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學校現況 

一、現有資源（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等） 

本校於民國六十年在台灣最需要醫療護理服務下創校，在董事會、歷任

校長慘澹經營及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下，校譽日隆，培育無數「事病如主」的

白衣天使。今年本校在既有的基礎上，奉准升格改制為護理專科學校，將繼

續為提升護理人員素質，培養更優秀護理人員而努力的辛勤耕耘。 

為提昇本校師資素質，本校訂有在職進修、升等送審、校外研習、專題

研究計畫、著作及改進教學等各項獎補助辦法，以提昇教師專業知能。此外，

更積極延聘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到校任教。目前(92 年 5 月)

本校合格專任教師人數計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助理教授 5 人，講師

36 人，合計 45 人，另聘有兼任教師十六人，合計全校教師數為 49 人。專

任教師目前帶職帶薪在國內進修博士學位共計 6人，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人數

佔全體專任教師數之 20%與去年同時期的 9%比率，今年師資結構提昇成效顯

著。本校目前僅設有護理科，計有五專十二班，二專十班，夜間二專在職專

班二班，目前學生數共計日間部 1073人，夜間部 93人，合計 1166人。日

間部之生師比為 21.9:1，全校生師比為 23.8:1，符合教育部之師資要求。 

硬體設施方面除了一般普通教室及各類護理專業示教室外，另外設有化

學實驗室、生物暨微生物實驗室、生理及解剖實驗室、語言視聽教室、電腦

教室及營養及烹飪教室。提供學生實驗課程之操作環境。並預計於今年擴建

綜合教室及全面更換語言視聽教室之教學設備為多媒體電腦設備。 

本校中西文圖書數量(92年 5月)為 49000冊，中西文期刊 220種，預

計在本年七月底前再增購圖書 8000冊，增加館藏總數至 57000冊，並計畫

使用今年鈞部之補助款增購專業西文圖書 2000冊、期刊 19種、教學錄影帶

1000 卷以期達到 60000 冊之館藏數。此外亦規劃便利之館藏資料影印及列

印環境，增添電子資料庫系統，與各校進行館際合作事宜。在規劃新建的教

學大樓亦預留三個樓層之圖書館空間以期大幅提升圖書館空間及服務功能。 

 

 

二、近三年獎補助經費分配比例表（含獎補助款、自籌款分配比例與金額） 

本校甫於 90 學年度改制為專科學校，因此目前僅有 91 年度之補助款

經費 25110148 元，學校配合款 1289894 元，合計 26400042 元，經費分配

比例如下表： 

 

 

 



 

91 年度獎補助經費分配比例表 

項目 

金額(比例)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總經費分配比例 40﹪ 60﹪ 100﹪

補助款分配金額 $9,970,148 $15,140,000 ＄25,110,148

獎助款分配金額 $0 $0 ＄0

自籌款分配金額 $589,894 $700,000 ＄1,289,894

總經費分配金額 ＄10,560,042 ＄15,840,000 ＄26,400,042

 

三、過去執行重點特色 

由於學校甫改制為專科學校，因此在圖書及軟體方面較為欠缺，故在圖

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設備方面支用伍佰餘萬。教學儀器設備方面以配合教

學時程之需要及現有校舍空間之使用，著重於電腦設備、設立營養教室、擴

充實驗室設備及護理教學之專業教具為主，共計玖佰伍拾餘萬元，佔 60.03 

%。另外配合校園環保及節約活動，更換省水設備一批約參拾萬元，購置學

生體育設施及社團裝備約肆拾萬元。 

經常門總支出 10,560,042元，其中補助增聘(其他)教師薪資 8,440,800

元，佔 79.93 %；另外為鼓勵教師於課餘之際進行學術研究及著作，共補助

教師研究支出 1,061,300 元、補助教師進修 40,000 元、補助著作 148,000

元、補助改進教學 80,000元及補助教師研習 789,942元。 

 

