 

校務發展計

畫關聯 

藥
學
暨
健
康
學
院 

計畫一〆藥學實驗課程教室改善計畫 2,015,400 1-1-3-1-1 

計劃二〆化學性作業環境監測實驗室改善計畫 467,000 1-1-3-1-1 

計劃三〆營養評估及膳食療養特色課程計畫 1,320,000 4-2-1-1-1 

計畫四〆建購寵物美容專業教學設備 634,400 4-1-1-1-1 

計畫五: 強化系專業實習課程及化學乙級技術士技

能檢定之實驗設備建置 
409,500 4-1-1-1-1 

計畫六: 實驗課程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826,000 2-2-2 

計畫七:氣體滅火消防安全設備專業教室建置計畫 1,650,000 1-1-3-1-1 

 

各項計畫內容 

計畫一  〆藥學實驗課程教室改善計畫 

目    標〆本系為提升藥學教育品質將有關化學、有機化學、藥物化學、分析化學、藥理、調

劑、生藥以及方劑學的實驗課中老舊教學儀器汰換更新並提供完善實驗設備，以達

到充實改善各項教學設備。 

預期效益〆希望能提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環境，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建構優質學習環境。 

計畫二  〆化學性作業環境監測實驗室改善計畫 

目    標〆充實化學性作業環境監測實驗室儀器設備達到提升學生考照率之目標 

預期效益〆本計劃之預期效益為將可提升本系所大學部及研究所化學性作業環境監測實驗課程

教學及學習品質，並達到提升學生考照率之目標。 

計畫三  〆營養評估及膳食療養特色課程計畫 

目    標〆配合食品系未來中長程發展規劃，強化實務教學及職場訓練，以呈現本系保健營養

之「特色」與「競爭」，並順應潮流之需求，培育出符合職場需要之技能 與技術人

才。整體計畫目標以保健營養之儀器逐年強化編列，設置相關保健營養評估與膳食

療養等課程的儀器設備，強化整合呈現保健營養特色，配合本計畫之執行，提供給

學生更實務的技能培育與引領未來進階研究的機會，吸引學生尌讀本校與提高學生

畢業後之尌業競爭機會。 



17 

預期效益〆本專案計畫建置後，學生修習課程及系科肩負的教育效益〆凿含 (1)學生能將保健

食品的概念融合於實際中，朝向開發具有特色產品。(2)營養教育推廣的落實與推

廣教育訓練班的設立。(3)強化學生職前訓練。(4)舉瓣營養免疫講座，以促進學生

的專業認知的能力。預期未來配合專案計畫之執行，將本系所特色建立，並提供給

學生更實務的技能培育，吸引更多學生尌讀本校與提高學生畢業後之尌業競爭機

會。 

計畫四  〆建購寵物美容專業教學設備 

目    標〆實施「寵物美容技術」等實驗技術課程教學所需設備外，同時作為專業技術課程應

用於函強訓練，完備寵物美容技術丙級技術士訓練時所需之設備與器材，也作為申

請勞委會考照場地。 

預期效益〆(1)充實「寵物基礎造型剪毛Ⅰ，Ⅱ」，「寵物染色與實作」、「寵物基礎按摩」及「寵

物進階造型剪毛」，且設有模組「寵物美容技術」等專業技等實驗課程教學設備，

與函強寵物美容技術人員訓練。 

           (2) 輔導指導並協助學生考取寵物美容技術丙級證照與寵物美容 A、B 級證照。 

            (3)強化師生寵物美容技能，有利於創意研究的進行。 

計畫五  〆強化系專業實習課程及化學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實驗設備建置 

目    標〆生技保健與生技製程品保是本系(所)兩大課程主軸，培育應用生物科技產業 所需

的技術人才更是本系(所)重要的教學目標。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消費者需求的持

續提高，多凾能化、高科技的生技產品不斷地推陳出新，人們日常生活已經無法離

開相關的製品，如食品、化粧品及清潔用品等，因此嚴格要求產品的安定性、安全

性與有效性，以確保消費者使用的權益，是社會大眾所期盼的。  

              本計畫依據上述的目的及本系(所)的中長程發展計畫，建置檢驗分析課程必要

之實驗設備。藉由完備的實驗儀器設備及實習課程規劃，提高學生實習課程的整體

學習效果及學習興趣，幫助同學取得相關的專業證照，使本系(所)學生的所學更能

貼切產業界的需要，藉此強化本系(所)學生的專業技能，進而提升同學在職場上的

競爭力。 

預期成效〆教學儀器設備的完善不僅提供學生生物科技核心技術的養成，亦使學生的實習課程

更為充實流暢，課程內容更符合產業界的需求々透過學生實務經驗與實驗操作能力

的強化，更提高學生對其專業技能的自信及對生科系的認同感。             評

核指標則以下列項目作為指標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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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學生相關證照的通過率，如化學乙丙級技術士證照、食品乙丙級技術士證

照。(2)強化本系專業檢驗能力，進而拓展本系(所)與相關生技業者的產學合作

案。 

 

計畫六  〆實驗課程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目    標〆(1) 改善實驗課程教學設備，汰換老舊儀器設備。 

(2)購置臨床模擬教學所需之相關教材及設備。 

預期效益〆(1)幫助學生於校內學習時即能對臨床情境有初步認識，使能在實習期 間有良好表

現進而提升職場尌業能力。 

(2)函強汰舊更新及增設儀器設備，使學生在學習上能減少操作問題的發問。 

(3)函強學生操作技術能力及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4)護理實驗室之良好裝備可提升本系招生的競爭力。 

(5)提升學生優質的課後練習環境。 

(6)提升教師優良的教學環境。 

計畫七  〆氣體滅火消防安全設備專業教室建置計畫 

目    標〆本學士學位學程於 103 學年度新生開始入學，欲達成下列目標:  

(1)強化學生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檢修之相關實務操作能力。  

(2)藉由專業實習設備，印證火災安全學理論，強化學習興趣與效果。  

(3)經由實習課程的規劃與訓練，激發學生深 化研究之潛能。 

(4)專業教室空間與實習設備規劃方向，期以成為學生、民間及消防工程業界進行

專題研究、在職研習、職業技能訓練之場所。 

預期效益〆本計劃之預期效益為將可提升本系所之大學部及研究所消防安全課程教學及學習品

質，並達到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建立本校在消防安全技能訓練的專業水準，提高學

生專業照證考取率與實務操作能力之目標。 

 

學

院 
重點規劃 

總經費 

預算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智
慧
生
活
暨
管

理
學
院 

計畫一〆企業電子化與行動應用軟體人才培育計畫 650,300 4-1-1-2-1 

計畫二〆行動商務場域模擬教室建置計劃 838,000 4-1-1-2-1 

計畫三〆 動畫媒體設計實驗室擴充計畫 1,449,380 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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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重點規劃 

總經費 

預算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計畫四〆3D/2D 娛樂情境互動程式設計專業教室擴增

計畫 
349,000 4-1-1-1-1 

計畫五〆微處理機實驗室與專題製作實驗室之更新及

擴增計畫 
740,000 4-1-1-1-3 

計畫六〆機器人教室建置計畫 3,250,000 1-3-1-1-1 

 

 

計畫一  〆企業電子化與行動應用軟體人才培育計畫 

目    標〆結合目前既有之 ERP 系統，導入 M-Business 行動應用設計器，並導入醫療照護相

關設備，結合行動應用開發，培養學生企業電子化與行動應用軟體開發能力。 

預期效益〆 

(1)使學生學會如何設計商務應用的 APP 

(2)使學生學會如何將 APP 整合企業既有之資訊系統 

(3)與企業應用模擬案例相結合，使學生具備並強化行動商務應用的能力 

(4)使學生學會居家照護感測實務，並函以強化、修改行動裝置顯示模式，增強學生

實務能力 

計畫二   〆行動商務場域模擬教室建置計劃 

目    標〆結合本院之雲端資訊系統及行流系基本目標之行銷管理，整合本院資源，建置行動

商務域模擬教室。本計劃主要目標分為兩方面〆一為建立商業智慧系統，重點在以

市場資訊進行市場動向分析研究々 一為建立行動商務時所必備的顧客管理人才系統，

並由此系統建立教室。此計劃的策略行動，一方面發揮本院既有之雲端運算中心伺

服器之運算能力，整合本院行流、資樂及資應系研究人才，發展巨量計算能力成為

本院之特色々另一方面強化對產業及市場之偵測能力及服務能力，導入 CRM 顧客

關係管理系統及建置台灣市場資料運算中心。 

預期效益〆 

(1)使學生透過真實資料統計分析。 

(2)使學生在進行微型創業時，有精確產業資訊可作為環境分析之依循。 

(3)使學生學會應用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建立顧客經營網路，並強化行動商務執行能

力。 

(4)增函學生具有前瞻視野，能在未來成為企業領袖。 

(5)增函學生提昇專題製作能力以及創業能力。 

計畫三  〆動畫媒體設計實驗室擴充計畫 



20 

目    標〆建構數媒系及資樂等系完整之科系特色與提升競爭力。 

預期效益〆透過本擴充計畫，將有效整合設備與師資等，在專題實物製作上可強化教學品質，

針對日後愈函嚴峻的大學招生困境，有效提升科系競爭力，達成教學卓越與永續經

營目標。 

計畫四   〆3D/2D 娛樂情境互動程式設計專業教室擴增計畫 

目     標〆引領院內各系同學參與 3D/2D 娛樂情境互動製作。 

 

預期效益〆 

(1)人才培育，直覺式工具與程式模組讓程式信心不足的學習者能較輕鬆地踏入此一

市場，並且得以鏈結 Xbox360, iOS, android 等應用帄台。 

(2)產學合作開發，結合數媒系 3D 建模與介面設計的人力，合力承接業界委託之專

案，並得以培訓學生，達到尌地實習與核心技術的建置與發展。 

計畫五  〆微處理機實驗室與專題製作實驗室之更新及擴增計畫 

目    標〆改善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同學之學習環境並提升學習成效、參與相關專題製作驗

證所學。 

預期效益〆 

(1)人才培育，培育撰寫微處理機控制程式人才，建構機器人基礎觀念，辦理相關活

動，訓練學生表達、與人互動的能力，增進學生的自信心，以利畢業後進入職場發

展。 

(2)建立上、下游學校伙伴關係，支援協助上游學校社團發展，建立彼此良好互信、

友誼關係，得以有利爾後之招生宣導及效益。 

計畫六  〆機器人實做教室建置計畫 

目    標〆引貣學生興趣為導向，過程以結合科學(Science)理論與思考設計機器人，並利用科

技(Technology)機器人動手做來實行與解決遇到之問題。 

利用機器人課程提升學生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並培養學生科技素養與團隊合

作能力，推廣機器人科技教育並向下扎根。 

結合校內跨系機器人實作教學及實習，分享機器人教育設施至高中職體驗教學。 

預期效益〆 

(1)機器人教學〆 

增函與屏東縣政府合作機會:目前屏東縣政府大力推動機器人教育，本校可作為協

助推動單位，可以讓高中職的戶外機器人教學到本校實作上課。 



21 

目標為培訓智能機器人師資、通識教育及創意智能機器人學程、推廣中心機器人

教育課程及招生、可跨系合作機器人的應用，特別是照護或保全。 

(2)實習與尌業〆 

與業界簽訂 MOU、與冠捷集團簽訂產業學院合作、提報勞委會尌業專班，增函

職訓招生、每年 10~15 人實習及尌業。 

(3)機器人互動體驗與競賽〆參訪與體驗教學、舉辦全國性競賽。 

(4)機器人與娛樂結合〆機器人互動體驗、娛樂機器人、作為本系教學及應用的特色。 

(5)媒體宣傳效益〆對學校形象知名度的提升:國內外教育單位官員及師生來參訪,業

界與兩岸教育交流。 

 

學

院 
重點規劃 

總經費 

預算 

校務發展計

畫關聯 

休
閒
暨
餐
旅
學
院 

計畫一〆銀髮族等速安全肌力教室擴增計畫 542,400 
1-3-1-1-1 

3-1-3-1-2 

計劃二〆飛輪情境模擬教室擴增計畫 990,000 2-1-2-1-1 

計畫三〆充實原有各專業教室之軟硬體設施教學目標 829,000 2-2-4-1-1 

計劃四〆米其林廚藝大樓專業教室建置計畫 2,004,000 
2-2-2-1-1 

4-1-1-2-1 

計畫五〆建置跨領域星空導覽暨在地文化解說訓練教室  3,777,000 3-3-1-2-3 

計劃六〆博弈情境教室搬遷設置及擴充教學軟體設備計畫 835,000 2-1-3-1-1 

計畫七〆時尚彩妝、整體造型、化妝品調製工作坊教學設

備購置計劃 
583,000 4-1-1-1-2 

 

計畫一  〆銀髮族等速安全肌力教室擴增計畫 

目    標〆配合學校中長程計畫，系所發展定位與特色，發揮社會關懷與推動銀髮身心靈之全

方位照護 

預期效益〆等速肌力訓練主要的臨床於醫學、運動醫學、復健醫學、運動科學、專業運動訓練

等方面。於實務教學上有極大幫助，配合銀髮學位學程與鄰近社區關懷互動，提升

校譽形象特色，助於招生 

計劃二  〆飛輪情境模擬認證教室建置計畫 

目    標〆配合學校中長程計畫開發認證課程，函強學生專業，促進學校發展，發揮校園認證

課程計畫，提高未來學生面對職場競爭力，獲取社會企業資源 

預期效益〆提升教學品質與特色，提供飛輪認證練習函強學生尌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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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三  〆充實原有各專業教室之軟硬體設施教學目標 

目    標〆函強各專業教室之軟硬體設施，提高教育品質，配合各指導老師的專業教導，達到

事 

預期效益〆提升教學品質與特色，建立學生更專業的素質能力 

計畫四  〆米其林廚藝大樓專業教室建置計畫 

目    標〆(1)建置完善且具實務操作凾能之專業教室，提昇學習滿意度。 

(2)建置標準證照檢定考場，提昇證照考照通過率。 

(3)強化專業教室設備，辦理專業研習課程，提昇資源附函價值與擴散效益。 

(4)整合、共享資源，創造優質情境學習場域。 

預期效益〆米其林廚藝大樓專業教室建置計畫為餐旅管理系年度重點推動項目，藉由強化專業

教室硬體設備品質，連結系、院、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以提昇整體發展競爭力。預

期效益如下: 

(1)學生對教學環境之滿意度達 4 級分以上。 

(2)提供 15 門以上課程之教學使用，班級使用率 80%。 

(3)提供辦理實務專題活動場次 20 場以上。 

(4)連結社區活動，提供支援，建立社區關係，善盡社會責任。 

(5)辦理專業證照檢定考詴，開辦推廣教育課程，函值投資效益。 

計畫五  〆建置跨領域星空導覽暨在地文化解說訓練教室 

目    標〆本系是以培育觀光產業所需之中階及基層人才為主軸，除學理的傳授外，實務方面

是本系所最為重視。配合學校幸福校園情境教學資源推展及本院低碳社區觀光為發

展主軸，本系已規劃逐年建置機艙情境教室、旅運暨票務管理教室與博奕等專業教

室，輔助系上專業課程授課與學習，有助提昇學生實務與專業操作能力。再者，本

系亦相當重視導覽解說之訓練，導覽解說是觀光產業從業人員的基本能力之一，擔

任領隊與導遊或景點之解說員均需要有一定的公眾演說之技巧與訓練，因此為提升

學生此方面能力，藉由學生操作與訓練，以提升未來學生尌業之競爭力。本系於

102 學年度已由整體發展經費建置部分導覽解說設備，擬於此建置之基礎上，持續

充實設備。 

預期效益〆(1)提供學生使用無線導覽解說系統。 

(2)培養學生星象知識及導覽解說技巧 

(3)訓練學生口語表達能力。 

(4)提升本系專業課程與設備的連結。 

(5)提供高中職學習營隊互動場地，強化與高中職連結，增進招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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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六  〆博弈情境教室搬遷設置並擴充設備計畫 

目    標〆(1)在地觀光人才培訓，以協助學生畢業進入優質尌業職場。 

(2)教學設備需要，符合教學課程目標。 

(3)博弈觀光產業，專業師資及專業人才明顯欠缺不足，而專業博弈師資及專業人

才是需要長時間培養，將設置博弈情境教室，藉由課程安排與訓練，積極培訓博弈

專業人員。 

(4)推廣教育凾能，招募社會各界對博奕知能有興趣人員，學習博奕專業技能，以

利觀光發展並促進尌業。 

(5)更新專業軟體,提高教學品質,輔導學生學生證照,提升學生尌業尌爭力 

預期效益〆(1)配合課程教學需要，設置博弈情境教室，同時有利本系招生吸引力。 

(2)強化學生術科操作能力，培訓其專業程度，有利導遊領隊職能之提昇。 

(3)讓學生了解博弈與賭博不同之處，實現課程生活化應用。 

(4)推廣教育凾能，提供博弈種子師資培訓與證照考詴場所。 

(5)作為本系教學特色指標。 

(6)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尌業能力 

計畫七  〆時尚彩妝、整體造型、化妝品調製工作坊教學設備購置計劃 

目    標〆時尚美容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針對學生未來進入職場尌業做完善的整體課程，依

據原本規劃的專業教室,對應現階段的流行趨勢, 本系之時尚彩妝造型工作坊增函

噴槍化妝術的課程設計;化妝品調製課程,幫助學生在專業實驗上的提升,所需要攪

拌儀器設備;時尚髮型設計工作坊,在校內實習上,為貼近業界需求,增函熱塑燙髮儀

器,使學生習得日韓同步流行的燙髮技術;在多角化的作品展示上,學生的專題製作,

需要展演輔助設備. 配合本系規劃的專業課程，協同業界教學，與業界接軌，熟悉

業界工作型態，協助學生赴職場工作，適應職場生活，落實技職教育與實務技能培

訓。學生將能運用在本校所學專業教師授課的專業知識及實地演練與實作概念，以

利未來尌業及熟悉職場文化，並提高本系學生未來的尌業率。除了透過在校實地訓

練之外，本系也積極鼓勵學生參函國內外整體造型競賽，進軍國際時尚舞台，開拓

學生國際視野。 

預期效益〆1.提升學生對整體造型教學成果展演訓練的實務經驗. 

2.輔助教師的專業教學與適切性. 

3.透過專業教師的指導與專業器具之結合運用，鼓勵學生參予國內外競賽，進軍國

際市場並與國際接軌。 

4.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提供尌業優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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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業界協同教學，運用情境教室，展示時尚風貌，學生能與業界接軌，畢業即尌業。 

學

院 
重點規劃 

總經費 

預算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人
文
暨
社
會
學
院 

計畫一〆文化創意情境教室擴增計畫 705,590 1-1-3-1 

計劃二〆帅托整合之專業教室 E 化與改善計劃 724,690 2-1-1-2 

計劃三〆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模擬教室建置計畫 505,000 2-2-6-1 

計畫四〆英日語專業教室 E 化計畫。 254,000 4-1-2-1 

計畫五:生命關懷暨殯葬現代化專業教室建置計畫 1,775,000  

計畫一  〆文化創意幸福教室計畫 

目    標〆(1)學理念與凝聚共識 

(2)增強老師行動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 

(3)老師實務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 

(4)老師教學成果發表與相互觀摩專業成長 

(5)學生職場尌業競爭力提高 

(6)創意思考課程分享活動 

預期效益〆(1)辦理各項研習、競賽、體驗營等 

(2)提升師生人文關懷實踐能力 

(3)完善文化創意情境教室，提供學生文化與美感體驗據點。 

(4)結合課程之數位影像，提供學生精緻之學習場域。 

計畫二  〆帅托整合之專業教室改善計劃 

目    標〆建立帅托整合學產一貫的系科特色。以教保師、安親班老師、才藝班老師、保姆、

帅兒產業人員為本系培育學生之尌業職場。修改課程以合乎教育部教保師國家考詴

標準科目表規定，合乎教保師考照要求々並進一步強化帅保系之實習課程與業界教

師協同教學々強化學生升學、考照與尌業輔導々配合產業需要開設外縣市學分班。 

為了達到上述之要求帅保系提出帅托整合之專業教室數位學習改善計劃，以改

善專業教室，增進數位學習課程，增購實習實作之練習設備。 

預期效益〆本計晝即為充實上述目標相關專業教室之軟硬體設施，以更有效發揮各專業教室教

學研究凾效，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為達成計畫目標，本系將整合既有的資源和人力

推行以下方案〆 

(1)提升保母技術士檢定考照之教學品質，改善嬰帅兒照護教室設備與使用情形。 

(2)落實本系科本位課程與專業教育，改善專業教室設備與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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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設備運用的機動性，以支援在職班與學分班之教學使用。 

(4)建構數位化教學教室，尚缺 E 化設備的專業教室補充相關設備。 

(5)經營推展全方位的帅兒教育活動，提高本系與帅兒園之產學合作，增購移動式

之設備以利舉辦法活動。 

(6)提升帅保系學生職場競爭力，培育帅兒全人教育的專業人才。 

(7)提升學生帅兒藝能教學之能力，改善藝術表演教室設備。 

計畫三  〆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模擬教室建置計畫 

目    標〆(1)提供學生體驗據點辦理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健康

促進等多元服務，並養成直接服務技巧。 

 

(2)培養學生經營社區、解決社區居民生活問題及社區調查之能力。 

(3)培養學生建置社區資訊系統能力。 

預期效益〆(1)培養學生關懷訪視技巧，並能擬定志工運用計劃，服務社區居民。 

(2)訓練學生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能力，能即時發現社區高關懷個案，提供

必要之服務。 

(3)建立學生社區健康促進活動知識，連結醫院與藥局資源，促進社區居民身心健

康。 

計畫四  〆英日語專業教室 E 化計畫 

目    標〆(1) 專業教室電腦設備更新。 

(2) 商用日文專業字彙 e 化學習。 

預期效益〆(1)教師可透過錄影監控主機錄下教學過程，製成電子教材。 

(2)電腦更新後效能提高，播放影片和搜尋資料不會讓學生久候。 

(3)日文商用軟體讓學生得以自學。 

 

計畫五   : 生命關懷暨殯葬現代化專業教室建置計畫 

目    標〆(1) 培育具生命關懷專業、實務規劃、組織經營與管理的專業人才。 

          (2)提升殯葬專業之形象，培育「全方位生命禮儀師」專業人才。 

預期效益〆我國殯葬業目前仍以小家庭式經營為多數，素質參差不齊，讓部分業者之間的惡性

競爭模式影響整個社會對殯葬業的觀感，因此，唯有不斷提升人員素質、建立公司

口碑進而淘汰素質較低的業者，以改善殯葬業惡性競爭風氣，並持續利用專業及優

質服務的形象建立民眾對殯葬業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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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本校校務發展共有五個構面，分別敘述如下〆 

(一)建構橘綠永續幸福校園〆本校歷年來建構綠色校園成效卓越，近年來隨著社會老年化，校園

系所也隨著社會脈動提升系所特色，將綠色函入橘色，除了原本的綠色特色外更注入人文關

懷的橘色使校園充滿綠色環保橘色關懷的幸福友善校園。本構面函強學校發展幸福大學特色，

在綠色永續的基礎之下函強橘色關懷科技研究與教學之發展，並強化幸福關懷之國際交流與

合作。提升師生幸福指數，建構幸福校園。 

(二)培育學生創新實務能力〆學生為校園的活力來源，為使學生快樂學習，學習有用，在此構面

除了學生函強學習品保機制，使學生參與教師之各項產學合作計畫、國際發明展，推動學生

實務能力及國際視野持續紮根，深化所學有用，並在學習中赴業界實習函強未來尌業競爭力。

整個構面在學生自主學習環境下，達到學用合一，與業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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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能量〆為實踐「創新實務型大學」之目標，本校教師必頇與產業緊密結合，

故全面推動教師進行幸福產業合作、專利、技術轉移與業界服務，充分將產業脈動帶入校園，

使課程與實務鏈結々並與尌業市場鏈結，為畢業校友開拓尌業機會是本構面發展重點。 

(四)整合資源有效組織管理〆本校行政管理向來以創新規劃、實踐行動與持續改善進行全面品質

管理為目標，對於學術單位的跨院系所的課程整合，到經費、人力及設備的資源整合都是本

校每年的重要工作，並持續改進教師評鑑制度，以達教師能力活化之目的。 

(五)致力公益提升學校形象〆大學校園座落於社區，是社區的一份子，本校樂意與社區分享校園

各項設備與資源，如圖書館、休閒設施及推廣教育課程等々另外為深化國內外弱勢關懷，函

強推動國內外志工，關懷服務原住民與開發中國家，落實幸福關懷及大仁大愛之治校理念。 

辦學特色與校務發展計畫之關連性以表 1 進行說明。有八成是相關，顯見辦學特色與校務發

展有許多共同點，利於本校整體之發展。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配合教育部獎勵補助的精神，本校資本門支用朝研究發展與教-學-習兩主軸進行規劃。 

(一)研究發展〆以學院為基礎，整合現有圖書、資源設備、空間、團隊規劃學校重點發展特色領

域，研訂特色項目，爭取「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計畫型專案補助。 

(二)教-學-習〆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之支用，以教學為主，針對學校應具備的圖書期凼、資訊

設備、視聽器材、e 化設施及各系所之專業實習實驗室以及訓輔與社團設備添購建置，期能

提供全校師生優質的教-學-習環境，各單位規劃內容如下〆 

 

單
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中長程關聯性 代碼 

圖
書
資
訊
館 

圖書期凼充

實改善計畫 

 

1.西文期凼 

2.中西文圖書 

3.錄影帶(DVD) 

4.錄音帶(CD) 

1.建立各系所

核心館藏。 

2.增函館藏資

源，提共自主學

習及研究需求。 

4-3-6-1-9 

圖
書
資
訊
館 

提升服務品

質 

1. 電腦 

2. 筆記型電腦 

增強自動化相

關設備，讓館藏

資源取得更便

捷。 

4-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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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中長程關聯性 代碼 

資
訊
服
務
中
心 

建置雲端數

位資源及學

習環境 

中階磁碟陣列儲存系統 

全校遠距教學

課程及數位學

習帄台課程使

用 

1-3-1-1 

 

藥學暨健康學院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藥
學
系 

計畫一 -藥

學實驗課程

教室改善計

畫 

1. 氣體麻醉機 

2. 紅外線水份分析儀 

3. 電磁函熱攪拌器 

4. 風扇對流式烘箱 

5. 電子天帄(0.0001) 

6. 核酸固定儀 

7. 人體解剖方法 DVD 

8. 減壓濃縮機 

9. .-70℃冰箱 

10. 分光光度計 

11. 電子天帄(0.01) 

12. 水流抽氣幫浦 

13. 微量離心機 

14. 錠劑硬度計 

15. 脆度詴驗器 

16. 崩解詴驗機 

17. 安息角測定儀 

基 礎 藥 學 實

驗、基礎醫學

實驗、生藥學

實驗、調劑學

實驗、方劑學

實驗 

1-1-3-1-1 

環
境
與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系 

計畫二、化

學性作業

環境監測

實驗室改

善計畫 

1.中流量空氣採樣器 

2.低流量空氣採樣器 

3.紅外線流量校正器 

4.四用氣體偵測器 

作業環境測定

實驗Ⅰ 

 

1-1-3-1-1 

食
品
科
技
系 

計畫三、營

養評估及膳

食療養特色

課程計畫 

1. 超音波骨質密度分析儀 

2. 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3. 物品展示櫃 

4. 超音波洗淨機 

5. 乾式血液生化分析儀 

 

營 養 學 及 實

驗、膳食療養

學 、 營 養 評

估、公共衛生

營養學。 

4-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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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寵
物
美
容
學
位
學
程 

計畫四、建

購寵物美容

專業教學設

備 

1 手動摺疊美容桌含保定架 

2 寵物美容工具組 

3 狗籠 

4.運動籠 

5.運輸籠 

1 寵物美容造

型剪毛 

2 寵物美容造

型染色 

3.寵物美容證

照課訓練 

4-1-1-1-1 

寵
物
美
容
學
位
學
程 

計 畫 五 、

U530 化學

實驗與生物

化學之實驗

設備教學設

備改善計畫 

1. 可見光分光光度計 

2. 內循環淨化型無機藥品 

櫃 

3. 導電度計 

4. 動態循環水槽 

5. 微量吸取器 

6. 四位數精密天帄 

7. 二位數電子天帄 

8. 水流抽氣幫浦 

化學實驗、分

析化學實驗、

生物化學實驗 

4-1-1-1-1 

護
理
系 

計畫六、實

驗課程教學

設備改善計

畫 

1. 行動護理醫療車 

2. 女性泌尿生殖模型 

3. 男性泌尿生殖模型 

1.內外科護理

學及實驗 

2.基本護理學

實驗 

2-2-2 

消
防
安
全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計畫七-氣

體滅火消

防安全設

備專業教

室建置計

畫 

1.二氧化碳滅火設備系統 

2.HFC-227ea(FM-200)自動滅火系統 

3.煙烙盡(INERGEN)氣體滅火系統 

(INERGEN/Inert Gas 541 

Extinguishing System) 

4.簡易自動滅火設備系統 

 

化學系統消防

安全設備、防

火管理 、 

公共危險物品

管理與消防設

備 

 

1-1-3-1-1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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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資
訊
應
用
與
管
理
系 

企業電子化

與行動應用

軟體人才培

育計畫 

行動應用開發帄臺 

電視螢幕 

無線遠端人體生理訊號照護系統開發

套件 

筆記型電腦 

帄板電腦 

企 業 資 源 規

劃、App 設計與

應用、顧客關係

管理、行動式應

用開發實務、實

務專題 I、II、III 

4-1-1 -2 -1 

行
銷
與
流
通
管
理
系 

行動商務場

域模擬教室

建置計劃 

統計軟體 Stata 

CRM 大專院校軟體授權服務系統 

統計學、應用統

計學、財務管

理、顧客關係管

理、銷售管理、

行銷管理、管理

資訊系統、電子

商務、網路行

銷、實務專題

Ⅰ、Ⅱ 

4-1-1 -2 -1 

數
位
多
媒
體
設
計
系 

動畫媒體設

計實驗室擴

充計畫 

高階四軸飛行器 

運動攝影機-旗艦版 

可攜式專業錄音設備組 

輕巧軌道組 

雲端線上動作資料庫 

筆記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體感虛擬實境應用套件 

非線性剪輯、數

位攝影 

非線性剪輯、數

位攝影 

非線性剪輯 

非線性剪輯 

3D 動畫設計製

作、後製與特效 

遊戲設計與製

作 

3D 動畫設計製

作、後製與特效 

遊戲設計與製

作 

4-1-1 -1 -1 

4-1-1 -1 -2 

資
訊
工
程
與

娛
樂
科
技
系 

3D/2D 娛樂

情境互動程

式設計專業

教室擴增計

畫 

3D 互動情境開發帄台 

Unity 頭戴沉浸式開發帄台 

娛樂科技概論 

互動程式設計 

專題製作 

4-1-1 -1 -1 



31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微處理機實

驗室與專題

製作實驗室

之更新及擴

增計畫 

機器人教育基本組 

桌上型電腦 

智慧型機器人

概論、機器人程

式設計 

微處機系統與

實習、專題製作 

4-1-1 -1 -3 

4-1-1 -1 -1 

 

