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為第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2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3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4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5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6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7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8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9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0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1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2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3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4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5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6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7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8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09頁/共222頁



目前為第110頁/共222頁



11/19 12:00 ~

: 2014 11 14 01: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 ; 
:

: 102-103 .pdf (89 KB)

1 / 111/19 12:00 ~

2014/11/26https://mail2.hsc.edu.tw/owa/?ae=Item&t=IPM.Note&id=RgAAAABD0AZOPlULTL...

目前為第111頁/共222頁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03 年度第 5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錄 

一、開會時間：103 年 11 月 19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二、開會地點：行政大樓 2樓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清輝委員                                      記錄：范志婷 

四、出席人員：王宏均委員、江昱明委員、吳威震委員、吳建興委員、李昭鴻委員、 

沈郁芳委員、林芳珍委員、洪麗玲委員、孫玉中委員、浮絲曼委員、 

涂美珠委員、袁智芬委員、張素貞委員、許秀月委員、陳武鋼委員、 

陳威江委員、彭士榮委員、彭逸稘委員、湯雲騰委員、黃小玲委員、 

黃雅平委員、黃薇如委員、楊立健委員、劉世淼委員、劉智華委員、 

劉瑞瑄委員、駱俊宏委員 

五、請假人員：吳瑞珍委員、邱傳淞委員、張銘湄委員、游琁安委員、蔡爭岳委員 

六、列席人員：曾建友組長、湯茂泉組長、梁鐘聲組長、許孟勤組長、陳豐文組長、 

陳志忠組長、王淑娟老師、林毓芳小姐、范志婷小姐 

七、主席致詞：(略) 

八、報告事項：  

    一、103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截至 10/31 止，執行情形請參見附件一，經資本門執 

行進度說明如下： 

        (一)經常門經費執行，計改善師資結構各項教師獎勵補助、學輔活動、行政人員研

習、其他-資料庫訂閱、特色活動等經費，皆已進入最後執行階段，部分經費尚

於核銷程序中，預計至11月底執行率達70%，並依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規定

於12/31前，完成經費結案作業(執行情形請參見附件，表一)。 

        (二)資本門執行率達90%、部份未執行完成經費為增購之教學研究設備，尚於核銷程

序中，預計至12月初可達100%執行率(執行情形請參見附件，表二)。 

    二、本校 103 年度校務相關計畫經費管制表，請委員參見附件二。 

 

九、本次會議重點： 

     一、審議本校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修正案 

     二、審議104年整體獎勵補助支用計畫(預估版)規劃案 

     三、檢討102年績效訪視審查意見。 

十、提案討論： 

提 案 一 

案 由：本校「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要點，自 104 年度起綜合 

評鑑(包括追蹤評鑑)成績已與經費核配指標脫勾，配合教育部核配經費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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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本校資本門分配原則同步進行修正；另評估整體社會結構少子女化衝

擊，與本校新設學科發展實況，重新檢視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以利發揮經費

挹注綜效。 

二、辦法修訂，參考教育部近年績效觀摩學校之經費核配程序，本次辦法修正對照

表暨修正草案，請委員參見附件三。 

 

湯雲騰委員：本次修法方向吻合教育部經費核配精神，且能適切反應本校資本門經費運 

用重點，修法確有必要，建請各位委員支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二 

案 由：10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提請 審議。  

說  明： 

    一、依據「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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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小組會議 
      紀錄（包括簽到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等資 
      料各一份報本部審查。 

    二、依據前次會議決議，104 年度整體獎勵補助經費以 3仟萬元為申請規劃、自籌

款 15%至 16%為原則，整體經費規劃及經常門、資本門規劃比例，請委員參見

附件四。 

    三、資本門經費預劃重要原則： 

(一) 獎勵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

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

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本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

十內勻支。 

(二) 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

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六十；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

應達百分之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

材設備）應達百分之二；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

後，應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

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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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規劃報告： 

    一、整體經費預劃： 

依據 103 年 9 月 24 日第四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決議，104 年度整體經費 

以 3仟萬元為規劃額度，自籌款目前編列 15%，經資本門分配比例如下：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71.91 %）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28.09 %）

金額 13,650,000 7,350,000 3,235,950 5,850,000 3,150,000 1,264,050 

合計 24,235,950 10,264,050 

占總比例 70.25% 29.75% 

    二、經常門經費預劃報告： 

經常門計編列 10,264,050 元(獎勵補助款 9000,000 元/自籌 1,264,050 元)， 

經費編列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優先，經彙整各業管單位所提之預算，比例 

達 75.37%；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由學務處課指組統籌規劃，所提經費 

占經常門比例 6.67%；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所提預算占經常門比例 

3.69%，各項經費編列比例，符合申請原則，以下分別請各業管單位提報預算 

規劃，敬請委員審定。 

(一)改善師資結構 

1.改進教學等四分項 

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策略 D-c-5（教學成效品保化-強化教師教學效

果-編纂教材製作具）、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推展計畫β-3-2 教師參

與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競賽計畫。本項經費區分「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改進教學」教案獎勵、「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勵」、「教師指導

學生參與校外競賽獎勵」、「製作教具補助(辦法擬定中)」，各分項經費分

配規劃如下： 

(1)為提高教師教材提交率及教案獲獎品質，104 年度全校區分五分組公

開陳展進行評比，各分組以 60%得獎件數為入圍。分組評選時校內教

師互評分數比率占 40%，校外專家評選分數比率占 60%；校總評各分組

入圍作品，於校總評選出 60%-80%的特優、優等及佳作等作品予以獎

勵，故編纂教材編列 400,000 元、製作教具編列 250,000 元、改進教

學編列 300,000 元，規劃獲獎件數計 70 件，獎總金額 950,000 元。 

(2)改進教學類： 

教師指導學生參與校外競賽，獎勵金編列 200,000 元，規劃 20 案獲獎。 

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勵金編列 400,000，規劃 40 案獲獎。 

製作教具補助經費，編列預算 60,000，規劃補助 6案。 

(3)上述各項獎勵補助外，104 年於改進教學項目另編列教案外審費，針

對各類獎勵補助案，邀請校外專家 2-3 人入校評選，規劃編列外審費

38,400 元。 

目前為第114頁/共222頁



2.研究項經費支用區分五大項，「校內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補助」、「研究計畫成果獎勵(含專利暨技術移轉)」、「計畫研究專家諮

詢費補助」、「計畫外審費」，預算規劃如下 

(1)校內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規劃補助 20 案，經費計 1,228,000 元。 

(2)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規畫補助 17 案，每案 3萬元，總經費計

510,000 元。 

(3)研究計畫成果獎勵(含專利暨技術移轉)：規劃獎勵 13 案，總經費計

170,000 元。 

(4)計畫研究專家諮詢費補助(辦法擬訂中)：為鼓勵教師積極參與研究、

產學合作、專利計畫申請，精進及提升研究成效，補助教師從事與研

究有關之研究構想、研究回收、研究執行、研究發表、專利申請，等

研究諮詢費，預估補助 22 案，總經費計 132,000 元。 

(5)計畫補助外審費：校內學術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外聘專家學

者審查費，總經費計 50,000 元。 

3.研習項經費：區分「單位自辦研習、教師個人研習、教師出國差旅」三項。 

  預算規劃如下： 

(1)單位自辦研習：計規劃辦理「2015 第二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5

分場)」、「2015 第六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研討會」、「美容數位學習工

作坊」、「會展軟體應用實務研習」、「護理科落實專業核心素養研習」、「醫

護英日語教學設計」、「科技部計畫申請工作坊」、「產學合作計畫研習

坊」、「乙級電腦證照研習坊」等 9項 13 場研討會、研習會，總經費計

600,000 元。 

(2)教師個人研習：鼓勵教師參與與教學專業及特色發展相關之研習。規劃

「健康促進管理師」、「教師教學專業研習」、「教師進修專業學分」三個

分項，總經費計 1,445,690 元。 

(3)教師出國差旅：補助教師出國發表論文差旅費，總經費計 400,000 元。 

4.著作獎勵金編列，依據前三年(100~102)執行情形，循例預劃本年度獎勵經 

  費計 800,000 元。 

5.預估補助 5 名教師進修，計 250,000 元，教師升等獎金及外審費，預估獎勵  

  補助 15 人次，預劃經費計 130,000 元。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本項經費除了聘請校外社團指導老師鐘點費支用外，104 年度以推動社團

標竿學習與評鑑制度研習活動、自治組織標竿學習與評鑑制度研習活動、

補助社團舉辦研習、辦理成果發表與校際交流等經費外，亦參據 102 年度

校務評鑑委員建議，購置 1萬元以下非消耗性器材，充實學生社團發展，

104 年度挹注經費於推展微電影社，拍攝具學校特色之作品及購置辦理大

型活動所需之器材。 

(三)行政人員研習 

經費規劃分為行政人員參與研習（含研討會）、行政單位辦理知能研習、

內控研習、培訓課程、補助優秀職員進修等五項，透過各研習及個人培訓

課程，提升行政人員行政效能。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目前僅編列 18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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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部份設備因搭配資本門設備使用，且華型教學不銹鋼雙面聽診器與專 

    業攜帶式小型錶式血壓計須搭配共同使用才可發揮其效益，通識中心生物 

    實驗室 DNA 模型未排入，建請委員審議增列。 

(五)其它項 

1.續訂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料庫、CETD 中文博碩士論文資料庫 

2.續訂微軟全校 CA 授權 

3.持續推度本校性別平等教育使之深耕發展，延續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本校

性平委員之組織，分為「政策法規」、「校園安全環境」、「課程與教學」、

「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社會推展」等五大主軸，全面推動相關

研習及入班宣導活動。 

湯雲騰委員： 

 1.改進師資結構相關經費預算占經常門比例近 75%，近兩年執行情形未如預

期，賸餘經費流入教師薪資，造成運用績效不彰，執行率不佳單位應予檢

討。 

2.研究及研習支用項目，較往年增加，依據業務單位提出之規劃，盼來年可

以落實執行。研習已連續兩年無法如期執行完畢，104 年由研發室加強控

管支用項目、經費，建議予以採納。 

3.非消耗性器材支用經費，依各學科反應所需之急迫性，應適度調增其支用 

   額度，以符合各學科教學所需，如：護理科所提豪華型教學不銹鋼雙面聽 

   診器與專業攜帶式小型錶式血壓計須搭配共同使用，通識中心所提 DNA 模 

   型，另美容科也提出教學椅需搭配資本門彩妝教學桌共同使用，本項經費   

   各單位所提需求項目繁多，囿於經費有限，應先以急迫性高之教學器材為 

   優先，並請各位委員支持，酌予調整此項經費。 

     

袁智芬委員：教師個人研習費由研發室秉公平、公正、公開支用控管，個人覺得是一    

            個很好的作法。 

 

劉世淼委員：同意由研發室統籌運用，將經費用在需求點上及績效點上，期能產生更 

            佳運用績效。 

 

決議：經常門規劃案照案通過。主席裁示說明如下： 

一、經常門改善師資結構部分增列之算規劃項目，請檢視相關支用辦法之修

訂，並請業管單位掌握審議會議之召開時程，以利於 104 年整體經費之執

行。 

        二、同意調增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預算額度，本項

經費規劃以自籌款支應，經費編列原則請以 16%內為規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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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門經費預劃報告： 

         (一)經費比例分配預劃 

衡酌校務發展現況，研發室建議 104 年資本分配比率： 

1.校統籌分配款：考量圖書館、學輔、環安之基本需求比率，加上新設 

     口腔衛生科第一年之設備需求；建議挹注比率 45%。 

2.中長程重點特色分配款：考量健康促進、護理、視光設備需求情況， 

   建議挹注比率 25%。 

3.學科特色分配款：考量各學科提出與科特色相關之設備需求，建議挹 

  注比率 20%。 

4.學科基礎設備分配款：考量資訊講桌更新汰換等設備需求，建議挹注 

  比率 10%。 

     以上，分配比率預劃，建請委員支持。 

 

湯雲騰委員：以上教學研究設備之經費，分配於統籌款部份，考量 104 學年度起，將招  

            收口腔衛生科第一屆新生，且課程已排定，請委員同意統籌款經費挹注於

新設學科設備建置。 

 

  決議：資本門經費分配比率照案通過。主席裁示說明如下： 

104 年整體支用計畫資本門經費分配比率：校統籌分配款 45%；中長程重點特色

分配款 25%；學科特色分配款 20%；學科基礎設備分配款 10%。       

 

        (二)設備需求提出報告 

            1.圖書館自動化、學輔設備、環安設備需求(設備需求請參見附件六) 

            2.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需求(設備需求請參見附件七) 

            3.各單位於 10/30 所提之設備需求，本室依資本門分配比率，擬提排序草 

              案如下，敬請委員審議。 

 

            (1)資本門預劃總經費：24,235,950 元(含配合款) 

分配項目 校統籌款 
中長程特色 

分配款 

學科特色 

分配款 

學科基礎設備 

分配款 合計 

代號 校 01A 中 02B 特 03C 基 04D 

分配比例 45% 25% 20% 10% 100% 

經費額度 10,906,178 6,058,987.5 4,847,190 2,423,595 24,235,950

     備註：校統籌款分配額度：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060,000 元，學生事 

           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484,000 元，環安設備 691,950 元，教學研究設備 6,670,2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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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學研究設備排序草案如下 

【校 01A】設備排序，經費總計 7,248,500 元(最高額度 6,670,228 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審議說明 

1 口腔清潔訓練模型組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2 

十分解人類牙科頭顱示範

模型組(含頭顱解剖壁掛

圖)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3 
正常牙齒和病徵分解教學

模型組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4 
巨型牙齒衛生齲齒分解教

學模型組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5 舌頭結構教學模型組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6 
巨型六分解半下頜教學模

型組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7 
巨型牙齒正常型態及各類

疾病教學展示模型組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8 
牙列發展解剖分析教學模

型(含壁掛圖組)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9 口腔衛生立體展示模型組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10 
高階全自動綜合牙科診療

椅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11 多功能乾濕兩用吸唾機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同意購置，唯空間應再確認。 

12 
四缸式空壓機含乾燥過濾

系統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暫緩不列入本次採購優先序 

13 壁掛式口內 X光照射機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暫緩不列入本次採購優先序 

14 
牙科中文分析教育解說軟

體(網路版)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暫緩不列入本次採購優先序 

15 
全自動迴水式快速消毒殺

菌機 
新設科教學設備 口腔衛生科 暫緩不列入本次採購優先序 

16 教學資料中心建置 

提供校內教學資訊

系統與數位課程資

料備援機制 

通識中心 
設備規格應清楚列出各項主體，以符

合一務一號原則，會後請修正。 

備註：為利於設備排序討論，各項設備規格、單價、數量暂不顯示，詳細規格請參見附件七。 

【中 02B】設備排序，經費總計 6,315,076 元(最高額度 6,058,987 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審議說明 

 
雙相位心臟電擊去顫器 

1.內外科護理實驗課

程 2.OSCE 技能檢定

用 

護理科 OSCE 完善 OSCE 技能檢定用，同意納入採購。

1 護理工作車 
模擬情境課程及OSCE

技能檢定 
護理科 OSCE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2 生產模擬衣 
模擬情境課程及技能

檢測 
護理科 OSCE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3 
孕婦體驗服(含子宮內的

胎兒) 

1.讓學生體驗懷孕之

狀態與不便 

2.OSCE 技能檢定用

護理科 OSCE

護理科產科

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4 負離子感溫適濕除濕機 
臨床技能中心保養電

子儀器使用 
護理科 OSCE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5 
周邊血管注射實境模擬訓

練系統 

模擬情境課程及OSCE

強化靜脈注射技能
護理科 OSCE 暫緩不列入本次採購優先序 

6 
全功能產婦綜合模擬人系

統 

產科示教課程與OSCE

技能檢定用 

護理科產科

組 
暫緩不列入本次採購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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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審議說明 

7 視光專業教室工作實驗桌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8 眼球模型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9 物理光學實驗組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0 自動磨片機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1 自動鏡片驗度儀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2 手動鏡片驗度儀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3 綜合驗光儀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4 視標投影機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5 全人健康設備-4°C冷藏櫃 教學用 
全人健康促

進中心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本項設備搭配

優先序#18~#20，並強調發展全人健康

特色，應落實使用率，以發揮購置效

益，創造特色。 

16 
全人健康設備-步態分析

儀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理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7 
全人健康設備-足壓式測

力板系統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理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8 
全人健康設備-簡易型心

肺復甦模型 
健康促進課程 CPR 通識中心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9 
全人健康設備-半身式甦

醒急救模型 
健康促進課程 CPR 通識中心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備註：為利於設備排序討論，各項設備規格、單價、數量暂不顯示，詳細規格請參見附件七。 

【特 03C】設備排序，經費總計 5,958,500 元(最高額度 4,847,190 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審議說明 

1 電動病床 技術課程示教用

護理科身評

組(4)基護

組(5)產科

組(3)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附件七資料提

出兩項電動病床，建議設備名稱修正區

隔。 

2 護理多功能假病人 
基護實驗課授課使

用 
護理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3 試管振盪器 用於檢體充分混勻
護理科 

基醫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4 高齡者模擬體驗服 

讓學生體驗高齡者

因生理機能退化導

致之不便 

社區、 

長照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5 中風體驗服 
讓學生體驗中風患

者之不便 

社區、 

長照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6 直立式血壓計 
基護實驗課授課使

用 

護理科 

基護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7 
硬彎式快速喉頭罩氣管插

管組#4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

課程 
護理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8 孕婦體驗服 
產科實驗課程示教

使用 

護理科 

產科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9 樂活益智輔具 長期照護課程使用
社區、 

長照科 
設備規格請再修正 

10 大腦活化訓練組 長期照護課程使用
社區、 

長照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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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審議說明 

11 電筒/驗光椅組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2 角膜弧度儀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試片組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調整增加 

 
教學義眼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調整增加 

 
調框工具組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調整增加 

13 手機微電影拍攝組 手機微電影拍攝組 行銷流通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設備規格請修

正。 

14 平版電腦 

建置國際貿易模擬

實驗室，模擬行動

商務及情境教學設

備 

國際商務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設備規格請同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之平板電腦規格。

15 房務設備-雙人床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理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6 房務設備-房務工作車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理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7 房務設備-單人床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理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8 房務設備-活動立床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理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9 4 人座彩妝教學桌 教學用 美容造型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20 2 人座彩妝教學桌 教學用 美容造型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21 直立式螢幕廣告機 教學用 美容造型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備註：為利於設備排序討論，各項設備規格、單價、數量暂不顯示，詳細規格請參見附件七。 

【基 04D】設備排序，經費總計 2,091,118 元(最高額度 2,423,595 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審議說明 

1 
資訊整合講桌設備─資訊

整合講桌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3 口腔衛生

科*2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2 
資訊整合講桌設備-教學

電腦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3 口腔衛生

科*2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3 
資訊整合講桌-教學投影

設備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3 口腔衛生

科*2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4 桌上型教學電腦 教學用 

國際商務科

*8 視光學科

*2 應用英語

科*13 口腔

衛生科*2

通識中心*1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5 筆記型電腦 教學用 

護理科*6

通識中心*1

應用日語科

*1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6 手風琴 幼兒音樂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7 打擊類樂器組 幼兒音樂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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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審議說明 

8 小鼓 幼兒音樂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9 白板 
幼兒行為觀察教室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0 拉桿式行動藍牙音箱 琴法教室一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樂器電子防潮箱 

琴法教室一各類樂

器防潮 
幼兒保育科 調整增加 

 