四、本年度發展重點特色 

本年度仍將持續進行教學設備更新之基礎建設：1 建構完整、便捷及安
全電腦教學環境與校園資訊系統，藉由防火牆及高性能網路交換器提昇骨幹

網路之性能，預留建立隨選視訊教學系統所需之網路頻寬。2 擴充生理實驗
室設備，提供優良教學及實驗環境。3 全面更換語言教室設備為電腦多媒體
學習環境。4 護理示範教室設備改善。6 增闢多媒體教學設備之綜合教室。
7 持續採購大量之中西文圖書、期刊及教學影帶。8 配合環境、安全及衛生
之要求，設置實驗室安全監視系統、校園緊急廣播系統。 
改善師資結構方面優先聘任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並增強婦

產科、兒科、精神科護理專業師資。聘請國外專家辦理短期研習會，規劃辦



理專業學術活動。鼓勵教師申請研究計畫，進行跨學群整合型研究。鼓勵教

師參與國內外專業學術研討會。鼓勵教師申請研究計畫以及在職教師進修博

士班。鼓勵教師在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發表論文。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本校為落實技職教育的實作政策及教導學生熟練護理專業技能，逐年提

撥經費採購教學所需之儀器設備，以建立本校既有的特色和優良的學習環

境。透過網路設備基礎建設達成建設網路知識學園之目標，初步由 e-learning

系統及隨選視訊教學系統的建立，提供學生課餘時間自我學習的環境及網路

教學的服務。而面對地球村的時代，加強英語教學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藉

由全面更換語言教室設備為電腦多媒體設備來提昇英語教學教材內容及生

動活潑的教學方式，提供優質的英語學習環境。持續不斷的擴充及汰換實驗

室及護理示教室設備以提供學生更真實的操作情境感受。經由採購大量之中

西文圖書、期刊及教學影帶，滿足師生對專業知識及一般學識精神食糧之需

求。設置實驗室安全監視系統及校園緊急廣播系統以確保安全無虞之學習環

境。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本校經費支用計畫完全依據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進行規劃，依據本校中

長程發展計畫，92學年度獲准新增設「推廣教育」，93學年度以朝新設科系

「幼兒保育」、「食品科技」為目標，與此同時，積極鼓勵教師參與研究、教

學、學位進修或參加短期專業領域之研習會及著作、升等，並延聘國內外優

秀師資，以「研究全面化」、「教學精進化」為工作重點。 

1.研究全面化--- 

(1)本校為獎勵教師研究，訂有各類獎補助辦法，本年度除仍依相關辦法，

給予研究績優教師實質獎勵外，更計畫增加獎補助經費，以期全面提昇

研究風氣與研究成果。 

(2)整合研究資源：為統合學校資源，以研究成果作為教學的基礎，本校 92

年度將就師資人力和設備資源，規畫成立各類研究團隊，以達研究全面

化之目標。 

2.教學精進化--- 

不斷地提昇暨維護教學品質，是本校教學工作的一貫原則，本年度有如下重

點工作項目： 



(1)教師在職教育：聘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使全校教師具備專業教育之理念。 

(2)教學方法之改進：藉由各領域學有專精之教師編輯跨學群整合科目教

材、教法，以達資源共享、互惠互利的目標，俾能提昇教學品質。 

(3)培育高階師資：每年持續選派教師赴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92年度以護

理及 93學年度新設科系之專業領域，核派教師在職進修。 

綜合上述規劃，本校九十二年度經常門整體發展經費之運用計畫，即以配合

推廣研究、精進教學之目標，分配於教師薪資及獎助教師各項研究。為提昇

本校師資素質，本校訂有在職進修、升等送審、校內外研習、專題研究計畫、

著作及改進教學等各項獎補助辦法，以提昇教師專業知能。此外，更積極延

聘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到校任教。 

 

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今年是第二次申請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因此特別注意如何運用

學校現有空間及因應逐年增加之課程需求來有效運用此經費，除了學校尚

待改善的基礎教學設備外，亦規劃提升護理教學品質及語言(英語)教學所

需之專業設備。本校目前為護理單科學校，為簡化審查層級，各項設備需

求之申請由科(實驗室、示教室、教學小組)、中心、處室依教學計畫及教

學活動所需設備需求提出討論決定單位內之優先順序。相關單位之設備申

請資料經專責單位彙整後提報學校專責小組會議討論並排定優先序。經常

門經費部份，則依本校所訂定之升等送審、進修、研習、研究計畫申請、

教師著作、改進教學等各項獎助辦法辦理，並經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及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一；成員名單如下： 

