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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師資結構 

本校現有教師 310 位(以 101.09.01 為基準日)，其中教授 30 位（含專技人員 1 名）、

副教授 103 位（含專技人員 1 名）、助理教授 76 位（含專技人員 8 名）、講師 101 位

（含專技人員 1 名）。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比例佔 67.42%，其中具博士學位教師 160

位，佔 51.6%。除此之外，本校尚有 32 位教師進修博士學位，於未來幾年將陸續畢業，

藉時將提升本校師資素質。有關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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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 師資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合計 

98 上 

人數 29 117 65 141 352 

比例 8.2% 33.2% 18.5% 40.1% 100% 

助理教授以上比例 59.1% 

98 下 

人數 29 120 69 133 351 

比例 8.3% 34.2% 19.6% 37.9% 100% 

助理教授以上比例 62.1% 

99 上 

人數 30 112 69 127 338 

比例 8.9% 33.1% 20.4% 37.6% 100% 

助理教授以上比例 62.4% 

99 下 

人數 29 111 73 122 335 

比例 8.7% 33.1% 21.8% 36.4% 100% 

助理教授以上比例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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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06 75 106 316 

比例 9.2% 33.6% 23.7% 33.5% 100% 

助理教授以上比例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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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資人力充足，目前全校生師比 25.5：1；日間部生師比 18.1：1（以 101.03.15

為基準日），遠低於教育部全校生師比 32：1；日間部生師比 25：1 之規定，有助於

各項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及校務行政之推展。 

本校近年來聘用專任教師之考量有二：1.在教師遴聘方面：除具本校所需稀有性

高階師資外，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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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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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實務之提升亦制定

相關獎補助辦法；對廣納特殊師資專長教師編列校款支給薪資以外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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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人文及藝術方面資料的蒐藏，另外也典藏文、

史、哲、宗教等專門性書刊和一般性讀物，以提供教學研究資源與服務，培養學生獨

立及終身學習能力，並增進其專門知識與技能為宗旨。隨著圖書與資訊的整合，圖書

館中大量引進網路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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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提供無線上網之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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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虛擬網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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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時俱進更新各項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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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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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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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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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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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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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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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期刊 電子期刊

(使用權) 
資料庫

中文 外文 電子書 中、日文 西文 

數

量 

216,994冊 31,511 冊 92,257 冊
9,865 件

611 種 186種 
17,954 種 163 種

340, 762 冊 797 種 

圖書館各項資源使用率 

各項使用率\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進館人次 259,324 218,159 249,137 

平均每人 25.86 23.13 26.84 

借書冊次 141,950 125,728 126,025 

平均每人 14.16 13.33 13.57 

資料庫使用人次 54,828 116,086 221,736 

平均每人 5.72 12.31 23.88 

館際合作服務件數 765 936 2,353 

校外人士借書冊數 4,015 3,219 3,215 

提升閱讀風氣活動統計(單位：場)  

活動類型\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主體書展 4 4 3 

專題演講 1 2 0 

藝文展 7 6 7 

資料庫講習 57 42 57 

資料庫有獎徵答活動 6 18 17 

影片播放 15 2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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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備 

本校計有電腦教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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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試前後開放電腦教室提供同學準備考

試與繳交作業。 

1.電腦教室設備一覽表 

位置 設備 電腦台數 CPU RAM 

A307 ＊ 66 
62 台：Intel®8200 2.33 

4 台：Intel®8300 2.5 
2G 

A308 
＊ 

DVD 放影機
65 

45 台：Intel®8400 2.66 

10 台：Intel®6600 2.5 

10 台：Intel®i5 2500 2.9 

2GB 

4GB 

A309 ＊ 61 Pentium®D  2.8 1GB 

A310 ＊ 61 Pentium®D  2.8 1GB 

A803 ＊ 56 Core i7 3.4 4GB 

H208 
＊ 

DVD 放影機
56 Core2  6320 1GB 

E303 ＊ 67 

40 台：Intel®8200 2.33 

15 台：Intel®8300 2.5 

12 台：Intel®i5 2500 2.9 

2GB 

4GB 

I201 ＊ 56 Core2  6320 1GB 

I205 ＊ 60 Core2  6320 1GB 

I208 ＊ 61 Core i7 3.4 4GB 

C305 ＊ 56 Pentium®4  3.2 1GB 

S116 ＊ 65 Intel®8200 2.5 2G 

C307 ＊ 65 Pentium®4  3.0 1GB 

R204(自由上

機教室) 
＊ 51 Core2    6320 1GB 

＊電腦教室含以下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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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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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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系：食品加工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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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護 理 系：護理技術教室、嬰幼兒照護教室..等。 
3.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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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培育中心、生物性共同實驗室。 
5.藥 學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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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源共享。 

資訊暨管理學院 1.資訊管理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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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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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系：Linux 暨嵌入式系統發展平台專業教室、多功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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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及智慧型手機專題實作

室…. 。 
4.數位多媒體設計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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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業教室 
5.健康事業管理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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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共享。 

休閒暨餐旅學院 1.休閒運動管理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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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業教室 
2.餐旅管理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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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頂餐廳等專業教

室。 
3.觀光事業管理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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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時尚美容應用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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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業技

術教室。 

人文暨社會學院 1.幼兒保育系：嬰幼兒照護教室、音樂教室、幼兒教材製作學習中心、

遊戲治療教室、幼兒科學教室 …等 
2.應用外語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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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會談室、實習就業輔導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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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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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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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來源分析 

分析本校近三年來之招生結果，可得知學生有就近就學之趨勢；就 101 學年度招

生結果，總計招收新生(含四技、二技及二專)共 2,851 人，其中南部地區就有 2,394 人

(屏東縣 1,422 人，高雄市 762 人，台南市 82 人)，佔總招生名額比例為 84%。 

 

縣  市 人  數 比例 

基隆市 2 0.07% 
台北市 54 1.89% 
新北市 86 3.02% 
桃園縣 31 1.09% 
苗栗縣 8 0.28% 
新竹縣 20 0.70% 
台中市 65 2.28% 
南投縣 21 0.74% 
彰化縣 22 0.77% 
雲林縣 63 2.21% 
嘉義縣 65 2.28% 
台南市 82 2.88% 
高雄市 762 26.73% 
屏東縣 1,422 49.88% 
宜蘭縣 11 0.39% 
花蓮縣 39 1.37% 
台東縣 77 2.70% 
金門縣 2 0.07% 
澎湖縣 9 0.32% 

海外僑生 10 0.35% 
總計 2851 100% 

 

北部地區

7% 中部地區

4%

南部地區

84%

花東離島及海

外地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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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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山麓環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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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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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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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仁」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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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

先具備兩個條件：「服務的能力」、「服務的心願」。 

           

（一）本校核心價值如下 

一核心：提昇人的生命品質。 

三主軸：健康促進、環境保育、關懷服務。 

四志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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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個無遠弗屆的教育服務，以顧客為導向：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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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願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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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校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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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以藥學起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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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的亞洲科技大學  

96~100 學年度(2007~2012)：受歡迎的亞洲新興大學  

101~105 學年度(2012~2017)：創新實務型大學  

108 學年度(2020)：現代桃花源 

本校目前設有藥學暨健康學院，資訊暨管理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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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生人數約有 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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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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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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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就業機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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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校學生畢業即就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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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加凸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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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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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利)的產研特色，發展創新

實務型的大學。 

     本校在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之支用理念分別規劃如下： 

1.資本門教學規劃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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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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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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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配合未來兩岸教育政策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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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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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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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之形式進行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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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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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以上，102 年度特別著重在教師之產學合作教材編撰與教具製作之獎勵，

對於教師專利申請與技術轉移也增加其獎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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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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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產學合作，使學生參

與產學計畫並為學生建立起赴業界實習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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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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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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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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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就業發展力之人才，使

本校成為受業界歡迎的創新實務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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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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未來就業。茲將四個學院之重點特色及研究方向彙整

如下： 

1.藥學暨健康學院 

依據本校中長程發展定位「創新實務型大學」，及國家發展生物科技、醫療照護、

綠色能源、精緻農業、觀光旅遊、文化創意等六大新興產業政策與產業需求，以培育

醫療照護、生物科技、綠色能源之職場(產業需求)導向實務能力人才為目標。本學院

之教學與研究目標均朝向實務型教學與應用型研究，以符合培育實務能力人才，故本

院中長程發展計畫以加強教師實務能力為導向，建立與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與之合

作為策略，持續推動中草藥與生技保健食品之產學合作，將教師專業能力導入企業，

指導學生的專題實務，實習及未來就業嵌入產學合作的成果中。另外積極輔導本院學

生專業證照考試，使學生學有專精，可為社會所利用。另積極推動本院環境與安全衛

生教育，配合勞工教育與環境教育亦將再投入更多設備與人力。本院以「實務型」導

向建立本院之特色，做為未來五年重要之發展特色，其特色內容分述如下： 

 

學院 重點特色及研究方向 

藥
學
暨
健
康
學
院 

◎ 提升師生之職場(產學需求)導向實務能力。 
◎ 進行職場(產學需求)導向之課程設計與落實教學品保。 
◎ 強化與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之合作，進行中草藥暨生技保健食品之產學合作。

◎ 建置生技製藥實習工廠，推動實習產品製作與行銷，以開創校辦企業特色。 
◎ 建置中草藥暨生技保健食品相關技術服務平台。 
◎ 推動培育教師第二專長、鼓勵專利申請與技術轉移。 
◎ 推動教師指導學生專題，並參加發明展，以提升學校能見度。 
◎ 推動成立研究團隊與跨學院跨領域整合研究。 
◎ 與健全的校友會策略聯盟，建構產銷產業鏈，有利學生就業。 
◎ 建立校外教學與實習企業夥伴關係，以利實務教學與實習。 
◎ 加強證照輔導以提升學考照率。 
◎ 推動環境與安全衛生教育人才培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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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暨管理學院 

本著「團隊、專業、國際觀」和「誠信、關懷、圓融」精神，「穩健、創新、績

效」的管理理念，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培養團隊合作之研究精神」及「發展數位應

用之職場知能」為目標。臺灣產業近年來，面臨成長與轉型的挑戰。主要產業結構由

工業轉變為服務業，整體服務業名目 GDP 占 GDP 總值比重約七成，行政院於(99.09)

提出的產業發展及政策包括六大新興產業、四項新興智慧型產業及十大重點服務業，

而且指出其間關係環環相扣，上述產學之推動除可加速我國產業之結構轉型，提升國

家整體競爭力外，並可整合服務與製造業，提高產業附加價值，使我國產業實力軟硬

兼具，再創台灣產業新榮景。本院一直朝向各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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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訊
暨
管
理
學
院 

◎本院以「數位科技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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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為數位生活及創意應用之資訊暨管

理學院，讓科技帶來幸福健康與人文關懷。 
◎發展數位生活應用特色發展整合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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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以「建置雲端校園」為未來發展目標，其中，資訊管理系發展「雲端學習」，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發展「雲端商務應用」，資訊工程系發展「雲端物聯網」，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發展「雲端遊戲製作」，健康事業管理系發展「雲端健康照

護」。 

 

3.休閒暨餐旅學院 

本校休閒暨餐旅學院以結合休閒運動、健康科學與經營管理等三大主軸為一體之

理念，以培養休閒、服務、健康、時尚產業經營與管理之專業人才為目標。本校已定

位為實務型大學，本院也秉持這樣的教育信念，結合休閒、餐旅、觀光與時尚美容等

相關產業，讓學生在未來的職場更具有競爭力。 

本院 102-106 中長程發展計畫，訂定下列四大目標：一、培養學生具備實務能力；

二、強化教師實務教學能力；三、結合產學推動實務發展；四、提升教師研究的能量，

以達成一個優質的學院。為了達成中長程發展計畫，本院擬訂各項策略與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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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本院學生在未來的職場更具有競爭力，我們努力的目標是五年內畢業生的就業率

達 90%以上，招生續學率也達 90%以上，成為國內最受企業界與學生歡迎的學院。 

 

學院 重點特色及研究方向 

休
閒
暨
餐
旅
學
院 

◎推動與國外學校學術交流、建立姐妹學校、教師交換講學與交換學生，以推動國

際化。 
◎每學年辦理一場休閒、觀光與餐旅產業國際性研討會，以提升學術聲望與國際化。

◎推動學生海外實習，擴展學生職場競爭力。 
◎積極爭取產、官、學之研究計畫案，以提升教師研究風氣與充實實務之能力。

◎鼓勵教師產學合作研究成果融入課程。 
◎購置與充實各系專業教學設備與專業教室，建立管理制度，達到設備一流與教學

一流。 
◎推動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與研習，充實教師實務經驗，並培養教師第二專長。

◎聘請業界教師參與協同教學，增強學生實務能力，達到產學零距離。 
◎各系辦理證照輔導班，強化學生考證能力。 
◎加強學生實習功能，提升學生就業的能力。 
◎本院每學期辦理一場職場倫理講座，邀請業界專家演講。 
◎每學期辦理一場創新與創業千人講座，邀請創新與創業成功之企業家蒞院演講。

◎推動學生服務學習，積極參與社區服務。 
◎積極鼓勵學生參與國際各項競賽。 
◎每年辦理一場教師產學合作研究成果展示會，提供教師互相觀摩機會。 
◎鼓勵教師參加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發表期刊論文與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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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吾幼以及人之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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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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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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幼兒教育之教學與研究，培育幼兒教育專業人才。 
◎深化既有「幼兒科學教育研究中心」功能，推展全方位的幼兒科學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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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托整合之專業教室 E 化與改善計畫。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模擬教室建置計畫。 
◎專業語言教室 E 化建置計畫。 

4.建立人性化之成長機制，提升教師專業實務 
◎教師評鑑一年一評。教師自行選擇教學、服務、研究之權重比例，鼓勵教師

適性發展。 
◎訂定學院年度產研績效指標，教師依專長加入院系所成立之七大研究中心與

研究社群，提升學院與教師整體研究能量。 
◎配合校方各項教師教學獎勵辦法，推動教師參與業界服務、公民營實務與業

界深耕實務，將產學研發成果回饋至教學及課程發展。 
◎實施教師八一教學品保指標，包括：實務知能、產學合作、專業證照、四志  
工關懷、五行政服務、六教師社群、七教材編撰、八輔導知能等八項，每一品

保指標皆有對應檢核項目，教師通過一項檢核項目即視為通過該項指標。 

5.落實全方位學生關懷，以學生學習成長為導向 
◎實施雙導師制度與選課教師輔導制度，落實學生生活面與學業面之照護輔導。

◎訂定學生參與專題競賽、研習與校內外競賽之獎補助辦法，提升學生競爭力。

◎全院系所全面實施實習課程，累積學生職場就業能力與實務技能。 
◎全院開課課程配置教學 TA，引進業師協同教學，建立業師與企業雙師制度，

提升學生實務能力。 
◎建立定期性課程檢討機制，援引產官學與畢業生意見，以培養環境之人才需

求為課程最高修正原則。 
◎開設專題實務、跨領域與就業學程，培養學生第二專長與就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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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102）年度發展重點 

在既有基礎及地域優勢下，本校配合國家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方向，結合地方產業，

持守橘色關懷服務之信念，集合四大學院：實力雄厚的藥學暨健康學院、雲端技術的資訊

暨管理學院、健康養生的休閒暨餐旅學院、心靈關懷的人文暨社會學院，建構健康幸福與

人文關懷的校園特色。規劃發展重點項目如下： 

(一)中草藥保健產品開發與人才培育  

中草藥產業是 21 世紀最有潛力的新興產業之一，亦為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主要

推動項目。本項發展重點將聚焦於下列項目： 

1.培養具備中草藥知能人才，包括中草藥保健品調製、養生藥膳技能、調劑 SPA 藥包技

能、中草藥化妝品調製技能。 

2.整合藥學系、生科系及食品系等系所既有研發設備與專業人才，應用保健開發技術平

台，建置模擬產業生產環境教學廠房，開發銀髮族所需養生醫藥保健產品。 

3.落實綠色環保永續精神，提升其附加價值，利用農產廢棄物，將其華麗變身，成為高

值化保健產品。 

4.為確保中草藥保健產品品質，結合本校貴重儀器中心，申請認證實驗室，以提升中藥

用藥安全。 

(二)樂齡雲端健康管理與照顧 

雲端以方便、快速、安全、彈性及節能的特性，讓資訊系統可以更完善的整合與應

用。將雲端科技結合各項健康照護與健康促進之前端設備，建置銀髮樂活夢想館，讓樂

齡長者的健康管理與必要的照護支援活動，透過雲端系統與無線行動科技的整合得以更

方便、更有效的實施。重點發展項目如下： 

1.無限智慧型雲端樂齡健康資訊通報系統，藉由無線行動通訊裝置或有線網路裝置獲取

自身的健康資訊，得以主動告知潛在健康問題之警訊。 

2.社區老人雲端健康照護與藥事服務支援系統，讓銀髮老人或照顧者可以經由無線行動

通訊裝置或有線網路裝置獲取緊急健康諮詢或緊急藥事諮詢等。 

3.樂齡雲端健康食譜管理系統，讓銀髮老人或照顧者可以經由無線行動通訊裝置或有線

網路裝置獲取適合的健康食譜建議或相關營養資訊等。 

4.銀髮健康照護的行動位置通報系統，經由無線行動通訊裝置，主動向監控中心通報銀

髮老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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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樂齡雲端體適能活動管理系統，提供樂齡長者可以經由無線行動通訊裝置或有線網路

裝置獲取自身的體適能資訊，提供提高體適能的活動建議，並將體適能活動資訊存於

雲端系統，做為後續系統使用。 

6.智慧型樂齡雲端休閒活動管理系統，利用無線行動通訊裝置或有線連網裝置取得合適

之休閒健康活動並智慧性的將使用者的嗜好與習慣資訊儲存於雲端資料庫系統，作為

長者的活動建議之基底資訊及活動統計資訊。 

(三)文化創意產業資源平台 

近來政府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鼓勵文化創意產業進行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培