英語口說練習 

軟體 

裝置在外語學習中

心電腦軟體, 提供

學生做口說練習

應用英語科 調整增加 

11 電腦桌 
外語學習中心教學

桌  

應用英語

科、全校
尚無空間，刪除。 

12 實物投影機 
 提供教師情境教

學需求 

應用英語

科、全校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3 球場教學置物櫃 
室內桌球、撞球教

學區學生物品設備

通識中心

(體育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4 網球柱 
室內網球教學區球

網球柱設備 

通識中心

(體育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5 球場教學分隔幕 
室內球場教學區分

隔設備 

通識中心

(體育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啦啦隊教學地墊 

室內啦啦隊教學區

安全地墊設備 

通識中心

(體育組)
調整增加 

16 
球場教學大型電子計分計

時器 

室內球場教學區計

分計時設備 

通識中心

(體育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7 拔河教學捲繩車 體育課教學用 
通識中心

(體育組)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8 和太鼓 
日本文化課程實務

教學使用 
應用日語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19 
衛星電視節目錄影外接硬

碟 

衛星電視節目錄影

用 
應用日語科 同意排入年度採購計畫。 

備註：為利於設備排序討論，各項設備規格、單價、數量暂不顯示，詳細規格請參見附件七。 

委員發言： 

彭士榮委員：環境安全設備預算提出 1,667,000 元，本次經費預劃僅編列

691,950 元，似乎無法發揮其整體設備建置之成效，因應 105

年統合視導各項訪評項目之推動，建議該項經費調增，並酌予

減少教學研究設備經費預劃。 

湯雲騰委員：前項所提增加環境安全預算規劃，考量口腔衛生科所列設備可

滿足 104 學年度課程授課使用，且急迫性較低，護理科如獲第

二期技職再造方案補助，設備亦可建置完成，故【校 01A】優

先序#12~#15、【中 02B】優先序#5~#6 設備暫緩不列入本年度計

劃。另環安衛設備優先序#4 餐廳廚房油煙排煙管建置，與環境

安全較無直接相關，應排除此項，避免計畫書審查有所疑議，

請以優先以編號 #1~#3 為增列項目。 

劉瑞瑄委員：圖書館自動化設備及圖書期刊總經費，因應校務發展計劃逐年

建置自助借書系統，提升借書服務品質，同意以所提預算列入

年度計劃。  

彭士榮委員：各項列入計畫購置之設備，部分規格仍過於籠統，單價超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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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萬之設備， 如:【校 01A】優先序#16 教學資料中心建置應再

檢視其規格是否有違一物一號認列原則，請申請單位會後再與

總務處討論修正。 

吳威震委員：優先序#16 教學資料中心建置，主要為建置本校教學用的資料

中心，以全校教師的數位課程、電子書、成績、教師歷程資料、

研究資料庫、學生歷程資料、課程地圖資料，以集中式管理建

置，並提供備援環境，該項規格會後再次修正。 

黃雅平委員：幼保科所提設備樂器電子防潮箱，為因應本校空間潮濕，許多

樂器容易受潮發霉導致壞損無法使用，請委員支持增列此項設

備。 

楊立健委員：視光科排入購置電筒/驗光椅組、角膜弧度儀等設備，惟試片組、

教學義眼、調框工具組等為基礎驗光設備，請委員支持納入本

次計畫採購項目。 

袁智芬委員：考量本科以完善建置 OSCE 技能檢定，未納入採購項目心臟電擊

去顫器，請委員支持增加，如影響該項預算分配總額，原納入

採購之周邊血管注射實境模擬訓練系統及全功能產婦綜合模擬

人系統，同意先不列入本次採購優先序。 

湯雲騰委員：護理科於本年度提出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申請補助經費計 3

仟萬元，如獲核定，此兩項系統可評估納入該項計畫支應。 

彭士榮委員：應用英語科所提電腦桌為規劃全校英語自學教室建置之設備，

因空間尚待確認，應優先以購置英語口說練習軟體， 以避免無

空間設備閒置之問題。 

劉世淼委員：【基 04D】項目設備，預算最高額度可編列至 2,423,595 元，本

項經費尚未達到滿額，請各位委員支持增列通識中心啦啦隊教

學地墊。 

彭士榮委員：部份教學單位所提購置資訊整合講桌設備，依本處保管組所彙

整各教學單位資訊講桌年限，仍有許多 95 年度購置之講桌，是

否考量汰換，請再評估。目前採購標餘款，尚未列出擬購置之

項目，應將全校共通性之教學設備，優先列為標餘款採購項目，

請各位委員支持。 

 

決  議：資本門規劃案照案通過。主席裁示說明如下： 

        一、依委員所提之建議，資本門請酌予減少教學研究設備之預算規劃，調增至

環境安全衛生設備，並以原提列之預算為規劃原則。 

二、各單位所提增列之設備項目，同意增列，並請業務單位調整經費分配，會

後請總務處協助再次檢視排入採購優先序之各項設備規格，嚴遵採購法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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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經常門各項經費項目執行一覽表(計算時間 103/1/1~10/31) 

項 目 
103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 

備註 
預算 已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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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000 0  獎勵經額已審定，核銷中

製作教具 220,000 0  獎勵經額已審定，核銷中

改進教學 629,400 219,000  獎勵經額已審定，核銷中

研究 1,125,000 394,032   

研習 2,071,960 865,396 

進修 400,000 394,282   

著作 800,000 327,075   

升等送審 99,000 67,000   

小計 6,080,360 2,26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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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84,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686,199 610,325   

小計 766,199 69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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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35 238,679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293,631 291,000   

五、其他 

資料庫訂閱費 357,066 0   

軟體訂購費 1,166,119 1,166,119 配合款 248,000  

其他 700,000 468,131 配合款 

小計 2,223,185 1,634,250

總 計 9,629,510 5,125,039 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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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資本門各項經費項目執行一覽表(計算時間 103/1/1~10/31) 

項 目 
103 年度預算 103 年度已核銷金額 

備註
補助款 自籌款 補助款 自籌款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究設備 
14,647,209 2,157,932 13,237,400 1,661,400  

二、圖書館自動化

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圖書館自

動化設備 
1,280,000 0 1,088,000 0

 
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1,600,000 0 1,600,000 0

小計 2,880,000 0 2,688,000 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1,319,900 0 1,209,300 0 0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

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

間、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

相關設施） 

820,000 910,000 770,500 894,060  

總 計 19,667,109 3,067,932 17,905,200 2,555,46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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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校務相關計畫經費管制表 

項 計畫名稱 經費 執行期程 
行政窗

口 
執行單位

01 整體獎勵補助支用計畫 

補 28,095,869

自 4,268,682 

總 32,364,551

103.01-103.12 研發組 全校 

02 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補 9,400,000

自 2,320,000

總 11,720,000

103.01-103.12
教資中

心 
全校 

03 北區教學資源中心輔航計畫 

補 2206000 

自 294000 

總 2,500,000

103.01-103.12
教資中

心 
全校 

04 

第一期技職再造延續案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計

畫 

補 386,730 

自 44,900 

總 431,630 

103.07-104.06 產學組 
護理科 

幼保科 

05 

第一期技職再造延續案 

--開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計

畫 

補 876000 

自 94000 

總 970,000 

103.06-104.06 實習組 
護理科 

幼保科 

06 

第一期技職再造延續案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

畫 

補 846,400 

自 93,000 

總 939,400 

103.06-104.06 課務組 各科 

07 
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 

計畫 

補 1,051,980

自 211,091 

總 1,263,071

103.01-103.12 課務組 原民中心

08 
第二期技職再造方案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 

補 586,900 

自 79,200 

總 666,100 

103.01-104.05 產學組 

護理科 

美容科 

幼保科 

健管科 

09 
第二期技職再造方案 

--產業學院計畫 

補 2,000,000

自 234,210 

總 2,234,210

103.08-105.07 課務組 

護理科 

美容科 

幼保科 

行銷科 

健管科 

10 
第二期技職再造方案 

--再造技優計畫 

補 3700,000 

自 925,000 

總 4625000 

102.10-103.06 護理科 護理科 

11 學校健康促進計畫 

補 330,000 

自 66,000 

總 396,000 

102.10-103.12 衛保組 

體育組、

軍訓室、

健促中心

12 提升外語能力計畫 

補 200,000 

自 50,000 

總 250,000 

103.11.30 止 國際組 應英科 

13 品德深耕計畫 
補 100,000 

自 20,000 
104.07.31 生輔組 

護理科 

幼保科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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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120,000 美容科 

14 國際志工計畫 

馬 294,200 

越 384,500 

總 678,700 

103.08 
  服學

組 
學生 

15 

103 年度大專校院輔導工作

計畫-如何與學生談性(北二

區) 

補 35,700 

自 1,956 

總 37,656 

103.01-103.12
心理諮

商中心 
外部計畫

16 
103 年聘用兼任專業輔導人

員補助計畫 

補 98,900 

自 39,900 

總 138,800 

103.01-103.12
心理諮

商中心 

心理諮商

中心 

17 
身心障礙學生計畫 

(資源教室) 

補 606,366 

自 67,374 

總 673,740 

103.01-103.12
心理諮

商中心 

心理諮商

中心 

18 性平外部計畫 280,000 103.11 
性平中

心 
秘書室 

19 

客家委員會 103 年補助大學

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聯合成果發表會 

補 930,000 

自 24,000 

總 954,000 

103.12 
通識中

心 
通識中心

,20 醫護客語計畫 
補 130,000 

總 130,000 
   

 總經費合計 60,419,118    

21 

第二期技職再造方案 

--設備更新案 

（尚未核定） 

申 25,000,000

自 5,000,000

總 30,000,000

(護理案) 

申 21,478,461

自 4,027,360

總 25,505,821

（視光案） 

兩案總計

55,505,821 

104.01-106-12

（資本門執行 2

年；經常門執行

3年） 

產學組 

護理科 

視光科( 

美、健協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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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整體獎勵補助

資本門經費分配作業辦法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獎勵補助款資

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名稱修正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為本校整體發展與特色規劃之目的，合

理分配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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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訂定「新生

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獎勵補助資本門經

費分配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以提升本校整體教育品質。 

第一條 主旨 

為有效及合理運用教育部獎勵補助

款，並達到資源整合之效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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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訂定「新生

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教育部獎勵補助款

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以下簡稱本原

則），以維護本校營運和發展之均衡。

並召開經費分配專責小組委員會會

議，使資本門經費之分配更為周延，以

達到集思廣益之功效。 

1.文句修正 

2.會議名稱

修正 

第二條 

整體獎勵補助經費之比例分率、項目變

更，由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審議並決

定之。 

第二條 經費架構 

資本門總經費（含學校配合款）之經費

分配架構如下： 

總經費 = 校統籌分配款（20%）+中長

程重點特色發展分配款（25%）+科基本

分配款（50%）+科獎勵分配款（5%）。 

相關分配比率經由專責小組會議決議

後實施；各分配項目經費未執行時，得

移至校統籌分配款運用。 

1.部份條文

規定移至

第三條 

2.會議名稱

修正 

第三條  

資本門總經費（含學校配合款）之經費

分配架構如下： 

總經費=校統籌分配款+中長程重點特

色發展分配款+學科特色分配款+學科

基礎設備分配款。 

相關分配比率經由經費規劃專責小組

會議決議後實施；各分配項目經費未執

行時，得移至校統籌分配款運用。 

第二條 經費架構 

資本門總經費（含學校配合款）之經費

分配架構如下： 

總經費 = 校統籌分配款（20%）+中長

程重點特色發展分配款（25%）+科基本

分配款（50%）+科獎勵分配款（5%）。 

相關分配比率經由專責小組會議決議

後實施；各分配項目經費未執行時，得

移至校統籌分配款運用。 

1.條次變更 

2.經費架構

修正 

2.會議名稱

修正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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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校統籌分配款，支援全校性之教學及研

究，如下列： 

一、圖書館自動化設備及圖書購置，占

資本門總經費至少 10%。 

二、學輔設備：占資本門總經費至少

2%。 

三、全校性教學研究設備。 

四、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加強辦理全面

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

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

礙空間設施及永續校園綠化等相

關設施。 

第三條 

校統籌分配款；分配比率為 20%， 

支援全校性之教學及研究，如下列： 

一、圖書館：配合本校中長程發 

    展，對圖書館重點投資，佔資本門

總經費至少 10%。 

二、學輔設備：佔資本門總經費 

    至少 2%。 

三、其餘為全校性設備 

 

 

 

 

1.內容修正 

2.法律統一

用字 

第五條 

中長程重點特色發展分配款，投資項目

如下列： 

一、中長程發展計畫項目： 

彰顯學校發展特色，依據計畫目

標，購置實用性、整合性、延續及

前瞻性之教學研究設備。 

二、補助重點科： 

每年重點補助為原則。 

第四條 

中長程重點特色發展分配款；分配比率

為 25%，投資項目如下列： 

一、發展學校中長程計畫： 

購置教學設備儀器，提升教學品

質、彰顯學校發展特色，依據計畫

目標，購置實用性、整合性、延續

及前瞻性之教學設備，以達到教

學、研究為目的。 

二、補助重點科： 

    每年重點補助為原則。 

1.條次變更 

2.分配比例

刪除 

3.文字潤飾 

第六條 

學科特色分配款，以發展學科特色之

教學設備為投資項目。 

學科基礎設備分配款，以充實常態性

教學、實驗、實習設備為投資項目。 

前項分配依據，以研發室依教育部獎

勵補助資訊系統補助指標及獎勵指標

績效值核計。 

第五條 

教學單位基本分配款；分配比率為

50%，核配方式如下： 

基本分配款之運用為充實常態性實驗

教學設備與購置科共同性設備，係以各

科第一學期（十月十五日）教師結構數

與學生結構數之分配百分比核配： 

一、教師結構數（佔基本分配款 40%）

1.條次變更 

2.分配項目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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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結構數之計算依下列原則核計： 

（一）合格專任教授每名 1.5 分 

（二）合格專任副教授每名 1.35 分 

（三）合格專任助理教授每名 1.15 分 

（四）合格專任講師每名 1.0 分 

合格專任教師須領有部頒證書方予核

計；擁有合格證書之專業技術教師依

其薪資比照等級計算。 

二、學生結構數（佔基本分配款 60%） 

各科學生結構數之計算依該科學

生人數乘以權重值（W）核計；權

重值如下： 

（一）日間部每生 W＝0.618 分 

（二）在職、產學專班每名學生 

W＝0.309 分 

通識中心學生結構數之計算依全

校學生人數乘以權重值（W）核計；

權重值如下： 

（一）日間部每生 W＝0.382 分 

（二）在職、產學專班每名學生  W

＝ 0.191 分 

基本分配款額度乘以（各教學單位總分

÷全部教學單位總分）為各教學單位是

項分配款之額度。 

第七條 

資本門各項設備需求，各單位應於每年

10 月 31 日前完成申請程序，由研發室

彙整後，提送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審

議並決定優先序。 

       

第六條 

教學單位獎勵分配款；分配比 

率為 5%，核配方式如下： 

一、教育評鑑成績（佔獎勵性 分配款

25%）以最近一次教育評鑑（含追

蹤及專案評鑑）成績之分配比為核

配依據，尚未接受評鑑之系（科）

以二等系（科）計算。成績等第配

分如下： 

（一）一等科（中心）10 分 

1.條次變更 

2.明定審查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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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等科（中心）5 分 

（三）三等科（中心）0 分 

二、校外委託研究案件數比（佔獎勵性

分配款 25%）以參與或申請獲得校

外各政府機構計畫案、產學或建教

合作案（達十萬元以上）等案件

數，每案各核計 1分。 

三、技能檢定證照比（佔獎勵性分配款

25%）以取得公、民營機關核發之

技能檢定證照張數，每百張核計 1

分；餘數以四捨五入核計至小數點

下一位。 

四、學生參與競賽得獎件數比（佔獎勵

性分配款 25%）以學校名義參加國

際、全國或其他由中央、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主辦之專業技（藝）

能競賽得獎件數分配比為核配原

則。參與競賽項目應與就讀科系相

關，始得認列；各級競賽計分如

下： 

（一）國際性競賽  3 分 

（二）全國性競賽  2 分 

（三）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性

競賽 1分 

核算基期為前一年度十月至本年 度九

月底止。 

基本分配款額度乘以（各教學單位總分

÷全部教學單位總分）為各教學單位是

項分配款之額度。 

第八條 

本辦法經經費專責小組會議通過，陳校

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原則經專責小組委員會議過，陳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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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獎勵補助資本門經費分配作業辦法草案 

 

095.02.16  095 年度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099.09.21  099 年度第 5次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101.10.24  101 年度第 4次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103.11.19  103 年度第○次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本校整體發展與特色規劃之目的，合理分配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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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訂定「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獎勵補助資本門經費分配作業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以提升本校整體教育品質。 

第二條  整體獎勵補助經費之比率分配、項目變更，由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審議並決定之。 

第三條  資本門總經費（含學校配合款）之經費分配架構如下： 

總經費=校統籌分配款+中長程重點特色發展分配款+學科特色分配款+

學科基礎設備分配款。 

相關分配比率經由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後實施；各分配項目經

費未執行時，得移至校統籌分配款運用。 

第四條  校統籌分配款，支援全校性之教學及研究，如下列： 

一、圖書館自動化設備及圖書購置，占資本門總經費至少 10%。 

二、學輔設備：占資本門總經費至少 2%。 

三、全校性教學研究設備。 

四、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及永續校園綠化等

相關設施。 

第五條  中長程重點特色發展分配款，投資項目如下列： 

一、中長程發展計畫項目： 

彰顯學校發展特色，依據計畫目標，購置實用性、整合性、延續

及前瞻性之教學研究設備。 

二、補助重點科： 

每年重點補助為原則。 

第六條  學科特色分配款，以發展學科特色之教學設備為投資項目。 
學科基礎設備分配款，以充實常態性教學、實驗、實習設備為投資項

目。 
前項分配依據，為由研發室依教育部獎勵補助資訊系統補助指標及獎

勵指標績效值核計之。 
第七條  資本門各項設備之需求單位應於每年 10 月 31 日前完成申請程序，由

研發室彙整後，提送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審議並決定優先序。       

第八條  本辦法經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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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經費規劃明細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9,500,000 10,500,000 30,000,000 4,500,000 34,50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1.91 %）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28.09 %）

金額 13,650,000 7,350,000 3,235,950 5,850,000 3,150,000 1,264,050 

合計 24,235,950 10,264,050 

占總經

費比例 
70.25% 29.75%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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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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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究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17,456,000 83.12% 2,544,000 78.62%  

二、圖書館自動化

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達

資本門經費 10%

【不含自籌款金

額】） 

圖書館自動

化設備 
2,260,000 10.76% 0 0%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800,000 3.81% 0 0% 

小計 3,060,000 14.57% 0 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

籌款金額】） 
484,000 2.31% 0 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0 0% 691,950 21.38%  

總 計 21,000,000 100% 3,235,9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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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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4.44% 0 0%  

製作教具 250,000 2.78% 0 0%  

改進教學 998,400 11.09% 0 0%  

研究 2,090,000 23.22% 0 0%  

研習 2,116,590 23.51% 330,000 26.11%  

進修 0 0% 250,000 19.78%  

著作 800,000 8.89% 0 0%  

升等送審 130,000 1.44% 0 0%  

小計 6,584,090 75.37% 580,000 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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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67% 0 0%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450,000 5.00% 0 0%  

小計 600,000 6.6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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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700 3.69%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 184,050 14.56%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2 年內) 
0 0% 0 0%  

現有教師薪

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

費 
364,210 4.05% 0 0%  

軟體訂購費 920,000 10.22% 0 0%  

其他 0 0% 500,000 39.56%  

小計 1,284,210 14.27% 500,000 39.56%  

總 計 9,000,000 100% 1,264,0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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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執行102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計畫 