楊克平校長、陳建榮主任、王玉華主任、黃秀梅主任、何美華主任、

王守徵主任、洪麗雲主任、毛志文主任、陽美香老師、李麗燕老師、

張晏苾老師、李鴻生老師。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與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二；成員名單如下： 

楊克平校長、戴文璉主任祕書、陳伯鏗老師、張淳翔老師、呂宜君老

師、吳家豪老師、張君玉老師、劉清華老師、鍾芳蘭老師。 

(三)教師進修獎勵辦法訂定之相關會議紀錄與出席人員名單，如附件三。 



 

肆、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資本門經費部分，本年度強調網路安全及提升校內網路頻寬之基礎建

設，另外配合學校重點特色計畫，籌建 e-learning 系統、隨選視訊系

統及多媒體製作室。此外亦全面更換語言教室設備為電腦多媒體教學環

境，擴充生理解剖實驗室設備使學生充分體驗真實情境。專業護理教室

亦添購多項教材及教學設備，如實習假病人、皮內注射模型及病床等，

藉以模擬醫院病房護理工作之所需環境及技術操作所需之設備。在圖書

方面則投入五百餘萬增購專業之中西文圖書、期刊及教學影帶，期望滿

足師生追求知識之育需求。經常門經費部分，以增進教師自我成長、充

實本質學能，提昇教學品質為目標，預計完成教師研究計畫 15 案，鼓

勵教師研習 80人次，改進教學 3案，進修 4人及著作 8案並首度規劃

升等送審 2人。此外預計聘任博士以上師資 10人，增強師資結構。 

相關經費支用項目如下列附表所示：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附表六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 資本門： 

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教學儀器設備 1.安全高速之骨幹網路。
2.建置多媒體環境之語言

教室。 

3.擴充實驗室設備及專業

課程教學設備。 

1.配合學校重點特色計畫建
立網路學習環境及網路教

材，學生課餘之際可藉由網

路進行課前預習、課後複

習。 

2.增強學生語言能力，提升學

生面對國際化之能力。 

3.提高學生學習效率及現場

情境之感受。 

二、軟體教學資源（圖書館自

動化、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及訓輔相關設備）

1.選購專業西文圖書期

刊。 

2.添購教學錄影帶、光碟

等軟體資源。 

3.增購學生社團活動設備

及安全裝置。 

 1.增加圖書館專業圖書館藏
滿足師生在專業知識上的

需求。 

2.提供教師教學輔助資料及

教材。 

3.滿足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

設備及保護學生活動之安

全。  

三、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材、

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

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設

施  

1. 營造安全的實驗室及
校園安全生活環境。 

2. 建立緊急廣播系統。 

 1. 提供學生安全學習環境。

2. 藉由廣播系統及 LED顯示

看板，進行一般訊息宣達

及緊急狀況時之訊息廣

播。 

 

 

 

 

 

 

 

 



(二)經常門： 

項  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效果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1.研究、著作、改進教
學： 
獎助教師積極從事學
術研究及參加國際會
議發表著作，以提昇學
術研究水平。 

2.研習： 
鼓勵教師參與校外專
業講習。 

3.升等及進修： 
鼓勵教師以著作升
等；且針對不易延攬之
高階師資，選派教師前
往國內外大學進修博
士學位，並給予適當獎
勵。 

4.改進教學： 
鼓勵改進教學研究，提
高教學水準。  

1.研究、著作、改進教學、
研習： 
增進教師自我成長、充實
本質學能，以提昇教學品
質。 

2.升等及進修： 
提供教師優質之升等及進
修環境，以提昇高階師資
比。 

3.預計完成教師研究計畫 15
案，鼓勵教師研習 80人
次，改進教學 3案，進修 4
人、升等送審 2人及著作 8
案。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1.本校已編列行政人員
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經費預算，但整體發展

