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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09 學年度第 2 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9 年 11 月 17 日（星期二）早上 10：00 

開會地點：行政大樓 4 樓翻轉教室 

主持人：駱俊宏校長                                            記錄：范志婷組長 

出席委員：王淑真委員、王凱平委員、王炳勳委員、古玉幸委員、江昱明委員、吳幼萍委員、

吳瑞珍委員、李浩瑄委員、林恩頡委員、邱天欣委員、洪麗玲委員、胡瑋庭委員、

涂筱培委員、高駿彬委員、許家彰委員、陳映如委員、陳曉琦委員、陳冠吟委員、

陳复嘉委員、湯雲騰委員、黃慧新委員、黃蕙芬委員、鄒尚勳委員、鄭美娟委員、

羅文雄委員（簡麗芬代理）、蔡秀芬委員（林京宜代理）、羅盛宏委員。 

請假委員：劉世淼委員、蔡琇文委員、盧玉芬委員 

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應到人數：31 人   實到人數：28 人 

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序號 提案內容 主席決議 執行情形 

1 

有關本（109）年經常門「改善

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

－推動實務教學經費調整，提

請審議。 

委員所提，108 年經常門經費以

「訪視獎勵費」之名行「訪視補

助費」之實，確實為本校辦法訂

定前，未審慎留意部定規範，以

致經費支用後造成委員疑義。雖

本案已向教育部提出申覆，但針

對 109 年已運作之獎勵事實，業

務單位建議之因應措施確實有

其必要性，本會決議，年度獎勵

機制持續推動，惟經費來源及執

行預算，授權業務單位視實際運

作情況調整。 

本 年 度 編 列 於

「改善教學、教

師薪資及師資結

構」之推動實務

教學「訪視獎勵

費」，已於 5 月份

整體獎勵補助審

查委員會核撥第

一 次 獎 勵 金

213,000 元，因學

年度會計制度，

未能修正已支用

經費，故仍保留

於補助款支應，

惟第二次獎勵金

額，將調整由自

籌款撥付。 

2 

有關本（109）年採購案（標餘

款），擬增列附表 15【節電系

統備用主機】，提請審議。 

依提案單位分析經費運用情形，

目前資本門經費支用仍有空間，

同意增列【節電系統備用主機】，

以穩定節能管控系統之運作。 

依會議決議納入

標餘款採購設備

優先序（11-1~11-

3），已於 10 月 27

日完成驗收，標

案 執 行 金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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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提案內容 主席決議 執行情形 

89,000 元。 

3 
配合資本門預算經費執行，提

前進行增購作業，提請討論。 

預算進度執行掌控與採購案進

行，尚無違反經費執行之規範，

爾後針對採購案結束後，標餘款

及設備增購等運作，請計畫業管

單位依現況調控，無須再提案討

論。 

依資本門經費執

行進度，已先行

辦 理 附 表 11-7

【數位鋼琴】及

11-40【雙眼學生

生物顯微鏡】設

備增購作業。 

4 

有關本（109）年經費支用計

畫，設備及物品分拆一物一號

認列（第一次），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分拆設備，依規

定 編 列 財 產 編

號，且貼妥標籤

列入管制。 

貳、主席致詞： 

參、報告事項：  

一、108~109 學年度（109 年 10 月）委員異動：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調整，業於 109 年 9 月 22 日「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校務

會議」修正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辦法，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應用日語科及行銷流通科停招期限屆滿，依現況刪除委員會設置人數。 

（二）增列委員人數：當然委員 1 名（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選任委員 1 名（視光

學科調整為 2 名委員）。 

依上述辦法修正後，委員人數由 29 名調整為 31 名，增列人選如下： 

單  位 職務 委員姓名 說明 

教學資源中心 當然委員 陳复嘉 依修正後設置辦法增列 

視光學科 選任委員 王炳勳 

依修正後設置辦法增列（該科代表由 108

年 8 月 28 日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

科務會議備選人員遞補之） 

二、教育部於 109 年 10 月 19 日召開「110 年度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計

畫申請暨系統填表說明會」，針對明年度計畫經費核配，於 10 月 26 日起陸續開放三

階段系統填表作業，並請各校依規定期程內完成，另針對 109 年與 110 年經常門【改

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經費使用原則，補述修正說明如下： 

1.【109 年度現行規定】：接受補助之教師，應符合教師基本授課時數規定（惟校長

及實際授課時數為零者，不得接受各項補助)，不符前述規定者，將予追繳相關

獎勵補助款。 

2.【110 年度修正規定】：為明確規範使用獎補助之對象，使用教師為申請補助核配

基準之當年度專任教師外(年滿六十五歲以上或公立學校、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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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教師，不得列計。)；於經費執行年度，教師亦可依規定符合納入補助核

配基準之專任教師即可使用，以臻完善。 

三、109 年計畫執行調整說明： 

（一）本年度校務研究計畫共補助 4 案，補助經費 20 萬元，業於 6 月 30 日「108 學

年度第 6 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調整由自籌款支應，惟重新審視計畫

之目的與需求，與高等教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所策定之目標相符且連

結密切，且計畫主冊亦編列預算支持校務研究計畫執行，故將未有債權發生之

計畫（3 案/15 萬元），調整由高教計畫經費支應。 

（二）計畫編列標餘款購置設備優先序 6【電鋼琴】/單價 68,000 元，依市場行情與估

價後，修正採購單價為 69,980 元。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視光學科) 

案 由：有關 109 年度視光專業設備「微型光譜儀」擬擴充功能乙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科於 109 年度已購置「微型光譜儀」及「光譜氘鹵燈光源」兩項設備，設備