實地訪視報告 

(一)學校優點：資本門經費投入於學校教學主軸，應有助於教學環境之改善與提升，進而強 

    化其辦學成效。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及審查建議：  

1.非護理、美容、幼保等新設系科已主動與原主軸系科接軌，建議可予適當呈現，以更 

  顯現經費運用效益。  

2.學校對於獎勵補助經費之支用規劃工作，宜更加強其督導控管，以降低實際支用落 

  差情形及過多標餘款現象。  

3.行政細部作業仍有部分疏漏，未來宜更審慎嚴謹處理相關事宜。  

4.102年度經常門獎勵補助經費執行結果，顯示略有集中情形，建議學校再鼓勵校內教師 

  積極參與，以稀釋類似集中現象，並於「獎優」與「扶弱」間取得平衡，達到全面提 

  升的效果。  

5.經常門支用項目及標準，請依「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第10點第(5)款第6目規定，參酌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6.資本門各採購項目之訪價作業宜更審慎確實，避免實際執行與原規劃產生過大落差。  

7.同一採購案各作業程序表單，有關廠商履約期限之規範宜有一致性標準，以維採購公 

  平原則，並利相關承辦人員據以辦理。  

8.請採購作業相關重要表單，各欄位資訊宜正確且完整載明，避免疏漏情形發生，以利 

  重要資訊之準確傳達。  

9.有關學校書面自評資料之提供，宜加強其完整性、攸關性與正確性之覆核，以強化資 

  訊品質及利於評核。  

(三)經費支用執行情形與成效審查建議： 

委員意見 學校回覆說明 權責單位 

 

1.學校自籌款投入比例約16.52%，其中

NT$204,815元係支用於現有教師薪資

補助，顯示實質運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之自籌款比例約為15.74%

（=(4,380,075-204,815)÷

26,520,485）。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 102 年度實質

運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自籌款

比例約為 15.74%。 

研發室 

 

2.針對獎勵補助經費之運用，經常門、

資本門均訂有經費支用相關辦法，相關

管理程序尚稱合理，惟各項計畫與學校

中長程發展規劃之具體關聯性仍有加

強空間。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遵循部頒規

定，訂定獎勵補助經費各項運用辦法，

並定期檢視，適時修法，以符合實際運

作情形。 

研發室 

 

3.學校中長程發展規劃尚有改善空

間，建議可思考透過跨院、系課程模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 研發室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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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學校回覆說明 權責單位 

組，增進學校整體特色呈現。  

 

 

4.學校訂有「專責小組委員會設置辦

法」，明訂成員涵蓋各科及通識教育發

展中心推舉委員，由各教學單位自行推

舉產生，任期2年，連選得連任，並於

第2條規定其成員不得由內部專兼任稽

核人員擔任。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謹遵內訂「專

責小組委員會設置辦法」各項規定，落

實辦理。 

研發室 

 

5. 102年度專責小組共召開7次會議，

其運作大致依設置辦法實施，惟：  

(1) 102.9.17會議紀錄顯示應到30位

（簽到單上亦僅列30位委員）、實到22

位，其應到人數與學校102.8.1修正之

專責小組委員名單（共31名）不一致，

經查係缺漏秘書室主任。  

(2) 102.11.20、102.12.25會議簽到單

恢復為31位委員，但仍與學校提供之公

告名單不一致（缺秘書室主任、增視光

學科主任）。  

(3) 針對上述會議簽到名冊編製不一

致情形，學校表示係屬行政作業疏漏，

未來將更嚴謹處理。  

 

1.本校「專責小組設置辦法」於

102.10.16 修正第四條規定：「須有

三分之二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委

員所指正之 102.7.16 會議紀錄未

達開議門檻，乃因作業程序依前次

作業辦法（開議門檻二分之一）運

作之故；惟專責會議出席與運作情

況，本校確應加強督導與控管，感

謝委員指正。 

 

2.查證 102.9.17 會議紀錄顯示委員

應到 30 位，與 102.8.1 修正之專

責小組委員名單不符，本校檢討改

進。 

 

3.查證 102.11.20、102.12.25 會議

簽到單名冊，確實與 102.8.1 修正

之專責小組委員名單不符，本校檢

討改進。 

研發室 

 

6.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第

9條規定：「本會每學期開會2次」，經

查學校網站公告之會議紀錄，101學年

度 僅 見 第 1 學 期 之 會 議 紀 錄

（101.11.27、102.1.9），未見第2學

期相關會議紀錄，宜請留意相關公告資

料之完整性。  

 

已更新學校網站資料。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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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已於

99.11.21經董事會議通過制訂，並於

102.7.21經第13屆董事會第9次會議通

過修訂案。學校於102.5.28經行政會議

通過制訂「內部控制稽核小組設置要

點」，102學年度由校長遴選7位人員組

成稽核小組，經抽核學校所提供之稽核

人員名單，並未發現與專責小組成員重

疊情形。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賡續保持。 秘書室 

 

8.學校已擬定102學年度「內部稽核年

度實施計畫」，並於102.7.19簽請校長

核定通過；惟相關運作細節仍有強化空

間，建議學校可再加強相關專業訓練，

以使稽核工作之執行更臻完善。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參酌委員建議

辦理。 
秘書室 

 

9.「專科學校法」已於103年6月18日修

訂，刪除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要

求。學校目前採內部控制制度及經費稽

核委員會雙軌並行，雖無不可；惟以學

校規模而言，可能造成稽核委員遴聘上

的困擾，如何將兩種機制加以整合並避

免功能重疊，以發揮實質稽核功效，值

得學校進一步思考。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 秘書室 

 

10.102年度獎勵補助款執行資料送交

稽核人員專案查核後，業已於103.2.25

出具期末稽核報告，並公告於學校網站

首頁「教育部獎補助專區」項下之「整

體發展經費」網頁，網址：

http://grant.web.hsc.edu.tw/files

/11-1009-1.php。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恪遵部頒規

定，於經費執行完畢，隔年二月二十八

日前，將相關經費使用資料，公告於學

校首頁。 

研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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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經 抽 查 102.7.16 、 102.9.17 、

102.11.20、102.12.25專責小組會議紀

錄，顯示獎勵補助經費原申請項目、規

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已依規定提會

審議，編製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說明理

由，並留校備查。惟標餘款金額不低，

建議可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檢討其原因

並加以改善，將更有助於彰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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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第2

目所訂之專責小組規劃功能。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檢討改進，未

來標餘款與預算規劃執行差異原因說

明，詳實列入討論事項，落實專責小組

規劃功能。 

研發室 

 

12.經抽核學校所提供之經、資門獎勵

補助款支出憑證，顯示大致已依相關規

定辦理，惟：  

(1) 研習序號#1補助教師赴美參加

「 2013 Annual metting of the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差旅費，其核銷憑證未檢

附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

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立之搭機證

明，以及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研習序

號#2補助教師赴西班牙參加「第18屆歐

洲運動科學國際研討會暨年會」差旅

費，亦為類似情形。  

(2) 研習序號#3補助教師赴日本參加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差旅費，

其核銷憑證未檢附登機證存根或足資

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

所開立之搭機證明。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檢討改進，爾

後由申請單位、業務管理單位及會計

室，加強支出憑證審核作業，以求謹

慎，避免類案再生。 

研發室 

會計室 

 

13.經抽核學校執行清冊及所提供之案

件資料，顯示已於年度內完成付款程

序，未發現102年度獎勵補助款執行超

出規定期限情形。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經費執行期程，確

依教育部所頒規定完成辦理。 

研發室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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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據學校自評表【附表二】所列回

應說明及參閱相關執行資料，顯示學校

大致已參酌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進行

調整改善，惟部分建議事項未見具體改

善，仍待持續觀察瞭解其執行成效，

如：  

(1)支用計畫書預估將近1/3之比例為

標餘款，顯示各採購項目可能呈現極大

價差，規劃單位之訪價作業宜更落實辦

理。  

(2)學校已陳述經費編列原則，惟各單位

教學研究設備經費配置比例之規劃過

程仍未盡明確；經常門方面，各項目具

體之分配依據、與中長程發展計畫之關

聯性，仍宜加強檢視。 

1.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已於執行

版經費支用計畫書，將標餘款預估

額度調降至 1/10。 

2.參照委員指導意見，各教學單位經

費配置比例、規劃過程與經常門支

用項目，爾後於專責小組會議，擬

詳實紀錄討論及分配情形，並檢視

與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之關聯性。 

研發室 

 

15. 根據學校自評表【附表三】所列回

應說明及參閱相關執行資料，顯示學校

大致已針對相關規定條文進行合理改

善，惟執行面仍待持續加強落實，如專

責小組會議出席情形。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各項建議事項，本

校積極改進，專責小組會議確實遵循作

業辦法落實執行程序。 

研發室 

(四)經常門支用執行情形與成效委員建議： 

委員意見 學校回覆說明 權責單位 

 

1.已明訂獎勵補助教師、行政人員相關

辦法，辦法中規定需經相關會議審議，

並依規定公告實施，其中「行政人員進

修及研習辦法」已依規定經行政會議通

過。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賡續保持。 人事室 

 

2.各項辦法條文間之連貫性與邏輯性

宜再詳加檢視，如「補助教師出國參加

學術會議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提及「學

術研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發

會）」，惟「學發會」一詞已於第4點

出現。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擬重新檢視「補助

教師出國參加學術會議作業要點」各項

條文連貫性與邏輯性，擬於 103 年度提

送相關會議適時修正。 

研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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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研習獎勵辦法」、「補助教師

出國參加學術會議作業要點」有關申請

審核程序，均要求先經校長核定，由申

請人先行墊付款項，再申請補助經費，

程序上似有不便民之處，建議可考量適

度簡化其流程。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擬重新檢視委員建

議之事項，並適時修正。 
研發室 

 

4.根據學校自評表【附表五】，102年

度全校共219位教師，計152位教師申請

獲得獎勵補助款：  

(1) 獲獎助教師所占比例約為69.41%

（=152÷219），相較於101年度之75.51%

（=148÷196），呈現下降情形，期盼學

校能持續鼓勵與推廣獎勵補助相關機

制。  

(2) 當年度獎助額度最高前8位教師共

獲得約1/5之獎勵補助款，前30位教師

合計領取金額約占獎勵補助款總額

51.03%。此外，每位教師平均領取之獎

勵補助款金額為NT$32,229元，當年度

取得獎勵補助款之教師中，所獲數額不

及此一平均數之比例高達 67.11%

（=102÷152）。  

(3) 此一分布結果能否符應學校設計相

關制度時之期待，可再進一步檢視與回

顧，亦有重新檢視各項獎勵補助辦法上

限及落實經費控管的空間。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已重新審視各

項獎勵補助辦法，如： 

「教師學術著作獎勵」修訂各項獎勵細

則及條件、「教師指導學生參與校外競

賽獎勵」修訂其獎勵件數、「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獎勵」修訂其審查

作業程序、「補助教師出國參加學術會

議作業要點」修訂其出國次數、「教師

學術成就暨研究成果獎勵」修訂其獎勵

條件及金額、「提昇教師素質獎助經費

使用」由原補助上限 2萬元，修訂提升

至 3萬元、「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計畫

補助」提高產學補助金額及申請程序，

以上各項獎勵補助辦法陸續於103年度

修訂，另配合本校「教師研究日實施辦

法」，以行政制度與獎勵補助誘因，雙

向措施，鼓勵教師積極從事研究及教

學，提升教師申請獎勵補助之機制，以

符合改善師資結構與避免集中少數教

師獲獎之原則。 

研發室 

 

5.執行清冊獎助教師著作序號#6、7之

獎 助 事 實 為 同 一 論 文 ， 均 核 給

NT$16,000元；經查前者為第3作者，後

者為第1作者，排序（貢獻程度）不同，

但卻核發相同獎勵金額，其合理性有討

論空間。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擬重新檢視委員建

議之事項，並適時修正補助辦法。 
研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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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年度共有6位教師接受薪資補

助，經查學校自評表【附表七】，並未

發現以獎勵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實」

或「領有公家月退俸」教師之情形。經

核算接受薪資補助之教師授課時數，亦

均符合學校基本鐘點規定。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賡續保持。 人事室 

 

7.經抽核，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

大致參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

分類及執行標準表」等相關規定列支，

惟：  

(1) 研習序號#1~3補助教師赴國外參加

國際學術活動，其核銷憑證均有旅行業

代收轉付收據，但均未檢附登機證存根

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

空公司所開立之搭機證明，與「國外出

差旅費報支要點」第6點規定不盡相符。

(2) 執行清冊P.145【附件六之(一)】

序號#3「健康休閒實務研習」係於校外

辦理，並核銷車資NT$8,000元，但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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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點及第4點規定，檢

附簽呈敘明需於外部場地辦理且確實

無法覓得適合之地點或場所之情形。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檢討改進，爾

後由申請單位、業務管理單位及會計

室，加強支出憑證及活動簽核程序審核

作業，避免類案再生。 

研發室 
會計室 

8.案件之執行與原計畫大部分相符，惟

實際支用比例與原規劃有相當差異，如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原規劃67.23%，實

際執行57.61%；新聘教師薪資原規劃

0%，實際執行2.51%；現有教師薪資原

規劃0%，實際執行2.03%，仍有檢討改

善空間。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未來經費執行擬透

過內部專案稽核作業及每月管考，確實

掌控經費執行情形，避免實際支用比例

與原規劃有所差異。 

研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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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學校運用獎勵補助經費激勵產學合

作誘因，102年度產學合作金額有所提

升，另在改進教學方面之投入比例亦不

低，惟未來仍宜積極誘導教師多多參與

教學改善或產學合作相關活動，俾更突

顯技職教育體系「務實致用」之辦學理

念。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參酌委員指導

建議，審視各項獎勵補助辦法，以獎勵

補助配套措施，鼓勵教師積極投入產學

相關活動，以達技職教育「務實致用」

之辦學理念。 

研發室 

10.經抽查執行清冊P.145【附件六之

(一)】序號#2「2013應用英、日語教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案，執行清冊所列參

與人數為：「總人數91人、校內教師50

人」，惟其簽到單顯示參加人數總計87

位、校內教師43位。未來宜更留意檢核

獎勵補助款相關報部資料之準確性，除

確保資料無誤外，並彰顯執行效益。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檢討改進，爾

後由申請單位、業務管理單位及會計

室，加強支出憑證審核作業，以求謹

慎，避免類案再生。 

研發室 
會計室 

(五)資本門支用執行情形與成效委員建議： 

委員意見 學校回覆說明 權責單位 

 

1.經抽查學校所提供之採購案件資

料，未發現內部稽核人員參與採購作業

程序情事，圖儀設備之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大致已依學校「財產及物品採購作業

程序」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

惟在採購作業方面：  

(1) 案號hsc10204101採購案招標公告

及財務採購契約所列履約期限為「簽約

後60日內」，該案於102.6.18簽約，驗

收紀錄顯示履約期限為102.8.18，而決

標公告所列履約期限卻為102.8.12；案

號hsc10204102採購案招標公告及財務

採購契約所列履約期限為「簽約後60日

內」，該案於102.5.28簽約，驗收紀錄

顯示履約期限為102.7.28，而決標公告

所列履約期限卻為102.7.29；案號

hsc10204103採購案招標公告及財務採

購契約所列履約期限為「簽約後60日

內」，該案於102.7.15簽約，驗收紀錄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檢討改進，爾

後驗收紀錄及決標公告，統一履約日

期，避免混淆，另驗收紀錄上詳實填報

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完整資料內容。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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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履約期限為102.9.15，而決標公告

所列履約期限卻為102.9.18。  

(2) 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96條

規定，驗收紀錄應記載事項包括「驗收

標的之名稱及數量」，經查案號

hsc10204101 、 hsc10204102 、

hsc10204103等採購案，其驗收紀錄上

之「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欄位均未載

明數量。  

(3) 依學校「財產及物品採購辦法」第

8條規定，「開標或比價前，由申請單

位主管參照預算及市價訂定合理價

格，提供校長參考核定底價」，經查案

號hsc10204102採購案之底價核定表，

校長簽核日期為102.5.14，而護理科副

主任之簽核日期為102.5.15，似與學校

規範程序不符。  

 

 

 

 

 

 

 

 

 

 

有關案號hsc10204102採購案之底價核

定表，為是項簽呈的第二頁，護理科副

主任簽核的日期應為：102.05.13，"3"

一字為印章覆蓋，看似"5"字，在同份

簽呈的第一頁，副主任簽核日期

為  05.13，同分公文簽署日期應為同

一天，尚請委員明鑑。 

 

2.教學及研究設備、圖書館自動化及教

學資源、學輔相關設備等大項目多依原

計畫比例執行，資本門支用項目之執行

優先序大致與原規劃相符。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賡續保持。 研發室 

 

3.學校自評表【附表八】顯示，部分採

購項目之預算金額與實際採購價格有

相當落差，如優先序#17「攝影機」預

算 NT$250,000 元 ， 實 際 採 購 金 額

NT$180,000元；#37「防火牆」預算

NT$213,113 元 ， 實 際 採 購 金 額

NT$150,000元；#46「液晶螢幕」預算

NT$21,500元，實際採購金額NT$16,000

元 ； #1 「 模 擬 病 人 主 體 」 預 算

NT$2,000,000 元 ， 實 際 採 購 金 額

NT$1,388,500元…等。建議學校之經費

規劃訪價作業宜更嚴謹確實，以免排擠

其他經費需求。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採購項目之預算金

額與實際採購價格有所落差，部分原因

為專業學科設備之規格、單價，由申購

單位自行詢價，但進行採購作業時，由

業務單位，以學校整體採購考量，共通

性且同屬性之設備，併案採購，因此產

生議價彈性空間，以致預算與實際支出

金額有所落差。 
本校已積極研擬相關配套措施，避免採

購與詢價間有所落差，而排擠其他經費

需求。 

總務處 

研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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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抽查優先序#16「教學錄播－直播

系 統 （ 教 室 端 ） 」 中 財 產 編 號

3140306-05/5之設備，以及#17「教學

錄 播 攝 影 機 」 中 財 產 編 號

3140308-15/44之設備，其使用單位均

為「總務處保管組」，放置地點均為會

議室，似與教學活動不具直接關聯性，

恐難以符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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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訂之使用原則。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檢討改進，爾

後與教學研究有關之設備，避免放置於

非學生學習或教師研究之場所。 

總務處 

 

5.經抽查102年度獎勵補助款所購置之

圖儀設備，其保管維護情形大致良好，

惟：  

(1) 優先序#54「自行車」內含之工具

箱、安全帽等配備係另置於一箱存放，

建議宜於主體設備（自行車）之財產標

籤上標註另含附件，並於存放配件之箱

外標籤詳列其明細，以利財產盤點控

管。  

(2) 優先序#54「自行車」雖有黏貼財

產標籤，惟並未加註「102年度教育部

獎補助」字樣，有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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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財產標籤係黏貼於自行車骨架

上，且均有黏貼「102 年度教育部整體

獎勵補助經費購置，請妥善保管珍惜使

用」字樣補助款加註標籤。當日抽查該

項財產時，訪視助理人員並未當場向本

校陪同人員提出本項質疑，以致誤認未

加註「102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標籤。 

總務處 

 

6.經抽查服務業經營科（102學年度更

名為健康休閒管理科）優先序#53「手

提移動式數位無線擴音系統」、#54「自

行車」之借用、使用紀錄，其「實際歸

還日期」、「歸還簽收」欄位均未確實

填具。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爾後落實設備借用

登記。 

健康休閒管

理科 

 

7.「整組設備」中不同財產編號之資本

門設備於財產入帳時，建議分攤單價，

並於執行清冊上載明各細項設備之數

量、單價等資訊（如優先序#1、2、12…

等），以利後續之財產管理。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參酌委員建議

事項辦理。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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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優先序#1「高階護理實習模擬病人－