經費未提撥。 

2.鼓勵行政人員學位進

修、參加校外專業研習

並辦理職工在職教育

訓練。 

增強職員工專業技能，提高

工作效率及品質。 

三、其他：如補助現有教師薪

資  

1.積極延攬國內外具博

士學位之專家學者，以

提升師資水準。 

2.補助現有教師部份薪

資 

1.提高高階師資比例，強化

師資陣容。 

2.穩定人事，提昇教學服務

品質。 
3.預計聘任博士以上師資 10
人，並優先補助現有助理

教授以上師資薪資。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請依經費支用表項目逐一填寫） 

本年度獎補助款經費說明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獎補助款5﹪）合計 

＄26439445 ＄0 ＄1560555 ＄28000000 

 

資本門（獎補助款 60﹪） 經常門（獎補助款 40﹪）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金額 ＄15863667 ＄0 ＄936333 ＄10575778 ＄0 ＄624222 

合計 ＄16800000 ＄11200000 

占總經

費比例 

60﹪ 40﹪ 

 

 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否 

項   目 金額 比例（﹪）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 

10240000 60.95%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及

訓輔相關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10﹪）

5860000 34.88% 註三 

三、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

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設施等） 
700000 4.17% 

註四 

合計 16800000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理由。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附表五）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

處理設施等）（附表四之一）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佔經常門經費之比例 內容說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研究                11﹪ 

研習                 5﹪ 

進修                 1﹪ 

著作                 2﹪ 

升等送審            0.5﹪

改進教學            0.5﹪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總經

費 20﹪以上） 

 

合計                 20﹪

本校係配合校務中長程發展計

畫，擬定全校經費之運用。有關

九十二年度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經專責小組審議通過佔經常門總

經費 20%之比例，再由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教師研究、研習、進

修、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學

之分配比例。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 

                     0﹪ 

 

 

三、其他（如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等） 

                      80﹪ 除學校負擔外，擬由本獎補助款

支付 92年度現有教師薪資，由人

事室造冊簽請校長批准，再送會

計室辦理。 

總計 1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六）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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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電腦教室電力供應穩定系統 

容量: 30KVA/24KW,額定電

壓：3相 4線 380/220 V,

輸出波形:正弦波,滿載備

用時間:10分鐘,具雙迴路

輸入、可做雙機熱備載串

聯運作,噪音(1m 距離)：

<60 dBA,隨機安裝微軟認

證通過中英文智慧型監控

軟體 

2套 350000 700000

避免突然停電導

致設備毀損及影

響教學 

電算中心   

2 智慧型網路交換器 

 Layer 3 Switch，至少提

供 2埠10/100/1000UTP模

組，2埠 光纖 GB 模組 

1 500000 500000

提供電腦教室及

練習室之網路設

備 連 接 學 術 網

路、提升現有骨幹

網路之效能 

電算中心   

3 網路安全及電腦位址轉換設備 

內建 64MB RAM，同時 64000

個通訊連線，Web Browser

操作界面，一對一及多對

一轉址設定，阻擋 Denial 

of Service(DoS)攻擊 

2 400000 800000

提供校內虛擬網

路環境及網路安

全、不當訊息阻擋

之管理功能 

電算中心  

4 眼底檢查模型 可換眼底 1 48300 48300檢查眼底 護理科   

5 多功能生理實驗系統組 

總輸入頻道數:4, 放大器
自動感知和增益設定, 放
大器自動偏移定位, 取樣

2 430000 860000

測量心電圖、肌電

圖、腦波圖等生物

訊號 

護理科/ 

生解實驗

室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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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率依各頻道需求設定不

同 , 濾波電位 , 螢幕指導
式操作 

6 生物顯微鏡(三眼) 

目鏡 :PLAN10X 大視野

(F.N.20nm), 物鏡 :平坦型
4X10X40X(S)  
100X(S)Oil 

1 85000 85000
觀察人體組織學

超顯微結構 

護理科/ 

生解實驗

室 

  

7 往復式水浴器 

溫度範圍:水溫至 99.9 度, 
水槽材質:不銹鋼電熱器, 
轉速: 0-300RPM使用空間
400x300m/m 

1 42000 42000
唾液澱粉脢活性

實驗 

護理科/ 

生解實驗

室 

  