訓。爰此，本校運用在地的各種文化資源，整合多元性師資，將下列文化創意產業列為

重點發展特色： 

1.組成文創產業諮詢輔導團隊，透過產學合作機制，提供文化產業的研發與諮詢服務。 

2.培育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具經營管理、企劃行銷和文化傳播等實務工作能力，並能服

務回饋地方，創造具有經濟效益的文化產值。 

3.推行文化觀光活動，持續深化與在地各政府機關，或非營利組織，共同主辦各項文化

觀光活動，帶動地方產業的發展。 

(四)環境與安全衛生教育人才培育與推廣 

環境與安全衛生為國家重要政策，從學校教育到勞工教育均是降低職業災害及提升

環境意識的一種策略，本校為環安衛人才培育搖籃，發展重點如下： 

1.推廣生態環境解說教育活動，本校所在地-屏東為一生態多樣性的城市，結合本校環境

與職業安全衛生系對生態資源之瞭解，配合觀光系完成生態解說教育，持續推動校園

與社區之生態解說活動。 

2.已申請環境教育認證機構，期待認證通過後，成為高屏地區唯一培育環境教育種子教

師之機構，推廣環境教育政策。 

3.持續維護勞委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網(http://ercs.tajen.edu.tw)，使勞工教育持續線上學

習與互動。 

4.首創探索式防災通識課程，推廣社區防災意識。 

5.建立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做為北中南中小學示範學校學習標竿。 

(五)休閒產業實務能力精進 

2009 年起行政院推動六大新興產業與十大重點服務業等經濟發展政策，其中與觀光休

閒相關六大新興產業中提出之觀光領航拔尖計畫、十大重點服務業提出美食國際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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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產業等，政府政策分析出臺灣觀光休閒專業人才不足的劣勢；本校休閒暨餐旅學院全

方為設置系所，作為幸福城市—屏東縣的領頭羊將發展下列重點。 

1. 觀光休閒產業的人才培育，休閒暨餐旅學院學生人數為本校最大學院，每一位學生

均需至業界實習半年～一年的時間，進行「三明治」特色學習，並於實習期間表現

流好，被實習單位留用。並輔導學生考取休閒相關證照。 

2. 學生學習需與業界接軌並注意產業脈動，於校內建置專業情境教室提早讓學生瞭解

產業現況，於情境教室中精進實務能力。 

3. 本校探索教育場為全國大專院校第一所設立，除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團體活動外，

更為本院探索教育跨領域學程，為持續推動探索教育成為本校特色，本年度建置綜

合地板教室，除探索教育使用外更為各類休閒活動建置安全舒適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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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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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中長程計畫分為五個構面，分別敘述如下： 

（一）建構橘綠永續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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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綠色加入橘色，除了延續綠色校園特色

外更注入橘色的人文關懷使校園充滿綠色環保橘色關懷的友善校園。本構面加強學

校發展特色，在綠色永續的基礎之下發展橘色關懷科技研究與教學，並強化橘綠關

懷之國際交流與合作。 

 

（二）培育學生具備實務能力：學生為校園的活力來源，為使學生快樂學習，學習有用，

在此構面除了學生加強學習品保機制，使學生參與教師之各項產學合作計畫，推動

學生實務能力持續紮根，深化所學有用，並在學習中赴業界實習加強未來就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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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結合產學推動實務發展：為實踐「創新實務型大學」之目標，本校教師必須與產業

緊密結合，故全面推動教師進行橘綠產業合作、專利、技術轉移與業界服務，充分

校園 
永續 



18 

將產業脈動帶入校園，使課程與實務鏈結；並與就業市場鏈結，為畢業校友開拓就

業機會是本構面發展重點。 

（四）整合資源有效組織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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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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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深化國

內外弱勢關懷，加強推動國內外志工，關懷服務原住民與開發中國家，落實橘色關

懷及大仁大愛之治校理念。 

 

學院發展重點規劃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關聯 

學院 重點規劃 

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

畫關聯 

藥 

學 

暨 

健 

康 

學 

院 

計畫一：作業環境測定相關實驗室改善計畫:102 年度環境與職業安全衛

生系暨環境管理研究所資源整合、有效共享。目標在充實與學

生就業能力與證照考取關聯性最高之相關實驗室之設備，以利

未來輔導學生取相關證照，並能順利進入職場。 

計畫二：發展護理系系特色及落實全人照護的理念－各專業實驗課程教

學設備改善及擴充計畫(含基本護理學、內外科護理學、兒科

護理學及身體評估等實驗課程)。 

計畫三:微生物實驗、食品檢驗分析乙、丙級證照、營養實驗及食品加

工實驗課程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計畫四:藥學系 U106 及 U146 基礎醫學、方劑學實驗、藥劑學實驗課程

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計畫五: U530 生技香妝與實習、化妝品檢測與實習課程之實驗設備教學

設備。 

4-3-6-1-1 

4-3-6-1-2 

5-1-3-1-1 

資 

訊 

暨 

管 

理 

學 

院 

計畫一：建置「娛樂科技應用中心」 

1-1.非線性剪輯系統建置計畫 

1-2.電子競技模擬專業教室 

1-3.娛樂科技融入教學設備採購計畫 

1-4.銀髮樂活夢想概念館擴充計畫 

計畫二：建置「數位科技應用中心」 

2-1.學生專題實習課程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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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行銷與物流實務專題室及門市服務實習室升級計畫 

2-3.機器人專題室器材補充計畫 

2-4.加強嵌入式系統實驗室教學設備計畫 

計畫三：建置「雲端運算應用中心」 

3-1.智慧型手機程式設計實驗室設備擴充計畫 

3-2.物聯網專業教室電腦提升計畫 

休 

閒 

暨 

餐 

旅 

學 

院 

計畫一：學生領隊及導遊考試之通過率提升 

計畫二：博奕情境行動教學 

計畫三：1.改善實習旅行社、哥倫布講堂及機艙教室教學設備 

2.更新專業教學設備：廚藝示範教室、佳鶴屋實習客房、飯店

前檯系統購置、圓頂教室數位講桌購置充實實務工作模擬情

境與專業教室 

3.102-106 年度預計建立休閒運動管理系(所)專業場地建置，期

使學生於畢業前培養專業暨實務之就業能力。 

計畫四：服裝製作專業教室建置與相關專業教學設備採購計畫。 

開設證照輔導班，輔導學生修課及考取第一與第二專長證照。 

3-3-1 

2-1-4 

2-1-11 

2-2-7 

2-4-5 

5-1-3 

人 

文 

暨 

社 

會 

學 

院 

計畫一：文化創意情境教室擴增計畫 

計劃二：幼托整合之專業教室 E 化與改善計劃 

計劃三：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模擬教室建置計畫 

計畫四：充實原有各專業教室之軟硬體設施教學目標則以理論及實務並

重。原本教學功能外更加強互動教學、簡報功能、網路 e 化、

空間延伸、教材資料庫建置等具體內容及目標。 

1-1-3-1-1 

2-1-12-1-1

1-1-3-1-1 

4-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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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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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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之支用，以教學為主，針對學校應具備的圖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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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暨健康學院： 

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目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名稱 中長程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環
境
與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系 

作業環境測定

相關實驗室改

善計畫 

1.粒徑分析儀 
2.資料收集光輻射計

3.六連式分解爐 
4.3 ch 全身振動量測

設備 
5.高低流量空氣採樣

幫浦 
6.異味官能測定法採

樣設備 
7.靜電測定器 
8.噪音劑量計 
9.電子天平 
10.電腦 
11.資訊講桌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

與環境品質監測實

驗 

4-3-6-1-1 
 

P72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護
理
系 

R312護理技術

教室教學設備

改善計畫 

行動護理醫療車 基本護理學實驗 4-3-6-1-1 P94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護

理

系 

R412內外科護

理學實驗課程

教學設備改善

計畫 

電腦甦醒安妮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 4-3-6-1-1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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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目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名稱 中長程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護

理

系 

兒科護理學及

實驗課程教學

設備改善計畫 

1. 嬰兒甦醒急救模

型 
2. 小兒內臟解剖娃

娃 

兒科護理學及實驗 4-3-6-1-1 P94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食
品
科
技
系 

微生物實驗、

食品檢驗分析

乙、丙級證

照、營養實驗

及食品加工實

驗課程教學設

備改善計畫 

1.生物顯微鏡 
2.電子天平 
3.微電腦型酸鹼度計

4.美善品多功能料理

機 
5.製冰機 
6.身體組成分析儀 
7.冷凍乾燥機(棚架

型) 
8.噴霧乾燥機 

微生物實驗、 
食品檢驗分析乙、

丙級證照、營養學

實驗及食品加工實

驗課程。 

4-3-6-1-1 
4-3-6-1-2 
4-3-6-1-3 
5-1-3-1-1 

P63
、 

P64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生
物
科
技
系 

U530生技香妝

與實習、化妝

品檢測與實習

課程之實驗設

備教學設備改

善計畫 

1.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2.多功能膚質測試儀

3.數字型黏度計 
4.桌上型溫控真空乳

化機 
5. 阿貝光折射計 
6.高速均質機 
7.經皮吸收分析儀 
8.低溫循環水槽 
9.濁度計 
10.TLC 紫外光觀察

箱 
11.超音波洗淨機 10L
12.高效能液相層析

儀 
13.單槍投影機 

生技香妝與實習、

化妝品檢測與實習 
4-3-6-1-1 
強化系專業

實習課程之

實驗設備與

生技保健產

業研發中心

之建置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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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目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名稱 中長程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藥
學
系 

U106 及

U136U146 實

驗課程教學設

備改善計畫 

網頁互動人體動物實

驗教學系統 
濃縮機(含冷凝系統) 
烘箱、精油萃取機、

打碎機、全自動平版

菌落數計數器、打錠

機、教學電腦、轉漬

槽電泳槽、電源供應

器 
倒立式顯微微鏡照相

系統、電熱水爐、防

潮箱、震盪機、乾燥

機 
粉碎機、直立式高壓

滅菌釜 

基礎醫學實驗、基

礎藥學實驗、方劑

學實驗、調劑學實

驗 

4-3-6-1-1 P84
 

 

資訊暨管理學院 

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目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名稱 中長程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數
媒
系 

1-1.非線性剪

輯系統建置

計畫 

1.非線性剪輯處理系

統 
2.Edius 即時數位剪

輯軟體 
3.時基校正器 (含揚

聲系統) 

非線性剪輯、數位技

能專題、數位攝影、

實務專題 I、實務專

題 II、3D 人物動畫

設計、數位影音製

作、後製與特效 

4-3-1-1 P138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數
媒
系 

1-2.電子競技

模擬專業教室 
1.電子競技用處理器

2.主控台處理器與廣

播系統 

數位技能專題、動畫

導論、實務專題 I、
實務專題 II、電腦遊

戲概論、雲端遊戲概

論。 

4-3-1-1 P138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資
工
系 

1-3.娛樂科技

融入教學設

備採購計畫 

1.體感遊戲系統裝置

2.Wii 遊戲系統裝置 
3.互動投影遊戲開發

系統 
4.腦波遊戲開發裝置

計算機網路與實

習、物聯網概論、感

測器概論、嵌入式系

統概論、實務專題、

實務專題 II、實務專

題 III。 

4-3-1-1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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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目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名稱 中長程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數
媒
系 

1-1.非線性剪

輯系統建置

計畫 

1.非線性剪輯處理系

統 
2.Edius 即時數位剪

輯軟體 
3.時基校正器 (含揚

聲系統) 

非線性剪輯、數位技

能專題、數位攝影、

實務專題 I、實務專

題 II、3D 人物動畫

設計、數位影音製

作、後製與特效 

4-3-1-1 P138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數
媒
系 

1-2.電子競技

模擬專業教

室 

1.電子競技用處理器

2.主控台處理器與廣

播系統 

數位技能專題、動畫

導論、實務專題 I、
實務專題 II、電腦遊

戲概論、雲端遊戲概

論。 

4-3-1-1 P138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資
工
系 

1-3.娛樂科技

融入教學設

備採購計畫 

1.體感遊戲系統裝置

2.Wii 遊戲系統裝置 
3.互動投影遊戲開發

系統 
4.腦波遊戲開發裝置

計算機網路與實

習、物聯網概論、感

測器概論、嵌入式系

統概論、實務專題、

實務專題 II、實務專

題 III。 

4-3-1-1 P123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健
管
系 

1-4.銀髮樂活

夢想概念館

擴充計畫 

1.AED 套裝組合 
2.健康照護伺服管理

模組 
3.雲端健康照護系統

模組 

急救學、健康照護體

系、管理資訊系統、

老人學、健康促進、

健康指標、健康產業

概論、照顧活動設

計、實務專題 I、II
等課程。 

4-3-1-1 P116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資
管
系 

2-1.學生專題

實習課程教

學設備改善

計畫 

1.個人電腦 
2.機器人教育基本組

 

實務專題 Ι與實務

專題 П 
4-3-1-1 P130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行
流
系 

2-2.行銷與物

流實務專題

室及門市服

務實習室升

級計畫 

1.電腦 
2.收銀機(POS) 
3.Stata 統計軟體 
4.DEA資料包絡分析

軟體 
5.HLM 多層次模式

分析軟體 
6.企業經營模擬

(Boss) 

零售管理、實務專題

I、實務專題 II、門

市服務等課程。 

4-3-1-1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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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目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名稱 中長程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資
工
系 

2-3.機器人專

題室器材補

充計畫 

1.機器人教育基本組

2.個人電腦 
智慧型機器人概

論、機器人 C 語言

程式 

4-3-1-1 P123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資
工
系 

2-4 加強嵌入

式系統實驗

室教學設備

計畫 

1.伺服器 
2.紅外線監控實驗模

組 

嵌入式系統概論、嵌

入式系統程式設

計、微型感測嵌入式

系統與實作。 

4-3-1-1 P123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資
工
系 

3-1.智慧型手

機程式設計

實驗室設備

擴充計畫 

個人電腦 行動裝置概論、行動

裝置軟體實驗、行動

裝置程式設計、行動

多媒體程式設計、行

動多媒體實驗、手機

影像顯示技術。 

4-3-1-1 P123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資
工
系 

3-2.物聯網專

業教室電腦

提升計畫 

個人電腦 物聯網概論、感測器

概論、訊號與系統實

務、無線通訊網路、

通訊原理。 

4-3-1-1 P123

 

休閒暨餐旅學院 

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
目

單
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 
名稱 

中長程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休
閒
運
動
管
理
系(

所) 

培養學生具備

實務能力 
1.單人平台獨木舟 
2.體適能檢測系統 
3.雙人湖泊獨木舟 
4.身體組成分析儀 

1.體驗學習教育 
2.戶外探索設計與

實施 

2-2-4-1-1 
3-3-1-1-1 
4-3-6-1-3 
5-1-3-1-1 

P159
P162
P164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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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
目 

單
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 
名稱 

中長程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時
尚
美
容
應
用
系 

服裝製作專業

教室建置與相

關專業教學設

備採購計畫 

單槍投影機 
電腦組 
液晶電視 
高速直線縫紉機 
烤克機 
可調式手提無線/有
線擴音機(手握式麥

克風組 
美甲 LED 光療機 
美容伸縮椅 

1.時尚基礎服裝設

計及實作 
2.時尚進階服裝設

計及實作 3.整體

造型設計及實作 
4.時尚實務專題 I、

II 

2-2-4-1-1 
3-2-5-1-1 

P171
P172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餐
旅
管
理
系 

R215示範教室

新增設備計畫 
蒸烤箱 中餐製備與實習、西

餐製備與實習 
4-3-6-2-1 P205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餐
旅
管
理
系 

佳鶴屋實習客

房設備更新計

畫 

數位液晶電視 房務管理與實習、校

內實習 
4-3-6-2-1 P205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餐
旅
管
理
系 

飯店前檯系統

購置計畫 
1. 飯店前檯系統 客務管理與實習、校

內實習 
4-3-6-2-1 P205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餐
旅
管
理
系 

圓頂教室新增

設備計畫 
1. 數位電子講桌 餐飲服務技術 4-3-6-2-1 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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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暨社會學院 

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
目 

單
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名稱 
中長程 
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研
究
所 

R508文化創意

情境教室擴增

計畫 

1.液晶螢幕 55 吋 
2.APPLE  iMAC 桌

上型電腦組 
3.MacBook Pro 筆記

型電腦 
4.APPLE  iPAD 平

板電腦 

本所課程 4-3-3-1-1 P300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幼
兒
保
育
系 

幼托整合之專

業教室 E 化與

改善計劃 

1. 影音編輯電腦 
2. 雙頻無線麥克風 
3. 成長過程重疊拼

圖 
4. 電腦 
5. 單槍投影機 
6. 觸控電漿顯示器 
7. 數位五頻領夾無

線麥克風組 
8. 數位鋼琴 
9. 鐵琴音磚組 
10. 木琴音磚組 
11. 琴槌組 
12. 多功能沐浴娃娃

模型 

幼兒器樂合奏、 
打擊樂、 
音樂活動設計、 
保母基本技術與實

務 
、嬰幼兒健康評估 
、嬰幼兒保健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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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數學教材教法、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

技教學教法實務教

具設計與應用、 
幼兒保育專題 

2-1-12-1-1 P235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社
會
工
作
系 

社區關懷照顧

據點模擬教室

建制計畫 

1. 沙發組 
2. 伴唱點唱機組 
3. 按摩椅 
4. 麻將桌（含麻將）

5. 跑步機 
6. 電腦組（含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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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 P233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應
用
外
語
系(