總額 14 萬 4,000 元。 

二、為增強儀器使用效果及效率，經評估可由原項目續擴充 CH-4W 試管架、COL-

OF-S-UV 光纖準直鏡及 MF-4 多功能量測平台等設備，以達到教學最佳效益。 

三、為利儀器發揮最大效益，擬請同意擴增上述整組設備，所需預算 3 萬 4,600 元，

詳細規格如下表。 

研發處補充說明：依資本門採購案執行情形評估，標餘款規劃之設備已全數購置完畢，

試算目前執行金額，仍得以支應此項設備功能擴充，建議由標餘款

續購之。 

決議：委員皆表示支持，本項設備擴充，請依採購規定辦理。 

設備名稱 規 格 單價 單位 數量 合計 

光譜儀 

配件組 

一、CH-4W試管架 
1.數量：1 pc 
2.光徑長：1cm 
3.濾鏡插槽：濾鏡厚度最高6mm，插入濾鏡

後以螺絲緊固 
4.光纖輸出/入端子規格: SMA 905 
5.接頭：AD-S9 x 3 pcs, 用於轉接SMA905規
格之光纖AD-B x 2 pcs, 用於遮光用途, 裝置

於未使用之試管架端口 
二、COL-OF-S-UV光纖準直鏡 

1.數量：2 pcs 
2.光纖接口規格：SMA 905 
3.後焦長：10mm、通光孔徑：5mm 

34,600 組 1 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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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名稱 規 格 單價 單位 數量 合計 

4.材質：UV級熔融石英 
5.適用波長範圍：200-1000 nm 
6.數值孔徑(N.A)：0.22 

三、MF-4多功能量測平台 
1.具卡榫可固定儀器 
2.可與 SE 系列光譜儀以及氘鹵燈光源搭配使

用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110 年校務發展及年度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經費分配，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本（109）年 6 月 30 日「108 學年度第 6 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

理，補助款以 4 仟 500 萬元為申請基準，自籌款挹注 675 萬元（15%），總額規

劃計 5,175 萬元。 

二、計畫經費依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經資本門各占 50%，自籌款挹注以資本門為

重點，占自籌經費 87.61%，總經費及經常門、資本門預算分配如下表： 

決議：委員皆表示支持，依原規劃申請經費辦理。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總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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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45,000,000  6,750,000  

15.00% 

51,750,000  
占總金額比率 86.96% 13.04% 

金額 22,500,000 22,500,000 5,914,000  836,000  28,414,000 23,336,000 

比率 50.00% 50.00% 87.61% 12.39% 54.91% 45.09%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110 年校務發展及年度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資本門經費分配，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本項經費係依本校「獎勵補助資本門經費分配作業辦法」辦理，總經費（含自

籌款）分配架構為校統籌分配款＋中長程重點特色發展分配款＋學科特色分配

款＋學科基礎分配款，規劃分配比例如下表： 

分類 A.校統籌 B.中長程重點特色發展 C.學科特色 D.學科基礎設備 合計 

經費額度 11,522,305  6,727,000  5,168,200  4,996,495  28,414,000 

分配比例 40.55% 23.67% 18.19% 17.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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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門總經費 2,841 萬 4,000 元，依據分配原則，規劃各項目經費及購置

重點說明如下：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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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及研究設備【附

表 11】 
15,253,695 67.79% 5,044,000  85.29%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附表 12】 
1,169,485  5.20% 0  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附表 13】) 
1,700,000  7.56% 0  0.00% 

小計 18,123,180 80.55% 5,044,000  85.29%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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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4】 

998,400  4.44% 0  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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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3,378,420  15.02% 870,000  14.71% 

總 計 22,500,000 100.00% 5,914,000  100.00% 

（一）【A 校統籌 40.55%／11,522,305 元】規劃重點說明 

本項經費由校統籌支援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書館自動化設備、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等）、學生社團及環境安全衛生設備，各項經費分配如下： 

1.優化教學系統：肺炎疫情開啟線上學習新里程，為提升教學輔助平台

各項功能，更友善師生使用，規劃教學系統優化升級及擴增數位學習

教材儲存空間之容量。 

2.整合護理科 2 間示範教室，成為授課及自習之多元空間，提供師生課

程及自習使用，促進考照率提升。 

3.智能學習服務：結合師生證卡認證機制，提供圖書館讀者方便且安全

的儲物空間，並導入座位管理系統，使館內資訊檢索區與多媒體區，

透過電腦登記使用，發揮更有效率之服務品質。 

4.目前圖書館藏總冊數紙本圖書共 102,013 冊、電子書共 80,881 冊，中

日文期刊達 196 種、西文期刊 16 種、視聽資料共 4,860 件，除持續充

實紙本圖書外，配合資訊化時代及考量館藏空間有限，以提供多元數

位影音、隨選視訊等各類媒體資料為導向。 

5.為活絡學生社團參與校外各項體能競賽，進而促進健康體魄與團隊合

作之精神，規劃 110 年社團設備以體能運動為發展特色。 

6.持續完善校園安全設備，以「防火」、「防震」、「防災」及「校園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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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為目標，讓整體學習環境有更深一層安全的保護。 

