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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校務發展概況與願景 
一、學校基本資料 

 (一)組織架構 

1.行政組織架構 

本校行政組織，校本部下設七個一級單位、二十五個二級單位，校本部設校長

室、副校長室。一級行政單位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秘書室、研究發

展處、人事室、會計室等七個一級單位。教務處下設課務組、註冊組、招生服務

中心、教學資源中心、圖書館、電子計算機中心等六個二級單位；學生事務處下

設課外活動指導組、生活輔導組、衛生保健組、心理諮商中心、體育運動組、學

生住宿服務組、就業輔導組、軍訓室等八個二級單位；總務處下設文書組、事務

組、出納組、保管組、營繕組、環安組等六個二級單位；研究發展處下設研究發

展組、產學合作組、實習輔導組、國際事務組、推廣教育中心等五個二級單位。  

2.專業學科現況 

本校現階段學制包含五專、二專（含在職專班）學制以及相關短期推廣教育班

隊，教學單位包含十二個專業學科以及通識教育中心。專業學科如下：護理科、

幼兒保育科、美容造型科、行銷與流通科（104學年停招）、國際商務科（105學年

停招）、應用英語科（107學年停招）、應用日語科（104學年停招）、視光學科

（102學年設立；在職班103學年設立）、健康休閒管理科（102學年更名自原服務

業經營科）、口腔衛生科（104學年設立）、醫藥保健商務科（105學年設立）、長期

照護科（在職班100學年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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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校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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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軟體資源 

為培養本校師生的閱讀氛圍、以提高學生素質及通識教育，近三年逐年擴充圖書資

源與視聽資料，截至107學年度統計資料，圖書館藏總冊數紙本圖書共98,028冊、電

子書共80,462冊，中日文期刊達189種、西文期刊16種、視聽資料共4,560件，館藏量

已符合大專校院圖書館館藏發展規模，本校仍持續充實館藏，並發展特色館藏資

料，以配合學校整體發展。 

1.一般圖書與視聽資料 

請參見下表105-107學年度校園圖書項目一覽表 

學年度 圖書館藏總冊數 中日文期刊總數 西文期刊總數 視聽資料總數 

105 93,664冊 186種 13種 3,721件 

106 95,571冊 186種 13種 4,027件 

107 98,028冊 189種 16種 4,560件 

2.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館藏 

電子書為圖書閱讀的發展趨勢，也是發展數位教材、配合減少紙張等節能減碳政

策的實踐方式之一，本校配合此一趨勢，購置電子書。亦辦理相關鼓勵借閱的活

動，以激勵學生發展閱讀電子書的習慣，請參見下表電子書購置情形：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電子書冊數 35,017 59,075 74,455 79,702 79,702 79,702 79,702 80,462

資料庫訂購數 37 38 38 38 30 35 31 27 

3.特色圖書/視聽資料專區 

本校除每年購置各教學單位圖書外，並發展本校特色、建立特色圖書專區─「健

康促進」、「性別平等」、「原住民」及「客家文化」等，每年開放相關單位及學生

薦購特色圖書，並舉辦相關書香活動，鼓勵學生參與閱讀、從中培養廣泛閱讀的

好習慣，請參見下表特色中心圖書暨視聽資料總數： 

特色中心 圖書 視聽資料 

全人健康促進中心 4,224冊 283片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2,892冊 168片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482冊 46片 

客家文化中心 676冊 85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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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研究設備 

本校教學專業教室計76間，各教室皆建置多媒體教學設備，提供 e 化教學環境，僅

部分教室因功能或空間等因素，尚未設置齊備，為營造整體 e 化教學環境，校務發

展計畫規劃逐年添置完成。  

序號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107學年度教學專業教室多媒體設備一覽 

教室名稱 科別 多媒體設備建置情形 

1 A402電腦教室四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2 A404電腦教室一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3 A405電腦教室二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4 A406電腦教室三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5 A702化學實驗室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6 A703生物實驗室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7 B-09韻律教室二 通識教育中心 未建置(僅播音系統) 

8 F111第一多功能運動廣場 通識教育中心 未建置 

9 F111桌球教室 通識教育中心 未建置 

10 F111撞球教室 通識教育中心 未建置 

11 F204音樂教室一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12 F205音樂教室二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13 F206藝術教室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14 F301第二多功能運動廣場 通識教育中心 未建置(僅播音系統及布幕) 

15 FB-04體適能檢測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16 C210學生ｅ-learning 教室 護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17 C211護理科會議室 護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18 OSCE 護理臨床技能檢測中心 護理科 影像教學錄影系統 

19 C314兒科示範教室 護理科 未建置 

20 C401基護示範教室一 護理科 攝錄自學系統 

21 C405階梯教室二 護理科 多媒體影音同步教學設備 

22 C407階梯教室三 護理科 多媒體影音同步教學設備 

23 C409內外科示範教室一 護理科 影音同步教學系統 

24 C410內外科示範教室二 護理科 未建置 

25 C501基護示範教室二 護理科 攝影監控系統 

26 C505階梯教室一 護理科 多媒體影音同步教學設備 

27 C507身評示範教室 護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28 C508產科示範教室 護理科 攝錄自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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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107學年度教學專業教室多媒體設備一覽 

教室名稱 科別 多媒體設備建置情形 

29 C602微生物實驗室 護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30 C603解剖生理實驗室 護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31 C606藥膳養生專業教學中心 護理科 未建置 

32 C610社區教室 護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33 C612精神教室 護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34 C609長期照顧示範教室 長期照護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35 D2F 教保實務室(一 ～ 四) 幼兒保育科 未建置 

36 D502琴法教室 幼兒保育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37 D503在宅托育教室 幼兒保育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38 D504教具製作教室 幼兒保育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39 D601食物製備教室 幼兒保育科 未建置 

40 D604幼兒圖書教室 幼兒保育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41 D605多功能演藝教室 幼兒保育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42 B-08幼兒音樂教室 幼兒保育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43 B101指壓沙龍中心 美容造型科 未建置 

44 C101整體造型教室 美容造型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45 C102護膚教室 美容造型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46 C105視聽階梯教室 美容造型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47 C108美衛教室 美容造型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48 C109化妝教室 美容造型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49 A508英文情境教室 應用英語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50 A509-2應外科自學教室 應用英語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51 A510語言教室 應用英語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52 A512-2學生自學中心 應用日語科 13台電腦(無單槍布幕) 

53 A302-1醫藥保健商務科圖書諮商室 行銷與流通科 未建置 

54 A602門市經營情境模擬教室 行銷與流通科 未建置(有教學錄播系統) 

55 A409商業經營情境模擬室 行銷與流通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56 A307商務會議室 國際商務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57 A309 展覽情境教室 國際商務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58 A604國商科圖書諮商室 國際商務科 未建置(8組自學電腦) 

59 F101休閒服務活動教室 
健康休閒 
管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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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107學年度教學專業教室多媒體設備一覽 

教室名稱 科別 多媒體設備建置情形 

60 F104自行車實務教室 
健康休閒 
管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61 F106多功能活動企劃室 
健康休閒 
管理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62 F207實習旅行社 
健康休閒 
管理科 

2台電腦(無單槍布幕) 

63 D301視光臨床專業教室 視光學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64 D302配鏡專業教室 視光學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65 D305物理光學教室 視光學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66 A603牙體技術實習教室 口腔衛生學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67 A606牙醫診所模擬專業教室 口腔衛生學科 多媒體教學設備 

68 A209會議室 全校 多媒體設備 

69 A313會議室 全校 多媒體設備 

70 A701綜合會議室 全校 多媒體設備 

71 原住民多功能活動教室 
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72 原住民資源教室(宿舍2F) 
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 
16組自學電腦 
(無單槍布幕) 

73 D105閱覽室一 圖書館 多媒體教學設備 

74 D106閱覽室二 圖書館 10組電腦(無單槍布幕) 

75 A502團體諮商情境教室 心理諮商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 

76 A401翻轉教室 教學資源中心 多媒體教學設備(建置中) 

 

教學專業教室數量及具備多媒體設備數量統計 

科別 / 單位 總數 有多媒體設備教室 

通識教育中心 15 10 

護理科 18 15 

長期照護科 1 1 

幼兒保育科 11 6 

美容造型科 6 5 

應用英語科 3 3 

應用日語科 1 1 

行銷與流通科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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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專業教室數量及具備多媒體設備數量統計 

科別 / 單位 總數 有多媒體設備教室 

國際商務科 3 2 

健康休閒管理科 4 3 

視光學科 3 3 

口腔衛生學科 2 1 

會議室 3 3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2 2 

圖書館 2 2 

心理諮商中心 1 1 

教學資源中心 1 1 

合計 79 60 

 (四)新生來源分析(107學年度) 

本校為大桃園地區唯一專科學校，因鄰近台北都會區、新竹縣市，學生來源以桃園

市、新竹縣市及新北市為大宗。面對少子化衝擊，本校除發揮地利之便，多元跨縣

市招收新生外，亦逐年提升師資結構、提升教學品質、提高學生就業及證照整體績

效表現，以優質的辦學成效，吸引更多學子就讀。 

本校於107學年度五專部核定招生名額共計1,226名，實際報到入學共1,156名(不含外

加生)，整體註冊率達93.66%。107學年度共區分三種管道入學，北區優先免試入學

179名，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為932名，免試續招為45名。 

以下分別依縣市分布、族群身分與家庭經濟狀況等情況分析本校新生來源： 

1.依縣市來源分析 

本校學生來源單純，主要來自鄰近之桃園市、新竹縣市及新北市。107學年度

1,246名新生中，來自桃園市的學生共635名，約佔50.96%；其次為來自新竹縣市

的學生，共281名，約佔23.55%；來自新北市的學生數約164名，約佔13.16%；其

餘17縣市共166名，占約13.32%。 

2.依族群身分來源分析 

本校107學年度報到入學學生共1,246名(其中原住民生共72名，大陸長期探親子女

4名，身障生共14名)。本校設有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每年於全國原住民舞蹈

競賽皆獲佳績、對原住民學生就學輔導上亦投入許多資源，每年吸引許多學生就

讀，成為本校特色之一。 

3.依家庭經濟狀況分析 

本校107學年度入學新生，申請就學貸款人數共91 名(含在職)，學雜費減免身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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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女重度2名(在職)，高職免學費方案加重度障礙人士子女減免15名、高職免學

費方案加中度障礙人士子女減免7名、高職免學費方案加輕度障礙人士子女減免18

名、高職免學費方案加障礙生輕度減免7名、高職免學費方案加障礙生中度減免1

名、重度障礙人士子女減免2名、身障生重度減免2名、低收入戶減免申請共66名、

高職免學費方案加中低收減免申請共25名、高職免學費方案加特殊境遇家庭之子

女減免共7名、高職免學費方案加原住民共72名。 

(五)近三年趨勢發展 

本校是一所以「基層護理人才培育」見長之專科學府。近年來，基層醫護人才極為

缺乏，業界亟需新血投入，因此，本校秉持辦學傳統，持續以「培育基層醫護健康

人才」為教育目標。104至106學年度期間，致力整合全校專業學科，持續深化全人

健康促進特色，辦學理念及辦學方向適切地呼應社會與產業界之需求。 

1.教職員生數 

(1)學生人數與近三學年度註冊率 

學生人數105學年度5,835人(註冊率99.69%)，106學年度達到6,024人(註冊率

99.18%)，107學年度5,905人(註冊率93.66%)，近三年學生數及註冊率皆穩定達

九成，在少子女化趨勢衝擊之下，招生成效亮眼。  

(2)師資結構 

107學年度教師數，計教授1名、副教授5名、助理教授47名、講師116名、講師

級專業技術教師1名、教官11名及護理臨床指導老師28名，共計209名，依教育

部規定，全校生師比應在35%以下且日間部生師比應在23%以下，107學年度全

校生師比23.27%符合規定，惟目前日間部生師比23.09%較部定比例稍高，本校

已積極聘任專任教師，於107學年度下學期改善，日間部生師比要求在23%以

下。 

(3)職員人數 

105學年度職員數92人，106學年度職員數91人、107學年度職員數88人(部分屆齡

退休)，近三年來，行政組織人數穩定，助益行政效率之提升。 

2.校舍面積 

本校校地面積114,007平方公尺，校舍面積103,365平方公尺，目前在龍潭校區主要

校舍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計有行政大樓11,520平方公尺，護理大樓16,095平方公

尺，幼保大樓19,060平方公尺、第一宿舍大樓12,369平方公尺，活動中心11,041平

方公尺，第一學生宿舍大樓床位數為964床，106學年度落成啟用學生第二宿舍，

樓地板面積4,628平方公尺，新增300床位服務遠道就讀學生，每生平均使用校舍及

校地面積5平方公尺以上，學習活動空間充足。 

配合校務發展規劃及未來學生人數成長，近年內規劃興建「圖書館」及「通識中

心大樓」等，以持續充實教學環境及學生學習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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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三學年度教職員生數及校地、校舍面積基本資料，請參見下表： 

附表 1：近三年學校基本資料表 

年度項目 核配108 

學校類型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專科學校
專案輔導

學校 
學生數未達一千五

百人之學校 

- -  - 

- 

依指標 
核配 

採定額 
獎勵補助

- - 

年度 
項目 

105 106 107註 

學生人數 5,835 5,917 5,830 

教職員人數 

專任教師 208 213 209 

兼任教師 137 213 246 

職員 92 91 88 

全校生師比 23.1 23.63 23.27 

校地及校舍面

積 

校地面積 114,007 m2 

校舍面積 103,365 m2 
每生平均校地 

面積 
19.35 m2 19.26 m2 19.55 m2 

每生平均校舍 
面積 

17.71 m2 17.46 m2 17.72 m2 

全校新生註冊率 99.69% 99.18% 93.66% 

備註：107學年度學生數統計至107年10月15日止。 

  (六)106(學)年度校務發展經費 

本校依循校務發展計畫各項策定目標營運發展，經費挹注來源除了學雜費收入及董

事會捐贈外，積極爭取教育部各項計畫案，以統籌規劃教學面、學生面、資源面、特色面

等經費運用，以106年(學)度獲教育部補助經費來看，如下表，除了獎勵補助經費、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補助額度較高外，亦獲得設備更新、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發展與改進原住民

技職教育計畫、健康促進及性別主流化實施等計畫。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與教學卓越計畫，本校因資源條件尚不符申請門檻，而私校獎勵

補助計畫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則為每年重要爭取之獎勵補助計畫案，期能透過教育部各

項計畫經費挹注，與本校中長程發展指標環環相扣，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效、

教學資源充實及形塑學校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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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06(學)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含私校獎補助、其他補助計畫、學校經費）一覽表 

 

106(學)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 

總計 
學校 

自籌經費

教育部各類獎補助計畫 
其他政府部

門經費 私校獎補助

計畫 
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 
其他 

經費 73,433,886 8,795,583 33,612,226 14,200,000 6,114,603 10,711,474

占學校總支出比率 15.98% 1.91% 7.31% 3.09% 1.33% 2.33% 

占學校總收入比率 14.20% 1.70% 6.50% 2.75% 1.18% 2.07% 

 
106(學)年度學校總支出 106(學)年度學校總收入 

學校 附設機構 學校 附設機構 

經費(單位：萬元) 459,556,356 - 517,278,314 - 

備註：統計時間：1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近年辦學績效及特色 

本校近年所推動之辦學績效及特色，其成效較佳者，擇要列舉「護理基層人才培育、

發展健康促進教育、推動特色亮點校園、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嚴謹內部控制機制、承

辦居家托育系統」等六項，以下分別敘明各項績效特色現況、預期達成目標以及實際

執行績效。 

(一)護理基層人才培育 

1.績效特色現況 

本校94學年改制專科，迄今有99～107年度護理科九屆畢業生參與護理師考試，各

屆畢業生考照率成效如下： 

99年度413名學生全程到考，考取259人，考照率62.71%；100年度488名學生全程

到考，考取327人，考照率67.00%；101年度556名學生全程到考，考取366人，考

照率65.82%；102年度523名學生全程到考，考取389位，考照率74.38%；103年度

549名學生全程到考，考取430位，考照率78.32%；104年度574名學生全程到考，

考取515位，考照率89.72%；105年度551名學生全程到考，考取479位，考照率

86.93%；106年度550名學生全程到考，考取468位，考照率85.09%；107年度577名

學生全程到考，考取477位，考照率86.73%。 

九屆護理師國考，本校考照率逐年自62.71%向上提升至86.73%，最佳為104年度

89.72%，當屆並培養出校史第一位國考護理師榜首，九年來粗估培育出3,710位國

家級合格護理師，為全國43所護理科系學校中，培育護理師人數之冠，此呼應技

職務實致用政策，亦為基層護理人力之及時雨。近兩學年度護理考照率，其成效

雖仍高出全國平均考照率34.72%及35.17%，達到基本績效目標之要求，惟已呈現

進步趨緩現象，本校已注意並反省此一情況，將整合各項計畫資源，全力提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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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考照率，以超越九成為辦學績效目標。 

2.具體執行面向 

近兩學年度本項辦學績效特色之具體計畫名稱、內容，及其與校務發展策略之關

聯性，扼要表列如下： 

項

次 
校務發展策略 

107~108學年度工作計畫 

推展之計畫名稱 內容 

1 
教學成效 

品保化 

β-c-1 
護理師考照率提升 

計畫 

1.課業輔導班子計畫。（6班420人） 

2.護理師考照教學檢討會議活動。 

（針對七月及二月護理師執照考試之試題提出

分析及檢討） 

3.護理師複習暨模擬考比賽計畫。（5場） 

4.護理科執照大會考子計畫。（5考科） 

5.護理科各年級始業考子計畫。 

（各年級／每年1次） 

6.護理師假日考照加強班計畫。 

（4班／200人） 

7.獎勵考取護理師證照學生計畫。 

（600人／180萬元） 

2 
教學成效 

品保化 

β-c-2 
護理科生師比妥適 

計畫 

1.護理生師比比率檢視計畫，每學年度檢視護

理科生師比之實況，以符教育部之規定。

（依教育部核撥提升教學品質計畫經費計畫

之精神，有護理科之大專校院應致力於護理

質量教育之提升） 

3 
教學成效 

品保化 

β-c-3 
護理講師鐘點上限 

計畫 

1.護理講師鐘點數檢視計畫。（每學年度檢視

護理科專業教師之授課鐘點） 

4 
教學成效 

品保化 

β-c-4 
護理高階師資提升 

計畫 

1.護理科高階比率檢視計畫。（每學年度檢視

護理科具助理教授以上之高階師資結構比

率） 

5 
教學成效 

品保化 

β-c-5 
國際護理師培訓班 

計畫 

1.國際護理師培訓班成效計畫。（開設國際護

理師培訓班，強化學生外語能力，為學生拓

展國際觀奠定基礎） 

3.預期目標及實際成效 

本校訂定護理師「考照率、育成數、就業率」三分項為護理基層人才培育發展目

標，護理師考照率以高於全國護理師平均考照率25%為基本績效目標，並於校務發

展計畫書之精進特色指標中，明定各年度之考照率績效值。育成數以學年度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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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基本數據，並以其百分六十為基本育成數績效（畢業生數考取證照學生數／

核定招生人數）。就業率設定基本指標值為40%，配合教育部展翅計畫之推展，未

來指標值調整上升至55%，並持續鼓勵宣導學生優先投入職場。護理師考照率、育

成數、就業率預期目標值如下表： 

名稱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護理基層 

人才培育 

考照率 

86.93% 

育成數 

479人 

就業率 

52.19% 

考照率 

85.09% 

育成數 

468人 

就業率 

53.42% 

考照率 

86.73% 

育成數 

477人 

就業率 

55.00% 

考照率 

91.00% 

育成數 

540人 

就業率 

55.00% 

考照率 

91.00% 

育成數 

540人 

就業率 

55.00% 

備註：108學年度為預估績效值達成情況。 

4.分項計畫預期績效目標如下表： 

項

次 
推展之計畫名稱 

107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08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 β-c-1護理師考照率提升計畫 90% 90% 

2 β-c-2護理科生師比妥適計畫 1：29.5以下 1：29.5以下 

3 β-c-3護理講師鐘點上限計畫 1：16小時以下 1：16小時以下 

4 β-c-4護理高階師資提升計畫 25% 25% 

5 β-c-5國際護理師培訓班計畫 2班／100人 2班／100人 

 (二)發展健康促進教育 

1.績效特色現況 

健康促進為本校發展之主軸特色，此特色與本校護理教育核心契合，其推展則始

自100學年度執行特色典範計畫之成果。主軸特色發展歷經五個學年度，本校戰戰

兢兢經營，逐年滾動式修正，迄今已獲致初步成果。教師面上，已培訓出50位獲

得認證的健康促進管理師，課程面上，已於一、二年級開設健康促進必修學分，

學生面上，每學年度強化學生體適能之檢測，特色面上，執行了獨步大專校園的

健康智商提升計畫、鼓勵學生自主健康管理，資源面上，已建置了體適能健康促

進中心及多間教學用與健康促進相關之專業教室，更重要成果的是，這五年來，

本校健康領域科際整合，已接近完成階段，3-4學年度後，全部招生學科均與健康

領域直接相關，此成果適足彰顯本校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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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全人健康促進中心」成效圖 

本校為發展健康促進主軸特色，特研擬了主軸特色之發展策略，包含「活水策略-發

展健康學科；清流策略-陶治健康品格；明湖策略-永續健康校園；藍海策略-攜手健康社

區；銀河策略-亮眼健康特色」等五大面向。主軸特色發展架構圖如下： 
 

 

圖 3：本校主軸特色發展架構圖 
 

「新生．心聲」--「健康促進幸福校園」的實際態樣是「辦學用心」、「學生安心」、

「家長放心」，項軟硬體建置及落實執行，以逐步深化校園健康促進文化及人文涵養，

達到「新新不停．生生相續」永續經營目標。 

2 具體執行面向 

近兩學年度本項辦學績效特色之具體計畫名稱、內容，及其與校務發展策略之關

聯性，扼要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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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校務發展策略 

107~108學年度工作計畫 

推展之計畫名稱 內容 

1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a-1 
全人健康促進教育成

效計畫 

1.開設校訂通識必修「健康促進」課程。 

2.充實並整合健康促進設備計畫。 

3.培訓健康促進管理師。 

4.舉辦「健康促進常識」大會考。 

2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a-2 
全人健康促進會議辦

理計畫 

1.續辦「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2.鼓勵師生「健康促進行動研究計畫」。 

3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a-3 
學校特色健康促進實

施計畫 

1.申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 

（賡續申請學校健康促進計畫經費預算） 

2.推動「社區健康促進服務」。 

3 預期目標及實際成效 

項

次 
推展之計畫名稱 

107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08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 

β-a-1 
全人健康促進教育成效

計畫 

1.開設校訂通識必修「健康促

進」課程：1門（2學分/2學

時）。及舉辦「健康促進常

識」大會考：2場次。 

1.開設校訂通識必修「健康促

進」課程：1門（2學分/2學

時）。續舉辦「健康促進常

識」大會考。 

2 

β-a-2 
全人健康促進會議辦理

計畫 

1.續辦第六屆「全人健康促進

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場2

／多元活動場6，加強社區健

促活動）。 

2.鼓勵「健康促進行動研究計

畫」：2案 

1.續辦「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

討會」（學術論文場2／多元

活動場10，加強社區健促活

動） 

2.鼓勵「健康促進行動研究計

畫」：3案 

3 

β-a-3 
學校特色健康促進實施

計畫 

1. 申 辦 「 學 校 健 康 促 進 計

畫」：1案（以反菸、反毒、

愛滋宣導防護成效為主）。 

2.推動「社區健康促進服務」

30場次。 

1. 申 辦 「 學 校 健 康 促 進 計

畫」：1案（以反菸、反毒、

愛滋宣導防護成效為主） 

2.推動「社區健康促進服務」

35場次。 

(三)推動特色亮點校園 

1.績效特色現況 

本校除健康促進主軸特色之外，另有三項亮點的校園特色。第一、本校多次承辦教

育部性別平等大型會議及活動，口碑極佳，復以校園男護生日漸增加之趨勢，本校

據此強化性平宣導，亟盼成為北部地區性別平等的特色校園。第二、本校因地處龍

潭、關西之界，是一客家文化鮮明之地，所培育之基層護理師為加強服務桑梓，特

別開設醫護客語及閩南語課程以服務鄉親；並連續九年與桃園客家事務局合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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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客家文化研討會及相關活動。第三、本校原住民族學生逾四百人，是教育部原

住民族教育重點學校之一，於此學生基礎上，本校亦彰顯原住民多元文化之特色。 

2.具體執行面向 

近兩學年度本項辦學績效特色之具體計畫名稱、內容，及其與校務發展策略之關

聯性，扼要表列如下： 

項

次 
校務發展策略 

107~108學年度工作計畫 

推展之計畫名稱 內容 

1 
校園發展 

特色化 

β-b-1 
性別平等特色發展 

計畫 

1.執行教育部性別主流化計畫（逐步建置校內

性別統計資料冊） 

2.執行校園性別平等宣導計畫（爭取承辦教育

部所委辦之全國性性別平等宣導會議及活

動）。 

2 
校園發展 

特色化 

β-b-2 
客家文化特色發展 

計畫 

1.賡續開設醫護客家特色課程。 

2.賡續辦理「客家文化之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

會」。 

3.賡續響應地區客家文化之活動。 

3 
校園發展 

特色化 

β-b-3 
原住民族特色發展 

計畫 

1.賡續執行「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輔

導計畫。 

2.輔導原住民族社團參加相關競賽活動。 

3.辦理原住民族文化交流觀摩會。 

4 
校園發展 

特色化 

β-b-4 
健促特色創新發展 

計畫 

1.執行提升學生健康體適能子計畫。（執行師

生自主健康管理之健康智商提升計畫） 

3.預期目標及實際成效 

項

次 
推展之計畫名稱 

107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08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 
β-b-1性別平等特色發展 

計畫 

宣導人次：3,000人。 

計畫總額：80萬元。 

宣導人次：3,000人。 

計畫總額：80萬元。 

2 
β-b-2客家文化特色發展 

計畫 
醫護客語必修課程：740人。 醫護客語必修課程：740人。

3 
β-b-3原住民族特色發展 

計畫 

輔導人次：400人次。 

計畫總額：150萬元。 

輔導人次：400人次。 

計畫總額：1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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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推展之計畫名稱 

107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08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4 
β-b-4健促特色創新發展 

計畫 
參與人次：3,000人次。 參與人次：3,000人次。 

(四)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1.績效特色現況 

106學年依教育部政策引導，本校校務發展策略循滾動式修正精神調整，正式明列

「在地責任實踐化」發展策略，使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成為本校校務發展重點項目

之一。對於實踐本校社會責任之規劃，擬以「五面向服務」為目標，五面向服務

指「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家庭育兒支持平台、地區兒童視力保健、社區銀髮健促

活動、名勝景點導覽服務」，循序漸進推動。學校整體規劃架構如下圖： 
 

 
 

 
 
 
 
 
 
 

 
 
 
 
 
 
 
 
 

 

2.具體執行面向 

近兩學年度本項辦學績效特色之具體計畫名稱、內容，及其與校務發展策略之關

聯性，扼要表列如下： 

圖 4：在地實踐聯盟(USR)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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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校務發展策略 

107~108學年度工作計畫 

推展之計畫名稱 內容 

1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f-1 
在地長照〜南桃園

「社區照顧服務中

心」整合計畫 

本校設立「社區照顧整合服務中心」，具體實

踐「充實與培訓長照人力」、「建置桃園區長

照資訊平台」、「活化社區照顧服務內容」、

「失智互助家庭訪視」、「社區照顧志願服

務」五項子計畫，期能與區域內的長照產業形

成夥伴關係，共同為桃園區域內長照服務修訂

出適合在地之服務內容，並增進學生選擇在地

就業及投入長照產業之服務機會，以提升桃園

地區整體社區照顧服務品質。 

2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f-2 
在地托育〜南桃園

「家庭育兒支持平

台」推動計畫 

擬以南桃園建置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

托育資源網絡，以支持家庭育兒、促進親子關

係及訓練原住民區托育人員為目標。本計畫有

二項具體策略，一是建置家庭育兒支持平台，

整合南桃園現有托育服務相關資源單位，提供

親職教育、幼兒遊戲活動、社區宣導諮詢等多

元化服務。二是開設托育人員訓練班，以因應

原住民族學齡前兒童照顧與人力需求，提供在

地部落照顧幼兒之就業機會。 

3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f-3 
在地亮眼〜南桃園

「國中小學視力保

健」維護計畫 

擬於本校設立視力保健維護平台，取名「在地

亮眼」計畫，以行動式視力保健宣導設備、活

動，增進南桃園地區國中小學視力保健認知，

維護學童視力健康，改善學齡兒童視力惡化情

況。 

4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f-4 
在地旅遊〜南桃園

「文化史蹟名勝景

點」導覽計畫 

擬以本校健康休閒專業整合在地觀光資源資

源，透過「社區營造」概念深入在地，探索龍

潭、關西兩地區茶產業現況，以及客庄深度人

文，匯集及整合在地旅遊資訊與媒材，建構

「客庄旅遊資源網絡平台」雛型，協助在地觀

光組織或協會，輔導經營與發展，以及訓練觀

光導覽人力，共同協力推動「慢食、慢遊、慢

活」的「在地客庄深度旅遊」，佈局成為發展

「浪漫台三線」在地客庄觀光旅遊產業的「定

式」。 

5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f-5 
在地長青〜南桃園

「社區銀髮青春運

動」健促計畫 

擬於本校體適能運動中心或融入社區活動中

心，辦理適合銀髮青春運動等健康促進活動、

知識宣導，以本校50位健康促進管理師、10位

體適能指導教師之專業，為社區銀髮長輩健康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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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兩項計畫案已於106年通過試辦期種子型計畫，於107年高教深耕計畫

再通過第四及第五案計畫，累加之實績，足以持續支持並做好「在地責任實踐化」

之校務發展策略，此策略之下所規劃之各項推動社會責任計畫。 

3.預期目標與實際成效： 

本校藉由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驗，持續修正績效指標。 

項

次 
推展之計畫名稱 

107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08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 
β-f-1在地長照〜南桃園「社

區照顧服務中心」整合計畫 

1案／200萬元 

以實踐「提升桃園地區整體

社區照顧服務品質」為目

標。 

1案／200萬元 

深化前一學年度之執行績

效。 

2 
β-f-2在地托育〜南桃園「家

庭育兒支持平台」推動計畫 

1案／10萬元 

以實踐「建置家庭為中心、

社區為基礎的托育資源網

絡」為目標。 

1案／10萬元 

深化前一學年度之執行績

效。 

3 
β-f-3在地亮眼〜南桃園「國

中小學視力保健」維護計畫 
--- 

1案／5萬元 

爭取經費，以實踐「衛教中

老年人及學童視力健康」為

目標。 

4 
β-f-4在地旅遊〜南桃園「文

化史蹟名勝景點」導覽計畫 

1案／170萬元 

以實踐「深化地方文化史蹟

名勝導遊」為目標。 

1案／170萬元 

深化前一學年度之執行績

效。 

5 
β-f-5在地長青〜南桃園「社

區銀髮青春運動」健促計畫 

1案／5萬元 

以實踐「促進社區銀髮青春

運動風氣」為目標。 

1案／10萬元 

深化前一學年度之執行績

效。 

(五)嚴謹內部控制機制 

1.績效特色現況 

本校依據教育部98年起訂頒各項內控法規及行政院100年2月1日訂頒「健全內部控

制實施方案」揭示提升施政效能、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資產安全及提供可靠資訊

四大目標。藉由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與推動，以及內部稽核之實施，持續自我改

善的組織改造工程，提昇經營績效與管理制度，以強化學校經營績效與體質。 

(1)內部控制制度推動成果 

為健全內部稽核功能，本校102年5月28日行政會議通過「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設置要點」，即成立「內部控制稽核小組」，並於104年7月

21日訂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專責本校「內控制度推動」

工作，與「內部稽核」作業，予以區隔劃分；其任務編組之功能與運作，相輔

相成，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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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部稽核執行成效 

本校內控稽核作業，均按各學年訂立「內部稽核實施計畫」來執行。各學年

「內部稽核實施計畫」主要依據各學年推動任務需要、內稽委員指定複查項目，

以及參照各單位風險評估報告，遴選出高風險值內控作業，納入綜合考量後，

研訂出各學年「內部稽核實施計畫」，透過稽核功能，建立同仁遵循內控制度之

觀念，落實「『說、寫、做』一致」的基礎目標。本校延續103學年執行全面性

稽核及追蹤改善的成效，自104學年起，採循「『三年分批』週期性」稽核策略，

規劃在104-106學年，將全校內控文件區分3個學年進行稽核。截至106學年為止，

內控作業稽核比例，以及稽核未符合情形，如下表；各學年稽核未符合項目，

均確實管制追蹤直至改善為止，始結案解除管制。 

103-106學年內控文件稽核比例暨稽核未符合情形                                                                    單位(件) 

學年 內控文件總數 稽核數 稽核率（%） 未符合數 未符合率（%）

103 330 330 100% 121 36.7% 

104 311 106 34% 30 28.3% 

105 322 146 45% 29 19.9% 

106 332 168 50.60% 37 22.02% 

 2.具體執行面向 

近兩學年度本項辦學績效特色之具體計畫名稱、內容，及其與校務發展策略之關

聯性，扼要表列如下： 

項

次 
校務發展策略 

107~108學年度工作計畫 

推展之計畫名稱 內容 

1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α-q-1 
落實學校財務暨校務

每年度依教育部流程，公開「學校財務暨校務

資訊」於網頁上，公開前，經校內內部控制之

圖 5：本校內控制度任務編組功能與分工運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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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校務發展策略 

