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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三十一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二年 六 月十八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八年三月二十五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九年八月三十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十七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

設立獎補助款申請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五人，由校長、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技合處、人事室、會計室、圖資中心等單位主管與各系科及共同

科目（通識中心）代表組成。 
第三條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召集人未能主持會議時，由教務

長代理；各系科及共同科目代表經由系務會議推舉產生。 
第四條  本小組，其職責如下： 

一、 審議獎補助經費之運用符合整體發展規劃及各系科中長程計劃

之情形。 
二、 依教育部獎補助申請原則安排運用優先順序。 
三、 審核報部申請項目、規格、數量、細項等變更案。 
四、 協助經費稽核委員會之監督獎補助款運用情形。 

第五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要求相關單位列席說明，或提出相關文件資料。 
第六條  本小組召開會議應配合獎補助申請時間，不定期召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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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年度專責小組會議成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校長 邱明源 流設系代表 陳清汶 

教務長 吳國文 室設系代表 劉光盛 
學務長 鄭義融 食品系代表 林宇平 
總務長 陳皇誠 化材系代表 胡義群 

技合處長 蘇樂梅 電資系代表 施嘉佶 
人事主任 陸忠瑜 電機系代表 林明宏 
會計主任 許瑞容 妝管系代表 楊濟華 

圖資中心主任 許德仁 觀光系代表 張幗儀 
文創所代表 薛淞林 行銷系代表 黃守仁 
美工系代表 顏光良 應外系代表 翁雅琴 
傳播系代表 張國甫 通識中心代表 李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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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九十九年度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八年十一月十日(星期二)上午十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席：邱校長明源                            紀錄：顏福來 

四、主席致詞：(略) 

五、各單位報告：(略)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請審議九十九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資本門、經常門分

配比例暨相關事宜。 

說  明： 

一、依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理，依規定九十九年

度改為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 

二、因目前教育部尚未公佈獎補助經費金額，以九十八年度獎補助

經費做規劃。 

決  議： 

一、依教育部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條第三項規定本年度支用

計畫書應於 11 月 30 日前報部審核。 

二、茲因獎補助款尚未核定，經討論後依去年度經費為依據，各

項比例除依教育部各項規定辦理外，自籌款佔 13％，分配仍

維持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 

 

提案二：提請審議九十九學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部分各單位

分配案。 

說  明：延續九十八學年度之規劃，各單位依發展重點特色提出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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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之需求預期成效，經由各業務單位初審，製表送本會審

議，經費分配原則除每系科購置設備基本額外，另依學雜費收

入及教學研發性相關績效特別給予數。 

決  議： 

一、九十九學年度資本門含學校經費以貳仟壹佰萬元為基準。 

二、基本數—工程與藝術學群為 40 萬元，商管學群 25 萬元，合

計 435 萬佔分配比例 20.71%。 

三、依貢獻度及績效比例部份由會計室及相關單位算出，本年度

貢獻度及績效計算方式，以各單位學雜費收入及相關收入為

依據佔分配比例 32.51%，如附件。 

四、依發展特性部份，經審議相關系科之預期成效，討論結果如

附表，佔分配比例 24.29%。 

五、優先序： 

1.教學單位以大學部設備為主   新增設實習（驗）室      

改善及加強基本設備      輔助教學設備。 

2.學生事務以學生社團設備為主，分配比例佔 2.14%。 

3.圖書資訊中心以中西文圖書及期刊為主軸，分配比例佔

18.08%。 

4.校園安全 48 萬，分配比例佔自籌款 2.28%。 

七、臨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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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九十九年度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二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席：邱校長明源                          紀錄：顏福來 

四、主席致詞：(略) 

五、各單位報告：(略)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請審議九十九年度整體發展支用計畫書及相關表件案。 

說  明： 

一、經本年度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本年度規劃經費支用內容

如附表一。 

二、經本年度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

額分配表如附表二。 

三、經本年度教評會第四次會議決議，經常門各項分配比例如附表三。 

四、支用計畫書及相關表件如附件。 

決  議： 

經討論後通過支用計畫書，請各相關業務單位做最後確認及文

字修飾後用印報部。 

七、臨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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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九十九年度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九年三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二點三十分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表單 

     主席:邱校長                             紀錄:顏福來 

四、主席致詞：(略) 

五、各單位報告：(略)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請審議九十九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修正計劃書。 