（二）【B 中長程重點特色發展 23.67%／6,727,000 元】規劃重點說明 

本校發展願景，以成為「全人健康促進」績優技職專科學府為目標，故

中長程特色設備建置強調以「健康促進」為方向，建置醫藥保健商務科

門市服務系統，提供學生實務操作與考照訓練之場域，連結就業市場。

強化口腔衛生科牙科治療空間，從衛教諮詢到診療服務，培養學生口腔

衛生實作。 

（三）【C 學科特色 18.19%／5,168,200 元】規劃重點說明 

配合學科發展特色，與實務課程對階產業市場為主軸，本項經費挹注以

建置飲料調製實務教學、口腔衛教諮詢空間整合建置、醫藥科技實作教

學、美容、美髮、美甲、整體造型專業課程作品拍攝等，為學科特色發

展重點。 

（四）【D 學科基礎設備 17.58%／4,996,495 元】規劃重點說明 

為使各學科穩健發展，本項經費以常態性教學、實習、資訊等設備為分

配原則，並優先挹注共通性課程設備及一般教室資訊設備汰換，部分經

費分配以輔助性教學設備為主，以維持學科基礎發展。 

二、上述資本門各項設備購置優先序（含教學設備購置優先排序），如附件一（p.8/

會議紀錄僅呈現設備名稱，確切規格於報部計畫內容呈現）。 

補充說明： 

黃蕙芬委員：現階段受限於圖書館空間大小，自動化設備擴充或建置有一定困難度，

僅能由現有空間微幅改善，110 年圖書館預劃透過軟硬體升級提供全校

6,000 多位師生，更優質更快速的電子資源館藏連線服務，改善網路頻寬

及下載速度過慢的情形，另導入自動化座位管理系統，讓本館在有限的人

力下，提高行政服務品質，請各位委員支持。 

羅盛宏委員：優先序 2「教學增能系統優化升級－教師面」，以直觀的角度看來，似乎與

行政較為相關，規劃於教學研究購置項目尚有疑慮，首先跟委員說明，廣

義的來看，全校除了行政工作外，教師所使用的教學、研究相關課程系統

及學生多元線上學習，皆須透過系統優化，才能穩定維持教學或研究上的

資訊分享，減少系統資源不足而降低速度，為提供有效率的教學、輔導、

研究等 E 化服務，請各位委員支持此項設備購置。 

口腔衛生科 

盧幸馡主任：排序於 8~12 之設備，為本科中長程發展重要規劃，現有之牙科診療專業教

室為 104 年透過整體經費所建置，迄今已五年了，本科學生數從 50 人逐年

成長到 255 人，故使用此間專業教室的授課時段逐漸增多，實務操作上因

學生數關係，空間略顯擁擠，且目前的診療椅只有兩座，不利分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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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排序規劃 

分類 
全校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經費 預計放置地點 

A.校統籌款 1 示範教室-五人組木式書桌 24 桌 49,875  1,197,000 

1.多元學習空間建

置，透過空間改造，

提供教師教學、學生

自學多元使用。 

2.書桌配置 C405 教

室*12 桌、C407 教室

*12 桌 

護理科 自籌 
C405*12 桌 

C407*12 桌 

A.校統籌款 2 
教學增能系統優化升級-教

師面 
1 套 1,300,000 1,300,000 

1.漢龍系統擴充跨瀏

覽器及跨裝置支援。 

2. 依據教育部臺教資

(五)字第

1070041450A 號文，

為保護所屬對外服務

網站有涉民眾個資之

傳輸安全並因應瀏覽

器安全規範之發展，

推動相關網站導入安

全傳輸通訊協定

(HTTPS)。 

通識中心(電算) 自籌 A411 電腦機房 

A.校統籌款 3 
數位學習教材備份 NAS

存放裝置 
1 台 450,000  450,000  數位學習教材備份 通識中心(電算) 自籌 A411 電腦機房 

A.校統籌款 4 數位學習教材備援軟體 10 套 40,000  400,000  數位學習教材備份 通識中心(電算) 自籌 A411 電腦機房 

A.校統籌款 5 活動書車 5 台 11,800  59,000  
擺放待整理之圖書，

利於館內圖書整理上
圖書館  圖書館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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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全校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經費 預計放置地點 

架，維護館內館藏空

間與服務品質。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6 門市服務－POS 設備組 10 組 33,000  330,000  

門市情境教室建置/

門市丙級術科操作 
醫藥保健商務科   F310、F309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7 門市服務－公版收銀軟體 10 套 20,000  200,000  

門市情境教室建置/

門市丙級術科操作 
醫藥保健商務科   F310、F309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8 牙科治療椅 2 套 860,000  1,720,000 

口腔衛教諮詢空間整

合建置，搭配課程: 

臨床口腔衛生學與實

驗…等。 

口腔衛生科   
牙科診療流程情

境模擬教室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9 護理站整合電腦系統 2 組 48,000  96,000  

口腔衛教諮詢空間整

合建置，搭配課程: 

臨床口腔衛生學與實

驗…等。 

口腔衛生科   
牙科診療流程情

境模擬教室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10 

護理站暨治療台影像資訊

整合系統 
1 套 165,000  165,000  

口腔衛教諮詢空間整

合建置，搭配課程: 

臨床口腔衛生學與實

驗…等。 

口腔衛生科 自籌 
牙科診療流程情

境模擬教室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11 掛號處櫃台 1 組 83,025  83,025  

口腔衛教諮詢空間整

合建置，搭配課程: 

臨床口腔衛生學與實

驗…等。 

口腔衛生科   
牙科診療流程情

境模擬教室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12 平面工作檯及放置櫃 1 組 44,975  44,975  

口腔衛教諮詢空間整

合建置，搭配課程: 

臨床口腔衛生學與實

驗…等。 

口腔衛生科   
牙科診療流程情

境模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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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全校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經費 預計放置地點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13 單眼同軸助手鏡 6 組 300,000 1,800,000 

隱形眼鏡學實驗課 

(一)(二)程使用。 
視光學科   D301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14 照護用模擬假病人 12 個 164,000  1,968,000 

活動翻身舒適等基本

護理技術示教 
護理科(基護組)   

C401 

C501 

B.中長程重

點特色發展 
15 直立式定位儀 1 台 320,000 320,000  實驗課程使用 視光學科   D302 

C.學科特色 16 情境教學桌 6 組 30,000  180,000  飲料調製實務教學 健康休閒管理科 自籌 F315 

C.學科特色 17 情境教學空間戶外雨遮 1 組 300,000  300,000  飲料調製實務教學 健康休閒管理科 自籌 F315 

C.學科特色 18 空壓機(含儲氣桶) 1 台 127,000  127,000  
臨床口腔衛生學與實

驗課程教學 
口腔衛生科   

牙科診療流程情

境模擬教室 

C.學科特色 19 中央吸唾機 1 台 72,000  72,000  
臨床口腔衛生學與實

驗課程教學 
口腔衛生科   

牙科診療流程情

境模擬教室 

C.學科特色 20 
全自動綜合驗光儀含驗光

桌 
1 台 300,000  300,000  

視光學實驗(一) 課程

使用。 
視光學科   D301 

C.學科特色 21 半自動磨片機  2 台 300,000  600,000  
配鏡學實驗課程 

(一)(二)使用。 
視光學科   D302 

C.學科特色 22 模型機  2 台 80,000  160,000  
配 鏡 學 實 驗 課 程 

(一)(二)使用。 
視光學科   D302 

C.學科特色 23 中心機  2 台 38,000  76,000  
配 鏡 學 實 驗 課 程 

(一)(二)使用。 
視光學科   D302 

C.學科特色 24 手磨機  2 台 50,000  100,000  
配 鏡 學 實 驗 課 程 

(一)(二)使用。 
視光學科   D302 

C.學科特色 25 車溝機  2 台 40,000  80,000  
配 鏡 學 實 驗 課 程 

(一)(二)使用。 
視光學科   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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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全校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經費 預計放置地點 