107~108學年度工作計畫 

推展之計畫名稱 內容 

資訊公開化實施計畫 流程嚴謹檢視。 

2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α-q-2 
學校經營風險管理 

計畫 

招生、經營風險（法規面之生師比規定等）、

產學實習合作單位、推廣教學班隊等 SOP，嚴

謹檢視並落實單自主管理精神。 

3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α-q-3 
學校財產設備管理 

計畫 

1.總務處保管組，依財產設備清點辦法，每年

度依相關辦法實施清點。 

2.各專業學科對各購置設備之使用紀錄與成

效，應予以詳實登載。 

3.總務處保管組定期辦理學校教職員財務保管

系統教育訓練。 

4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α-q-4 
整體支用計畫稽核 

計畫 

整體獎勵補助支用計畫，每年度由學校內部稽

核小組詳實稽核，並依規定納入報送之資料。 

5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α-q-5 
校園危機處理機制 

計畫 

校園師生、物品、災防等安全維護，及公共事

務（媒體）事件之處理，每年度進行內部程序

檢討，以防危機肇生。 

3.預期目標與實際成效 

項

次 
推展之計畫名稱 

106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07學年度 

預期績效目標 

1 

α-q-1 
落實學校財務暨校務資訊公

開化實施計畫 

配合部定期程公布 配合部定期程公布 

2 
α-q-2學校經營風險管理 

計畫 
每年修頒 每年修頒 

3 
α-q-3學校財產設備管理 

計畫 
每年清點 每年清點 

4 
α-q-4整體支用計畫稽核 

計畫 
配合部定期程提交 配合部定期程提交 

5 
α-q-5校園危機處理機制 

計畫 
每年修頒 每年修頒 

 (六)承辦居家托育系統 
1.績效特色現況 

居家托育為社會趨勢需求，本校傳統優勢科系幼兒保育科承辦桃園市社會局是項

計畫多年，地區形象口碑極佳，亦為本校畢業學子覓得就業管道，因此，特將

「承辦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列為校務發展精進特色指標之一。106年本校承辦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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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衛生福利部評鑑甲等，是桃園七區居家托育系統中，唯一獲得最高榮譽者。

本校幼保科目前承辦桃園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補助計畫與第五區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補助計畫，兩項計畫主持人為幼保科主任，並負責統合督導並推展計畫

中各項業務與目標。各區設有1位督導與4-5位訪視員，其中第三區服務龍潭、楊梅、

新屋等地區之保母300人；第五區服務平鎮、大溪、復興等地區之保母350人，共

計服務地區650位保母，對地區幼兒教育貢獻不言而喻。中心以提供居家式保母服

務為主要目的與工作內容，並提供幼兒家長與托育人員諮詢服務、研習訓練課程、

訪視輔導、社區親職教育及宣導育兒知能等工作項目，以期建構友善的托育環境，

提升地區托育服務品質。 

2.具體執行面向 

為提升托育人員照顧幼兒品質，建構專業友善托育體系，本校幼兒保育科承辦之

桃園市第三區與第五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補助計畫，其具體推展之計畫作為，第

一、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並協助媒合及提供研習訓練、訪視輔導服務。第

二、推廣服務據點，宣導與促進多樣化托育服務之提供（在宅、到宅、臨托服務）。

第三、提供幼兒家長及托育人員托育諮詢服務、社區親職教育及宣導育兒知能。

第四、資源中心教玩具書籍免費借閱。推展此項精進特色發展指標與本校校務發

展之關聯性如下： 

項

次 
校務發展策略 

107~108學年度工作計畫 

推展之計畫名稱 內容 

1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k-1 
桃園居家托育中心 

計畫 

（第三區補助計畫）

承辦桃園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補助計畫 

◎ 服務地區：龍潭區、楊梅區、新屋區。 

◎ 服務人數：預估300人。 

◎ 提供居家式托育登記與媒合服務。 

◎ 定期訪視輔導。 

◎ 提供幼兒、家長及托育人員之托育諮詢服

務、社區親職教育，以及宣導育兒知能。 

◎ 配合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核定辦理各項活動，

包括：在職研習、親職講座、社區宣導活

動、托育人員協力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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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校務發展策略 

107~108學年度工作計畫 

推展之計畫名稱 內容 

2 
校務發展 

特色化 

β-k-1 
桃園居家托育中心 

計畫 

（第五區補助計畫）

承辦桃園市第五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補助計畫 

◎ 服務地區：平鎮區、大溪區、復興區。 

◎ 服務人數：預估350人。 

◎ 提供居家式托育登記與媒合服務。 

◎ 定期訪視輔導。 

◎ 提供幼兒、家長及托育人員之托育諮詢服

務、社區親職教育，以及宣導育兒知能。 

◎ 配合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核定辦理各項活動，

包括：在職研習、親職講座、社區宣導活動、

托育人員協力圈等。 

3.預期目標與實際成效 

項

次 
推展之計畫名稱 107學年度預期績效目標 108學年度預期績效目標 

1 

β-k-1 
桃園市第三區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補助計畫 

質化預期目標： 

增加多元化社區宣導活動，提

供民眾多元化福利服務與資源

連結，並增加在職研習服務提

升托育人員、家長社區民眾育

兒常識。 

量化預期目標： 

1.一般托育人員數：300人。 

2. 在 職 研 習 開 辦 時 數 ： 32 小

時。 

3.社區宣導活動：7場次。 

質化預期目標： 

提供一般托育人員正確照顧幼

兒專業知能，並輔以親職教育

服 務 ， 建 構 專 業 友 善 托 育 體

系。 

量化預期目標： 

1.一般托育人員數：300人。 

2. 在 職 研 習 開 辦 時 數 ： 32 小

時。 

3.社區宣導活動：7場次。 

2 

β-k-1 
桃園市第五區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補助計畫 

質化預期目標： 

增加多元化社區宣導活動，提

供民眾多元化福利服務與資源

連結，並增加在職研習服務提

升托育人員、家長社區民眾育

兒常識。 

量化預期目標： 

1.一般托育人員數：350人。 

2. 在 職 研 習 開 辦 時 數 ： 32 小

時。 

3.社區宣導活動：7場次。 

質化預期目標： 

提供一般托育人員正確照顧幼

兒專業知能，並輔以親職教育

服 務 ， 建 構 專 業 友 善 托 育 體

系。 

量化預期目標： 

1.一般托育人員數：350人。 

2. 在 職 研 習 開 辦 時 數 ： 32 小

時。 

3.社區宣導活動：7場次。 

備註：因政府於107學年準公共化政策上路，將不再列入親屬托育人員數，致使保母托管人數入系

統者驟降。政府縮編補助款因此各項活動包含親職講座與協力圈將不再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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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充實實務教學設備 

近三年透過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提升教學品質(107年更名為高教深耕計畫)、

技職再造設備更新案及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等公部門計畫經費之挹注，已建置完

成之學科專業教室計有： 

1.專業教學教室設備 

視光綜合配鏡專業教室、護理臨床技能檢測中心、口牙醫診所模擬專業教室、體

適能中心、視光臨床專業教室、解剖生理實驗室、自行車實務教室、展場情境教

室、門市經營情境模擬教室、商務會議室、日本文化教室、日語配音教室及低視

能專業教室等，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空間，另配合護理教育發展趨勢，本校持續

充實護理臨床技能檢測教室所需設備，使護理技能檢測及臨床實務操作，實際與

業界接軌。103年6月新建學生活動中心、以及推展校務發展特色-全人健康促進，

相關運動教學器材及體適能檢測儀器，仍待持續購置。 

2.充實資訊語言體育設備 

為提升全校學生資訊及語言素質，逐年汰舊電腦教室及語言自學教室資訊設備，

並因應多媒體教學、教師數位教材製作及語言檢定考試，網路設備需求量增，將

再持續更新，提供優質教學環境。  

然新設視光學科、口腔衛生科及醫藥保健商務科，教學研究設備，仍待擴增及充

實，故透過爭取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高教深耕、護理科臨床技能檢測教室

專案與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等，挹注經費逐年完善教學研究設備建置。 
 

三、校務發展目標及願景 
 (一)本校自我定位 

本校定位以健康護理為核心教育之「實務教學型」專科學校。 

本校教育目標定位清晰，育成人才亦為目前產業界需才孔急之基層專業人員，未來

專業學科仍持續在健康促進軸心下進行科際整合。 

(二)校務發展願景 

成為「全人健康促進」的績優技職專科學府。        

(三)校務發展進程 

本校總體近、中、長程發展目標，區分「近程--建立特色時期、中程--形象特色時

期、長程--典範特色時期」等三階段發展目標，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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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建立特色時期／健康促進學科整合（100~104學年度：深耕專科學制教學）

100學年設立長期照護科、102學年設立視光學科、健康休閒管理科（原服務

業經營科更名）、104學年設立口腔衛生科、105學年設立醫藥保健商務科，

於此期間陸續決定了停招應用日語科、行銷與流通科、國際商務科及應用英

語科。全校專業學科發展，預期在3~4學年度後，全部成為健康領域相關學

科。 

第二階段：形象特色時期／健康促進師生增能（105~109學年度：強化實務接軌業界）

爭取高教深耕計畫及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之資源，並遵循技職教育法

第25、26條之規範，強化教師實務能力，使教學效果能回饋至學生，進而與

業界接軌，提升畢業生之競爭力。 

第三階段：典範特色時期／健康促進績優學府（110學年度～…：亮眼特色永續發展）

辦學特色乃技職校院面臨少子女化衝擊下最佳的應對策略。本校自100學年

度定調「健康促進」是為校務發展特色主軸，歷經五年的滾動修正，健康學

科發展趨近完備，其成效展現在每年幾近百分之百的註冊率，校內的軟硬體

設施持續集中資源挹注，亟盼在110學年，本校創立半世紀之際，成為健康

促進績優學府，亮眼特色永續發展。       

(四)校務發展策略 

本校校務發展規劃，依據 SWOT 研析結果，擬定校務發展策略、計畫項目與執行重

點，據以推展各項行動方案，礙於篇幅有限，SWOT 分析敘述，請委員參見本校

107-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p.13~)，針對分析結果與策略擬定，如下圖： 

圖 6：本校特色校園營造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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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效品保化 

◎學生輔導全程化 

◎產學研究整合化 

◎在地責任實踐化 

◎國際交流拓展化

圖 7：本校 SWOT 分析圖 

圖 8：本校 SO、ST、WO、WT 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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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段 SWOT 之分析，在矩陣交集評估情況下，本校擬定了八項增長性與扭轉性的校務

發展策略，其面向涵蓋學生、教師、行政、社會等多元觀點，以達成校務中長程發展目

標，校務發展策略概要說明如下： 

1、校務發展特色化：護理核心，彰顯健康促進特色。 

2、教學成效品保化：品保為基，培育基層醫護人才。 

3、學生輔導全程化：學生中心，入學職涯全程輔導。 

4、產學研究實務化：實務優先，整合產學研究成果。 

5、全人教育深耕化：博雅涵養，品德態度教育第一。 

6、國際交流拓展化：國際接軌，拓展技職教育視野。 

7、校園環境友善化：友善環境，永續綠色美化校園。 

8、在地責任實踐化：融入地區，盤點需求履行責任。 

(五)校務發展指標 

1.基礎面向指標(α) 

1-1充實實務教學設備 (α-a) 1-10鼓勵教師多元升等 (α-j) 

1-2建置特色專業教室 (α-b) 1-11落實學生品格教育 (α-k) 

1-3落實教學品保措施 (α-c) 1-12陶冶學生人文涵養 (α-l) 

1-4健全發展實務課程 (α-d) 1-13鼓勵學生適性發展 (α-m) 

1-5提升學生實習成效 (α-e) 1-14弱勢或特殊生輔導 (α-n) 

圖 9：校務發展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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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學生檢定證照成效 (α-f) 1-15強化行政支援服務 (α-o) 

1-7畢業學生就業成效 (α-g) 1-16少子女化招生策略 (α-p) 

1-8提升教師實務能力 (α-h) 1-17落實內部控制機制 (α-q) 

1-9鼓勵教師專業成長 (α-i) 1-18營造永續綠色校園 (α-r) 

2.精進特色指標 (β)  

2-1健康促進幸福校園 (β-a) 2-7推動多元學習機制 (β-g) 

2-2推動特色亮點校園 (β-b) 2-8發展數位學習教材 (β-h) 

2-3提升護理師考照率 (β-c) 2-9學生國際移動能力 (β-i) 

2-4衝刺驗光師考照率 (β-d) 2-10鼓勵學生競賽成效 (β-j) 

2-5提升產學合作成效 (β-e) 2-11承辦居家托育系統 (β-k) 

2-6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β-f) 2-12提升推廣教育成效 (β-l) 

綜上，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是一所以「基層護理人才培育」見長之專科學府。本

校秉持辦學傳統，持續以「培育基層醫護健康人才」為教育目標。近年致力整合全校專

業學科、提升校務發展指標成效、師生同步實務增能，深化健康促進特色，整體辦學理

念及辦學方向適切地呼應社會與產業界之需求。 

貳、前一(學)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情形及辦理成效 

一、前一(學)年度經費支用情形 

本校以「全人健康促進」為特色發展宗旨，透過獎勵補助經費，培訓「健康促進管理

師」，逐年完善護理 OSCE 臨床教學、新設學科及體適能進康促進相關設備，強化全校

教職員生身心靈健康，並藉由相關專業圖書購置與研習活動辦理，提升個人對健康之

重視與認同。配合國家考試政策，資本門持續完善護理科 OSCE 臨床教學與視光學科驗

光師考照專業設備，並挹注新設學科視光學科及醫藥保健商務科專業教室建置，提升

學生實務經驗。 

(一)資本門經費以充實教學研究設備為優先 

1.護理教學設備更新與充實 

護理科為本校最具特色與識別之學科，學生人數為全國大專校院之最，占本校學

生人數百分之六十，106學年科學生數達3,598人。學科之設備均在各項計畫優先予

以挹注更新與充實。除了技術的提升，106年度建置3D 互動解剖設備，有助護理各

項課程使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深化專業知能。 

2.視光學科專業教室設備充實 

本校於102學年度設立視光學科，國家驗光師、驗光生考試亦於106年正式舉行，

使得大專校院視光科系出路更為寬廣，故持續充實該科教學硬體建置。  

3.醫藥保健商務科模擬藥局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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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保健商務科為本校105學年新設專業學科，發展方向結合醫藥保健與商務行銷

兩門跨領域專業，配合現今產業醫藥保健人力之需求，培育具備醫藥保健基礎與

商務行銷知識之基層專業人才，106年新設該科專業教室，提供學生實務教學操

作。  

(二)經常門經費以改善師資結構為重點 

因應少子化環境，部份學科面臨招生困境，對於師資結構亦將影響，藉由經常門獎

勵教師進行改進教學、編撰教材、製作教具等教案製作，激發教學創新，除課程革

新外，本校護理科考照績效亦逐年提升，顯現經費挹注之成效，106年經費執行重要

績效摘述如下 ： 

1.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學執行效益 

合計執行257案，獎勵補助經費達2,623,210元，占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經費

比例達27.09%。經費之運用緊扣本校教學實務型專科學校定位。 

2.教師輔導護理師考照成效亮眼 

本校護理科106學年度畢業生，參加考試院專技護理師高考，考照率達86.73%，較

之全國平均51.56%，高出35.17％，輔導成效亮眼，益顯本校辦學績效。 

3.教師赴業界深耕服務(代課鐘點費補助) 

配合技職教育政策推動，教師赴公民營深耕服務為累積實務經驗途徑之一，106年

度計鼓勵2名教師赴業界深耕，並補助其代課鐘點費，響應技職教育體系實務致用

之理念，推動教師與產業界之交流，提升教師實務經驗。 

 (三)經費執行與管理機制 

為使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有效挹注於教學研究設備建置及改善師資資結

構，提升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本校針對每年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執行版)

及前一年度訪視意見，以校務發展績效 PDCA 管考架構(如下圖)，從計畫、執行、

管考、改善，循環檢視修正。 

配合年度經費執行，本校訂有各項經費執行作業規定，並由業管單位依法落實執行。

為使經費執行審慎且發揮實質效益，由稽核室每年擬定專案稽核計畫，透過「內部

控制」與「內部稽核」任務編組，依據排程進行期中及期末專案稽核，檢視經費運

用及執行率，針對落後項目及缺失情形追蹤管考，使經費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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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年獲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約3仟多萬，107年提升至4仟多萬元，自籌款挹

注比例約18%至19%，顯示本校對校務建設與教學品質提升之重視。 

105至107年獎勵補助經費皆按比例及計畫期程執行完畢。  

附表 3：105～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年

度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支用總額

執

行

率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105 24,075,146 70.08% 10,280,785 29.92% 4,917,500 80% 1,267,280 20% 40,540,711 100%

106 23,928,207 71.19% 9,684,019 28.81% 6,052,993 91.6% 554,609 8.4% 40,219,828 100%

107 35,022,174  70.91% 14,364,978  29.09% 7,465,310 88.71% 950,495  11.29% 57,802,957 100%

 

二、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辦理成效 

106學年中長程校務發展執行，以基礎面向及精進特色面向為績效架構，基礎面向包含

「充實實務教學設備、建置特色專業教室、落實教學品保措施、健全發展實務課程、

提升學生實習成效、學生檢定證照成效、畢業學生就業成效、提升教師實務能力、鼓

勵教師專業成長、鼓勵教師多元升等、落實學生品格教育、陶冶學生人文涵養、鼓勵

學生適性發展、弱勢或特殊生輔導、強化行政支援服務、少子女化招生策略、落實內

部控制機制、營造永續綠色校園」等十八項指標；精進特色指標，包括「健康促進幸

福校園、推動特色亮點校園、提升護理師考照率、衝刺驗光師考照率、提升產學合作

圖 10：中長程校務發展績效管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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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多元學習機制、發展數位學習教材、學生國際移動能

力、鼓勵學生競賽成效、承辦居家托育系統、提升推廣教育成效」等十二項特色發展

要項，各項指標緊扣辦學績效。針對有助提升教學品質、研究能量之指標與學校經費

挹注情形，摘述分項說明如下表： 

附表 4：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情形 

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 
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之原因

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教學設備建

置/學科專業 
教室 

1.充實各教學

單 位 基 礎 資

訊設備(資訊

講 桌 、 教 學

投影設備) 
2.完善護理、

視 光 、 醫 藥

保 健 商 務 、

健 康 休 閒 管

理 、 美 容 造

型 等 專 業 學

科 ， 教 學 研

究 設 備 建

置。 

持續充實各

學科教學設

備，完善專

業教室設備

建置： 
1. 護 理 科

3D 解 剖

生 理 學

數 位 教

學 教 室

更 新 建

置 
2. 視 光 學

科 驗 光

教 室 及

配 鏡 實

驗 專 業

教 室 設

備充實 
3. 醫 藥 保

健 商 務

科 模 擬

藥 局 門

市 教 室

建置 
4. 口 腔 衛

生 科 牙

體 技 術

實 習 教

室 設 備

充實 
5. 健 康 休

閒 管 理

科 自 行

專業學科設

備雖每年以

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購

置，但其單

項專業設備

所需金額龐

大，故仍處

於持續建置

中。 
106 學 年

度，因應教

學需求，先

行規劃購置

新設學科專

業設備，囿

於 學 校 空

間，故仍須

逐年購置專

業設備，使

之 建 置 完

善。 

22,076,000 22,076,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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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 
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之原因

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車 實 務

教 室 設

備 充 實

汰 換 一

般 教 室

之 教 學

資 訊 講

桌 及 投

影設備 

落實教學品

保措施 

遴 聘 業 界 協

同 教 學 教

師 ， 執 行 50
門課程。 

106 學 年 度

執 行 53 門

課 ， 計 425
小時協同教

學時數 

無 1,223,000 0 0% 

健全發展實

務課程 

專業學科開

設實習課程

100%，學生

參與實習達

700人次。 

106 學 年 度

本校12個專

業學科皆開

設 實 習 課

程，參與校

外實習學生

計有為6,243
人次，與本

校實習課程

合作之業界

達 235 家 以

上。 

無 0 0 0% 

提升教師實

務能力 

1. 新聘教師

符合實務經

驗資料率

100% 

2. 現職完成

半年以上產

業研習或研

究教師36人

／96人 

1.106學年新

聘教師皆符

合實務經驗

教師資格。

2.現職完成

半年以上產

業研習或研

究教師48人

／86人 

106 學 年 度

部分專任教

師屆齡退休

及離職，故

原認列之總

數 略 為 降

低，但現職

完成半年以

上產業研習

或研究之教

師已近目標

設定值。 

236,230 236,2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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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 
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之原因

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鼓勵教師專

業成長 

1.獎勵改進教

學、編纂教

材、製作教

具計300案。

三類合計獎

勵257案 
無 2623,210 2623,210 100% 

鼓 勵 教 師 至

業 界 深 耕 服

務 ， 簽 訂 產

學 計 畫 辦 理

深 度 研 習 及

親 赴 實 習 機

構 了 解 學 生

實 習 情 形 ，

提 升 實 務 經

驗 反 饋 教 學

現 場 ， 補 助

經 費 及 件

數： 
1. 深 耕 服 務

( 鐘 點 費 ) 
36 萬 元 ，

預估補助4
案 

2. 深 度 研 習

( 活 動 費 ) 
10 萬 元 ，

預估補助5
案 

1.106年核定

2名教師赴

業 界 深 耕

服 務 ， 補

助 代 課 鐘

點 費 共 計

23 萬 6,230
元。 

2.106年核定

美 容 造 型

科 辦 理 深

度 研 習 ，

補助經費2
萬 6,880
元 ， 提 升

該 科 教 師

專 業 實 務

操 作 經

驗。 

無 263,110 263,110 100% 

鼓勵教師多

元升等 

1.鼓勵教師多

元升等計3案

2. 辦 理 教 學

實 務 報 告 計

畫研習坊／2
場次 

106 學 年 度

未有教師以

專利及技術

轉移、產學

合作成果送

審升等，為

使教師對多

元升等更教

了解，年度

辦 理 2 場 教

學實務與技

術應用型升

等觀摩分享

研習活動。 

105-106學年

度本校教師

多達 8 人 仍

於進修中，

預估後續升

等方式仍以

學位送審為

主，故尚未

能達成目標

成效。 

5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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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 
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之原因

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鼓勵學生適

性發展 

生命教育宣

導人次達

3,000人以上

辦理體驗、

反思、實踐

多元活動；

宣導／3,000
人次，培訓

自殺防治小

種子／各班

1 人 以 上 ，

「我的人生

量表」／施

測 人 數 達

1,150 人 以

上。 

無 0 0 0% 

Ucan 學生生

涯輔導宣導

人數達700人

次 

進行 Ucan入

班解測共計

15班，宣導

人 次 達 750
人次 

無 0 0 0% 

學生生涯輔

導人次達200
人次 

辦理輔導專

業督導與研

習 計 3 場

次，參與人

數 達 200 人

次以上。 

無 0 0 0% 

弱勢或特殊

生輔導 

持續補助弱

勢學生助學

經費 

106 學 年 大

專弱勢助學

金 480 人 ，

教育部補助

848 萬 元 ，

學雜費3%提

撥  628 萬

元，總計達

1,476 萬 元

整。 

無 6,281,47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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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 
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之原因

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持續補助學

生工讀助學

經費 

106 學 年 學

生助學工讀

及生活學習

助學金教育

部 補 助 76
萬 ,777 元 ，

學雜費3%提

撥 120 萬

元，總計達

196 萬 6,777
元整。 

無 1,966,777 0 0% 

健康促進幸

福校園 

全 人 健 康 促

進 教 育 成

效 ， 開 設 校

訂 通 識 必 修

「 健 康 促

進」課程：1
門(2學分/2學

時) 

已開設通識

必修「健康

促進」專業

課 程 2 學

分。 

無 0 0 0% 

續 辦 「 全 人

健 康 促 進 學

術 研 討 會 」

（ 學 術 論 文

場2／多元活

動場6，加強

社 區 健 促 活

動） 

於 106/8/30
辦理 2017第

四屆全人健

康促進學術

研討會。 

無 211,079 211,079 100% 

提升護理師

考照率 

護 理 師 考 照

率 成 效 達

88% 

106年度 550
學生全程到

考 ， 考 取

468位，考照

率85.09%。 

無 295,000 295,000 100% 

衝刺驗光師

考照率 

驗光師考照

率成效40%
(40%／20位

考取) 

106年度僅6
位在職專班

學生考取，

未達預估績

效。  

當年度為首

屆畢業生應

考，故考試

經 驗 值 較

低，未達績

效值。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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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特色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 
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之原因

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含自籌款)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提升產學合

作成效 

產學計畫促

成較105學年

度增加10%

105 年 度 產

學計畫共計

26 案 ， 106
年 共 計 28
案，成長幅

度未達預估

成效。 

各專業類科

教師積極爭

取產學合作

計畫，礙於

計畫規模較

小，產值績

效不符產商

預期，故未

能促成實際

合作成效。

330,000 330,000 100% 

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 
預估通過5案

／種子期。

106 學 年 本

校通過在地

長照及在地

旅 遊 2 案 ；

另 於 107 年

度高教深耕

計畫主冊另

規劃在地長

青及技職教

育宣導。 

無 0 0 0% 

發展數位學

習教材 
數位學習專 
業設備充實

106 學 年 度

規劃建置，

已 於 107 學

年度啟動建

置，預計當

107 年 11 月

建置完成。 

無 2,930,000 0 0% 

鼓勵學生競

賽成效 

鼓勵教師 
指導學生參

與國際性、

全國性及地

方性競賽預

計獎勵20案

106 年 度 共

計 獎 勵 23
案，由美容

造型科、護

理科、應用

英語科、行

銷 與 流 通

科、國際商

務 科 等 教

師，指導學

生 參 加 全

性、地區性

競賽，學生

獲獎成績斐

然。 

無 260,000 26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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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8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108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發展目標 

108年度正值本校特色發展第二階段／形象特色時期：健康促進師生增能（105~109學

年度：強化實務接軌業界）。配合校務發展八大策略、擬定基礎面向18項指標及精進特

色12項指標，除運用整體獎勵補助支用計畫規劃之外，並對接高等教育深耕四大計畫

面向，及其所策定之子計畫執行內容，以師生實務增能、接軌業界為階段發展目標。

以下分述108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重點內容及發展目標、整體支用計畫重點內容及發展目

標、以及高教深耕計畫之重點內容及發展目標。 

(一)108校務發展計畫重點內容及發展目標 

在校務發展策略及發展指標明確之下，108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環扣辦學特色之主要績

效指標，其重點計畫及執行內容摘要如下，發展策略與重點計畫關聯暨規劃、分工

與管考，請參見下圖： 

1.校務發展特色化 

本校以健康照護學科為辦學核心，全力發展「全人健康促進中心」特色，並因地

緣優勢發展「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另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動績效，發展「性別平等

教育中心」與「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此四個特色發展中心，為本校發展特色

之重點，本項策略以「學校特色健康促進實施計畫」、「性別平等特色發展計畫」、

「客家文化特色發展計畫」、「原住民族特色發展計畫」….等，為執行重點。 

2.教學成效品保化 

基於品保理念，教學成效以培育學生「畢業即就業、就業即勝任」為目標，因此，

本項策略以「專業學科教學設備更新計畫」、「提升教學品質設備充實計畫」、「數

位學習設備充實計畫」、「業界協同教學實施計畫」….等，為執行重點。 

3.學生輔導全程化 

為強化學生輔導成效，本校以全程化為構思，自新生入學的職涯、選課輔導，在

校期間的課業、生活、社團輔導，畢業前的就業媒合輔導及畢業後的校友連繫等，

周詳的為學生規劃輔導程序，使學生身心靈穩定，並且安心就學，本項策略以

「學生就業輔導成效檢視計畫」、「導師制度特色計畫」、「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

計畫」、「學輔設備充實計畫」….等，為執行重點。 

4.產學研究實務化 

產學合作績效為技專校院發展重點之一，另配合技職教育法第25、26條教師實務

經驗認定，亦鼓勵教師教學實務研究、業界深耕服務及深度研習，提升教師專業

實務能力，本項策略以「教師實務經驗提升計畫」、「教師產業實務研習計畫」、

「鼓勵教師升等成效計畫」、「鼓勵教學實務報告計畫」….等，為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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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人教育深耕化 

本校以博愛為校訓，重視全人教育之博雅涵養，因此，本項策略以「品格教育特

色計畫」、「服務學習拓展計畫」、「防治藥物濫用計畫」、「保護智慧財產計畫」….

等，為執行重點。 

6.國際交流拓展化 

本校在國際姊妹校、教師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部分略具基礎，惟迄目前為止並

未招收外籍學生以及開設境外專班等國際交流成效，因此，拓展國際交流機會亦

列為本校努力的方向之一，本項策略以「校園雙語環境推動計畫」、「提升學生外

語能力計畫」、「境外姊妹學校交流計畫」、「學生國際視野培養計畫」….等，為執

行重點。 

7.校園環境友善化 

境教之營造，為建設現代化校園之重要環節。龍潭新校園自97年落成啟用以來，

持續充實軟硬體設備，現階段已有行政大樓、護理大樓、幼保大樓、宿舍大樓、

學生活動中心等五棟教學與生活環境設施。師生人數逐年增加，擴建校園各項軟

硬體設施以符實需確有必要，本項策略以「校園環境安全管理計畫」、「校園安全

設備建置計畫」、「永續生態校園營造計畫」、「校園無障礙環境建置計畫」….等，

為執行重點。 

8.在地責任實踐化 

教育部鼓勵大學實踐社會責任，透過大專校院內專長領域、師生能量服務社會。

此 USR 計畫自106年度起實施試辦期計畫，並自107-111年有五年期的計畫推展期。

本校評估專長領域及師生能量，本項策略以「在地長照整合計畫」、「在地托育整

合計畫」、「在地亮眼整合計畫」、「在地長青整合計畫」、「在地旅遊整合計畫」，為

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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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07-108學年度校務發展策略暨重點計畫關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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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具體指標包括基礎面向及精進特色兩面向。基礎面向發展指標，包括「充

實實務教學設備、建置特色專業教室、落實教學品保措施、健全發展實務課程、提升學

生實習成效、學生檢定證照成效、畢業學生就業成效、提升教師實務能力、鼓勵教師專

業成長、鼓勵教師多元升等、落實學生品格教育、陶冶學生人文涵養、鼓勵學生適性發

展、弱勢或特殊生輔導、強化行政支援服務、少子女化招生策略、落實內部控制機制、

營造永續綠色校園」等十八項；精進特色面向，包括「健康促進幸福校園、推動特色亮

點校園、提升護理師考照率、衝刺驗光師考照率、提升產學合作成效、善盡大學社會責

任、推動多元學習機制、發展數位學習教材、學生國際移動能力、鼓勵學生競賽成效、

承辦居家托育系統、提升推廣教育成效」等十二項指標，各發展指標除響應技職教育重

點之外，並置點於本校逐步邁向健康促進績優學府之發展願景。 

衡酌校務發展規劃，並兼輔校務推動重點，107-108學年度之執行目標，以「特色性

指標、成果性指標、程序性指標」三段落行文說明。 

第一、特色性指標之執行目標 

107年度推展之特色性指標，規劃執行狀況如下： 

(1)健康促進教育成效 

A. 特色面：投入「校本健康促進計畫(戒菸、反毒、防愛滋)／50萬元、桃園

市府知識城計畫（社區）／30萬元、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特約單位執

行計畫／10萬元、長期照顧10年計畫2.0－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補助計

畫／180萬元」等，兩項計畫經費預期投入270萬元，並執行本校健康智商

之數據分析資料。 

B. 課程面：持續開設校定必修「健康促進」課程，編撰自我特色之教材。 

C. 學生面：針對目標群體之體適能，達成實際提升之效果，目標400人次。 

D. 教師面：培育「健康促進管理師」，充實校內健康促進課程師資，鼓勵教

師跨領域學習，目標維持校內50位教師獲得認證。 

E. 資源面：充實健康促進軟硬體設施，健康促進網頁資源及使用率增10%，

投入200萬元添置健康促進設備，健康促進圖書專區年增200冊圖書。 

(2)性別平等教育成效 

A. 特色面：執行「性別主流化計畫、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所設性別相關研究

中心或性別相關系所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含情感教育等議題）課程教學推

動或教材教法研發計畫」等，二項計畫預期投入50萬元，針對本校性別統

計資料冊進行分析，並賡續承辦教育部委辦之性平計畫，提升本校執行性

平業務之特色形象。 

B. 課程面：鼓勵教師將性平觀念融入課程教學，目標50門課。 

C. 學生面：執行「性平電影讀書會、住宿生性平宣導、護理科實習性平培育

講座、社區性平推廣」等宣導，每學年約計1,800人次，成立性平健康促

進社與性平關懷社等性別相關社團，並積極關注與輔導多元性別教育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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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教育，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 

D. 教師面：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才庫教師增至11人。 

E. 資源面：充實性別平等圖書專區，自1,200冊增至1,300冊圖書；建置性別

平等友善廁所4間。 

(3)客家文化推展成效 

A. 特色面：本校與桃園市客家事務局合作，賡續辦理第九屆（2018年）、第

十屆（2019年）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研學術研究研討會及相關客家活動之

響應推展。 

B. 課程面：賡續開設「醫護客語」必修課程，培育學生服務在地鄉親之鄉土

語言能力。 

C. 學生面：修習醫護客語課程學生人數740人，參與客家活動人次，每學年

度1000人次。 

D. 教師面：鼓勵具客家語言能力與研究能力教師成為客家薪傳師。 

E. 資源面：充實客家文化圖書專區，預計年增200冊圖書收藏。 

(4)原住民族教育成效 

A. 特色面：輔導原住民族學生社團達斯督努瑪參與競賽成效。 

B. 課程面：賡續執行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輔導計畫；108學年度起開

設「原住民生態環境概論、原住民圖騰繪製」等課程。 

C. 學生面：本校原住民學生已達518人（107.10.15校庫數據），將賡續辦理原

鄉部落探訪、服務及文化體驗，使學生更加認同原生文化。 

D. 教師面：聘任原住民社團輔導教師，強化教師面輔導成效。 

E. 資源面：充實原住民族相關靜動態社團設備。 

(5)護理師考照率成效 

107學年度畢業生預期達到90%／579位護理師，108學年度期能成長為90%／

621位護理師，並以考照率九成為本校護理科永續之科辦學成效目標。兩學年

度預期培訓出1,200位國家級護理師，為基層醫療需求注入活水。 

(6)驗光師考照率成效 

107學度畢業生驗光師考照率40%／16位考取、驗光生考照率60%／24位考取；

108學度畢業生驗光師考照率50%／24位考取、驗光生考照率70%／53位考取。

兩學年度預期培訓出54位國家考試合格之驗光師及77位驗光生，投入就業市

場。 

 (7)特色教學專業教室 

107至108學年度預劃建置及充實「長期照顧專業教室、低視力專業教室、翻

轉教學專業教室、隱型眼鏡專業教室建、視光中心專業教室、模擬藥局門市

教室、3D 解剖生理學數位教學教室、護理模擬情境自學中心、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口腔衛生術科教室、實習旅行社、健康促進樂學紓壓中心、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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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學習中心、多功能演藝教室」等特色教室教學設備。 

第二、成果性指標之執行目標 

(1)實務經驗師資成效 

依104年11月20日公布之技職法，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教師每任滿六年應具備