說  明： 

一、依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90009100i 號函辦理。 

二、本校核定補助款 14,281,270 元、績效型獎助款 16,688,087 元、

共計30,969,357元。本校擬提13％做為自籌款為4,026,016元，合

計應為34,995,373 元。 

三、依委員書面審查意見修正支用計劃書，附審查意見表。 

決  議： 

    一、經討論審議後,為重視教育單位購置設備與研究,同意本次配合

款定為 13％，符合教育部規定 10％以上,書面審核委員意見將

列入改進意見，做為下年度之參考。 

     二、自籌款分配，資本門 70％與經常門 30％，支用內容討論後如

修正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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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審核各系所購置設備與重點發展特色相關聯結，均符合中程

發展計劃。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均依相關規定作實質支出憑證之稽核，唯會

議紀錄無法呈現出有實際執行稽核，依委員意見改善建議內

容，並加強紀錄之書寫。 

     五、學校個人電腦購置數量達 100 部之多，其中美工系 45 台為更

新 3D 電腦教室、行銷系 32 台為更新品統電腦教室、電機 15

台改善電腦網路教室屬汰舊換新，確屬需要；另外觀光系單搶

投影機、數位講桌之購置確實使用於教學改善，原則以配合款

支付。 

     六、委員們對採購辦法陸續都有意見通盤檢討後，將依委員意見

參考改進。 

     七、其它書面審核意見將持續依學校現況做改進，紀錄方面也將

詳實填寫。 

七、臨時動議 

八、散會 

D2-9



D2-10



東方設計學院九十九年度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九年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表單 

     主席:邱校長明源                                紀錄:顏福來 

四、主席致詞：(略) 

五、各單位報告：(略)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請審議學校自籌款「食品系養生調理教室設備」調整案。 

說  明： 

一、養生調理教室設備優先順序為 60、61、62、63、97、98 等六

項，預算金額合計 800,000 元。 

二、本校依規定上網公告共有七家廠商領標，無任何廠商願意投

標，經了解後設備金額預估至少需要 1,200,000 元才能購足。 

決  議： 

    一、經討論審議後，因食品系預算不足但屬於自籌款，本校為重視

教學單位購置設備與研究，同意先購買優先順序 60、62、97、

98 等四項。 

     二、餘尚未請購部分請再詳細規劃納入 100 年度獎補助款。      

 

提案二：提請審議學校自籌款「電資系軟體應用實驗室設備」暫緩實施

調整案。 

說  明： 

一、軟體應用實驗室設備優先順序為 86、87、88、89 等四項預算

合計 1,135,500 元。 

二、茲因即將招收動畫及遊戲相關學程，為滿足該課程需提高電腦

等級與相關設備，又為避免設備重複投資，經協商後建議電資

系詳細討論後再提送 100 年度獎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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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經討論審議後，同意如說明避免設備重複投資，且相關課程設

備亦需先行購置，可增加其設備使用率。 

    二、另自籌款金額也已達計畫書規定數故同意暫緩實施，請再詳細

規劃納入 100 年度獎補助款專責會議討論。 

 

提案三：提請審議學務相關事務及訓輔設備「全自動血壓計」停止購置

案。 

說  明： 

一、優先序 4.全自動血壓計已經由捐贈取得，故無須再使用獎補助

經費以免形成浪費。 

決  議： 

    一、經討論審議後同意暫停實施。 

    二、學務相關事務及訓輔設備依規定已達 2％以上。           

 

七、臨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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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九十九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整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席:邱校長明源                                紀錄:顏福來 

四、主席致詞：(略) 

五、各單位報告：(略)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請審議九十九年度獎補助經費核銷相關事宜。 

說  明： 

一、本校九十九年度獎補助款經費，補助款 14,281,270 元，績效型獎

助款 16,688,087 元，合計 30,969,357 元。自籌款依規定至少 10%，

本校今年 4,087,771 為 13.2%，合乎規定並依教育部各使用原則及

注意事項辦理，合計總經費 35,057,128 元整。 

  二、相關表件如計畫書附表一、二、三，及經費執行清冊。 

  三、資本門購置設備，經公開招標議價後依優先順序購置教學儀器設備

佔 83.96%，圖書期刊及自動化相關設備佔 13.84%，學生事務訓輔

相關設備佔 2.20%，本年度未做項目變更，僅有部份細項變更詳如

變更對照表（以上比例計算不含自籌款，均合乎教育部使用原則之

規定）。 

四、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佔 49.11%，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佔 1.08%，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佔 2.48%，其他支用於單

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佔 0.00%，增聘師資及現有師資佔 47.33%

（以上比例計算不含自籌款，均合乎教育部使用原則之規定）。 

決  議：經討論後通過，提內部稽核委員會審議後報部。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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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 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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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總經費

(5)=(3)+(4) 

＄14,281,270 ＄16,688,087 ＄30,969,357 ＄4,026,016 ＄34,995,373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助款 70﹪
自籌款 