科) 

102 學年度中

長程院、系

務、中心特色

發展計畫書 

數位 e 化影像配送系

統伺服器 
英、日語口譯筆譯 1-1-1-1-1 

1-1-3-1-1 
 



27 

102 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項
目 

單
位 

計畫名稱 計畫添購項目 支援課程名稱 
中長程 
關聯性 

頁碼

教
學
儀
器
設
備 

應
用
外
語
系(

科) 

102 學年度中

長程院、系

務、中心特色

發展計畫書 

50”多點觸控電漿顯

示器 
英、日語口譯筆譯 1-1-1-1-1 

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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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改進教學 

1.編纂教材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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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2-2-7-1-1 項辦理。102 年度預

定支用於辦理改進教學教材教具相關活動之製作材料費用。 

2.獎助教師製作教具經費 

訂頒教學創新獎勵辦法；為提升教學品質，鼓勵教師教材內容創新，補助教師製作教

具所需之相關材料費用。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2-2-7-1-2 項辦理。102 年度預定支用於辦理改進教學教材教具相關活動之製作材料費

用。 

3.獎助教師改進教學 

(1)訂頒改進教學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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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

發展規劃第 2-2-7-1-2 項辦理。102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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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2-2-7-1-2

項辦理。本獎補助內容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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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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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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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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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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4-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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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4-5-1-2-2 項辦

理。 

(三)提升產學合作及研發能量 

1.獎助教師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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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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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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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暨健康學院四名、資訊暨

管理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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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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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四名，每人頒給獎金 5 萬元及獎牌(狀)乙面。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

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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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1-1-1-1 項辦理。 

2.獎勵教師研究成果發表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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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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

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3-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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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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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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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

第 3-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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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職進修且攻讀本校碩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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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4-5-4-1-1 項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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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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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元為限，差旅費以每人每年 5000 元為限（依學校「教職員工出差作

業要點」辦理）。補助學校自辦職員工在職教育訓練，補助其所須講師鐘點費、交

通費及學員所須印刷費、材料費、教材費等。補助職員工參加與校內業務相關之各

種檢定測驗者，補助每人每年所須報名費之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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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活動，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2-3-5-1-1 項辦理。 

(六)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料庫訂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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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芳數據庫、MagV 雲端書

櫃…等，本項係依據本校 101~105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第 4-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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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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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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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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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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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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獎勵補助相關辦法。 

2.審核與執行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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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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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公正、公開及全面品管為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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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本門經費分配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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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審議小組會議討論並確認申請金額、資本門分配指標、計畫書審查標準及名

單，指標試算、計畫書評比試算，並作成各院系分配金額總表。 

D.彙整相關單位資料並加以整合文件報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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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常門經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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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改進教學及研究須佔經常門分配款項

30 %以上，本次編列比例為 70.00%；用於行政人員進修、研習部份須佔分配款項

5%以內，本次編列比例為 3.00%；用於學生輔導事務部分須佔分配款項 2%以上，

本次編列比例為 4%。 

B.經常門經費由本校研發處統籌分配各院（含通識中心教育中心）、人事室、教務

處、學務處、研發處、圖書資訊館等單位以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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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27 整體發展專責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經常門分配金額請參見(三)整體發展

經費分配指標與計算。 

 

(三)整體發展經費分配指標與計算： 

 
102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權重及核配金額(修正) 

壹、 

院分配款指標內容 
權重值

院分配款 

核配金額 

7,630,382 元 

1.新生註冊率 10% 

藥學暨健康學院 2,864,612 元 

智慧生活學院 1,682,854 元 

休閒暨餐旅學院 1,872,071 元 

人文暨社會學院 1,210,845 元 

2.舊生續學率 10% 

3.產學合作金額 16% 

4.英文及專業技能證照件數 16% 

5.競賽得獎件數 8% 

6.教師研習證明(16 小時以上) 8% 

7.教師至業界服務 6% 

8.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6% 

9.計畫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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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支應全校性重點發展特色及設備

24,159,000 元 

 

(1)圖資館電腦教室(6 間*60*25000)9,000,000 元

(2)圖資館校園軟體 1,100,000 元 

(3)圖資館圖書期刊 6,030,950 元 

(4)圖資館自動化設備 769,050 元 

圖資館小計 16,900,000 元

(5)飲水機 805,000 元 

總務處小計 805,000 元

(6)貴重儀器中心 2,940,000 元 

研發處小計 2,940,000 元

(7)環安中心吸附塔 420,000 元 

(8)環安中心水資源系統 475,000 元 

環安中心小計 895,000 元

(9)學輔相關設備 1,000,000 元 

學務處小計 1,000,000 元

(10)教學發展中心 Powertest230,000 元 

(11)教務處 E 化教室 735,000 元 

(12)教務處大教室電視(60 吋 6 台*100,000)及銀

幕合計 654,000 元 

教務處小計 1,619,000 元

資本門總計金額 31,789,382 元 

 

指標計算依據參考表件 

1.招生註冊率-10% 

(1)依據：整體招生率 90％以上(5 級分)、89-80％(4 級分)、79-70％(3 級分)、 

69-60％(2 級分)、60％以下(1 級分) 

(2)計算：補助款= 10%
...21


 n

i

XXX

績效積分X
 

(3)說明：以日間部四技生計算，招生率以四捨五入計算。 

 

2.舊生續學率-10% 

(1)依據：舊生續學率 100-99％ (5 分)、98-96％(4 分)、95-93％(3 分)、 

92-89％(2 分)、88-85％(1 分)、84％下(0 分)。 

(2)計算：補助款= 10%
...21


 n

i

XXX

績效積分X
 

(3)說明：A 以日間部四技生計算、B 續學率以四捨五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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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學合作金額-16% 

計算：補助款= 16%
...21


 n

i

YYY

金額Y
 

4.英語檢定、技能證照件數-16% 

(1)依據： 

A.英語檢定：以 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作業

學校基本資料表基本資料明細表12-1學生英語檢定通過人數明

細表所得資料為主。 
B.技能證照：以 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作

業學校基本資料表基本資料明細表 12-2 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

照人數明細表所得資料為主。 

(2)計算：補助款= 16%
...21


 n

i

YYY

件數Y
 

 

5.競賽得獎件數-8% 
(1)依據：競賽得獎件數：以 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申請作業學校基本資料表基本資料明細表 12-3 學生參與競賽得獎件

數表表所得資料為主。 

(2)計算：補助款= 8%
...21


 n

i

YYY

件數Y
 

 

6.教師研習證明(16 小時以上)-8% 
(1)依據：以 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作業學校基

本資料表基本資料明細表 20 合格教師校內、外機構研習課程資料表

所得資料為主。 

(2)計算：補助款= 8%
...21


 n

i

YYY

研習時數Y

 

7.教師至業界服務-6% 

(1)依據：以 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作業學校基

本資料表基本資料明細表 24 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明細表所得資料為

主。 

(2)計算：補助款= 6%
...21


 n

i

YYY

Y 案次

 

 

8.業界專家協同教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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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以 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作業學校基

本資料表基本資料明細表 18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資料表所得資料為

主。 

(2)計算：補助款= 6%
...21


 n

i

YYY

數Y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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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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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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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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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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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度大仁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任期：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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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巧燕

主任秘書 郭代璜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黃鼎倫

教務長 許慶聞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王秋傑

學務長 邱堃鐘 人文暨社會學院院長 林爵士

總務長 謝孟志 藥學暨健康學院院長 陳福安

研發長 馮靜安 資訊暨管理學院院長 吳兆祥

人事室主任 蔡沂芝 休閒暨餐旅學院院長 莊嘉坤

會計室主任 林滿珍  

系所推舉代表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藥學系推派委員 謝博銓 行銷流通管理系推派委員 李耀奎

食品科技系推派委員 李聰明 健康管事業系推派委員 余金燕

環境與職業衛生系推派委員 周嘉宜 資訊管理系理推派委員 潘玉樹

生物科技系推派委員 黃吉法 資訊工程系推派委員 潘業忠

護理系推派委員 蘇貞瑛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推派委員 陳瑞樂

幼兒保育系推派委員 陳志賢 休閒運動管理系推派委員 葉丁嘉

社會工作系系推派委員 吳宗仁 餐旅管理系推派委員 黃寶雄

應用外語系推派委員 許玉長 觀光事業系推派委員 李崇垓

文化創意產業 
研究所推派委員 王秋傑 時尚美容應用系推派委員 郭瑞淑

 

3.審議「本（102）年度」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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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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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1 年 09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01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A214 室) 

主席：王校長 駿發  
出列席：王委員駿發、黃委員國光、郭委員代璜、邱委員堃鐘、謝委員孟志、蔡委員沂芝、 
        林委員滿珍、馮委員靜安、許委員慶聞、王委員秋傑、黃委員鼎倫、王委員宗松、 
        林委員武文、莊委員嘉坤、陳委員福安、林委員爵士、鄔委員文盛、周委員嘉宜、 
        張委員惠香、蘇委員貞瑛、李委員春燕、陳委員志賢、吳委員宗仁、許委員玉長、 
        李委員耀奎、林委員婉玉、陳委員秋美、潘委員業忠、賴委員新龍、李委員宜錫、 

鍾委員佩伶、戴委員昭瑛、許委員嘉裕、劉秘書紹萍、陳組長炎宏、李組長則誠 

一、上次會議執行情況(101.07.25)： 

二、提案討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四：提請審議102年度整體發展經費獎勵補助款總經費規劃案。 

說  明：1、依「102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學

校應自籌本獎勵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並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

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不包括自籌款）。 

2、本102年度預估整體發展經費總預算為46,000,000元，其中(1)資本門占70%金

額為28,000,000元(2)經常門占30%金額為12,000,000元(3)自籌款為15%金額為

6,000,000元，經費明細(草案)如附件四(P18)。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五：提請審議102年度整體發展經費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規劃案。 

說  明：1、依「102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資

本門支用計畫規定：(1)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

系所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六十(2)圖書館自動化

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分之十(3)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

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之二。 

        2、本102年度資本門經費擬支用(1)各所系所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獎勵補助款

70%，金額23,800,000元 (2)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獎勵補

助款20%，金額6,800,000元(3)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獎勵補助款5%，金額

1,70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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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金額1,700,000元，總計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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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0,000元。102年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草案)如附件五(P19)

。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六：提請審議102年度整體發展經費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規劃案。 

說  明：1、依「102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經

常門支用計畫規定：(1)經常門經費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

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

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2)經常門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

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3)經常門百分之五以內支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2、本102年度經常門經費擬支用(1)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70%(編纂教材3%、製作

教具3%、改進教學7%、研究25%、研習10%、進修5%、著作15%及升等送審

2%)，金額8,400,000元(2)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4%，金額480,000元(3)行政

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3%，金額360,000元(4)改善教學相關物品3%，金

額360,000元(5)現有教師薪資5%，金額600,000元(6)資料庫訂閱費10%，金額

1,200,000元(7)軟體訂購費5%，金額600,000元。102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

、金額與比例表(草案)如附件六(P20)。 

決  議：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七：提請審議102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權重、核配金額及經常門分配原則。 

說  明：1、102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權重，院分配款為各系KPI指標及計劃書佔50%

，校分配款佔50%，如附件七之1(P21)。院分配款依各系KPI值計算如附件七之

2(P22)，KPI計算依據參考表件如附件七之3(P23~P25)。 

        2、102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分配原則為各院KPI值占全校KPI總值所得比率分配，

並以經常門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及研習項次下勻支。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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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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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2 年 2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0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A214 室) 

主席：王校長 駿發                                           
出列席：黃委員國光、郭委員代璜、許委員慶聞、邱委員堃鐘、謝委員孟志、馮委員靜安 

蔡委員沂芝、林委員滿珍、王委員宗松、王委員巧燕、黃委員鼎倫、王委員秋傑 
林委員爵士、陳委員福安、吳委員兆祥、莊委員嘉坤、謝委員博銓、李委員聰明 
周委員嘉宜、黃委員吉法、蘇委員貞瑛、陳委員志賢、吳委員宗仁、許委員玉長 
李委員耀奎、余委員金燕、潘委員玉樹、潘委員業忠、陳委員瑞樂、葉委員丁嘉 
黃委員寶雄、李委員崇垓、郭委員瑞淑、劉秘書紹萍、陳組長炎宏、李組長則誠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報告：略。 

三、 工作報告 

1、101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執行金額統計表如下： 

(1)資本門執行獎勵補助款 26,590,828 元及自籌款 3,717,361 元總計 30,308,189 元。 

(2)經常門執行獎勵補助款 11,396,069 元及自籌款 3,500,000 元總計 14,896,069 元。 

(3)資本門及經常門合計執行 45,204,258 元。 

資本門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1.教學及研究設備 $19,520,298 73.41% $217,361 5.85% 獎勵補助款比例應≧60% 

2.圖書館自動化、圖書期刊 $5,556,533 20.90% $0 0.00% 獎勵補助款比例應≧10% 

3.學輔相關設備 $738,400 2.78% $0 0.00% 獎勵補助款比例應≧2% 

4.其他 $775,597 2.92% $3,500,000 94.15%   

合計 $26,590,828 100.00% $3,717,361 100.00%   

資本門獎勵補助款占總獎勵補助款比例 70.00% 應介於 70%~75% 

 

經常門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1.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7,293,683 64.00% $0 0.00% 獎勵補助款比例應≧30% 

2.學輔相關工作 $432,000 3.79% $0 0.00% 獎勵補助款比例應≧2% 

3.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40,246 1.23% $0 0.00% 獎勵補助款比例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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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744,174 6.53% $0 0.00%   

5.電子資料庫 $809,593 7.10% $0 0.00%   

6.教師薪資 $1,976,373 17.34% $3,500,000 100.00% $5,476,373 

合計 $11,396,069 100.00% $3,500,000 100.00%   

經常門獎勵補助款占總獎勵補助款比例 30.00% 應介於 25%~30% 

2、依教育部來文核配本校 102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37,399,273

元(補助經費 12,891,132 元，獎勵經費 24,508,141 元，含資本門 26,179,491 元，經常門 11,219,782

元)。 

3、依 101.12.26 日資源規畫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資本門儀器設備以不重複購置為主，各

單位及四院 102 年度資本門儀器設備提列清單須於 102 年 3 月 7 日前完成提報，後續購置

申請書先由研發處覆核後再送至採購組申請。 

四、討論提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二：102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案。  

說 明：總經費預算如附表一，資本門分配表如附表二，經常門分配表如附表三。 
附表一 

102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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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1,132 24,508,141 37,399,273 5,609,891 43,009,164 

 

  
資本門 70% 經常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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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額 
9,023,792 17,155,699 5,609,891 3,867,340 7,352,442 0 

26,179,491 5,609,891 11,219,782 0 

合計 31,789,382 11,21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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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02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權重及核配金額(修正) 

壹、 

院分配款指標內容 
權重值

院分配款核配金額 

7,630,382 元 

1.新生註冊率 10% 

藥學暨健康學院 2,864,612 元 

智慧生活學院 1,682,854 元 

休閒暨餐旅學院 1,872,071 元 

人文暨社會學院 1,210,845 元 

2.舊生續學率 10% 

3.產學合作金額 16% 

4.英文及專業技能證照件數 16% 

5.競賽得獎件數 8% 

6.教師研習證明(16 小時以上) 8% 

7.教師至業界服務 6% 

8.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6% 

9.計畫書 20% 

貳、 

支應全校性重點發展特色及設備

24,159,000 元 

 

(1)圖資館電腦教室(6 間*60*25000)9,000,000 元

(2)圖資館校園軟體 1,100,000 元 

(3)圖資館圖書期刊 6,030,950 元 

(4)圖資館自動化設備 769,050 元 

圖資館小計 16,900,000 元

(5)飲水機 805,000 元 

總務處小計 805,000 元

(6)貴重儀器中心 2,940,000 元 

研發處小計 2,940,000 元

(7)環安中心吸附塔 420,000 元 

(8)環安中心水資源系統 475,000 元 

環安中心小計 895,000 元

(9)學輔相關設備 1,000,000 元 

學務處小計 1,000,000 元

(10)教學發展中心 Powertest230,000 元 

(11)教務處 E 化教室 735,000 元 

(12)教務處大教室電視(60 吋 6 台*100,000)及銀

幕合計 654,000 元 

教務處小計 1,619,000 元

資本門總計金額 31,789,3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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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02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修正) 

項 目 

102 年度 

獎勵補助款 
101 年度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執行金額 執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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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編纂教材 170,000 1.52% 92,000 0.81% 92,000 100.00%

2.製作教具 30,000 0.27% 0  0.00% 0  0.00%

3.改進教學 

(含院系本位課程檢討修訂) 
550,000 4.90% 1,696,631 14.89% 607,941 35.83%

   3-1 藥學暨健康學院 180,000 1.60% 343,131 3.01% 176,000 51.29%

   3-2 智慧生活學院 70,000 0.62% 210,000 1.84% 68,390 32.57%

   3-3 休閒暨餐旅學院 100,000 0.89% 230,000 2.02% 92,551 40.24%

   3-4 人文暨社會學院 150,000 1.34% 165,500 1.45% 135,000 81.57%

   3-5 通識教育中心 20,000 0.18% 40,000 0.35% 20,000 50.00%

   3-6 校本位課程修訂 30,000 0.27% 708,000 6.21% 116,000 16.38%

4.研究 5,857,804 52.21% 2,148,000 18.85% 2,052,362 95.55%

   4-1 教師執行產學合作  

      及至業界服務獎勵 
1,551,460 13.83% 1,450,000 12.72% 1,445,562 99.69%

   4-2 學術研究優良教師 

      獎勵 
330,000 2.94% 330,000 2.90% 240,000 72.73%

   4-3 產學合作優良教師 

      獎勵 
180,000 1.60% 200,000 1.75% 200,000 100.00%

   4-4 教師研發成果及技 

      術移轉獎勵 
586,344 5.23% 108,000 0.95% 106,800 98.89%

   4-5 研究發展中心評鑑 

      獎勵 
60,000 0.53% 60,000 0.53% 60,000 100.00%

   4-6 研究發展中心設置 

      獎勵 
500,000 4.46%   0.00%     

   4-7 補助教師參加發明 

      展 
2,650,000 23.62%   0.00%     

5.研習 1,200,000 10.70% 1,742,075 15.29% 1,348,347 77.40%

   5-1 教師研習、研討獎助 800,000 7.13% 648,000 5.69% 548,681 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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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院自辦 16 小時研習 240,000 2.14%   0.00%     