六個月業界實務經驗，本校依107年10月15日校庫統計資料，80位教師受技職

法之規範，現職教師達標者48位，達成率60%。107學年度目標提升至66%，

108學年度提升至85%，預期109學年現職老師全部達標。 

(2)學生就業輔導成效 

106學年度預期為部定標準之20%至50%之級分（第三級分），學校得5分；107

學年度預期為10%至20%學校得7分（第三級分）。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 

107學年度以85%為目標，以學生數6,200人為基準，具檢定證照人數應為

5,270人。108學年度以90%為目標，以學生數6,200人為基準，具檢定證照人

數應為5,580人。 

(4)產學合作成效推動 

107學年度以600萬元為執行目標，108學年度提升至850萬元（經費來自業界

或科技部之專題研究計畫）。 

(5)數位教材發展發展 

107學年度產出數位單元教材160案／學生使用率50%；108學年度產出數位單

元教材 170案／學生使用率50%。 

(6)善盡社會責任計畫 

107學年度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推展大學實踐社會責任計畫，包括主冊

「社區銀髮青春運動健促」及「技職教育宣導」兩案共55萬元，附冊「在地

長照」及「在地旅遊」兩案共370萬元；108學年度將賡續辦理，並滾動推出

「友善托育」、「在地長青」及「在地亮眼」等計畫。 

第三、程序性指標之執行目標 

(1)學生參與業界實習 

106學年度計有12個專業學科開設實習課程，開課率達90%，實習總時數約

82.8萬小時，參與校外實習學生計有為6,243人次，本校積極開設校外實習課

程並與合作機構數達235家以上，每學期學生進行校外實習人次及實習時數逐

年攀升。  

(2)充實實務教學設備 

充實實務教學設備，107學年度預計投入55,000,000元，108學年度預計投入

60,000,000元(因應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分配比例調整，將提升資本

門經費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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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教學成果獎勵 

107學年度112件／50萬元，3/4教師參與；108學年度125件／70萬元，3/4教師

參與。 

(4)學生參與競賽成效 

維持每學年度140件獲獎件數，精進獲獎層級與競賽層次。 

(5)教學品保機制成效 

專業教學單位於五年（107-110年）內逐步累計完成全部專業課程外審，兩學

年度專業科目課程外審比率達55%，兩學年度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120人次；

教師與業界專家共編教材30件；教師發展教學實務報告1-2篇；整體支用、高

教深耕計畫補助教師參加研習活動達200人次，教學大綱上網100%。 

(二)108整體支用計畫重點內容及發展目標 

依前述校務發展策略及具體指標之規劃，108年整體經費支用計畫重點內容，經常門

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年度經費挹注重點摘要敘述如下：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項目：期透過教師薪資補助，使校務穩健發展；

推動實務教學項目：經費挹注於獎勵及補助教師自編、自製教學教材與教具，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獎勵教

師實習訪視、補助教師與業界共辦深度研習、獎勵導師輔導班級、護理師考照成效；

研究項目項下：經費挹注於補助產學合作及實務研究計畫、補助實務教學研究專家

諮詢費、獎勵產學合作暨實務研究成果；研習項目：鼓勵教師參加研習活動，提升

教學專業知能，另配合教育政策推動，亦鼓勵教師參加學術自律、學輔相關政策之

研習，以及於其他項編列特色活動經費，推展全人健康促進、性別平等、客家及原

住民文化活動。 

資本門以教學研究設備購置、環境安全衛生設備建置為主，年度經費挹注重點摘要

敘述如下： 

新建醫藥保健商務科醫藥科技實驗專業教室及幼兒保育科展演教室，並持續充

實護理科、視光學科、口腔衛生科設備與全校教室 E 化設備汰舊更新，為推動實務

及校務研究，持續完善擴充教學研究前導模擬系統第二期，使全校教與學之環境更

為優質。除優化教學環境外，校園環境安全衛生亦是資本門建置重點，108年主要以

建置環保廢棄物處理(汙水處理廠設備系統)、校園安全(監視攝影機)、無障礙空間

(廁所電動門)及永續校園綠化(餐廳廚房油煙風管)等設備類別，透過資源投入，完善

整體教學場域與環境安全衛生。 

(三)108高教深耕計畫重點內容及發展目標 

依前述校務發展策略及具體指標之規劃，108年高教深耕計畫重點內容及發展目標

如下： 

本計畫以「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社會責任及

發展學校特色」四項為目標，並透過各項策略(子計畫)及項下方案，達成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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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計畫以1.1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1.2 改善教學品質、1.3 提高學生學習自由度及專業

主修彈性、1.4 培養學生具備使用及運用程式語言之能力、1.5 培養學生創新創意

能力等5項為策略(子計畫)，共21個方案，42個工作項目，以達成本校校務發展中

校務發展特色化、教學成效品保化、學生輔導全程化、產學研究實務化、全人教

育深耕化及外語能力精進化等目標。 

2.發展學校特色： 

計畫以2.1基層護理人才培育為策略(子計畫)及方案，推動教學深化、課程精進、

強化精熟實務，護理職能躍升、紮根護理專業，提升專業證照及充實更新設備，

強化實作課程等4個工作項目，以培育護理基層人才，以達成校務發展中校務發展

特色化目標。 

3.提升高教公共性： 

計畫以3.1弱勢生協助輔導機制，促進社會流動及3.2落實內部控制機制」2項為策

略(子計畫)，4個方案10個工作項目，以達成校務發展中學生輔導全程化及校務發

展特色化目標。 

4.善盡社會責任： 

原定計畫「在地長青—社區銀髮青春運動促進計畫」、「在地長照—社區照顧服務

中心整合計畫」、「在地托育—家庭育兒平臺支持推動計畫」及「在地旅遊—文化

史蹟名勝景點導覽計畫」等，已於106-107年落實執行，將持續於108年度賡續辦

理及精進「友善托育」、「在地長青」計畫內容，並爭取「在地亮眼—南桃園「國

中小學視力保健」維護計畫，以達成校務發展中「在地責任實踐化」目標。 
 

二、108年度各項經費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執行內容及預期成效 

108年學校持續爭取外部計畫經費，挹注校務特色發展，經費來源主要以教育部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及自籌經費為

主，期能透過各項經費挹注與本校中長程發展指標環環相扣，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學

生學習成效、充實教學資源，形塑學校辦學特色。 

校務發展特色，主要對應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四大發展面向計10項指標，分別為1-1

充實實務教學設備、1-3落實教學品保措施、1-4提升學生實習成效、1-5畢業學生就業

成效、1-8提升教師實務能力、1-14弱勢或特殊生輔導、2-3提升護理師考照率、2-8發展

數位學習教材、2-11承辦居家托育系統、2-12提升推廣教育成效，預估108年各面向重

點計畫推動與執行成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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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108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 

面向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主要 

工作內容 

獎勵補助款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如：學

校自籌款、

科技部…等)
質化 量化 

資本門 經常門 

教學成效品保化

啟 動 教 學

「 新 方

法」、翻轉

學生「成巨

塔 」 ， 5L
學習環境教

學模式【落

實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學

品 質 】 1-3
落實教學品

保措施//1-4
提升學生實

習成效/ 1-5
畢業學生就

業成效/ 1-8
提升教師實

務能力 

1.1 提 升 學

生學習成效

1.1.5 提 升 學

生 實 習 成

效 ： 開 設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0 300,000 2,541,000 363,000 開設課程 

1.107、108學年

度各科實習時

數累進計畫分

別 達 900,000
及 890,000 小

時。 
2.達成校外實習

能力提升目標

之人數占參加

學生數比率達

94%。 

教學成效品保化
1.2 改 善 教

學品質 

1.2.7 建 置 校

內 畢 業 生 流

向 追 蹤 機 制

並 回 饋 精 進

教 學 成 效 ：

追 蹤 畢 業 生

流 向 ， 分 析

就業情形。 

0 0 

6,413,000 910,000 

利 用 問 卷

調 查 ， 追

蹤 畢 業 生

畢業後1~3
年流向 

有效問卷調達

50% 

教學成效品保化
1.2 改 善 教

學品質 

1.2.2 專 任 教

師 業 界 實 務

經 驗 提 升 成

效 ： 教 師 實

務 能 力 增

能。 

0 8,504,400 
教 師 完 成

半 年 以 上

實務經驗 

1.達成率66% 。 
2.任教專業科目

或技術科目專

任教師具業界

實務經驗人數

占所有任教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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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主要 

工作內容 

獎勵補助款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如：學

校自籌款、

科技部…等)
質化 量化 

資本門 經常門 

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專任教師

數 比 率 達

61.5%。 

教學成效品保化
1.2 改 善 教

學品質 

1.2.1 優 化 師

資 質 量 及 改

善 生 師 比 推

動 成 效 ： 強

化 師 資 素

質 ， 降 低 生

師比。 

0 6,897,120 

1. 降 低 講 師

授課時數 
2. 增 加 護 理

高 階 師 資

比例 

1.授課時數16小

時以下。 
2.護理高階師資

比 達 17% 以

上。 

教學成效品保化

產學研究實務化

 

1-1 充 實 實

務教學設備

( 落 實 教 學

創新) 
1.2 改 善 教

學品質 

1.2.5 完 善 教

師 教 學 支 持

系統(教學設

備提升)：專

業 學 科 設 備

充實。 

17,412,801 1,174,000 

建 置 翻 轉

教 室 及 大

講 堂 及 專

業 學 科 設

備充實 

護 理 科

OSCE 、 視 光

學科等專業教

室設備充實、

並建置一間多

功能大講堂。 

教學成效品保化

產學研究實務化

2-8發展數

位學習教材

1-8提升教

師實務能力

(落實教學

創新) 
1.2 改 善 教

學品質 

1.2.5 完 善 教

師 教 學 支 持

系統(活化教

學 知 能 ， 強

化 教 學 實

務)：提升數

位 教 材 、 鼓

勵 教 師 發 表

教 學 實 務 報

0 1,753,400 

1. 產 出 數 位

教材課程 
2. 執 行 教 學

實 務 研 究

計 畫 ， 並

發 表 實 務

報告 
3. 教 師 取 得

公 部 門 頒

1.產出數位教材

課 程 11 門 及

160個教案。 
2.補助教學實務

研 究 計 畫 8
案。 

3.20人次取得公

部門頒發之專

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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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主要 

工作內容 

獎勵補助款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如：學

校自籌款、

科技部…等)
質化 量化 

資本門 經常門 

告 、 教 師 專

業 證 照 培

訓。  

發 之 專 業

證照 

教學成效品保化

新生核心在

醫護、人才

培育有特色 
/2-3 提 升 護

理師考照率 
( 發 展 學 校

特色) 

 

2.1 基 層 護

理人才培育

2.1.1 基 層 護

理 人 才 培 育

成 效 ： 強 化

精 熟 實 務 ，

提 升 專 業 證

照 ， 充 實 更

新設備 

2,000,000 450,000 4,035,000 76,000 

獎 勵 護 理

師 證 照 考

照 率 ， 完

善 OSCE、

PBL 專 業

教 室 ， 使

教 學 環 境

貼 近 業 界

場域。 

護理師考照率

全校達90%/全
國 55% ， 持 續

充實 OSCE、

PBL 專業教室

設備。 

學生輔導全程化

弱勢輔導新

制度、辦學

評鑑展品保 
/1-14 弱 勢

或特殊生輔

導 ( 提 升 高

校公共性) 

3.1 弱 勢 生

協助輔導機

制，促進社

會流動 

3.1.1 弱 勢 學

生 獲 得 輔 助

或 協 助 之 比

率 提 升 成

效 ： 弱 勢 生

學 習 成 就 增

能 

1,186,582 1,468,166 

2,383,500 
(主冊195,000

+ 
附錄

2,188,500)

12,000 
發 展 弱 勢

生 三 級 輔

導工作 

弱勢學生獲得

輔導或協助人

數占所有弱勢

學生人數比率

達40%(協助學

生突破學習困

境，輔以支持

性輔導措施，

師生面如自主

夥伴學習、伴

讀、TA、教師

個別或團體加

強課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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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主要 

工作內容 

獎勵補助款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如：學

校自籌款、

科技部…等)
質化 量化 

資本門 經常門 

3.1 弱 勢 學

生協助輔導

機制，促進

社會流動 

3.1.2 住 宿 生

弱 勢 扶 助 與

新 住 民 培 力

成 效 ： 扶 助

弱 勢 住 宿

生 ， 從 實 作

中 培 養 就 業

力 

辦 理 輔 導

活動 

受輔導之住宿

生數占所有住

宿之弱勢與新

住民學生數比

率達40%。 

在地責任實踐化

社會責任實

踐化、深耕

在地新地標

/2-11 承 辦

居家托育系

統2-12提升

推廣教育成

效 ( 落 實 社

會責任) 

4.1 善 盡 社

會責任方案

4.1.1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在

地 長 照 、 在

地 旅 遊 、 在

地 長 青 、 技

職宣導 

0 540,000 

4,240,000 
(3,700,000
+技職40萬

+在地長青

7萬+在地

托育7萬) 

160,000 
(技職10萬 

+在地長青3
萬+在地托

育3萬) 

爭 取 教 育

部 USR 計

畫 

215.312案種子

型計畫 

校園環境友善化

α-r-4永續生態校園營造

計畫 /α-r-3校園安全設備

建置計畫/α-o-1行政人員

業務研習計畫/α-o-2政人

員進修實施計畫 

建 置 完 善 校

園 安 全 環

境 、 提 升 行

政 效 能 及 服

務品質。 

3,085,590 925,000 0 0 

1.優化校園

環 境 品 質 .
提供。 
2.提升行政

品質。 

1. 建置汙水處

理 廠 設 備 系

統 、 油 煙 風

管..等設備 
2.行政活動參

與 度 達 60 人

次。 

總計(含自籌款) 23,684,973 22,012,086 19,612,500 1,5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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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發展經費使用原則及相關說明 

本校配合教育部的相關規定，成立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成員為行政單位主管及

各教學單位教師代表)，負責審理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預劃。整體經費運用

於經常門、資本門各支用項目，皆訂有相關作業辦法及審查機制，各項支用辦法亦公

告於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專區網頁及相關業務執行單位。 

(一)經費分配原則 

本校為求經費分配之公正、公開、公平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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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特訂定「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辦法」，作

為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分配的最高指導原則。每年度經費之運用謹遵循本校訂定之

「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辦法」，併同參據教育部當年度頒訂之經費支用注意事

項，包括：撥款經費之執行期限、經常門及資本門之分配比率、經費之用途及限制，

並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執行重點，分配經費比率。 

(二)經費分配程序 

整體獎勵補助經費，係由各單位提出經常門及資本門需求，於前年10月底前繳送研

發處彙整後，由研發處依據學校發展目標進行經費比率規劃，並擇期報請校長召開

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審議當年度各項經費支用額度及各單位設備採購項目、預

算及排序，各項經費分配程序如下所述： 

1.整體經費 

1-1獎勵補助款 

預估版經費參酌本校近三年獲教育部核定之整體獎勵補助經費額度，匡列年度

補助經費5仟萬進行規劃，並根據部頒規定資本門50％與經常門50％之分配比例。 

1-2自籌款 

配合整體獎勵補助經費申請，自籌款應占獎勵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度，為

有效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以13%~15%作為配合款支用額

度，並優先支援資本門各教學研究設備及優化校園環境安全衛生設備之建置，

經常門各項目次之，期能透過自籌款之挹注，逐年完善校院硬體設施，提升教

職員生對校園環境的肯定與認同。 

依教育部108年4月18日臺教技(三)字第1080549081號函核定經費，修正經費支

用預估情形一覽表，請參見附表6。 

1-3重大修繕維護工程款 

本校遵循經費支用規範，106至108年皆未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興建校舍工程建築

及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校舍興建皆由校內經費挹注支用，請參見附表7。 

2.資本門經費 

本項經費運用與分配，依據本校訂定之「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分配作業辦法」辦

理，由需求單位於每年10月31日前提出設備購置需求，各項經費需求由研發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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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據年度總體經費規劃比率研擬分配，並報請校長擇期召開經費規劃專責小組，

審定經費比率及設備購置優先序。 

承上所述，資本門總經費（含學校配合款）分配架構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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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發處依據

校務發展重點及特色，初擬分配比例及購置優先序，提送專責小組會議審議，校統

籌分配款經費，優先挹注全校性教學研究設備、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項目、其

次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及環境安全等永續校園設備  

另中長程重點特色發展分配款，以彰顯學校發展特色且具延續性之設備為核配重

點，並考量學校現階段與規劃發展之重點科系所提設備，優先納入本項經費購置項

目。學科特色及基礎設備配置，以發展學科特色之設備，優先納入核配項目；學科

基礎設則以充實常態性教學、實驗、實習設備次之，經費支用編列情形，請參見附

表8。 

3.經常門經費 

依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之整體規劃，提升辦學特色基礎面向及精進特色，優先

將經費挹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並以推動教學實務教學、爭取實務研究計畫、

鼓勵產學合作及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等，為經費分配原則。 

另依據部頒經常門經費分類與比率編列原則，5%以內為「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經費、2%以上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其餘則以配合學科發展、特

色推展、全校性使用之軟體與資料庫為預算編列項目，經費支用編列情形，請參見

附表9。 

綜合上述經常門、資本門經費規劃及分配，經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後，納入整

體經費支用計畫書，並依審訂之預算，調整各項經費支用內容，執行時依各項業務

所定之獎勵補助作業辦法據以執行，符合經費支用程序。 

(三)經費支用及稽核程序 

1.經常門、資本門經費核定分配後，依據教育部補助「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

作業及查核要點」、「政府採購法」及本校訂定之各項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辦

法，於每學期中及學期末，進行專案稽核作業，管考執行進度及支用程序。 

2.財物管理：依據本校財物管理辦法，貼妥「○○○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等要求之

相關字樣之標籤。 

3.各項購置儀器設備及圖書設備完成交貨驗收後，由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財產物品產

籍新增登記後，列印財產增加單提供辦理核銷。儀器設備保管及維護由保管人負

責，並配合辦理財產物品轉移、盤點及減損等相關作業，學年度結束後編造財產

目錄清冊陳核後存查。 

4.年度決算須經教育部認可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執行情形亦公告於本校網站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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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組織會議資料及成員名單 

1.專責小組 

本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委員共置31人，由行政主管及各科選舉代表擔任之，任期

兩學年，審議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經費編列、變更等相關事宜，成員名單、

組織辦法及審議108年度支用計畫規劃及分配相關會議紀錄，請參閱【計畫書附

冊】。 

2.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為健全內部稽核功能，本校設有稽核小組共置8名委員，進行稽核工作，專兼任稽

核人員名單、內部稽核實施辦法，請參閱【計畫書附冊】。 

(五)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度 

各項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皆訂有辦法及制度，並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依行

政程序公告周知，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支用規範，請參閱【計畫書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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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一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附表 10：108年度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1.學校以健康護理為核心教育之

實務教學型專科學校定位，方

向正確。並將108 年度訂為特

色發展第二階段（形象特色時

期）：健康促進師生增能，強

化實務接軌業界，並依校務發

展計畫八大策略，擬定基礎面

向之18 項指標及精進特色12 

項 指 標 。 108 年 度 重 點 內 容

為：校務發展特色化、教學成

效品保化、學生輔導全程化、

產學研究實務化、全人教育深

耕化、國際交流拓展化、校園

環境友善化及在地責任實踐

化，與校務發展方向鏈結且具

相當的完整性。 

感謝委員肯定本校定位方向、校務發展策

略及依策略擬定之面向指標，本校將依規

劃期程，落實執行特色發展第二階段(形象

特色時期)，並管考基礎面向、精進特色面

向指標之計畫成效，致力達成校務發展計

畫書之設定目標。 

 

2.此外，108年度學校擬特別強

化實務接軌業界，故於執行重

點上，建議可多著墨於學校建

立完整機制，培育學生接軌業

界，並朝跨領域實作邁進。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108年邁入校務特色發

展第二階段（形象特色時期），目前已精

進作為如下： 

教師面向：建立完善教師實務機制，包括

訂定「研究績效獎勵」、「教學實務研究

計畫補助」及「教具製作補助」…等獎勵

補助措施，激勵教師爭取教學及研究績

效，另輔以教師評鑑制度，鼓勵教師完成

技職教育法規定之實務經驗累積，透過獎

勵機制與評鑑制度，提升教師實務經驗，

反饋教學現場，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藉

由產學計畫之執行，接軌業界，落實師生

實務增能目標。 

學生面向：建立完整學生實習制度、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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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課程績效評量辦法、校外實習訪視及輔導

實施要點等辦法，並透過高教深耕計畫項

下策略方案，如：學生專業實務技術能力

提升成效與提升學生實習成效等，以增進

學生實務技能，進而培育學生與業界接

軌。 

3. 全 校 學 生 數 約 在 5,900 人 上

下，新生註冊率於106 年度以

前，均接近滿招，惟107 學年

度降至93.66％，值得學校注

意。因為，校務發展進程110 

學年度起，才明顯有因應少子

女化之構想，就目前學生數和

新生註冊率來看，雖有其思考

依據，但揆諸近三學年度之新

生註冊率有下降之趨勢，似宜

盡早因應。 

感謝委員提醒，因應少子女化，本校除積

極拓展生源管道外，亦啟動校務研究機

制，分析肇因，降低修退學生數，以招生

策略與留生機制，穩定學生數，並賡續提

升教學品質，以辦學績效和緩少子女化之

衝擊。  

4.該校設科原本朝多元綜合性發

展，近年來陸續停招應日、應

英、行銷與流通及國際商務等

科，發展方向已較能符合學校

之自我定位。 

感謝委員肯定，本校整體建設與永續發展

以校務發展計畫書為藍本，因應社會環

境，滾動修正發展策略與目標，並逐完善

自我定位：健康護理為核心教育之「實務

教學型」專科學校。 

 

5.該校108 年度校務發展經費預

估支用計畫，符合校務發展計

畫目標與策略方向，並與高教

深耕計畫進行勾稽。惟應有更

具體之說明，支用計畫書（第

36-37 頁）無法明確對應其關

係及從屬。亦即，支用計畫書

經費需求表中，應具體敍明支

用規劃與校務發展計畫之連

接。 

感謝委員指導，有關校務發展計畫策略與

支用計畫、高教深耕計畫間之規劃連結，

檢附於修正版支用計畫書附件補充說明，

請委員參閱附件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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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6.108年度預估支用對象，較少看

到有關如何改進教學之具體作

法，特別是對五專生來言，基礎

能力之強化和提昇方面。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於附表16「推動實務教

學」支用項目，訂定多元教師面向獎勵補助

機制(如：編纂教材、改進教學獎勵、製作教

具獎勵補助、實習訪視獎勵、指導學生參與

校外競賽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勵、輔

導學生考照獎勵、績優教師獎勵…等)，透過

獎勵補助機制與教學課程之連結，厚植學生

基礎學習能力。 

 

7.開設實習課程之預期量化成效，

僅指出實習時數和參與率，但真

正是否發揮效益之滿意度、留用

率以及實習內容和專業課程對應

方面，卻無法得知。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108年1月實習委員會業

已通過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本年度將進

行全校性之實習滿意度調查，初期預估平均

至少達4分以上標準(5分量表)，以強化對應

實習內容和專業課程應，並發揮開設實習課

程成效。 

 

8.參考10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之執行考評結果，書審意見除認

為其高階師資占比，近年來呈下

降趨勢，建請學校注意改善外，

其餘各項之執行，尚屬合宜。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每年定期盤點師資人

力，確實掌握師資結構，亦對應教育政策，

規劃教師多元升等方案，優先提升護理科高

階師資，以符合校務發展健康護理之核心教

育定位。 

 

9.學校宜說明 PDCA 機制，如何回

饋資訊進行滾動式修正及永續發

展之落實。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將配合內部控制制度，

落實檢核計畫各項執行成效，並透過 PDCA

品保循環理念，對應校務發展計畫各項執行

方案，交互連結檢視，定期辦理檢討，以期

符合校務發展現況，精進辦學績效。 

 

10.附表5 部分指標，可以斟酌更具

體或往產出指標發展，如達成

校外實習能力提升目標人數、

有效問卷達成率…等。另部分

指標與主要工作內容可再精進

其相關性，如1-3、1-14面向等

感謝委員指導，已酌予修正附表5各項指標預

期成效，爾後精進附表內容撰寫，使計畫目

標與工作內容具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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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等。 

11.教師實務增能應符合技職學校

法規定辦理。 

感謝委員提醒，本校教師實務增能各項機制

擬定與執行，恪遵鈞部技職教育法規範辦

理，並落實專業及技術教師，每任教滿六

年，應完成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

之研習或研究，響應技職教育政策之推動。 

 

12.該校108 年度校務發展支用規

劃，符合校務發展計畫目標及

策略方向，並與高教深耕計畫

進行勾稽。 

感謝委員肯定本校經費支用與校務發展計畫

及高教深耕計畫之連結，年度經費執行，確

實管考以落實計畫訂定之目標。 
 

13.參考106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

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結果，

學校目前講師人數仍不少，此

外，在學校講師人數眾多且護

理科高階師資不足之情況下，

106年度僅2位講師接受補助攻

讀博士學位，請補充說明108 年

度具體改進之作法。 

感謝委員指導意見，本校賡續精進高階師資

成效，具體作為補充說明如下： 

107學年師資結構 (2019.3.15)，計專任教師

171位，護理臨床教師28位，教官11位，兼任

教師246位，專兼任教師核計257.5人，全校

學生數核計5764.5人。由上數據，本校現階

段 高 階 師 資 結 構 33.4% ， 全 校 生 師 比 1 ：

22.39。 

改善師資結構上，108學年具體改進作法如

下： 

預期108學年高階師資提升至35-36%，生師

比降至1：22，以數據為執行成效檢核值。現

階段專任教師171位(教授1位、副教授4位、

助理教授50位，講師118位)，如委員指導，

講師比例稍高。惟107學年護理科教師已有5

位以博士學位成功升等高階，成效可觀。108

學年，本校持續鼓勵護理教師進修3-4人及多

元升等，進一步提升護理高階師資。此外，

本校積極延聘護理、視光、口腔衛生、醫藥

保健商務等科專業師資，以實質改善專業學

科師資質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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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14.弱勢生協助輔導機制占所有弱

勢學生人數比率40％，如何界

定？其他學生如何協助之？請學

校說明 

一、本校弱勢生輔導機制比例，係依據105學

年度第2學期本校弱勢生人數計977人(身

心障礙學生33人、身心障礙人士子女213

人、低收入戶學生257人、中低收入戶學

生83人、原住民籍學生343人、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48人)為基數，透過學校弱勢輔

導機制「弱勢學生助學補助」、「學生工

讀助學實施」、「特殊學生照顧輔導」、

「中低收入住宿優惠」及「特殊教育方

案實施」等校務發展推動計畫，協助符

合補助及輔導條件之學生數約計390人，

試算比例為40%。 

二、配合校務發展策略「學生輔導全程畫」，

弱勢生輔導機制具體作為如下： 

(一)建立外部募款機制，專款專用，提供

就學、工讀基本生活經濟支援。 

(二)落實學習輔導機制，以原住民、新住

民、經濟弱勢及學習落後之學生為主

體，辦理補救教學，增強課後輔導，

提升學習成效，並藉由職涯輔導，提

供就業媒合。 

(三)強化輔導關懷機制，透過導師及心理

諮商中心輔導教師，雙師輔導機制，

提供學生活、學習及適時之心理諮

詢，強化關懷輔導機制。 

上述募款、學習輔導、生活關懷機制，皆

具體對應校務發展策略，提供學生經濟

面、學習面、輔導等就學支援，使學生安

心向學，穩定弱勢生留校率。 

 

15.學校附表11 對資本門之需求似

乎以科系排列為優先序，建議

學校應建立特色預算制度，優

先補助具特色發展之方案上。 

感謝委員指導意見，有關資本門經費分配，

本校訂有「獎勵補助資本門分配辦法」，針對

特色預算分配(包含中長程發展計畫項目及補

助重點科)亦規範於辦法條文中，108年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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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門經費規劃，係對應校務發展計畫推展策略-

基礎面向指標「充實實務教學設備」及「建

置特色專業教室」，優先挹注專業學科教學研

究設備之建置，並以學科發展特色為主軸，

年度重點以1.醫藥保健科技實驗專業教室2.幼

兒保育科多功能展演專業教室3.健康休閒管

理餐飲服務平台為主軸特色，並持續充實及

汰舊護理科、視光學科、口腔衛生科教學實

務及汰舊專業學科資訊教學 e 化設備，強化

學科特色及充實學科基本實務教學設備。 

16.學校107 學年度之註冊率些微下

降近6％，建議應擬定防禦政

策，另學校亦應注重學生之保

留率（穩定率）。 

感謝委員提醒，因應少子女化環境，本校啟

動校務研究機制，透過教師與行政資源連

結，分析近三年註冊及學生保留率，期透過

大數據及邏輯性研究分析肇因，研擬可行之

防禦策略，齊心協力共同面對大環境之變

化。 

 

17.鼓勵教師多元升等尚有努力空

間，學校可朝與高教深耕重點

執行內容進行連結，提高教師

意願。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推動多元升等機制尚屬

起步階段，精進作為如下： 

一、配合教育部政策，本校已將多元升等條

件及審核機制，納入升等辦法作業規

範，完善申請機制。 

二、為使教師充分了解多元升等制度，亦透

過高等深耕計畫，規劃辦理教師多元升

等經驗分享、專家共識座談會..等，透過

經驗交流，重視多元升等機制。 

三、融入教師評鑑指標，以政策引導多元升

等方向，鼓勵教師發表教學實務報告，

促成多元升等成效。 

 

18.建議學校挹注資源增強學生做

中學之機會，並朝善盡社會責

任方向邁進。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在制度面上已全面建立

完整學生實習制度，並於高教深耕計畫挹注

資源，推動學生專業實務技術能力提升成效

與提升學生實習成效等方案，此外，本校亦

開設健康促進與服務學習課程，使醫護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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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之各科學生能透過投入在地社區服務，增進

醫護專業實務技能並與接軌業界。未來將持

續挹注資源，引導學生在實作中學習，以朝

善盡社會責任方向邁進。 

19.附表5「108年度經費支用預估

辦理成效一覽表」支用計畫，

經 常 門 總 金 額 預 估 為 523 萬

0,800 元 ， 少 於 附 表 6 所 列 之

2,500 萬元；雖然附表16~19 列

有許多其他需求明細表，卻未

列預期成效／目標，難以全面

評估其可行性。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附表5「108年度經費

支用預估辦理成效一覽表」，以校務發展八項

策略對階整體支計畫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

項重要計畫目標，並依年度核定經費，修正

附表總金額。附表16~19各項需求，因應表格

規範內容，僅呈現用途說明，未列明預期成

效及目標，後續支用計畫擬定，擬再精進規

劃內容說明事項，請委員諒察。 

 

20.有關非專業使用一般性之儀器

設備，本年已大幅減少，對改

進教學功能性有所助益。對新

設科所需設備作重點支持，亦

應有助教學改進計畫之達成。 

感謝委員肯定，並參酌前項委員審查意見

「….略以，建議學校應建立特色預算制度，

優先補助具特色發展之方案上」，以校務發展

為本，持續充實核心學科實務教學基礎設

備，亦每年挹注重點特色設備建置，彰顯本

校辦學績效及專業學科特色。 

 

21.第149頁教師薪資10個月列計高

達 1,243 萬 3,400 元 ， 如 何 計

算？請學校說明。 

本項經費編列，初估以三年內新聘24名專任

教師10個月薪資試算，薪資規劃依薪俸等級

(245、260、275)，核予月薪及學術研究費，

試算公式如下： 

薪俸275：4人*53,175元/每月=212,700元 

薪俸260：8人*52,150元/每月=417,200元 

薪俸245：12人*51,120元/每月=613,440元 

以 上 每 月 薪 資 總 合 (212,700 元 +417,200 元

+613,440元)*10個月=12,433,400元 

薪資規劃恪遵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教師資格符

合校內授課規定且具授課事實，請委員諒

察。 

 

備註：依教育部108年4月18日臺教技(三)字第1080549081K 號函文，附件之審查意見進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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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計畫重點與108年整體發展支用計畫(含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用關聯表 
校務發展策略 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高教深耕經費支用計畫 

發展策略 重點執行計畫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教學成效 
品保化 

「專業學科教學設備更

新計畫」、「提升教學

品質設備充實計畫」、

「數位學習設備充實計

畫」、「業界協同教學

實施計畫」….等，為執

行重點 

改 善 教 學 相 關

物 品 教 學 及 研

究設備(含圖書)
其他-軟體訂購

費 

1.充實專業類科教學圖書

及多媒體軟體。 
2.充實及汰舊專業學科教

學物品。 
3.建置專業學科特色教

室。 

17,713,913 

【新教學、新方法－啟動

教學「新方法」、翻轉學

生 「 成 巨 塔 」 】 
計畫以1.1 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1.2 改善教學品質、

1.3 提高學生學習自由度及

專業主修彈性為策略(子計

畫)，以達成本校校務發展

中 教 學 成 效 品 保 化 、 目

標。 

9,538,245  

校務發展 
特色化 

「學校特色健康促進實

施計畫」、「性別平等

特色發展計畫」、「客

家 文 化 特 色 發 展 計

畫」、「原住民族特色

發展計畫」…. 