C.學科特色 26  3D 電腦全自動磨片機 1 台 500,000  500,000  
配 鏡 學 實 驗 課 程 

(一)(二)使用。 
視光學科   D302 

C.學科特色 27 帶眼窩的眼窩模型 4 組 16,800  67,200  
眼解剖與神經生理學

(一) (二)課程使用。 
視光學科   D303 

C.學科特色 28 頭顱骨模型(醫療級) 1 組 13,000 13,000  
眼解剖與神經生理學

(一) (二)課程使用。 
視光學科   D303 

C.學科特色 29 
完整人眼模型+幾何光學

系統 
10 組 50,000 500,000  

基礎光學實驗課程使

用。 
視光學科   D305 

C.學科特色 30 體質感應儀 1 套 294,000  294,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 醫藥保健商務科   
A705 醫藥科技暨

生物實驗室 

C.學科特色 31 
實物攝影機+多媒體傳輸

系統 
1 組 165,000  16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 醫藥保健商務科   

A705 醫藥科技暨

生物實驗室 

C.學科特色 32 蠕動式幫浦 1 1 45,000  45,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 醫藥保健商務科   
A705 醫藥科技暨

生物實驗室 

C.學科特色 33 分液收集器 1 1 250,000  25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 醫藥保健商務科   
A705 醫藥科技暨

生物實驗室 

C.學科特色 34 真空幫浦 1 1 40,000  40,000  醫藥科技實作教學 醫藥保健商務科   
A705 醫藥科技暨

生物實驗室 

C.學科特色 35 輸液幫浦 4 台 230,000  920,000  

兒科護理學及兒科臨

床情境之兒童靜脈護

理 

護理科(兒科組)   C314 

C.學科特色 36 數位單眼相機組 3 台 40,000  120,000  

美容、美髮、美甲、

整體造型專業課程作

品拍攝 

美容造型科   美衛教室(C108) 

C.學科特色 37 大型單眼相機用三腳架 3 組 13,000  39,000  

美容、美髮、美甲、

整體造型專業課程作

品拍攝 

美容造型科   美衛教室(C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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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全校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經費 預計放置地點 

C.學科特色 38 電動背景紙系統 1 組 80,000  80,000  

美容、美髮、美甲、

整體造型專業課程作

品拍攝 

美容造型科   美衛教室(C108) 

C.學科特色 39 攝影棚閃燈組 2 組 70,000  140,000  

美容、美髮、美甲、

整體造型專業課程作

品拍攝 

美容造型科   美衛教室(C108) 

D.學科基礎 40 收納光學儀器櫃組 4 櫃 25,000  100,000  放置光學儀器收納櫃 視光學科   D305 

D.學科基礎 41 實物投影機 7 台 16,900  118,300  

1.隱形鏡學實驗課程

(一)(二)、視光學實驗

課 程 

(一)(二)(三)(四)、低視

力學(一)(二)、配鏡學

實驗(一)(二)使用。 

2.解剖生理學實驗課

程講解各部位器官模

型、標本時需使用實

物投影機。 

視光學科*5 台 

護理科(基醫組)*2

台 

  

D301 

D302 

D305 

D307 

C603 

D.學科基礎 42 胸管引流照護組 24 組 22,200  532,800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課

示範教學之用 
護理科(內外組)   C407 

D.學科基礎 43 假病人收納櫃 3 櫃 75,000  225,000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課

示範教學之用 
護理科(內外組)   C410 

D.學科基礎 44 眼睛模型 2 組 15,000  30,000  教學用 護理科(社區組)   C608 

D.學科基礎 45 孕婦腹部觸診模型 2 組 130,000  260,000  

產科實驗：四段式觸

診與胎心監視技術授

課使用 

護理科(產科組)   C508 



 13  

分類 
全校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經費 預計放置地點 

D.學科基礎 46 多功能生理監視器 4 台 70,000  280,000  
解剖生理學實驗課程

分析相關生理數據 
護理科(基醫組)   C603 

D.學科基礎 47 掌上型血氧監測器 2 台 20,000  40,000  
內外科實驗課程測量

血氧等生理數據 
護理科(內外組)   C409 

D.學科基礎 48 移動式羽球柱 4 組 13,000  52,000  羽球教學使用 通識中心(體育)   第二多功能場館 

D.學科基礎 49 排球柱 3 組 13,000  39,000  排球教學使用 通識中心(體育)   排球場 

D.學科基礎 50 深蹲架核心訓練套組 1 組 80,000  80,000  體適能訓練教室使用 通識中心(體育)   體適能訓練教室 

D.學科基礎 51 小型電子天秤 4 台 23,800  95,200  化學課程教學使用 通識中心(化學)   化學實驗室 

D.學科基礎 52 中型電子天秤 1 台 24,500  24,500  化學課程教學使用 通識中心(化學)   化學實驗室 

D.學科基礎 53 大型電子天秤 1 台 43,879  43,879  化學課程教學使用 通識中心(化學)   化學實驗室 

D.學科基礎 54 實驗室新增抽風設備 1 1 779,000  779,000  丙級教學 醫藥保健商務科 自籌 
A705 醫藥科技暨

生物實驗室 

D.學科基礎 55 中藥展示牆櫃 1 組 150,000  150,000  中草藥教學 醫藥保健商務科 自籌 
A705 醫藥科技暨

生物實驗室 

D.學科基礎 56 製冰機 1 台 80,000  80,000  飲料調製教學設備 健康休閒管理科     

D.學科基礎 57 熱交換設備 1 組 20,000  20,000  飲料調製教學設備 健康休閒管理科     

D.學科基礎 58 教學投影機(3300 流明度) 26 台 39,900  1,037,400 
1.一般授課教室教學

使用 

幼兒保育科*1 

健康休閒管理科*3 
  

D501-2、 F202、

F203 、 F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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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全校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經費 預計放置地點 

