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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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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訂有各項提升教師素質辦法，如在職進修、升等送審、校

外研習、專題研究計畫、著作及改進教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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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至 95 年 9月，專任教師中將有 10人在進修博士學位中，而目前

在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之教師共計 8 人。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人數佔全體專任教師數之

29.23%。 

目前(95 年 2月)本校計有專任教師 65人，兼任教師 86人，教官 3人，實習指導教師

18人，折算教師數為 96.7人。師資結構統計如下表所示： 

 

聘任別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實習指導教師 合計 

專任 0 6 13 46 18 83 

兼任 0 3 6 77 0 86 

 

本校目前設有護理科、幼兒保育科及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自 90 年 8月改制以來目

前學生數共計日間部 1,975人，夜間部 414人，合計 2,389人。日間部之生師比為 20.07，

全校之生師比為 24.70，遠低於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之師資要求。 

 

本校自 90 年 8月改制專科以來即積極擴充圖書館之中西文圖書數量及增訂中西文期

刊，於過去 4 年均於預算中核撥高比例預算增購圖書、專業西文圖書、期刊、教學錄影帶

等。同時亦規劃便利之館藏資料影印及列印環境，添購電子資料庫系統，並與各校進行館

際合作事宜。已於去年(94 年)底完工的圖資教學大樓共規劃四個樓層之圖書館空間，計劃

於 95 年上半年取得使用執照，以期大幅提升圖書館空間及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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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三年之圖書資源統計如下表所示： 
壹、圖書冊數（合計冊數）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中文圖書 57,816 61,863 71,266
    總類 3,434 3,828 4,592
    哲學類 5,647 5,904 6,143
    宗教類 2,077 2,332 2,570
    自然科學類 4,052 4,391 5,248
    應用科學類 14,767 15,114 16,139
    社會科學類 8,435 9,525 9,959
    史地類（含世界史地） 3,869 4,047 4,795
    語文類 12,356 13,335 18,022
    美術類 3,179 3,387 3,798
二、外文圖書 4,305 10,019 12,752

貳、非書資料（合計數量）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電子資料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16 16 17
    電子書 0 0 0
二、視聽資料 2,855 4,120 5,242

參、現期書報期刊（合計種類）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報紙 5 5 5
二、中文期刊 181 233 240
二、西文期刊 74 127 135

 

 

硬體設施方面除了一般普通教室、幼保科 4間專業教室、妝管科 1間專業教室及護理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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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烹飪)教室及多媒體綜合教室。提供學生實驗

課程之操作環境。以電腦教學設備而言目前本校設有學生電腦實習教室 3間，設備統計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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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名稱 設備名稱 設備數量(台) 

Intel P4 個人電腦 66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腦教室(一) 

虛擬光碟主機  

Intel P4 個人電腦 61 

Intel P3 個人電腦 4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腦教室(二) 

虛擬光碟主機  

Intel P4 個人電腦 65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電腦教室(三)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子郵件主機 4 

WWW主機 3 

防毒主機 1 

教務系統主機 1 

其他功能電腦 10 

圖資中心資訊組

(機房) 

垃圾郵件閘道器 1 

基地台 12 圖書館無線網路 

認證系統 1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本校之教育以培養護理及健康照護相關領域之專業人才為目標。配合國家發展及地區

需要，推動健康相關之技能及服務人員在職訓練，發揮學校服務社區及推廣教育之功能。

掌握世界科技發展趨勢，取法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經驗，積極推動兩岸及國際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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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工作重點如下：落實「敬天愛人」與「全人教育」建校理念，培養優良學風，提

升教學成效，促使身心靈整合及強化學生人文素養。以學生生涯規劃導向為教學目標，建

立教、訓、輔三合一整體計劃方案，致力學生升學考試甄選、證照檢定、專業競賽、就業、

心理成長等輔導。提升教師素質，加強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能力。加強訓導與輔

導工作，啟迪學生思想、培養健全人格、鍛鍊強健體魄、發揚校園倫理。充實圖書及資訊

設備以支援教學研究並強化財務管理及人事服務，以策進校務發展。 

繼 93 學年度增設「幼兒保育科」後，94 學年度新設「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並積

極規劃宜蘭新校區，完成開發之事業計畫書已報部審核中，以期達成技術學院之規模與架

構。規劃長期發展方向，以期朝巷向科技大學之目標前進。 

 由於學校改制為專科學校，因此投入大量的經費於購置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

同時新建圖書館，提供更優良的使用環境。教學儀器設備方面，著重於電腦基礎及網路設

備、各科實驗教室之設備汰舊換新、增設多媒體教學環境及教學之專業教具，同時因應新

設科別增建專業實驗室。另外除了增聘教師外，對於提升教師知能(職能)之研習活動亦投

入大量經費。 
 
三、本（95）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1. 配合 95 學年度「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年級增加及課程開設，增建妝管科專業教室       

並購置相關教學儀器設備，預計 95學年度完成相關技術及實驗室教室 3間且以技術檢

定考場為規劃目標。 

2. 添購各科之專業實驗室教學及訓練設備及汰舊換新，做為教學輔助使用。 

3. 配合新落成的圖書館，購置各項圖書服務設備。 

4. 添購社團及資訊設備，充實學生社團活動內容。 

5. 配合增設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持續採購大量之專業中西文圖書、期刊及教學影帶。

達成藏書 10萬冊目標。 

6. 護理科配合五專四、五年級學生實習，持續增護理聘專業師資。在改善師資結構方面，

以優先聘任具博士學位或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為原則 

7. 配合成立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及幼兒保育科之自然增班，除原有師資外，今年將持增

聘專業師資。 

8.配合新完工之圖資大樓，擴充各電腦教室設備，並同時汰舊換新，期能提供符合時代需

求的資訊服務。 

9. 規劃辦理專業學術活動、鼓勵教師申請研究計畫、鼓勵教師參與國內外專業學術研討

會、鼓勵教師在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發表論文。 

10.鼓勵教師提升教學能量，對於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提供充足獎勵，俾使

教師願意投入提升教學品質的行列。 

11.普通教室網路佈建，以期使教師在教學上更能以及時方式透過網路的使用，增加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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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觀。 

12.增建語言教室，使得學生能夠在外語能力獲得更進一步的提升，更能因外語能力的提

升而能與社會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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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體說明） 

1.教學儀器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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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所需之

儀器設備，均配合教學單位發展特色及實驗室規劃編列重點設備預算，由專責小組管控。 

2.一般基本設備：由各單位就平日師生需求狀況，建立中長程發展規劃資料，配合年度預

算提出。 

3.增科系特別需求：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新增科系度享有優先權，建立其所需之專

業教室教學設備及專業圖書期刊。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 

1.本校改制專科學校，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與專任講師以上總人數比，應達 15％以上，

93學年度師資結構已達 21.3%，94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19人師資結構已達 29.2%。

預計 95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超過 30％。 

2.鼓勵教師研究、研習、著作、進修、升等、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均符合中

長程發展需要，與規劃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改善研究風氣，提高學術地位，

精進教學品質，密切關聯。(1)本校為鼓勵教師研究升等，辦理研究升等經驗分享研習

會，邀請研究動力強及經驗豐富之學者到校分享其經驗與心得，此外更邀請專家學校到

校為校內教師教授研究方法。(2)為獎勵教師研究，訂有各類獎補助辦法。(3)邀請國內

外專家學者對校內教師進行職能提升研習活動，使全校教師具備專業教育之理念。(4)

藉由各領域學有專精之教師整合科目教材、教法，以達資源共享、互惠互利的目標，俾

能提昇教學品質。(5)鼓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說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本校今年以護理科、幼保科、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資訊暨圖書中心、總務處、學

務處及人事室(整合經常門經費)為經費需求申請單位。各項設備之申請由各科(以實驗

室、示教室及教學小組為單位)、中心、處室依計畫及教學活動需求提出需求申請並經

單位內部討論後決定單位內之優先順序。人事室負責彙集經常門部份之研究發展委員會

之研究案、升等、研習申請及行政人員進修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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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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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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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研究發展委員會、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關於資本門經費之使用，列於正式優先序之設備由各申請單位依本校採購辦法提出

申購，列於備案部份則視採購標餘款決定是否進行申購。關於經常門經費支用，本公平、

公開、公正之三公原則，適時修訂獎勵規章辦法經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公告周知，依規章

制度公開審議辦理，不得僅適用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各單位申請之儀器設備如有重大規格或數量上的變更，應提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後

方可進行變更。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如附件一。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如附件二。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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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填附表一至九） 

資本門經費部分，本年度加強各科專業教室之教學研究設備增購及建置、添購實驗室

教學輔助設備、增設第三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並且佈普通教室之網路設備。在圖書館

方面，因應新館使用，為提升服務讀者水平，投入 340萬元於圖書館設備等硬體設備

來搭配以建置之電腦檢索系統，軟體方面則預計投入 392萬增購各科之專業中西文圖
書及期刊，並以增加專業西文圖書之館藏為目標。經常門經費部分，辦理增進教師知

能及職能成長之研習活動，並以鼓勵教師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及教學品質為目標，預計

完成教師研究計畫 20案，鼓勵教師研習 120人次，進修 12人次及著作 10案及升等
送審 2案等。此外預計聘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由目前的 19人成長至 22人，增聘化妝
品應用與管理科專業師資 2人，以期持續改善師資結構及維持足夠的高品質專業教師
人數。 

相關經費支用項目如下列附表所示：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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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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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專業教室之教學研究設
備增購、建置及汰舊換新。

2.建置妝管科專業教室 
3.增購及汰換電腦教室之電
腦。 

4.增建語言教室。 
普通教室網路佈建。 

1.改善各專業實驗室設備，支援教
師教學需求。 

2.提供足夠的設備數量，以期使學

生在學習能夠操作。 
3.提供教師更優質的教學研究設

備。 
4.提供學生技術課程上課及實務
練習的環境。 

5.提供雙 e 的學習環境，培養學
生具有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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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落成的圖書館，購置

充份圖書館設備。 
2.增購妝管科、幼保科及護理

科專業西文圖書期刊。 
3.汰換館藏檢索電腦設備。 
4.添購教學錄影帶、光碟等軟

體資源。 
5.增購學生社團活動設備。 
 

1.新落成的圖書館，期能提供讀者

優質的使用場所。 
2.增加圖書館專業圖書館藏滿足

各科系教師及學生在專業知識

上的需求。 
3.提供教師教學輔助資料及教材。

4.滿足學生課餘之休閒活動所需
之休閒娛樂設備。 

5.提供充足的社團社備。 
三、辦理全面採用校

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

理設施  

1.建置校園攝影系統。 
2.增購危險氣體偵測系統。 
3.建立校園聯絡系統。 

維護校園安全，預防各項可能發生

的意外產生，提供學生一個安全的

學習環境。 

 

 

 

(二)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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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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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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不易延攬之助理教授以
上師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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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 
鼓勵改進教學研究，提高教
學水準。  

1.研究 20案、著作 10篇、改進教
學 5案，編纂教材 10案、製作
教具 5案、校外研習 120人次：
增進教師自我成長、充實本質
學能，以提昇教學品質。 

2.升等 2人及進修 12次：提供教
師優質之升等及進修環境，以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 

3.94 學年度進修取得學位 2 人，
預計 95 學年度修取得學位 2
人：鼓勵教師進修，提昇助理
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1.鼓勵行政人員參加校外專業

研習及進修學位並辦理職

工在職教育訓練。 
2.加強員工檔案管理及業務創

新能力。 

1.強化職員工專業技能，提高工作
效率及品質。 

2.藉由校外課程訓練，培養員工之

檔案管理能力，進而提升員工

之工作創新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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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現有教師及增聘薪資 

1.提高高階師資比例，強化師資陣

容，今年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人

數提高至 22人 
2.穩定人事，提昇教學服務品質。

 
整體而言，預期達到 1.高階師資人數提高至22人 2.維持優質生師比 3.獎勵教師進修學

位，改善師資結構 4.獎勵教師研究、升等 5.鼓勵著作發表 6.充實設備改善教學環境 7.充實圖
書館藏，以96年達成10萬冊館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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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5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2,000,000 ＄15,000,000 ＄27,000,000 ＄5,389,770 ＄32,389,77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27%）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10%） 