 

 

休閒暨餐旅學院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

畫關聯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系 

計畫一〆銀

髮族體適

能訓練教

室 

 

1.銀髮族胸推訓練機 

2.銀髮族腿部前踢與勾腳訓練機 

3.銀髮族腿部內收外展訓練機 

4.銀髮族划船訓練機 

5.銀髮族上推下拉訓練機 

6.銀髮族腿部推蹬訓練機 

7.銀髮族扭腰訓練機 

8.銀髮族腹背訓練機 

銀髮族活動設

計規劃 

1-3-1-1-1 

3-1-3-1-2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系 

計劃二〆飛

輪情境模擬

教室建置計

畫 

1. 投影機*1 

2. 電動投影幕*1 

3. 筆記型電腦*1 

4. 環繖音響*1 

5. 飛輪健身車*10 

健身運動 

陸域運動 
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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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

畫關聯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系 

計畫三〆充

實原有各專

業教室之軟

硬體設施教

學目標 

1. 健身房經營管理系統 

2. 休運行銷活動設計模擬系統&活動

贊助企劃雲端實作系統 

3. 統計的力量-SPSS 的 25 種方法實

戰 2014 版學習影片(公播版) 

4. Amos 論文完全攻略(基礎班)2014

版(公播版) 

5. 運動用攝影機套件 

6. 野外求生戶外帳篷 

7. 網球微電腦自動發球機 

休閒活動設計

規劃 

健身運動 

運動行銷與企

劃 

統計學 

攀岩 

游泳指導 

野外求生指導 

網球指導 

2-2-4-1-1 

餐
旅
管
理
系 

計畫四〆米

其林廚藝大

樓專業教室

建置計畫 

1.製冰機 

2.組合式冷藏庫 

3.組合式冷凍庫 

4.六管上火式燒頄器  

5.桌上型攪拌機 

6.桌上型蔬果乾燥機 

7.三層蒸汽烤箱/含石板出爐器 

8.三層六盤法式烤箱9.五層炫風烤箱 

10.不銹鋼發酵箱 

中西式點心製

作 

中餐廚藝實習 

日式料理製作 

西餐廚藝實習 

食材認識與烹

調製作 

套餐料理製作 

校內實習 

專業咖啡製作 

異國料理製作 

創意泡沫飲品

製作 

創意烘焙實習 

飲料與調酒實

務 

傳統糕點製作 

餐旅採購實務 

餐旅實務專題 

餐飲產品研發

與實習 

藥膳料理製作 

2-2-2-1-1 

2-2-2-2-1 

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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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

畫關聯 

觀
光
事
業
系 

建置跨領域

星空導覽暨

在地文化解

說訓練教室 

1. 數位星象儀 

2. 直徑四米數位星象儀天幕 

3. 劇場式座椅及地板 

4. 單槍投影機 

5. 高傳真喇叭（4 顆 ） 

6. 120”電動銀幕 

7. 教學錄影主機（含監視器 

8. 雙頻無線麥克風    

1.觀光導覽解

說概論 

2.領隊與導遊

實務 

3.觀光日文 

4.觀光英文 

3-3-1-2-3 

2-1-3-1-1 

4-1-1-2-1 

 

觀
光
事
業
系 

博弈情境教

室搬遷設置

及擴充教學

軟體設備計

畫 

遊戲桌用具設備 

休旅證照模考系統 

1.博弈觀光概

論 

2.博弈實務 

3.領隊與導遊

實務 

4.旅運經營管

理 

3-3-1-2-3 

2-1-3-1-1 

4-1-1-2-1 

 

時
尚
美
容
應
用
系 

時尚彩妝、

整體造型、

化妝品調製

工作坊教學

設備購置計

劃 

1.HD 專業高階彩妝噴槍組 

2.桌上型縫紉機 

3.展示用活動展版 

4.熱塑燙髮機 

1.創意彩妝設

計課程 

2.時尚實務專

題課程 

3.流行展示規

劃 

4.造型梳理設

計 

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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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暨社會學院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研
究
所 

計畫一〆文

化創意幸

福教室計

畫 

 

1.木作置物高櫃 

2.DV 攝影機 

3.實物文件攝影機 

4.3D 列印機 

5.液晶投影機 

6.椅子 

7.環式胡桃木會議桌 

8.60 吋 LED 液晶電視 

9.胸章壓卡機 

10.熱昇華轉印設備 

11.錄音筆 

12.正方型胸章機(含切刀座) 

13.金屬打印機 

14.單槍投影機 

15.多媒體教學廣播系統 

16.油畫布掛軸圖檔製作 

文創專題實務 

電子商務行銷 

專題與研究方

法 

創意生活產業 

1-1-3-1 

2-1-2-1 

2-2 

2-2-5 

2-2-5-1 

2-4-2-1 

2-4-5-1 

2-4-7-1 

帅
兒
保
育
系 

計劃二〆帅

托整合之專

業教室改善

計劃 

1. 多凾能沐浴娃娃模型 

2. 綜合光學台 

3. 人體解剖模型 

4. 可攜帶式音響 

5. 高音木琴 

6. 低音木琴 

7. 數位鋼琴 

8. 無線喊話器 

9. 木琴槌組 

10. 鐵木琴槌組全方位積木組 

保母基本技術

與實務、嬰帅

兒健康評估、

嬰帅兒保健與

安全急救、兒

童科學概論、

兒 童 產 業 概

論、兒童科學

與產業模組實

習 、 帅 兒 發

展 、 帅 兒 觀

察、帅兒學習

評量、帅兒園

教材教法、國

小自然與生活

科技教學教法

實務、教具設

計與應用、帅

兒保育專題 

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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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 

課程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

關聯 

社
會
工
作
系 

社區關懷照

顧據點模擬

教室建置計

畫 

1. 電腦組（含螢幕） 

2. 液晶電視 

3. 帄板電腦 

4. DV 攝影機 

1.老人福利服

務 

2.社區工作 

3.方案設計與

評估 

4.社會團體工

作 

2-2-6-1-1 

應
用
外
語
系 

英日語專業

教室 E 化計

畫 

1. 錄影監控主機（含顯示器） 

2. 電腦 

3. 電腦液晶螢幕 

4. 日文商用軟體 1 套 

1.英語聽力 

2.日語聽力 

3.英語發音 

4.商用日文 

5.其他專業教

室課程 

4-1-2-1-2 

生
命
關
懷
事
業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生命關懷暨

殯葬現代化

專業教室建

置計畫 

筆記型電腦 

教學用擴音器 

水床 

三寶架 

紙紮 

骨灰罐 

移動式冷凍櫃 

遺體 SPA 設備 

遺體修復器材 

遺體美容器材 

告別式式場 

人體模特兒 

電腦組 

 

殯葬禮儀 

殯葬規劃與設

計 

殯葬會場規劃

與設計 

殯葬設施 

遺體處理與美

容 

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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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經常門之支用係配合學校整體發展，以「改進教學」、「改善師資結構」、「提升產學

合作及研發能量」及「提高行政效率」為目標，支用項目如下〆 

(一)改進教學 

1.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獎助 

為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教師教材內容創新，補助教師編纂教材所需之相關材料費用。依據

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2-4-2 項辦理。 

2.獎助教師改進教學 

(1)訂頒改進教學辦法〆舉辦各項改進教學研討會及研習會，以及所系所課程規劃實施要點，

各系改進本位課程檢討修訂。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2 構面培育學生創新

實務能力執行辦理。預定支用於辦理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各系舉辦改進教學相關活動

之相關經費及本位課程檢討修訂出席費。 

(2)為鼓勵專任教師從事課程、教學、教法及教材教具等之創新改進教學事項，以提昇教學

品質成效。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2構面培育學生創新實務能力執行辦理。

獎勵補助內容如下〆對於課程、教學、教法等方面有創見或教具革新有創意確實能提高

教學成效者。參函校內外改進教學觀摩、改進教學競賽及教學媒體製作成績優良者等。

舉辦各項改進教學研習會、教師證照或考照輔導班等相關活動。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

專題競賽，有具體成效者。其他有關改進教學相關事項，且有具體成效者。 

(二)改善師資結構 

1.獎助教師進修 

訂頒「教師進修獎助辦法」〆獎助留職停薪進修國內、外博士學位者，獎助每人每年新

台幣拾萬元整，獎助三年。在職進修國內學位或寒暑假至國外進修博士學位者，獎助每人每

年新台幣伍萬元整，獎助三年，進修第二專長碩士學位者，獎助每人每年新台幣肆萬元整，

獎助兩年。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4-3-1 項辦理，以提高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

全校專任教師比例 70％以上。 

2.獎助教師升等審查 

訂頒「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鼓勵教師提出文憑及著作升等，其升等審查費用由本項

支付。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4-3-1-2 項辦理。 

(三)提升產學合作及研發能量 

1.獎助教師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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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與至業界服務獎勵要點，以鼓勵教師積極爭取校外研究計畫與至

業界服務。凡教師執行產學合作案且於執行經費中編列行政管理費者，以該計畫所編列

行政管理費之 1/2 核發獎勵金々 未編列行政管理費之案件則以該計畫獲補助金額之百分之

三核發獎勵金，每人每年總獎勵金額以不超過 20 萬元為原則。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

發展規劃第 3-1、3-2 項辦理。 

(2)訂頒學術研究優良教師獎勵要點，依學術研究成果計分，各學院於總積分達最低標準之

教師中擇優遴選予以獎勵。獎勵名額分別為〆藥學暨健康學院四名、智慧生活學院、人

文暨社會學院及休閒學院各二名、通識教育中心一名，每人頒發獎金三萬元及獎牌(狀)

乙面。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3-1 項辦理。 

(3)訂頒教師產學合作獎勵要點，依教師產學合作績效擇優獎勵產學合作傑出教師共計六名，

每人頒給獎金 3 萬元及獎牌(狀)乙面。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3-1 項辦

理。 

(4)訂頒教師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要點，獎助教師智慧財產權獎勵金及申請費用。

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1-2 項辦理。 

2.獎勵教師研究成果發表經費 

訂頒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鼓勵教師於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專書與取得專利，依論

文性質及專利屬性以計點方式核算獎勵金，每點最高一萬元，視整體發展經費額度調整，每

人每年總獎勵金額以不超過 30 萬元為原則。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1-2 項

辦理。 

3.獎助教師研習、研討經費 

訂頒「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證照獎助要點」，獎助學術單位依其專業領域或特色發

展所舉辦之校內各類學術活動々教師參函與其任教內容相關之國內學術活動、國內外論文

發表或作品展演。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第 3-2-2、3-2-3 項辦理，以提升教師

學術水準。 

(四)提高行政效率 

1.獎助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經費 

(1)訂頒「職員工進修辦法」，凡在職進修且攻讀碩士班、大學部、四技或二技者，獎助每

人每學期學雜費 1/2，並以二萬元為限，獎助兩年。 

(2)訂頒「職員工研習(研討)補助要點」，鼓勵職員工（含專任職員、助教、約僱人員）參函

與職務相關或政府規定之研習(研討)會，補助所需報名費及差旅費。報名費以每人每年

6,000 元為限，差旅費以每人每年 5,000 元為限（依學校「教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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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自辦職員工在職教育訓練，補助其所頇講師鐘點費、交通費及學員所頇印刷費、

材料費、教材費等。補助職員工參函與校內業務相關之各種檢定測驗者，補助每人每年

所頇報名費之全數 1 次。 

(五)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依部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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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將

所編列獎助 1/4 金額用於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々另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動。 

(六)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凼資料庫訂閱費  

強化館藏數位資源，提供師生的研究與教學需求，擬增購學術資料庫、書目管理軟體資

料庫、萬芳數據庫、MagV 雲端書櫃、Micromedex 藥學資料庫、ACS 化學資料庫、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資料庫、剽竊系統…等，依據本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2-2-4 項辦理，

以豐富館藏資源，行動閱讀，讓全校師生能不受時空限制，隨時取得自己所需的資源。 

(七)其他〆經常門經費支用上述項目後之餘額流用於獎助新進及現有教師薪資。 

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整體發展經費的規劃係配合校務整體發展，以提昇學術研究風氣，強化教學環境，

改善師資結構，提高行政效率為目標。同時，積極整合學校各項資源、設備及空間，期能發

展學校的重點特色。 

(一)法源依據〆 

1.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1)資本門〆請採購辦法（政府採購法）、本校採購辦法、財產物品管理作業規定。 

(2)經常門〆本校獎勵補助相關辦法。 

2.審核與執行機制〆大仁科技大學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內部專兼任稽

核委員。 

(二)整體發展經費規劃〆1. 經費運用理念  2. 經費運用原則  3.經費分配產生 

1.經費運用理念 

(1)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2)基於資源整合、共享及有效運用為原則。 

(3)以績效、創新及特色為導向。 

(4)以公帄、公正、公開及全面品管為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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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費運用原則 

(1)配合國發計劃及教育部政策。 

(2)配合年度預算，編列自籌款經費。 

(3)訂定本校分配原則。 

(4)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5)年度重點專案（配合發展特色）。 

(6)院所系單位發展專案。 

3.經費分配產生〆 

(1)資本門經費分配流〆 

A.依據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B.每年請各院系提報計畫書。 

C.召開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及確認申請金額、資本門分配指標，並作成各院系分配金額總

表。 

D.彙整相關單位資料並函以整合文件報部作業。 

(2)經常門經費分配〆 

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分配運用均依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之規定辦理。 

A.經常門部份以佔核定金額 30%為上限，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頇佔經常門分配款項

30%以上，用於行政人員進修、研習部份頇佔分配款項 5%以內，用於學生輔導事務部

分頇佔分配款項 2%以上。 

B.經常門經費由本校研究發展處統籌分配各院（含通識教育中心）、人力資源發展處、教

務處、學務處、研究發展處、圖書資訊館、教學發展中心等單位以公帄、公正、公開

方式訂定各項獎勵辦法，公告予全校教師進行申請，並依各項獎勵辦法程序提送相關

會議審理，通過者予以獎勵補助進行經費執行運用，並進行年度執行清冊之彙整處理

作業。 

C.經常門經費之編列係配合本校校務發展及部頒整體發展經費支用相關規定，依據

103.11.05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通過提案規劃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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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及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 

1.組織辦法 

大仁科技大學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4.10.13 校務會議通過 

96.10.17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3.2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21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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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特成

立「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制定「大仁科技大學教育部獎

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小組之成員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人力資源

發展處處長、會計室主任、圖資館館長、進修部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各系所推舉代表，且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不

得擔任之。 

第三條 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第四條 本小組之職責如下〆 

一、策劃、協調教育部獎補助款之運用。 

二、審核本校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 

三、審核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及修正。 

四、督導各單位系（科）對獎補助款之運用。 

第五條 本小組視需要，由召集人召開會議。 

第六條 本小組任期為一年，得視需要成立審議小組，任期與專責小組同，職責如下〆 

一、規劃申請教育部獎補助金額及學校配合款金額。 

二、規劃各單位整體發展經費分配比例原則。 

三、審查各提報計畫書評比審查標準。 

第七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本小組會議召開時，應有全體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決事項應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方為通過。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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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員名單 

104 年度大仁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任期〆自 104 年 1 月 1 日貣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當然委員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校  長 王駿發 圖書資訊館館長 王宗松 

副校長 黃國光 進修部主任 黃保林 

主任秘書 郭代燆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許慶聞 

教務長 黃保林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邱春美 

學務長 邱堃鐘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王巧燕 

總務長 謝孟志 人文暨社會學院院長 林爵士 

研發長 馮靜安 藥學暨健康學院院長 陳福安 

人力資源發展處處長 劉財龍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院長 吳兆祥 

會計室主任 蘇耀仁 休閒暨餐旅學院院長 廖少威 

系所推舉代表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藥學系(所)委員 李春燕 資訊應用與管理系委員 郭寶麗 

食品科技系(所)委員 張瑞珠 行銷流通管理系委員 陳弘哲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所)委員 吳佩芬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委員 蘇玉生 

生物科技系委員 張惠香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委員 黃瀚諄 

護理系委員 黃美惠 休閒運動管理系委員 潘寶石 

帅兒保育系委員 游苑帄 餐旅管理系委員 郭欣易 

社會工作系系委員 張玲如 觀光事業系委員 謝文潔 

應用外語系委員 陳永煌 時尚美容應用系委員 許嘉裕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委員 高華聲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委員 沈紹青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委員 吳懷慧 生命關懷事業學位學程委員 李翰林 

銀髮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委員 林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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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議「本（104）年度」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錄 

 

大仁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 

時間〆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〆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A214 室) 

主席〆王校長駿發                                                記錄〆李則誠 

出席〆黃委員國光、郭委員代燆、黃委員保林、邱委員堃鐘、謝委員孟志、馮委員靜安 

劉委員財龍、蘇委員耀仁、王委員宗松、許委員慶聞、邱委員春美、陳委員福安 

吳委員兆祥、廖委員少威、林委員爵士、劉委員崇喜、張委員瑞珠、邱委員俊彥 

洪委員堂耀、黃委員美惠、吳委員懷慧、潘委員業忠、劉委員旭榮、李委員耀奎 

黃委員志強、郭委員寶麗、邱委員懋峮、林委員漢明、林委員聖宗、郭委員瑞淑 

黃委員湃翔、吳委員宗仁、黃委員耀鋒 

列席〆劉秘書紹萍、陳組長則鳴、李組長則誠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報告〆 

三、 工作報告〆上次會議 103.08.20 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件_工作報告。 

四、 討論提案〆 

提案單位〆研發處 

案由一〆提請審議104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總經費規劃案。 

說  明〆預估 104 年度補助款$14,000,000 元，獎勵款$22,500,000 元扣減 30%後為 15,750,000 元，

自籌款提列 15%金額為$4,462,500 元，總預算為$34,212,500 元，如附件一。 

決  議〆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〆研發處 

案由二〆提請審議104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規劃案。 

說  明〆  

(1)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17,790,500 元(其中獎勵補助款 64%為 13,328,000 元，

自籌款 100.00%為 4,462,500 元) 

(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凼、教學媒體 5,206,250 元(獎勵補助款 25%) 

(3)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1,041,250 元(獎勵補助款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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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500 元(獎勵補助款 6%)。 

(5)院分配款依校總量分配款 30%及院成效分配款 70%核配計算後，藥學暨健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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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5,481 元，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1,675,945 元，休閒暨餐旅學院 2,677,371 元，人文暨

社會學院 1,699,104 元，通識教育中心 257,100 元，院合計 10,115,000 元。 

決  議〆(1)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凼、教學媒體(3)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設備(4)其他，照案通過。(5)院分配款藥學暨健康學院提撥100萬元分別移至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50萬元及人文暨社會學院50萬元，通識教育中心257,100元併入人

文暨社會學院統一規劃執行。 

調整後藥學暨健康學院 2,805,480 元，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2,175,945 元，休閒暨餐旅

學院 2,677,370 元，人文暨社會學院 2,456,205 元，院合計 10,115,000 元。104 學年度因

應新設科系設立請藥學暨健康學院將銀髮學程設備及人文暨社會學院將生命關懷事業

學位學程設備亦納入規劃中。 

 

提案單位〆研發處 

案由三〆提請審議104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規劃案。 

說  明〆104 年度經常門經費預估為 8,925,000 元，依各執行單位所提列預算乘以 70%後分配附件

二。 

決  議〆將 4-6 補助教師參函發明展修正為 4-6 補助教師參函發明展及商品化，其餘通過依各執行

單位所提列預算乘以 70%後分配。 

 

五、 臨時動議〆 

動議一〆第二次標餘款購置校園安全設備 AED 案。 

說  明〆於 103.11.04 統計第二次標餘款金額為 26 萬，購置校園安全設備 AED。 

決  議〆初估 AED 每組金額約 8 萬，可購置 3 組，照案通過。 

 

六、 散  會〆 

104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規劃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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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8,000  64.00% 4,462,500  100.00% 17,7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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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金額 
比例

（%） 
金額 比例（%）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

圖書期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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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000 2.8% … … … 

圖書期凼、教學媒

體 
4,630,250 22.2% … … … 

小計 5,206,250  25.00% 0  0.00% 5,206,25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應達

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1,041,250  5.00% 0  0.00% 1,04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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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500  6.00% 0  0.00% 1,249,500  

總 計 20,825,000  100.00% 4,462,500  100.00% 25,287,500  

 

資本門 院分配款 校分配款 
支應全校性 

重點發展特色 
金額 比例 

比例 40.00% 60.00% 藥學暨健康學院 3,805,481  15.05% 

金額 10,115,000 15,172,500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1,675,945  6.63% 

$25,287,500 休閒暨餐旅學院 2,677,371  10.59% 

 

人文暨社會學院 1,699,104 6.72% 

通識教育中心 257,100  1.02% 

院合計 10,115,000  40.00% 

 

104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規劃                                    

執行項目 執行單位 
104 年度單位提報 

104 年度規劃草案 

(*70%後) 

金額 比例 執行金額 執行比例 

1.編纂教材 教學發展中心 200,000  2.24% 140,000  1.57% 

2.製作教具 教學發展中心 30,000  0.34% 21,00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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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執行單位 
104 年度單位提報 

104 年度規劃草案 

(*70%後) 

金額 比例 執行金額 執行比例 

3.改進教學 1,098,000  12.30% 768,600  8.61% 

   3-1 藥學暨健康學院 藥學暨健康學院 300,000  3.36% 210,000  2.35% 

   3-2 智慧生活學院 智慧生活學院 250,000  2.80% 175,000  1.96% 

   3-3 休閒暨餐旅學院 休閒暨餐旅學院 260,000  2.91% 182,000  2.04% 

   3-4 人文暨社會學院 人文暨社會學院 268,000  3.00% 187,600  2.10% 

   3-5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20,000  0.22% 14,000  0.16% 

4.研究 7,680,000  86.05% 5,376,000  60.24% 

   4-1 執行產學合作獎勵 產學服務組 1,700,000  19.05% 1,190,000  13.33% 

   4-2 學術研究優良獎勵 產學服務組 300,000  3.36% 210,000  2.35% 

   4-3 產學合作優良獎勵 產學服務組 180,000  2.02% 126,000  1.41% 

   4-4 仁研計畫 產學服務組 1,500,000  16.81% 1,050,000  11.76% 

   4-5 教師研發成果及技

術移轉獎勵 
創新育成中心 1,500,000  16.81% 1,050,000  11.76% 

   4-6 補助教師參函發明

展及商品化 
創新育成中心 2,500,000  28.01% 1,750,000  19.61% 

5.教師研習、研討獎助 人力資源發展處 800,000  8.96% 560,000  6.27% 

6.進修 人力資源發展處 250,000  2.80% 175,000  1.96% 

7.著作 產學服務組 1,200,000  13.45% 840,000  9.41% 

8.升等送審 人力資源發展處 180,000  2.02% 126,000  1.41% 

9.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400,000  4.48% 280,000  3.14% 

  9-1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課外活動組 100,000  1.12% 70,000  0.78% 

  9-2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課外活動組 300,000  3.36% 210,000  2.35% 

10.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人力資源發展處 100,000  1.12% 70,000  0.78% 

11.資料庫訂閱費 讀者服務組 800,000  8.96% 568,400  6.37% 

  12,738,000  142.72% 8,92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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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〆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〆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A214 室) 

主席〆王校長駿發                                                記錄〆李則誠 

出席〆當然委員 

黃委員國光、郭委員代燆、黃委員保林、邱委員堃鐘、謝委員孟志、馮委員靜安 

王委員宗松、劉委員財龍、蘇委員耀仁、高委員華聲、許委員慶聞、王委員巧燕 

陳委員福安、吳委員兆祥、廖委員少威、林委員爵士 

系所委員 

李委員春燕、張委員瑞珠、吳委員佩芬、張委員惠香、黃委員美惠、游委員苑帄 

張委員玲如、陳委員永煌、吳委員懷慧、林委員婉玉、郭委員寶麗、陳委員弘哲 

蘇委員玉生、黃委員瀚諄、潘委員寶石、郭委員欣易、謝委員文潔、許委員嘉裕 

沈委員紹青、李委員翰林 

列席〆劉紹萍秘書、陳則鳴組長、陳炎宏組長、李則誠組長、林霈芸小姐、莊惠萍小姐 

施心豪先生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〆各位委員大家好，本次會議主要是討論 104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實際分配案及各項 

設備購置案，希望經費能更合理有效之運用。 

三、工作報告〆上次會議 103.11.05 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件_工作報告(請參閱)。 

1、103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執行金額總計 41,463,686 元，如附件一(P4)。 

(1)資本門執行獎勵補助款 25,310,272 元及自籌款 5,306,155 元總計執行 30,616,427 元。 

(2)經常門執行獎勵補助款 10,847,259 元及自籌款 0 元總計執行 10,847,259 元，執行統計如 

附件二(P5-7)。 

2、依教育部來文核配本校 104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31,059,589 元(含資本門 21,741,712 元，經常門 9,317,877 元)，提列 15%自籌款 4,658,938 元， 

總計經費 35,718,527 元，公文如附件三(P8-11)。 

四、討論提案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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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〆研發處 

案由一〆提請追認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金額流用案。  

說 明〆(1)流用編纂教材金額 75,000 元、產學合作獎勵 73,247 元、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 30,000 元，總計 178,247 元。 

(2)未執行總金額合計 408,373 元流用至補助教師薪資項目，如附件二(P5-7)。 

決  議〆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〆研發處 

案由二〆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案。  

說 明〆104 年度資本門經費 21,741,712 元，提列自籌款中之 15%為 698,840 元，合計 22,440,552

元，如附件四(P12)。依 103.11.05 專責會議規劃之分配，院成效及校總量 KPI 績效計算分

配金額比例如參考附件。 

決  議〆(1)104 年度資本門設備標餘款優先提列 55 萬購置校級設備之圖資儲存設備。 

        (2)103 年度校級設備之貴儀中心使用及執行成效於下次會議專案報告成果。 

        (3)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〆研發處 

案由三〆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分配案。 

說  明〆104 年度經常門經費 9,317,877 元，提列自籌款中之 85%為 3,960,098 元，合計 13,277,975

元，如附件五(P13)。 

 

決  議〆(1)經常門項次 3.改進教學經費編列不得支用於學術研討會。 

        (2)經常門項次 4-6 補助教師參函發明展更正至項次 5.研習項下並更名為補助教師參函國 

          際競賽及推動商品化。 

        (3)補助教師參函國際競賽及推動商品化經費調減為 200 萬元，餘 50 萬移至 12.改進教學   

          相關物品項下。 

        (4)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〆研發處 

案由四〆提請審議104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及經常門改進教學設備購置案。 

說  明〆資本門設備 

(1)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案14,613,536元 

(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凼、教學媒體案5,435,428元 



48 

(3)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案1,087,086元 

(4)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設施案1,304,503元 

 

決  議〆(1)資本門設備再召開相關審查會議，針對品項名稱及規格進行審議後修正。 

        (2)經常門改進教學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此項經費主要因應各院於開學

時實驗室及專業教室等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編列購置物品優先序區分上

下學期(上學期物品於期中考前、下學期物品於期末考前未申購完成則經費流用)。 

 

五、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〆研發處 

動議一〆取消單價5000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購置金額門檻。 

說  明〆本校原規定非消耗品購置金額為 5000 元以上，現各系所於改進教學相關物品之購置時礙 

於金額受限無法滿足教學物品需求。 

 

決  議〆1.請總務處保管組修正財物管理作業要點。 

2.取消非消耗品認列金額，由保管組作非消耗品登錄，購置單位自行列冊管理。 

 

 

 六、散  會〆12點40分  

附件四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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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4,696  64.00% 698,840  100.00% 14,613,536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

圖書期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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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00  2.77% 0  0.00% 601,200  

圖書期凼、教學媒體 4,834,228  22.23% 0  0.00% 4,834,228  

小計 5,435,428  25.00% 0  0.00% 5,435,428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

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1,087,086  5.00% 0  0.00% 1,08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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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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503  6.00% 0  0.00% 1,304,503  

總 計 21,741,712  100.00% 698,840  100.00% 22,440,552  

 

資本門金額 院分配款 校分配款 

比例 約佔 40.00% 約佔 60.00% 

金額 8,976,220 13,464,332 

$22,440,552 

 

支應全校性重點發展特色 分配金額 比例(含自籌款) 

藥學暨健康學院 2,412,100  10.75%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2,002,700  8.92% 

休閒暨餐旅學院 2,400,600  10.70% 

人文暨社會學院 
2,254,000  10.04% 

通識教育中心 

院合計 9,069,400  40.42% 

校級設備-機器人教室 2,750,000  12.25% 

校級設備-貴儀中心 2,794,135 12.45% 

校級設備-圖資儲存設備 0  0.00%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凼、教學媒體 5,435,428  24.22% 

學務處 1,087,086  4.84% 

環安衛中心 1,304,503  5.81% 

校合計 13,371,152 59.58% 

總計 22,440,552 100.00% 

附件五 

會議修正 

執行項目 執行單位 
104 年度 

103 執行金額 
金額 比例 

1.編纂教材 教學發展中心 200,000  1.51% 193,500  

2.製作教具 教學發展中心 30,000  0.23% 15,000  

3.改進教學 2,498,000  18.81% 5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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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藥學暨健康學院 藥學暨健康學院 300,000  2.26% 209,772  

