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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1:00 

二、地  點：本校三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  席：羅文瑞校長                              記 錄：潘筱雯 

四、出席人員：許瑋麟、牛江山、魏子昆、蔡武霖、李長泰、羅淑芬、吳善全 

蔡宗宏、林威廷、吳育儒、賴志明、林祝君、梁巧燕、彭少貞 

謝易達、杜信志、陳皇曄、謝宜伶、魏  鑫、蔡長書、葉婉榆 

鄭淑貞、彭進興、謝依蓓、林珍如 

五、列席人員：陳紹明 

六、請假人員：張紀萍 

七、主席報告： 

今天召開專責小組會議，上次報部金額今已核定，原計畫提出 4,500 萬，核

定金額將近 3,463萬，與當初所提之計劃金額有差距，故今天會議中提出修正調

整。當初編列預算時，醫務管理系及會計資訊系依分配比例內並沒有超編，所以

這次修正計畫醫務管理系及會計資訊系不調整，其它單位按照比例調整，事前已

給各單位先行檢閱及討論過，等一下請各單位逐一說明及調整，不影響教學的前

提下，將暫緩購置的項目或刪減之數量規畫到下一年度再編列，接下來請總務處

先做工作報告。 

八、工作報告： 

（一）、本校 101年度獎勵補助款核定情形： 

1、依據 101年 1月 30日教育部臺技(三)字第 1010010562V號函，核定本校

101年度補助經費新臺幣 1,342萬 7,358元整，獎勵經費新臺幣 2,120萬

2,565元整，共計新臺幣 3,462萬 9,923元整（含經常門新臺幣 1,038萬

8,977元，資本門新臺幣 2,424萬 0,946元）。 

2、依據來函說明第 3點，本項獎勵補助經費請確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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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

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並注意下列相關事項： 

 (1)、經常門及資本門各支用項目執行比例應符合要點規定；不符規定

者，將追繳相關獎勵補助款。 

 (2)、本項經費應於當年度 12月 31日前執行完竣，當年度未執行款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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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程序辦理保留；未依規定辦理者，應繳回未執行款項。本款

所稱執行完竣，指經常門應完成付款程序，資本門應完成驗收程序，

若未符規定，將予以追繳未執行完竣之獎勵補助款。 

 (3)、本項經費配合政府會計年度執行，經常門獎助案件不應於會計年度

開始前即作成傳票並支付款項，核銷不屬於當年度執行案件之費

用；未依規定辦理者，將追繳相關獎勵補助款。 

 (4)、經常門獎助案件之審核不甚嚴謹，以致核發金額或案次超過學校自

訂辦法上限，或對不合格案件予以補助，將追繳支用不符學校規定

之獎勵補助款。 

 (5)、接受本項經費薪資補助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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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規定者，

將追繳相關獎勵補助款。 

 (6)、教師或行政人員進修均應簽訂契約書，以明確規範雙方之權利義務

關係及違反相關規定時之處理。 

 (7)、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條之採購案（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且補助

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者）未依規定公開招標、或逕與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簽約，未透過共同供應契約下訂、或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

分批辦理採購等，均有違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應予改進。 

 (8)、未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條之採購案，請勿登錄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9)、本項經費不得支用於工程款項，各類相關文件（含請採購、標案、

財產登錄、會計項目及憑證等）均不得出現「工程」字樣。 

 (10)、本項經費所購置之各項財產及物品，均應置於校內供師生使用，

不得移置校外。 

（二）、101年度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依據 101年 2月 1日管科會來文(101)管

科發字第 2030030號，請本校相關執行單位提列改進說明，彙整【如附件

一】，請各單位依序說明。 

（三）、今天會議擬依教育部審查意見及核定經費提案修正計畫，將於 3月 10日以

前，檢附 101年度核撥領據以及修正計畫書備文報部。 

（四）、100年度獎補助款依教育部訂定日期已於 100年 12月 30日執行完畢，依照

往例每年執行完成後，教育部例行都要進行績效訪視，並再決定是否需要

實地訪視，俟自評表函報並審查後，管科會將再另行通知各校，所以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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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將接獲總務處通知，請各單位填報訪視自評表之相關訊息，這也是

我們每年都例行在做的，總務處會將相關訊息和表格 mail給各單位填報，

請各單位配合並於訂定日期以前提交總務處進行彙整。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擬修正 101年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教學設備金額項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1年 1月資本門核定金額 26,665,041元，較 100年 11月報部金額            

31,500,000元，減少 4,834,959元，【如附件二】。 

二、建議醫管系、會資系、研發中心金額不變，圖書館以資本門 20%編列、課指組

以資本門 2%編列，扣除五單位金額後，剩餘金額再依比率分配於其他科室。 

 

討論內容：一、儀器教學設備： 

（一）、護理系羅淑芬主任： 

優先序 A005人體教學模型-皮內注射模型原數量 12組調整

為 8組。 

優先序 A006人體教學模型-Cvp及 Port-A護理教學模型原

數量 12組調整為 8組。 

優先序 A007點滴調整器原數量 2組調整為 1組。 

優先序 A008人體教學模型-簡易型採血靜脈注射練習模型

原數量 10組調整為 5組。 

優先序 A010氧氣呼吸中央系統器材裝置原數量 10組調整為

8組。 

優先序 A059安全瓦斯爐暫緩購置。 

（二）、放射技術系林威廷所長： 

優先序 A019超音波掃描儀原金額編列$1,400,000調整為

$1,210,000。 

優先序 A024雷射光源-綠光雷射模組暫緩購置。 

優先序 A079蓋革計數器原數量 5台調整為 4台，原金額編

列$88,400調整為$88,500。 

（三）、通識教育中心梁巧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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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A035解剖檯暫緩購置。 

優先序 A089應用軟體-線上英文作文練習軟體暫緩購置。 

（四）、資訊工程系賴志明主任： 

優先序 A041系統軟體-代理伺服軟體暫緩購置。 

優先序 A100平板電腦原數量 10套調整為 6套。 

優先序 A102學術網路主機原金額編列$235,000調整為

$234,000。 

優先序 A103個人數位助理原數量 20台調整為 12台，原金

額編列$19,900調整為$20,000。。 

優先序 A116套裝軟體-Adobe CS5 Master Collection(教育

CPL)27人授權及安裝光碟暫緩購置。 

（五）、電算中心杜信志主任： 

優先序 A047系統軟體-無蝦米 7.0全校授權暫緩購置。 

優先序 A049高階個人電腦原數量 13台調整為 9台。 

優先序 A052套裝軟體-電腦教室多媒體教材暫緩購置。 

優先序 A053套裝軟體-非常好色最新版 20人授權暫緩購置。 

優先序 A056套裝軟體-Adobe Acrobat 10 中文/英文專業校

園安裝授權暫緩購置。 

二、圖書軟體教學設備： 

圖書館謝易達主任： 

優先序 B001西文圖書原數量 600冊調整為 278冊。 

三、學輔相關教學設備： 

課外活動組牛江山學務長： 

優先序 C001除濕機原數量 28台調整為 20台，原金額編列$13,000

調整為$13,500。 

 

決議：照案通過，各細項如上調整，護理系調整後總金額為$7,254,000元，放射技

術系調整後總金額為$3,272,000元，通識中心調整後總金額為$1,965,000

元，資訊工程系調整後總金額為$3,546,000元，電算中心調整後總金額為

$2,663,000元，圖書館調整後總金額為$5,333,041元，課外活動組調整後

總金額為$536,000元，（會計資訊系$659,000不變，醫務管理系$988,000

不變，研發中心$449,000不變），資本門原預估$31,500,000，調整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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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5,041，【如附件二】。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調整 101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預算(附表三、九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會計室核算 101年度獎補助款核定後，修正經常門為 11,427,874元。 

二、依修正後調整經常門附表三、附表九，【如附件三】。 

三、(1)獎助教師改進教學原預估 100,000元，維持原編。(教務處) 

(2)獎助教師研究原預估 4,970,000元，調整為 4,310,000元。(研發中心) 

(3)獎助教師研習原預估 1,650,000元，調整為 1,430,000元。(研發中心) 

(4)獎助教師進修原預估 4,400,000元，調整為 3,600,000元。(人事室) 

(5)獎助教師著作原預估 1,550,000元，調整為 1,300,000元。(研發中心) 

(6)獎助教師升等原預估 280,000元，調整為 200,000元。(人事室) 

(7)獎助行政研習原預估 200,000元，調整為 172,875元。(人事室) 

(8)獎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原預估 350,000元，調整為 315,000元。(學務處) 

經常門原預估$13,500,000，調整後合計$11,427,875元。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陳副總致詞： 

依教育部核定的經費，各單位也依照教學的需求及優先順序調整完成，很

感恩每年教育部的獎補助款，也感恩全校各單位用心規劃、善加運用，這次暫

緩購置的教學設備就由標餘款再去採購，每年執行後都會有標餘款，這方面也

是採購組的專長，為了教學、研究及各位老師的成長，希望各單位都能妥善運

用這筆經費，並且與各教學老師確實討論後珍惜使用每一塊錢，最重要的還是

要看到各系所辦學的績效和成果，感恩! 

 

十二、散會：下午 13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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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1 年度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 

(101)管科發字第 2030030號函（101年 1月 31日） 

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 委員A 

1.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未盡明確，如

能清楚呈現於相關資料中，將更有助

於瞭解學校各項經費編列之具體依

據。 

 

 

 

 

2.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5 條規定「委員任期為1 年（每年10 

月1 日起至次年9 月30 日止）」，

與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時程似無法配

合，宜酌加留意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

序，避免產生球員兼裁判之情形。 

 

 

 

 

3.經查 100.11.8 專責小組會議紀

錄，已針對101 年度擬提報之支用計

畫書進行討論，惟經常門、資本門各

「細項」經費編列及比例似未作成決

議，僅作大項分配，再由「各單位於

11 月15 日前至會計室教補管理系統

輸入或修改」，而對修改後之內容未

見後續相關討論，似與「教育部獎勵

 

1.各單位分別依據例行年度教學需求，專

案活動等原則規劃提出經費需求，經所

系(處)務會議討論通過，由會計室彙總

後，依「學校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規

定分配設備經費，再送專責小組審議討

論，通過後作成會議記錄並另撰計畫書

函報教育部。【會計室】 

 

2.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二條規定「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

人，依本規程之規定遴選之。(校長、

總務長、會計主任、總務處人員及教育

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成員不入選，如有

必要時得列席說明)」。故相關主管及專

責小組成員已列入不入選經費稽核委

員人員，應可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

【秘書室】 

 

3.依委員建議改善，爾後專責小組會議紀

錄詳列會議中所討論之細項及比列。

【總務處、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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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第10 點第(1)項第2 

款所訂，由「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學校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

精神不盡相符。 

 

4.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分配方面，編纂

教材、製作教具未動支獎勵補助款，

改進教學約占「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項目0.77%，均低於各校平均值

5.28%、2.81%及12.38%，能否具體呼

應技職體系「務實致用」之教育理

念，宜請酌予考量。 

 

5.經常門獎勵補助款規劃高達 95.93%

之經費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項目，頗能符應「教育部獎勵補助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第10 點第(5)項第1 款所規

範之支用精神。 

 

6.經常門經費規劃高達 NT$4,400,000 

元（獎勵補助款4,000,000+自籌款

400,000）用於教師「進修」補助，

是否確能發揮提升師資水準之效

益，有待進一步觀察其執行結果。 

‧ 委員B 

1.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所列工作

項目多，惟未能明確呈現各項目之執

行優先考量，以致不易瞭解學校各年

度發展重點及連貫性，而與支用計畫

 

 

 

 

 

 

4.本校編列之改進教學及教材、教具製作

經費較低，因此相關業務項目已由校內

款及相關計畫支用，因此未再使用教育

部獎勵補助之經費。101年度本項經費

項目已修改編列至其他教學改進項

目。【教務處】 

 

 

 

 

 

 

 

 

 

6.本校現有進修博士學位 33 位講師，接

近取得學位前的論文收案階段，逐年取

得學位升等對師資結構之改善有直接

的效益。【人事室】 

 

 

1.本校各項資本門支用計畫均由各單位

對應中長程五年校務發展計畫工作項

目予以編列，各單位依重點發展工作擬

定各資本門支用項目之優先序。【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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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書資本門各項目之優先序連結對應

關係較難以突顯。 

 

2.學校目前似尚未廢止經費稽核委員

會，如欲與內部稽核採雙軌並行，建

議未來宜明確劃分2 者權責，以利稽

核業務之有效運作。 

 

3.專責小組會議紀錄、簽到單等資料檢

附齊全；訂有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

程，業已依規定送經校務會議及董事

會通過。 

 

4.部分採購項目之規格說明可更完

備，如：【附表四】優先序#A045「手

提式電腦」僅填寫「中階筆記型電

腦」、#A072「坐姿體前彎測量器」

僅填「電子式坐姿體前彎測定器」…

等，無需求功能，恐不利實際採購作

業之進行。建議宜具體敘明，以為採

購時之依據，並確保所購設備之功能

符合需求單位之要求。 

 

5.學校提撥 2.59%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作為學輔相關工作之推動經費，其

中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未動支

獎勵補助款，符合 1/4 之上限規

定；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預計支用

1.48%，亦符合相關比例要求。 

6.學校支用計畫書列有部分「系統軟

體」採購項目，希能於項目名稱欄

室、使用獎補助經費之各單位】 

 

 

2.本校已規劃成立內部控制與稽核單

位，待專責單位正式成立，將廢止經費

稽核委員會，相關經費稽核權責將歸由

專責稽核單位負責執行。【秘書室】 

 

 

 

 

 

 

4.補敘規格： 

（1）優先序 A045「手提式電腦」 

CPU：Intel Core i5 (2.26 GHz)以

上、RAM：DDR3 4G 以上、HHD：500G 

(SATA)以上、獨立顯卡：RAM 1GB以

上、13.3 吋以上超薄 LED 背光螢

幕。【電算中心】 

（2）優先序 A072「坐姿體前彎測量器」 

附記憶裝置，關機後開機會顯式最

後的數據。雙手把供攜帶之用。內建

充電器，測量距離，數字直接由 LED

顯示。【護理系】 

 

 

 

 

6.支用計畫書之軟體名稱列於「規格」

欄，本校財產管理系統亦將軟體名稱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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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明確列示軟體名稱，而非僅以「系

統軟體」代替，以清楚判別購置內

容，並利爾後之財產管理。 

 

7.部分資本門經費擬用於採購系統軟

體，宜請留意所購軟體之實際授權

年限是否在 2 年以上，如未超過 2 

年，則不符資本門支用原則，應依

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改列於經

常門。 

 

8.經查資本門預計支用項目，未發現

規劃於校舍工程建築或重大修繕維

護工程等情事。教學儀器設備約占

78.00%、圖書館自動化及教學媒體

等約占 20.00%、學輔相關設施約占

2.00%，均達要點規定之下限比例。 

 

9.資本門經費大部分支用於各所系科

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尚能符應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10 

點第(4)項所規範之支用精神，如能

落實執行，對提升學校整體教學品

質應具正面助益。 

明於「規格」中，便利財產編列及查詢，

對財產管理不具影響。【保管組】 

 

 

7.感恩委員的提醒與建議，已重新檢視資

本門各項系統軟體之授權年限，並於會

議中特別提醒，請編列系統軟體之各單

位注意。【總務處】 

 

 

 

 

 

 

 

 

 

 

 

 

 

 

 

 

 



 101年(100下、101上)獎補助款100年11月報部資本門編列為31,500,000元，100年1月核定後為26,665,041元 附件二
       科室20,798,000元(資本門78%)(15,140,000元分配於科系，5,658,000元分配於研發中心、電算中心、通識中心)

       圖書館5,333,041元(資本門20% )、學輔534,000元(資本門2%)

科室 100下報部 101上報部 合計 預計修正 科室 100下報部 101上報部 合計 預計修正

護理系

 4,059,000

3,171,000

 4,227,000

4,083,000 8,286,000      7,254,000       研發中心 449,000 0 449,000 449,000                

醫管系 208,000        780,000         988,000         988,000          電算中心 865,000

2,156,000

1,798,000 3,021,000 2,663,000             

放射系

 2,791,000

2,451,000

909,000

821,000 3,700,000      3,272,000       通識中心

1,307,000

457,000

1,931,000

1,508,000 3,238,000 1,965,000             

會資系 160,000        499,000         659,000         659,000          小計 1,314,000            -                           6,708,000            5,077,000             

資工系

667,000

655,000

 3,562,000

2,891,000 4,229,000      3,546,000       科室 100下報部 101上報部 合計 預計修正

小計

 7,885,000

6,645,000

 9,977,000

9,074,000 17,862,000    15,719,000     圖書館

 6,300,000

5,333,041 0 6,300,000 5,333,041             

 課指組 0

 630,000

536,000 630,000                 536,000

小計 5,333,041            536,000               6,930,000            5,869,041             

合計

 16,806,000

13,749,041

 14,694,000

12,916,000 31,500,000     26,665,041      

建議說明:

101年1月核定金額較100年11月報部減少4,834,959元，

     1、擬建議三單位金額不變，醫管系988,000元、會資系659,000元、研發中心449,000元，圖書館以資本門20%編列為5,333,041元

           課指組以資本門2%編列為534,000元

     2、扣除五單位後剩餘金額為18,702,000元，再依剩餘報部金額與剩餘核定金額比率分配於護理系、放射系、  資工系、電算中心、 通識中心

          護理系減少1,391,000元、放射系減少621,000元、資工系減少710,000元、電算中心減少507,000元、通識中心減少543,000元

          圖書館減少966,959元、課指組減少96,000元

 12  100-2-1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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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1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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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1 系統軟體 電腦還原系統Phantosys 

180人授權 

1 套 360,000 360,000 授權(電一、電二

教室及全校數位

講桌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02 系統軟體 NOD32 Antivirus 

1000 (含以上) license 防毒軟體三

年續約 

1 套 270,000 270,000 全校防毒軟體更

新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03 學術網路主

機 

5U機架式，2顆6核心以上cpu，72G以

上記憶體，6個以上SAS硬碟 

1 台 235,000 235,000 為學生各項資訊

系統雲端互為備

援主機 

電子計算

機中心 

加強推動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生

涯規劃輔導 

 

     總金額 865,000     

A004 人體教學模

型 

穿戴式臀部注射模型： 

特殊軟質矽膠製可耐針孔，內建式電

子音警告裝置非外配掛式，注射位置

錯誤時會有警告音，皮膚下有排水管

路供注射液排流用 

5 組 86,000 430,000 基護課程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05 人體教學模

型 

皮內注射模型： 

本體-成人手腕模型 

大小-實體大成人手腕 

12 

8 

組 60,000 720,000 

480,000 

基護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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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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6 人體教學模

型 

Cvp及Port-A護理教學模型： 

1.半身軀幹模型。2.有手臂拆解。3.

可以立姿及仰姿使用。4.胸腔有植入

的血管驅進裝置。5.預留有植入式中

央及周邊靜脈接管線。6.可經由外部

開口注射入外頸動脈及鎖骨下方。7.

具可模擬三種以上困難注射裝置，至

少可模擬：移動的血管，角度會變動

的血管，深入的血管 

12 

8 

組 65,000 780,000 

520,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07 點滴調整器 亞培靜脈輸液pump 

1.輸液速率範圍：主通道、通道：a.

每小時0.1至99.毫升(每次增加0.1毫

升) b.每小時100至999毫升(每人增

加1毫升) 

2.維持血管暢通流速：主通道流速或

每小時1毫升之間較小者做為維持血

管暢通之流速 

3.劑量限定範圍：主通道、次通道：

a.0.1至99.毫升(每次增加0.1毫升) 

b.100至999毫升(每人增加1毫升) 

4.阻塞壓力範圍：末端：500毫米汞柱

(上限為750下限為400毫米汞柱) 

2 

1 

組 73,000 146,000 

73,000 

兒科技術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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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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8 人體教學模

型 

簡易型採血靜脈注射練習模型，成人

腕部份模型，軟質樹脂 

10 

5 

組 35,000 350,000 

175,000 

基護靜脈給藥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09 一般病床 電動護理病床 

(含床墊)L2100*W1000*H360-690mm 

(+-100mm) 

1 組 35,000 35,000 補齊目前內外實

驗室病床的數量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10 氧氣呼吸中

央系統器材

裝置 

(1)尺寸：170*70*66cm(+-10cm) 

(2)本體為木製，面板為鋁合金製 

(3)空氣出口組：流量表 

(4)氧氣出口組：氧氣流量表(含潮濕

瓶) 

(5)真空抽吸出口組：抽吸瓶(含真空

調節器、安全瓶、污染瓶) 

(6)鋁框面板(含車架)  

(7)壓縮機：供應空氣替代氧氣 

10 

8 

組 70,000 700,000 

560,000 

內外抽痰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11 人體教學模

型 

成人插管模型 

a.可訓練插管技術，錯誤時可模擬真

人牙齒斷裂及內組織受傷之實際情

形。 b.軟質可動式下顎，舌頭似真人

之觸感並可引出。可使用各種形式之

插管（Endo-tracheal intubation、

Laryngeal mask、Esophagus closing 

airway、Two way tube） 

1 組 149,000 149,000 目前實驗室僅2

組在96年購入，

已有部份損毀情

形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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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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2 攝影機 內建 64GB 含以上記憶體，1200含以

上萬畫素靜態拍攝，變焦 (10x 光學, 

120x 數位) 

3 台 46,000 138,000 PBL課程使用及

多媒體教材與製

作課程,現有的

攝影機共三台為

91年購入之影帶

式機器已不堪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持續一般

教學事務之

運作 

 

A013 人體教學模

型 

灌腸練習模型 

尺寸30*55*40cm(+-5) 

重量2.8kg(+-0.5) 

1.軟質矽膠製.腹部可開啟 2.下肢與

臀部一體成型無接縫 3.具可拆式透

明腸道 4.可做灌腸及摘便練習 5.附

軟便及硬便 6.附灌腸器及透明防水

墊 

2 組 65,000 130,000 灌腸技術課程及

自學中心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14 教學教材 機器寵物海豹（顏色：白色、金色、

語言：日文）、身長約57公分、重約

2.7公斤，具有海豹外形的寵物機器

人，毛皮底下和觸鬚具感應器，能對

擁抱作出反應，能眨眼和拍動鰭狀肢 

2 組 172,000 344,000 長期照護實驗及

長期照護專題製

作課程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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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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5 生理紀錄器 顯示2吋(含)以上彩色螢幕，解析度

220 * 176(含) 以上、鋰電池充電功

能、紀錄心電圖訊號在記錄卡中，並

將記錄卡資料透過讀卡機儲存至電腦

中、 ECG:4PIN接頭 I2導程、 ACD:1 

channel,10 bit,1000 point/sec、ECG

頻率範圍：0.5-40Hz、ECG取樣率：

125-512Hz 

2 組 68,500 137,000 長期照護專題製

作課程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4059,000 

3171,000 

    

A016 電腦廣播教

學裝置 

電腦廣播教學裝置61人版(含老師端) 1 套 120,000 120,000 汰換醫務管理資

訊室廣播系統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17 應用軟體 電腦互動教學系統 

(1對8，含老師端key) 

1.多媒體影音廣播 

2.檔案傳送 

3.黑幕肅靜 

4.螢幕錄製 

5.教育訓練2小時 

2 套 18,000 36,000 於醫務管理系討

論室及互動教學

教室新設此系

統，以利教學師

生互動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18 資料收集系

統及信號分

析儀 

IRS即時反饋系統20人版(含老師遙控

器 、學生反饋裝置、接收器、教育訓

練2小時) 

1 套 52,000 52,000 教學課程使用，

可直接回覆教師

問題，增加互

動。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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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金額 208,000     

A019 超音波掃描

儀 

多功能彩色都卜勒超音波掃描儀 

一、主機功能：1.≧17”LCD Color 

Resolution Monitor(≧17吋非交錯

式高解析彩色螢幕, 1280 X 1024) 

2.Post Gain Control( 影 像 凍 結

/Freeze後仍可調整Gain之大小)，方

便使用者於影像靜止後可取得清晰畫

面。3.實時3D/4D影像功能, Max 53 

Volumes/Sec 

4.Motion Mode (M mode)(運動掃瞄模

式) 5.Color Motion Mode(Color M 

mode) ( 彩 色 運 動 掃 瞄 模 式 ) 

6.Directional Power Doppler 

Imaging (方向性能量彩色都卜勒掃

瞄模式) 

7.Pulsed wave (PW) Spectral 

Doppler(脈衝頻譜都卜勒掃瞄模式) 

8.Color Doppler imaging(彩色都卜

勒影像) 

9.Tissue Harmonic Imaging (組織諧

波影像功能) 

10.Full Spectrum Imaging(全寬頻影

像處理技術) 

1 台 1,400,000 

1,210,000 

1,400,000 

1,210,000 

超音波實驗教學

用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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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Pulse Inversion Harmonic 

Imaging(脈衝反轉諧振影像處理技

術)  

12.Combined mode(組合影像掃瞄模

式 ) 2D/M mode; 2D/PWD; 2D/C; 

2D/PD; 2D/PD/PWD;2D/PD/PWD; 

2D/C/PWD; Dual Live Mode(2D/C, 

2D/PD) 

13.Cines for 2048 Frames(2048張影

像回放功能)  

14.Integrated3Dimaging 

Package(內建3D影像套組)  

15.Freehand 3D, Static 3D, Live 

3D(手動,靜態, 4D影像掃瞄模式)  

16.VOCAL(體積自動計算功能)  

17.SHELL(體積邊際自動描繪功能) 

18.3D Auto Contour (三維影像自動

描繪處理技術)  

19.Multi-Slice View (三維影像多切

面閱覽功能)  

20.3D Compound Imaging(三維空間影

像重疊處理技術)  

21.Real-TimeDopplerAuto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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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culation (實時都卜勒自動計算

功能) 

22.DICOM3.0Compatible mage( DICOM 

影像標準格式支援)  

23.Integrated MO and DVD R/W 燒錄 

二、探頭 1. Live 4D Transducer (4D

探頭) 壹支Frequency : 2 - 6MHz 

broadband frequency Application : 

婦產科,腹部檢查,胎兒心臟, Live 4D 

2.Multi-frequency Linear 

transducer( 線 性 探 頭 ) 壹 支

Frequency Range : 5 ~12 MHz 

Application : Small Parts, 

Musculoskeletal ,Breast ,Periphe

ral Vascular 3. Broad bandwidth 2D 

Abdomen Transducer(探頭/弧形) 壹

支 (含穿刺套件  壹套 )Frequency 

Range：3~7 MHz Applications：一般

腹部檢查,肝臟,腎臟等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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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0 光譜分析儀 CCD偵測器 

液態氮冷卻型CCD偵測器,工作溫度

-133 ℃ , 增 益 數 5, 雜 訊

2.5-5electrons r.m.s.,1024*256 

pixel with 26μm*26μm pixels size 

1 台 878,000 878,000 用於發展生物醫

學影像及生物醫

學樣本之快速定

性定量，在碩士

班學生的論文研

究，以及相關的

生物醫學影像課

程如:生醫影像

原理和應用(碩

一)及分子細胞

生物學概論(大

三)此設備架構

完成，亦有助於

臨床上的應用與

發展產學合作， 

對於本系發展生

物醫學影像相關

研究及教學皆有

重要的助益 

放射技術

系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構

優質學術研

究環境 

 

A021 鎢碳鋼刀切

片組 

骨骼切片用鎢碳鋼刀組：含刀座、鎢

碳鋼刀、包埋容器 

1 組 200,000 200,000 解剖教學與研究

生研究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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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2 天平 (防震 )

桌 

W650*D460*H290mm 

(+-50mm) 

1 張 98,000 98,000 用途:雷射光用

隔離平台，穩固

雷射用癌症治療

研究用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23 雷射光源 紅外光雷射模組，功率：約1W、波長：

808 nm(含電源供應器) 

1 台 65,000 65,000 用途:奈米金加

熱用雷射，癌症

治療研究用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24 雷射光源 綠光雷射模組，功率：約1W、波長：

532 nm(含電源供應器) 

1 台 150,000 

 

150,000 

 

用途:奈米金加

熱用雷射，癌症

治療研究用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2,791,000 

2,451,000 

    

A025 電腦顯示器 電動液晶螢幕昇降機組（含安裝） 4 組 40,000 160,000 專業教室電子講

桌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160,000     

A026 平板電腦 LCD螢幕： 10吋  IPS (可視角 178

度)1280 x 800 

WXGA 

處理器：NVIDIA Terga 2 處理器 

記憶體：DDRII 1GB 

儲存設備：EMMC 32GB + 一年無限 web 

storage視訊：前 :120萬畫素攝影

機 、後:500萬畫素攝影機無線網路  

5 台 16,600 83,000 計畫名稱：比較

電子書結合二種

行動載具之接受

度 研 究

(TCCT-992A01)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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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7 平板電腦  9.7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鏡面寬

螢幕  Multi-Touch IPS 顯示器， 

1024 x 768 像素，132 ppi 解析度， 

防指印膜， 支援多種語言文字同時顯

示， 64GB 快閃磁碟 

1 台 33,000 33,000 計畫名稱：使用

RFID暨PDA輔助

醫療院所資才補

揀貨流程之研究 

(TCCT-992A06)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A028 網路儲存設

備 

內含8TB容量，簡易設定及安裝，監控

硬碟狀態即時email通知，iTunes伺服

器支援 

1 台 52,000 52,000 計畫名稱：使用

RFID暨PDA輔助

醫療院所資才補

揀貨流程之研究 

(TCCT-992A06)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A029 平板電腦 螢幕至少 1670萬色含以上 ,7.0吋

TFT-LCD，支援多點觸控，相機 主鏡

頭:300 萬畫素,支援自動對焦,配置

LED 閃光燈 副鏡頭:130 萬畫素，視

訊、自拍模式兩用，支援視訊通話，

影音功能 可播放 Full-HD 解析度之

影片 (1920 x 1080) @ 30fps, 1080p ,

支 援 編 碼 ： WMV, MPEG4, H.263, 

H.264, DivX, XviD, Divx3.11, 

Sorenson H263，記憶容量 32G 

1 台 26,000 26,000 計畫名稱：使用

RFID暨PDA輔助

醫療院所資才補

揀貨流程之研究 

(TCCT-992A06)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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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0 酸鹼度計 測量範圍：-2.00 - 16.00pH；-2000 - 

2000mV，-5.0 - 120.0℃ / 23.0 - 

248.0℉ 

解 析 度：0.01pH0.1mV (-600.0 - 

600.0) / 1mV0.1℃ / 0.1℉ 

校 正：自動識別1 - 5點標準液校正 

外型尺寸：150*194*56mm(W*L*H)+-20 

重 量：1.0 Kg+-0.5 

記憶功能：100組數據記憶+-10 

電極類型：玻璃電極或銻電極(HF氫氟

酸環境) 

1 台 17,000 17,000 計畫名稱：血管

內皮細胞在高磁

場環境下之生物

效應 

(TCCT-992A12)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A031 超音波洗淨

機 

水槽容積：7.2 L(+-1) 

振盪頻率：40 KHz ( 28 KHz ~ 160 KHz ) 

計時器：99 Minutes 

加熱器：Without / 250 W 

淨重：8 Kg(+-1) 

1 台 16,000 16,000 計畫名稱：血管

內皮細胞在高磁

場環境下之生物

效應 

(TCCT-992A12)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A032 二氧化碳培

養箱 

有效容積：170L(+-10) 

隔板：Standard 3含以上 

包含：空氣循環系統、溫控範圍/精確

度、CO2 控制範圍、CO2 精確度、CO2 

進氣壓力、警報系統、加濕系統 

1 個 190,000 190,000 計畫名稱：血管

內皮細胞在高磁

場環境下之生物

效應 

(TCCT-992A12)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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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3 掃描器 快速專業書掃描 

速度A4@300dpi 全彩 3.2秒 

1 台 19,000 19,000 計劃名稱:使用

FRID及PDA補助

醫療院所資材補

貨流程之研究 

(TCCT-992A06)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A034 溫度記錄器 溫度量測暨記錄器 

3121C-09 

1 組 13,000 13,000 計劃名稱:腧穴

熱敷對慢性肩頸

疼痛緩解成效之

探討 

(TCCT-992A14) 

研究發展

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立

教師學術研

究評量制度 

 

     總金額 449,000     

A035 解剖檯 光觸媒解剖檯 

1.可移 動式 解剖 檯 ，尺寸 大約

W1900×D700×H750 mm(+-50mm)  

2.配有內置式光觸媒空氣循環機，內

含光觸媒陶瓷過濾網，UV光，活性碳

及Prefilter  

3.解剖檯含進氣與排氣口，可在大體

四周形成一循環氣罩  

4.氣流速度可控制，最大氣流可達4 

square meters/min  

5.全檯面為不銹鋼製 

1 台 850,000 

 

850,000 

 

改善教學環境用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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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6 應用軟體 LiveDVD VOD 版本,需能提供50人同

時上線的規格,並且後台管理系統能

做題庫管理的功能,學生前台使用中

英標準版 

1 套 322,000 322,000 提高教學品質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37 應用軟體 KK正音圖像互動課程系統 

真人影像發音及動畫正面、側面剖析

圖 

1 套 135,000 135,000 提高教學品質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1,307,000 

457,000 

    

A038 平板電腦 Wi-Fi+3G /32G 

螢幕：9.7吋多點觸控LED背光螢幕 

解析度：1024 x 768，132 ppi 

晶片：1GHz 雙核心 A5高效能晶片 

10 台 22,000 220,000 使用於「行動資

訊系統」、「行

動裝置多媒體系

統」與「電子商

務」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A039 平板電腦 處理器：NVIDIA Tegra 2(1.0 GHz)

雙核心處理器(含以上) 

記憶體：DDRII 1GB(含以上) 

儲存設備：32GB(含以上) 

LCD尺寸：10.1"電容式觸控螢幕 

作業系統：Android v3.0(含以上) 

儲存設備：EMMC 32GB以上 

LCD尺寸：10.1"電容式觸控螢幕 IPS

專業面板(178度廣色域) 

20 台 18,900 378,000 使用於「行動資

訊系統」、「行

動裝置多媒體系

統」與「電子商

務」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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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40 系統軟體 漏 洞 掃 描 軟 體 (Shadow Security 

Scanner 64 IP Pack) 

1 套 15,000 15,000 使用於「資通安

全」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41 系統軟體 代理伺服軟體(100 User License) 1 套 12,000 

 

12,000 

 

使用於「資通安

全」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42 系統軟體 密碼窺探工具(ElcomSoft Password 

Recovery Bundle) 

1 套 42,000 42,000 使用於「資通安

全」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667,000 

655,000 

    

A043 應用軟體 Schoolpad網站平台升級 

含維護二年合約 

1 台 174,000 174,000 本校網站更新維

護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推動辦學目

標與使命-提

高本校知名

度 

 

A044 網路儲存設

備 

光纖式網路儲存設備 

FC-to-SAS/SATA 2U/12-bay Generic 

RAID, Data Service Option, 2 x 

FC-4G ports, SAS Exp  (含主機介接

卡) 

1 台 230,000 230,000 建置本校教師學

術及研究案等相

關管理資訊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建構

優質學術研

究環境 

 

A045 手提式電腦 中階筆記型電腦 3 台 32,000 96,000 配合校內教師教

學研究使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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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46 HUB 網 路 訊

號分配器 

網路儲存交換器之24埠8G 1 台 210,000 210,000 學術網路主機之

網路儲存設備光

纖網路使用，提

升 elearning 及

ePortfolio系統

連線品質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推動辦學目

標與使命-推

動綠色校園 

 

A047 系統軟體 無蝦米7.0全校授權 1 套 60,000 

 

60,000 

 

提升教學品質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48 網路儲存設

備 

NAS網路儲存設備5Bay(含)以上，內含

10TB(或以上)硬碟 

1 台 34,000 34,000 教材檔案備份及

教學素材共享

FTP使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49 個人電腦 高階個人電腦(含LENTEN復活卡) 

Intel Core i7 3.4GHz(含)以上 

DDR3  8GB以上 

3.5吋500 GB以上 

(WINDOWS作業系統) 

21.5吋以上寬螢幕(含防刮) 

13 

9 

台 33,000 429,000 

297,000 

新增軟體中心個

人電腦10台，及

教師教學研究使

用3台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50 列表機 A4規格(31~35頁)印表機(雙面列印

器)(500張紙匣) 

2 台 22,000 44,000 汰換電腦教室

(一)(二)雷射印

表機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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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51 電腦廣播教

學裝置 

主控台,教師主機,中繼器,學生子機,

使用人數：學生60位，老師1位 

1 套 118,000 118,000 汰換電腦教室

(二)廣播教學設

備,提升教師上

課品質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52 套裝軟體 電腦教室多媒體教材製作包：含魅力

四射、威力導演、串流大師，可安裝

60台以內 

1 套 99,000 99,000 本校教師課程教

材製作使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53 套裝軟體 非常好色最新版20人授權 1 套 13,000 13,000 本校教師課程教

材及論文發表海

報製作使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54 套裝軟體 PDF Transformer 3.0-PDF轉換大師 

大專院校授權(10U內) 

1 套 20,000 20,000 本校教師課程教

材及論文文件轉

換上傳製作使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55 系統軟體 ThinPLUS VX雲端應用軟體服務管理

系統 

1 套 370,000 370,000 建置本校教師教

學及研究等相關

軟體之雲端應用

服務管理系統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56 套裝軟體 Adobe Acrobat 10 中文/英文專業校

園安裝授權(10人或以上授權) 

1 套 54,000 54,000 本校教師課程教

材及論文文件轉

換PDF或編輯製

作使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57 系統軟體 Academic VMware View 5 Premier 

Bundle: Starter Kit (for 10 

desktop VMs 或以上) 

1 套 95,000 95,000 教學研究用桌面

虛擬化軟體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推動辦學目

標與使命-推

動綠色校園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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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58 HUB 網 路 訊

號分配器 

Lucent OmniSwitch6400-48規格以上

之交換器 

1 台 110,000 110,000 汰換宿舍一及三

使用年限已過之

骨幹交換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2,156,000 

1,798,000 

    

A059 瓦斯爐 安全瓦斯爐：1.需雙口2.有熄火安全

裝置3.不銹鋼本體 

12 

 

組 12,000 

 

144,000 

 

營養學實驗室汰

舊換新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60 數位式相機 28mm廣角，5倍光學變焦，2.8吋翻轉

螢幕，1000萬像素 

1 組 20,000 20,000 因社區實習常協

助 辦理活動,需

帶數位相機記錄

活動內容,目前

五五實習每時段

約會有3-4梯實

習,故需增加實

習組設備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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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61 人體教學模

型 

臀部肌肉注射模型 

模型：成人女子臀部形狀 

材質：軟質特殊樹脂、硬質樹脂（三

層構造） 

重量：約3.2kg(+-1kg) 

本 體 尺 寸 ： 約 高 36* 寬 35* 深

21(㎝)+-5cm 成人臀部實物大(非穿

戴式) 

模型以軟質特殊樹脂、肌肉層、硬質

樹脂骨骼的三層構造構成，接近實體

觸感可確認注射部位，測定注射部位

對應四分三分法、霍赫秀鐵達法、克

拉克點注射法 

5 組 97,000 485,000 目前基本護理學

實驗室的臀部肌

肉注射模型為穿

戴式，是93年購

入，已有多個無

法使用，但五專

二級基本護理學

實驗課程仍需使

用，需求人數約

200人，故建議增

購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62 人體教學模

型 

插管抽吸技術練習模型 

1.頭部可左右移動 

2.材質之觸感近似於真人 

3.可執行口腔和鼻腔之抽吸技術 

4.可由氣管和氣切管(已事先割開)抽

吸模擬分泌物 

5.練習口腔之清潔沖洗 

10 組 95,000 950,000 目前實驗室無可

真正抽痰模型,

五專三年級抽痰

課程需使用,使

用 人 數 為

200-250人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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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63 人體教學模

型 

採血及靜脈注射練習模型 

手腕模型 

專用手腕架台 

循環幫浦 

實習項目：尺側皮靜脈‧正中皮靜脈‧

橈側皮靜脈的抽血‧靜脈的注射實習 

特點： 

1.採血技巧、靜脈內點滴,控制器有強

制回血的開關設計,當操作時可呈現

回血狀態 

2.注射、靜脈內注射技巧的訓練 

3.電動幫浦給血加壓 

4.真實的抵抗感和刺入感 

5 組 48,000 240,000 內外科護理實驗

課程的靜脈注射

使用,目前使用

的模型已超過6

年,且大多因血

管破裂已經無法

使用,故建議採

購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64 教學教材 糖尿病飲食指導模型 

1.1200卡到1800卡的菜單 

2.22種28點 

3.菜單卡，附托盤 

1 組 90,000 90,000 因社區實習常協

助辦理活動,需

帶糖尿病飲食指

導模型,目前五

五實習每時段約

會有3-4梯實習,

故需增加實習組

設備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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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65 心臟電擊器 1.內建8種急救模擬情境模式，可依此

模式練習並施行電擊急救模擬訓練 

2.具遙控器，可直接下指令 

3.必要時選用CPR-D訓練貼片，則可協

助使用著達到CPR的適當按壓深度與

按壓速率 

4.使用6個C型乾電池或AC電源轉換器 

2 組 90,000 180,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66 人體教學模

型 

成人插管模型 

a.可訓練插管技術，錯誤時可模擬真

人牙齒斷裂及內組織受傷之實際情

形。 b.軟質可動式下顎，舌頭似真人

之觸感並可引出。可使用各種形式之

插管（Endo-tracheal intubation、

Laryngeal mask、Esophagus closing 

airway、Two way tube） 

2 組 149,000 298,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67 聽力測定器 攜帶式小兒聽力檢測器 

純音聽力篩檢儀 

5 組 35,000 175,000 兒科護理技術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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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68 生理監視器 1 心電圖（ECG）監測 

2 呼吸監測 

3 體溫監測 

4 血壓(NIBP)監測 

5 血氧濃度（SpO2）監測 

6 脈搏（PULSE）監測 

7 電源/螢幕顯示 

2 組 250,000 500,000 內外科重症技術

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69 身體組成分

析儀 

可攜式InBody 230 Body Composition 

Analyser (身體組成分析儀) 

1 組 350,000 350,000 社區實習及課程

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70 登階計 3 in 1 三分鐘登階測試儀 

ACC-750B 

3 組 15,000 45,000 教學用於健康促

進理論與實務、

社區健康護理學

及社區健康評估

與計畫之教學當

中，引導學生瞭

解健康適能之測

量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71 肌力測量分

析儀 

肌力評量儀MrcroFet 2，含軟體 1 組 70,000 70,000 長照專題製作/

高齡者輔助另類

療法課程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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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72 坐姿體前彎

測量器 

電子式坐姿體前彎測定器 1 組 60,000 60,000 教學: 於健康促

進理論與實務、

社區健康護理學

及社區健康評估

與計畫之教學當

中，引導學生瞭

解健康適能之測

量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73 平衡測量儀 Prokin 平衡訓練儀 1 組 220,000 220,000 長照專題製作/

高齡者輔助另類

療法課程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74 活動測量儀 身體活動量紀錄器 

三軸監視器及背帶 

1 組 60,000 60,000 長照專題製作/

高齡者輔助另類

療法課程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75 肌力測量分

析儀 

肌力關節角度測量儀 

HOGGAN MF 3， 含軟體 

1 組 85,000 85,000 長照專題製作/

高齡者輔助另類

療法課程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76 生理監視器 阿春眼動看護系統 

Processor + 17" monitor 及落地型

支架 

1 組 255,000 255,000 長照專題製作/

高齡者輔助另類

療法課程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4,227,000 

4,083,000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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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77 視訊會議系

統 

攝影鏡頭:具PrecisionHD 720p攝影

機(含以上) 

最大效能: HD 720p, Data: WXGA, 

SXGA(含以上) 

支援頻寬: IP - H.323 & SIP up to 768 

Kbps(含以上) 

ISDN - H.320 up to 128 Kbps(含以

上) 

支援簡報:透過DuoVideo / H.239技術

可傳送簡報等資料 

通訊協定:符合國際電信聯盟通訊標

準(ITU-T) 

1 台 280,000 280,000 會議討論及專題

討論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A078 應用軟體 1.醫美管理系統教育版授權 (二

年)-60人授權 

1.1會員管理功能 

1.2櫃台掛號繳費 

1.3美容師作業 

1.4退貨/退款作業 

1.5採購庫存管理系統 

1.6營運分析系統 

2.DRG管理系統教育版授權(二年)-60

人授權 

1 套 500,000 500,000 配合課程使用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總金額 780,000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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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79 蓋革計數器 偵檢器直徑1"端窗式G-M計測管附固

定 座 及 金 屬 保 護 網 . 偵 檢 器 高

壓:0-1200V可自行調整間隔10V.計數

顯示最少六位.計時器可預設計數時

段.示警點可預設.實驗樣品架10格. 

5 

4 

台 88,400 

88,500 

442,000 

354,000 

輻安實驗用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80 陰極射線管 陽 極 電 壓 :250-400V DC. 陽 極 電

流:1mA.燈絲電壓:6-8 V AC/DC.燈絲

電流:0.3A.韋內電壓:0-50V DC.偏轉

板尺寸:12*20平方毫米.板間距:12毫

米.電偏轉靈敏度:0.2毫米/V.屏幕直

徑:100毫米.管長度:260毫米.掃描頻

率:10-200赫茲.連續可調. 