金額 ＄7,200,000 ＄9,000,000 ＄4,309,770 ＄4,800,000 ＄6,000,000 ＄1,080,000 
合計 ＄20,509,770 ＄11,880,000 
占總經

費比例 
63% 37%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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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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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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6,000 77％ ＄3,044,270 11.28％ 註二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

費 10﹪） 

＄3,450,000 21％ ＄810,000 3.00％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 
＄324,000 2％ ＄247,000 0.91％ 註四 

四、其他（省水器材、

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與環保廢

棄物處理設施等） 

＄0 0％ ＄208,500 0.77％ 註五 

合計 ＄16,200,000 100％ ＄4,309,770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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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

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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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說明） 

研究＄1,200,000 研究      11.11﹪ 研究＄120,000 研究       1.11﹪ 

研習＄1,240,000 研習      11.48﹪ 研習＄124,000 研習       1.15﹪ 

進修＄30,000 進修       2.78﹪進修＄30,000 進修       0.28﹪ 

著作＄150,000 著作       1.39﹪著作＄150,000 著作       0.14﹪ 

升等送審＄150,000 升等送審   1.39﹪升等送審＄15,000 升等送審   0.14﹪ 

改進教學＄50,000 改進教學   0.46﹪改進教學＄5,000 改進教學   0.05﹪ 

編纂教材＄100,000 編纂教材   0.93﹪編纂教材＄10,000 編纂教材   0.09﹪ 

製作教具＄50,000 製作教具   0.46﹪製作教具＄5,000 製作教具   0.05﹪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
﹪以上） 

 

合計＄3,240,000 合計        30﹪ 合計＄324,000 合計         3﹪ 

1.預算分配金額由

各科提出，人事室

彙整，依據預算金

額及各科需求加

以編列預算。 

2.研究及著作補助

由 教 師 提 出 申

請，經學術研究發

展委員會審查。

3.國內研習補助由

各科、教務處、人

事 室 及 校 長 審

核。國外研習補助

經校教評會審議。

4.進修升等改進教

學經科、校二級教

評會審議。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占經常

門經費 5﹪
以內） 

＄216,000 2.00﹪ ＄21,600    0.20﹪ 
由各單位提出預算

需求，人事室彙整經

行政會議審議。 

三、其他 
＄7,344,000 68.00﹪ ＄237,600  6.80﹪ 

由各科提出教師聘

任計畫，人事室彙整

經專責小組會議審

議。 

總計 ＄10,800,000 100﹪ ＄1,080,000 1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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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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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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電腦教室黑白

雷射印表機 

22ppm、1200dpi、250 張紙匣、32MB 
RAM、USB2.0、IEEE 128-B、PCL6 

3台 15,000 45,000電腦教室設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2 第三電腦教室彩色

雷射印表機 

22ppm、600dpi、128MB RAM、USB2.0、
IEEE 1284、PCL6 

1台 35,000 35,000電腦教室設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3 第三電腦教室列印

管理系統 

需能管理 75部電腦列印，磁性讀卡機，

卡片 1000張。 
4套 45,000 180,000電腦教室設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4 不斷電系統 輸入：220/380V,(三相四線+G) 
輸出：220/380V, 127/220V 
電池：10分鐘(21KW) 
警示：LED, LCD, 聲音 

1套 350,000 350,000電腦教室設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5 耕莘樓、德蘭樓普通

教室網路管理設備 

中文 Web 管理介面；頻寬管理：QoS, 
Guaranty/Max. Bandwidth, Priority, P to P 
Blocking, Max. Connection, Quota 
Control, RADIUS Authorization 

1套 300,000 300,000普通教室網路設

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6 Base 12.0 中 文 版

SPSS軟體 

教育多人版（30人授權） 1套 311,000 311,000生物統計教學用 護理科 補助款 

7 PVC 內循環外拉式

廢液儲存桶 

PVC 硬體塑膠板 ,尺寸 150*53*100cm,

內設有 PVC 廢液暫存推車四台,及 PVC

抽排風機 

1套 72,000 72,000廢液儲存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8 急救訓練模型 1. 全身式假人（可折疊收藏） 

2. 亮燈板面指示器—氣量大小.吹氣速

度.按壓位置.深度 

2具 160,000 320,000汰換損壞之急救

訓練模型，提供學

生心肺復甦術之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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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引發頸動脈脈搏功能 

4. 可更換氣道.人工肺袋 

5. 胸皮.肋骨.胸骨真實解剖造型 

6. 可壓額提顎法及推顎法 

7. 軟質鼻部(可捏鼻) 

8. 模擬真實吹氣及胸外按壓感覺 

9. 吹氣時.胸部可鼓起 

10. 可記憶操作演練過程 

11. 肺袋.氣道 

12. 可攜式面膜 

13. 墊子 

14. 人工呼吸隔離片 

15. 可電池驅動 

16. 手提式外箱 

學習使用 

9 M75 萬用假病人女

性導尿模型 

M75 萬用假病人會陰部模型軟質特殊樹

脂製，縫線一體成型，具導尿及灌腸功

能 

1組 13,500 13,500技術練習 基 謢 示 教

室 

補助款 

10 靜 脈 輸 液 器 (IV 

pump) 

輸液範圍 0.1~999ml/hr 保持靜脈暢通速

度≦1ml/hr 防止凝血，具有空氣捕捉室

及面板鎖定功能，維持安全。具微調流

速功能，可使用各式輸液管 

1組 60,000 60,000技術練習 基 謢 示 教

室 

補助款 

11 語言教室多媒體語

言教室設備 

包括多媒體廣播控制器、無線麥克風機

組、多媒體影音切換器、DVD放映機、

VHS 錄放影機、機櫃、彩色雷射印表機、

單槍投影機、6 喇叭含擴大機、實物投影

1批 371,000 371,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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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雙卡錄放音座、電腦 

12 語言教室桌椅櫃講

台 

教師主控桌、電腦椅、木製活動式桌椅、

講台、開放式木製書櫃、教材存放櫃 (木

製)、鞋櫃 

1批 247,500 247,5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13 語言教室佈告版、布

幕 

活動式白版(粉筆)、大型木質佈告板、活

動式佈告版(看板,A1尺寸,粉筆)、120"電

動佈幕 

1批 98,000 98,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14 語言教室網路及電

源施工費 

 1批 18,000 18,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配合款 

15 洗手台 1.不繡鋼材質 

2.含冷熱兩用水龍頭 

3.含置物檯面 

1批 54,000 54,000示教練習用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6 冰箱 1.直立式 

2.電壓為 110V  

3.容量 500公升 

4.具冷凍及冷藏功能  

1台 30,000 30,000儲存教學用藥物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7 防焰圍簾 可遮光，防火無焰素材 1批 32,760 32,760學生實驗課隱私

之維護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8 病床 1. 床面可上升下降 

2. 床頭可上升下降 

3. 床尾可上升下降 

4. 具二側床欄 

5. 含床墊 

6. 有點滴架及插孔.且點滴架可收藏 

4床 30,000 120,000汰換老舊殘破及

示教練習用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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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個輪子可煞車 

19 胎 兒 分 娩 監 視 器

(Fetal monitors) 

1.彩色 LED顯示 

2.九晶體超波傳感技術 

3.轉換器防水設計 

4.可選配胎兒喚醒刺激計 

5.胎兒心跳測量範圍 50~210bpm,  宮縮

測量範圍 0~100relative units,解析度

1relative  unit 

5.內建式印表機 

6. 長 寬 高 :14.6×42.5×   25.4cm; 重

量:3.6kg 

1台 117,000 117,000 1.NST(Non-stress 

test )之操作與判

讀是婦產科單位

最基本也最常使

用之技術，然而本

校產科示教室無

此項設備。2.為了

能讓學生在學習

產科護理學階

段，能學會及有實

際接觸瞭解胎兒

分娩監視器(Fetal 

monitors)操作以

提升學習效果及

臨床能力。 

產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20 小動物呼吸器 Nemi Scientific Model 131 Small animal 

ventilators 

1台 90,000 90,000胸腔器官觀察及

實驗用（每班學生

可分四組，94 年

度己採購乙台）。

解 剖 生 理

實驗室 

補助款 

21 小動物手術燈 信德 LG150IB 1台 15,000 15,000動物手術使用（每

班學生可分四

組，94 年度己採

購乙台）。 

解 剖 生 理

實驗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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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攜帶式生理監視器 主機規格：ECG 波形顯示，非侵入式血

壓、血氧飽和濃度量測成人及小孩均可

使用，輸入電源: 配合醫院電源使用病患

資訊處理能力連續監控記憶參數 : 5 

個，取樣率: 20 秒，儲存時間: 12 小時，

具表列式趨勢圖功能，具省電模式, 啟動

時可延長監視時間達 8 小時以上，可學

習病人生理參數, 並依此自動設定，顯示

螢幕: 5.1 吋彩色液晶顯示螢幕，顯示波

型: 一波型以上, 且可選擇波型種類警

告系統: 三段式警告。非侵入式血壓功能

採用共振法測量，可選擇自動, 手動, 及

速測三種模式，可選擇壓脈帶充氣之上

限 (100~280 mmHg)，血氧飽和濃度監測

功能，監測範圍由 0% ~ 100%，脈搏速

度測量範圍由 20 ~ 250 bpm，配件:ECG 

Cable set、SpO2 sensor、NBP Cuff sets and 

tubing、Local support cart 

1組 195,000 195,000教授兒科護理相

關專業學科（兒科

護理學、兒童急重

症護理、兒科護理

學實習）所需教學

教具。 

兒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23 電子天平 型號 :TE412, 可讀數 0.01g,可秤範圍

410g 

2台 17,800 35,600藥品量測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24 加熱攪拌器 型號:PC-420, 溫度範圍:40~550,攪拌速

度:60~1200 

2台 11,500 23,000實驗時加熱用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25 微量滴管(pippetman) P20 2~20 µl  

P200 50~200 µl  

P1000 200~1000 ul 

3組 25,000 75,000實驗時吸取微量

溶液使用 

生物 /微生

物實驗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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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雙槽數位加熱乾浴

器 

25mm*6孔加熱金屬槽,50ml*6孔加熱金

屬槽 

1台 16,000 16,000乾燥微量溶液時

使用/實驗時固定

反應溫度 

生物 /微生

物實驗室 

補助款 

27 亞培浦朗精密輸液

幫浦 

1.輸液速率範圍:主通道，次通道：每小

時 0.1至 99.9毫升（每次增加 0.1毫升）

每小時 100 至 999 毫升（每次增加 1 毫

升）2.維持血管暢通流速: 主通道流速或

每小時 1 毫升之間較小者做為維持血管

暢通之流速 3.劑量限定範圍:主通道，次

通道：0.1至 99.9毫升（每次增加 0.1毫

升） 100至 9999毫升（每次增加 1毫升）

4.阻塞壓力範圍: 末端：500 毫米汞柱

（上限為 750 下限為 400 毫米汞柱）5.

空氣偵測器: 2組 (遠端與近端各一組) 6.

體積大小: 8.25H×7.5W×8.75D（inches）

(1 inch=2.54cm) 20.9 高×19 寬×22.2 深

（公分）7.重量:約 7.75磅（含電池）（約

3.5 公斤）8.空氣捕捉室設計: 搭配使用

之 set俱備 2 c.c.之空氣捕捉室,可避免空

氣打入病人體內 9.空氣逆排氣設計: 當

set內發現空氣時, 不需拆解病人端之 IV, 

即可藉由 back prime 功能, 將 set之空氣

排出管路. 

10.可空針輸液: 搭配使用之 set, 可連接

一支普通空針直接輸液. 11.資料傳輸埠:

1台 78,750 78,750教授兒科護理相

關專業學科（兒科

護理學、兒童急重

症護理、兒科護理

學實習）所需教學

教具。 

兒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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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傳輸界面 12.交流電源: 100-130 伏

特，47/63 赫茲耗電量小於 35 瓦特電池

電源: 8 伏特可充電式鉛酸電池 13.電源

線: 10 英呎長，醫院級三插電源線 14.