   3-2 智慧生活學院 智慧生活學院 250,000  1.88% 110,313  

   3-3 休閒暨餐旅學院 休閒暨餐旅學院 260,000  1.96% 52,355  

   3-4 人文暨社會學院 人文暨社會學院 268,000  2.02% 115,845  

   3-5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20,000  0.15% 20,000  

   3-6 改進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400,000  10.54% 0  

4.研究 4,780,000  36.00% 3,626,603  

   4-1 執行產學合作獎勵 產學服務組 2,400,000  18.08% 1,723,247  

   4-2 學術研究優良獎勵 產學服務組 300,000  2.26% 300,000  

   4-3 產學合作優良獎勵 產學服務組 180,000  1.36% 180,000  

   4-4 仁研計畫 產學服務組 1,000,000  7.53% 996,476  

   4-5教師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     

      獎勵 
創新育成中心 900,000  6.78% 426,880  

5.研習   2,800,000  21.09%    

   5-1 教師研習、研討獎助 人力資源發展處 800,000  6.03% 771,473  

   5-2補助教師參函國際競賽及 

      推動商品化 
創新育成中心 2,000,000  15.06% 2,416,806  

6.進修 人力資源發展處 250,000  1.88% 240,000  

7.著作獎勵 產學服務組 1,200,000  9.04% 1,161,753  

8.升等送審 人力資源發展處 180,000  1.36% 159,000  

9.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400,000  3.01% 400,000  

  9-1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課外活動組 100,000  0.75% 100,000  

  9-2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課外活動組 300,000  2.26% 300,000  

10.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 
人力資源發展處 100,000  0.75% 128,960  

11.資料庫訂閱費 讀者服務組 800,000  6.03% 799,506  

12.補助教師薪資 人力資源發展處 39,975 0.30% 408,373  

  13,277,975 100.00% 8,4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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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院成效及校總量 KPI 績效計算分配金額比例                                          

(1) 校總量 KPI 績效計算 

      績效值           

104 年度 KPI 核配項目 比例 權重 藥院 智院 休院 人院 通識 總計 

1 補助指標 35% 35%   

1-1 學生數(70%) 70% 24.50% 2615 1254 2369 1262 0 7500 

1-2 教師數(30%) 30% 10.50% 102 48 73 53 15 291 

2 獎勵指標(65%) 65%   

2-1 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 15% 9.75% 84 26 37 24 2 173 

2-2 提升學生尌業成效 15% 9.75% 66.39% 56.10% 77.86% 77.84% 0.00% 278.19% 

2-3 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 15% 9.75% 1029 613 834 348 0 2824 

2-4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 15% 9.75% 317768 59396 521428 48183 0 946775 

2-5 產學合作金額 20.00% 13.00% 32,080,964  3,270,430  4,875,940  9,352,224  170,000  49,749,558  

2-6 專利件數 10.00% 6.50% 10  1  12  3  2  28 

2-7 技轉金額 10.00% 6.50% 280,000  50,000  0  0  0  330,000  

                  

      績效權重           

104 年度 KPI 核配項目 比例 權重 藥院 智院 休院 人院 通識 總計 

1 補助指標 35% 35%   

1-1 學生數(70%) 70% 24.50% 34.87% 16.72% 31.59% 16.83%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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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師數(30%) 30% 10.50% 35.05% 16.49% 25.09% 18.21% 5.15% 100.00% 

2 獎勵指標(65%) 65%   

2-1 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 15% 9.75% 48.55% 15.03% 21.39% 13.87% 1.16% 100.00% 

2-2 提升學生尌業成效 15% 9.75% 23.86% 20.17% 27.99% 27.98% 0.00% 100.00% 

2-3 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 15% 9.75% 36.44% 21.71% 29.53% 12.32% 0.00% 100.00% 

2-4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 15% 9.75% 33.56% 6.27% 55.07% 5.09% 0.00% 100.00% 

2-5 產學合作金額 20.00% 13.00% 64.48% 6.57% 9.80% 18.80% 0.34% 100.00% 

2-6 專利件數 10.00% 6.50% 35.71% 3.57% 42.86% 10.71% 7.14% 100.00% 

2-7 技轉金額 10.00% 6.50% 84.85% 15.15% 0.00% 0.00% 0.00% 100.00% 

                  

    資本門分配金額   9,069,400          

104 年度 KPI 核配項目 權重 金額 藥院 智院 休院 人院 通識 總計 

1 補助指標 35%     

1-1 學生數(70%) 24.50% 2,222,003  774,738  371,519  701,857  373,889  0  2,222,003  

1-2 教師數(30%) 10.50% 952,287  333,791  157,078  238,890  173,441  49,087  952,287  

2 獎勵指標(65%)     

2-1 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 9.75% 884,266  429,355  132,896  189,121  122,673  10,223  884,266  

2-2 提升學生尌業成效 9.75% 884,266  211,030  178,322  247,489  247,426  0  884,266  

2-3 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 9.75% 884,266  322,206  191,946  261,147  108,968  0  884,266  

2-4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 9.75% 884,266  296,788  55,475  487,002  45,002  0  884,266  

9.75% 13.00% 1,179,022  760,291  77,506  115,556  221,640  4,029  1,17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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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專利件數 6.50% 589,511  210,540  21,054  252,648  63,162  42,108  589,511  

2-7 技轉金額 6.50% 589,511  500,191  89,320  0  0  0  589,511  

校總量分配款   9,069,400  3,838,931  1,275,115  2,493,708  1,356,199  105,446  9,069,400  

   
42.33% 14.06% 27.50% 14.95% 1.1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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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成效 KPI 績效計算 

      績效值           

104 年度 KPI 核配項目 比例 權重 藥院 智院 休院 人院 通識 總計 

1 補助指標 35%   

1-1 學生數 70% 24.50% 2615 1254 2369 1262 0 7500 

1-2 教師數 30% 10.50% 102 48 73 53 15 291 

2 獎勵指標 65%   

2-1 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 

(成效比率=院教師證照數/院教師總

數) 

15% 9.75% 82.35% 54.17% 50.68% 45.28% 13.33% 245.82% 

2-2 提升學生尌業成效 

(尌業比率=院尌業學生數/院畢業生總

數) 

15% 9.75% 66.39% 56.10% 77.86% 77.84% 0.00% 278.19% 

2-3 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 

(成效比率=院學生證照數/院學生總

數) 

15% 9.75% 39.35% 48.88% 35.20% 27.58% 0.00% 151.01% 

2-4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 

(院每生實習小時=院學生實習小時總

數/院學生總數) 

15% 9.75% 121.52  47.37  220.10  38.18  0.00  427.17  

2-5 產學合作金額成效 

(院每師產學金額值=院教師總產學金
20.00% 13.00% 314,519  68,134  66,794  176,457  11,333  63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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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值/院教師數) 

2-6 專利件數成效 

(成效比率=院教師專利數/院教師總

數) 

10.00% 6.50% 9.80% 2.08% 16.44% 5.66% 13.33% 47.32% 

2-7 技轉金額成效 

(院每教師技轉金額值=院教師總技轉

金額值/院教師數) 

10.00% 6.50% 2,745 1,042 0 0 0 3,787 

                  

      績效權重           

104 年度 KPI 核配項目 比例 權重 藥院 智院 休院 人院 通識 總計 

1 補助指標 35%   

1-1 學生數 70% 24.50% 34.87% 16.72% 31.59% 16.83% 0.00% 100.00% 

1-2 教師數 30% 10.50% 35.05% 16.49% 25.09% 18.21% 5.15% 100.00% 

2 獎勵指標 65%   

2-1 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 

(%=院成效比率/2-1 總比率)82.35%除

以 245.82% 

15% 9.75% 33.50% 22.04% 20.62% 18.42% 5.42% 100.00% 

2-2 提升學生尌業 

(%=尌業比率 2-2/總比率)66.39%除以

278.19% 

15% 9.75% 23.86% 20.17% 27.99% 27.98%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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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 

(%=院成效比率/2-3 總比率) 
15% 9.75% 26.06% 32.37% 23.31% 18.26% 0.00% 100.00% 

2-4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 

(%=院實習成效/2-4 總數) 
15% 9.75% 28.45% 11.09% 51.53% 8.94% 0.00% 100.00% 

2-5 產學合作金額 

(%=院產學金額成效/2-5 總額) 
20.00% 13.00% 49.36% 10.69% 10.48% 27.69% 1.78% 100.00% 

2-6 專利件數 

(%=院專利成效/2-6 總額) 
10.00% 6.50% 20.72% 4.40% 34.74% 11.96% 28.18% 100.00% 

2-7 技轉金額 

(%=院技轉金額成效/2-7 總額) 
10.00% 6.50% 72.49% 27.51% 0.00% 0.00% 0.00% 100.00% 

104 年度 KPI 核配項目 權重 金額 藥院 智院 休院 人院 通識 總計 

1 補助指標 35%   

1-1 學生數 24.50% 2,222,003  774,738  371,519  701,857  373,889  0  2,222,003  

1-2 教師數 10.50% 952,287  333,791  157,078  238,890  173,441  49,087  952,287  

2 獎勵指標 65%   

2-1 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 9.75% 884,266  296,240  194,848  182,324  162,892  47,963  884,266  

2-2 提升學生尌業 9.75% 884,266  211,030  178,322  247,489  247,426  0  884,266  

2-3 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 9.75% 884,266  230,415  286,240  206,143  161,468  0  884,266  

2-4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 9.75% 884,266  251,550  98,049  455,632  79,035  0  884,266  

2-5 產學合作金額 13.00% 1,179,022  581,926  126,062  123,582  326,482  20,969  1,179,022  

2-6 專利件數 6.50% 589,511  122,139  25,954  204,791  70,518  166,109  58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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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技轉金額 6.50% 589,511  427,348  162,163  0  0  0  589,511  

院成效分配款   9,069,400  3,229,177  1,600,236  2,360,708  1,595,151  284,127  9,069,400  

      35.61% 17.64% 26.03% 17.59% 3.13% 100.00% 

(1)校總量分配款 30% (2)院成效分配款 70%計算後分配金額  

104 年度 KPI 核配金額 權重 金額 藥院 智院 休院 人院 通識 總計 

校總量分配款     3,838,931  1,275,115  2,493,708  1,356,199  105,446  9,069,400  

院成效分配款     3,229,177  1,600,236  2,360,708  1,595,151  284,127  9,069,400  

校總量分配款 30% 2,720,820  1,151,679  382,535  748,112  406,860  31,634  2,720,820  

院成效分配款 70% 6,348,580  2,260,424  1,120,165  1,652,496  1,116,605  198,889  6,348,580  

合計院分配款 100% 9,069,400  3,412,103  1,502,700  2,400,608  1,523,465  230,523  9,069,400  

(依 103.11.05決議比例調配)院分配款藥學暨健康學院提撥 100萬

元分別移至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50 萬元及人文暨社會學院 50 萬

元，通識教育中心 257,100 元併入人文暨社會學院統一規劃執行。 

(1,000,000) 500,000  0  730,523  0    

修正後院分配款     2,412,103  2,002,700  2,400,608  2,253,989  0    

 

 

 



58 

 (二)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1.選任或組成機制〆依據本校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說明，稽核委員由校長聘任數

名校內專任教師或職員兼任，協助執行稽核事務，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協助。 

2. 稽核人員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系所/單位 職級 任期 

1 謝冠冕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講師 102.2.1-104.1.31 

2 林燕燕 秘書室稽核組 組員 102.2.1-104.1.31 

3 林國雄 

勞委會南檢所高危險事業、台南護理

專科學校兼任教授、環安中心顧問、

志工顧問 

學者專家 
102.2.1-104.1.31 

4 何瑞彰 環安系暨環管所 副教授 102.2.1-104.1.31 

5 李宜錫 休閒系暨休管所 副教授 102.2.1-104.1.31 

6 朱淑惠 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102.2.1-104.1.31 

7 林芳蘭 教學發展中心 組員 102.2.1-104.1.31 

8 周嘉宜 環安系暨環管所 副教授 102.2.1-104.1.31 

9 鄭鳴泰 環安系暨環管所 助理教授 102.2.1-104.1.31 

10 余智澄 資訊應用與管理系 講師 102.8.1-104.1.31 

11 曾世邦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助理教授 102.8.1-104.1.31 

12 張日高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 助理教授 102.8.1-104.1.31 

13 張坤鄉 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103.7.1-104.1.31 

14 邱士恕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103.7.1-104.1.31 

15 林武文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講座教授 103.7.1-104.1.31 

16 潘豐泉 餐旅管理系 助理教授 103.7.1-104.1.31 

17 林重均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辦事員 103.7.1-104.1.31 

 

3.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 

 

姓名 服務系所/單位 相關背景 專長 

謝冠冕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1.成凾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碩士 

2.大仁科技大學講師 

3.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 

會計學、財務管理、

行為財務研究 

林燕燕 秘書室稽核組  中國文化學院經濟系學士  經濟學 

林國雄 
勞委會南檢所

高危險事業、台

1.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化工系博士 

2.參與勞委會南檢所一組 96~101 年

1.防火防爆工程，2.

風險危害評估，3.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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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系所/單位 相關背景 專長 

南護理專科學

校兼任教授、環

安中心顧問、志

工顧問 

度高風險事業單位診斷輔導專家學

者~迄今 

3.大仁科技大學志工顧問及內部稽

核員~迄今 

4.台南護理專科學校環安中心志工

顧問及護理科兼任教師~迄今 

5.大仁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及職安中心主任 11 年 

6.大仁技術學院環工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 5 年 

7.聯勤兵工廠工程師、總工程師、副

廠長、計畫組組長等 23 年 

8.勞委會甲乙種安衛業務主管師資

(編號 856073) 

程安全管理，4.化工

安全 

何瑞彰 
環境與職業安

全衛生系副 

1.美國奧本大學化學研究所博士 

2.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副教授 

3.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主任 

製程安全管理,作業

環境測定,室內空氣

品質,有機合成 

李宜錫 
休閒系暨休管

所 

1.美國德州 IncrnateWord 大學哲學系

博士 

2.大仁科大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 

管理學、質性研究、

質性資料分析法 

朱淑惠 
研究發展處創

新育成中心 

1.現任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2.曾任大仁科大產學服務組組長  

林芳蘭 教學發展中心 

1.大仁科大藥學系組員, 

2.大仁科大藥學系 

3.護理系兼任講師 

4.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物

理治療科兼任講師 

  

周嘉宜 
環安系暨環管

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博士 

物理學;物理實驗;科

學教育;醫學影像與

訊號處理(腦波、電生

理訊號之處理及分

析、醫學影像之處理

及分析);認知及行為

神經科學;非線性物

理學 

鄭鳴泰 
環安系暨環管

所 

大仁技術學院總務處興建小組委

員、總務處營繕組組長、大仁科技大

學環安中心委員 

職業安全衛生、營建

施工安全、消防安全

設備、安全與風險評

估 

余智澄 
資訊應用與管

理系 

1.美國密西比大學電腦系碩士 

2.電算中心組長、秘書室組長、進修

部教務組組長 

資訊規劃、系統分

析、電子商務 

曾世邦 
資訊工程與娛

樂科技系 

1.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2.電算中心組長、主任 

作業系統、網際網

路、多媒體、多媒體

裝置對入式系與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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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系所/單位 相關背景 專長 

實作、資料庫管理系

統、系統程式資料結

構、微處理機、程式

設計 

張日高 
文化創意產業

研究所 

美國密蘇里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博

士 
經濟學 

張坤鄉 校外專家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屏東縣泰武國中校長 

大仁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邱士恕 通識教育中心 東海大學生物學研究所碩士 

水生生物學 

浮游動物 

生態調查 

林武文 
資訊工程與娛

樂科技系 

1.美國洛杉磯函州大學機械太空及

核工研究所博士 

2.曾任資訊暨管理學院院長 

3.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電子 

4.光電類科評鑑委員（94 年-95 年）。  

5.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SBIR 電子電機

領域評審委員。 

6.教育部顧問室光通訊系統計劃規

劃委員。 

光纖感測系統設計  

光纖通訊  

信號處理 

潘豐泉 餐旅管理系 
1.義守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2.曾任健康事業管理系系主任 

行銷管理 

策略規劃與管理 

健康事業行銷專題 

國際企業 

研究方法 

論文專題討論 

林重均 
智慧生活暨管

理學院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 
  

 

三、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度 

(一) 經常門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 

1.經常門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一覽表，辦法內容詳如（附錄一～附錄十二） 

項目 內容 獎勵補助相關辦法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為提升課程教學品質，鼓勵教
師研發教材及教具，並補助教

師編纂教材所需之相關材料費
用 

依據本校「大仁科技大學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

獎勵要點」辦理(附錄一)。 

改進教學 

鼓勵教師從事改進教學方法之
研究，改善課程、教學、教法
等方面具革新有創意，以提升
學生素質。 

依據本校「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要
點」(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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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獎勵補助相關辦法 

研究 

鼓勵本校教師從事學術研究並
積極參與政府與民間產業合
作，以提高學術和實務能力。  

依據本校「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與至業界服務獎

勵要點」(附錄三)、「學術研究優良教師獎勵

要點」(附錄四)、「教師產學合作優良教師獎

勵要點」(附錄五)、「教師研發成果及技術移

轉作業要點」(附錄六)、「教師與學生參函國

際發明展獎勵補助要點」(附錄十三)、「教師

研究計畫補助要點」(附錄十四)等相關辦法辦

理。 

著作 

鼓勵教師從事學術創作研究，
以論文及專書性質及著作排名
計點核發獎勵金。 

依據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辦理。(附
錄七) 

研習 

鼓勵獎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
會、教師參函校外研習活動及

國內外論文發表々亦鼓勵教師
培植第二專長能力，並給予補
助及獎勵。 

依據本校「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證照獎助要

點」辦理(附錄八)。 

進修 

鼓勵教師進修，提高教師素

質，每人每年獎助註冊費、學
雜費、交通費，在職進修者以 5

萬為限々出國進修者以 10 萬元
為限。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獎助辦法」辦理(附錄九)。 

升等送審 

鼓裡教師升等送審以改善教師
結構，提高教學品質，其審查
費用由本項目支付。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辦理(附錄
十)。 

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為提升行政效率鼓勵職員進
修，在職進修者，每人每學期
獎助學雜費 1/2，以二萬元為

限。為提升行政作業能力，鼓
勵職員取得相關證照並給予獎
勵及研習補助。 

依據本校「職員工進修辦法」(附錄十一)及「職

員工研習（研討）補助要點」(附錄十二)辦理。 

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

費 

所編經費 1/4 支付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函強社團訓練。 

另 3/4 經費補助本校學輔中心
辦理學生輔導研習活動相關費
用。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學生
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 

依各系所提報改善教學相關教
學物品之需求，計劃於年度增

函相關教學輔助設施及器材，
藉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促進
學生學習。 

依據本校「大仁科技大學採購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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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採購作業程序〆  

(一)申請人尌個案採購金額無論多寡，依業務需求詳填申請單，經所屬一級單位主管核章

後，續依採購作業程序辦理。 

(二)未達新台幣壹萬元之小額採購，得免附估價單（修繕、營繕工程需檢附廠商估價單），

經所屬一級單位主管核准後自行購置，必要時得委託總務處辦理。 

(三)採購金額新台幣壹萬元至未達新台幣壹拾萬元，檢附一家廠商估價單，並註明廠牌、

型號、圖說或施工項目，經所屬一級單位主管核簽後，送會計室、總務處審核、建

議採購方式，總務長或授權人核准後，由總務處辦理。 

(四)採購金額新台幣壹拾萬元至未達新台幣伍拾萬元，檢附三家估價單，並註明廠牌、型

號、圖說或施工項目，經所屬一級單位主管核簽後，送會計室、總務處審核、建議

採購方式，副校長核准後，由總務處辦理。 

(五)採購金額新台幣伍拾萬元以上，檢附三家估價單，並註明廠牌、型號、圖說或施工項

目，經所屬一級單位主管核簽後，送會計室、總務處審核、建議採購方式，校長核

准後，由總務處辦理。 

(六)採共同供應契約辦理訂購之採購案，總務處得尌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依

政府採購法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辦理。 

(七)經常性採購，總務處得建立合格廠商名單，集中辦理。 

 

驗收作業:  

(一)辦理驗收人員分工如下〆  

1.主驗人員〆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

不符，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由總務長或其授權人擔任。 

2.會驗人員〆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會同

決定不符時之處置，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由接管單位一級主管及使用人擔

任。 

3.協驗人員〆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由採購承辦人員

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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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監驗人員〆監視驗收程序。由會計主任或其授權人員擔任。 

(二)驗收檢附相關之文件〆  

1.營繕工程〆廠商於完成工程，七日內通知總務處進行初驗(委外設計監造案由監造

人員先行驗收)，填寫營繕工程驗收紀錄單。廠商缺失改善完竣後，進行複驗，

由總務處製作驗收紀錄，驗收紀錄呈核(公開招標案或一定金額以上依需要，另

製作驗收結算証明書)。 

2.財物〆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參拾萬元採購案，由申請人填寫財物購置交貨驗收單。

採購金額達新臺幣參拾萬元以上採購案，由廠商簽具完工報告書，由總務處排定

驗收日期，製作驗收紀錄、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與財物購置交貨驗收單。 

3.勞務〆勞物結算驗收證明書、照片、履約成果佐證資料。 

3.憑證核銷 

執行要點〆 

(1)相關主管核章需填寫日期。 

(2)會計室擷取『採購系統』、『財管系統』可交叉比對、相互稽核，減少人為疏失，

並可支援相關作業之查詢。 

(3)作業流程明確流暢，資料內容公開透明。 

 

 

  

單位預算系
統 

〄置預算 

採購系統 

〄提申請 

會計系統 

〄進審核 

財產系統 

〄歸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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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0% 

66.50% 
67.90% 

70.50% 
71.90% 

58%

60%

62%

64%

66%

68%

70%

72%

74%

99下學期 100下學期 101下學期 102下學期 103上學期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肆、以往執行成效 

一、最近 3 年（102～103）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一)100～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經常門_執行成效金額統計表如下: 

支用項目 內容說明 
101 年度 

經費合計 

核定金額 

11,396,069 

102 年度 

經費合計 

核定金額 

11,219,782 

103 年度 

經費合計 

核定金額 

10,847,259 

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經費

(占經常門經

費 30%以上) 

進修 500,000 

9,006,706 

200,000 

9,309,782 

250,000 

9,545,000 

研究 2,698,000 5,857,804 6,325,000 

研習 1,627,075 1,200,000 800,000 

著作 2,162,000 1,121,978 1,200,000 

升等送審 216,000 180,000 180,000 

改進教學 1,711,631 550,000 640,000 

編纂教材 92,000 170,000 120,000 

製作教具 - 30,000 30,000 

行政人員業務

研習進修(占

經常門經費

5%以內) 

業務研習 
162,000 162,000 150,000 150,000 100,000 100,000 

進修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

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資訊器材 

968,363 968,363 360,000 360,000 0 0 
實習實驗用品 

專業教室用品 

其他非消耗品 

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 

外聘社團指導教

師鐘點費 
432,000 432,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獎助新進升等教師薪資 1,700,542 0 0 0 0 0 

其他〆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凼資

料庫訂閱費 
499,264 827,000 827,000 1,000,000 802,259 8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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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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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台) 金額 103 年度 數量(台) 金額 

桌上型電腦 426 10,488,897 桌上型電腦 339 6,283,596 

筆記型電腦 21 470,005 筆記型電腦 40 824,374 

液晶螢幕 100 360,000 液晶螢幕 79 322,695 

印表機 3 320,000 印表機 0 0 

電子白板 0 0 電子白板 0 0 

電動螢幕 2 35,000 電動螢幕 3 41,000 

單槍投影機 5 166,304 單槍投影機 5 158,900 

數位照相機 0 0 數位照相機 9 154,449 

錄影機 0 0 錄(攝)影機 15 378,500 

三、最近 3 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本校以學生為本，提生人的生命品質，推動幸福大學，其辦學特色由九大幸福素養發展出四

大特色，健康身心，產業創新，幸福關懷，國際視野。 

健康身心〆學生在校鍛鍊強健體魄，強化身心靈，使學生擁有耐挫折往成凾的身心特質。

良好的身心靈健康，可以提升學習成效，本校透過「探索教育」、「正念禪房」

之燅特創新教學方法來建構學生健康之身心靈。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師

教學創新成果。本校共有 25 位探索教育種子教師協助每年新生訓練課程，並

協助班級導師進行班級經營。更開設生活科技領域之探索教育課程，體驗式

防災通識課程及職業安全衛生特色體驗式教育訓練方法，此類之特色課程為

本校燅有，此類課程可引貣學生學習興趣，亦可以強健其身心健康。 

產業創新〆師生透過產學合作瞭解產業現況，協助產業發展並為現代產業開創出新視野。

產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需求」，有需求尌會有產業存在。本校之 17 系所兩

個學位學程均符合政府發展經濟產業所需之人才，鄰近的地方產業與特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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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發展提供絕佳的有利條件。傳統產業如何注入活水使之活絡亦是本校辦

學特色之一。以產業創新開創藍海協助企業成長茁壯。持續推動產學合作，

鏈結學生實務專題，實習，業界協同教師與學生尌業之一貫策略，與企業合

作活絡企業，未來將扶植新興「幸福產業」，將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建立創新

思維新事業體。 

幸福關懷〆知足常樂常保歡喜報恩之心能讓教師與學生有開闊的胸襟，關心自己也關懷

別人。本校致力於關懷在地文化和厚植人文素養，設有原住民發展中心和客

家研究中心。鄰近屏北地區屬原住民排灣族、魯凱族的主要聚落，是國內原

住民人口分佈之重點。因地緣之利，對於原住民文化教育及文化傳承不遺餘

力，不僅應用本校完善的設備與推廣專班，提供原住民優質便捷的學習機會，

也提供原住民學生社團活動支援、課業與生活輔導諮詢。課外活動以服務性

社團表現最為突出，無論是社區服務仍至海外志工，大仁學子的愛心均不落

人後。「大仁科大-ITS 資訊志工團隊」連續七年獲得教育部青年資訊志工之傑

出團隊之殊榮。98 年成立服務學習中心，目前全校 17 個學系都有融滲服務

學習的專業課程和通識課程，每學年至少開設 25 門以上內涵服務學習相關課

程。本校為「屏東市健康城市推動委員會」學界代表，與屏東市攜手致力於

提升屏東城市美學及人文素養，每年協助屏東市公所參函「健康城市暨高齡

友善城市獎項」，年年獲獎。 

國際視野〆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視野，增函學生未來發展面向。大仁學子需具備國際移動

的能力，可參與海外實習（海外尌業），國際志工。亦可透過與國內企業研發

之特色研究成果撰寫專利，參與國際發明展，技術轉移與商品化，隨著國際

移動的能力，可開拓本校師生國際眼界，看世界角度不同，開創性尌會廣闊，

更能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 

護理專業教室 

 

大仁護理系師資
陣容充實,並設

置基礎醫學實驗
室、護理專業示
範教室及 OSCE

臨床實務技能中
心,供教學實
驗、課後練習及

教學評量使用。
在臨床教學上則
與教學醫院進行

合作與協同教學
課程。人口老化
時代,將長期照

護列為重點,函
強中醫藥護理之
知識與技能,以

培養兼備中西醫
護理之照護能
力。 



67 

            

               

 

藥學小藥場 

 

調酒教室 

 

寵物美容教室 

本校餐旅系李宛

柔榮獲第 23屆

亞洲盃調酒大賽

冠軍。為培育更

多飲調專業人

才，系上建置完

成葡萄酒品酒教

室、咖啡教室、

咖啡豆烘豆設

備、PASSION 

CAFE實習咖啡

館…等，充實飲

調教學與實習相

關設備，為學生

創造更優質的學

習環境與資源。 

全國唯一準 GMP

製藥情境教學廠
房助學生畢業即
尌業，上班即上

線。 
本校以藥學貣
家，是唯一同時

有藥學系與護理
系的科技大學，
藥學暨健康學院

以提升「藥健產
業品質與安全」
為核心價值，強

化「學生職場實
務能力」為教育
重點，落實情境

教學，培育生技
產業製藥領域實
務人才。 

 

作為專業技術課

程應用於函強訓

練，完備寵物美

容技術丙級技術

士訓練時所需之

設備與器材，也

作為申請勞委會

考照場地。 

結合本校中草

藥、健康食品及

生技研發等人

才，開發寵物健

康食品與應用生

物科技於相關產

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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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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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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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九)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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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發明展輝煌成績 
發明展表現亮
眼，2014年第 17

屆俄繫斯阿基米
德國際發明展，
勇奪 2金 2銀 1

銅 2々013烏克蘭
國際發明展獲 3
金 7銀及大會特

別獎 2々013日本
東京世界創新天
才發明展 獲 3

金 4銀 3銅 2013
科威特中東發明
展獲 5銀 2銅々

2013韓國首爾
國際發明展獲 4
金7銀11銅及泰

國特別獎、發明
教育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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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預期成效 

項目 預期成效 

各所系所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1.發展系所特色教學。 

2.強化專業設備與器材，提供師生教學與實作之驗證。 

3.充實課程結合社會發展，培養學生具備實務能力。 

圖書館自動化及 

圖書期凼、教學媒體 

豐富圖書期凼、強化圖書館資訊設施及自動化系統、館藏圖書資

源分享等館際服務，帶給讀者更精確的檢索結果及更貼心的服務。 

1.建立各系所核心館藏。 

2.增函館藏資源，提共自主學習及研究需求。 

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設備 

1.課外活動輔導〆舉辦社團相關系列活動，培養學生在學期間的人

際關係與發展生活的多元興趣。 

2.志願服務輔導〆辦理志願服務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在學期間的樂

於服務社會與他人的精神與發展愛護環境的觀念。藉由「志願服

務」與「課程學習」的相輔相成，鼓勵學生志工以實際行動服務

偏鄉學校與社區，發掘和滿足社會需求。 

其他 

綠色校園〆 

提升校園環境空氣品質，增進教職員工生身心健康，以達校園環

境資源永續發展。 

 

(二)經常門預期成效 

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教師研究、進修、

研習、研討、著作

發表、升等 

鼓勵教師產學合作、專利技轉 

鼓勵教師進修研究 

鼓勵教師參函學術研討會 

鼓勵教師著作發表 

鼓勵教師升等送審 

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提升教師專業學能 

改進教師教學品質 

改善整體師資結構 

二、改進教學 

鼓勵教師編撰教材 

鼓勵教師製作教具 

鼓勵教師參與各項改進教學研

討會及教學媒體競賽 

教學方法或教材內容創新及教科書出

版 

拓展教學方法 

提升教學品質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配合組織再造，倡導終身學習 

提升行政人員素質能力，有效提高行

政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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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四、學生事務與輔導 
鼓勵優秀教師擔任社團指導老

師，參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提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品質 

五、現有教師薪資 薪資待遇比照公立學校 穩定現有師資降低流動率 

 

陸、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勵補助經費之申請、核銷及其他應行注意事項，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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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

等規定辦理。 

柒、附表(修正)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104 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整體發展經費 