2 組 58,000 116,000 普通物理實驗教

學與實作,適合

放射系同學了解

X光管的基礎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81 線圈中磁場 EX-9931線圈中磁場.EX-9968法拉第

感應定律 

1 組 117,000 117,000 普通物理實驗

用.對於電磁現

象基本之認識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82 電子天秤 EX-9933電流天平 1 台 100,000 100,000 普通物理電學實

驗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83 光學干涉繞

射儀 

EX-9956光學干涉繞射.OS-8539教育

光譜儀系統.EM-8661線圈發射器 

1 組 134,000 134,000 普通物理實驗之

光學實驗組 

放射技術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909,000 

821,000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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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4 銀幕 電動銀幕120吋（含安裝） 2 個 17,000 34,000 專業教室汱舊換

新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85 彩色投影器 3000ANSI 流明(含)以上（含安裝） 4 台 30,000 120,000 專業教室汰舊換

新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86 列表機 A4 規格(31~35 頁) 

雙面列印器 

500 張紙匣 

2 台 22,000 44,000 資訊教室印表機

汰舊換新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87 平板電腦 ASUS Eee Pad Transformer 最新版 

( 32G以上支援WIFI ) 

10 台 15,500 155,000 提升教學品質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88 數位白板 感應技術：紅外線感應 

解析度：4096 X 4096 

追蹤速率：125點 / 每秒 

手勢識別：可以識別單指、多指模式，

支援多重觸摸 

OFFICE批註功能 

可使用白板軟體內教學資料 

2 台 73,000 146,000 提升教學品質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499,000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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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9 應用軟體 線上英文作文練習軟體(300人次,含

帳號密碼) 

1 套 423,000 423,000 結合大一英文習

作及英文寫作選

修，提供學生寫

作評量修正及諮

詢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提高新生

基礎素質能

力與競爭力 

 

A090 大體冷凍櫃 1.可於4℃至-20℃之間任意調整溫度

及保持恆溫。 

2.可容許室溫達45℃。 

3.可容納2具大體，可上鎖，並具內外

壓力自動平衡裝置。 

4.內外部結構皆採用18/10級歐規不

銹鋼製，外部表面為白色烤漆處理。 

5.具燈光照明及自動除霜。 

6.主結構，壓縮機，一律採用全新進

口品與檢附證明。  

7.電腦監控警報系統  

(1) 可記錄溫度 

(2) 異常警報:現場熹腦可自動發

報，遠方同步顯示 

1 台 1,200,000 1,200,000 解剖實驗室舊有

冷凍櫃已使用將

近15年，該裝置

雖可運轉但狀況

已不穩定；本校

大體老師每梯次

頇保存三年，有

需要選購品質較

好之冷凍櫃，以

利將大體保存最

佳狀況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91 烘箱 熱風循環烘箱 1 台 29,000 29,000 烘乾實驗器材用

(目前化學實驗

室無此設備，舊

有設備已報廢)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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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92 電冰箱 變頻冰箱 1 台 26,000 26,000 冷藏或冷凍藥品

用(目前化學實

驗室無此設備，

舊有設備已報

廢)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93 酸鹼度計 PH值測定儀 

微電腦pH/氧化還原電位/溫度測定器 

1 組 14,000 14,000 實驗課測量酸鹼

性pH值用(目前

化學實驗室無此

設備，舊有設備

已報廢)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94 電腦顯示器 19吋電容式觸控螢幕 1 台 18,000 18,000 因書法與硬筆字

藝術課程常需現

場展演筆順及文

字結構給學生

看，原有黑板死

角太多，爰頇觸

控面板外加筆寫

觸控系統，如

此，即可達成無

死角的最佳視野

展示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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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95 數位白板 感應技術：紅外線感應 

解析度：4096 X 4096 

追蹤速率：125點 / 每秒 

手勢識別：可以識別單指、多指模式，

支援多重觸摸 

OFFICE批註功能 

可使用白板軟體內教學資料 

1 台 73,000 73,000 為使特殊教室之

借用能兼顧各個

使用教師的教材

與教法，運用電

子白板可存取每

堂課不同的授課

內容，方便下次

上課時使用，且

可避免教師將

黑、白板上課內

容擦去後，無法

保存上課重點的

情況，方便學生

學習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96 電視機 42吋LED液晶(薄型節能/省電類) 1 台 19,000 19,000 充實小班教室內

教學及上網使用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97 攝影機 硬碟式攝影機 

畫素：402萬畫素(含以上) 

記憶體：32GB(含以上) 

1 台 40,000 40,000 紀錄上課及教學

活動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098 數位式相機 電池、記憶卡、專屬背色 

畫素：1670萬像素(含以上) 

記憶體：16GB(含以上) 

1 台 27,000 27,000 紀錄上課及教學

相關活動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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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99 數位講桌 1.材質:採用1.2mm~2.0mm鋼板搭配木

紋材板，附安全鎖 

2. 尺 寸 :(w)690*(D)705*(H)1120 

mm(+-150)  

3.操作平台:具有640*70mm(+-30)平

台，便於操作使用 

1 組 62,000 62,000 鍵盤樂教室有鋼

琴及電子琴也有

打擊樂器的教

學,可運用電腦

協助基礎樂理與

節奏等教學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1,931,000 

1,508,000 

    

A100 平板電腦 作業系統 Windows7 Pro 含以上版本 

10.1 吋觸控螢幕(含以上) 

1280 x 800 螢幕解析度 (含以上) 

處理器 雙核心1GHz  (含以上) 

RAM 2GB (含以上) 

硬碟 32GB (含以上) 

含鍵盤基座 

10 

6 

套 19,500 195,000 

117,000 

行動資訊系統、

行動多媒體與專

題等相關課程使

用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101 平板電腦 手持式裝置 

OS: Windows Phone OS 7.5 (含以上) 

CPU: 1.5GHz 單核心 (含以上) 或

1GHz雙核心(含以上) 

螢幕: 4.7吋 480x800 (含以上) 

電容觸控LCD 

ROM: 16GB(可用 12.63 GB) (含以上) 

RAM: 512MB(含以上) 

10 台 18,900 189,000 行動資訊系統、

行動多媒體與專

題等相關課程使

用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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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2 學術網路主

機 

5U機架式，2顆6核心cpu(含以上)，72G

記憶體(含以上)，6個SAS硬碟(含以

上) 

1 台 235,000 

234,000 

235,000 

234,000 

行動資訊系統、

行動裝置多媒體

系統與專題等相

關課程使用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103 個人數位助

理 

OS: Android作業系統 

CPU: 雙核心處理器含以上 

ROM: 4GB 含以上 

RAM: 768MB 含以上 

20 

12 

台 19,900 

20,000 

398,000 

240,000 

行動資訊系統、

行動裝置多媒體

系統與專題等相

關課程使用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104 套裝軟體 MAGIX Music Maker 酷樂大師 中文專

業版 60人授權含素材庫 

1 套 200,000 200,000 使用於多媒體設

計與製作、電腦

動畫、影片剪

輯、 3D電腦動

畫、角色動畫、

數位內容企劃等

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105 HUB 網 路 訊

號分配器 

網管型乙太網路交換器 

Alcatel OmniStack 6400-24 Layer 3 

10/100/1000TX, 24 10/100/1000 

RJ-45 ports, 4 Combo port 

w/miniGBIC, 2 stacking/10G port 

(含超越以上規格之設備) 

4 台 37,000 148,000 使用於電子商務

技術、伺服器建

置、網站建置、

計概之機房建置

等實務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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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6 網路偵測安

全設備 

網路防火牆設備 

Juniper SSG 140 System, 512 MB 

memory, 0 PIM cards, AC power。 3

年  subscription for Deep 

Inspection Signature updates on 

SSG140(含超越以上規格之設備) 

1 台 100,000 100,000 使用於電子商務

技術、伺服器建

置、網站建置、

計概之機房建置

等實務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107 平板電腦 MacBook Air，13吋螢幕(含以上)，

1.7G Intel Core i5(含以上) 

6 台 53,000 318,000 使用於專題研

究、行動商務及

電子商務技術等

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A108 個人數位助

理 

iPhone 4S (含以上) 6 台 30,000 180,000 使用於專題研

究、行動商務及

電子商務技術等

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A109 學術網路主

機 

Mac Pro伺服器, 四核心處理器(含以

上), 8GB內建記憶體(含以上), Apple

顯示器 (27"含以上) 

1 台 140,000 140,000 使用於專題研

究、伺服器建

置、雲端技術應

用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A110 個人電腦 雲端測試設備 

iMac (27"含以上),8GB內建記憶體

(含以上) 

6 台 72,500 435,000 使用於專題研

究、伺服器建

置、雲端技術應

用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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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1 通訊模組 室內感測與監護套組 

溫濕度、氣體感測、跌倒、PIR人員監

護等 

1 組 98,000 98,000 使用於「實務專

題」、「專題研

究」、「感測網

路」相關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A112 虛擬實境裝

置 

力回饋裝置 

包含力回饋裝置2台與Virtools驅動

模組授權，力回饋裝置、驅動模組 

1 套 118,000 118,000 特殊虛擬實境控

制介面，使用於

「實務專題」課

程 

資訊工程

系 

推動辦學目

標與使命-強

化各系科特

色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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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3 虛擬實境裝

置 

Kinect 感應器含電源組，彩色和深度

感應鏡頭、陣列式麥克風、輔助感應

傾斜驅動馬達、完全相容所有的Xbox 

360裝置，水平視野：57度以上 

垂直視野：43度以上 

實體傾斜範圍：± 27度以上 

深度感應器範圍：1.2m – 3.5m以上

深度感應器：320×240 16-bit @ 30 

frames/sec以上 

彩色攝影機：640×480 32-bit @ 30 

frames/sec以上 

聲音規格：16-bit @ 16 kHz以上 

骨架追蹤系統：同時辨識6人，包含2

人的動作追蹤、每人能追蹤20個點、

能讓Xbox LIVE Avatars虛擬人物與使

用者動作同步 

聲音系統：具回音消除功能的聲音輸

入，支援多國語言 

1 組 25,000 25,000 特殊控制介面，

使用於「實務專

題」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推動辦學目

標與使命-強

化各系科特

色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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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4 投影機 1.DLP BrilliantColor™ 豔麗色彩技

術提供清晰細緻的影像品質 

2.內建2D轉3D高速影像晶片，自動將

2D影像轉換為具有3D視覺深度的立體

影像 

3.高效能燈泡4,000 hours(經濟模

式) 

4.搭載遊戲及影片最適用的2D-3D轉

換功能 

5.多樣化連接選項，包括連接數位視

訊的HDMI V1.3 

6.1.9公斤的超輕可攜式設計 

7.DLP投影專用3D眼鏡 

8.80吋投影用氣壓式布幕含以上 

9.達標 3Ds Max 2011 動畫設計數位

學程教育授權版 

1 套 213,000 213,000 使用於所有3D相

關課程、簡報、

展示等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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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5 虛擬實境裝

置 

虛擬實境輸入設備 

動作擷取手套 

感應器的辨別速度 : 類比訊號轉成

數 位 訊 號 Sensor Resolution : 

12-bit A/D (typical range 10 bits) 

彎 曲 部 位 的 感 應 器  (Flexure 

Sensors) : 以 光 纖傳 輸  (Fiber 

Optics Based)、共 5個感應器  (5 

Sensors in total)以上 

輸入介面:USB介面  

電源供應器:使用 USB 介面 

取樣率:最低每秒 75Hz 

2 套 68,000 136,000 特殊虛擬實境控

制介面，使用於

「實務專題」課

程 

資訊工程

系 

推動辦學目

標與使命-強

化各系科特

色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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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6 套裝軟體 ADOBE CS5 Master Collection(教育

CPL)27人授權及安裝光碟，版號5.5

含以上 

14 套 31,000 434,000 Adobe公司出品

之多媒體編輯軟

體合輯，包含電

腦 動 畫 使 用

FLASH，影片剪輯

使用Premium，影

像 處 理 使 用

Photoshop 與

Illustrator，以

及各類相關軟體

等。使用於多媒

體設計與製作、

電腦動畫、影像

剪輯、3D電腦動

畫、角色動畫、

數位內容企劃等

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總金額 3,562,000 

2,891,000 

    

合 計 
24,570,000 

20,796,000 

    



100-2-1 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50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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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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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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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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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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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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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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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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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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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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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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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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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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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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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0     

 

【編列至學校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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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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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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01 ˇ      600 

278 

冊 3,000 1,800,000 

833,041 

支援教師研究

教學及輔助學

習 

圖書館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B002  ˇ     1555 冊 450 700,000 支援教師研究

教學及輔助學

習 

圖書館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B003   ˇ    290 種 13,103 3,800,000 支援教師研究

教學及輔助學

習 

圖書館 提高教學品

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合 計 
＄6,300,000 

$5,33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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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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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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 除濕機 28公升(+-8) 

奈米光觸媒負離子空氣清

淨裝置 

濕度自行設定 

定時關機裝置 

28 

20 

台 13,000 

13,500 

364,000 

270,000 

學生社團活

動使用 

課外活動指

導組 

加強推動學生

多元輔導-強化

學生課外活動

輔導 

 

C002 電子樂器設備

組 

電吉他Farida 

電貝斯Farida 

Keyboard korg 

銅鈸Sabian 

吉他效果器bigitech 

吉他導線Two Rock 

麥克風SHURE 

大譜架 

麥克風架 

吉他架 

PA系統混音器 

鼓棒 

1 組 219,000 219,000 學生社團活

動使用 

課外活動指

導組 

加強推動學生

多元輔導-強化

學生課外活動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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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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3 網路儲存設備 WD Share Space 3.5吋4TB

以上網路儲存系統，自動網

路備份軟體，電郵警報系統 

支 援 RAID0 高 速 存 取 ，

Ethernet 連接 

1 台 17,000 17,000 學生社團活

動使用 

課外活動指

導組 

加強推動學生

多元輔導-強化

學生課外活動

輔導 

 

C004 護貝機 A3 專業型護貝機(滾輪: 6 

支 )( 護 貝 寬 度 : 最 大

330mm(A3) )、冷熱護貝雙

功能、溫度控制鈕，可調不

同溫度附設卡紙倒退鈕、可

護貝不規則文件、 13段

(+-3)可調適溫控（90℃～

150℃）、折疊式出紙支撐

架、可使用80u-120u厚度護

貝膜 

2 台 15,000 30,000 學生社團活

動使用 

課外活動指

導組 

加強推動學生

多元輔導-強化

學生課外活動

輔導 

 

           

合 計 $630,000 

$5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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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

師 資 結 構

（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

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 

編纂教材 $ % $ %  

製作教具 $ % $ %  

改進教學 $90,909 0.88% 
(0.80%) 

$9,091 0.09% 
(0.08%) 

 

研究 $3,918,182 37.71% 
(34.28%) 

$391,818 3.77% 
(3.43%) 

 

研習 $1,300,000 12.51% 
(11.38%) 

$130,000 1.25% 
(1.14%) 

 

進修 $3,272,727 31.50% 
(28.64%) 

$327,273 3.15% 
(2.86%) 

 

著作 $1,181,818 11.38% 
(10.34%) 

$118,182 1.14% 
(1.03%) 

 

升等送審 $181,818 1.75% 
(1.59%) 

$18,182 0.17% 
(0.16%) 

 

小計 $9,945,454 95.73% 
(87.03%) 

$994,546 9.57% 
(8.70%) 

10,940,000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

以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157,159 1.51% 
(1.37%) 

$15,716 0.15% 
(0.14%) 

 

三、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

費(占經常門

經費 2%以上

【不含自籌款

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 % $ %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286,364 2.76% 

(2.51%) 
$28,636 0.28% 

(0.25%) 
 

小計 $ % $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 $ %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 % $ % 

（註六） 

現有教師薪資 $ % $ % 

資料庫訂閱費 $ % $ % （註七） 

軟體訂購費 $ % $ %  

其他 $ % $ %  

小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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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總 計 $10,388,977 100% 
(90.91%) $1,038,898 

10% 
(9.09%) 

$11,427,875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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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七：授權年限 2 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

（應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九：學生事務及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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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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

先

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

說明） 

預估案

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01 
獎助教師
研究計畫 

1.補助教師申請校內研究計
劃，以有效提昇教師學術研
究風氣及提昇學校學術地
位。 

2.目前校內教師研究計劃補助
方式以齊頭式平等進行，為
健全補助制度、激勵教師研
究績效，於 100 學年度上學
期 (100.9-12)修訂「教師研
究計劃補助辦法」，100 學年
度上學期期末 (101.1)送校
務會議審議。補助金額以發
表績效、國科會計畫案、產
學案、投標案、國際交流等
來核定。辦法通過後預計於
101 學年度下學期 (102.2)
開始實施。100學年度上學期
申請之計畫案 (101.1 進行
之研究案)為 14 件，金額約
為 2,300,000，有鑒於新法的
實施，預估 100 學年度下學
期(101.8 進行之研究案)的
件數會增加，以 16件計，金
額估算 2,010,000；共計 30
件$4,310,000。 

30 4,310,000 

五、提升學 
術研究品質 
2.推動團隊

及整合型
研究 

3.建構優質
學術研究
環境 

4.提高師生
合作型研
究產能 

5.建立具區
域性特色
之基礎與
應用研究 

6.積極爭取
政府及產
業機構合
作研究專
案 

7.建立教師
學術研究
評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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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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獎助教師
著作論文
成果 

1.獎助教師著作成果發表於國
內外著名期刊及獎勵教師執
行產學合作。 

2.依據「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
法」，獎勵標準每人每學年以
申請五案為上限，其中研討
會論文每學年限兩案。此辦
法在文章等級的認定及金額
核定有修訂之必要，於 100
學年度上學期 (100.9)修訂
之 ， 101 學 年 度 下 學 期 
(102.2)正式實施  

3.本校產學補助及獎勵多元
化，有產學案之教師可申請
配合款、公假、及獎勵。100
學年度上學期修訂「慈濟技
術學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除了配合款金額依廠商資金
及主持人績效核定外，新增
成果獎勵與公假改為二擇一
方式進行之條文。於 100 學
年度上學期期末校務會提案
討論，於 101 學年度下學期
實施，獎勵與公假改為二擇
一方式的條文於 100 學年度
下學期實施。預估教師會在
100 學年度極力執行產學案
並傾向申請獎勵金。 

  100 上學期研究獎勵申請案
為 44 件，金額為 460,000，
產學獎勵案為 10件，金額為
250,000 以年度及 10% 成長
率估算，研究獎勵為 75件，
金額為 9,000,000，產學獎勵
為 20 件，金額為 400,000，
共計 95件$1,300,000。 

95 1,300,000 

五、提昇學 
術研究品質 
1.提升國際

學術地位 
 
十、產學合作

與建教
合作 

4.提高產學
合作的質
與量 

5.提升產學
合作成果
應用於教
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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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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獎助教師
研習 

1.獎助教師參加與本職學能有
關之學術研討會或研習，增
進教師研究及教學能力。補
助教師報名費、交通費、膳
雜費及住宿費等。 

2.本校教師可申請校內研究經
費補助，並再申請校外學術
研討會論文發表，最高補助 6
萬元，此為重覆獎助的情
況。為使資源有效利用，100
學年度上學期修訂「校外學
術研討會論文發表補助辦
法」，教師申請 6 萬元研習
者，二年後研究成果需發表
在第四等級(含)以上期刊。
修訂辦法預計於 100 學年度
上學期期末送校務會議審
議，100學年度下學期正式實
施，預計教師會在 101 學年
度新辦法實施前廣用資源。
截至 100年 10月的申請件數
為 48 人，$1280,000，目前
仍有未核銷之案件及待申請
之案件，100 年度以 55 人
$1,500,000 估算，預計 101
年度維持有 55 人申請，
$1,430,000。 

55 1,430,000 

五、提昇術研
究品質 

1.提升國際
學術地位 

 
十一、拓展 
國際化業務 
1.加強國際

學術參訪
與交流 

 

04 
獎助教師
進修 

獎助原則依在職進修審查要點
由系教評會審查通過後，送校
教評會審議，獎助教師進修取
得更高學位，以改善本校整體
師資結構。 

 
 
 
 
 
20 3,600,000 

三、提高教學
品質 
3.持續辦理
教師在職進
修 
5.建立教學
品質管理制
度 
7.提高學生
基礎素質能
力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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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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獎助教師
升等 

教師依聘任及升等辦法，由系
教評會審查通過後，送校外委
遠審查，獎助教師研究，以著
作升等方式取得更高教師資
格，著作外審費由學校全額負
擔。 

 
 
 
 
 
15 200,000 

三、提高教學
品質 
7.提高學生
基礎素質能
力與競爭力 
五、提昇學 
術研究品質 
1.提升國際
學術地位 
 

 

06 改進教學 

訂定教學績優教師表揚辦法，
各教學單位推薦經系評會審
核，提校教評會通過，選拔優
良教學教師並舉辦示範教學，
於校慶大會公開表揚頒發獎勵
金及獎牌。 

 
 
 
 
 
 
10 100,000 

三、提高教學
品質 
1.實施多樣
化教學模式
與實務課程 
5.建立教學
品質管理制
度 
7.提高學生
基礎素質能
力與競爭力 
8.強化學生
課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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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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學生事務
與輔導 

依年度學生事務活動經各組提
出計畫，經學務長審核後，呈
校長核定。辦理學校多元化發
展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 

 

 

 

 

 

 

 

6 
315,000 

四、加強推行

學生多元輔

導 

1.強化學生

生活輔導 

2.提供學生

身心健康諮

詢與服務，建

全人格發展 

3.強化學生

社會適應輔

導 

4.強化學生

自治與領導

能力輔導 

5.強化學生

生涯規劃輔

導 

6.強化學生

體適能輔導 

7.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 

8.加強文

化、身心與經

濟弱勢學生

輔導 

9.積極推動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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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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行政人員
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
修 

提昇行政服務效率與品質，獎
助行政人員參加本職專業能力
提昇有關之訓練與研習，申請
人已申請本質相關之研習，簽
呈經各級主管審定後，呈校長
核定，以差假辦理。 

 

 

 

30 172,875 

七、卓越行 

政服務品質 

2.建立責任

觀念之資源

管理制度 

6.持續學習

型組織文化 

7.持續行政

業務資訊化 

八、落實終身

學習觀念 

5.推動全校

師生終身學

習 

 

  合  計 11,42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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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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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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第一會議室  

時間：101 年 6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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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18日(星期一)上午 10:00 

二、地  點：本校三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  席：牛江山學務長                          記 錄：潘筱雯 

四、出席人員：牛江山、魏子昆、蔡武霖、李長泰、羅淑芬、賴志明、林祝君、 

吳育儒、林威廷、梁巧燕、彭少貞、張玉瓊代、杒信志、陳皇曄、

謝宜伶、魏  鑫、蔡長書、葉婉榆、彭進興、林珍如、鄭淑貞 

五、列席人員：李玲玲 

六、請假人員：羅文瑞、許瑋麟、吳善全、蔡宗宏、謝易達、謝依蓓、張紀萍 

七、主席報告： 
校長今天出差，由本人來代理主持，首先請業務單位作工作報告！ 

八、工作報告： 

（一）、依據 101年 4月 23日管科會來文(101)管科發字第 2030295號函，本校 101

年度核配版支用計畫審查完成，書面審查意見及校內相關執行單位提列改

進說明如【附件一】。 

護理系羅淑芬主任：醫管系這套視訊會議系統（優先序 A077）構想非常好，建議

將來可開放給各系使用。 

電算中心杒信志主任：視訊設備主要是看連線對方是否有開放並同意連線，只要

連線對方同意，建議各單位都可編列購置視訊設備。 

人事室蔡武霖主任：視訊會議若對教學有幫助，請各系評估並編列 102年度計畫

時將該系統編入，對改進教學部份將有幫助。 

主席：請醫管系再評估這套系統使用狀況，並研議日後開放給各系使用。 

（二）、101年度資本門教學圖儀設備執行進度：（資料統計至 101年 6月 13日） 

現況 教學儀器設備 圖書自動化 學輔設備 

未申請 16件（註 1） 0件 0件 

申請中 9件 0件 1件 

經辦中 27件 0件 1件 

呈核中 2件 0件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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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進貨 25件 0件 0件 

已進貨/已驗收 27件 5件 2件 

總計 106件 5件（註 2） 4件 

註 1：未申請件： 

（1）優先序 A027平板電腦（研發處） 

（2）優先序 A029平板電腦（研發處） 

（3）優先序 A031超音波洗淨機（研發處） 

（4）優先序 A068生理監視器（護理系） 

（5）優先序 A080陰極射線管（放射系所） 

（6）優先序 A081線圈中磁場（放射系所） 

（7）優先序 A082電子天秤（放射系所） 

（8）優先序 A083光學干涉繞射儀（放射系所） 

（9）優先序 A095數位白板（通識中心） 

（10）優先序 A096電視機（通識中心） 

（11）優先序 A097攝影機（通識中心） 

（12）優先序 A098數位式相機（通識中心） 

（13）優先序 A099數位講桌（通識中心） 

（14）優先序 A100平板電腦（資工系） 

（15）優先序 A105 HUB網路訊號分配器（資工系） 

（16）優先序 A106 網路偵測安全設備（資工系） 

註 2：圖書館自動化 5件為中、外文期刊 2案，線上資料庫 3案，另中、

外文圖書及視聽資料以簽訂年度合約的方式，由圖書館依程序自辦

採購。 

（三）、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形報告： 

1、獎助教師研究預估 4,310,000元，已經執行 1,546,955元，執行比例 35.89

％。(研發處) 

2、獎助教師著作預估 1,300,000元，已經執行 646,500元，執行比例 49.73

％。(研發處) 

3、獎助教師研習預估 1,430,000元，已經執行 223,045元, 執行比例 15.60

％。(研發處) 

4、獎助教師進修預估 3,600,000元，已經執行 1,524,795元，執行比例 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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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5、獎助教師升等預估 200,000元，已經執行 100,000元，執行比例 50.00 ％。

(人事室) 

6、獎助教師改進教學預估 100,000元，尚未執行，執行比例 0％。(教務處) 

7、學生事務與輔導預估 315,000元，尚未執行，執行比例 0％。(學務處) 

8、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72,875元，已經執行 58,102元，執行比例 33.61

％。(人事室) 

9、經常門編列 11,427,875元，已經執行 4,099,397元，執行比例 35.87％。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醫管系、護理系、通識中心、資工系、課外活動組 

案由：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變更案，提請討論。 

說明：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1.醫管系葉婉榆老師：優先序 A017應用軟體原報部規格已停產，擬刪除。 

2.護理系羅淑芬主任：優先序 A068生理監視器本系已召開過三次組長會

議討論，認為該項目可延後採購，改採購 1. 拉法

葉肌力測量器套組、2.採血及靜脈注射練習模

型、3.攜帶型胎心音監測儀等三項，俟提案二再提

請討論。 

3.通識中心梁巧燕主任：優先序 A099數位講桌，因即將於 101學年度實

施跑班制，可由電算中心分配 1 組使用，擬刪

除。 

4.資訊工程系杒信志老師：優先序 A100平板電腦原報部規格硬體已屬舊

版，擬變更規格。 

5.課外活動組牛江山學務長：優先序 C003網路儲存設備原報部規格已停

產，擬變更規格及預估金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增購項目，提請討論。 

說明：增購項目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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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程：1.護理系李玲玲老師：增購項目第 1 項動能儀、第 2 項電子地圖與

村里界線圖、第 3 項地理資訊系統分析軟

體，總額約$142 萬，針對此案我們前面已付

出很多的時間，只要有這三項設備我們就能

在限有的資源下進行，人力部份儘可能找工

讀生來協助，屬於比較學術方面，已申請國

科會補助。 

2.放射系蔡長書老師：增購項目第 4 項分析光譜儀、第 5 項米粒徑

分析儀、第 6 項光電二級體陣列分光光度

儀，總額約$240萬，我們放醫所將奈米材料

及奈米科學列為放射醫學研究所未來發展

之專業領域，現成立貴儀中心讓每個科系所

皆可使用，本系所目前擔任日後維修、行政

聯繫之工作。 

3.護理系羅淑芬主任：增購項目第 7 項拉法葉肌力測量器套組、第

8 項採血及靜脈注射練習模型、第 9 項攜帶

型胎心音監測儀，總額約$58 萬，為了讓學

生能夠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且現有設備皆使

用超過 10 年以上，本系認為這三項為目前

最急迫性需要的。 

決議：第 1 項至第 3 項請先提研發會議通過後，再提報專責小組審議；餘第 4

項至第 9項照案通過，並依序編列優先序 A117至 A122。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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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1 年度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配版】支用計畫 

書面審查意見 

(101)管科發字第 2030295號函（101年 4月 23日） 

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1.經查學校所提供之核配版支用計畫書，獎

勵補助款各支用項目之規劃比例均符合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10 點「申請原則

及注意事項」相關規定。 

2.101 年度獲核配獎勵款NT$21,202,565 

元、補助款NT$13,427,358 元，整體經費

（含自籌款）規劃情形如下〆 

〄 自籌款編列NT$3,462,993 元，約占總獎

勵補助經費10.00%，低於整體平均值

15.11%々惟經常門部分並未支用於現有教

師薪資補助，而能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為主，資本門部分亦主要投入於充實教學

及研究設備，立意尚稱良善。 

〄 經常門經費計NT$11,427,875 元，約占總

預算30.00%，其中研究37.71%、進修

31.50%、研習12.51%、著作11.38%，上述

合計約達經常門9/10，可見其支用強調教

師專業成長及研究能量之提升々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分別占0.00%、

0.00%、0.88%，均略低於各校平均值之

3.09%、1.52%、7.62%，對於技職教育體

系務實致用理念之實踐與著墨是否有提

升空間，可再予斟酌。 

 

〄 獎助教師「研習」預計支用NT$1,430,000 

元（含自籌款NT$130,000 元），顯示學

校協助並鼓勵教師專業成長之用心，惟實

際執行時宜留意其所參與活動之相關性

及適切性，如為校內自辦研習活動，更需

考量其辦理成效，俾免教育部之美意流於

形式，而未能達成預期效果。 

 

 

 

 

 

 

 

 

 

 

 

 

 

 

〃教務處 

本校編列之改進教學、教材、教具製作經費比例

較低，因為相關業務項目已由校內款及教育部教

學相關計畫支用（例如北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等)。惟本校已規劃全校性、所系（科)教學改進

活動，因此未來教補款經費使用於教學改進之比

例可逐漸提高。 

 

 

 

 

〃研發處 

本校為鼓勵教師參與國內外研習，增進教師教學

與學術研究能力，特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師校

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獎助辦法」暨「慈濟技術

學院獎助專任教師參加研習辦法」。申請人需依

規定之申請流程，層層審核研習內容、研習時間

及申請補助經費，並依研習性質繳交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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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 經常門自籌款預計動支NT$28,636 元用於

學輔相關工作之推動，實際執行時宜請留

意不得流用於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以免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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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 

〄 資本門經費計NT$26,665,041 元，約占總

預算70.00%，其中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高達77.99%，另規劃20.00%用於

購置圖書期刊等教學資源，確能以教研相

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之強化為優先考

量，頗有助於營造優質的教研環境，希能

落實於執行。 

3.學校支用計畫書資本門列有部分「電腦軟

體」採購項目，希能於項目名稱欄明確列

示該軟體名稱，而非僅以「系統軟體」或

「應用軟體」代替，如〆【附表四】優先

序#A001~002、A036~037、A040~043…等々

另請於規格欄說明軟體版本、模組需求、

授權人數等資訊，以清楚判別其購置內

容，並利爾後之財產控管。 

 

4.依【附表四】優先序#A003、A043~044、

A046、A058 採購項目所列之「用途說明」

欄內容，似與教學或研究無直接相關，而

較屬於校園資訊系統，似以列入【附表八】

之資本門其他項目較為合宜。請學校確認

上述設備之實際用途，並予編入合適之資

本門經費支用項目々如有變更歸類，並請

留意調整後之各項支用比例是否仍符合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相關規定。 

 

 

 

如〆海報發表者需於銷假後繳交海報予研發處，

並由研發處張貼於學術長廊展示。另校內舉辦之

研習活動，則以回饋單方式，瞭解辦理該項研習

活動之成效。 

 

〃學務處 

本校近兩年未用於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3.保管組 

本校財產名稱之編列係依據行政院頒佈之「財物

標準分類」。支用計畫書之軟體名稱列於「規格」

欄，本校財產管理系統亦將軟體名稱載明於「規

格」中，便利財產編列及查詢，對財產管理不具

影響。支用計畫書上軟體版本等之說明，爾後請

需求單位詳列。 

 

 

4.電算中心 

「用途說明」欄內容補充修正說明: 

#A003: 為 建 置 架 設 學 生 各 項 資 訊 系 統

(elearning 及 ePortfolio)雲端主機及

備援主機。 

#A043:供本校及各系教學網站更新維護。 

#A044:建置本校教師學術研究與教學相關資料

存放空間。 

#A046:學術網路主機(elearning及 ePortfolio)

之儲存設備光纖網路使用。 

#A058:汰換宿舍一及三使用年限已過之骨幹交

換器，以提升學生及教師自學與研究網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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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5.【附表四】優先序#A077 所列設備為「視

訊會議系統」，用途說明欄亦顯示將供「會

議討論」使用，實際是否確屬「教學」所

需設備，有待進一步瞭解。 

 

 

 

 

 

 

 

 

 

 

6.部分採購項目之規格說明可更完備，如〆

【附表四】優先序#A016、A021、A034…等，

建請依採購標的之功能或效益訂定規格條

件且予具體敘明，以為採購時之依據，並

確保所購設備之功能符合使用單位需求。 

 

 

 

 

 

 

 

 

 

 

7.【附表四】優先序#A025 所列項目名稱為

「電腦顯示器」，規格為「電動液晶螢幕

昇降機組」，用途說明為「電子講桌」，

所指為3 項不同設備－顯示器、螢幕昇降

機組、電子講桌，各欄位所述內容無法對

應，亦無法瞭解所購設備為何。 

 

8.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中，部分採購項

目之規格說明係以特定廠牌型號代替，且

無允許同等品字樣，如〆【附表四】優先

5.醫管系 

本系開設教育部補助之專案課程「智慧生活跨領

域基礎課程」，課程主題係以遠距醫療與照護為

主軸，目前實習見習場域為竹山秀傳醫院及其他

醫療機構。另外，本系另開設「專題實作課程」

及「機構實習課程」等課程，亦有專題學生以社

區醫療及遠距照護為主題，必須實地採樣收案。

為考量本校位處東台灣，師生至實習場域(中台

灣)奔波勞苦，耗費時日，故擬購置視訊會議系

統，連線至建教合作之醫療機構，不受時空之限

制，隨時可遠端觀摩該院之特色實驗中心，引進

實習機構之業師融入課堂教學，有效提升教學之

品質與學生學習興趣。 

 

6.醫管系、放射系、研發處 

醫管系〆擬補上優先序 A016電腦廣播教學裝置

之詳細規格，主控台,教師主機,中繼

器,學生子機,使用人數〆學生 60位，

老師 1位。 

放射系〆A021鎢碳鋼刀切片組之規格於實際採購

時，將依委員建議具體敘明改進。 

研發處〆A034溫度記錄器，溫度量測暨記錄器

3121C-09〆 

＊溫度範圍: -200°C to +800°C(+/-10°C) 

＊紀錄時間設定: 10 Second to 59 Minutes.  

＊具 USB傳輸資料功能並附傳輸線. 

＊提供傳輸軟體 for Window 作業系統，安裝操

作簡便. 

 

7.會資系 

本項目用途為數位講桌的螢幕汰換，為提升舊型

數位講桌功能，新購螢幕規格需包含電動升降機

組，以利螢幕升降及調整傾斜角度，便利教師使

用觸控筆教學。因此本頂目主體為液晶螢幕，電

動升降機組為規格所需包含之配件。 

 

8.護理系 

A070 規格補充說明: 

＊可同時 3人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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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序#A070、A071 等。建議宜依採購標的之

功能或效益訂定規格條件，避免規格訂定

過於僵硬而缺乏彈性。 

 

9.部分擬購置設備與所列中長程計畫之連結

似不甚具體，如〆【附表七】優先序#C001

「除濕機」所對應之中長程計畫為「加強

推動學生多元輔導－強化學生課外活動輔

導」，兩者似難以連結。 

 

 

 

 

10.【附表四】優先序#A071「肌力測量分析

儀」規格說明欄所列「MrcroFet2」似為

「MicroFet2」之誤植。 

＊指脈夾使用紅外線偵測 

＊有三次脈博數 

＊具靜音裝置 

 

9.學務處 

目前學生社團辦理活動所使用之自行車，存放空

間長期過於潮濕，造成自行車車體或零件易損

壞，故擬購置除濕機以期改善自行車存放空間。

另學生社團各活動空間亦普遍有此問題，故擬一

併購置除濕機以利改善之。此設備之購置與中長

程計畫「加強推行學生多元輔導─強化學生課外

活動輔導與休閒活動場館及設施」目標相連結。 

 

10.護理系 

規格更正為 MicroFet2感應值高達 3001bs，可設

定低/高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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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慈濟技術學院 101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資本門設備變更對照表 
 

優先
序 

原計畫
項目名

稱 

原計畫規格 原
計
畫
數
量 

原計畫
預估單
價 

變更後 
項目名
稱 

變更後 
規格 

變更後
數量 

變更後 
預估單價 

使用
單位 

變更內
容 

變更說明 

原計畫
預估總

價 

變更後 
預估總價 

A017 應用軟

體 

電腦互動教學系統 

(1對8，含老師端key) 

1.多媒體影音廣播 

2.檔案傳送 

3.黑幕肅靜 

4.螢幕錄製 

5.教育訓練2小時 

2套 18,000 

36,000 
----- ----- ----- ----- 醫 務

管 理
系 

刪除 原 報 部 規
格 已 停 產
建 議 取 消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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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原計畫
項目名

稱 

原計畫規格 原
計

畫

數
量 

原計畫
預估單

價 

變更後 
項目名

稱 

變更後 
規格 

變更後
數量 

變更後 
預估單價 

使用
單位 

變更內
容 

變更說明 

原計畫
預估總
價 

變更後 
預估總價 

A068 生理監

視器 

1.心電圖（ECG）監測 

2.呼吸監測 

3.體溫監測 

4.血壓(NIBP)監測 

5.血氧濃度（SpO2）監測 

6.脈搏（PULSE）監測 

7.電源/螢幕顯示 

2組 250,000 

500,000 
----- ----- ----- ----- 護 理

系 
刪除 原 規 劃 重

症 護 理 實
驗室，於 3
月 份 組 長

會 議 開 會
討論，一致
決 定 先 暫
緩 成 立 重
症 護 理 實
驗室，因規
劃異動，故
會 議 決 定

取 消 採 購
生 理 監 視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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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原計畫
項目名

稱 

原計畫規格 原
計

畫

數
量 

原計畫
預估單

價 

變更後 
項目名

稱 

變更後 
規格 

變更後
數量 

變更後 
預估單價 

使用
單位 

變更內
容 

變更說明 

原計畫
預估總
價 

變更後 
預估總價 

A099 數位講

桌 

1.材質:採用1.2mm~2.0mm鋼

板搭配木紋材板，附安全鎖 

2.尺

寸:(w)690*(D)705*(H)1120 

mm(+-150) 

3.操作平台:具有

640*70mm(+-30)平台，便於

操作使用 

1組 62,000 

62,000 
----- ----- ----- ----- 通 識

教 育
中心 

刪除 1.101 學年
實 施 跑 班
制，會多出
數位講桌。 

2. 經 電 算
中 心 同 意
分 配 一 組
數 位 講 桌
給 通 識 教
育中心，故
刪 除 此 項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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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原計畫
項目名

稱 

原計畫規格 原
計

畫

數
量 

原計畫
預估單

價 

變更後 
項目名

稱 

變更後 
規格 

變更後
數量 

變更後 
預估單價 

使用
單位 

變更內
容 

變更說明 

原計畫
預估總
價 

變更後 
預估總價 

A100 平板電

腦 

 

作業系統 Windows7 Pro 含

以上版本10.1 吋觸控螢幕

(含以上)1280 x 800 螢幕解

析度 (含以上)處理器 雙核

心1GHz (含以上)RAM 2GB 

(含以上)硬碟 32GB (含以

上)含鍵盤基座 

6套  19,500 

117,000 

----- 作 業 系 統 

Windows 7 10.1 

吋觸控螢幕(含以

上)1280 x 800 螢

幕解析度 (含以

上 ) 處 理 器

Brazos 平台雙核

心 1GHz ( 含 以

上)RAM 4GB (含以

上)硬碟 32GB (含

以上)含基座 

-----   ----- 資 訊

工 程

系 

規格 原 報 部 硬

體 規 格 已

屬 舊 產 品

更改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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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原計畫
項目名

稱 

原計畫規格 原
計

畫

數
量 

原計畫
預估單

價 

變更後 
項目名

稱 

變更後 
規格 

變更後
數量 

變更後 
預估單價 

使用
單位 

變更內
容 

變更說明 

原計畫
預估總
價 

變更後 
預估總價 

C003 網路儲

存設備 

WD Share Space 3.5吋4TB

以上網路儲存系統，自動網

路備份軟體，電郵警報系統 

支援RAID0高速存取、

Ethernet 連接 

1台  17,000 網路儲

存設備 

1、NAS網路儲存設

備4 Bay(含)以上 

• 搭 載 Intel 

Atom D525 處 理

器 •1 GB DDR-3

記 憶 體 •USB 介

面：六個 USB 2.0 

主控模式接口（2

前4後，A-Type）•

內部 SATA x4, 外

部 eSATA*2 

2 、 1TB3.5 吋   

SATAIII 硬碟＊4

顆，32M 緩衝記憶

體 

1台   31,900 課 外

活 動

指 導

組 

規格、 

預估金

額 

原 報 部 規

格 已 停 產

與 本 校 電

算 中 心 協

商後，更改

規 格 及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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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提案說明】 

慈濟技術學院 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資本門儀器設備增購項目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1 動能儀 1.主機 60台，記憶體容量

512MB 

2.ActiLife 6 .分析軟體*3

（功能：資料快速篩選功

能，記錄活動量、卡路里消

耗量、活動強度、步數，圖

表顯示活動強度，可以PDF

輸出，記錄睡眠時間長度、

夜間醒來次數、計算睡眠效

率，圖表顯示睡眠時間） 

3.USB傳輸線*60 

4.收納袋*60 

5.彈力束帶*60 

1套 680,000 680,000 於研究、教學及服務

中，客觀量化規律運

動與身體活動量之測

量工具，其信效度已

為不同研究所驗證 

環境與規

律運動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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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2 電子地圖與村

里界線圖 

1.電子地圖: 台北地區(新

北市31圖層、台北市31圖

層)+花東地區 

2.村里界線圖 

1組  206,000 206,000 為客觀環境地理區域

基本資料，用於研究

之抽樣、介入計畫之

基礎。並於課程中透

過地理資訊系統，介

紹上述環境差異對規

律運動與健康之影響 

環境與規

律運動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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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3 地理資訊系統 

分析軟體 

1.ESRI ArcView 10.1 

Single Use License (地理

資訊系統單機板) 

2.ESRI 3D Analyst for 

ArcView 10.1 (地理資訊系

統3D理體分析) 

3.ESRI Spatial Analyst 

for ArcView 10.1 (地理資

訊系統空間分析) 

4.ESRI Geostatistical 

Analyst for ArcView 10.1 

(地理資訊系統地理統計分

析) 

5.ESRI Tracking Analyst 

for ArcView 10.1 (地理資

訊系統路徑分析) 

6.ESRI Network Analyst 

for ArcView 10.1 (地理資

訊系統網絡分析) 

1套 537,000 537,000 為電腦軟體與硬體的

組合，處理地理資料

及健康與生活形態等

屬性關連之探討。進

行環境影響因素之探

討，並做為適當環境

屬性區域介入措施之

決策依據 

環境與規

律運動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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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4 分析光譜儀 1.焦距 (Focal length)至少 

0.55 meter spectrometer 

2.光圈 (Aperture)至少 

F/6.4 

3.解析度 (Resolution)至少 

0.025nm/pixel 

4.光柵量測範圍: 

200~1400nm 

5.色散: 1.34nm/mm 

6.電腦控制,轉接器 (CCD 

image adapter) 

7.步徑 (step size): 0.002nm

以下 

8.介面: Built-in USB2.0 

interface 

1台 731,000 731,000 將入射光發散分光量

測，來偵測散射光

譜，發展分子醫學頻

譜 

研發處  

5 米粒徑分析儀 1.雷射光源 35 mW laser  

2.量測角 15 and 90度角量

測 

3.數位光子比對儀 

BI-TurboCorr digital 

auto-correlator 

或同等級規格產品 

1台 1,440,000 1,440,000 量測各種分散懸浮於

水或溶劑中之奈米分

子粒徑分佈，生物醫

學應用之表面電量測

等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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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6 光電二級體陣

列分光光度儀 

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波

長可量測一般UV光譜儀190

至1100 nm 範圍皆可，內嵌

式印表機輸出資料，或連線

至電腦進行電腦資料分

析。或同等級規格產品 

1台 230,000 230,000 研發處  

7 拉法葉肌力測

量器套組 

含拉法葉肌力測量器*1個

Manual Muscle Tester 

Wireless (IR) Data 

Transfer Module*1組

model 01163,可雙測量範圍

為0-300磅或提高敏感度增

加為0-50磅,可測量肢體不

同部份的肌力.可儲存多達

52個測試結果,螢幕可顯示

磅和公斤 

1組 60,000 60,000 目前實驗室無此設

備，為讓學生能學習

及瞭解老人各個部位

肌力的情形，進而設

計及執行運動活動，

可測量執行成效並做

評值。使用課程:長期

照護概論必修五四共

200人。居家照護課程

二技100人。 

護理系 

長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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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8 採血及靜脈注

射練習模型 

1、每組一隻手臂。2、模型：

成人手腕模型。3、材質：

軟質特殊樹脂製。4、尺寸：

成人實物大。5、尺側皮靜

脈‧正中皮靜脈‧橈側皮靜

脈的抽血‧靜脈的注射實

習。6、採血技巧、靜脈內

點滴注射、靜脈內注射技巧

的訓練，控制器有強制回血

的開關設計，當操作時可呈

現回血狀態。7、注射部位

可更換不同顏色，依難易度

的不同，分別有兩種 pad，1

個pad是半透明的方便看到

血管位置給初學者使用，另

1個 pad是紅色不透明給熟

練者使用練習觸摸血管找

注射部位，電動幫浦給血加

壓，前置準備、使用後整理

以及維修簡易。8、注射水

袋改版、重現真實的抵抗感

和刺入感。 

5組 68,000 340,000 目前實驗室所使用的

模型採血及靜脈注射

練習模型已經超過10

年以上，為讓學生有

更好的學習環境，給

予模型更新。使用課

程:基本護理實驗課

程五二共200人。內外

科護理實驗課程五三

共200人。二技實習前

技術練習共100人。 

護理系 

成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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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9 攜帶型胎心音

監測儀 

1.內建 1.8 吋彩色液晶螢

幕,可顯示胎兒心率數值,

胎兒心率曲線,監控時間,

音量大小,電池量多寡,探

頭頻率.2.可自由設定胎兒

心率的上下限監測範圍,當

心率超過上下限時,顯示器

上的心率數字會由綠色變

為紅色並同時有警報聲.3.

具有四種計數模試：自動,

瞬間,平均,手動可任意轉

換.4.自動關機功能.5.可

任意依需要更換探頭.本機

所附探頭有防水功能,可做

水中分娩監測用. 