保險絲: 0.5安培，250伏特慢熔型保險絲

15.電池電力容量 : 在輸液速率每小時

125 毫升時可維持 8 小時 16.電池充電

時間: 當幫浦在關機狀態下，電池約需 8

小可充滿 

17.環境狀況:操作溫度: 攝氏十度至四十

度 操作濕度: 相對濕度 10%至 90%保存

環境溫度: 攝氏負二十度至四十度 保存

環境相對溫度: 相對濕度 10%至 90% (附

件:附點滴架一台) 

28 病床 1. 床面可上升下降 

2. 床頭可上升下降 

3. 床尾可上升下降 

4. 具二側床欄 

5. 含床墊 

6. 有點滴架及插孔且點滴架可收藏 

7. 四個輪子可煞車 

1張 30,000 30,000淘汰老舊病床 產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29 高級手術器械 德製 KARL KLAPPENECKER手術器械 5組 15,000 75,000動物手術使用 解 剖 生 理

實驗室 

補助款 

30 樂器存放櫃 寬 113公分 x長 30x高 80    6個 5,000 30,000 置放幼兒音樂樂

器 

幼保科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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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玻璃拉門鋼製書櫃 1180W*400D*1780Hmm 5個 6,000 30,000 置放學生上課教

材教具 

幼保科 -3-6

專業教室 

補助款 

32 感覺統合教室整理

櫃 

6 聯式移動櫃 L560*W88*H244cm 3個 45,000 135,000 感覺統合教室教

具整理 

幼保科 -感

覺 統 合 教

室 

補助款 

33 感覺統合教室教具

一批整理箱 

整理箱（30*20*42cm）、T形凳（高度可

由 25-35cm 間 調 整 ）、 高 蹺

（H8cm*W11cm，塑膠製）、呼拉圈（直

徑 80cm、直徑 60cm，塑膠製）、前庭刺

激平衡台（120*85*25cm，木製，上附塑

膠皮）、蝸牛平衡板（直徑 54cm，附 2

顆球）、圓形平衡板（直徑 48cm，附 2

顆球）、釘板（15*15*1cm，塑膠製，一

組 12 入）、跳跳馬（L45*H45cm，塑膠

製）、大陀螺（直徑 80cm，深度 40cm）、

兒童安全帽（頭圍：18吋、20吋、22吋、

24吋）、關節可轉動之人形偶（木製）

1批 62,000 62,000 感覺統合教室教

具 

幼保科 -感

覺 統 合 教

室 

補助款 

34 桌上型電腦 處理器種類:Intel Pentium 4 - 處理器速

度:3 GHz - 內建記憶體:512 MB - 硬碟

容量 :160 GB - 記憶體技術 :DDR II 

SDRAM - 光 碟 機 : 

DVD+RW,DVD-RAM  

2台 32,000 64,000 幼保科學生線上

查詢操作與練習

幼 保 科 學

生 上 課 使

用 

補助款 

35 懷孕體驗背心組 背心 1組 50,000 50,000 嬰幼兒教保概論

課程教學資源 

保 母 示 範

教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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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化粧品調製設備 乳化均質機、電動攪拌機、黏度計(含非

牛頓流體)、震盪水浴器、恆溫培養箱、

恆溫培養箱、pH 計、電子天平、UV 分

光儀、過篩機、顯微鏡 

1批 919,200 919,200教學 妝管科 補助款 

37 化粧品檢驗設備 皮膚水份、油脂、pH值測定儀、學生型

皮膚分析儀、皮膚彈性、水分散失、黑

紅色素分析儀、導電度分析儀、烘箱、

黏度計(含非牛頓流體)、折射率儀(含加

熱冷凍循環槽及溫度測量器) 

1批 2,163,600 2,163,600教學 妝管科 補助款 

38 彩妝造型實驗室設

備 

數位電視、高解析投影機、電動布幕、

教學系統、擴大機、音箱、錄放影機、

麥克風、切換器組、電腦(含教學軟體)、

膚質檢測儀、製水機、化粧鏡工作檯、

模特兒坐椅、美容師化妝坐椅、急救箱、

計時器、化粧工作車、掛鐘、山型夾、

毛巾夾、毛巾消毒箱、辦公桌、專業彩

妝組、專業保養組 

1批 2,000,000 2,000,000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39 美容衛生實驗室設

備 

電腦、急救箱、製水機、計時器、掛鐘、

毛巾夾、毛巾消毒箱、殺菌箱、課桌椅、

實習工作、辦公桌、辦公椅、廢水收集

桶、化粧品安全衛生辦識套件、物理辦

識套件、化學辦識套件 

1批 814,200 814,200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40 素描設計教室設備 USB 隨身硬碟、彩色印表機、事務機、

裁紙機、防潮箱、掃描器、數位像機、

照相螢幕昇降系統 、無影罩冷光燈 、

1批 177,600 177,600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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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天立地架等 

41 美膚實驗室電熱風

扇設備 

14吋，400W 1批 16,560 16,560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42 妝管科實驗室裝潢

工程 

拆除清運工程、水電工程、木造工程、

油漆工程、窗簾工程、燈具工程、空調

設備安裝工程、玻璃鏡面五金工程、清

潔工程 

1批 3,000,000 3,000,000教學、檢定 妝管科 配合款 

43 第一電腦教室電腦

汰換 

CPU：P4(3.0G)；RAM： 512MB; HDD：
120GB; VGA: 128MB; CD: DVD-Dual; 
FDD:3.5”(include 8 in 1 card reader)；
Monitor： 17”LCD. 

65台 40,000 2,600,000電腦教室設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 助 款

2,573,730，配

合款 26,270 

合   計  15,470,270獎補助款 12,426,000、配合款 3,04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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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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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雷射印表機 標準 A5/A4/Letter 紙張、彩色列印每

分鐘 8 頁 /A4 尺寸（含）以上、
1200*1200dpi 以上、IEEE-1284 ECP
相容或 USB萬用序列埠，附專用電纜

線、PCL5以上 

2台 40,000 80,000 讀者資料列

印 

圖資中心圖書

組 

補助款 

2 圖書上消磁機 上/退感應雙重功能、選擇式按鍵配合
燈號顯示、一次上/退感應多本圖書 

1台 150,000 150,000 流通作業使

用 

圖資中心圖書

組 

補助款 

3 條碼列印機 熱感式、熱轉式兩用機、解析度

203DPI、列印寬度 25-104mm、列印

長 度 10-2286mm 、 條 碼 種 類 ：

CODE39、93、128UPC等 

1台 35,000 35,000 流通及編目

作業使用 

圖資中心圖書

組 

補助款 

4 書標列印機 熱感式、熱轉式兩用機、解析度

203DPI、列印寬度 25-104mm、列印

長 度 10-2286mm 、 條 碼 種 類 ：

CODE39、93、128UPC…等 

1台 35,000 35,000編目作業使

用 

圖資中心圖書

組 

補助款 

5 盤點機 PHL-2700中文操作，可程式化、內含
雷射光線、解碼器、8MB記憶容量、

附傳輸線/ RS232 

1台 40,000 40,000圖書盤點使

用 

資圖中心圖書

組 

配合款 

合   計   340,000 獎補助款 300,000、配合款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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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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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5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2       冊 1式 300,000 3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2       種 1式 300,000 3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配合款 

3       卷(片) 1式 50,000 5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4       冊 1式 400,000 4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5       冊 1式 500,000 5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3       種 1式 200,000 2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配合款 

6       卷(片) 1式 250,000 25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7       冊 1式 100,000 1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8       冊 1式 450,000 45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4       種 1式 270,000 27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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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卷(片) 1式 130,000 13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0       種 1式 85,000 85,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中國期刊

網資料庫

(文學歷史

哲學類) 
11       種 1式 385,000 385,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四庫全書

資料庫單

機版 

合    計    3,920,000 獎補助款 3,150,000、配合款 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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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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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社團辦公室空調設備 1.窗型冷氣機 2台 

2.16吋以上直立式電風扇 4台 

1式 72,000 72,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配合款 

2 學生社團公佈欄 1.可抽取式佈告欄 

2.A4雙張格式 

3.壓克力材質 

4.電腦割字繪製校徽 

5.鎖鈕式 

1式 137,000 137,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3 學生社團電腦設備 1.影音編輯軟體 1套 

2.全套電腦配備 4套 

CPU：P4（ 3.0G）；RAM：512MB；HDD：120GB；

VGA：128MB；CD：DVD-Dual；FDD：3.5"（include 

8 in 1 card reader）；Monitor：LCD 

1組 175,000 175,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配合款 

4 學生社團音響設備 1.  手提式 CD 錄放音機 

2.   支援MP3/CD/CD-R/CD-RW 

3.   CD同步錄音 

4.輸出功率 100W以上 

1組 12,000 12,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5 學生社團管樂設備 1.豎笛 2支(Bb調) 

2.   中音薩克斯風 1支 

3.   次中音薩克斯風 1支 

4.   小號 1支(Bb調) 

1組 175,000 175,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合   計  571,000 獎補助款 324,000、配合款 247,000 



27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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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用氣體偵測器  1具 35,000 35,000 校區臨近醫院(可

偵測可燃性/觸媒

燃燒式、紅外線，

毒性/電化學式) 

總務處 配合款 

2 校區巡邏對講機  5對 3,500 17,500 
巡查、查檢使用

總務處 配合款 

3 紅外線監視攝影機  3組 5,500 16,500 大門---民族路 

側門---中正路 

垃圾場出入門 

總務處 配合款 

4 紅外線感應照明設備  10具 950 9,500 校區陰暗通道及

轉角 

總務處 配合款 

5 緊急照明燈  200具 650 130,000 汰換使用十年之

舊有設備 

總務處 配合款 

合   計   208,500 獎補助款 0、配合款 20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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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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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訂有各項提升教師素質辦法，如在職進修、升等送審、校

外研習、專題研究計畫、著作及改進教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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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至 95 年 9月，專任教師中將有 10人在進修博士學位中，而目前

在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之教師共計 8 人。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人數佔全體專任教師數之

29.23%。 

目前(95 年 2月)本校計有專任教師 65人，兼任教師 86人，教官 3人，實習指導教師

18人，折算教師數為 96.7人。師資結構統計如下表所示： 

 

聘任別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實習指導教師 合計 

專任 0 6 13 46 18 83 

兼任 0 3 6 77 0 86 

 

本校目前設有護理科、幼兒保育科及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自 90 年 8月改制以來目

前學生數共計日間部 1,975人，夜間部 414人，合計 2,389人。日間部之生師比為 20.07，

全校之生師比為 24.70，遠低於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之師資要求。 

 

本校自 90 年 8月改制專科以來即積極擴充圖書館之中西文圖書數量及增訂中西文期

刊，於過去 4 年均於預算中核撥高比例預算增購圖書、專業西文圖書、期刊、教學錄影帶

等。同時亦規劃便利之館藏資料影印及列印環境，添購電子資料庫系統，並與各校進行館

際合作事宜。已於去年(94 年)底完工的圖資教學大樓共規劃四個樓層之圖書館空間，計劃

於 95 年上半年取得使用執照，以期大幅提升圖書館空間及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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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三年之圖書資源統計如下表所示： 
壹、圖書冊數（合計冊數）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中文圖書 57,816 61,863 71,266
    總類 3,434 3,828 4,592
    哲學類 5,647 5,904 6,143
    宗教類 2,077 2,332 2,570
    自然科學類 4,052 4,391 5,248
    應用科學類 14,767 15,114 16,139
    社會科學類 8,435 9,525 9,959
    史地類（含世界史地） 3,869 4,047 4,795
    語文類 12,356 13,335 18,022
    美術類 3,179 3,387 3,798
二、外文圖書 4,305 10,019 12,752

貳、非書資料（合計數量）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電子資料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16 16 17
    電子書 0 0 0
二、視聽資料 2,855 4,120 5,242