圖 書 資 源 購 置

其他-特色活動 

1.辦理健康促進、客家文

化、性別平等教育及原

住民特色活動，發展校

務四大特色。 
(1)健康促進活動：預計辦

理全校教職員生體適能

健康體驗營。 
(2)客家文化研討會：擴大

辦理2019第十屆「客家

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

討會」，成為客家學術

研討與發表之舞台。凝

聚在地關係，運用客家

540,000 

【新人才－新生核心在醫

護 、 人 才 培 育 有 特 色 】

計畫以2.1基層護理人才培

育為策略(子計畫)及方案，

推動教學深化、課程精進、

強化精熟實務，護理職能躍

升、紮根護理專業，提升專

業證照及充實更新設備，強

化 實 作 課 程 等 4 個 工 作 項

目，以培育護理基層人才，

以達成校務發展中校務發展

特色化目標。 

3,70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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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策略 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高教深耕經費支用計畫 
發展策略 重點執行計畫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資源，豐富學校教學內

容，提升本校知名度。 
(3)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

動：辦理性平相關研習

活動，提升本校性別平

等調查人員專業知能。

(4)性別主流化宣導活動。

(5)原住民活動：辦理2019
全國原住民族教育及文

化發展學術研討會。 
2.專業學科及特色圖書購

置 （ 建 立 健 康 促 進 、

性別平等、原住民、客

家 文 化 ， 四 大 中 心 圖

書 專 區 ， 強 化 專 區 特

色） 

學生輔導 
全程化 

「學生就業輔導成效檢

視計畫」、「導師制度

特色計畫」、「畢業生

雇 主 滿 意 度 調 查 計

畫」、「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等 

學 生 事 務 及 輔

導 相 關 工 作

學 生 事 務 及 輔

導相關設備 

輔導學生辦理校園自治與

公 民 素 養 活 動 、 民

主 法 治 暨 人 權 教 育 活 動

等，並持續充實社團課程

相關設備。 

708,058 

【新制度－弱勢輔導新制

度 、 辦 學 評 鑑 展 品 保 】

計畫以3.1弱勢生協助輔導

機制，促進社會流動及3.2
落實內部控制機制」2項為

策略(子計畫)，4個方案10個

工作項目，以達成校務發展

中學生輔導全程化目標 

1,138,294  

國際交流 
拓展化 

「校園雙語環境推動計

畫」、「提升學生外語

能力計畫」、「境外姊

研習 
補助各學科與國外機構辦

理 為 期 兩 週 海 外 深 度 研
1,030,000 【新教學、新方法－啟動教

學「新方法」、翻轉學生
27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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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策略 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高教深耕經費支用計畫 
發展策略 重點執行計畫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妹 學 校 交 流 計 畫 」 、

「學生國際視野培養計

畫」….等 

習，提升教師國際視野及

實務經驗。 
「 成 巨 塔 」 】

計畫以1.3 提高學生學習自

由度及專業主修彈性、1.4 
培養學生具備使用及運用程

式語言之能力、1.5 培養學

生創新創意能力等，以達成

本校校務發展中外語能力精

進化目標。 

產學研究 
實務化 

「教師實務經驗提升計

畫」、「教師產業實務

研習計畫」、「鼓勵教

師 升 等 成 效 計 畫 」 、

「鼓勵教學實務報告計

畫」….等 

新聘(三年以內

專任教師薪資 
推動實務教學 
研究 
研習 
升等送審 

1.新聘3年內教師6個月份

薪資。 
2.鼓勵教師參與獎勵補助

申請(如：改進教學、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教

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教師取得專業證照、教

師執行教學實務研究計

畫、產學計畫、赴公民

營研習…等) 
3.優先挹注護理科、視光

學科教師進修，並鼓勵

升等。 

15,663,920    

全人教育 
深耕化 

「 品 格 教 育 特 色 計

畫」、「服務學習拓展

計畫」、「防治藥物濫

用計畫」、「保護智慧

財產計畫」….等 

學 生 事 務 及 輔

導相關工作 

輔導學生辦理校園自治與

公 民 素 養 活 動 、 民

主 法 治 暨 人 權 教 育 等 活

動。 

70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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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策略 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高教深耕經費支用計畫 
發展策略 重點執行計畫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在地責任 
實踐化 

「 在 地 長 照 整 合 計

畫」、「在地托育整合

計畫」、「在地亮眼整

合計畫」、「在地長青

整合計畫」、「在地旅

遊整合計畫」 

教 學 及 研 究 設

備 

1.「在地長照整合計畫」

提供桃園區域內長照服

務措施，增進學生選擇

在地就業及投入長照產

業之服務機會，以提升

桃園地區整體社區照顧

服務品質。 

2.「在地托育整合計畫」

整合南桃園現有托育服

務相關資源單位，提供

親職教育、幼兒遊戲活

動、社區宣導諮詢等多

元化服務。 

3.「在地亮眼整合計畫」

以行動式視力保健宣導

設備、活動，增進南桃

園地區國中小學視力保

健認知，維護學童視力

健康，改善學齡兒童視

力惡化情況。 

4.「在地旅遊整合計畫」

以本校健康休閒專業整

合在地觀光資源資源，

透過「社區營造」概念

深入在地，探索龍潭、

關 西 兩 地 區 茶 產 業 現

3,027,600 

4.【新地標－社會責任實踐

化 、 深 耕 在 地 新 地 標 】

計畫以4.1善盡社會責任為

策略(子計畫)及方案，主冊

中規劃「在地長青—社區銀

髮青春運動促進計畫」與

「善盡社會責任之技職教育

宣導計畫」2個工作項目。

副冊則規劃「在地長照—社

區照顧服務中心整合計畫、

在地托育—家庭育兒平臺支

持推動計畫」、「在地亮眼

—南桃園中老年人口與中學

生視覺保健計畫」及「在地

旅遊—文化史蹟名勝景點導

覽計畫」等工作項目，藉以

達成校務發展中「在地責任

實踐化」目標。 

 

67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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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策略 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高教深耕經費支用計畫 
發展策略 重點執行計畫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規劃支用項目/內容 經費 

況 ， 以 及 客 庄 深 度 人

文，匯集及整合在地旅

遊 資 訊 與 媒 材 ， 建 構

「客庄旅遊資源網絡平

台 」 ， 共 同 協 力 推 動

「慢食、慢遊、慢活」

的 「 在 地 客 庄 深 度 旅

遊 」 ， 佈 局 成 為 發 展

「浪漫台三線」在地客

庄觀光旅遊產業的「定

式」。 

校園環境 
友善化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計

畫」、「校園安全設備

建置計畫」、「永續生

態 校 園 營 造 計 畫 」 、

「校園無障礙環境建置

計畫」….等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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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置 汙 水 處 理 廠 設 備 系

統、油煙風管、監視攝影

機 、 廁 所 自 動 門 、 飲 水

機，維護環境安全品質，

提供全校師生優質校園環

境。 

3,08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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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勵補助款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20,696,085 20,696,086 4,988,888 1,316,000 25,684,973 22,012,086

50.00% 50.00% 79.13% 20.87% 53.85% 46.15%

1.

2.

3.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二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五十；其經費之使
用，應依各校支用計畫所編列者為準，經常門預算至多得流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五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
四十五。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更經常門及資本門比率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列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行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財
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十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比率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理。

備註：

41,392,171 6,304,888

86.78% 13.22%
15.23%

47,697,059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款第二⽬規定：學校應自籌本獎勵補助經費十分之⼀以上額度為配合款。

【附表6】108 年度經費⽀⽤預估情形⼀覽表

小計

占總金額比率

金額

比率

獎勵補助款 總金額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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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補助經費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支用說明 金額 占資本門比率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備註：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三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
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50%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

【附表7】近三年重大修繕維護工程說明表

年度

106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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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教學及研究設備(請另填寫【附表11】) 15,713,913 75.93% 3,698,888 74.14%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請另填寫【附表12】) 0 0.00% 0 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請另填寫【附表13】) 2,000,000 9.66% 0 0.00%

小計 17,713,913 85.59% 3,698,888 74.14%

二、 1,186,582 5.73% 0 0.00%

三、 1,795,590 8.68% 1,290,000 25.86%

20,696,085 100.00% 4,988,888 100.00%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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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填寫【附表
15】)

總　計

【附表8】108年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表

備註：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十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比率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理。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2%以上(不含自籌款金
額)(請另填寫【附表14】)

教學及研究設備(含
圖書館自動化設
備、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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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新聘(三年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備註1) 5,592,520 27.02% 0 0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備註1) 0 0.00% 0 0.0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備註1) 0 0.00% 0 0.00%

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4,268,000 20.62% 0 0.00%

研究(獎勵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
師多元升等機制)

         2,632,600 12.72% 0 0.00%

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          2,610,800 12.61% 280,000 21.28%

進修(備註1) 0 0.00% 130,000 9.88%

升等送審             150,000 0.72% 0 0.00%

小計 15,253,920 73.70% 410,000 31.16%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192,000 0.93%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備註2)(請另填寫
【附表17】)

568,108 2.75%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708,058 3.42% 0 0.00%

小計 1,468,166 7.09% 0 0.00%

三、             800,000 3.87%             125,000 9.50%

四、          1,174,000 5.67%             241,000 18.31%

資料庫訂閱費(備註3)(請另填寫【附表19】)             699,243 3.38% 0 0.00%

【附表9】108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請另填寫【附表16】)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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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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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善教學、教師
薪資及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60%以上(不含
自籌款金額)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寫【附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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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附表9】108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請另填寫【附表16】)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軟體訂購費(備註3)(請另填寫【附表19】) 1,300,757 6.29% 0 0.00%

其他(備註4) 0 0.00% 540,000 41.03%

小計 2,000,000 9.66% 540,000 41.03%

六、 0 0.00% 0 0.00%

20,696,086 100.00% 1,316,000 100.00%

1.

2.

3.

總　計

備註：

本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百分之六十以上供作下列經費所需：(1)新聘(三年以內)且符合校內
授課規定及有授課事實之專任教師薪資：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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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現職專
任教師待遇所需經費：包括比照中央政府⼀百零七年度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公立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標準所提高之現職專任教師薪資所需經費及
彈性薪資。(3)推動實務教學（包括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獎勵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研習（
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進修（護理高階師資不足之學校，應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兼任師資授課鐘點費(備註5)

五、 其他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授權使用年限在2年以下之「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項目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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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4)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3)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附表之使用說明D2，經常門得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單價在1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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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附表9】108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請另填寫【附表16】)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4.

5.

6.

7.

為保障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擔任兼任助理之學習及勞動權益，各校依本部104年6月17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
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認定校內兼任助理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並依學習或僱傭等不同關係設計相關配套措施（包含各項權利義務關係）者，
如有符合上開處理原則有關學習型助理之獎助金或勞僱型助理之薪資及勞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得列入經常門「其他」項下。

已申請「兼任師資待遇成效」獎勵經費並獲核定之學校，所獲核定之經費得用於支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本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勞。

依獎勵補助要點第九點第十款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比率之計算，不包括自籌款金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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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
裂隙燈
顯微鏡

1.倍率選擇方式：雙眼聚合式接目鏡
2.接目鏡倍率：12.5X。
3.放大倍率(觀察視野)
4. 6.37X(35.1mm)、9.94X(22.5mm)、15.87X(14.1mm)、25.37X(8.8mm)、39.62X(5.6mm)
5.倍率選擇方式：鼓狀旋鈕五段變換。
6.瞳孔距離調整範圍55mm to 78mm
7.檢查者視力補正範圍-5D to +5D
8.裂隙寬度：連續無段調整14mm to 0mm。
9.裂隙⻑度：連續無段調整14mm to 1mm。
10.裂隙角度：能夠0°~180°的水平觀察
11.眼底影像景深加強濾片(Amber Filter)
12.附：電動桌升降高度:200mm，桌板:450mm*500mm，承重重量約120kg。
13.或同等品

2 組 319,500 639,000

1.隱形眼鏡學實驗課程實務
操作使用。
2.配合隱形眼鏡評估及驗配
課程、視覺體驗活動實際
模擬操作，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視光學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1視光專業教室
建置計畫p.31

7月

2
手持式

電腦驗光機

1.手持式電腦驗光機主機:
(1)尺寸:205（寬）x 181（⻑）x 224（高）毫米(±50mm)
(2)含3.5英寸彩色液晶顯示屏
(3)含鋰離子電池（7.4 V 1850 mAh）
(4)球面度測量範圍±20.00D (±2.00D) (VD=12 mm)
(5)柱面度(散光)  測量範圍0至±12.00D (±1.00D)
(6)散光軸度測量範圍0度〜180度
(7)角膜曲率半徑測量範圍5.00 mm〜13.00 mm
2.主機台:
(1)附有自動切紙器的熱敏打印機
(2)1個USB端口
(3)適用電壓 電源100~240V
3.附基本配件: 遮眼板，頸墊，打印紙，電源線，連接電纜，充電式鋰離子電池，防塵
罩，模型眼，攜帶箱
4.或同等品

1 台 522,000 522,000

1.視光學實驗課程實務操作
使用。
2.配合驗光課程、視覺體驗
活動實際模擬操作，使學
生實務技能熟練。

視光學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1視光專業教室
建置計畫p.31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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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4 視標投影機

1. 30pcs ，內附紅綠片、自動節電10min。
2. 數字、圖案、C、E等視標。
3. 投影距離2.9m ~ 6.1m。
4. 可直切割、橫切割、單字切割。
5. 投影片切換速度為0.03 sec.。
6. 可設定兩種不同驗光程序(P1/P2)＊ (PROGRAM  P1&PROGRAM P2)。
7. 附無線遙控器。
8.或同等品

2 部 61,200 122,400

1.視光學實驗課程實務操作
使用。
2.配合視力及視覺檢查相關
課程、視覺體驗活動實際
模擬操作，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視光學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1視光專業教室
建置計畫p.31

7月

角膜地圖儀

⼀、設備主體
1. 覆蓋範圍:0.25-11mm (±7mm)
2. 視野:12.5mmH*10.5mmV(±5mm)
3. 重量:18公斤(±5公斤)
4. 可合成大面積地形圖
5. 淚膜分析,分析淚液破裂時間
6. 淚膜表面質量分析
7. 角膜像差分析
8. 自動瞳孔檢測和HVID檢測
9. 影像擷取:自動及手動
二、電腦主機
1.處理器：INTEL Core i5-8500(含)以上
2.記憶體：8GB(含)以上
3.硬碟: 內建硬碟加速器16GB 1個及950GB(含)以上硬碟1個
4.內接或外接IC卡讀卡機
5.光碟機: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DVD±R/RW)
6.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
7.中英文鍵盤(PS/2或USB)
8.光學滾輪滑鼠
9.Windows 10(含以上 Professional 64bit(含)以上中文 新版作業系統
10.綠色環保標章/多點備份還原系統
11.或同等品
三、電腦螢幕
1.尺寸：LED背光模組 TFT-LCD 23.5(含)吋以上
2.解析度1920x1080@60Hz (含)以上
3.點距(mm)：0.28(含)以下
4.水平可視角度：178(含)以上
5.垂直可視角度：178(含)以上
6.對比率：1000:1(含)以上
7.亮度：250 cd/m2(含)以上
附件: 電動升降桌1張(70mm的操作距離)
四. 電源要求:110V~220V
或同等級以上規格

1 台 405,0003 405,000

1.隱形眼鏡學實驗課程實務
操作使用。

2.配合隱形眼鏡評估及驗配
課程、視覺體驗活動實際
模擬操作，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視光學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1視光專業教室
建置計畫p.31

7月

108年整體經費支用計畫(修正版)附冊 / 8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5
電筒/

驗光椅組

1. 具有桌面使用功能，並具備抽屜置物櫃， 可放置試片組。
2. 含手臂可裝置綜合驗光儀。
3. 可裝置視力表幻燈機。
4. 有近點燈裝置功能。
5. 驗光椅可直接由電筒控制上升、下降，升 降範圍200mm。
6. 或同等級品。

2 套 80,100 160,200

1.視光學實驗課程實務操作
使用。
2.配合視力及視覺檢查相關
課程、視覺體驗活動實際
模擬操作，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視光學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1視光專業教室
建置計畫p.31

7月

6 綜合驗度儀

1. 球面:-19.00D〜+16.75D間距0.25 steps(可 作0.12D step)。
2. 柱面:0.00〜-6.00D 間距0.25 steps(可作 0.25D step)。
3. 交叉圓柱鏡 ±0.25D。
4.  PD調整範圍48mm〜75mm。
5. 旋轉稜鏡20 to 0 to 20 Prism diopters， 小 1△稜鏡 steps。
6. 手動撥盤及旋鈕式操作，鏡片具多層鍍膜。
7. 或同等品。

2 部 171,000 342,000

1.視光學實驗課程實務操作
使用。
2.配合視力及視覺檢查相關
課程、視覺體驗活動實際
模擬操作，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視光學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1視光專業教室
建置計畫p.31

7月

7
多功能成人護
理假病人

1.尺寸:158cm±3%
2.重量:13kg~13.5kg±3%
3.材質:特殊合成樹脂, 軀幹部為硬質樹脂
4.功能及效益：
(1) 仿東方人種膚色及身高設計
(2) 頭部似真人可觸摸到額骨、顴骨、下顎骨及眼窩，頭髮以磁扣式設計可輕易拆除及
安裝,用於練習⼀般病患洗髮及癌症病人落髮後清潔
(3)頸部有氣切口設計可練習氣切後護理,不用時附有專用軟塞以防灰塵污染
(4)軀幹採用上下半身2段式設計可使假人獨自坐姿不需攙扶(如:坐輪椅及下床動作),上半
身乳房位置採活動式外蓋方便清潔模型內部及維修,下半身腹部也採用圓形活動外蓋設
計方便打開觀查透明膀胱內的液體剩餘量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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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關節處也無螺絲外
露)。手掌有掌紋, 每根手指關節皆能彎曲及固定，下肢可觸摸到膝關節及踝關節,大腿
粗、小腿細之特徵且膝關節能彎曲及固定(會陰沖洗技術)
5.或同等品

3 具 112,500 337,500 基護技術教室練習
護理科(基護

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b-1視光專業教室
建置計畫p.31

7月

108年整體經費支用計畫(修正版)附冊 / 9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8 沐浴娃娃(男)

1. 本體:新生兒模型
2. 身高: 約50cm ±3%
3. 頭圍: 約33cm ±3%
4. 重量: 約3kg ±3%
5. 材質:軟性特殊樹脂製（⼀體成型無接縫）
6. 膚色:亞洲人黃皮膚,且為亞洲人臉孔
7. 頭髮:黑色樣式
8.每具沐浴娃娃含可拆卸膚色臍帶x 1
9.構成:
(1) 模型本體(男)1具
(2) 臍帶(膚色)1 個
(3) 嬰兒內衣1套
(4) 使用說明書 1冊
(5) 附白色純綿布防塵套1個
10.或同等品

5 個 31,500 157,500
新生兒沐浴技術
產科護理學實驗課程學生
練習使用

護理科(產科2
組及兒科3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9 沐浴娃娃(女)

1. 本體:新生兒模型
2. 身高: 約50cm ±3%
3. 頭圍: 約33cm ±3%
4. 重量: 約3kg ±3%
5. 材質:軟性特殊樹脂製（⼀體成型無接縫）
6. 膚色:亞洲人黃皮膚,且為亞洲人臉孔
7. 頭髮:黑色樣式
8.每具沐浴娃娃含可拆卸膚色臍帶x1
9.構成:
(1) 模型本體(女)1具
(2) 臍帶(膚色)1 個
(3) 嬰兒內衣1套
(4) 使用說明書 1冊
(5) 附白色純綿布防塵套1個
10.或同等品

3 個 31,500 94,500
新生兒沐浴技術
產科護理學實驗課程學生
練習使用

護理科
(產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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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0
滅菌袋
封口機

1. 機器尺寸：470*320*202mm ±3%
2. 機器重量：9.83 kgs
3. 電子式控制面板，電子迴路控制
4. 加熱方式 : 瞬熱式
5. 電壓/電流 : 110V，220V（50 / 60Hz）
6. 電力 : 1300W
7. 封口時間：0.0~6.0秒
8. 壓凝時間：0~9秒
9.或同等品

2 台 15,750 31,500
內外護理抽痰技術，抽痰
管使用於假病人，用後重
複使用，需封口機。

護理科
(內外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11
肩掛式乳房
按摩模型

1.尺寸：33×23×9cm(±2cm )
2.重量: 1.9kg±3%
3.特殊軟質矽膠材質
4.具產前乳房按摩及護理練習
5.產後乳房按摩及護理練習
6.可做乳腺,乳頭按摩練習
7.材質觸感柔軟,顏色為東方人膚色
8.乳頭部分必須呈現深褐色與實際臨床症狀相同
9.肩掛式設計,方便穿戴示教用
10.整具模型必須為⼀體成型,不得為基座與外皮分開製作後合成,以免容易造成皮膚破損
之情形
11.收納盒x 1/附保養粉x 1
12.或同等品

10  個 29,700 297,000 乳房護理及⺟乳哺餵技術
護理科

(產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12
自動體
外心臟
電擊器

1.尺寸:13.3x24.1x29.2cm±3%
2.重量:2.2 kg±3%
3.材質: 硬質 ABS
4.功能:
(1) 內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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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板上有急救每
⼀階段(叫-叫-C-A-B標準流程)的圖形可供參考。
(3)具遙控器，可直接下指令，包含用力按壓、按壓良好等提示，協助使用者達到CPR的
適當按壓深度。
(4)具CPR節拍器，可協助使用者達到CPR的適當按壓速率。
(5)可切換AHA/ERC操作模式，符合美國心臟協會(AHA)模式：連續按壓無呼吸提示，
和歐洲復甦理事會(ERC)模式：包含打開呼吸道、檢查呼吸的呼吸提示
5.使用D型乾電池。
6.體積與外型與實機相同。
7.每組包含主機1台、訓練貼片1片、遙控器1組、電池1組。
8.或同等品

4 套 32,400 129,600
內外實驗課維持呼吸道通
暢使用

護理科
(內外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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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3 電動病床

1.尺寸:床全⻑: 211 ㎝ 床全寬（護欄升起）:109cm（護欄收下）:95cm 床面⻑:194 ㎝×92
㎝ 床面高度:39~69 ㎝/公差±5﹪
2.頭部仰角: 0 ~ 85∘ 膝仰角: 0 ~ 32∘
3.電源: 110V
4. 操作功能:
(1)頭部上升 85∘ (2)腳部上升 32∘ (3)床體升降 39 ～ 69 cm(4)頭部上升膝部自動上升聯動
功能 (5)CPR 床面體位歸零功能床頭尾板:床頭床尾板為 ABS 塑鋼材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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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安全護欄:
(1)為兩截內縮式護欄，護欄材質為塑鋼 ABS 且有安全把手設計。
(2)兩床欄拉上之間距離不得大於 6 ㎝，防止病患滑落之危險。
(3)床欄上緣距床面板距離為 36 ㎝±2 ㎝，並可收放於床面板 底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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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面平
整易擦拭。
(2)床板需有防止床墊滑落之 ABS ⼀體成型床墊擋緣設計。 護欄內建式控制器，控制器
須固定於頭部兩組護欄內，護欄內外側各⼀組控制器可自行操作
7.床墊尺寸：190 × 89 × 10cm±5%
(1)床墊整體須符合 BS7177:2008 之防火阻燃標準(或同等級)
二、床套材質：
(⼀)防水度：耐水壓 10000mmH2O 以上 (二)耐燃性：符合加州 117耐燃測試 (三)透濕
度：200g/(m2．24hrs)含以上 (四)防污性：5 級含以上 (五)防潑水等級：等級 80 含以上
三、床墊材質：高密度泡棉
(⼀)密度：30kg／m3以上
(二)彈性度：25%壓縮應力平均值為 0.07kgf±15%
(三)壓縮永久變形率：需少於 3%
(四)抗菌、防黴性：抑制金黃葡萄球菌 (ATCC6538)大腸桿菌(ATCC8739)及黑黴菌
(ATCC9642)生⻑
(五)耐燃性：須通過美國加州 117 測試標準或 同等標準測試
(六)符合無毒性 Rohs 規範(十溴聯苯醚使用限制)
8.電源: 110V
9.或同等品

6 床 49,500 297,000
內外護理學技術操作或身

體評估使用
護理科

(內外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108年整體經費支用計畫(修正版)附冊 / 12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4
肩掛式
乳癌模型

1. 本體:成人女性胸部模型
2. 材質:軟性特殊樹脂製
3. 本體尺寸：約25 × 寬20 × 高6.5㎝±2
4. 外箱尺寸：約⻑31.5 × 寬26 × 高10㎝±2
5. 重量：約1.05㎏±2
6. 附件：(1)本體模型(附安裝用皮帶) 1個、(2)收納盒1個、(3)使用說明書1本
7.或同等品

12  個 34,650 415,800 乳房異常身體評估之用
護理科

(內外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15
腹部宮底
模型

1. 本體：產褥孕婦腰部模型,不含大腿構造
2. 尺寸：W28*D42*H26cm±3%
3. 重量：7.4kg±3%
4. 材質：軟質特殊樹脂
5. 效益：
(1)觸診指標實際呈現出解剖構造的劍突、肋骨、恥骨、子宮。
(2)腹壁採用新材質軟質特殊樹脂，可擬真觀察子宮收縮狀態及測量子宮底⻑。
6.附件:(1)模型本體*1、(2)子宮模型*4種、(3)滑石粉*1(附粉撲)、(4)原製造廠中文使用
說明書
7.或同等品

5 組 99,000 495,000 產後評估技術
護理科

(產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16
手持式氧氣偵

測器

1. 尺寸: 3.6 x 5.9 x 1.6(英吋)±3%
2. 重量: 280g ±3%
3. 測量範圍：0-100% oxygen
4. 精確度：<+/- 2%
5. 認證：ISO 9001:2000, MDD 93/42/Annex II, ISO 13485:2003
6. 顯示方式：LCD液晶背光顯示
7. 反應時間：90% of final FS reading in 9 seconds
8. 取樣流量：None between 0.2 to 10 liters per minute
9. 操作壓力：Inlet - ambient; vent – atmospheric
10. 電源供應：2 AA Alkaline batteries; 1,200 hours continuous use
11.或同等品

2 組 27,000 54,000
兒科護理學實驗—兒童氧
氣帳護理。

護理科
(兒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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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7
靜脈採血
注射練習
模型

1.尺寸:仿成人尺寸手臂模型   (W52xD10xH10cm±2%)
2.重量: 900g±3%
3.材質:合成樹脂,軟質凝膠
4. 可操作手腕前正中皮下點滴靜脈注射,靜脈留置針或翼 狀針固定,抽血練習
5.可操作手背背側內滴靜脈注射,靜脈留置針固定或翼狀 針固定,抽血練習
6.藉由按壓的重點來確認靜脈注射,多種靜脈留置針注射 方法,可做靜脈留置針注射步驟
的實習 4. 手腕及手背注射部位採用凝膠材質不易留下針孔
7.或同等品

4 組 55,800 223,200
OSCE教學，模擬靜脈注射
之臨床技能

護理科
(內外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18
多功能

假病人模型

1. 本體尺寸：身⻑約 152cm±3%
2.本體:成人女性全身模型(四肢⼀體成型，內附金屬骨骼交貨時需附金屬骨骼原廠證明)
3.重量：約 17 ㎏±3%
5.材質: 軟質特殊樹脂製/硬質特殊樹脂製
6.效益：
(1)胸腹部評估
(2)能學習腹部評估的順序，包含視診、聽診、扣診。
(3)模型胸腹部重現與人體相同的柔軟度及肋骨位置，能練習胸腹部評估。
7.或同等品

3 具 238,500 715,500
基護、內外科常見技術教
學，可多功能練習

護理科(內外
組、基護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19
⻑期照護專用
模擬假人

1.尺寸：約 149cm±2%
2.重量：約 15kg±2%
3.本體：高齡者全身模型(四肢⼀體成型，內 附金屬骨骼交貨時需附金屬骨骼原廠證明)
4.材質: 四肢為軟質樹脂,軀幹為硬質樹脂
5.效益 :
(1)可作口腔照護、口腔按摩及假牙清潔。
(2) 輪椅或床上的照護。
(3)可對應從基礎到個別(例：管灌飲食)的照顧。
6.或同等品

1 具 166,500 166,500
內外科常見技術教學，可
多功能練習

護理科
(內外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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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20
足部照護
模型

1.尺寸: 21x21x28cm±3%
2.重量: 1.2kg±3%
3.材質：軟質特殊樹脂(本體)
4.腳掌-形狀：足型模型 實物大
5.材質：軟質特殊樹脂(本體) 指甲、雞眼形狀：病變模型 實物大
6.附件：
(1)足部本體 1 台/(2)指甲(肥厚、捲指甲) 20 個/(3)指甲 (肥厚、白癬) 20 件/(4)厚繭 10 個
/(5)雞眼/10 個(6)使 用說明書 1 本
7.或同等品

4 套 37,800 151,200
身體評估足部評估視診練
習

護理科
(內外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21
浮腫觸診
模型

1.本體:穿著式模型
2.尺寸: W100 X D230mm±3%
3.重量: 150g±3%
4.材質:軟質特殊樹脂製
5.構成:
(1)穿著式浮腫模型本體5 種
(2)模擬浮腫皮膚的內面裝有具有頸骨功能的壓克力板 (可取下)
(3)⼀套 5 個
6.或同等品

4 套 27,000 108,000
身體評估足部評估觸診練
習

護理科
(內外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22
頸部淋巴結・
甲狀腺觸診模

型

1.本體：成人頭頸部模型
2.尺寸：約 W29*D29*H47cm (收納於收納箱時) ±3%
3.重量：約 6.5kg±3%
4.材質：軟質特殊樹脂/硬質樹脂
5.重現診察部位之異常或正常所見的狀況，可兼學診察 技術與臨床推論。
6.呈現腫大淋巴結、耳下腺、正常顎舌 腺及患病之甲狀 腺。
7.可設定觸診及視診時所要求之頸部角度及吞嚥動作。
8.或同等品

4 組 189,000 756,000
身體評估頸部淋巴結觸診
練習

護理科
(內外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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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23
仿真頭、頸部
解剖模型

1.尺寸:50 x40x25cm ±3%
2.重量 :1 kg ±3%
3.材質 :合成塑料
4.模型展示的組織結構 :
(1)模型依解剖結構顯示出頭部，頸部，胸部，腋窩和上肢。
(2)頭部和頸部： 模型的頭部和頸顯示出部位的表層和深層結構的視圖。已經移除了約
2cm 的上蓋部，以展 現大腦顱部內腔 。
(3)大腦的橫切面顯示了灰質皮與白髓關係，以大腦的橫切面顯示了灰質皮與白髓關係，
以及在兩個空間的底部可看見的少量脈絡叢側腦室
5.或同等品

1 具 305,100 305,100
解剖生理學課程使用，可
觀察頭頸部的細部構造。

護理科
(基醫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24
成人氣道處置
訓練模型

1.尺寸:55x24x36cm±3%
2.重量: 6kg±3%
3.材質:合成樹脂
4. 功能：
(1). 插管訓練：模擬真人解剖模型，包括：口、咽、氣管、支氣管、食道 。 可使用氣管
內管、喉頭罩做插管練習；可模擬插管方式錯誤時牙齒斷裂的聲音。
(2). 通氣練習：可使用氧氣面罩、甦醒球等做通氣練習。
(3). 抽吸練習：含胃容量袋解剖裝置，可做抽吸胃液練習。
5. 附件：
(1). 口腔潤滑劑⼀瓶、(2). 氣道解剖模型⼀個、(3). 模擬嘔吐物、(4). 噴式潤滑劑、(5).
消毒清潔組、(6). 臉部保護罩、(7). 硬式提箱⼀個、
(8). 正版使用說明書
6.或同等品

1 套 104,400 104,400
內外科維持成人呼吸道通
暢處置教學用

護理科
(內外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25 輸血加溫器

1.輸液管尺寸：4.1 - 5 mm
2. 流速：1 - 12ml / mi
3. 電源：AC115V 50/60Hz  100W /hr
4. 重量：520g 以下。
5. 加熱溫度：27℃ ~ 37℃。
6. 加熱方式：乾式間歇接觸熱交換。
7. 使用狀態：0 ~ 40℃ @ 30 ~ 95﹪RH非凝結狀態。
8. 主機尺寸：⻑185 x 寬65 x 45高mm    ±3%
9. 小溫度顯示：± 0.1 ℃。
10.或同等品

1 組 18,900 18,900
備血、輸血技術及護理教
學使用

護理科
(內外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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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26
無障礙

走入式浴缸

1. 尺寸：⻑ 132cm × 寬 75.5cm × 高101.6cm±5%
2. 材質:高韌性壓克力及玻璃纖維複合型材質
3. 容量 : 310公升±5%
4. 開門方式 : 外開(可選擇左開/右開)
5. 浴缸座椅及底部防滑處理、安全扶手設計及低跨越入口(可從輪椅/洗澡椅上移位進入
15.5公分±5%的低跨越出入口)
6. 寬敞外開弧形防漏邊門設計。
7. 設置浴缸內安全扶手。
8. 蓮蓬頭及龍頭可同時出水並蓮蓬頭可拿起淋浴。
9. 開門處有防漏止水膠條。
10. 電源: 110V/含水電配置
11.或同等品

1 組 112,500 112,500
⻑期照護課程，示範教學
使用

護理科
(社區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27
電動升降
沐浴椅

1. 椅座對地昇降高低470-1020 mm。
2. 電源: 110V
3. 直立時 低高度1200mm, 短⻑度850mm±5%
4. 斜躺時⻑寬為1580mm及650mm±5%
5. 手控電動升降器。
6. 大載重160公斤以上±5%
7. 坐墊、靠背材質：微軟性塑膠。
8. 可調上下高度。
9. 可調背部傾斜角度，同時椅座跟著背部角度傾斜。
10.可調腳靠角度。
11.或同等品

1 組 297,000 297,000
⻑期照護課程，示範教學
使用

護理科
(社區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28
多功能沐浴老

人模型

1.尺寸：身⻑約168㎝±5%
2.材質：軟質特殊樹脂、內部骨骼金屬製交貨時需附金屬骨骼原廠證明)
3.重量：約14kg±5%
4.洗髮:頭髮仿真人般銀白色髮絲,可拆卸清洗容易更換
5.可實習裝脫假牙、口腔內部清潔全身清洗擦拭,包含男性生殖器清潔
6.本模型為男性,男性生殖器與假人必須為⼀ 體成形非外掛式設計
7.或同等品

1 具 175,500 175,500
⻑期照護課程，示範教學
使用

護理科
(社區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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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30
標準牙齒

(翻模用牙齦)

1.尺寸約:10.4 x 6.7~7.7cm±2
2.重量:300g±2
3.材質:塑料
4功能:翻牙模用牙齒模型
5.或同等品

5 組 10,800 54,000

1.臨床口腔衛生學實驗課、
牙齒形態學實驗課、其他
相關課程實務操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3.牙體相關實驗課程印模翻
模用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7月

31
全口透明
牙齒模型

1.尺寸約:10.4 x 6.7~7.7cm±2%
2.重量:300g ±2%
3.材質:塑料
4.功能: 對於患者接受治療和刷牙教育的教學模型咬合壓力如何影響牙根的解說
5.或同等品

1 組 10,800 10,800

1.臨床口腔衛生學實驗課、
牙齒形態學實驗課、其他
相關課程實務操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7月