10組 18,000 180,000 目前系上無此設備，

但因學生至臨床或社

區，可更能夠使用此

設備來瞭解孕婦胎心

率的變化。使用課程

或實習:產科護理實

驗課程五四共200

人。產科實習五五全

年實習共200人。二技

護理實習50人。 

護理系 

婦女健康

組 

 

總金額   4,404,000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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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決議後】 

慈濟技術學院 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資本門儀器設備增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認

後修正項目名

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A117 分析光譜儀 

【光譜分析儀】 

1.焦距 (Focal length)至少 

0.55 meter spectrometer 

2.光圈 (Aperture)至少 

F/6.4 

3.解析度 (Resolution)至少 

0.025nm/pixel 

4.光柵量測範圍: 

200~1400nm 

5.色散: 1.34nm/mm 

6.電腦控制,轉接器 (CCD 

image adapter) 

7.步徑 (step size): 0.002nm

以下 

8.介面: Built-in USB2.0 

interface 

1台 731,000 731,000 將入射光發散分光量

測，來偵測散射光

譜，發展分子醫學頻

譜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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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認

後修正項目名

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A118 米粒徑分析儀 

【奈米粒徑分

析儀】 

1.雷射光源 35 mW laser  

2.量測角 15 and 90度角量

測 

3.數位光子比對儀 

BI-TurboCorr digital 

auto-correlator 

或同等級規格產品 

1台 1,440,000 1,440,000 量測各種分散懸浮於

水或溶劑中之奈米分

子粒徑分佈，生物醫

學應用之表面電量測

等 

研發處  

A119 光電二級體陣

列分光光度儀 

【紫外線可見

光分光光譜儀】 

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波

長可量測一般UV光譜儀190

至1100 nm 範圍皆可，內嵌

式印表機輸出資料，或連線

至電腦進行電腦資料分

析。或同等級規格產品 

1台 230,000 230,000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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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認

後修正項目名

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A120 拉法葉肌力測

量器套組 

【肌力測量分

析儀】 

含拉法葉肌力測量器*1個

Manual Muscle Tester 

Wireless (IR) Data 

Transfer Module*1組

model 01163,可雙測量範圍

為0-300磅或提高敏感度增

加為0-50磅,可測量肢體不

同部份的肌力.可儲存多達

52個測試結果,螢幕可顯示

磅和公斤 

1組 60,000 60,000 目前實驗室無此設

備，為讓學生能學習

及瞭解老人各個部位

肌力的情形，進而設

計及執行運動活動，

可測量執行成效並做

評值。使用課程:長期

照護概論必修五四共

200人。居家照護課程

二技100人。 

護理系 

長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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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認

後修正項目名

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A121 採血及靜脈注

射練習模型 

【人體教學模

型】 

1、每組一隻手臂。2、模型：

成人手腕模型。3、材質：

軟質特殊樹脂製。4、尺寸：

成人實物大。5、尺側皮靜

脈‧正中皮靜脈‧橈側皮靜

脈的抽血‧靜脈的注射實

習。6、採血技巧、靜脈內

點滴注射、靜脈內注射技巧

的訓練，控制器有強制回血

的開關設計，當操作時可呈

現回血狀態。7、注射部位

可更換不同顏色，依難易度

的不同，分別有兩種 pad，1

個pad是半透明的方便看到

血管位置給初學者使用，另

1個 pad是紅色不透明給熟

練者使用練習觸摸血管找

注射部位，電動幫浦給血加

壓，前置準備、使用後整理

以及維修簡易。8、注射水

袋改版、重現真實的抵抗感

和刺入感。 

5組 68,000 340,000 目前實驗室所使用的

模型採血及靜脈注射

練習模型已經超過10

年以上，為讓學生有

更好的學習環境，給

予模型更新。使用課

程:基本護理實驗課

程五二共200人。內外

科護理實驗課程五三

共200人。二技實習前

技術練習共100人。 

護理系 

成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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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認

後修正項目名

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A122 攜帶型胎心音

監測儀 

【胎心音器】 

1.內建 1.8 吋彩色液晶螢

幕,可顯示胎兒心率數值,

胎兒心率曲線,監控時間,

音量大小,電池量多寡,探

頭頻率.2.可自由設定胎兒

心率的上下限監測範圍,當

心率超過上下限時,顯示器

上的心率數字會由綠色變

為紅色並同時有警報聲.3.

具有四種計數模試：自動,

瞬間,平均,手動可任意轉

換.4.自動關機功能.5.可

任意依需要更換探頭.本機

所附探頭有防水功能,可做

水中分娩監測用. 

10組 18,000 180,000 目前系上無此設備，

但因學生至臨床或社

區，可更能夠使用此

設備來瞭解孕婦胎心

率的變化。使用課程

或實習:產科護理實

驗課程五四共200

人。產科實習五五全

年實習共200人。二技

護理實習50人。 

護理系 

婦女健康

組 

 

總金額   2,981,000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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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組確認後修正項目名稱 

慈濟技術學院 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資本門儀器設備增購項目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4 分析光譜儀 

【光譜分析儀】 

1.焦距 (Focal length)至少 

0.55 meter spectrometer 

2.光圈 (Aperture)至少 

F/6.4 

3.解析度 (Resolution)至少 

0.025nm/pixel 

4.光柵量測範圍: 

200~1400nm 

5.色散: 1.34nm/mm 

6.電腦控制,轉接器 (CCD 

image adapter) 

7.步徑 (step size): 0.002nm

以下 

8.介面: Built-in USB2.0 

interface 

1台 731,000 731,000 將入射光發散分光量

測，來偵測散射光

譜，發展分子醫學頻

譜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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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5 米粒徑分析儀 

【奈米粒徑分

析儀】 

1.雷射光源 35 mW laser  

2.量測角 15 and 90度角量

測 

3.數位光子比對儀 

BI-TurboCorr digital 

auto-correlator 

或同等級規格產品 

1台 1,440,000 1,440,000 量測各種分散懸浮於

水或溶劑中之奈米分

子粒徑分佈，生物醫

學應用之表面電量測

等 

研發處  

6 光電二級體陣

列分光光度儀 

【紫外線可見

光分光光譜儀】 

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波

長可量測一般UV光譜儀190

至1100 nm 範圍皆可，內嵌

式印表機輸出資料，或連線

至電腦進行電腦資料分

析。或同等級規格產品 

1台 230,000 230,000 研發處  

7 拉法葉肌力測

量器套組 

【肌力測量分

析儀】 

含拉法葉肌力測量器*1個

Manual Muscle Tester 

Wireless (IR) Data 

Transfer Module*1組

model 01163,可雙測量範圍

為0-300磅或提高敏感度增

加為0-50磅,可測量肢體不

同部份的肌力.可儲存多達

52個測試結果,螢幕可顯示

磅和公斤 

1組 60,000 60,000 目前實驗室無此設

備，為讓學生能學習

及瞭解老人各個部位

肌力的情形，進而設

計及執行運動活動，

可測量執行成效並做

評值。使用課程:長期

照護概論必修五四共

200人。居家照護課程

二技100人。 

護理系 

長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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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8 採血及靜脈注

射練習模型 

【人體教學模

型】 

1、每組一隻手臂。2、模型：

成人手腕模型。3、材質：

軟質特殊樹脂製。4、尺寸：

成人實物大。5、尺側皮靜

脈‧正中皮靜脈‧橈側皮靜

脈的抽血‧靜脈的注射實

習。6、採血技巧、靜脈內

點滴注射、靜脈內注射技巧

的訓練，控制器有強制回血

的開關設計，當操作時可呈

現回血狀態。7、注射部位

可更換不同顏色，依難易度

的不同，分別有兩種 pad，1

個pad是半透明的方便看到

血管位置給初學者使用，另

1個 pad是紅色不透明給熟

練者使用練習觸摸血管找

注射部位，電動幫浦給血加

壓，前置準備、使用後整理

以及維修簡易。8、注射水

袋改版、重現真實的抵抗感

和刺入感。 

5組 68,000 340,000 目前實驗室所使用的

模型採血及靜脈注射

練習模型已經超過10

年以上，為讓學生有

更好的學習環境，給

予模型更新。使用課

程:基本護理實驗課

程五二共200人。內外

科護理實驗課程五三

共200人。二技實習前

技術練習共100人。 

護理系 

成護組 

 



100-2-2 專責小組會議.附簽保管組確認後項目名稱 

 

92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9 攜帶型胎心音

監測儀 

【胎心音器】 

1.內建 1.8 吋彩色液晶螢

幕,可顯示胎兒心率數值,

胎兒心率曲線,監控時間,

音量大小,電池量多寡,探

頭頻率.2.可自由設定胎兒

心率的上下限監測範圍,當

心率超過上下限時,顯示器

上的心率數字會由綠色變

為紅色並同時有警報聲.3.

具有四種計數模試：自動,

瞬間,平均,手動可任意轉

換.4.自動關機功能.5.可

任意依需要更換探頭.本機

所附探頭有防水功能,可做

水中分娩監測用. 

10組 18,000 180,000 目前系上無此設備，

但因學生至臨床或社

區，可更能夠使用此

設備來瞭解孕婦胎心

率的變化。使用課程

或實習:產科護理實

驗課程五四共200

人。產科實習五五全

年實習共200人。二技

護理實習50人。 

護理系 

婦女健康

組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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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會  議  紀  錄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01 年 10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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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02日(星期二)下午 3:30 

二、地  點：本校三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文瑞校長                              記 錄：劉書妤 

四、出席人員：許瑋麟、蔡宗宏、牛江山、魏子昆、林祝君、蔡武霖、李長泰 

許博翔代、羅淑芬、吳善全、藍毓莉、賴志明、陳皇曄、梁巧燕 

彭少貞、謝易達、杜信志、謝宜伶、魏  鑫、彭進興、謝依蓓 

林珍如、葉婉榆、林威廷、鄭淑貞、張紀萍 

五、列席人員：陳紹明、翁銘聰 

六、請假人員：蔡長書 

 

七、主席報告： 

各位同仁大家好，因校長目前參與環安組的會議，會稍晚進來，由教務長

蔡宗宏代為報告，首先請業務承辦單位做工作報告。 

 

八、工作報告： 

（一）、今年 8月 28日本校配合『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 100年度執行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評計畫』接受實地訪視，依據訪視當日綜合座

談，訪視委員之建議改進事項，請各相關執行單位提出檢討改進說明如【附

件一】。 

主席：1、改進說明第一項第四點「教師校外論文發表結伴至同一場研討會發表，

恐失去獎補助教師倡導進修研習之美意，不一定要集中在同一場同一

國，建議可以分散去」，同一場研討會最多 2人參加，應當引導老師多

方面參與，不要集中去同一個場次。 

2、關於訪視當天綜合座談委員所提建議改進事項，除本次會議中檢討改

進之外，會後請採購組公告各單位日後確實改進。 

3、另實地訪視書面審查報告(初稿)已來文，總務處已 mail各單位，對於

審查結果如需申覆，請於 10月 5日前提交採購組彙整，10 月 9日前

函覆管科會。 

（二）、101年度資本門教學圖儀設備採購進度：（資料統計至 101 年 09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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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教學儀器設備 圖書自動化 學輔相關設備 

申請中      4（註 1） 0       1（註 6） 

經辦中      9（註 2） 0 0 

呈核中       2 0 0 

待進貨      11（註 3） 0      1（註 7） 

待驗收      3（註 4） 0 0 

已結案 80      5（註 5） 2 

總計 109 5 4 

教學儀器設備 

註 1：申請中－(1)優先序 A100平板電腦 6套，資工系。 

(2)優先序 A120肌力測量分析儀 1組，護理系。 

(3)優先序 A121人體教學模型（採血及靜脈注射練習模型）

1套，護理系。 

(4)優先序 A122胎心音器 10組，護理系。 

註 2：經辦中－(1)優先序 A019超音波掃描儀 1台，醫放系，預計 12/10

進貨。 

(2)優先序 A020光譜分析儀（CCD 偵測器）1 台，醫放系，

預計 12/15進貨。。 

(3)優先序 A032二氧化碳培養箱 1個，研發處（醫放系），

今天會議提案說明。 

(4)優先序 A088數位白板 2台，會資系，預計 12/10進貨。 

(5)優先序 A090大體冷凍櫃 1台，通識中心，預計 12/20

進貨。 

(6)優先序 A107平板電腦 6台，資工系，預計 10/15進貨。 

(7)優先序 A117光譜分析儀 1台，研發處，預計 12/20進

貨。 

(8)優先序 A118奈米粒徑分析儀 1台，研發處，預計 12/20

進貨。 

(9)優先序 A119紫外線可見光分光光譜儀 1台，研發處，

預計 12/10進貨。 

註 3：待進貨－(1)優先序 A030酸鹼度計 1台，研發處，預計 10/15 進貨。 

(2)優先序 A031超音波洗淨機 1台，研發處，預計 10/15

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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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優先序 A043應用軟體 1套，電算中心，預計 10/30進

貨。 

(4)優先序 A067聽力測定器 5組，護理系，預計 11/29進

貨。 

(5)優先序 A073平衡測量儀 1組，護理系，預計 10/17進

貨。 

(6)優先序 A080陰極射線管 2組，醫放系，預計 10/26進

貨。 

(7)優先序 A081線圈中磁場 1組，醫放系，預計 11/20進

貨。 

(8)優先序 A082電子天秤 1台，醫放系，預計 12/17進貨。 

(9)優先序 A083光學干涉繞射儀 1組，醫放系，預計 11/20

進貨。 

(10)優先序 A105HUB網路訊號分配器 4台，資工系，預計

10/30進貨。 

(11)優先序 A106網路偵測安全設備 1台，資工系，預計

10/20進貨。 

註 4：待驗收－(1)優先序 A021鎢碳鋼刀切片組 1組，醫放系，預計 10/5

驗收。 

(2)優先序 A033掃描器 1台，研發處，預計 10/5驗收。 

(3)優先序 A095數位白板 1台，通識中心，預計 10/17驗

收。 

圖書自動化 

註 5：圖書館自動化 5件為中、外文期刊 2案，線上資料庫 3案，另中、

外文圖書及視聽資料以簽訂年度合約的方式，由圖書館依程序自辦

採購。 

學輔相關設備 

註 6：申請中－(1)優先序 C003網路儲存設備 1台，課指組。 

註 7：待進貨－(1)優先序 C002電子樂器設備組 1組，課指組，預計 10/5

進貨。 

（三）、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形報告：（資料統計至 101 年 10 月 01

日） 

1、獎助教師研究經費 4,310,000元，已經執行 2,443,601元，執行比例

56.70％。(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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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獎助教師研習經費 1,430,000元，已經執行 890,542元， 執行比例 62.28

％。(研發處) 

3、獎助教師進修經費 3,600,000元，已經執行 2,029,750元，執行比例

56.38％。(人事室) 

4、獎助教師著作經費 1,300,000元，已經執行 646,500元，執行比例 49.73

％。(研發處) 

5、獎助教師升等經費 200,000元，已經執行 120,000元，執行比例 60.00

％。(人事室) 

6、獎助教師改進教學經費 100,000元，尚未執行，執行比例 0％。(教務

處) 

7、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72,875元，已經執行 165,318元，執行比

例 96.63％。(人事室) 

8、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315,000元，尚未執行，執行比例 0.00％。(學務

處) 

9、經常門編列 11,427,875元，已經執行 6,295,711元，執行比例 55.09

％。 

人事室蔡武霖主任： 

1、關於上述 1至 4點，執行比例明顯不足，原因為研發處修訂辦法之後，

研究及研習補助經費調降，導致許多老師的意願降低。 

2、上述第 6點改進教學，俟教學績優教師選出之後，可全數執行完畢。 

研發處林祝君研發長：有關經費調整部分，於今天會議中有提案說明。 

學務處牛江山學務長：學務處活動已經規劃好，年底前會如期執行完畢。 

主席：1、請林祝君研發長統計辦法修訂之後，SCI及 SSCI發表論文的比例是否

有下降。 

2、關於蔡武霖主任所提執行經費不足部分，不能以經費去衡量，不希望

出國進修是在核銷經費，而希望可以節省經費，又不影響我們教師研

習的質與量。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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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點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項申請及使用本獎勵補助經費，第 3 款：

各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年度經費支用計畫連同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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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等資料各一份報本部審查。本校 102年度獎勵補助

支用計畫書請各單位陸續開始撰擬，採購組會將目前正在執行(101年度)

支用計畫書的內容與格式傳送給各單位參閱，請各單位協助並配合辦理，

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1、支用計畫書【相關附件】－請秘書室、研發處、人事室、文書組及採

購組提供，包括中長程發展計畫、資本門及經常門相關辦法、會議紀錄

及委員名單等書面審查資料。 

2、支用計畫書【文字】－請各單位撰擬後，逕交由採購組彙整。 

3、支用計畫書【附表】－資本門，請各單位先提交會計室核算；經常門，

請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先提交人事室彙辦，再交由採購組總彙整，

於 11月份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函報教育部。 

主席：請各單位編列 102年度支用計畫特別注意與校務中長程發展之關聯及系務

發展特色結合。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保管組 

案由：修正 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項目名稱，提請討論。 

說明：教學儀器設備類： 

優先序 變更項目 
原計畫 

項目名稱 

變更後 

項目名稱 
變更理由 

A076 項目名稱 生理監視器 
阿春眼動看

護系統 

依據行政院主計

處財物標準分類

原則編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資系、研發處（醫放系） 

案由：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變更案，提請討論。 

說明：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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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資本門設備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表如【附件三】。 

1、教學儀器設備，經 6月 18日專責會議討論後，增購護理系教學儀器設

備三項 580,000元及研發處貴重研究儀器設備三項 2,401,000元，經

議價之後實際合計使用金額 21,017,953元。 

2、圖書期刊媒體 5,155,738元，包括中.西文圖書 1,855,738元、期刊

3,300,000元，其中期刊部分是否剔退不報部，提請討論？ 

3、學務及輔導設備核算約使用 491,350元，尚不足 44,650元，其中網路

儲存設備 17,000元議價中，是否再增購品項，提請討論？ 

決議：1、圖書館期刊部分改列學校經費購置，不報教補款，該項原計畫總金額

5,333,041不變。 

2、學輔設備剩餘經費增購腳踏車 5部，增置項目如【附件四】。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 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支用金額，提請討論。 

說明： 

1、獎助教師研究原編列 4,310,000元，因經費核銷情形不如預期，故重

新估算後修正經費為 3,420,000元，如未避免違反教育部不補助人事

費的原則，有兼任助理名目的單據不列入計算，則經費將再減少修正

為 3,000,000，餘 1,310,000。 

2、101年度教師研討會(獎助教師研習)論文發表補助，共計已核銷 13人，

金額為 642,895元，預估 101年度申請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補助金者，

共計 11人，申請金額預估為 660,000元，合計 1,302,895元，原獎助

教師論文發表共編列 1,430,000元，擬修正為 1,300,000元,餘

130,000。 

3、著作論文成果原編列 1,300,000，擬修正為 1,100,000，餘 200,000。 

決議：上列說明調整後金額所餘經費共 1,640,000，增列為「新聘教師薪資」項

目，經常門報部總金額 11,427,875 不變。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101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辦學特色成效)經費，提請討

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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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為獎勵學校配合重要政策推動績效，針對 100學年度私立技專

校院未調漲學雜費之辦學特色予以獎勵本校第一期$1,435,087、第二

期$2,439,647。 

2、獎勵經費全數為經常門，經費使用原則依「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經常門支用相關規定辦理，惟用於支應教師編纂

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等之用途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推動

之經費得不受總獎勵經費 30%及 2%的比例限制。 

3、擬建議經費使用護理系提升師資、改善教學計畫一覽表 
(1)國際交流實習業務拓展計畫 

參加人員：柯貞如、王淑芳、蔡欣晏、朱芳瑩 

計畫經費：186,000 

執行日期：101/9/5-101/9/7 

(2)中醫護理實務增能計畫 

參加人員：紀麗梅 

計畫經費：36,000 

執行日期：101/8/30-101/9/5 

(3)實證護理課程卓越發展計畫 

參加人員：宋惠娟 

計畫經費：63,400 

執行日期：101/11/12-101/11/16 

(4)全國臨床護理實習教學策略與模式競賽 

參加人員：李家琦負責護理系全體教師及全國護理教師  

計畫經費：215,000 

執行日期：101/10/01-101/10/30 

4、以上計劃經費總額為$500,400。 

決議：照案通過，未用完之餘額，可依教師改善教學規劃，由各系所提出申請，

符合獎勵補助款使用原則皆可提出申請，執行期限至今年 12月 31 日止。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 05時 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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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評鑑計畫 

一、 受訪學校：慈濟技術學院 

二、 訪視日期：民國 101 年 08 月 28 日 星期二（10：00AM ~ 04：30PM） 

三、 訪視委員： 

職稱 姓名 

訪視委員（召集人） 曾憲政委員 

訪視委員 楊亨利委員 

訪視委員 陳志遠委員 

訪視委員 蔡裕源委員 

訪視助理 林惠玲小姐 

訪視助理 葉瑞琤小姐 

 

四、 綜合座談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項目 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執行單位 改進說明 

一、整體經費支
用規劃及
達成情形 

【蔡裕源委員】 

1、專責小組會議除了事中
及事後審核以外，應發
揮事前審核的功能。 

總務處 依委員建議擬配合
改進，總務處建議於
本校預算委員會將
獎勵補助經費之提
案納入討論，審議通
過後再提專責小組
會議。 

2、經費稽核委員會和內部
控制稽核委員會功能
是否重疊，若併行，應
將職責予以分工。 

秘書室 1、經費稽核委員會
主要負責總務及
財務事項之查
核，內部控制稽核
委員會負責教
務、人事、研發、
學務、推廣教育、
資訊等事項之查
核。 

2、校已於 101 學年
度第 1 學期期初
校務會議提案廢
止經費稽核委員
會，自 101 年 10
月起由內部控制
稽核委員會取代。 

3、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
錄中看到，經費稽核委
員對於相關提案，每一

秘書室 經費稽核委員會對
於學校購置相關器
材，不會提出反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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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執行單位 改進說明 

案都是照案通過，沒有
什麼意見，可以請同仁
多提意見。 

見干涉，只會對於校
產購置相關問題加
以審議。 

4、教師校外論文發表結伴
至同一場研討會發
表，恐失去獎補助教師
倡導進修研習之美
意，不一定要集中在同
一場同一國，建議可以
分散去。 

研發處 建議未來同一個研
討會以 3 人申請為
限，以申請單送出時
間決定優先序。 

 

5、學校邁向國際化，招收
外籍生，應訂定外籍生
比率之目標。 

教務處 教務處：遵照委員意
見辦理，未來提行政
會議訂定外籍生比
率之目標。 

6、原住民專班四年來考照
率達 80％，另 20％的
畢業校友其流向為
何，如何輔導。 

學務處 強化原住民學生畢
業後考照率： 

1、每學年進行原住
民生畢業專業考
照率調查。 

2、強化原住民學生
畢業職場適應與
發展。 

3、建置護理系校友
雲端考照學習平
台提升畢業學生
考照。 

二、經常門執行
情形 

【陳志遠委員】 

1、校內研究案未如期發表
以扣款方式追回已使
用經費，是否符合教育
部規定。 

研發處 

會計室 

研發處： 

作法一：追回款項符
合教育部規定，依現
行辦法執行。 

作法二：修訂相關辦
法，改為停止三年內
之研究案申請。 

會計室：目前教育部
沒有任何規定要追
回款項 

2、研究計畫缺校外委員審
議機制，以校內委員審
核為主，恐流於形式。 

研發處 設立外審制度。 

作法一：邀請固定名
額之委員擔任外審
委員，一年一聘，有
案件時部分案件依
學門隨機分派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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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執行單位 改進說明 

審委員審查。 

作法二：無固定之外
審委員，每年申請案
依比例(如 1/4)送外
審。 

作法三：研究案補助
經費超過一定額度
如 10 萬或 20 萬，一
律送外審委員審核。 

3、校內研究案之成果須於
二年內發表，恐讓老師
因期限壓力而投稿至
等級較差之期刊。 

研發處 作法一：考量研究成
果需有創新性及原
創性，研究成果需盡
早發表；且 101 下辦
法已改為二年半內
發表，已延長半年，
不建議再延長發表
年限。 

作法二：依欲發表之
期刊等級給予不同
之發表期程，如目前
校內新法規定期刊
分為五級，發表在一
級期刊期限為三
年，二級期限二年
半、三級期限二年、
四級期限一年半、五
級期限一年。未依規
定等級發表期刊，則
停止三年內之研究
案申請。 

4、油脂費的名目建議更改
為油資費。 

研發處 

會計室 

研發處：已於
101.09.18 完成修改
教師研究計畫經費
編列原則，第 12 項
差旅費第 2 款油資
費。 

會計室：依建議請研
發處在教師研究計
劃編列原則名稱修
改為油資費。 

5、經費核銷單據應詳列所
有購買品項之數量、單
價。 

研發處 

會計室 

研發處：未來將詳細
審核教師各類研究
案之經費核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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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執行單位 改進說明 

據，不符合予以退
單。 

會計室：依建議要求
員工在申請經費
時，所附之發票憑證
應詳列數量、單價。 

6、教師校外論文發表補
助，不分地區僅規定上
限最高為六萬元，作法
傾向鼓勵教師在亞洲
鄰近國家進行發表。 

研發處 修訂現行辦法，第四
條第一款，依地區區
分補助金額上限，如
歐美洲上限 7 萬元，
大洋洲上限 6 萬，非
洲上限 5萬及亞洲上
限 4 萬。 

7、教師校外論文發表補
助，膳雜費之核定需依
教育部之規定。 

研發處 建請人事室修訂本
校公差假辦法。 

8、同一件獎勵案獎勵多位
教師，雖不可重複填寫
成多筆資料，但為清楚
呈現獎勵金與獎勵人
數之關聯性，建議同一
件獎勵案，在製作表冊
時該案件之所有獲獎
勵教師均應列名，以利
資料核對。 

研發處 未來製作表冊時，將
依據訪視委員之建
議，完成製作該案件
所有獲獎勵教師之
列名。 

9、獎補助款相關會議紀錄
應盡可能呈現開會委
員對議題之不同意見
或建議，而非均是照案
通過，以落實開會之意
義。 

研發處 敬請獎補助款會議
紀錄者，依訪視委員
之建議，未來在會議
紀錄裡，呈現開會委
員對議題之不同意
見或建議。 

10、教師纂教材及教具製
作使用經費太少。 

教務處 101學年度研擬修訂
教材編纂及教具製
作辦法，擴大補助範
圍，透過各教學單位
協助宣導，積極推廣
鼓勵教師申請。另邀
請具有經驗之教師
分享，提昇教師自製
教材及教具之意願。 

11、使用經費集中在 18名
老師佔 70%比例，應訂
上限。 

人事室 

會計室 

人事室：增訂獎補助
款使用規則訂定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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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執行單位 改進說明 

會計室：依建議調整
項目金額比率，教師
進修金額減少，增加
研究、著作、教材教
具金額等。 

12、在職進修持單據及成
績單，未見成績單是
否修改辦法。 

人事室 人事室：進修教師應
提成績單補送，不擬
修改辦法。 

13、國外出差日支金額高
過中央政府規定應由
校內經費自付。 

人事室 

會計室 

人事室：本校經費核
定依中央政府日支
金額規定設限提修
作業要點。 

會計室：依建議修改
學校公差假作業要
點。 

14、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
經費核銷數量單價有
遺落情事。 

學務處 

會計室 

學務處：未來針對廠
商開立發票會加以
檢視，以符合相關規
定。 

會計室：依建議要求
員工在申請經費
時，所附之發票憑證
應詳列數量、單價。 

三、資本門執行
情形 

【楊亨利委員】 

1、經抽查學校所提供之採
購案件資料，圖儀設備
之請採購程序及實施
大致符合學校規定，惟
99000447「西文期刊」
採購案驗收單於 100
年 7月 4日即辦理驗
收，與獎勵補助規定之
完成驗收不符，因實際
最終交貨日期為 101
年 2月，驗收程序有所
瑕疵。 

圖書館 

總務處 

本校 99000447西文
期刊案使用之預算
為 99學年度下學期
預算，為配合學校會
計學期預算於 100年
7月底之結算，故必
須於 100年 6月做首
期驗收，而訂購之西
文期刊為 100年
1~12月，盤點時西文
期刊必然在交貨狀
態中，圖書館每月都
會做收刊點收之登
錄，依合約於期限
101.6.30截止後，還
會再次做結案前總
核對，核對該訂貨年
度之到貨狀況，確認
無誤後，若有缺刊，
則依合約於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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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執行單位 改進說明 

履約保證金扣款，之
後進行結案及退還
代理商履約保證
金，以完成最終驗收
結案。此外，西文期
刊每年最末 12月份
之期刊通常要到翌
年之 1或 2月才會交
刊，必然無法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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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原則及
注意事項第(7)項規
定，『獎勵補助經費
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曆年制每年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執
行，各校應於 12月
31日前執行完
竣，……經常門應完
成付款程序，資本門
應完成驗收程序』，
其補充說明－資本
門紙本期刊採購以
『實物』驗收為準，
書面驗收不屬於驗
收完成，此一結構性
問題，現階段仍困擾
各校，亟待主管機關
協助解決。本校自
101年度起期刊購置
經費改以學校經費
支應。 

2、抽盤之圖書資料皆符合
規定要求，惟使用借閱
率偏低。 

圖書館 圖書館將持續積極
辦理閱讀推廣活
動，如「誰是借書
王」、「借書集點」
「新書展示區」等業
務，提供便捷化與優
質化之服務與資
源，以提昇圖書借閱
率。 

3、書面審查報告(初稿)，
第壹部份第七項第三

總務處 1、本校財產編列原
則較補助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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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執行單位 改進說明 

點，有關本校五千元以
上，使用年限二年以上
者列作資本門，與申請
要點中，一萬元以上耐
用年限二年以上者，列
作資本支出不同，本校
可回覆未回覆。 

要點規定嚴謹，且
未有應列經常門
之物品列為資本
門。 

2、書面審查意見中
之符合情形，審查
委員勾選「符
合」，故當時判斷
不需回覆。 

4、優先序 A058(採購單號
99001513)交貨後之驗
收時間拖太長。 

總務處 保管組/採購組： 

1、此案保管組於
100.04.27送案至
申請單位會資
系，會資系於
100.07.04驗收。 

2、此期間保管組持
續關心驗收進
度，經瞭解，此案
共買 5台，其中 1
台電腦中零件頻
頻異常，採購組聯
絡廠商到校處理 2
至 3次，最後於 7
月 4日驗收完
成，以致驗收時間
過長。 

3、日後將會注意並
掌握異常交貨之
處理時間，並於交
貨完成以後 30天
內驗收完畢。 

5、優先序 A048，因設備
分別獨立做固定資
產，有部份設備不足一
萬元，是否仍應列入資
本門，或應列經常門。 

總務處 優先序 A048為醫管
系之遠距健康管理
系統，內含個人電
腦、血壓計、條碼閱
讀器等。財產之編列
以一物一號為原
則，但所購之設備為
同組使用，故仍列資
本門。 

6、優先序 A028，其中應
用軟體屬雲端軟體租
用，非購買軟體版權，

總務處 優先序 A028 為護理
系之健康體適能評
估系統。委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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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 執行單位 改進說明 

是否列入資本門，有待
討論。 

雲端軟體之租用列
資本門在本校首
見，但絕非全國唯
一，故有待向教育部
討論確認。 

7、財產標籤漏缺一個
“度”字，應為「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款」。 

總務處 保管組將改進修
正，財產標籤補列
“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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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慈濟技術學院 101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資本門設備變更對照表 
 

優先序 原計畫項
目名稱 

原計畫規格 原
計
畫
數
量 

原計畫預
估單價 

變更後 
項目名
稱 

變更後 
規格 

變
更
後
數
量 

變更後 
預估單價 

使用單
位 

變更內
容 

變更說明 

原計畫預
估總價 

變更後 
預估總價 

A032 二氧化碳

培養箱 

有效容積：

170L(+-10) 

隔板：Standard 

3(含)以上 

包含：空氣循環系

統、溫控範圍/精確

度、CO2控制範圍、

CO2精確度、CO2進

氣壓力、警報系

統、加濕系統 

1個 190,000 

190,000 
--- 有效容積：

30L(+-10) 

隔板：

Standard 

3(含)以上 

包含：空氣循

環系統、溫控

範 圍 / 精 確

度、CO2控制

範圍、CO2精

確度、CO2進

氣壓力、警報

系統、加濕系

統 

--- --- 研究發

展處 

規格 本設備用途為

培養細胞，研
究細胞在高磁
場環境中的生
物效應。容積
由 170 公升改
為 30公升，較
易達到氣體及
溫度平衡，對

實驗條件控制
較為精準，因
此作此變更。 

A084 銀幕 電動銀幕120吋(含

安裝) 

2個  17,000 

34,000 
--- -----  9,000 

18,000 

會資系 刪除 採購單價不足

一萬元，擬改
由學校經費支
應。 

 



附件三

項目 核定金額 核定比例 實際金額 實際比率 差異金額

一 20,796,000    77.99% 21,017,953     78.82% 221,953-      

二 5,333,041      20.00% 5,155,738       19.34% 177,303      

三 536,000         2.01% 491,350          1.84% 44,650        

四 -                 -           

合計 26,665,041 100.00% 26,665,041 100.00% -           

說明 1、教學儀器設備，經6月18日專責會議討論後，增購護理系教學儀器設備三項580,000元

     及研發處貴重研究儀器設備三項2,401,000元，經議價之後實際合計使用金額21,017,953元

2、圖書期刊媒體 5,155,738元，包括中.西文圖書1,855,738元、期刊3,300,000元，

     其中期刊部分，因交貨期至102年，是否剔退不報部，提請討論？

3、學務及輔導設備核算約使用491,350元，尚不足44,650元，其中網路儲存設備17,000元議價中

     是否再增購品項，提請討論？

101年(100學年下學期.101學年上學期)資本門經費核定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其他（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處理設

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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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10%）

訓輔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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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決議後】 

慈濟技術學院 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資本門學輔設備增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請詳填）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請詳填） 
使用單位 備註 

C005 自行車 1.段數:27段 

2.車架:14-18吋 

附前後檔泥板、後

燈、安全帽 

同等品或以上 

5台 11,000 55,000 因使用對象除了社團

以外，尚有班級課程

需要使用，故現有數

量不足。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

動學生

多元輔

導 - 強

化學生

課外活

動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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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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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55,000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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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101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部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臨時會】會議紀錄 
 

 

 

 

 

 

 

 

 

 

 

 

  

會  議  紀  錄 

   

 
 

 

 

 

 

 

 

 

 

 

 

 

 

 

地點：第一會議室  

時間：101 年 10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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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101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部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3:30 

二、地  點：本校三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  席：羅文瑞校長                      記 錄：劉書妤 

四、出席人員：許瑋麟、蔡宗宏、牛江山、魏子昆、林祝君、李長泰、蔡武霖 

洪茂欽代、張惠君代、吳善全、姚政文代、賴志明、陳皇曄 

彭少貞、梁巧燕、杜信志、翁銘聰代、魏  鑫、謝宜伶、彭進興 

張紀萍、林威廷 

五、列席人員：陳紹明 

六、請假人員：蔡長書、羅淑芬、藍毓莉、謝易達、鄭淑貞、葉婉榆、林珍如 

謝依蓓 

七、主席報告： 

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召開專責小組臨時會議，101年整體補助經費標餘款

約 40 萬，但因有部份採購案於近期陸續完成決標，故所餘金額調整約 53 萬左

右。待會提案討論的部份將以教學相關迫切需要的設備為優先採購，首先請業

務單位做工作報告。 

 

八、工作報告： 

採購組組長魏 鑫：建議標餘款的增購項目可於報部時一併列入支用計畫書內，

並編列其優先序，執行後依據確實採購的金額無論剩餘多少

經費，即可按照順序採購，能夠節省時間，也符合獎勵補助

款使用的程序。 

主席：下年度開始將標餘款列入支用計畫書內，若臨時需變更購買品項(例如今

年資工系為配合策略聯盟及產學合作所需購買之相關設備)，再召開臨時

會議做變更。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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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 

說明：資本門設備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表如【附件一】。 

1、教學儀器設備，經 10月 2日專責會議討論後，未結案部分陸續辦理採

購，經議價之後實際合計使用金額 20,315,953元，尚不足 480,047元，

今天早上開標的超音波掃描儀決標總額 1,150,000元(預估總額

1,200,000元)，所以標餘款總共約 53萬元多。 

2、圖書期刊媒體 5,333,041元，其中期刊 3,300,000元，10月 2日專責

會議討論後，改列學校經費購置金額不變，剩餘款由中.西文圖書金額

調整。 

3、學務及輔導設備剩餘經費，經 10月 2日專責會議討論後，增購自行車

5部，實際合計使用金額 556,500元，超出 20,500元。 

提出增購項目之單位各別說明：資工系、電算中心、護理系 

1、資工系 賴志明主任【詳如附件一之一】： 

(1)購置「對剪機」之具體理由：a.在「影片剪輯」課程之教學上的實

際需要。b.因應產學案的實際需要。c.需單螢幕型工作站等級的電

腦做快速剪輯。 

(2)購置「監看對剪機(雙螢幕)」之具體理由：a.在「影片剪輯」課程

之教學上的實際需要。b.因應產學案的實際需要。c.需工作站等

級、且雙螢幕的電腦讓剪輯師與藝術監督者做快速剪輯、監看、校

正之用。 

(3)購置「軟體-EDIUS6 教育授權版」之具體理由：a.教學之用。b.

可配合高速個人型電腦或筆電進行學習。 

2、電算中心 杜信志主任【詳如附件一之二】： 

(1)購置「一般彩色投影器」之具體理由：此次所編列之五台彩色投影

器，預計汰換一般教室使用年限最久的彩色投影器，其因為燈泡亮

度已不足且已無法以更換燈泡進行改善。因此，擬於此次標餘款中

優先採購進行更換以確保教學品質。 

(2)購置「HUB網路訊號分配器」之具體理由：目前，致美樓現有的 48

埠骨幹交換器已損壞 5埠，此一設備現況已達急需汰換的狀況。因

此，擬以標餘款先行採購進行汰換。 

(3)購置「應用軟體」之具體理由：本校現有網站平台管理系統

SCHOOLPAD已使用 6年之久廠商已不再進行該系統模組擴充，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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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版為 ePage系統使其更加相容未來行動裝置的瀏覽，電算中心為

提供各教學單位對網站管理的需求，擬於本次標餘款中採購新版本

網站管理系統以便讓教學單位能盡速完成網站改版以利明年度招

生宣傳。 

3、護理系 羅淑芬主任【詳如附件一之三】：購置「攝影監控組」之具體

理由：為增進教學品質提升學生技術教學之微觀學習，擬於北階護理

視聽教室設置攝影監控組一組，做為上課時即時錄置，提供內外、身

體評估、兒科、產科等多門技術課程使用，一學年必修授課人數約為

800人次。 

許瑋麟主秘：1、因日前請資工系馮振邦老師詢問大愛台多媒體動畫製作中心經

理，透過大愛台相關設備規格提供，大愛台後續會派專人至校

上課，若資工系此次增購設備有剩餘的經費，是否可購置單槍

投影機? 

2、日後開會若護理系主任請假，請組長或老師來代理發言較為恰

當。 

3、此次護理系欲增購項目為微觀教學相關設備，建議先與教師發

展中心協調，對資源整合上較為完善。 

4、全校數位講桌為電算中心維護，針對使用上及維護上若需汰

換，需特別提出，如觸控筆，可於標餘款時提出。 

主席：1、因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於這學期開始與資工系產學合作並簽約，故資

工系所提三項設備較為迫切需要優先採購，電算中心所提三項依迫切

性將投影機列為優先採購，護理系南北階教室一起規劃，延至明年再

一併編列。 

2、因電算中心此次所提投影機為備用，不頇再增加數量且流明數不變。 

 

決議：增購項目共六項，為資工系三項，電算中心三項，依序編列優先序 A123

至 A128【詳如附件二】，預估增購項目總額約 86 萬元多，所餘 53 萬元多

不足部分由學校經費支應，項目名稱請保管組修正。 

 

提案二 提案單位：保管組 

案由：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單價不足一萬元品項刪除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 101年 8月 28日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及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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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管科會來文訪視報告初稿委員意見，單價不足一萬元之物

品，以經常門物品列管較為合宜。 

2、學輔設備類序號 C002電子樂器設備組，其中四項單價不足一萬元，

擬不以補助款資本門經費申請。 

3、不足一萬元品項表列如下：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財產編號 細部品名 規格及廠牌 單價 數量 小計 

C002 

電子樂器

設備組 

4050303-13 

#65 

麥克風架

子 

落地型附麥克風夾，廠牌

/製造國:台灣 
800  6 4,800  

4050303-25 

#784 
麥克風 

專業收音麥克風，型號：

SM57，廠牌/製造國：

SHURE/台灣 

3,400  5 17,000  

5010105-13 

#121 
腳架 

大譜架，廠牌/製造國:

台灣 
650  6 3,900  

5010403-17 

#4 

吉他綜合

效果器 

型號:ME-25，廠牌/製造

國:boss/台灣 
7,800  2 15,600  

 總 計                                                                41,300  

課外活動組 周嘉琪組長：剩餘經費擬增購爵士鼓 1套及音箱 1個，具體理由：

熱門音樂社辦理活動及社團課程中使用，目前熱音社也有相關設備，但此設備於

96年採購，已使用 5年之久，設備老舊不堪使用，故重新編列【詳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編列優先序 C006 至 C007，【詳如附件四】，項目名稱請保管組

修正。 

 

十、臨時動議： 

人事室 蔡武霖主任：目前適逢各單位撰寫 102年支用計畫書，藉此會議提醒各

單位 102年支用計畫書經常門編列原則： 

1、依據獎勵補助款支用的精神與原則，教學設備非消耗品單價 1萬元以下可

編列於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項』下，教學軟體及電子資料庫訂閱費

可編列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2、獎勵補助款經常門不可用在校內相關費用，例如：出席費、審查費、工作

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 

主席：以上臨時動議所提說明，請人事室 E-MAIL公告全校，請各單位在編列 102

年支用計畫書時特別注意，並請會計室於審查時特別確認。 

十一、散會：下午 16 時 30 分 



附件一

項目 核定金額 核定比例 實際金額 實際比率 差異金額

一 20,796,000     77.99% 20,315,953     77.53% 480,047    

二 5,333,041      20.00% 5,333,041      20.35% -        

三 536,000        2.01% 556,500        2.12% 20,500-     

四 -            -       

合計 26,665,041   100.00% 26,205,494   100.00% 459,547  

說明 1、教學儀器設備，經10月2日專責會議討論後，未結案部分陸續辦理採購，經議價之後，實際合計

     使用金額20,315,953元，尚不足480,047元

2、圖書期刊媒體 5,333,041元，其中期刊3,300,000元，10月2日專責會議討論後，改列學校經費購置

     金額不變，剩餘款由中、西文圖書金額調整

3、學務及輔導設備剩餘經費，經10月2日專責會議討論後，增購腳踏車5部，實際合計使用金額556,500元，

     超出20,500元

其他（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處理設

施等）

101年(100學年下學期.101學年上學期)資本門經費核定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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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10%）

訓輔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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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資工系】 

標餘款購置項目 

101 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標餘款購置項目 

目前資本門餘額約共計《四十萬元》，因已近核銷期限，符合以下所列方可提案： 

1.每一項目總金額不可逾三十萬元（不含）。 

2.每一項目需檢附估價單，交貨期為本校訂貨後三十天以內可以完成。 

3.請於表格下方空白處，敘明每一項目提出增購之理由（請具體說明）。 

4.增購項目表每一欄位未完整填妥者，恕不接受提案。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校務中長程計畫) 

 對剪機 

 

EDIUS ST-990 Workstation  

處理器：8MB 快取記憶體, 
3.4 GHz 處理器; 
主機板：Intel(R) Q67 or 
P67 Express Chipset; 
網路：Intel(R) Gigabit1 
Ethernet LAN 10/100/1000; 
記憶體：8GB DDR3 1333MHz 
SDRAM ;  
顯示卡：ATI or Intel(R) HD 
Graphics 2000;  
系統硬碟：500GB SATA HDD;  
影像硬碟：2000GB SATA HDD;  
螢幕：22”螢幕一顆;  
鍵盤與 USB 光學滑鼠;  
光碟機：16X max DVD+/-RW 
Drive;  
操作系統：Windows 7 64 位
元/剪輯軟體：EDIUS  

1台 87,200  
 

87,200 
 

使用於數位內容企

劃、數位影像處

理、影片剪輯、實

務專題等課程 

資訊工程

系 

符合校務中長程計畫

之「辦學目標及提高

教學品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以及 實

施多樣化教學模式與

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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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校務中長程計畫) 
工作站軟體軟體：  
1. EDIUS 6.0 剪輯軟體 (教
育授權版)  
2. Windows 7 中文專業版  
3. 華康 OpenType127 字型  
4. Mac Drive 軟體  

  

 監看對剪機

(雙螢幕) 

 

EDIUS SPARK Workstation  
(HDMI Output Only)  
系統規格：  
處理器：i7-3770, 8MB快取記憶
體, 3.4 GHz 處理器;  
主機板：Intel® P67 Chipset 
Intel® 2nd Generation Core 
supported, LGA 1155;  
網路系統：Dual LAN ports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記憶體：8GB (4 X 2GB) DDR3;  
顯示卡：ATI FIREPRO V4800 1G 
DDR5 RAM PCIe x 16;  
系統硬碟：500GB SATA HDD;  
影像硬碟：1000GB SATA HDD;  
螢幕：24”螢幕一顆;  
鍵盤與USB光學滑鼠;  
藍光光碟機：BD RW Drive;  
外接傳輸裝置配備：1394A / 外
接傳輸裝置配備：1394B;  
操作系統：Windows 7 64位元作
業系統/剪輯軟體：EDIUS6;  
 
HDSPARK With HDMI 硬體輸出裝
置：  
視訊輸出/入：HDMI 1 埠（不支
援HDCP）;  
Audio Monitoring with HDMI 
LPCM 8-通道;  
Audio Monitoring (2-Ch 