2.支援汰舊換新學生

教室教學投影機維修

備品 

3. 學生上課教室約

120 間，因分批分年建

置，陸陸續續年限到

期，需採購維修用備

品。 

視光學科*3 

醫藥保健商務科*2 

電算中心*10(教學

支援) 

護理科*7 

D202、D204、 

D206、A410 電腦

庫房、B101-1、

B103 、 B104 、

B207 、 C303 、

C305、D403 

D.學科基礎 59 教學投影機(6600 流明度) 2 台 68,000  136,000  
C211 教室投影設備

汰舊換新 
護理科   C211 

D.學科基礎 60 教學投影電動布幕(120吋) 4 式 11,000  44,000  
一般授課教室教學使

用 
視光學科*4   

D202、D204、

D206、D208 

D.學科基礎 61-1 

資訊講桌－電腦組 

(含主機及 21.5 吋以下螢

幕) 

24 組 28,059  673,416  
一般授課教室教學使

用 

幼兒保育科*2 

健康休閒管理科*3 

護理科*17 

醫藥保健商務科*2 

  

D501-2、D604、

F202、F203、

F106、(護理科

B201、B202、

B203、B206、

B408、B506、 

B601、B603、

B605、B606、

B608、C605、 

D404、D408、

C405(階梯)、

C407(階梯)、

C507(實))、

A306、A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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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全校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經費 預計放置地點 

D.學科基礎 61-2 資訊講桌－擴大機 3 組 11,000  33,000  
一般授課教室教學使

用 
健康休閒管理科*3   

F202、F203、

F106 

D.學科基礎 62 除濕機(中坪數) 1 台 13,000  13,000  專業教室用 護理科 自籌 C608 

D.學科基礎 63 除濕機(大坪數) 5 台 22,000  110,000  專業教室用 
幼兒保育科*2 

護理科*3 
自籌 

D605、C603*2 

C610*1 

合 計 20,297,695 
補助 15,253,695 元 

自籌 5,04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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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1 智慧置物櫃（含系統） 1 式 400,000  400,000  讀者入館置物管理 

2 智慧空間座位管理系統 1 式 487,000  487,000  圖書館電腦使用登記 

3 備份網路儲存主機 1 部 230,000  230,000  
提供圖書館充分的資料儲

存空間 

4 擴充卡 2 張 12,000  24,000  
提供圖書館充分的資料儲

存空間 

5 桌上型電腦組（含主機及 23.5 吋以上螢幕） 1 組 28,485  28,485  全校師生使用 

合 計 1,16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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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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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冊/卷) 

1       1 批 100,000 100,000  充實館藏 

2       1 批 300,000 300,000  充實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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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批 300,000 300,000  
充實館藏電子圖書 
(買斷) 

合 計 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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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社團 

1 移動式擴音機 5 台 22,000  110,000  
舞蹈性及運動性社團上課使用/辦理全校競

賽使用。 

韓舞社*1 
熱舞社*1 
有氧舞蹈社*1 
學生會*2 

2 AC 移動式行動電源 2 台 110,000  220,000  

用於戶外露營使用，露營時間皆為 5 天左

右，本校無購買發電機，因發電機需要汽油

耗材，所以希望可以購買移動式行動電源，

供戶外露營用電。 

童軍社 

3 大提琴 1 把 37,000  37,000  樂器使用 國樂社 

4 二胡 1 把 37,500  37,500  樂器使用 國樂社 

5 地板冰壺組 2 組 45,100  90,200  社團課程使用器材/體育課上課使用器材。 運動休閒社(田徑社) 

6 奧林匹克舉重槓鈴 3 枝 15,000  45,000  
用於提升學生身體素質，以提升身體之機能

以達到划船成績之突破，可用於體育課堂使

用。 
划船社 

7 槳頻器 8 個 15,000  120,000  
用於水上訓練，能夠記錄划槳頻率、船速及

距離，能夠讓學生做課程時更有效的達到訓

練成效。 
划船社 

8 划船機面板 6 個 15,000  90,000  
用於划船機上能夠有效監控學生當下狀況，

能夠讓指導老師隨時掌握學生體能負荷之狀

況，減少學生受傷機率。 
划船社 



 19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社團 

9 風扇腳踏車 2 台 44,243  88,486  

用於學生課程活動上，也可供應學校課程上

使用，風扇腳踏車與一般看到的飛輪截然不

同，好的地方有 1.有面板 2.有風阻係數可依

個人能力做調整 3.能連結心律讓訓練品質達

到更好的成效，購入原因為風扇腳踏車使用

肌群大多為股四頭肌而划船有 80％是使用

股四頭肌作為發力，由上列所述這兩種項目

差異性不大，國外的選手時常搭配著風扇腳

踏車做訓練，能夠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身體素

質及身心發展，減少受傷機率。 

划船社 

10 筆記型電腦(15 吋) 2 台 29,657  59,314  處理社團文件及影片 
窩新社 
星火大傳-微電影社 

11 無線藍芽投影機 1 台 10,900  10,900  社團課讓社員了解社團的運作 窩新社 

12 滑雪機 2 台 45,000  90,000  

用於學生課程活動上也可以供於學校上課使

用，使用操作容易，滑雪機等同於划船機皆

為空氣阻力調整係數，滑雪機能夠訓練到划

船機訓練不到的肌群，優勢有低衝擊（對膝

蓋及腳踝的衝擊較低）、燃脂速度快（訓練

時動用許多肌群）、屬於全身性的運動與划

船動作體系相同、可同時鍛鍊心肺系統及力

量系統，能夠有效提升學生身體素質及能

力，國外已開始流行划船與滑雪機共同融合

訓練。 

划船社 

合 計 99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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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環境安全衛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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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園安全設備 單開防火逃生安全門 6 樘 35,610  213,660  
原逃生門破損嚴重，已