29
智慧型照護設

備
252,000

⻑期照護課程，示範教學
使用

護理科
(社區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

提升教學品質設備
充實計畫p.26

7月

1.通訊方式WiFi 2.4GHZ
2.電源: 110 V
3.硬體 :
(1)全床離床墊含發信器，無線傳訊，安裝容易，操作簡單，造型設計新穎。
(2)床墊感應器柔軟舒適，方便安裝在床舖上，可設定偵測病患坐起、坐床緣、離床三種
模式發佈警報，耐衝擊、防水，保養容易且省電。
4.全床離床墊:尺寸: 170cm(⻑) x 85cm (寬) x 0.5cm (厚)  (誤差±5%)
5.發信器:
(1)使用USB充電器
(2)弱電偵測低於偵測電壓3.3V動作發射功率低於10mA
(3)⼀全床離床墊配⼀個發信器
6.接收主機
(1)使用WIN10 主機。
(2)使用電源: 45W/ AC110V
(3)尺寸: L291(W) X 211(D) X 21(H)mm (±5%)
7. 中繼器:
尺寸: L90mm X W50mm X H24mm. (誤差±5%)
8.呼叫器:
(1)智慧型手機會顯示出離床偵測器的床號。
(2)可選擇聲音或震動提示。
(3)有日期的顯示，夜間燈光補助及弱電提示
9.或同等品

1 組 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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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32
牙科教學
人頭模型

1.尺寸約:W10*L14.5~13*H16.7cm±3%
2.重量: 1kg ±3%
3.材質:塑料、金屬
4.附件:
(1} 面罩:透明塑膠面罩 x 1
(2) 咬合架 x 1
(3) 簡易快速組裝或卸除下顎模型。
(4) 頭座的螺絲用於固定上下顎模型。請用FE/D咬合器及磁片或螺紋洞將NISSIN的上下
顎模型裝配於模型底座的中央。上下顎無螺紋洞者需使用模型轉接器SMIII。
(5) 上下顎打開程度可自由調整。
(6) 固定器x 1
(7) 牙科治療椅頭靠固定架。
(8) 頰粘膜Oral Cavity x 1
(9) An open hole is present on the upper and lower sides.
(10) Attach the upper and lower mounting plates of the model.
(11) 提袋 – 黑色提袋用來保存簡易頭部模型
5.或同等品

2 組 40,050 80,100

1.臨床口腔衛生學實驗課程
實務操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7月

33
專業牙科
美白機

1.尺寸： 大伸展寬度960mm x 高度1245mm±5
2.重量：9.4kg±2
3.材質：塑料+金屬
4.功能
(1)採用高光度5顆3瓦LED燈源(4顆藍光,⼀顆紅光)
(2) 雙波⻑設計(450~470nm & 620~630nm)
(3) 內建溫度過熱保護與自動睡眠
(4) 採用堅固耐磨靜音滾輪,適滑動
(5) 附止動扣版固位
 5.或同等品

1 組 112,500 112,500

1.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學、
臨床口腔衛生學實驗課程
實務操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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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34
口腔 X 光拍
攝練習模型

1.尺寸：H130cm±5%
2.重量:4kg ±5%
3.材質：塑料+金屬
4.功能:
(1) 模型為模擬牙齒X光攝影專用,理想的情況下設計的高效，安全地學習基本的牙科X射
線攝影技巧
(2) 附活動靈活的模擬手指(X光片固定器),可依不同需求固定口內x光感應器
(3) 專用支架可方便調整高度和頭部位置
5.效益: 可拍攝出牙齒內部構造
附件內容:
1. 頭蓋 x 1個
2. 面皮 x 1個
3. 全口牙齒模型 x 1個
4. X光片固定器 x 1 個
5. 支架 x 1個
5.或同等品

1 組 157,500 157,500

1.口腔數位攝影課程實務操
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35
無線口內
攝影機

1.尺寸：L235 xW27xH27mm±2%
2.重量:51g ±2%
3.材質：塑料+金屬
4.功能:
(1) 三合⼀設計:30萬畫素口內攝影機及六燈白光LED,2.5吋LCD螢幕儲存圖像的SD卡
(2) 影像清晰CMOS鏡頭
(3) 無線設計可使用重複充電鋰電池
5.或同等品

2 組 19,800 39,600

1.口腔數位攝影課程實務操
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7月

36
數位口內
攝影機

1.尺寸：L250 xW25xH20mm±2%
2. 重量約57克±5%,輕量化機體
3.材質：塑料+金屬
4. 功能:  採用130萬畫素1/4”及六顆白光LED(或同等品)
5. 效益: 口內攝影教學輔助
6.或同等品

2 組 19,800 39,600

1.口腔數位攝影課程實務操
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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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37
環形微距
閃光燈

1.尺寸(寬 x 高 x 深) ：閃光燈單元：約129.6 × 112.1 × 25.3 mm±2%
，控制單元： 約69.6 × 118.8 × 71.4 mm±2%
2.重量：約455g±5%
3.材質：塑膠合金
4.功能：
(1) 為EF微距鏡設計環形微距閃光燈
(2) 贈:低自放充電電池4入組
(3) 為EF微距鏡設計
(4) 具有獨立控制的左、右閃光燈管
(5) 提供更詳細閃光拍攝資訊的LCD螢幕
(6) 搭載5級亮度調整高亮度白色LED對焦燈
5.效益：支援光脈衝主控拍攝功能
6.或同等品

2 式 20,700 41,400

1.口腔數位攝影課程實務操
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7月

38 微距鏡頭

1.尺寸(⻑度×直徑)：約123×77.7mm 濾鏡口徑：67mm±2%
2.重量：重量：約625g±5%
3.材質：金屬、玻璃
4.功能：
(1) 焦點距離：100mm
(2) 口徑比：1:2.8
(3) 對角線畫角：24 °
(4) 鏡頭結構：12 群 15 片
(5) 聚焦方式：USM 內對焦系統，具全時手動對焦功能
(6) 大攝影倍率：1 倍
(7) 短攝影距離：0.3m
5.效益：進階強化單眼相機功能
6.或同等品

2 式 27,000 54,000

1.口腔數位攝影課程實務操
作使用。
2.配合課程各章節內容實際
模擬操做，使學生實務技
能熟練。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4口腔衛生專業
教室計畫p.31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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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39
視聽連結座椅

(1)

1.單人尺寸:580*870*940-990mm/公差：±10mm(⼀組5人座)
2.材質:
(1)背殼:採P.P(聚丙烯)多元素複合材料,射出⼀體成型，⼀體成型，厚度4mm以上。
(2)背，座墊:採高密度成型泡棉,符合人體之曲線
(3)背曲木板:採12mm厚曲木板⼀體成型,並於頸部位置多設計15度之頸部人體學角度,以
利視角的正確位置,有符合人體工學角度。
座殼:採PP(聚丙稀)多元素複合材料，射出⼀體成型
(4)椅面:採用高級壓克力布料
(5)腳板:採厚2.6mm*305mm*70mm，表面烤漆處理
(6)扶手:採厚24mm密集板,表面以硬質PVC經高溫高壓⼀體成型或實木扶手.(二張以上連
結時，扶手為共同擁有)。
(7)扶手鐵框:採厚2.5mm鋼板沖壓⼀體成型
(8)裝飾板:採A.B.S.射出⼀體成型，外覆壓克力沙發布。
(9)寫字板:採厚18mm密集板,表面PVC高溫高壓成型
(10)寫字支架:鋁合金壓鑄⼀體成型,內部採交叉補強結構
3.或同等品

19 組 28,009 532,171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40
視聽連結座椅

(2)

1.單人尺寸:580*870*940-990mm/公差：±10mm(⼀組6人座)
2.材質:
(1)背殼:採P.P(聚丙烯)多元素複合材料,射出⼀體成型，⼀體成型，厚度4mm以上。
(2)背，座墊:採高密度成型泡棉,符合人體之曲線
(3)背曲木板:採12mm厚曲木板⼀體成型,並於頸部位置多設計15度之頸部人體學角度,以
利視角的正確位置,有符合人體工學角度。
座殼:採PP(聚丙稀)多元素複合材料，射出⼀體成型
(4)椅面:採用高級壓克力布料
(5)腳板:採厚2.6mm*305mm*70mm，表面烤漆處理
(6)扶手:採厚24mm密集板,表面以硬質PVC經高溫高壓⼀體成型或實木扶手.(二張以上連
結時，扶手為共同擁有)。
(7)扶手鐵框:採厚2.5mm鋼板沖壓⼀體成型
(8)裝飾板:採A.B.S.射出⼀體成型，外覆壓克力沙發布。
(9)寫字板:採厚18mm密集板,表面PVC高溫高壓成型
(10)寫字支架:鋁合金壓鑄⼀體成型,內部採交叉補強結構
3.或同等品

2 組 33,611 67,222 D605展演教室建置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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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41
化妝

工作桌組

工作桌組尺寸：
(1)桌子：寬380公分ｘ高75公分ｘ深度30公分下抽開放式(2張)
(2)化妝鏡：寬380公分x高90公分x厚5mm(2面)
(3)化妝椅：寬85公分x高72公分開孔式把手x深28公分(8張)
2.材質：木心板，台面貼美耐板
3.組裝：需完成後方可驗收
4.以上桌椅及化妝鏡公差：±10mm
5.含施作及組裝

1 組 133,727 133,727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42 吸音門
1.單扇尺寸：寬243公分x高100公分x深15公分 ±5
2.材質：防焰材質(含檢驗報告)、岩棉、矽酸鈣板、美耐板
3.含施作及組裝

3 組 58,500 175,5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43 電動窗簾

1.尺寸：寬800公分x高210公分±5
2.材質：百分率100%防火POLYESTER組成梭織布(含檢驗報告)
3.顏色：素色防火窗簾布可自行挑選
4.含配電安裝
5.洗濯 試驗種類.現狀+水洗重量265g/㎡
6.支數:300D*300D
7.密度:377/in*76/in
8.或同等品

1 組 115,830 115,83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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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44
電動橫式開、

閉幕簾

1.尺寸：寬1080公分x高300公分±5
2.材質：防火材質紅色絨布(含檢驗報告)
3.顏色：可自行挑選

4.含配電安裝

5.洗濯 試驗種類現狀+水洗重量472.0g/㎡
6.支數:300D*300D
7.密度:42根/in*42根/in
8.或同等品

1 組 126,126 126,126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45
專業

PTZ攝影

1. 影像解析度可達Full HD 1080p at 30fps
2. 支援 H.264 UVC1.1 YUV/MJPEG
3. 多層次鍍膜，110° 視野範圍
4. 光圈值：F2.0
5. 5 倍變焦 （包含1.7倍無損變焦）
6. 流暢快速的電子式左右及上下移動
7. 手動移動 ±10°
8. 對焦距離 1 公尺以上
9. EZCrop* 功能可自動縮放人臉位置
10. 影像關閉
11.或同等品

2 台 37,800 75,6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46 二頭燈組

1. 尺寸：約390*249*120mm±2
2. 二頭燈(2眼觀眾燈)
3. 光源：DWE燈泡 110V/650W*2
4.含安裝
5.或同等品

2 台 22,500 45,0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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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47
10 吋懸掛型
喇叭組

1.尺寸：約335mm(高)x546mm(寬)x254mm (深)±2
2.外觀 ：黑色。
3.頻率範圍 46Hz～20k Hz。
4.靈敏度 92 dB。
5.分頻點:1.6kHz。
6.額定阻抗 8 ohms。
7.擴大功率 350W(PEAK)。
8.具10吋強力高承受功率低音單體 ；三吋強力高承受功率高音單體， 內置過載保護電
路。
9.或同等品

2 組 18,000 36,0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48 迴受抑制器

1. 面板設置功能全LCD顯示,高級反饋抑制技術
2. 24個通道,每通道可編程濾波器
3. 立體聲或雙獨立通道處理實時和固定濾波器模式可選濾波器提升時間
4. 特定於應用的濾波器類型包括：語音和音樂 低，中和高輸入通道計量每通道濾波器
24個LED濾波器計量XLR和TRS輸入和輸出
5.或同等品

1 台 18,000 18,0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49 16CH混音器

1. 16-頻道混音台
2. 多10支麥克風 / 16線性輸入 (8單音 + 4立體聲)
3. 4群組 + 1立體聲群組
4. 4輔助 (包括FX)
5. 採用Darlington反相迴路的“D-PRE” 麥克風前級放大器
6. 1-旋鈕壓縮器
7. 高級效果：有24個程式的SPX
8. 24-bit/192kHz 2in/2out USB音訊功能
9. 透過Apple iPad Camera Connection Kit中的Lightning to USB
10. Camera Adapter連接到iPad(2代以上)
11. 包括Cubase AI DAW軟體可下載版本
12. 單音輸入PAD開關
13. 含機架固定組
14.或同等品

1 台 22,500 22,5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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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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50
固定式天線
1U四頻道接

收機

1. 採用1U的金屬機箱，裝配四頻道接收機。
2. 採用MIPRO數位機種⼀貫的面板獨特造型及操作方式。
3. 採用 穩定的FSK數位調變電路收發系統，所有使用頻率涵蓋在單⼀全頻段。
4. 採用FHSS跳頻接收方式，每頻道有四個獨立的跳頻，並盡量錯開常用的Wi-Fi頻率。
5. 採用適應性追蹤演算法，有效避免2.4GHz通訊產品的干擾。
6. 採用雙調諧器純自動選訊接收電路，消除接收斷訊的缺失，接收距離超過百米不斷
訊。
7. 面板採用繪圖式OLED，視覺無死角。
8. 搭配充電式手握及佩戴式發射器。
9.或同等品

4 套 135,000 540,0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51 綜合擴大機

1. 尺寸(W.H.D.): 約430x180x415mm ±2含腳座, 端子, 旋鈕
2. 重量: 11.5公斤/ 台±3
3. 顏色: 香檳金
4. 輸出功率: 250W+250W 8歐姆/ 320W+320W 4歐姆
5. 訊號輸入: 音樂x5組, 麥克風x4組, 影像x4組
6. 訊號輸出: 錄音x1組, 影像x4組, 前級x1組
7.或同等品

1 台 18,000 18,0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52
電源時序
開關器

1. 內有電源濾波器能濾除電源干擾波紋，有效增加色澤及聲音解析度
2. 110V 及 220V 電壓指示表，方便了解電壓狀況
3. 8 組通道設計
4. 每通道使用 30 安培繼電器
5. 大電流供電順序，有效防止突破干擾
6. 設有過載保護電路，完備的電源供應器
7.或同等品

1 組 10,800 10,8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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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53 35U 儀器櫃

1.35U 機櫃框體：為組合式之擠形鋁柱 ，以高強度輕質量之鋁合金及⼀體成型強化圓弧
之三向接頭緊密組合而成堅固之主體，以達整體抗震功能，使結構更穩固、外型更加美
觀。
2.機櫃設備之活動方孔鋁柱：採三段折面設計，方孔鋁柱上之孔位間距及大小符合國際
標準。
3.定位方孔軌柱：材質為鋁合金， 採加強型 四段折面及 前後移動式設計，依設備實際
深淺可分段調整活動柱。
4.機櫃整體外觀無螺絲設計，承受 1500KG 之重量，可防止儀器架滑動且方便調整機櫃
水平 。
5. 門組:採四面包 覆鋁框式 設計，門框⼀體成形、結構紮實不變型，並附裝置⼀體成形
之 隱藏式門鎖 。
6.或同等品

1 台 18,000 18,0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54
無線多媒體影
音切換器

1.輸出解析度:1920×1080（全高清1080p），1680×1050,1440×1050,1440×900,1360×
768,1280×768,1280×720（720p），1184×666,1024×768,960×600,800× 600
2. 傳輸距離: 遠15公尺（無障礙物）
3. 傳輸介面:HDMI
4. 運作頻率:IEEE 802.11ac / 5GHz / 2T2R
5. 大連線數: 大64 台
6. 透過無線方式讓多台設備共用⼀個大螢幕，省去傳輸線東接⻄接的⿇煩，⼀套含1個
無線接收器及2個無線發送器，使用時接收器連接於螢幕(電視或投影機等…)，發送器則
連接於存有HDMI的設備(如：手機、平板、筆電、DVD播放器、電視盒等…)，使用者
僅需輕按發送器上的按鈕，即可將內容投影至大螢幕上
7.或同等品

1 台 27,000 27,0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55
投影機硬體
拼接器

1. 投影機邊緣融合，由多個投影機組成從⼀個大屏幕連續或重疊在⼀起。
2. 具有無縫輸出功能的顯示技術和豎框補償。
3. 支持1080P高分辨率的雙通道圖像處理器
4. 信號輸入，可用於組合多個投影機平面。
5. 高級幾何調整技術嵌入,用戶可以執行邊緣融合並通過PC工具完成幾何調整。
6. 每台投影機可以獨立完成調整顏色（白平衡），校正重疊區域顏色，精確不重疊水平
區域。
7. 支持色溫調節
8. 支持USB連接器，用於連接本機和電腦。
9. 支持HDMI連接器輸出顯示本地相同的圖像
10. HDMI輸出:支持2個HDMI輸入，2個HDMI輸出接口
11. 支持HDMI接口或S / PDIF接口，用於音頻輸出。
12. 支持HDMI遠程延⻑器（可選）
13. 為每個邊緣融合屏幕提供高達1080P的分辨率。
14. 12V電源適配器
15. 1U 機架高度設計。
16.或同等品

1 台 79,200 79,20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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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56
雷射超短焦
投影機

1. 顯示類型 單片機 0.65"DLP
2. 亮度 4,000 ANSI 流明
3. 解析度 1080p (1920 x 1080)
4. 支援解析度 WUXGA (1920 x 1200)
5. 對比度 12,000:1
6. 光源及壽命20000多個小時(雷射光引擎）
7. 投射比 0.233:1
8. 影像尺寸（對角線） 80"-150"
9. 投影距離 30-78m
10. 電腦相容性 VGA，SVGA，XGA，SXGA，SXGA +，UXGA， WUXGA
11. 投影法 投射方式 桌面, 倒吊 (正投或背投)
12. 耗能 380W (Normal Mode), 315W (Eco. Mode)
13.或同等品

2 台 89,910 179,820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專業教室建置搭配本科
「幼兒活動設計」、「幼
兒遊戲」及「幼兒音樂與
律動」等課程，使師生透
過空間情境營造，更貼近
活動或表演規劃，增進臨
場實務操作能力，且空間
規劃適合全校各教學單位
共通使用，提升使用多元
性。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57
雙眼學生
生物顯微鏡

1.尺寸：寬198*深398*高386mm±2
2.重量：5.9KG±2
3.材質：金屬、塑料、鏡片
4.功能：顯微鏡本體,光學系統採UIS2無限遠光軸設計, LED穿透光源(採用低瓦數高亮度
，省電方式≦0.5w)，含鎖焦距裝置(方便高倍觀察)，粗微調鬆緊度調整。
5.聚光鏡 : 乾式系統聚光鏡N.A.1.25(含)以上。
6.物鏡：必須為消球差級plan級(抗霉型)，可擴充螢石鏡頭，及可擴充視 野數
26.5mm(含)以上物鏡。
4X   N.A.0.10   W.D.  27.80mm(含)以上      X 1
10X   N.A.0.25   W.D.   8.00mm (含)以上     X 1
40X   N.A.0.65   W.D.   0.60mm (含)以上     X 1
100X  N.A.1.25   W.D.   0.13mm (含)以上     X 1
7.效益：可觀察放大40~1000倍玻片標本
8.或同等品

10 台 44,820 448,200

1.生物課程實驗部分的實務
操作使用。
2.配合課本第⼀章的細胞部
分、配合顯微鏡操作內容
實際操做顯微鏡觀察，使
學生實務技能熟練。

通識教育中心
(生物教室)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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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58-1
學生電腦教室
網路頻寬設備

(1)

1.設備本身具備24個Gigabit埠及2個SFPs介面，UTP介面具備Auto MDI/MDI-X。
2.提供52Gbps(含)以上的系統交換頻寬，支援線速(Wire Speed)交換能力，交換速度可達
38.6Mpps(含)以上。
3.支援4094組 IEEE 802.1Q標準的VLANs。
4.具備 IEEE 802.1D Spanning Tree功能、802.1w Rapid Spanning Tree、802.1s Multiple
Spann Tree功能。
5.具備IPv4與IPv6靜態路由Static Route， 高支援32筆靜態路由。
6.具備硬體ACL，具備MAC Base ACL / IP Base ACL/ Time Base ACL。並支援Global
ACL、VLAN ACL與IPv6 ACL。
7.產品尺寸（高x寬x深）:約 44 x 23.8 x 4.4 公分  ± 3%, 重量:約 3.15 公斤 ± 3% 。
8.設備提供終身保固。
9.通過FCC part 15 Class A; VCCI Class A; EN55032; CISPR 32; EN55024認證。
10.或同等品。

21 台 15,000 315,000

更新學生電腦教室網路頻
寬設備。原97/09/30建置，
已達報廢年限，陸續故障
，影響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電算)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補助款
174,608元
自籌款

140,392元

58-2
學生電腦教室
網路頻寬設備

(2)

1.設備本身具備有24埠RJ-45 10/100/1000與4埠1000/10000 SFP+ 介面。
2.提供128 Gbps(含)以上的系統交換頻寬，支援線速(Wire Speed)交換能力，交換速度可
達96 Mpps(含)以上。
3.具備智慧備援堆疊IRF(Intelligent Resilient Framework)功能，可將9台(含)以上交換器引
擎虛擬整合為虛擬化設備,以達到資料中心設備擴充彈性及高可靠度之需求。
4.具備Software Define Network能力具備Openflow v1.3。
5.具備16,000(含)以上之MAC Addresses。
6.支援Broadcast 、Multicast與unknown unicast traffic風暴抑制功能，並支援pps與bps控制
方式。
7.具備IEEE 802.1AB LLDP (Link Layer Discover Protocol)與LLDP-MED。
8. 小尺寸 (寬 x 深 x 高):約 44 x 16 x 4.36 公分  ± 3%，重量:約 5 公斤  ± 3%。
9.通過FCC part15 Class A、UL60950-1認證。
10.或同等品。

2 台 48,000 96,000

更新學生電腦教室網路頻
寬設備。原97/09/30建置，
已達報廢年限，陸續故障
，影響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電算)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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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59 冰箱-80°C

1.尺寸:W670 x D867 x H1860  mm ±20mm
2.容量:約300L以上±20L
3.電源:220V/60Hz/10A
4.功能:
(1)持續的狀態警報提升操作安全
(2)內門可拆卸清潔
(3)減少能源消耗
(4)可裝載216個2吋紙盒或 144個3吋紙盒
(5)新式的冷凍系統及冷凍櫃構造提供更安靜的運轉
(6)兩個獨立隔絕內門有墊片防止冷空氣外洩
(7)具洩壓孔保持內外壓力平衡
(8)具毛細管加熱器，預防結冰，提升冷卻能力
5.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280,000 28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60 倒立顯微鏡

1.可擴充LED螢光配件機身
2.目鏡Eyepiece WF10x/22
3.相位差物鏡Plan phase contrast obj. PH4X
4.相位差物鏡Plan phase contrast obj. PH10X
5.相位差物鏡Plan phase contrast obj. PH20X
6.相位差物鏡Plan phase contrast obj. PH40X
7.載物台延伸版(2pcs)
8.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180,000 18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61
純水機+
超純水

1.尺寸: H490 x W410 x D365 mm ±20mm
2.電壓需求:100-240VAC,系統 大消耗功率: 75 VA
3.水質: 電阻率: 18.2MΩ.cm, TOC: <3-10ppb, 微生物< 1 CFU/ml.
4.製水流速: 手動取水結合可調整流速設計, 從滴流(drop by drop)至全速2公升/分鐘。
5.具全管線自動消毒設計: 能投消毒藥錠, 並可程式自動執行全系統循環消毒程序(非人工
拆除清洗), 確保管材內壁潔淨度達到徹底殺菌膜(biofilm)效果。
6.具耗材辨識系統: 可讀取耗材晶片種類, 型號, 確認安裝耗材正確性及可追溯歷史記錄
能 力。
7.具定時提醒更換耗材設計: 預先提醒以防水質意外失控, 並具視覺及聲響警報功能。
8.具隨身密碼保護功能: 可防止非授權人員或無心失誤更改了系統運作軟體參數。
9.具自動間歇式動態內部循環設計⋯⋯能有效防止微生物孳生及維持高純度水質。
10.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260,000 26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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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62
4尺細胞
操作台

1. 1.尺寸:W1300 x D780 x H1900 mm ±20mm
2.紫外殺菌燈: 8W 1管以上
3.電源: 110V/60Hz/8A
4.潔淨度: CLASS 100
5.集塵效率: 99.99%以上0.3µm D.O.P. TEST
6.內部尺寸: W1100 x D600 x H600 mm ±20mm
7.作 業 區: 不銹鋼板內襯
8.拉門: 5mm強化玻璃外鑲不銹鋼框架 (可任意設定高度)
9.照明: 30W*2管
10.高效率過濾網: W1220 x D610 x H700 mm  x1pcs
11.排氣過濾網: W300 X D300 X H70 mm  x1pcs
12.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2 台 75,000 15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63
吸引器+
廢液瓶

1.機器尺寸 : ⻑53 x 寬26 x 高37 (cm)±2
2.淨重 : 約11kg±2
3.馬力 : 200W  1/4 hp
4.電源:110V/60Hz/7A
5.真空流量 : 45L/min
6.吸力 : 650mmHg
7.容量 : 3000c.c.
8.使用無油式真空幫浦設計，運轉順暢無油式免保養，低噪音、無煙、無臭
9.吸引瓶採用PC塑膠原料製成，可耐高溫、高壓、撞擊
10.或同等品

2 台 13,000 26,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64
二氧化碳
培養箱

1.尺寸:W620 x D710 x H900 mm ±50mm
2.電源:110V/60Hz/8A
3.內部採用銅合金不銹鋼
4.有效容積: 160公升以上
5.隔板: Standard 3
6. CO2控制範圍: 0~20%
7. CO2精確度: ±0.15%
8.溫控範圍: 0~50 ℃
9.重量: 70kg ±5kg
10.電壓: 110V/60Hz/10A
11.二氧化碳偵測採IR Sensor 系統
12.具USB記憶數據傳輸
13.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200,000 20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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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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65 細胞離心機

1.尺寸:W350 x D420 x H320 mm ±30mm
2.重量: 20kg以上
3.電源:110V/60Hz/8A
4.主機 高轉速: 4000rpm
5.小體積多用途，可離15ml x 8孔．50ml x 4孔
6.微電腦控制(3組記憶)，具有轉速rpm與離心力xg自動換算功
7.採用變頻式無碳刷馬達驅動
8.煞車曲線可調
9.目測平衡即可離心
10.有轉速偵測孔，方便確校
11.五種聲響終了通知
12.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85,000 8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66
落地型-滅菌
釜(72L)

1.內桶尺寸：ψ350 mm × 750 mm ±30mm
2.內桶容量：72L ±3L
3.外觀尺寸：D640 × W540 × H1180 mm  ±30mm
4.消毒溫度：121℃
5.消毒壓力：1.2 kg/cm2
6.乾燥方式：電熱片乾燥
7.淨重：96kg ±5kg
8.材質：內桶、外箱、消毒網籃皆為304不銹鋼
9.電力：220V(2.7Kw)/60Hz/15A
10.附底墊、墊勾、電源線、消毒網籃(ψ330 mm × 710 mm)
11.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110,000 11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67
8通道微量
吸管

1.活塞驅動的機械設計
2.特別設計安裝於盒式的機械軌道，以確保每個渠道都擁有相同的性能
3.剔除墊片的設計使得每個吸管尖皆獲得相同的剔除力道
4.減少剔除吸管尖時的力道以及降低操作者罹患RSI的風險
5.連續式吸管柱刻環的位置，係依據微量吸管的吸取容量範圍而進行定位，以確保所有
的吸管尖皆能與吸管柱緊密貼合
6.吸取容量範圍: 20~300 μL
7.操作時可同時驅動每⼀個活塞且施加在每個活塞的力道皆⼀致，解決了樣品液滑落的
問題
8.以數值顯示器呈現您現在所選擇的吸排容量
9.準確度: ± 0.6 ～ ± 8.0 ％
10.Tip可進行高壓滅菌
11.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24,000 24,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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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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68
全光譜+螢光

1.儀器尺寸:W440 x D480 x H300 mm ±30mm
2.重量：28 kg ±5kg
3.電源:110V/60Hz/8A
4.軟體:控制及分析軟體可安裝於多台電腦使用、符合FDA 21 CFR Part 11規範
5.功能:
(1)判讀功能 :吸收光〈UV/Vis〉螢光〈FI including FRET〉
(2)偵測模式:終點法〈Endpoint〉、動力法〈Kinetic〉-連續多Excitation偵測/連續多
Emission偵測-Well Scanning
(3)微量孔盤型:至多1536孔盤
(4)光源:低雜訊高能量氙燈組、AlphaScreen®專用雷射光源
(5)偵測器:CCD分光計偵測，吸收光專用、光電倍增管，優化不同偵測模式
(6)波⻑範圍:240〜740nm〈FI〉、220〜1000nm〈UV/Vis〉
(7)光學模組:八組光學濾鏡模組，可以實驗需求自由搭配使用:UV/Vis可選全光譜或8個
不同波⻑掃描，全光譜掃描＜1 sec/well
6.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950,000 95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69
超微量分光
光度計

1.具吸收光譜230nm吸收值
2.具吸收光譜260nm吸收值
3.具吸收光譜. 280nm吸收值
4.具測定260/280 ratio
5.具測定260/230 ratio
6.具測定和酸濃度
7. 以1mm光徑吸收值呈現
8. 測定體積為 基本上可使用 0.5~2ul 做測量
9. 可進行蛋白質定量 – 280nm吸收值（換算成10mm光徑吸收值）
10.或同等品

1 台 260,000 26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70
桌上型微量
離心機控溫

1. 尺寸: W290 x D484 x H284 mm ±30mm
2. 電源: 110V/60Hz/8A
3. 轉速: 0~15,000rpm
4. 大處理量: 60ml (5ml x 12)
5. 具有F l a s h i n g短暫離心記憶功能，大量Sample快速 Spin down 方便
6. 可記憶三組離心程式，各有獨立按鍵，不需進入選單選擇
7. 溫度控制範圍: -9 ~ +40℃
8. 散熱氣流由後面向上排出，不影響週邊
9. 具有鋁合金上蓋，安全性高

1 台 125,000 12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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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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71
振盪培養箱

1.尺寸:W670 x D670 x H940 mm ±30mm
2.電源: 110V/60Hz/10A
3.內部尺寸(W×D×H):580 x 420 x 600 mm ±30mm
4.振盪盤: W530×D380mm以上
5.溫度範圍: 0℃~60℃
6.轉速: 10~250rpm
7.微電腦PID控制，LED數字設定及顯示溫度
8.微電腦控制，LED數字設定及顯示轉速
9. 震盪器採三點重力平衡及微電腦驅動系統，慢速啟動
10. 壓縮機具有停電後延遲啟動及定時除霜設計
11.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80,000 8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72
DNA 電泳槽

1.體積:W140 x D140 x H53 mm ±30mm
2.製膠大小:W52 x D60 mm、W107 x D60 mm
3.製膠 大厚度: 10 mm
4.外型:雪白色槽& 透明蓋
5.材質:PC(Polycarbonate)
6.適用溫度:攝氏130度C
7.樣品 大數量 25個樣品
8.緩衝液容量約200毫升
9.上蓋:附安全通風孔( 製膠盤:可辨識黑色條紋，移動軌辨識紋)
10.製膠高度刻度:5 mm
11快速製膠:使用製膠台
12.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11,000 11,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30

8月

73
聚合酶連鎖反
應器PCR

1.尺寸:W237 x D485 x H245 mm ±30mm
2.電源:110V/60Hz/10A
3. 控溫範圍 : 0 ~ 100℃
4. 溫度顯示 : 可顯示反應管內溫度，且準確至 0.1 ℃
5. 溫控穩定性 : 在達 95 ℃ 20 秒後，溫度穩定性誤差<0.5 ℃
6. 溫度準確性 : 在 35 -99.9 ℃ 範圍 內，準確性為± 0.25 ℃
7. 具有獨立溫控的加熱槽
8. 上加熱蓋 :  上加熱蓋維持 105 ℃ 恆溫，反應時無需加油保溫
9. 觸控式面板，可直接在螢幕上操作 PCR 實驗的設定及進行
10.可存取資料及程式設定
11.樣品容量：10~80微升（μl），樣品槽材質為合金
12.可以提供快速 PCR 反應條件及標準 PCR 條件供選擇
13.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180,000 18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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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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74
蛋白質
轉漬系統

1.外觀尺寸(寬x 深x 高)：190 x 130 x 150 mm ±30mm
2.膠體尺寸(寬x ⻑)：100 x 100 mm
3. 大樣本數量：4 片10 x 10 cm 膠
4.可容納膠體厚度：0.25~3 mm
5.緩衝液體積：600~2800 ml
6.冷卻冰包：有
7.結構：注射成型；耐用、防漏、安全且使用期限⻑
8.用電安全裝置：上蓋只能以單⼀方向固定；拿起上蓋時，電源線跟著上蓋移開
9.轉漬夾板：樞鈕式夾板
10.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組 48,000 48,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75
蛋白質
跑膠系統

1. 尺寸 (寬 x ⻑ x 高)  190 x 130 x 150 mm ±30mm
2. 玻璃板尺寸 (寬 x ⻑)  100 x 100 mm ±30mm
3. 膠片尺寸 (寬 x ⻑)  75 x 80 mm
4. 大樣本量  80個(每片膠20個)
5. 緩衝溶液體積  250 ~ 1200毫升
6. 冷卻包含在內
7. 具替代檔板與鑄膠基座
8. 結構:注射⼀體成型；耐用、防漏、安全且使用期限⻑
9. 安全裝置  上蓋只能以單⼀方向固定；拿起上蓋時，電源線跟著上蓋移開
10.可快速鑄膠 :使用鑄膠台
11.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組 39,900 39,9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76
蹺蹺板式
震盪器

1.尺寸: W320 x D320 x H180 mm ±50mm
2.電源:110V/60Hz/5A
3.轉速:3-120rpm
4.速度控制:電子式無段調整及指針式轉速表指示
5.盤面尺寸:300 x 300 mm
6.泛用於各種實驗
7.載重量大，超大載物面，約3Kg
8.盤面具止滑墊設計
9.擺幅: 約15度
10.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13,000 13,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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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77
電泳影像
處理設備