參、現期書報期刊（合計種類）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報紙 5 5 5
二、中文期刊 181 233 240
二、西文期刊 74 127 135

 

 

硬體設施方面除了一般普通教室、幼保科 4間專業教室、妝管科 1間專業教室及護理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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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烹飪)教室及多媒體綜合教室。提供學生實驗

課程之操作環境。以電腦教學設備而言目前本校設有學生電腦實習教室 3間，設備統計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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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名稱 設備名稱 設備數量(台) 

Intel P4 個人電腦 66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腦教室(一) 

虛擬光碟主機  

Intel P4 個人電腦 61 

Intel P3 個人電腦 4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腦教室(二) 

虛擬光碟主機  

Intel P4 個人電腦 65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電腦教室(三)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子郵件主機 4 

WWW主機 3 

防毒主機 1 

教務系統主機 1 

其他功能電腦 10 

圖資中心資訊組

(機房) 

垃圾郵件閘道器 1 

基地台 12 圖書館無線網路 

認證系統 1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本校之教育以培養護理及健康照護相關領域之專業人才為目標。配合國家發展及地區

需要，推動健康相關之技能及服務人員在職訓練，發揮學校服務社區及推廣教育之功能。

掌握世界科技發展趨勢，取法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經驗，積極推動兩岸及國際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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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工作重點如下：落實「敬天愛人」與「全人教育」建校理念，培養優良學風，提

升教學成效，促使身心靈整合及強化學生人文素養。以學生生涯規劃導向為教學目標，建

立教、訓、輔三合一整體計劃方案，致力學生升學考試甄選、證照檢定、專業競賽、就業、

心理成長等輔導。提升教師素質，加強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能力。加強訓導與輔

導工作，啟迪學生思想、培養健全人格、鍛鍊強健體魄、發揚校園倫理。充實圖書及資訊

設備以支援教學研究並強化財務管理及人事服務，以策進校務發展。 

繼 93 學年度增設「幼兒保育科」後，94 學年度新設「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並積

極規劃宜蘭新校區，完成開發之事業計畫書已報部審核中，以期達成技術學院之規模與架

構。規劃長期發展方向，以期朝巷向科技大學之目標前進。 

 由於學校改制為專科學校，因此投入大量的經費於購置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

同時新建圖書館，提供更優良的使用環境。教學儀器設備方面，著重於電腦基礎及網路設

備、各科實驗教室之設備汰舊換新、增設多媒體教學環境及教學之專業教具，同時因應新

設科別增建專業實驗室。另外除了增聘教師外，對於提升教師知能(職能)之研習活動亦投

入大量經費。 
 
三、本（95）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1. 配合 95 學年度「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年級增加及課程開設，增建妝管科專業教室       

並購置相關教學儀器設備，預計 95學年度完成相關技術及實驗室教室 3間且以技術檢

定考場為規劃目標。 

2. 添購各科之專業實驗室教學及訓練設備及汰舊換新，做為教學輔助使用。 

3. 配合新落成的圖書館，購置各項圖書服務設備。 

4. 添購社團及資訊設備，充實學生社團活動內容。 

5. 配合增設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持續採購大量之專業中西文圖書、期刊及教學影帶。

達成藏書 10萬冊目標。 

6. 護理科配合五專四、五年級學生實習，持續增護理聘專業師資。在改善師資結構方面，

以優先聘任具博士學位或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為原則 

7. 配合成立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及幼兒保育科之自然增班，除原有師資外，今年將持增

聘專業師資。 

8.配合新完工之圖資大樓，擴充各電腦教室設備，並同時汰舊換新，期能提供符合時代需

求的資訊服務。 

9. 規劃辦理專業學術活動、鼓勵教師申請研究計畫、鼓勵教師參與國內外專業學術研討

會、鼓勵教師在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發表論文。 

10.鼓勵教師提升教學能量，對於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提供充足獎勵，俾使

教師願意投入提升教學品質的行列。 

11.普通教室網路佈建，以期使教師在教學上更能以及時方式透過網路的使用，增加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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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觀。 

12.增建語言教室，使得學生能夠在外語能力獲得更進一步的提升，更能因外語能力的提

升而能與社會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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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體說明） 

1.教學儀器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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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所需之

儀器設備，均配合教學單位發展特色及實驗室規劃編列重點設備預算，由專責小組管控。 

2.一般基本設備：由各單位就平日師生需求狀況，建立中長程發展規劃資料，配合年度預

算提出。 

3.增科系特別需求：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新增科系度享有優先權，建立其所需之專

業教室教學設備及專業圖書期刊。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 

1.本校改制專科學校，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與專任講師以上總人數比，應達 15％以上，

93學年度師資結構已達 21.3%，94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19人師資結構已達 29.2%。

預計 95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超過 30％。 

2.鼓勵教師研究、研習、著作、進修、升等、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均符合中

長程發展需要，與規劃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改善研究風氣，提高學術地位，

精進教學品質，密切關聯。(1)本校為鼓勵教師研究升等，辦理研究升等經驗分享研習

會，邀請研究動力強及經驗豐富之學者到校分享其經驗與心得，此外更邀請專家學校到

校為校內教師教授研究方法。(2)為獎勵教師研究，訂有各類獎補助辦法。(3)邀請國內

外專家學者對校內教師進行職能提升研習活動，使全校教師具備專業教育之理念。(4)

藉由各領域學有專精之教師整合科目教材、教法，以達資源共享、互惠互利的目標，俾

能提昇教學品質。(5)鼓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說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本校今年以護理科、幼保科、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資訊暨圖書中心、總務處、學

務處及人事室(整合經常門經費)為經費需求申請單位。各項設備之申請由各科(以實驗

室、示教室及教學小組為單位)、中心、處室依計畫及教學活動需求提出需求申請並經

單位內部討論後決定單位內之優先順序。人事室負責彙集經常門部份之研究發展委員會

之研究案、升等、研習申請及行政人員進修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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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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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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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研究發展委員會、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關於資本門經費之使用，列於正式優先序之設備由各申請單位依本校採購辦法提出

申購，列於備案部份則視採購標餘款決定是否進行申購。關於經常門經費支用，本公平、

公開、公正之三公原則，適時修訂獎勵規章辦法經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公告周知，依規章

制度公開審議辦理，不得僅適用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各單位申請之儀器設備如有重大規格或數量上的變更，應提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後

方可進行變更。 
 

二、相關組織會議辦法如下：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 

 

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資本門經費部分，本年度加強各科專業教室之教學研究設備增購及建置、添購實驗室

教學輔助設備、增設第三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並且佈普通教室之網路設備。在圖書館

方面，因應新館使用，為提升服務讀者水平，投入 340萬元於圖書館設備等硬體設備

來搭配以建置之電腦檢索系統，軟體方面則預計投入 392萬增購各科之專業中西文圖
書及期刊，並以增加專業西文圖書之館藏為目標。經常門經費部分，辦理增進教師知

能及職能成長之研習活動，並以鼓勵教師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及教學品質為目標，預計

完成教師研究計畫 20案，鼓勵教師研習 120人次，進修 12人次及著作 10案及升等
送審 2案等。此外預計聘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由目前的 19人成長至 22人，增聘化妝
品應用與管理科專業師資 2人，以期持續改善師資結構及維持足夠的高品質專業教師
人數。 

相關經費支用項目如下列附表所示：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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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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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專業教室之教學研究設
備增購、建置及汰舊換新。

2.建置妝管科專業教室 
3.增購及汰換電腦教室之電
腦。 

4.增建語言教室。 
普通教室網路佈建。 

1.改善各專業實驗室設備，支援教
師教學需求。 

2.提供足夠的設備數量，以期使學

生在學習能夠操作。 
3.提供教師更優質的教學研究設

備。 
4.提供學生技術課程上課及實務
練習的環境。 

5.提供雙 e 的學習環境，培養學
生具有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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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落成的圖書館，購置

充份圖書館設備。 
2.增購妝管科、幼保科及護理

科專業西文圖書期刊。 
3.汰換館藏檢索電腦設備。 
4.添購教學錄影帶、光碟等軟

體資源。 
5.增購學生社團活動設備。 
 

1.新落成的圖書館，期能提供讀者

優質的使用場所。 
2.增加圖書館專業圖書館藏滿足

各科系教師及學生在專業知識

上的需求。 
3.提供教師教學輔助資料及教材。

4.滿足學生課餘之休閒活動所需
之休閒娛樂設備。 

5.提供充足的社團社備。 
三、辦理全面採用校

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

理設施  

1.建置校園攝影系統。 
2.增購危險氣體偵測系統。 
3.建立校園聯絡系統。 

維護校園安全，預防各項可能發生

的意外產生，提供學生一個安全的

學習環境。 

 

 

 

(二)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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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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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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不易延攬之助理教授以
上師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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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 
鼓勵改進教學研究，提高教
學水準。  

1.研究 20案、著作 10篇、改進教
學 5案，編纂教材 10案、製作
教具 5案、校外研習 120人次：
增進教師自我成長、充實本質
學能，以提昇教學品質。 

2.升等 2人及進修 12次：提供教
師優質之升等及進修環境，以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 

3.94 學年度進修取得學位 2 人，
預計 95 學年度修取得學位 2
人：鼓勵教師進修，提昇助理
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1.鼓勵行政人員參加校外專業

研習及進修學位並辦理職

工在職教育訓練。 
2.加強員工檔案管理及業務創

新能力。 

1.強化職員工專業技能，提高工作
效率及品質。 

2.藉由校外課程訓練，培養員工之

檔案管理能力，進而提升員工

之工作創新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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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現有教師及增聘薪資 

1.提高高階師資比例，強化師資陣

容，今年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人

數提高至 22人 
2.穩定人事，提昇教學服務品質。

 
整體而言，預期達到 1.高階師資人數提高至22人 2.維持優質生師比 3.獎勵教師進修學

位，改善師資結構 4.獎勵教師研究、升等 5.鼓勵著作發表 6.充實設備改善教學環境 7.充實圖
書館藏，以96年達成10萬冊館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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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5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6.27﹪） 

總經費

(5)=(3)+(4) 

＄11,505,744 ＄5,421,734 ＄16,927,478 ＄2,754,099 ＄19,681,577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75.41%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24.59% 
金額 ＄6,903,446 ＄3,253,041 ＄2,077,000 ＄4,602,298 ＄2,168,693 ＄677,099 
合計 ＄12,233,487 ＄7,448,090 
占總經

費比例 
62,16% 37,84%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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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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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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3,787 76.64％ ＄1,318,000 63.46％ 註二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

費 10﹪） 

＄2,168,700 21.35％ ＄560,000 26.96％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 
＄204,000 2.01％ ＄0 0.0％ 註四 

四、其他（省水器材、

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與環保廢

棄物處理設施等） 

＄0 0％ ＄199,000 9.58％ 註五 

合計 ＄10,156,487 100％ ＄2,077,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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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

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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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說明） 

研究  ＄1,062,000 研究      15.68﹪研究   ＄106,200 研究      15.68﹪ 

研習    ＄611,282 研習       9.03﹪研習    ＄61,128 研習       9.03﹪ 

進修    ＄240,000 進修       3.54﹪進修    ＄24,000 進修       3.54﹪ 

著作    ＄100,000 著作       1.48﹪著作    ＄10,000 著作       1.48﹪ 

升等送審＄150,000 升等送審   2.22﹪升等送審＄15,000 升等送審   2.22﹪ 

改進教學＄35,000 改進教學   0.52﹪改進教學 ＄3,500 改進教學   0.52﹪ 

編纂教材＄35,000 編纂教材   0.52﹪編纂教材 ＄3,500 編纂教材   0.52﹪ 

製作教具＄35,000 製作教具   0.52﹪製作教具 ＄3,500 製作教具   0.52﹪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
﹪以上） 

 