模型主體」1組，內含模型1具、15吋

Tablet PC 1 台、 19 吋 Touchscreen 

Virtual Monitor及配件（手冊、CD、

包裝箱…等），惟其發票僅以1組列示，

請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

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7點及第9點規

定，由廠商出具各品項之詳細明細表，

以利後續一物一號之財產控管。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檢討改進，爾

後擬由採購程序即清楚明列各品項明

細，避免類案再生。 

總務處 

 

9.經抽查102年度財產盤點紀錄，僅見

盤無清冊，未見後續緣由說明及處理程

序，與「財產物品保管及盤點注意事項」

第4點第(6)款「應查明緣由」之規定不

盡相符。  

感謝委員指導意見，本校檢討改進。 總務處 

 

10.經抽查，執行清冊之編製大多已依

「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

合作業相關事項」第9點規定，將大項

目之細項廠牌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

註明清楚，惟：  

(1) 執行清冊所列均為實際採購項目，

然而【附件一】優先序#1~73之規格說

明欄位均出現「或同等級以上之規格」

等不確定字樣，似不甚合理。  

 

(2) 部分項目之廠牌資料與規格內容不

一致，如優先序#30「教學電腦組」規

格填寫為「一般型電腦…彩色液晶顯示

器…」，廠牌卻列為「SAMSUNG PTZ攝

影機」；另優先序#27「直立式多功能

血壓計」、#28「皮內注射模型」、#29

「生物顯微鏡」之廠牌亦均列為

「SAMSUNG PTZ攝影機」。  

 

執行清冊部分項目之廠牌資料與規格

內容不一致，乃因資料彙整勿將前後規

格錯置導致項目與廠牌不符，本校檢討

改進，避免再次發生。 

總務處 

 

11.教師反應學校購置圖儀設備之運作

方式大致合理，且能落實執行。  

 

感謝委員肯定，本校賡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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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整體資本門-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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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動列印收費系統 

1. 投幣種類:紙鈔、硬幣。 

2. 收費價格可自行設定。 

3. 能自動偵測偽幣。 

4. 具中文液晶顯示。 

5. 適用各廠牌電腦列印機。

6. 機器尺寸: 

長25-30CM*寬25-30CM*高

95-100CM 

1 套 98,000 98,000 
強化圖書館自

動化 
圖書館  

2 圖書盤點機 

1. WIN CE(具作業系統功能)

2. 彩色觸控螢幕 

3. 記憶體:512MB 

4. 具藍芽功能 

5. 附標準盤點軟體:掃描條

碼，傳輸資料回電腦作比

對。 

1 台 36,000 36,000 
強化圖書館自

動化 
圖書館  

3 平板電腦 

1.螢幕尺寸:9吋以上 

2.儲存容量:16GB以上 

3.記憶體:1GB以上 

4.螢幕解析度: 

Full FD(1920x1080)以上 

5.網路模式 

Wi-Fi(802.11a/b/g/n) 

6.藍牙版本4.0 

7.作業系統:iOS、Android 

 

5 台 16,000 80,000 電子資源推廣 圖書館 
 

 

附件六 

目前為第147頁/共222頁



附件第2頁，共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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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4 電腦主機 

1.處理器:Intel Core i3 雙核心

1.7GHz(含)以上 

2.L2快取記憶體:3MB(含)以上

3.記憶體:4GB DDR3 (含)以上

4.固態硬碟（SSD）:120G (含)

以上 

5.作業系統:Windows 7 

6.輸入裝置:鍵盤/滑鼠 

7.尺寸:約11-15(長) 

x11-15(寬)x3-5(高)cm 

8.軟體:軟體版還原系統 

16 台 18,500 296,000 
供館內資料查

詢之用 
圖書館  

5 自助借書系統 

1.必須能與館內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Toread)界接，提供讀者自

行操作借書作業，確保圖書資

料之流通及安全性。 

2.上退磁系統與本館現使用之

安全磁條100%相容。 

3.可同時讀取館藏上條碼進行

流通資料交換與完成磁條上磁

或消磁作業。 

4.採用17吋LCD電容式觸控螢

幕。， 

5.系統可以讀取書本上條碼與

RFID晶片同步使用。 

6.無須安裝其他軟體，可以登

入網站架構（Web-based）的設

定系統，同時具有密碼保護，

並且可以遠端登入。 

1 組 1,750,000 1,750,000 
強化圖書館自

動化 
圖書館  

合 計 2,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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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整體資本門-學生事務輔導及輔導相關工作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1-1 
微電影設備組-攝影

機 

1.類型：自動對焦及自動曝光數位單鏡反光相機  

2.記錄媒體：Type I 或 II CF 記憶卡，支援 UDMA；* 記

錄至接駁到無線檔案傳輸器 WFT-E4/E4A 的 USB 外置

媒體。 

3.影像感應器尺寸：約 36 x 24mm。 

4.適用鏡頭：鏡頭有效焦距與鏡頭標示的相同 

5.變焦鏡組 5D3+24-105mm 變焦鏡組。 

1 組 120,000 120,000
拍攝製作微電

影 

微電影

社 
  

1-2 
微電影設備組-錄影

腳架 

1. CNC 精工車削，不銹鋼螺絲，不生鏽，增強了穩定性

及耐用度。 

2.隱藏式掛勾，在戶外可懸掛物品，提升穩定性。 

3.弦鈕設計，可快速輕鬆扣緊腳管。  

4.可分段式中軸，免更換短中軸即可低角度拍攝。 

5.含 Sachtler Ace M MS 單反錄影腳架雲台套組。 

1 組 28,800 28,800 
拍攝製作微電

影 

微電影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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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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3 
微電影設備組-監看

螢幕 

1.高分辦率 1024x600 像素的 LED 背光、亮度-250cd /平

方米、對比度-700:1。 

2. 視角-75°（水平）/ 75°（垂直）、正常，3:2，16:9，

全屏-4 個用戶可配置的顯示模式。 

3. HDMI Support Mode：

080/24p/25p/30p/50i/50p/60i/60p720/50p/480i 

/480p/576i/576p 

4. inputs：HDMI、Video1、YPbPr、Audio；outputs：HDMI、

Video、3.5mm Audio、Buitt-in Speaker  

5.峰值輔助對焦、可調高光提示、可調色溫、立體聲耳

機輸出、5 個螢幕單色顯示、自定義屏幕標記、HDMI

自動色彩空間和比例檢測、偽彩色過濾器、圖像翻轉-

具有圖像垂直翻轉功能。 

6.四個用戶指定功能鍵、可影像平移、提供相機模式供

選擇；特點：1/4“-20 上安裝四面八方；支援 NP-970

電池供電及 AC 電源供電；適合工作溫度：-20°C~50°C。

7.螢幕尺寸：188.4L x 134W x 34.2H；重量：約 520g、Pixel 

to Pixel 點對點功能。 

1 台 12,000 12,000 
拍攝製作微電

影 

微電影

社 

  

1-4 
微電影設備組-手持

稳定器 

1.裝載：4kg 攝影機或照相機。 

2.實體重量：約 1.5kg 

3.裝載可能照相機：到約 4kg 

1 組 19,900 19,900 
拍攝製作微電

影 

微電影

社 
  

1-5 
微電影設備組-滑軌

腳座架 

1.精密鋁合金底座；高強碳素鋼滑道。 

2.阻尼可調節。 

3.承重 50KG，適用於各種專業攝像機以及 5D2/3、7D、

A55 等 HDSLR。 

1 組 14,000 14,000 
拍攝製作微電

影 

微電影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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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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6 
微電影設備組-桌上

型電腦 

1.Intel Core i3 3.4GHz(含)以上  

2.快取(cache)記憶體 3MB(含)以上  

3.處理器核心數(Cores)2 個(含)以上，超執行緒技術 4 個

(含)以上  

4.內建 HD Graphics 4400(含)以上繪圖顯示核心功能  

5.TDP(熱設計功率)54W(含)以下  

6.DDR3 1600 2GB×2 或 4GB×1(含)以上記憶體模組 、

9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3.0 硬碟 ，7200RPM 、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具 10/100/1000Mbps 網路介面  

7.內接或外接 IC 卡讀卡機(可讀取自然人憑證 IC 卡)及記

憶卡讀卡機  

8.提供雙獨立顯示數位影像輸出(HDMI 或 DVI 或 Display 

Port)與 VGA  

9.內建 Sound Blaster 相容立體音效介面或符合 AC ’97 

CODEC 之音效規格  

1 組 22,174 22,174 
拍攝製作微電

影剪輯後製用 

微電影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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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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2 桌上型電腦 

1.Intel Core i3 3.4GHz(含)以上  

2.快取(cache)記憶體 3MB(含)以上  

3.處理器核心數(Cores)2 個(含)以上，超執行緒技術 4 個

(含)以上  

4.內建 HD Graphics 4400(含)以上繪圖顯示核心功能  

5.TDP(熱設計功率)54W(含)以下  

6.DDR3 1600 2GB×2 或 4GB×1(含)以上記憶體模組 、

9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3.0 硬碟 ，7200RPM 、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具 10/100/1000Mbps 網路介面  

7.內接或外接 IC 卡讀卡機(可讀取自然人憑證 IC 卡)及記

憶卡讀卡機  

8.提供雙獨立顯示數位影像輸出(HDMI 或 DVI 或 Display 

Port)與 VGA  

9.內建 Sound Blaster 相容立體音效介面或符合 AC ’97 

CODEC 之音效規格  

9 組 22,174 199,566
充實校內社團

電腦設備 
各社團 

  

3 吉他音箱 

1.輸出功率:80 W 

2.額定輸入等級: 

3.INPUT: -10 dBu/1 M ohm 

4.AUX IN: -10 dBu 

5.喇叭:30 公分(12 吋) 

6.電力消耗:75 W 

7.尺寸:440(寬)x265(深)x440(高)mm 

8.重量:16.0 公斤 

1 個 19,000 19,000 
充實校內社團

電腦設備 
熱音社 

  

目前為第152頁/共222頁



附件第7頁，共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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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4 貝斯音箱 

1.輸出功率:120 W 

2.額定輸入等級: 

3.BASS INPUT: -10 dBu /1M ohm 

4.AUX IN: -10 dBu 

5.喇叭:30 公分(12 吋)+高音喇叭(同軸, 2 音路) 

6.電力消耗:39 W 

1 個 15,100 15,100 
充實校內社團

電腦設備 
熱音社 

  

5 鍵盤 

1.主體 顏色 銀色  

2.尺寸 寬 946mm (37-1/4")  

3.高 140mm(5-1/2")、深 405mm (15-15/16") 

4.重量 重量 6.8 公斤(15lbs 0oz.)不含電池 

5.鍵盤 琴鍵數 61 

6.畫面 尺寸 92mm x 42mm 

7.顯示螢幕 類型 有 

8.語言 英文 

9.控制面板 語言 英文 

10.音源取樣 音源取樣技術 AWM 立體聲採樣 

11.發聲數 大同時發聲數 32 

12.內建 音色數 234 + 457 XGlite + 24 Drum/SFX Kits + 

40 Arpeggio 

13.預設 特殊音色 5 Sweet! Voices, 3 Cool! Voices, 3 

Dynamic Voice 

14.相容格式 GM 有 

15.相容性 XGlite 有 

1 台 33,460 33,460 
充實校內社團

電腦設備 
熱音社 

  

合計 4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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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整體資本門-其他項目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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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園安全設

備 

監視攝影機及共振

式穩壓器 

1.LILIN DVR316 16PORT H.264 網

路型高品質 DVR 

2.WD20EURS 影像監控 2TB 3.5 吋

硬碟(AV-GP) 

3.雷擊電源保護設備EVA-110 

1KVA 共振式穩壓器*3台  

EVA-110 2KVA 共振式穩壓器*3

台 

2 組 200,000 400,000 
校園安全監

視 

全校教職

員生  

2 節能設備 
能資源節能管控設

備 

原系統升級擴充： 

1.EMUS系統軟體升級 

2.伺服器主機更新工業級 

3.作業系統與應用軟體更新 

1 式 260,000 260,000 
用電節能監

控 

全校教職

員生 
 

3 
校園安全設

備 

緊急安全救助系統

設備 

1.緊急壓扣按鈕*10只 

2.聲光警報蜂鳴器*10只 

3.單機型緊急求救總機*1組 

4.控制軟體設定 

1 套 657,000 657,000 
校園緊急安

全求救警報

全校教職

員生 
 

4 
永續校園設

備 

餐廳廚房油煙排煙

管建置 

1.皮帶式風車 3HP2 台 

2.直結式風車 1HP2 台 

3.五金另料 

1 式 350,000 350,000
廚房油煙排

放 

全校教職

員生 
 

合計 1,6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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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整體資本門-教學研究設備(申請一覽表) 

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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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手風琴 

1. 34 鍵、三排簧、 右邊五個變音器、左邊兩個變

音器 

2.音域：g-e''' 、72Bass 淨重 7.4 公斤 

3.尺寸(cm)：39.4*18.5 

4.紅色 

5.附防水背袋 

6.含左手鍵 

1 台 30,000 30,000 
幼兒音樂教

學用 
幼兒保育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2 打擊類樂器組

1. 響板 

2. 牛鈴組 HCB-5 

3. 刮胡 

4. 吊鈸 HCY-18 

1 組 20,000 20,000 
幼兒音樂教

學用 
幼兒保育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 小鼓 

1. 附鼓棒 2 支 

2. 鼓帶 

3. 25 線碳化鋼響弦  

4. 15 吋小鼓用 

1 台 15,000 15,000 
幼兒音樂教

學用 
幼兒保育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4 白板 

1. 防眩光玻璃磁性 

2. 大型白板 

3. 5*4 吋 

1 個 14,000 14,000 

幼兒行為觀

察教室教學

用 

幼兒保育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5 
拉桿式行動藍

牙音箱 

1. 無線藍牙傳輸( 長達約 15 公尺內) 

2. 內建充電電池 長可供 50 小時使用時間 

3. USB 連接插槽(可替手機充電) 

4. 具麥克風接口與 AUX IN 

5. 內建 AM/FM 收音機廣播系統 

6. 含無線麥克風 

1 組 25,000 25,000 
琴法教室一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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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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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6 
樂器電子防潮

箱 

外尺寸：寬 60x 高 176x 深 67cm 

2. 內尺寸：寬 54x 高 163x 深 61cm 

3. 容積：638 公升 耗電量：8W 

4. 主機：大型除濕主機，適用範圍 40~55%RH 

5. 配件：可拆卸鋼製吊衣桿，單片鋼製層板，四個

可調腳墊，附鎖門把 

6. 大型防潮置物櫃 

1 台 30,000 30,000 

琴法教室一

各類樂器防

潮 

幼兒保育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手機微電影拍

攝組 

1. SKIER ActingCam 輕巧穩定架『重量小於 2 公斤

以下的小型 DV、類單眼相機 

(SONY NEX/PANASONIC GF 系列)、中小型單眼相

機 DSLR(例如 CANON 550D、5D2)...等』 

2. DIGITAL KING 0.5X 廣角鏡頭(手機用)『增加手

機廣角程度』 

3. DIGITAL KING 2.0X 望遠鏡頭(手機用) 『增加手

機望遠端程度』 

4. DIGITAL KING 0.38X 超廣角鏡頭(手機用) 『增加

手機廣角程度』 

5. DIGITAL KING 魚眼鏡頭(手機用) 『倍率：180

度尺寸：30x17mm(寬 x 長) 

鐵片規格：內直徑-9mm 外直徑-15mm 附件：鐵片

*3、鏡頭防失帶適用：相機手機、VQ1015 相機』

6. Fotomate VT-5211 輕型油壓腳架『產品規格：全

高：147cm， 低：62cm 

收長：67cm， 傾斜角度：-85°/+90°重量：2kg，載

重：2k』 

7. Skier FH-70 油壓雲台『材質鋁合金水平轉動 360°

高度 10cm 安全鎖有淨重 784g 底部連接座 3/8"螺絲

3 組 30,000 90,000 
手機微電影

拍攝組 
行銷流通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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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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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載重 4kg 雲台上下擺動角度+90°至- 60°』 

8. 鐵三角 AT9942 迷你槍型單音麥克風『產品規

格：型式：靜電型電容式響應頻率： 70～15,000Hz

˙外型尺寸：φ10.8x117mm(頭部直徑 x 全長)φ

22mm( 外徑) 

˙線徑/長度：φ3.5 L 型 3 極迷你鍍金插頭˙感度：

－32.5dB(0dB=1V/1Pa,1kHz) 

˙阻抗：1.8KΩ˙電源：Plug in power 供電方式專

用˙重量：約 10g(不含線』 

9. MATIN 通用智慧手機夾座(白) 『產品規格：尺

寸：36mm(W)x24mm(D)x73mm(H)重量：30g 材質：

ABS 塑料(本體)，橡膠(內墊) 

螺孔：1/4 吋展開範圍：5.5cm ~ 9cm』 

10. Carry Speed 相機把手『產品重量: 95g 產品包

含:(1) 相機手把 X 1 

(2) D 型環 X 1』 

11. Kamerar SD-1 雙用滑軌車『產品規格：尺寸：

60x9x6cm 重量：1.5kg 

產品內容：滑軌 x 1 輪座 x2』 

2 

影音編輯軟體

12 中文版教育

授權版 

單間教室可授權安裝 60 台以內電腦 1 組 60,000 60,000 
手機微電影

拍攝組 
行銷流通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 

繪圖軟體

PaintShop Pro 

X6 中文教育授

權板-相片處理

可授權安裝 60 台以內電腦 1 套 90,000 90,000 
手機微電影

拍攝組 
行銷流通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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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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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4 

多媒體動畫製

作軟體中文教

育授權板 Win

Adobe Flash Pro CS6 13 套 10,000 130,000 
手機微電影

拍攝組 
行銷流通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5 

網頁編輯輔助

軟體中文教育

授權板 Win 

Adobe Dreamweaver CS6 25 套 8,000 200,000 
手機微電影

拍攝組 
行銷流通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平版電腦 

1. 尺寸 240 x169.5 x 6.1~ 7.5 公釐  

2. 重量: 437~478 公克 

3. 顯示器：9.7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 Multi-Touch 

多點觸控顯示器、2048 x 1536 像素，264 ppi 解析

度 

4. 1080p HD 錄影功能 (每秒 30 影格) 

5. 慢動作影片 (每秒 120 影格) 

6. 容量：128GB 

6 台 24,900 149,400 

建置國際貿

易模擬實驗

室，模擬行

動商務及情

境教學設備

國際商務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2 
海運進出口承

攬系統 

1. 海運承攬系統網路教育版 

1.1 海運進出口提單系統 

1.2 海運進出口管理報表 

2. 系統使用者授權(50user) 

1 套 400,000 400,000 

本設備為結

合｢國際貿

易實務」、｢

專業證照輔

導」等課程

之實用教學

設備，配合

系統模擬海

運進出口作

業流程。 

國際商務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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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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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學模擬貿易

公司主管及員

工辦公室 

1. 屏風 

材質:6CM 屏風布面 

玻璃屏風 

尺寸:H105cm*W70cm 

H105*W100 

2. 桌板 

尺寸:W1000*D700 

3. 辦公椅 

材質:黑色皮面 

尺寸:寬 48*深 47*高 86-93(cm) 

4. 活動櫃 

尺寸: 寬 40*深 56*高 65(cm) 

9 組 10,500 94,500 

建置國際貿

易模擬實驗

室，以模擬

貿易公司主

管及員工場

景設備 

國際商務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4 

教學模擬商品

展示會議洽談

室 

1. 屏風 

材質: 6CM 屏風 布面 

尺寸: H180*W100 

 H1800*W1000 

2. 會議桌 

材質:橢圓木紋會議桌 

尺寸:寬 180*深 90*高 74(cm) 

3. 洽談椅 

尺寸: 寬 51*深 48*高 84(cm) 