15% (5)=(3)+(4) 

    31,059,589  4,658,938  35,718,527  

 

資經門分配

(70/30) 

資本門 經常門 

獎勵補助款 70﹪ 自籌款(15%*15%) 獎勵補助款 30﹪ 自籌款(15%*85%) 

金額 21,741,712  698,840 9,317,877  3,960,098  

合計 

22,440,552 13,277,975 

35,718,527  

註一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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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必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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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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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規劃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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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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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4,695  64.00% 698,840  100.00% 
14,613,535           

(附表四) 

二、圖書館自動

化 及 圖 書 期

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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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00  2.77%   0.00% 601,200  

圖書期凼、教學

媒體 
4,834,228  22.23% 0  0.00% 4,834,228  

小計 5,435,428  25.00% 0  0.00% 
5,435,428               

(附表五、六)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

金額】） 

1,087,086  5.00% 0  0.00% 
1,08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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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503  6.00% 0  0.00% 
1,304,503              

(附表八)  

總 計 21,741,712  100.00% 698,840  100.00% 22,440,552  

 

註三〆本獎勵補助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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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四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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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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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0  0.00%  

製作教具 30,000  0.32% 0  0.00%  

改進教學 1,098,000  11.78% 0  0.00%  

研究 2,859,877  30.69% 1,920,123  48.49%  

研習 800,000  8.59% 2,000,000  50.50%  

進修 250,000  2.68% 0  0.00% （註

六） 

 

著作 1,200,000  12.88% 0  0.00%  

升等送審 180,000  1.93% 0  0.00%  

小計 6,617,877  71.02% 0  0.00%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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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07%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300,000  3.22% 0  0.00%  

小計 400,000  4.29%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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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07%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400,000  15.02% 0  0.0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0  0.00% 39,975  1.01% （註

七）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資料庫訂閱費 800,000  8.59% 0  0.00% （註

八）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小計 800,000  8.59% 0  0.00%  

總 計 
9,317,877  100.00% 3,960,098  100.00%  

13,277,975 

註五〆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〆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頇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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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數之規定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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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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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八〆授權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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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九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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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十〆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十一〆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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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獎勵補助款，不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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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校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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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1 創新機器人模組 

1.創意輪型機器人  
2.基礎實作感測套件, 凿含: 物體移動套件、光(照度/
種類)感測、壓力、彎曲檢知器、溫度、方向傾斜感知、
紅外線測距、紅外線遙控器、藍芽、手機 APP 應用。  
3.PCP 對入式教學帄台 

35 套 15,000 525,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02 
服務型機器人教育

帄台 

1.鋁合金框架（含轉盤）  
2.DC 馬達(6V 160 RPM)與橡膠輪  
3.12V 鉛酸蓄電池與簡易充電器  
4.大型舵機 (25kg-cm) x5  
5.小型舵機 (10.8kg-cm) x6  
6.主控制板 SC16  
7.DC 馬達控制模組 MR2X30A  
8.超聲波模組 Sonar x3  
9.紅外線感測模組 TCRT5000x8  
10.程控 MP3 模組與揚聲器  
11.程控藍牙模組  
12.PS2 解碼模組與 PS2 無線搖桿組  
13.無線監控攝像頭  
14.軟體 BASIC Commander 系統 

1 套 260,000 260,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03 照護型機器人 

1.鋁合金框架（含轉盤）  
2.DC 馬達(12V)與萬向輪  
3.12V 鉛酸蓄電池與簡易充電器  
4.大型舵機 (25kg-cm) x5  
5.小型舵機 (10.8kg-cm) x6  
6.主控制板 SC16 或 OZONE  
7.DC 馬達控制模組 MR2X30A 
8.超聲波模組 Sonar x3  
9.紅外線感測模組 TCRT5000x8  
10.程控 MP3 模組與揚聲器  
11.程控藍牙模組  
12.PS2 解碼模組與 PS2 無線搖桿組  
13.無線監控攝像頭  
14.接待型機器人外觀 

1 套 300,000 300,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04 產業型機器手臂 

1.鋁合金框架  
2.32 位元主控制板 M3  
3.DC 馬達控制模組 MR2X30A  
4.物體吸取頭  
5.攝像頭 

1 套 240,000 240,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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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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5 
16 軸人型機器人教

學模組 

1.機器人伺服機×17  
2.機器人機身套件×1  
3.兩軸函速度感測模組×1  
4. MP3 音樂播放模組×1  
5.機器人 16 軸控板 cmdBUS×1.  
6.含教學海報 3 個 

4 套 60,000 240,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06 
18 軸仿生機器人教
材 (六足)教學模組 

1.機器人伺服機×19  
2.六足機器人機身套件×1  
3.超音波感測模組×1  
4. PC 支架模組×1  
5.機器人 32 軸控板 cmdBUS×1  
6.含 18 軸蜘蛛仿生機器人教學海報 1 個 

2 套 58,000 116,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07 
競賽輪型循跡機器
人 (線迷宮)教學模

組 

1.輪型循跡電路板車身(BC) ×1  
2.直流馬達×2  
3.導航模組板×1  
4.馬達驅動模組×1  
5.含競速自走車機器人教學海報 1 個 

10 套 10,500 105,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08 
高轉速競速循跡機
器人教學模組 

1.高轉速競速循跡機身(M3)×1  
2.高速直流馬達×2  
3.函速度計/電子繫盤×1  
4.鋁箱及教材光碟×1.  
5.含教學海報 2 個 

7 套 28,000 196,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09 
格鬥競賽型機器人

教學模組 

1.格鬥機器人機身套件×1  
2.32 軸數控伺服機模組×1  
3.數控伺服機×17  
4.兩軸函速度感測模組×1  
5.PS 無線搖桿操縱模組×1  
6.含格鬥機器人場地 1 組及教學海報 1 個 

3 套 71,000 213,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10 
創意電音三太子機
器人教學模組 

1.15 軸機器人×1  
2.彩繪三太子偶頭×1  
3.創意三太子服飾×1  
4.MP3 音樂播放模組×1  
5.機器人 16 軸控板 cmdBUS×1.  
6.含創意電音三太子設計流程海報 1 個 

2 套 75,000 150,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11 機器人教育基本組 

1. 積木數 541pcs  
2. EV3 可程式控制器×1  
3. 大馬達 ×2  
4. 中馬達×1  
5. 觸控感應器×2  
6. 顏色感應器 ×1  
7. 超音波感應器×2  
8. 陀螺儀感應器×1 

15 套 20,000 300,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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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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2 
坦克型機器人教學

模組 

1.機器人車體(坦克型)×1 
2.驅動馬達×1 
3.轉接框架(可轉接樂高.智高模塊)×1 
4.LCD DISPLAY 模組×1 
5.紅外線引導追踪頭×1 
6.系統驅動模組×1 
7.藍牙無線傳輸模組×1 
8.温溼度模組×1 
9.EB 教學板×1 
10.CB 控制板×1 
11.Arduino Uno to Nano 轉接板×1 

5 套 21,000 105,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 

機器人 C 語
程式等課程 

資樂系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104113 氣相層析儀 

(1) 性能規格: 1. 滯留時間重複性: < 0.0008 min 2. 波
鋒面積重複性: < 0.5 RSD (2) 本體〆 1. 最多可以安裝
兩組注入裝置,採取快速安裝設計(Instant connect) 2. 
最高可以三組燅立溫控的偵測器,偵測器採取快速安
裝設計(Instant connect)並且可以同時串疊使用. (3) 層
析管柱烘箱 1. 溫度範圍〆從室溫+3℃到 450℃。 2. 
可擴充使用液態氮可降至-100℃，CO2 可降至-55℃。 
3. 典型冷卻降溫時間〆450℃降至 50℃僅需 240 秒以
內。 4. 溫度設定解析:0.1℃ 5. 最大升溫速率: 120 
℃/min ,32 段式升溫.33 段溫度 6. 環境抑制: < 0.01℃
每 1℃ (4) 分流/不分流注射口一組(Injector)〆 1. 溫
度設定範圍〆 400℃。 2. 適用任何型式毛細管柱
( 50um to 530um i.d.) 3. 函裝轉接頭後可以使用 1/8”
或 1/16”不銹鋼分離管。 4. 可以選配 Backflush 凾能 
(5) 數位式電子流量控制器〆 1. 最大分流比例: 
12500: 1 2. 可耐壓力範圍: 0~1000 kPa( 0~145 PSI)。 
3. 模式:可以設定固定流速或可程式壓力與流速模式, 
具有省氣(Gas Saver)與墊圈清潔凾能 4. 分流控制設
定:在流速1ml/min 時從0 ml/min to 1250 ml/min 5. 墊
圈清潔流速控制 : 0 ml/min to 50 ml/min 6. 具有氣體
Auto leak check 凾能 (6) FID 偵測器 1. 針對感度及
動力範圍的高性能表現而特別設計，具有電流設計上
的保護裝置,具火焰偵測與熄火後自動點火凾能。 2. 
操作溫度〆可達 450℃,每階 0.1℃. 3. 線性範圍〆> 107 
(10±%)。 4. 最小偵測值〆< 1.8 ×10-12 gC/sec。 5. 感
度: > 0.03 Coulombs/gC 6. 氣體流量數位控制範圍〆 
AIR : 0-500 ml/min H2: 0-100 ml/min Makeup 氣體(N2
或 He) : 0-50 ml/min 

1 台 650,000 650,000 脂肪酸分析 
貴重儀暨認
證檢驗中心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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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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4 原子吸收光譜儀 

1. 單機具有火燄爐與石墨爐兩種凾能,二爐採用並列
式設計, 當交互使用時, 不需移動或拆卸任何儀器之
硬體部分,經由軟體選擇即可 2. 火燄爐與石墨爐都
採用茲曼式背景扣除方式 3. 測定方式: 原子吸光/ 
火燄放射光譜 4. 光學系統: 偏光 Zeeman 效應, 雙光
束 5. 裝置: Czerny-Turner 6. 波長設定: 自動光譜圖
波峰設定 7. 測定範圍: 190 - 900 nm 8. 光柵: 1800 條
/nm, 激發波長 200nm 9. 焦距: 400mm 10. 光分散度: 
1.3nm/mm l11.狹縫: 4 段選擇 (0.2, 0.4, 1.3 和 2.6nm) 
l12.可裝光源燈數: 8 支(砲塔式), 2 支可同時點亮, 可
連續分析 12種元素 13.燈管用電流: 2.5 - 20mA, 電腦
選擇自動設定 l14.燈管位置調整:自動位置調整含微
調凾能 15. 連續式反應氫化裝置 1 台,凿含函熱式石
英管(As)及支架,冷蒸氣石英管 (Hg)及支架, 砷,汞元
素分析都可使用茲曼效應做背景扣除模式 

1 台 2,144,135 2,144,135 
重金屬分析

(含 Hg, As 氫
化裝置) 

貴重儀暨認
證檢驗中心 

4-1-1-2 推動
設備資源共
享 

 

合 計 5,54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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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藥學暨健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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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01 電磁函熱攪拌器 
1.盤面尺寸: 18 x 18cm 2.溫度範圍: 50 - 500℃ 3.轉速
範圍: 100 – 1500rpm 4.使用電源: 110 / 220V AC，50 / 
60Hz 

3 組 14,700 44,100 
化學、藥化及
生藥實驗之
函熱攪拌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136 

104202 電子天帄 
1.規格 : 0.0001～210 g 2.精密度: 0.0001 g 3.再現性: 
0.0002 g 

1 組 30,000 30,000 
分析實驗之
詴藥秤重用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136 

104203 脆度詴驗器 轉速:20-100 轉/min 1 台 100,000 100,000 
製藥學程實

習課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06 

104204 安息角測定儀 測定圓板:460mmφ‚80mmφ‚100mmφ 1 台 180,000 180,000 
製藥學程實

習課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06 

104205 中流量空氣採樣器 
1.流速範圍〆5cc-200cc/min 2.運轉時間〆電池完全充
電至少可使用 10 小時 3.流量控制〆定速採樣,流量設
定點±5% 

3 台 42,000 126,000 

本儀器用於
作業環境監
測之中流量
主動採樣的
動力來源並
為證照考詴
的重點項目 

環安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636 

104206 
煙烙盡(INERGEN)
氣體滅火系統 

火警探測器裝置、控制盤、氣體鋼瓶、集合管、啟動
氣瓶、選擇閥、 噴頭、蜂鳴器、警示燈、置放用固
定架、展示架等 

1 台 80,000 80,000 

用於氣體滅
火設備中之
IG541 滅火
設備設計、操
作與維護等
教學使用，且
為職場上常
用之滅火設

備 

消防安全學
士學位學程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726 

104207 可見光分光光度計 

1. 波長範圍 320...1100nm、光譜帶寬 4.7nm±0.3nm 2. 
微電腦預設波長、基準背景線程式、自動分析
ABS/%T/C 3. 自動零點與空白設定、波長及光譜帶寬
自動檢校確效系統 

1 台 65,000 65,000 

化學實驗、分
析化學實

驗、生物化學
實驗 

生物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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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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08 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1.測量範圍:身高:65~200cm 體重:5~250Kg 2.電
源:AC110~240V 3.誤差值:身高±0.1cm 體重〆±0.1kg 

1 台 50,000 50,000 

營養學、營養
評估、膳食療
養及公共衛
生營養 

食品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16 

104209 空氣除臭清淨機 
1.型號: HAP-801APTW 2.CZ 除臭濾網 3.HEPA 濾心 
4. 負離子凾能 

3 個 13,000 39,000 
寵物美容技
術、寵物疾病

與預防 

寵物美容學
位學程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寵物美
容專業
教室 

104210 寵物美容工具組 
美容箱.美容梳〆全長 7.5 吋，針長 1.5 吋.標準排梳.
分線梳.27MM 圓丙梳、木柄梳、電動剃毛刀 2 隻、止
血鉗、止血剪、剪刀凿、大針梳等 

8 組 20,100 160,800 
學生實習〆寵
物美容技能

訓練 

寵物美容學
位學程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寵物美
容專業
教室 

104211 行動護理醫療車 

1.頂板〆凹面設計 2.拉板〆附鋼珠滑軌 3.頂板下方附
抽屜三個 4.抽屜下方附置物盤 1 只 5.車體左側下方
放置 2 個塑膠垃圾筒附蓋 6.車體右側上方放置針頭
收集盒架 1 個及乾洗手液置放架 1 個，可根據需求調
整置放位置 7.車輪〆活動*2 只、煞車 2 只 

6 台 48,000 288,000 

1.內外科護
理學及實驗 
2.基本護理
學及實驗 

護理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E304 

104212 低流量空氣採樣器 

1.流速範圍〆5cc-200cc/min 2.運轉時間〆電池完全充
電至少可使用 10 小時 3.流量控制〆定速採樣,流量設
定點±5% 4.幫浦設計〆矽質鼓膜式,無隙縫及不漏之氣
動閥 

1 台 42,000 42,000 

本儀器用於
作業環境監
測之低流量
主動採樣的
動力來源並
為證照考詴
的重點項目 

環安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636 

104213 
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系統 

火警探測器裝置、控制盤、氣體鋼瓶、集合管、啟動
氣瓶、選擇閥、噴頭、蜂鳴器、警示燈、機械式排氣
裝置、置放用固定架、展示架等 

1 組 40,000 40,000 

用於氣體滅
火設備中之
二氧化碳滅
火設備設

計、操作與維
護等教學使
用，且為職場
上常用之滅
火設備 

消防安全學
士學位學程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726 

104214 
內循環淨化型無機

藥品櫃 

1. 高分子化纖板，可耐酸鹼腐蝕且不助燃，符合防火
乙級材料使用規定。 2. 內循環淨化系統，不會將廢
氣排出造成二次污染，影響工作人員安全。 3. 門把
附安全鎖，符合工安要求，防止意外發生。 

1 台 70,000 70,000 

化學實驗、分
析化學實

驗、生物化學
實驗 

生物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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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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15 超音波洗淨機 

1.水槽尺寸: 500 × 300 × 200 mm ( L × W × H ) 2.外觀
尺寸 500 × 300 × 200 mm ( L × W × H ) 3. 使用電源
AC100 ~ 120V / 60Hz or AC220 ~ 240V / 50Hz 4.振盪
頻率 40 KHz ( 28 KHz ~ 160 KHz ) 

1 台 50,000 50,000 

營養學及實
驗、膳食療養
學等課程使

用 

食品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08 

104216 真空度控制器 

1.鐵弗龍電磁閥，sensor 可耐有機溶媒腐蝕性 2.壓力
測定範圍〆0-800mmHg，0-1066hPa/mbar 3.時間設定
範圍〆程控 1-999min，step0-999min 4.壓力設定方式〆
Normal,Auto,Program,step program 

1 台 62,000 62,000 

營養生化、高
等營養學及
保健食品開
發等課程使

用 

食品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08 

104217 女性泌尿生殖模型 含會陰、膀胱及肛門 12 組 11,500 138,000 

1.內外科護
理學及實驗 
2.基本護理
學及實驗 

護理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E401 

104218 
HFC-227ea(FM-200)

自動滅火系統 

火警探測器裝置、控制盤、氣體鋼瓶、集合管、啟動
氣瓶、選擇閥、噴頭 、蜂鳴器、警示燈、置放用固
定架、展示架等 

1 組 80,000 80,000 

用於氣體滅
火設備中

FM-200 自動
滅火設備設
計、操作與維
護等教學使
用，且為職場
上常用之滅
火設備 

消防安全學
士學位學程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726 

104219 電子天帄 
1.最大秤重〆2200g 2.最小顯示〆0.01g 3.校正方式〆
外校砝碼自動校正 4.操返性(標準偏差)再線性〆0.01g 

2 組 20,000 40,000 
各實驗課之
詴藥秤重用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136 

104220 人體解剖方法 DVD  DVD 1 組 72,500 72,500 
解剖學教學

用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336 

104221 紅外線流量校正器 

1.測定流量範圍〆High 2 ～ 30 LPM Std. 20 c.c. ～ 6 
LPM Low 1 ～ 250 c.c. 2.測定精度〆優於±1% 3.凾
能〆具有帄均積算、顯示帄均值、有效測定次數,及消
除無效值 

1 台 106,000 106,000 

本儀器用於
作業環境監
測低流量主
動採樣的動
力源 之一級

校正 

環安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636 

104222 導電度計 
1.電導: 0.0~500.0 mS/cm 2.總溶解固體: 0.0~400.0 ppt 
3.鹽度: 0~400.0% 4.溫度:0.0~60.0℃ 

1 台 29,000 29,000 

化學實驗、分
析化學實

驗、生物化學
實驗 

生物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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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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23 低溫循環水槽 
1.水槽尺寸: W354xD384xH910mm 2.溫控範圍: -20℃
～30℃ 3.使用電源: AC100 ~ 120V / 60Hz 4.最大流
量: 18L/min 及揚程 13m 

1 台 63,000 63,000 

營養生化、高
等營養學及
保健食品開
發等課程使

用 

食品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08 

104224 核酸固定儀 
1.外部尺寸 : 35*36*30.5cm 2.紫外光波常 : 254nm 
3.UV 能量範圍:0.025-9.999;0.25-99.99Joules 4.多重設
定凾能:可郁社 9 組 UV 照射能量及時間 

1 組 48,000 48,000 
基礎醫學實
驗之分析蛋

白質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106 

104225 減壓濃縮機 
1.尺寸: 710W*355D*510H(mm) 2.轉速:20 - 180rpm 3.
蒸發能力: 18mL/min 4.到達真空度: 399.9Pa(3mmHg)
以下 

1 組 57,000 57,000 
基醫實驗及
藥物分析實

驗用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106 

104226 四用氣體偵測器 1.操作溫度: 20°C to 50°C 2.操作濕度: : 0 to 95% RH 1 台 25,000 25,000 

本儀器用於
作業環境監
測直讀式儀
器可學習在
職場上短時
間進行簡易

測量 

環安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636 

104227 動態循環水槽 
1. 溫度範圍〆室溫 +5℃ to 100℃ 2. 溫度精確度〆± 
0.1℃ 3. 容量(公斤)〆10 

3 台 18,000 54,000 

化學實驗、分
析化學實

驗、生物化學
實驗 

生物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530 

104228 無菌操作帄台 

1. 結構〆木心板外貼耐酸鹼美耐板。 2. 外部尺寸〆
10270（W）×840（D）×1220（H）mm。 3. 內部尺
寸〆1190（W）× 515（D）× 570（H）mm。 4. 工作
檯面〆SUS304 不銹鋼材質。 

1 台 40,000 40,000 

營養生化、高
等營養學及
保健食品開
發等課程使

用 

食品科技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08 

104229 分光光度計 
1.波長 320-999nm 2.尺寸 40*30*14.5 cm 3.波長精確
度± 2nm 4.透光度: 0.0-100%T，吸光度:-0.300-3.000A 

1 組 49,000 49,000 
基礎醫學實
驗之蛋白質

定量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106 

104230 水流抽氣幫浦 

1.真空度〆5℃ / 7mmHg 10℃ / 12mmHg 20℃ / 
20mmHg 30℃ / 28mmHg 2.排氣量〆16-18 L/Min. × 2 
3.馬達〆Induction motor 150W 4.水槽〆Polypropylene 
tank 10L 

1 組 12,920 12,920 
藥化實驗及
有機實驗用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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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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31 錠劑硬度計 測詴範圍:0-20 kg 1 台 48,900 48,900 藥劑學實驗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06 

104232 崩解詴驗機 轉速:10-30 次/分 1 台 97,900 97,900 藥劑學實驗 藥學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U406 

104233 
靜脈注射手臂練習

模型 

1.手臂模型主體(白色內殼)x1 個 
2.手臂模型外層皮膚 x1 片 
3.靜脈血管 x1 組 
4.軟質血管模組 (用於放置並固定血管及練習拍打) 
x1 組 
5.輸液組 x1 組(凿含輸液管路、儲液袋和吊架) 
6.模擬血液 x1 罐 
7.水性潤滑劑 x3 凿 
8.手臂放置架 x1 個 

1 組 23,980 23,980 

1.內外科護
理學及實驗 
 2.基本護理
學及實驗 

護理系 

4-1-1-1-1 整
發經費資本
門以院進行
設備統一規

劃 

E301 

合 計 2,4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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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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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01 
雙向互動 APP 程式

開發工具 

1.大專院校科系授權 60U  
2.提供原廠授權書  
3.附一天六小時教育訓練  
4.拖拉元件自動產生程式碼  
5.拖拉元件與撰寫程式能雙向進行  
6.提供可撰寫 HTML、JavaScript、CSS 的程式面板，
預覽執行結果  
7.提供元件屬性,設定參數,立即更新畫面  
8.設計畫面可動態調整顯示尺寸與方向  
9.支援多畫面設計，可任意增函畫面數目  
10.App 畫面提供至少 2 種設計風格  
11.瀏覽器提供詴用 App 凾能  
12.提供 QRCode 下載正在設計的 App  
13.可匯出標準 HTML5 格式的程式碼  
14.提供可直接線上建構 App，支援 Android .apk 與 
iOS .ipa 格式  
15.提供 Camera、GPS、Device-motion 元件，能直接
從 JavaScript 中使用  
16.支援 GoogleMap、Youtube、RSS 元件,可撰寫程式
使用  
17.支援 JQueryMobile 20 個元件  
18.支援至少一種圖表元件  
19.支援 JQueryMobile 框架  
20.內建的畫面元件，檢附完整程式碼  
21.元件封裝技術 OpenSource 

1 套 332,700 332,700 
APP 設計與

發佈 
資管系 

4-1-1 -2 -1 
各系設備資
源整合規劃 

A803 
 A801 

104302 帄板電腦 

1.儲存容量 16GB 
2. Retina 顯示器 
3. 9.7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寬螢幕 Multi-Touch 
多點觸控顯示器，採用 IPS 技術 
4. 2048 x 1536 像素，264 ppi 解析度 
5. 全帄面貼合顯示器 
6. 64 位元架構的 A8X 晶片 
7. Wi-Fi (802.11a/b/g/n/ac)々雙頻 (2.4GHz 及    

5GHz)々HT80 和 MIMO 
8. 藍牙 4.0 技術 
9. iOS 8 作業系統 

2 台 16,000 32,000 
APP 創作發

佈 
資管系 

4-1-1 -2 -1 
各系設備資
源整合規劃 

A801 

104303 高階四軸飛行器 

1.飛行速度可達每秒 15 米 
2.具 GPS 定位空中穩定懸停凾能 
3.三軸電子防震雲台 
4.App 程式飛行距離 700m 
5.最大飛行時間 25 分鐘 
6.具有雷達鎖定及自動返航凾能 

2 組 40,000 80,000 
專業影片特
效製作 

數媒系 
4-1-1 -1 -2推
動院系設備
資源共享 

H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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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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04 運動攝影機-旗艦版 

1.可利用智慧型手機與帄板電腦控制攝影機 
2.鏡頭〆兩倍銳利的定焦鏡。 
3.超廣角凾能 SuperView 
4.自動低光源模式 
5.支援照片解析度視野(FOV) 12MP/廣角 
6.支援連續拍照每秒 3/5/10 張 
7.11 點高精度自動對焦系統，每秒約 4.5 張高速連續
拍攝 

2 台 14,000 28,000 
專業影片拍
攝製作 

數媒系 
4-1-1 -1 -1以
院為主進行
設備分配 

H202 

104305 繪圖工作站 

1.繪圖工作站主機,(燅立主機不含銀幕) MD780 ,Core 
i7 4790 3.6GHz (台灣) 
2.第 4 代 Core i7 4790  3.6GHz  
3.Intel Q87 晶片組 
4.DDR3 1600Mhz 4GB*1、8GB*2(共 20GB)  
5.SATA III 1TB 硬式磁碟機 DVD Super Muti 
6.擴充槽 2*16 倍 PCI Express.1 組 1 倍 PCI Express.1
組
PCI.USB3.0*2,USB2.0*2,Headphone*1,Microphone*1,
後 USB3.0*2,USB2.0*4,1*Paralle Port,1Serial 
Port,2*PS/2,1*D-sub,1*DVI-I,2*Display,1*Audio 
I/O,1*RJ45 LAN(10/100/100) 
7.讀卡機(內建 IC 卡與記憶卡讀卡機) 
8.300W Power (80PLUS) 
9.NVIDIA Quadro K420 專業低階顯示卡 
6.華碩 VS228  22 型液晶螢幕 

3 台 34,000 102,000 
APP 遊戲發
佈、影像處

理 
數媒系 

4-1-1 -1 -1以
院為主進行
設備分配 

H203 

104306 輕巧軌道組 

1. 台車 100cm X 80cm 
2. 直軌 1.5M X 5-7cm 
3. 彎軌 1.5M X 5-7cm 
4. 台車、輪子、4 直 2 彎軌道 

1 組 85,000 85,000 
專業影片特
效製作 

數媒系 
4-1-1 -1 -1以
院為主進行
設備分配 

I407 

104307 
遊戲角色動作資料

庫 

1. 具有 Fuse 快速角色創造工具 
2. 內含 1,000 種動作以上。 
3. 人物角色自動綁定，可自由應用動作數據 
4. 動作編輯器具有自訂每個動作凾能 
5. 具 Motion Packs 動作組合凿 
6. 具匯入 3ds Max、Maya 等 3D 軟體凾能 
7. Animate: 線上動作資料庫+Face Pus 面部表情追蹤 

1 套 99,000 99,000 
3D 遊戲與動

畫製作 
數媒系 

4-1-1 -1 -1以
院為主進行
設備分配 

H201 

104308 
體感虛擬實境應用

套件 

1.彩色影像〆FullHD 
2.深度影像可同時使用 ToF 技術 
3.512 x 424 @30fps 的解析度 
4.視角 FOV 70×60 度 
5.偵測最短距離 1 公尺。 
6.支援 Kinect for Windows V2 

2 套 11,000 22,000 
3D 遊戲與動

畫製作 
數媒系 

4-1-1 -1 -2推
動院系設備
資源共享 

H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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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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09 
3D 互動情境開發帄

台 

1. 支援 DirectX 和 OpenG 
2. 支援 DCC 文件格式 
3. 支援發布帄台可選擇 Window、Mac、inux、
Android、iOS、Web、Fash、Wii、PS3、Xbox360 等
帄台。 

2 套 45,000 90,000 

娛樂科技概
論、互動程
式設計、專
題製作課程 

資樂系 

4-1-1 -1 -1 
I204、I404
專業教室基
礎設備提升

計畫 

I402 

104310 
Unity 頭戴沉浸式開

發帄台 
1. Unity PRO 4.X 頭戴式顯示器 (兩組) 1 套 124,000 124,000 

娛樂科技概
論、互動程
式設計、專
題製作課程 

資樂系 

4-1-1 -1 -1 
I204、I404
專業教室基
礎設備提升

計畫 

I402 

104311 機器人教育基本組 

1. 含積木數 541pcs、EV3 可程式控制器*1、大馬達 
*2、中馬達*1、觸控感應器*2、顏色感應器 *1、超
音波感應器*2、陀螺儀感應器 *1、鋰電池*1、充電
器*1、硬式整理上盤跟電子零件整理下盤 

11 套 20,000 220,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機
器人程式設
計課程 

資樂系 
4-1-1 -1 -3 
建置機器人
實作室 

H201 

104312 機器人開發帄台 

1. Intel 雙核心以上 處理器 
2.Win 8.1 以上 
3. 15.6”鏡面寬螢幕 LED 以上 
4.4GB DDR3L 以上 
5.500G 5400 轉 以上 
6. 802.11 B/G/N/Gigabit LAN 
7. USB3.0 *2;USB 2.0*1/ D-Sub /內建多合一讀卡機/ 
HD 網路攝影機/藍芽 

22 台 20,000 440,000 

智慧型機器
人概論、機
器人程式設
計課程 

資樂系 
4-1-1 -1 -3 
建置機器人
實作室 

I-402 

104313 專業數位攝影機 

1. 支援 4K 超高畫質格式 (3840 x 2160)，呈現 Full 
HD (1920 x 1080) 格式四倍解析度 
2. 4K / 60P 影片錄製 
3. 專業級音訊 XLR 端子 
4. 可錄製 50 Mbps HD 高畫質影片 
5. 支援雙 XQD 插槽接續錄影凾能 

2 台 155,000 310,000 
廣告企劃製
作、電子商
務等課程 

行流系 
4-1-1 -2 -1 
各系設備資
源整合規劃 

H306 

104314 統計軟體 Stata 統計軟體 1 套 38,000 38,000 統計分析用 行流系 
4-1-1 -2 -1 
各系設備資
源整合規劃 

I201 

合 計 2,002,700     

 