合計＄2,268,282 合計       33.5﹪ 合計＄226,828合計       33.5﹪ 

1.預算分配金額由

各科提出，人事室

彙整，依據預算金

額及各科需求加

以編列預算。 

2.研究及著作補助

由 教 師 提 出 申

請，經學術研究發

展委員會審查。

3.國內研習補助由

各科、教務處、人

事 室 及 校 長 審

核。國外研習補助

經校教評會審議。

4.進修升等改進教

學經科、校二級教

評會審議。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占經常

門經費 5﹪
以內） 

＄135,420 2.00﹪ ＄13,542 2.00﹪ 
由各單位提出預算

需求，人事室彙整經

行政會議審議。 

三、其他 
＄4,367,289 64.50﹪ ＄436,729  64.5﹪ 

由各科提出教師聘

任計畫，人事室彙整

經專責小組會議審

議。 

總計 ＄6,770,991 100﹪ ＄677,099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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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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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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斷電系統 輸入：220/380V,(三相四線+G) 
輸出：220/380V, 127/220V 
電池：10分鐘(21KW) 
警示：LED, LCD, 聲音 

1套 350,000 350,000電腦教室設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2 耕莘樓、德蘭樓普通

教室網路管理設備 

中文 Web 管理介面；頻寬管理：QoS, 
Guaranty/Max. Bandwidth, Priority, P to P 
Blocking, Max. Connection, Quota 
Control, RADIUS Authorization 

1套 300,000 300,000普通教室網路設

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3 Base 12.0 中 文 版

SPSS軟體 

教育多人版（30人授權） 1套 311,000 311,000生物統計教學用 護理科 補助款 

4 PVC 內循環外拉式

廢液儲存桶 

PVC 硬體塑膠板 ,尺寸 150*53*100cm,

內設有 PVC 廢液暫存推車四台,及 PVC

抽排風機 

1套 72,000 72,000廢液儲存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5 急救訓練模型 1. 全身式假人（可折疊收藏） 

2. 亮燈板面指示器—氣量大小.吹氣速

度.按壓位置.深度 

3. 可引發頸動脈脈搏功能 

4. 可更換氣道.人工肺袋 

5. 胸皮.肋骨.胸骨真實解剖造型 

6. 可壓額提顎法及推顎法 

7. 軟質鼻部(可捏鼻) 

8. 模擬真實吹氣及胸外按壓感覺 

2具 160,000 320,000汰換損壞之急救

訓練模型，提供學

生心肺復甦術之

學習使用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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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吹氣時.胸部可鼓起 

10. 可記憶操作演練過程 

11. 肺袋.氣道 

12. 可攜式面膜 

13. 墊子 

14. 人工呼吸隔離片 

15. 可電池驅動 

16. 手提式外箱 

6 M75 萬用假病人女

性導尿模型 

M75 萬用假病人會陰部模型軟質特殊樹

脂製，縫線一體成型，具導尿及灌腸功

能 

1組 13,500 13,500技術練習 基 謢 示 教

室 

補助款 

7 靜 脈 輸 液 器 (IV 

pump) 

輸液範圍 0.1~999ml/hr 保持靜脈暢通速

度≦1ml/hr 防止凝血，具有空氣捕捉室

及面板鎖定功能，維持安全。具微調流

速功能，可使用各式輸液管 

1組 60,000 60,000技術練習 基 謢 示 教

室 

補助款 

8 語言教室多媒體語

言教室設備 

包括多媒體廣播控制器、無線麥克風機

組、多媒體影音切換器、DVD放映機、

VHS 錄放影機、機櫃、彩色雷射印表機、

單槍投影機、6 喇叭含擴大機、實物投影

機、雙卡錄放音座、電腦 

1批 371,000 371,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9 語言教室桌椅櫃講

台 

教師主控桌、電腦椅、木製活動式桌椅、

講台、開放式木製書櫃、教材存放櫃 (木

製)、鞋櫃 

1批 247,500 247,5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10 語言教室佈告版、布

幕 

活動式白版(粉筆)、大型木質佈告板、活

動式佈告版(看板,A1尺寸,粉筆)、120"電

1批 98,000 98,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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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佈幕 

11 語言教室網路及電

源施工費 

 1批 18,000 18,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配合款 

12 洗手台 1.不繡鋼材質 

2.含冷熱兩用水龍頭 

3.含置物檯面 

1批 54,000 54,000示教練習用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3 冰箱 1.直立式 

2.電壓為 110V  

3.容量 500公升 

4.具冷凍及冷藏功能  

1台 30,000 30,000儲存教學用藥物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4 防焰圍簾 可遮光，防火無焰素材 1批 32,760 32,760學生實驗課隱私

之維護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5 病床 1. 床面可上升下降 

2. 床頭可上升下降 

3. 床尾可上升下降 

4. 具二側床欄 

5. 含床墊 

6. 有點滴架及插孔.且點滴架可收藏 

7. 四個輪子可煞車 

3床 30,000 90,000汰換老舊殘破及

示教練習用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6 胎 兒 分 娩 監 視 器

(Fetal monitors) 

1.彩色 LED顯示 

2.九晶體超波傳感技術 

3.轉換器防水設計 

4.可選配胎兒喚醒刺激計 

5.胎兒心跳測量範圍 50~210bpm,  宮縮

1台 117,000 117,000 1.NST(Non-stress 

test )之操作與判

讀是婦產科單位

最基本也最常使

用之技術，然而本

產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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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範圍 0~100relative units,解析度

1relative  unit 

5.內建式印表機 

6. 長 寬 高 :14.6×42.5×   25.4cm; 重

量:3.6kg 

校產科示教室無

此項設備。2.為了

能讓學生在學習

產科護理學階

段，能學會及有實

際接觸瞭解胎兒

分娩監視器(Fetal 

monitors)操作以

提升學習效果及

臨床能力。 

17 攜帶式生理監視器 主機規格：ECG 波形顯示，非侵入式血

壓、血氧飽和濃度量測成人及小孩均可

使用，輸入電源: 配合醫院電源使用病患

資訊處理能力連續監控記憶參數 : 5 

個，取樣率: 20 秒，儲存時間: 12 小時，

具表列式趨勢圖功能，具省電模式, 啟動

時可延長監視時間達 8 小時以上，可學

習病人生理參數, 並依此自動設定，顯示

螢幕: 5.1 吋彩色液晶顯示螢幕，顯示波

型: 一波型以上, 且可選擇波型種類警

告系統: 三段式警告。非侵入式血壓功能

採用共振法測量，可選擇自動, 手動, 及

速測三種模式，可選擇壓脈帶充氣之上

限 (100~280 mmHg)，血氧飽和濃度監測

功能，監測範圍由 0% ~ 100%，脈搏速

1組 195,000 195,000教授兒科護理相

關專業學科（兒科

護理學、兒童急重

症護理、兒科護理

學實習）所需教學

教具。 

兒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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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測量範圍由 20 ~ 250 bpm，配件:ECG 

Cable set、SpO2 sensor、NBP Cuff sets and 

tubing、Local support cart 

18 電子天平 型號 :TE412, 可讀數 0.01g,可秤範圍

410g 

2台 17,800 35,600藥品量測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19 加熱攪拌器 型號:PC-420, 溫度範圍:40~550,攪拌速

度:60~1200 

2台 11,500 23,000實驗時加熱用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20 微量滴管(pippetman) P20 2~20 µl  

P200 50~200 µl  

P1000 200~1000 ul 

3組 25,000 75,000實驗時吸取微量

溶液使用 

生物 /微生

物實驗室 

補助款 

21 雙槽數位加熱乾浴

器 

25mm*6孔加熱金屬槽,50ml*6孔加熱金

屬槽 

1台 16,000 16,000乾燥微量溶液時

使用/實驗時固定

反應溫度 

生物 /微生

物實驗室 

補助款 

22 亞培浦朗精密輸液

幫浦 

1.輸液速率範圍:主通道，次通道：每小

時 0.1至 99.9毫升（每次增加 0.1毫升）

每小時 100 至 999 毫升（每次增加 1 毫

升）2.維持血管暢通流速: 主通道流速或

每小時 1 毫升之間較小者做為維持血管

暢通之流速 3.劑量限定範圍:主通道，次

通道：0.1至 99.9毫升（每次增加 0.1毫

升） 100至 9999毫升（每次增加 1毫升）

4.阻塞壓力範圍: 末端：500 毫米汞柱

（上限為 750 下限為 400 毫米汞柱）5.

空氣偵測器: 2組 (遠端與近端各一組) 6.

體積大小: 8.25H×7.5W×8.75D（inches）

1台 78,750 78,750教授兒科護理相

關專業學科（兒科

護理學、兒童急重

症護理、兒科護理

學實習）所需教學

教具。 

兒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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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ch=2.54cm) 20.9 高×19 寬×22.2 深

（公分）7.重量:約 7.75磅（含電池）（約

3.5 公斤）8.空氣捕捉室設計: 搭配使用

之 set俱備 2 c.c.之空氣捕捉室,可避免空

氣打入病人體內 9.空氣逆排氣設計: 當

set內發現空氣時, 不需拆解病人端之 IV, 

即可藉由 back prime 功能, 將 set之空氣

排出管路. 

10.可空針輸液: 搭配使用之 set, 可連接

一支普通空針直接輸液. 11.資料傳輸埠:

資料傳輸界面 12.交流電源: 100-130 伏

特，47/63 赫茲耗電量小於 35 瓦特電池

電源: 8 伏特可充電式鉛酸電池 13.電源

線: 10 英呎長，醫院級三插電源線 14.

保險絲: 0.5安培，250伏特慢熔型保險絲

15.電池電力容量 : 在輸液速率每小時

125 毫升時可維持 8 小時 16.電池充電

時間: 當幫浦在關機狀態下，電池約需 8

小可充滿 

17.環境狀況:操作溫度: 攝氏十度至四十

度 操作濕度: 相對濕度 10%至 90%保存

環境溫度: 攝氏負二十度至四十度 保存

環境相對溫度: 相對濕度 10%至 90% (附

件:附點滴架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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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病床 1. 床面可上升下降 

2. 床頭可上升下降 

3. 床尾可上升下降 

4. 具二側床欄 

5. 含床墊 

6. 有點滴架及插孔且點滴架可收藏 

7. 四個輪子可煞車 

1張 30,000 30,000淘汰老舊病床 產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24 高級手術器械 德製 KARL KLAPPENECKER手術器械 2組 15,000 30,000動物手術使用 解 剖 生 理

實驗室 

補助款 

25 樂器存放櫃 寬 113公分 x長 30x高 80    6個 5,000 30,000 置放幼兒音樂樂

器 

幼保科 補助款 

26 玻璃拉門鋼製書櫃 1180W*400D*1780Hmm 5個 6,000 30,000 置放學生上課教

材教具 

幼保科 -3-6

專業教室 

補助款 

27 感覺統合教室整理

櫃 

6 聯式移動櫃 L560*W88*H244cm 3個 45,000 135,000 感覺統合教室教

具整理 

幼保科 -感

覺 統 合 教

室 

補助款 

28 感覺統合教室教具

一批整理箱 

整理箱（30*20*42cm）、T形凳（高度可

由 25-35cm 間 調 整 ）、 高 蹺

（H8cm*W11cm，塑膠製）、呼拉圈（直

徑 80cm、直徑 60cm，塑膠製）、前庭刺

激平衡台（120*85*25cm，木製，上附塑

膠皮）、蝸牛平衡板（直徑 54cm，附 2

顆球）、圓形平衡板（直徑 48cm，附 2

顆球）、釘板（15*15*1cm，塑膠製，一

組 12 入）、跳跳馬（L45*H45cm，塑膠

1批 62,000 62,000 感覺統合教室教

具 

幼保科 -感

覺 統 合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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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大陀螺（直徑 80cm，深度 40cm）、

兒童安全帽（頭圍：18吋、20吋、22吋、

24吋）、關節可轉動之人形偶（木製）

29 桌上型電腦 處理器種類:Intel Pentium 4 - 處理器速

度:3 GHz - 內建記憶體:512 MB - 硬碟

容量 :160 GB - 記憶體技術 :DDR II 

SDRAM - 光 碟 機 : 