     5-2-1 藥學暨健康學院 60,000 0.53% 247,550 2.17% 241,129 97.41%

     5-2-2 智慧生活學院 60,000 0.53% 137,475 1.21% 137,172 99.78%

     5-2-3 休閒暨餐旅學院 60,000 0.53% 300,000 2.63% 271,132 90.38%

     5-2-4 人文暨社會學院 60,000 0.53% 220,000 1.93% 150,233 68.29%

     5-2-5 通識教育中心 0  0.00% 31,050 0.27% 0  0.00%

   5-3 教學品質研習 160,000 1.43% 158,000 1.39% 0  0.00%

6.進修 200,000 1.78% 400,000 3.51% 400,000 100.00%

7.著作 1,121,978 10.00% 2,712,000 23.80% 2,685,033 99.01%

8.升等送審 180,000 1.60% 216,000 1.90% 108,000 50.00%

小計 9,309,782 82.98% 9,006,706 79.03% 7,293,683 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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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 105,000 0.92% 105,000 10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300,000 2.67% 327,000 2.87% 327,000 100.00%

小計 400,000 3.57% 432,000 3.79% 43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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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34% 162,000 1.42% 140,246 86.57%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360,000 3.21% 968,363 8.50% 744,174 76.85%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年內) 0  0.00% 0  0.00%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1,976,373   

資料庫訂閱費 1,000,000 8.91% 827,000 7.26% 809,593 97.90%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小計 1,000,000 8.91% 827,000 7.26% 2,785,966   

總 計 11,219,782 100.00% 11,396,069 100.00% 11,396,06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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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1、資本門:為提高各院資本門金額將支應全校性重點發展特色及設備(6)貴重儀器中心 

2,940,000 元預算移至藥學暨健康學院下，(1)圖資館電腦教室(2 間 3,000,000 元)預算移至 

智慧生活學院下。修正後四院資本門預算為藥學暨健康學院 5,804,612 元(含貴重儀器中心 

2,940,000 元)智慧生活學院 4,682,854 元(含電腦教室 2 間 3,000,000 元)休閒暨餐旅學院 

1,872,071 元人文暨社會學院 1,210,845 元，如下表: 

2、經常門:將 3.改進教學部分將 3-4 人文暨社會學院調整 30,000 元至 3-2 智慧生活學院，餘 

依原規劃辦理。修正後如下表: 

 
附表二、102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權重及核配金額(會議修正版) 

壹、 
院分配款指標內容 

權重值
院分配款核配金額 

13,570,382 元 

1.新生註冊率 10% 

藥學暨健康學院 5,804,612 元 
(含貴重儀器中心 2,940,000 元) 
智慧生活學院 4,682,854 元 

(含電腦教室 2 間 3,000,000 元) 
休閒暨餐旅學院 1,872,071 元 
人文暨社會學院 1,210,845 元 

2.舊生續學率 10% 
3.產學合作金額 16% 
4.英文及專業技能證照件數 16% 
5.競賽得獎件數 8% 
6.教師研習證明(16 小時以上) 8% 
7.教師至業界服務 6% 
8.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6% 
9.計畫書 20% 

貳、 
支應全校性重點發展特色及設備

18,219,000 元 
 

(1)圖資館電腦教室(4 間*60*25,000)6,000,000 元

(2)圖資館校園軟體 1,100,000 元 
(3)圖資館圖書期刊 6,030,950 元 
(4)圖資館自動化設備 769,050 元 

圖資館小計 13,900,000 元

(5)飲水機 805,000 元 
總務處小計 805,000 元

(6)環安中心吸附塔 420,000 元 
(7)環安中心水資源系統 475,000 元 

環安中心小計 895,000 元

(8)學輔相關設備 1,000,000 元 
學務處小計 1,000,000 元

 
(9)教學發展中心 Powertest230,000 元 
(10)教務處 E 化教室 735,000 元 
(11)教務處大教室電視(60 吋 6 台*100,000)及銀

幕合計 654,000 元 
教務處小計 1,619,000 元

資本門總計金額 31,789,3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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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02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會議修正版) 

項 目 

102 年度 

獎勵補助款 
101 年度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執行金額 執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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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編纂教材 170,000 1.52% 92,000 0.81% 92,000 100.00%

2.製作教具 30,000 0.27% 0  0.00% 0  0.00%

3.改進教學 

(含院系本位課程檢討修訂) 
550,000 4.90% 1,696,631 14.89% 607,941 35.83%

   3-1 藥學暨健康學院 180,000 1.60% 343,131 3.01% 176,000 51.29%

   3-2 智慧生活學院 100,000 0.89% 210,000 1.84% 68,390 32.57%

   3-3 休閒暨餐旅學院 100,000 0.89% 230,000 2.02% 92,551 40.24%

   3-4 人文暨社會學院 120,000 1.07% 165,500 1.45% 135,000 81.57%

   3-5 通識教育中心 20,000 0.18% 40,000 0.35% 20,000 50.00%

   3-6 校本位課程修訂 30,000 0.27% 708,000 6.21% 116,000 16.38%

4.研究(含產學合作) 5,857,804 52.21% 2,148,000 18.85% 2,052,362 95.55%

   4-1 教師執行產學合作  

      及至業界服務獎勵 
1,551,460 13.83% 1,450,000 12.72% 1,445,562 99.69%

   4-2 學術研究優良教師 

      獎勵 
330,000 2.94% 330,000 2.90% 240,000 72.73%

   4-3 產學合作優良教師 

      獎勵 
180,000 1.60% 200,000 1.75% 200,000 100.00%

   4-4 教師研發成果及技 

      術移轉獎勵 
586,344 5.23% 108,000 0.95% 106,800 98.89%

   4-5 研究發展中心評鑑 

      獎勵 
60,000 0.53% 60,000 0.53% 60,000 100.00%

   4-6 研究發展中心設置 

      獎勵 
500,000 4.46%   0.00%     

   4-7 補助教師參加發明 

      展 
2,650,000 23.62%   0.00%     

5.研習 1,200,000 10.70% 1,742,075 15.29% 1,348,347 77.40%

   5-1 教師研習、研討獎助 800,000 7.13% 648,000 5.69% 548,681 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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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院自辦 16 小時研習 240,000 2.14%   0.00%     

     5-2-1 藥學暨健康學院 60,000 0.53% 247,550 2.17% 241,129 97.41%

     5-2-2 智慧生活學院 60,000 0.53% 137,475 1.21% 137,172 99.78%

     5-2-3 休閒暨餐旅學院 60,000 0.53% 300,000 2.63% 271,132 90.38%

     5-2-4 人文暨社會學院 60,000 0.53% 220,000 1.93% 150,233 68.29%

     5-2-5 通識教育中心 0  0.00% 31,050 0.27% 0  0.00%

   5-3 教學品質研習 160,000 1.43% 158,000 1.39% 0  0.00%

6.進修 200,000 1.78% 400,000 3.51% 400,000 100.00%

7.著作 1,121,978 10.00% 2,712,000 23.80% 2,685,033 99.01%

8.升等送審 180,000 1.60% 216,000 1.90% 108,000 50.00%

小計 9,309,782 82.98% 9,006,706 79.03% 7,293,683 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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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 105,000 0.92% 105,000 10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300,000 2.67% 327,000 2.87% 327,000 100.00%

小計 400,000 3.57% 432,000 3.79% 43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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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34% 162,000 1.42% 140,246 86.57%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360,000 3.21% 968,363 8.50% 744,174 76.85%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年內) 0  0.00% 0  0.00%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1,976,373   

資料庫訂閱費 1,000,000 8.91% 827,000 7.26% 809,593 97.90%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小計 1,000,000 8.91% 827,000 7.26% 2,785,966   

總 計 11,219,782 100.00% 11,396,069 100.00% 11,396,069 100.00%

 

五、臨時動議：無。 

 

六、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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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1.選任或組成機制：依部定要求，本校聘兼任稽核員執行內部稽核，稽核員的聘任採遴

選方式，徵詢具有會計專長或行政經驗教師之意願，簽請校長核可後發聘。 

2.稽核人員名單 
姓名 服務系所/單位 職級 行政職務 

林國雄 
環境與職業安

全衛生系(兼任)
副教授 

曾任職業安全衛生系系主任及職

安中心主任 

王巧燕 餐飲管理系 副教授 
1.副教務長 
2.曾任圖書館採編組長及圖書館

主任 
戴秀華 藥學系 副教授 藥學系行政教師 

3.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說明 
姓名 相關背景及專長說明 

林國雄 
(本校退休教師)

1.勞委會南檢所 96~99 年度高風險事業單位診斷輔導專家學者 
2.專長：作業規劃與督導、職業安全衛生、環境工程、風險危害

評估 
王巧燕 專長：圖書館資源利用、圖書館及網路資源利用 
戴秀華 專長：天然物化學、藥學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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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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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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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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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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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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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獎勵補助相關辦法 

研習 

鼓勵獎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
會、教師參加校外研習活動及
國內外論文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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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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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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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社團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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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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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 

經費執行階段：經費執行時分為預算執行、驗收保管、憑證核銷等三個階段。 

1.預算執行 

執行要點： 

(1)須先有年度計畫才有單位年度預算。 

(2)在任何地方皆可線上提出請購申請案，填單前即時檢查單位預算，填單後自動扣

除預算，清楚列出各預算之執行情形 

(3)專責彙整總採購類別，決定採購方式，以避免分案採購。 

(4)優先採行『台銀共同供應契約』，次由本校依『請採購辦法』辦理公開招標、公

開取得報價單或議比價方式進行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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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於整批採購易達到『共同供應契約』議價門檻，得以兼顧採購程序簡便、價格

條件及各項優惠之利。 

(6)辦理招標文件簽辦時，得參考工程會範本文件。 
 

2.驗收保管 

(1)驗收方面： 

A. 20 萬元以下：由請購單位點、驗收後，於電腦系統簽辦 

B. 20 萬元以上：由採購組會同請購單位、保管組、會計室等共同點(驗)收，並簽具

書面驗收單，必要時會請相關單位共同驗收。 

(2)保管方面： 

A.財產管理制度 

(a)財產管理系統：購置之儀器設備依本校『財產物品管理辦法』納入財產管理系統。 

(b)財產編號系統：各類財產編碼及使用年限，依照行政院主計處編印之『財務標準

分類』編列，並以『一物一號』為編碼原則。 

B.財產編列程序 

執行要點： 

(1)財管組擷取『採購系統』相關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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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凡屬教育部補助款或其他補助專款購置之設備，財產標籤均依相關規定標示其字

樣。 

(3)財產異動管理財產移轉、減損，均以線上系統作業，可掌握簽辦時效，並完整記

錄財產之異動狀況。 

(4)重大儀器依合約定期保養，並填寫「儀器保養維護卡」記錄維修情形。 

(5)使用教學儀器設備時，需填寫「儀器使用登錄表」，以瞭解使用狀況。 

(6)個人保管財產遺失時，需賠償並辦理財產減損失竊。 

(7)報案處理，填寫「財產異常報告單」，述明經過並檢附證明文件，辦理財產減損。 

(8)「財產系統」，可完整記錄財產之修繕情形。 

(9)利用條碼追蹤核銷單據流向。 

(10)驗收合格後採購物品直接抛轉為財產資料。 

3.憑證核銷 

執行要點： 

(1)相關主管核章需填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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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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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以往執行成效 

一、最近 3 年（99～101）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一)99～101 年整體發展經費_經常門_執行成效金額統計表如下: 

支用項目 內容說明 
99 年 

經費合計 
11,612,195

100 年 
經費合計 

9,356,881 
101 年 

經費合計 
核定金額

11,396,069

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經費

(占經常門經

費 30%以上) 

進修 675,000 

6,818,624

500,000 

6,601,353 

500,000 

9,006,706

研究 1,712,363 2,477,117 2,698,000 

研習 1,845,593 1,292,784 1,627,075 

著作 1,387,632 1,528,638 2,162,000 

升等送審 162,000 180,000 216,000 

改進教學 336,536 565,814 1,711,631 

編纂教材 539,500 57,00 92,000 

製作教具 160,000 - - 

行政人員業務

研習進修(占
經常門經費

5%以內) 

業務研習 161,763 
201,763 160,039 160,039 162,000 162,000 

進修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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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87 1,696,225 1,696,225 968,363 968,363 
實習實驗用品 77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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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290,644 400,000 400,000 432,000 432,000 

研習活動 220,644 

獎助新進擊升等教師薪資 3,198,290 3,198,290 1,700,542 0 0 0 

其他：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

料庫訂閱費 
328,387 328,387 499,264 499,264 827,000 8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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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 2 年（100～101）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數量及經費統計 

 

100 年度 數量(台) 金額 101 年度 數量(台) 金額 

桌上型電腦 104 1,840,434 桌上型電腦 152 2,655,899 

筆記型電腦 4 132,000 筆記型電腦 8 199,000 

液晶螢幕 49 177,800 液晶螢幕 76 301,100 

印表機 8 187,992 印表機 9 161,700 

電子白板 0 0 電子白板 0 0 

電動螢幕 0 0 電動螢幕 0 0 

單槍投影機 83 2,656,000 單槍投影機 30 990,000 

數位照相機 7 65,000 數位照相機 10 135,400 

錄影機 5 377,000 錄影機 2 284,900 

 

三、最近 3 年已建立之學校特色 

本校 96-100 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所勾勒的願景及重點特色，仍建構兼具

健康、科技、休閒、社會福祉的綠色矽谷園區，成為受歡迎的亞洲新興大學。因此本

校以『綠色矽谷』為主軸，包括綠色科技、數位生活、社區營造、休閒觀光為四個構

面。 

在整體發展經費與教學卓越計畫相互配合，以期達成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目標，

在資本門經費執行之具體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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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中長程計畫所訂執行策略 
及預定達成目標 

執行成效 
中長程執行 
策略內容 

預定達成目標

98
年

度

：

數

位

生

活 

1.成立圖書館學

生自學中心，

提高學生電腦

資訊養能力。 
2.由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及行銷

流通管理系相

互結合配合數

位行銷教學特

色及建置數位

行動商務應用

與發展平台，

落實數位化教

學，建置『電

腦繪圖專業實

驗室』、『遊

戲開發專業音

效實驗室』計

畫 

1-1 提高學生

電腦使用能

力及建立 TA
教學助理機

制。 

1.質化成效 
(1)成立資訊教學設施中心。 
(2)成立電腦繪圖專業實驗室。 
(3)成立遊戲開發專業音效實驗室。 
(4)建置「大仁之聲網路廣播電視台」，並與港

都電視台正式簽訂合作備忘錄，提供師生作

品發表平台。並舉辦廣播媒體系列研究營，

以期培養學生廣播媒介的美學與人文思維。

2.量化成效 
(1)98-1 學期共 13,188 次/人使用。TA 人數 : 39

人；輔導人次 : 269 人次 
(2)98-2 學期共 13,475 次/人使用。TA 人數 : 49

人；輔導人次 : 157 人次 
(3)99-1 學期共 12,187 次/人使用。TA 人數 : 39

人；輔導人次 : 269 人次 
(4) 99-2 學期共 13,475 次/人使用。TA 人數 : 6

人；輔導人次 : 157 人次 
(5)舉辦 3 場廣播媒體系列研習營，本校及 1 所

夥伴學校共 392 人次師生參與，平均滿意度

為 4.2 分。 
99
年

度 
： 
社

區

營

造 

1.資訊之快速取

得溝通與整

合，外貿商務

之經營管理，

以及外國語文

之溝通表達能

力，『快樂美

語村』與『快

樂日語村』成

為應用外語系

教學之重點特

色－『應用外

語系專業語言

教室建置等與

戶外教學器材

配備購置計

畫』 
2.強化資訊管理

系統及持續增

訂紙本期刊豐

富數位典藏 

1-1 學生將顯

著提高英語

能力。 
1-2 英檢受測

信心可提升

20% ~ 30%。

1-3 參與英文

檢定報考率

預計提高

20% ~ 30%。

1-4 英文檢定

通過率 30%。

1-5 本校整體

英語學習多

元化成效應

可提高 20% 
~30%。 

2-1 每系所專

業期刊達二

十種以上，系

所專業期刊

達四十種以

1.質化成效 
(1)豐富圖資館數位典藏。 
(2)成立語言教室實驗室。 
(3)為提升學生英文能力及考照率，開設多益

TOEIC 課後輔導班。 
(4)舉辦「快樂英語村體驗營」一日英語校園活

動，以達英語村教學與系所課程相結合，並

辦理「快樂英語村導覽解說員培訓課程」，

培育學生具備英語導覽能力，以擔任快樂村

導覽接待工作。 
2.量化成效 
(1)訂定鼓勵學生通過專業證照半法及學生通過

英、日檢定獎勵申請實施要點，將專業證照

考試內容融入課程中，使教學內容能與證照

考試相接軌應 
(2)99 學年舉辦 2 場「快樂英語村體驗營」一日

英語校園活動，參加學生人數達 819 人次，

平均滿意度為 4.1 分。並辦理 2 場「快樂英

語村導覽解說員」培訓課程，共 77 位學生

參與培訓，培育學生具備英語導覽能力，以

擔任快樂英語村導覽接待工作。 
(3)99-1 開設五班為期兩個月的多益 TOEIC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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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中長程計畫所訂執行策略 
及預定達成目標 