1.解析點深度 : 16Bits
2.濾鏡: 波⻑600nm x 1個
3.鏡頭: 8-48mm,
4.F1.2 變焦鏡頭，適用EtBr Gel, SYBR Green Gel, SYPRO Orange Gel, SYPRO Ruby,
western blot,  X-ray film, TLC, Tissue Section, Commasie blue Gel, Colony plate, Realtime
electrophoresis, Chemiluminescence
5.CCD解析度: 晶片解析度144萬畫素，影像解析度>650萬畫素，即時影像，即時擷錄
6.每⼀張影像曝光時間: 0.001 秒–10小時，可自由調控降溫及升溫，並顯示於螢幕
7.影像自動累積連續擷取: 可設999張，可於執行影像累積過程中，任意改變設定張數，
加入多張影像，接續擷取
8.影像處理控制: 內設儲存空間900GB以上
9.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260,000 26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78
藥物成分
分析儀

1.Pump
(1)需採雙凸軸往復式幫浦，串聯方式，且自動脈衝補償功能。
(2) 大壓力：40 MPa或更高(0.001 ~ 5.000 ml/min) 20MPa或更高(5.001 ~ 9.999 ml/min)
(3)流量比例範圍：0.001至9.999mL/min或範圍更寬 (每⼀1μL/min)
(4)壓力單位：可任選 (bar/psi/kgf/cm2/MPa) 四種壓力單位以上
(5)壓力限制範圍：0 ~ 40 MPa或範圍更寬
2.自動樣品取樣器
(1)標準樣品數：120支 (1.5ml)，可擴充72 × 4ml, 195 × 1ml, 192(96-Holes Plate × 2),768
(384-Holes Plate × 2)或更多選擇
(2)注射器量：175μ1 (標準)，可擴充 70μl/700μl/3.5ml或更多選擇
(3)注射樣品量：0.1μL ~ 50μL，可擴充 0.1 ~ 100μl或更多選擇
(4)注射速度：可設定5段或更多段選擇
(5)樣品注射方法：需可採用Cut注射或全體積注射或全Loop注射方式
3.分離管柱恆溫箱
(1)溫度設定範圍：1℃ ~ 85℃ (1℃ step)或更寬
(2)溫控範圍：室溫-15℃ ~室溫+60℃或更寬
(3)溫度感應器精確度：±1℃ (20~85℃)或更佳
(4)溫度控制精確度：SD≦0.2℃或更佳
4 UV偵測器

1 台 950,000 95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79
製藥濃縮
設備

1.尺寸: W57 x D34 x H82 cm±5
2.電源:110V/60Hz/10A
3.主機旋轉馬達採用40W高扭力馬達，並具散熱風扇.
4.採用故障率 低的手動昇降方式.
5.濃縮瓶角度調整，採 新前置拉鈕調整，簡單容易，並且讓控制箱體都是正的.
6.具退瓶機構
7.旋轉玻璃軸採螺旋式固定，拆裝容易，無應力
8.Teflon製真空墊片，除耐酸鹼外，接觸有機
9.加熱槽表面Teflon耐酸鹼塗裝.
10.或同等品

1 組 185,000 18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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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80
電動輔助
吸管

1.重量: 約212g ±5h
2.梯形橡皮塞設計，廣泛適用各廠牌1-100ml吸管
3.快-中-慢（F-M-S）三段吸、排各自獨立調速操作設計
4.流速F-10m l/sec；M- 5m l/sec；S- 1m l/sec
5.主機鼻頭內雙層疏水濾膜(Self-Locking Filter)設計，完全防堵液體暴衝，徹底保護機體
內部裝置，預防吸取過頭時污染機體
6.內附強力9V Ni-MH可充電電池，續用力強、充電快速
7.可持續操作時間達2小時，吸排次數高達2000次以上
8.含操作置放架(可站立支架)/可攜帶式/電池更換容易
9.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支 12,500 12,5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82
微量吸取器

1. 內部活塞由不銹鋼及PVDF建構而成,可⻑年使用
2. 吸管均於出廠時進行過嚴格的校正測試,並附出廠報告
3. 吸管尖柱及吸管尖剔除器皆可進行高壓滅菌
4. 八款單爪式的型號可供選擇
5. 吸取容量範圍: 0.1 μL至 10 mL
6. P2 與 P10 皆配備⻑短兩用型吸管尖剔除器
7. 避免使用潤滑油而採取獨特的 “dry seal＂ 技術以獲得適度的氣密接合並維持⻑效的性
能
8. 以PVDF材質製成厚實的機身 (握把)， 減少手部溫度對於液體吸排時可能產生的影響
9. 系統誤差(μL): ± 8.0
10. 以數值顯示器呈現您現在所選擇的吸排容量
11.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組 30,000 3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83
實驗桌型
微量吸取器

桌上擺設型
1. 內部活塞由不銹鋼及PVDF建構而成,可⻑年使用
2. 吸管均於出廠時進行過嚴格的校正測試,並附出廠報告
3. 吸管尖柱及吸管尖剔除器皆可進行高壓滅菌
4. 八款單爪式的型號可供選擇
5. 吸取容量範圍: 0.1 μL至 10 mL
6. P2 與 P10 皆配備⻑短兩用型吸管尖剔除器
7. 避免使用潤滑油而採取獨特的 “dry seal＂ 技術以獲得適度的氣密接合並維持⻑效的性
能
8. 以PVDF材質製成厚實的機身 (握把)， 減少手部溫度對於液體吸排時可能產生的影響
9. 系統誤差(μL): ± 8.0
10. 以數值顯示器呈現您現在所選擇的吸排容量
11.或同等品

2 組 20,000 4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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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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84
恆溫

循環水槽

1.外尺寸:W345 x D285 x H195 mm ±30mm
2.電壓:110V/60Hz/8A
3.微電腦 P.I.D. 控制，數字設定及顯示溫度
4.槽內尺寸:W295 x D235 x H150 mm ±30mm(約10L)
5.附水流循環泵，可增加溫度之精確性。
6.溫度控制範圍 : 室溫+8℃~100℃
7.溫度調節精度 : ±0.1℃，解析0.5℃
8.恆溫均勻度 : ±0.5℃ at 100℃
9.⼀般生理、病理及其他加熱循環實驗均適用
10.水槽內有循環功能，水溫分佈均勻
11.不鏽鋼水槽，避免腐蝕
12.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51,450 51,45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85
單槽乾浴槽

1.尺寸: W200 x D298 x H80 mm ±30mm
2.電源:110V/60Hz/7A
3.微處理器控制的數字性能精確，精確控制
4.廣泛的溫度控制範圍和精準的溫控性能
5.加熱功率:125w
6.鋁塊提孔: 有
7.重量: 約2-2.5公斤
8.LCD屏幕上同時顯示定時器和溫度
9.額定電壓110V-220V
10.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12,000 12,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86
碎冰製冰機

1.尺寸: W600 x D630 x H1080 mm ±50mm
2.電壓: 220V/60Hz/8A
3.重量: 約70kg ±5kg
4.儲冰容量:約60磅
6.冷卻方式:氣冷式
6.高效率、連續式製冰蒸發器，不需要除霜落冰循環，
比同產量角冰機更省水省電節能，符合環保要求。
7.供水系統壓力需在300psi之內
8.全自動製冰控制系统．具有自我診斷功能及警示燈號
裝置，能即時提供運轉情況和操作問題。
9.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88,000 88,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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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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87
冰箱-20°C

1.外尺寸:H1790 x D790 x W820 mm ±50mm
2.總容量：21立方英尺，約583L ±3L
3.電源:110V/60Hz/7A
4.年耗電量參考值：690度
5.內置照明燈
6.固定式門邊層架：6個
7.全寬固定網架：4個
8.具門鎖設計
9.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45,000 4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88
冰箱4°C雙門

1.容量: 約970L  ±10L
2.溫度範圍:0~20°C
3.符合冷凍食品保存設備標準
4.馬力(HP):1/3HP
5.8片可調式層架
6.複層玻璃設計保溫效果佳，自動除霜功能不起霧/不積水
7.微電腦數位式冷凍系統控制器
8.風扇循環制冷系統、降溫效果 均勻、全自動定時除霜
9.底座水盤自動蒸發設計、免倒水使用 輕鬆
10.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45,000 4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89
2ml-50ml
試管混合器

1.體積:W432 x D177 x H166 mm ±30mm
2.電源:110V/60Hz/5A
3.重量:約:1.6 kg
4. 大承載重量:300g
5.數位式螢幕顯示，含20組振盪模式及3組Flash客製記憶程式
6.採用高效步進馬達及具備待機低耗能睡眠裝置
7.適用0.5~50ml各式離心管
8.可加裝水平轉桿應用於⻄方墨點或雜交反應實驗
9.旋轉速度:1 ~ 99rpm
10.轉桿試管夾採簧片設計, 方便裝取且固定牢靠
11.適用環境:2~50℃,相對溼度80%(20℃)
12.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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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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90
酸鹼度
測定計

1. 尺寸重量：W220 x D140 x H60 mm - W230 x D150 x H75 mm ±30mm，約0.6kg -0.7kg
2. 電源需求：100-240V／50-60Hz，12V DC
3. 材質：外殼－ABS/PC
4.測量範圍：-2.00～16.00 ±0.01pH；-2000～+2000 mV ±1mV；-5～105℃ ±0.5℃
5. 校 正 點：3點校正，內建4組標準液選項
6. 記憶功能：校正資料
7. 溫度補償：自動或手動
8. 輸入介面：BNC、Cinch
9. 配件：PL-517三合⼀玻璃電極
10.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22,000 22,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91
加熱磁
攪拌器

1. 加熱盤尺寸: W170 x D120 mm ±30mm
2. 轉速:80 ~1150 rpm
3. 加熱均勻抗壓性高
4. LED數字顯示
5. 陶瓷板加熱溫度控制由室溫-550℃
6. 具溶液濺出導流溝，可防止控制器內部板路被侵蝕
7. 或同等品規格以上

1 台 12,500 12,5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92
藥品實驗桌

1.尺寸:W1800 x D750 x H850 mm ±50 mm
2.材質:庫板隔間 岩棉防火⼀小時 雙面烤漆鋼板 象牙白 地軌R角
3.重量:約50kg ±5kg
4.庫板單開門： W1100 x H2100 mm ±30 mm 、密閉水平把手、門弓器
5.地板:鋪設無縫地板 12m2(既有地板排水口補平)
6.增設UV燈具4盞含計時器1組、增設消防溫度警報器*1只、實驗桌拆除
7.含施作及安裝

1 張 87,200 87,2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細胞實驗室)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自籌款

93
可調式層板型

PP藥品櫃

1.尺寸：W2400 x D450 x H1000 mm ±30mm
2.重量：約30kgc±3kg
3.材質：厚度8mm±1mm磁白色PP耐酸鹼
4.出風口：4吋搭配手動風門調節抽風風量
5.效益：擺放酸鹼化學品不怕銹蝕，開門拿取藥劑不會被刺鼻化學味道刺激傷害呼吸道
，可擺放廢液桶集中收集避免刺鼻味道四溢。

2 台 53,300 106,6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大實驗室)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6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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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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尺寸：W2270 x D750 x H850 mm ±30mm 配置110V & 220V插座各1組
2.重量：約80kg ±5kg
3.材質：
3.1 工作台面：積層抗蝕化學板（實驗專用級）13±1mm，採用均質纖維經PhenolicResin
浸漬，Laminate高溫高壓成型材料，表面經抗蝕耐酸鹼處理。
3.2 懸吊櫃：採用標準化組合方式，並以螺絲及木榫鎖固，不得以釘接或膠合方式固定
，每⼀成品櫃體需為完整獨立單元。所有櫃體零件加工或塗裝必須在工廠處理好，不得
在現場進行，但可在現場以組合五金組裝成品。同型同尺寸之櫃體、門扇或抽屜必須尺
寸⼀致，其公差應允許任意二同型櫃體、門扇或抽屜彼此互換後，不得產生閉合不全或
不能開啟之現象。
3.2.1 櫃體：採用厚18±1mm 化妝粒片板，表面經POLYESTER RESIN高壓被覆處理，外
緣0.45mm PVC封邊防水處理。採用結合螺絲方式結合，螺絲⻑度不
得小於35mm，以確保櫃體結合強度。
3.2.2 背板：採用厚4±0.5mm夾板雙面貼PVC薄膜製作。
3.2.3 門板：採用厚18±1mm木心板(普通合板)製作，雙面貼美耐板，外緣1.6mmPVC封
邊防水處理。
3.2.4 活動層板：採用厚18±1mm 化妝粒片板，表面經POLYESTER RESIN高壓被覆處理
，外緣0.45mm PVC封邊防水處理。
3.2.5 鉸鍊：110°開啟角度之金屬鉸鍊，具自動關閉、3D方向調整功能。
3.2.6 把手：採耐酸鹼ABS射出成型製品，具內嵌式金屬螺⺟。把手上須有裝置名牌之名
牌夾片，並具仰角設計，以利觀視。
3.3 腳架結構：可依實際設計需求，在水平方向進行延⻑接合。須符合日後拆裝之便利
性，腳架之接合於現場不得以焊接卯釘方式固定，應以螺絲或卡榫等配件組合之。
每⼀垂直架構與垂直架構間距不得大於1.5公尺，以確保其載重強度。
3.3.1 垂直架構(ㄈ型腳架)：採40x60mm厚2.3mm(含)以上之鋼製方管，表面粉體烤漆處
理。
3.3.2 橫樑：採30x60mm厚1.5mm(含)以上之鋼製方管，表面粉體烤漆處理。包含前樑、
後樑及下樑。
3.3.3 調整腳：整組為SUS#304材質加上橡膠底座，螺牙至少3/8”底盤厚度至少需達
1.2mm以上。其調整揚程不得小於4cm。
3.3.4 側封板：安裝於腳架兩側後方採用厚18±1mm木心板(普通合板)製作，雙面貼PVC
，外緣0.45mm PVC封邊防水處理。
4.功能：實驗桌採模組化組合式設計，可因應各種不同的場地及需求作各種不同的配置
5.地板:鋪設無縫地板 12m2(既有地板排水口補平)
6.增設UV燈具4盞含計時器1組、增設消防溫度警報器*1只、實驗桌拆除

1 自籌款張 85,000

94-2

耐酸鹼藥品
配製實驗桌

(2)

1.尺寸：W2700 x D750 x H850 mm ±30 mm  配置110V插座*2組與220V插座*1組，水槽1
只與三口龍頭
2.重量：約120kg ±5kg
3.材質：同優先序94-1【耐酸鹼藥品配製實驗桌(1)】規格

1 張 66,200 66,2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精密實驗室)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3

8月 自籌款

8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精密實驗室)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94-1
耐酸鹼藥品配
製實驗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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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95
桌上型
木製架

1.尺寸：W2400 x D600 x H2000mm ±30mm
2.重量：約60kgc±3kg
3.材質：厚度18mm±1mm木心板，雙面貼PVC(2907灰色)，外緣0.45mm 灰色PVC封邊。
4.防落桿架：Φ1/2" SUS#304不鏽鋼圓管
5.效益：擺放實驗用具或玻璃器皿避免放置桌面傾倒或掉落風險

4 台 24,200 96,8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大實驗室)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7

8月 自籌款

96 滴水架
1.尺寸：W610 x D30 x H800 mm ±30mm(含SUS固定架) 前後放置2只PP滴水架
2.材質：不鏽鋼ㄇ型固定座與木心板
3.效益：使用後玻璃器皿清洗後可放置在滴水上晾乾並方便下次取用。

4 座 11,050 44,2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大實驗室)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8

8月 自籌款

97 化學排煙櫃

1.尺寸：上櫃W1200 x D780 x 630 mm ±50mm，下櫃W1115 x D520 x H570 mm ±50mm
2.重量：約230kg ±5kg
3.材質：詳附件 具桌下型防火櫃、PP抽風機-直接透浦式1HP
4.功能：排煙櫃的功能是將櫃外乾淨的空氣導入，並且把櫃內的污染物限制住，再經排
煙櫃之排氣導管釋出。
5.效益：調製化學藥劑時使用避免酸鹼氣體或有機揮發氣體人員直接吸入導致呼吸道刺
激或人員傷害。
6.含施作及安裝

1 個 162,000 162,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自籌款

98
生物廢液
排放槽

1.尺寸：W680 x D750 x H840 mm ±30mm
2.重量：約30kg ±5kg
3.材質：鋼製烤漆腳架與抗化學實驗桌板。
4.功能：配置清洗使用

1 個 63,000 63,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以學
科核心知能「醫藥保健」
與「商務經營」為目標，
結合課程、實作、專題與
實習，藉由專業教室建置
，改善學生在醫藥實際操
作能力之不足。
(準備室)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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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99
變頻分離
式冷氣

1.外型尺寸：
室內機：715寬*285高*195深(mm) ±20mm/ 約7.5kg
室外機：680寬*435高*285深(mm) ±20mm/ 約19.5kg
2.2-3坪壁掛式機型
3.運轉電流：3.7A
4.額定消耗功率：0.625kw
5.冷氣能力：冷2.2kw
4.CSPF值(w/w)能源效率比：額定冷3.90
5.附遙控器
6.含設備安裝
7.或同等品

3 台 15,000 45,000
醫藥科技實驗教學(細胞實
驗室、精密實驗室、準備
室)溫度控制。

醫藥保健
商務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2

醫藥保健商務教室
計畫p.31

8月 自籌款

100
攜帶式

頭皮檢測儀

1.硬體：
(1)雲端頭皮檢測儀。
(2)20吋螢幕
(3)200倍/70倍可換頭檢測儀
(4)支援白光，偏光，紫外光三種光源
2.軟體：
(1)雲端檢測APP（包含2年軟體使用費用），附智能檢測功能，包括皮紙檢測，敏感檢
測，髮徑，髮量檢測等。
(2)支持70/200倍率鏡頭。
(3)數據比對功能。
(4)支持線上更新功能
3.或同等品

10 組 50,841 508,410
技能精煉-充實臨床技能學
習設備

美容造型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7月

101 85773
1.D605展演教室建置

2.教研室教師教學研究使用
幼兒保育科*1
口腔衛生科*2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6月
電腦組(螢幕
23.5 吋以上)

⼀、電腦主機
1.處理器：INTEL Core i5-8500(含)以上
2.記憶體：8GB(含)以上
3.硬碟: 內建硬碟加速器16GB 1個及950GB(含)以上硬碟1個
4.內接或外接IC卡讀卡機
5.光碟機: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DVD±R/RW)
6.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
7.中英文鍵盤(PS/2或USB)
8.光學滾輪滑鼠
9.Windows 10(含以上 Professional 64bit(含)以上中文 新版作業系統
10.綠色環保標章/多點備份還原系統
11.或同等品
二、螢幕
1.尺寸：LED背光模組 TFT-LCD 23.5(含)吋以上
2.解析度1920x1080@60Hz (含)以上
3.點距(mm)：0.28(含)以下
4.水平可視角度：178(含)以上

3 組 2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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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校務發展計畫
α-a-7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6月28,059 224,4728 組

5.垂直可視角度：178(含)以上
6.對比率：1000:1(含)以上
7.亮度：250 cd/m2(含)以上
8.反應時間：8ms秒(含)以下
9.採用 VA 面板，色彩數目可達 24 位元(bits) (1670 萬)顏色(含)以上，LED 背光模組之
平均使用壽命典型標準值(Typ.)或 小值(Min.) 30,000 小時(含)以上
10.訊號輸入：D-SubI連接頭，及數位訊號輸入DVI-D或HDM或DisplayPort 連接頭
11. 或同等品
三、還原系統

⼀般教室E化講桌

口腔衛生科*1
護理科*5

通識教育中心
*1

幼兒保育科*1

102-1
資訊講桌-
電腦組(螢幕

21.5 吋)

⼀、電腦主機：
1.處理器：INTEL Core i5-8500(含)以上
2.記憶體：8GB(含)以上
3.硬碟: 內建硬碟加速器16GB 1個及950GB(含)以上硬碟1個
4.內接或外接IC卡讀卡機
5.光碟機:支援雙模式寫入與覆寫(DVD±R/RW)
6.直立式外殼及電源供應器
7.中英文鍵盤(PS/2或USB)
8.光學滾輪滑鼠
9.Windows 10(含)以上 Professional 64bit(含)以上中文 新版作業系統
10.綠色環保標章/多點備份還原系統
11.或同等品
二、螢幕
1.尺寸：LED背光模組 TFT-LCD 21.5 吋(含)
2.解析度1920x1080@60Hz (含)以上
3.點距(mm)：0.248(含)以下
4.水平可視角度：178(含)以上
5.垂直可視角度：178(含)以上
6.對比率：1000:1(含)以上
7.亮度：250 cd/m2(含)以上
8.反應時間：8ms秒(含)以下
9.採用 VA 面板，色彩數目可達 24 位元(bits) (1670 萬)顏色(含)以上，LED 背光模組之
平均使用壽命典型標準值(Typ.)或 小值(Min.) 30,000 小時(含)以上
10.訊號輸入：D-SubI連接頭，及數位訊號輸入DVI-D或HDM或DisplayPort 連接頭
11.或同等品
三、還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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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02-2
資訊講桌─
多功能桌組

⼀、講桌結構
1、桌頭斜面可置放22”LED螢幕及強化防塵玻璃,斜角度須大於35度且其右邊須可放置滑
鼠、鎖控總電源開關、電源插座*2、中控機主機、RCA3孔插座、有線麥克風座、薄膜
按鍵控制面板及內含鍵盤抽屜2桌平面面積(W)650mm±10mm *(L)340mm±10mm,其左、
右兩側邊緣均加扶手鍵盤。
二、中控機主機
1.PC之滑鼠及鍵盤若閒置不按鍵超過既設時間,則PC內建軟體透過RS 232命令中控機自
動執行關機及控制斷電程序:
2.內建1路紅外發射介面透過學習編碼可控制投影機。
3.2x1 視訊矩陣切換支援光碟機及提示機輸入，3x1立體聲音矩陣切換及音量大小聲及靜
音控制。
4.3x2 VGA訊號切換矩陣,支援PC、NB及提示機輸入。
5.RS-232介面可控制投影機、讀卡機及電腦開關機或可紅外控制投影機開關機。
三、含擴音喇叭、保固服務、配置
四、或同等品

8 組 39,000 312,000 ⼀般教室E化講桌
口腔衛生科*1
護理科*6

幼兒保育科*1

校務發展計畫
α-a-7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6月

102-3
資訊講桌─
擴大機

⼀、擴大機：
1.供電方式：交流110V-120V 60 Hz，直流 12V。
2.輸入端座：6.3聲道麥克風*2，麥克風輸入靈敏度:-45dB±3dB
3.輸出功率：80W(4歐姆)。
二、喇叭2個：
1.二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
2.驅動單元：8 吋低音單元；3 吋高音單元 x2
3.平均承受功率：100watts有線麥克風
4.輸出阻抗:600Ω
三、或同等品

8 台 12,000 96,000 ⼀般教室E化講桌
口腔衛生科*1
護理科*6

幼兒保育科*1

校務發展計畫
α-a-7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6月

105
120吋教學
投影電動
布幕

1尺寸：6呎×8呎  ± 3%
2.軸心式管狀馬達
3.CASOS WME-120
4.或同等品
(含電力及吊掛配置)

2 式 11,000 22,000
⼀般教室、專業教室教學E
化使用

幼兒保育科*1
口腔衛生科*1

校務發展計畫
α-a-7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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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07
餐飲服務
流理台

1. 尺寸：約2800⻑x1200寬x900高(mm)±50
2. 檯面材質: 人造石檯面
3. 色系:黑灰色工業風
4. 功能：
(1) IH微晶調理爐*5(五口)（50x450x81(mm)±5）
(2)不鏽鋼伸縮廚房水龍頭
(3)不銹鋼方槽780x460x210(mm)±5
(4)雙面三抽屜(可放置100公分以上電器，加附2個托盤)
(5)可外鉗具蒸氣烘烤功能的微波爐 ⼀個(微波爐容量:27L以上，具微波700W，燒烤
1250W，250度對流烘烤功能)
5. 需含流理台水電配置及施作(電線加粗及處理出水口可排放廢水)

1 座 200,000 200,000

1.餐飲服務教室設備更新
2.配合「飲料調製」及「養
生膳食」等專業選修課程
，充實教學設備需求，利
用購置之設備強化實務操
作，以理論搭配實務豐富
課程內容。

健康休閒
管理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5健康促進特色
專業教室p.32

8月 自籌款

108
餐飲服務
自動咖啡機

1.尺寸：約深40cm*寬60cm*高100cm±3
2.重量：>10kg
3.材質：烤漆外觀、不銹鋼材質
4.功能：簡易注水、綜合自動鮮奶功能 、義式濃縮咖啡技術 、可調整沖煮時間⻑度、
溫度控制、自動清洗及除垢功能 、附陶瓷研磨器 、可拆式蒸餾沖泡器
5.或同等品

1 台 27,000 27,000

1.餐飲服務教室設備更新
2.配合「飲料調製」及「養
生膳食」等專業選修課程
，充實教學設備需求，利
用購置之設備強化實務操
作，以理論搭配實務豐富
課程內容。

健康休閒
管理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5健康促進特色
專業教室p.32

7月 自籌款

109
餐飲服務
冰箱

1.尺寸：寬600 X 深650 X 高1800(mm) ±5
2.重量：>100kg
3.材質：全平面無邊框鋼板設計、隱藏式觸控面板 、含蔬果室.冷凍室、LED燈照明 、
真空斷熱材 、附環保高效率冷媒、
4.功能：容量500公升變頻四門、Ag銀除菌
5.含基本運送+拆箱定位+回收舊機
6.或同等品

1 台 45,000 45,000

1.餐飲服務教室設備更新
2.配合「飲料調製」及「養
生膳食」等專業選修課程
，充實教學設備需求，利
用購置之設備強化實務操
作，以理論搭配實務豐富
課程內容。

健康休閒
管理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b-5健康促進特色
專業教室p.32

7月 自籌款

110 電子天秤
1. 大秤量:0-2200g 精準度:0.01g
2.外置砝碼 自動校正
3.或同等品

2 台 18,900 37,800
微生物免疫學實驗課程使
用，可精準秤量藥品。

護理科
(基醫組-微免)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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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11 摺疊式推車

1.尺寸：
(1)展開包外尺寸：W555*L450*H765㎜
(2)收合包外尺寸：W555*L230*H915㎜
(3)台面展開包外：W500*L450*H200mm
以上公差需小於 1%
2.活動輪直徑：4”
3. 材質：不鏽鋼製,整具推車除了輪子為橡膠外其他部份 需全部以全亮面不鏽鋼材製成,
不得為霧面不銹鋼或者部份不鏽鋼拼湊而成。
4.不用時可兩側同時折疊，節省收納空間。
5.可展現三種態全開、半開、全閉。
6.或同等品

12 組 45,000 540,000 身評實驗室用
護理科

(內外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7月

112 防潮櫃

1. 尺寸：
(1)外箱尺寸：W1200*D705*H1890㎜ (± 5mm)
(2)內箱尺寸：W1198*D680*H1820㎜ (± 5mm)
2.重量：135KG
3.材質：櫃體厚1.0mm鋼板防鏽粉體烤漆
4.功能：有效容量1483L，全功能微電腦電子控制，觸摸式薄膜按鍵調節控制濕度；兩
組數位LED顯示器；全自動吸濕.排濕(分子篩)+記憶合金驅動，不受斷電的影響而使設
定值改變； 濕度控制範圍20％-60％ RH ； 除濕能力 低可達20％RH(±5%RH)； 主機
設計分離式,DIY拆卸簡便；4門，正牌安全強化玻璃；電源AC110V, 50/60HZ；
5.或同等品

1 台 70,000 70,000

1.做為生物實驗課存放實務
操作的顯微鏡防潮使用。
2.存放生物課程第⼀章細胞
章節、實驗課程的顯微鏡
觀察內容使用的顯微鏡，
使學生操作的顯微鏡不受
潮。

通識教育中心
(生物教室)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7月 自籌款

113
大型電子
防潮櫃

1.系統外寸：W1200 *D660 *H1930 mm±5
2.電氣規格：AC 110V / 60Hz
3.櫃體組成及應用優點：
(1)高氣密櫃體︰採1㎜鋼板，米灰色防鏽烤漆；附高耐重鋼製層板x 5片；高度可調。 層
板底部具加強樑，單層載重達200Kg /負重48小時無變形。 (可檢附SGS耐重效能測試之
書面認證)
(2)高承載櫃底強化︰配備可調式水平防震底柱、PU高耐重可煞車移動輪組x 各4組。
(3)採六門全開式(雙門開啟無中柱)鋼框強化玻璃門、附內凹型防撞門
把、鎖頭、鑰匙。
(4)可無障礙存取寬大物件≧500mm x 550mm x 1000mm (不需拆裝任何櫃體組件)；非手
動式天地栓、拆卸式中柱…傳統設計，可避免存取不慎誤損物件、閉合不良溼氣內滲、
物件存取費時…等問題。

2 組 44,500 89,000 除濕保護模型
護理科

(內外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7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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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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14
除濕機

(大坪數)

1.尺寸:約370 x 614 x 298 mm ± 3%
2.重量︰約18 kg ± 3%
3.水箱容量︰5.2公升(含)以上
4.電壓︰110V/60Hz
5.除濕機 適用約 28坪 ± 3%
6..奈米銀抗菌抗過敏濾網
7.水箱容量5.2L ± 3%
8.雙重除濕系統 W-HEXS
9.除濕能力︰22公升/日(含)以上
10.適用室溫範圍︰1 ℃ ~40 ℃
11.或同等品

2 台 22,000 44,000

輔助實驗室和藥品室教學
設備除濕，延⻑使用時效
，避免因潮濕而降低使用
效益。

通識教育中心
(生物教室)

校務發展計畫
α-a-6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7月 自籌款

19,412,801
補助款15,713,913元
自籌款3,698,888元

備註：
1.

2.

3.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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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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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標-1
學生自主學習系統
優化升級(1)

1.建置學生學習資訊整合平台，揭露學習資源與資訊，提升自主學習意願。
2.課程規劃與學習進度揭露。
2.優化建置實習教學行動平台。
3.支援行動裝置使用，提升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即時網路查詢。
4.符合HTML5標準的語法，不受限瀏覽器。
5.支援HTTPS網路安全傳輸協定。

1 套 900,000 900,000

1.漢龍系統擴充跨瀏覽器及跨
裝置支援。
2.提升全校師與生之間互動介
面，提升瀏覽流暢性能。
3.整合揭露學習資源與資訊，
提升教學與學習之間介面友善
性，增進學生自主學習意願。

通識教育
中心

(電算)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10月

標2-1
主牆面同步
教學互動系統

1.投影型式：3LCD面板。
2.光源形式及壽命：純雷射光源(Laser Diode)。
3.輸出亮度：彩色亮度4000流明、白色亮度4000流明。
4.解析度：真實解析度1920x1200。
5.電源規格：AC 110V～120V/AC 200V～240V。
6.輸入端子：D-sub15 pin x1、HDMI x 3以上。
7.投影鏡頭：因應現有場地裝修美觀性與功能性之投影尺寸，須具備超短距離投影
需求。投射比需0.27:1(含)以下。
8.最大互動投影尺寸：100”吋(含)以上。
9.幾何校正：內建標準垂直及水平梯形修正及進階四邊角(Corner)修正功能。
10.須支援0秒關機或立即關機功能，且不得損害機器。                     11.風扇噪音值：
38dB以下。
12.安全裝置：過熱自動斷電保護裝置。
13.內建標準設計之內建書寫功能(含書寫筆、直接手觸書寫)，並可於投影畫面(影像)
上直接書寫及操作電腦等(不可以外掛式感應鏡頭或非原廠設計內置機身互動設備取
代此功能)。

1 台 200,000 200,000 同步教學互動系統使用
護理科

(社區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10月

標2-2 雲端白板

1.配合雲端教學應用，84吋(含)以上。
2.雲端整合
3.書寫快照內容可直接儲存於行動裝置，還能整合至Evernote 雲端筆記、Dropbox與
Google雲端空間，瀏覽備查更方便。
4.行動裝置APP
5.支援iOS及Android系統的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支援250位用戶同時連線
使用6.即時共享
7.透過QR Code掃描或NFC感應的方式即可與SMART kapp快速連接，同步接收雲端
白板上的會議筆記。
8. 每次會議皆產生通用唯⼀辨識碼，加密傳輸資料，行動裝置斷開連線的瞬間會自
動刪除遠端共享的內容，確保資訊安全性。
9. 提供1年保固。

1 台 50,000 50,000 同步教學互動系統使用
護理科

(社區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8提升教學品質

設備充實
計畫p.29

10月

合計 1,150,000

1.
2.
3.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規格說明書(標餘款)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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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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或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0
0
0
0

0
0
0
0
0

0

【附表12】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合　計

108年度未編此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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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冊/卷)

1  1 批 200,000 200,000 充實館藏 圖書館
校務發展計畫

α-a-3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充實計畫p.28

6月

2  1 批 300,000 300,000 充實館藏 圖書館
校務發展計畫

α-a-3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充實計畫p.28

6月

3  1 批 1,200,000 1,200,000
充實館藏
視聽資料
(公播)

圖書館
校務發展計畫

α-a-3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充實計畫p.28

6月

4  1 批 300,000 300,000
充實館藏
電子圖書
(買斷)

圖書館
校務發展計畫

α-a-3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充實計畫p.28

6月

2,000,000

1.

2.

3.