DVD+RW,DVD-RAM  

2台 32,000 64,000 幼保科學生線上

查詢操作與練習

幼 保 科 學

生 上 課 使

用 

補助款 

30 懷孕體驗背心組 背心 1組 50,000 50,000 嬰幼兒教保概論

課程教學資源 

保 母 示 範

教室 

補助款 

31 化粧品調製設備 乳化均質機、電動攪拌機、黏度計(含非

牛頓流體)、震盪水浴器、恆溫培養箱、

pH計、電子天平 

1批 448,117 448,117教學 妝管科 補助款 

32 化粧品檢驗設備 皮膚水份、油脂、pH值測定儀、學生型

皮膚分析儀、皮膚彈性、水分散失、黑

紅色素分析儀、烘箱、折射率儀(含加熱

冷凍循環槽及溫度測量器) 

1批 1,998,000 1,998,000教學 妝管科 補助款 

33 彩妝造型實驗室設

備 

數位電視、高解析投影機、電動布幕、

教學系統、擴大機、音箱、錄放影機、

麥克風、切換器組、電腦(含教學軟體)、

膚質檢測儀、製水機、化粧鏡工作檯、

模特兒坐椅、美容師化妝坐椅、急救箱、

計時器、化粧工作車、掛鐘、山型夾、

毛巾夾、毛巾消毒箱、辦公桌、專業彩

妝組、專業保養組 

1批 2,000,000 2,000,000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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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膚實驗室電熱風

扇設備 

14吋，400W 1批 16,560 16,560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35 妝 管 科 實 驗 室 木

櫃、空調、窗簾、彩

妝鏡等設備 

木作設備櫃、冷氣空調、窗簾、彩妝玻

璃鏡面 

1批 1,300,000 1,300,000教學、檢定 妝管科 配合款 

合   計  9,101,787獎補助款 7,783,787、配合款 1,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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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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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雷射印表機 標準 A5/A4/Letter紙張、A4 12ppm以
上、600*600dpi以上、IEEE-1284 ECP
相容或 USB萬用序列埠，附專用電纜

線、PCL5以上 

1台 26,700 26,700 讀者資料列

印 

圖資中心圖書

組 

補助款 

2 圖書上消磁機 上/退感應雙重功能、選擇式按鍵配合
燈號顯示、一次上/退感應多本圖書 

1台 150,000 150,000 流通作業使

用 

圖資中心圖書

組 

補助款 

合   計   176,700 獎補助款 176,700、配合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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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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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00 285,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2       冊 1式 171,000 171,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2       種 1式 220,000 22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配合款 

3       卷(片) 1式 30,000 3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4       冊 1式 228,000 228,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5       冊 1式 285,000 285,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3       種 1式 140,000 14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配合款 

6       卷(片) 1式 142,000 142,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7       冊 1式 57,000 57,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8       冊 1式 256,000 256,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4       種 1式 200,000 2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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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卷(片) 1式 74,000 74,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0       種 1式 84,000 84,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中國期刊

網資料庫

(文學歷史

哲學類) 
11       種 1式 380,000 38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四庫全書

資料庫單

機版 

合    計    2,552,000 獎補助款 1,992,000、配合款 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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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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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社團公佈欄 
可抽取式佈告欄 1式 137,000 137,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2 學生社團電腦設備 1.影音編輯軟體 1套 
2.全套電腦配備 1套 
CPU：P4（3.0G）； 
RAM：512MB； 
HDD：120GB； 
VGA：128MB； 
CD：DVD-Dual； 
FDD：3.5"（include 8 in 1 card reader）；
Monitor：LCD 

1組 55,000 55,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3 學生社團音響設備 1.手提式 CD 錄放音機 
2.支援MP3/CD/CD-R/CD-RW 
3.CD同步錄音 
4.輸出功率 100W以上 

1組 12,000 12,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合   計  204,000 獎補助款 204,000、配合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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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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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用氣體偵測器  1具 35,000 35,000 校區臨近醫院(可

偵測可燃性/觸媒

燃燒式、紅外線，

毒性/電化學式) 

總務處 配合款 

2 校區巡邏對講機  5對 3,500 17,500 
巡查、查檢使用

總務處 配合款 

3 紅外線監視攝影機  3組 5,500 16,500 大門---民族路 

側門---中正路 

垃圾場出入門 

總務處 配合款 

4 緊急照明燈  200具 650 130,000 汰換使用十年之

舊有設備 

總務處 配合款 

合   計   199,000 獎補助款 0、配合款 1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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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請說明師資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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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訂有各項提升教師素質辦法，如在職進修、升等送審、校

外研習、專題研究計畫、著作及改進教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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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至 95 年 9月，專任教師中將有 10人在進修博士學位中，而目前

在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之教師共計 8 人。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人數佔全體專任教師數之

29.23%。 

目前(95 年 2月)本校計有專任教師 65人，兼任教師 86人，教官 3人，實習指導教師

18人，折算教師數為 96.7人。師資結構統計如下表所示： 

 

聘任別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實習指導教師 合計 

專任 0 6 13 46 18 83 

兼任 0 3 6 77 0 86 

 

本校目前設有護理科、幼兒保育科及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自 90 年 8月改制以來目

前學生數共計日間部 1,975人，夜間部 414人，合計 2,389人。日間部之生師比為 20.07，

全校之生師比為 24.70，遠低於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之師資要求。 

 

本校自 90 年 8月改制專科以來即積極擴充圖書館之中西文圖書數量及增訂中西文期

刊，於過去 4 年均於預算中核撥高比例預算增購圖書、專業西文圖書、期刊、教學錄影帶

等。同時亦規劃便利之館藏資料影印及列印環境，添購電子資料庫系統，並與各校進行館

際合作事宜。已於去年(94 年)底完工的圖資教學大樓共規劃四個樓層之圖書館空間，計劃

於 95 年上半年取得使用執照，以期大幅提升圖書館空間及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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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三年之圖書資源統計如下表所示： 
壹、圖書冊數（合計冊數）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中文圖書 57,816 61,863 71,266
    總類 3,434 3,828 4,592
    哲學類 5,647 5,904 6,143
    宗教類 2,077 2,332 2,570
    自然科學類 4,052 4,391 5,248
    應用科學類 14,767 15,114 16,139
    社會科學類 8,435 9,525 9,959
    史地類（含世界史地） 3,869 4,047 4,795
    語文類 12,356 13,335 18,022
    美術類 3,179 3,387 3,798
二、外文圖書 4,305 10,019 12,752

貳、非書資料（合計數量）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電子資料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16 16 17
    電子書 0 0 0
二、視聽資料 2,855 4,120 5,242

參、現期書報期刊（合計種類） 92學年 93學年 94學年

一、報紙 5 5 5
二、中文期刊 181 233 240
二、西文期刊 74 127 135

 

 

硬體設施方面除了一般普通教室、幼保科 4間專業教室、妝管科 1間專業教室及護理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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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烹飪)教室及多媒體綜合教室。提供學生實驗

課程之操作環境。以電腦教學設備而言目前本校設有學生電腦實習教室 3間，設備統計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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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名稱 設備名稱 設備數量(台) 

Intel P4 個人電腦 66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腦教室(一) 

虛擬光碟主機  

Intel P4 個人電腦 61 

Intel P3 個人電腦 4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腦教室(二) 

虛擬光碟主機  

Intel P4 個人電腦 65 

雷射印表機(黑白) 3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雷射印表機(彩色) 1 

掃瞄器 1 

電腦教室(三) 

列印管理系統 4 

電子郵件主機 4 

WWW主機 3 

防毒主機 1 

教務系統主機 1 

其他功能電腦 10 

圖資中心資訊組

(機房) 

垃圾郵件閘道器 1 

基地台 12 圖書館無線網路 

認證系統 1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請簡要說明） 

本校之教育以培養護理及健康照護相關領域之專業人才為目標。配合國家發展及地區

需要，推動健康相關之技能及服務人員在職訓練，發揮學校服務社區及推廣教育之功能。

掌握世界科技發展趨勢，取法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經驗，積極推動兩岸及國際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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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工作重點如下：落實「敬天愛人」與「全人教育」建校理念，培養優良學風，提

升教學成效，促使身心靈整合及強化學生人文素養。以學生生涯規劃導向為教學目標，建

立教、訓、輔三合一整體計劃方案，致力學生升學考試甄選、證照檢定、專業競賽、就業、

心理成長等輔導。提升教師素質，加強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能力。加強訓導與輔

導工作，啟迪學生思想、培養健全人格、鍛鍊強健體魄、發揚校園倫理。充實圖書及資訊

設備以支援教學研究並強化財務管理及人事服務，以策進校務發展。 

繼 93 學年度增設「幼兒保育科」後，94 學年度新設「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並積

極規劃宜蘭新校區，完成開發之事業計畫書已報部審核中，以期達成技術學院之規模與架

構。規劃長期發展方向，以期朝巷向科技大學之目標前進。 

 由於學校改制為專科學校，因此投入大量的經費於購置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

同時新建圖書館，提供更優良的使用環境。教學儀器設備方面，著重於電腦基礎及網路設

備、各科實驗教室之設備汰舊換新、增設多媒體教學環境及教學之專業教具，同時因應新

設科別增建專業實驗室。另外除了增聘教師外，對於提升教師知能(職能)之研習活動亦投

入大量經費。 
 
三、本（95）年度發展重點（請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列舉重點說明） 

1. 配合 95 學年度「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年級增加及課程開設，增建妝管科專業教室       

並購置相關教學儀器設備，預計 95學年度完成相關技術及實驗室教室 3間且以技術檢

定考場為規劃目標。 

2. 添購各科之專業實驗室教學及訓練設備及汰舊換新，做為教學輔助使用。 

3. 配合新落成的圖書館，購置各項圖書服務設備。 

4. 添購社團及資訊設備，充實學生社團活動內容。 

5. 配合增設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持續採購大量之專業中西文圖書、期刊及教學影帶。

達成藏書 10萬冊目標。 

6. 護理科配合五專四、五年級學生實習，持續增護理聘專業師資。在改善師資結構方面，

以優先聘任具博士學位或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為原則 

7. 配合成立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及幼兒保育科之自然增班，除原有師資外，今年將持增

聘專業師資。 

8.配合新完工之圖資大樓，擴充各電腦教室設備，並同時汰舊換新，期能提供符合時代需

求的資訊服務。 

9. 規劃辦理專業學術活動、鼓勵教師申請研究計畫、鼓勵教師參與國內外專業學術研討

會、鼓勵教師在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發表論文。 

10.鼓勵教師提升教學能量，對於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提供充足獎勵，俾使

教師願意投入提升教學品質的行列。 

11.普通教室網路佈建，以期使教師在教學上更能以及時方式透過網路的使用，增加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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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觀。 

12.增建語言教室，使得學生能夠在外語能力獲得更進一步的提升，更能因外語能力的提

升而能與社會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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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體說明） 

1.教學儀器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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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所需之

儀器設備，均配合教學單位發展特色及實驗室規劃編列重點設備預算，由專責小組管控。 

2.一般基本設備：由各單位就平日師生需求狀況，建立中長程發展規劃資料，配合年度預

算提出。 

3.增科系特別需求：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新增科系度享有優先權，建立其所需之專

業教室教學設備及專業圖書期刊。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請具體說明） 

1.本校改制專科學校，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與專任講師以上總人數比，應達 15％以上，

93學年度師資結構已達 21.3%，94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19人師資結構已達 29.2%。

預計 95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超過 30％。 

2.鼓勵教師研究、研習、著作、進修、升等、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均符合中

長程發展需要，與規劃改善師資結構，提昇師資素質，改善研究風氣，提高學術地位，

精進教學品質，密切關聯。(1)本校為鼓勵教師研究升等，辦理研究升等經驗分享研習

會，邀請研究動力強及經驗豐富之學者到校分享其經驗與心得，此外更邀請專家學校到

校為校內教師教授研究方法。(2)為獎勵教師研究，訂有各類獎補助辦法。(3)邀請國內

外專家學者對校內教師進行職能提升研習活動，使全校教師具備專業教育之理念。(4)