執行成效 
中長程執行 
策略內容 

預定達成目標

上。 
2-2 可用電子

期刊將可達

10,000 種，提

供更完善的

研究資源。 
2-3 經由技專

校院料庫填

報資料評

比，98 學年

度本館使用

率能在所有

科大前 10%
之列。 

2-4 可提供良

好教學環

境，讓教師、

學生得以充

份利用各 e
化設備，增進

本校學生基

本資訊素養

能立，提高學

習成效。 

後輔導班，共 282 位學生參加，平均滿意度

為 4.2 分。99 年計有 326 名學生報考多益

英語測驗，有 297 人成績達 225 分以上，佔

報考人數 91.10%，其中更有 30人成績達 550
分以上，佔報考人數 9.20%，報考人數與 98
學年度比較成長 347%，通過率亦成長

337%，成效卓著。 
99-2 依學生程度分初中高級共開設六班，共

201 位學生參加課後輔導。 
(4)北大方正電子書舉辦 1 場使用說明會，47 位

師生參與，平均滿意度為 4.1 分。 
(5)新書展示活動，活動自 2010/09/13 起，持續

展出至期末，參與展出書籍達萬本。 
(6)「用電子書：填問卷拿獎品」活動共舉辦 2

場，其參加學生人數 300 人次，平均滿意度

為 4.2 分。 
(7)舉辦「E Book E 腳印，閱讀新視界」－電子

書新知與使用經驗分享研討會 1 場，參與人

數約 100 人次，平均滿意度為 4.0 分。 

1 
0 
0
年

度

綠

色

科

技 

1.建置優良學習

環境及提升教

學管理機制 
2.提升教學滿意

度 

1.提高教學品

質及護理專

業素養 
2.增進學生學

習的照護技

能-護理基

礎、核心課程

3.提供良好教

學環境，讓教

師、學生得以

充份利用設

備，增進護理

系學生專業

素養，提高學

習成效。 

1.質化成效 
(1)成立 ICU 護理模擬情境病房：護理系加護病

房(ICU)護理模擬情境病房之臨床環境設

備，可提供真實的加護病房(ICU)臨床情

境，使學生可以直接體驗加護病房設備及情

境，增加對課程內容的瞭解。 示範區內包

含符合醫院評鑑標準的相關設備，例如：生

理監視系統、呼吸器、靜脈輸注幫浦(IV 
pump)、電擊器及急救車等情境模擬設備，

以符合教學內容及目標。 
(2)充實並改善基護示範教室。 
2.量化成效 
(1)將專業情境內容融入課程中，使教學內容能

與臨床工作相接軌。預計 100-1 學期二技急

重症護理學、身體評估等科目共七班學生可

使用，以培育學生具備臨床專業技能。100-2
學期除四技急重症護理學、身體檢查與評估

實驗等科目外，四技內外科護理學及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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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中長程計畫所訂執行策略 
及預定達成目標 

執行成效 
中長程執行 
策略內容 

預定達成目標

二技成人護理學亦可利用此模擬情境病房。

(2)訂定鼓勵學生利用臨床模擬示範教室的管理

辦法，供學生依循，以提高學生練習使用。

1 
0 
1
年

度 
教

學

品

保

與

實

務

學

習 

1.職涯探索 1-1.提供學習

諮詢協助學

生進行職涯

探索及生涯

規劃 
 

1.質化成效 
透過學生生涯（學習）歷程檔案，結合課程地

圖或其他方式，協助學生進行職涯探索及生

涯規劃，訂定學習及生涯計畫之具體措施 
(1)藉由社團活動參與，讓學生於課業之餘可以

培養領導統御及其他志趣之機會。特色成

果：最紅台灣女子團體 SHE 中的 Ella 為本

校畢業生，在校期間為學生活動中心核心幹

部。 
(2)舉辦各類體育競賽，提升學生藉由體能鍛

鍊，培養對職場紀律與體力之自信心。特色

成果：北京奧運女子舉重銅牌得主盧映琦為

本校休閒運動管理系學生。 
(3)協助大四畢業生藉由量表測驗，更加了解自

己的職涯興趣。特色成果：協同導師進行個

案輔導。 
(4)藉由課程地圖修課路徑，培養學生專業與溝

通能力之養成，增加職場競爭力。特色成

果：定期召開三級課程委員會檢討相關課

程。 
2.量化成效 
協助學生建立生涯（學習）歷程檔案情形 
98 學年度已建立學生數 4,530 人，完成 91.48%
99 學年度已建立學生數 5,395 人，完成 99.70%
100 學年度已建立學生數 5,736 人，完成 100%

2.提升外語能力 2-1.協助學生

提升中文及外

語表達溝通能

力之機制、具

體措施及具體

成果 

1.質化成效 
協助學生提升外語能力之機制及具體措施全校

通識英文課程實施安置測驗、分級教學、朝

向小班教學(逐年降低班級人數)、制定全校

英語畢業門檻，並輔以分級補救教學及英檢

加強班。 
2.量化成效 
學生英檢參加人數逐年提升： 
A.自 98 學年度起在校內舉行大學校院英語能

力測驗(CSEPT)與多益英語測(TOEIC)，學

生參與英檢考照的人數每年增加約 200-300
人。 

B.學生英檢通過人數由個位數提升至百位數：

為鼓勵學生踴躍參加英檢考試的信心與課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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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中長程計畫所訂執行策略 
及預定達成目標 

執行成效 
中長程執行 
策略內容 

預定達成目標

學英語的興趣，語言中心定期開辦英檢輔導

班，並供英檢 E-learning 之自學課程及線上

學習測驗平台(英文 e 點通)，增加學生課後

學習及練習之機會，並定期舉辦英檢模擬

考，予以學生實戰之經驗，期能提升本校學

生英檢通過率。每學期接受輔導的學生考照

通過率達 60%，具體成果英檢證照數由 97
學年度 7 張提升至 98 學年度 311 張、99 學

年度 306 張、100 學年度 182 張。 
3.開設校外實習

課程 
3-1 開設校外

實習課程 
3-2 開設海外

實習課程 

1.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之情形 
98 學年度實習學生總人數 1,172 人，佔 23.67%
99 學年度實習學生總人數 1,284 人，佔 23.73%
100 學年度實習學生總人數 1,201 人，佔 20.94%

註：本表係以日間大學部學生修課人數計算。 
2.開設海外實習課程之情形 
本校配合執行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校外實

習」，海外實習課程目前是由餐旅管理系及觀

光事業系開設，在系上原訂開設之實習課程

中，可讓學生選擇至海外企業單位實習，合作

的企業單位主要為新加坡、美國及日本的飯

店，99 學年度餐旅管理系有 4 位實習同學至

海外實習；100 學年度.分別有餐旅管理系 11
位學生、觀光事業系 5 位學生至海外實習。 

4.提升學生實務 
能力之機制 

4-1 取得專業

證照 
4-2 學生參與

競賽 
4-3 開設專題

製作課程 
4-4 學生至業

界實習 
4-5 產學研發

成果回饋至教

學 

4-1 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之機制： 
A.為培養在校學生畢業後能具就業職場需求之

專業技能，強化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動力，

另外，更將相關的專業知識與技術培訓融入

在教學課程及學習環境中，使學生能藉由課

程的學習過程培養具備未來畢業後求職的專

業技術能力。 
B.各學院開設專業證照輔導班，協助各系學生

考取專業證照，提升實務能力。 
C.100 學年度各學院開設證照輔導班舉例如下：

(A)藥學暨健康學院：丙級美容、乙級下水道設

施、食品分析與檢驗等。 
(B)休閒暨餐旅學院：中西餐乙丙級、乙丙級美

容、領隊導遊等。 
(C)資訊暨管理學院：TQC、網頁設計、國際資

訊證照等。 
(D)人文暨社會學院：保母人員、應考公務人員

輔導等。 
4-2 協助學生參與競賽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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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中長程計畫所訂執行策略 
及預定達成目標 

執行成效 
中長程執行 
策略內容 

預定達成目標

配合實務專題課程，鼓勵並協助學生參與校內

外競賽。 
開設培養學生創意、創新、創業能力課程之具

體作法： 
A.通識教育中心為增進學生創意思考能力，特

將四技原有「邏輯思考與應用」課程改為「創

意思考與應用」，期望學生能在原有的知識

與經驗之基礎上，充分的運用創造思考的技

術與方法，促進其擴散思考能力，激發學生

的創意潛能。 
B.本校「創意與思考」課程列入全校必修課程。

C.開設體驗式防災通識課程，16 週授課完全以

體驗式活動進行，培養學生創新、創意能力。

D.舉辦全校創意競賽。 
4-3 開設專題製作課程之具體作法： 
A.生物科技系為提升學生專業技能於大四課程

開設「實務專題」課程，學生須於大三暑假

可依自己意願選擇至產業界或各教授實驗室

進行專題研究。並於大四「實務專題」課程

中提出實習報告，另每位學生亦需參予系所

舉辦之創意壁報競賽。 
B.行銷與流通管理系開設有必修實務專題(或
專題研究) (3/3)學分。學生分組並由專任教師

指導。 
C.健康事業管理系於四技課程中設有實務專題

必修(2/2)學分將學生分組，並由專任教師指

導。 
D.資訊管理系(科)開設專題製作(或實務專題) 

(3/3)學分。 
E.觀光事業系開設遊憩活動設計與指導員實務

(2/2)學分、觀光專題製作(2/2)學分。 
F.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開設實務專題(2/2)學
分。 

4-4 協助學生至業界實習之機制及具體措施： 
為促進本校實習輔導業務發展，建立完善輔導

教育制度與保障學生權益，特設置大仁科技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訂定「大仁科技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協助各系所推動

學生校外實習輔導業務工作；另由各系所成立

「學生實習小組」，配合系所實習課程，進行

規劃實習機構評選、實習輔導及成績評量等機

制，並訂定「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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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中長程計畫所訂執行策略 
及預定達成目標 

執行成效 
中長程執行 
策略內容 

預定達成目標

落實校外實習課程進行。 
4-5 學校產學研發成果回饋至教學及課程發展

之機制 
本校訂有「教師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與「教

師編纂教材獎勵要點」，以鼓勵教師開發新教

材將產學研究成果與教材結合，並應用於教學

課程。 
A.98-100 學年度獎助教師教學創新與編撰教材

共計 137 件，連結教師研發成果與教學發展

成果。 
B.101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成果轉化成教材案

例，由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李芳胤教授提

出，將「重金屬汙染土壤之特性與整治」之

產學成果，運用於四技 3 年級「土壤污染與

防治」課程的教學上，並獲得 2 萬元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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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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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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教學媒體 

豐富圖書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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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館藏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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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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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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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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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園水資源數位化及水資源教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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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勵教師參加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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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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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修正)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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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1,132 24,508,141 37,399,273 5,609,891 43,009,164 

 

  
資本門 70% 經常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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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額 
9,023,792 17,155,699 5,609,891 3,867,340 7,352,442 0 

26,179,491 5,609,891 11,219,782 0 

合計 31,789,382 11,219,782 

占總經費

比例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勵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行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

流用 5%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

求必須變更經常門及資本門比例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列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

之劃分應依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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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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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項 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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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9,491 70.21% 3,909,891 69.70% 
22,289,382

(附表四)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不含自籌款金額】） 

圖書館自動化

設備 
779,050  2.98% 0  0.00% 769,050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6,020,950 23.00% 0  0.00% 6,030,950 

小計 6,800,000 25.97% 0  0.00% 
6,800,000 

(附表五、六)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學生

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

經費 2%【不含自籌款金額】） 

1,000,000 3.82% 0  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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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1,700,000 30.30% 
1,700,000 

(附表八) 

總 計 26,179,491 100.00% 5,609,891 100.00% 31,789,382 

註三：本獎勵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

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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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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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  1.52% 0 0.00%  

製作教具 30,000  0.27% 0 0.00%  

改進教學 550,000  4.90% 0 0.00%  

研究 5,857,804 52.21% 0 0.00%  

研習 1,200,000 10.70% 0 0.00%  

進修 200,000  1.78% 0 0.00% （註六）

著作 1,121,978 10.00% 0 0.00%  

升等送審 180,000  1.60% 0 0.00%  

小計 9,309,782 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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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300,000  2.67% 0 0.00%  

小計 400,000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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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34% 0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360,000  3.21% 0 $0 0.0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0  0.00% 0 0.00% 

（註七）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資料庫訂閱費 1,000,000 8.91% 0 0.00% （註八）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小計 1,000,000 8.91% 0 0.00%  

總 計 11,219,782 100.00% 0 1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六：護理高階師資不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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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時數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立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領有月退俸之教師，

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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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

費、訪視費、評鑑費。 

註十：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例。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勵補助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分外

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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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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修正)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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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  
Powertest 線上

模考評台 

可支援聲音檔、表格、圖片等素

材。可使用單選題、多選題、是

非題、問答題與分類題組 
1 套 230,000 230,000 教學用 教學發展中心 2-2-5-11  

2.  電腦 

1.四核心(含)以上中央處理器 
2.4G (含)以上記憶體(RAM) 
3.500G(含)以上硬碟 
4.須能支援 64 位元虛擬機器之運

作 

360 台 25,000 9,000,000 教學用 數位學習中心 4-3-6-1  

3.  液相層析儀 

1.ACQUITY UPLC H-Class Core 
System(液相層析分析系統四溶

媒 H- Class 型) 
2. ACQUITY UPLC PDA 
eLamabda Detector(光電二極體

檢測器) 
3. ACQUITY UPLC Fluorescence 
Detector(螢光檢測器) 

1 台 2,940,000 2,940,000 教學用 貴重儀器中心 4-3-6-1  

4.  
校園軟體作業

系統 

校園授權作業系統軟體(包含辦公

室軟體、資料庫軟體與程式設計

軟體) 
1 套 1,100,000 1,100,000 教學用 數位學習中心 4-3-6-1  

5.  液晶電視 

1.60 吋。 
2. Aquomotion240 倍速技術 
3.AQUOS NET 網路瀏覽功能 
4.3D 影像(3D/2D 互換功能)  

6 台 100,000 600,000 教學用 教務處 4-3-6-1  

6.  電腦 

1.四核心(含)以上中央處理器 
2.4G (含)以上記憶體(RAM) 
3.500G(含)以上硬碟 
4.須能支援 64 位元虛擬機器之運

作 

35 台 21,000 735,000 教學用 教務處 4-3-6-1  

7.  電動螢幕 120 吋以上 3 台 18,000 54,000 教學用 教務處 4-3-6-1  

小 計： 14,6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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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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1 雙向電擊器 

1.低能量雙相位電擊。輸出能量 
不超過 200 焦耳 。  
2.充電速度在 3 秒內。  
3.符合 ACLS 標準操作程序。  
4.電池容量供給電擊 50 次以上， 
或心電圖監視 100 分鐘以上。  
5.可儲存 300 筆以上事件及 50 筆 
波形記錄。  
6.可設定心跳警告。 

1 台 265000 265000 教學用 護理系 4-3-6-1-1 R410 

2 電子天平 

1.可讀數(g) : 0.0001 
2.最大稱量(g) : 220 
3..秤盤尺寸(mm) : φ90 
4.反應時間(≦s) : 2.5 
5.再現性(≦g) : 0.0001 
6.線性(≦±mg) : 0.0002 

1 台 40,000 40,000 

食品分析

與檢驗、生

物化學實

驗及食品

化學等課

程實務操

作 

食品科技

系 
2-2-2-1 U436 

3 電腦 4 核心，2G，19 吋螢幕 2 台 25,000 50,000 教學用 環安系 4-2-1-1 
U926 
U946 

4 
桌上型溫控真空

乳化機全套 

1. 小型高扭力馬達,運轉安靜  
2. 耐藥品性塗裝,軸心為全不繡鋼

3. 無段變速, 轉速 0 ~ 12000 rpm 
4. 最大容量 2 公升 
5. 備玻璃雙層式反應槽 
6. 配備附蓋恆溫水槽及循環裝置 
7. 配備真空抽氣幫浦及其附件 
8. 電源:AC110V, 220W 

1 套 200,000 200,000 教學用 
生物科技

系 
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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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5 教學電腦 

1. Core I5 4 核心電腦主機，

RAM4GB 以上，DVD 燒錄器，

CPU3.2GHz 以上，500GHDD。

2. 19 吋液晶螢幕以上。 

2 台 21,000 42,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06 
U336 

6 資訊講桌 
9key 控制面板 
50w 擴音機 
可控制單槍開關機及訊號選擇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用 環安系 4-2-1-1 U926 

7 
微電腦型酸鹼度

計 

1.測試項目：PH/ORP/TEMP 
2..測試範圍：PH -2.00~16.00pH 
3.ORP： -1999~1999mV 
4.TEMP：-10.0~110.0°C 
5.解析度:PH：0.01pH 
6.ORP：1mV 
7.TEMP:0.1°C 
8.精確度：PH：0.01pH±1Digit 

2 台 14,200 28,400 

食品分析

與檢驗、生

物化學實

驗及食品

化學等課

程實務操

作。 

食品科技

系 
2-2-2-1 U436 

8 
六連式分解爐

(含球型冷凝

管、鋁碗) 
400℃ 4 台 22,000 88,000 教學用 環安系 4-2-1-1 U946 

9 磨粉機 
電源:110V 或 220V 
馬力:1800W 

1 台 15,200 15,2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46 

10 身體組成分析儀 

1.測量頻率:5，50，250 KHz 三種頻

率以上。 
2.語音:中文語音指導操作。 
3.測量方法：使用 Tetra-Polar 電極生

物電阻抗分析方法，8 點接觸電極。

4.螢幕顯示：中文螢幕彩色 LCD。

5.電源消耗量：60VA,280μA。 

1 台 298,000 298,000 
營養學實

驗課程用

食品科技

系 
4-2-1-1 U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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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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11 
異味官能測定採