1台 227,000 227,000 使用於數位內容企

劃、數位影像處

理、影片剪輯、實

務專題等課程 

資訊工程

系 

符合校務中長程計畫

之「辦學目標及提高

教學品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以及 實

施多樣化教學模式與

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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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校務中長程計畫) 
Unbalanced Audio);  
剪輯系統：EDIUS教育授權版;  
監看螢幕：NEOVO 23” (HDMI 
input);  
華康字型open type 127;  
Mac drive;  
VisTitle 3D特效與旁白字幕  

 軟體 EDIUS6 教育授權版  

 
10套 12,000 120,000 使用於數位內容企

劃、數位影像處

理、影片剪輯、實

務專題等課程 

資訊工程

系 

符合校務中長程計畫

之「辦學目標及提高

教學品質-擴充教學

設施及環境 以及 實

施多樣化教學模式與

實務課程」 

合   計   434,200    

優先序於專責會議決議後排列。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1. 購置「對剪機」之具體理由：1. 在「影片剪輯」課程之教學上的實際需要，2.因應產學案的實際需要，3.需單螢幕型工作站等級

的電腦做快速剪輯。 

2. 購置「監看對剪機(雙螢幕)」之具體理由：1. 在「影片剪輯」課程之教學上的實際需要，2.因應產學案的實際需要，3.需工作站

等級、且雙螢幕的電腦讓剪輯師與藝術監督者做快速剪輯、監看、校正之用。 

3. 購置「軟體-EDIUS6 教育授權版」之具體理由：1.教學之用，2.可配合高速個人型電腦或筆電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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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電算中心】 

標餘款購置項目 

101 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標餘款購置項目 

目前資本門餘額約共計《四十萬元》，因已近核銷期限，符合以下所列方可提案： 

1.每一項目總金額不可逾三十萬元（不含）。 

2.每一項目需檢附估價單，交貨期為本校訂貨後三十天以內可以完成。 

3.請於表格下方空白處，敘明每一項目提出增購之理由（請具體說明）。 

4.增購項目表每一欄位未完整填妥者，恕不接受提案。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校務中長程計畫) 

 一般彩色投影

器 

3500ANSI 流明(含)以上 5台 25,000 125,000 汰換一般教室進貨

日期為96年9月前投

影效果不彰之投影

機。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擴充教

學設施及環境 

 HUB 網路訊號

分配器 

Lucent 

OmniSwitch6400-48規格

以上之交換器 

1套 110,000 110,000 汰換宿舍三使用年

限已過之骨幹交換

器 

學務處宿

舍服務股-

致美樓 

提高教學品質-擴充教

學設施及環境 

 應用軟體 EPAGE 學術 WEB 應用整合

系統多網版 10U 

1套 200,000 200,000 升級各系所教學網

站管理平台系統，支

援行動設備瀏覽需

求。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推動辦學目標與使命-

提高本校知名度 

提高教學品質-擴充教

學設施及環境 

合   計   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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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一般彩色投影器： 

  此次所編列之五台彩色投影器，預計汰換一般教室使用年限最久的彩色投影器，其因為燈泡亮度已不足且已無法以更換燈泡

 進行改善。因此，擬於此次標餘款中優先採購進行更換以確保教學品質。 

2. HUB 網路訊號分配器(骨幹交換器)： 

  目前，致美樓現有的 48埠骨幹交換器已損壞 5埠，此一設備現況已達急需汰換的狀況。因此，擬以標餘款先行採購進行汰換。 

3. 應用軟體 

本校現有網站平台管理系統 SCHOOLPAD 已使用 6 年之久廠商已不再進行該系統模組擴充，並且更版為 ePage 系統使其更加相

容未來行動裝置的瀏覽，電算中心為提供各教學單位對網站管理的需求，擬於本次標餘款中採購新版本網站管理系統以便讓教學

單位能盡速完成網站改版以利明年度招生宣傳。 

 

 

優先序於專責會議決議後排列。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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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三 

【護理系】 

標餘款購置項目 

101 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標餘款購置項目 

目前資本門餘額約共計《四十萬元》，因已近核銷期限，符合以下所列方可提案： 

1.每一項目總金額不可逾三十萬元（不含）。 

2.每一項目需檢附估價單，交貨期為本校訂貨後三十天以內可以完成。 

3.請於表格下方空白處，敘明每一項目提出增購之理由（請具體說明）。 

4.增購項目表每一欄位未完整填妥者，恕不接受提案。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校務中長程計畫) 

 攝影監控組 1. AVP全自動教學錄影伺服

器1組 

2. 超高解析球型攝影機1組 

3. CMG自動辨識攝影機1組 

4. 影音多媒體自動攝錄系統

1組 

5. 無線麥克風組1組 

6. 42吋液晶電視含吊架2組 

7. 施工建置及教育訓練 

1組 230,000 230,000 安裝北階梯護理教

室,上課可同步追蹤

老師,並同時出現在

螢幕上。 

護理系 提昇學術研究品質-購

置教學設備.提升教學

硬體品質 

合   計   230,000    

增購說明：為增進教學品質提升學生技術教學之微觀學習，擬於北階護理視聽教室設置攝影監控組一組，做為上

課時即時錄置，提供內外、身體評估、兒科、產科等多門技術課程使用，一學年必修授課人數約為 800人次。 

優先序於專責會議決議後排列。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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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1.10.26 專責小組會議決議】 

 

標餘款購置項目 

101 年度資本門經費教學設備需求標餘款購置項目 

目前資本門餘額約共計《四十萬元》，因已近核銷期限，符合以下所列方可提案： 

1.每一項目總金額不可逾三十萬元（不含）。 

2.每一項目需檢附估價單，交貨期為本校訂貨後三十天以內可以完成。 

3.請於表格下方空白處，敘明每一項目提出增購之理由（請具體說明）。 

4.增購項目表每一欄位未完整填妥者，恕不接受提案。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

認後修正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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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3 對剪機 

【剪接機】 

處理器：8MB快取記憶體
(含)以上,3.4GHz 處理器
(含)以上; 
主機板：Intel(R) Q67 or 
P67 Express Chipset(含)
以上; 
記憶體：8GB DDR3 1333MHz 
SDRAM(含)以上;  
顯示卡：ATI or Intel(R) HD 
Graphics 2000(含)以上;  
系統硬碟：500GB SATA 
HDD(含)以上;  
影像硬碟：2000GB SATA 
HDD(含)以上;  

1  台 87,200  
 

87,200 
 

使用於數位

內容企劃、數

位影像處

理、影片剪

輯、實務專題

等課程 

資訊工程

系 

符合校務中長

程計畫之「辦

學目標及提高

教學品質-擴

充教學設施及

環境 以及 實

施多樣化教學

模式與實務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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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

認後修正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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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22”(含)以上;  
鍵盤與 USB光學滑鼠;  
光碟機：16X max DVD+/-RW 
Drive;  

  

A124 監看對剪機 

(雙螢幕) 

【電腦伺服

器】 

系統規格：  
處理器：i7-3770(含)以上, 8MB
快取記憶體(含)以上, 3.4 GHz 
處理器(含)以上;  
主機板：Intel® P67 Chipset 
Intel® 2nd Generation Core 
supported, LGA 1155(含)以上;  
網路系統：Dual LAN ports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記憶體：8GB (4 X 2GB) DDR3(含)
以上;  
顯示卡：ATI FIREPRO V4800 1G 
DDR5 RAM PCIe x 16(含)以上;  
系統硬碟：500GB SATA HDD(含)
以上;  
影像硬碟：1000GB SATA HDD(含)
以上;  
螢幕：24” (含)以上;  
鍵盤與USB光學滑鼠;  
藍光光碟機：BD RW Drive;  
 

1  台 227,000 227,000 使用於數位

內容企劃、數

位影像處

理、影片剪

輯、實務專題

等課程 

資訊工程

系 

符合校務中長

程計畫之「辦

學目標及提高

教學品質-擴

充教學設施及

環境 以及 實

施多樣化教學

模式與實務課

程」 

 

A125 軟體 

【套裝軟體】 

EDIUS6 教育授權版(含)以上 

 

10  套 12,000 120,000 使用於數位

內容企劃、數

位影像處

理、影片剪

輯、實務專題

資訊工程

系 

符合校務中長

程計畫之「辦

學目標及提高

教學品質-擴

充教學設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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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

認後修正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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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課程 環境 以及 實

施多樣化教學

模式與實務課

程」 

A126 一般彩色投

影器 

【彩色投影

器】 

3500ANSI 流明(含)以上 5  台 25000 125,000 汰換一般教

室進貨日期

為96年9月前

投影效果不

彰之投影機。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127 

 

HUB 網路訊

號分配器 

Lucent OmniSwitch6400-48規格

以上之交換器 

1  台 110,000 110,000 汰換宿舍三

使用年限已

過之骨幹交

換器 

學務處宿

舍服務股-

致美樓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128 應用軟體 EPAGE 學術 WEB 應用整合系統多

網版 10U 

1  套 200,000 200,000 升級各系所

教學網站管

理 平 台 系

統，支援行動

設備瀏覽需

求。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推動辦學目標

與使命 -提高

本校知名度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合   計    86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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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課外活動組】 

標餘款購置項目 

101 年度資本門需求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標餘款購置項目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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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鼓 F-603 1 套 27,500 27,500 學生社團熱

門音樂社辦

理活動及社

課練習使用 

課外活動指

導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課

外活動輔導

與休閒活動

場館及設施 

 

 音箱（bass） Eden N120s 1 顆 21,000 21,000 學生社團熱

門音樂社辦

理活動及社

課練習使用 

課外活動指

導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課

外活動輔導

與休閒活動

場館及設施 

 

合 計 
 

48,500 
    

 

優先序於專責會議決議後排列 

申請原因~ 

以上項目為熱門音樂社辦理活動及社團課程中使用，目前熱音社也有相關設備，但此設備於 96年採購，已使用 5年之久，設備老舊不

堪使用，故重新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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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1.10.26 專責小組會議決議】 

標餘款購置項目 

101 年度資本門需求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標餘款購置項目 

資本門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保管組確認後修

正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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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6 爵士鼓 

【鼓】 

1、小鼓*1個→14"x5.5"(含)以上 

2、大鼓*1個→22"x16"(含)以上 

3、中音鼓*2 種尺寸各 1 個→

12"x9"、13"x10"(含)以上 

4、落地鼓*1個→16"x16"含)以上 

5、４支鈸架 

 

或同等品 

1 套 27,500 27,500 學生社團熱

門音樂社辦

理活動及社

課練習使用 

課外活動指

導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強

化學生課外活

動輔導與休閒

活動場館及設

施 

 

C007 音箱（bass） 

【音箱】 
120瓦 BASS低音喇叭音箱(含)以

上 

 

或同等品 

1 個 21,000 21,000 學生社團熱

門音樂社辦

理活動及社

課練習使用 

課外活動指

導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強

化學生課外活

動輔導與休閒

活動場館及設

施 

 

合 計 
 

4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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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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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第一會議室  

時間：101 年 11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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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2:30 

二、地  點：本校三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  席：蔡宗宏教務長                             記 錄：劉書妤 

四、出席人員：牛江山、魏子昆、林祝君、蔡武霖、李長泰、羅淑芬、吳善全 

藍毓莉、賴志明、陳皇曄、彭少貞、謝易達、杜信志、謝宜伶 

魏  鑫、彭進興、謝依蓓、林珍如、葉婉榆、林威廷 

五、列席人員：陳紹明 

六、請假人員：羅文瑞(出差)、許瑋麟(請假)、蔡長書(出差)、梁巧燕(出差) 

鄭淑貞(產假)、張紀萍(帶實習) 

七、主席報告：今天暫代校長的職務，若各單位有任何問題，不妨會後跟總務及會

計協調之後，報請校長裁示，對於重大的裁示還是交給校長，接下

來請各組工作報告。 

八、工作報告： 

（一）、今天會議主要是提案討論 102年度支用計畫資本門圖儀設備以及經常門支

用項目、金額及比例，依據今天審查及決議完成計畫書於 11月 30日以前

函報教育部。 

（二）、本校前一年（101年度）支用計畫書教育部的審查意見及本校提列的改進

說明如【附件一】，計畫填寫期間已 mail給各單位參閱並請確實改進，感

恩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各所系科、圖書館、電算中心、通識中心、

教發中心、會計室、人事室及課外活動組提供 102年度支用計畫內容，文

字部分已彙整完畢，如之前 e-mail所發，請教務長協助審閱中，並請各

單位如需增刪或修改，請於明天下班前將文字部分之電子檔以其他顏色標

示後回覆採購組。 

採購組組長魏  鑫：關於工作報告第二點附件一部分，為去年報部的 101年度獎

補助支用計畫書審查委員們所建議的改進事項，於今年年初

時已請各相關執行單位回覆改進說明，承如總務長剛才報告

的，務必請各單位依照所回覆的改進說明確實改進，以下列

舉兩點，關於附件一第一點【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未盡明

確，如能清楚呈現於相關資料中，將更有助於了解學校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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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之具體依據】，這部分要麻煩此次(102年度)獎補助

支用計畫經常門及資本門提案單位，務必提供經費分配的原

則；第三點【經查…(略)，惟經常門及資本門各「細項」經

費編列及比例似未作成決議…】，亦請經常門及資本門兩個提

案單位詳列細項經費比例。 

（三）、計畫書附表一至十，係依據今天會議決議之項目、金額及比例，請各單位

於 11月 19日（下週一）以前至會計室教補管理系統輸入完畢，採購組據

此將所有內容匯出，並進行計畫書的彙整，在此提醒各單位請協助並注意

事項： 

1、支用計畫內容必頇符合及對應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並經系所務

相關會議審議通過。 

2、請各單位輸入資料時務必於欄位中敘明對應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之計畫目標、計畫項目、執行重點及預期成效。 

3、資本門相同之品項及規格，所編列之預估金額也要相同，資訊相關設

備請先經電算中心評估。 

4、圖儀設備之『規格』及『用途說明』之欄位，請務必完整詳實，配合

會計室作業，預算系統關閉後各單位不得再更改，因此請各單位務必

於下週一以前輸入完畢。 

（四）、101年度資本門教學圖儀設備採購進度：（資料統計至 101 年 11 月 09日） 

現況 教學儀器設備 圖書自動化 學輔相關設備 

申請中 0 0       0 

經辦中      6（註 1） 0       2（註 6） 

呈核中      3（註 2） 0 0 

待進貨      11（註 3） 0      1（註 7） 

待驗收      3（註 4） 0 0 

已結案 91      5（註 5） 4 

總計 114 5 7 

教學儀器設備 

註 1：經辦中－(1)優先序 A123對剪機 1台，資工系，預計 12月 05日進

貨。 

(2)優先序 A124監看對剪機(雙螢幕)1台，資工系，預計

12月 05日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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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優先序 A125軟體 10套，資工系，預計 12月 05日進貨。 

(4)優先序 A126一般彩色投影器 5台，電算中心，預計 12

月 10日進貨。 

(5)優先序 A127HUB網路訊號分配器 1台，電算中心，預計

12月 20日進貨。 

(6)優先序 A128應用軟體，電算中心，預計 12月 05日進

貨。 

註 2：呈核中－(1)優先序 A100平板電腦 6套，資工系，預計 11月 30日

進貨。 

(2)優先序 A121採血及靜脈注射練習模型 5組，護理系，

預計 12月 15日進貨。 

(3)優先序 A122攜帶型胎心音監測儀 10組，護理系，預計

12月 15日進貨。 

註 3：待進貨－(1)優先序 A019超音波掃描儀 1台，醫放系，預計 11月

30日進貨。 

(2)優先序 A020光譜分析儀 1台，醫放系，預計 12月 15

日進貨。 

(3)優先序 A032二氧化碳培養箱 1台，研發處，預計 11月

15日進貨。 

(4)優先序 A081線圈中磁場 1組，醫放系，預計 11月 20

日進貨。 

(5)優先序 A082電子天秤 1台，醫放系，預計 12月 17日

進貨。 

(6)優先序 A083光學干涉繞射儀 1組，醫放系，預計 11月

20日進貨。 

(7)優先序 A090大體冷凍櫃 1台，通識中心，預計 12月 20

日進貨。 

(8)優先序 A117光譜分析儀 1台，研發處(醫放系)，預計

12月 15日進貨。 

(9)優先序 A118奈米粒徑分析儀 1台，研發處(醫放系)，

預計 12月 20日進貨。 

(10)優先序 A119紫外線可見光分光光譜儀 1組，研發處(醫

放系)，預計 12月 07日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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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優先序 A120肌力測量分析儀 1組，護理系，預計 12

月 11日進貨。 

註 4：待驗收－(1)優先序 A077視訊會議系統 1台，醫管系，預計 11月 11

日驗收。 

(2)優先序 A088數位白板 2台，會資系，預計 11月 13日

驗收。 

(3)優先序 A107平板電腦 6台，資工系，預計 11月 12日

驗收。 

圖書自動化 

註 5：圖書館自動化 5件為中、外文期刊 2案，線上資料庫 3案，另中、

外文圖書及視聽資料以簽訂年度合約的方式，由圖書館依程序自辦

採購。 

學輔相關設備 

註 6：經辦中－(1)優先序 C006爵士鼓 1套，課指組，預計 11月 30日進

貨。 

(2)優先序 C007音箱 1個，課指組，預計 11月 30日進貨。 

註 7：待進貨－(1)優先序 C005腳踏車 5台，課指組，預計 11月 21日進

貨。 

 

（五）、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形報告：（資料統計至 101 年 11 月 10

日） 

1、獎助教師研究經費$4,310,000元，已經執行$3,007,971元，執行比例

69.79％。(研發處) 

2、獎助教師研習經費$1,430,000元，已經執行$1,114,883元，執行比例

99.96％。(研發處) 

3、獎助教師進修經費$3,600,000元，已經執行$3,766,390元，執行比例

104.62％。(人事室) 

4、獎助教師著作經費$1,300,000元，已經執行$1,074,000元，執行比例

83.62％。(研發處) 

5、獎助教師升等經費$200,000元，已經執行$175,466元，執行比例 87.73

％。(人事室) 

6、獎助教師改進教學經費$100,000元，尚未執行，執行比例 0％。(教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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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172,875元，已經執行$169,002元，執行比

例 97.76％。(人事室) 

8、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315,000元，尚未執行，執行比例 0.00％。(學

務處) 

9、經常門編列$11,427,875元，已經執行$9,307,712元，執行比例 81.45

％。 

（六）、今年 08月 28日本校配合『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 100年度執行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評計畫』接受實地訪視，依據 101年 11月 05日

來文（文號：1010008162）之訪評報告參處改進事項，請各相關執行單位

提出檢討改進說明如【附件二】。 

採購組組長魏  鑫：關於工作報告第六點附件二部分，今年 08月 28日實地訪視

報告的改進說明係依各相關執行單位回覆進行彙整，請各單

位務必依所列之改進事項，確實檢討改進，這樣於會議中提

出討論才有意義。對於訪視的作業時程約略跟各位報告一

下，大家看到自評表的審查意見為 100年度，現在執行的是

101年度，今年訪視是審查去年(100年度)執行完畢的，所以

101年度支用計畫(目前執行中的)於今年 12月核銷之後，明

年 2月將執行的資料上傳完畢，3月會進行自評作業，所以

對於每年委員所提建議事項都要確實改進，約 6~7月審查結

果就會出來，若需進行實地訪視約在 8~9月，所以這次會議

中特別列印紙本以方便大家參閱，亦做為執行獎勵補助款改

進的依據。 

主席：關於附件二第壹部分第八項，保管組回覆改進說明的內容對內及對外的主

詞請區分；第貳部分第三項第二點及第四項請出版組程君颙組長補充說明。 

出版組程君颙組長：1、第貳部分第三項第二點回覆：按依〈教育部補助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民國 85 年 11 月 

27 日修正)「七、各補助計畫經費經本部核定撥付後，應

按規定核實支用，不得挪移墊用，並不得有消化預算情

事。因執行計畫而產生之收入，應於計畫結束時併同賸餘

款繳還本部。」校內原訂辦法將於十二月出版品編審委員

會議召開時予以修正。 

2、第貳部分第四項回覆：出版組於 101年 02月 14日修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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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品編審委員會組織規程〉，委員包含校內各教學單位推

薦，以及校外遴聘之學者擔任，業經公告後實施。 

研發處林祝君研發長：第貳部分第四項是否也請人事室主任回覆改進說明。 

人事室蔡武霖主任：第貳部分第四項回覆：為使教師權益分配公平，獎勵教師進

修部分，修訂辦法，制定上限規定。 

主席：102年度支用計畫書新增「新生來源分析」部分，請各系參照醫管系撰寫的

內容做修正；「師資結構說明」部分，請各系參照護理系撰寫的內容做修正，

「改善教學」請各系參照醫管系撰寫的內容做修正，請各系所寫的內容包

含通識教育中心師資，通識教育中心不另外單獨寫，請各系於明天中午以

前完成；接下來提案討論。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2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資本門教學圖儀設備，提請討論。 

說明：1、101年度獎補助款在 100年 11月 29日報部預計金額為$45,000,000元

(資本門$31,500,000元、經常門$13,500,000元)，在 101年 01月 20

日核定金額為$38,092,916元(資本門$26,665,041元、經常門

$11,427,875元)。 

2、102年度預計報部總金額$55,000,000元，依據「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資本門預計編列$38,500,000元，

教學設備$33,002,000元(比例約 85.72%)，圖書自動化$4,728,000(比

例約 12.28%)，學輔相關設備$770,000(比例約 2.00%)，以及各教學單

位之細項比例，如【附件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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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點第(四)項刪除-課務組手拉螢幕單價未滿 1萬元、註冊組基本資

料庫系統 1式及衛保組碎紙機 1台為行政業務用，護理系研究大樓印

表機 2台，影印機 1台教師共用。 

保管組謝宜伶組長：依今年 08月 28日實地訪視委員的建議，資本門教學設備之

細項中如設備配件之血壓計、血糖機等單價未滿 1萬元且可

單獨使用不列於資本門項下，請各單位特別注意。 

主席：經與會計室李長泰主任瞭解，往年本校函報計畫書總金額與核定總金額之

落差，此次(102年度)提案報部總額$55,000,000下修為$45,000,000來提

報計畫，因「會資系」及「資工系」於日前順利更名為「行銷物流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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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科技與管理系」，故教學相關設備之需求也會因更改系名而有所調

整，所以除了這兩個系不做下修之調整外，其餘各系所請按分配原則比例

下修，接下來請預算編列各單位分別提出說明。 

討論過程： 

1、護理系羅淑芬主任：依據 101年 11月 01日組長會議通過初步經費審核，於

101年 11月 09日經由系務會議審閱 102學年度上學期所需採購的項目，並

於會議中說明編列的項目為配合本系的發展及增班的需求，目前所提資本門

設備 101下共計 19項，102上設備共計 11項。 

(1)101下學期-序號 1高階能量測量儀原金額$315,000，下修至$284,000；

序號 2老人跌倒評估系統原金額$250,000，下修至$225,000；序號 3肌

力量測儀原金額$88,000，下修至$80,000；序號 4居家睡眠監測儀 3組

原金額$108,000，下修至$98,000；序號 5皮內注射模型 4組原金額

$240,000，下修至$216,000；序號 6Cvp及 Port-A護理教學模型 4組原

金額$260,000，下修至$234,000；序號 7成人插管模型 8組原金額

$1,188,000，下修至$1,070,000；序號 8採血及靜脈注射練習模型 7組

原金額$336,000，下修至$303,000；序號 9居家式資料傳輸器組 6組

$288,000刪除，序號 10行動居家訪視照護組 6組$240,000刪除；序號

11拉法葉肌力測量器 2組原金額$120,000，下修至$108,000；序號 12

褥瘡護理模型 4組原金額$260,000，下修至$234,000；序號 13輸血加溫

器 3組原金額$114,000，下修至$103,000；序號 14床墊原金額$88,000，

下修至$79,000；序號 16子宮內胎兒模型 2組原金額$594,000，下修至

$535,000；序號 17孕婦體驗組 5組原金額$143,000，下修至$129,000；

序號 19經絡儀原金額$35,000，下修至$32,000。 

(2)102上學期-序號 2手提式電腦 2組原金額$58,000，調整為$64,000；序

號 4護理影像系統 2套原金額$476,000，下修至$429,000；序號 5身體

評估訓練模型 2組原金額$2,339,000，調整為 1組，金額$1,053,000；

序號 6周邊血管注射實境模擬訓練系統組原金額$900,000，下修至

$810,000；序號 7臨床護理資訊整合病患安全識別系統原金額

$980,000，下修為$882,000；序號 8沐浴娃娃模型 10組原金額$380,000，

調整為 5組，金額$171,000；序號 9攝影監控組 4組原金額$920,000，

下修至$828,000；序號 10數位攝影機 10組原金額$269,000，調整為 5

組，金額$122,000；序號 11電子公告欄 2組$152,000刪除。 

會計室李長泰主任：建議各系規格及金額由電算中心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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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杜信志主任：(1)關於護理系所編序號 2手提式電腦單價$28,900，

規格 i7等級，依照電算中心公告此等級的電腦，單價約為 4萬多元，若依

照護理系所編金額，恐怕買不到此等級的電腦。(2)電算中心在網頁上都有

統一公告電腦規格及價格，建議各系可依照此公告編列。(3)依據訪視委員

建議，電算中心除了公告低、中、高階之外，CPU、記憶體等規格皆有詳列，

請各單位編列時詳述規格。 

護理系羅淑芬主任：對於電算中心杜信志主任所提問題回覆，此次編列電腦

部分雖然未參照電算中心所公告的規格及等級，但是護理系在編列設備之

前，皆有請廠商提供報價單及規格說明。 

電算中心杜信志主任：個人電腦規格較為複雜，有些沒有品牌或故障率偏

高，建議各系還是依照電算中心所公告的規格及單價編列。 

主席：(1)電腦規格編列部分還是需要統一，請電算中心杜信志主任於會後

協助審閱，並請各單位進行修正。(2)護理系 101下學期所提設備序號 18

多功能鋁合金可調式美容床及序號 19經絡儀的規格請於會後補充。 

2、醫管系藍毓莉主任：依據 101年 11月 07日系務會議通過，所提資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6項，102上設備共計 6項。 

(1)101下學期-序號 2居家式資料傳輸器 4組$192,000刪除；序號 3行動居

家訪視照護 4組$160,000刪除；序號 4手提式電腦 2台原金額$80,000，

下修至$64,000；序號 5無線射頻 2組原金額$96,000，下修至$87,000；

序號 6應用軟體原金額$300,000，下修至$270,000。 

(2)102上學期-序號 1套裝軟體$395,000編列於經常門其他項下；序號 2UPS

不斷電系統原金額$55,000，下修至$50,000；序號 4學術網路主機原金

額$179,000，下修至$161,000；序號 5個人電腦 45台原金額 1,080,000，

調整為 20台，金額$560,000元；序號 6監視器原金額$38,000，下修至

$34,000。 

主席：規格欄亂碼及用途說明欄錯別字請修正。 

3、醫放系/所林威廷老師：依據 101年 11月 12日臨時系所務會議通過，所提

資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3項，102上設備共計 11項。 

(1)101下學期-序號 1影像處理軟體原金額$320,000，下修至$288,000；序

號 3訊號控制器原金額$495,000，下修至$446,000。 

(2)102上學期-序號 1腕式生理監測系統 3台原金額$330,000，調整為 2台，

金額$200,000；序號 2離心濃縮系統原金額$350,000，下修至$315,000；

序號 3普朗克常數測定實驗 2組原金額$276,000，調整為 1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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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序號 5單口牙 X光機原金額$220,000，下修至$198,000；序

號 6全口牙 X光機原金額$820,000，下修至$738,000；序號 7超音波骨

質密度儀原金額$580,000，下修至$522,000；序號 8奈米材料純化離心

機原金額$250,000，下修至$225,000；序號 9超音波心臟軟體及探頭 2

套$900,000刪除；序號 10酵素免疫分析儀原金額$560,000，下修至

$504,000。 

4、會資系陳皇曄主任：依據 101年 10月 18日系務會議通過，所提資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0項，102上設備共計 3項，感謝主席的裁示，102下學期原編 3

項設備，經開會前再次訪價，需做調整。 

(1)101下學期-擬不做調整。 

(2)102上學期-序號 1會議麥克風系統原金額$270,000，下修至$243,000；

序號 2平板電腦 10部原金額$299,000，經與電算中心杜信志主任確認

windows8作業系統需調整為$395,000；序號 3個人電腦 4台同前述原金

額$96,000，需調整為$112,000；因系更名，擬增加編列商業智慧軟體 1

套金額$414,000及 POS軟體系統 5組金額$220,000。 

主席：在不影響各系比例的情況下，同意增加商業智慧軟體 1套及 POS軟體

系統 5組。 

5、資工系賴志明主任：依據 101年 11月 13日系務會議通過，所提資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1項，102上設備共計 6項。 

(1)101下學期-序號 1個人電腦 51套原金額$1,964,000，調整為 27套，金

額$756,000。 

(2)102上學期-序號 1電子書書架軟體原金額$255,000，下修至$230,000；

序號 2套裝軟體 51套原金額$893,000，下修至$804,000；序號 3學術伺

服器原金額$250,000，下修至$225,000；序號 4學術伺服器原金額

$60,000，調整為$104,000；序號 5平板電腦 5台原金額$198,000，調整

為 10台，金額$395,000；序號 6平板電腦 5台原金額$105,000，數量

10台，金額$210,000。 

6、教務處課務組：主席表示光學閱讀機經與電算中心杜信志主任確認後，原金

額$350,000表示可下修至$315,000。 

7、教發中心陳皇曄主任：依據 09月 26日教學卓越計畫工作協調會討論及 101

年 10月 30日校園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所提資本門設備 101 下共計 0 項，

102上設備共計 2項。 

(1)101下學期-擬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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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上學期-序號 1多視埠影音錄製系統原金額$724,000，下修至

$651,000；序號 2測驗問答即時回饋 IRS系統原金額$147,000，下修至

$133,000。 

8、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牛江山學務長：依據 101年 10月 25日組內討論，所提資

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0項，102上設備共計 8項。 

(1)101下學期-擬不做調整。 

(2)102上學期-序號 1全自動身高體重計原金額$68,000，下修至$62,000；

序號 2電子血壓計原金額$59,000，下修至$54,000；序號 3桌上型電子

血壓計 3台$33,000刪除；序號 6中階筆記型電腦 2台原金額$64,000，

下修至$46,000。 

9、學務處體育組牛江山學務長：依據 101年 11月 08日組務會議討論，所提資

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0項，102上設備共計 3項。 

(1)101下學期-擬不做調整。 

(2)102上學期-序號 1台排球發球機原金額$69,000下修至$63,000；序號 2

電子數字計時器 1式$143,000刪除；序號 3專業震動訓練機原金額

$180,000，下修至$162,000。 

10、電算中心杜信志主任：依據 101年 11月 05日電算中心內部會議通過，所

提資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4項，102上設備共計 20項。 

(1)101下學期-序號 1學術網路主機原金額$287,000，下修至$259,000；序

號 2網路儲存設備原金額$270,000，下修至$243,000；序號 3系統軟體

原金額$177,000，下修至$160,000；序號 4系統軟體 MS SQL server原

金額$90,000，下修至$81,000。 

(2)102上學期-序號 1觸控螢幕 20台原金額$300,000，下修至$270,000；

序號 2攝影機 2台原金額$286,000，下修至$258,000；序號 3錄影雲台

腳架套組 2組原金額$52,000，下修至$47,000；序號 4定向滑輪座原金

額$27,000，下修至$24,000；序號 5可調阻尼滑軌原金額$29,000，下修

至$26,000；序號 6麥克風原金額$33,000，下修至$29,000；序號 7冷光

燈組 2組$24,000刪除；序號 8監聽喇叭$19,000刪除；序號 9混音器 1

組$14,000刪除；序號 10監視器原金額$27,000，下修至$25,000；序號

11套裝軟體原金額$200,000，下修至$180,000；序號 12硬式磁碟機原

金額$58,000下修至$53,000；序號 13個人電腦 61台原金額

$1,464,000，下修至$1,708,000；序號 14E控主機 3台$54,000刪除；

序號 15應用軟體原金額$130,000，下修至$117,000；序號 16專業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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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15,000刪除；序號 17HUB 網路訊號分配器 16台原金額$248,000

下修至$224,000；序號 18印表機 2台$94,000刪除，序號 19應用軟體 1

套$295,000刪除，序號 20HUB 網路訊號分配器 1台$123,000刪除。 

11、通識中心楊翼風老師：依據 101年 11月 09日通識教學研究會議通過，所

提資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1項，102上設備共計 8項。這次編列原則主要

來自語言教學中心，因此所購置的油漆式速記法教學軟體，為配合提倡學

生英檢證照的能力，擬不刪減該項目，僅調整授權人數及單項金額之修正。

教師所提部份僅 101下學期光觸媒空氣循環機以及 102上學期冷氣機兩

項，因大體解剖教室會排放有毒氣體，故無法刪除，另冷氣機也已不堪使

用，如要刪除，可否編入明年校內預算支應?另因每學期需要讀卡的機率非

常多，全校僅課務組有一台讀卡機，擬增列讀卡機。 

(1)101下學期-序號 1光觸媒空氣循環機原金額$595,000，下修至$536,000。 

(2)102上學期-序號 1至序號 6油漆式速記法軟體共 6種，原每套金額

$140,000，全部下修為每套$80,000；序號 7微量盤分光光譜儀原金額

$480,000，下修至$432,000；序號 8冷氣機 6台$310,000刪除。 

教發中心陳皇曄主任：課務組已編列讀卡機，歡迎各單位共同使用，請不

需再重複編列。 

會計室李長泰主任：冷氣機 6台請編列學校經費。 

12、課外活動組周嘉琪組長：依據 101年 09月 12日第一次社團指導老師暨社

團協會會議討論，所提資本門設備 101下共計 0項，102上設備共計 8 項。 

(1)101下學期-擬不做調整。 

(2)102上學期-序號 2中階筆記型電腦 2台原金額$65,000，下修至

$46,000；序號 7活動式音響組 3組原金額$321,000，調整為 2組，金額

$200,000。 

13、圖書館謝易達主任：電子期刊$1,000,000元、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70,000

元改編列學校經費，中階筆記型電腦金額下修為$23,000元。 

會計室李長泰主任：(1)依比例圖書館至少達資本門總額百分之十，所以上

列兩項改編列學校經費，金額共計$1,070,000元還是用於充實圖書。(2)以

上各系經增刪項目及調整金額後，總金額為$31,185,000，預計報部

$31,500,000，尚不足$315,000，擬增列中西文圖書及視聽資料。 

 

決議：1、資本門總金額$31,500,000元，依各單位討論過程所提報之增刪項目

及調整金額，修正細項比例，編列優先序，由保管組確認項目名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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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並據此彙整 102年度支用計畫書。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編列 102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預算，提請討論。 

說明：102年度預計報部總金額$13,50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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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經費本校 102年度校務發

展願景及中長程計畫執行需求項目及金額如下說明，各細項比例如【附件

四】。 

1、獎助教師研究計畫預估金額$2,920,000元。 

2、獎助教師研習預估金額$1,040,000元。 

3、獎助教師著作論文成果預估金額$1,290,000元。 

4、教師升等送審預估金額$180,000元。 

5、獎助教師進修預估金額$2,900,000元。 

6、改進教學相關事項預估金額$590,000元。 

7、編纂教材預估金額$300,000元。 

8、製作教具預估金額$100,000元。 

9、行政人員進修研習預估金額$160,000元。 

10、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預估金額$495,000元。 

11、教學軟體預估金額$800,000元。 

12、電子資料庫預估金額$2,725,000元。 

討論過程： 

1、護理系羅淑芬主任：過去十幾年來學校大力支持教師出國取得學位，目前此

階段的任務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是否有可能從校級來作為「教師發展第二專

長經費」的編列?如此一來，學校的教師更有優勢與業界談產學合作。 

主席：請人事室蔡武霖主任說明。 

人事室蔡武霖主任：在我們學校的辦法之中是有此項目的，只是過去較著重

於進修部分，其實本校內規已清楚明訂「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所

提專題研究部分，請各位參考相關規定。研究在一年以下即可支用相關的經

費，將此經費編列至教師進修部分。 

護理系羅淑芬主任：人事室蔡武霖主任所提的「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

究」辦法較著重於研究，剛才所提的第二專長指的是教師至國外或其他單位

取得相關證照所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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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1)依照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支用原則，此項需再查詢相關法規，請於

會後向校長及主秘研議。(2)目前較為緊急的部分為行銷物流管理系短訓的

課程，請教發中心陳皇曄主任會後與會資系吳善全主任將相關新系進修課程

以專案方式向校長請示。 

2、護理系羅淑芬主任：日前到志業體做產學討論的時候，志業體建議雙師制度

包括臨床帶實習部分是否可編列於經常門項下? 

主席：(1)關於業師部分參照本校所通過的辦法，且要遵守訂定的準則。(2)

因各系皆有相同的需求，請人事室蔡武霖主任於會後向校長及主秘確認執行

的可行性。(3)因業師實質上採雙師教學，所以教學時任課教師務必在現場。 

人事室蔡武霖主任：(1)雙師教學部分可另外討論。(2)「教職員工在職進修

暨專題研究」辦法明訂國內外研習或與本身業務相關的技術或管理知識皆符

合此項目的支用原則，雖未敘明第二專長，但是是合乎原規定的。 

3、會計室李長泰主任：獎勵補助款第一期獎勵金於今年年底可完全核銷完成，

第二期獎勵金已辦展延。 

 

決議：102年度經常門編列項目、金額及比例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 17 時 0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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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1 年度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 

(101)管科發字第 2030030號函（101年 1月 31日） 

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 委員A 

1.獎勵補助經費分配原則未盡明確，如

能清楚呈現於相關資料中，將更有助

於瞭解學校各項經費編列之具體依

據。 

 

 

 

 

2.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5 條規定「委員任期為1 年（每年10 

月1 日起至次年9 月30 日止）」，

與獎勵補助經費執行時程似無法配

合，宜酌加留意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

序，避免產生球員兼裁判之情形。 

 

 

 

 

3.經查 100.11.8 專責小組會議紀

錄，已針對101 年度擬提報之支用計

畫書進行討論，惟經常門、資本門各

「細項」經費編列及比例似未作成決

議，僅作大項分配，再由「各單位於

11 月15 日前至會計室教補管理系

統輸入或修改」，而對修改後之內容

未見後續相關討論，似與「教育部獎

 

1.各單位分別依據例行年度教學需求，專

案活動等原則規劃提出經費需求，經所

系(處)務會議討論通過，由會計室彙總

後，依「學校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規

定分配設備經費，再送專責小組審議討

論，通過後作成會議記錄並另撰計畫書

函報教育部。【會計室】 

 

2.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二條規定「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

人，依本規程之規定遴選之。(校長、

總務長、會計主任、總務處人員及教育

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成員不入選，如有

必要時得列席說明)」。故相關主管及專

責小組成員已列入不入選經費稽核委

員人員，應可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

【秘書室】 

 

3.依委員建議改善，爾後專責小組會議紀

錄詳列會議中所討論之細項及比例。

【總務處、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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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核配及申請要點」第10 點第(1)項第

2 款所訂，由「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學

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之精神不盡相符。 

 

4.經常門獎勵補助經費分配方面，編纂

教材、製作教具未動支獎勵補助款，

改進教學約占「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項目0.77%，均低於各校平均值

5.28%、2.81%及12.38%，能否具體呼

應技職體系「務實致用」之教育理

念，宜請酌予考量。 

 

5.經常門獎勵補助款規劃高達 95.93%

之經費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項目，頗能符應「教育部獎勵補助私

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第10 點第(5)項第1 款所規

範之支用精神。 

 

6.經常門經費規劃高達 NT$4,400,000 

元（獎勵補助款4,000,000+自籌款

400,000）用於教師「進修」補助，

是否確能發揮提升師資水準之效

益，有待進一步觀察其執行結果。 

‧ 委員B 

1.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所列工作

項目多，惟未能明確呈現各項目之執

行優先考量，以致不易瞭解學校各年

 

 

 

 

 

 

4.本校編列之改進教學及教材、教具製作

經費較低，因此相關業務項目已由校內

款及相關計畫支用，因此未再使用教育

部獎勵補助之經費。101年度本項經費

項目已修改編列至其他教學改進項

目。【教務處】 

 

 

 

 

 

 

 

 

 

6.本校現有進修博士學位 33位講師，接

近取得學位前的論文收案階段，逐年取

得學位升等對師資結構之改善有直接

的效益。【人事室】 

 

 

1.本校各項資本門支用計畫均由各單位

對應中長程五年校務發展計畫工作項

目予以編列，各單位依重點發展工作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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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度發展重點及連貫性，而與支用計畫

書資本門各項目之優先序連結對應

關係較難以突顯。 

 

2.學校目前似尚未廢止經費稽核委員

會，如欲與內部稽核採雙軌並行，建

議未來宜明確劃分2 者權責，以利稽

核業務之有效運作。 

 

3.專責小組會議紀錄、簽到單等資料檢

附齊全；訂有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

程，業已依規定送經校務會議及董事

會通過。 

 

4.部分採購項目之規格說明可更完

備，如：【附表四】優先序#A045「手

提式電腦」僅填寫「中階筆記型電

腦」、#A072「坐姿體前彎測量器」

僅填「電子式坐姿體前彎測定器」…

等，無需求功能，恐不利實際採購作

業之進行。建議宜具體敘明，以為採

購時之依據，並確保所購設備之功能

符合需求單位之要求。 

 

5.學校提撥 2.59%經常門獎勵補助款

作為學輔相關工作之推動經費，其

中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未動支

獎勵補助款，符合 1/4 之上限規

定；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預計支用

1.48%，亦符合相關比例要求。 

定各資本門支用項目之優先序。【秘書

室、使用獎補助經費之各單位】 

 

 

2.本校已規劃成立內部控制與稽核單

位，待專責單位正式成立，將廢止經費

稽核委員會，相關經費稽核權責將歸由

專責稽核單位負責執行。【秘書室】 

 

 

 

 

 

 

4.補敘規格： 

（1）優先序 A045「手提式電腦」 

CPU：Intel Core i5 (2.26 GHz)以

上、RAM：DDR3 4G 以上、HHD：500G 

(SATA)以上、獨立顯卡：RAM 1GB以

上、13.3 吋以上超薄 LED 背光螢

幕。【電算中心】 

（2）優先序 A072「坐姿體前彎測量器」 

附記憶裝置，關機後開機會顯式最

後的數據。雙手把供攜帶之用。內建

充電器，測量距離，數字直接由 LED

顯示。【護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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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本校改進說明 

6.學校支用計畫書列有部分「系統軟

體」採購項目，希能於項目名稱欄

明確列示軟體名稱，而非僅以「系

統軟體」代替，以清楚判別購置內

容，並利爾後之財產管理。 

 

7.部分資本門經費擬用於採購系統軟

體，宜請留意所購軟體之實際授權

年限是否在 2 年以上，如未超過 2 

年，則不符資本門支用原則，應依

行政院「財物標準分類」改列於經

常門。 

 

8.經查資本門預計支用項目，未發現

規劃於校舍工程建築或重大修繕維

護工程等情事。教學儀器設備約占

78.00%、圖書館自動化及教學媒體

等約占 20.00%、學輔相關設施約占

2.00%，均達要點規定之下限比例。 

 

9.資本門經費大部分支用於各所系科

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尚能符應

「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10 

點第(4)項所規範之支用精神，如能

落實執行，對提升學校整體教學品

質應具正面助益。 

6.支用計畫書之軟體名稱列於「規格」

欄，本校財產管理系統亦將軟體名稱載

明於「規格」中，便利財產編列及查詢，

對財產管理不具影響。【保管組】 

 

 

7.感恩委員的提醒與建議，已重新檢視資

本門各項系統軟體之授權年限，並於會

議中特別提醒，請編列系統軟體之各單

位注意。【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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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私立技專校院執行１００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評鑑計畫 

訪評報告－實地訪視【本校改進說明】 
 

教育部函   臺技(三)字第 1010206874U 號(101年 11月 5日) 

 

 

22 慈濟技術學院 
 

 

 

 

 

 

主辦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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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視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28 日 

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規定比例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經費分配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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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點第(9)項規定，100 年度各項經費比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 

(一)學校自籌款占總獎勵補助款之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  10.00  % □ 否 3,420,891÷34,208,908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二)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分配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  70.00  % □ 否  23,946,236÷34,208,908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三)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分配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  30.00  % □ 否 10,262,672÷34,208,908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四)是否支用本獎勵補助款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

款利息補助？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 

（報部核准情形說明如後） 

■ 否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五)是否支用本獎勵補助款於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

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且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

並報部核准？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 

（報部核准情形說明如後） 

■ 否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六)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

資本門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79.29  % 

□ 否 

18,986,455÷23,946,236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七)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

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18.65  % 

□ 否 

4,466,381÷23,946,236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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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資本門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2.06  % 

□ 否 

493,400÷23,946,236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九)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包

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

占經常門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經常門經費比例  95.76  % 

□ 否 

9,827,151÷10,262,672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是否符合

規定？ 

■ 是；占經常門經費比例  2.60  % 

□ 否 

267,218÷10,262,672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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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規定比例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經費分配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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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點第(9)項規定，100 年度各項經費比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 

(十一)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是

否符合規定？ 

■ 是；占經常門經費比例  1.64  % 

□ 否 

168,303÷10,262,672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二)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經費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學輔經費比例   0.00   % 

□ 否 

0÷267,218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二、本獎勵補助款使用時之申請有無書

面規定程序？程序是否合理？ 

■ 有書面規定 □ 無書面規定 

□ 合理 □ 部分合理  

□ 欠合理 

針對獎勵補助款之使用，其經、資門之申請

皆訂有各類相關書面規定，規範大致合理。 

秘書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三、專責小組運作是否依其設置辦法落

實？組成成員是否包括各科系（含

共同科）代表，並由各科系自行推

舉產生？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是，包括各科系代表 

□ 否，未包括各科系代表 

1.專責小組之運作大致已依其組織規程落

實，組成成員除當然委員外，亦包含各

系科及中心之教師代表。 

2.「專責小組組織規程」第1條提及其法源

為「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惟申請

原則及注意事項已於95.7.26納入「教育

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中規範，而該要點名稱

中之「獎補助」字樣另於99.6.28 改為

「獎勵補助」，目前並無學校所列之法

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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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規名稱，請留意更新，以免引用錯誤版