藉由各領域學有專精之教師整合科目教材、教法，以達資源共享、互惠互利的目標，俾

能提昇教學品質。(5)鼓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說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本校今年以護理科、幼保科、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資訊暨圖書中心、總務處、學

務處及人事室(整合經常門經費)為經費需求申請單位。各項設備之申請由各科(以實驗

室、示教室及教學小組為單位)、中心、處室依計畫及教學活動需求提出需求申請並經

單位內部討論後決定單位內之優先順序。人事室負責彙集經常門部份之研究發展委員會

之研究案、升等、研習申請及行政人員進修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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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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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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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研究發展委員會、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關於資本門經費之使用，列於正式優先序之設備由各申請單位依本校採購辦法提出

申購，列於備案部份則視採購標餘款決定是否進行申購。關於經常門經費支用，本公平、

公開、公正之三公原則，適時修訂獎勵規章辦法經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公告周知，依規章

制度公開審議辦理，不得僅適用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各單位申請之儀器設備如有重大規格或數量上的變更，應提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後

方可進行變更。 
 

二、相關組織會議辦法如下：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三)獎助教師獎勵辦法。 

 

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九） 

資本門經費部分，本年度加強各科專業教室之教學研究設備增購及建置、添購實驗室

教學輔助設備、增設第三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並且佈普通教室之網路設備。在圖書館

方面，因應新館使用，為提升服務讀者水平，投入 340萬元於圖書館設備等硬體設備

來搭配以建置之電腦檢索系統，軟體方面則預計投入 392萬增購各科之專業中西文圖
書及期刊，並以增加專業西文圖書之館藏為目標。經常門經費部分，辦理增進教師知

能及職能成長之研習活動，並以鼓勵教師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及教學品質為目標，預計

完成教師研究計畫 20案，鼓勵教師研習 120人次，進修 12人次及著作 10案及升等
送審 2案等。此外預計聘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由目前的 19人成長至 22人，增聘化妝
品應用與管理科專業師資 2人，以期持續改善師資結構及維持足夠的高品質專業教師
人數。 

相關經費支用項目如下列附表所示：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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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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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專業教室之教學研究設
備增購、建置及汰舊換新。

2.建置妝管科專業教室 
3.增購及汰換電腦教室之電
腦。 

4.增建語言教室。 
普通教室網路佈建。 

1.改善各專業實驗室設備，支援教
師教學需求。 

2.提供足夠的設備數量，以期使學

生在學習能夠操作。 
3.提供教師更優質的教學研究設

備。 
4.提供學生技術課程上課及實務
練習的環境。 

5.提供雙 e 的學習環境，培養學
生具有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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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落成的圖書館，購置

充份圖書館設備。 
2.增購妝管科、幼保科及護理

科專業西文圖書期刊。 
3.汰換館藏檢索電腦設備。 
4.添購教學錄影帶、光碟等軟

體資源。 
5.增購學生社團活動設備。 
 

1.新落成的圖書館，期能提供讀者

優質的使用場所。 
2.增加圖書館專業圖書館藏滿足

各科系教師及學生在專業知識

上的需求。 
3.提供教師教學輔助資料及教材。

4.滿足學生課餘之休閒活動所需
之休閒娛樂設備。 

5.提供充足的社團社備。 
三、辦理全面採用校

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

理設施  

1.建置校園攝影系統。 
2.增購危險氣體偵測系統。 
3.建立校園聯絡系統。 

維護校園安全，預防各項可能發生

的意外產生，提供學生一個安全的

學習環境。 

 

 

 

(二)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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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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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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不易延攬之助理教授以
上師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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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 
鼓勵改進教學研究，提高教
學水準。  

1.研究 20案、著作 10篇、改進教
學 5案，編纂教材 10案、製作
教具 5案、校外研習 120人次：
增進教師自我成長、充實本質
學能，以提昇教學品質。 

2.升等 2人及進修 12次：提供教
師優質之升等及進修環境，以
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 

3.94 學年度進修取得學位 2 人，
預計 95 學年度修取得學位 2
人：鼓勵教師進修，提昇助理
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1.鼓勵行政人員參加校外專業

研習及進修學位並辦理職

工在職教育訓練。 
2.加強員工檔案管理及業務創

新能力。 

1.強化職員工專業技能，提高工作
效率及品質。 

2.藉由校外課程訓練，培養員工之

檔案管理能力，進而提升員工

之工作創新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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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現有教師及增聘薪資 

1.提高高階師資比例，強化師資陣

容，今年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人

數提高至 22人 
2.穩定人事，提昇教學服務品質。

 
整體而言，預期達到 1.高階師資人數提高至22人 2.維持優質生師比 3.獎勵教師進修學

位，改善師資結構 4.獎勵教師研究、升等 5.鼓勵著作發表 6.充實設備改善教學環境 7.充實圖
書館藏，以96年達成10萬冊館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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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5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5.437%） 

總經費

(5)=(3)+(4) 

＄11,505,744 ＄6,653,946 ＄18,159,690 ＄2,803,388 ＄20,963,078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74.01%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25.91% 
金額 ＄6,903,446 ＄3,992,368 ＄2,077,000 ＄4,602,298 ＄2,661,578 ＄726,388 
合計 ＄12,972,814 ＄7,990,264 
占總經

費比例 
61,88% 38,12%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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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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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9,114 78.00％ ＄1,318,000 63.46％ 註二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

費 10﹪） 

＄2,168,700 19.90％ ＄560,000 26.96％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 
＄228,000 2.10％ ＄0 0.0％ 註四 

四、其他（省水器材、

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與環保廢

棄物處理設施等） 

＄0 0％ ＄199,000 9.58％ 註五 

合計 ＄10,895,814 100％ ＄2,077,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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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

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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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說明） 

研究  ＄1,162,000 研究      16.00﹪研究   ＄116,200 研究      16.00﹪ 

研習    ＄676,398 研習       9.31﹪研習    ＄67,640 研習       9.31﹪ 

進修    ＄240,000 進修       3.30﹪進修    ＄24,000 進修       3.30﹪ 

著作    ＄100,000 著作       1.38﹪著作    ＄10,000 著作       1.38﹪ 

升等送審＄150,000 升等送審   2.07﹪升等送審＄15,000 升等送審   2.07﹪ 

改進教學＄35,000 改進教學   0.48﹪改進教學 ＄3,500 改進教學   0.48﹪ 

編纂教材＄35,000 編纂教材   0.48﹪編纂教材 ＄3,500 編纂教材   0.48﹪ 

製作教具＄35,000 製作教具   0.48﹪製作教具 ＄3,500 製作教具   0.48﹪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
﹪以上） 

 

合計＄2,433,398 合計       33.5﹪ 合計＄243,340合計       33.5﹪ 

1.預算分配金額由

各科提出，人事室

彙整，依據預算金

額及各科需求加

以編列預算。 

2.研究及著作補助

由 教 師 提 出 申

請，經學術研究發

展委員會審查。

3.國內研習補助由

各科、教務處、人

事 室 及 校 長 審

核。國外研習補助

經校教評會審議。

4.進修升等改進教

學經科、校二級教

評會審議。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占經常

門經費 5﹪
以內） 

＄145,278 2.00﹪ ＄14,528 2.00﹪ 
由各單位提出預算

需求，人事室彙整經

行政會議審議。 

三、其他 
＄4,685,200 64.50﹪ ＄468,520  64.5﹪ 

由各科提出教師聘

任計畫，人事室彙整

經專責小組會議審

議。 

總計 ＄7,263,876 100﹪ ＄726,388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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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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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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斷電系統 輸入：220/380V,(三相四線+G) 
輸出：220/380V, 127/220V 
電池：10分鐘(21KW) 
警示：LED, LCD, 聲音 

1套 350,000 350,000電腦教室設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2 耕莘樓、德蘭樓普通

教室網路管理設備 

中文 Web 管理介面；頻寬管理：QoS, 
Guaranty/Max. Bandwidth, Priority, P to P 
Blocking, Max. Connection, Quota 
Control, RADIUS Authorization 

1套 300,000 300,000普通教室網路設

備 

資 圖 中 心

資訊組 

補助款 

3 Base 12.0 中 文 版

SPSS軟體 

教育多人版（30人授權） 1套 311,000 311,000生物統計教學用 護理科 補助款 

4 PVC 內循環外拉式

廢液儲存桶 

PVC 硬體塑膠板 ,尺寸 150*53*100cm,

內設有 PVC 廢液暫存推車四台,及 PVC

抽排風機 

1套 72,000 72,000廢液儲存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5 急救訓練模型 1. 全身式假人（可折疊收藏） 

2. 亮燈板面指示器—氣量大小.吹氣速

度.按壓位置.深度 

3. 可引發頸動脈脈搏功能 

4. 可更換氣道.人工肺袋 

5. 胸皮.肋骨.胸骨真實解剖造型 

6. 可壓額提顎法及推顎法 

7. 軟質鼻部(可捏鼻) 

8. 模擬真實吹氣及胸外按壓感覺 

2具 160,000 320,000汰換損壞之急救

訓練模型，提供學

生心肺復甦術之

學習使用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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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吹氣時.胸部可鼓起 

10. 可記憶操作演練過程 

11. 肺袋.氣道 

12. 可攜式面膜 

13. 墊子 

14. 人工呼吸隔離片 

15. 可電池驅動 

16. 手提式外箱 

6 M75 萬用假病人女

性導尿模型 

M75 萬用假病人會陰部模型軟質特殊樹

脂製，縫線一體成型，具導尿及灌腸功

能 

1組 13,500 13,500技術練習 基 謢 示 教

室 

補助款 

7 靜 脈 輸 液 器 (IV 

pump) 

輸液範圍 0.1~999ml/hr 保持靜脈暢通速

度≦1ml/hr 防止凝血，具有空氣捕捉室

及面板鎖定功能，維持安全。具微調流

速功能，可使用各式輸液管 

1組 60,000 60,000技術練習 基 謢 示 教

室 

補助款 

8 語言教室多媒體語

言教室設備 

包括多媒體廣播控制器、無線麥克風機

組、多媒體影音切換器、DVD放映機、

VHS 錄放影機、機櫃、彩色雷射印表機、

單槍投影機、6 喇叭含擴大機、實物投影

機、雙卡錄放音座、電腦 

1批 371,000 371,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9 語言教室桌椅櫃講

台 

教師主控桌、電腦椅、木製活動式桌椅、

講台、開放式木製書櫃、教材存放櫃 (木

製)、鞋櫃 

1批 247,500 247,5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10 語言教室佈告版、布

幕 

活動式白版(粉筆)、大型木質佈告板、活

動式佈告版(看板,A1尺寸,粉筆)、120"電

1批 98,000 98,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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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佈幕 

11 語言教室網路及電

源施工費 

 1批 18,000 18,000教學用 語言教室 配合款 

12 洗手台 1.不繡鋼材質 

2.含冷熱兩用水龍頭 

3.含置物檯面 

1批 54,000 54,000示教練習用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3 冰箱 1.直立式 

2.電壓為 110V  

3.容量 500公升 

4.具冷凍及冷藏功能  

1台 30,000 30,000儲存教學用藥物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4 防焰圍簾 可遮光，防火無焰素材 1批 32,760 32,760學生實驗課隱私

之維護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5 病床 1. 床面可上升下降 

2. 床頭可上升下降 

3. 床尾可上升下降 

4. 具二側床欄 

5. 含床墊 

6. 有點滴架及插孔.且點滴架可收藏 

7. 四個輪子可煞車 

3床 30,000 90,000汰換老舊殘破及

示教練習用 

內 外 身 評

示範教室 

補助款 

16 胎 兒 分 娩 監 視 器

(Fetal monitors) 

1.彩色 LED顯示 

2.九晶體超波傳感技術 

3.轉換器防水設計 

4.可選配胎兒喚醒刺激計 

5.胎兒心跳測量範圍 50~210bpm,  宮縮

1台 117,000 117,000 1.NST(Non-stress 

test )之操作與判

讀是婦產科單位

最基本也最常使

用之技術，然而本

產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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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範圍 0~100relative units,解析度