樣 

1.隔膜式空氣採樣幫浦(流
量:5Liter/min) 

2.氣體供應幫浦 
3.六方分配器 
(玻璃製) 
4.無臭空氣供應裝置，含活性碳槽，

活性碳及支架 
5.聞臭濾紙架 
(壓克力製 5 孔) 

1 組 70,000 70,000 教學用 環安系 4-2-1-1 U942 

12 電泳槽 
1. 一體成型槽體設計 
2. 齒梳規格適用多種分注器 
3. 最多可同時跑兩片膠 

3 台 40,000 120,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46 

13 電熱水爐 
1.  15 加侖 
2.  長度 5 米 

1 台 28,000 28,000 教學用 動物中心 4-3-6-1-1 U906 

14 
全自動平版菌落

數計數器 

顯示螢幕:4 位數(0~9999)LED 
放大倍數:2-3 倍 
培養血尺寸直徑 60mm 及

90-150mm(可調整) 
歸零鍵:Yes 
倒退計數鍵:Yes 
燈源環型日光燈燈管 
壓力敏感度調整，可調整 
計數聲響調整，可調整 
輸出：RS232 
尺寸: 313(W)x360(H)x346(D)mm 
重量： Net: 5.2kg Shipping:6.4kg 

1 台 16,500 16,5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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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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15 電源供應器 

1. 最大電壓輸出 300V 
2. 兩組輸出端 
3. 時間設定: 1-999 分鐘定時操作

或連續操作 

3 台 30,000 90,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06 

16 烘箱 
電源:220V 
內部尺寸(W*D*H):50*50*60cm 

1 台 31,500 31,5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46 
U106 

17 精密烘箱 
1.室溫+5℃~200℃ 
2.溫度節調精度:±0.5℃ 
3.循環方式:內部強制出峰循環系統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716 

18 搖篩機 

1.回轉數:1000~6000RPM 
2.附有定時器，振幅達 3m/m 
3.定時:60 分 
4.電源:AC110/220V 

1 台 28,000 28,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716 

19 電腦甦醒安妮 

1.擬真人比例全身式假人一組。 
2.液晶版面顯示器一組。 
3.可做壓額提顎法動作。 
4.可模擬吹氣胸部起伏及回復動作。

5.可模擬心外按壓胸肋骨回彈動作。

6.胸皮具擬真人切跡及肋骨設計。

7.以人工按壓模擬頸動脈搏動裝置。

8.可記憶及列印操作過程曲線及數

據文字之完整報表。 

1 具 120,000 120,000 教學用 護理系 4-3-6-1-1 R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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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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20 多功能料理機 

1.電壓 110-120V 
2.總消耗功率 1500W 
3.具恆溫加熱、變速、揉打、定時、

磅秤 
4.尺寸：長 28.5 公分/寬 28.5 公分/
高 30 公分(不含蒸鍋組) 

5.重量：6.3 公斤 

1 台 47,400 47,400 教學用 
食品科技

系 
4-2-1-1 U416 

21 
低流量空氣採樣

幫浦 
1.0-200ml/min 3 台 26,000 78,000 教學用 環安系 4-2-1-1 U920 

22 
倒立式顯微微鏡 
照相系統 

1. 鏡頭 0.62 倍 
2.  CANNON 600D 
   數位相機 1 台 

1 台 95,000 95,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06 

23 
高流量空氣採樣

幫浦 
500-4000mL/min 2 台 34,000 68,000 教學用 環安系 4-2-1-1 U920 

23 數字型黏度計 

黏度範圍 0.3-10,000mPa•s, 測定精

確度 : 1% (1mPa.s 以上) ，LED
數字顯示。動作溫度 : 10~40℃，

LED 數字溫度顯示 : 0~160℃/以
每 0.1℃顯示 

1 台 140,000 140,000 教學用 
生物科技

系 
4-1-1-1-1 U530 

24 打碎機 電源:220V 1 台 66,000 66,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46 

25 臭氧偵測器 
量測原理:UV 254nm 
線性動態範圍:1.5ppbv~250ppm 

1 台 196,000 196,000 教學用 環安系 4-2-1-1 U942 

26 轉漬槽 
1. 一體成型槽體設計 
2. 最多同時跑兩片膠 

3 台 40,000 120,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06 

27 靜電測定器 測量範圍高於 20 kV 1 台 25,000 25,000 教學用 環安系 4-2-1-1 U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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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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28 直立式粉碎機 
1.馬力:3HP 
2.轉速:3450rpm 
3.產量:25~40 kh/hr 

1 台 60,000 60,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716 

29 
小兒內臟解剖娃

娃 

布製 
1.尺寸：身高:約 85 ㎝(±2cm)，身寬：

約 25cm(±1cm)，重約 1 ㎏(±0.1kg)。
2.附屬品 : 衣×1、褲×1。 
3.腹部可打開, 內含各種胸腹腔器

官構造, 例如食道、氣管、支氣管、

肺、心臟、胃、脾臟、肝臟、膽囊、

十二指腸、腎臟、膀胱、小腸、大

腸等。 

1 具 22,000 22,000 教學用 護理系 4-3-6-1-1 R513 

30 製冰機 
1.日產量:165lb，貯冰量:66lb 
2.電源:110V 
3.水冷式 

1 台 50,000 50,000 

食品加工

特色課程

暨提升教

學品質創

意專案計

畫供學生

上課使用

食品科技

系 
4-2-1-3 I-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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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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31 
桌上型 PH 及導

電度計 

測試範圍：pH:-2.000~19.999 
Conductivity:0.001μs/cm~1000ms/cm
Temp.:-20.0~150.0℃ 
精確度： 
pH:≦0.002 
Conductivity:≦0.5% 
Temp.:≦0.2℃ 
解析度： 
pH:0.001/0.01/0.1(三段式調整) 
 

1 台 76,992 76,992 教學用 
生物科技

系 
4-1-1-1-1 U530 

32 打錠機 

油壓打片機 
最大噸數: 20 噸 
昇降底盤直徑:8 公分 
昇降底盤特殊不誘鋼型 
最大打綻高度:12 .5 公分 
尺寸(寬 x 深 x 高): 22 x 45 x 49 公

分 
重量:52 公斤 
安全機構。前後壓克力保護片 
體式設計 
具可調高低螺桿 
具可收納式油壓把手 

1 台 67,000 67,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46 

 

33 防潮箱 
電源:110V 
容量:365L 

2 台 19,500 39,00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46 
U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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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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34 精油萃取機 

電源:AC110/220V 
加熱室 
蒸餾器硼矽玻璃製 
冷卻管 
分液漏斗 

2 台 54,310 108,620 教學用 藥學系 4-3-6-1-1 
U146 
U716 

小  計 2,86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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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暨管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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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1.  
非線性剪輯處理

系統 

 處理器：Intel Core i7 950 四核

(3.06G) 
 記憶體：9GB DDR3 
 硬碟：SATA ITB 高速硬碟 
 顯示介面：Nvidia GTX460 

1GB DDR5 獨顯 
 光碟機：DVD 光雕機 
 作業系統：Windows 7 Home 

Premium 

5 台 43,000 215,000 教學 數媒系 
數媒 

4-3-1-1 
H 201 

2.  
體感遊戲系統裝

置 

 包含遊戲主機 
 影像擷取器 

 週邊裝置及遊戲片 
5 套 15,000 75,000 教學 資工系 

資工 

4-3-1-1 
I 402 

3.  
Wii 遊戲系統裝

置 

 包含遊戲主機 
 主機本體：長 215.4mm 寬

44mm 高 157mm 
 無線 LAN (IEEE802.11 b/g ) 
 週邊裝置及遊戲片 

5 套 15,000 75,000 教學 資工系 
資工 

4-3-1-1 
I 402 

4.  
互動投影遊戲開

發系統 

 2.4G 超高頻無線滑鼠及接收

器 
 UPG303 影像擷取器 
 紅外線感應器 

1 套 562,000 562,000 教學 資工系 
資工 

4-3-1-1 
I 402 

5.  150”電動螢幕 

 尺寸：150 吋。 
 電動式可上下停止。 
 材質：席白 

1 支 18,000 18,000 教學 資工系 
資工 

4-3-1-1 
I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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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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6.  
機器人教育基本

組 

 程式控制電腦積木一個。UB
傳輸線一條 

 一個光感應器、一個超音波感

應器、一個音源感應器、二個

觸控感應器、三個互動式伺服

馬達、三個燈泡、三條轉接線

及七條電線等。 
 一顆可充電電池。 
 組裝說明書 

15 套 20,000 300,000 教學 資工系 
資工 

4-3-1-1 
I 405 

7.  個人電腦 

 Core I5 4 核心電腦主機，

RAM4GB 以上，DVD 燒錄

器，CPU3.2GHz 以上，

500GHDD。 
 19 吋液晶螢幕以上。 

10 組 25,000 250,000 教學 行流系 
行流 

4-3-1-1 
I 202 

8.  
雲端環境模擬系

統 

 提供管理功能，可讓學生方便

建置虛擬機器與觀察伺服器

狀態。 
 學生須能於任何一台電腦啟

動虛擬系統。 
 提供 60(含)個以上使用者。 

1 套 150,000 150,000 教學 資管系 
資管 

4-3-1-1 
A 819 

9.  無線喊話器 

 具 usb 輸入端 
 一組有線麥克風 
 一組無線麥克風 
 .可攜式喊話器 

2 組 12,500 25,000 教學 健管系 健管4-3-1-1-1 H 405 

10.  Dv 攝影機 
 sd 記憶卡 
 1000 萬畫素 1 台 12,854 12,854 教學 健管系 健管4-3-1-1-1 H 405 

小  計 1,68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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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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1 蒸烤箱 

1. 10~20 盤 
2. 220V 60HZ 
3. 蒸煮：100℃~120℃ 
4. 烘烤：50℃~270℃ 
5. 蒸烤：100℃~270℃，熱風循環的

同時注入高溼度蒸氣。 
6. 低溫蒸煮：50℃~99℃，利用較低

溫之蒸氣，進行燜燉、解凍，具

保溫、保濕作用。 
7. 回溫加熱：50℃~99℃，利用較低

溫度之循環熱風，進行食物之再

加熱。 
8. 中心溫度：30℃~99℃，以食物中

心點之溫度做為食物烹調之依

據，無須預測時間值。 

1 台 380,000 380,000 教學用 餐旅系 4-3-6-2-1 R215 

2 單人平台獨木舟 

1.硬體：74cm＊270cm＊19kg 
2.含成人型救生衣 2 件&加大型救

生衣 2 件 
3.槳繩 2 條 

8 組 31,400 251,200 教學用 休管系 

2-2-4-1-1 
3-3-1-1-1 
4-3-6-1-3 
5-1-3-1-1 

體育室 

3 美甲 LED 光療機 LED 燈,36W, 22*29*9cm 20 台 10,023.5 200,470 教學用 時美系 3-2-5-1-1 O102 

4 雙人湖泊獨木舟 

1.硬體：81cm＊398cm＊33.5kg 
2.含成人型救生衣 2 件&加大型救

生衣 2 件 
3.槳繩 2 條 

4 組 49,400 197,600 教學用 休管系 

2-2-4-1-1 
3-3-1-1-1 
4-3-6-1-3 
5-1-3-1-1 

體育室 

5 電腦型縫紉機 

1. 自動穿線裝置 
2. 自動切線 
3. LED 車縫燈 
4. 縫紉速度約 850rpm 
5. 縫製針法 294 種 
6. 縫目寬度(最大) 

7. 扣眼數量:10 

2 台 37,900 75,800 教學用 時美系 3-2-5-1-1 T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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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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6 桌上型電腦 

1. Core i5 3550  4 核 心

CPU3.3GHz (Turbo Boost 可至

3.3GHz) 
2. DDR3 1333Mhz 4GB 
3. 500GB 硬式磁碟機 
4. DVD Super Muti (DL) 
5. 讀卡機 

7 台 17,271 120,897 

更新本系

「產學旅

行社」、「機

艙情境教

室」與「階

梯專業教

室」原有老

舊之電

腦。新增

「觀光專

業教室」電

腦。 

觀光系 4-3-6-2 J112 

6 電腦 
1. Intel 4 核心、1TB SATA3 硬碟、

8G 記憶體、DVD 燒錄器 
2. 19 吋 16:9 LED 顯示器 

3 台 35,000 105,000 教學用 餐旅系 4-3-6-2-1 Q102 

6 平板電腦 
1. 241.2mm*185.7mm 
2. 9.7 吋、2048 x 1536 像素 
3. 64G + Wifi 

2 台 15,000 30,000 教學用 餐旅系 4-3-6-2-1 Q102 

7 

MAC 系統高效能

繪圖處理技術編

輯筆記型電腦 

15 吋：2.4 GHz，配備 Retina 顯示

器,2.4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7 ,Turbo Boost 可達 
3.4GHz ,8GB 1600MHz 記憶

體,256GB 快閃儲存設備,Intel 
HD Graphics 4000  

NVIDIA GeForce GT 650M，配備 
1GB GDDR5 記憶體 ,內建電池 
(7 小時), Intel HD Graphics 
4000 ,配備 1GB GDDR5 記憶體

的 NVIDIA GeForce GT 650M 
繪圖處理器,FaceTime HD 攝錄

鏡頭,OS X Mountain Lion + iLife

1 台 70,000 70,000 
教學用 

處理圖像 
時美系 3-2-5-1-1 T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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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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8 體適能檢測系統 

1.3 in 1 三分鐘登階測試儀 1 台。

2.2 箭頭型坐姿體前彎測定器 1 台。

3.標準型握力器  1 台。 
4.功能型血壓計  1 台。  
5.皮脂夾 1 台。 

2 套 30,000 60,000 教學用 休管系 

2-2-4-1-1 
3-3-1-1-1 
4-3-6-1-1 
5-1-3-1-1 

Q302 

9 單槍投影設備 
單槍投影機（亮度：4000 流明；解

晰度：1024*768） 1 組 30,304 30,304 教學用 觀光系 4-3-6-2 JB103 

9 攜帶式單槍 
單槍投影機（亮度：4000 流明；解

晰度：1024*768）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用 觀光系 4-3-6-2  

10 
博奕情境教室

（JB03）音響系

統 

1.2.4G 無線麥克風（頻率：2.4 GHZ,
單頻手握式麥克風）＊2 支 

2.23U 標準機櫃( 尺寸：23U) 
3.高傳真喇叭(二音路喇叭，最大輸

出功率：100W) 
4.綜合擴大機（3 組音源輸入,最大

輸出 100W) 

1 組 47,000 47,000 
博奕教室

上課使用
觀光系 4-3-6-2 JB103 

11 
觀光專業教室

（JB101）投影設

備 

1. 單槍投影機（亮度：4000 流明；

解晰度：1024*768） 
2. 120"壁掛銀幕 (尺寸：6'X8'壁掛

式,材質：席白) RED LEAF 

1 組 38,000 38,000 
提供本系

專業課程

上課使用

觀光系 4-3-6-2 JB101 

11 單槍投影機 
1. 亮度：4000 流明  
2. 解晰度：1024*768 1 台 33,000 33,000 

更新本系

「機艙情

境教室」之

單槍投影

機 

觀光系 4-3-6-2 J105 

12 
觀光專業教室

（JB101）數位講

桌 

e 化數位講桌（9key 控制面板/含擴

音機及喇叭/可控制單槍投影機開

關機及訊號選擇） 
1 組 35,800 35,800 

提供本系

專業課程

上課使用

觀光系 4-3-6-2 JB101 

12 數位講桌 
1. 含 9 key 控制面板。 
2. 含擴大機。 
可控制單槍開關機及訊號選擇。 

1 台 32,000 32,000 教學用 時美系 3-2-5-1-1 O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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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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13 數位液晶電視 

1. 內建類比/數位/HiHD 三合一選台

器 
2. FHD(1920x1080)高解析影像 
3. AC110V/60Hz 
4. 42 吋 

4 台 23,000 92,000 教學用 餐旅系 4-3-6-2-1 
佳鶴屋

大廳 

14 
可調式手提無線/
有線擴音機(手握

式麥克風組 

內建大容量充電電池、內建 16 組頻

道，降低干擾、空曠處有效距離約

30m  
3 台 11,000 33,000 教學用 時美系 3-2-5-1-1 

O101 
O102 
系辦公

室 
小 計： 1,87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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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暨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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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1 
多功能沐浴娃娃

模型 

1. 材質：特殊軟質矽膠製日本製 
2. 規格：身長約 48cm；頭圍 34cm ；

重量 3000g 
3. (褓姆檢定指定專用)，女娃 2 具;
男娃 1 具 

3 具 52,000 156,000 教學用 幼保系 2-1-12-1-1 R109 

2 伴唱點唱機 

1.2000GB 硬碟 
2. MP3 影音分離歌曲 
3.多媒體播放功能 
4. MTV2500 首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3 按摩椅 

最大按摩範圍，長 105cm，寬

21.4cm 以上，適合各種體型

按摩機芯為同級最大凸出

量，最大可達 11CM 

1 台 50,000 50,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4 麻將桌 

1.全自動電腦控制，自動洗牌

自動翻牌、自動砌牌、自動跳

骰 
2.長 96cm 寬96 cm 高80 cm 
重 80kg 

1 張 40,000 40,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5 
跑步機 

 