本而不慎違反相關規定（學校已於

101.7.11 行政會議修訂相關條文字

樣）。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是否依其設置

辦法落實？且其成員「未」與專責

小組重疊？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成員有重疊 ■ 成員未重疊 

1.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6條

規定：「本委員會之設置，以代表全體

教職員明瞭校內經費情形為原則」，惟

經查100.11.30 會議紀錄，案由1為「修

正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科

目」，該任務似已涉入「專責小組組織

規程」第4條規定之職責範圍，應非經費

稽核委員會之職掌內容。 

2.99、100學年度各由9位教師擔任經費稽核

委員，經查未發現與專責小組成員重疊

情形。 

3.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功能係著重於各項經

費之事後查核，惟目前之會議紀錄較無

法突顯其實質稽核功能。 

秘書室回覆： 

配合改進。101年度獎勵

補助經費之支用將由本

校專責小組審議，而事後

查核將由本校內部控制

稽核委員會以實地訪查

方式執行，以達實質稽核

之效果。 

五、是否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

制制度是否經董事會通過？ 

 

是否設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且

稽核人員「未」擔任專責小組成員？ 

□ 已建立制度 ■ 制度建立中 

□ 尚未建立制度 

■ 經董事會通過 □ 未經董事會 

■ 已設置稽核人員 □ 尚未設置 

□ 成員有重疊 ■ 成員未重疊 

1.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於 99.10.29經董

事會通過，並自101.1.1開始運作。目前

與經費稽核委員會雙軌並行，宜留意兩

者權責之明確劃分，以利稽核業務之有

效運作。 

秘書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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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2.學校依其所訂「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組織

規程」，於100.2.1選任15位教職員擔任

內稽委員，經查未發現與專責小組成員

重疊情形。 

六、本獎勵補助款之支出憑證處理是否

符合規定？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經抽核，大部分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之處理

符合規定，惟少部分憑證之記載不盡完整，

如獎助行政人員研習序號#11編號

UK03114331之發票未載明單價、數量（僅填

寫總價），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

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5點規定不盡相

符。 

會計室回覆：配合改進。 

七、本獎勵補助款之帳務處理是否符合

專款專帳管理原則？ 

■ 符合 □ 部分符合 □ 不符合 經抽核，學校獎勵補助款之帳務處理尚符專

款專帳管理原則。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八、經、資門劃分符合「財物標準分類」

規定情形？單價1萬元以上且耐用

年限超過2年者，應列作資本支出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1.執行清冊【附件二】優先序#B001「西文

圖書」、#B002-001「西文期刊」之使用

年限欄位空白未填。 

2.優先序#A028「健康體適能評估系統」之

握力器NT$7,980元，優先序#A048「遠距

健康管理系統」內含之血壓計、血糖測

定分析儀均不足1萬元，雖與系統整合搭

配使用，惟亦可單獨操作使用。 

3.優先序#A048「遠距健康管理系統」內含

150人健康管理平台會員使用端

保管組回覆： 

1.西文期刊之使用年

限，爾後請圖書館協

助，於彙整執行清冊時

一併提供。 

2.將請本校各申請單位

於填寫支用計畫書

時，即應留意不足一萬

元之設備或不適宜以

資本門編列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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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NT$144,000元、教育訓練NT$3,600元、

虛擬主機空間租用NT$48,000元、虛擬主

機空間租用-申請設定費NT$1,500元

等，其經、資門分類之妥適性有討論空

間。 

等，勿以補助款資本門

申請。採購及保管組亦

會加強協助檢視，若於

採買後才確知為不足

一萬元或不適合列入

之財產，則提案專責小

組會議修正。 

九、原報部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改

變者，是否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

過？會議紀錄（包括簽到單）、變

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是否存校備

查？ 

■ 已提專責小組審議通過 

□ 部分未經專責小組審議通過 

■ 已存校備查 

□ 部分未存校備查 

經抽核，專責小組會議已提案審議原報部項

目、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之討論，並通過

在案，相關會議紀錄、出席人員簽到單、變

更項目對照表及理由等已存校備查。 

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本獎勵補助款是否於年度內執行完

竣？經常門應完成付款程序，資本

門應完成驗收程序 

若未執行完畢，是否於12月25日前

行文報部辦理保留，並於規定期限

內執行完成？ 

■ 是，已執行完竣 

□ 否，部分未執行完竣： 

□ 報部情形說明如後： 

□ 未報部辦理保留 

經抽核學校執行清冊及相關案件資料，未發

現100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超出規定期限之

情形。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一、本獎勵補助經費執行資料，是否

經會簽內部稽核人員後備文報

部，並公告於學校網站？ 

□ 已會簽內部稽核人員 

■ 未會簽內部稽核人員 

■ 已公告於學校網站 

□ 部分未公告於學校網站 

1.100.4.16出具之內部稽核報告書，其稽核

員均為99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100.2.1選任之內稽委員於100年度尚未

實際進行相關稽核作業。 

2.95~100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資料已公告

秘書室回覆： 

配合改進。本校已於101

學年度廢除經費稽核委

員會，將由內稽委員進行

101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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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於學校「整體發展經費-技專校院財務報

告」資訊專區。 

稽核作業，並由內稽委員

出具內部稽核報告書。 

十二、學校針對支用計畫書（含預估版

及核配版）審查意見執行情形？ 

□ 已改善 ■ 大部分改善 

□ 小部分改善 □ 未改善 

依學校自評表【附表二】之說明，並參閱相

關執行資料，顯示大部分已依審查意見執

行。惟「改進教學」項目之支用比例仍不高，

約占經常門0.89%，建議可多鼓勵教師製作

教具、編纂教材等，或思考調整獎勵金額及

方式，以提高教師申請誘因。 

教務處回覆： 

101學年度研擬修訂教材

編纂及教具製作辦法，擴

大補助範圍，透過各教學

單位協助宣導，積極推廣

鼓勵教師申請。另邀請具

有經驗之教師分享，提昇

教師自製教材及教具之

意願。 

十三、學校就前一年度實地訪視／書面

審查所提建議事項之後續追蹤改

善情形？ 

□ 已改善 ■ 大部分改善 

□ 小部分改善 □ 未改善 

學校自評表【附表三】顯示，「回應說明或

改善情形」欄位均未填寫具體內容，無相關

說明可供參考。 

配合改進，100年度(此次)

及依訪評意見請校內各相

關執行單位皆頇回覆各項

改進說明。 

 

 

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是否

明訂？並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

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

知？ 

■ 已明訂 □ 未明訂 

■ 經審核通過 □ 未經審核通過 

■ 已公告 □ 未公告 

1.已制訂教師「參加研習」、「在職進修暨

專題研究」、「研究成果獎勵」、「研究

計畫暨校外學術研討會論文發表補助」、

「教學績優獎勵」、「編著教科書出版補

教務處回覆： 

已明訂「慈濟技術學院教

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

「慈濟技術學院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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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助」等各項辦法，並經相關會議通過後公

告周知。 

2.部分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係經行政會

議通過，由於教師與行政人員之身份、體

系有別，審核機制及管理方式互異，獎勵

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之妥

適性可再斟酌。建議可思考獎勵補助項目

之屬性，由適當會議通過，將更符合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 

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

具辦法」，自101學年第2

學期開始改由具有教師

代表之校務會議審核通

過。 

 

研發處回覆： 

因學術能力諮詢與教師

權益相關，經101年9月12

日行政會議提案通過廢

除「慈濟技術學院學術能

力諮詢辦法」，重新訂定

「慈濟技術學院學術能

力諮詢辦法」於101學年

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於

101年9月21日公告實施。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二、獎勵補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活動是否明訂？是否經學校行

政會議通過？ 

■ 已明訂 □ 未明訂 

■ 經行政會議通過 

□ 未經行政會議通過 

訂有「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辦

法」、「教職員工公、差假作業要點」，分

別經99.11.16、98.12.29行政會議修訂通

過。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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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三、學校現行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是否符

合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理？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無明確規定 

□ 合理 ■ 大部分合理 

□ 小部分合理 □ 欠合理 

1.學校「教師研究計畫暨校外學術研討會論

文發表補助辦法」第5條規定，教師研究

計畫由各系教評會審核通過後，提交研究

發展委員會複審，相關審查作業均由校內

委員負責。建議可適度導入實質外審機

制，提供審查意見作為教師執行計畫時之

參考，以期真正提升教師之研究產能與品

質，並使審核程序更符合公平、公正原

則。 

2.「教師編著教科書出版補助辦法」第9條

規定：「業經各項補助款補助出版之教科

書…自行銷售者，其銷售金額之20%歸各

所、系（科）、中心運用，其餘80%則繳

回本校會計室」，該補助費用如係由教育

部獎勵補助款支應，似宜考量「教育部補

助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

核要點」第7點規定。 

1.研發處回覆： 

(1)參考訪視委員意見多

方收集其他學校作法

後再行評估是否納入

外審制度。 

(2)請各系教師評審委員

發揮審查功能，針對

研究計畫內容、經費

編列嚴格把關，並詳

細述明審查結果，讓

內審亦能具備嚴謹性

與客觀性。 

 

2.教務處回覆： 

按依〈教育部補助私立專

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

業及查核要點〉 ( 民國85

年11月27日修正 )「七、各

補助計畫經費經本部核

定撥付後，應按規定核實

支用，不得挪移墊用，並

不得有消化預算情事。因

執行計畫而產生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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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入，應於計畫結束時併同

賸餘款繳還本部。」校內

原訂辦法將於十二月出

版品編審委員會議召開

時予以修正。 

四、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審核機制、程

序是否合理？是否避免集中於少數

人或特定對象？ 

□ 合理 ■ 大部分合理 

□ 小部分合理 □ 欠合理 

□ 無明確規定 

□ 是，已避免集中情形 

■ 否，未能避免集中情形 

1.目前教師編著教科書之審核係由「各科教

學研究會遴選3人擔任評審委員」，經查

發現其組成均為校內人員，建議可考量納

入外部委員，以使其審查過程更具公平、

客觀性。 

2.100年度全校專任教師143位，其中93位獲

得獎勵補助款，比例約占65.03%；最高第

1位教師所得為NT$704,899元（國外進修

補助），前18位教師合計領取款項約占總

金額50.89%。建議針對部分獎勵補助教師

項目（如研究計畫補助），可考量制訂上

限金額。 

1.教務處回覆： 

出版組於101年2月14日

修定〈出版品編審委員會

組織規程〉，委員包含校

內各教學單位推薦，以及

校外遴聘之學者擔任，業

經公告後實施。 

 

2.研發處回覆： 

針對教師研究補助及獎

勵均訂有金額或案件數

之上限，如本校「教師研

究計畫暨校外學術研討

會論文發表補助辦法」第

四條明訂，本校專任教師

並擔任計劃主持人之研

究計劃，每年一案為原

則。第七條之(二)明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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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文發表每年補助金額累

計不得超過六萬元。另本

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

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項皆名列獎勵上

限，且第五條第一項明訂

每人每學年度申請獎勵

件數(含期刊與論文發表)

不得超過5件，以獎勵學

術表現績優教師，但又不

流於資源過度集中。 

 

2.人事室回覆： 

為使教師權益分配公

平，獎勵教師進修部分，

修訂辦法，制定上限規

定。 

五、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申請執行是否

與其規定相符？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無明確規定 

1.「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辦法」第

6條第(3)款規定：「除生活費按月支給

外，其他各項每一學期末持據及成績單結

報」，惟經抽查結報作業均未檢附成績

單，學校表示由於已超出博士修課無成績

單。建議或可適度修正辦法文字，以符應

1.人事室回覆： 

進修教師應提成績單補

送，不擬修改辦法。 

 

2.研發處回覆： 

有關補助教師參加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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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實際執行需求。 

2.有關補助教師參加國際研討會之成果，目

前主要集中於韓國、泰國、日本等地（部

分場次有5位以上教師參與），建議鼓勵

教師多元出席不同場次、區域之國際研討

會，俾更提升教師研討能量，並促進國際

合作機會。 

3.99.11.16修訂通過之「教職員工在職進修

暨專題研究辦法」第6條第(1)款第3目規

定：「公費全時進修者…生活費得按最後

在職月份之本俸、專業加給（教師為學術

研究費）之標準支給」，由於實際執行僅

按本俸支給，因此學校於101.4.17修訂辦

法，刪除專業加給（學術研究費）部分，

以符實情。 

研討會，於101年10月24

日經研發委員後修正通

過，同一場研討會論文發

表以2人出席為限，並依

申請序核定參與名單，惟

配合校外計畫參與論文

發表者，不計入2人之限

制中，以鼓勵教師多元出

席不同場次、區域之國際

研討會，提升教師研討能

量，促進國際合作機會。

此案會於期末校務會議

再提案討論。 

六、是否「未」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

課事實及領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

資？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是否符合學

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之規定？ 

■ 是，未補助其薪資 

□ 否，補助對象說明如後 

■ 是，符合學校基本授課規定 

□ 否，部分未符學校基本授課規定 

學校100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未支用於教師薪

資補助。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七、經常門各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是否

參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

分類及執行標準表」之規定列支？ 

□ 是，已依規定列支 

■ 否，部分未依規定列支 

1.學校「教師研究計畫暨校外學術研討會論

文發表補助辦法」第7條第(4)款所列補助

項目為「兼任研究助理費」，惟依「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1.研發處回覆： 

本校「教師研究計畫暨校

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補助辦法」第七條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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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4點第(3)項第1款規定，經常門「補助」

案件核給人事費用並不合宜。如實際係支

用於工讀費，請參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改編為業務費項

下之「工讀費」或「工作費」，以免造成

不必要之誤解。 

2.「教職員工公、差假作業要點」訂有差旅

費支給標準，惟該要點所訂標準有部分超

出「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

行標準表」規定，如國外部分地區之日支

費。建議獎勵補助款（含配合款）之使用

仍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列支，超額部分請

由學校自有經費支應。 

兼任研究助理費：補助項

目雖名為「兼任研究助理

費」，實則提供學生參與

教師研究並在校內工讀

之機會，工作項目是協助

老師研究案之進行；「兼

任研究助理」為工作項目

名稱，聘任人員為校內學

生，支付費用屬於工讀

金，符合「教育部補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中業務費包含項

目。為避免產生爭議，於

101年9月14日期初校務

會議修訂辦法將「兼任研

究助理費」一詞改為「研

究工讀金」，以更符合其

實際使用項目內容。 

 

2.人事室回覆： 

本校經費核定超出部

份，依計畫類別並依中央

政府日支金額規定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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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提修作業要點。 

 

2.會計室回覆： 

依建議修改學校公差假

作業要點。 

八、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訂

計畫之相符程度？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偏離

幅度不大，僅「製作教具」、「編纂教材」、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之差異較為明顯。 

人事室回覆： 

行政人員進修為自假自

費，並未使用獎勵補助

款，今專業研習已由各處

室編列預算執行，故費用

核銷比例有差異，列為下

年度改進重點。 

 

教務處回覆： 

101學年度已修訂「慈濟

技術學院獎補助教師編

纂教材及製作教具辦法」

(101.10.23)，擴大補助範

圍，透過各教學單位協助

宣導，積極推廣鼓勵教師

申請。另邀請具有經驗之

教師分享，提昇教師自製

教材及教具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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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64 

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學務處回覆：無改進說明。 

九、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是否有具體成

果或報告留校備查？ 

■ 是，留有成果或報告 

□ 否，部分未留成果或報告 

經抽查100年度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相關

成果或報告已留校備查。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教務處回覆： 

奬勵教學績優教師及補

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

教具之案件，皆留存成果

報告備查。 

 

學務處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學校執行經常門經費是否具有特

色？在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方面是

否有具體成果？ 

■ 有特色 □ 稍具特色 

□ 無特色 

■ 有具體成果，說明如後 

□ 無具體成果 

1.未使用經常門經費於教師薪資補助，且高

達95.76%經費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教師在國內外進修學位、升等及學

術研究方面均有顯著成長。其中100年度

升等通過副教授5位、助理教授2位；以護

理系為例，目前15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中，11位以全職或帶職帶薪進修方式完成

學業及升等。 

2.考量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理念，在改善教

學方面似宜考量有更多投入，目前僅約

1.22%用於「改進教學」及「編纂教材」，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教務處回覆： 

本校在102年度改善教學

方面已規劃提高教學績

優奬金由一萬元至三萬

元，並擴大奬助「編纂教

材及製作教具」、「教師

教學社群」，奬勵發展數

位教學、創新教案及教

具，辦理教學研習、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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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65 

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成效較不顯著。建議學校可考量訂定更積

極的獎勵補助機制，鼓勵教師發展教材、

教案、教具、錄製數位教材等。 

參訪等，以提升教學品

質。已提高改善教學經費

使用之比例。 

 

學務處回覆：無改進說明。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學校是否訂有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

程？是否訂有財產管理辦法？財產

管理相關辦法是否含使用年限及報

廢規定？ 

■ 有請採購辦法 

□ 無請採購辦法 

■ 有財產管理辦法 

□ 無財產管理辦法 

■ 包含 □ 未包含 

1.訂有「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財產

物品管理辦法」、「盤點辦法」，其中

「財產物品管理辦法」第12條第1款已

含耐用年限相關規定。 

2.依學校「財產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

款第(1)目規定，「購置金額單價在5仟

元以上，且使用年限為2年以上」者列

作資本支出，與「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

點」第10點第(4)項之規定不盡相同，

恐致單價介於NT$5,000~10,000 元之

經常門物品，被列入資本門之情形。 

3.經費稽核委員會功能將逐漸由內部控制

制度取代，學校內部稽核亦自101.1.1

1.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2.保管組回覆： 

(1)本校財產物品管理辦法

伍仟元以上財產為列帳

財產，伍仟元以下為列管

財產，與資本門財產之編

列並不衝突。 

(2)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於

101年9月18日始公告廢

止，盤點辦法已於101年

10月23日行政會議完成

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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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66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開始運作，現行「盤點辦法」第4條第2

款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會」之稽查規

定，似宜適時因應更新。 

二、是否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由

總務單位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

過，並由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

核人員負責監督？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內部稽核人

員是否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是，已迴避參與 

□ 否，部分未迴避參與 

1.學校「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業經

100.2.17校務會議及100.6.16董事會

議通過。 

2.經抽核資本門採購案件資料，未發現內

部稽核人員參與相關採購程序情事。 

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三、學校圖儀設備之請採購程序及實施

是否與其規定相符？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1.優先序#B002「西文期刊」採購案

NT$3,260,000元，係訂購

100.1.1~100.1.31紙本期刊，學校於

100.3.15付款給代理商，履約保證金

NT$326,000元，對於學校權益之確保或

可考量進一步提升的作法；另學校於

100.7.4完成「書面驗收」，經查有不

少期刊係於101.2交貨，學校似未依其

財物採購契約書第14條有關遲延履約

之規定，核計逾期違約金。 

2.針對重大儀器設備之採購，如優先序

#A001、A054等，建議驗收程序宜包含

性能測試，俾其作業更顯周全。 

採購組回覆： 

1.屢保金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15條第2款決標總價10%

質押(NT$326,000)。 

2.西文期刊合約訂定交貨期

限為60天(自出刊日起)，故

101年2月交貨尚屬交貨期

限內，且合約有限期限至

101年6月30日止，爾後會

於6月再進行第二次驗

收，以完成驗收程序。 

 

圖書館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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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67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3.依學校「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第4條第

(2)款第9目規定，30萬元以下採購案係

於「採購系統辦理驗收」，無紙本驗收

程序。建議小額採購之驗收時程亦宜妥

適監控，避免發生交貨至驗收延宕甚久

之情形（如優先序#A058採購案廠商於

100.4.25 交貨，100.7.4方辦理系統驗

收）。 

本校99000447西文期刊案使

用之預算為99學年度下學期

預算，為配合學校會計學期

預算於100年7月底之結算，

故必頇於100年6月做首期驗

收，而訂購之西文期刊為100

年1~12月，盤點時西文期刊

必然在交貨狀態中，圖書館

每月都會做收刊點收之登

錄，依合約於期限101.6.30截

止後，還會再次做結案前總

核對，核對該訂貨年度之到

貨狀況，確認無誤後，若有

缺刊，則依合約於代理商履

約保證金扣款，之後進行結

案及退還代理商履約保證

金，以完成最終驗收結案。

此外，西文期刊每年最末12

月份之期刊通常要到翌年之

1或2月才會交刊，必然無法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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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原則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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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68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意事項第(7)項規定，『獎勵

補助經費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曆年制每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執行，各校應於12月31

日前執行完竣，……經常門

應完成付款程序，資本門應

完成驗收程序』，其補充說

明－資本門紙本期刊採購以

『實物』驗收為準，書面驗

收不屬於驗收完成，此一結

構性問題，現階段仍困擾各

校，亟待主管機關協助解

決。本校自101年度起期刊購

置經費改以學校經費支應。 

四、符合「政府採購法」第4條之採購案

（補助金額在公告金額以上且補助

金額占採購金額半數以上者），依

「政府採購法」辦理之情形？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經查標案案號99000447、99001770、

99001648 之採購案，均已依「政府採購法」

規定辦理公開招標，惟99000447採購案 

之驗收單未載明採購標的數量，與「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驗收之紀錄，

應記載下列事項…驗收標的之名稱 

及數量」之規定不盡相符。 

採購組回覆： 

配合改進，於驗收時敘明數

量。 

五、資本門各支用項目（優先序）執行

與原計畫之相符程度？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執行清冊顯示，資本門各支用項目（優先

序）之執行大致與核配版支用計畫書相

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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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69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符，刪除及變更項目均提專責小組討論。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六、學校所採購之圖儀設備反應師生需

求之機制與管道是否建立？其運作

方式是否合理？執行是否落實？ 

■ 已建立機制 □ 尚未建立 

□ 合理 ■ 大部分合理 

□ 小部分合理 □ 欠合理 

■ 已落實執行 □ 尚未落實 

晤談教師表示學校已建立反應師生需求之

相關管道與機制，運作方式尚稱合理，大

致已能落實執行。 

研發處回覆：無改進說明。 

 

電算中心回覆： 

感恩評委意見，持續落實執

行，無改進說明。 

 

通識中心回覆： 

1.採購設備前均召開相關會

議，廣納師生需求，並排

列優先序。 

2.所採購之設備可充實教師

教學及研究，並開放師生

使用。 

 

圖書館回覆：無改進說明。 

 

課外活動組回覆：無改進說

明。 

 

護理系回覆： 

本系相關圖儀設備先經各分

組討論，再召開組長會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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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70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系務會議審議後決定。 

 

醫管系回覆： 

1.師生所需之圖書設備未來

將先提報系務會議通過，

再提報至圖書館委員會議

通過。 

2.師生所需之儀器設備未來

將先提報系務會議通過，

再提報至專責小組會議通

過。 

 

醫放系/所回覆： 

100年度採購之普通物理學

儀器設備放射物理學及放射

診斷技術學實驗配件包含

CCD偵測器、IR光雷射綠光

雷射等已具有明顯教學成效

及附助師生學術研究專題之

進展。 

 

會資系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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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71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資工系回覆： 

學生端可運用導師、班會、

期中座談會或直接至系公室

反應需求。老師端可運用系

務會議或直接與系主任反應

需求。最後，均在系務會議

上公開討論後決定採購之優

先順序。 

七、所購置之儀器設備是否納入電腦財

產管理系統？電腦財產管理系統是

否包含右列項目欄位？ 

■ 是：□ 單機版 ■ 網路版 

□ 否 

■ 廠牌 ■ 供應商 ■ 驗收

日 

■ 財產增加日 ■ 保固期限 

100年度獎勵補助款所購置之儀器設備已

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經抽核，未發現

異常情形。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八、所購圖儀設備是否列有「100年度教

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或戳章？ 

□ 符合 ■ 大部分符合 

□ 小部分符合 □ 不符合 

經抽查，財產標籤為「100年教育部獎補助

款」，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

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8點規定之字樣略

有落差。 

保管組回覆： 

本組已依規定，重新列印100

及101年度之財產標籤，預訂

於102年1月2日前完成重新黏

貼作業。 

九、所購置儀器設備、圖書軟體之使用

及保管情形（不得移置校外）？ 

□ 良好 ■ 大部分良好 

□ 小部分良好 □ 不佳 

1.經抽查顯示，獎勵補助款所購圖儀設備

之保管情形尚稱良好，惟圖書借閱率可

再加強宣導提升。 

2.經抽核，優先序#A028「健康體適能評估

系統」之各細項設備，未來預計由護理

圖書館回覆： 

1.舉辦推廣閱讀相關活動

「誰是借書王」及「閱讀

集點」活動，以提升師生

借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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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172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系辦公室移置於實習場地，惟依「私立

學校法」第50條規定，以獎勵補助款購

置之財產不得移置校外使用，請予留

意。 

2.規畫「每用主題書展」，

設立專區，以不同主題陳

列相關圖書，鼓勵師生多

閱讀。 

3.新書到館可優先預約借

閱，以利師生能迅速借取

新書。 

4.配合學務處設立「每月一

書專區」，陳列相關書籍，

提供師生更方便取得圖

書。 

 

保管組回覆： 

「健康體適能評估系統」為

本校教師帶領學生至輕安居

及長照機構實習時，會將儀

器設備借用攜帶前往使用，

平時仍置放於系辦公室，並

非如委員意見，移置實習場

地使用。 

十、財產使用（含移轉、借用）、報廢

及遺失處理是否符合學校規定？相

關紀錄是否完整？ 

■ 符合 □ 大部分符合 

□ 小部分符合 □ 不符合 

■ 完整 □ 大部分完整 

經抽查，財產使用、報廢及遺失大致依學

校相關規定辦理；惟暑假期間適逢學校各

系辦公室搬遷，訪視當日抽查之優先序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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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 小部分完整 □ 不完整 #A048「遠距健康管理系統」係暫置於「創

新教學實驗室」，學校於搬遷完成後，已

將該設備存放於財產保管文件所列之「醫

務管理系辦公室」。 

十一、財產盤點制度實施與學校規定相

符情形？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經抽查，財產盤點大致已依學校相關規定

實施並留存紀錄。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二、設備購置清冊是否將大項目之細

項廠牌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

註明清楚？並區分獎勵補助款及

自籌款支應項目？ 

■ 符合 □ 大部分符合 

□ 小部分符合 □ 不符合 

■ 已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

款 

□ 未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

款 

執行清冊顯示各項目大致已依規定註明廠

牌規格、型號及財產編號等資訊，並區分

經費來源。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三、學校執行資本門經費之特色或具

體成果？ 

□ 有特色 ■ 稍具特色 

□ 無特色 

■ 有具體成果，說明如後 

□ 無具體成果 

資本門經費計NT$26,340,859元（獎勵補助

款23,946,236、自籌款2,394,623），約占

總預算70.00%，其中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達79.29%，另支用18.65%於購

置圖書館自動化設施、圖書期刊等教學資

源，確能以教研相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之

強化為優先考量。 

研發處：無改進說明。 

 

電算中心： 

感恩評委意見，持續強化教

研相關軟硬體設施為優先採

購考量，無其他改進說明。 

 

通識中心回覆： 

1.所購置教學軟體設備均符

合英文教學目標。建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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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質e化教學環境，改善教師

教學品質。並鼓勵學生課

外善加使用軟體以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2.所購置儀器設備均符合教

師教學及研究使用。 

 

圖書館回覆： 

一、1.相關經費之分配，皆

經圖書館委員會議及

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

討論通過。2.經費編列

依「圖書館五年發展計

劃」、「圖書館館藏發

展政策」及所系科質量

指標分配。3.經費分配

依各所系科教師數與

班級數及質量指標進

行分配，指標項目依：

師生借書質量、教師發

表論文質量、專業研究

案之質量及新系發展

等之比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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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二、為鼓勵教職員生積極善

用圖書資源，特訂有

「閱讀集點辦法」及

「誰是借書王」競賽活

動。另與慈濟志業體、

東部地區學校聯盟開

放代借代還服務。 

三、建置圖書資源利用專區

網絡，便捷師生隨時上

網搜尋利用。 

 

課外活動組：無改進說明。 

 

 

護理系回覆： 

本系將先購實證護理、長期

照護書籍。 

 

醫管系回覆：無改進說明。 

 

醫放系/所回覆： 

100年採購之資本門設備在

放射診斷數位醫學影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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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及磁振造影研究已有具體成

效，此外，解剖儀器配件已

增強基礎醫學之輔學教學成

效，並充分提供學生實作，

如骨骼切片配件組、隔離平

台、IR及綠光雷射等。 

 

會資系回覆：無改進說明。 

 

 

資工系回覆： 

採購之設備已逐漸在「數位

多媒體」、「企業資訊管理」、

「網路行動應用」、「資訊

安全應用」四大領域上形成

特色。近期以來，產學合作

案增加，厚植老師們務實能

力，學生在參與競賽上也能

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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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評 綜 合 意 見 ( 1 0 1 . 1 1 . 0 5 )  

訪評項目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學校優點 

1.鼓勵教師赴國外攻讀博士學位及研究、著作發表。 

2.獎勵補助案件之實際支用與原計畫差異不大，且未用於教師薪資補助，

經常門經費 95.76%投入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3.學校用心經營，重視人文與專業素養。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及審查建議 

1.目前針對教師研究計畫及編著教科書之獎勵補助均由校內教師審查，尚

無外審機制，在公平、公正之原則考量下，建議可考量納入外部委員之

審查機制。 

2.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項目之支用，可多鼓勵教師申請，或

思考調整其獎勵金額及方式，以提高教師申請誘因。 

3.獎勵補助款部分核銷憑證之單價填寫不甚完整，請再落實「教育部獎補

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5點規定。 

4.30 萬元以下採購案之「系統驗收」程序，宜予標準作業程序（SOP）之

控管，避免作業時程過度延宕情形。 

1.教務處回覆：已修改辦法，邀請校外專業擔任評審委員。 

 

2.教務處回覆：101學年度研擬修訂教材編纂及教具製作辦法，擴大補助範

圍，透過各教學單位協助宣導，積極推廣鼓勵教師申請。

另邀請具有經驗之教師分享，提昇教師自製教材及教具之

意願。 

 

3.會計室回覆：第3項將要求員工在申請經費時，所附之發票憑證，應詳

列數量、單價。 

 

4.保管組回覆：第4點本組將配合新制定之作業程序，協助提醒申購單位

之驗收時效。建議可於採購系統中增加提醒信件功能，提

醒申請單位進行驗收程序。 

 

4.採購組回覆：第4點配合建置採購作業驗收流程。 

 



附件三

 102年(101下、102上)獎補助款資本門預計編列為38,500,000元，經常門編列為16,500,000元，合計總經費為55,000,000元

 資本門-科室33,002,000元(比例約85.72% )， 圖書館4,728,000元(比例約12.28% )、學輔770,000元(比例2.00%)

科室 比例 合計編列 101下 102上預計'

科室 比例 合計編列 101下 102上預計' 課務組 0.91% 350,000 -                     350,000         

護理系 29.19% 11,237,000    4,704,000       6,533,000              教發中心 2.26% 871,000 -                     871,000         

醫管系 7.11% 2,736,000      904,000          1,832,000              衛保組 0.94% 361,000 -                     361,000         

放射系 15.91% 6,124,000      828,000          5,296,000 體育組 1.02% 392,000 -                     392,000

會資系 1.73% 665,000         -                  665,000                 電算中心 11.21% 4,316,000 824,000 3,492,000

資工系 9.68% 3,725,000      1,964,000 1,761,000              通識中心 5.78% 2,225,000 595,000 1,630,000

小計 63.60% 24,487,000    8,400,000       16,087,000            小計 22.12% 8,515,000            1,419,000          7,096,000         

科室 比率 合計編列 100下 101上預計'

圖書館 12.28% 4,728,000 4,728,000          -                     

 課指組 2.00% 770,000 -                     770,000             

小計 14.28% 5,498,000            4,728,000          770,000             

合計 38,500,000      14,547,000    23,953,000   

說明及討論:

1、101年度獎補助款在100年11月29日報部預計金額為45,000,000元(資本門31,500,000元、經常門13,500,000元)，

       在101年1月20日核定金額為38,092,916元(資本門26,665,041元、經常門11,427,875元)。

2、102年度預計報部總金額55,000,000元(資本門38,500,000元、經常門16,500,000元)，依據「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款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資本門預計編列38,500,000元，教學設備33,002,000元(比例約85.72%)，圖書自動化4,728,000

      (比例約12.28%)，學輔相關設備770,000(比例約2.00%)，以及各教學單位之細項比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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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第(四)項刪除-課務組手拉螢幕單價未滿1萬元、

      註冊組基本資料庫系統1式及衛保組碎紙機1台為行政業務用，護理系研究大樓印表機2台.影印機1台教師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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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護理系 高階能量測量儀

航佳能量管理系統(IBM-pc COMPATIBLE, 良

導絡辨症, ECIS能量組成評分系統, 五行能量

分析, 多經脈能量辨證等

1 組 315,000 315,000

1.學生可以客觀的評估自己生心靈狀

況，藉由課程所學之另類輔助療法

去改善其問題，於課程後，藉由再

次評估其生心靈狀況，來評估是否

將輔助另類療法落實於個人之健康?

長照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2 護理系
老人跌倒評估系

統

Physioligical profile assessment (PPA):視覺對比

敏感度測試圖版, 本體感覺測試壓克力板, 高

腳椅及拉力計， 時間反應器， 高度桌及海綿

軟墊各一

1 組 250,000 250,000

1.學生能夠瞭解老人跌倒評估的重要

性並能執行睡眠評估技能。2.學生能

提升滿足跌倒高危險老人的健康照

護需求。3.學生能藉由老人跌倒評估

與照護指導，提升老人的生活品

長照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3 護理系 肌力量測儀

(ITO:OE-210):藍芽韌體版本(Bluetooth Ver. 2.0

+ EDR compatibility). 配件:頂端接觸圓盤, 壓

痛測量接觸接頭 (大小各一個), 壓痛覺病患安

全按鈕， 測試導子及安全量測評估繫帶及電

1 組 88,000 88,000

學生能學習及瞭解老人肌力及疼痛

的情形, 進而設計及執行運動活動,

可測量執行成效並做評值

長照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4 護理系 居家睡眠監測儀

本設備及系統可於紀錄及分析睡眠品質，可

作為睡眠品質評量之篩檢及追蹤之用1.記錄

連續心電圖訊號 (Lead I)。具備內部時鐘(Real

time clock)，可從PC端設定日期、時間。具備

三個電極貼片按扣，使儀器直接附著於身體

收集心電訊號，勿需電極導線。直徑5.5公分

3 組 36,000 108,000

1.學生能夠瞭解老人睡眠品質評估的

重要性並能執行睡眠評估。2.學生能

提升滿足睡眠品質障礙老人的健康

照護需求。3.學生能藉由老人睡眠品

質評估與照護指導，提升老人的生

活品質。

長照實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5 護理系 人體教學模型

皮內注射模型

規格

1. 本體:成人手腕模型

2. 大小:實體大成人手腕

4 組 60,000 240,000 基護實驗課程使用
基本護理實

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6 護理系 人體教學模型

Cvp及Port-A護理教學模型

規格：

1.半身軀幹模型。

2.有手臂拆解。

3.可以立姿及仰姿使用。

4.胸腔有一個植入的血管驅進裝置。

5.預留有植入式中央及周邊靜脈接管線。

6.可經由外部開口注射入外頸動脈及鎖骨下

方。

7.具可模擬三種以上困難注射裝置，至少可

模 擬：

4 組 65,000 260,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用
內外科護理

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101學年下學期 教育部補助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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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護理系 成人插管模型

1.成人模型，逼真的解剖構造、組織和皮膚

，可真實的演練清除氣道阻塞或抽吸技術,操

作錯誤時會有警示音,嚴重時會造成牙齒斷裂

及口腔組織的損毀.可活動式下顎及軟質舌頭,

並附有特殊打氣裝置可模擬舌根腫脹的困難

插管狀態,可適用於各式插管

2.	具外露之立體軟式肺臟，方便進氣

8 組 148,500 1,188,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用
內外科護理

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8 護理系 人體教學模型

採血及靜脈注射練習模型

1.手臂模型主體x1隻

2.手臂模型外層皮膚 x1片

3.靜脈血脈 x1組

4.軟質血管用模組 (用於放置血管及練習拍打)

x1組

5.模擬血液(500ml) x1罐

6.水性潤滑劑 x1

7.手臂放置架 x1座

8.模型專用供血幫浦設備 x1組

9.模型及幫浦專用攜行袋 

1.尺側

7 組 48,000 336,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用
內外科護理

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9 護理系
居家式資料傳輸

器組

一台居家資料傳輸器、一台連線型血壓計、

一台連線型血氧計、 一台EKG 測量儀、 健

康管理平台1 年的使用

6 組 48,000 288,000

1.學生能夠瞭解老人睡眠品質評估的

重要性並能執行睡眠評估。2.學生能

提升滿足睡眠品質障礙老人的健康

照護需求。3.學生能藉由老人睡眠品

質評估與照護指導，提升老人?生活

護理系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10 護理系
行動居家訪視照

護組

一台7 吋平板電腦代購、 一台藍芽傳輸血壓

計、 一台藍芽血糖儀、 2 盒血糖試片、 可用

識別碼輸入或QR code 進行身分辨識、 行動

居家訪視組app 1 年使用、 健康管理平台1 年

6 組 40,000 240,000 居家訪視照護使用 護理系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11 護理系
拉法葉肌力測量

器

model 01163, 可雙測量範圍為0-300磅或提高

敏感度增加為0-50磅, 可測量肢體不同部份的

肌力. 可儲存多達52個測試結果, 螢幕可顯示

2 組 60,000 120,000

學生能學?及瞭解老人各個部位肌力

的情形, 進而設計及執行運動活動,

可測量執行成效並做評值

長照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12 護理系 褥瘡護理模型

材質：硬質特殊樹脂、內面貼有氈

褥瘡護理用皮膚

材質：軟質特殊樹脂

尺寸：大約W38 x D38cm

實習項目:褥瘡形成的說明和褥瘡護理(說明模

型與穿戴實習用皮膚各4種合計８個)。

4 組 65,000 260,000 褥瘡形成的說明和褥瘡護理
內外護理實

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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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護理系 輸血加溫器

規格：

1.管    徑：4.1～5.0mmψ。

2.流    速：1～12 ml/min。

3.電    壓：115V±10%～(AC) 50/60Hz

Max.100W/hr。

4.採乾式熱交換，S型管路加熱面板。

5.可用於ICU/CCU之低流速輸液/輸血。

6.可用於新生兒牛奶或高卡路里的輸液。

7.具原廠掛帶，易於攜帶，可手握

3 組 38,000 114,000 輸血護理技術使用
內外科護理

實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14 護理系 床墊 各式床墊 1 組 87,600 88,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用
內外科護理

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15 護理系
電動護理病床

(含床墊)

電動護理病床 

優先序:C013 規格/型號:含床墊、

L2100*W1000*H360-690mm

1 組 25,000 25,000 基護實驗課程使用
基護護理實

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16 護理系
子宮內的胎兒模

型

全套含：A形正常懷孕子宮組合+B形異常懷

孕子宮組合
2 組 297,000 594,000 產科護理課程使用

產科護理實

驗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17 護理系 孕婦體驗組 可調節各期重量 5 組 28,500 143,000 產科護理課程使用
產科護理實

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18 護理系
多功能鋁合金可

調式美容床
1975*70*65 1 組 12,000 12,000 中醫護理使用

中西醫整合

實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19 護理系 經絡儀 如前 1 組 35,000 35,000 中醫護理使用
中西醫整合

實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合計 4,704,000

醫務管理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醫務管理系 網路儲存伺服器

1.附3.5吋2TB硬碟×4(含以上),

2.內建Mini-UPS,

3.Dual DOM保護機置,

4.處理器：Intel&reg; Atom&#8482; Processor

D525(含以上),

5.系統記憶體：1 GB DDR-3 SDRAM(含以

上),

6.網路介面：2個 RJ-45 的10/100/1000M Base-

TX 乙太網路接口，支援Auto MDI/MDI-X。,

2 台 38,000 76,000 備份資料
醫務管理情

境模擬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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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務管理系
居家式資料傳輸

器

每組可供6人使用(含以上)，每組內含

·居家資料傳輸器

·連線型血壓計

·連線型血氧計

·EKG測量儀

·健康管理平台1年的使用(含以上)

4 組 48,000 192,000 配合智慧健康醫療照護課程
健康管理資

訊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3 醫務管理系
行動居家訪視照

護

每組可供100-200人使用(含以上)，每組內含

·7吋平板電腦(含以上)

·藍芽傳輸血壓計

·藍芽血糖儀

·2盒血糖試片(含以上)

·可用識別碼輸入或QR code進行身分辨識

·行動居家訪視組app 1 年使用(含以上)

·健康管理平台1年的使用(含以上)

4 組 40,000 160,000 配合智慧健康醫療照護課程
健康管理資

訊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4 醫務管理系 手提式電腦

1.處理器：Intel&reg; Core&#8482; i7-3610QM

2.3GHz 含以上

2.螢幕：15吋 SuperFine HD LED 16:9含以上

3.顯示：Nvidia Geforce&reg; GT640M LE 2GB

獨顯含以上

4.記憶體：4GB DDR3 1600MHz 含以上

5.硬碟：750GB SATA 5400rpm硬碟機含以上



6.光碟機：雙層DVD Super Mul

2 台 40,000 80,000 配合專業學程及專題製作
醫務管理系

辦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5 醫務管理系 無線射頻

1.掃描資料處理器

2D條碼讀取+HF (RFID-13.56MHz) , BT(藍

芽)+WIFI+Camera (可拍照), WM 6.5 Classic 

(CPU:806Mhz,ROM:512MB

RAM:256MB,Summit 網卡,Numeric

keys,4000mah(含以上))

2 組 48,000 96,000 配合智慧健康醫療照護課程
健康管理資

訊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6 醫務管理系 應用軟體

線上問卷管理系統10人版

1問卷跳題設計功能

2問卷題庫參考分享

3題目選項分數設定

4問卷設計審核機制

5篩選名單分群寄送

6彈性設定發送時間

7未回填問卷再寄發

8整合EIP 上網作答

9線上統計分析報表

1 套 300,000 300,000 畢業系友問卷及雇主滿意問卷調查
醫務管理情

境模擬教室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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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904,000

放射技術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放射技術系

影像處理軟體

MATLAB增購與

升級

1.MATLAB

2.Image Processing Toolbox(For License

NO.723007)

3.軟體升級(MATLAB+Image Processing TB 25

1 套 320,000 320,000 現有電腦教室教學版軟體整合升級
醫學影像實

驗室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2 放射技術系 紅外線攝影機組 紅外線攝影機兩台(含安裝測試費) 1 組 12,500 13,000 分子輻射生物實驗室出入管理
分子輻射生

物實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研究

3 放射技術系 訊號控制器

運動控制:內建雙編碼器介面 可順向逆向限動

及數位輸入

溫度控制:1200 S/s, 16-channel

計數器:8-channel Input/Output

控制器:Rea-Time Controller, 533MHz, Storage-

2GB, DRAM-256MB

機箱:嵌入式  軟體:控制軟體

電源供應器:24VDC,5A

Cable: Cable-1:BD-9, 2m   Cable

1 台 495,000 495,000 研究所教學及研究用 教師研究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合計 8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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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通識教育中

心

光觸媒空氣循環

機

1.Photocatalytic (光觸媒)： 10 pieces(枚)以上

2.Filter (濾網) 

3.紫外光燈  15Wx20=300W

4.最大流量可達 9 cubic meter/min

5.主體結構 SS400 或等級相當以上之材質

1 台 595,000 595,000
改善解剖教室空氣品質(降低防腐劑

刺激性氣體危害)
解剖教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合計 595,000

資訊工程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資訊工程系 個人電腦

高階個人電腦

含作業系統

蓮騰復活卡

19吋(含)以上(內建刮玻璃功能)

51 套 38,500 1,964,000
使用於「電子商務實驗室」之電腦

課程

電子商務實

驗室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合計 1,964,000

圖書館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圖書館 西文圖書 西文圖書400冊*3000=1,200,000 400 冊 3,000 1,200,000 支援教學 圖書館 圖書-圖書 教學

2 圖書館 中文圖書 中文圖書3000冊*450=1,350,000 3000 冊 450 1,350,000 支援教學 圖書館 圖書-圖書 教學

3 圖書館 視聽 視聽300件*3500=1,050,000 300 件 3,500 1,050,000 支援教學 圖書館 圖書-視聽 教學

4 圖書館 電子期刊

電子期刊:IEEE-CS電腦學會電子期刊.LWW-

Nursing & health profession premier-LWW護理

保健電子期刊等

240 種 4,167 1,000,000 支援教學 圖書館 圖書-期刊 教學

5 圖書館
EndNote書目管

理軟體
書目管理軟體 1 種 70,000 70,000 支援教學 圖書館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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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書館 中階筆記型電腦 中階筆記型電腦 1 台 28,000 28,000 支援教學 圖書館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7 圖書館 DV攝影機

HDR-XR260V(內建160GB+記憶卡槽.內建

GPS+電子地圖.G鏡+廣角至29.8mm.3倍光學

+55倍延伸變焦.3.0吋LCD+10倍三向光學防震

1 台 30,000 30,000 支援學學及辦理相關活動 圖書館
教學-雜項購置-教

補重大儀器
教學

合計 4,728,000

電子計算機中心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電子計算機

中心
學術網路主機

高階伺服器(Hexa-Core Intel Xeon MP 1.86GHz

二顆)(無作業系統)(SAS硬碟)
1 台 287,000 287,000 提供雲端應用服務 電算機房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2
電子計算機

中心
網路儲存設備

機架式中階FC to SAS磁碟陣&#63900;儲存系

統
1 台 270,000 270,000 提供雲端應用服務 電算機房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3
電子計算機

中心
系統軟體

VMware vSphere 5  Essentials  Plus ( 含

VMware原廠一

年5*12電話支援及保固內軟體免費下載升

級)(需附VMware

原廠安裝光碟片)

1 套 177,000 177,000 提供雲端應用服務 電算機房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4
電子計算機

中心
系統軟體

MS SQL server 最新中文 教育授權 企業版及

專業版各 1套
1 組 90,000 90,000

提供學生資料及輔導資訊相關之管

理

電算中心機

房
電腦設備-軟體

合計 824,000

總計 14,5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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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上學期 教育部補助儀器設備

課務組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課務組 光學閱讀機 鉛筆讀頭,單面讀卡功能,每小時五千張 1 組 350,000 350,000 答案卡讀卡 課務組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合計 350,000