1relative  unit 

5.內建式印表機 

6. 長 寬 高 :14.6×42.5×   25.4cm; 重

量:3.6kg 

校產科示教室無

此項設備。2.為了

能讓學生在學習

產科護理學階

段，能學會及有實

際接觸瞭解胎兒

分娩監視器(Fetal 

monitors)操作以

提升學習效果及

臨床能力。 

17 攜帶式生理監視器 主機規格：ECG 波形顯示，非侵入式血

壓、血氧飽和濃度量測成人及小孩均可

使用，輸入電源: 配合醫院電源使用病患

資訊處理能力連續監控記憶參數 : 5 

個，取樣率: 20 秒，儲存時間: 12 小時，

具表列式趨勢圖功能，具省電模式, 啟動

時可延長監視時間達 8 小時以上，可學

習病人生理參數, 並依此自動設定，顯示

螢幕: 5.1 吋彩色液晶顯示螢幕，顯示波

型: 一波型以上, 且可選擇波型種類警

告系統: 三段式警告。非侵入式血壓功能

採用共振法測量，可選擇自動, 手動, 及

速測三種模式，可選擇壓脈帶充氣之上

限 (100~280 mmHg)，血氧飽和濃度監測

功能，監測範圍由 0% ~ 100%，脈搏速

1組 195,000 195,000教授兒科護理相

關專業學科（兒科

護理學、兒童急重

症護理、兒科護理

學實習）所需教學

教具。 

兒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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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測量範圍由 20 ~ 250 bpm，配件:ECG 

Cable set、SpO2 sensor、NBP Cuff sets and 

tubing、Local support cart 

18 電子天平 型號 :TE412, 可讀數 0.01g,可秤範圍

410g 

2台 17,800 35,600藥品量測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19 加熱攪拌器 型號:PC-420, 溫度範圍:40~550,攪拌速

度:60~1200 

2台 11,500 23,000實驗時加熱用 化 學 實 驗

室 

補助款 

20 微量滴管(pippetman) P20 2~20 µl  

P200 50~200 µl  

P1000 200~1000 ul 

3組 25,000 75,000實驗時吸取微量

溶液使用 

生物 /微生

物實驗室 

補助款 

21 雙槽數位加熱乾浴

器 

25mm*6孔加熱金屬槽,50ml*6孔加熱金

屬槽 

1台 16,000 16,000乾燥微量溶液時

使用/實驗時固定

反應溫度 

生物 /微生

物實驗室 

補助款 

22 亞培浦朗精密輸液

幫浦 

1.輸液速率範圍:主通道，次通道：每小

時 0.1至 99.9毫升（每次增加 0.1毫升）

每小時 100 至 999 毫升（每次增加 1 毫

升）2.維持血管暢通流速: 主通道流速或

每小時 1 毫升之間較小者做為維持血管

暢通之流速 3.劑量限定範圍:主通道，次

通道：0.1至 99.9毫升（每次增加 0.1毫

升） 100至 9999毫升（每次增加 1毫升）

4.阻塞壓力範圍: 末端：500 毫米汞柱

（上限為 750 下限為 400 毫米汞柱）5.

空氣偵測器: 2組 (遠端與近端各一組) 6.

體積大小: 8.25H×7.5W×8.75D（inches）

1台 78,750 78,750教授兒科護理相

關專業學科（兒科

護理學、兒童急重

症護理、兒科護理

學實習）所需教學

教具。 

兒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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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ch=2.54cm) 20.9 高×19 寬×22.2 深

（公分）7.重量:約 7.75磅（含電池）（約

3.5 公斤）8.空氣捕捉室設計: 搭配使用

之 set俱備 2 c.c.之空氣捕捉室,可避免空

氣打入病人體內 9.空氣逆排氣設計: 當

set內發現空氣時, 不需拆解病人端之 IV, 

即可藉由 back prime 功能, 將 set之空氣

排出管路. 

10.可空針輸液: 搭配使用之 set, 可連接

一支普通空針直接輸液. 11.資料傳輸埠:

資料傳輸界面 12.交流電源: 100-130 伏

特，47/63 赫茲耗電量小於 35 瓦特電池

電源: 8 伏特可充電式鉛酸電池 13.電源

線: 10 英呎長，醫院級三插電源線 14.

保險絲: 0.5安培，250伏特慢熔型保險絲

15.電池電力容量 : 在輸液速率每小時

125 毫升時可維持 8 小時 16.電池充電

時間: 當幫浦在關機狀態下，電池約需 8

小可充滿 

17.環境狀況:操作溫度: 攝氏十度至四十

度 操作濕度: 相對濕度 10%至 90%保存

環境溫度: 攝氏負二十度至四十度 保存

環境相對溫度: 相對濕度 10%至 90% (附

件:附點滴架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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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病床 1. 床面可上升下降 

2. 床頭可上升下降 

3. 床尾可上升下降 

4. 具二側床欄 

5. 含床墊 

6. 有點滴架及插孔且點滴架可收藏 

7. 四個輪子可煞車 

1張 30,000 30,000淘汰老舊病床 產 科 示 教

室 

補助款 

24 高級手術器械 德製 KARL KLAPPENECKER手術器械 2組 15,000 30,000動物手術使用 解 剖 生 理

實驗室 

補助款 

25 樂器存放櫃 寬 113公分 x長 30x高 80    6個 5,000 30,000 置放幼兒音樂樂

器 

幼保科 補助款 

26 玻璃拉門鋼製書櫃 1180W*400D*1780Hmm 5個 6,000 30,000 置放學生上課教

材教具 

幼保科 -3-6

專業教室 

補助款 

27 感覺統合教室整理

櫃 

6 聯式移動櫃 L560*W88*H244cm 3個 45,000 135,000 感覺統合教室教

具整理 

幼保科 -感

覺 統 合 教

室 

補助款 

28 感覺統合教室教具

一批整理箱 

整理箱（30*20*42cm）、T形凳（高度可

由 25-35cm 間 調 整 ）、 高 蹺

（H8cm*W11cm，塑膠製）、呼拉圈（直

徑 80cm、直徑 60cm，塑膠製）、前庭刺

激平衡台（120*85*25cm，木製，上附塑

膠皮）、蝸牛平衡板（直徑 54cm，附 2

顆球）、圓形平衡板（直徑 48cm，附 2

顆球）、釘板（15*15*1cm，塑膠製，一

組 12 入）、跳跳馬（L45*H45cm，塑膠

1批 62,000 62,000 感覺統合教室教

具 

幼保科 -感

覺 統 合 教

室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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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大陀螺（直徑 80cm，深度 40cm）、

兒童安全帽（頭圍：18吋、20吋、22吋、

24吋）、關節可轉動之人形偶（木製）

29 桌上型電腦 處理器種類:Intel Pentium 4 - 處理器速

度:3 GHz - 內建記憶體:512 MB - 硬碟

容量 :160 GB - 記憶體技術 :DDR II 

SDRAM - 光 碟 機 : 

DVD+RW,DVD-RAM  

2台 32,000 64,000 幼保科學生線上

查詢操作與練習

幼 保 科 學

生 上 課 使

用 

補助款 

30 懷孕體驗背心組 背心 1組 50,000 50,000 嬰幼兒教保概論

課程教學資源 

保 母 示 範

教室 

補助款 

31 化粧品調製設備 乳化均質機、電動攪拌機、黏度計(含非

牛頓流體)、震盪水浴器、恆溫培養箱、

pH計、電子天平 

1批 448,117 448,117教學 妝管科 補助款 

32 化粧品檢驗設備 皮膚水份、油脂、pH值測定儀、學生型

皮膚分析儀、皮膚彈性、水分散失、黑

紅色素分析儀、烘箱、折射率儀(含加熱

冷凍循環槽及溫度測量器) 

1批 1,998,000 1,998,000教學 妝管科 補助款 

33 彩妝造型實驗室設

備 

數位電視、高解析投影機、電動布幕、

教學系統、擴大機、音箱、錄放影機、

麥克風、切換器組、電腦(含教學軟體)、

膚質檢測儀、製水機、化粧鏡工作檯、

模特兒坐椅、美容師化妝坐椅、急救箱、

計時器、化粧工作車、掛鐘、山型夾、

毛巾夾、毛巾消毒箱、辦公桌、專業彩

妝組、專業保養組 

1批 2,000,000 2,000,000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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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膚實驗室電熱風

扇設備 

14吋，400W 1批 16,560 16,560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35 美容衛生實驗室設

備 

化粧品安全衛生辦識套件、物理辦識套

件、化學辦識套件、殺菌箱、毛巾蒸汽

箱、電視、單槍投影機及布幕、教學攝

錄影系統、擴大機音響系統、DVD光碟

機、教學電腦、視訊切換器、急救箱、

計時器、掛鐘、辦公桌椅、實習工作桌、

廢水收集桶、高壓消毒器等 

1批 715,327 715,327教學、檢定 妝管科 補助款 

36 妝 管 科 實 驗 室 木

櫃、空調、窗簾、彩

妝鏡等設備 

木作設備櫃、冷氣空調、窗簾、彩妝玻

璃鏡面 

1批 1,300,000 1,300,000教學、檢定 妝管科 配合款 

合   計  9,817,114獎補助款 8,499,114、配合款 1,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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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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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雷射印表機 標準 A5/A4/Letter紙張、A4 12ppm以
上、600*600dpi以上、IEEE-1284 ECP
相容或 USB萬用序列埠，附專用電纜

線、PCL5以上 

1台 26,700 26,700 讀者資料列

印 

圖資中心圖書

組 

補助款 

2 圖書上消磁機 上/退感應雙重功能、選擇式按鍵配合
燈號顯示、一次上/退感應多本圖書 

1台 150,000 150,000 流通作業使

用 

圖資中心圖書

組 

補助款 

合   計   176,700 獎補助款 176,700、配合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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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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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00 285,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2       冊 1式 171,000 171,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2       種 1式 220,000 22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配合款 

3       卷(片) 1式 30,000 3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妝管科) 
圖書館 補助款 

4       冊 1式 228,000 228,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5       冊 1式 285,000 285,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3       種 1式 140,000 14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配合款 

6       卷(片) 1式 142,000 142,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幼保科) 
圖書館 補助款 

7       冊 1式 57,000 57,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8       冊 1式 256,000 256,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4       種 1式 200,000 20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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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卷(片) 1式 74,000 74,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10       種 1式 84,000 84,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中國期刊

網資料庫

(文學歷史

哲學類) 
11       種 1式 380,000 380,000增加圖書館藏及教學

媒體(護理科) 
圖書館 補助款 

四庫全書

資料庫單

機版 

合    計    2,552,000 獎補助款 1,992,000、配合款 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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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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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社團公佈欄 
可抽取式佈告欄 1式 137,000 137,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2 學生社團電腦設備 1.影音編輯軟體 1套 
2.全套電腦配備 1套 
CPU：P4（3.0G）； 
RAM：512MB； 
HDD：120GB； 
VGA：128MB； 
CD：DVD-Dual； 
FDD：3.5"（include 8 in 1 card reader）；
Monitor：LCD 

1組 55,000 55,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3 學生社團音響設備 1.手提式 CD 錄放音機 
2.支援MP3/CD/CD-R/CD-RW 
3.CD同步錄音 
4.輸出功率 100W以上 

3組 12,000 36,000學生社團使用學生社團 補助款 

合   計  228,000 獎補助款 228,000、配合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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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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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用氣體偵測器  1具 35,000 35,000 校區臨近醫院(可

偵測可燃性/觸媒

燃燒式、紅外線，

毒性/電化學式) 

總務處 配合款 

2 校區巡邏對講機  5對 3,500 17,500 
巡查、查檢使用

總務處 配合款 

3 紅外線監視攝影機  3組 5,500 16,500 大門---民族路 

側門---中正路 

垃圾場出入門 

總務處 配合款 

4 緊急照明燈  200具 650 130,000 汰換使用十年之

舊有設備 

總務處 配合款 

合   計   199,000 獎補助款 0、配合款 19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