4. 商品展示櫃 

尺寸: 寬 35*深 45*高 35(cm) 

5. 櫃子 

材質:鐵櫃 

玻璃加框櫃 

尺寸: 寬 90*深 45*高 74(cm) 

1 組 58,100 58,100 

貿易公司場

景模擬商品

展示及商務

洽談會議室

國際商務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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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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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 90*深 45*高 106.2(cm) 

1 
房務設備-雙人

床 

1. (180-203)x(198-203)cm，床架與床墊分開，設床頭

板(木製，正面蒙皮、紡織品或不蒙，高度需配合床

之高度適合使用者依靠)及床輪 2 個(以上)。 

2. 符合勞委會餐服檢定考試設備規格及標準 

1 張 23,500 23,5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2 
房務設備-房務

工作車 

1. 為四輪式推車，底邊四角裝設防撞輪或防撞裝

置；二輪固定另二輪可轉向，車輪應裝設煞車裝置。

2. 足夠裝載一名學員進行測試所需備品。 

3. 一端須附垃圾袋另一端須附布巾收集袋，二者皆

方便拆卸及收存。容積需足夠容納測試時所替換之

布巾及垃圾；所附之袋應可方便拆洗。 

4. 垃圾袋及布巾袋須加以標示。 

5. 長寬高  

150±5x55±5x125±5cm 

2 個 25,000 50,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 
房務設備-單人

床 

1. (110-130)x(198-203)cm，床架與床墊分開，設床頭

板(木製，正面蒙皮、紡織品或不蒙，高度需配合床

之高度適合使用者依靠)及床輪 2 個。 

2. 符合勞委會餐服檢定考試設備規格及標準 

2 張 17,000 34,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4 
房務設備-活動

立床 

1. 床架(105-130)x(198-203)cm 

2. 床墊(100-125)x(185-190)cm 

或(90-100)x(180-200)cm 

3. 床架與床墊分開,有床輪,可豎立推動收存,附床

墊固定帶。 

4. 符合勞委會餐服檢定考試設備規格及標準 

1 張 19,000 19,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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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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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步態分析設備

此分析設備為 BTS G-Walk 系列；功能包括： 

1. 無線慣性感測器系統 

2. 可提供動力學上之步態參數與常模 

3. 可提供原始數據與報表分析參數 

4. 分析參數包含步幅、步長、走路速度、步態週期、

站立期時間等 

包含配備: 

1. 感測器定位用皮帶(含口袋) 

2. 攜帶包、工作站、分析軟體、分析範本 

規格: 

3. 尺寸約 7.8x4.8x2 公分 

4. 重量約 62 公克 

5. 感測器為三軸加速度規 (±1,5g,±6g) 

6. 三軸磁力計 

7. 具體多重靈敏度三軸陀螺儀(±300gps±1200gps) 

8. 數據傳輸方式:藍芽 

9. 擷取頻率:200Hz 

1  210,000 210,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6 
足壓式測力板

系統 

1. 為 BTS P-Walk 2 公尺系統 

2. 為可拆式足壓式測力板, 用以測量功能性運動

測試之相關平衡與步態數據 

3. 內建分析軟體具原始數據與運動學計算分析 

規格: 

4. 總尺寸:700 *2000*5 mm 

5. 感應器尺寸:1*1cm 

6. 感應器數量:2304 

7. 頻率:50Hz 

8. 壓力值:30-400Kpa 

1 組 1,118,000 1,118,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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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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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7 GPS 數位相機

1.約 1020 萬畫素/10 倍光學變焦以上 

2.高畫質錄影功能 

3.內建 GPS 攝影紀錄時間與地點功能 

1 台 14,000 14,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8 半自動咖啡機

1. 2 孔半自動咖啡機 

2. 外觀材質：ABS-熱塑性塑膠／不鏽鋼  

3. 體積：約 750 x 530 x 550 mm（正面 x 高 x 側面）

4. 重量：約 70 公斤  

5. 水箱：13 公升  

6. 鍋爐材質：銅製  

7. 電源：220 V  

8. 功率：4370 ~ 5200 W 

9. 每小時可製作 300 杯咖啡 

附件：中文使用說明書 

1 台 160,000 160,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9 製冰機 

含進水 RO 逆滲透生飲過瀘器 

1. 尺寸：寬 61cm 深 65cm 高 110cm  

2. 電壓：110V 或 220V/60HZ 

獨立供水系統: 

1. 方塊冰尺寸：22 mm×22 mm×22mm 

全自動製冰 

1. 產能 145 公斤（320 磅） 

2. 儲冰量約 60 公斤 

3. 抽取式濾網，清洗容易 

1 組 55,000 55,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0 冰箱 

1.560 公升四門變頻 

2. 外型尺寸：1832 高 ×774 寬 ×793 深 (mm) 

3. 冷藏室： 325L 

4. 冷凍室： 130L 

5. 蔬果室： 105L 

1 組 37,000 37,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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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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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6. 年耗電量(度)：約 408(1 級能效) 

7. 能源因數值：約 19.3 

11 工作吧台 

1. 雙水槽附水龍頭 

2. RO 逆滲透生飲水過瀘器(廚下瀘水器) 

3. 不锈鋼工作枱面 

4. 上吊櫃及下置物櫃 

5. 不锈鋼櫃體 

6. 水晶面板 

7. 尺寸: 依場度寬度，枱面在擺放半自動咖啡機

後，仍留有至少 120 公分Ｘ70 公分的工作枱面 

1 組 150,000 150,000 教學用 
健康休閒管

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視光專業教室

工作實驗桌 

採用進口木心板統深白色波利板 

桌面貼 6mm 康貝特板 

分成三格 6 分封邊貼美耐板 

收邊 W200*H75*D90 

12 組 11,048 132,576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2 眼球模型 
3 倍大，可分解成 7 部份，可以看出眼球肌肉及視

神經在頭骨中的相對位置，18x26x19 公分 
1 個 30,000 3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 
物理光學實驗

組 

滑台、LED 燈、角度盤雷射光源，含正負透鏡、狹

縫板、稜鏡等 
10 組 45,000 45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4 自動磨片機 

1.成形方式：內建取型功能（樣板取型）。 

2.操作設定：全自動、手動調整、V 溝成型、平面

成型。 

3. 加工方式：V 溝的位置及彎度，由鏡片移動至砂

3 台 550,000 1,65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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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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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研磨成形。 

4.加工鏡片材料：樹脂、玻璃、PC。 

5. 螢幕顯示方式：觸控 TFT 液晶螢幕。 

6.可控制研磨位置及弧度調整。 

7. 小可研磨直徑 19mm。 

8.內建記憶裝置，可外接 USB 記憶。（具有 3D 研

磨升級之擴充性） 

9.具防音、防水外蓋裝置。 

10.可設定軸度研磨功能。 

11.具傘型砂輪可研磨高難度四角形鏡片。 

12.研磨教室用氣壓昇降椅 x 24 張。 

13.非大陸製。 

5 
自動鏡片驗度

儀 

1. 測量範圍： 

球面度數：0 到 ±25D ,散光度數：0 到 ±10D ,散光

軸度：1° 到 180° ,稜鏡範圍：0 到 10△ 加入度

數：0 到 +10D (0.12/0.25D 進階讀數), 

2. 散光型式：+, -, Mix, 

3. 稜鏡模式：xy, P-B, mm, 

4. 鏡片直徑：5 到 100mm, 

5. 顯示：5.7 inch 彩色液晶顯示 320 x 240 dots, 

6. 顯示內容：單眼, 左/右眼, 球面度數, 散光度數, 

散光軸度, 稜鏡量,漸近多焦點, 近用度數。測量方

式綠光 LED 535 ± 5nm，兼具有 UV LED 365 ± 

5nm 值測量。 

1 台 126,000 126,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6 
手動鏡片驗度

儀 

TOPCON LM-8  

可量測眼鏡之鏡片度數 1.球面度數範圍：0 to +25 

diopters。2.散光度數範圍：0.125D up to +0.25D，above 

2 台 73,000 146,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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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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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3.稜鏡範圍：0 to 6 prism diopters 1△

graduations。4.接目鏡補正範圍：+3 to -5 diopters。

5.鏡片測量直徑：ψ24 mm to 90mm 電池式外加稜

鏡環，非大陸製、兩年保固或同等級以上之規格 

7 綜合驗光儀 
TOPCON VT-10 

可量測雙眼之度數(球面、散光、稜鏡) 
2 台 185,000 37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8 視標投影機 

TOPCON ACP-8EM  

可經由遙控自動投影正確之視機能檢查視標

1.30pcs ，內附紅綠片、自動節電 10min，數字、圖

案、C、E 等視標，投影距離 2.9m ~ 6.1m，可直切

割、橫切割、單字切割，投影片切換速度為 0.03 

sec.。附無線搖控器 

2 台 78,000 156,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9 電筒/驗光椅組

OS-100 

1.具有桌面使用功能，並具備抽屜置物櫃，含手臂

可裝置綜合驗光儀、視力表幻燈機，有近點燈裝置

功能  

2.驗光椅可直接由電筒控制上升、下降，升降範圍

200mm 

2 組 100,000 20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0 角膜弧度儀 

TOPCON OM-4  

可量測角膜的弧度半徑，亦可測量隱形眼鏡的弧度

半徑。1.內讀式刻度視窗，角膜曲率半徑:5.5 to 

12mm(單位刻度 0.01mm)。2.角膜屈光度:28.00 to 

60.00 dptr， 小進階讀數:0.125 dptr，角度 0 to 180

° (單位刻度 1° ) 。3.單手操作刻度桿及軸度桿，

測量光源需 8 個燈泡（不需暗室即可測量） 

2 台 185,000 37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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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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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片組 
球面片：40 片、散光片：20 片、稜鏡：12 片、功

能鏡片：14 片 
6 組 65,000 39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2 教學義眼 
Pupil size: 3, 5, 6mm.  

Refractive Power Range: -5.5 ~ +4.5D 
10 個 18,500 185,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3 視網膜鏡組 

WA18200/7100A 

可做眼內之生理檢查 1.含眼底鏡、視網膜鏡與電源

握柄各一。 2.附硬盒與動態視網膜鏡近用視標卡。

3.具電池轉接環，電池可更換為原廠專用充電電池

或一般二號電池，視網膜鏡窺孔可加偏光濾片。4.

可調平行光、交叉光束，眼底鏡附鈷藍光濾片 

10 組 40,000 40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4 除濕機 
15 公升以上除濕機 

可自動斷電 
2 台 20,000 4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5 調框工具組 
平口、尖口、單桿等 

各類型調整鉗 
10 組 20,000 20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6 鏡片裁膜機 

1.加工框架掃描：ψ25~ψ80mm。  

2.可調整壓力。 

3.可調整軸度。                   

4.模板彈出設計。 

5. 非大陸製。 

5 台 14,000 7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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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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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教學用硬式隱

形眼鏡 

購置符合教學需求 

之規格 
2 組 35,000 70,000 

視光學科 

教學使用 
視光學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電動病床 

1. 尺寸:L2000＊W945 ㎜(含護欄) (±3%)  升降範

圍：420-620 ㎜(±3%) 

2. 床頭床尾板：床頭床尾板為塑鋼材質，附把手方

便推動，可視醫療作業需要拆裝。 

3. 床面板： 

(1) 床面板採用四節式 ABS 射出一體成型，床面框

架及床面板為可分離方便拆卸清洗，床面骨架採角

鐵及鋼管成型整體強度比鋼板面成型強。 

(2) 床面板上胸、腰、膝、足部各有約束帶孔。 

(3) 床面尺寸長 1860 ×850 ㎜(±3%)。 

4. 身架： 1.床身主架鋼管粉體塗裝顏料。/2.床雙

邊共有六處點滴架孔，可依需要移動。 

5. 傳動部份： 

(1) 裝置三支馬達組，分別調整床頭、床尾高低角

度及全床高度之升降，床頭可搖起 80°，床尾可搖

起 40°，高度升降可 200 ㎜範圍調整 。 

(2) 附手持操作器一組，可分別操作背部、膝部、

床面升降及可以頭膝連動，並可掛放在床頭板或護

欄上。 

6. 床輪: 4 個床輪採 5 吋雙踏板煞車輪。 

7. 全覆式護欄： 

(1) 護欄扶手為塑鋼一體成型，支柱為鋁合金。 

(2) 護欄開關於把手上方，可單手操作。 

8. 電動病床需符合:  

9 組 32,500 292,500 
技術課程示

教用 

護理科身評

組(4)基護組

(5)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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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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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生產廠符合行政院衛生署 GMP 製造規範 

(2) 需附行政院衛生署查驗登記 

9. 床墊規格: 床墊尺寸：配合病床尺寸 L1850 × 

W820 × H10 ㎜(±3%)，床墊整體須符合 BS7177 之

防火阻燃標準(或同等級)，每床須附合格之防火標

籤。 

10. 床套材質： 

(1) 防水度：耐水壓 10000mmH2O 以上(附檢測報告)

(2) 耐燃性：符合 BS5852 耐燃測試(附檢測報告) 

(3) 透濕度：200g/(m2．24hrs)含以上。(附檢測報告)

(4) 防污性：5 級含以上(附檢測報告) 

(5) 防潑水等級：等級 80 含以上(附檢測報告) 

11. 床墊材質：高密度泡棉 

(1) 密度：30kg／m3 以上。(附檢測報告) 

(2) 彈性度：25%彈性度平均值為 30kgf±15%。(附檢

測報告) 

(3) 壓縮永久變形率：需少於 3%。(附檢測報告) 

(4) 抗菌性：抑制金黃葡萄球菌(ATCC6538)及大腸

桿菌(ATCC8739)生長。(附檢測報告) 

(5) 防黴性：耐燃性：須通過美國加州 117 測試標

準或同等標準測試；(附檢測報告)Section A.Part I 垂

直防火測試。Section D.Part II 煙燻耐燃測試。 

12. 符合無毒性 Rohs 規範(十溴聯苯醚使用限制)。

(附檢測報告) 

2 
護理多功能假

病人 

1.尺寸:身長約 158cm±2cm 重量:約 13kg±1kg 

2.材質:特殊合成軟質樹脂(軀幹部為硬質其他為軟

質) 

7 組 130,000 910,000 
基護實驗課

授課使用 
護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168頁/共222頁



附件第23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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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軀幹採用上下半身 2 段式設計 

4. 模擬真人骨骼及解剖相關位置設計，四肢為一體

成型無接縫。 

5. 可操作練習的內容 :胸腔引流護理、鼻胃管灌

食、口腔護理、結腸造廔護理、灌洗及清潔換藥、

會陰沖洗及導尿練習等 

3 搖擺式震盪器

1. Motion Rocking 

2. Maximum Tilt   Angle 12 

3. Controller : Digital microprocessor controller 

4. Speed / Inc : 5 ~ 100rpm / 1rpm 

5. Timer : 1 ~ 9999mins with alarm, ontinuous / 1min 

6. CarryCapability :15kg 

7. Motor : DC brushless  type 

1 台 20,000 20,000 
用於檢體充

分混勻 

護理科基醫

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4 試管振盪器 

1.具觸振 / 連續振 / 靜止三段功能控制。 

2.速度 600~3,200rpm。 

3.可接 TurboMix 裝置做細胞振毀實驗。 

2 台 11,000 22,000 
用於檢體充

分混勻 

護理科基醫

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5 電動病床 

1. 尺寸: 

(1) 床全長:213 ㎝±3cm；床全寬（護欄放下）: 95cm

±3cm，（護欄升起）:107cm±3cm  

(2) 床面長:194 ㎝±3cm；床面寬：92cm±3cm ；床面

高度:45～75 ㎝±2cm  

(3) 床頭仰角: 0 ～85 度以上；膝部仰角: 0 ～ 35

度以上 

2. 2.床頭尾板:  

(1) 床頭床尾板為 ABS 整體成型，可視醫療作業需

要拆裝，具備把手功能可拆卸，必要時可充當急救

板。 

2 組 46,000 92,000 
技術課程示

教用 

護理科產兒

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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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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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保護裝置:床體前後橫樑四角設有塑鋼材質防撞

護角，減少床體撞擊時發生之損傷。 

3. 3.床面板: 

(1) 床面板為 ABS 塑鋼材質,板面有透氣孔及各部

位約束帶固定孔，可拆卸清洗。 

(2) 床板四邊需有防止床墊滑落之 ABS 一體成型床

墊擋緣設計。 

4. 安全護欄： 

(1) 為兩截內縮式護欄，護欄材質為塑鋼成型且須

有安全開關把手設計。 

(2) 兩床欄之間距離符合 IEC 安規≦6 ㎝，防止病患

滑落之危險。 

(3) 床欄上緣距床面板距離為 35 ㎝±2 ㎝，床欄可收

放於床面板底下。 

5. 電控部份： 

(1) 電源：交流電 110V±5% 60Hz。 

(2) 安全：電動病床整床須符合國際醫療設備安全

使用規範（如 EN60601-1、EN60601-1-2 及

EN60601-2-38 系列之驗證），並須檢附驗證機構之

證明。 

(3) 電動馬達:直流低電壓靜音馬達，IP54 防水防塵

等級，故障率低。 

(4) 蓄電功能:電控盒附蓄電功能，無電源時仍可操

作。 

(5) 三支馬達電動機組，分別調整背部、膝部高低

角度及全床高度升降，背部可升起 75°，膝部可升

起 22°，床身高度可升降 300 ㎜範圍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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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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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6) 護欄控制器: 控制器坎入於護欄整體成型，左

右內外側共四組，內側供病患操作使用，外側供醫

護人員使用預防院內感染。標準控制功能包括：(1).