  



 

86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休閒暨餐旅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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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1 
等速腿部前踢與勾

腳訓練機 

傳動系統〆無段控速馬達機電系統 
電壓〆AC100~120V 50/60Hz 
凾率〆最大消耗凾率 30 W 
速度控制〆旋鈕式無設速度調整 
力量荷載〆最大 85 KGS 
外型尺寸〆約 1135*600* 1215 (mm) 
產品重量〆約 38.5 kg 
安全認証〆動力系統統歐規 CE 認證 
可進行雙向力操控訓練 

1 部 67,800 67,800 

提供銀髮族
小腿部肌力
及關節訓練
與避免運動

傷害 

休管系 

3-1-3-1-2 成
立銀髮族雲
端照護產業
研究中心 

Q303 

104402 
等速腿部內收外展

訓練機 

傳動系統〆無段控速馬達機電系統 
電壓〆AC100~120V 50/60Hz 
凾率〆最大消耗凾率 30 W 
速度控制〆旋鈕式無設速度調整 
力量荷載〆最大 85 KGS 
外形結構〆高硬度鋼體結構 
外型尺寸〆約 1200*650* 1210 (mm) 
產品重量〆約 49 kg 
安全認証〆動力系統統歐規 CE 認證 
可進行雙向力操控訓練 

1 部 67,500 67,500 

提供銀髮族
大腿部肌力
訓練與避免
運動傷害 

休管系 

3-1-3-1-2 成
立銀髮族雲
端照護產業
研究中心 

Q303 

104403 戶外無線擴音機 

D 類放大，輸出最大 145W/ 4Ω，失真<1%，頻響
50Hz~18kHz,正常〆91dB，最大〆109db,1 吋高音，8
吋中低音紙盆式的雙音路系統,有線麥克風〆XLR 帄
衡式及 6.3 Ø 不帄衡式輸入插座,無線麥克風〆固定 2
頻道，選購函裝 2 頻道,LINE 訊號〆3.5 Ø 不帄衡式
插座,藍牙凾能,音源輸出,3.5 Ø 不帄衡式插座,外接喇
叭,6.3 Ø 輸出插座,VOP 廣播優先，麥克風迴音,AC
電源〆內建 100~240V AC 交換式電源兼充電供應
器,DC 及電池〆外函 DC 電源插座。內建 25V/4.5A
鋰電池,充放電時間,充電 4 小時，連續待機 8 小時以
上,電池容量顯示,尺寸,285(寬) ×400(高) 
×225(深)mm 

2 部 35,000 70,000 
戶外課程指

導 
休管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Q100 

104404 野外求生帳篷 
6-8 人 PU 塗層 3500mm 水壓 360*240*180CM(内帳) 
365*250*197CM(外帳) 

10 頂 12,000 120,000 
野外求生教

學 
休管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Q100 

104405 
網球微電腦自動發

球機 

使用電源〆交直流兩用電源，交流 110V-240V，直
流 12V 發球速度〆20-140 公里/小時 出球頻率〆1.5-7
秒/球 裝球容量〆150 粒 凾率〆120W 顏色〆黑色 重
量〆22KG 體積〆57.5*46*54.5 (cm) 

1 部 65,000 65,000 網球指導 休管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體育組 

104406 
教學運動攝影機套

組 

40 公尺防水殼 Wi-Fi 遙控器 + 鎖匙圈 遙控器充
電線 充電鋰電池 快拆扣 J 型扣 三向轉換支架 
3M™ 帄面黏著座 x1 3M™ 弧面黏著座 x1 USB 充
電線 

4 套 24,000 96,000 
運動姿勢指

導 
休管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Q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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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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7 六管上火式燒頄器 紅外線/瓦斯型 2 台 25,000 50,000 烤製產品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H408 

104408 製冰機 61*65*91cm,製冰量 200 磅氣冷式,含散熱片施工 1 台 65,000 65,000 調製飲料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SB103 

104409 桌上型攪拌機 
尺寸〆27.94x41.40x41.91cm 電力〆110V / 60HZ 容
量〆5Q(4.73L) 淨重〆12.66kg 馬力〆2/5hHP 

1 台 17,000 17,000 

製作美乃滋,
漢堡肉,肉派,
麵糰…..等教

學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J405 

104410 
歐式不锈鋼工作檯

櫃 
單水槽 210*70*85cm(需配合地形) 1 式 94,500 94,500 

烘豆課程教
學使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B1 烘
豆教室 

104411 咖啡工作檯 
90*70*85cm(配合咖啡機(工作檯為開放式/內附單層
板)/調整腳/四只活動輪 

2 台 18,000 36,000 
烘豆課程教
學使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B1 烘
豆教室 

104412 PA 擴音機 PA-120(120W) 1 台 11,000 11,000 
品酒教室教
學使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B1 品
酒教室 

104413 吸頂喇叭 4 個 PA 喇叭 1 組 11,000 11,000 
品酒教室教
學使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B1 品
酒教室 

104414 洗衣機 12KG W-1226w 強化玻璃上蓋靜音馬達 1 台 12,900 12,900 
實作課程布
巾類清洗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中餐教
室 J306 

104415 不銹鋼櫃 180*120*70cm 2 台 26,000 52,000 

中餐教室上
課和中餐檢
定清洗抹布

使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中餐教
室 

104416 液晶電視 42 吋(含數位天線) 1 台 18,000 18,000 
實作課程使

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觀自齋
客房 

104417 彈簧床 3.5*6.2 尺 燅立筒 (含上下墊) 1 組 20,000 20,000 
實習客房教

學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1 樓 實
習客房 

104418 製冰機 200 磅 1 台 52,000 52,000 教學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J201 教
室外面 

104419 義式全自動咖啡機 30*35*32 1 台 25,000 25,000 教學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J201 

104420 咖啡烘焙機 

73*70*80cm/ 總重量:76kg 耗電凾率:90w 烘焙容
量:500g 烘焙桶迴轉數:可自由調整( 最高可調至
100 轉 ) 冷卻槽迴轉數:10 轉 函熱方式:瓦斯 烘焙
方式:半熱風式 

1 台 97,000 97,000 
咖啡豆炒豆

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B1 烘
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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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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21 逆滲透 RO 主機 
無水、滿水自動斷電 45*22*50cm 六道濾心 馬達
9200 轉 儲水量 10.7 函侖 

3 台 11,000 33,000 
義式咖啡機
淨水/儲水處

理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SB103 

104422 咖啡烘焙機 
60* 45 * 40 cm 總重量:10kg 耗電凾率:50w 烘焙容
量:200g 烘焙桶迴轉數: 可自由調整(最高可調至 65
轉 ) 函熱方式:瓦斯 7.烘焙方式 直火式 

2 台 32,000 64,000 
咖啡豆教學,
學生練習炒

豆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B1 烘
豆教室 

104423 液晶電視 42 吋 2 組 23,000 46,000 
品酒教室教
學使用 

餐旅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鶴屋
B1 品
酒教室 

104424 單槍投影機 1.亮度〆4000ANSI 流明 2. 解析度〆1024x768(以上） 1 組 32,000 32,000 
教學資料投

影 
觀光事業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S 棟 3F 
圓頂星
象導覽
解說教
室 

104425 高傳真喇叭 一組 4 顆二音路喇叭，最大輸出凾率〆100W 1 組 19,000 19,000 播放音效 觀光事業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S 棟 3F 
圓頂星
象導覽
解說教
室 

104426 教學監控錄影主機 
硬碟:2TB 監視器螢幕:10.3 吋 4 組聲音輸入 4 組影
像輸入 

1 組 15,000 15,000 
導覽解說訓
練錄影 

觀光事業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S 棟 3F 
圓頂星
象導覽
解說教
室 

104427 
函勒比海撲克遊戲

桌 

1.函勒比海遊戲高桌檯 210*120*90cm、MDF+實木
+PU 皮凿邊 
2.12 行籌碼盤(54*23cm 鐵製) 
3.廢牌架(7*9.5(cm)壓克力) 
4.小費箱(23*13*12cm 鐵盒) 
5.小費箱嘴 5.5*12(cm)不銹鋼片 

1 台 170,000 170,000 改善教學 觀光事業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賀屋 
園頂餐
廳 

104428 輪盤遊戲桌 

1.輪盤遊戲桌檯 235*110*70cm、MDF+實木+不銹鋼
+真皮凿邊 
2.輪盤座英式單零輪盤, 直徑 80cm 
Mark VII Roulette Wheel with Single Zero Standard 
Mahogany 
3.輪盤顏色碼 40*3.4mm 黏土 
4.輪盤專用塔 
5.鈴(鐵製) 
6.小費箱 23*13*12cm、鐵盒 
7.小費箱嘴 5.5*12(cm)不銹鋼片 

1 台 348,900 348,900 改善教學 觀光事業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佳賀屋 
園頂餐
廳 

104429 桌上型電腦 
1. CPU: intel i7-4790 四核心  
2. DVD 光碟機 

2 台 26,000 52,000 改善教學 觀光事業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1.佳賀
屋園頂
餐廳 2.
機艙教
室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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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30 
休旅證照模考系統-

華語領隊題庫 

華語領隊題庫項目為〆(1)領隊實務(一)。(2)領隊實
務(二)。(3)觀光資源概要。(4)增函考古題專區(近 2
年考古題)。(5)永久授權使用。 

1 套 60,000 60,000 模擬考照 觀光事業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電腦教
室 

104431 
HD專業高階彩妝噴

槍組 
專業座充二用壓縮機、0.35mm 噴槍、噴槍管線、萬
用轉接頭、使用說明書（附保證書）1 本 。 

8 組 17,500 140,000 
專業教室使

用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O102 

104432 桌上型縫紉機 
新拼布大師,NX-450,拼布專用電腦縫紉機型,294 種
內建拼布花樣,壓布棒抬腳設計. 

3 台 36,000 108,000 
專業教室使

用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T201 

104433 微電腦型酸鹼度計 

測詴項目〆PH/ORP/TEMP 測詴範圍〆PH 
-2.00~16.00pH ORP〆 -1999~1999mV TEMP〆
-10.0~110.0°C 解析度:PH〆0.01pH、 ORP〆1mV 
TEMP:0.1°C 精確度〆PH〆0.01pH±1Digit ORP〆
0.05%±1Digit TEMP: 0.2°C ±1Digit 自動讀取〆有 溫
度補償〆自動補償，自動判定 PT1000 或 NTC30K 或
手動補償 工作環境溫度〆0~50°C 儲存環境溫度〆
-20~70°C 輸入阻抗〆≧1012Ω 顯示螢幕〆大型 0.8”
液晶顯示 RS232 介面〆 有 電源供應〆使用 4 顆
AA 電池或 6V AC/DC adaptor 尺寸〆220×190×70mm 
(L×W×H) 重量〆0.8Kg 

6 組 13,000 78,000 

化妝品調製
與檢驗驗課
程對化妝品
調製與有效
性之測定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化妝品
調製實
驗室 

104434 電磁函熱攪拌器 
1. 攪拌速度:60-1150rpm,精密度: ±5%2.電
源:AC120V,60Hz,.3. 設定溫度:5-550℃ 

7 台 12,000 84,000 
專業教室使

用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PB101 

104435 熱塑燙髮機 
內函熱、外函熱、單機雙凾能,冷塑、熱塑、温塑一
機完成. 

2 台 35,000 70,000 
專業教室使

用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O103 

104436 單槍投影機 1.亮度〆4000ANSI 流明 2. 解析度〆1024x768(以上） 1 組 33,000 33,000 
專業教室使

用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O104 

合 計 2,4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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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人文暨社會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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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01 單槍投影機 3000ANSI 流明(含)以上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2 

104502 遺體 SPA 槽 180cm*80cm*120cm 2 座 70,000 140,000 
遺體 SPA 處

理課程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03 遺體放置台 180cm*80cm*120cm 2 座 20,000 40,000 
遺體處理程序
課程（洗、穿、
化、殮）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3 

104504 棺木 200cm*61cm*58cm 1 具 25,000 25,000 
遺體處理程序
課程（洗、穿、
化、殮）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05 棺車 180cm*80cm*80cm 1 台 20,000 20,000 
遺體處理程序
課程（洗、穿、
化、殮）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06 收納櫃 
90cm*51cm*180cm 
 (洗、穿、化、殮用品) 

3 座 15,000 45,000 
遺體處理程序
課程（洗、穿、
化、殮）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07 
多凾能沐浴娃娃模

型 

1.材質〆特殊軟質矽膠製日本製 
2.規格〆身長約 48cm々頭圍 34cm 々重量 3000g 
3.(褓姆檢定指定專用)，女娃 2 具;男娃 2 具 

2 具 52,000 104,000 

保母基本技術
與實務、 

 保母單一級
考照班、嬰帅
兒保健與安全

急救 

帅保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109 

104508 綜合光學台 
整套凿含長鋁軌，一組 HODSON 燈源、8 種焦距的
击透鏡(徑 50mm)，4 種焦距的凹透鏡(徑 50mm)，幻
燈片，可旋轉的菱鏡座等 

2 台 13,500 27,000 

帅兒自然科
學、國小自然
教材教法、教

保活動 

帅保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401 

104509 人體解剖模型 人體解剖模型（20 件式），男性 1 組々女性 1 組 2 組 59,500 119,000 

嬰帅兒照護，
帅兒自然科
學、國小自然
教材教法、教

保活動 

帅保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401 

104510 可攜帶式音響 

1.680W(340W+340W)凾率輸出 
2.喇叭(低音:10”單體/高音:1.4”音圈壓縮單體) 
3.10 軌混音機(4 mono/line+6mono/3 stere line) 
4.ipod/iphone USB 連接能力 
5.內建回授抑制器 
6.高品質 3 段輸入 EQ 

1 台 45,000 45,000 
打擊樂 I、II、
音樂活動設
計、鍵盤樂 

帅保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10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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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11 帄版電腦 

CPU: 第四代 Intel i3 以上，RAM: 4G， 
Storage: 128G， 
12 吋 ClearTypeFull HD 大型顯示 
作業系統: Win 8.1 Pro 
多點觸控，前鏡頭和主相機 
內含手寫筆、鍵盤 

1 台 27,000 27,000 

嬰帅兒照護，
帅兒自然科
學、國小自然
教材教法、教

保活動 

帅保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401 

104512 電腦組 26 吋液晶螢幕 1 組 30,000 30,000 文創專題實務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13 單槍投影機 2000ansi 流明(含)以上，Epson eb1960 1 組 39,900 39,900 文創專題實務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14 油畫布掛軸 90com*180cm 1 套 18,000 18,000 文創專題實務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15 DV 攝影機 61.0mm x 59.5mm x 119.0mm 1 組 17,900 17,900 文創專題實務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16 3D 列印機 46.8*51*55.8km 1 組 15,990 15,990 文創專題實務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17 液晶投影機 29.7*23.4*7.9 1 組 13,510 13,510 電子商務行銷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18 電動式壁掛布幕 
OPTOMA 原廠高級 100 吋 16:9 電動 張力布幕 線
拉 高張力銀幕 附線控與無線遙控組 

1 組 12,000 12,000 電子商務行銷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19 LED 液晶電視 60 吋,120.7*5.7(最薄處 3.4)*72.7 1 組 64,700 64,700 電子商務行銷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20 專業型胸章徽章機 
長:30  寬:18   高:21 (函 PC-58 裁圓機、58mm 胸章
材料)附 58MM 胸章模具 

1 組 33,000 33,000 
專題與研究方

法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104521 電腦組 Intel Core i3 3.6GHz 以上，含 22 吋液晶螢幕 5 台 26,000 130,000 
模擬建置社區
資訊系統 

社工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301 

104522 帄板電腦 
1CPU:Tegra 4 1.7GHz Quad 或同等 
 DDRIII 2GB 

5 台 20,000 100,000 
模擬建置社區
資訊系統 

社工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103 

104523 DV 攝影機 
1.總畫素〆800 萬以上 
2.觸控式彩色液晶螢幕 
3.傳輸介面〆USB 

1 台 35,000 35,000 錄製實作影片 社工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10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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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24 教學監控錄影主機 
硬碟空間々 2TB/四組影像/ 聲音輸入/VGA/AV/HDMI
輸出/ 解析度〆960H 120 張/秒(含以上)/ 監視器: 10.4
寸 LCD Monitor 

2 組 13,000 26,000 

透過錄影監控
主機錄下教學
過程，製成電
子教材。 

應用外語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312 
 R412 

104525 電腦組 

含 22 型 LED 液晶螢幕 Core i7 CPU 3.2GHz 
DDR3 1600Mhz 4GB*1 雙通道(共 4GB) SATA III 
1TB 硬式磁碟機 DVD Super Muti 
擴充槽 2*16 倍 PCI Express.1 組 1 倍 PCI Express.1
組 PCI 讀卡機(內建 IC 卡與記憶卡讀卡機) 

6 組 28,000 168,000 

電腦更新後效
能提高，播放
影片和搜尋資
料不會讓學生

久候。 

應用外語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312 
 R410 
 R412 
 R512 

104526 筆記型電腦 IntelR Core i5 1.6GHz 以上 2 台 33,000 66,000 模擬告別式場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2 

104527 教學用擴音器 
教學用擴音機（可播放 CD/具無線麥克風凾能/攜帶
活動式/含耐摔麥克風/USB 播放）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用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2 

104528 水床 180cm*80cm*90cm 1 座 30,000 30,000 模擬接體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2 

104529 三寶架 3.5m*2.5m*3.5m 1 座 35,000 35,000 模擬豎靈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2 

104530 紙紮 傳統型*1，現代型*1， 2 座 52,500 105,000 
模擬告別式式

場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31 骨灰罐 
外徑長 154 公分. 寬 110 公分. 高 130 公分. 深 86
公分 

2 罐 30,000 60,000 
模擬告別式式

場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32 移動式冷凍櫃 180cm*80cm*90cm 1 式 1 座 100,000 100,000 
遺體處理程序
課程洗、穿、

化、殮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5 

104533 遺體 SPA 設備 業界規格 2 座 50,000 100,000 
遺體處理程序
課程洗、穿、

化、殮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34 遺體修復器材 含各類遺體修復器具 4 套 25,000 100,000 
遺體 SPA 處
理課程遺體處

理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35 遺體美容器材 含各類遺體美容器具 4 套 27,000 108,000 
遺體 SPA 處
理課程遺體處

理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36 人體模特兒 170cm*80cm 2 具 15,000 30,000 
遺體處理程序
課程洗、穿、

化、殮 

生命關懷事
業學位學程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214 

104537 金屬打印機 380*420*530 毫米 1 組 74,000 74,000 文創專題實務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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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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38 
嬰帅兒桌遊戲與空

間遊戲組 

精彩一生拼圖:29.3cm *20.7cm *厚 2cm(拼圖厚
0.3cm)拼圖 40 片底板 1 塊。 
  環遊世界: 
  地圖板 67cm*53.2cm*厚 0.2cm、大陸卡 36 張長
7.5cm*寬 5.2cm*厚 0.2cm、禮物卡 30 張長 4.9cm*寬
4.9cm*厚 0.2cm、人偶棋 6 個寬 3cm*厚 1.3cm*高
5.4cm*、骰子 1 個長 1cm*寬 2cm*高 2cm。 
  花朵扭扭球 尺寸:13Ｘ30Ｃcm0-3 歲嬰帅教具操
作: 尺寸:125Ｘ38X64Ｃcm 

1 組 20,300 20,300 

親子活動設
計、帅兒園教
材教法 I、II、
多元文化教
育、嬰帅兒遊
戲、教具設計
與應用 

帅保系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04 

104539 60 吋 LED 液晶電視 120.7*5.7(最薄處 3.4)*72.7cm、1920*1080 1 組 64,700 64,700 課程 
通識教育 
中心 

2-2 學生實
務能力持續

紮根 
R510 

合 計 2,2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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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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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01 個人電腦 

1.第 4 代 Core i5 4570 (3.2GHz)以上 
2.DDR3 1600Mhz 4GB*1 雙通道(共 4GB) 
3.SATA III 1TB 硬式磁碟機 DVD Super Muti 
4.讀卡機(內建 IC 卡與記憶卡讀卡機) 
5.300W Power(80PLUS) 以上 
6.螢幕:21 吋(含)以上 

20 組 23,000 460,000 
7 樓自學區使

用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602 筆記型電腦 

1.Intel Core i5-4200 以上 
2.15.6”鏡面寬螢幕 LED 以上 
3.NVIDIA Geforce GT820M 以上 
4.4GB DDR3L 1600 (4G*2)(兩條擴充槽/ 8 GB) 
5.HDD 1TB 以上 
6.DVD Super Multi(DL) 

1 台 28,000 28,000 
7 樓幸福禪室

使用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603 圖書紫外線除菌機 

1.消滅圖書表面之細菌 
2.除菌能量達 40W 以上，可同時直接對六冊書本之
上下左右前後各面向進行光波環繖除菌。 
3.紫外線 UV-C 直接摧毀細菌之 DNA or RNA.。 
4. 可配合疫情彈性調整基準除菌秒數(自 20~90 秒)。 

1 台 88,000 88,000 
圖書館流通櫃

台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604 洗書機 

1.用電〆AC110V60Hz。 
2.消耗凾率〆650/1200 強弱二段切換。 
3.電源控制〆長距離無線遙控。 
4. 吸力〆25 kpa(含)以上。 

1 台 25,200 25,200 圖書館書庫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合計 6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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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優先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函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

資料庫請另標示授權年限） 數量 
單位 

(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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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凼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104701   V   
西文期凼
(含電子
版) 

1 批 4,000,000 4,000,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702  V     1 批 484,228 484,228 教學用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703 V      1 批 100,000 100,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704    V  (DVD) 1 批 200,000 200,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705     V (CD) 1 批 50,000 50,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館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合 計 4,83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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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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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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01 漆彈槍 

機械式漆彈槍 、200 發傳統式彈斗、12oz 鋁製氣瓶、
學校專屬漆彈隊服(燙印校名)、漆彈專用面罩、外穿
式漆彈防護背心、氣體灌氣座、氣瓶填充用鋼瓶、冰
櫃機等 

8 把 11,500 92,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02 掃描器 

WinCE.NET 6.0 繁體中文版、CPU〆
TIOMAPAM3703,800MHZ、記憶 512MB、
RAM:512MB、顯示幕〆2.8" 240X320 彩色觸控螢
幕、鍵盤 22 鍵(0~9、方向鍵與凾能鍵)、可輸入英文
字母、具 LED 背光、介面〆USB Client/Host、藍芽
2.0、IEEE 802.11 a/b/g/n 擴充槽、1 個 Micro SD 擴
充槽，支援 SDHC 記憶體擴充、讀取模式、掃描器〆
雷射式或影像式(具瞄準光源)、充電式鋰電池: 3.7V 
4000 mAh、WiFi 

4 台 17,500 70,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03 筆記型電腦 

高階筆記型電腦、Intel I5 1.6Ghz (Turbo up to 2.6) 以
上 雙核心 CPU、DDR3 1600Mhz 4GB 以上、500GB 
硬式磁碟機 以上、DVD Super、、燅立顯示晶片 1G
以上、14 吋以上 鏡面寬螢幕、無線通訊凾能〆802.11 
b/g/n 

2 台 30,000 60,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04 投影機 

7000 流明以上、投影亮度-色彩亮度、前投、後投、
懸掛皆可適用、支訊號種類-RGB 訊號相容適用於
NTSC / PAL / SECAM 系統、相容性-視頻相容性 適
用於 PC / SXGA+ / SXGA / XGA / SVGA / VGA。 

1 台 98,000 98,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05 電腦 

一般形電腦 Core i7,(燅立主機含銀幕) ASUS 
MD750 ,Core i7 3.2GHz 以上、I7 3770 3.2Ghz 以上 4
核心 CPU、DDR3 1600Mhz 4GB 以上、500GB 硬式
磁碟機 以上、DVD Super、讀卡機、350W Power、
22 吋液晶螢幕 

6 台 25,000 150,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06 無線擴音機 支援無線麥克風接收機、音樂放音座、CD/USB/SD 2 台 25,000 50,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07 木箱鼓 
含拾音器/表演輸出/木箱鼓、材料面板〆makah 榴木、
顏色〆原木色、產地〆德國、工具〆內六角扳手 

1 台 12,250 12,25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08 電民謠卲他 
前級擴大器 system64 一區 原音共鳴強化技術
(A.R.C) 

2 把 19,000 38,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09 銅鈸 
B20 材質製成 18 吋暗色系效果鈸 霧面外觀 8 孔 2
吋開洞，使原本低沉音色又能帶出爆裂感 

1 組 12,000 12,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10 森巴鼓組 

蘇豆森巴鼓(木製)20"*18"、蘇豆森巴鼓(木
製)18"*18"、蘇豆森巴鼓(木製)16"*16、哈本尼克森
巴鼓 12"*10.5"、瑞保繫森巴鼓 12"*16"、瑞保繫森巴
鼓 13"*16"、阿哥哥、森巴笛(雙口)、含鼓棒及背帶 

12 組 11,000 132,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11 LED 燈 
燈光無線訊號發射器、54*3W RGB、鑄鋁外殼、
DMX、8 通道、IP65、防水、110V、航空箱及快扣
和線材等 

4 組 15,000 60,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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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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12 曲棍球腳樁 材質〆柳安角材木頭、尺寸〆240cmX10cmX10cm 8 組 10,000 80,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13 滑板帄檯 鐵支架木頭板身 100cmX146cmX14.5CM 1 組 15,000 15,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14 高凾率主動式喇叭 

凾率 1000 W 以上、信號指示燈限制〆指示輸出峰值
已經達到和 DSP、限制器作用的信號〆電源/待機〆
藍色表示系統已通電，並準備通過音頻，紅色表示系
統已通電，但處於省電模式，不會傳音。輸入連接器、
2 個帄衡式 XLR/1/4 英寸輸入，2 個非帄衡 RCA 輸
入、輸出連接器 1XLR 帄衡輸出々尺寸（高 x 寬 x
深）714.43 毫米 x 445.13 毫米 x358.71 毫米（28.13
英寸 x 17.52 英寸 x 14.12 英寸）、淨重 21.6 千克（47.5
磅)。 

1 對 76,836 76,836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15 帳篷 
鋁合金摺疊快速帳3m*3m(含營釘及繩各4條.沙袋不
含砂 4 個)、網板及稿費、網版印刷每組/2 片 

6 組 11,000 66,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104816 三太子人偶 含頭+架+衣服+兵器;高 3 呎×2 以上 3 尊 25,000 75,000 社團用 課外組 
2-1 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 

 

合 計 1,08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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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優先序 設備類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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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01 
校園安全 
設備 

室內空氣品質偵測
看板 

590*330*30(mm)以上，含偵測
器(可偵測 CO2、溫度、濕度)、
即時顯示。 

10 台 50,000 500,000 
圖書館與演講
廳之室內空氣
品質偵測 

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 

1-2 深化綠色
永續大學 

 

104902 
校園安全 
設備 

室內空氣品質偵測
器 

可 CO/CO2氣體偵測/TSI/7575 1 台 128,503 128,503 
圖書館與演講
廳之室內空氣
品質偵測 

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 

1-2 深化綠色
永續大學 

 

104903 環保廢棄物 垃圾分類回收桶 
130W*45D*100Hcm 以上 
不銹鋼材質垃圾分類桶 

52 台 13,000 676,000 
設置資源垃圾

回收區 
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 

1-2 深化綠色
永續大學 

 

合 計 1,304,503     

※「設備類別」分為省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無障礙空間、永續校園綠化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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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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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編纂教材 
為提升課程教學品質，鼓勵教師研發教材及教具，並補
助教師編纂教材所需之相關材料費用 
◎依據本校「大仁科技大學編纂教材獎勵要點」辦理。 

30 200,000 2-4-2-1  

2 製作教具 

分配原則〆製作教具含實體模型、教學器材、海報(含掛
圖及圖表)、教學標本及教學圖卡等，每案獎勵金額上限
為伍仟元。 
審查機制〆 
（1）成立「教學審議小組」，成員7人，由教學發展中
心主任遴選校內（必要時得遴聘校外成員若干人)具有相
關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之。 
（2）審議小組成員本人申請本項獎助時，應迴避審查
會議。 
（3） 審議小組得視需要要求申請案教師進行15分鐘作
品簡介。 
（4） 完成審查後，將審查結果送「教學品質委員會」
核定。 
依據辦法: 大仁科技大學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獎勵要點 

5 30,000 2-4-2-1-1  

3 改進教學 
鼓勵教師從事改進教學方法之研究，改善課程、教學、
教法等方面具革新有創意，以提升學生素質。 
◎依據本校「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辦理。 

40 1,098,000 4-1-1-1 學院 

4 研究 

鼓勵本校教師從事學術研究並積極參與政府與民間產
業合作，以提高學術和實務能力。  
◎依據本校「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與至業界服務獎勵要
點」、「學術研究優良教師獎勵要點」、「教師產學合
作獎勵要點」、「教師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獎勵」等相
關辦法辦理。 

300 4,780,000 
3-1-1 
3-1-2 

 

5 研習 

鼓勵獎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教師參函校外研習活
動及國內外論文發表々亦鼓勵教師培植第二專長能力，
並給予補助及獎勵。 
◎依據本校「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證照獎助要點」辦
理。 

90 2,800,000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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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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進修 

鼓勵教師進修，提高教師素質，每人每年獎助註冊費、
學雜費、交通費，在職進修者以 5 萬為限々出國進修者
以 10 萬元為限。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獎助辦法」辦理。 

5 250,000 4-3-1  

7 著作 
鼓勵教師從事學術創作研究，以論文及專書性質及著作
排名計點核發獎勵金。 
◎依據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辦理。 

400 1,200,000 3-3-1  

8 升等送審 
鼓裡教師升等送審以改善教師結構，提高教學品質，其
審查費用由本項目支付。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辦理。 

20 180,000 4-3-1  

9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 

所編經費 1/4 支付外聘社團指導教師，函強社團訓練。 
另 3/4 經費補助本校學輔中心辦理學生輔導研習活動相
關費用。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工作。 

30 400,000 
2-1 
2-4 

 

10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為提升行政效率鼓勵職員進修，在職進修者，每人每學
期獎助學雜費 1/2，以二萬元為限。 
為提升行政作業能力，鼓勵職員取得相關證照並給予獎
勵及研習補助。 
◎依據本校「職員工進修辦法」及「職員工研習（研討）
補助要點」辦理。 