馬力：1.5 HP / 2.75 HPP 
速度：1-20 km/h 
跑步面積：1142 x 50 cm 
跑帶規格：防靜電防打滑跑帶

顯示螢幕：大型藍背光 LCD
螢幕速度快速鍵：

2/4/6/8/10/14/16 km/hr 
升降快速鍵：2/4/6/8/10/12/15 
% 

1 台 60,000 60,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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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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6 沙發組 
L 型皮沙發 
可以訂做成反向 
內部為高密度泡棉 

1 套 30,000 30,000 社工系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7 液晶電視 

IPS 面板.Full HD 解析度 
1920*1080P  
120Hz動態影像技術.MCI 480 
Triple XD Engine 三倍速畫質

優化晶片  
Dual Play 雙人遊戲.Smart 
Share 智慧分享  
Time Machine Ready 錄影(數
位頻道)  
智慧影像感應裝置.Energy 
saving 智慧節  
AV mode.USB 2.0 端子-支援

Divx H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8 高傳真喇叭 
2 音路，最大輸出功率 80W 以

上 
2 組 10,000 20,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9 綜合擴大機 
100Wx2，3 組以上聲音影像

輸入 
1 台 20,000 20,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10 雙頻無線麥克風 2.4G 無線麥克風 2 組 10,000 20,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新 設

R305 功

能教室 

11 日文檢定 N2 級 
本測驗為日本及世界各地為

日語學習者測試其日語能力

的測驗 

1 套 45,300 45,300 
教學用 
軟體 

應用外語

系 
1-1-1-1-1 E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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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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12 日文檢定 N3 級 
本測驗為日本及世界各地為

日語學習者測試其日語能力

的測驗 

1 套 39,300 39,300 
教學用 
軟體 

應用外語

系 
1-1-1-1-1 E205 

13 桌上型電腦 電腦主機(含 LED 螢幕) 1 台 25,000 25,000 教學用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1-1-3-1-1 R-509 

14 液晶電視 
65 吋 LED SMART 
液晶電視 

1 台 60,000 60,000 教學用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1-1-3-1-1 R-509 

15 筆記型電腦 15 吋 i5-2450  1 台 30,005 30,005 教學用 
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所
1-1-3-1-1 R-508 

16 數位鋼琴 
1.88 琴鍵 
2.535 種音色 
3.內置 165 種節奏 

1 台 37,000 37,000 教學用 幼保系 2-1-12-1-1 R105 

17 電腦 
4 核心電腦主機;IC3770;22 吋 4G 記

憶體;500G 硬牒 3 台 25,000 75,000 教學用 幼保系 2-1-12-1-1 
R503(2
台)、
R109 

18 單搶投影機 
亮度 4000 流明以上 
解析度 1024*768 2 台 31,620 63,240 教學用 幼保系 2-1-12-1-1 

R501、
R502 

19 雙頻無線麥克風 
頻率 800mhz 
雙頻自動選訊 
內含手握式及頭戴式麥克風 

1 台 15,000 15,000 教學用 幼保系 2-1-12-1-1 R401 

20 單槍投影機 3000ANSI 流明(含)以上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放 置

R301 教

室 

21 電腦組 
Core 4Quad 3.4GHz 以上，19
吋液晶螢幕 

1 台 26,000 26,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放 置

R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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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置地點) 

22 筆記型電腦 

INTEL I5-2410 以上 
DDR3-1333 4G 500GB 
7200RPM SATA2  
DVD SUPER MULTI 燒錄機

802.11N 無線網路 
14’LED 銀幕以上 
NV540 2G DDR3 以上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用 社工系 1-1-3-1-1 R103 

23 電腦 
4 核心電腦主機;IC3770;22 吋 4G 記

憶體;500G 硬牒 9 台 25,000 225,000 
教學暨輔

導用 
應用外語

系 
1-1-1-1-1 E205 

24 平板電腦 
顯示器： 1024*768 像素以上 
，132 ppi 解析度以上 3 台 18,000 54,000 教學用 

應用外語

系 
3-2-5-1 系辦 

小 計 1,210,845     

 
 

四院總計 7,630,3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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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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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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 42 吋 LED 銀幕 
42吋LED數位液晶顯示

器 
2 組 17,000 34,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2 55 吋 LED 銀幕 

1. 螢幕尺寸: 55 吋(含)
以上 

2. 解析度：1080P(含)以
上 

3.提供四組 HDMI(含)
以上 

2 台 45,000 90,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3 
55吋工業級顯示銀

幕 

1. 螢幕尺寸: 1292.2(H) 
X 761.2(W) X 
117.6(D)mm 

2. 解析度：1920 X 1080 
full HD 以上 

3.支援 DVI cable X1, 
VGA cable X1 

4. 反應時間 (GTG)：5 
ms 

1 台 61,250 61,25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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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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多媒體資訊看板管

理系統(單機版) 

1. 具備 Web-Based 功

能 
2. 支援多種多媒體節

目內容格式:包含：

MPEGI1/2/4 、

JPEG/BMP/GIF/PNG
、 MS-PowerPoint 、
Flash SWF ,FLV、

HTML、WMV Media 
Files 

3. CD ,VCD ,DVD 格式

不需轉檔 
4. 可供上傳檔案及設

定檔案類型(圖片、影

片、跑馬燈)並自動讀

取其大小、高度、寬

度、影片時長。 
5. 可播放 URL 網站上

的訊息。 
6. 可支援畫面分割功

能。 

1 組 56,300 56,3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5 平板電腦 

1. 螢幕:10 吋(含) 
2. 處理器:具雙核心

(含) 
3. 解析度：1080P(含)

以上 

9 台 11,000 99,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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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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人電腦 

1. 處理器:Core i5(含)
以上 

2. 記憶體:2GB(含)以上

3. 硬碟:500GB(含)以上

4. 螢幕:21 吋(含)以上 

15 台 23,000 345,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7 
42 吋 LCD 觸控顯

示器 

1. 螢幕尺寸: 42 吋(含)
以上 

2. 解析度：1920 x 
1080(含) 以上 

3. 面板符合工業等級

標準 P65 防塵防

水。 

1 台 93,500 93,5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合 計 77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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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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

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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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1    v    1 1 式 4,100,000 4,100,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西文期刊

(含電子

版) 

2  v     1 1 式 1,174,550 1,174,55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3 v      1 1 式 316,400 316,4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4    v   1 1 式 380,000 380,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5     v  1 1 式 50,000 50,000 教學用 圖書資訊館 4-3-6-1-9  

合 計 6,020,950 6,02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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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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 三太子人偶 含頭+架+衣服+兵器;高 4 呎

×2 
3 個 25,000 75,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電音三太子

社) 
2-3-5-1  

2 官將首 

三層上甲、雙層上甲、下裙、

背心、素褲、頭盔、領巾、腳

包、草鞋、頭巾、腰帶、兵器

等 

1 組 70,000 70,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民俗技藝

社) 
2-3-5-1  

3 獅鼓 
台灣製（含 2 組鈸+1 面鑼+2
尺獅鼓 1 面） 1 組 29,000 29,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民俗技藝

社) 
2-3-5-1  

4 社團門禁管理系統 

感應讀卡機、門禁控制主機(1
對 4)、磁力鎖(附 L 架)、電源

供應器(含組盤)、線材(含管材

配件)、施工費用(含配管線)、
系統整合測試。 

1 套 79,000 79,000 社團用 
課外組 

(學生自治

會) 
2-3-5-1  

5 電子鼓 

Snare,Tomx3,Crash,Ride,Hi-H
at,Hi-Hat Pedal, Kick Pedal、
16 字元,2 行(背光 LCD)速度

(40–250)、聲音(3 種)、音量(10
段)、鼓鎖、鼓音源用指旋螺

釘、腳架管柱螺絲、束線帶、

拾音器導線、AC 變壓器、

Audio 音響訊號線(含音箱)。

1 套 55,000 55,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熱音社) 
2-3-5-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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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組 12,000 96,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E-life 志工

團)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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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7 筆記型電腦 

四核心、LED14 吋螢幕、硬

碟 750GB 以上、含藍牙、無

線上網、記憶體 4GB 以上、

DVD 燒錄光碟機、5 盒 1 讀

卡器。 

1 台 27,000 27,000 社團用 
課外組 

(學生自治

會) 
2-3-5-1  

8 網路儲存裝置 

CPU 頻率 1.067GHz 雙核

心、支援硬體加密引擎、支援

浮點運算、支援熱插拔硬碟、

記憶體大小 DDR3 1GB、內部

硬碟 /SSD 3.5 吋或  2.5 吋
SATA(II) X4、(內含硬碟容量

SATA3 7200Rpm 3TB x4)外
接硬碟介面 1X USB 2.0 埠, 
2X USB 3.0 埠, 1X eSATA 
埠、每秒 111/80MB 讀寫速

度、支援 USB3.0 超高速傳

輸、系統休眠時僅耗 3.3 瓦

特、硬體加密引擎、完整的備

份 解 決 方 案 、

Windows/Mac/Linux 跨平台

檔案分享、豐富的辦公室應

用、作業系統為 Synology
DiskStation Manager(DSM)、2
年保固。 

1 台 50,000 50,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學生自治

會) 
2-3-5-1  

9 LED 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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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組 100,000 100,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E-life 志工

團)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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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0 
影像用噴墨繪圖機 

 

1.機型尺寸：60.96 公分 
2.熱感應式噴墨列印、墨水匣

數量 8 
3.標準紙材尺寸  (公制捲

筒)、A4 至 A1 尺寸紙張、

279 至 610 公釐捲筒、捲筒

最大輸出：91.4 公尺、捲

筒外部直徑：135 公釐。

4.彩色：1200x1200 輸入 dpi
最大細部，可達 2400x1200

最佳化 dpi、黑白：1200x1200
輸入 dpi搭配選擇的最大細

部，可達 2400x1200 最佳化

dpi 

1 台 80,000 80,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學生自治

會) 
2-3-5-1  

11 曲棍球門 
不鏽鋼材質、高 2.14 公尺×寬
3.66 公尺，門柱與門楣 5.08
公分、厚 7.50 及可拆式輪胎

2 個 40,000 80,000 社團用 
課外組 

(曲棍球社)
2-3-5-1  

12 
PA 後級 
擴大機 

輸出額定功率立體輸出、橋接

8Ω:1500W,4Ω:2500W.以
上、.H/N 比：-95dB、THD+N：
＜0.03%、輸入阻抗：平衡式

20KΩ、不平衡式 10KΩ、頻

率響應：10hz~40khz(0/-2db)
以上、控制：低頻濾波器、訊

號指示器、峰值指示器及限制

器.保護電路：靜音模式、短

路電路、過載限制、DC 保護

電路、過熱保護.電路輸出類

型：H 類 

1 台 58,000 58,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E-life 志工

團)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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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3 外場喇叭 

雙 15"、型式：Quasi 三音路、

頻率響應(±3dB)：45~20kHz
以上、靈敏度(1w/1m)：100dB
以上、覆蓋角度(水平/垂直)：
90x60 以 上 、 功 率

(Cont/Prog/Peak) ：

300w/600w/1200w 以上、最大

音壓(SPL)：11dB 以上、阻

抗：4Ω 

1 對 54,000 54,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E-life 志工

團) 
2-3-5-1  

14 無線接收定向器 

四頻道接受天線分配器、兩組

主動式一對四分配 輸出及兩

組主動式一對一分配輸出、適

用頻帶範圍:470~850MHz 以

上、輸入截斷點:+32dBm、發

射與接受雙功能定位天線、同

軸無指向接收天線、1/2 波長

的同軸接收天線、標準 2.4dBi
的增益、50Ω的阻抗、無接收

方向性。 

2 套 22,000 44,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E-life 志工

團) 
2-3-5-1  

15 數位鏡頭 

具 11 倍以上變焦能力。採用

12 組 16 枚鏡片設計，2 枚 ED
鏡片、3 枚非球面鏡片，含

ED 和非球面鏡片各 2 枚，

18-200mm 鏡頭。最大光圈值

F3.5～5.6，最小光圈 F22～
36，最短攝影距離 0.5m。 

1 支 30,000 30,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E-life 志工

團)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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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6 閃光燈 

GN 值( guide number )、
34(ISO100•m)，
48(ISO200•m)、i-TTL 及進階

的無線多燈遙控、自動偵測 
FX,DX 型式相機，自動選擇

涵蓋範圍、支援多階變焦調整

光量，涵蓋了 17-200mm 焦
長範圍、三種照明配光型式

(標準配光、中央重點配光、

均質配光）、進階電子迴路，

回電更快，使用四個 AA 電

池、GUI 介面，大型的 LCD、

AF-輔助照明燈，20-105mm
焦長範圍、自動偵測彩色濾色

片。 

1 個 20,000 20,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E-life 志工

團) 
2-3-5-1  

17 
寬頻雙頻道全自動

無線麥克風 

寬頻道、四頻道、彩色 VFD
（真空螢光管顯示器）顯示

器，可同時顯示頻段代號、頻

道設定、RF/AF 信號強度、自

動選訊、雜訊干擾及發射器的

電池容量，可設定群組、頻

道、頻率、使用者名稱、靜音

位準、PC 遙控位址及面板鎖

定等多項功能、共預設 224
個精挑的頻率組合。自行設定

及儲存偏好的 16 個頻率、三

段式切換：平衡式：

+16dBV/0dBV/-6dBV，非平

衡式：+10dBV/0dBV/-6dBV。

1 台 53,000 53,000 
社團活動與

校外服務 

課外組 
(E-life 志工

團) 
2-3-5-1  

合 計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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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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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園安全設

備 
活性碳吸附塔 

150*150*250cm 以上。 
本體為鍍鋅鋼板，內層為活性碳

層。 
2 台 210,000 420,000 校園安全

環安衛 
中心 

1-1-2-1-6  

2 
永續校園綠

化 
水資源數位系

統 

1. RS485 通訊介面螺旋槳式

水錶 
2. 流量計裝置於管線中，量其

瞬間流量及累積流量。 
3. 含通訊介面、資料收集主

機、控制箱體、手持行動控制分

站等項 

4 台 118,750 475,000 

永續校園

綠化-建置

水資源數

位化系統

環安衛 
中心 

1-1-3-1  

3 
校園安全設

備 
飲水機 

電壓：110V 或 220V 
消耗電功率：熱開水 1100W 冰
開水 245W，冷溫熱三用，按鍵

觸控出水 

35 台 23,000 805,000 
用水安全

汰舊換新
總務處 4-3-6-1  

合 計 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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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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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70,000  2-2-7-1-1  

1-2 製作教具 

鼓勵教師自製及運用媒體教學，以拓展教學方法並提升教學品

質。 

◎依據本校獎勵改進教學相關辦法辦理。1.大仁科技大學專任教

師改進教學獎助辦法 2.辦理課程與教學改進計畫經費補助

要點 3.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績效獎勵辦法4.大仁科技大

學教師指導專題績優獎補助辦法 5.大仁科技大學遠距教學

教材製作補助要點 6.大仁科技大學遠距教學績優獎勵作業

要點 

2 30,000  2-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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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550,000  2-2-7-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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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5,857,804 3-1-1-1-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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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研習 

鼓勵獎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教師參加校外研習活動及

國內外論文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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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辦理。 

150 1,200,000 3-2-1-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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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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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0,000  4-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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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1,121,978 3-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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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80,000  4-5-1-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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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社團訓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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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00,000 2-3-5-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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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50,000 4-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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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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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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

度增加相關教學輔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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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業要點」辦理。 

40 360,000  4-3-6-1-10  

5-1 
獎助新進及

升等教師薪

資 

該支用經費係指經常門全部經費經支用項目後之餘額再支用

新進及現有教師之薪資。 
0 0 4-5-1-1-1  

5-2 

一年內到期

之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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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00,000 4-3-6-1-9  

5-3 軟體訂購費
原版報紙資料庫公播版: 收錄聯合報、經濟日報、聯合晚報各

近一年的報紙原版影像。 
0 0 4-3-6-1-9  

5-4 軟體訂購費 多媒體素材圖庫與後端管理系統  0 0 4-3-6-1-9  

合 計  ：11,219,782    

※本表請填列「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目經費、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等。若有編列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之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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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 

附錄一  大仁科技大學編纂教材獎勵要點 

附錄二  大仁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 

附錄三  教師執行產學合作與至業界服務獎勵要點 

附錄四  學術研究優良教師獎勵要點 

附錄五  產學合作優良教師獎勵要點 

附錄六  教師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獎勵 

附錄七  教師研究成果獎勵要點 

附錄八  教師研習、研討暨取得證照獎補助要點 

附錄九  教師進修獎助辦法 

附錄十  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附錄十一職員工進修辦法 

附錄十二職員工研習（研討）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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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大仁科技大學 
編纂教材獎勵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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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提升課程教學效果，確保教學品質，鼓勵教師研發教材及教學輔助媒介，依據「大仁

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改進教學獎補助辦法」，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編纂教材獎

勵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勵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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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三)教材不論是新作或修訂版，申請獎勵以一次為限。 
(四)該教材須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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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科書(自編及翻譯均可)：以本校教師名義公開印刷、出版、發行，可用於教學參考

及學術研究之大專用書，每案獎勵金額上限為参萬元。 
(二)自製數位教材(含遠距教材)： 

1.經由教材數位化軟體(如 Power Cam、Camtasia Studio、Stream Author、Articulate
等)製作後之影音教材；或如遠距課程，以文字教材(如 Powerpoint)另搭配教師聲

音或影像者；亦或是實作課程錄影等，可供學生於課後進行線上或離線學習之教

材。每案獎勵金額上限為伍萬元。 
2.前項自製數位教材若通過教育部數位學習認證，每案獎勵金額上限為六萬元。 

(三)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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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編纂成正式