不堪使用。汰換不鏽鋼

材質，維護師生安全 
 

2 校園安全設備 雙開防火逃生安全門 42 樘 66,780  2,804,760  
原逃生門破損嚴重，已

不堪使用。汰換不鏽鋼

材質，維護師生安全 
 

3 校園安全設備 監視攝影機 2 組 125,000  250,000  校園監視攝影機 自籌 

4 無障礙空間設施 無障廁所不鏽鋼電自動門 6 樘 60,000  360,000  無障礙空間設施改善  

5 校園安全設備 樓頂安全門管制監控設備 1 式 620,000  620,000  
校園大樓樓頂安全門出

入管制監控 
 

合 計 4,24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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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經常門經費規劃一覽表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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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三年以內)專任教師薪資 9,197,840  40.88% 0  0.00%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800,000  3.56% 0  0.00% 

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 
2,978,800  13.24% 0  0.00% 

研究(獎勵教師與產業合作技

術研發及從事應用實務研究) 
2,167,542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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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240  4.40% 160,000  19.14% 

進修 0  0.00% 320,000  38.28% 

升等送審(包括教師資格送審

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 
100,000  0.44% 0  0.00% 

小計 16,234,422 72.15% 480,000  57.42% 

二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工作－

占經常門

經費 2%
以 上 ( 不
含自籌款

金額)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200,000  0.89%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附表 17】 
188,600  0.84%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500,000  2.22% 0  0.00% 

小計 888,600  3.95% 0  0.00% 

三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

門經費 5%以內(不含自籌款金額) 
700,000  3.11% 0  0.00% 

四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附表 18】 
1,436,540  6.38% 126,000  15.07% 

五 其他 

資料庫訂閱費【附表 19】 754,290  3.35% 0  0.00% 

軟體訂購費【附表 19】 1,930,920  8.58% 0  0.00% 

其他 555,228  2.47% 230,000  27.51% 

小計 3,240,438  14.40% 230,000  27.51% 

六 兼任師資授課鐘點費 0  0.00% 0  0.00% 

總 計 22,500,000 100.00% 836,000  100.00%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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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KPI)規劃一覽表 

序號 項目 支用內容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分配說明 

1 
新聘(三年以內) 
專任教師薪資 

教師薪資 
補助 22 位 
教師薪資 

9,197,840 

本項經費編列 22 名新聘三年內專任教師 8 個月薪資(獎勵 4、
5、6、7、8、9、11、12 月份)，並依薪俸等級，核予月薪及學

術研究費，預計獎勵薪俸等級教師數如下： 
薪俸 245：14 人*51,120 元/每月=715,680 元 
薪俸 260：7 人*52,150 元/每月=365,050 元 
薪俸 310：1 人*69,000 元/每月=69,000 元 

2 
現職專任教師

彈性薪資 
教師薪資 

補助 5~6 位 
教師薪資 

800,000 作業規範尚於擬定中。 

3-1 推動實務教學 編撰教材(獎勵) 獎勵 30 案 425,000 

編撰教材：特優 5 案、優等 10 案、佳作 15 案 
特優：頒發獎勵金 25,000 元 
優等：頒發獎勵金 15,000 元 
佳作：頒發獎勵金 10,000 元 

3-2 推動實務教學 製作教具(獎勵) 獎勵 28 案 405,000 

製作教具：特優 5 案、優等 10 案、佳作 13 案 
特優：頒發獎勵金 25,000 元 
優等：頒發獎勵金 15,000 元 
佳作：頒發獎勵金 10,000 元 

3-3 推動實務教學 改進教學(獎勵) 獎勵 10 案 195,000 

改進教學：特優 2 案、優等 3 案、佳作 5 案 
特優：頒發獎勵金 30,000 元 
優等：頒發獎勵金 20,000 元 
佳作：頒發獎勵金 15,000 元 

3-4 推動實務教學 
教師教學社群 

(補助) 
補助 12 個社群 320,000 

補助教師進行專業活動，如：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學習、共同規劃

及研發課程教材、推動試課制度及推動共備觀課制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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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支用內容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分配說明 

3-5 推動實務教學 教具製作(補助) 補助 25 案 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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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推動實務教學 推動實務(補助) 補助 90 人次 400,000 

1.補助教師赴實習機構實務觀摩，以地區遠近區分補助金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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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年度補助每人以 6 次為限。 

3-7 推動實務教學 
教師取得專業證照

(獎勵) 
獎勵 30 人次 230,000 

證照等級區分六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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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推動實務教學 
教師指導學生參與 
校外競賽(獎勵) 

獎勵 20 人次 200,000 

競賽等級區分三類(獎勵點數/每點 100 元) 
1.國際性：第一名：五百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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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點、第二名：五十點、第三名：三十點 

3-9 推動實務教學 
導師輔導護理師考

照成效(獎勵) 
獎勵 16 人次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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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推動實務教學 
導師輔導班級考照

成效(獎勵) 
獎勵 15 人次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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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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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支用內容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分配說明 

3-11 推動實務教學 
教案競賽 
(外審費) 

外聘 3 名委員 28,800  

3-12 推動實務教學 優良教師獎勵金 獎勵 5 人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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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研究 
產學合作及實務研

究計畫(補助) 
補助 27 案 1,616,542 

1.教學實務研究計畫補助：補助 15~18 案，補助金額 1,287,542
元。 

2.產學合作計畫補助補助：預計補助 10 案，補助金額 300,000
元。 

3.人體研究審查費補助：預計補助 2 案，補助金額 29,000 元。 

4-2 研究 專家諮詢費(補助) 補助 40 人次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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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研究 
教師執行計畫成果