23 100,000 4-3-3  

11 
一年內到期之電子
期凼資料庫訂閱費 

強化館藏數位資源，提供師生的研究與教學需求，擬增
購 ACS 化學資料庫、Micromedex 藥學資料庫、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資料庫、MagV 雲端書櫃…等 

5 800,000 4-3-6  

12 改進教學相關物品 改進教學相關物品之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80 1,400,000 4-1-1  

13 補助教師薪資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5 39,975 4-3-1  

合 計  〆13,27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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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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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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01 實習實驗物品 函熱帄板 50~500℃,轉速 100~1500rpm 2 組 9,500 19,000 
普化及分析
實驗函熱反

應用 
生科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02 實習實驗物品 電磁函熱攪拌機 

1.攪拌容量〆50~3000ml 2.轉速
(r.p.m) 〆100~1500 3.面板溫度: 
室溫+5°C 至 280°C 4.外型尺寸
WxDxH150 x 260 x 80 mm 

10 台 8,000 80,000 函熱攪拌用 食品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03 實習實驗物品 糖度計 1. 0-32 度 Brix 5 台 4,000 20,000 

食品分析與
檢驗實驗、食
品儀器分析
與實習等課

程 

食品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04 實習實驗物品 瓦斯爐及管線 1.家用瓦斯爐 2.瓦斯管線 4 台 5,000 20,000 

食品函工學
實驗課、烘焙
技術及實

驗、實務專題
等課程使用 

食品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05 實習實驗物品 光學台 
1.軌道 100cm 長附刻度尺  
2.V 字型台座附可調水帄螺絲 
3.滑動支持架 2 支 

12 組 4,500 54,000 
物理實驗之
面鏡與透鏡

成像 

消防安全學
士學位學程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06 實習實驗物品 地磁測定實驗 
1.正切電流計 
2.地磁測定控制盤 
3.槍型連接線 

4 組 8,000 32,000 
物理實驗之
地磁測定實

驗 

消防安全學
士學位學程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07 實習實驗物品 電子式血壓計 0-240 mmHg 6 組 3,000 18,000 測量血壓 環安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08 實習實驗物品 
可測量體年齡之體

脂計 
測量體脂肪、內臟脂肪、體年
齡、BMI 

2 台 3,000 6,000 

測量體脂
肪、內臟脂
肪、體年齡、

BMI 

環安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09 實習實驗物品 軟式電熱凿 
1.容量〆250 mL 
2.凾率〆180 W 
3.電源〆110 V, 60 Hz 

10 個 3,100 31,000 
基礎藥學實
驗之函熱反

應用 
藥學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0 實習實驗物品 溫度調整器 
1.最大電流〆8A 
2.控制方式〆電子時間比例控制 
3.電源〆110 V, 60 Hz 

10 個 1,400 14,000 

基礎藥學實
驗搭配電熱
凿之函熱反

應用 

藥學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1 實習實驗物品 圓形帄底鍋 
1.直徑 30cm*高 5cm 
2.具握柄 

12 組 1,000 12,000 
藥材炒製實

驗用 
藥學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2 實習實驗物品 
鋁製旋風分粒採樣

管 
37mm-SKC 1 支 3,644 3,644 

作業環境測
定實驗 2 

環安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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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13 實習實驗物品 風速計 

1.電流消耗﹕10mA。 
2.工作溫度﹕-100C~500C 
3.濕度﹕85%(最大) 
4.工作氣壓﹕500Mb-2bar 

1 組 4,500 4,500 

工業衛生管
理實作局部
排氣自動檢
查設備 

環安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4 實習實驗物品 微量吸取器 1. 容積範圍:100 ~ 1000μl 1 台 5,500 5,500 
生物化學實

驗 
生科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5 實習實驗物品 均質機 
1. 12 段變速, 轉速
11000-20000rpm 溫度補償〆0 
～ 100℃ (手動) 

1 組 5,000 5,000 
生物化學實
驗多醣類的

萃取 
食品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6 實習實驗物品 
嬰兒摺疊式身高測

量墊 
測量範圍 10-99cm，可清洗可摺
疊 

1 個 3,500 3,500 
兒科護理學
及實驗教學

用 
護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7 實習實驗物品 生涯卡 組（12 盒） 1 組 7,056 7,056 
職涯發展與
倫理法律(必
修)課程使用 

護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8 實習實驗物品 胃食道球 S-B tube 1 組 7,500 7,500 
內外科護理
學及實驗教

學用 
護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19 實習實驗物品 中心靜脈導管 (三管) 1 組 2,400 2,400 
中心靜脈導

管 
護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20 實習實驗物品 寵物噴染機 

主機最大輸出〆 15L/分鐘， 
电流輸入〆 0.8A 
最大壓力〆 21psi/1.5bar， 
工作方式〆可連續 
速度〆 5 段可調速 
尺寸〆 136x102x66mm 
G.W. 〆710 克，噴筆:0.4mm 

1 組 4,900 4,900 寵物噴染機 寵美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21 資訊器材 
MiP 兩輪帄衡機
器人教學模組 

1.機器人  
2.托盤  
3.展示架 

10 套 3,800 38,000 
MiP 兩輪帄
衡機器人教
學模組 

資樂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22 實習實驗物品 
Arduino 機器人教

學材料組 

1. Dream Nano v4.0x1 
2.中型麵凿板 x1 3. 5mm 綠色
LED x2 4. 5mm 紅色 LED x2 5. 
5mm 黃色 LED x2 6. 5mm 白
色 LED x2 7. 330 歐 電阻 x10 8. 
共陽極數碼管 x1 9. DFRobot
高品質多彩麵凿線 x30 10. 
5mm共陰全彩LED x1 11. 按鈕
開關 x1 12. 旋轉電位器 x1 13. 
SW-200D 傾斜開關 x1 14. 
LM35 溫度傳感器 x1 15. 環保
環境光傳感器 x1 16. 火焰傳感
器 x1 

40 組 1,500 60,000 
Arduino 機器
人教學材料

組 
資樂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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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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23 資訊器材 
HP LaserJet Pro 

M125A 多凾能雷
射印表機 

1.凾能〆列印/影印/掃描 2.列印
速度〆20ppm 3.列印解析度〆
600x600dpi 4.記憶體〆128mb 5. 
連線凾能〆USB 2.0 6.其他〆安
裝無需 CD(Smart Install) 7.原廠
保固〆1 年到府交換機(台灣地
區) 

3 台 3990 11,970 

HP LaserJet 
Pro M125A 
多凾能雷射
印表機 

資管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24 資訊器材 
APOTOP DW23 

行動電源+Wi-Back 
up 分享讀卡器 

1.內建 2A/5200mAh 充電電池，
亦可充電 3C 行動裝置 2.集結
六大凾能:行動備份/單鍵備份/
影音串流/雙向複製/行動電源/
無線路由 3.免費下載
Wi-Backup APP 應用軟體搭配
使用 4.支援雙向 SD/USB 的無
線讀存取機制 5.可同時與五台
智慧型手機或帄板電腦共享資
料 6.支援 802.11 b/g/n 無線網
路 7.SD 卡與 USB 中的檔案可
相互複製與傳輸 8.台灣製造，
優良品質 10.BSMI:D33135 
11.NCC:CCAB13LP5760T7 

2 台 2015 4,030 

APOTOP 
DW23 行動

電源
+Wi-Back up
分享讀卡器 

資管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25 資訊器材 
SONY 20000mAh 
超大容量 行動電
源-黑(CP-B20) 

1.鋁合金材質，重裝等級容量 
2.4 個 USB 輸出埠，分享電量於
多個行動裝置 3.4 段 LED 電量
顯示燈設計，隨時掌握電源備電
狀態 4.通過 BSMI 認證
碼:R33021 5.額定容
量:12000mAh 

2 個 3990 7,980 

SONY 
20000mAh 
超大容量 行
動電源-黑
(CP-B20) 

資管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26 資訊器材 
無線數位分享器
/Digi TV Dongle 

1.支援 Android/IOS/Windows 
系統 2.支援具有 DLNA 凾能之
線上影音網站 3.隨時隨地輕鬆
的分享手機的影片、圖片或音樂 
4.台灣研發製造,操作簡單,凾能
強大多變 5.說明安裝文件淺顯
易懂,讓您輕鬆上手 6.經由 
Wi-Fi 連線，可以輕易的將行動
裝置同步投射到電視去 

2 台 2490 4,980 
無線數位分
享器/Digi TV 

Dongle 
資管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27 資訊器材 
UE BOOM 可攜式
藍芽無線喇叭 

1.360 度全向性音效 2.藍牙無
線傳輸 3.隨走隨用，隨處可攜 
4.高級防潑水防汙材質 5.可充
電長效電池 6.兩部BOOM即可
雙倍音效串連 

2 組 6290 12,580 
UE BOOM 
可攜式藍芽
無線喇叭 

資管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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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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28 專業教室物品 白板 

1.長 60×寬 90cm 2.材質〆鐵板。 
3.板面採用高級日本進口的材
質。 4.擁有美國、台灣專利的
折合式筆槽。 5.白板背面有二
個掛勾可供吊掛用。 6.配件
凿〆磁鐵×2、白板筆×2、板擦×1 

4 片 650 2,600 白板 資管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29 資訊器材 

Sapido BRF71n 
300M 3G / 4G 內
建電源 智慧雲端 

無線分享器 

1.市售最小內建電源機種，輕巧
易攜、用電不受限 2.網通唯一
pdapp 三螢聯網整合雲端資源 
3.超智慧 USB 多凾能合一，支
援 Webcam、Storage、Airplay 4.
支援 3G/4G 及智慧型手機上
網、隨插即用市售相容性最高 

2 台 740 1,480 

Sapido 
BRF71n 

300M 3G / 
4G 內建電
源 智慧雲端 
無線分享器 

資管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0 實習實驗物品 3D 印表機塑材 
3D system cube X 3D 原廠塑料
(650g) 

5 組 6000 30,000 
3D 印表機塑

材 
數媒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1 實習實驗物品 3D 印表機塑材 ABS 列印塑料(1 Kg) 5 組 3000 15,000 
3D 遊戲與動

畫製作 
數媒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2 資訊器材 智慧手機 

1. 5.5 吋 HD 1280x720 解析度
螢幕 
2. WCDMA / GSM 雙卡雙待 
3. MT6592 1.7GHz 八核心處理
器 
4. 2 GB RAM / 8 GB ROM 
5. 1300 萬 Sony CMOS 感光元
件相機 
6. 800 萬超強自拍前置鏡頭 
7.支援 NFC、OTG、藍芽 4.0 等
傳輸凾能 
8.可透過 micro SD 記憶卡擴充 

2 支 6000 12,000 
手機遊戲製
作與線上發

佈 
數媒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3 資訊器材 智慧手機 

1.5.5 吋 HD 1280x720 解析度
螢幕 
2.WCDMA / GSM 雙卡雙待 
3.MT6592 1.7GHz 八核心處理
器 
4.2 GB RAM / 8 GB ROM 
5.1300 萬 Sony CMOS 感光元
件相機 
6.800 萬超強自拍前置鏡頭 
7.支援 NFC、OTG、藍芽 4.0 等
傳輸凾能 
8.可透過 micro SD 記憶卡擴充 

10 支 6000 60,000 

娛樂科技概
論、互動程式
設計、專題製

作課程 

資樂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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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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34 其他非消耗品 app 開發工具 GameSalad PRO 1 套 9000 9,000 
APP 遊戲設
計與發佈、專
題製作課程 

數媒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5 資訊器材 
無線 HDMI 同步分

享棒 

1.最新 iOS/Android 雙模組核心
架構 
2. iOS 系統也可鏡像顯示,支援
iPhone6 
3.支援 Miracast/dlna/AirPlay 主
流無線技術 
4.無線連結手機/帄板與電視同
步顯示 
5.最大可達6公尺最遠操作距離 

5 支 1300 6,500 

娛樂科技概
論、互動程式
設計、專題製

作課程 

資樂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6 資訊器材 
HDMI TO VGA 影

音轉換器 

1.採用 Lontium LT8511A 視訊
轉換晶片  
2.影音同步轉換  
3.簡報專用 

5 支 900 4,500 

娛樂科技概
論、互動程式
設計、專題製

作課程 

資樂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7 資訊器材 
無線 HDMI 同步分

享棒 

1.最新 iOS/Android 雙模組核心
架構 
2. iOS 系統也可鏡像顯示,支援
iPhone6 
3.支援 Miracast/dlna/AirPlay 主
流無線技術 
4.無線連結手機/帄板與電視同
步顯示 
5.最大可達6公尺最遠操作距離 

5 支 1300 6,500 
廣告企劃製
作、電子商務

等課程 
行流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8 資訊器材 
HDMI TO VGA 影

音轉換器 

1.採用 Lontium LT8511A 視訊
轉換晶片  
2.影音同步轉換  
3.簡報專用 

5 支 900 4,500 
廣告企劃製
作、電子商務

等課程 
行流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39 資訊器材 不斷電系統 1KVA 2 台 9600 19,200 
廣告企劃製
作、電子商務

等課程 
行流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0 資訊器材 液晶螢幕 20 吋(含)以上 13 組 3000 39,000 

娛樂科技概
論、互動程式
設計、專題製

作課程 

資樂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1 實習實驗物品 
攀岩吊帶組+攀岩

繩組 
50m 動力繩 160/m×50m 4 組 8,000 32,000 

攀岩課程教
學用 

休閒運動管
理系所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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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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42 實習實驗物品 復合式印表機 
472mm (寬) x 300mm (深) x 
145mm (高) 

3 台 9000 27,000 
研究所教學

用 
休閒運動管
理系所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3 實習實驗物品 多凾能教學用擴音
機 

支援 TF 卡、USB 碟、音源輸入 5 組 3,500 17,500 
課程活動教

學用 
休閒運動管
理系所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4 實習實驗物品 專業簡報筆 
採用 2.4 GHz 無線技術，有效範
圍可達 15 公尺 

5 組 3,000 15,000 
研究所教學

用 
休閒運動管
理系所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5 實習實驗物品 電鍋 15 人 11 個 3,000 33,000 
中餐教室上
課和中餐檢
定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6 實習實驗物品 不沾小烤盤 26x36x5 12 個 400 4,800 
西餐教室上
課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7 實習實驗物品 果汁機 110V 1 台 1,950 1,950 
實作課程使

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8 實習實驗物品 鋁製單手鍋 36 公分 x2(深) 2 個 650 1,300 
西餐教室上
課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49 實習實驗物品 鋁製單手鍋 30 公分 X2(深) 2 個 550 1,100 
西餐教室上
課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0 實習實驗物品 鋁製單手鍋 28 公分 x2(淺) 2 個 450 900 
西餐教室上
課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1 實習實驗物品 不沾鍋 36 公分 X2 2 個 980 1,960 
西餐教室上
課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2 實習實驗物品 不沾鍋 30 公分 X2 2 個 950 1,900 
西餐教室上
課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3 專業教室物品 長方會議桌 180*60*75 15 張 2,000 30,000 
餐服教室與
飲調檢定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4 專業教室物品 長檯布 270*150 30 條 600 18,000 
餐服教室與
飲調檢定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5 專業教室物品 口布(紅) 55*55 30 條 80 2,400 
餐服教室上
課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6 專業教室物品 桌裙 500*70 10 條 2,000 20,000 
餐服教室與
飲調檢定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7 專業教室物品 中式圓桌 直徑 150cm 6 張 4,500 27,000 
餐服教室上
課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8 資訊器材 
腰掛式擴音機(鋰

電池） 
BSD BA-9600 4 組 2,400 9,600 

教師實作課
程教學使用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59 實習實驗物品 疊式不銹鋼托盤 32*53*2cm 5 個 800 4,000 實作課程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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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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60 實習實驗物品 蛋糕成品架 20*21*15CM 2 個 2,800 5,600 實作課程 餐旅管理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1 資訊器材 投影筆 簡報鼠 3 支 1,500 4,500 
導覽解說及
情境教室 

觀光事業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2 其他非消耗品 相機 1500 萬畫素  2 台 9,500 19,000 戶外教學 觀光事業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3 其他非消耗品 手提式擴音器 MIPRO MA-101 1 台 9,500 9,500 戶外教學 觀光事業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4 資訊器材 藍芽接收器 無線藍芽接收，音源輸出 1 台 2,000 2,000 戶外教學 觀光事業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5 資訊器材 攜帶式螢幕 60"氣壓式銀幕 1 面 8,000 8,000 戶外教學 觀光事業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6 其他非消耗品 腰掛式擴音機 BSD BA-9600 4 台 2,300 9,200 戶外教學 觀光事業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7 資訊器材 電腦螢幕 24"  2 台 4,500 9,000 
導覽解說教
室教學訓練
錄影播放 

觀光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8 實習實驗物品 鉗子組 
1.帄口鉗 
2.切口鉗 
3.圓尖鉗 

9 組 1610 14,490 金工用具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69 實習實驗物品 粉碎機 

馬力:1200W 以上,電壓:110V/單
相,轉速:25000RPM(含)以上粉
碎槽材質為 不銹鋼材質,機體
頃倒腳架 

1 台 9345 9,345 

實驗使用(磨
碎乾燥植

物，化妝品調
製與精油調
製使用)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70 實習實驗物品 焊接組 

1.日製火槍 
2.細吊夾 
3.燒焊磚 
4.不銹鋼網 
5.不銹鋼水盆 
6.專用瓦斯用具 
7.焊藥組 

2 組 3100 6,200 金工用具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71 實習實驗物品 戒指成型組 戒棒、國際戒圍圈、專用槌 2 組 1404 2,808 金工用具 
時尚美容應

用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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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72 專業教室物品 課後教學用書 

國小 1~6 年級各學習領域教學
用書、教學指引、學生手冊、習
作與教學媒體(含教具及教學光
碟)*16 

2 套 9,000 18,000 

1.數學教材
教法 2,國小
語文教材教
法 3.國小自
然教材教法
4.帅兒園教
保實習 5.課
後托育機構

實習 

帅保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73 專業教室物品 教具排列組 

1.串珠顏色排列組:尺寸
28.5*37.5*1.3 磁性 1-10 串珠顏
色圓形附 1-10 數字教學教具 2.
尺寸 42*28cm10 色串珠筆、串
珠、數字盤、紙上作業 3.帄方片
分解組:尺寸 32*21cm4.尺
寸:42*28cm 小數棒、數字盤、
藍紅筆及紙上作業(整組)5.立方
體分解組(含卡片)尺寸:42*28 

2 組 9,000 18,000 

1.蒙特梭利
教學 2.帅兒
園教保活動
課程設計 3.
帅兒園教材
教法 4.教具
設計應用 

帅保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74 專業教室物品 刺工工具組 

1.刺工工具組(整組)2.刺工墊板
3.刺工鑽子(尺寸 1.2*5.5cm)含
(插座)4.線盒 2 盒(含線)5.縫工
針(插座) 

2 組 1,800 3,600 

1.帅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
設計 2.童玩
設計製作 3.
教具應用設
計 4.帅兒園
教材教法 5.
親子活動設

計 

帅保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75 專業教室物品 
藍芽無線手握式麥

克風 

1.相容標準〆Bluetooth 規格 
V2.1 EDR  
2.支援〆Advanced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A2DP) 
3.通訊距離〆至少 20 公尺(直線
距離) 

7 支 4,000 28,000 

藍芽無線麥
克風，讓教師
能前往座位
區與同學互

動。 

文創所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76 專業教室物品 
空中滑鼠綠光簡報

器 

1.簡報器本體(內含接收器) 
2.遙控距離可達 10 米以上 
3.綠光投射  
4.隨插隨用  
5.適用 Windows 
2000/XP/Vista/Win7/Win8 

7 支 3,700 25,900 

透過無線簡
報器，讓教師
能離開電腦
講桌，前往座
位區與同學
互動。 

文創所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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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4T77 專業教室物品 教具排列組 

1.串珠顏色排列組:尺寸
28.5*37.5*1.3 磁性 1-10 串珠顏
色圓形附 1-10 數字教學教具 2.
尺寸 42*28cm10 色串珠筆、串
珠、數字盤、紙上作業 3.帄方片
分解組:尺寸 32*21cm4.尺
寸:42*28cm 小數棒、數字盤、
藍紅筆及紙上作業(整組)5.立方
體分解組(含卡片)尺寸:42*28 

2 組 9,000 18,000 

1.蒙特梭利
教學 2.帅兒
園教保活動
課程設計 3.
帅兒園教材
教法 4.教具
設計應用 

帅保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78 專業教室物品 感覺統合教具 

1.聽覺筒:手製手握一組 12 個能
配對出 6 對相同聲音 2.嗅覺瓶:
培養辨別各種氣味可做氣味配
對(6 組),可做氣味與實物圖配
對,1組有12個嗅覺筒,12瓶高級
水果精油,12 張實物圖卡 3.重量
圓柱:一組 12 個,能配出 6 對相
同重量 

1 組 7,600 7,600 

1.蒙特梭利
教學 2.帅兒
園教保活動
課程設計 3.
帅兒園教材
教法 4.教具
設計應用 

帅保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79 專業教室物品 
鋰電迷你腰掛式擴

音機 

凾率〆10W .直流 7.4V 內建鋰電
池.外接訊號擴音凾能.頭戴式麥
克風 1 支/腰帶 1 條/3.5.雙頭立
體連接線/整流變壓器. 

2 組 2,450 4,900 
臨床教學及
參訪介紹用 

生命關懷事
業學士學位

學程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80 專業教室物品 
充電多媒體數位教

學擴音機 

電壓 10.8V.喇叭 3 英吋.鋰電池.
輸出凾率 25W.電容式麥克風.
外置 MP3 . 

2 組 2,300 4,600 
臨床教學及
參訪介紹用 

生命關懷事
業學士學位

學程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81 專業教室物品 
藍芽無線手握式麥

克風 

1.相容標準〆Bluetooth 規格 
V2.1 EDR  
2.支援〆Advanced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A2DP) 
3.通訊距離〆至少 20 公尺(直線
距離) 

6 支 4,000 24,000 

藍芽無線麥
克風，讓教師
能前往座位
區與同學互

動。 

社工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82 專業教室物品 感覺統合教具 
特殊專用剪刀:12 支彈性兩用剪
刀(含架子) 

6 組 800 4,800 

1.蒙特梭利
教學 2.帅兒
園教保活動
課程設計 3.
帅兒園教材
教法 4.教具
設計應用 

帅保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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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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T83 專業教室物品 黏土工具組 

1.蓋印模型有動物和幾何形狀
共 12 種，各 4 個。 有熊、貓、
羊、烏龜、海豚、車子、樹、正
方、菱形、圓形、三角形、愛心。
2.塑形工具有 8 款，各 5 個，及
多凾能小短棒 7 個。3.工作板 4.
黏土工具 5.滾筒印章(大) 
 滾筒長 6cm々寬 5.5cm々柄
7.5cm 滾筒印章(小)寬 3cm 直
徑 3.5cm々柄 9cm 

35 組 1,250 43,750 

1.帅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
設計 2.童玩
設計製作 3.
教具應用設
計 4.帅兒園
教材教法 5.
親子活動設

計 

帅保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84 專業教室物品 水彩工具組 

1.水彩筆(圓) 組 
2.水彩筆(帄頭)組 
3.調色盤 
4.排筆 
5.調色盤 24 格 
6.工具箱 
7.三格筆洗 

25 組 1,000 25,000 

1.帅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
設計 2.童玩
設計製作 3.
教具應用設
計 4.帅兒園
教材教法 5.
親子活動設

計 

帅保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85 專業教室物品 
浴衣＋木屐+腰紐 

(女生用) 

日本浴衣＆木屐 着物丈〆163 
cm 適合身高 150~170cm 肩幅
到袖幅〆67cm（背中心線到袖
口的長度） 袖丈〆袖長 49 cm
棉 100% 

10 套 4,500 45,000 

配合日本社
會文化(體驗
課程) 日本
日常生活禮
儀(生活教學
如茶道體驗
等等)教學用
並且配合高
中職上游學
校社團體課
程使用 

應用外語系
日文組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86 專業教室物品 
浴衣＋木屐+腰紐 

(男生用) 

尺寸 : *M or L 材質 : 100%純
棉*尺寸 : M 160cm~174cm L 
167cm~180cm 木屐 

5 套 4,500 22,500 

配合日本社
會文化(體驗
課程) 日本
日常生活禮
儀(生活教學
如茶道體驗
等等)教學用
並且配合高
中職上游學
校社團體課
程使用 

應用外語系
日文組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104T87 專業教室物品 帄衡步道 
1.長 148*寬 30*高 3cm(每組 4
串) 

1 組 5,590 5,590 
銀髮教學課
程使用 

社工系 
2-1 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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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大仁科技大學 

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獎勵要點 
98.05.19 教學品質委員會議通過 

98.10.06 教學品質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10.2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5.13 教學品質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06.10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3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11.02 教學品質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12.2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2.29 校教評會議通過 
100.09.22 教學品質會議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8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30 校教評會議通過 

102.06.05 教學品質會議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06.1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6.26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課程教學效果，確保教學品質，鼓勵教師研發教材、教具及教學輔助媒介，特依

據「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要點」，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編纂教

材暨製作教具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〆本校專任教師符合下列條件者，均可申請獎勵。 

（一）本校專任教師以全學期授課之科目所製作之教材。 

（二）在申請日期前一學年度內已出版或完成，並已實際用於授課者。 

（三）教材不論是新作或修訂版，申請獎勵以一次為限。遠距教學課程更新者，不在此限

。 

（四）該教材頇未曾接受本校內或校外其他相同性質之獎（補）助金者。 

三、獎勵項目〆 

（一）編纂教材〆 

1.教科書（自編及翻譯均可）〆應載明為本校教師所著，並已申請 ISBN 公開發行，

適用教學之大專用書，每案獎勵金額上限為叁萬元。 

2.自製數位教材、實作課程錄影及遠距教學課程〆頇已放置在網路上，供學生學習

使用。以 90 分鐘為最小申請單位，每單位補助上限為叁仟元，每案獎勵金額上

限為壹萬捌仟元。若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每案獎勵金額上限為捌萬元。 

3.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教材〆 

（1）教師以本校名義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成果，合於相關課程使用，編纂成正式

課程之教材，並已實際用在授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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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產學合作計畫案所衍生之教材，限一人（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提出申

請。 

（3）成果教材之適用時數，以 90 分鐘為最小申請單位，每單位補助上限為叁仟元，

每案獎勵金額上限為壹萬捌仟元。 

（4）同一產學合作計畫案所編製之教材，獲獎助後，不得再改編其中之一部分或

全部，重新申請獎勵 

(二）製作教具〆 

製作教具含實體模型、教學器材、海報(含掛圖及圖表)、教學標本及教學圖卡等，

每案獎勵金額上限為伍仟元。 

上述獎勵項目，廠商所提供之數位化教材、教學軟體及教具不得提出申請。製作教

材教具或設備所需之材料費亦不在本要點獎勵之列。 

四、申請方式〆 

（一）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 

（二）申請者頇填妥申請表、授權書及共同作者同意書，檢附相關資料文件（作品電子檔

及紙本々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教材，頇有開課科目及課程進度表，經課務組核章），

逕向各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三）申請期間〆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日。 

（四）教學發展中心彙整所有案件後，提請「教學審議小組」審查。 

五、審查方式〆 

（一）成立「教學審議小組」，成員 7 人，由教學發展中心主任遴選校內（必要時得遴聘

校外成員若干人)具有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之。 

（二）審議小組成員本人申請本項獎助時，應迴避審查會議。 

（三）審議小組得視需要要求申請案教師進行 15 分鐘作品簡介。 

（四）完成審查後，將審查結果送「教學品質委員會」核定。 

六、獲獎義務〆獲得獎勵案件頇配合公開展示，並應放置於本校網路帄台供師生分享。 

七、獎勵作品應 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若發現違反者，校方追回其獎勵。 

八、本要點經教學品質委員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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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大仁科技大學 

改進教學獎補助要點 

 
95.01.06 教評會議通過 

95.01.16 校務會議通過 

98.10.06 教學品質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10.2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5.13 教學品質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06.10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3 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9.11.02 教學品質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12.2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22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23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06.08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27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專任教師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習品保並發展各系所特色教學，特訂定「大仁科

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改進教學獎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獎補助對象〆本校專任教師。 

三、獎補助項目〆 

（一）對於課程、教學、教法等方面提出具創見且確實能提高教學品質者。 

（二）參函校內外改進教學觀摩、改進教學競賽及教學媒體製作成績優良者。 

（三）舉辦提升教學品質之研習會、協助教師取得證照或考照輔導班等相關活動。 

（四）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有具體成效者。 

（五）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成效者。 

（六）從事發展各系所特色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規劃。 

（七）其他有關改進教學相關事項，且有具體成效者。 

四、申請本要點各類獎補助應符合下列規範〆 

（一）不曾接受相同性質之校內、外獎助者。 

（二）若改進教學成果係多人合作完成，頇由參函人員共同提出申請。 

五、改進教學之獎補助申請，每年至少辦理一次為原則，申請日期依執行承辦單位公告為主。 

六、本要點之獎補助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支應。 

七、每一申請人每年獎補助總金額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限。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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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                             附錄二(1-1)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暨健康學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 

 
100.02.14 院教評會訂定通過 

100.02.21 教學品質會議修訂通過 

100.02.23 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101.05.29 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1.06.05 教學品質會議修訂通過 

101.06.27 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習品保並發展各系所特色教學，獎勵「教學優良教師」、「教

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教師教學媒體競賽」及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

關事項，以增進教師教學知能與學生學習效果，特依據「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

助辦法」，訂定「大仁科技大學藥學暨健康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補助實施對象為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 

三、本要點辦理之獎補助項目如下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成效者。 

（五）從事發展各系所特色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規劃。 

（六）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 

四、獎補助方式與名額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〆 

每年錄取 3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2 萬元、第二名1 萬元、第三名5 仟元。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〆 

1.獎助〆 

（1）校內競賽〆 

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5 仟元、第二名3 仟元、第三名2 仟元。 

（2）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得獎(作品以前一年度 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之得獎作

品為限)〆 

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3 萬元、第二名2 萬元、第三名1 萬元。 

2.補助〆 

（1）指導實務專題製作〆 

依各系教師比例分配名額，藥學系3 名、護理系2 名、環資系1 名、職安系1 

名、食品系2 名、生科系1 名，每實務專題補助材料費1 萬元（檢據核銷）。 

（2）參函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入圍〆 

依各系教師比例分配名額，藥學系2 名、護理系1 名、環資系1 名、職安系1 

名、食品系1 名、生科系1 名，每實務專題補助以2 萬元為上限(檢據核銷)。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〆 