教師發展中心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教師發展中心

ezStation多

視埠影音錄製

系統（微觀教

室）

1.多視埠影音錄製系統EAR313*1台

2.SONY EVI-D70*3台

3.攝影機控制器SONY RM-BR300*1台

4.ATEN 1對4 VGA分配器*1台

5.指向性高感度MIC SUPERLUX E-304-W*4顆

AX860*1台

7.150W監聽喇叭HP MAX8 (對)*1對

8. 8路混音機 PHONIC AM642D*1台

1 式 723,200 724,000 微觀教室建置設備 教發中心 機具設備 教學

2 教師發展中心
測驗問答即時

回饋IRS系統

測驗問答即時回饋IRS系統60人版 (LP5-

101002電腦軟體)/廠牌:松博

內含:RF11學生遙控器60支/老師遙控器1支/

接收器1個/HiTeach互動教學系統1套

1 套 146,994 147,000 PBL及個案教學法設備 教發中心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合計 871,000

課外活動組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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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外活動組 音箱(卲他) Randall RX75 2 顆 18,000 36,000
學生社團熱門音樂社辦

理活動及社課練習使用

學生活動

中心-熱

門音樂社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2 課外活動組
中階筆記型電

腦

CPU：Intel Core i5(2.5GHz )以上

RAM：DDR3  4G 以上

HDD：500G(SATA)以上7200RPM

2 台 32,500 65,000
學生社團辦理各類活動

使用

課外活動

指導組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3 課外活動組
發球機（慢速

壘球)
M-1600 1 台 96,000 96,000

學生社團棒壘社社課及

練習技巧使用
棒壘場 體育設備 教學

4 課外活動組 類單眼相機
Canon相機PowerShot系列

1.記憶卡32G(含讀卡機)2.電池*2(原廠)

3.原廠相機包4.保護貼  5.充電器

6 台 17,690 107,000
學生社團辦理各類活動

使用

課外活動

指導組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5 課外活動組 無線喊話器

1.內建接收機-雙頻 2.內建USB

3.錄放音功能

4.喇叭(5吋全音域.高效率喇叭)

5.操作模式-直接於箱體上操作.USB可遙控

操作            6.有領夾式麥克風

3 台 13,900 42,000

社團營隊活動或校外帶

動中小學等大型活動辦

理使用

課外活動

指導組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6 課外活動組 無線擴音機

1.內建接收機-雙頻  2.內建USB

3.錄放音功能

4.喇叭-雙音路.1吋號角高音.5吋高效率中

低音

5.操作模式-直接於箱體上操作.USB可遙控

操作

6.預設頻率-16個以上 7.天線-隱藏式

5 台 18,100 91,000

社團營隊活動或校外帶

動中小學等大型活動辦

理使用

課外活動

指導組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7 課外活動組 活動式音響組

Audioking擴大機(PRO-3)*1台

Audioking專業舞台落地式喇叭(一組2只S-

350)*2組

二開式戶外型活動標準音響機櫃(附雙手手

把10U)*1組

IU接線背板及快速接頭*1式

喇叭線10米*4條 喇叭立架*6支 稅額1式

3 組 107,000 321,000

社團辦理大型活動如講

座、演唱會、社團博覽

會等全校性活動使用

?外活動

指導組
機具設備 教學

8 課外活動組 打擊練習網
長-2米

寬-2米
1 台 12,000 12,000

學生社團棒壘社社課及

練習技巧使用
棒壘場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合計 770,000

衛生保健組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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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衛生保健組
全自動身高體

重計

HW-3050

全自動測量

可顯示身高體重BMI理想體重(具外掛式滑

槽、調整腳、推輪、電腦連線)

1 台 68,000 68,000
供全校師生了解體位變

化及健康促進活動使用
健康中心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2 衛生保健組
電子血壓計-

全自動隧道式

UDEX-TWIN Type Ⅱ

全自動測量有列表機功能 ，7段LED數字顯

示收縮壓，舒張壓和脈搏數值採用ADPCM聲

音合成方，中文發音含桌子及子

1 台 59,000 59,000
供全校師生定期測量血

壓,了解血壓之變化
健康中心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3 衛生保健組

桌上型電子血

壓計(調至校

內經費)

TERUMO ESP-2000

(含桌椅)聽診測定血壓單2型乾電池4個
3 台 11,000 33,000

進行社區服務,學校健

康促進活動及支援各項

活動設置救護站

健康中心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4 衛生保健組
CANON數位相

機
PowerShot(G系列) 2 台 16,000 32,000

1.協助各項室內外活動

之影像拍攝(急救員培

訓、勞作教育課程、健

康促進活動、環保教育

活動等)。

2.辦理校園整潔及班級

資源回收稽查之?像拍

攝。

3.提高影像清晰度，降

健康中心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5 衛生保健組
joson care電

動室病床
型號：ES-02FDS、JS-301波浪型高密度泡棉 2 台 29,500 59,000

提供舒適環境以利身體

不適之教職員生獲得休

息。

健康中心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6 衛生保健組
中階筆記型電

腦

Intel Core i5 (2.5 GHz)以上、DDR3 4G以

上’、 500G(SATA)以上7200RPM、(2GB) 以

上、(WINDOWS7)USB 3.0介面 、14吋以上超

薄LED背光螢幕

2 台 32,000 64,000

1.協助建立健撱系統資

料庫，如家醫看診、病

歷處理、個案管理等。

2.協助各項室內外之活

動辦理(急救員培訓、

勞作教育課程、健康促

進活動、環保教育活動

等)。3.辦理團體或個

別特殊疾病衛生教育。

健康中心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7 衛生保健組 彩色投影器 3000 ANSI流明(含)以上 1 台 30,000 30,000

1.協助各項室內外之活

動辦理。

2.辦理團體或個別特殊

疾病衛生教育。

健康中心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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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衛生保健組
A4事務型(網

路列印)

A4規格列印速度25ppm功能：列印/影印/掃

描/傳真(雙面列印)介面：USB、乙太網路建

議型號：HP LaserJet Pro M1536dnf MFP

1 台 16,000 16,000

提供夜間校護辦理各項

業務

1.協助辦理學生健康檢

查業務(資料傳送、影

印、掃描等)

2.協助辦理特殊疾病、

重大疾病個案管理業務

(資料傳送、影印、掃

描等)

3.提高業務之即時性、

健康中心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合計 361,000

體育運動組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體育運動組 排球發球機

銀色高腳排球發球機VOLLEYBALL TUTOR

SLLVER MODEL,球速可達96/公里/時/機身高

5 1/2英尺,兩個馬達可發上下旋球或直球

1 台 69,000 69,000 教學用 排球場 體育設備

2 體育運動組
電子數字計時

器

長60CM*&#23485;27.5CM*高35CM,重

量:5.5KG,LED數字長度上段12CM,下段

11CM,4台,著地式組架:長55.6*寬58*高

110CM*4座,含計時器手提帶4個,連接線2條,

可連接兩台以上計時器,(功能:1.比賽時間

計時及得分顯示2.比賽時間計時及籃球30秒

計時3.得分及得分組合顯示4.比賽時間計時

1 式 142,560 143,000 教學用
室內外運

動場地
體育設備 教學

2 體育運動組
專業震動訓練

機

電源:120Vac/60Hz 與 230Vac/50Hz,頻

率:25Hz ~ 50Hz,振幅:上踏板振幅：最大

1.0mm下踏板振幅：最大1.5mm,離心力:上踏

板720N下踏板1.5kN,馬達:上踏板：AC馬達

200瓦下踏板：AC馬達 500瓦,電子錶顯示:

背光LCM (LCM 尺寸: 112mm x 62mm),"開始

鍵、停止鍵、進入鍵、上鍵、下鍵、快

1 台 180,000 180,000 教學用-適應體育
學生活動

中心
體育設備 教學

合計 3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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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護理系 彩色投影器 3000流明度 2 組 16,000 32,000
在社區衛教時需帶出使

用
實習組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2 護理系 手提式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2637M(1.7G /

turbo 2.8Ghz) 主記憶體4GB DDR3 記憶體

以上,儲存硬碟容量  500GB  SATA 2 (5400

轉)+ 20GB SSD

2 組 28,900 58,000

系辦需供應PBL各分?上

課使用,且目前系辦的

手提式電腦皆已超過10

年,開機速度緩慢易當

機,嚴重影響課程進行.

教學組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3 護理系
雷射網路印表

機

列印速度1 黑白標準A4 可達 25 ppm 

處理器 400 MHz 

影像增強、解析度 高達 600 x 600 x 2

dpi (1200 dpi 有效輸出)

2 組 13,400 27,000

系辦行政組及教學組使

用

另兩組提供研究大樓老

師共同使用

教學組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4 護理系
護理實驗教室

影像系統

32型液晶電視10組

電視懸掛架10組

VS-8116PF 16 PORT 螢幕分配器

一般型電腦含顯示器一組

2 式 238,000 476,000

同學在各分組病床上方

可監看技術影片,可一

邊做技術.

基護及內

外
機具設備 教學

5 護理系
身體評估訓練

模型

規格:

本體：成人女性全身模型   ※真人發聲※

材質：軟質特殊樹脂、硬質特殊樹脂製

尺寸：身長約155㎝  重量：約24㎏

構成 :

1.模型本體    1體2.CPU及筆記型電腦、

滑鼠 1組

(此電腦內軟體為本產品功能專用設定,所以

不可用一般電腦等設

2 組 1,169,500 2,339,000

因需成立OSCE模擬情境

教室增購,提供學生臨

床情境的處理能力

模擬情境

教室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教學

6 護理系

周邊血管注射

實境模擬訓練

系統組

此訓練系統為廣泛且全方位用以訓練建立周

邊血管之互動型自學系統。具完整課程之自

學講習導引可漸進式地改善學員之技巧及認

知。具真實之3D畫面及力量回饋之觸感以建

立一真實之環境經驗。擬真之病患可反應流

血、腫脹及其他之生理效應。

附件說明一、桌上型電腦  二、模

1 組 900,000 900,000

因需成立OSCE模擬情境

教室增購,提供學生臨

床情境的處理能力並增

加實際注射技能

模擬情境

教室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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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護理系

臨床護理資訊

整合病患安全

識別系統

1.生理監測

2.入院護理評估

3.護理計劃

4.衛教記錄

5.護理記錄

6.壓瘡危隩因子評估

7.傷口護理記錄

8.後台管理功能

1 組 980,000 980,000

配合醫院的行動護理教

學,目前醫院皆已經使

用行動護理車,故學生

也需要學習如何使用.

基護實驗

室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8 護理系 沐浴娃娃模型

規格

本體：男或女新生兒模型

大小：身高 約50cm

頭圍：約33cm

重量：約3kg

材質：軟性特殊樹脂製

10 組 38,000 380,000 汰舊更新
產科護理

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9 護理系 攝影監控組

1.AVP全自動教學錄影伺服器1組

2.超高解析球型攝影機1組

3.CMG自動辨識攝影機1組

4.影音多媒體自動攝錄系統1組

5.無線麥克風組1組

6.42吋以上液晶電視含吊架2組

7.施工建置及教育訓練

4 組 230,000 920,000

安裝南.北階梯護理教

室,上課可同步追蹤老

師,並同時出現在螢幕

上,讓學生在觀看老師

示範加清楚,且影片

可直接錄影放在網路上

提供學生學習.與未來

南.北階

梯?理教

室

機具設備 教學

10 護理系 數位攝影機

內建160GB硬碟+記憶卡插槽 

內建GPS+電子地圖 

SONY G鏡+廣角可至29.8mm 

30倍光學+55倍延伸變焦 

3.0吋LCD+10倍三向光學防震

10 組 26,900 269,000

規劃讓學生以拍攝技

術?方式,來代替傳統技

術考試,因需供應五二

250人,五三250人,五四

200人使用.

護理系實

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11 護理系 電子公告欄 電子公告欄(編入學校經費) 2 組 76,000 152,000

教學組及實習組電子公

告欄

含安裝

系辦外牆 機具設備 教學

合計 6,533,000

醫務管理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醫務管理系
套裝軟體(移

至經常門)

方鼎醫療資訊系統教育版授權(二年)包含：

門急診掛號繳費系統、病歷管理系統、診間

醫令系統、藥局管理系統、門診申報管理系

統、藥庫庫存管理系統、衛材庫存管理系

統、採購驗收管理系統、入出院管理系統、

住院批價繳費系統、護理站管理系統、單一

劑量作業、住院申報管理系統、

1 套 394,800 395,000 續約

醫務管理

情境模擬

教室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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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務管理系
UPS不斷電系

統

直&#63991;型5000VA(含以上)在線式(ON-

Line)&#63847;斷電系統
1 台 55,000 55,000

供主機室四台伺服器使

用

醫務管理

情境模擬

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3 醫務管理系
HUB網路訊號

分配器

有網管交換器之24埠10/100/1000Base-

T(含加值服務選項功能)(支援IPv6)
4 台 21,215 85,000 汱換

醫務管理

情境模擬

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4 醫務管理系 學術網路主機

1.Intel(R) Xeon(R) Processor E5-2620

2.00GHz, 15M Cache, 7.2GT/s QPI,

Turbo, 6C 95W(含以上)

2.4GB Memory (1x4GB), 1333MHz, Dual

Rank LV RDIMMs *2(含以上)

3.300GB 15K RPM,6Gbps SAS 3.5 " Hot

Plug Hard Drive *2(含以上)

4.PERC H710 Integrated RAID Control

1 台 178,500 179,000 汱換

醫務管理

情境模擬

教室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5 醫務管理系
個人電腦(含

螢幕)

主機

CPU:Intel Core i7, 3.4GHz( 含) 以上

RAM:DDR3, 4GB ( 含)以上

HDD:3.5 吋、500 GB( 含)以上、7200rpm

獨立影卡:中階顯示卡PCI-E介面

其他:(WINDOWS 7PRO 作業系統)

&#63897;騰&#63846;活卡FOR WIN7

office 2010 家用版

螢幕21.5吋LED寬螢幕背光模組彩色液

45 台 24,000 1,080,000
汱換情境?擬教室,互動

教室及健康資訊室電腦

情境模擬

教室,互

動教室及

健康資訊

室電腦

電腦設備-硬體

6 醫務管理系 監視器

1.紅外線彩色攝影機 CJ65F*6支	

2.16路DVR(2T 硬碟) (含以上)	*1組

3.安裝

1 套 37,590 38,000 汱換專業教室
醫管系專

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合計 1,832,000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腕式生理監測

系統

1. 可測量八個以上生理參數

HR, SYS, DIA, HRV, HF, LF, HF/LF

2.含USB下載線可自動分析自律神經狀況

3.可記錄五十組以上資料

4.含分析電腦與軟體

3 台 110,000 330,000
自律神經狀態監測(教

學與研究)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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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離心濃縮系統

含

1.濃縮主機(最大轉速/離心力: 1,700 rpm

/ 360g

最大處理量:1.5mlx12支+50ml x 6 支

2.冷凝槽(最低溫度: -50℃, 

內槽容量: 1.4 公升)

3.真空幫浦(最大真空壓力6.7x10-2 Pa)

1 組 350,000 350,000

研究所

研究生合成產物濃縮

(教學與研究)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3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普朗克常數測

定實驗
微電流量測儀、光電管、濾光片和汞燈 2 組 138,000 276,000 普通物理實驗

普通物理

實驗室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4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霍爾效應實驗 晶片 可調磁鐵 LCR 數位電表 微伏計 2 組 55,000 110,000 普通物理實驗

普通物理

實驗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5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單口牙X光機 單口式固定型dental X-unit 1 台 220,000 220,000 放射診斷技術教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所)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6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全口牙X光機 全口式固定型dental X-unit 1 台 820,000 820,000 放射診斷技術教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所)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7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可攜帶式足部

超音波骨質密

度儀

可攜帶式 1 台 580,000 580,000
超音波技術及放射醫學

服務學習教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所)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8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奈米材料純化

離心機
RCF:7000G體積50CC/管 1 台 250,000 250,000 奈米材料純化及教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所)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9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超音波心臟軟

體及探頭
心臟心血管軟體及探頭2個 2 套 450,000 900,000 超音波技術教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所)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10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酵素免疫分析

儀

Thermo ELISA reader,波長範圍200~100nm

全波長掃描功能,判讀0~4.0Abs RS~232含分

析軟體

1 台 560,000 560,000

生物細胞存活率實驗,

奈米金特殊吸收波長掃

描

醫學影像

暨放枮科

學系(所)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11
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
心臟功能組

Medison SA-X8 Cardiac function ×2

一.Cardiac transducer :2-4MHz  sector

1set 

二. Cardiac Package

1set

1.cardiac measurement

2.color mode

3.TDI/tissue doppler image

4.EKG module

2 組 450,000 900,000 超音波實驗用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所)

儀器設備-教補-

重大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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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5,296,000

會計資訊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會計資訊系
會議麥克風系

統

數位會議主機MD-668,1台

崁入型列席單體麥克風CD-1000,32組

崁入型主席單體麥克風CD-1001,1組

(含安裝)

1 組 270,000 270,000 提升教學品質

簡報與溝

通學習教

室

機具設備

2 會計資訊系 平板電腦
windows 8作業系統

i5等級以上CPU
10 部 29,900 299,000 提升教學品質

個案教學

研討室
電腦設備-硬體

3 會計資訊系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5 3.0GHz(含)以上

RAM:DDR3 4GB以上

HDD:3.5吋  500GB以上,7200rpm

&#63897;騰&#63846;活卡FOR WIN7

(含無線鍵盤及滑鼠,不含電腦顯示器)

4 台 24,000 96,000
專業教室電腦汰舊換

新,提升教學品質

簡報與溝

通學習教

室,商務

模擬教

室,個案

教學研討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合計 665,000

通識教育中心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通識教育中心

油漆式速記法

2.5-全民英檢

中級字彙

1.包含速記教室(認知性、回溯性、聯想

性、觸覺性、多感官、油漆鼠等速記課

程)、自訂字庫、電腦字典、說明、製作

群、聲音控制鈕

2.自訂字庫提供五組字庫，可供不同使用者

自訂單字內容來進行速讀練習

3.電腦字典包含英翻中/中翻英選擇,字典隨

1 式 140,000 140,000

1.提升學生英文單字量

作為英文學習進展提升

的基礎

2.提高英檢通過率

3.滿足不同英文程度學

生的學習需求

語言教學

中心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2 通識教育中心

油漆式速記法

2.5-全民英檢

初級字彙

1.包含速記教室(認知性、回溯性、聯想

性、觸覺性、多感官、油漆鼠等速記課

程)、自訂字庫、電腦字典、說明、製作

群、聲音控制鈕

2.自訂字庫提供五組字庫，可供不同使用者

自訂單字內容來進行速讀練習

3.電腦字典包含英翻中/中翻英選擇,字典隨

1 式 140,000 140,000

1.提升學生英文單字量

作為英文學習進展提升

的基礎

2.提高英檢通過率

3.滿足不同英文程度學

生的學習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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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識教育中心

油漆式速記法

2.5-商用英文

多益字彙

1.包含速記教室(認知性、回溯性、聯想

性、觸覺性、多感官、油漆鼠等速記課

程)、自訂字庫、電腦字典、說明、製作

群、聲音控制鈕

2.自訂字庫提供五組字庫，可供不同使用者

自訂單字內容來進行速讀練習

3.電腦字典包含英翻中/中翻英選擇,字典隨

1 式 140,000 140,000

1.提升學生英文單字量

作為英文學習進展提升

的基礎

2.提高英檢通過率

3.滿足不同英文程度學

生的學習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4 通識教育中心

油漆式速記法

2.5-醫護英文

專業字彙

1.包含速記教室(認知性、回溯性、聯想

性、觸覺性、多感官、油漆鼠等速記課

程)、自訂字庫、電腦字典、說明、製作

群、聲音控制鈕

2.自訂字庫提供五組字庫，可供不同使用者

自訂單字內容來進行速讀練習

3.電腦字典包含英翻中/中翻英選擇,字典隨

1 式 140,000 140,000

1.提升學生英文單字量

作為英文學習進展提升

的基礎

2.提高英檢通過率

3.滿足不同英文程度學

生的學習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5 通識教育中心

油漆式速記法

2.5-全民英檢

中高級字彙

1.包含速記教室(認知性、回溯性、聯想

性、觸覺性、多感官、油漆鼠等速記課

程)、自訂字庫、電腦字典、說明、製作

群、聲音控制鈕

2.自訂字庫提供五組字庫，可供不同使用者

自訂單字內容來進行速讀練習

3.電腦字典包含英翻中/中翻英選擇,字典隨

1 式 140,000 140,000

1.提升學生英文單字量

作為英文學習進展提升

的基礎

2.提高英檢通過率

3.滿足不同英文程度學

生的學習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6 通識教育中心

油漆式速記法

2.5-日本語能

力檢定N5級字

彙

1.包含速記教室(認知性、回溯性、聯想

性、觸覺性、多感官、油漆鼠等速記課

程)、自訂字庫、電腦字典、說明、製作

群、聲音控制鈕

2.自訂字庫提供五組字庫，可供不同使用者

自訂單字內容來進行速讀練習

3.電腦字典包含日翻中/中翻日選擇,字典隨

1 式 140,000 140,000

1.提升學生日文單字量

作為日文學習進展提升

的基礎

2.提高日文檢定通過率



3.滿足不同日文程度學

生的學習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7 通識教育中心
微量盤分光光

譜儀

一、儀器規格：

1. 波長範圍：340 - 850 nm

2. 波長精確度：＜± 2.0 nm

3. 光學範圍：0.0 ~ 4.0 OD

4. 光學解析度：0.001 OD

5. 光學精確度：< ± 0.006 OD ± 1.0%,

0.0 - 2.0 OD

6. 光學準確度：< ± 0.003 OD ± 1.0%,

0.0 - 2.0 OD

二、分析軟體：

1. 與Windows

1 台 480,000 480,000

強化生物化學、生醫技

術特論、微生物免疫學

及病理學等課程之教學

效益。

通識教育

中心

儀器設備-教育部

補助-重大

8 通識教育中心 冷氣機 DC變頻R-410. MA71VC1 6 台 51,608 310,000

解剖教室用

原有舊冷氣已使用超過

十幾年,須汰舊更新

通識教育

中心
機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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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630,000

資訊工程系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1 資訊工程系 套裝軟體 電子書書架軟體 1 套 254,555 255,000

使用於電子商務實驗室

之電子商務、電子化企

業、管理資訊系統課程

電子商務

實驗室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2 資訊工程系 套裝軟體
ADOBE CS6(含以上) Master Collection(教

育CPL)51人授權更新版及安裝光碟
51 套 17,500 893,000

Adobe公司出品之多媒

體編輯軟體合輯，包含

電腦動畫使用FLASH，

影片剪輯使用Premium

，影像處理使用

Photoshop與

Illustrator，以及各

類相關軟體等。使用於

多媒體設計與製作、電

腦動畫、影捻剪輯、3D

電腦動畫、角色動畫、

資工系電

腦教室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3 資訊工程系 學術伺服器 MOTP 身分認證管控伺服器 1 套 250,000 250,000
使用於資安實驗室之電

腦課程

資安實驗

室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4 資訊工程系 學術伺服器 Dell SonicWALL SRA VPN 伺服器 1 套 60,000 60,000
使用於資安實驗室之電

腦課程

資安實驗

室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5 資訊工程系 平板電腦
作業系統:windows 8 

CPU: core i5-3317u (含以上)
5 台 39,500 198,000

視窗程式設計、實務專

題、行動資訊系統、行

動裝置多媒體系統等相

關課程使用

行動資訊

系統技術

實驗室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6 資訊工程系 平板電腦

作業系統:windows RT

CPU :Quad-core NVIDIA Tegra 3 (含以

上)

2GB RAM(含以上)

5 台 21,000 105,000

實務專題、行動資訊系

統、行動裝置多媒體系

統等相關課程使用

行動資訊

系統技術

實驗室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合計 1,761,000

電子計算機中心

序 會計部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使用地點 會計科目
用途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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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子計算機中

心
觸控營幕 資訊講桌-觸控營幕 20 台 15,000 300,000

汰換全校數位講桌之觸

控營幕
全校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2
電子計算機中

心
攝影機 Sony unveils NEX-EA50EH 攝影機 2 台 142,800 286,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機具設備 教學

3
電子計算機中

心

錄影雲台腳架

套組
VINTEN Pro-5 Plus錄影雲台腳架套組 2 組 25,600 52,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4
電子計算機中

心
定向滑輪座 Skier AT-01定向滑輪座 1 組 26,250 27,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5
電子計算機中

心
可調阻尼滑軌 KONOVA K5可調阻尼滑軌150CM 1 組 28,500 29,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6
電子計算機中

心
麥克風

SONY UWP-V1領夾式迷你麥克風組+SUPERLUX

E525L 立體槍型麥克風
1 組 32,200 33,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7
電子計算機中

心
冷光燈組 Mettle 冷光商品雙燈組(含全光譜燈泡) 2 組 11,800 24,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8
電子計算機中

心

監聽喇叭(移

至校內預算)
BES5A 五吋 監聽喇叭 1 組 18,570 19,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9
電子計算機中

心
混音器 Behringer XENYX X1204USB 混音器 1 組 13,125 14,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10
電子計算機中

心
監視器 雙螢幕監視器 Datavideo TLM-702 1 組 27,000 27,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用於學

生上課暨老師教學媒體
廣播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11
電子計算機中

心
套裝軟體 EPAGE學術WEB應用整合系統多網版10U 1 式 200,000 200,000 本校網站更新維護

電子計算

機中心
電腦軟體 教學

12
電子計算機中

心
硬式磁碟機

SAS 6Gb/s HDD, 12TB以上(3T*4)，可相容

於普安ESDS S12F-G1440-MA設備
1 式 58,000 58,000

elearning及

ePortfolio學生學習系

統儲存空間擴充

電子計算

機中心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13
電子計算機中

心
個人電腦

中階個人電腦cpu：Intel Core i5

3.33GHz(含)以上RAM：16G以上 硬碟：500G

以上，WINDOWS作業系統)，19吋以上LED液

晶營幕

61 台 24,000 1,464,000
汰換電腦教室(四) 提

升教學品質

電腦教室

(四)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14
電子計算機中

心
E控主機

資訊講桌-E控主機

SV-3500
3 台 18,000 54,000

新增全校數位講桌-E控

主機
全校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15
電子計算機中

心
應用軟體

gCloudGate，雲端運用軟體服務系統，10U

License
1 套 130,000 130,000

建置本校教師教學及研

究等相關軟體之雲端應

用服務管理系統

電子計算

機中心
電腦設備-軟體 研究

16
電子計算機中

心
套裝軟體

Sony Vegas Movie Studio Platinum 專業

剪輯軟體_最新英文教育授權版_( 最低購買

數量5U)

1 套 14,700 15,000
本校教師課程教材製作

使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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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電子計算機中

心

HUB 網路訊號

分配器

採用中信局標案案號：LP5-990074，第1組

交換器及路由器網路設備，第47項次同等級

或以上之規格。

16 台 15,500 248,000

逐步汰換宿舍網路交換

設備，本校宿舍計152

台，預計汰換一成約16

台交換器。

三棟宿舍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18
電子計算機中

心
印表機

彩色雷射印表機-A4規格(Color 31頁含以

上)彩色印表機(雷射電子顯像式或噴蠟)(雙

面列印器)

2 台 47,000 94,000
新增及汰換電腦教室

(三)、(四)印表機
電腦教室

教學-雜項購置-

教補重大儀器
教學

19
電子計算機中

心
應用軟體

印表機管理系統

昇級至MFP Charging

1.Client 端認証程式

2.支援vista版本 及Windows 7版

3.支援2008 R2 Server

4.不含安裝費用,支援遠端安裝

5.授權一台主機上管控20台印表機管理

6.十台RFID卡機

1 套 295,000 295,000

付費列印系統升級與維

護

減少列印紙張浪費

全校 電腦設備-軟體 教學

20
電子計算機中

心

HUB 網路訊號

分配器

網管型乙太網路交換器(48埠)，具網管功能

，含Mini GBIC For-SFP*2光纖接頭(10G)
1 台 122,600 123,000 提供雲端應用服務

電算中心

機房
電腦設備-硬體 教學

合計 3,492,000

總計 23,9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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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101下、102上)獎補助款資本門預計編列為31,500,000元，經常門編列為13,500,000元，合計總經費為45,000,000元

 資本門-科室25,039,000元(比例79.49% )， 圖書館5,831,000元(比例18.51% )、學輔630,000元(比例2.00%)

科室 比例 合計編列 101下修正 102上修正

科室 比例 合計編列 101下修正 102上修正 課務組 1.00% 315,000 -                     315,000         

護理系 25.98% 8,185,000      3,767,000       4,418,000              教發中心 2.49% 784,000 -                     784,000         

醫管系 4.40% 1,387,000      497,000          890,000                 衛保組 0.95% 299,000 -                     299,000         

放射系 14.55% 4,584,000      747,000          3,837,000 體育組 0.71% 225,000 -                     225,000

會資系 4.39% 1,384,000      -                  1,384,000              電算中心 11.76% 3,704,000 743,000 2,961,000

資工系 8.65% 2,724,000      756,000 1,968,000              通識中心 4.60% 1,448,000 536,000 912,000

小計 57.98% 18,264,000    5,767,000       12,497,000            小計 21.51% 6,775,000            1,279,000          5,496,000         

科室 比率 合計編列 101下修正 102上修正

圖書館 18.51% 5,831,000 5,831,000          -                    

 課指組 2.00% 630,000 -                     630,000            

小計 20.51% 6,461,000            5,831,000          630,000            

合計 31,500,000     12,877,000   18,623,000   

經11月14日專責會議決議：

    經11月14日專責會議決定，資工系刪除個人電腦24台，圖書館增加中文圖書2470冊、視聽266件、刪除電子期刊240種、軟體1種

     課指組音響減少1組，體育組刪除計時器1式，衛保組刪除血壓計3台，護理系減少身體評估模型1組、沐浴娃娃5組、攝影機5組、

     刪除公告欄2組.傳輸器6組.照護組6組，醫管系減少個人電腦25台、刪除軟體1套.傳輸器4組.照護組4組，醫放系減少生理監測系統

     及常數測定實驗各1台、刪除探頭2套，會資系增加商業軟體1式及POS軟體5組，通識中心刪除冷氣6台，資工系增加平板電腦5台

     及行動裝置5台，電算中心刪除冷光燈2組、喇叭1組、混音器1組、主機2台、軟體1套、印表機2台、應用軟體1套、分配器1台

    各科室設備再依電算中心公告規格，評估及修正科室電腦單價

附件三之一【決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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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決議後資本門設備】 
【提案一】102年度資本門教學圖儀設備明細 

 

102年度支用計畫書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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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1 良導絡中醫診

斷系統 

能 量 管 理 系 統 (IBM-pc 

COMPATIBLE)，良導絡辨

症， CIS能量組成評分系

統，五行能量分析，多經

脈能量辨症等 

1 組 284,000 284,000 學生可以客觀的

評估自己生心靈

狀況，藉由課程所

學之另類輔助療

法 去 改 善 其 問

題，於課程後，藉

由再次評估其生

心靈狀況，來評估

是否將輔助另類

療法落實於個人

之健康照護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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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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2 應用軟體 老 人 跌 倒 評 估 系 統，

Physioligical profile 

assessment (PPA):視覺

對比敏感度測試圖版，本

體感覺測試壓克力板，高

腳椅及拉力計，時間反應

器，高度桌及海綿軟墊 

1 組 225,000 225,000 1.學生能夠瞭解

老人跌倒評估的

重要性並能執行

睡眠評估技能。2.

學生能提升滿足

跌倒高危險老人

的 健 康 照 護 需

求。3.學生能藉由

老人跌倒評估與

照護指導，提升老

人的生活品質。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03 肌力測量分析

儀 

藍芽韌體版本(Bluetooth 

Ver. 2.0 + EDR 

compatibility)，配件:

頂端接觸圓盤，壓痛測量

接觸接頭  (大小各一

個) ，壓痛覺病患安全按

鈕，測試導子及安全量測

評估繫帶及電池 

1 組 80,000 80,000 學生能學習及瞭

解老人肌力及疼

痛的情形，進而設

計及執行運動活

動，可測量執行成

效並做評值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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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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4 生理監視器 居家睡眠監測儀，本設備

及系統可於紀錄及分析睡

眠品質，可作為睡眠品質

評量之篩檢及追蹤之用。

記 錄 連 續 心 電 圖 訊號 

(Lead I)。具備內部時鐘

(Real time clock)，可從

PC端設定日期、時間。具

備三個電極貼片按扣，使

儀器直接附著於身體收集

心電訊號，勿需電極導

線，大幅減低儀器對睡眠

之干擾。 

3 組 32,667 98,000 1.學生能夠瞭解

老人睡眠品質評

估的重要性並能

執行睡眠評估。2.

學生能提升滿足

睡眠品質障礙老

人的健康照護需

求。3.學生能藉由

老人睡眠品質評

估與照護指導，提

升老人的生活品

質。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05 人體教學模型 皮內注射模型 

1. 本體:成人手腕模型 

2. 大小:實體大成人手腕 

4 組 54,000 216,000 基護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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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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6 人體教學模型 Cvp及 Port-A護理教學模

型 

1.半身軀幹模型。 

2.有手臂拆解。 

3.可以立姿及仰姿使用。 

4.胸腔有一個植入的血管

驅進裝置。 

5.預留有植入式中央及周

邊靜脈接管線。 

6.可經由外部開口注射入

外頸動脈及鎖骨下方。 

7.具可模擬三種以上困難

注射裝置，至少可模擬： 

移動的血管。 

角度會變動的血管。 

深入的血管。 

4 組 58,500 234,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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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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7 人體教學模型 成人插管模型，1.成人模

型，逼真的解剖構造、組

織和皮膚，可真實的演練

清除氣道阻圔或抽吸技

術，操作錯誤時會有警示

音，嚴重時會造成牙齒斷

裂及口腔組織的損毀，可

活動式下顎及軟質舌頭，

並附有特殊打氣裝置可模

擬舌根腫脹的困難插管狀

態，可適用於各式插管。 

2.具外露之立體軟式肺

臟，方便進氣時之肺部鼓

脹狀態觀察。 

3.可練習口/鼻咽插管技

術。 

4.可練習使用喉罩及食道

氣 管 插 管

如 :Endo-tracheal 

intubation,Laryngeal 

mask,Esophagus closing 

airway， Two way tube。 

8 組 133,750 1,070,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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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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8 人體教學模型 採血及靜脈注射練習模型 

1.手臂模型主體 

2.手臂模型外層皮膚 

3.靜脈血脈 

4.軟質血管用模組 (用於

放置血管及練習拍打)  

5.模擬血液(500ml)  

6.水性潤滑劑  

7.手臂放置架  

8.模型專用供血幫浦設備  

9.模型及幫浦專用攜行袋  

特長 

1.採血技巧、靜脈內點

滴，控制器有強制回血的

開關設計，當操作時可呈

現回血狀態。 

2.注射、靜脈內注射技巧

的訓練。 

3.電動幫浦給血加壓。 

4.真實的抵抗感和刺入

感。 

7 組 43,286 303,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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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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9 肌力測量分析

儀 

拉法葉肌力測量器，可雙

測量範圍為 0-300 磅或提

高敏感度增加為 0-50

磅，可測量肢體不同部位

的肌力，可儲存多達 52

個測試結果， 螢幕可顯示

磅和公斤 

2 組 54,000 108,000 學生能學習及瞭

解老人各個部位

肌力的情形，進而

設計及執行運動

活動，可測量執行

成效並做評值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10 人體教學模型 褥瘡護理模型，材質：硬

質特殊樹脂、內面貼有氈 

褥瘡護理用皮膚 

材質：軟質特殊樹脂 

尺寸：大約 W38 x D38cm 

4 組 58,500 234,000 褥瘡形成的說明

和褥瘡護理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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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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1 輸血加溫器 1.管徑：4.1～5.0mmψ。 

2.流速：1～12 ml/min。 

3.電壓：115V±10%～(AC) 

50/60Hz Max.100W/hr。 

4.採乾式熱交換，S 型管

路加熱面板。 

5.可用於 ICU/CCU 之低流

速輸液/輸血。 

6.可用於新生兒牛奶或高

卡路里的輸液。 

7.具原廠掛帶，易於攜

帶，可手握式或掛置於 IV

架。 

8.不需配合特殊加溫袋使

用。 

9.重量：560g(±5%)，尺

寸 ：

L176×W65×H36mm(±5%)。 

10.頇檢附行政院衛生署

醫療器材許可證。 

3 組 34,333 103,000 輸血護理技術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12 床墊 各式床墊 1 組 79,000 79,000 內外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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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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3 一般病床 電動護理病床  

規 格 : 含 床 墊 、

L2100*W980*H400-700mm(

+-5%)。 

1 組 25,000 25,000 基護實驗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14 人體教學模型 子宮內的胎兒模型，全套

含：A 形正常懷孕子宮組

合+B 形異常懷孕子宮組

合 

2 組 267,500 535,000 產科護理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15 模擬體驗裝置 孕婦體驗組，可調節各期

重量 

5 組 25,800 129,000 產科護理課程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16 可調式治療床 多功能鋁合金可調式美容

床，1975*70*65mm(含)以

上 

1 組 12,000 12,000 中醫護理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17 良導絡中醫診

斷系統 

6.0 版本(含)以上，使用

USB 傳輸，並附有行政院

衛生署醫療器材許可證，

且提供 8 小時以上的教育

訓練時數 

1 組 32,000 32,000 中醫護理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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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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8 網路儲存設備 1.附3.5吋2TB硬碟×4(含

以上) 

2.內建 Mini-UPS 

3.Dual DOM保護機置 

4.處理器：Intel® Atom™ 

Processor D525 (含以上) 

5.系統記憶體：1GB DDR-3 

SDRAM(含以上) 

6.網路介面：2 個 RJ-45 

的 10/100/1000M Base-TX 

乙太網路接口，支援 Auto 

MDI/MDI-X。  

7. 2.8” LED 液晶顯示幕

(含以上) 

2 台 38,000 76,000 備份資料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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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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9 手提式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3610QM 2.3GHz 含以

上 

2.螢幕：15吋 SuperFine 

HD LED 16:9含以上 

3. 顯 示 卡 ： Nvidia 

Geforce® GT640M LE 2GB

獨顯含以上 

4. 記 憶 體 ： 4GB DDR3 

1600MHz 含以上 

5. 硬 碟 ： 750GB SATA 

5400rpm硬碟機含以上 

6.光碟機：雙層 DVD Super 

Multi燒錄器 

7. 作 業 系 統 ： 正 版

Windows 7 Home Premium 

USB3.0、HDMI介面、全新

Ivy Bridge架構 

2 台 32,000 64,000 配合專業學程及

專題製作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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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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0 無線射頻 1.掃描資料處理器 

2D 條 碼 讀 取 +HF 

(RFID-13.56MHz) , BT(藍

芽)+WIFI+Camera (可拍

照), WM 6.5 Classic  

(CPU:806Mhz,ROM:512MB 

RAM:256MB,Summit 網

卡 ,Numeric 

keys,4000mah(含以上) 

2. 2D條碼掃描器 

2 組 43,500 87,000 配合智慧健康醫

療照護課程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實

務課程 

 

A021 應用軟體 線上問卷管理系統 10 人

版 

1問卷跳題設計功能 

2問卷題庫參考分享 

3題目選項分數設定 

4問卷設計審核機制 

5篩選名單分群寄送 

6彈性設定發送時間 

7未回填問卷再寄發 

8整合 EIP 上網作答 

9線上統計分析報表 

1 套 270,000 270,000 畢業系友問卷及

雇主滿意問卷調

查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實

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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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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2 應用軟體 影像處理軟體 MATLAB 增

購與升級，1.MATLAB 

2.Image Processing 

Toolbox(For License 

NO.723007) 

3. 軟 體 升 級

(MATLAB+Image 

Processing TB 25 users 

license) 

1 套 288,000 288,000 現有電腦教室教

學版軟體整合升

級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實

務課程 

 

A023 攝影機 1.紅外線攝影機/解析度

至少 540TV Lines  

2.8 路數位錄放影機/含

1TB硬碟 

1 組 13,000 13,000 分子輻射生物實

驗室出入管理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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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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4 生理訊號感測

器 

運動控制:內建雙編碼器

介面 可順向逆向限動及

數位輸入 

溫 度 控 制 :1200 S/s ， 

16-channel(含以上) 

計 數 器 :8-channel 

Input/Output(含以上)  

控 制 器 :Rea-Time 

Controller， 533MHz，

Storage-2GB ， 

DRAM-256MB(含以上) 

機箱:嵌入式 

軟體:控制軟體 

1 台 446,000 446,000 研究所教學及研

究用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實

務課程 

 

A025 淨氣抽器裝置 光 觸 媒 空 氣 循 環 機，

1.Photocatalytic (光觸

媒)： 10 pieces(枚)以上 

2.Filter (濾網)  

3. 紫 外 光 燈  

15Wx20=300W 

4.最大流量可達 9 cubic 

meter/min 

5.主體結構 SS400 或等

級相當以上之材質 

1 台 536,000 536,000 改善解剖教室空

氣品質(降低防腐

劑刺激性氣體危

害)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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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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6 個人電腦 高階個人電腦 

Win 7(含以上) 

MS Office 2010(含以上) 

含作業系統 

蓮騰復活卡 

19 吋(含)以上(內建防刮

玻璃功能) 

27 台 28,000 756,000 使用於「電子商務

實驗室」之電腦課

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27 學術網路主機 高階伺服器 (Hexa-Core 

Intel Xeon MP 1.86GHz

二顆)(無作業系統)(SAS

硬碟) 

1 台 259,000 259,000 提供雲端應用服

務 

電子計算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28 網路儲存設備 機架式中階 FC to SAS 磁

碟陣列儲存系統 

1 台 243,000 243,000 提供雲端應用服

務 

電子計算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29 系統軟體 VMware vSphere5 

Essentials Plus (或最新

版)(授權:永久) 

1 套 160,000 160,000 提供雲端應用服

務 

電子計算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30 系統軟體 MS SQL server 最新中文

教育授權 企業版及專業

版各 1套(授權:永久) 

1 組 81,000 81,000 提供學生資料及

輔導資訊相關之

管理 

電子計算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推動師生使

用

e-portfolio

，充實教學及

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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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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1 讀卡機 光學閱讀機，鉛筆讀頭，

單面讀卡功能，每小時至

少五千張 

1 台 315,000 315,000 答案卡讀卡 課務組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32 ezStation 多

視埠影音 

1.多視埠影音錄製系統 

2.高畫質數位攝影機/18x

光學變焦鏡頭、NTSC 影像

規 格 、 有 效 畫 素

768*494(含)以上 

3. 攝 影 機 控 制 器 / 長

391.3mm*185mm*145.9mm

、重量約 0.95kg  

4.1對 4 VGA分配器 

5.指向性高感度 MIC  

6.200W 高 功 率 擴 大 機

(含)以上 

7.150W 監聽喇叭(含)以

上 

8.8路混音機 

9. 22" 液晶顯示器 (含)

以上 

10.互動式電子白板/105" 

(含)以上 

施工整合安裝 

1 組 651,000 651,000 微觀教室建置設

備 

教師發展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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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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3 資料收集系統

及信號 

60人版(含以上) 

 

1 套 133,000 133,000 PBL 及個案教學法

設備 

教師發展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34 身高體重計 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可顯示身高體重 BMI 理想

體重，具 LED顯示螢幕 

具外掛式滑槽、調整腳、

推輪及電腦連線功能 

1 台 62,000 62,000 供全校師生了解

體位變化及健康

促進活動使用 

衛生保健

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 -提

供學生身心健

康 諮 詢 與 服

務，健全人格

發展  

A035 電子血壓計 全自動隧道式血壓計，自

動偵測校正功能，有列表

機功能(自動裁紙)， LED

數字顯示收縮壓，舒張壓

和脈搏數值，可輸出至列

表機或傳至電腦，中文發

音，可計算受測人數，含

桌子及椅子 

1 台 54,000 54,000 供全校師生定期

測量血壓，了解血

壓之變化 

衛生保健

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 -提

供學生身心健

康 諮 詢 與 服

務，健全人格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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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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6 數位式相機 數位相機，1000 萬像素

(含)以上，五倍光學變焦

鏡(含)以上，2.8 吋 46萬

畫素翻轉式 LCD 螢幕(含)

以上 

2 台 16,000 32,000 1.協助各項室內

外活動之影像拍

攝(急救員培訓、

勞作教育課程、健

康促進活動、環保

教育活動等)。 

2.辦理校園整潔

及班級資源回收

稽查之影像拍攝。 

3.提高影像清晰

度，降低失真度 

衛生保健

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 -強

化學生生活輔

導 

 

A037 一般病床 電動護理病床  

規格:含床墊、

L2100*W980*H400-700mm(

+-5%)。 

2 台 29,500 59,000 提供舒適環境以

利身體不適之教

職員生休息。 

衛生保健

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 -提

供學生身心健

康 諮 詢 與 服

務，健全人格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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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A038 手提式電腦 Intel Core i5 2.5 GHz(含

以上 )、 DDR3 4G(含以

上)、 500G SATA (含以

上)、7200RPM、2GB(含以

上)、WINDOWS7 USB 3.0

介面 、14 吋含以上超薄

LED背光螢幕 

2 台 23,000 46,000 1.協助建立健撱

系統資料庫，如家

醫看診、病歷處

理、個案管理等。 

2.協助各項室內

外之活動辦理(急

救員培訓、勞作教

育課程、健康促進

活動、環保教育活

動等)。 

3.辦理團體或個

別特殊疾病衛生

教育。 

衛生保健

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 -提

供學生身心健

康 諮 詢 與 服

務，健全人格

發展 

 

A039 彩色投影器 3500 ANSI 流明(含)以上

含安裝防盜吊架 

1 台 30,000 30,000 1.協助各項室內

外之活動辦理。 

2.辦理團體或個

別特殊疾病衛生

教育。 

衛生保健

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 -提

供學生身心健

康 諮 詢 與 服

務，健全人格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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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A040 多功能事務機 A4規格列印速度 25ppm功

能：列印/影印/掃描/傳真

(雙面列印)介面：USB、乙

太網路 

1 台 16,000 16,000 提供夜間校護辦

理各項業務 1.協

助辦理學生健康

檢查業務(資料傳

送、影印、掃描等) 

2.協助辦理特殊

疾病、重大疾病個

案管理業務(資料

傳送、影印、掃描

等) 