頭部仰角上下控制(2).膝部仰角上下控制(3).床面高

度上下控制(4).頭膝聯動上下控制。 

(7) CPR 床面體位歸零功能:可使整體床面快速歸

平，按鍵採雙鈕式，位於床尾，必須同時按下才能

啟用床面自動快速 CPR 歸位功能(三支馬達同時下

降)，以免誤觸。 

6. 床輪: 5 吋防塵獨立煞車輪四顆。 

7. 點滴架：可伸縮二爪式，床面下附點滴架置放處。

8. 電動病床需符合: 開標時需檢附驗證機構證明

文件以供審視國際認可醫療電器設備:一般安全性

要求 IEC/EN 60601-1。醫療電器設備電磁相容性、

干擾的標準 IEC/EN 60601-1-2。醫療電動病床的特

定安全規定 IEC/EN 60601-2-38。需檢附衛生署醫療

器材許可證(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 

9. (BS)防水耐燃床墊： 

(1) 床墊尺寸：L190×W89×H10cm±3％，床墊整體(床

套加床墊一同測試)須符合 BS7177 之防火阻燃標準

(或同等級)，每床須附合格之防火標籤。 

(2) 床套材質：防水度：耐水壓 10000mmH2O 以上(開

標時須附檢測報告以供審視)；耐燃性：符合 BS5852

耐燃測試(開標時須附檢測報告以供審視)；透濕

度：200g/(m2．24hrs)含以上。(開標時須附檢測報

告以供審視)；防污性：5 級含以上(開標時須附檢測

報告以供審視)；防潑水等級：等級 80 含以上(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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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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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須附檢測報告以供審視) 

(3) 床墊材質：高密度泡棉 

(4) 密度：30kg／m3 以上。(開標時須附檢測報告

以供審視) 

(5) 彈性度：25%彈性度平均值為 30kgf±15%。(開標

時須附檢測報告以供審視) 

(6) 壓縮永久變形率：需少於 3%。(開標時須附檢

測報告以供審視) 

(7) 抗菌性：抑制金黃葡萄球菌(ATCC6538)及大腸

桿菌(ATCC8739)生長。(開標 

(8) 時須附檢測報告以供審視) 

(9) 防黴性：耐燃性：須通過美國加州 117 測試標

準或同等標準測試；(開標時須附檢測報告以供審

視) 

Section A.Part I 垂直防火測試。 

Section D.Part II 煙燻耐燃測試。 

10. 符合無毒性 Rohs 規範(十溴聯苯醚使用限制)。

(開標時須附檢測報告以供審視) 

6 
高齡者模擬體

驗服 

整組內容 

1. 原文及中文說明書各一本 

2. 附老化與保健 DVD 片長約 25 分鐘,內容: (1) 護

理人員對銀髮族之新認識及高齡者社會簡介 (2) 

老年人的身體變化及各種機能的退化 (3) 如何安

排老年人生活使其老有所終(4) 如何讓老年人能夠

自我認識及生活注意事項(5) 如何與老年人作適當

的溝通及耐心的訓練 

3. 頭戴式特殊模擬重聽雙耳罩 × 1  

5 組 62,000 310,000 

讓學生體驗

高齡者因生

理機能退化

導致之不便

社區、長照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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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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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4. 特殊黃化眼鏡 × 1(可模擬視線窄化、黃化之效

果) 

5. 折疊手杖 × 1(鋁製，四折式收藏，長約 80 ~ 90

㎝，五段調整長短) 

6. 加重背心 × 1(長約 60 ㎝，肩寬約 40 ㎝，共四

個口袋及二條加強束帶，可增加秤陀用) 7、 肘部

固定裝置 × 2(彈性材質，以魔鬼氈黏貼方式，長約

17.5 ㎝，寬約 15cm) 

7. 膝部固定裝置 × 2(彈性材質，以魔鬼氈黏貼方

式，長約 33 ㎝，寬約 18 ㎝) 

8. 半截式彈性手套 × 1 組(15 ㎝長)10、 固定鞋套

× 1(穿戴後可模擬腳踝行動僵硬) 

9. 手腕秤陀 × 2(鐵沙製成秤陀各約 500g ，以魔

鬼氈方式綁於手腕上) 

10. 腳踝秤陀× 2(鐵沙製成秤陀各約 1 ㎏，以魔鬼

氈方式繞於腳踝上) 

11. 背心專用秤陀× × 2(鐵沙製成秤陀各約 1 ㎏，

以魔鬼氈方式繞於束帶上) 

12. 白布手套 × 1 雙(棉製) 

13. 橡膠手套 × 10 雙 16、 補強用魔術膠帶長短各

一(長約 20 ㎝，短約 10 ㎝) 

14. 含收納盒  

7 中風體驗服 

每組規格： 

1. 腳部模擬器一件：高 29 ㎝，腳底長 23 ㎝，模擬

器上開口 23cm，腳掌處開口 10cm；三條魔鬼膠黏

扣帶，用來固定小腿、腳踝及腳掌；穿戴後使膝關

節及腳踝關節行動較不靈活；玻璃纖維材質。 

4 組 50,000 200,000 

讓學生體驗

中風患者之

不便 

社區、長照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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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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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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拐杖一支：鋁製、可折疊收納、五段式調整。

3. 腰部支撐帶：長 135 ㎝，寬 23 ㎝；特殊尼龍布

料，以環扣及魔鬼膠黏貼方式固定，內裡為防滑材

質，加強腰部固定。 

4. 肘部支撐帶一件：長 40 ㎝，寬 32 ㎝；特殊尼龍

布料，以魔鬼膠黏貼方式固定，內有護肘墊一片。

5. 提供模擬中風者在肢體及心理之種種困難及不

方便感，進而使照護人員產生同理心，促使往後提

供更貼心的服務。 

6. 背心一件：供模擬體驗者穿著，為考量安全，背

面印有「中風者模擬體驗中」字樣 

7. 束縛手套一只：可將五隻手指以彈性束縛方式蜷

曲至靠近掌心處，模擬手部痲痺狀態。 

8. 内附居家生活體驗教學光碟 1 片：包含居家生活

廁所區、臥室、書房、客廳等各區域的體驗模式。

9. 攜帶箱一只 

10. 尺寸公差：±5% 

8 直立式血壓計

1. 具有可測量非侵入式血壓、心跳顯示. 

2. 能記錄可儲存 400 筆,96 小時病患資料。 

3. 警告訊息包含：視覺上閃爍警報(LCD 及 LED)、

聽覺上不同音調響聲，並可偵測是否有導線脫落,

內建生理參數模擬功能方便護理人員操作訓練。 

4. 高解析度 3.5 吋,可顯示 sys,dia,mean,pulse 等數值：

監視器主機 1 台 

成人用通氣管   1 條 

壓脈帶(成人標準) 1 組 

五爪推車 1 台 

5 組 45,000 225,000 
基護實驗課

授課使用 

護理科基護

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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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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孕婦體驗服(含

子宮內的胎兒)

規格： 

1.型規格 

實體大 ․附胎盤、臍帶、羊膜 ․材質：布製 

(1) 3 個月子宮 9 ㎝ 約 25g 

(2) 5 個月子宮 25 ㎝ 約 300g 

(3) 6 個月子宮 30 ㎝ 約 700g 

(4) 8 個月子宮 40 ㎝ 約 1500g 

(5) 9 個月子宮 45 ㎝ 約 2400g 

(6) 體驗用腹部套、綁帶（可調節） 

2.形異常懷孕子宮組合  

(1) 子宮外懷孕 約第 6 週 

(2) 雙胎懷孕 約 5 個月 25 ㎝ 約 300g 

(3) 前置胎盤 約 6 個月 30 ㎝ 約 700g 

(4) 橫位懷孕 約 8 個月 40 ㎝ 約 1500g 

3.子宮內胎兒的表現 

(1) 子宮內的胎兒（附胎盤、羊膜、肚臍帶）表現

正常懷孕與異常懷孕。 

(2) 忠誠的顯示出正常懷孕 3、5、6、8、9 個月子

宮內的胎兒。 

(3) 重現異常懷孕：子宮外懷孕（6 週）、雙胎懷孕

（5 個月）、前置胎盤（6 個月）、橫位懷孕（8 個

月） 

(4) 與實際胎兒相同的重量。頭重身體輕。 

(5) 胎兒附有羊膜、胎盤、肚臍帶。 

(6) 胎兒、附羊膜胎盤、肚臍帶、子宮都可拆下，

方便實習與說明用。 

(7) 體驗用腹部套可穿戴在身上，更加實際的體驗

2 套 290,000 580,000 

1.讓學生體

驗懷孕之狀

態與不便 

2.OSCE 技能

檢定用 

護理科產科

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175頁/共222頁



附件第30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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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8) 從小學生到大人都是合用的教育用出產準備學

習用教材。 

(9) 附原廠及中文使用說明書  各 1  

(10) .附原製造商的出廠證明及後續零件維修證明

各 1 

10 
雙相位心臟電

擊去顫器 

1.主要功能： 

(1) 心電圖監視。 

(2) 電擊。 

(3) 重量：主機+電池不超過 5.3 公斤 , 主機+電池+

電擊板不超過 6.2 公斤 

2.心電圖監視：可由多種導線測得心電圖波形。 

(1) 導程心電圖監視。 

(2) 心跳速率：0～300 次/分鐘±5%範圍以數字顯示。

3.電擊： 

(1) 低能量，能量 高不超過 200 焦耳 

(2) 雙相波形 , 含成人小孩電擊板。 

(3) 具多段手動能量選擇。 

(4) 充電時間（充飽電之電瓶）：7 秒±10%內充電

完成。 

(5) 具同步電擊功能。 

(6) 自動電擊(AED)分析建議功能：分析必需電擊之

波形或不需電擊之波形，並藉由提示告知使用人

員。 

4.螢幕： 

(1) 大小（可視區域）：1150mm × 860mm±10%或

以上。 

2 台 280,000 560,000 

1.內外科護

理實驗課程

2.OSCE 技能

檢定用 

護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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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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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螢幕明暗對比可調整。 

(3) 螢幕顯示 4 秒內心電圖及文字數值化、各種數

值、以及機器的指示或建議。 

(4) 可以具二個或以上顯示波形頻道。 

(5) 波形顯示掃描速度：心電圖為 25mm/sec。 

5.警告功能：具可快速設定範圍之自動警示功能。

6.資料處理 ︰可列印包括病人資訊或摘要報表包

括發生事件、生命跡象紀錄與特殊事件有關的波形

料。 

7.列表功能： 列印紙：70mm 以上足以同時列印至

少三導心電圖波形及相關病患資(2)具自動事件列

印功能。 

8.電池： 

(1) 一個外掛式充電池可直接充電，重量小於 1kg。

(2) 電池單次可用期間：全新滿電狀況下，監視功

能至少 150 分鐘，再充電時間小於 4 小時。 

(3) 低電量時具顯示訊號。 

11 

硬彎式快速喉

頭罩氣管插管

組#4 

規格：  

每組包含    

喉頭罩×1           

排氣裝置×1             

氣管內管×1             

穩定器 ×1               

1.喉頭罩： 

(1) 矽膠材質，可高溫高壓消毒重複使用。 

(2) 適用於 50~70 公斤體重之病患。 

(3) 含一體成形之不鏽鋼管及不銹鋼把手。 

2 組 31,250 62,500 
內外科護理

學實驗課程
護理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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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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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氣管內管： 

(1) 矽膠材質，直式柔軟不易扭結。 

(2) 尺寸：內徑 7.5mm（±5%)，長 33 公分（±5%)。

3.穩定器： 

(1) 矽膠材質。 

(2) 尺寸：長 21 公分（±5%)，外徑 10mm（±5%)。

4.排氣裝置：矽膠材質，可將喉頭罩內之氣體排出

以利置放。 

12 孕婦體驗服 

1.材質：腹部主體：軟性特殊樹脂製，內藏加重物

腹部護罩：聚酯纖維 100％ 

2.腹部主體重量：約 8.6kg（可內部調整 1kg 共 3 種）

重量 5.5kg 到 8.5kg 可四段調節可感受腰部重量的設

計,主體有 2 條調整胸部及腹部的調整帶,可依不同

體型調整至 合適的位置. 

3.附妊娠與分娩(DVD)*1(22 分鐘中文字幕公播版) 

內容: 

(1.) 囊胚著床、初期變化 

(2.) 胚胎的發育成長順序 

(3.) 胎盤、羊水的功能 

(4.) 預產期 

(5.) 分娩時，經過骨盆的過程 

(6.) 產兆：陣痛、見紅、破水 

(7.) 臨盆時刻的判定 

(8.) 乳房構造及功能 

4.圍裙：布製  

可穿著範圍： 

身高約 150cm~180cm 

6 套 45,000 270,000 
產科實驗課

程示教使用

護理科產科

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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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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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圍約  60cm~95cm 

  胸圍約  70cm~100cm(圍裙的材質與顏色可能有

些許變動) 

13 樂活益智輔具

1.樂活積木(五單位、四單位) 

2.點線面益智盤 

3.平面矩陣組合  

4.可攜式收納箱 

6 組 11,500 69,000 
長期照護課

程使用 
社區、長照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4 
負離子感溫適

濕除濕機 

規格: 

1. 可簡易進行開機及啟動不同的除濕功能 

採濕度感應+溫度感應雙重控制， 

2. 可自動控制濕度與溫度狀況 

3. 低濕乾燥、防霉 

4. 獨特自動可辨識風向板 

5. 超大液晶冷光面板 

6. 機體防霉、潮濕提示 

7. 採用高密度平織空氣濾網 

8. 超廣角除濕、安全按鍵鎖 

9. 低水靜音設計 

10. 連續排水裝置 

11. 電源線收納超便利 

12. 四輪萬向移動 

13. 迴轉式壓縮機、多重防護裝置 

14. 溫感自動除霜、停電自動復歸 

15. 定額耗電功率: 208W、除濕能力: 10/L 

4 台 13,000 52,000 

臨床技能中

心保養電子

儀器使用 

護理科 OSCE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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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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大腦活化訓練

組 

1. 主機 1 台：AV 端子線*1，具紅外線感應傳輸功

能 

2. BrainClub 軟體卡夾：分初階、進階、綜合訓練 3

項訓練等級 

3. 發報器 1 個：塑膠製品，具無線接收天線，需能

與主機連接 

4. 遙控器 10 個：塑膠製品，W11 × H2.8 × D9.5 cm

±10%，具 4 個按鈕  

5. 系統專用收納箱 1 個：鋁製品，W11  ×  H2.8  ×

D9.5 (cm) ±10% 

1 組 274,000 274,000 
長期照護課

程使用 
社區、長照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6 生產模擬衣 

1. 可穿戴於真人身上之生產模擬裝，搭配角色扮

演，可訓練學員與產婦間的溝通技巧 

2. 模擬裝可內建模擬血、有引流閥，可模擬產後大

出血 

3. 可由模擬裝外聽診胎心音 

4. 有膀胱，可執行產婦導尿 

5. 有肛門口，允許給藥 

6. 可模擬不同產程操作，如第三產程-胎盤排出 

7. 可模擬困難生產：器械生產、肩難產、臀難產等

8. 可控制子宮堅硬度；模擬宮縮 

9. 含非電子式新生兒假人，可訓練新生兒照護：

(1) 擬真新生兒大小、觸感，可裝水，模擬不同的

體重 

(2) 可手動使新生兒發出哭聲 

(3) 可手動表現臍帶脈動 

(4) 可手動表現自發性呼吸起伏 

(5) 可機械通氣，產生呼吸起伏 

5 組 68,000.00 340,000 

模擬情境課

程及技能檢

測 

護理科 OSCE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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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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 生產模擬裝一組 

- 胎盤含臍帶 

- 假血 

- 胎心音聽診筒 

- NeoNatalie 新生兒模型一組 

- 背包 

- 操作手冊 

17 

周邊血管注射

實境模擬訓練

系統 

此訓練系統為廣泛且全方位用以建立周邊血管之

互動型自學系統。具完整課程之講習導引可漸進式

地改善學員之 技巧及認知。具真實改善學員之 技

巧及認知。具真實改善學員之 技巧及認知。具真

實 3D 畫面及力量回饋之 觸感以建立一真實之環

境經驗。擬病患可反應流血、腫脹及其他之生理效

應。為使學員能專精於全方位建立周邊血管而提供

案例實情、模擬演練解說功能以豐富學習之內容。

軟體規格說明： 

1.模擬案例 分級如下 

(1) 初級學習版 

(2) 進階學習版 

2.解剖觀察 

(1) 位置調整：掌心向下、掌心向上 

(2) 剖解內容：皮膚、手臂動脈、手臂靜脈、手臂

神經、 手臂、手掌筋膜、骨骼 

3.週邊血管建立程序訓練：以影片放映介紹相關靜

脈注射之程序，內 容包括如下： 

(1) 全程訓練 

1 組 880 880 

模擬情境課

程及 OSCE

強化靜脈注

射技能 

護理科 OSCE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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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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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套管插入 

4.系統介紹：以影片放映介紹利使用者學習系統之

操 作。 

5.受訓者記錄：記錄學習者之使用歷程。 

6.技術規程說明： 

(1) 電力需求 

觸感測器－ 110/220 VAC ，1.8A 

桌上型電腦－ 110/230VAC ，2.5/4A 

(2) 重量及尺：觸感測器－ 1.3Kg ；

28.5*12.5*10.5cm 

18 
整體護理工作

車 

1. 規格： 

(1) 長 56x 寬 50x 高 94cm。 

(2) 上蓋凹面置物板採用 ABS 塑鋼面板。 

2. 功能：  

(1) 附活動隔板可自行調整，方便置放物品。 

(2) 工作拉版面 40cm 可拉出 30cm。 

(3) 藥盒雙面對開共 40 個。 

(4) 右邊一個置物盒。 

3. 材質：  

(1) 櫃體、拉板、側板、鋼製粉體塗裝 

(2) 藥盒為 ABS 塑鋼材質。  

(3) 4"高級對角煞車倫。 

8 個 23,500.00 188,000 

模擬情境課

程及 OSCE

技能檢定 

護理科 OSCE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9 
全功能產婦綜

合模擬人系統

1.基本特點：全功能產婦綜合模型人，內置感測器

可以實現模擬人和電腦之間的互動控制； 

2.產婦模擬人由軟體系統控制，全套模擬人由全身

模擬人、電腦系統（含電腦和軟體）、觸控式螢幕

監護儀、連接盒、分娩元件包組成，無需另外增加

1 套 1,172,000 1,172,000

產科示教課

程與 OSCE

技能檢定用

護理科產科

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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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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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附屬設備即可進行培訓。 

3.模擬人帶觸屏控制監護儀，23 寸的觸控式螢幕監

護儀的監護介面與臨床監護儀完全一致，無線遙控

跟產婦模擬人, 嬰兒模擬人以及電腦軟體工作站連

接和生命體征遙控感應; 監護儀可以自由設定設

置，包括改變顏色, 位置和警報音量、顯示模式等。

4.產婦模擬人帶有兩個嬰兒, 一個是帶有胎心音的

分娩用胎兒, 一個是會哭泣，可以進行紫紺症狀處

理, 可聽診心肺音、帶自主呼吸和脈搏搏動（自主）

的搶救用新生兒。 

5.模擬人可單獨運行繁體中文、英文兩種操作軟體；

6.系統可以同時顯示病人的 X 光片，X 光片可以在

監護儀上顯示，作為影像醫學的診斷教學。 

7.模型人具有高度模擬的效果，專門用於模擬病例

情景教學的綜合訓練。系統可用於模擬臨床產房更

逼真的環境場景，可以根據教學要求指定軟體自帶

的教學病例，也可以通過自身的經驗編寫病例，具

備可開發性。 

8.互動的模擬人在你進行治療後, 會提供即時的回

饋，如心臟按壓會有即時的心率波形波動，連接中

的心電監護脫落，監護儀可以報警，並且心電波形

為直線。 

9.模擬人利用相連的電腦控制，軟體便於操作，讓

導師集中在與學習者的交流, 互動, 而不用集中在

模擬人的操作. 綜合病例訓練後的自動的評估報告

對學生提供即時, 可以列印，提供給教學一個詳細

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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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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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綜合分娩模擬人綜合急救功能： 

(1) 頭頸部可進行逼真的氣管插管練習，而且可模

擬困難氣道管理情況。 

(2) 按額托顎和下頷上推以打開氣道，口咽和鼻咽

通氣，復蘇器通氣。 

11.綜合分娩模擬人胸部功能：  

(1) CPR 按壓，胸前重擊，胸外按壓可以直觀的體

現於電腦的心電波形上； 

(2) 產婦模擬人可出現子癇症狀，這個症狀可以是

病例病情發展而自動控制的，也可以由教師通過軟

體點擊來產生和控制。 

(3) 心肺復蘇：可行口對口、蘇醒球、呼吸器等多

種通氣方式；有效通氣後，可看到胸部起伏。軟體

可提供每次 CPR 的參數，有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有

助與更規範和標準的 CPR 操作，也使得這項技術的

考核更加的客觀化。 

12．綜合分娩模擬人腹部功能： 

(1) 腹部可打開，在模擬分娩時候可設置各種胎

位，例如頭位、臀位或者剖腹產； 

(2) 可用於練習四步觸診手法； 

(3) 可以更換腹部其他多種模組，模擬訓練各種創

傷手術的消毒、護理等操作 

13.綜合分娩模擬人四肢功能： 

(1) 左側手臂可進行血壓測量練習，血壓高低可調。

(2) 雙側手臂均可作靜脈注射練習，可回血，能反

復多次使用。 

(3) 配有皮下及肌肉注射模組可供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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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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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智慧綜合分娩模擬人外型利用真人產婦倒模製