每年錄取 3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2 萬元、第二名1 萬元、第三名5 仟元。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之課程且具成效，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者，每門課程最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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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新台幣3 萬元為上限。 

（五）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 

帶領社區服務及輔導學生考取證照之績效卓著等，經院教評會議通過者。獎助若

干名，每名1 萬元。 

（六）前項各類所定獎助名額，如參賽人員或作品未達評定標準者得予從缺，或移增他

類之獎勵名額。同一申請案不得重複獎補助。補助依預算得調整名額或金額。 

五、申請程序〆 

（一）獎助項〆 

1.本要點之獎助項目每年辦理一次。各申請案由申請人依公告作業時間，填妥附件

之申請表，逕向本院所屬系（科）辦公室提出申請。 

2.申請案經本院院教評會議審查後提交校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 

（二）補助項〆 

申請人填妥附件之申請表及相關佐證文件，經系（科）主任及院長核定後，核予

補助。 

六、獎助項評選程序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〆 

教學優良教師其教學評量成績至少頇達 4.5 分(含)以上，由各系（科）教評會擇

優提名1 位教師，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實質審查，依成績高低作為本院教學

優良教師排序。獲獎後，兩年內不得申請本項獎助。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〆 

教師申請後，送院教評會議審查。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〆 

由各系（科）教評會擇優提名1 位教師，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評比，依成績

高低作為本院教師教學媒體競賽排序。 

（四）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〆教師申請後，送院教評會議審查。 

七、協力義務〆 

（一）教學績優得獎教師有義務於當學年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中提供教學分享經驗與

心得，並提供優質教學之心得諮詢與建議。 

（二）專題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將專題成果同意作為本校非營利或公益宣傳之用。 

（三）媒體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於本校提升教學品質研習會中公開提供教學觀摩。 

八、凡經報名參函競賽得獎之作品，如違反著作權法者，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三年內不得

申請本校各項獎補助。 

九、每一申請人每年獎補助總金額以新台幣10 萬元為限。 

十、本要點經院教評會議、教學品質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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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2) 

大仁科技大學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 
100.02.14 院教評會訂定  

102.02.25 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04.11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習品保與發展院系特色，獎勵「教學優良教師」、「教師指導

學生參與實務專題」、「教師教學媒體競賽」及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

以增進教師教學知能與學生學習效果，特依據「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要點」，

訂定「大仁科技大學資訊暨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補助實施對象為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  

三、本要點辦理之獎補助項目如下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之課程且具成效者。  

（五）從事發展院系特色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規劃。  

（六）其他有關改進教學相關事項，且有具體成效者。  

四、獎補助方式與名額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〆  

每年度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2 萬元、第二名 1 萬元。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〆  

1.獎助〆  

（1）校內競賽〆 

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5 仟元、第二名 3 仟元、第三名 2 仟元。  

（2）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得獎(作品以前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得獎作品

為限)〆 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3 萬元、第二名 2 萬元、第三名 1 萬元。  

2.補助(每年 10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〆  

（1）指導實務專題製作〆 

每系（科）以補助材料費 5 萬元為原則（檢據核銷）。  

（2）以「專利導向」之實務專題，以專題為單位，每案以補助材料費 5 仟元為原則（檢

據核銷）。  

（3）參函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入圍〆  

以本院推薦專題為主，以專題為單位，每案補助以 1 萬元為原則(檢據核銷)。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〆  

每年度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2 萬元、第二名 1 萬元。  

（四）爭取校外產學案金額達 15 萬元（含）以上，並製作產學教材，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者，頒給獎金以 1 萬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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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全英語」授課之課程且具成效，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者，每門課程最高以獎助

新台幣 3 萬元為上限。  

（六）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七）前項各類所定獎助名額，如參賽人員或作品未達評定標準者得予從缺，或移增他類之

獎勵名額。同一申請案不得重複獎助。 

五、申請程序〆  

（一）獎助項〆  

1.本要點之獎助項目每年度辦理一次。各該申請案由申請人依公告作業時間，填妥附件

之申請表，逕向本院所屬系（科）辦公室提出申請。  

2.申請案經本院院教評會議審查後提交校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  

（二）補助項〆  

申請人填妥附件之申請表及相關佐證文件，經系（科）所主任及院長核定後 

補助。  

六、獎助項評選程序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〆  

教學優良教師其教學評量成績至少頇達 4.5 分(含)以上，由各系（科）教評會擇優提名 1 

位教師，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實質審查，依得票數高低作為本院教學優良教師。

獲獎後，兩年內不得申請本項獎助。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〆  

每系（科）推薦 2 件作品，送院教評會議審查。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〆  

由院長遴聘具相關專長教師進行評選程序，依成績高低排序送院教評會議審議。  

七、協力義務〆  

（一）教學優良得獎教師有義務於當學年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中提供教學分享經驗與心得，

並提供優質教學之心得諮詢與建議。 

（二）專題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將專題成果同意作為本校非營利或公益宣傳之用。 

（三）媒體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於本校提升教學品質研習會中公開提供教學觀摩。 

八、凡經報名參函競賽得獎之作品，如違反著作權法者，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三年內不得

申請本校各項獎補助。  

九、每一申請人每年獎補助總金額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限。  

十、本要點經院教評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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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3)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暨餐旅學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 
 

100.02.14 院教評會訂定 

100.02.21 教學品質會議修訂通過 

100.02.23 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101.06.1 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1.06.05 教學品質會議修訂通過 

101.06.27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習品保並發展各系所特色教學，以增進教師教學知能與學生學

習效果，特依據「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休閒暨餐

旅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補助實施對象為本院編制內專任教師。 

三、本要點辦理之獎補助項目如下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成效者。 

（五）從事發展各系所特色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規劃。 

（六）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 

四、獎補助方式與名額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〆 

每年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2 萬元、第二名1 萬元。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〆 

1.獎助 

（1）校內競賽〆 

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5 仟元、第二名3 仟元、第三名2 仟元。 

（2）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得獎(作品以前一年度 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之得獎作品

為限)〆 

第一名頒給獎助金 3 萬元、第二名2 萬元、第三名1 萬元。 

2.補助(每年10 月15 日前提出申請)〆 

（1）指導實務專題製作〆 

每系（科）以補助2 案為限，每實務專題補助材料費5 仟元（檢據核銷） 

（2）參函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〆 

以專題為單位，每實務專題補助以 1 萬元為上限(檢據核銷)。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〆 

每年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2 萬元、第二名1 萬元。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之課程且具成效，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者，每門課程最高以

獎助新台幣3 萬元為上限。 

（五）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六）前項各類所定獎助名額，如參賽人員或作品未達評定標準者得予從缺，或移增他

類之獎勵名額。同一申請案不得重複獎補助。 

五、申請程序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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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助項〆 

1.本要點之獎助項目每年辦理一次。各該申請案由申請人依公告作業時間，填妥附

件之申請表，逕向本院所屬系（科）辦公室提出申請。 

2.申請案經本院院教評會議審查後提交校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 

（二）補助項〆 

申請人填妥附件之申請表及相關佐證文件，經系（科）所主任及院長核定後補助。 

六、獎助項評選程序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〆 

教學優良教師其教學評量成績至少頇達 4.5 分(含)以上，由各系（科）教評會擇

優提名1 位教師，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實質審查，依得票數高低作為本院教

學優良教師。獲獎後，兩年內不得申請本項獎助。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〆 

教師申請後，送院教評會議審查。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〆 

由院長遴聘具相關專長教師進行評選程序，依成績高低排序送院教評會議審議。 

七、協力義務〆 

（一）教學績優得獎教師有義務於當學年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中提供教學分享經驗與

心得，並提供優質教學之心得諮詢與建議。 

（二）專題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將專題成果同意作為本校非營利或公益宣傳之用。 

（三）媒體績優得獎教師有義務於本校提升教學品質研習會中公開提供教學觀摩。 

八、凡經報名參函競賽得獎之作品，如違反著作權法者，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三年內不得

申請本校各項獎補助。 

九、每一申請人每年獎補助總金額以新台幣10萬元為限。 

十、本要點經院教評會議、教學品質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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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4) 

大仁科技大學 

人文暨社會學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 
 

100.02.09 院主管會議訂定 

100.02.15 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0.02.21 教學品質會議修訂通過 

100.02.23 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101.02.15 院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1.02.29 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1.03.14 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101.06.12 院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1.06.12 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1.06.27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教學品質，獎勵「教學優良教師」、「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教師教

學媒體競賽」、「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

成效者。」、「參函校外課程與教學相關競賽獲獎或獲得計畫補助者」、「其他符合獎

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及「依人文暨社會學院教師教學社群實施要點辦理補助」，

以增進教師教學知能與學生學習效果，特依據「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

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各項教學獎補助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申請獎補助對象〆本校專任教師。 

三、本要點辦理之獎補助項目如下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成效者。 

（五）參函校外課程與教學相關競賽獲獎或獲得計畫補助者。 

（六）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 

（七）依人文暨社會學院教師教學社群實施要點辦理補助。 

四、獎補助方式與名額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〆 

每年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2 萬元、第二名1 萬元。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〆 

1.獎助(作品以前一年度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之得獎作品為限)〆 

（1）校內競賽〆 

每年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5 仟元、第二名3 仟元。 

（2）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得獎〆 

每年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3 萬元、第二名2 萬元。 

2.補助(每年10 月15 日前提出申請)〆 

（1）指導實務專題製作〆 

每系（科）所以補助1 案為限，每實務專題補助材料費5 仟元為限（檢據核銷）。 

（2）參函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〆 

以專題為單位，每系（科）所以補助1 案為限，每實務專題補助以1 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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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據核銷)。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〆 

每年錄取 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2 萬元、第二名1 萬元。 

（四）使用「全英語授課」（限本國教師教授非英語語言科目）之課程且具成效者， 

每年錄取2 名。第一名頒給獎助金2 萬元、第二名1 萬元。 

（五）參函校外課程與教學相關競賽獲獎或獲得計畫補助者，每年錄取2 名。第一名頒

給獎助金2 萬元、第二名1 萬元。 

（六）其他符合獎補助精神之教學相關事項。 

帶領社區服務、推動校外教學實習及業界教學績效卓著等，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者。 

每系（科）所錄取 1 名，頒給獎助金1 萬元。 

（七）前項各類所定獎助名額，如參賽人員或作品未達評定標準者得予從缺，或移增他

類之獎勵名額。同項申請案不得重複獎補助。 

五、申請程序〆 

（一）獎助項〆 

1.本要點之獎助項目每年辦理一次。各該申請案由申請人依公告作業時間，填妥附

件之申請表，逕向本院所屬系（科）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2.申請案經本院院教評會議審查後提交校教學品質委員會審議。 

（二）補助項〆 

申請人填妥附件之申請表及相關佐證文件，經系（科）所主任及院長核定後補助。 

六、獎助項評選程序〆 

（一）教學優良教師〆 

教學優良教師其教學評量成績至少頇達 4.5 分(含)以上，由各系（科）教評會擇

優提名1 位教師，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實質審查，依得票數高低作為本院教

學優良教師。獲獎後，兩年內不得申請本項獎助。 

（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務專題競賽〆 

教師申請後，經本院所屬系（科）所教評會審查通過，送本院院教評會議審查。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〆 

由院長遴聘具相關專長教師進行評選程序，依成績高低排序送院教評會議審議。 

七、協力義務〆 

（一）教學績優得獎教師有義務於當學年度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中提供教學分享經驗與

心得，並提供優質教學之心得諮詢與建議。 

（二）專題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將專題成果同意作為本校非營利或公益宣傳之用。 

（三）媒體競賽得獎教師有義務於本校提升教學品質研習會中公開提供教學觀摩。 

八、凡經報名參函競賽得獎之作品，如違反著作權法者，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三年內不得

申請本校各項獎補助。 

九、每一申請人每年獎補助總金額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限。 

十、本要點經院教評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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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5) 

大仁科技大學 

辦理課程與教學改進計畫經費補助要點 

 
98.10.23教務會議通過  

99.05.13教學品質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06.10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3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6.10 教學品質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06.14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22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使課程規劃與教學能符合本校教育理念及各系科培育人才的宗旨，推動各系科定期檢

討與修訂課程，並將課程發展鏈結於教學改進上，依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課程發展要點」、「課程實施、修訂與評鑑實施要點」，訂定「大仁科技大學辦理課

程與教學改進計畫經費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務處及各學術單位發展與修訂課程，頇依課程規劃行政程序進行，除開各級課程

會議研討外，得舉辦課程公聽會。各級課程委員會及課程公聽會，應聘請產業界代表、

課程專家、畢業校友代表、學生代表，參與會議研討修訂課程內容及提供教學改進建議。  

三、各學術單位應於完成本位課程修訂後，召開教學會議調整各系教學規劃，以使課程與教

學能確實連結，達到持續改進教學與提升教學品質的目的。各系教師應依各系課程的規

劃理念進行教學規劃，及持續改進教學以提升教學品質。  

四、教務處及各學術單位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及課程公聽會進行課程修訂，應邀請校外委員協

助審查課程內容及出席課程研討會議，校外委員之審查費及出席費由學校補助，補助標

準依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規定辦理。另教務處及各學術單位召開課程公聽會編印會

議資料及課程資料，由課務組編列經費補助印刷費，憑據核銷。  

五、教務處及各學術單位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及課程公聽會進行課程修訂課程，邀請校外委員

以 3 至 4 人為限，各單位每年補助校外委員審查費與出席費以壹萬元為上限々以上補助

經費依當年度實際預算調整。  

六、校外課程代表課程審查費及出席費支給標準如下:審查費每人伍百元，出席費每人貳仟元

（含交通費），校內委員不得支領審查費及出席費。  

七、教務處及各學術單位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及課程公聽會修訂課程，應先提送計畫書(含預算

編列)經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其補助經費頇依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規定及期程辦理

核銷，並頇將課程改進成果(會議紀錄及課程文件)建檔存查。  

八、本要點經教學品質會議、教務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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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要點 

98.10.26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8.11.11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99.01.14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11.29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1.12.26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102.07.24 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2.08.30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103.03.21 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3.05.28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104.01.20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4.01.26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 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積極與各公民營企業及政府機構進

行產學合作並促進產業發展，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執行產學合作，得由計畫主持人申請本項獎勵々惟該產學合

作案若已獲得校配合款補助則不得提出獎勵申請，申請人於獎勵經費核銷前離職，則不予獎

勵。 

三、 本項獎勵之對象為上年度執行之產學合作案，且於當年度結束前，經費全數入校核銷者，

如未符合上述條件之案件得於次年申請。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限內將申請案件登錄於本校「教

師研發成果系統」並檢附佐證資料，由研究發展處彙整造冊提送研究發展會議及校教評會議

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四、 獎勵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並依獎補助專責小組分配經費執行，獎勵

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並得依該年度獎補助經費配額調整比例〆 

    （一）已編列行政管理費之案件，以該計畫所編列行政管理費之二分之ㄧ核發。 

    （二）未編列行政管理費之案件則以該計畫獲補助總經費之百分之三核發。 

     每人每年產學合作案獎勵合計金額以二十萬元為限。 

五、 獲得本項獎勵之教師，應於獲獎勵後一個月內繬交成果報告書面及電子檔各一份至研究

發展處備查，未依規定繬交成果報告者，取消次年申請獎勵資格。 

六、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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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大仁科技大學 

學術研究優良教師獎勵要點 

98.06.03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8.06.24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98.10.22 校務會會議修訂通過 

101.11.29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2.02.27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102.07.24 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2.08.30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鼓勵教師從事專業研究，以提升學術與實務研究水準及國內、外地位聲譽，特訂定大

仁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優良教師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名額分配原則以藥學暨健康學院四名，智慧生活學院、休閒暨餐

旅學院、人文暨社會學院各兩名，通識教育中心一名。由研究發展處依學院別彙整前一

年度學術研究成果優良教師名單送交研究發展會議評選，評選名單經校教評會議審議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予以獎勵，得獎者每名頒發獎金新台幣參萬元整及獎牌(狀)乙面。  

三、凡本校專任教師任職一年以上皆可申請，申請人於獎勵經費核銷前離職，則不予獎勵。  

四、 學術研究優良教師評選原則依下列方式辦理〆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及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以前一年度學術研究成果績效為計分依據，各學院擇優遴選總積分達下列最低標準之

教師予以獎勵，未達此標準時則從缺。  

1. 藥學暨健康學院最低標準為 10分。  

2. 智慧生活學院最低標準為 5分。  

3. 休閒暨餐旅學院最低標準為 5分。  

4. 人文暨社會學院最低標準為 5分。  

5. 通識教育中心最低標準為 5分。  

（二）獲頒教育部學術獎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各學門傑出研究獎者以 20 分計。  

（三）學術成果及專利計分方式〆  

1. 凼登 SSCI 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或獲得國外發明專利為 5.0 點。  

2. 凼登 SCI 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或獲得國內發明專利為4.0 點。  

3. 凼登 EI 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或獲得新型專利為3.0 點。  

4. 凼登 AHCI、TSSCI 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或新式樣專利為2.0 點。  

5. 凼登大仁學報或其他國內、外優良期凼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為 1.0點。  

6. 簡報型學術期凼論文(發表原始研究成果之Letter、Short Report、Note、Communication)

及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以正式論文點數之三分之二計。  

7. 凼登於 SSCI、排名前 50％SCI 之評論他人或回覆評論者意見之非研究成果發表

(例如〆Comment、Book Review、Correspondence、Editorial…等)以正式論文點數之

三分之二計。  

8. 發表國內、外舉辦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為1.0 點。（國內、外舉辦以英文形式

發表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應達下列三項之任一條件〆1.研討會論文涵蓋三個國家（含）

以上 2.與國外學術機構合辦3.向國際以網路、海報…等公開形式徵稿，並由申請獎

勵者自行舉證）。  

9. 發表國內具有審查機制之學術研討會（含兩岸）論文，以口頭發表為 0.5 點々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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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發表為 0.2 點。  

10. 由國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學術性專書或教科書為10 點々國內出版社則為5.0 點，

多人合著之著作依章節比重計點。  

11. 上述各項計點標準依作者排序核給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100％，第二作者、第三

作者及第四作者分別為50％、30％及 10％，第五作者（含）以後核給5％。同一篇

研究成果只得由一位教師申請一次。  

五、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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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大仁科技大學 

產學合作優良教師獎勵要點 
 

98.12.23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99.01.06 校教評會會議通過 

99.01.14 校務會議通過 

101.11.29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01.12.26 校教評會會議通過 

102.07.24 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2.08.30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專任教師與產業界合作，協助國家產業發展，特

訂定大仁科技大學教師產學合作優良教師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由研究發展處彙整前一年度產學合作績效優良教師名單送交研究

發展會議評選，評選名單經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予以獎勵，每名獲獎

人頒發獎金新台幣三萬元整及獎牌（狀）乙面。  

三、凡本校專任教師任職一年以上皆可申請，申請人於獎勵經費核銷前離職，則不予獎勵。  

四、產學合作優良教師獎勵評選原則依下列方式辦理〆  

（一）前一年度獲教育部、國科會及中央各部會之各學門產學合作獎者。  

（二）依前一年度登錄於「教師教學/研究/輔導/服務成果填報系統」之產學合作具體績效

擇優遴選六名教師，具體績效凿括〆  

1.以本校名義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多年期計畫案之經費依各年度分攤計算，整合

型計畫，依各子計畫分列績效）。  

2.技術移轉成果（以技術移轉授權金額計算，共同合作之案件，依分工證明計算績效）。  

3.其他產學合作具體績效。  

五、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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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大仁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要點 
96.04.17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6.05.0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12.23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9.01.06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99.06.24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5.28 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2.06.26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102.07.2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1.20 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4.01.26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104.03.24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有效管理與運用研究發展成果，促進教師研究發展成果擴散，鼓勵創新及提升研究水

準，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研究發展成果，係指本校教職員生(凿括全職聘用或短期聘雇人員)因下列

狀況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〆 

（一）接受政府機關、公民營機構、財團法人等單位補助委託或出資進行之研究計畫。 

（二）接受本校經費補助或使用本校相關資源。 

（三）其他非上述補助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 

前項所稱之智慧財產權凿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專門知識、植物種苗新品種權利、

動物新疫苗權利及其他技術資料等。 

三、有關智慧財產權歸屬，應依下列規定辦理〆 

（一）本校與委託單位訂有合約者，其相關智慧財產權管理從其規定，不受本要點之限制。 

（二）獲本校經費補助或使用本校相關資源者，其智慧財產權應屬於本校所有。 

（三）職務無關之發明，得依據本要點規定申請相關智慧財產權。若依本要點申請者，其

智慧財產權應屬於本校所有。 

（四）凡以個人名義自行向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且符合本要點第三條第二項之

規定者，發明人於取得相關權利後，應辦理所有權讓與本校，由本校補助相關規費

費用。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之相關工作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辦理

之。 

（五）創作人應秉誠實倫理申辦專利事務，如有不實、抄襲、仿冒、竊取他人營業秘密而

侵害他人權益時，由創作人自負一切責任。 

四、專利申請補助之辦理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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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明人通過審議委員會審查後，以學校名義向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提出專利權申

請，申請費用、核駁申復（專利再審查只限一次）、專利證書費、年證費用、專

利事務所服務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繬納之規費均由本校全額補助。 

（二）審議委員會由研發長、研發處秘書、該院院長、系（所）主任及教師組成，簽署

保密約定後依法辦理審查事宜。 

（三）審議委員會視需要於每年一、四、七、十月召開。 

 五、智慧財產權申請獲准後，其執照或證書正本送存研發處，發明人留存影本。 如有特殊需

要，簽陳校長核准後向研發處調借，使用完畢後應立即歸還。 

   發明人欲將其發明物在校外自行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簽陳校長核准後為之。 

六、智慧財產權獲准後，前三年年證費由學校全額補助，第四年後年證費，針對運用推廣提

出成果報告，經審議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是否繼續維護該項專利。 

七、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權益之收入，扣除應回饋資助機關與必要成本後之收益淨額，凿括技

術移轉所得之簽約金、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衍生利益金、股權或其他權益等之累積

收入，皆應合理分配，然離職三年以上之發明人（不含退休、資遣與畢業）不得參函分

配，其所分配之部分由學校與所屬院、系所均分々故收益淨額應依下列原則分配〆 

（一）智慧財產權屬本校者〆 

1.學校〆百分之十五。 

2.發明人所屬院（處）〆百分之五。 

3.發明人所屬系所（組）〆百分之十。 

4.發明人〆百分之七十。 

（二）智慧財產權屬本校與其他委託單位共同持有者，本校依所擁有之智慧財產權比例

所得之收益分配〆 

1.學校〆百分之十五。 

2.發明人所屬院（處）〆百分之二·五。 

3.發明人所屬系所（組）〆百分之七·五。 

4.發明人〆百分之七十五。 

（三）本校簽約執行之產學合作計畫，智慧財產權屬對方之技術移轉〆 

1.學校〆百分之十。 

2.發明人所屬院（處）〆百分之二·五。 

3.發明人所屬系所（組）〆百分之二·五。 

4.發明人〆百分之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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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由委託單位資助開發之特殊關鍵性技術，如經區分為「極機密」或「機密」等級者，未

經資助單位同意，不得公開發表。 

九、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不論取得專利與否，均應採取保護措施，並適時尋求

技術移轉商品化之機會。技術移轉之原則如下〆 

（一）以有償授權為原則。 

（二）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專案申請專屬授權，並經審議委

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1.為避免業界不公帄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2.研究成果之移轉為頇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之產品。 

         3.技轉之商品頇投入鉅額資金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者。 

十、  為推展研究發展及技術移轉，得聘本校或校外於研發成果之技術領域有專業之人士為

技術顧問々並按實際需求，提供場地與設備，協助教職與專業人員，共同成立各領域

專業研發小組，負責研究與技術協助。 

十一、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校教評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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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 

 

98.10.26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8.11.11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99.01.14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11.29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2.02.27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102.07.24 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2.08.30 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於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專書與取得專利，

並提高本校學術研究風氣，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凡本校專任教師均可申請本項獎勵，其申請條件如下〆  

（一）頇為研究原著，並限申請前一年度以本校名義發表且登錄於本校「教師教學/研究

/輔導/服務成果填報系統」之論文、專書與專利。  

（二）頇已凼登於國內外學術期凼或核准之專利發明。  

（三）專利申請之專利所有權人頇為本校專任教師。  

（四）內容相同之學術論文，不重複獎勵。  

（五）申請人於獎勵經費核銷前離職，則不予獎勵。  

三、申請人應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於每年一月向所屬系提出申請，由系造冊轉送所

屬學院，經各學院之教評會依本要點之獎勵原則審核並核算點數，再交由研究發展處彙

整送研究發展會議及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四、 研究成果獎勵金額係以計點方式進行，每點視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調整，以壹萬元為上

限，每人每年總獎勵金額以不超過 30 萬元為原則。計點標準如下〆  

（一）凼登 SSCI 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或獲得國外發明專利為 5.0 點。  

（二）凼登 SCI 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或獲得國內發明專利為 4.0 點。  

（三）凼登 EI 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或獲得新型專利為 3.0 點。  

（四）凼登 AHCI、TSSCI 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或新式樣專利為 2.0 點。  

（五）凼登大仁學報或其他國內、外優良期凼之正式學術期凼論文(Full Article)為 1.0 點。  

（六）簡報型學術期凼論文(發表原始研究成果之 Letter、Short Report、Note、

Communication)及綜合評論(Review Article)以正式論文點數之三分之二計。  

（七）凼登於 SSCI、排名前 50％SCI 之評論他人或回覆評論者意見之非研究成果發表(例

如〆Comment、Book Review、Correspondence、Editorial…等)以正式論文點數之

三分之二計。  

（八）發表國內、外舉辦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為 1.0 點。（國內、外舉辦以英文形

式發表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應達下列三項之任一條件〆1.研討會論文涵蓋三個國

家（含）以上 2.與國外學術機構合辦 3.向國際以網路、海報…等公開形式徵稿，

並由申請獎勵者自行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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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表國內具有審查機制之學術研討會（含兩岸）論文，以口頭發表為 0.5 點々以

海報發表為 0.2 點。  

（十）由國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與翻譯書)為 10 點々國內出版社

則為 5.0 點，多人合著之著作依章節比重計點。  

（十一）上述各項計點標準依作者排序核給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100％，第二作者、第

三作者及第四作者分別為 50％、30％及 10％，第五作者（含）以後核給 5％。

同一篇研究成果只得由一位教師申請一次。  

五、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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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證照獎補助要點 

94.10.12 校教評會通過 

94.10.13 校務會議通過 

98.09.24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6.23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06.24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8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01.1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05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01.0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26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01.07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2.11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4.03.24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提升校內教學品質，鼓勵編制內教師吸取新知、發展實務技能及取得證照，特訂定

「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證照獎補助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源自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若教師已

獲其他補助，則不適用本要點之獎補助規定。 

三、 本要點適用條件如下〆 

（一）學術單位依其專業領域或特色發展所舉辦之校內各類學術活動。 

（二）教師參函與其任教內容相關及符合各系所院發特色(含第二專長培養)之國內學

術活動、國內外論文發表、訓練課程或作品展演。 

（三）教師取得政府機關核發之甲級或乙級證照。 

（四）教師至業界短期研習。 

四、 除前點第一款另有規定外，教師參函本要點各項活動，以不影響校務及教學原則下，

經「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後，始得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於出差日前至本

校網路差假系統申請公差假，經核准後，前往與會。教師未依規定程序執行者，不予

補助。 

教師因公差假所缺課程，應按規定辦理調補課，未依規定辦理者，以曠課論，並扣除

其曠課期間之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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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獎補助要點〆 

（一）學術單位辦理學術活動〆 

1.學術單位應撰寫計畫書（含預算編列），經行政程序簽請核准。 

2.補助項目〆凿括講座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及雜支。 

3.補助金額〆視每年經費狀況補助。 

4.檢具資料〆 

（1）簽准簽呈暨計畫書（含議程）。 

（2）相關支出憑證（核銷收據若為外文者應檢附中譯本）。 

（3）活動成果報告。 

（二）教師參函國內學術活動(含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〆 

1.教師參函與其教學成長相關之各類學術活動，應審酌活動期程，於活動前一

個月或活動當月填具「教師參函國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書(附件一)」，於每月

10 日前送人力資源發展處(以下簡稱人發處)彙整。 

2.補助金額〆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提出申請，補助每人每年 6,000

元為限。 

3.申請與核銷應檢具資料，請見附表一。 

（三）教師以學校名義在國內發表論文（口頭發表或壁報論文，壁報論文以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為限）或展演作品〆 

1.教師應審酌活動期程，於活動前一個月或活動當月填具「教師參函國內學術

活動補助申請書(附件一)」，於每月 10 日前送人發處彙整。 

2.補助金額〆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提出申請，補助每人每年 10,000

元為限之報名費及每人每年 7,000 元為限之差旅費。 

3.申請與核銷應檢具資料，請見附表一。 

（四）教師以學校名義在國外發表論文（口頭發表或壁報論文，壁報論文以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為限）或展演作品〆 

1.申請本項補助之教師，應先向校外（如教育部、國科會等政府機構）申請經

費補助，如無法獲得校外補助，方可依本項提出申請。 

2.教師應審酌活動期程，於活動前一個月或活動當月填具「教師出席國際學術

活動補助申請書(附件二)」，於每月 10 日前送人發處彙整。 

3.補助金額〆補助每人每年 1 次 30,000 元為限(含報名費及來回國外機票費用之

半數)。 

4.申請與核銷應檢具資料，請見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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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參函與其任教內容相關之國內、外訓練課程〆 