3.提高業務之即

時性、個別隱私之

需求。 

衛生保健

組 

加強推行學生

多元輔導 -提

供學生身心健

康 諮 詢 與 服

務，健全人格

發展 

 

A041 排球發球機 球速可達 96/公里/時/機

身高 5 1/2 英尺(含以上)

兩個馬達可發上下旋球或

直球 

1 台 63,000 63,000 教學用 體育運動

組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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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A042 震動訓練機 頻率:25Hz ~ 50Hz，振幅:

手握把振幅:最大

2.5mm~5mm(+-5mm);LCM-L

CM尺寸: 112mm x 

62mm(+-5mm) ，使用者最

大承載重量:160 公斤

(+-5公斤) ，外觀尺

寸:(長)142公分 x 

(寬)125公分 x 

(高)193.3公分

(+-5cm) ，國際認證:符合

CE、ETL、PSE、GS 安規認

證及 RoHS指令 

1 台 162,000 162,000 教學用-適應體育 體育運動

組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43 彩色投影器 3000ANSI流明(含)以上 2 組 16,000 32,000 在社區衛教時需

帶出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44 手提式電腦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2637M(1.7G / turbo 

2.8Ghz) (含)以上主記憶

體 4GB DDR3 記憶體(含)

以上，儲存硬碟容量  

500GB  SATA 2 (5400

轉)(含)以上+ 20GB 

SSD(含)以上 

2 台 32,000 64,000 系辦需供應 PBL各

分組上課使用，且

目前系辦的手提

式電腦皆已超過

10年，開機速度緩

慢易當機，嚴重影

響課程進行.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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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5 列表機 列印速度 1 黑白標準 A4 

可達 25 ppm 處理器 400 

MHz 影像增強、解析度 高

達 600 x 600 x 2 dpi 

(1200 dpi 有效輸出) 

2 組 13,500 27,000 系辦行政組及教

學組使用，另兩組

提供研究大樓老

師共同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46 護理實驗教室

影像系統 

1.32吋液晶電視 

2.電視懸掛架 

3.16 PORT 螢幕分配器 

4.一般型電腦含顯示器 

CPU:Core i7 3.4GHZ 含以

上 

記憶體:16GB含以上 

WIN作業系統 

螢幕:21.5 吋 LED 寬營幕

背光(含以上) 

2 套 214,500 429,000 同學在各分組病

床上方可監看技

術影片，可一邊做

技術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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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7 人體教學模型 身體評估訓練模型，本

體：成人女性全身模型    

材質：軟質特殊樹脂、硬

質特殊樹脂製，尺寸：身

長約 155㎝，重量：約 24

㎏，可加深聽取位置和病

例的理解，可以進行曈孔

反射的實習，可聽診腸蠕

動音，可以進行血壓測

定，可學習從正確的裝置

電極到看懂心電圖，心音

的聽診、脈診等 

1 組 1,053,000 1,053,000 因需成立 OSCE 模

擬 情 境 教 室 增

購，提供學生臨床

情境的處理能力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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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8 人體教學模型 周邊血管注射實境模擬訓

練系統組，用以訓練建立

周邊血管之互動型自學系

統。具完整課程之自學講

習導引可漸進式地改善學

員之技巧及認知。具真實

之 3D 畫面及力量回饋之

觸感以建立一真實之環境

經驗。擬真之病患可反應

流血、腫脹及其他之生理

效應。 

附件說明： 

一、桌上型電腦 

二、模擬周邊血管注射實

境模擬訓練軟體 

三、觸感感測器(含電子模

擬注射針)  

1 組 810,000 810,000 因需成立 OSCE 模

擬 情 境 教 室 增

購，提供學生臨床

情境的處理能力

並增加實際注射

技能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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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連結 
備註 

A049 臨床護理資訊

整合病 

1.生理監測 

2.入院護理評估 

3.護理計劃 

4.衛教記錄 

5.護理記錄 

6.壓瘡危險因子評估 

7.傷口護理記錄 

8.後台管理功能 

1 組 882,000 882,000 配合醫院的行動

護理教學，目前醫

院皆已經使用行

動護理車，故學生

也需要學習如何

使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50 人體教學模型 沐浴娃娃模型，本體：男

或女新生兒模型 

大小：身高約 50cm 

頭圍：約 33cm 

重量：約 3kg 

材質：軟性特殊樹脂製 

5 組 34,200 171,000 汰舊更新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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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連結 
備註 

A051 攝影監控組 1.AVP 全自動教學錄影伺

服器 

2.超高解析球型攝影機

3.CMG自動辨識攝影機 

4.影音多媒體自動攝錄系

統 

5.無線麥克風組 

6.42 吋(含)以上液晶電

視含吊架 

7.施工建置及教育訓練 

4 組 207,000 828,000 安裝南.北階梯護

理教室，上課可同

步追蹤老師，並同

時出現在螢幕上,

讓學生在觀看老

師 示 範 更 加 清

楚，且影片可直接

錄影放在網路上

提供學生學習，與

未來情境教室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52 攝影機 內建 160GB 硬碟+記憶卡

插槽(含)以上，內建 GPS+

電子地圖  ，廣角可至

29.8mm (含)以上，30 倍

光學+55 倍延伸變焦(含)

以上，3.0吋 LCD+10 倍三

向光學防震(含)以上 

5 組 24,400 122,000 規劃讓學生以拍

攝技術的方式，來

代替傳統技術考

試，因需供應五二

250 人，五三 250

人，五四 200人使

用 

護理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53 不斷電供應器 直立型 5000VA(含以上)

在線式(ON-Line)不斷電

系統 

1 台 50,000 50,000 供主機室四台伺

服器使用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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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連結 
備註 

A054 HUB 網路訊號

分配器 

有網管交換器之 24 埠

10/100/1000Base-T(含加

值服務選項功能)(支援

IPv6) 

4 台 21,250 85,000 汰換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55 學術網路主機 1.Intel(R) Xeon(R) 

Processor E5-2620 

2.00GHz，15M Cache，

7.2GT/s QPI，Turbo，6C 

95W(含以上) 

2.4GB Memory (1x4GB) ， 

1333MHz，Dual Rank LV 

RDIMMs *2(含以上) 

3.300GB 15K RPM，6Gbps 

SAS 3.5 " Hot Plug Hard 

Drive *2(含以上) 

4.PERC H710 Integrated 

RAID Controller，512MB 

NV Cache(含以上) 

5.PLDS DS-8D3SH 12.7 

tray DVD ROM(含以上)  

1 台 161,000 161,000 汰換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實

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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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連結 
備註 

A056 個人電腦 主機 CPU:Intel Core i5， 

3.0GHz( 含) 以上 

RAM:DDR3， 4GB ( 含)以

上 

HDD:3.5 吋、 500 GB、

7200rpm( 含)以上 

獨立顯卡 :中階顯示卡

PCI-E介面 

其他:(WINDOWS 7PRO 作

業系統) 

蓮 騰 復 活 卡 FOR 

WIN7office 2010 家用版 

螢幕：21.5 吋 LED 寬螢

幕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

器 ( 內 建 防 刮 玻 璃 功

能)( 含)以上 

20 台 28,000 560,000 汰換健康資訊室

電腦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57 監視接收機 1.紅外線彩色攝影機，解

析度：420TVL Lines，最

低照度：0.2LUX  (含以

上)  

2.16路 DVR(2T 硬碟) (含

以上)  

3.含安裝 

1 套 34,000 34,000 汰換專業教室 醫務管理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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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連結 
備註 

A058 生理監視器 腕式生理監測系統，1. 可

測量八個以上生理參數 

2.含 USB 下載線可自動分

析自律神經狀況 

3.可記錄五十組以上資料 

4.含分析電腦與軟體 

2 台 100,000 200,000 自律神經狀態監

測(教學與研究)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59 離心式真空濃

縮機 

含 1.濃縮主機(最大轉速

/離心力: 1,700 rpm / 

360g,最大處理量: 1.5ml 

x 12 支+50ml x 6 支 

2.冷凝槽 (最低溫度 : 

-50℃, 內槽容量 : 1.4 

公升) 

3.真空幫浦(最大真空壓

力: 6.7 x 10-2 Pa)，或

同等品 

1 組 315,000 315,000 研究所 

研究生合成產物

濃縮 (教學與研

究)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60 浦朗克常數實

驗儀 

微電流量測儀、光電管、

濾光片和汞燈(或同等品) 

1 組 125,000 125,000 普通物理實驗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61 電磁現象實驗

器 

霍爾效應實驗:晶片 可調

磁鐵 LCR 數位電表 微伏

計(或同等品) 

2 組 55,000 110,000 普通物理實驗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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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A062 X光機 單口式固定型牙科使用 X

光機(或同等品) 

1 台 198,000 198,000 放射診斷技術教

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63 X光機 全口式固定型牙科 X 光機

(或同等品) 

1 台 738,000 738,000 放射診斷技術教

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64 骨骼密度測定

儀 

可攜帶式足部超音波骨質

密度儀(或同等品) 

1 台 522,000 522,000 超音波技術及放

射醫學服務學習

教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65 離心機 奈米材料純化離心機，

RCF:7000G 體積 50CC/管

(或同等品) 

1 台 225,000 225,000 奈米材料純化及

教學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66 多功能光譜分

析儀 

酵素免疫分析儀，波長範

圍 200~100nm 全波長掃描

功 能 ， 判 讀 0~4.0Abs 

RS~232 含分析軟體(或同

等品) 

1 台 504,000 504,000 生物細胞存活率

實驗，奈米金特殊

吸收波長掃描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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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A067 超音波掃描儀

探頭 

一 . 心 臟 探 頭 Cardiac 

transducer :頻率 2-4MHz   

扇型(sector)*2set  

二.心臟科套組 Cardiac 

Package*2set 

1.心臟科測量軟體*1 

2.彩色模式*1 

3.組織杜卜勒影像模式*1 

4.心電圖模組*1 

2 組 450,000 900,000 超音波實驗用 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

學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68 應用軟體 進階商業智慧軟體，銷售

BI及銷售 KPI 

named user 2U 教育版(授

權：永久) 

1 套 414,000 414,000 提升教學品質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質

-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實

務課程  

A069 應用軟體 POS 軟體系統，1.系統含

進銷存及會員管理 

2.15吋以上觸控主機 

3.條碼掃描機 

4.條碼列表機 

5 組 43,920 220,000 提升教學品質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質

-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實

務課程 

 

A070 會議麥克風系

統 

數位會議主機 

崁入型列席單體麥克風 

崁入型主席單體麥克風 

(含安裝)或同等品 

1 組 243,000 243,000 提升教學品質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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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1 平板電腦 windows 8作業系統 

i5等級以上 CPU 

10 台 39,500 395,000 提升教學品質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質

-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實

務課程  

A072 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5 

3.0GHz(含)以上 

RAM:DDR3 4GB(含)以上 

HDD:3.5 吋 500GB(含)以

上,7200rpm 

蓮騰復活卡 

FOR WIN7 

(含無線鍵盤及滑鼠，不含

電腦顯示器) 

4 台 28,000 112,000 專業教室電腦汰

舊換新，提升教學

品質 

會計資訊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73 教學教材 油漆式速記法 2.5(或最

新版)-全民英檢中級字

彙，100~150人單機版 

1 套 80,000 80,000 1.提升學生英文

單字量作為英文

學習進展提升的

基礎 

2.提升英檢通過

率 

3.滿足不同英文

程度學生的學生

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提高學生基

礎素質能力與

競爭力 

 



101/8/10 修訂版 

101-1-2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三之一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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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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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4 教學教材 油漆式速記法 2.5(或最

新版)-全民英檢初級字

彙，200人單機版 

1 套 80,000 80,000 1.提升學生英文

單字量作為英文

學習進展提升的

基礎 

2.提升英檢通過

率 

3.滿足不同英文

程度學生的學生

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提高學生基

礎素質能力與

競爭力 

 

A075 教學教材 油漆式速記法 2.5(或最

新版)-商用英文多益字

彙，150人單機版 

1 套 80,000 80,000 1.提升學生英文

單字量作為英文

學習進展提升的

基礎 

2.提升英檢通過

率 

3.滿足不同英文

程度學生的學生

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提高學生基

礎素質能力與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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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6 教學教材 油漆式速記法 2.5(或最

新版)-醫護英文專業字

彙，100~200人單機版 

1 套 80,000 80,000 1.提升學生英文

單字量作為英文

學習進展提升的

基礎 

2.提升英檢通過

率 

3.滿足不同英文

程度學生的學生

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提高學生基

礎素質能力與

競爭力 

 

A077 教學教材 油漆式速記法 2.5(或最

新版)-全民英檢中高級字

彙，50人單機版 

1 套 80,000 80,000 1.提升學生英文

單字量作為英文

學習進展提升的

基礎 

2.提升英檢通過

率 

3.滿足不同英文

程度學生的學生

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提高學生基

礎素質能力與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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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8 教學教材 油漆式速記法 2.5(或最

新版)-日本語能力檢定

N5級字彙，50人單機版 

1 套 80,000 80,000 1.提升學生日文

單字量作為英文

學習進展提升的

基礎 

2.提高日文檢通

過率 

3.滿足不同日文

程度學生的學習

需求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提高學生基

礎素質能力與

競爭力 

 

A079 分光分析儀 微量盤分光光譜儀，一、

儀器規格： 

1. 波長範圍：340- 850 nm 

2. 波長精確度：＜± 2.0 

nm 

3. 光學範圍：0.0~ 4.0 OD 

4. 光學解析度：0.001 OD 

5. 光學精確度：< ± 0.006 

OD ± 1.0%, 0.0- 2.0 OD 

6. 光學準確度：< ± 0.003 

OD ± 1.0%, 0.0- 2.0 OD 

二、分析軟體(或同等品) 

1 台 432,000 432,000 強化生物化學、生

醫技術特論、微生

物免疫學及病理

學等課程之教學

效益。 

通識教育

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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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連結 
備註 

A080 套裝軟體 電子書書架軟體 1 套 230,000 230,000 使用於電子商務

實驗室之電子商

務、電子化企業、

管理資訊系統課

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81 套裝軟體 ADOBE CS6( 含 以 上 ) 

Master Collection(教育

CPL)51 人授權更新版及

安裝光碟(授權:永久) 

1 套 804,000 804,000 Adobe 公司出品之

多媒體編輯軟體

合輯，包含電腦動

畫使用 FLASH，影

片 剪 輯 使 用

Premium，影像處

理使用 Photoshop

與 Illustrator，

以及各類相關軟

體等。使用於多媒

體設計與製作、電

腦動畫、影捻剪

輯、3D 電腦動畫、

角色動畫、數位內

容企劃等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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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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2 電腦伺服器 MOTP 動態密碼系統企業

版主機，內含 OS50 個(含)

以上使用者(Token)授權 

支援 AES128 位元(含)以

上或 SSL128 位元(含)以

上或 DES56 位元(含)以上

加密機制 

1 套 225,000 225,000 使用於資安實驗

室之電腦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83 電腦伺服器 VPN 伺服器 

SRA 系列支援 10 個(含)

以上使用者授權 

1 套 104,000 104,000 使用於資安實驗

室之電腦課程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84 平板電腦 作業系統:windows 8  

CPU: core i5-3317u (含

以上) 

RAM:1GB (含以上) 

儲存空間:16GB (含以上) 

10 台 39,500 395,000 視窗程式設計、實

務專題、行動資訊

系統、行動裝置多

媒體系統等相關

課程使用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85 平板電腦 作業系統:windows RT 

CPU :Quad-core NVIDIA 

Tegra 3 (含以上) 

2GB RAM(含以上) 

儲存空間 :64GB (含以

上) 

10 台 21,000 210,000 實務專題、行動資

訊系統、行動裝置

多媒體系統等相

關課程使用 

資訊工程

系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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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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6 電腦顯示器 19 吋含以上電容式觸控

螢幕 

1.最大解析度至少頇達：

1280x1024 

2.玻璃硬度達 8H 以上 

3.USB2.0 介面、可選配

RS-232介面 

20 台 13,500 270,000 汰換全校數位講

桌之觸控螢幕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建立教學品

質管理制度 

 

A087 攝影機 可支援 E-mount 鏡頭，感

光元件：Exmor 16MP APS-C 

CMOS 以上 ，錄影格式：

支援 1080/60p AVCHD 2.0 

以上（流量可設 28 or 

17Mbps），支援電動變焦，

儲存裝置：SD/SDHC/SDXC 

記憶卡，含以上或更高規

格 

2 台 129,000 258,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用於學生上課暨

老師教學媒體製

作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88 腳架 油壓雲台腳架套組，全金

屬專業錄影腳架、快板、

Pan 桿、快速旋鈕，內附

貓爪釘腳及可調止滑板，

附專用背包，含以上或更

高規格 

2 組 23,500 47,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用於學生上課暨

老師教學媒體製

作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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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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9 定向滑輪座 可直線定向或任意圓弧角

度定向、支援使用各種油

壓腳架及可作為桌上滑輪

用途 

1 組 24,000 24,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用於學生上課暨

老師教學媒體製

作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90 阻尼滑軌 可調阻尼滑軌，可承重

23KG以上，全金屬材質，

適用於各種專業攝影機等

以上規格 

1 組 26,000 26,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用於學生上課暨

老師教學媒體製

作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91 麥克風 領夾式迷你麥克風組及立

體槍型麥克風 

1 組 29,000 29,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用於學生上課暨

老師教學媒體製

作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92 電腦顯示器 含以下或更高規格：兩個

7 吋螢幕整合成 LCD 監視

螢幕，每組螢幕含兩組影

像輸入。480 x 234 (dot)

以上高解析度面板顯示，

支援 NTSC/PAL 雙系統自

動切換、16:9/4:3 螢幕顯

示選擇、每組螢幕可獨立

校正畫面色彩，寬螢幕視

角上下+40/-60 度以上、

左右±60 度以上。 

1 組 25,000 25,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用於學生上課暨

老師教學媒體製

作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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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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93 套裝軟體 EPAGE 學術 WEB 應用整合

系統多網版 10U(授權:永

久) 

1 套 180,000 180,000 本校網站更新維

護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推動辦學目標

與使命 -提高

本校知名度  

A094 硬式磁碟機 SAS 6Gb/s HDD, 12TB 以

上(3T*4)，可相容於普安

ESDS S12F-G1440-MA設備 

1 台 53,000 53,000 elearning 及

ePortfolio 學生

學習系統儲存空

間擴充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95 個人電腦 中階個人電腦 cpu：Intel 

Core i5 3.33GHz(含)以上

RAM：16G(含)以上 硬碟：

500G(含)以上，WINDOWS

作業系統，19吋(含)以上

LED液晶營幕 

61 台 28,000 1,708,000 汰 換 電 腦 教 室

(四) 提升教學品

質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A096 應用軟體 雲端運用軟體服務系統，

10U License(授權:永久) 

1 套 117,000 117,000 建置本校教師教

學及研究等相關

軟體之雲端應用

服務管理系統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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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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97 HUB 網路訊號

分配器 

1.獨立主機本身提供 24

個自動偵測

(Auto-Sensing) 

10/100Base-TX埠 

2.具備擴充埠功能:提供

1000Base-SX或

1000Base-LX或

1000Base-T 2埠(含)以上 

3.於 Layer2/Layer3 提供

無阻圔(Non-Blocking)及

線速(Wire Speed)交換能

力 

4.具備 8K(含)以上之

MAC(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es 

16 台 14,000 224,000 逐步汰換宿舍網

路交換設備，本校

宿舍計 152台，預

計汰換一成約 16

台交換器。 

電子計算

機中心 

提高教學品質

-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合 計 ＄25,0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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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支用計畫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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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01 手提式電腦 1.CPU Intel Corei5 

3.0GHz(含)以上 

2.RAM DDR3 4GB(含)以

上 

3.HDD 3.5吋 500GB(含) 

以上 7200rpm 

4.WINDOWS 7PRO 作業系

統 

5.營幕 21.5吋(含)以上

LED寛營幕背光模組 

(內建防刮玻璃功能) 

1 台 23,000 23,000 支援教師研

究教學及輔

助學習 

圖書館 提高教學品

質 -擴充教

學設施及環

境 

 

B002 攝影機 數位式攝影機:內建

160GB(含)以上+記憶卡

槽，內建 GPS+電子地

圖，G鏡+廣角至少

29.8mm，3倍光學+55倍

延伸變焦(含)以上，3.0

吋 LCD(含)以上+10倍

(含)以上三向光學防震

等功能 

1 台 30,000 30,000 支援學學及

辦理相關活

動 

圖書館 提高教學品

質 -擴充教

學設施及環

境 

 

合 計 ＄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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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支用計畫書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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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03 
ˇ      

400 冊 3,000 1,200,000 支援教師研究

教學及輔助學

習 

圖書館 提高教學品

質 -擴充教

學設施及環

境 

 

B004 
 ˇ     

5470 冊 500 2,735,000 支援教師研究

教學及輔助學

習 

圖書館 提高教學品

質 -擴充教

學設施及環

境 

 

B005      
ˇ 

視聽 

526 件 3,502 1,843,000 支援教師研究

教學及輔助學

習 

圖書館 提高教學品

質 -擴充教

學設施及環

境 

 

               

               

               

合 計  ＄5,7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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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支用計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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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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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 音箱 輸出功率:75W(含)以上

軌數:單軌輸入 

喇叭單體:雙 12 喇叭單

體 

等化器 :雙等化器 .高

頻.中頻.低頻調整 

耳機輸出:立體 1/4端子 

CD輸出(RCA 端子) 

破音切換:有 Contour可

調音質效果器:Reverb 

2 顆 18,000 36,000 學生社團熱

門音樂社辦

理活動及社

課練習使用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與休閒活

動場館及設

施 

 

C002 手提式電腦 CPU ： Intel Core 

i5(2.5GHz )含以上 

RAM：DDR3  4G 含以上 

HDD：500G SATA 含以上

7200RPM 

獨立顯卡：2GB 含以上 

其他：WINDOWS7 USB 3.0 

介面 

螢幕尺寸：14 吋(含)以

上超薄 LED背光螢幕 

需含光碟燒錄機 

2 台 23,000 46,000 學生社團辦

理各類活動

使用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與休閒活

動場館及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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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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3 壘球發球機 1.可放置 12 顆壘球 

2.適用於內野.外野.打

擊練習 

3.至少時速 30公里 

4.軌道增加發球準確度 

5.橡膠底座增強固定不

會移動偏移 

1 台 96,000 96,000 學生社團棒

壘社社課及

練習技巧使

用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與休閒活

動場館及設

施 

 

C004 數位式相機 1.記憶卡 32G(含讀卡

機) 

2.電池*2(原廠) 

3.原廠相機包 

4.保護貼 

5.充電器 

6.感光元件：1/1.7 吋 

1,210萬畫素(含)以上 

7.鏡頭：5 倍光學變焦，

等效焦段 28~140mm(含)

以上 

8.螢幕：3吋(含)以上 

6 台 17,833 107,000 學生社團辦

理各類活動

使用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與休閒活

動場館及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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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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5 喊話器(揚聲器) 1.內建接收機-雙頻 

2.內建 USB 

3.錄放音功能 

4.喇叭(至少 5 吋全音

域，高效率喇叭) 

5.操作模式-可接於箱

體上操作，USB 可遙控操

作 

6.有領夾式麥克風 

3 台 14,000 42,000 社團營隊活

動或校外帶

動中小學等

大型活動辦

理使用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與休閒活

動場館及設

施 

 

C006 擴音(機)器 1.內建接收機-雙頻 

2.內建 USB 

3.錄放音功能 

4.喇叭-雙音路，至少 1

吋號角高音，至少 5 吋

高效率中低音 

5.操作模式-直接於箱

體上操作，USB 可遙控操

作 

6.預設頻率-16個以上 

7.天線-隱藏式 

5 台 18,200 91,000 社團營隊活

動或校外帶

動中小學等

大型活動辦

理使用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與休閒活

動場館及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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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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7 活動式音響組 擴大機 

專業舞台落地式喇叭

(一組 2只) 

二開式戶外型活動標準

音響機櫃(附雙手手把

10U) 

IU接線背板及快速接頭 

喇叭線 10米 

喇叭立架 

2 組 100,000 200,000 社團辦理大

型活動如講

座 、 演 唱

會、社團博

覽會等全校

性活動使用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與休閒活

動場館及設

施 

 

C008 打擊練習網 長-2.5米 

寬-2.5米 

1 台 12,000 12,000 學生社團棒

壘社社課及

練習技巧使

用 

課外活動組 加強推行學

生多元輔導

-強化學生

課外活動輔

導與休閒活

動場館及設

施 

 

合 計 ＄6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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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提案二】編列 102年度經常門 

102年度支用計畫書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註五）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

師 資 結 構

（ 占 經 常

門經費 30%

以上【不含

自 籌 款 金

額】） 

編纂教材 $272,727 2.22% $27,273 0.22%  

製作教具 $90,909 0.74% $9,091 0.07%  

改進教學 $536,364 4.37% $53,636 0.44%  

研究 $2,654,545 21.63% $265,455 2.16%  

研習 $945,454 7.70% $94,545 0.77%  

進修 $2,636,364 21.48% $263,636 2.15% （註六） 

著作 $1,172,727 9.56% $117,273 0.96%  

升等送審 $163,636 1.33% $16,364 0.13%  

小計 $8,472,726 69.03% $847,273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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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450,000 3.66% $45,000 0.37%  

小計 $450,000 3.66% $45,000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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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55 1.19% $14,546 0.12%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請另填寫

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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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273 20.19% $247,727 2.02% （註八） 

軟體訂購費 $727,273 5.93% $72,727 0.59%  

其他 $0 0.00% $0 0.00%  

小計 $3,204,546   26.12% $320,454 2.61%  

總 計 $12,272,727 100% $1,227,27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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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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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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提案二】編列 102年度經常門 

102年度支用計畫書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獎助教師研究計

畫 

1.補助教師申請校內研究計畫，以有效提昇教

師學術研究風氣及提昇學校學術地位。 

2.過去校內教師研究計畫補助方式以齊頭式

平等進行，為健全補助制度、激勵教師研究

績效，於 100學年度上學期期末通過「教師

研究計畫補助辦法」，預計於 102 年 2 月 1

日開始實施。研究計畫補助金額將以教師之

學術績效：含期刊發表、國科會計畫案、產

學案、投標案、國際交流等來核定。101年

教師校內研究計畫案共計 25 件，核銷金額

約$3,387,000，鑒於新法即將實施，預估

102年申請金額及件數約減少 2成，估計共

20 件，申請金額約$2,710,000，因新實施

之辦法，將提高行政主管每月的研究工讀

金，預估增加$210,000研究工讀金，故 102

年教師研究計畫補助共計$2,920,000。 

20 2,920,000 五、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 

2.推動團隊及

整合型研究 

3.建構優質學

術研究環境 

4.提高師生合

作型研究產

能 

5.建立具區域

性特色之基

礎與應用研

究 

6.積極爭取政

府及產業機

構合作研究

專案 

7.建立教師學

術研究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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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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2 獎助教師研習 1.獎助教師參加與本職學能有關之學術研討

會或研習，增進教師研究及教學能力。補助

教師報名費、交通費、膳雜費及住宿費等。 

2.為鼓勵教師參與國內外學術論文發表，營造

校內研究風氣，提昇本校學術之能見度，促

進國際學術交流，增進教師與國內外學術界

進行交流與產學合作機會，本校訂定有「慈

濟技術學院教師校外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增加續聘之約聘助理教師之補助，提供教師

每人每年最高六萬元之金額參與校外論文

發表，為讓此經費發揮最大綜效，辦法中明

定，申請補助者應於研討會論文發表結束後

二年半內將論文發表成果以第一或通訊作

者發表（含接受刊登）於所屬學群第四級

（含）以上之學術期刊，上述研究成果發表

不得申請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 

3.截至 101年 10月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共 20

人申請，已核銷補助經費為$1,061,430，目

前仍有部分案件尚未核銷。102年依新辦法

持續執行教師校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補

44 1,040,000 五、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 

1.提升國際學

術地位 

 

十一、拓展國際

化業務 

1.加強國際學

術參訪與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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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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預估共計 30 人申請，補助經費約

$1,040,000。 

3 獎助教師著作論

文成果 

1.獎助教師著作成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期刊

及獎勵教師執行產學合作。 

2.依據「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獎勵標準

每人每學年以申請五案為上限。此辦法在

文章等級的認定及金額核定有修訂之必

要，故於 100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通過辦法

修訂，102年 2月 1日開始實施。教師研究

成果獎勵不再提供研討會論文發表獎勵，

未來將僅限獎助教師期刊發表，且依學門

不同將期刊分為五級，並依作者序核定教

師之研究成果獎勵金。 

3.本校產學補助及獎勵多元化，有產學案之教

師可申請配合款、公假及獎勵金。100 學年

度上學期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產學合作實施

辦法」除配合款金額依廠商資金及主持人績

效核定外，新增成果獎勵與公假改為二擇一

方式進行，預計於 102年 2月日開始實施。

預估教師會在 101學年上學期前極力執行產

學案並傾向申請獎勵金。 

58 1,290,000 五、提昇學術研

究品質 

1.提升國際學

術地位 

 

十、產學合作與

建教合作 

4.提高產學合

作的質與量 

5.提升產學合

作成果應用

於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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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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 年研究獎勵申請案為 99 件，金額為

$1,009,000，產學獎勵案為 10 件，金額為

$250,000。因自 102年開始研討會論文不再

獎勵，扣除 101年研討會論文獎勵件數與金

額，估算研究獎勵案為 38 件，金額為

$890,000，產學獎勵為 20 件，金額為

$400,000，共計 58件，金額約$1,290,000。 

4 教師升等送審 專任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及以著作論文或

技術報告升等，支付外審委員審查費用。 

7 180,000 三、提高教學品

質 

2.延聘優秀師

資及人才 

 

5 獎助教師進修 鼓勵現有專任講師進修國內外博士學位。現有

29 位專任講師進修國內外博士學位。國外進

修 4 位，國內進修 25 位，預估 102 年度國內

進修增加 2位。 

44 2,900,000 

 

三、提高教學 

3.持續辦理教

師在職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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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6 

 

 

 

 

 

 

 

 

 

 

 

 

 

 

 

改進教學相關事

項 

1.依據「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

法」，每學年於公告期間，由所、系(科)務

會議或通識中心推薦教師數名，由校教評

會選拔 10名教學績優教師，每名教師頒發

30,000獎勵金及獎牌，每年補助 10案，合

計 300,000元。 

28 590,000 三、提高教學品

質 

5.建立教學品

質 管 理 制

度：辦理教學

績優教師選

拔及教學觀

摩 

 

1.依據「慈濟技術學院教師專業社群實施辦

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推動同儕改善教

學技能及專業知識之相互學習，提昇學生

學習成效。於每學期公告期間送交申請表

及計畫書等資料，由教學促進小組初審通

過後，送交教務會議審查，每案每年補助

30,000 元為上限，每年補助 2 案，合計

60,000元。 

3.持續辦理教

師 在 職 進

修：辦理教

材、教學法與

教師成長研

習會及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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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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提昇教學品質及教師專業成長，每學期至

少辦理 2 場全校性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相關

研習活動。每場活動預估 17,500元費用（費

用包含：交通費、講師費、住宿費、工讀

費、印刷費，餐點費及雜支等），每年補助

4案，合計 70,000元。 

3.持續辦理教

師 在 職 進

修：辦理教

材、教學法與

教師成長研

習會及工作

坊 

 

3.為促進教學提昇及標竿學習，每一學年度辦

理一場校外教學參訪活動，補助金額

40,000元。（參訪費用包含：交通費、講師

費、保險費、膳宿費、工讀費、印刷費及

雜支等）。 

3.持續辦理教

師 在 職 進

修：辦理教

材、教學法與

教師成長研

習會及工作

坊 

 

4.為提昇教學品質，針對教學評量未達標準之

教師，將進行個別輔導。每位受輔導教師

之輔導補助金額以 10,000元為上限（依收

據核實報支），每年補助 10案，合計 100,000

元。 

5.建立教學品

質 管 理 制

度：辦理教師

教學評核及

教學評量與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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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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鼓勵教師編篹教材、教具，並協助送交校外

專家進行審查之費用，審查費用以 20,000

元為限，每年補助 1案為原則。 

1.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

實務課程：鼓

勵教師發展

多元化教材 

 

7 編纂教材 依據「慈濟技術學院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

作教具辦法」，為提昇教學，每學期於公告期

間，提出編篹教材申請書，經由所、系(科)

務會議或通識中心教學會議通過，送交教務會

議進行審議通過後給予補助。 

6 300,000 三、提高教學品

質 

1.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

實務課程：鼓

勵教師發展

多元化教材 

 

8 製作教具 依據「慈濟技術學院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

作教具辦法」，每學期於公告期間，提出製作

教具申請書，經由所、系(科)務會議或通識中

心教學會議通過，送交教務會議進行審議通過

後給予補助。 

2 100,000 三、提高教學品

質 

1.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

實務課程：鼓

勵教師發展

多元化教材 

 

9 行政人員進修研

習 

鼓勵教職員參加校內外與本職相關業務成長

研習，協助教師參加第二專長有關研習。 

50 160,000 八、落實終身學

習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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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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推動全校師

生終身學習 

10 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 

1.課指組-學生會經驗傳承活動、全校社團幹

部訓練 

全國社團評鑑 

2.生輔組-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研習營 

3.衛保組-救護志工、性教育活動 

4.學諮中心研習營-心理適應、職涯輔導 

8 495,000 四、加強推行學

生 多 元 輔

導 

1.強化學生生

活輔導 

2.提供學生身

心健康諮詢

與服務，健全

人格發展 

4.強化學生自

治與領導能

力輔導 

5.強化學生生

涯規劃輔導 

7.強化學生課

外活動輔導

與休閒活動

場館及設施 

9.積極推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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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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學習 

11 教學軟體 一、電算中心：EES、OVS-ES授權最新版方案

一(教職員學生版全校授權)，Windows  

Upg, Office Pro, Core CAL,Expression 

Studio,Visual Studio 

Pro,Publisher,SQL CAL 一年 

二、醫務管理系：方鼎醫療資訊系統教育版授

權(二年)包含：門急診掛號繳費系統、病

歷管理系統、診間醫令系統、藥局管理系

統、門診申報管理系統、藥庫庫存管理系

統、衛材庫存管理系統、採購驗收管理系

統、入出院管理系統、住院批價繳費系

統、護理站管理系統、單一劑量作業、住

院申報管理系統、醫師提成系統、住院醫

囑系統、檢驗管理系統、放射管理系統、

開刀房管理系統、檢查室管理系統、資訊

室管理系統、洗腎管理系統、復健管理系

統、營養膳食系統、體檢管理系統、居家

管理系統、急診管理系統、病症登記管理

系統、電子病歷管理系統、教育訓練。 

2 800,000 三、提高教學品

質 

4.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1.實施多樣化

教學模式與

實務課程 

 

12 電子資料庫 電子資料庫訂閱費 (授權年限 1年) 13 2,725,000 三、提高教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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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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線上資料庫:BSP商學資料庫 460,000 

2.線上資料庫 :CINAHL 護理文獻資料庫

125,000 

3.線上資料庫:ProQuest-ARL 學術綜合資料

庫 170,000 

4.線上資料庫:華藝數位圖書館 268,000 

5.線上資料庫:ACM電腦資訊資料庫 190,000 

6.線上資料庫:Cochrane library實證醫學資

料庫 75,000 

7.線上資料庫:ProQuest-PML 醫學全文資料

庫 200,000 

8.線上資料庫:EBSCO-NRC 實證護理參考資 9.

源資料庫 245,000 

9.線上資料庫:MARS 台灣管理文獻與個案收

錄庫 99,000 

10.線上資料庫:台灣經濟新報-台灣財經資料

庫 480,000 

11.線上資料庫:Nursing connect護理技術學

習平台 200,000 

12.線上資料庫:ProQuest Nursing & Allied 

Health Source 護理全文資料庫 240,000 

13.線上資料庫:A to Z linking 電子期刊管

質 

4.擴充教學設

施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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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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110,000 

       

       

合 計 $1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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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3專責小組會議/102年元月 08日 260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會  議  紀  錄 

   

 
 

 

 

 

 

 

 

 

 

 

 

 

 

 

地點：第一會議室  

時間：102 年 01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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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2年元月 08日(星期二)下午 4:00 

二、地  點：本校三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  席：羅文瑞                                  記 錄：劉書妤 

四、出席人員：蔡宗宏、魏子昆、林祝君、許瑋麟、蔡武霖、李長泰 

羅淑芬、吳善全、藍毓莉、蔡長書、賴志明、彭少貞 

梁巧燕、謝易達、杜信志、謝宜伶、魏  鑫、彭進興 

謝依蓓、林珍如、葉婉榆、林威廷、張紀萍、鄭淑貞 

五、列席人員：陳紹明 

六、請假人員：牛江山〈另有會議〉、陳皇曄〈出差〉、林珍如〈出差〉 

 

七、主席報告： 

今天會議主要針對 101 年度獎勵補助款整年度執行後核銷的部分提案討

論，接下來請總務處做工作報告。 

 

八、工作報告： 

（一）、本校 102年度支用計畫書已於 101年 11月 29日順利函報教育部及管科會，

總金額$45,000,000，其中經常門＄13,500,000，資本門圖儀設備＄

31,500,000，計畫填報期間感恩各單位的協助與配合，俟教育部來文核定

後（預計 102年 2月）再召開專責小組會議，屆時請各單位依核定金額及

審查意見提案修正計畫。 

（二）、101年度支用計畫經常門及資本門各執行項目，已於 101年 12月 28日執

行完畢，依 101年 12月 18日管科會公告「101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特

別提醒注意事項」，詳如【附件一】（宣讀重要提醒），請各單位於實際執

行時特別留意。 

主席：核銷作業的重要事項，請各單位務必特別留意。 

蔡宗宏教務長：附件一所提各作業要點，會後請採購組以 PDF檔公告周知。 

（三）、101年 08月 28日本校配合『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 100年度執行整體發

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評計畫』接受實地訪視，依據 101年 11月 05

日來文（文號：1010008162）之訪評報告參處改進事項，已於上次（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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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14日）專責小組會議請各相關執行單位提出檢討改進說明【附件

二】，在此再次特別提醒各單位請務必確實改進。 

蔡宗宏教務長：因各系準備執行業師教學部分，請人事室將相關規定公告周知，

符合規定才可運用獎勵補助款，未來核銷部分不會經過教務處，

故請主秘協助審核。 

人事室蔡武霖主任：關於業師教學相關辦法「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已於人事室網頁公告，需經過校教評會通過業師聘任後，才

可以讓業師參與協同教學，會後再將相關辦法以 MAIL公告。 

會計室李長泰主任：請教務處在申請業界教師經費時，需特別注意是否有經校教

評會通過。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保管組 

案由：修正 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名稱，提請討論。 

說明：教學儀器設備類 

優先序 變更項目 
原計劃 

項目名稱 

變更後 

項目名稱 
變更理由 

A077 項目名稱 視訊會議系統 多媒體控制器 依據行政院主計

處財物標準分類

原則編列 
A122 項目名稱 胎心音器 胎兒心音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保管組 

案由：有關 101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核銷作業時程，提請討論。 

說明：1、依 100.7.7發布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

及申請要點」第 10點第(6)款第 2目及 101.12.08管科會發布訊息辦

理。 

2、擬請各相關單位配合，以利如期完成報部作業。 

序 作業內容 執行單位 
執行  

截止日 
彙整單位 

1 專責小組會議(核銷資料確認) 

總務處 

會計室 

人事室 

1/8 採購組 

2 會計室審核執行清冊： 研發處 1/10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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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業內容 執行單位 
執行  

截止日 
彙整單位 

1. 經常門附件六之一「獎助教師

研究」、「獎助教師研習」(論文

發表) 及「獎助教師著作」的

經費執行情形 

2. 經常門附件六之二「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關工作」的經費執行

情形 

3. 資本門附件三「圖書及期刊暨

教學軟體」的經費執行情形 

課指組 

圖書館 

保管組 

3 經常門執行清冊 人事室 1/11 保管組 

4 

提供執行清冊首頁（包含獎勵補助

經費說明、資本門與經常門獎勵補

助款及自籌款佔總獎勵補助款比

例） 

會計室 1/14 
人事室 

保管組 

5 圖書及視聽資料執行清冊 圖書館 1/14 保管組 

6 資本門執行清冊 保管組 1/17 保管組 

7 

內部控制小組審查資料(會議日期

1/24)： 

1. 整體經費獎勵補助款經費執行

情形 

(1) 執行清冊(保) 

(2) 經費說明、分配比例(會) 

2.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

比例修正前、後支用計畫對照

表(會) 

3.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

比例修正前、後支用計畫對照

表(人) 

保管組 

會計室 

人事室 

1/21 保管組 

8 

100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包

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

表及財務報表附註) 

會計室 1/31 保管組 

9 

1. 101年度專責小組會議記錄（含

簽到單）、公開招標記錄 

2. 確定獎勵補助經費之修正支用

計畫書 

採購組 1/31 保管組 

10 獎勵補助經費之內部稽核報告 內部控制 1/31 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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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業內容 執行單位 
執行  

截止日 
彙整單位 

小組 

11 發文、郵寄執行清冊報部 保管組 2/7 保管組 

12 

上傳獎補助資訊網及本校首頁（含

修正支用計畫書、執行清冊、財務

報表、會議記錄等資料） 

會計室 

採購組 

保管組 

2/22 
採購組 

電算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配合本校秘書室進行內部控制稽核作業，稽核發現建議改進事項，提請討

論。 

說明：依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組織規程第三條「本小組設執行秘書一

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指定一人擔任，以協助召開會議及記錄」，101年

11月 08日內部稽核發現，目前專責小組並無指定執行秘書，建議應明確

指定執行秘書且列入會議紀錄。 

決議：1、執行秘書由總務長擔任。 

2、於辦法中明訂並提行政會議，直接明訂執行秘書一人，由總務長擔任

之。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形報告，提請討論。 

說明:1、獎助教師研究經費 4,310,000元，已經執行 3,911,600元，執行比例

90.76％。(研發處) 

2、獎助教師研習經費 1,430,000元，已經執行 1,314,164元， 執行比例

91.90％。(研發處) 

3、獎助教師進修經費 3,600,000元，已經執行 4,258,527元，執行比例

118.29％。(人事室) 

4、獎助教師著作經費 1,300,000元，已經執行 1,184,000元，執行比例

91.08％。(研發處) 

5、獎助教師升等經費 200,000元，已經執行 155,466元，執行比例 77.73

％。(人事室) 

6、獎助教師改進教學經費 100,000元，已經執行 107,500元，執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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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0％。(教務處) 

7、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72,875元，已經執行 181,609元，執行比例

105.05％。(人事室) 

8、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315,000元，已經執行 315,009元，執行比例 100

％。(學務處) 

9、經常門編列 11,427,875元，已經執行 11,427,875元，執行比例 100.00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教育部核撥本校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獎

勵經費共新臺幣 527 萬 0,622元執行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教育部 101年 2月 17日臺技(四)字第 1010016682U號獎勵私立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辦學特色成效)經費第 1期款新臺幣 143萬 5,087元，本

校以圖書館訂閱電子期刊五筆核銷 143萬 5,087元，明細表【如附件三】。 

2、依教育部 101年 7月 25日臺技(四)字第 1010138726U號獎勵私立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辦學特色成效)經費第 2期款新臺幣 243萬 9,647元。本

校以 101年 11月 12日慈技人字第 1010500092號函申請展延未獲同意。

本校以改進研究學術品質及提升教師著作發表品質等項目核銷 57萬

7,015元，辦理學生輔導活動核銷 21萬 7,000元，教務處辦理改進教

學相關研討會等核銷 53萬 2,449元，辦理教師國外研討會暨研習等核

銷 31萬 9,143元，辦理行政人原校外增長職能開發實務研習核銷 6萬

7,548元，由進修升等教師鄭淑貞薪資核銷 72萬 6,492元，合計 243

萬 9,647元，明細表【如附件四】。 

3、依教育部 101年 12月 13日臺技(四)字第 1012345971C號獎勵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獎勵經費共新臺幣 139萬

5,888元。經提出展延申請，於 101年 12月 26日奉教育部臺技(四)字

第 1010251606號核定同意展延至 102年 4月 30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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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案內獎勵經費全數為經常門，經費使用原則請依前開要點第 10點第 5

項第 1款及第 5款規定辦理，惟用於支應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

進教學等之用途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推動之經費得不受總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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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30%及 2%的比例限制。 

5、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  17  時  00  分 



101-1-3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一 268 

附件一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魏鑫  

To: keeper  

Cc: 總-總務長  

Sent: Tuesday, December 18, 2012 2:46 PM 

Subject: Fw: 101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特別提醒注意事項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Lynn  

To: Lynn  

Sent: Tuesday, December 18, 2012 2:16 PM 

Subject: 101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特別提醒注意事項 

 

獎勵補助款聯絡人，您好： 

 

有關各私立技專校院執行 101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提醒下列事項，請於實際執行

時特別留意。 

1. 依 100.7.21 發布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 10 點第(6)款第 2 目規定，獎勵補助經費使

用情形應於會簽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後，報教育部辦理核結。 

2. 依本要點第 10 點第(7)款規定，「獎勵補助經費配合政府會計年度（曆年制

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執行，各校應於 12 月 31 日前執行完竣…未

行文報部辦理保留者，其未執行款應依規定繳回…經常門應完成付款程

序，資本門應完成驗收程序」，未依規定於年度內執行完竣之獎勵補助款

將予追繳。其中，有關經、資門執行完竣之認定補充說明如下： 

 資本門紙本期刊採購以「實物」驗收為準，書面驗收不屬於驗收完成 

紙本期刊採購之驗收作業以完成「實物」驗收為準，學校依廠商履約保

證辦理之書面驗收非屬本要點所稱之驗收完成；亦即各年度獎勵補助款

僅得用於購置「當年度」之紙本期刊。 

另學校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函送教育部後，在教育部實際撥付款項

前，為提高私校獎勵補助款之執行時效，各校依其採購辦法（符合「政

府採購法」第 4 條規定者依據「政府採購法」）可先行辦理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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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學校如欲以獎勵補助款支應當年度紙本期刊採購，可依上述時程，