課程之教材，並納入課程進度之教學活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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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產學合作計畫案所改編之教材，獲獎助後，不得再改編其中之一部分或全部，

重新申請獎勵。 
4.改編教材之適用時數，以二小時為最小申請單位。每單位補助上限為 5000 元，每

案獎勵金額上限為貳萬元。 

四、申請方式： 
(一)本獎勵每年辦理一次。 
(二)申請者須填妥申請表、授權書、共同作者同意書，檢附相關資料文件作品電子檔及

紙本；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教材，須有開課科目及課程進度表，經課務組核章)，向教

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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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期間：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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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立「教學審議小組」，成員 7 人，由教務長遴選校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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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為召集人，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兼執行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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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標準： 
(一)教材與教學目標結合的明確性(40％，符合學習者的程度；能夠達成核心能力與能力

指標) 
(二)教材與教學的獨創性(30％，能夠表現創意與特色) 
(三)教材與教學的實用性(30％，具實用價值；能夠結合職涯發展) 

七、協力義務：獲得獎勵案件須配合公開展示，並應放置在本校網路平台供師生分享。 

八、本要點經教學品質委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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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專任教師。 

三、獎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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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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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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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參加人員共同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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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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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優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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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獎助： 
（1）校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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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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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導實務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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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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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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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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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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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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獎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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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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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優良教師： 

教學優良教師其教學評量成績至少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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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申請後，送院教評會議審查。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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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申請後，送院教評會議審查。 

七、協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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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經報名參加競賽得獎之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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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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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30 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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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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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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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優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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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獎助： 
（1）校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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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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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導實務專題製作： 

每系（科）以補助材料費 3 萬元為限（檢據核銷）。 
（2）參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入圍： 

以本院推薦專題為主，以專題為單位，每案補助以 1 萬元為上限(檢據核銷)。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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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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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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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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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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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優良教師： 

教學優良教師其教學評量成績至少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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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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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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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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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經報名參加競賽得獎之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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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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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優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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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獎助 
（1）校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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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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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導實務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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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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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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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獎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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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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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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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優良教師： 

教學優良教師其教學評量成績至少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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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申請後，送院教評會議審查。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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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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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經報名參加競賽得獎之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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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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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專任教師。 

三、本要點辦理之獎補助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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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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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優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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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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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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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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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導實務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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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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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據核銷)。 
（三）教師教學媒體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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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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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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獎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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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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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優良教師： 

教學優良教師其教學評量成績至少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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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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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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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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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經報名參加競賽得獎之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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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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大仁科技大學 

教師執行產學合作與至業界服務獎勵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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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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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至業界服務獎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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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至業界服務，得由計畫主持人申請本項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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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專業技能至業界服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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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應先填寫申請

表並檢附相關資料，於每年公告日前向研究發展處送件申請，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及校教評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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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產學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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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編列行

政管理費之案件則以該計畫獲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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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至業界服務案 

以該案件業界給予學校之回饋金金額核發。獲教育部補助之至業界服務案，不予獎

勵。 
五、 獲得本項獎勵之教師，應於獲獎勵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面及電子檔各一份至研究發

展處備查，未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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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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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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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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暨管理學院、休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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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評選，評選名單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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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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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暨管理學院最低標準為 5 分。 
3. 休閒學院最低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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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刊登 SSCI 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或獲得國外發明專利為 5.0 點。 
2. 刊登 SCI 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或獲得國內發明專利為 4.0 點。 
3. 刊登 EI 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或獲得新型專利為 3.0 點。 
4. 刊登 AHCI、TSSCI 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或新式樣專利為 2.0 點。 
5. 刊登大仁學報或其他國內、外優良期刊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為 1.0

點。 
6. 簡報型學術期刊論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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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之 2 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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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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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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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海報發表為 0.2 點。 
9. 由國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學術性專書或教科書為 10 點；國內出版社則為 5.0 點，

多人合著之著作依章節比重計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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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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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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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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委員會評選，評選名單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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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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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績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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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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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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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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約僱人員)因下列狀況所獲得之智慧

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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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專利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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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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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發給獎金，

並補助規費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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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專利申請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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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證書費、年證費用均由本校全額

補助。 

（二）審議委員會由研發長、研發處秘書、該院院長、系（科）主任及教師組成。  

（三）審議委員會於每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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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組，研發處與發明人各存影本。如

有特殊需要，簽陳校長核准後向保管組調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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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於每年會計年度結束後一個月內應針對運用推廣提出成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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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簽陳校長核定是否繼續維護該項專利。  

七、 有關獎勵措施規定如下：  

（一）智慧財產權屬本校者：  

1.發明人獲得［發明專利］智慧財產權後提出申請，每案核發獎金新台幣五萬元整。

獲得［新型專利］智慧財產權後提出申請，每案核發獎金新台幣三萬元整。獲得［

新式樣專利］智慧財產權後提出申請，每案核發獎金新台幣一萬元整。  

2.發明人一人以上時，有關第一項第一款所核發之獎金以均分為原則。  

（二）智慧財產權不屬本校（含共同持有）及未獲專利權者：不予獎勵。  

八、 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權益收入扣除應回饋資助機關與必要成本後之收益淨額，應依下列原

則分配之：（離職三年以上之發明人不得參加分配，其所分配之部分由學校與所屬院、

系所均分）  

（一）智慧財產權屬本校者：  

1. 學校：百分之十五。  

2. 發明人所屬院（處）：百分之五。  

3. 發明人所屬系所（組）：百分之十。  

4. 發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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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校：百分之十五。  

2. 發明人所屬院（處）：百分之二 · 五。  

3. 發明人所屬系所（組）：百分之七 · 五。  

4. 發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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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校：百分之十。  

2. 發明人所屬院（處）：百分之二 · 五。  

3. 發明人所屬系所（組）：百分之二 · 五。  

4. 發明人：百分之八十五。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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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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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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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避免業界不公平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2. 研究成果之移轉為須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之產品。  

3. 技轉之商品須投入鉅額資金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者。  

十一、本要點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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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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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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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已刊登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核准之專利發明。 
(三) 專利申請之專利所有權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 
(四) 須為研究原著，評論他人或回覆評論者意見之非研究成果發表(例如：Comment、

Book Review、Correspondence、Editorial…等)不予獎勵。 
(五) 內容相同之學術論文，不重複獎勵。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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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送研究發展委員會及校教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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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刊登 SSCI 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或獲得國外發明專利為 5.0 點。 
2. 刊登 SCI 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或獲得國內發明專利為 4.0 點。 
3. 刊登 EI 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或獲得新型專利為 3.0 點。 
4. 刊登 AHCI、TSSCI 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或新式樣專利為 2.0 點。 
5. 刊登大仁學報或其他國內、外優良期刊之正式學術期刊論文(Full Article)為 1.0 點。 
6. 簡報型學術期刊論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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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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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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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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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

報發表為 0.2 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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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出版社

則為 5.0 點，多人合著之著作依章節比重計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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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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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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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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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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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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參加與其任教內容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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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參加各項活動，以不影響校務及教學原則下，依本校

「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辦理公假，經核准後，前往與會。 
教師因公假所缺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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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獎補助要點： 

（一）學術單位辦理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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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講座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及雜支。 
3.補助金額：視每年經費狀況補助。 
4.檢具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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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參加國內學術活動(含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與第二專長培養)： 

1.教師參加與其教學成長相關之各類學術活動，應填具「教師參加國內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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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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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具資料：（1）會議議程。（2）心得報告書。（3）研習證

書或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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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應填具「教師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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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提出申請，補助每人每年 20,000
元為限之報名費及每人每年 7,000 元為限之差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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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具資料：（1）會議議程。（2）論文摘要或展演作品實況（如照片或圖片）

與展演文宣證明。（3）論文發表同意函或邀請函。（4）心得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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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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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每人每年 50,000元為限之報名費及 1次來回機票費用之半數。 
4.檢具資料：（1）會議議程。（2）論文摘要或展演作品實況（如照片或圖片）

與展演文宣證明。（3）論文發表同意函或邀請函。（4）報名費原始憑證。（5）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及登

機證存根。 
（五）教師參加與其任教內容相關（含第二專長培養）之國內、外訓練課程： 

1.教師參加與其教學成長相關之各類訓練課程，應填具「教師參加國內外訓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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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每人每年 20,000元為限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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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外課程每人每年

50,000元為限之報名費及 1次來回機票費用之半數。 
3.檢具資料：（1）報名表暨研習課程表。（2）心得報告書。（3）結業證書或

相關證明。（4）報名費原始憑證。（5）國外課程並另繳交機票票根或電子機

票、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 
（六）教師取得政府機關核發之甲級或乙級證照： 

1.教師當年取得由考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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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取得甲級證照：頒發獎金 10,000元，每人每年 1次。 
（2）取得乙級證照：頒發獎金 5,000元，每人每年 1次。 
3.檢具資料：證照影本。 

（七）教師至業界短期研習： 
1.教師自行規劃在兩年內利用學期間（須無課時）或寒、暑假至業界短期研習累

計達 120小時者，應填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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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宜蘭、花蓮及新竹（含）以北地區研習者，每人 20,000元；新

竹以南至雲林（含）及台東地區研習者，每人 15,000 元；雲林以南至屏東地

區研習者，每人 10,000 元為限之差旅費（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作業要點」

辦理）。 
3.檢具資料：（1）如有簽約，並另繳交。（2）業界開立研習證明。 

六、 本要點第五點二至七款獎補助案件應經審查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執行。 
審查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會計主任及人力

資源發展處處長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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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月第三週定期召開審查會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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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為鼓勵本校教師進修深造，提高師資素質，並增強教師教學、研究水準，特訂定「大

仁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獎助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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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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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申請進修者，須於進修前檢附入學許可證書與教師進修計畫書（附件一），提

系（所）或通識教育中心系級教評會初審、院級教評會複審通過，並經校教評會審

查合格。 

三、各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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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及學校師資調整規劃增減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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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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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留職停薪進修教師依下列規定核給獎助： 

（一）申請國內、外留職停薪進修博士學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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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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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辦理。 

（二）已獲政府機關獎助者，不得請領本獎助費。 

（三）申請進修獎助人員應於每年五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註冊費及學雜費收據，陳校長核

可後核發獎助金。 

二、在職進修教師依下列規定核給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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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國內在職進修或寒暑假至國外進修博士學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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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碩士學位者，則獎助每人每年新台幣肆萬

元整，獎助兩年。 

（二）申請進修獎助人員應於每年五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註冊費及學雜費收據，陳校長核

可後核發獎助金。 

第七條 進修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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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義務以三年

為限，如有違背應予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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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倍進修獎助費（扣除已服務年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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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義務以三年為限，

如有違背應予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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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各項獎補助等全部費用之半數（扣除已服務年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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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最後結束進修日起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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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獎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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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教師進修期間，每學期應繳交在學證明至人事室存查。進修期間如有論文發表應以學

校名義發表之。 

第九條 新進教師如已進修碩博士班，應簽具切結書後，經教評會同意在職進修，但不得享有

經費獎助，俟其符合資格後，始可獎助。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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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經校長核可後，簽呈影本送交人事室存查。 

第十一條 教師依本辦法申請獲准進修者，應依規定與學校簽訂合約。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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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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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其施行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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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新聘教師分為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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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所)、學位學程、通識教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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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所)、學位學程、通識教育中心應依核定之員額，視師資需求、課程需要、

發展方向提聘教師，且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並本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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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條      本校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理一次為原則，並以每學期開始(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

為起聘日期，各系(所)、學位學程、通識教育中心，應於學期開始前，完成各

級教評會審議之程序。但學期中因特殊情形必須聘任者，得專案簽報校長核准，

並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於學期中起聘。 

第七條  新設系(所、學位學程)教師之聘任，得由籌備主任簽請校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

家五至七人，組成臨時系級教評會，並依教師聘任程序，辦理教師甄選聘任事

宜。 

第八條  新聘專任教師未具教育部審定聘任職級教師資格者，應於聘期開始三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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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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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續聘或專任教師轉任兼任教師者，應經各級教評會評審通過後

辦理聘任。連續三年未在本校授課或聘任職級變更者，聘任時依新聘程序辦理。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初聘為一年、續聘第一次為一年，以後

每次續聘均為二年。情況特殊者，不在此限。 

第三章  升等 

第十一條  教師申請升等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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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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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分，授課至少達十八小時。 

第十二條  教師申請升等，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予受理： 

一、因全時進修、留職停薪、休假研究、奉准借調或延長病假，未實際任教者。 

二、實際任教經歷或專門職業(務)經歷，未達升等規定年資。 

三、因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經查證屬實，於一定時間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違反本校校外兼職、兼課相關規定者。 

五、未經本校核准進修學位之專任教師，不得以該進修取得之學位申請升等。 

六、連續二次教師評鑑未通過者。 

第十三條  教師升等年資以在本校任教為原則，原職位之年資，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得予採計，其餘年資依相關法令規定認定。 

第十四條  教師送審之代表著作與參考著作，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之著作；參

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年內之著。但送審

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二年。 

二、教師送審之著作應於系(所)教評會提出申請前出版，並在國內外學術專業

刊物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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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利用之電子期刊)。研討會發表之論文，應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行。 

三、代表著作應以出版公開發行者為限。 

四、有個人之原創性，非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五、須與學術專長、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六、著作出版須載明著作人姓名、發行人姓名、出版時間、地點、出版商登記

字號、定價等項目。 

七、著作不得為教科書、工具書、講義、報告、日記、傳記、剪輯、報刊文章、

翻譯作品及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八、著作撰寫語文不限，以外文撰寫者，須附具中文摘要。但任教科目為外國

語文者，應以所授語文撰寫。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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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性研究者，送審人應主動提出說明，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著作具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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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創新者，不在此限。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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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次送審之代表著作與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內容近似者，應檢附前次送審

著作及本次著作同異對照表各三份，並具體完整臚列其異動處。 

第十五條  升等審查程序： 

一、申請人應在規定時間內，備妥各項升等送審資料，提經各級教評會就其教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項進行評審，評審分數應達七十分以上為通過。 

二、院教評會複審通過者，由院教評會推薦二倍以上之審查人參考名單，由校

教評會主席參酌參考名單，校教評會主席亦可增列一至三位審查人，圈定

審查人員，交由人事室辦理校外實質審查。 

第十六條    實質審查委員人數： 

一、學位或文憑：申請講師、助理教授、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本校一次送請三

位學者專家審查，應至少有二位審查分數達七十分以上為通過。 

二、教育部授權自審： 

（一）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申請講師、助理教授資格審定者，本

校一次送請六位學者專家審查，應至少有四位審查分數達七十分以上為

通過。 

（二）以作品、展演申請講師、助理教授資格審定者，本校一次送請八位學者

專家審查，應至少有六位審查分數達七十分以上為通過。 

三、須報部複審： 

（一）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申請副教授、教授資格審定者，本校

一次送請三位學者專家審查，應至少有二位審查分數達七十分以上為通

過。 

（二）以作品、展演申請副教授、教授資格審定者，本校一次送請四位學者專

家審查，應至少有三位審查分數達七十分以上為通過。 

第十七條  校教評會發現有外審意見明顯歧異、過於簡略無法判斷或其他疑義等重大瑕疵

時，得列舉具體事由，經符合審查該升等教師職級之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改送其他學者專家審查，該有疑義之成績不予採計。 

第十八條  各級教評會辦理教師資格審查評審過程中，必要時應予申請人予以書面或口頭

答辯之機會。 

第十九條  教師申請升等於教育部審定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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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教師證書起資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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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教師申請升等未獲通過者，再申請教師資格審查時，應另有新出版之著作，並

依本辦法之規定，重新提各級教評會審議。 

第二十一條  教師申請升等未獲通過者，各級教評會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具體理由、

審定結果、法令依據及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期限。 

第二十二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未獲審定結果前離職者，本校得停止繼續辦理其各項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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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消在本校之ㄧ切權利。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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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本校連續

任教二學期，自第二學期起，始得向本校申請教師資格審查。 

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  教師資格審查之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有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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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情事，經查證屬實者，

得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二十五條  民國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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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六條  教師持國外學歷，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講師、助理教授資格，如有下列各款情形

之一者，比照專門著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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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  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其升等得以成就證明、作品、展

演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其審定方式及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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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陳送校教評會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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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通過後，陳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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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校為鼓勵編制內職員工（含專任職員、助教、技工、工友）終身學習，提升素質能

力，特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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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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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依下列規定提出申請： 

一、於報考前一個月填具「職員工報考申請表」，經單位主管及人事室簽註意見，陳

請校長核定後，始得報考。 
二、經報考學校錄取後，須於當年6 月底前填具「職員工進修申請表」，經單位主管

簽核，提職工評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進修。 
第四條 每年在職進修名額不得超過各考核群屬人數百分之十。 

第五條 依本辦法核定進修者，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修業期限： 
（一）碩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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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限四年，必要時得申請延長期限，最長五年。 
（三）二技：申請期限兩年，必要時得申請延長期限，最長三年。 

二、須依「職員工進修申請表」內之就讀學年度前往進修，逾期以棄權論。 
三、取得學位後必須繼續留校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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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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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讀本校獎助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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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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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工於本校攻讀學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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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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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職員工（含專任職員、助教、約僱人員、技工、工友）奉派參加校外舉辦與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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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參加與校內業務相關之各種檢定測驗者，補助每人每年所須報名費之全數

1 次。 

三、經費申請相關規定： 

（一）奉派參加研習（研討）會之職員工，於研習（研討）會結束後，應繳交研習心得

報告書，如有研習（研討）證書者，並另繳交影本至人事室存檔備查。 

（二）奉派參加教育訓練課程之職員工，於教育訓練課程結束後，應繳交結業證書影本

至人事室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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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參加各種檢定測驗，於同年 11 月 15 日前，檢附報名費收據至人事室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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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