【附表13】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月完成驗收並
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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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資源請另標示授權年限)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備註

合　計

預計採
購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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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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360度攝影機

1.錄影品質：720, 1080, 3K(HD)
2.檔案格式：JPEG, AVI
3.多媒體功能：GPS, WIFI
4.螢幕尺寸：1.9吋以下
5.螢幕類型：固定式螢幕
6.儲存媒介：microSD
7.電源：鋰電池
8.攝影機尺寸 (寬 x 高 x 深) ：70*70*25(mm)±50mm
9.含電池+記憶卡重量(g)：約250
10.錄影時間(使用隨附已充飽電的電池)：約2H
11.保固期限：至少1年
12.內容物：Fusion 360°全景相機、Fusion Grip(可當延⻑桿、三腳架)、充電
電池、曲面自黏式固定座、平面自黏式固定座、安裝扣、USB-C傳輸線、
Fusion專用保護盒、說明書
13.或同等品

1 台 22,900 22,900

擴充社團教
學設備及國
際志工、服
務學習活動
紀錄使用

青年服務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2
高畫質彩色
數位攝影機

1.影像感應器：CCD 或 CMOS 感應元件
2.彩色顯示器：內建 2.5 英吋(含)以上彩色液晶顯示器
3.儲存媒體：
4.內建硬碟或記憶體(Flash Memory)至少 32GB(含)以上
5.儲存媒體總容量 120GB(含)以上
6.影像壓縮：MPEG-2 TS 或 MPEG-4 AVCHD 格式
7.連接端子：具有 HDMI 數位端子
8.影像紀錄：動態 1920x1080(含)以上
靜態 900 萬畫素(含)以上
9.影像輸出格式：1080i 高畫質
10.電腦傳輸介面： USB 介面(附 USB 介面電腦端傳輸線)
11.對焦模式：自動對焦
12.鏡頭光學變焦：主機原廠本身具 10 倍(含)以上光學變焦
13.鏡頭數位變焦：主機原廠本身具 120 倍(含)以上數位變焦
14.或同等品

2 台 18,800 37,600

擴充社團教
學設備及國
際志工、服
務學習活動
紀錄使用

青年服務社*1
護理科學會*1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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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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3 碎紙機

1.尺寸：寬500×深420× 高880mm
2.重量：60公斤
3.碎紙張數：35-36張
4.碎紙細度：3.9x40mm 全碎狀
5.入口寬度：310mm(A3)
6.碎紙速度：3.8公尺/分鐘
7.具安全保護板及CD專用入口
8.內部全鋼結構全鋼齒輪
9.超靜音:60分貝
10.開關：前進,停止,倒退光控碎紙
11.安全：滿紙,開門,過熱自動停機,卡紙自動倒退
12.鋼刀：碎訂書針,迴紋針,信用卡,光碟等
13.外觀：ABS塑鋼機殼及吸音木箱,具腳輪
14.或同等品

2 台 24,990 49,980 活動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4 單眼數位相機

1.相機尺寸：131 × 99.9 × 76.2mm
2.相機重量：約485g
3.使用記憶卡：SD、SDHC、SDXC
4.使用電池：LP-E17
5.感光元件：APS-C CMOS
6.有效畫素：約2420萬像素
7.觀景窗：五面鏡 / 視野率95% / 放大倍率0.82倍
8.機身接環：EF接環
9.液晶螢幕：3.0吋電容觸控式螢幕 (約104萬點) / 可多角度翻轉
10.感光度：ISO 125~12800 (可擴展至25600)
11.對焦系統：TTL相位差對焦 / 45點對焦點
12.測光系統：7560像素RGB+IR測光感應器及TTL光圈全開63區測光系統
13.快門速度：B快門、30 ~ 1/4000秒
14.連拍速度：最快約每秒6張
15.錄影畫素：1920 x 1080
16.或同等品

2 台 31,200 62,400 活動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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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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5 擴大機

1.⻑寬高: 880 x 483 x 443(mm)±50mm
2.重量: 約12.5kg
3.每軌最高輸出電壓:141V
4.最高電壓:230V
5.最低電壓:115V
6.頻道數量: 四軌
7.瓦數最大量:約8800 瓦
8.通道最大電流:35.5A peak
9.頻律響應: 6.8Hz - 34.2kHz
10.輸入阻抗: 20kOhm
11.輸出阻抗: 30mOhm
12.含航空箱
13.或同等品

2 台 70,000 140,000
擴充社團教
學設備

燈光音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6 32 軌數位混音器

1.尺寸：約⻑:71.6 寬:59.9 高:22.5(cm)
2..電壓：110~220V
3. 25 電動推桿 (24 輸入 + 1master)
4.48 輸入的混音能力 (40單音 + 2 立體 + 2 效果回送)
5.20 Aux (8 單音 + 6 立體)+ 立體輸出 + Sub buses
6.8 個具有Roll-out 的DCA群組
7.24 類比 XLR/TRS 綜合mic/line 輸入 + 2 類比RCA pin 立體線性輸入
8.16 類比 XLR 輸出
9.34 x 34 數位錄音/播放軌道透過USB 2.0 + 2 x 2 軌透過USB 隨身碟
10.8效果 and 10 GEQ
11.含航空箱

1 台 180,000 180,000
擴充社團教
學設備

燈光音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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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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7 卡拉OK機組

⼀、伴唱主機
1. 外觀尺寸寬x高x深-427x69x350(cm)±5%
2. 硬碟介面 (內部可抽取式)-SATA 2.0 x 2
3. USB輸入 USB2.0x1
4. 光碟機-DVD-ROM
5. 外部 AV-IN / HDMI-IN-AV-IN
6. AV-OUT / HDMI-OUT 同步輸出-AV / HDMI 單⼀輸出
7. 快速找歌 (注音 / 漢語雙拼音輸入)--注音拼音輸入
8. 多元 (快捷) 分類曲庫--基本歌庫
9. MIDI /原聲原影SD /
10. 外部AV-IN / HDMI-IN當背景--AV-IN
11. 多媒體 & DVD光碟播放
12. 支援行動裝置APP點歌
13. 全功能鍵盤式遙控器
14. 綜合鍵盤
15. 點歌本--平裝型x2
⼆、落地式喇叭⼀對
1. 低音單體 (mm/in) : 2 x 140 / 5.5
2. 高音單體 (mm/in) : 25 / 1
3. 建議功率 (W, long/short term) : 100W / 140W
4. 靈敏度 (dB, 2.8V/1m) : 89 頻率響應 (Hz) : 48 - 20.000
5. 分頻點 (Hz) : 2500 阻抗 (Ohm) : 6
6. 外觀尺寸 (mm, HxWxD) : 910 x 180 x 238 重量：8.7Kg (對) ±5%
三、卡拉ok擴大機
1. 尺寸:寬45/高15/深34（cm）±5%
2. 開關機時，音量歸零防止喇叭短路保護
3. 低音加強，可自動接唱
4. 輸出功率:120瓦/8Ω 喇叭A/B 2組
4. 聲音輸入:4組/1組輸出
6. 影像輸入/輸出:3組/2組
7. 麥克風輸入:5組可外接SW喇叭
8. 附件:遙控器x1，保証書x1，無線麥克風*4
9.機殼:1U機箱(尺寸約420x200x44(mm)/重量約 1.5(kg))
四、螢幕：
1.42吋液晶螢幕
2.附移動架
或同等品

1 組 84,000 84,000
擴充社團教
學設備

卡拉OK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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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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8
筆記型電腦

(15吋)

⼀、15吋筆記型電腦
1.處理器: INTEL Core i7-8550U (含)以上
2.記憶體:8GB(含)以上
3.內建Nvidia GTX-1050(含)以上獨立顯示晶片
4.硬碟容量：固態硬碟(SSD，Solid State Drive) 200GB（含）以上
5.DVD/CD複合式燒錄光碟機
6.提供內建或外接Ethernet網路介面10/100/1000Mbps(含)以上，支援802.11
b/g/n或a/g/n 或802.11 ac
7.中英文鍵支援Windows或Mac OS (含倉頡、注音印刷字鍵)
8.具備Touch pad或TrackPoint或Multi-Touch Trackpad
9.另提供⼀個光學滑鼠，解析度800dpi(含)以上
10.內建喇叭及麥克風內建High Definition Audio或符合AC ’97 CODEC之音
效規格或Sound Blaster相容立體音效介面
11.提供鋰離子電池⼀個，鋰離子電池保固期為3年。
12.Windows 10(含)以上 Professional 64bit中文最新版作業系統
13. 或同等品
⼆、還原軟體

2 台 32,851 65,702
活動及製作
衛教教材用

1.學生會
2.口衛科學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9 IEM 耳內監聽

1.42 MHz 的切換頻寬
2.1680 個可調諧的UHF 頻率
3.接收機上有四段的電池電量顯示
4.發射機上有靜音功能
5.每組最多16 個兼容頻率
6.兩個立體聲分集接收器
7.保固⼀年
8.HDX 降噪器
9.發射機上有靜音功能
10.背光照明圖形化顯示屏
11.含航空箱
12.或同等品

2 組 77,000 154,000
擴充社團教
學設備

燈光音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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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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10 天幕帳(小)

1.頂布尺寸：300*300*320(cm)±5
2.頂布材質：PVC夾網布+貼銀膠抗紫外線
3.帳蓬骨架：⼀體成型烤漆六角鐵管
4.顏色：藍/白或紅/白相間
5.整組含頂布⼀張、骨架⼀組、營釘四支、營繩四條、防風袋四個、⼿提
外袋⼀個等
6.或同等品

4 頂 14,000 56,000
野外訓練活

動用
童軍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11 可攜式PA系統

1.約680瓦 (340瓦 + 340瓦) 輸出功率
2. 高音質喇叭 (低音單體:約10吋 低音喇叭/ 高音單體:約1.4吋)
3. 可拆式 10軌 混音器 (4單聲道 + 6 單聲道 或 3 雙聲道)
4. 各軌3段式等化器
5. 可監聽與重低音輸出
6.或同等品

1 組 40,000 40,000
擴充社團教
學設備用

吉他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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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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12 無線⼿持式麥克風

1.麥克風使用範圍為518 - 782 MHz
2.XLR 和 1/4 英寸輸出
3.自動選擇頻率
4.自動發射機設置
5.在24 MHz 帶寬中有 960個可選頻率
6.可拆卸式 1/4 波⻑天線
7.微處理器 - 分集接收控制
8.射頻顯示 LED
9.5 段音量計
10.多功能、背光 LCD
11.低電量指示燈
12.頻率和功率鎖定
13.結實的金屬底板
14.音量控制位於設備後方
15.1/2 機架設計，附有機架部件
16.用於在機架以外的位置安放設備的防滑減震器
17.含航空箱
18.或同等品

4 組 30,000 120,000
擴充社團教
學設備

燈光音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13 跨欄欄架

1.高度範圍:686-1067mm
2材質:鋼管、鋼材、ABS板
3.可調節高度
4.1組（10個欄架）
5.或同等品

1 組 20,000 20,000
跨欄項目訓

練
田徑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14 除濕機(大坪數)

1.尺寸:約370 x 614 x 298 mm ± 3%
2.重量︰約18 kg ± 3%
3.水箱容量︰5.2公升(含)以上
4.電壓︰110V/60Hz
5.除濕機 適用約 28坪 ± 3%
6..奈米銀抗菌抗過敏濾網
7.水箱容量5.2L ± 3%
8.雙重除濕系統 W-HEXS
9.除濕能力︰22公升/日(含)以上
10.適用室溫範圍︰1 ℃ ~40 ℃
11.或同等品

7 台 22,000 154,000
社團辦公室

使用
學生會

等7個社團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1,186,582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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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設備
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
環保廢
棄物

汙水處理廠設
備系統

1.沉澱池污泥泵(0.5HP*0.2m²/min*5m)*2台
2.調整池鼓風機(10HP*5000mmaq*4m²/min) *2台
3.細散氣盤、管(30-130 1/min)*48組
4.粗散氣盤(30-130 1/min)*32組
5.污水處理控制盤*1組
6.曝氣池鼓風機(10HP*4000mmaq*4.8m²/min) *2台
7.電子式流量計(3"鑄鐵) *2個
8.加藥機*2台
9.雲端及水質監控系統*1式
10.再生水質監測*1組
11.五金另件安裝施作

1 套 1,795,590 1,795,590 汰舊換新 總務處
校務發展計畫

α-r-4永續生態校園營
造計畫p.67

6月

2
校園安
全

監視攝影機

1. AHD DVR 16路高畫質1080P監視器主機含影像監
控 3TB 3.5吋硬碟 * 1
2. AHD 槍型夜視防水攝影機監視器高功率
LED1080P防水攝影機 * 16支含安裝
3. ASUS VS247HR 24" LED MONITOR(或同等品)

2 組 120,000 240,000
校園監視
攝影機

全校師生
校務發展計畫

α-r-3校園安全設備建
置計畫p.67

6月 自籌款

3
無障礙
空間

自動安全門

1.不鏽鋼內門框207*100(cm)約80kg單扇
2.自動門機(馬達)*4組
3.開閉速度100mm/秒~500mm秒(11段變速)
4.開放時間0秒~10秒(11段調整)
5.驅動皮帶:齒型時規皮帶
6.電源電壓:AC90~120V/5A 或 220V
7.電鎖、自動開關(含標示牌)安裝
8.可供顏色挑選
9.效益:安全衝撞檢知、自我故障偵測... 等

4 組 50,000 200,000
無障礙廁
所門汰舊
換新

全校師生
校務發展計畫

α-r-8校園安全設備建
置計畫p.68

6月 自籌款

【附表15】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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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設備
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5】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4
永續校
園綠化

油煙風管

1.鍍鋅排油煙風管
2.手動控制風門
3.五金配件及另料
4.含修補及防漏修復
5.安裝範圍雜項修復及清運

1 式 250,000 250,000
原設備
擴增

總務處
校務發展計畫

α-r-6校園安全設備建
置計畫p.68

6月 自籌款

5
省水器
材

飲水機

1.尺寸：寬度41cm × 深度42cm × 高度135cm。
2.材質：外殼採SUS304不銹鋼，厚度0.7mm，冰冷熱
缸採SUS304不銹鋼，厚度0.5cm以上，機架採不生鏽
材質。
3.容量：熱缸20公升、溫水缸8公升(經煮沸)。
4.電壓：AC 110V 60HZ(依現場電壓交貨)。
5.消耗功率：開水電熱管750W。

30 台 20,000 600,000 汰舊換新 全校師生
校務發展計畫

α-r-6校園安全設備建
置計畫p.68

6月 自籌款

3,085,590

1.

2.

3.

4.

合　計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
「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設備類別」分為省水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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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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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 審查機制

1
新聘(三年以內
專任教師薪資

教師薪資

【分配原則】
1.新聘3年內教師6個月份薪資。
2.起聘日符合三年內新聘教師資格，並符合教師授課基本鐘點。
3.薪資、薪級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辦理。
【審查機制】
依本校校聘任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及超鐘點辦
法、專任教師年資晉薪作業要點、專業及技術教師審查基準辦理。

6個月 5,592,520
校務發展計畫

α-h-1教師實務經驗提升
計畫p.46

2-1 推動實務教學 編纂教材(獎勵) 38件 54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1教師教學成果獎勵計
畫p.48

2-2 推動實務教學 製作教具(獎勵) 30件 44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1教師教學成果獎勵計
畫p.48

2-3 推動實務教學 改進教學(獎勵) 25件 375,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1教師教學成果獎勵計
畫p.48

2-4 推動實務教學 教具製作(補助)

【分配原則】
每案以3萬元為上限，補助項目含教具製作所需之印刷費、資料蒐集、
設備使用費…等(核定後之補助金額，以實報實銷方式進行核銷)。
【審查機制】依教師申請製作教具補助辦法
由教師於每年10月底前，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經研發處初審計畫與經
費編列之合理性，陳核校⻑補助經費。

12案 36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1教師教學成果獎勵計
畫p.48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分配原則】
特優：頒發獎勵金貳萬伍仟元
優等：頒發獎勵金壹萬伍仟元
佳作：頒發獎勵金壹萬元
編纂教材：特優6案、優等14案、佳作18案
製作教具：特優6案、優等10案、佳作14案
改進教學：特優5案、優等10案、佳作10案
【審查機制】 依改進教學獎勵辦法
1.分組評核：由各分組依校級公文程序遴選二位所屬領域之外聘專業教
師進行評核，分組評核成績前百分之七十案件入圍。
2.校級總評：由研發處彙整分組入圍案件，遴選校外委員二名(含)以上
，進行總評選，依分組評核成績佔百分之五十與校級總評成績佔百分之
五十總和分數，依總和績序評選出入圍案件前百分之七十獲獎(分數達
8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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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 審查機制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2-5 推動實務教學 實習訪視(獎勵)

【分配原則】
赴實習機構現場訪視以地區遠近區分，雙北及基隆地區：核配15點/
次；桃竹苗區：核配10點/次；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核配20點/
次。(每點100元)全校年度個人獎勵以六次為上限。
【審查機制】依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補助辦法
導師訪視結束後，檢附實習訪視心得，於申請期限內彙送研發處複審，
符合條件者，擇期提送「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審查委員會」審議，通
過案件陳核校⻑核定獎勵。

80人次 30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h-1教師實務經驗提升
計畫p.46

2-6 推動實務教學 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勵)

【分配原則】
依6類證照等級區分獎勵(獎勵點數/每點100元)：
第1類：⾼考每張核配點數三百點、普考每張⼀百點。第2類：甲級每張
核配點數三百點、⼄級每張⼀百點。第3類：每張獎勵二百點。第4類：
每張獎勵六十點。第5至6類：每張獎勵三十點。
【審查機制】依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申請案於規定期限造冊彙送研發處複審，符合條件者提送「整體發展經
費獎勵補助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案件陳核校⻑核定獎勵。

30人次 23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4教師專業證照提升計
畫p.48

2-7 推動實務教學
教師指導學生參與
校外競賽(獎勵)

【分配原則】
競賽等級區分三類(獎勵點數/每點100元)
1.國際性：第⼀名：八百點、第二名：六百點、第三名：四百點；若競
賽地點於台灣地區，第⼀名：六百點、第二名：四百點、第三名：三百
點。
2.全國性：第⼀名：三百點、第二名：二百點、第三名：⼀百點。
3.區域性：第⼀名：二百點、第二名：⼀百點、第三名：五十點。
【審查機制】依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獎勵辦法
申請案件由研發處初審完成後，擇期提報「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審查
委員會」進行複審，年度個人獎勵金以10萬元為上限，審議結果陳報校
⻑核定獎勵。

30人次 60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β-j-1專業學科參與競賽計

畫p.90
β-j-2學生社團競賽績效計

畫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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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 審查機制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2-8 推動實務教學
導師輔導護理師
考照成效(獎勵)

【分配原則】
1.導師輔導護理師考照成效：
以班級考照通過率為基準，考照通過率依全國平均百分比為基準，以考
試院榜示錄取名單為依據。獎勵導師如下：考照通過率⾼於全國平均百
分比級距百分之二十五(含)以上者，獎勵五十點；百分之三十(含)以上
者，獎勵⼀百點；百分之三十五(含)以上者，獎勵二百點；百分之四十
(含)以上者，獎勵三百點；百分之四十五(含)以上者，獎勵四百點；百
分之五十(含)以上者，獎勵五百點；百分之百(含)且人數逾四十人者，
獎勵⼀千點。
科主任及副主任以平均考照通過率，準用上述規定敘獎之。
2.導師輔導驗光師考照成效：
準用導師輔導護理師考照成效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科主任專案簽
核校⻑核定。
【審查機制】依教師輔導班級證照成效暨護理師考照成效獎勵辦法導師
輔導護理師、驗光師考照成效獎勵，循考試院榜示週期辦理。

16人次 30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β-c-3護理講師鐘點上限

計畫p.74
α-f-1學生證照檢定提升計

畫p.41

2-9 推動實務教學
導師輔導班級
考照成效(獎勵)

【分配原則】
以班級學生考照通過率為基準，考照通過率基準以本校專業技能證照獎
勵上學期數據為依據。獎勵以各班考照通過率百分之七十(含)以上者，
班級導師獎勵三十點；全校班級第⼀名獎勵三百點，第二名獎勵二百點
，第三名獎勵⼀百點。前三名班級所屬教學單位主任準同導師敍獎之。
【審查機制】依教師輔導班級證照成效暨護理師考照成效獎勵辦法循本
校獎勵學生專業技能證照獎勵週期敘獎之。

20人次 15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β-c-3護理講師鐘點上限

計畫p.74
α-f-1學生證照檢定提升計

畫p.41

2-10 推動實務教學
教案競賽
(外審費)

【分配原則】
編撰教材、製作教具及改進教學競賽，入圍案件外審費。
【審查機制】
依改進教學獎勵辦法辦理(本項經費不得用於校內人員)。

3人 38,4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1教師教學成果獎勵計
畫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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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 審查機制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2-11 推動實務教學 優良教師獎勵金

【分配原則】
每學年透過教師評鑑制度，由委員會遴選5名教學優良教師頒發獎勵金1
萬元。
【審查機制】依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由本校成立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委員會，審議申請資料，擇優予以獎勵。

5人 5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1教師教學成果獎勵計
畫p.48

2-12 推動實務教學 共備觀課實務教學補助

【分配原則】
1. 支用對象以護理科碩士級臨床實習指導老師為原則
2.補助返校授課鐘點及交通津貼
3.鐘點費比照講師基本授課鐘點、交通津貼依實習機構遠近區分為桃園
地區每次200元/新竹地區每次600元/其他地區每次700元
【審查機制】依共備觀課實務教學補助辦法
臨床實習指導教師，配合實務課程開設，排定返校共課或觀課，並製作
授課紀錄，每月20日前由教師所屬學科，報支前⼀個月教師授課鐘點及
交通津貼，經研發處、會計室、秘書室審核後，陳校⻑核定後核發。

19人 484,600

校務發展計畫
1-3 落實教學品保措施 (α-

c)p.33/α-c-5
教師授課鐘點檢視計畫

p.34

2-13 推動實務教學 編制外教學人員轉任補助

【分配原則】
1.支用對象：本校編制外教學人員經各專業學科(中心)公開徵才錄取編
制內專任教師之人員
2.本薪級補助：以轉任前薪級勞保年資與轉任後公保年資之差額為補助
標準。
【審查機制】依編制外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薪級補助辦法
轉任之教學人員，經校教師評審委員審定後，由人事室擬訂人員暨補助
薪資(本薪級)，於當年度併同九月分薪資發給。

依本年度
員額編制
轉任人數

400,000

校務發展計畫
1-17 落實內部控制機制

(α-q)p.65/1-3 落實教學品
保措施 (α-c)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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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 審查機制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3-1 研究
產學合作及實務研究

計畫(補助)

【分配原則】
1.教學實務研究計畫補助：補助17案，補助金額1,411,100元。
2.產學合作計畫補助補助：預計補助17案，補助金額510,000元。
3.人體研究審查費補助：預計補助3案，補助金額43,500 元。
【審查機制】依教學實務研究暨產學合作計畫補助辦法
1.教學實務研究計畫補助：
(1)初審：研發處檢查計畫書申請文件
(2)外審：通過初審計畫書，由研發處綜合申請案件類別，推薦專家學者
外審。
(3)複審：排列外審平均分數之優先序，提交會議審議，議決補助案件與
金額。
2.產學合作計畫補助：
(1)於計畫簽約陳核程序中提出，初審計畫與校務發展之關聯性，經費
編列之適切度與執行之時效性，陳核校⻑核予補助經費。
(2)經費補助級距：合作廠商支給經費5萬元以上不含10萬元，得申請補
助經費至多3萬元；合作廠商支給經費超過10萬(含)元者，得申請補助經
費至多6萬元。
3.人體研究審查費補助：
於計畫陳核程序中提出，初審計畫與校務發展之關聯性，陳核校⻑核予
補助經費。

37案 1,964,600

α-h-5教師實務研究能量
計畫p.47

α-j-2鼓勵教學實務報告計
畫p.50

3-2 研究
實務教學研究

專家諮詢費(補助)

【分配原則】
從事與實務教學研究、產學合作計畫有關之研究構想、研究回收、研究
執行、研究發表、專利申請等諮詢費，每案上限1萬元。
【審查機制】依教師申請專家諮詢費補助辦法
教師檢具申請表，經相關單位審核，陳校⻑核定。已獲校內教學實務研
究或產學合作計畫補助，並編列專家諮詢費之案件，不得重複申請。

30人次 30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j-2鼓勵教學實務報告計
畫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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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3-3 研究
產學合作暨實務研究
成果獎勵(獎勵)

【分配原則】
1.科技部計畫、政府機關、財團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等委辦之研究
或產學合作計畫：(每點100元)
(1)執行經費二十萬元以上，每案成果獎勵金⼀百點。
(2)執行經費十萬元以上，每案成果獎勵金五十點。
獎勵金由主持人及排序第⼀之共同主持人，分別依獎助標準之七成、三
成發給，無共同主持人則全額獎勵主持人。
2.學校指定爭取之政府機關計畫：由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審查委員會，依
計畫類型、貢獻度、資源分享等因素核予獎勵。
3.專利、技術移轉及商品化成果：
(1)發明專利⼀件五百點。
(2)新型專利⼀件⼀百點。
(3)設計專利⼀件⼀百點。
(4)技轉金額十萬元以上者，獎勵⼀百點；二十萬元以上者，獎勵二百
點；三十萬元以上者，獎勵三百點。
【審查機制】依教師執行計畫成果獎勵辦法
1.複審：由研發處審查申請表內容與相關佐證資料；若有未完備，通知
補正，逾期者退件不予受理。
2.審定：由研發處提案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簽請校⻑核定後發予獎勵。
3.疑義：本辦法規範未明確之疑義，由研發處提交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
助審查委員會討論後，依決議辦理。

10人次 10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h-5教師實務研究能量

計畫p.47
α-j-2鼓勵教學實務報告計

畫p.50

3-4 研究 校務研究計畫補助

【分配原則】
每學年度校務研究議題，由研發處依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及擬定，經內部
共識會議討論定案後，公告申請。
【審查機制】依校務研究計畫補助法辦理
(1)初審：研究發展處進行計畫文件檢核。
(2)複審：由校⻑聘請校內相關主管，組成任務委員會進行審查。
(3)決審：依據審查意⾒及建議補助額度，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核定
後，公告補助名單。
每案最⾼補助五萬元，並得視年度經費狀況調整之，結案時應依本校會
計規定與實際使用金額檢據核銷。

3-4案 200,000

1-3 落實教學品保措施 (α-
c)p.33/1-14 弱勢或特殊生
輔導 (α-n)p.59/1-15 強化

行政支援服務 (α-
o)p.61/1-16 少子女化招生

策略 (α-p)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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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 審查機制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3-5 研究 計畫外審費

【分配原則】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申請案件外審費。
【審查機制】依教學實務研究暨產學合作計畫補助法辦理(本項經費不
得用於校內人員)。

17案 68,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j-2鼓勵教學實務報告計
畫p.50

4-1 研習 教師個人研習(補助)

【分配原則】
1.參加國內各公、私立團體舉辦之學術研討及實務研討（習)會議。
2.參加國內各公、私立團體開設之學分課程。
3.其他相關之學術及實務研討(習)活動。
惟年度補助自行報名研習經費額度，最⾼以五萬元為限。
【審查機制】依教師研習補助辦法
得由教師自行申請或由主管推薦，須於研討(習)、課程開始前提出申請
，會經研發處、人事室、會計室審核，陳校⻑核定補助經費。

200次 720,8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3教師參與專業研習計
畫p.49

4-2 研習
教師參加(國外)
學術會議(補助)

【分配原則】
依會議及展演地點，補助交通、生活、註冊費用
1.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地區：三萬元；
2.歐、美地區：五萬元；
3.其他地區：三萬五千元；
如以口頭發表，加發獎勵金5千元。
【審查機制】依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學術會議暨文藝展演作業要點
由參加教師於會議(展演)舉辦三週前提出申請，經內部簽核程序，校⻑
核定公差假後參加。每年度申請補助二次為原則，其中⼀次應於寒暑假
進行，但為本校指派出國或展演者，不列計次數。

20人次 60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i-3教師參與專業研習計
畫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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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4-3 研習
學科專業知能
研習活動(補助)

【分配原則】
以補助業務費計16個項目及雜支等費用，預估辦理10場研習會(340,000
元)，1場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250,000元)。
【審查機制】依舉辦學術研習暨活動補助辦法
辦理單位填具計畫書及檢附相關資料，於研習會前兩週提出申請，陳核
研發處、總務處、會計室等單位，經校⻑核定後辦理。

11場 662,720
校務發展計畫

α-i-3教師參與專業研習計
畫p.49

(補助款412,720
自籌款250,000)

4-4 研習 深度研習(補助)

【分配原則】
1.深度實務研習
(1)國內深度實務研習
補助研習經費：講師鐘點費、講義費、場地費、實作材料費、交通費、
膳宿費(交通及膳宿費，依本校會計報支規定辦理)，補助上限二十萬
元。
(2)自辦海外深度實務研習
依研習地點補助來回經濟艙機票、日支、印刷及課程等費用項目，每位
教師至多補助二十萬元。
2.深耕服務
補助深耕服務期間之代課鐘點費，並以代課授課教師職級鐘點費為補助
基準。
【審查機制】依教師赴公⺠營機構研習服務補助辦法
1.教師赴公⺠營機構研習服務，以寒、暑假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得
簽准校⻑於學期中實施。
2.深度實務研習、深耕服務，需檢附申請表併同科務會議紀錄、計畫書
及合作協議書，依研習及服務期程，於每年五月底或十二月底前送交產
學合作組彙整，提送產學合作推動委員會審議後，陳報校⻑核定補助經
費。

2案 907,280
校務發展計畫

α-i-3教師參與專業研習計
畫p.48

(補助款877,280
自籌款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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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5 進修 教師進修(補助)

【分配原則】
1.留職停薪進修
(1)連續在本校任職專任講師滿三年者(至進修日計)。
(2)具教育部認可博士班入學資格(國內外皆可)。
2.帶職帶薪在職進修
(1)連續在本校任職滿二年者(至進修日計)。
(2)具教育部認可之博士班入學資格。
(3)新進教師受聘本校前已在進修，並經本校核准繼續進修者。
【審查機制】依教師進修辦法
1.留職停薪進修
(1)經科務(中心)會議初審通過，再提校教評會複審通過，陳校⻑核定。
(2)接受補助者，補助期限為二年，每學年以新台幣十五萬元為上限。
2.帶職帶薪在職進修
(1)經科務(中心)會議初審通過，再提校教評會複審通過，陳校⻑核定。
(2)進修前三年之學雜費及學分費，依收據申請補助；但每學年補助以新
台幣十萬元為上限。

3人次 13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j-1鼓勵教師升等成效計
畫p.50

(自籌款)

6 升等送審 教師升等送審(獎助)

【分配原則】
1.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費：年度內補助申請升等教師⼀次，教師升等送審
案件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費用以壹萬伍仟元為上限。
2.著作升等獎助：教師非以學位方式升等，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審定通過者，教授核予捌萬元、副教授肆萬元、助
理教授貳萬元之獎勵金。
【審查機制】依教師升等送審獎助要點
1.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費：
(1)由校⻑圈選聘任三位外審委員進行審查程序。
(2)依送審依據、審查職級及審查類別等之不同分別辦理。
(3)教師著作或學位論文之外審以⼀次為限，惟經校教評會決議得再⼀次
送另⼀外審委員審查。
(4)審查意⾒及結果，併其送審相關資料提校教評會審議，審議通過後由
人事室辦理報部審查。
2.著作升等獎助：經教育部審定通過者，填妥申請資料後提出申請。

10案 15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j-1鼓勵教師升等成效計

畫p.50
α-j-2鼓勵教學實務報告計

畫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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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7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教師鐘點

【分配原則】
補助專業外聘社團指導老師鐘點費，以輔助音樂、舞蹈等技術性及專業
性社團為主，每鐘頭以不超過教育部規定標準1600元為原則。
【審查機制】依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
社團每月定時繳交社團活動紀錄，經課指組簽核校⻑核予補助費。

1~12
月份

192,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m-3社團外聘教師計畫
p.56

8 學輔相關物品
社團⼀萬元以下
非消耗性器材

補助特⾊及績優社團，購置社團⼀萬元以下非消耗性器材，完善社團運
作制度。(如附表17)

45項 568,108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計畫
p.56

9
其他學輔

相關工作經費
學輔相關主題系列
活動費(補助)

【分配原則】
1.⼀般補助：補助項目為社團刊物出版、社團辦理幹訓或研習等5類
2.專案補助：補助項目為科學會辦理迎新活動、社團辦理迎新茶會、主
辦校際活動等14類。
【審查機制】依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標準暨實施要點
由各社團備妥文件向學務處課指組提出申請，經學務主任審核，會簽會
計室，報請校⻑核准後，始得辦理。

19案 708,058

校務發展計畫
α-k-1品格教育特⾊計
畫、α-k-2服務學習拓展

計畫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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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 審查機制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10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職員進修、研習及
業務活動辦理(補助)

【分配原則】
1.行政人員進修補助：
(1)國內專科以上學校進修及選修學分，進修期限為二年以內
(2)每位行政人員每年最多補助四萬元，憑繳費收據結報
2.行政人員研習補助：
 ◎個人研習
(1)申請資格：專任職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2)補助內容：參加與業務相關之研習會、訓練及講習，補助報名費、差
旅費。
◎補助舉辦行政業務研習活動
 (1)申請資格：本校各單位
 (2)補助條件：提升行政知能相關研習活動。
 (3)參加人員：行政人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4)補助項目：鐘點費、業務費、雜支等
【審查機制】依行政人員進修及研習辦法
1.行政人員進修補助：行政人員進修補助：由人事評審委員會議依案件
性質事實審議核定之。
2.行政人員研習補助：
(1)個人研習：由學校指派或薦送參加教育訓練者，全額補助。自行申請
參加，經申請核准後，補助所繳費用之二分之⼀，每年最多補助⼀萬
元。
(2)舉辦行政業務研習活動：活動前提送計畫，經相關單位審核，陳校⻑
核定後辦理。

60人次 925,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o-1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計畫p.61
α-o-2政人員進修實施計

畫p.61

(補助款800,000
自籌款125,000)

11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購置教學單位改善
教學之相關物品

購置各教學單位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如
附表18)

24項 1,415,000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購置計畫p.29
(補助款1,174,000
自籌款241,000)

12-1
其他-資料庫
訂閱費

教學研究專業資料庫
購置華藝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護理學全文資
料庫。(如附表19)

3套 699,243
β-g-4圖書館使用率提升

計畫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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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 審查機制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12-2 其他-軟體訂購費 全校性通用性軟體 購置微軟全校CA授權、SPSS軟體、影像編輯軟體。(如附表19) 3套 1,300,757

α-c-2教師運用資訊科技
計畫

α-c-3促進教學品質措施
計畫p.33

12-3 其他-特⾊活動 特⾊中心活動費

辦理健康促進、客家文化、性別平等教育及原住⺠特⾊活動
1.健康促進(50,000元)，預計辦理全校教職員生體適能健康體驗營。
2.客家文化(100,000元)，擴大辦理2019第十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
術研討會」，成為客家學術研討與發表之舞台。凝聚在地關係，運用客
家資源，豐富學校教學內容，提升本校知名度。
3.性別平等教育(200,000元)，辦理性平相關研習活動，提升本校性別平
等調查人員專業知能。
4.性別主流化(60,000元)，辦理性別主流化研習活動。
5.原住⺠活動(130,000元)，辦理2019全國原住⺠族教育及文化發展學術
研討會。

16場次 540,000

校務發展計畫
β-b-1性別平等特⾊發展
計畫、β-b-2客家文化特
⾊發展計畫、β-b-3原住
⺠族特⾊發展計畫、β-b-
4健促特⾊創新發展計畫

p.72

自籌款

22,012,086

1.