作而成，可以模擬臨床正常或者異常分娩的功能，

模擬人可以模擬不同人群，如未產婦女、經產婦女

（產婦高血壓）、高齡產婦、嬰兒臍帶繞頸三周的

情況等，通過軟體的控制，可以讓學生了結不同的

人群在同樣症狀下的分娩，在助產過程中需要注意

的不同細節。跟模擬人連接的心電監護儀，可以直

觀的顯示產婦的生命體征，也可以直接的觀測到胎

兒的心電情況。 

15.分娩模擬人分娩功能模組包含有： 

(1) 可模擬多種胎盤位置，可模擬各種胎位生產；

(2) 可進行產科觸診檢查，進行四步觸診手法的練

習； 

(3) 可進行胎心音監護，胎心音監護儀介面顯示的

參數可調； 

(4) 可設置參數，啟動自動分娩系統，也可通過編

輯軟體，自設分娩時間； 

(5) 可通過軟體控制胎兒分娩的體位, 軟體點擊可

以直接控制模擬人腹部胎兒的體位變化, 並且通過

產程圖體現； 

(6) 可模擬正常分娩及各種異常分娩過程, 練習正

常助產、產鉗助產； 

(7) 產婦模擬人可內置有血液，可由自動控制出現

分娩過程出血和產後大出血的症狀，模擬人逼真的

湧出血液。 

(8) 可練習產後會陰切開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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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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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英語口說練習

軟體 

1. 軟體永久授權 

2. 師生帳號數達 1000 人(含以上) 

3. 課程訓練學生口說能力，但融合文法或閱讀 

4. 課程包含 CEF 程度 A2(初級)至 B1(中級)內容 

5. 單元數 50-70 回 

6. 具備錄音功能 

7. 具備自動語音分析系統 

8. 能針對學生的發音、語調、流利度、以及音量進

行評分 

9. 可提供學生課後在家登入練習 

10. 具備教師端及學生端，學生成績能存在線上，

老師可隨時上線查閱 

1 套 250,000 250,000 

裝置在外語

學習中心電

腦軟體, 提

供學生做口

說練習 

應用英語

科、全校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2 
英檢寫作練習

軟體 

1. 仿全民英檢模擬題 

2. 需包含基礎級和進階級文法寫作練習 

3. 總回數共 40-50 回練習題 

4. 三年(含)以上全校授權 

5. 提供英文寫作批閱平台服務 

1 套 100,000 100,000 

1. 裝置在外

語學習中心

電腦軟體 

2. 提供學生

做寫作練習

應用英語

科、全校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 電腦桌 
1. 造型電腦桌四人桌 (含電腦筒及桌面隔板) 

2. 電腦辦公椅 500*580*900~970mm 
3 組 17,560 52,680 

置於外語學

習中心，擺

放學生電

腦。 

應用英語

科、全校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4 
觸控式電腦螢

幕 

1. 含電腦組 

2. 70”五點觸控螢幕 

3. 由電算中心填寫 

1 組 150,000 150,000 

1. 置於外語

學習中心 

2. 提供教師

情境教學需

求 

應用英語

科、全校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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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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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鋼鐵展示架 
1.層板(30*30*180CM)*3 片 

2.層板(69*30*2CM)*10 片 
1 組 13,175 13,175 

1. 置於外語

學習中心 

2. 提供教師

情境教學需

求 

應用英語

科、全校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6 實物投影機 

1. LUMENS DC142 300 萬畫素(含)以上 

2. 桌上型 

3. 無燈箱 

1 台 12,146 12,146 

1. 置於外語

學習中心 

2. 提供教師

情境教學需

求 

應用英語

科、全校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4°C 冷藏櫃(600

公升) 

1.尺寸:757x680x1990 mm 

2.主機:義大利品牌壓縮機 

3.溫度控制:電子式控制器 

4.溫度範圍:LED 數字顯示冷藏 2℃～8℃ (可調整)

5.箱體:進口烤漆鋼板製造 

6.保溫:高密度 PU 泡棉 50mm ㄧ體成型 

7.門材:真空防霧玻璃氣密磁條自動回歸裝置 

8.層架:鍍膠網架 5 片（可調整） 

9.櫃腳:活動式輪 

10.照明:日光燈 

11.電源: 1ψ  110V 

12.冷卻方式:氣冷式循環系統自動除霜 

13.冷劑:環保新冷媒 

14.排水:自動蒸發式水盤 

1 台 28,000 28,000   
全人健康促

進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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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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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C 冷藏櫃(950

公升) 

1.尺寸:1260x800x2060 mm 

2.主機:全新鐵甲武士進口壓縮機 

3.溫度控制:電子式控制器 

4.溫度範圍:LED 數字顯示冷藏 2℃～8℃（可調整）

5.箱體:進口烤漆鋼板製造 

6.保溫:高密度 PU 泡棉 60mm ㄧ體成型 

7.門材:真空防霧玻璃氣密磁條自動回歸裝置 

8.層架:鍍膠網架 10 片（可調整） 

9.櫃腳:活動式輪 

10.照明:LED 燈 

11.電源:1ψ  220V   T 型三孔插座 

12.冷卻方式:氣冷式循環系統自動除霜 

13.冷劑: 環保新冷媒 

14.排水需求:自動蒸發式水盤 

1 台 39,000 39,000   
全人健康促

進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高階全自動綜

合牙科診療椅

1. 配備如下：(1)LED view 照明頭燈；(2)磁性吸附

調整軟性頭靠；(3)病患座椅左,右兩邊扶手；(4)醫

師台附加第二組手術托盤；(5)白色漱口水盆；(6)

四向腳控桿；(7)圓形腳踏控制器；(8)短臂助手掛架

含控制面板。 

2. 醫師台：下掛式手機管。(1)第一組掛架：標準金

屬三用噴槍 x 1 組。(2)第二組掛架：1. 4 孔慢速手

機管 x 1 支；T4 外噴水氣動馬達 (無光) x 1 組；

T4 LINE BH40 1：1 慢速直手機 x 1 支； T4 LINE 

B40 1：1 慢速彎手機 x 1 支。(3)第三組掛架：6 孔

光纖高速手機用導管 x 1 支；光源高速磨牙手機快

拆接頭 x 1 支；SiroBoost 光纖高速磨牙手機 x 1

支。(4 第四組掛架：EMS 超音波有光洗牙機 x 1 組

2 台 932,500 1,865,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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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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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加裝上)。(5)第五組掛架：無配備。 

3. 助手台：短臂助手掛架含控制面板。(1)第一組掛

架孔：標準金屬三用噴槍 x 1 組。(2)第二組掛架

孔：無配備(備用手術強力吸唾器 )。(3)第三組掛架

孔：可調強弱式大吸唾管 x 1 組。(4)第四組掛架

孔：可調強弱式小吸唾管 x 1 組。 

4. 醫師座椅 1 張。 

5. 含水電配置。 

2 
多功能乾濕兩

用吸唾機 

1. 真空吸引系統。 

2. 高流量吸唾力，空氣流量每分鐘 250 至 330 公升。

3. 乾濕兩用，氣水分離。 

4. 含水電配置。 

5. 電壓：230 伏特。 

6. 頻率：50 赫茲。 

7. 額定功率：0.38 千瓦。 

8. 額定電流：2 安培。 

9. 真空抽吸：180 豪巴。 

10. 大流量：4 公升 / 分鐘。 

11. 噪音值：63 分貝。 

1 台 70,000 7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 

四缸式空壓機

含乾燥過濾系

統 

1. 鐵氟龍氣缸數：4 個。 

2. 電壓瓶率：220 伏特 50 赫茲。 

3. 造氣量：230-260 公升/分鐘(5 大氣壓)。 

4. 儲氣容量：50 公升。 

5. 壓力範圍：6 至 7.8 大氣壓。 

6. 噪音值：69-74 分貝(5 大氣壓)。 

7. 含水電配置 

1 台 400,000 40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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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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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4 
壁掛式口內 X

光照射機 

1. 高頻直流的電源供應器。 

2. 一般程式與數位程式快速切換按。 

3. 六個以上活動關節。 

4. 主要升降為瓦斯筒壓力平衡方式。 

5. 含成人與兒童程式之選擇。 

6. 可選擇下顎門齒、下顎犬齒、下顎臼齒、上顎門

齒、上顎犬齒、上顎臼齒、咬翼片七種程式。 

7. 液晶面版：顯示照射模式、照射時間及 kV 值。

8. 自動依機器狀態設置背景燈光。 

9. 自動節電設計。 

10. X 光球管：高頻、直流式。 

11. 聚集點：0.4 (IEC 336)。 

12. 總合瀘波器：> 1.5 AI / 70 IEC 60 522。 

13. 曝光電壓：60KV and 70KV。 

14. 曝光電流：7 毫安培。 

15. 曝光時間：0.01 s up 3.2 s。 

16. 電源電壓：110 V－240 V ± 10%。 

17. 週率：50－60 Hz 。 

18. 焦點到皮膚表面距離：標準配備 20 cm。 

19. 含照射間隔間。 

1 台 630,000 63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5 

牙科中文分析

教育解說軟體

(網路版) 

1. 牙科治療 3D 動畫。 

2. 內容涵蓋牙科治療六大類別：一般牙科、植牙、

矯正、口外手術、牙周、根管。 

3. 內容可編輯、後製。 

4. 病患資料庫功能。 

1 台 200,000 20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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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6 

全自動迴水式

快速消毒殺菌

機 

1. 內桶尺寸：23 cm × 38 cm 

2. 內桶容量：15 公升 

3. 外觀尺寸：57D × 45W × 40H cm 

4. 消毒溫度：121℃ 

5. 消毒壓力：1.2 kgs/㎝ 2 

6. 乾燥方式：電熱管、電熱片乾燥。 

7. 淨重：約 26kg 

8. 材質：內桶、外箱、消毒盒皆為 304 不銹鋼。 

9. 電力：AC 110V 1.65Kw、AC 220V 1.6Kw 

10. 附件：底墊、電源線、消毒盒(34D×17.2W×13.5H 

cm) 

11. 自動乾燥、自動停止加熱並警報通知。 

1 台 60,000 6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7 
壁掛式紫外線

殺菌消毒箱 

1. 尺寸:610x200x500mm 

2. 內部不鏽鋼盤尺寸:234x114x10mm 

3. 電源:AC110V 

4. 整體不銹鋼製造。 

5. 內部共分 36 隔間。 

1 台 30,000 3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8 
全自動單頻超

音波清洗機 

1. 容量：6 公升。 

2. 外部尺寸(mm)：W320 x L175 x H290。 

3. 內槽尺寸(mm)：W300 x L150 x D150。 

4. 功率：180 瓦。 

5. 功率調節：10% ~ 100%。 

6. 超音波頻率：40KHz。 

7. 除氣調節：1 ~ 9 段。 

8. 定時(min)：1 分~ 99 分。 

9. 放水口：無。 

10. 外殼材質：鋁烤漆。 

1 台 35,000 35,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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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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無線蛀牙齲齒

檢測儀 

1. 檢測器 x1pc。 

2. 充電基座 x1pc。 

3. 充電電池 x2pc。 

4. 4.90 度角可高消導光棒 x2pc。 

5. 濾鏡 x2pc。 

6. 投射出波長 405nm 的藍紫光照射在牙齒上，照射

在感染的區塊會呈現紅色，照射在健康的區塊會呈

現綠色。 

1 組 50,000 5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0 口腔內攝影機

1. 尺寸 ： 31cm*3.7cm*2.5cm 

2. 重量 ： 150g 

3. 系統 ： NTSC/PAL 

4. 鏡頭 ： Sony 1/4" CCD, 1 百 30 萬畫素 

5. 有效距離 ： 5mm-50mm 

6. 圖像輸出 ： USB/VGA/Wireiess 選配 

7. 口源 ： 6 顆 LED 燈 

8. 電壓 ： 100-240AC 

9. 設備包含：主機*1PC、有線口內射影機*1PC、

紅外線接收線*1PC、電源線*1PC。 

1 組 30,000 3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1 

綜合拆卸式治

療器械櫃及模

型展示櫃組(直

立四連櫃) 

1. 治療器械櫃 (X1)：尺寸:高 85cm*寬 201cm*深

47cm。包含：(1)洗手面盆*1PC。(2)單槍式水龍頭

*1PC。(3)腳控給水開關*1PC。(4)給皂組*1PC。(5)

內抽隔板*1R(小) x 2PC、2R(中) x 1PC)。(6)110V 插

座。 

2. 模型展示櫃 (X2)：(1)尺寸：深 45cm*高 200cm*

寬 160cm。(2)層板 大承重量： 30 公斤。 

3. 產品材質：高級美耐板桌面、內抽為 ABS 材質。

2 組 372,000 744,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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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2 
口腔清潔訓練

模型組 

1. 模型含部分鼻腔及完整口腔及下巴構造。 

2. 口腔可開啟或閉合。 

3. 軟質似真人的舌頭構造。 

4. 含完整健康的上排牙齒及部分式假牙的下排牙

齒皆可拆卸。 

5. 為真實成人之牙齒構造。 

6. 上下排牙齒可拆除並可選擇裝上不同型式之假

牙。 

7. 尺寸：12x16x12cm(含外盒)。 

10 組 40,000 40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3 

十分解人類牙

科頭顱示範模

型組(含頭顱解

剖壁掛圖) 

1. 十分解人類牙科頭顱示範模型：(1)重量:2.2kg 

4.85 磅。(2)尺寸：48cm *39cm *36cm。 

2. 人類頭顱解剖掛圖：(1) 重量:0.15kg 0.33 磅。(2)

尺寸：50cm *67cm。 

1 組 45,000 45,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4 

正常牙齒和病

徵分解教學模

型組 

1. 牙齒分解教學模型組：重量:2kg 4.41 磅。尺

寸:29cm。包含五種：(1)2 部分下顎門齒與縱切面。

(2)兩部分組成的下部犬與縱向剖面。(3)下單根前磨

牙。(4)2 部分低雙根臼齒縱切面顯示齲齒攻擊。(5)3

部分上三根磨牙縱截面和齲齒插入每個齒也可單

獨使用。 

2. 牙齒透明病徵模型：透明壓克力樹脂模型，展示

齲齒、牙根斷裂及根尖牙周組織的病理。 

3. 齲齒過程階段模型：齲齒模型顯示 C0~C4 的發

展階段。 

4. 牙髓階段模型：四階段模型顯示齲齒和牙尖病變

至 後牙髓治療及修復。 

5. 牙周病模型：斷層模型顯示牙齦至嚴重牙周炎及

齒糟吸收的五階段狀況。  

1 組 96,000 96,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193頁/共222頁



附件第48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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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巨型牙齒衛生

齲齒分解教學

模型組 

1. 巨型磨牙分解齲齒模型 (X2) ：(1)重量:1.5kg 3.31

磅。(2)尺寸:24×12×13cm。 

2. 巨型牙齒衛生護理教學模型 (X2)：(1)重量 1.5kg 

3.31 磅。(2)尺寸 18×23×12cm。 

1 組 70,000 7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6 
舌頭結構教學

模型組 

1. 舌頭顯微教學展示模型 (X2)：(1)重量：0.8kg 1.76

磅。(2)尺寸：14.5 X 32.5×20cm。 

2. 舌頭肌肉透式教學模型 (X2)：(1)重量：0.8kg 1.76

磅。(2)尺寸：23×17×16cm。 

1 組 55,000 55,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7 

巨型六分解半

下頜教學模型

組 

1. 重量: 1.2kg.65 磅。 

2. 尺寸: 35×18×36cm。 
2 組 12,500 25,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8 

巨型牙齒正常

型態及各類疾

病教學展示模

型組 

1. 二十一分解牙科各類疾病教學模型(放大型)：(1)

重量:0.6kg 1.32 磅。(2)尺寸:7.5 X 26 X18.5cm 

2. 牙齒型態系列展示教學模型(10 倍大)：(1)重量：

2.1kg 4.63 磅。(2)尺寸：70×25.5×15cm。 

1 組 60,000 6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9 

牙列發展解剖

分析教學模型

(含壁掛圖組) 

1. 健康牙齒掛圖(x2)：(1)重量:0.4kg0.88 磅。(2)尺寸

84 X118cm。 

2. 全口腔牙齒分析圖(x2)：(1)重量 0.15kg 0.33 磅。

(2)尺寸 50×67cm。 

3. 牙列發展教學模型(x2)：(1)重量:0.5kg1.10 磅。(2)

尺寸 33×10×20cm。 

4. 成人牙齒構造展示模型(x2)：(1)重量:0.9kg1.98

磅。(2)尺寸 16×12×13cm。 

5. 臼齒橫斷圖研究模型 (x2)：2.5 倍大小模型。 

1 組 85,000 85,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194頁/共222頁



附件第49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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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口腔衛生立體

展示模型組 

1. 齒槽膿漏(牙周病)模型 (X1)：高 11 公分 x 寬 26

公分 x 長 33 公分。 

2. 口腔衛生分析展示模型 (X1)：高 7 公分 x 寬 33

公分 x 長 52 公分。 

3. 乳齒與恆齒模型 (X1)：高 10 公分 x 寬 33 公分 x

長 52 公分。 

4. 蛀牙階段模型 (X1)：高 8 公分 x 寬 66 公分 x 長

35 公分。 

5. 健康牙齒與蛀牙模型 (X1)：高 7 公分 x 寬 43 公

分 x 長 29 公分。 

1 組 120,000 120,000 
新設科教學

設備 
口腔衛生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教學系統資料

備援環境 

伺服器  

"HP DL380p Gen8 8-SFF CTO Serve 

- Intel E5-2650 x2 

- 64GB(16GB*4) ECC Ram 

- SAS 300GB HDDx2 

- DVD-Rom 

- ILO4"  

Vmware  

"Academic 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5.6 (and higher 

minor versions only) Management Suite Standard (25 

VM Pack) 

含安裝與 VM 設定"  

SAN SWITCH + HBA  

EMC Insignia DS-300B 8/24P 8G FC Switch * 2  

HP 81Q 8Gb PCI-e FC HBA (1 Port, Qlogic) * 3  

EMC VNXe3200 Hybrid Storage  

VNXe 3200 600GB 10K SAS 25X2.5 可用 4TB,保固

1 組 4,000,000 4,000,000

提供校內教

學資訊系統

與數位課程

資料備援機

制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195頁/共222頁



附件第50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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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4  

備份-Symantec Symantec Backup Exec 2014, V-Ray 

虛擬化專用備份套裝, 2~6 核心 CPU 授權,包含一

年 7x24  

EMC Data Domain DD160-6TB deduplication storage 

systemV DD160-12X5; 6T; NFS; CIFS  

建置/搬遷/服務 SA  

活動中心 備援機房建置  

"矽酸鈣板隔間(含批土粉刷) m2 15 2700 40,500 

新設鋁門 樘 1 19000 19,000 

礦纖天花板 坪 5 1500 7,500 

既設窗戶單面封板 式 1 5600 5,600 

合金鋼高架地板(含接地) 坪 5 7500 37,500 

T5 照明燈具組(含新設迴路) 盞 4 3200 12,800 

門禁系統(含陽極鎖及線路) 套 1 30,000 30,000 

簡易環控設備(含溫溼度及撥號機)行政機房/活動

中心機房 套 1 240,000 240,000 

6300kcal/hr 空調設備(含斷電復歸及施工) 組 2 

70000 140,000 

2 
校園無線網路

(樂活中心 AP)

2 台無線網路控制器規格: 

提供 8 個(含)以上網路埠，自動 MDX，自動感應

10/100/1000Mbps 網路埠並符合 RJ-45 接頭，19 吋 1U

機架式設計。 

多可集中控管 50 台(含)以上的無線基地台 AP 並

監控 100 台(含)以上 IP 裝置，並提供 AP 設定樣版，

可大量套用設定於受管理之 AP。 

提供使用者負載平衡(LoadBalancing)機制，自動紓

1 組 1,500,000 1,500,000

配合校園行

動學習方

案，建置網

路無死角之

學習環境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196頁/共222頁



附件第51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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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流量負載過重之 AP。 