(獎勵) 
獎勵 10 人次 100,000 

1.科技部計畫、政府機關、財團法人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等委辦

之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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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金比

照上述計畫金額級距)。 
3.專利、技術移轉及商品化成果 

4-4 研究 計畫外審費 
預計 15~18 案

外審 
51,000  

5-1 研習 
教師個人研習 

(補助) 
補助 150 次 69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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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學分課程。 
3.其他相關之學術及實務研討(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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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支用內容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分配說明 

5-2 研習 
教師參加(國外)學
術會議(補助) 

0 0 
因新冠肺炎全球疫情嚴重，現階段仍實施邊境管制，配合國家防

役安全維護，本年度暫緩補助教師出國參加學術會議。 

5-3 研習 
學科專業知能研習

活動(補助) 
補助 11 場 
研習活動 

460,000 (補助款 300,000 / 自籌款 160,000) 

5-4 研習 深度研習(補助) 0 0 
因新冠肺炎全球疫情嚴重，現階段仍實施邊境管制，配合國家防

役安全維護，本年度暫緩補助教師出國參加學術會議。 

6 進修 教師進修(補助) 
補助 6 名教師 
每學期學雜費

及學分費 
320,000 自籌款 

7 升等送審 
教師升等送審 

(獎助) 

補助 4~5 名教

師升等文件外

審費(含著作升

等獎勵金)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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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教師鐘點 

補助 1~3 個社

團外聘社團指

導老師鐘點費 
200,000  

9 學輔相關物品 
社團一萬元以下 
非消耗性器材 

購置 14 項 
社團物品 

188,600 【附表 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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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支用內容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分配說明 

10 
其他學輔相關

工作經費 
學輔相關主題系列

活動費(補助) 
補助 19 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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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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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60 人次 700,000 
補助專任職員及兼任行政職務教師，參加與業務相關之研習會、

訓練及講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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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項 
教學物品 

1,562,540 
【附表 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 
(補助款 1,436,540 元、自籌款 126,000 元) 

13-1 
其他- 

資料庫訂閱費 
教學研究 

專業資料庫 
訂購 3 套 
專業資料庫 

754,290 【附表 19】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料庫／軟體明細表 

13-2 
其他- 

軟體訂購費 
全校性通用性軟體 訂購 3 套軟體 1,930,920 【附表 19】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料庫／軟體明細表 

13-3 其他-特色活動 特色中心活動費 
辦理特色活動 

3~4 場次 
230,000 

自籌款 
1.全人健康促進中心(50,000 元)，辦理全校教職員生體適能健康

體驗營。 
2.客家文化研究中心(80,000 元)，辦理 2021 第十一屆「客家文化

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3.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100,000 元)，辦理 2021 全國原住民族

教育及文化發展學術研討會。 

13-4 其他-助理薪資 
勞僱型助理之薪資

及勞健保等相關費

用之需求 

18 人/ 
6 個月 

555,228 
預計聘任 18 名兼任研究計畫臨時助理，6 個月薪資及勞健保等

相關費用之需求：每月薪資 5,141 元*6 個月(每月/30 小時) 

合 計 23,3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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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社團 

1 健力腰帶 5 條 8,000  40,000  

學生做重量訓練時，使用腰帶能夠有效的

保護腰部，有效降低受傷之風險，以利於

學生達到身心靈之健康，可用於體育課堂

使用。 

划船社 

2 槳頻碼表 2 個 8,000  16,000  
用於老師監控學生水上划船訓練上，有了

槳頻碼表能夠在課程中更快速的知道學生

訓練狀況。 
划船社 

3 大譜架  10 支 1,500  15,000  教學使用 國樂社 

4 小譜架 20 支 990  19,800  教學使用 國樂社 

5 中胡琴袋  4 個 1,500  6,000  樂器使用 國樂社 

6 大碰鈴  1 個 860  860  樂器使用 國樂社 

7 鑼鼓架  1 支 7,000  7,000  樂器使用 國樂社 

8 二胡弓 10 把 1,800  18,000  樂器使用 國樂社 

9 揚琴調音棒 2 支 800  1,600  樂器使用 國樂社 

10 掛燙機 1 台 4,000  4,000  擴充社團設備 親善社 

11 口風琴 10 台 980  9,800  社團教學使用 吉他社 

12 沙鈴 5 個 1,470  7,350  社團教學使用 吉他社 

13 銅鈸 3 片 2,240  6,720  社團教學使用 吉他社 

14 法式滾球組 10 組 3,647  36,470  
社團課程使用器材/體育課上課使用器

材。 
運動休閒社

(田徑社) 

合 計 1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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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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

序 
物品類別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1 專業教室物品 成人牙齒模型 2 組 7,100  14,200  社區護理學示範教學之用 護理科(社區組) 

2 專業教室物品 腸造廔盥洗套組 7 組 3,200  22,400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課示範

教學之用 
護理科(內外組) 

3 專業教室物品 耳溫槍 50 支 2,800  140,000  測量生命徵象技術 護理科(基護組) 

4 專業教室物品 錶式血壓計 25 個 800  20,000  測量生命徵象技術 護理科(基護組) 

5 專業教室物品 孕婦子宮觸診模型專用肚皮 8 個 8,800  70,400  
產科實驗:產後評估技術授

課使用 
護理科(產科組) 

6 專業教室物品 二層工作車 25 台 7,200  180,000  技術練習 護理科(基護組) 

7 專業教室物品 生理監測儀導線 8 組 6,600  52,800  
解剖生理學實驗課記錄心

電圖時使用，原導線已經

老舊需要汰換。 
護理科(基醫組) 

8 專業教室物品 中三抽鐵櫃 5 櫃 2,100  10,500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課示範

教學之用 
護理科(內外組) 

9 專業教室物品 中三抽鐵櫃 5 櫃 3,300  16,500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課示範