2.

備註：

本表請填列「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各細項經費、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其他及兼任師資授課鐘點費。若有編列單
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輔相關物品、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請另填【附表17～19】之明細表。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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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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 胸前綁帶

1.相機專用胸前背帶
2.機能胸前安裝束帶
3.垂直安裝扣
4.手轉螺絲
5.或同等品

1 副 1,300 1,3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及國際志工、
服務學習活動紀

錄使用

青年服
務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2
三向多功能
手持桿

1.完全展開時達約50.8 公分，折疊後約為19公分
2.採用防水構造，可在水中和水面使用
3.主要三種用途：攝像機手持桿、折疊臂和三腳架
4.可配置為用於廣泛的用途，從拍攝POV 連續鏡頭和自拍，到
極限運動、靜態三腳架…等拍攝
5.採用折疊臂設計，可輕鬆自拍，且鏡頭中不會出現固定支架
6.使用折疊臂和⻑桿底座的手持桿，拍攝⾝臨其境般的POV 或
極限運動連續鏡頭、手持桿可從折疊臂上取下，單獨用作攝影
機手持桿、手持桿內藏有可拆卸三腳架、輕巧的迷你三腳架可
以單獨使用，也可與手持桿⼀起使用
7.或同等品

1 組 2,500 2,5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及國際志工、
服務學習活動紀

錄使用

青年服
務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3 空氣循環扇

1.⻑寬高：約42*40*114~128 CM(14吋)
2.重量：約7.4KG
3.電壓：110V  60Hz
4.耗風量：55/44/38W
5.風距：21/19/16M
6.噪音：54/47/40Db(A)
7.風量：22/17/13 CMM
8.擺頭：32度　電動迴轉
9.仰角：28度　手動調整
10.或同等品

1 台 5,736 5,736
韓舞社團教室專
用*1

學生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108年整體經費支用計畫(修正版)附冊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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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4 起跑架

1.5.踏板⻑度介於15~16CM
2.6.踏板寬度介於12~14CM
3.桿⻑(⻑寬厚)介於 95~84 * 12~8 * 6~4 cm
4.材質為鋁合金或鑄鐵
5.適用PE,PU,蒙多紅磚粉跑道
6.或同等品

3 組 7,000 21,000
提升起跑跑應及
瞬間爆發力訓練

田徑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5
外接式硬碟

(2TB)

1. 2TB USB3.1 2.5吋行動硬碟
2. 高速USB3.1傳輸規格
3. 三層抗震結構
4. 特殊防震橡膠外殼材質
5. 卓越的內部硬碟懸吊系統
6. One Touch單鍵自動備份
7. 單鍵快速連結
8. 256位元AES資料加密
9. 專屬資料管理軟體
10. 或同等品

5 台 3,500 17,500 儲存活動資料 學生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6
卡榫式摺疊
會議桌

1.尺寸：120*60(cm)±5
2.桌腳：桌腳約30mm*30mm*0.8mm方管
3.桌面：桌面板厚約27mm木質夾板，面貼0.6mm美耐皮，四邊
PVC封邊
4.棚板：鋼板沖模成型可隨活動鈕伸縮厚0.6mm冷軋壓延磨光鋼
板
5.點焊成型，附調整螺絲
6.塗裝：自動化高溫隧道式噴霧多道防鏽處理，高溫粉體烤漆表
面平滑美觀
7.或同等品

10 張 2,500 25,000 活動使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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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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7 銅鈸收音

1.重量:約186g
2.傳感器類型:電容
3.拾音模式:心型
4.頻率感應自:40Hz
5.頻率感應至:18KHz
6.靈敏度:-48.5DVB/Pa
7.靈敏度:3.8mV/Pa
8.輸出阻抗:600 歐姆
9.電源要求:48VDC 幻象電源
10.接口:XLR
11.或同等品

1 支 9,500 9,5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8 LED PAR

1.重量：約 8.5Kg
2.輸入電壓：AC90-245V/50-60Hz
3.功率：250W
4.光源：24 顆12W (4 合1)高亮度LED
5.光源壽命：約6-10 萬小时
6.顏色：約1670 萬種顏色變化
7.LED 角度：15°，25°，45°
8.或同等品

12 顆 9,500 114,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9
音響專用
航空箱

1.尺寸：約⻑94cm(喇叭⻑)、寬51cm(喇叭寬)、高66cm(喇叭高)
2.材質：木頭(具銀色邊框)
3.顏色：黑色
4.容量：⼀箱可裝兩顆音響
5.箱體設計：輪胎四顆(含煞車)、兩個蝴蝶扣
6.或同等品

2 箱 9,800 19,6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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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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10 手搖式燈光腳架

1.展開高度:約380cm
2.腳管直徑:約30mm
3.安全載重:約30kg
4.收納高度:約181cm
5.展開半徑:約128cm
6.顏色:黑色
7.中心管直徑:約55.45.38mm
8.每搖⼀圈升高4.4cm
9.附有⼀個斜坡腳
10.或同等品

2 支 9,900 19,8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11 小鼓收音

1.重量:約284g
2.尺寸:約26*13*8(cm)
3.類型:Dynamic Mic
4.指向性:Cardioid
5.頻率響應自:約40Hz
6.頻率響應至:約15KHz
7.接頭:XLR
8.頻率響應：40 到15,000 HzdBV/Pa
9.靈敏度 (mV/Pa)：1,88mV/Pa
10.或同等品

1 支 8,500 8,5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12 銅鈸收音

1.重量:約284g
2.尺寸:約26*13*8(cm)
3.類型:Dynamic Mic
4.指向性:Cardioid
5.頻率響應自:約40Hz
6.頻率響應至:約15KHz
7.接頭:XLR
8.頻率響應：40 到15,000 Hz
9.或同等品

1 支 8,500 8,5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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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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13 中鼓收音

1.重量:約284g
2.尺寸:約26*13*8(cm)
3.類型:Dynamic Mic
4.指向性:Cardioid
5.頻率響應自:約40Hz
6.頻率響應至:約15KHz
7.接頭:XLR
8.頻率響應：40 到15,000 Hz
9.或同等品

2 支 8,500 17,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14 落地鼓收音

1.重量:約284g
2.尺寸:約26*13*8(cm)
3.類型:Dynamic Mic
4.指向性:Cardioid
5.頻率響應自:約40Hz
6.頻率響應至:約15KHz
7.接頭:XLR
8.頻率響應：40 到15,000 Hz
9.或同等品

1 支 8,500 8,5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15 大鼓收音

1.重量：約470g
2. 輸出阻抗(1000 Hz)\300 歐姆
3.頻率響應：30 到13,000 Hz
4.靈敏度 (dBV/Pa)：-55dBV/Pa
5.靈敏度 (mV/Pa)：1,8 mV/Pa
6. -29 至 57 攝氏度相對濕度為 0 至 95% 的環境中使用
7.外觀: 壓鑄金屬外殼
8.支架:複合式固定支架
9.或同等品
9.網罩: 錐形鋼網罩
10.接頭:XLR

1 支 9,500 9,5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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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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16 燈光專用航空箱

1.尺寸：約⻑80cm、寬120cm、高80cm
2.材質：木頭(具銀色邊框)
3.顏色：黑色
4.容量：⼀箱六顆裝
5.輪胎四顆(含煞車)
6.兩個蝴蝶扣
7.或同等品

2 箱 7,850 15,7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17 DI 阻抗隔離器

1.尺寸 (H×W×D):高 158 x寬 112x深 46 mm(±50mm)
2.重量:約1.2Kg, 2.6lbs.
3. 音頻電路設計: 藍牙A2DP 收發器及音頻高電平驅動
4.工作接收範圍: 10m（視線可見範圍）
5. 頻率響應 : 20Hz to 20KHz，+1/-1 dB
6.總諧波失真 : 少於0.008%在1KHz，0dBu 輸出時
7.輸出阻抗: 200Ω 標稱值，變壓器平衡式

4 顆 8,000 32,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18 麥克風架

1.最高高度:約2400mm
2.最低高度:約1070mm
3.底座直徑:約340mm
4.伸縮桿⻑度:約780mm
5.材質:鋁合金
6.直斜兩用
7.顏色:黑色
8.支撐方式:三角立架
9.調整方式:握式調整
10.或同等品

6 支 2,500 15,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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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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19 吉他架

1.收摺尺寸:約710*155mm
2.重量:約1.7KG
3.高度:約855~1075mm
4.底座直徑:約320mm
5.承重:約15KG
6.主體顏色:黑色
7.或同等品

3 支 2,600 7,8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20 譜架

1.譜板尺寸:約 480x345mm
2.高度: 約690-1100mm
3.重量: 約3.1kg
4.承重: 約5kg
5.收折尺寸:約 540 x 460mm
6.顏色:黑色
7.或同等品

5 支 2,000 10,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21 硬碟

1.容量：2TB
2.尺寸：約120*76*9.6MM(⻑寬高)
3.重量：約124G/4.3OZ
4.材質：金屬/塑膠
5.介面：USB3.1 向下相容USB3.0
6.支援之操作系統：WINDOWS XP/VISTA/7/8/8.1/10、MAC OS
X10.6或更新版本、LINUX KERNEL 2.6或更新版本
7.作業溫度：5°C(41°F)to 50°C(121°F)
8.作業電壓：DC5V,900Ma
9.配件：USB3.1高速傳輔線;快速安裝手冊
10.保固：三年有限保固
11.或同等品

1 台 3,000 3,000
擴充

社團設備
護理科
學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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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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22 電子琴

1.尺寸：約寬945MM*118MM*368MM
2.重量：約4.6KG
3.控制介面：琴鍵數61、觸鍵感應YES
4.畫面種類：LCD display、類型yes、語言english
5.音源：AWM Stereo Sampling、最大同時發聲數48、音色數
574、相容格式GM/XGlite
6.效果：回響12types、合唱5types、主等化器6types、合聲
26types
7.功能：dual、分割音色、面板延音、琶音、旋律抑制器
8.伴奏型式：內建伴奏風格數165
9.伴奏風格：ACMP ON/OFF,SYNC
START,START/STOP,INTRO/ENDING/rit.,MAIN/AUTO FILL
10.音樂資料庫：158、單鍵設定
11.內建樂曲數：154
12.錄音：樂曲數5、錄音軌數2、資料容量Approx.10,000notes
相容資料格式：播放SMF Formats0&1、錄音Original File Format
13.功能：註冊按鍵數9、課程/引導keys to success,lesson1-
3(listening,timing,waiting),phrase repeat,a-b repeat,chord
dictionary,touch tutor,chord study,chord progression、節拍器yes、
節奏範圍11-280、移調-12 to 0, 0 to +12、覆合yes
14.內建記憶體：Approx. 1.3MB
15.DC輸入：12V
16.含輔助踏板
17.或同等品

1 台 8,300 8,300
擴充

社團設備
原聲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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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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23 動圈式麥克風

1.重量：約298g
2.指向性：心型Cardioid
3.頻率響應：50Hz ~ 15KHz
4.接頭：XLR
5.靈敏度：-51.5  dBV/Pa（2.6mV） @1KHz
6.或同等品

5 支 5,240 26,200
擴充

社團設備
吉他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24 木鼓箱

1. 演奏薄板：薩佩萊木(sapele)合板。
2. 共鳴箱：MDF (中密度纖維板)。
3. 喇叭同軸16 cm (6.5 inches)。
4. 輸出功率3 W。
5. 額定輸入等級MIX IN: -10 dBu。
6. 疊加音色鼓組變化30 (木箱鼓: 10種, 打擊樂器: 10, SFX: 10)。
7. 疊加的聲音內容2 (鼓面, 鼓邊)。
8. 連接端子ELECTRONIC SOUND OUT 接孔: 1/4 吋耳機型MIX
IN 接孔: 立體聲迷你耳機型 AC 變壓器接孔
9. 電源供應AC 變壓器(DC 5.7 V)鹼性電池(AA, LR6) x 6。
10. 電流250 mA
11.或同等品

2 個 3,000 6,000 社團表演 吉他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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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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25
吉他換弦
保養清潔組

⼀、剪弦器
1.前面部分是鋼製，可用來剪弦
2.後方是轉旋鈕，省時省力又快速
3.有塊小小的缺口，可以迅速拔弦栓
二、吉他保養盒組 (五瓶裝含琴布)
1.琴⾝保養防護蠟
2.琴⾝清潔液
3.弦油
4.指板&琴衍清潔液
5.指板深層保養油
6.內含兩條原廠琴布,1條灰色的琴衍擦拭布
三、或同等品

3 組 1,600 4,800 樂器保養 吉他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26 妙語說書人

1.中文遊戲規則
2.84張牌
3.1張計分板
4.6隻計分兔子標誌
5.36個投票標記物

5 盒 1,300 6,500 社團活動 桌遊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27
喇叭架

（音箱架）

1.高度：128-205cm
2.重量：約2.3kg
3.底座直徑：約132cm
4.承重：約45kg
5.音箱插孔：35， 38mm
6.收折尺寸: 約113x15cm
7.或同等品

1 對 2,482 2,482
擴充

社團設備
吉他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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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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28 太陽能捕蚊燈

1.尺寸：約9.2*16.5CM
2.顏色：白橘相間
3.電源供應：太陽能充電
4.功用：捕蚊燈及夜燈
5.附小型太陽能版、防水設計
6.或同等品

10 台 1,000 10,000 野外訓練活動用 童軍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29 喇叭線(20m)

1.線⻑:20m
2.兩端接頭:雙speakon 插頭
3.絕緣體:PVC
4.屏蔽:纏繞
5.最大外徑:8+_0.3
6.導線電阻:0.14 歐姆
7.測試電壓:500v
8.外皮材質:PVC
9.線心組成:2 芯對絞
10.線頭顏色:黑

5 條 4,000 20,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用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30 導線(5m)

1.線⻑:5m
2.兩端接頭:雙phone 插頭
3.絕緣體:PVC
4.屏蔽:纏繞
5.線材顏色:黑色
6.外皮材質:PVC
7.線心組成:3 芯對絞
8.線頭顏色:黑籃

10 條 1,800 18,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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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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31 電源線(20m)

1.線⻑:20m
2.兩端接頭:雙3pin 插頭
3.絕緣體:PVC
4.屏蔽:纏繞
5.最大外徑:8+_0.3
6.導線電阻:0.14 歐姆
7.測試電壓:500v
8.外皮材質:PVC
9.線心組成:2 芯對絞
10.線頭顏色:白色

3 條 3,000 9,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32 電源線(10m)

1.線⻑:10m
2.兩端接頭:雙3pin 插頭
3.絕緣體:PVC
4.屏蔽:纏繞
5.最大外徑:8+_0.3
6.導線電阻:0.14 歐姆
7.測試電壓:500v
8.外皮材質:PVC
9.線心組成:2 芯對絞
10.線頭顏色:白色

5 條 2,000 10,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33 XLR 訊號線

1.線⻑:20m
2.兩端接頭:雙XLR 插頭
3.絕緣體:PVC
4.屏蔽:纏繞
5.線材顏色:黑(⼀)線⻑:10m
6.兩端接頭:雙XLR 插頭
7.絕緣體:PVC

3 條 3,000 9,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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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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34 XLR 訊號線

1.線⻑:5m
2.兩端接頭:雙XLR 插頭
3.絕緣體:PVC
4.外皮材質:PVC
5.線心組成:3 芯對絞
6.線頭顏色:銀色

10 條 1,500 15,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燈光音
響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35 襯衫
1.材質：聚酯纖維+棉
2.顏色：白色
3.尺寸：XS(1件)/S(5件)/XL(7件)/XXL(2件)

1 式 6,750 6,75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親善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36 裙子
1.材質：聚酯纖維+棉
2.顏色：黑色
3.尺寸：S(5件)/XS(3件)/XL(7件)

1 式 8,000 8,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親善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37 麥克風架

1.重量：約2.6kg
2.材質：金屬合金
3.高度範圍：105~167cm
4.特色：使用3/8”螺紋麥克風夾具。
5.最大延伸臂：55cm、可折疊。
6.或同等品

5 支 922 4,610
擴充

社團設備
吉他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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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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38 塑膠收納箱

1.尺寸：約74x 51.5 x 42 cm (±1cm)
2.材質：PP聚丙烯
3.容量：約110L
4.顏色：半透白色
5.底部附滑輪

5 個 850 4,250
擴充

社團設備
護理科
學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39 記憶卡

1.產品尺寸：11mm*15mm*1mm
2.重量：約0.4g
3.工作電壓：2.7V~3.6V
4.工作溫度：-25°c(-13°f)~85°c(185°f)
5.耐久程度：插拔10,000次
6.最高傳輸速度：45mb/s
7.保固：五年
8.手機/平板/行車記錄器適用
9.完全符合SD 3.0標準 、符合SDXC Class 10 規格
10.支援UHS-I介面
11.或同等品

10 個 710 7,100 活動使用 學生會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7月

40 狼人
1.中文遊戲規則
2.24張角色紙牌

2 盒 600 1,200 社團活動 桌遊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41 塔寶
1.中文遊戲規則
2.55張紙牌
3.圓形鐵盒包裝

5 盒 550 2,750 社團活動 桌遊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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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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42 麥克風導線

1.線⻑: 5m
2.兩端接頭: XLR3F~XLR3M
3.導體截面積: 0.2 mm²，AWG#24
4.導體組成成份(線徑 mm): 25×0.12 mm 裸銅線
5.絕緣體: PE
6.線心組成成份: 2蕊对绞
7.屏蔽: 96條編織網，螺旋繞銅線加屏蔽
8.外披覆(外皮材質): PVC黑色
9.最大外徑: 6±0.2 mm
10.重量: 51 g/m
11.工作溫度(活動): -15°C~+90°C
12.工作溫度(固定): -20°C~+90°C
13.導線電阻: 0.245 Ω
14.電容量(cond./cond.): 35 pF/m
15.電容量(cond./screen): 100 pF/m
16.測試電壓: 400 V

5 條 450 2,250
擴充

社團設備
吉他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43 營燈

1.尺寸：(關閉)約12*7CM/(打開)約16*7CM
2.重量：約245G
3.亮度流明：240(高)/115(低)
4.使用時間：約6小時(高)/12小時(低)
5.電池：內建高容量鋰電池
6.Usb輸出：5V/1A
7.耐撞擊力：1公尺
8.光束距離：270公尺
9.或同等品

10 個 888 8,880 野外訓練活動用 童軍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108年整體經費支用計畫(修正版)附冊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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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44 男生領帶

1.尺寸：大頭約寬8-9CM、約⻑49CM
2.版型：窄版
3.材質：絲面料
4.45度角裁剪、手工製作
5.拉鍵式

8 條 200 1,6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親善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45 背心
1.材質：⻄裝材質
2.顏色：黑色
3.尺寸：XXL

5 件 800 4,000
擴充社團教學設

備
親善社

校務發展計畫
α-m-2學輔設備充實

計畫p.56
8月

568,108

1.
2.
3.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
「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合　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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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
專業教室物

品
嬰兒磅秤

1.秤重量/精準度 15 ㎏/5g
2.托盤尺寸:約600 x280 mm
3.重量:約5.3 ㎏
4.鋁合金秤體結構，耐用安全
5.字幕:25 ㎜
6.高液晶顯示，讀值更加容易
7.電源:鎳氫電池(AA×6)，DC12V500MA 充電器
(110V~220V)
8.哺乳功能(可秤出嬰兒餵奶量)
9.附⾝高尺可測嬰兒⾝⻑(400 ㎜-800 ㎜)
10.四個調整腳座方便調整水平
11.或同等品

8 組 8,500 68,000

新生兒沐浴
技術產科護
理學實驗課
程學生練習

使用

護理科
產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2
實習實驗物

品
教學雙面
聽診器

1. 聽頭為鋅合金材質
2. 聽頭直徑約4.5cm

10 個 1,000 10,000
測量生命徵
象技術

護理科
基護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3
實習實驗物

品
耳溫槍

1.預熱測溫頭可將測溫頭在耳道內產生的冷卻效應降低，
有助確保連續測溫的準確度。
2.位置偵測系統: 透過獨特的ExacTemp™技術，以顯示燈
及提示聲確定測溫頭是否放在正確的測溫位置。
3.夜光功能:能在黑暗環境下測量及讀取體溫。
4.記憶功能:可保存上⼀次測量結果。
5.可連續測量,免待機。

5 支 2,600 13,000
測量生命徵
象技術

護理科
基護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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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4
專業教室物

品
二層車

1. 材質: 整體為不鏽鋼。
2. 尺寸:約⻑70x寬45x高80cm。
3. 下層平面置物板可使用高度約38cm。
4. 三面護欄採用φ8.0mm不鏽鋼圓條，欄高5cm。
5. 下層護欄採用不鏽鋼5分扁鐵，欄高5cm。
6. 上、下層平面置物板採用0.8mm不鏽鋼板。
7. 腳管採用φ1"(25mm)x1.2mm不鏽鋼圓管。
8. 附高級4"對角剎車輪。
9. 所有尺寸±5
10.或同等品

26 台 4,500 117,000
基本護理學
技術治療車

護理科(基護
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5
專業教室物

品
不銹鋼
床上桌

1. 尺寸:桌面⻑76x寬36x高79cm（可調至130cm）
2. 材質:整體為不鏽鋼材質(桌面為不鏽鋼面板)
3. I字型底座採用1"半(38mm)x1.2mm不鏽鋼方管。
4. 附2" 對角剎車塑膠輪。
5. 所有尺寸：±5﹪
6.或同等品

3 個 4,500 13,500
技術練習時
示範病床使

用

護理科
基護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6
實習實驗
物品

不銹鋼雙面
聽診器
(兒童)

1. 適用於兒童患者聽診使用。
2. 聽診器圓錐精密設計。
3. 高精密度魔片高導音系統。
4. 耳掛採不銹鋼及高碳鋼雙片式彈簧結合隱藏雙管。
5. 奈米等級軟耳豆。
6. 浮式膜片。

10 組 2,800 28,000

兒科護理學
實驗課程:
測量兒童生
命徵象

護理科
兒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7
實習實驗
物品

輸液加壓袋

1. 加壓袋袋體容量為500ml
2. 袋體透明易於觀察
3. 表面壓力0-800mmHg,低壓區為藍色0-400mmHg,高壓區
為紅色400-800mmHg
4. 打氣球質地柔軟充氣時不費力,節省時間
5. 打氣球與打氣管有⼀個三通接頭連接，不易漏氣，使
用完畢後可快速洩氣。

2 組 3,000 6,000
備血、輸血
技術及護理
教學使用

護理科(內外
科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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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8 資訊器材
充電式手握
無線麥克風

1. 可切換兩段輸出功率。
2. 獨特的金屬音頭內外網罩，具耐摔及防噗雜音，讓聲
音更清晰透徹。
3. 內建⼀只充電式鋰電池，使用後可隨時插在專用的充
電座充電，也可取出電池充電，並以高亮度LED排燈顯
示電池電量。
4. 袖珍堅固輕巧的流線造型機殼。
5. 具有靜音按鍵及遙控靜音操作，並有Push & Talk功能
及LED燈顯示動作狀態。
6. 採用快速結合或螺牙固定的迷你XLR連接頭，可連接
領夾或頭戴式麥克風。
7. 內建⼀只ICR 18500充電式鋰電池，使用後可隨時插在
專用的充電座充電，也可取出電池充電，並以高亮度
LED排燈顯示電池電量。

16 支 7,000 112,000
D605專業
教室建置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9 資訊器材
充電式發射
器專用充電

座

1. 智慧型高效率及高安全性之三合⼀多功能雙槽充電座
，提供MIPRO各種手握式、佩戴式發射器及單顆ICR
18500鋰電池同時充電，並有儲存槽可存放兩顆充飽的備
用電池。
2. 具有快充及慢充功能、電池短路與極性錯誤保護電
路、電源指示燈及充電判讀燈，可以精準顯示電池充電
動作，確保電池充電安全。
3. 充電座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無限制的連結組合使用。
4. 充電座可搭配兩個充電座轉接器及固定座。

8 台 3,500 28,000
D605專業
教室建置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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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10 資訊器材
高畫質
錄影盒

1. 外觀尺寸:約152.5 (d) x 33.5 (h) x 190 (w)
2. 重量:約421g
3. 影音輸入:HDMI色差端子 & RCA左右聲道3.5mm 立體
聲: 麥克風
4. 影音輸出:HDMI (Pass-thru) 3.5mm 立體聲: 耳機
5. 檔案儲存:USB埠: USB 2.0/ 3.0硬碟:1TB SATA插槽: 2.5
吋SATA硬碟
6. 網路連線:Ethernet LAN (10Base-T/ 100Base-T)
7. 解析度:輸入/ Pass-through:
8. 480i, 480p, 576i, 576p, 720p, 1080i, 1080p (max:
1080p@60fps)

2 台 6,500 13,000
D605專業
教室建置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11 資訊器材
監看螢幕及
HDMI  切換

器

1. 22吋 HDMI 監看顯示器
2. 1920x1080 FHD高解析
3. 1ms反應時間
4. 支援D-SUB/HDMI介面
5. 100,000,000:1超高對比度
6. 可壁掛、調整傾斜
7. 不閃屏、超低藍光技術
8. 內建喇叭
9. HDMI ⼀對二切換器

1 台 5,000 5,000
D605專業
教室建置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12
專業教室物

品
布巾車

1.⻑x寬x高:(60~80)x(50~70)x(90~100)公分
2.不鏽鋼框架
3.帆布收納袋
4.附四只輪子
5.或同等品

4 台 9,000 36,000
旅館客房服
務技術士技
能檢定設備

健康休閒管
理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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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13
專業教室物

品
木箱鼓

1.尺寸：約高480mm×寬300mm×深300mm
2.重量：約 5 公斤
3.顏色：紅色系
4.內部建置固定式⼩鼓響線系統以及⼀個低音PORT用以
讓聲音產生低音沉穩的聲音頻率
5.或同等規格

5 組 6,800 34,000
幼兒律動課
程授課使用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14
專業教室物

品
不鏽鋼
迴轉椅

1.椅面直徑為30cm
2.高度可從44cm調高至73cm
3.腳管採用φ7分(22mm)x1.0mm不鏽鋼圓管
4.附四個橡膠腳套
5.材質：整體為不鏽鋼材質(座墊包覆高密度泡棉皮墊)
6.所有尺寸±5﹪
7.或同等品

8 張 3,000 24,000

臨床口腔衛
生學實驗課

使用
口腔衛生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15
專業教室物

品

多用途試管
振盪器
vortex

1. 轉速控制: 0~3500rpm
2. 外尺寸:W150 x D110 x H130mm以上
3. 可自由選擇1.連續震盪 2.接觸震盪
4. 適合各種試管或⼩支三角燒瓶震盪
5. 主體材質: 鋁合金鑄造＋粉體烤漆
6. 電源: 110~220V 60Hz
7. 附件: 杯型震盪頭及φ76mm平板型震盪頭
8. 重量: 2kg以上
9. 耗電量: 20~40W
10.或同等品

4 台 7,800 31,200
醫藥科技實
作教學

醫藥保健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108年整體經費支用計畫(修正版)附冊 / 93



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16
專業教室物

品
簡易
離心機

1.採用4500-5000轉，
2.低噪音高轉速馬達，運轉過程安靜
3.電壓110-220V均適用
4.使用不同容量離心管不需更換2~1.5ml tubex8孔0.5ml
tubex8孔0.2ml tubex16孔
5. ABS 塑鋼外殼及觀測視窗
6. 佔地面積⼩
7. 人體工學的設計
8. 門蓋斷電裝置
9.自動緩衝加速、減速
10.或同等品

4 台 4,000 16,000
醫藥科技實
作教學

醫藥保健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17
專業教室物

品
包覆式
濾光眼鏡

1.綠色眼鏡數量：
25%亮茶色、15%中茶色、3%深茶色、81%黃色、29%橘
色、24%茶橘色、28%中灰、11%黑、19%紫、26%亮灰
綠、4%深黑、13%深紅橘、6%深茶褐各⼀支
2.附盒

13 支 6,000 78,000
視光學實驗
課程實務操
作使用

視光學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18
專業教室物

品

磁吸式
雷射光學
水槽實驗組

1.尺寸：約100x50x40mm
2.直徑：30CM
3.波⻑532mm
4.附單數雷射光源
5.或同等品

6 組 3,200 19,200
視光學實驗
課程實務操
作使用

視光學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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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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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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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19
實習實驗
物品

攜帶式酸鹼
度測試儀

1. 尺寸：約73×152×42mm
2. 重量：約250g
3.測量範圍：-2.00 ~ 16.00 pH；-2000 ~ 2000 mv;-5.0 ~
120.0 ℃ / 23.0 ~ 248.0℉
4. 解析度：0.01pH 0.1mV(-600.0~600.0)0.1℃ / 0.1℉
5. 準確度：±0.01 pH ； ±0.2mV / 1mV;±0.3℃ / ±0.5℉
6. 溫度補償範圍：自動/手動溫度補償。
7. 校 正：自動識別標準液校正，可連續校正5點。
(USA/NIST系統可選)
8. 記憶功能：100組資料記憶。
9. 電極類型：標準pH電極或銻電極。
10.或同等品

3 台 9,700 29,100

生活科技、
環境安全與
衛生、化學
課程教學用

通識教育中
心

(生物教室)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20
實習實驗
物品

矽質甦醒球
組(成人)

用途：手動緊急呼吸器通常藉面罩或將插管置入患者氣
道中以供緊急呼吸用。
配件：
1. 單向閥x1
材質: PC、SILICONE
附洩壓閥、60公分水柱高
2. 球體x1
材質:SILICONE
容量:1500毫升
3. 進氣閥x1
材質:PC、SILICONE
4. 儲氣閥組x1
材質:PE、PC、SILICONE
附2500毫升儲氣袋
5. 面罩x1 材質:SILICONE
6. 氧氣接管x1 材質:PVC

10 組 1,800 18,000
內外護理實
驗課技術操
作之用

護理科內外
組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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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21
專業教室
物品

病床隔簾

1.尺寸：寬18*高9.5(尺)
2.材質：Polyester 100% 防焰材質(附檢驗報告)
3.組成：梭織布(支數75D/72F*300D/96F)

4.重量：272g/M2

5.密度：368/in*88/in
6.顏色：可自行挑選

95 樘 5,000 475,000
示範教室病
床隔簾

護理科示範
病房基護內
外⾝評教室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22
專業教室
物品

隔簾

1.尺寸：寬24*高6.6(尺)
2.材質：Polyester 100% 防焰材質(附檢驗報告)
3.組成：梭織布(支數75D/72F*300D/96F)

4.重量：272g/M2

5.密度：368/in*88/in
6.顏色：可自行挑選

2 樘 5,000 10,000
示範教室病
房隔簾

基護示範教
室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自籌款

23
專業教室
物品

隔簾

1.尺寸：寬18尺*高9.5(尺)
2.材質：Polyester 100% 防焰材質(附檢驗報告)
3.組成：梭織布(支數75D*300D)

4.重量：245g/M2

5.密度：338/in*81/in
6.分左右兩側拉開
7.顏色：可自行挑選

2 樘 8,000 16,000

區隔在宅托
育教室上課
與儲藏物品

兩區

幼兒保育科
校務發展計畫

α-a-4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購置計畫p.28

7月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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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24
其他非
消耗品

壓克力收納
盒

1.尺寸：寬42*深19*高35(公分)
2.材質：透明壓克力，厚度5mm
3.格數：共60格(每格約10.5*2.3公分)
4.不銹鋼活頁門板，可多次開關不易脫落。
5.盒底四個角落，具止滑墊可與放置物表面距離約3mm。
6.附密碼鎖(含萬用備份鑰匙)

86 座 2,500 215,000

全校1-3年
級學生上課
，物品管制
收納盒

護理56
幼保6
美容5
醫保4
國商1
健管3
應英2
視光6
口衛3

校務發展計畫
1-3 落實教學品保措施

(α-c)p.33
7月 自籌款

1,415,000

1.

2.

3.

4.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月完成驗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
購月份」填為4月。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物品類別」分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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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9】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料庫／軟體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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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
華藝CEPS中文電
子期刊資料庫

1.人文學等六大綜合領域
2.⼀年期電子資料庫

1 套 280,083 280,083
全校師生
使用

圖書館
β-g-4圖書館使用率
提升計畫p.85

6月

2
華藝CETD 中文
碩博士論文資料

庫

1.人文學等六大綜合領域
2.⼀年期電子資料庫

1 套 109,160 109,160
全校師生
使用

圖書館
β-g-4圖書館使用率
提升計畫p.85

6月

3
CINAHL with Full
Text護理學全文

資料庫

1.護理等五大相關領域
2.⼀年期電子資料庫

1 套 310,000 310,000
全校師生
使用

圖書館
β-g-4圖書館使用率
提升計畫p.85

6月

4 微軟全校CA授權

1.微軟CA授權
2.EES、OVS-ES 授權最新版方案
3.教職員全校授權
4.FTE280, WindowsUpg, Office Pro, Core
CAL,Visual Studio Pro,Publisher,SQLCAL
5.⼀年期保證免費升級

1 套 1,112,000 1,112,000

微軟全校CA
授權

(Windows及
Office系列)

全校師生

α-c-2教師運用資訊
科技計畫

α-c-3促進教學品質
措施計畫p.33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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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9】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料庫／軟體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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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或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具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5 SPSS軟體

1.適用於Windows 與Mac 應用程式。
2.功能：讀寫文字、Excel、SAS等等；無大小限
制敘述性統計資料、資料準備與繪圖、程式設
計/延伸；支援R/Python雙變項統計程序、因素
與叢集分析線性、非線性、順序、邏輯斯與
2SLS 迴 歸 拖 放 互 動 式 表 格 與 匯 出 至
Microsoft/PDF廣義線性建模與存活分析
3.租賃型

1 套 90,000 90,000
全校師生
使用

全校師生

α-c-2教師運用資訊
科技計畫

α-c-3促進教學品質
措施計畫p.33

6月

6 威力導演最新版 校園授權(61U) 1 套 98,757 98,757

更新電腦教
室影片剪輯
軟體，安裝
於電腦教室
，數位多媒
體教學使
用。

全校師生

α-c-2教師運用資訊
科技計畫

α-c-3促進教學品質
措施計畫p.33

6月

2,000,000

1.

2.

3.

備註：
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合　計

「預計採購月份」欄位請填寫設備購置經驗收後，可實際投入使用之預估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舉例而言，A設備預計於3月進行招標，學校將於4月完成驗
收並於5月付款，其「預計採購月份」填為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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