可客製登入頁面或與外部認證網頁整合。 

 

100 台無線基地台規格: 

提供 1 個(含)以上 10/100/1000MbpsGigabitRJ-45 乙太

網路埠，具備至少 1 個符合標準

IEEE802.3af(PowerOverEthernet-PoE)網路供電功能並

支援 AC 電源變壓器供電。 

具備單一無線射頻模組符合 Wi-Fi 標準

IEEE802.11a/b/g/n 多輸入多輸出

MIMO(Multi-inputMulti-output)技術且須具備 2.4GHz

及 5GHz 無線射頻傳輸功能， 高傳輸速率可達

300Mbps。 

無線基地台機身須為 IP50 防塵金屬外殼並提供

KensingtonLock 防盜鎖孔。 

無線基地台須具備 AP、WDS 橋接使用 

3 
學生服務系統

行動環境建置

整合 LDAP 單一簽入 

整合校內資訊系統 

iOS 版與 Android 

1 組 650,000 650,000 

提供校內學

生資訊系統

行動使用環

境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4 
行動學習電子

書平台 

提供製作電子書與閱覽工具 

規格待補 
1 組 570,000 570,000 

提供全校教

師與學生製

作電子書，

數位教學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5 
球場教學置物

櫃 

開放式收納櫃活動輪子載重型可固定.採用進口木

心板統深採用玻麗板色壓條封邊貼

pvcW242*H129*D40=1 

6 組 28,000  168,000 

室內桌球、

撞球教學區

學生物品設

通識中心 

(體育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197頁/共222頁



附件第52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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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6 
網球教學球網

球柱 

1. 材質：鋁合金 

2. 尺寸：高 255cmx 深 81.6cm 

3. 移動輪直徑：20cm 

4. 支撐架管徑：3.8cm 

5. 底座為 80mmx60mm 方管 

手轉式高度調整球網設計 

1 組 85,000  85,000 

室內網球教

學區球網球

柱設備 

通識中心 

(體育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7 
球場教學分隔

幕 

1. 分隔幕總尺寸：寬 27M , 高 5M (含以上) 

2. 分隔幕由寬 27M, 高 2M (含以上)之防焰布幕及

寬 27M*高 3M (含以上)之無結網組成。 

3. 防焰布幕 

(1) 材質：PP 

(2) 物性要求： 

A. 抗拉強度：經向 40 kgf/cm x 緯向 39 kgf/cm (含以

上) 

B. 破裂強度：50kgf/cm2 (含以上) 

C. 防焰：需符合 CNS 7614 防焰一級規範標準 

D. 耐藥品性(酸)：無異狀 

E. 耐藥品性(鹼)：無異狀 

4. 無結網： 

(1) 材質：PP 

(2) 物性要求： 

A. 抗拉強度：70kgf (含以上) 

B. 耐藥品性(酸)：無異狀 

C. 耐藥品性(鹼)：無異狀 

1 組 150,000 150,000 

室內球場教

學區分隔設

備 

通識中心 

(體育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198頁/共222頁



附件第53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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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滑軌以五金料件及鍍鋅管固定，使分隔幕可左右

開闔。 

(1) 滑軌材質：鋁合金, 凹槽尺寸 3x4cm (含以上) 

(2) 鍍鋅管直徑 4.5cm (含以上) 

6. 投標時檢附布幕及無結網物性要求 

8 
啦啦隊教學地

墊 

1. 尺寸: 42’x 6’x 2” (±3%) 

2. 整體結構：表層為藍色毛料，底層為緩衝發泡層

與抗壓發泡層。不同強度之發泡層結構設計可提升

運動時防護緩衝及避震效果並加強選手使用上之

安全性。 

3. 物性要求： 

(一) 緩衝層： 

(1) 抗拉強度：2.6 kgf/cm2 

(2) 伸長率：103 %。 

(3) 50%壓縮強度：1.1kgf/cm2。 

(4) 殘存凹陷度：9.35mm。 

(二) 抗壓層 

(1) 抗拉強度：4.3kgf/cm2。 

(2) 伸長率：67%。 

(3) 50%壓縮強度：1.4 kgf/cm2。 

(4) 殘存凹陷度：7.51mm 

(三)  整體結構 

(1) 耐汙染性：無影響 

(2) 無毒檢測：不含任何八大重金屬 

4.投標時需檢附： 

(1) 型錄。 

(2) 2014 年 Dollamur 原廠授權臺灣區代理證明。 

3 捲 45,000  135,000 

室內啦啦隊

教學區安全

地墊設備 

通識中心 

(體育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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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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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物性要求檢測報告書(應由具有公信力之大型

檢測公司出具) 。 

(4) 5cm x 5cm (含以上) 之樣品一塊 

9 

球場教學大型

電子計分計時

器 

1. 尺寸：115cmx75cmx6cm 

2. 適用籃球、排球、桌球、羽球、手球…等項目。

3. 採用高亮度 LED 顯示，顯示內容如:隊名、局/

節、得分、24 秒倒數、持球指示燈、暫停指示燈、

勝局…等。 

附無線遙控器一組 

1 台 98,000  98,000 

室內球場教

學區計分計

時設備 

通識中心 

(體育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0 
拔河教學捲繩

車 
尺寸：50x50x65cm (含以上) 1 台 11,600  11,600 

體育課教學

用 

通識中心 

(體育組)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1 
簡易型心肺復

甦模型 

1.身長 : 約 60*33*19 cm （成  

  人半身式假人） 

2.材質 : 主體為塑膠，胸皮及臉  

 皮為軟質橡膠 

3.重量 : 模型本體約 3KG (不含  

  附件及收納袋) 

4.可練習 CPR 基本技能—呼吸道 

  暢通、人工呼吸、心外按摩 

5.頭部具可動式下頷設計，可操   

  作壓額抬下巴法、推顎法(下巴  

  抬高至一定高度會出現警示 

  音) 

6.人工呼吸時觀察胸部起伏以確 

 認執行是否正確 

25 具 10,500  262,500 
健康促進課

程 CPR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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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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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7.適當的胸部阻抗性及心外按摩 

  深度正確警示音(具開關) 

8.模擬真人之口鼻氣道，可模擬 

  捏鼻動作 

9.模擬真人之解剖構造，有助於確認心外按摩位置

配件 : 

練習用面膜 3 盒，36 張/盒 

更換式臉皮＊1 

更換式含氣道肺袋＊2 

接嘴片面膜＊5 

攜行袋/跪墊＊1 

原廠使用手冊*1 

12 

六燈半身式甦

醒急救訓練模

型 

六燈半身式甦醒急救訓練模型(挪威製) 

規格: 

1.半身式假人 

2.具胸骨、肋骨、劍突、脈搏之解剖構造及可模擬

捏鼻動作 

3.引發頸動脈之壓脈球 

4.可模擬壓額提顎及推顎法 

5..當施行人工呼吸操作時，可顯示下列訊息： 

A.人工呼吸氣量正確指示 

B.人工呼吸氣量過多指示 

C.心外按摩深度正確指示 

D.心外按摩深度過多指示 

E.心外按摩按壓位置錯誤指示 F.人工呼吸吹速過快

指示 

附件: 

1 具 63,000  63,000 
健康促進課

程 CPR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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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56頁，共 59 頁 

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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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六燈式顯示器（中文面板）x1 

2.保管箱(硬式)x1 

3.更換式整張臉皮 x3 

4.更換式肺袋呼吸道 x2 

5.清潔消毒組 x1 

6.原廠操作冊 x1 

7.AHA 繁體中文版小兒 CPR/D 程序圖解說明海報

x1 

13 冷氣機 

3D 全直流一級空調 

變頻控制：速冷+恒溫+省能 

特效抑菌燈 

TiO2 光觸媒濾網 

活性碳複合式濾網 

19db 超靜音 

2 台 30,900  61,800 

1.化學實驗

室 

藥品保存室

降溫 

2.準備室內

作為教師配

藥及維護實

驗室內設備

藥品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4 水浴槽 

1.內部尺寸 L495xW295xH150mm 以上 

2.容量 20L 以上 

3.材質:內部為不鏽鋼，一體成形水槽，外部烤漆 

4.溫度範圍:室溫+5℃~100℃ 

5.溫度控制器:PID 自動演算,PV/SV 雙顯示，觸摸設

定溫控器 

6.加熱方式:槽內電熱管循環攪拌加熱 

7.電源: 

100V，電熱 15A 1.5KW 

8.其他: 

1 台 24,500  24,500 
化學實驗室

管理藥品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202頁/共222頁



附件第57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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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附噴流式槽內循環攪拌 

B.控制方式:SSR 控制。精度+/-0.1℃ 

C.實際使用空間 395x295x150mm 以上 

D.附不鏽鋼蓋 

E.外部尺寸 542x340x190mm 以上+控制箱 

15 音響主機 規格待補 1 台 16,000  16,000 
音樂課程教

學使用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6 LED 電視螢幕 規格待補 2 台 40,000  80,000 
美術教學使

用 
通識中心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和太鼓 

1. 宮太鼓(長筒太鼓) 

  規格：Φ48cmxH60cm +-1  鼓面:牛皮 

2. 宮太鼓鼓架 平置鼓架 

3. 鼓棒規格：Φ2cm×42cm 楓木 

5 套 20,000  100,000 

科學會、校

慶表演、日

本文化週等

活動 

應用日語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2 
衛星電視節目

錄影外接硬碟

6TB(3TBx2) 3.5 吋 

雲端儲存系統 
2 台 15,000  30,000 

衛星電視節

目錄影用 
應用日語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 
日語歌曲教學

設備 

1.手提式音箱  

2.卡拉 OK 點歌機  

3.無線麥克風 

4.日語歌本 

5.點歌搖控器 

1 套 30,000  30,000 

科學會、日

本文化週等

活動 

應用日語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203頁/共222頁



附件第58頁，共 59 頁 

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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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4 
網路視訊會議

系統 

多媒體視訊會議系統 

1. 會議室攝影機 

規格 

・影像規格： NTSC 

・鏡頭： 1/4 type EXview HAD CCDTM 

・有效畫素： 768(H)×494(V) 

・水準解像度： 470 TV lines(Wide end) 

・鏡頭倍數： 18x zoom, f=4.1 mm(wide) to 73.8 

mm(tele),F1.4 to F3.0 

・鏡頭視角： 2.7° (tele end) to 48° (wide end) 

・ 小照攝距離： 10 mm(wide end),800 mm(tele end)

・ 小快門： 1 lx(F1.4) 

・自動焦距： 自動/手動/AE 優先， 曝光補償， 背

光補償 

・快門速度： 1-1/100000s 

2. USB 喇叭麥克風 

規格: 

・內建 8 顆高感度麥克風及 4 顆喇叭。 

・收音範圍 3 米至 5 米。 

・使用介面 USB port /audio in /audio out。 

・ 多可串接四台。 

3. 回音消除系統 

規格: 

1.介面： 

 1.1-線路輸出（左／右）立體聲 RCA 插孔。 

 1.2-會議（輸入／輸出）：立體聲迷你插孔。 

 1.3-麥克風／線路輸入：XLR/PHONE 組合式插孔。

1 套 80,000  80,000 

日本文化教

室器材增構;

與日本姊妹

校開啟線上

互相學習交

流活動 

應用日語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204頁/共222頁



附件第59頁，共 59 頁 

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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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4-2ch（提供 48-V 幻像電源）。 

 2.訊號處理：自適應回聲消除器、反饋抑制器、噪

音消除器、自動增益控制器。 

 3.頻率範圍：100 至 20,000 Hz。 

 4.直達聲傳播時間：120 ms（ 大值）。 

5 日文檢定題庫
N1～N4 級日語模擬檢定試題 

每級各 3 套/共 12 套 
12 套 20,000  240,000 

提供學生日

檢考照線上

模擬試題 

應用日語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6 
日語遠距教學

課程 

日語基礎會話、進階會話教室、商用日語教室系列

課程 
1 套 150,000 150,000 

外語學習中

心日文學習

軟體 

應用日語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7 
無線導覽解說

系統教學設備

1. 16 頻道相位瑣定 2. 使用距離:60 公尺以上;使用

時間:約 8-10 小時; 

重量: 約 60 公克 3. 接收器(15 台含耳機); 發射器(1

台; 含領夾式麥克風); 

可腰掛並可頸掛式攜帶 4. 充電座(20pcs)或同等級

以上之規格/型式:含 

黑袋充電座 RCB 20/廠牌:UT 主機*1 及附機*15 

1 組 48,000  48,000 
觀光導覽教

學用 
應用日語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1 
4 人座彩妝教

學桌 

功能：每桌具 2 個活動雙面鏡可垂直取出固定，可

供 4 人同時使用，花崗石桌面，桌邊可穩固夾住假

人頭架，桌下踏鈑可兼作置物架，隔鈑可保護鏡

子，桌下焊有吹風機架及分線盒(不含線路安裝)。

尺寸：長 150Í 寬 91Í 高 80* (±1 cm)；鏡面寬 42 cm×

高 53 cm (±1cm)。 

材質： 

22 張 25,000  550,000 教學用 美容造型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205頁/共222頁



附件第60頁，共 59 頁 

單位

優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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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桌面: 花崗石桌面厚 18mm(±2mm) 

2.桌腳：直徑 60mm 圓管及厚 1.6mm 鋼鈑焊接組合，

桌下具有踏鈑及隔鈑，並焊有 4 個分線盒及吹風機

架；桌體粉體烤漆。 

3.活動鏡鏡框採拋光不鏽鋼方管 18x18mm(±2 mm) 

厚 1.0mm；雙面採 3mm 台製無波紋鏡面。 

2 
2 人座彩妝教

學桌 

功能：每張教學桌長邊之一邊有 2 個活動鏡可垂直

取出固定，可供 2 人並排使用(朝同一面)，花崗石

桌面，桌邊可穩固夾住假人頭架，桌下踏鈑可兼作

置物架，隔鈑可保護鏡子，桌下焊有吹風機架及分

線盒(不含線路安裝)。 

尺寸：長 150 cm Í 寬 60 cmÍ 高 80 cm (±1 cm)；鏡面

寬 42 cm×高 53 cm。 

材質：1.桌面: 花崗石桌面厚 18mm(±2mm)。 

2.桌腳：直徑 60mm 圓管及厚 1.6mm 鋼鈑焊接組合，

桌下具有踏鈑及隔鈑，並焊有吹風機架及分線盒；

桌體粉體烤漆。 

3.活動鏡鏡框採拋光不鏽鋼方管 18x18mm(±2 mm) 

厚 1.0mm；正面採 5mm 台製無波紋鏡面，背面採用

4 張 24,000  96,000 教學用 美容造型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 教學椅 

功能：有椅背，皮面座墊。 

尺寸：座墊寬 43cm(±2 cm)高 50cm(±2 cm)。 

材質：烤漆鋼管椅腳(1-1/4 英吋)，座墊由木板、泡

棉及合成皮組合而成。 

96 張 18,000  1,728,000 教學用 美容造型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4 
直立式螢幕廣

告機 

42 吋產品詳細規格簡介  

机身：98CM(高)*78CM(寛)*(29CM(厚)  

底座：73*52*10(附輪座)  

重量：約 70 公斤  

1 台 80,000  80,000 教學用 美容造型科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206頁/共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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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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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向左或右 90 角旋轉  

系統：雙系統 WIN 7/or8 (Wifi 上網)及 Andorid 廣告

自動播放(搖控器切換)  

音效：附 5W 雙喇叭  

電壓：110V 台灣電壓  

螢幕：鏡面玻璃保護  

顏色：白色為主黑色為輔 

系統：Windows 7 或隨機版 無觸控功能  

規格：FULL HD 1080X1920 解析度  

亮度：450NITS  

耗電：使用 220-250W 待機 20W  

保固：一年保固二年保修  

可視角：170 度  

移動性：底座附輪子  

播放軟體：usb 碟播放廣告及 WINDOWS 7 作業系

統 相互切換使用 

  

資訊整合講桌

設備─資訊整

合講桌 

數位多功能講桌 630~790*640~720*1080~1200mm 

多功能組合音響系統 (擴大機+麥克風 + 喇叭 ) 
5 套 50,000 250,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3 

口腔衛生科

*2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207頁/共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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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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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整合講桌

設備-教學電腦

Intel Core i3 3.4GHz(含)以上  

快取(cache)記憶體 3MB(含)以上  

處理器核心數(Cores)2 個(含)以上，超執行緒技術 4

個(含)以上  

內建 HD Graphics 4400(含)以上繪圖顯示核心功能 

TDP(熱設計功率)54W(含)以下  

DDR3 1600 2GB×2 或 4GB×1(含)以上記憶體模組  

9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3.0 硬碟 ，7200RPM  

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具 10/100/1000Mbps 網路介面  

內接或外接 IC 卡讀卡機(可讀取自然人憑證 IC 卡)

及記憶卡讀卡機  

提供雙獨立顯示數位影像輸出(HDMI 或 DVI 或

Display Port)與 VGA  

內建 Sound Blaster 相容立體音效介面或符合 AC ’

97 CODEC 之音效規格  

5 套 22,174 110,87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3 

口腔衛生科

*2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資訊整合講桌-

教學投影設備

畫素數：三片 TFT LCD 裝置：2,359,296 畫素(含)以

上 

單片式 DMD DLP 或 D-ILA 裝置：786,432 畫素(含)

以上 

輸出亮度：4000ANSI 流明 

解析度：XGA 1024 X 768 

視訊畫素：700 條 

投影尺寸：300 吋 

電動布幕 120W  6 呎×8 軸心式管狀馬達 

5 台 27,522 137,61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3 

口腔衛生科

*2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208頁/共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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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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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型教學電

腦 

Intel Core i3 3.4GHz(含)以上  

快取(cache)記憶體 3MB(含)以上  

處理器核心數(Cores)2 個(含)以上，超執行緒技術 4

個(含)以上  

內建 HD Graphics 4400(含)以上繪圖顯示核心功能 

TDP(熱設計功率)54W(含)以下  

DDR3 1600 2GB×2 或 4GB×1(含)以上記憶體模組  

950GB(含)以上 Serial ATA 3.0 硬碟 ，7200RPM  

DVD Super Multi 燒錄器  

具 10/100/1000Mbps 網路介面  

內接或外接 IC 卡讀卡機(可讀取自然人憑證 IC 卡)

及記憶卡讀卡機  

提供雙獨立顯示數位影像輸出(HDMI 或 DVI 或

Display Port)與 VGA  

內建 Sound Blaster 相容立體音效介面或符合 AC ’

97 CODEC 之音效規格  

26 組 22,174 576,524 教學用 

國際商務科

*8 

視光學科*2

應用英語科

*13 

口腔衛生科

*2 

通識中心*1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目前為第209頁/共222頁



附件第64頁，共 59 頁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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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記型電腦 

Intel 第 4 代 Mobile Core i5 1.6GHz(含)以上 

採用筆記型專用中央處理器，TDP (熱設計功

率)15W(含)以下 

快取(cache)記憶體 3MB(含)以上 

處理器核心數(Cores) 2 個(含)以上，超執行緒技術 4

個(含)以上 

內建 HD Graphics 4000(含)以上繪圖顯示核心功能 

13 吋/1.8 公斤(含)以下(含電池 及光碟機) 

記憶體：DDR3 SDRAM DIMM 4GB 

採用獨立或整合型顯示晶片 

硬碟機 ：提供 450GB（含）以上，或提供 2.5 吋硬

碟 280GB(含)以上或固態硬碟 200GB（含）以上 

光碟機：DVD/CD 複合式燒錄光碟機 

10/100/1000MB 網路 RJ-45 接頭 

8 台 25,586 204,688 教學用 

護理科*6 

通識中心*1

應用日語科

*1 

β④1-3 充實

各學群專業

設備 

  

31,90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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