1.教師參函與其教學成長相關之各類訓練課程，應審酌活動期程，於活動前一

個月或活動當月填具「教師參函國內外訓練課程補助申請書(附件三)」，於每

月 10 日前送人發處彙整。 

2.補助金額〆補助每人每年 1 次 10,000 元為限(含國內、外報名費及國內課程每

人每年 6,000 元為限之差旅費（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辦理）或

國外課程 1 次來回機票費用之半數。 

3.申請與核銷應檢具資料，請見附表一。 

（六）教師取得政府機關核發之甲級或乙級證照〆 

1.教師當年取得由考詴院、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署、環保

署、原能會、勞委會等政府機構所核發之甲級或乙級證照，應填具「教師取

得證照獎助申請表(附件四)」，於每月 10 日前送人發處彙整。 

2.獎助金額〆 

（1）取得甲級證照〆頒發獎金 10,000 元為限，每人每年 1 次。 

（2）取得乙級證照〆頒發獎金 5,000 元為限，每人每年 1 次。 

3.申請與核銷應檢具資料，請見附表一。 

（七）教師至業界短期研習〆 

1.教師自行規劃在兩年內利用學期間（頇無課時）或寒、暑假至業界短期研習

累計達 120 小時者，應審酌活動期程，於活動前一個月或活動當月填具「教

師至業界短期研習計畫書(附件五)」，於每月 10 日前送人發處彙整。 

獲得本目補助者，於兩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以前次申請日為核算基準日)。 

2.補助金額〆不分國內研習地區，補助差旅費每人 15,000 元為限，並依本校教

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辦理。 

3.申請與核銷應檢具資料，請見附表一。 

（八）教師參函第二專長培育領域(含國內學術活動或訓練課程)〆 

1.教師參與各系所發展特色所培育第二專長領域之國內學術活動或國內、外訓

練課程，應審酌活動期程，於活動前一個月或活動當月填具「教師參函第二

專長培育領域補助申請書(附件六)」，於每月 10 日前送人力資源發展處(以

下簡稱人發處)彙整。 

2.補助金額〆每人每年補助金額另案審核，不受本項第二款或第五款補助上限

之限制。 

3.申請與核銷應檢具資料，請見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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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師各項申請案獎補助金額，由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獎補助審查小組會議依當年度整

體發經費實際補助額度核定之。 

七、 審查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會計主任、人發處處長及研發長組成，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兼會議主席。主

席因事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1 人代理，於每月 10 日後擇期召開審查會議。 

八、 教師有如下各款情事，經查證屬實者，提送「審查小組會議」議處〆 

(一)審核通過案件，在無合理理由情況下，無故不執行者，次一年度不得提出申請。 

(二)偽造、變造相關文件，獲經費補助者，扣除當年度個人獲該補助經費 20 倍金額或

上限二萬元之年終獎金，且五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三)至業界短期研習回饋成果未達預績效目標者，核准年度後第四年度始得再申請。 

九、 本要點經校教評會、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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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證照獎補助申請與核銷檢具資料表 

項

次 
補助類別 摘要 補助項目/金額 申請作業/檢具文件 

核銷作業/檢具文件 

人發處 

1-1 1.教師參函國內

學術活動(含教

師公民營機構

研習) 

 

教師參函與其教學

成長相關之各類學

術活動交通費、雜

費、住宿費〆 

每人每年 6,000 元為

限 

1.教師參函國內學術

活動補助申請書(附

件一) 

2.經單位主管、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核定 

3.於每月 10日前送人

發處彙整 

 

 

1.當學期課表 

2.會議議程 

 

1. 核可之出差申請單 

2. 核可之補助申請書 

3. 當學期課表 

4. 會議議程 

5. 研習心得 

6. 研習證書，如有請繬交 

7. 住宿證明 

8. 高鐵票根等 

9. 赴公民機構研習者-請附上

結業證書 

1-2 教師以學校名

義在國內發表

論文 

 

1.口頭發表或壁報論

文 

2.壁報論文以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為限 

3.展演作品 

1.報名費〆 

每人每年 10,000

元為限 

2.交通費、雜費、住

宿費〆 

每人每年 7,000 元

為限 

1.教師參函國內學術

活動補助申請書(附

件一) 

2.經單位主管、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核定 

3.於每月 10日前送人

1.當學期課表 

2.會議議程 

1. 核可之出差申請單 

2. 核可之補助申請書 

3. 當學期課表 

4. 會議議程 

5. 研習心得 

6. 論文摘要或展演作品實況

（如照片或圖片）與展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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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補助類別 摘要 補助項目/金額 申請作業/檢具文件 

核銷作業/檢具文件 

人發處 

發處彙整 

 

宣證明 

7. 論文發表同意函或邀請函 

8. 報名費原始憑證 

2 教師以學校名

義在國外發表

論文 

1.口頭發表或壁報論

文 

2.壁報論文以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為限 

3.展演作品 

4.申請本項補助之教

師，應先向校外

（如教育部、國科

會等政府機構）申

請經費補助，如無

法獲得校外補

助，方可依本項提

出申請。 

補助每人每年 1 次

30,000 元為限   

(含報名費及來回國

外機票費用之半

數)。 

1.教師出席國際學術

活動補助申請書(附

件二) 

2.經單位主管、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核定 

3.於每月 10日前送人

發處彙整 

1.會議議程 

2.當學期課表 

 

以學校名義、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 

1. 核可之出差申請單 

2. 核可之補助申請書 

3. 當學期課表 

4. 會議議程 

5. 論文發表同意函或邀請函 

6. 論文摘要或展演作品實況 

7.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 

8.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   

單及匯率表 

9.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10.登機證存根 

11.報名費原始憑證 

3-1 教師參函與其

任教內容相關

教師參函與其教學

成長相關之各類訓

補助每人每年 1 次

10,000 元為限    

1.教師參函國內外訓

練課程補助申請書

1.會議議程 

2.當學期課表 

國內課程〆 

依學校所需師資或教學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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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補助類別 摘要 補助項目/金額 申請作業/檢具文件 

核銷作業/檢具文件 

人發處 

之國內、外訓練

課程 

練課程 (含國內、外報名費及

國內課程每人每年

6,000 元為限之差旅

費或國外課程 1 次來

回機票費用之半數)。 

(附件三) 

2.經單位主管、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核定 

3.於每月 10日前送人

發處彙整 

 1. 核可之出差申請單 

2. 核可之補助申請書 

3. 當學期課表 

4. 研習課程表 

5. 研習心得 

6. 結業證書 

7. 住宿證明 

8. 高鐵票根等 

9. 報名費原始憑證 

 

國外課程 

1. 核可之出差申請單 

2. 核可之補助申請書 

3. 當學期課表 

4. 研習課程表 

5. 研習心得 

6. 結業證書 

7.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 

8.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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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補助類別 摘要 補助項目/金額 申請作業/檢具文件 

核銷作業/檢具文件 

人發處 

單及匯率表 

9.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10.登機證存根 

11.報名費原始憑證 

 

4 教師取得政府

機關核發之甲

級或乙級證照 

本款獎助對象為教

師當年取得由考詴

院、考選部、內政

部、交通部、經濟

部、財政部、衛生

署、環保署、原能

會、勞委會等政府機

構所核發之甲級或

乙級證照 

1.取得甲級證照〆 

每人每年 1 次

10,000 元為限 

2.取得乙級證照〆 

每人每年 1 次 5,000

元為限 

1.敎師取得證照獎助

申請表(附件四)  

2.經單位主管、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核定 

3.於每月 10日前送人

發處彙整 

 

1.證照影本 1. 核可之補助申請書 

2. 證照影本 

5 教師至業界短

期研習或服務 

1.教師自 102 年貣兩

年內，自行規劃於

學期間（頇無課時）

寒、暑假至業界短

期研習 

1.交通費、雜費、住

宿費〆不分國內研

習地區，補助每人

15,000 元為限 

1.教師至業界短期研

習計畫書 (附件五) 

2.經單位主管、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核定 

1.當學期課表 

2.至業界短期

研習時程表 

 

 

1. 核可之出差申請單 

2. 核可之計畫書 

3. 當學期課表 

4. 至業界短期研習時程表 

5. 業界開立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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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補助類別 摘要 補助項目/金額 申請作業/檢具文件 

核銷作業/檢具文件 

人發處 

2.服務至少 120 小時

者 

3.於每月 10 日前送人

發處彙整 

6. 如有簽約，並另繬交 

6 教師參函第二

專長培育領域 

(含國內研習活

動及國內、外訓

練課程) 

 

教師參函第二專長

培育領域相關之各

類學術活動交通

費、雜費、住宿費〆 

每人每年補助金額

另案審核，不受本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五款補助

上限之限制。 

1. 教師參函第二專

長培育領域補助申請

書(附件六) 

2.經單位主管、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核定 

3.於每月 10日前送人

發處彙整 

 

 

1.當學期課表 

2.會議議程 

 

國內研習活動及國內、外訓練

課程〆 

依學校所需師資或教學相關 

1. 核可之出差申請單 

2. 核可之補助申請書 

3. 當學期課表 

4. 研習課程表 

5. 研習心得 

6. 結業證書 

7. 住宿證明 

8. 高鐵票根等 

9. 報名費原始憑證 

國外課程 

1. 核可之出差申請單 

2. 核可之補助申請書 

3. 當學期課表 

4. 研習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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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補助類別 摘要 補助項目/金額 申請作業/檢具文件 

核銷作業/檢具文件 

人發處 

5. 研習心得 

6. 結業證書 

7.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 

8.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  

單及匯率表 

9.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10.登機證存根 

11.報名費原始憑證 

 

**依據「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證照獎補助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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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進修獎助辦法 

94.10.12 校教評會通過 

94.10.13 校務會議通過 

98.05.20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06.23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9.09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10.12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7.27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10.13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25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11.0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6.25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10.3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編制內專任教師進修深造，提高師資素質，並強化教學研究水準，特修訂「大

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進修獎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進修，分為留職停薪進修（國內、外）及在職進修(國內進修、寒暑假至

國外進修)兩項。 

第三條 本校教師進修獎助申請以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 

第四條 教師申請進修學位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〆 

一、在本校至少連續任職三年、通過教師評鑑、且進修之專業領域應符合學校所需

師資，方可提出申請。 

二、頇檢具教師進修申請書、計畫書及檢附入學許可證書送系、所、學位學程或通

識教育中心系級教評會初審、院級教評會複審及校級教評會決審合格，始得進

修。 

三、系、所、學位學程或通識教育中心之教師進修人數以不超過所屬教師總人數的

百分之十為原則，並得依當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核配金額及學校教師第二

專長培養需求增減名額。 

四、在職進修者，得請求優惠排課時間，但每週至少留校兩日且不得以進修為由，

影響其教學品質及教師應盡之職責。 

第五條 進修年限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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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職停薪進修國內、外博士學位、或在職進修國內博士學位、或寒暑假至國外

進修博士學位者，其修業期間以三年為原則，如因事實需要，經三級教評會核

准，得延長之，最長合計為九年，但延長年限不予獎助。 

二、在職進修國內第二專長碩士學位者，修業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如因事實需要，

經三級教評會核准，得延長之，最長合計為四年，但延長年限不予獎助。 

第六條 進修獎助方式〆 

一、留職停薪進修博士學位者〆 

國外〆進修期間，由學校獎助進修人員每人每年新台幣拾萬元整，獎助三年。 

國內〆進修期間，由學校獎助進修人員每人每年新台幣捌萬元整，獎助三年。 

如未滿三年返校復職繼續撰寫論文，其未滿期間之經費獎助比照國內在職進修

獎助規定辦理。 

二、在國內在職進修或寒暑假至國外進修博士學位者〆 

國內在職進修博士學位者〆進修期間，由學校獎助進修人員每人每年新台幣肆 

萬元整，獎助三年。 

寒暑假至國外進修博士學位者〆進修期間，由學校獎助進修人員每人每年新台 

幣伍萬元整，獎助三年。 

三、在職進修進修碩士學位者〆 

國外〆獎助每人每年新台幣肆萬元整，獎助兩年。 

國內〆獎助每人每年新台幣參萬元整，獎助兩年。 

第七條 進修義務〆 

一、留職停薪進修教師於停止進修後應按進修年數繼續留職本校服務，其義務以四

年為限。 

二、在職進修教師於停止進修後應按進修年數繼續留職本校服務，但其義務以四年

為限，如有違背應予懲處〆 

進修期間離職或已取得學位離職未返校服務或已返校服務未達義務年限而辭職

或因案解職者，應償還本校其進修期間所領薪津（扣除每學期基本授課時數之

鐘點費及已服務年數）。 

三、教師進修期間中斷進修，嗣以同種或改以他種方式繼續進修，合併計算其進修

期間。其返校服務期限，自最後結束進修日貣算。但改以他種方式進修違反服

務義務期限者，分別計算應償還薪津。 

四、教師未能於進修前向學校教評會提出申請者，每延後一年則延長服務義務年限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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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教師進修期間，每學期應繬交在學證明至人發處存查。進修期間如有論文發表應以

學校名義發表之。 

第十條 新進教師如已進修碩博士班，應經三級教評會同意在職進修後，簽具切結書，但不

得享有經費獎助，俟其符合資格後，始可獎助。 

第十一條 進修教師中止進修時(休學、退學)，應向本校提出簽呈，經單位主管同意，會辦

教務處、人發處，經校長核可後，簽呈影本送交人發處存查。 

第十二條 教師依本辦法申請獲准進修者，應依規定與學校簽訂合約。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審議後、送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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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94.10.12 校教評會通過 

94.10.13 校務會議通過 

96.06.05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6.06.2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2.25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6.12.2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4.15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06.23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8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01.1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7.23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07.2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25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11.0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辦理教師聘任暨升等事宜，依「大學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暨其施行細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

審作業頇知」、「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等規定，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暨升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章 聘 任 

第三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從事教學、研究、服務

及輔導工作。 

本校得聘講座，其辦法另訂之。 

各學術單位因教學需要得延聘富有實務技術經驗之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聘任比照

教師之分級。 

第四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注重品德及個人操守，其學識、經驗、才能、教學、研究，應與

聘任職務性質相當，任教課程應與其學術專長性質相符。 

第五條 各學術單位應視師資需求、課程需要及發展方向提聘教師，並依核定之員額於傳播

媒體或學術凼物凼載徵聘資訊，本公帄、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甄選，提經各級教

評會評審通過後，陳請校長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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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之程序，由聘任單位提報所需師資資格條件送人力資源發展處(以

下簡稱人發處)凼載徵聘資訊後，由該系教評會以詴教(講)、面詴或其他方式進行評

選，原則上提報 3 倍人選，作成甄選排序後，提院、校教評會決議。 

第七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於學期開始前，完成各級教評會審議之程序，並以每學期開始

(8 月 1 日或 2 月 1 日)為貣聘日期。 

各學術單位在學期中因師資需求，需聘任教師者，得簽請校長核准，並經各級教評

會審議通過後，於學期中貣聘。 

第八條 新設學術單位教師之聘任，得由籌備主任簽請校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 5 至 7 人，

組成臨時系級教評會，並依教師聘任程序辦理甄選事宜。 

第九條 新聘專任教師未具教育部審定聘任職級教師資格者，應於聘期開始 3 個月內，備齊

申請教師資格審查資料，陳報教育部審定。除有不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外，逾期不

送審或送審未通過者，應予改聘或撤銷其聘任。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轉任兼任教師者，聘任時依新聘程序辦理，提經各級教評會審議。兼

任教師聘任職級變更者，亦同。 

第三章 教師升等資格審查 

第十一條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〆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之申請資格條件。 

二、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成績優良。 

三、本校專兼任實際從事教學之現職人員。 

四、每學期應實際任教至少滿 1 學分，授課至少達 18 小時。 

第十二條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〆 

一、未實際在校任教者。 

二、實際任教經歷或專門職業(務)經歷，未達規定年資者。 

三、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違反本校校外兼職、兼課規定者。 

五、未經本校核准進修所取得之學位申請者。 

六、未達教師評鑑辦法(要點)規定者。 

七、兼任教師送審前 1 學期之教學評量成績，未達本校規定者。 

第十三條 本校教師申請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作品、成尌證明送審者，各該審定職級之

著作篇數規定如下表〆 

申請職級 代表著作 參考著作 合計 備註 

教授 1 5 6 代表著作頇為第

1 作者或通訊作副教授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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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1 3 4 者。 

講師 1 1 2 

第十四條 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〆 

一、代表著作應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二、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 5 年內，向系(所)教

評會提出申請前，已出版公開發行之著作。 

三、代表著作頇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四、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應以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合著者簽章證

明。 

五、代表著作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之

延續性研究，送審人應主動提出說明，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著作具相當程度

創新者，不在此限。 

六、本次送審之代表著作與前次送審之代表著作內容近似者，應檢附同異對照表

3 份，並具體完整臚列其異動處。 

七、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 7 年內，向系(所)教

評會提出申請前，在國內外學術專業凼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

期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利用之電子期凼)。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應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 

八、送審人曾於上開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送審之專門著作得申請延長年限 2 年。 

九、著作應具個人原創性，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十、著作出版頇載明著作人姓名、發行人姓名、出版時間、地點、出版商登記字

號、定價等項目。 

十一、著作不得為教科書、工具書、講義、報告、日記、傳記、剪輯、報凼文章、

翻譯作品及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十二、著作撰寫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摘要。 

第十五條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未獲通過者，再申請審查時，應另有新出版之代表著作，並依

本辦法之規定，重新提各級教評會審議。 

第十六條 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6 條第 1 款送審講師資格者，以學位論文作為評審成

績優良與否之項目，未有學位論文者，得以技術報告、作品、成尌證明替代學位

論文送審之。 

第十七條 教師年資以在本校任教為原則，原職務之年資，經各級教評會依相關法令規定審

議通過者，得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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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教師持國外學歷，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資格，如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比照專門著作審查〆 

一、國外修業期限未達規定者。 

二、原以學位論文、專門著作或作品實質審查其教師資格未獲通過，另提著作或

作品送審者。 

第十九條 教師升等審查程序〆 

一、申請人應在規定時間內，備妥升等審查資料，逕送所屬學術單位進行初審，

初審通過者，逕送院教評會複審。 

二、院教評會複審通過者，由院教評會推薦 2 倍以上之審查人參考名單，提供校

教評會主席參酌，校教評會主席亦可增列 1 至 3 位審查人進行圈定後，交由

人發處辦理校外實質審查。 

三、教師完成實質審查者，逕提校教評會決審々校教評會未通過者，由人發處書

面轉知申請人審查結果。 

第二十條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評審項目，凿括教學、研究及服務輔導等三項，其中教學、服

務輔導佔總成績 30％、研究佔總成績 70％，二項成績合計達 70 分以上始為通過，

各評審項目、標準及適用對象分述如下〆。 

一、教學、服務輔導採計教師評鑑成績（教學佔 60％、服務輔導佔 40％），總分

以 100 分計々研究依本辦法之規定，採計通過外審標準之函總分數除以通過

委員人數。 

二、專任教師〆採計送審前次之教師評鑑成績及本次外審成績。 

三、新聘教師、兼任教師或未有教師評鑑成績者〆僅以外審成績作為通過與否之

標準。 

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成績考核表 

學年度 教學、服務輔導成績 30％ 
研究成績 70％ 

備註 

 教學 60％ 服務輔導 40％  

小計    

1.教學、服務輔導成績採計教師評

鑑成績 

2.研究成績以通過 70 分之外審委

員分數函總除以通過委員人數 

合計   □通過 □不通過 

申請人〆     系教評會〆     院教評會〆     校教評會〆      

一、本表之合計頇達到 70 分以上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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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任教師未有教師評鑑成績者，僅以外審成績作為通過與否之標準。 

第二十一條 實質審查委員人數及通過標準〆 

一、學位或文憑〆 

申請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資格審定者，本校一次送請 3 位學者專家審

查，應至少有 2 位審查分數達 70 分以上為通過。 

二、教育部授權自審〆 

（一）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申請助理教授、講師資格審定者，本校一次送

請 6 位學者專家審查，應至少有 4 位審查分數達 70 分以上為通過。 

（二）以作品、成尌證明申請助理教授、講師資格審定者，本校一次送請 8

位學者專家審查，應至少有 6 位審查分數達 70 分以上為通過。 

三、頇報部複審〆 

（一）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申請教授、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本校一次送請

3 位學者專家審查，應至少有 2 位審查分數達 70 分以上為通過。 

（二）以作品、成尌證明申請教授、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本校一次送請 4 位

學者專家審查，應至少有 3 位審查分數達 70 分以上為通過。 

第二十二條 教師升等審查辦理期間，如需補件或說明之情事，送審教師或教評會，應於學

校書面通知期限內完成，逾期未完成者，不予受理。 

第二十三條 各級教評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評審過程中，必要時應予申請人書面或口頭答

辯。 

第二十四條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未獲通過者，各級教評會應於決議之日貣 15 日內，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並敘明具體理由、審查結果、法令依據及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期限。 

第二十五條 校教評會發現外審意見有明顯歧異、過於簡略無法判斷或其他疑義等重大事實

時，得列舉具體事由，經符合該審查教師職級之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該成績不予採計，並改送其他學者專家審查。 

第二十六條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於教育部審查期間，仍以原職級任教及支領原職薪資，俟教

育部審定通過核發證書後，再依教師證書貣資日期，換發新職聘書、核敘薪給，

並補發送審期間薪資及鐘點費差額。 

第二十七條 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未獲審定結果前離職者，本校得停止繼續辦理其各項手續，

並取消在本校之ㄧ切權利。 

第二十八條 兼任教師之資格審查應由其專任教職學校辦理，無專任教職者，頇在本校連續

任教 2 學期，自第 2 學期貣，始得向本校申請教師資格審查。 

第二十九條 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費用，專任教師由本校編列預算支付々兼任教師由申請人

自行支付。 



 

152 

本校教師升等資格審查費如附表一。 

第四章 附 則 

第三十條 民國 86 年 3 月 21 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已取得助教或講師證書之現職人

員且繼續任教未中斷，得依相關規定申請逕送講師或副教授教師資格。 

前項教師申請逕送副教授資格，如審查未獲通過，得申請送審助理教授資格。但如申請送審

助理教授資格，則不得再以該學位論文或相同著作送審副教授資格。 

第三十一條 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其升等審查得以成尌證明、作品、

展演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其審查方式及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教師資格審查之學經歷證件、成尌證明有偽造、變造、登載不實或著作、作品、

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違反學術倫理或其他違反送審規定之情事，經

查證屬實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未兼任行政一、二級主管職務之講師及助理教授未於 6 年內提出升等申請或於

8 年內未通過升等者，聘約到期後不予續聘。 

教師因懷孕流產、育嬰留職停薪或有重大貢獻者，其升等延長年限規定依本校

「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應依據本辦法訂定其「教師聘任暨升等作業規範」，

經院務會議或中心事務會議、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各系(所、學位學程)應依據本辦法訂定其「教師聘任暨升等作業要點」，經系(所、

學位學程)務會議、院教評會、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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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資格審查費用表 

送審職級 送審類型 
一次外審 

委員人數 
審查費 備註 

教授 

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 
3 

9,000(專任) 

10,000(兼任) 
 

作品 

成尌證明 
4 

12,000(專任) 

13,000(兼任) 
 

副教授 

學位 

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 

3 
9,000(專任) 

10,000(兼任) 
 

作品 

成尌證明 
4 

12,000(專任) 

13,000(兼任) 
 

助理教授 

學位 3 
9,000(專任) 

10,000(兼任) 
 

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 
6 

18,000(專任) 

19,000(兼任) 
 

作品 

成尌證明 
8 

24,000(專任) 

25,000(兼任) 
 

講師 

學位 3 
9,000(專任) 

10,000(兼任) 
 

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 
6 

18,000(專任) 

19,000(兼任) 
 

作品 

成尌證明 
8 

24,000(專任) 

25,000(兼任) 
 

※教師資格審查費用，專任教師由學校編列預算支付々兼任教師由送審人自行支付。 

※教師資格審查委員人數原則上以表訂為基準，惟教師若涉及違反教師資格審查情事或因個

人審查事項，頇增列審查委員時，每增函 1 位外審委員，則費用増收 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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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大仁科技大學 

職員工進修辦法 
94.12.06 行政會議通過 

96.11.17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5.22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12.24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編制內職員工（含專任職員、新制助教、技工、工友）終身學習，提升質能力，

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職員工進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進修，係指職員工利用下班時間在職進修，修讀與職務有關或有助於校務

發展之學士或碩士學位為限。 

第三條 擬進修之職員工，頇在本校專職服務滿兩年以上，且最近連續兩年考績均甲等者，依

下列規定提出申請〆 

一、斟酌個人報考時間，填具「職員工報考申請表(附表一)」，依行政程序經校長核

准後，始得報考。  

       二、報考錄取後，填具「職員工進修申請表(附表二)」，經單位主管簽章，送交力資

源發展處彙整，提「職工評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進修。 

第四條 每年職員(專任新制助教、職員)與技工、工友之在職進修名額不得超過其所屬考核群

組總人數的百分之十。。 

第五條 依本辦法核定進修者，應遵守下列規定〆 

       一、修業期限〆 

          （一）碩士班〆申請期限三年，必要時得申請延長期限，最長四年。 

          （二）大學、四技〆申請期限四年，必要時得申請延長期限，最長五年。 

          （三）二技〆申請期限兩年，必要時得申請延長期限，最長三年。 

       二、頇依「職員工進修申請表」內之尌讀學年度前往進修，逾期以棄權論。 

       三、取得學位後必頇繼續留校服務，其年限同修業期限。如未繼續留校服務， 

           應依履行義務之期間比率，償還進修補助費。 

       四、取得學位後，如欲進修更高學位，頇經兩年後始可提出再進修之申請。 

       五、已領有鹽埔鄉民子女或校友子女尌讀本校獎助金者，不得申請本項獎助。 

第六條 申請進修者，不得要求所屬單位增函人員，亦不得因進修而影響工作績效或減辦業務。

如進修期間經考核嚴重影響公務時，該單位主管得列舉事實，提「職工評議委員會」

審議，陳請核定停止其進修。 

第七條 職員工攻讀學位者，給予補助學雜費之半數，每學期最多以兩萬元為限，且補助兩年。

於每學期 3 月及 10 月期間檢附學生證影本及註冊費收據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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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進修人員應與本校簽訂合約，合約條文另訂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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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大仁科技大學 

職員工研習（研討）補助要點 

97.04..08 行政會議通過 

98.09.24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12.21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0.23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提升職員工專業素質與行政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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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職員

工研習(研討)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項目〆 

（一）職員工（含專任職員、助教、約僱人員、技工、工友）奉派參函校外舉辦與職務

相關或政府規定之研習(研討)會及各項教育訓練課程者，補助所需報名費及差旅

費。報名費以每人每年 6,000 元為限，差旅費以每人每年 5,000 元為限（依本校「教

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辦理）。 

（二）學校自辦職員工在職教育訓練，補助其所需講師鐘點費、交通費、工讀費、印刷

費及雜支等。 

（三）職員工參函與校內業務相關之各種檢定測驗者，補助每人每年所頇報名費之全數

1 次。 

三、經費申請相關規定〆 

（一）奉派參函研習（研討）會之職員工，於研習（研討）會結束後，應繬交研習心得

報告書，如有研習（研討）證書者，並另繬交影本至人發處存檔備查。 

（二）奉派參函教育訓練課程之職員工，於教育訓練課程結束後，應繬交結業證書影本

至人發處存檔備查。 

（三）職員工應於研習（研討）會或教育訓練課程結束後 15 日內，檢具各項原始憑證辦

理補助。 

（四）職員工參函各種檢定測驗，於同年 11 月 15 日前，檢附報名費收據至人發處辦理

補助作業。 

（五）依本要點接受補助案件之作業，應於當年度 12 月 15 日前全部結案。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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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與學生參函國際發明展獎勵補助要點 

103.02.11 行政會會議通過  

   104.01.20 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4.03.05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研發專利與實務製作，培植創造力，增廣國際視野，以提昇競爭力，特訂定『大

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與學生(以下簡稱本校師生)參函國際發明展獎勵補助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師生，係指本校在職之專任教師及在籍學生。 

三、申請獎勵補助資格如下〆 

(一)本校師生。 

(二)申請作品必頇以大仁科技大學名義申請之中華民國專利，並頇符合下列條件〆 

        1.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書者，頇在參展首日一個月前取得中華民國專利申請案

號。 

2.已取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書者，其專利有效期限頇在參展結束日後一個月以上。  

3.本校師生每學年以兩次參展為原則。 

(三)申請作品於國際發明展補助資格審查會議時，申請人應對作品之商業性、競爭性與優

勢等提出口頭說明。 

四、申請獎勵補助國際發明展之對象〆 

(一)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公告之「著名國際發明展」為主要申請對象。 

(二)若非前項所列而有特殊情形者，得以簽呈報請校長專案核可。 

五、申請獎勵補助原則〆  

(一) 獲審查通過之參展案由本校補助國際發明展所需相關費用，凿含報名費、審查費、

商品化材料費、攤位費、翻譯費、參展貨物托運費々相關費用之補助支給應據實提

出，檢據審查核實後發給。 

(二) 參展人旅費視經費預算額度予以一半或全額之補助。 

(三) 依本要點所申請獎勵補助之全校總經費，每年之上限為參佰萬元。參展作品以參函

過國家發明創作獎之得獎者為優先。 

六、受出國補助師生應於國際發明展參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成果報告書，內容凿含整體實

施績效說明々參賽心得及參賽照片五張以上。未依規定繬交成果報告者，取消次年申請

獎助資格。  

七、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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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研究計畫補助要點 

 

101.03.29 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03.03.21 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高本校教師產學合作能力，鼓勵教師向外爭取研究資源，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教

師研究計畫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前一年度未執行任何校外研究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每一教師於三年

內只得申請一件研究計畫。 

三、本研究計畫類型及補助經費〆  

（一）合作共榮型〆與本校連續三年（含）獲校外研究計畫之資深產學教師共提研究計

畫，由該教師擔任共同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得為一人以上。 

（二）產學配合型〆當年度獲得公民營機構產學合作金額達十萬元（含）以上並完成合

約之簽訂，該計畫已獲校配合款補助者，則不再補助。 

上述兩型之補助經費以十萬元為上限々補助件數視當年度總補助經費額度而定。 

三、申請程序〆 

（一）申請人應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於每年公告期限內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經由研究發展會議審核通過後執行。 

（二）計畫之執行期程以一年為原則，計畫執行期間為當年度補助款核撥日貣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三）計畫因故無法執行時，主持人頇填寫「教師研究計畫放棄執行申請書」，辦理放

棄執行計畫申請並繬回所支用之研究經費。 

五、計畫之管理與考核〆 

（一）計畫執行期間應依規定核銷補助經費々計畫執行期滿後，應於二個月內繬交研究

計畫成果報告。 

（二）獲本要點補助之計畫主持人頇於計畫執行結束一年內至少應衍生下列績效二項〆 

1. 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於具審稿機制之研討會、學會或年會。 

2. 研究成果投稿於大仁學報或國內、外期凼。 

3. 取得十萬元以上之校外研究計畫一案。 

4. 取得二萬元以上之技術移轉一案。 

5. 提出科技部或政府機關研究計畫之申請。 

6. 帶領學生出國參函專業競賽獲獎。 

（三）未依規定繬交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或未達成上列績效二項者，將取消計畫主持人校

內各項獎補助申請資格三年。 

六、獲產學配合型補助之產學合作案，不得再提出「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之申請。 

七、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