教學之用 
護理科(內外組) 

10 專業教室物品 氣囊壓力校正器 12 支 7,100  85,200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課示範

教學之用 
護理科(內外組) 

11 專業教室物品 手指型血氧濃度監測儀 6 台 3,800  22,800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課示範

教學之用 
護理科(內外組) 

12 資訊器材 固態硬碟 17 台 4,300  73,100  

配合伺服器自動化異機備

份作業需要，提供更彈性

的硬體儲存空間與備份機

制 

圖書館 



 29  

優先

序 
物品類別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13 專業教室物品 壓克力收納盒 17 座 3,000  51,000  
四、五年級學生上課，物

品管制收納盒 
護理科(內外組) 

14-1 其他非消耗品 C405 教室-LED 燈(白光) 18 展 1,500  27,000  
多元學習空間建置，透過

空間改造，提供教師教

學、學生自學多元使用。 
護理科 

14-2 其他非消耗品 C405 教室-循環扇(搖控) 12 展 3,000  36,000  
多元學習空間建置，透過

空間改造，提供教師教

學、學生自學多元使用。 
護理科 

14-3 其他非消耗品 C405 教室-無扶手活動椅 61 張 2,800  170,800  
多元學習空間建置，透過

空間改造，提供教師教

學、學生自學多元使用。 
護理科 

15-1 其他非消耗品 C407 教室-LED 燈(白光) 18 展 1,500  27,000  
多元學習空間建置，透過

空間改造，提供教師教

學、學生自學多元使用。 
護理科 

15-2 其他非消耗品 C407 教室-循環扇(搖控) 12 展 3,000  36,000  
多元學習空間建置，透過

空間改造，提供教師教

學、學生自學多元使用。 
護理科 

15-3 其他非消耗品 C407 教室-無扶手活動椅 61 張 2,800  170,800  
多元學習空間建置，透過

空間改造，提供教師教

學、學生自學多元使用。 
護理科 

16 專業教室物品 病歷表放置櫃 1 櫃 9,000  9,000  口腔衛教諮詢空間整合建置 口腔衛生科 

17 專業教室物品 門市服務－結帳櫃檯桌 10 張 3,600  36,000  
門市情境教室建置/門市丙

級術科操作 
醫藥保健商務科 

18 專業教室物品 正常成人頭顱骨彩色模型 9 組 3,000  27,000  一般課程使用 視光學科 

19 專業教室物品 閃燈用測光錶 1 台 8,000  8,000  
美容、美髮、美甲、整體

造型專業課程作品拍攝 
美容造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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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物品類別 項目名稱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20 專業教室物品 不銹鋼置物層架 1 組 2,000  2,000  飲料調製實務教學 健康休閒管理科 

21 專業教室物品 冰沙機 4 台 3,000  12,000  飲料調製實務教學 健康休閒管理科 

22 專業教室物品 電動奶泡機 5 台 2,700  13,500  飲料調製實務教學 健康休閒管理科 

23 專業教室物品 幾何光學教具-雷射對戰組 10 組 1,585  15,850  正課或實驗課程使用 視光學科 

24 專業教室物品 幾何光學教具-雷射迷宮組 10 組 1,169  11,690  正課或實驗課程使用 視光學科 

25 專業教室物品 超音波噴霧美膚機(桌上型) 6 台 3,500  21,000  

1.教學用。 
2.使臉部表皮溫度下降、

毛孔收縮，舒緩鎮定皮

膚，軟化角質改善膚質。 

美容造型科 

26 專業教室物品 吧枱景觀椅 30 張 6,000  180,000  飲料調製實務教學 健康休閒管理科 

合 計 1,56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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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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

料庫 
綜合領域一年期電子資料庫 1 年 306,860 306,860  

發展館藏多元化，提

供全校師生學習與研

究之資源需求。 
圖書館 

2 
CETD 中文碩博士論

文資料庫 
綜合領域一年期電子資料庫 1 年 116,010 116,010  

發展館藏多元化，提

供全校師生學習與研

究之資源需求。 
圖書館 

3 
CINAHL with Full 
Text 護理學全文資料

庫 
護理相關領域一年期電子資料庫 1 年 331,420 331,420  

發展館藏多元化，提

供全校師生學習與研

究之資源需求。 
圖書館 

4 
電子資源校外連線系

統 Hosted EZproxy (雲
端版) 

一、建置在雲端環境，提供資料庫認

證與連線設定服務 
1.採用 OCLC Domain Name 的 SSL 憑

證。 
2.軟體建制在 OpenSSL1.1.1，安全配置

電子資源的取用，保障資訊存取的安

全。 
二、提供月審計報表 
三、支援多種認證方式，包含：

CAS、LDAP、SAML 和 Shibboleth。 

1 年 210,000 210,000  全校師生使用 圖書館 

5 伺服器虛擬化軟體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S andard for 
1 processor(含原廠一年)最新版校園授

權 
4 套 29,230 116,920  全校師生使用 圖書館 

6 虛擬化系統備份軟體 

1.Acronis Backup 12.5 for Virtual Host
軟體 
2.以 Hos 數量計價 
3.教育版 1 年 

2 套 39,500 79,000  全校師生使用 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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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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微軟全校 CA 授權 
1.微軟大量授權合約教育版 
2.303U 含以上 

1 套 1,300,000 1,300,000  
微軟全校 CA 授權

(Windows 及 Office
系列) 

全校師生 

8 
PaintShop Pro 相片編

輯與設計軟體 
1.微軟大量授權合約教育版 
2.303U 含以上 

1 套 132,000 132,000  

更新電腦教室平面繪

圖剪輯軟體，安裝於

電腦教室，數位多媒

體教學使用 

全校師生 

9 
非常好色海報設計軟

體 

1. 最新版 
2. 校園版授權 61U 含以上(不限台,一
組序號) 

1 套 93,000 93,000  

更新電腦教室海報製

作軟體，安裝於電腦

教室，數位多媒體教

學使用 

全校師生 

合 計 2,685,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