8 電刺激器 

輸出電壓由 0.1 伏到 100
伏, 脈波信號,頻率:0.2TO 
200PPS, 持續導通時間
0.02 毫秒到 200 毫秒，最
大輸出 2.5瓦特峰值 

4 79500 318000肌肉收縮實驗 

護理科/ 

生解實驗

室 

  

9 氣流轉能器 

流速範圍:+/-300 公升/分, 
零敏度 60 微伏/公升/秒, 
DB9 針接頭, 系統搭配:能
配接實驗室內現有各式轉

能器 

2 43500 87000
測量和記錄肺容

積、肺容量 

護理科/ 

生解實驗

室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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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身評教室示範教學轉播及錄製系統 

球型彩色全功能攝影機,

全功能鍵盤控制器, 無線

麥克風組, 影音調變主機

(含信號分配器),影音播

放系統(含彩色電視, 單

槍投影機、擴大機、音箱

等)、旋轉式活動白板 

1 300000 300000

技術教室示範教

學同步播放及錄

影，提供更廣闊的

觀看視野 

護理科/ 

身評教室 
  

11 基護教室示範教學轉播及錄製系統 

球型彩色全功能攝影機,

全功能鍵盤控制器, 無線

麥克風組, 影音調變主機

(含信號分配器),影音播

放系統(含彩色電視, 單

槍投影機、擴大機、音箱

等)、旋轉式活動白板 

1 300000 300000

技術教室示範教

學同步播放及錄

影，提供更廣闊的

觀看視野 

護理科/ 

基護教室 
  

12 綜合教室媒體教學設備 

液晶投影機, 電動螢幕, 

DVD 放影機, 錄放影機, 

數位攝錄系統, 播音系統

1套 1000000 1000000

藉由大型影像顯

示環境及各類媒

體播放設備提高

學生學習效果 

教務處  

13 電腦多媒體語言教室 

視聽多媒體電腦 57台 

多媒體教學軟體 

液晶投影機 

DVD放影機 

1 間 3300000 3300000

提供電腦多媒體

之 語 言 教 學 環

境、學生可使用電

腦網路系統及教

護理科/ 

語文教室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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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放影機 

 

學 軟 體 自 我 學

習、錄製學習課程

於課餘時間複習 

14 電腦繪圖及 PDF文件製作軟體 

Photoimpact：120 套授

權，Acrobat PDF文件製作

軟體: 60套授權 

1 式 152000 152000

網 頁 製 作 之 繪

圖、影像處理軟體

網頁、及 PDF格式

文件製作 

電算中心  

15 電腦教室（一）電腦教學廣播系統 

外接式, 每一配接盒可接

兩台電腦，可提供耳機及

麥克風插座 

1 套 150000 150000
電腦教學教師操

作示範 
電算中心  

16 電腦教室（一）彩色列印及掃瞄設備

A3彩色鐳射印表機：

600X600 DPI,300MHz處理

器,128MB RAM 

A3 彩色掃瞄器：SCSI 或

USB 界面 ,彩色單一掃

瞄,CCD 感測元件 

1 套 320000 320000

提供學生彩色列

印及彩色文件掃

瞄服務 

電算中心  

17 電腦教室(二) 彩色列印及掃瞄設備 

A4彩色鐳射印表機：

600X600 DPI, 10PPM以上, 

96MB RAM 

A4 彩色掃瞄器：SCSI 或

USB 界面 ,彩色單一掃

瞄,CCD 感測元件 

1 套 145000 145000

提供學生彩色列

印及彩色文件掃

瞄服務 

電算中心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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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電腦教室(二) 網路設備 
24埠乙太網路交換器 

10/100Mbps自動切換 
4 13000 52000

改善電腦教室網

路設備 
電算中心  

19 電動病床 

插電式、可傾斜、床頭床

尾抬高 (附床上桌板、床
欄、床墊) 

1 60000 60000示範技術及練習 
護理科/ 

基護教室 
 

20 普通病床 
可傾斜、床頭床尾抬高(附
床上桌板、床欄、床墊) 