於支用計畫書函送（預估版計畫書係於前一年度 11 月 30 日報部）後先

行辦理相關請採購程序。 

 資本門儀器設備採購以「全部」驗收完成為準，部分驗收不屬於驗收完

成 

儀器設備採購如採分期驗收，以最後一次驗收完成為準。另驗收作業雖

未分期辦理，但學校如於驗收時發現問題請廠商重送，則以所有功能確

認無誤之驗收日期為準。 

 經常門以實際轉帳日或支票到期日為準，作成轉帳或付款傳票不屬於付

款完成 

經常門付款程序以完成實際轉帳作業為準，如係開立支票，則以支票到

期日為認定基準。 

 自籌款（配合款）亦比照辦理，未符規定部分將於當年度學校所提列自

籌款額度中扣除。 

3.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主計處頒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辦理，其單價新

臺幣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在 2 年以上者，以資本門財產列管；經常門改

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參考行政院主計處頒

布之「物品管理手冊」，明訂相關管理辦法，進行登記、管理、移轉、盤

點、報廢之程序。 

4. 依本要點第 10 點第(7)款規定，獎勵補助經費配合政府會計年度執行，經常

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之採購，不應核銷不屬於當年度執行案之憑證。 

5. 經常門支用項目及標準請依本要點第 10 點第(5)款第 6 目規定，確實參酌「中

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列支。 

6. 教師或行政人員進修均應簽訂契約書，以明確規範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及違

反相關規定時之處理。 

7. 經常門獎助案件之審核不甚嚴謹，以致核發金額或案次超過學校自訂辦法上

限，或對不合格案件予以補助，將予追繳支用不符學校規定之獎勵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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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校自辦研習活動核銷非屬於合理活動期間之車資憑證，將予追繳不符支用

規定之獎勵補助款。 

9. 學校自辦研習/研討活動於校外辦理且未有簽呈敘明需於校外辦理之情形、

核銷「宣導品」等，均有違「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

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相關規定，將予追繳違反規

定之獎勵補助款。 

10. 依本要點第 10 點第(3)款規定，本項經費不得支用於工程款項，各類相關

文件（含請採購、標案、財產登錄、會計項目及憑證等）均不得出現「工

程」字樣。 

11.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之採購案（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且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者）於招標文件列示特定廠牌且未標示「或同等品」

字樣、第 1 次開標等標期未達 14 日且未有 3 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予決

標等，均有違「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應予改進。 

12.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之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於下訂前廠商貨物已送

達學校，有違「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應予改進。 

13. 未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之採購案，請勿登錄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如欲登錄，請務必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若有任何問題或需要，敬請隨時與本會聯繫～感恩！ 

 

  敬祝 

安康 

 

林惠玲 敬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業務一組 

電話：02-33431131 

傳真：02-23947261 / 23939327 

地址：台北市 10066 羅斯福路一段 4 號 13 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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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私立技專校院執行１００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評鑑計畫 

訪評報告－實地訪視【本校改進說明】 
 

教育部函   臺技(三)字第 1010206874U 號(101年 11月 5日) 

 

 

22 慈濟技術學院 
 

 

 

 

 

 

主辦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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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視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28 日 

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規定比例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經費分配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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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點第(9)項規定，100 年度各項經費比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 

(一)學校自籌款占總獎勵補助款之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  10.00  % □ 否 3,420,891÷34,208,908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二)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分配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  70.00  % □ 否  23,946,236÷34,208,908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三)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分配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  30.00  % □ 否 10,262,672÷34,208,908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四)是否支用本獎勵補助款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

款利息補助？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 

（報部核准情形說明如後） 

■ 否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五)是否支用本獎勵補助款於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

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且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

並報部核准？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 

（報部核准情形說明如後） 

■ 否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六)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

資本門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79.29  % 

□ 否 

18,986,455÷23,946,236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七)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

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18.65  % 

□ 否 

4,466,381÷23,946,236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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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資本門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資本門經費比例  2.06  % 

□ 否 

493,400÷23,946,236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九)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包

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

占經常門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經常門經費比例  95.76  % 

□ 否 

9,827,151÷10,262,672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是否符合

規定？ 

■ 是；占經常門經費比例  2.60  % 

□ 否 

267,218÷10,262,672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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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規定比例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經費分配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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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點第(9)項規定，100 年度各項經費比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 

(十一)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是

否符合規定？ 

■ 是；占經常門經費比例  1.64  % 

□ 否 

168,303÷10,262,672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二)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經費比例是否符合規定？ 

■ 是；占學輔經費比例   0.00   % 

□ 否 

0÷267,218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二、本獎勵補助款使用時之申請有無書

面規定程序？程序是否合理？ 

■ 有書面規定 □ 無書面規定 

□ 合理 □ 部分合理  

□ 欠合理 

針對獎勵補助款之使用，其經、資門之申請

皆訂有各類相關書面規定，規範大致合理。 

秘書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三、專責小組運作是否依其設置辦法落

實？組成成員是否包括各科系（含

共同科）代表，並由各科系自行推

舉產生？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是，包括各科系代表 

□ 否，未包括各科系代表 

1.專責小組之運作大致已依其組織規程落

實，組成成員除當然委員外，亦包含各

系科及中心之教師代表。 

2.「專責小組組織規程」第1條提及其法源

為「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惟申請

原則及注意事項已於95.7.26納入「教育

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中規範，而該要點名稱

中之「獎補助」字樣另於99.6.28 改為

「獎勵補助」，目前並無學校所列之法

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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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規名稱，請留意更新，以免引用錯誤版

本而不慎違反相關規定（學校已於

101.7.11 行政會議修訂相關條文字

樣）。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是否依其設置

辦法落實？且其成員「未」與專責

小組重疊？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成員有重疊 ■ 成員未重疊 

1.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6條

規定：「本委員會之設置，以代表全體

教職員明瞭校內經費情形為原則」，惟

經查100.11.30 會議紀錄，案由1為「修

正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科

目」，該任務似已涉入「專責小組組織

規程」第4條規定之職責範圍，應非經費

稽核委員會之職掌內容。 

2.99、100學年度各由9位教師擔任經費稽核

委員，經查未發現與專責小組成員重疊

情形。 

3.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功能係著重於各項經

費之事後查核，惟目前之會議紀錄較無

法突顯其實質稽核功能。 

秘書室回覆： 

配合改進。101年度獎勵

補助經費之支用將由本

校專責小組審議，而事後

查核將由本校內部控制

稽核委員會以實地訪查

方式執行，以達實質稽核

之效果。 

五、是否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

制制度是否經董事會通過？ 

 

是否設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且

稽核人員「未」擔任專責小組成員？ 

□ 已建立制度 ■ 制度建立中 

□ 尚未建立制度 

■ 經董事會通過 □ 未經董事會 

■ 已設置稽核人員 □ 尚未設置 

□ 成員有重疊 ■ 成員未重疊 

1.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於 99.10.29經董

事會通過，並自101.1.1開始運作。目前

與經費稽核委員會雙軌並行，宜留意兩

者權責之明確劃分，以利稽核業務之有

效運作。 

秘書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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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2.學校依其所訂「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組織

規程」，於100.2.1選任15位教職員擔任

內稽委員，經查未發現與專責小組成員

重疊情形。 

六、本獎勵補助款之支出憑證處理是否

符合規定？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經抽核，大部分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之處理

符合規定，惟少部分憑證之記載不盡完整，

如獎助行政人員研習序號#11編號

UK03114331之發票未載明單價、數量（僅填

寫總價），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

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5點規定不盡相

符。 

會計室回覆：配合改進。 

七、本獎勵補助款之帳務處理是否符合

專款專帳管理原則？ 

■ 符合 □ 部分符合 □ 不符合 經抽核，學校獎勵補助款之帳務處理尚符專

款專帳管理原則。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八、經、資門劃分符合「財物標準分類」

規定情形？單價1萬元以上且耐用

年限超過2年者，應列作資本支出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1.執行清冊【附件二】優先序#B001「西文

圖書」、#B002-001「西文期刊」之使用

年限欄位空白未填。 

2.優先序#A028「健康體適能評估系統」之

握力器NT$7,980元，優先序#A048「遠距

健康管理系統」內含之血壓計、血糖測

定分析儀均不足1萬元，雖與系統整合搭

配使用，惟亦可單獨操作使用。 

3.優先序#A048「遠距健康管理系統」內含

150人健康管理平台會員使用端

保管組回覆： 

1.西文期刊之使用年

限，爾後請圖書館協

助，於彙整執行清冊時

一併提供。 

2.將請本校各申請單位

於填寫支用計畫書

時，即應留意不足一萬

元之設備或不適宜以

資本門編列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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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NT$144,000元、教育訓練NT$3,600元、

虛擬主機空間租用NT$48,000元、虛擬主

機空間租用-申請設定費NT$1,500元

等，其經、資門分類之妥適性有討論空

間。 

等，勿以補助款資本門

申請。採購及保管組亦

會加強協助檢視，若於

採買後才確知為不足

一萬元或不適合列入

之財產，則提案專責小

組會議修正。 

九、原報部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改

變者，是否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

過？會議紀錄（包括簽到單）、變

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是否存校備

查？ 

■ 已提專責小組審議通過 

□ 部分未經專責小組審議通過 

■ 已存校備查 

□ 部分未存校備查 

經抽核，專責小組會議已提案審議原報部項

目、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之討論，並通過

在案，相關會議紀錄、出席人員簽到單、變

更項目對照表及理由等已存校備查。 

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本獎勵補助款是否於年度內執行完

竣？經常門應完成付款程序，資本

門應完成驗收程序 

若未執行完畢，是否於12月25日前

行文報部辦理保留，並於規定期限

內執行完成？ 

■ 是，已執行完竣 

□ 否，部分未執行完竣： 

□ 報部情形說明如後： 

□ 未報部辦理保留 

經抽核學校執行清冊及相關案件資料，未發

現100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超出規定期限之

情形。 

會計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一、本獎勵補助經費執行資料，是否

經會簽內部稽核人員後備文報

部，並公告於學校網站？ 

□ 已會簽內部稽核人員 

■ 未會簽內部稽核人員 

■ 已公告於學校網站 

□ 部分未公告於學校網站 

1.100.4.16出具之內部稽核報告書，其稽核

員均為99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100.2.1選任之內稽委員於100年度尚未

實際進行相關稽核作業。 

2.95~100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資料已公告

秘書室回覆： 

配合改進。本校已於101

學年度廢除經費稽核委

員會，將由內稽委員進行

101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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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經 費 支 用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於學校「整體發展經費-技專校院財務報

告」資訊專區。 

稽核作業，並由內稽委員

出具內部稽核報告書。 

十二、學校針對支用計畫書（含預估版

及核配版）審查意見執行情形？ 

□ 已改善 ■ 大部分改善 

□ 小部分改善 □ 未改善 

依學校自評表【附表二】之說明，並參閱相

關執行資料，顯示大部分已依審查意見執

行。惟「改進教學」項目之支用比例仍不高，

約占經常門0.89%，建議可多鼓勵教師製作

教具、編纂教材等，或思考調整獎勵金額及

方式，以提高教師申請誘因。 

教務處回覆： 

101學年度研擬修訂教材

編纂及教具製作辦法，擴

大補助範圍，透過各教學

單位協助宣導，積極推廣

鼓勵教師申請。另邀請具

有經驗之教師分享，提昇

教師自製教材及教具之

意願。 

十三、學校就前一年度實地訪視／書面

審查所提建議事項之後續追蹤改

善情形？ 

□ 已改善 ■ 大部分改善 

□ 小部分改善 □ 未改善 

學校自評表【附表三】顯示，「回應說明或

改善情形」欄位均未填寫具體內容，無相關

說明可供參考。 

配合改進，100年度(此次)

及依訪評意見請校內各相

關執行單位皆頇回覆各項

改進說明。 

 

 

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是否

明訂？並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

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

知？ 

■ 已明訂 □ 未明訂 

■ 經審核通過 □ 未經審核通過 

■ 已公告 □ 未公告 

1.已制訂教師「參加研習」、「在職進修暨

專題研究」、「研究成果獎勵」、「研究

計畫暨校外學術研討會論文發表補助」、

「教學績優獎勵」、「編著教科書出版補

教務處回覆： 

已明訂「慈濟技術學院教

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

「慈濟技術學院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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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助」等各項辦法，並經相關會議通過後公

告周知。 

2.部分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係經行政會

議通過，由於教師與行政人員之身份、體

系有別，審核機制及管理方式互異，獎勵

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之妥

適性可再斟酌。建議可思考獎勵補助項目

之屬性，由適當會議通過，將更符合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 

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

具辦法」，自101學年第2

學期開始改由具有教師

代表之校務會議審核通

過。 

 

研發處回覆： 

因學術能力諮詢與教師

權益相關，經101年9月12

日行政會議提案通過廢

除「慈濟技術學院學術能

力諮詢辦法」，重新訂定

「慈濟技術學院學術能

力諮詢辦法」於101學年

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於

101年9月21日公告實施。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二、獎勵補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活動是否明訂？是否經學校行

政會議通過？ 

■ 已明訂 □ 未明訂 

■ 經行政會議通過 

□ 未經行政會議通過 

訂有「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辦

法」、「教職員工公、差假作業要點」，分

別經99.11.16、98.12.29行政會議修訂通

過。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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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三、學校現行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是否符

合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相關

規範內容是否合理？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無明確規定 

□ 合理 ■ 大部分合理 

□ 小部分合理 □ 欠合理 

1.學校「教師研究計畫暨校外學術研討會論

文發表補助辦法」第5條規定，教師研究

計畫由各系教評會審核通過後，提交研究

發展委員會複審，相關審查作業均由校內

委員負責。建議可適度導入實質外審機

制，提供審查意見作為教師執行計畫時之

參考，以期真正提升教師之研究產能與品

質，並使審核程序更符合公平、公正原

則。 

2.「教師編著教科書出版補助辦法」第9條

規定：「業經各項補助款補助出版之教科

書…自行銷售者，其銷售金額之20%歸各

所、系（科）、中心運用，其餘80%則繳

回本校會計室」，該補助費用如係由教育

部獎勵補助款支應，似宜考量「教育部補

助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

核要點」第7點規定。 

1.研發處回覆： 

(1)參考訪視委員意見多

方收集其他學校作法

後再行評估是否納入

外審制度。 

(2)請各系教師評審委員

發揮審查功能，針對

研究計畫內容、經費

編列嚴格把關，並詳

細述明審查結果，讓

內審亦能具備嚴謹性

與客觀性。 

 

2.教務處回覆： 

本校於民國101年12月18

日第134次行政會議修訂

原補助辦法，已將該條文

刪除。 

四、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審核機制、程

序是否合理？是否避免集中於少數

人或特定對象？ 

□ 合理 ■ 大部分合理 

□ 小部分合理 □ 欠合理 

□ 無明確規定 

□ 是，已避免集中情形 

■ 否，未能避免集中情形 

1.目前教師編著教科書之審核係由「各科教

學研究會遴選3人擔任評審委員」，經查

發現其組成均為校內人員，建議可考量納

入外部委員，以使其審查過程更具公平、

客觀性。 

1.教務處回覆： 

本校於民國102年01月15

日第135次行政會議修改

〈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編

著教科書出版補助辦法〉



私立技專校院執行１００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評鑑計畫【訪評報告－實地訪視】                        101.8.28(二)２２慈濟技術學院 
 

101-1-3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80 

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2.100年度全校專任教師143位，其中93位獲

得獎勵補助款，比例約占65.03%；最高第

1位教師所得為NT$704,899元（國外進修

補助），前18位教師合計領取款項約占總

金額50.89%。建議針對部分獎勵補助教師

項目（如研究計畫補助），可考量制訂上

限金額。 

第五條：「各教學單位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遴選學

者三人(含校外學者)擔任

評審委員。」 

 

2.研發處回覆： 

針對教師研究補助及獎

勵均訂有金額或案件數

之上限，如本校「教師研

究計畫暨校外學術研討

會論文發表補助辦法」第

四條明訂，本校專任教師

並擔任計劃主持人之研

究計劃，每年一案為原

則。第七條之(二)明訂論

文發表每年補助金額累

計不得超過六萬元。另本

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

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項皆名列獎勵上

限，且第五條第一項明訂

每人每學年度申請獎勵

件數(含期刊與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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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不得超過5件，以獎勵學

術表現績優教師，但又不

流於資源過度集中。 

 

2.人事室回覆： 

為使教師權益分配公

平，獎勵教師進修部分，

修訂辦法，制定上限規

定。 

五、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申請執行是否

與其規定相符？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無明確規定 

1.「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辦法」第

6條第(3)款規定：「除生活費按月支給

外，其他各項每一學期末持據及成績單結

報」，惟經抽查結報作業均未檢附成績

單，學校表示由於已超出博士修課無成績

單。建議或可適度修正辦法文字，以符應

實際執行需求。 

2.有關補助教師參加國際研討會之成果，目

前主要集中於韓國、泰國、日本等地（部

分場次有5位以上教師參與），建議鼓勵

教師多元出席不同場次、區域之國際研討

會，俾更提升教師研討能量，並促進國際

合作機會。 

3.99.11.16修訂通過之「教職員工在職進修

1.人事室回覆： 

進修教師應提成績單補

送，不擬修改辦法。 

 

2.研發處回覆： 

有關補助教師參加國際

研討會，於101年10月24

日經研發委員後修正通

過，同一場研討會論文發

表以2人出席為限，並依

申請序核定參與名單，惟

配合校外計畫參與論文

發表者，不計入2人之限

制中，以鼓勵教師多元出



私立技專校院執行１００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評鑑計畫【訪評報告－實地訪視】                        101.8.28(二)２２慈濟技術學院 
 

101-1-3專責小組會議.附件二 282 

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暨專題研究辦法」第6條第(1)款第3目規

定：「公費全時進修者…生活費得按最後

在職月份之本俸、專業加給（教師為學術

研究費）之標準支給」，由於實際執行僅

按本俸支給，因此學校於101.4.17修訂辦

法，刪除專業加給（學術研究費）部分，

以符實情。 

席不同場次、區域之國際

研討會，提升教師研討能

量，促進國際合作機會。

此案會於期末校務會議

再提案討論。 

六、是否「未」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

課事實及領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

資？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是否符合學

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之規定？ 

■ 是，未補助其薪資 

□ 否，補助對象說明如後 

■ 是，符合學校基本授課規定 

□ 否，部分未符學校基本授課規定 

學校100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未支用於教師薪

資補助。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七、經常門各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是否

參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

分類及執行標準表」之規定列支？ 

□ 是，已依規定列支 

■ 否，部分未依規定列支 

1.學校「教師研究計畫暨校外學術研討會論

文發表補助辦法」第7條第(4)款所列補助

項目為「兼任研究助理費」，惟依「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4點第(3)項第1款規定，經常門「補助」

案件核給人事費用並不合宜。如實際係支

用於工讀費，請參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改編為業務費項

下之「工讀費」或「工作費」，以免造成

不必要之誤解。 

2.「教職員工公、差假作業要點」訂有差旅

費支給標準，惟該要點所訂標準有部分超

1.研發處回覆： 

本校「教師研究計畫暨校

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補助辦法」第七條第四項

兼任研究助理費：補助項

目雖名為「兼任研究助理

費」，實則提供學生參與

教師研究並在校內工讀

之機會，工作項目是協助

老師研究案之進行；「兼

任研究助理」為工作項目

名稱，聘任人員為校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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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出「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

行標準表」規定，如國外部分地區之日支

費。建議獎勵補助款（含配合款）之使用

仍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列支，超額部分請

由學校自有經費支應。 

生，支付費用屬於工讀

金，符合「教育部補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中業務費包含項

目。為避免產生爭議，於

101年9月14日期初校務

會議修訂辦法將「兼任研

究助理費」一詞改為「研

究工讀金」，以更符合其

實際使用項目內容。 

 

2.人事室回覆： 

本校經費核定超出部

份，依計畫類別並依中央

政府日支金額規定設限

提修作業要點。 

 

2.會計室回覆： 

依建議修改學校公差假

作業要點。 

八、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訂

計畫之相符程度？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偏離

幅度不大，僅「製作教具」、「編纂教材」、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之差異較為明顯。 

人事室回覆： 

行政人員進修為自假自

費，並未使用獎勵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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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款，今專業研習已由各處

室編列預算執行，故費用

核銷比例有差異，列為下

年度改進重點。 

 

教務處回覆： 

101學年度已修訂「慈濟

技術學院獎補助教師編

纂教材及製作教具辦法」

(101.10.23)，擴大補助範

圍，透過各教學單位協助

宣導，積極推廣鼓勵教師

申請。另邀請具有經驗之

教師分享，提昇教師自製

教材及教具之意願。 

 

學務處回覆：無改進說明。 

九、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是否有具體成

果或報告留校備查？ 

■ 是，留有成果或報告 

□ 否，部分未留成果或報告 

經抽查100年度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相關

成果或報告已留校備查。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教務處回覆： 

奬勵教學績優教師及補

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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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 經 常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教具之案件，皆留存成果

報告備查。 

 

學務處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學校執行經常門經費是否具有特

色？在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方面是

否有具體成果？ 

■ 有特色 □ 稍具特色 

□ 無特色 

■ 有具體成果，說明如後 

□ 無具體成果 

1.未使用經常門經費於教師薪資補助，且高

達95.76%經費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教師在國內外進修學位、升等及學

術研究方面均有顯著成長。其中100年度

升等通過副教授5位、助理教授2位；以護

理系為例，目前15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中，11位以全職或帶職帶薪進修方式完成

學業及升等。 

2.考量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理念，在改善教

學方面似宜考量有更多投入，目前僅約

1.22%用於「改進教學」及「編纂教材」，

成效較不顯著。建議學校可考量訂定更積

極的獎勵補助機制，鼓勵教師發展教材、

教案、教具、錄製數位教材等。 

人事室回覆：無改進說明。 

 

教務處回覆： 

本校在102年度改善教學

方面已規劃提高教學績

優奬金由一萬元至三萬

元，並擴大奬助「編纂教

材及製作教具」、「教師

教學社群」，奬勵發展數

位教學、創新教案及教

具，辦理教學研習、教學

參訪等，以提升教學品

質。已提高改善教學經費

使用之比例。 

 

學務處回覆：無改進說明。 

 

 

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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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學校是否訂有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

程？是否訂有財產管理辦法？財產

管理相關辦法是否含使用年限及報

廢規定？ 

■ 有請採購辦法 

□ 無請採購辦法 

■ 有財產管理辦法 

□ 無財產管理辦法 

■ 包含 □ 未包含 

1.訂有「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財產

物品管理辦法」、「盤點辦法」，其中

「財產物品管理辦法」第12條第1款已

含耐用年限相關規定。 

2.依學校「財產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

款第(1)目規定，「購置金額單價在5仟

元以上，且使用年限為2年以上」者列

作資本支出，與「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

點」第10點第(4)項之規定不盡相同，

恐致單價介於NT$5,000~10,000 元之

經常門物品，被列入資本門之情形。 

3.經費稽核委員會功能將逐漸由內部控制

制度取代，學校內部稽核亦自101.1.1

開始運作，現行「盤點辦法」第4條第2

款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會」之稽查規

定，似宜適時因應更新。 

1.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2.保管組回覆： 

(1)本校財產物品管理辦法

伍仟元以上財產為列帳

財產，伍仟元以下為列管

財產，與資本門財產之編

列並不衝突。 

(2)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於

101年9月18日始公告廢

止，盤點辦法已於101年

10月23日行政會議完成

通過修訂。 

二、是否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由

總務單位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

過，並由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

核人員負責監督？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內部稽核人

員是否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 是，已迴避參與 

□ 否，部分未迴避參與 

1.學校「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業經

100.2.17校務會議及100.6.16董事會

議通過。 

2.經抽核資本門採購案件資料，未發現內

部稽核人員參與相關採購程序情事。 

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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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三、學校圖儀設備之請採購程序及實施

是否與其規定相符？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1.優先序#B002「西文期刊」採購案

NT$3,260,000元，係訂購

100.1.1~100.1.31紙本期刊，學校於

100.3.15付款給代理商，履約保證金

NT$326,000元，對於學校權益之確保或

可考量進一步提升的作法；另學校於

100.7.4完成「書面驗收」，經查有不

少期刊係於101.2交貨，學校似未依其

財物採購契約書第14條有關遲延履約

之規定，核計逾期違約金。 

2.針對重大儀器設備之採購，如優先序

#A001、A054等，建議驗收程序宜包含

性能測試，俾其作業更顯周全。 

3.依學校「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第4條第

(2)款第9目規定，30萬元以下採購案係

於「採購系統辦理驗收」，無紙本驗收

程序。建議小額採購之驗收時程亦宜妥

適監控，避免發生交貨至驗收延宕甚久

之情形（如優先序#A058採購案廠商於

100.4.25 交貨，100.7.4方辦理系統驗

收）。 

採購組回覆： 

1.屢保金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15條第2款決標總價10%

質押(NT$326,000)。 

2.西文期刊合約訂定交貨期

限為60天(自出刊日起)，故

101年2月交貨尚屬交貨期

限內，且合約有限期限至

101年6月30日止，爾後會

於6月再進行第二次驗

收，以完成驗收程序。 

 

圖書館回覆： 

本校99000447西文期刊案使

用之預算為99學年度下學期

預算，為配合學校會計學期

預算於100年7月底之結算，

故必頇於100年6月做首期驗

收，而訂購之西文期刊為100

年1~12月，盤點時西文期刊

必然在交貨狀態中，圖書館

每月都會做收刊點收之登

錄，依合約於期限101.6.30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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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止後，還會再次做結案前總

核對，核對該訂貨年度之到

貨狀況，確認無誤後，若有

缺刊，則依合約於代理商履

約保證金扣款，之後進行結

案及退還代理商履約保證

金，以完成最終驗收結案。

此外，西文期刊每年最末12

月份之期刊通常要到翌年之

1或2月才會交刊，必然無法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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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原則及注

意事項第(7)項規定，『獎勵

補助經費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曆年制每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執行，各校應於12月31

日前執行完竣，……經常門

應完成付款程序，資本門應

完成驗收程序』，其補充說

明－資本門紙本期刊採購以

『實物』驗收為準，書面驗

收不屬於驗收完成，此一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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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構性問題，現階段仍困擾各

校，亟待主管機關協助解

決。本校自101年度起期刊購

置經費改以學校經費支應。 

四、符合「政府採購法」第4條之採購案

（補助金額在公告金額以上且補助

金額占採購金額半數以上者），依

「政府採購法」辦理之情形？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經查標案案號99000447、99001770、

99001648 之採購案，均已依「政府採購法」

規定辦理公開招標，惟99000447採購案 

之驗收單未載明採購標的數量，與「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驗收之紀錄，

應記載下列事項…驗收標的之名稱 

及數量」之規定不盡相符。 

採購組回覆： 

配合改進，於驗收時敘明數

量。 

五、資本門各支用項目（優先序）執行

與原計畫之相符程度？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執行清冊顯示，資本門各支用項目（優先

序）之執行大致與核配版支用計畫書相

符，刪除及變更項目均提專責小組討論。 

採購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六、學校所採購之圖儀設備反應師生需

求之機制與管道是否建立？其運作

方式是否合理？執行是否落實？ 

■ 已建立機制 □ 尚未建立 

□ 合理 ■ 大部分合理 

□ 小部分合理 □ 欠合理 

■ 已落實執行 □ 尚未落實 

晤談教師表示學校已建立反應師生需求之

相關管道與機制，運作方式尚稱合理，大

致已能落實執行。 

研發處回覆：無改進說明。 

 

電算中心回覆： 

感恩評委意見，持續落實執

行，無改進說明。 

 

通識中心回覆： 

1.採購設備前均召開相關會

議，廣納師生需求，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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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列優先序。 

2.所採購之設備可充實教師

教學及研究，並開放師生

使用。 

 

圖書館回覆：無改進說明。 

 

課外活動組回覆：無改進說

明。 

 

護理系回覆： 

本系相關圖儀設備先經各分

組討論，再召開組長會議及

系務會議審議後決定。 

 

醫管系回覆： 

1.師生所需之圖書設備未來

將先提報系務會議通過，

再提報至圖書館委員會議

通過。 

2.師生所需之儀器設備未來

將先提報系務會議通過，

再提報至專責小組會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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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過。 

 

醫放系/所回覆： 

100年度採購之普通物理學

儀器設備放射物理學及放射

診斷技術學實驗配件包含

CCD偵測器、IR光雷射綠光

雷射等已具有明顯教學成效

及附助師生學術研究專題之

進展。 

 

會資系回覆：無改進說明。 

 

資工系回覆： 

學生端可運用導師、班會、

期中座談會或直接至系公室

反應需求。老師端可運用系

務會議或直接與系主任反應

需求。最後，均在系務會議

上公開討論後決定採購之優

先順序。 

七、所購置之儀器設備是否納入電腦財

產管理系統？電腦財產管理系統是

■ 是：□ 單機版 ■ 網路版 

□ 否 

100年度獎勵補助款所購置之儀器設備已

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經抽核，未發現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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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否包含右列項目欄位？ ■ 廠牌 ■ 供應商 ■ 驗收

日 

■ 財產增加日 ■ 保固期限 

異常情形。 

八、所購圖儀設備是否列有「100年度教

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或戳章？ 

□ 符合 ■ 大部分符合 

□ 小部分符合 □ 不符合 

經抽查，財產標籤為「100年教育部獎補助

款」，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

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8點規定之字樣略

有落差。 

保管組回覆： 

本組已依規定，重新列印100

及101年度之財產標籤，預訂

於102年1月2日前完成重新黏

貼作業。 

九、所購置儀器設備、圖書軟體之使用

及保管情形（不得移置校外）？ 

□ 良好 ■ 大部分良好 

□ 小部分良好 □ 不佳 

1.經抽查顯示，獎勵補助款所購圖儀設備

之保管情形尚稱良好，惟圖書借閱率可

再加強宣導提升。 

2.經抽核，優先序#A028「健康體適能評估

系統」之各細項設備，未來預計由護理

系辦公室移置於實習場地，惟依「私立

學校法」第50條規定，以獎勵補助款購

置之財產不得移置校外使用，請予留

意。 

圖書館回覆： 

1.舉辦推廣閱讀相關活動

「誰是借書王」及「閱讀

集點」活動，以提升師生

借閱率。 

2.規畫「每用主題書展」，

設立專區，以不同主題陳

列相關圖書，鼓勵師生多

閱讀。 

3.新書到館可優先預約借

閱，以利師生能迅速借取

新書。 

4.配合學務處設立「每月一

書專區」，陳列相關書籍，

提供師生更方便取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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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書。 

 

保管組回覆： 

「健康體適能評估系統」為

本校教師帶領學生至輕安居

及長照機構實習時，會將儀

器設備借用攜帶前往使用，

平時仍置放於系辦公室，並

非如委員意見，移置實習場

地使用。 

十、財產使用（含移轉、借用）、報廢

及遺失處理是否符合學校規定？相

關紀錄是否完整？ 

■ 符合 □ 大部分符合 

□ 小部分符合 □ 不符合 

■ 完整 □ 大部分完整 

□ 小部分完整 □ 不完整 

經抽查，財產使用、報廢及遺失大致依學

校相關規定辦理；惟暑假期間適逢學校各

系辦公室搬遷，訪視當日抽查之優先序

#A048「遠距健康管理系統」係暫置於「創

新教學實驗室」，學校於搬遷完成後，已

將該設備存放於財產保管文件所列之「醫

務管理系辦公室」。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一、財產盤點制度實施與學校規定相

符情形？ 

□ 相符 ■ 大部分相符 

□ 小部分相符 □ 不相符 

經抽查，財產盤點大致已依學校相關規定

實施並留存紀錄。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十二、設備購置清冊是否將大項目之細

項廠牌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

註明清楚？並區分獎勵補助款及

■ 符合 □ 大部分符合 

□ 小部分符合 □ 不符合 

■ 已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

執行清冊顯示各項目大致已依規定註明廠

牌規格、型號及財產編號等資訊，並區分

經費來源。 

保管組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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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自籌款支應項目？ 款 

□ 未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

款 

十三、學校執行資本門經費之特色或具

體成果？ 

□ 有特色 ■ 稍具特色 

□ 無特色 

■ 有具體成果，說明如後 

□ 無具體成果 

資本門經費計NT$26,340,859元（獎勵補助

款23,946,236、自籌款2,394,623），約占

總預算70.00%，其中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達79.29%，另支用18.65%於購

置圖書館自動化設施、圖書期刊等教學資

源，確能以教研相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之

強化為優先考量。 

研發處：無改進說明。 

 

電算中心： 

感恩評委意見，持續強化教

研相關軟硬體設施為優先採

購考量，無其他改進說明。 

 

通識中心回覆： 

1.所購置教學軟體設備均符

合英文教學目標。建立優

質e化教學環境，改善教師

教學品質。並鼓勵學生課

外善加使用軟體以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2.所購置儀器設備均符合教

師教學及研究使用。 

 

圖書館回覆： 

一、1.相關經費之分配，皆

經圖書館委員會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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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

討論通過。2.經費編列

依「圖書館五年發展計

劃」、「圖書館館藏發

展政策」及所系科質量

指標分配。3.經費分配

依各所系科教師數與

班級數及質量指標進

行分配，指標項目依：

師生借書質量、教師發

表論文質量、專業研究

案之質量及新系發展

等之比例訂定。 

二、為鼓勵教職員生積極善

用圖書資源，特訂有

「閱讀集點辦法」及

「誰是借書王」競賽活

動。另與慈濟志業體、

東部地區學校聯盟開

放代借代還服務。 

三、建置圖書資源利用專區

網絡，便捷師生隨時上

網搜尋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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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課外活動組：無改進說明。 

 

 

護理系回覆： 

本系將先購實證護理、長期

照護書籍。 

 

醫管系回覆：無改進說明。 

 

醫放系/所回覆： 

100年採購之資本門設備在

放射診斷數位醫學影像教學

及磁振造影研究已有具體成

效，此外，解剖儀器配件已

增強基礎醫學之輔學教學成

效，並充分提供學生實作，

如骨骼切片配件組、隔離平

台、IR及綠光雷射等。 

 

會資系回覆：無改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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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参 部 分 、 資 本 門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訪評項目 符合情形 訪評意見(101.11.05)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資工系回覆： 

採購之設備已逐漸在「數位

多媒體」、「企業資訊管理」、

「網路行動應用」、「資訊

安全應用」四大領域上形成

特色。近期以來，產學合作

案增加，厚植老師們務實能

力，學生在參與競賽上也能

得獎。 

 

 

 

 

訪 評 綜 合 意 見 ( 1 0 1 . 1 1 . 0 5 )  

訪評項目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一、學校優點 

1.鼓勵教師赴國外攻讀博士學位及研究、著作發表。 

2.獎勵補助案件之實際支用與原計畫差異不大，且未用於教師薪資補助，

經常門經費 95.76%投入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3.學校用心經營，重視人文與專業素養。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及審查建議 

1.目前針對教師研究計畫及編著教科書之獎勵補助均由校內教師審查，尚

無外審機制，在公平、公正之原則考量下，建議可考量納入外部委員之

1.教務處回覆：已修改辦法，邀請校外專業擔任評審委員。 

 

2.教務處回覆：101學年度研擬修訂教材編纂及教具製作辦法，擴大補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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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評 綜 合 意 見 ( 1 0 1 . 1 1 . 0 5 )  

訪評項目 本校改進說明(101.11.12) 

審查機制。 

2.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項目之支用，可多鼓勵教師申請，或

思考調整其獎勵金額及方式，以提高教師申請誘因。 

3.獎勵補助款部分核銷憑證之單價填寫不甚完整，請再落實「教育部獎補

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5點規定。 

4.30 萬元以下採購案之「系統驗收」程序，宜予標準作業程序（SOP）之

控管，避免作業時程過度延宕情形。 

圍，透過各教學單位協助宣導，積極推廣鼓勵教師申請。

另邀請具有經驗之教師分享，提昇教師自製教材及教具之

意願。 

 

3.會計室回覆：第3項將要求員工在申請經費時，所附之發票憑證，應詳

列數量、單價。 

 

4.保管組回覆：第4點本組將配合新制定之作業程序，協助提醒申購單位

之驗收時效。建議可於採購系統中增加提醒信件功能，提

醒申請單位進行驗收程序。 

 

4.採購組回覆：第4點配合建置，採購案件驗收作業程序於101年12月18日

第134次行政會議提案通過，並簽呈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100 年度績效訪評委員建議事項，101 年 11月 05日教育部臺技(三)字第 1010206874U 號函 

101年 12月 18 日第 134 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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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採購案件30萬元以下驗收作業程序

下訂購單

交貨/點收

結案

現況 流程圖 執行單位 作業內容

驗收

付款

4

待進貨：
已下單

5

已進貨：
待驗收

6

已驗收：
待付款

7

已結案：
已付款

採購組

會計室收齊發票後，進行付款作業

保管組
採購組

請購單位

會計室

1.廠商交貨依本校「訂購單附註條款」辦理。
2.廠商隨貨附發票(敘明採購單號)，並於外箱上
  註明「內附發票」。
3.保管組收貨並與請購單位共同點收。
4.交貨異常採購組依本校請購程序及採購辦
  法§6辦理。

1.系統建置提醒功能：驗收前5日以電子郵件通
  知左列相關單位。
2.保管組將系統轉至請購單位辦理驗收，於貨到
  30日內完成系統驗收，係依政§71辦理。
3.驗收合格者，保管組檢齊發票交會計室進行付
  款作業。
4.驗收不合格者，採購組請廠商限期改善，於20
  日內通知保管組及請購單位複驗，係依政§72
  及細§93辦理。

YES

YES

YES

NO

1.業經核決之採購案，採購組詳載訂購單之品
  名、廠牌、規格、數量、價格、交貨日期及收
  貨單位等，以電話、電子郵件或傳真給廠商，
  並於系統填入預計交貨日期傳送保管組待入
  貨。
2.採購組應不定時追蹤廠商交貨進度(目前系統
  已建置逾期交貨提醒功能)，若延遲交貨，採
  購組以電話通知保管組及請購單位。
3.採購案件核准訂購後，若有變更應再依訂購核
  決權限重新辦理呈核。
4.向國外採購之物品向教育部申請免稅令並辦理
  進口提貨相關文件之申請及用印。

保管組
採購組

請購單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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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採購案件30萬元(含)以上驗收作業程序

下訂購單

交貨/點收

結案

現況 流程圖 執行單位 作業內容

簽訂合約書

驗收

簽訂保固書

付款

4

待進貨：
已下單

5

已進貨：
待驗收

6

已驗收：
待付款

7

已結案：
已付款

採購組

廠商
採購組

1.業經核決之採購案，採購組詳載訂購單之品
  名、廠牌、規格、數量、價格、交貨日期及收
  貨單位等，以電話、電子郵件或傳真給廠商，
  並於系統填入預計交貨日期傳送保管組待入
  貨。
2.採購組應不定時追蹤廠商交貨進度(目前系統
  已建置逾期交貨提醒功能)，若延遲交貨，採
  購組以電話通知保管組及請購單位。
3.採購案件核准訂購後，若有變更應再依訂購核
  決權限重新辦理呈核。
4.向國外採購之物品向教育部申請免稅令並辦理
  進口提貨相關文件之申請及用印。

1.採購組依議價內容簽訂合約書，一式4份。
2.廠商於14日內將合約書寄回，採購組申請用
  印。
3.合約書用印完成後，採購組及廠商各執1
  份，保管組2份。

廠商
採購組
保管組

請購單位

1.採購組依合約於廠商交貨前5日通知保管組及
  請購單位。
2.廠商攜帶發票到校進行交貨(或教育訓練)。
3.廠商發票交保管組。
4.由採購組、保管組及請購單位共同點收。
5.交貨異常採購組依本校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6
  辦理。

採購組
保管組
會計室

請購單位
相關單位

NO

1.系統建置提醒功能：採購組於驗收前5日以電
  子郵件通知左列相關單位。
2.採購組於貨到30日內安排驗收並簽具書面「驗
  收單」，係依政§71、§72及細§91、§92辦理。
3.採購組送呈驗收單並與廠商簽訂保固書。
4.驗收不合格者，採購組請廠商限期改善，於20
  日內再安排複驗，係依政§72及細§93辦理。

廠商
採購組

1.採購組與廠商簽訂保固書，一式4份。
2.驗收單簽核完成後，採購組檢齊驗收單及保固
  書(各2份)交保管組。
3.保管組將發票、驗收單、保固書及合約書交會
  計室進行付款作業。

會計室 會計室收齊發票、驗收單、保固書及合約書後，
進行付款作業

YES

YES

YES

YES

YES

【附件二】

 

 



附件三

第一期款 101/02/29核定 1,435,087

項目 科室 名稱 金額 申請單號 傳票號碼 付款日

圖書館
電子時報 DIGITMES 會員服務 55,000 100000727 100020103 101/03/15

圖書館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資料庫 246,589 100000774 100020105 101/03/15

圖書館

LWW Nursing & Health

Professions Pramier Collection 護

理資料庫 482,859

100000910 100050422 101/04/10

圖書館 台灣財經資料庫 460,000
100001383 100050710 101/06/15

圖書館

ProQuest Nursing & Allied Health

Source  護理保健全文資料庫 190,639

100000564 100020101 101/03/15

1,435,087

101年獎勵金分配款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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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第二期款 101/07/25核定 2,439,647

項目 科室 名稱 金額 申請單號 傳票號碼 付款日

研究 研發處 校外英文編修費 70,000
10100023 101090072 101/08/25

研發處 協議書簽訂活動 900
10100794 101090618 101/10/10

研發處 學術午餐分享會 6,160
10100763 101090690 101/10/15

研發處 協議書簽訂活動 4,200
10100795 101090699 101/10/15

研發處 英文簡介轉譯費 2,444
10101471 101100708 101/11/10

研發處 學術午餐分享會 6,000
10111553 101100934 101/11/10

研發處 校外英文編修費 200,000
10101275 101110022 101/11/10

研發處 學術午餐分享會 858
10101659 101110074 101/11/25

研發處 學術午餐分享會 3,200
10101657 101110075 101/11/25

研發處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 2,653
10101992 101110523 101/11/25

研發處 學術午餐分享會 2,700
10101990 101110524 101/11/25

研發處 學術午餐分享會 5,360
10101988 10110763 101/12/15

研發處 提升產學及校外研究之能量
1,440 10102270 101110872 101/11/15

研發處 校外英文諮詢顧問費 71,100
10102465 101120576 101/11/25

研發處 校外英文編修費 200,000
10102192 101120663 101/12/10

研究小計 577,015

學輔活動 課指組 學習服務與人文課程 30,000
101000090 101090133 101/10/15

課指組 學習服務與人文課程 185,962
10101624 101110117 101/11/25

課指組 學習服務與人文課程 1,038
1012181 101110718 101/12/10

學輔活動小計 217,000

改進教學 教發中心 研討會雜費 2,965 10100633 101090432 101/10/10

教發中心 研討會雜費餐費及茶點 3,089 10100632 101090433 101/10/10

教發中心 研討會結緣品 1,200 10100635 101090434 101/10/10

教發中心 研討會講師費 12,000 10100631 101090437 101/10/10

教發中心 書籍60本 12,600 101000577 101120049 101/12/25

教發中心 企業人文實務講座講師費 1,600 10102475 101120176 101/12/25

教發中心 企業人文實務講座雜費 412 10102477 101120180 101/12/25

教發中心 企業人文實務講座茶點 318 10102517 101120315 101/12/25

教發中心 企業人文實務講座餐費 4,560 10102476 101120578 101/12/25

教發中心 專題演講講師費及交通費 3,348 10102776 101120670 101/12/31

教發中心 教師成長系列活動 12,774 10102525 101120768 101/12/25

教發中心 教學助理數位資訊培訓 16,928 10102511 101120908 101/12/25

101年獎勵金分配款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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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教學 教發中心 英文檢定班講師費(9-10月) 33,600 10102199 101110927 101/12/10

教發中心 英文檢定班講師費(11月) 16,000 10102191 101110955 101/12/10

教發中心 英文檢定班講師費(11月) 17,600 10102190 101110956 101/12/10

教發中心 行動硬碟20台 47,800 101000624 101120051 101/12/25

教發中心 英文檢定班輔導課本 13,500 10102334 101120167 101/12/15

教發中心 文物禮券20份 90,000 101000847 101120288 101/12/25

教發中心 文物(書.公事包.碗) 25,135 101000847 101120288 101/12/25

教發中心 書籍一批 1,960 101000847 101120288 101/12/25

教發中心 英文檢定班講師費(12月) 22,400 10102784 101120671 101/12/31

教發中心 英文檢定班講師費(12月) 19,200 10102785 101120672 101/12/31

教發中心 綜合講習教學及國考題本 39,600 10102787 101120693 101/12/31

教發中心 專題演講雜費 1,400 10102931 101120805 101/12/31

教發中心 證照考試考照費 63,984 10102961 101120815 101/12/31

教發中心 證照考試考照書籍 22,000 10102962 101120821 101/12/31

教發中心 專題演講雜費 3,822 10102678 101121227 101/12/31

改進教學 教發中心 績優.優良教師紅榜 2,000 10101863 101110740 101/12/15

教發中心 校外參訪保險 2,553 10102632 101120439 101/12/25

教發中心 校外參訪餐點 7,649 10102633 101120439 101/12/25

教發中心 績優教師海報 1,500 10102508 101120451 101/12/25

教發中心 優良教師海報 1,500 10102509 101120452 101/12/25

教發中心 校外參訪交通費 18,000 10102631 101120487 101/12/25

教發中心 校外參訪保險.餐盒 4,452 10102859 101120769 101/12/31

教發中心 校外參訪交通費 5,000 10102861 101120804 101/12/31

改進教學小計 532,449

教師研習 護理系

泰國清邁大學學術研討及論文

發表-王淑芳 42,981
101100484 101/10/25

護理系

泰國清邁大學學術研討及論文

發表-柯貞如 41,511
101100484 101/10/25

護理系

泰國清邁大學學術研討及論文

發表-蔡欣晏 37,524
101100484 101/10/25

護理系

遼寧鞍山實務進修及人文研

討-紀麗梅 45,584
101100485 101/10/25

護理系

泰國清邁大學學術研討及論文

發表-朱芳瑩 55,582
101110004 101/11/10

護理系

泰國實證年會學術研討-宋惠

娟 35,215
101120742 101/12/31

醫放系

日本奈良.岡山學術研討-蔡長

書 60,746
10102673 101120464 101/12/25

教師研習小計 319,143

行政研習 電算中心 電腦開發實務研習-徐櫻甄 21,512 101120011 101/12/25

電算中心 電腦開發實務研習-林信漳 46,036 101120735 101/12/31

行政研習小計 67,548

新聘或現有教師

薪資 人事室 鄭淑貞薪資 726,492

2,43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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