12 22000 264000技術練習 
護理科/ 

基護教室 
 

21 本案因無適當產品，申請撤銷      

22 示教室病床拉簾(式) 防燄材質 1 35000 35000
技術練習情境模

擬 

護理科

基護教室 
 

23 萬能實習用假病人 

身高:175公分內；材質:軟
質特殊樹酯製，手臂、腳

部無接縫，縫線一體成

型。功能包括導尿、 灌
腸、皮下注射、肌肉 注
射、靜脈注射、體位變換、

胃灌食 

7 150000 1050000

技術練習：包括導

尿、 灌腸、皮下
注射、肌肉  注
射、靜脈注射 

護理科   

24 3D單槍投影機 
2000ANSI, 具實物投影功

能 
2 133000 266000

提供現場實物投

影功能，提高教學

品質及學生學習

興趣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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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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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電腦教室(二)個人電腦汰換 Intel 2.0GHz 或同級電腦 21 35000 735000

汰換部份數量電

腦設備，提昇電腦

操作效能及速度 

電算中心  

26 普通教室媒體教學設備 

無線麥克風組, 音效設

備, 儀器標準組合含機

櫃, 錄放影機, 碟影機, 

單槍投影機 

6 112500 675000

強化普通教室教

學媒體設備，提供

更方便的電子化

教學環境 

教務處  

27 網路液晶單槍投影機 2000ANSI，無線傳輸功能 1 240000 240000
提供電腦教室教

學提示設備 
電算中心  

合   計   124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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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一 
資本門經費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設施)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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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驗室安全監視系統 

自動光圈鏡頭高解析彩色攝影機、20”

彩色電視機、4CH 影像分配器、16CH 數

位錄影設備及反偷拍偵測器一台 

一套 440000 440000

監錄各實驗室

門禁，及設備

儀器管制情

形，確保安全

總務處  

2 校園緊急廣播設備 

戶外型喇叭、雙頻無線接收主機及手握

麥克風系統(含管路佈置及原有線路改

善) 

一套 80000 80000
校園緊急疏散

廣播 
總務處  

3 LED顯示看板 

顯示顏色：彩色超高亮度(紅、黃、綠）

顯示字數：可顯示中文全形 16點×16點

15字 

面板材質：鉄板烤漆 

使用方式：電腦傳輸 

編輯軟體：Windows95以上視窗畫面 

一套 180000 180000
校園安全政令

及活動宣導 
總務處  

合   計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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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單位 

(冊、卷)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數量 

          
1 ?      冊 1式   4300000 4300000 增加圖書館藏及

教學媒體 

圖書館 詳如圖書

採購清冊 

2  ?     冊  1式 240000 240000 增加圖書館藏及
教學媒體 

圖書館 詳如圖書

採購清冊 

3   ?    本  1式 300000 300000  增加圖書館藏及
教學媒體 

圖書館 詳如圖書

採購清冊 

4    ?   卷  1式 700000 700000 增加圖書館藏及
教學媒體 

圖書館 詳如圖書

採購清冊 

5      ?    1式 320000 320000 訓輔設備 學生社團 詳如附表

五之一 

合    計     5860000 5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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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之一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訓輔相關設備訓輔相關設備訓輔相關設備訓輔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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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社團活動安全防護設備 
保護軟墊(3公尺*4公尺)底層 40cm、上
層 10cm 

1組 32000 32000
學生社團教學

及活動使用 
訓導處  

2 社團活動擴音、放音設備 
含戶外型喇叭、不鏽鋼支柱、無線麥克

風、領夾式麥克風、喊話器、CD錄放音
機 

1組 108000 108000
學生社團活動

用 
訓導處  

3 社團活動記錄設備 
半自動單眼相機及 100~300mm鏡頭、數
位錄音筆、掃瞄器 

1式 29500 29500
學生社團教

學、活動及資

料處理 
訓導處  

4 
舞蹈教室音響及播放設備

擴充 
擴大機、混音器、DVD、喇叭(含支架) 1組 96800 96800

舞蹈教室視聽

教學用及學生

社團活動用 
訓導處

  

5 
舞蹈教室電視影像設備 電視機及放影機 1組 32900 32900

舞蹈教室視聽

教學用及學生

社團活動用 
訓導處

 

6 靜態資料展示設備 海報展示架(一組三台) 1組 20800 20800
學生社團及活

動展示使用 
訓導處

 

合   計     3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