（ 70 ﹪）
補助款 30﹪ 獎助款 30﹪ 

自籌款  

（ 30  ﹪）

金額 $9,996,889 $11,681,661 $2,818,211 $4,284,381 $5,006,426 $1,207,805 
合計 $24,496,761 $10,498,612 
占 總 經

費比例 
70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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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及 30﹪。前段經

常門預算得流用 5%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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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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實際執行情形)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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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總經費

(5)=(3)+(4) 

＄14,281,270 ＄16,688,087 ＄30,969,357 ＄4,087,771 ＄35,057,128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助款 70﹪
自籌款 

（ 60 ﹪）
補助款 30﹪ 獎助款 30﹪ 

自籌款  

（ 40  ﹪）

金額 $9,996,889 $11,681,661
＄2,465,566

$4,284,381 $5,006,426 
＄1,622,205

21,678,550 9,290,807 
合計 $24,144,116 $10,913,012 

占總經

費比例 69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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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及 30﹪。前段經

常門預算得流用 5%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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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

學及研究設備（至少

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

【不含自籌款金額】）

＄18,178,550 83.86﹪ ＄2,338,211 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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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含自籌款金額】）

＄3,000,000 13.84﹪ ＄0 0﹪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

【不含自籌款金額】）

＄500,000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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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

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綠化等相關設施。） 

＄0 0﹪ ＄480,000 17.03﹪ 註五 

合計 ＄21,678,550 100﹪ $2,818,211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利

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准後，得

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

獎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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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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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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實際執行情形)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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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

學及研究設備（至少

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

【不含自籌款金額】）

＄18,201,550 83.96﹪

 

＄2,040,566 

 

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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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含自籌款金額】）

＄3,000,000 13.84﹪ ＄0 0﹪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

【不含自籌款金額】）

＄477,00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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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

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綠化等相關設施。） 

＄0 0﹪ ＄425,000 17.24﹪ 註五 

合計 ＄21,678,550 100﹪ $2,465,566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

利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

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

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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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與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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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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清冊

一、獎補助經費說明

學校名稱 附件：

A.補助款金額 D.總經費(A+B+C) 附件一：資本門經費購置教學儀器設備執行表

$14,281,270 $35,057,128

二、資本門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附件四：經常門經費執行表

1.教學及研究設備 $18,201,550 83.96% $2,040,566 82.76% 獎補助款比例應≧60% 附件四之（一）：獎助教師薪資經費支出明細表

2.圖書館自動化、軟體等 $3,000,000 13.84% $0 0.00% 獎補助款比例應≧10% 附件四之（二）：獎助教師研究進修分項執行表

3.學輔相關設備 $477,000 2.20% $0 0.00% 獎補助款比例應≧2% 附件四之（三）：獎助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分項執行表

4.其他 $0 0.00% $425,000 17.24% 附件四之（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分項執行表分項執行表

合計 $21,678,550 100.00% $2,465,566 100.00% 附件四之（五）：學生事務與輔導分項執行表

應介於70%~75% 附件四之（六）：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料庫分項執行表

三、經常門 注意事項：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1.獎助教師教學及研究 $4,562,824 49.11% $200,000 12.33% 獎補助款比例應≧30%

2.學輔相關工作 $230,000 2.48% $0 0.00% 獎補助款比例應≧2%

3.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 $100,805 1.08% $0 0.00% 獎補助款比例應≦5%

4.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0 0.00% $414,400 25.55%

5.其他 $4,397,178 47.33% $1,007,805 62.13%

合計 $9,290,807 100.00% $1,622,205 100.00%

應介於25%~30%

學校名稱
(請加蓋學校關防)

填表單位 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日期

東方設計學院

人事室

111

總務處

100年2月21日

(1)各校應於次年二月二十八日前，將本項補獎助經費使用情形（即執行

清冊）、98學年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

量表及財務報表附註)、會議紀錄(包括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及公開

招標紀錄、簽到單)與確定獎補助經費之修正支用計畫書彙整書面報告一

份，經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先行審核通過後始備文報本部，俾便考核運

用成效。同份資料應公告於本部及各校網站，未公告上網之學校，扣減

獎補助經費。

(2)上述資料及支用計畫（含學校相關辦法及會議資料），應於每年二月

二十八日由各校自行公告上網。

(3)請各校將執行清冊依序排列裝訂成冊，並加蓋貴校關防。

校長簽章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獎補助款

附件二：資本門經費購置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暨教學媒體及教學研

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執行表

備註

備註

經常門獎補助款占總獎補助款比例

附件三：資本門經費購置省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

無障礙空間設施、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執行表

資本門獎補助款占總獎補助款比例

自籌款

70.00%

B.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16,688,087

C.自籌款金額(應≧10%)
$4,087,771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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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99 年度獎補助經費規格、細項變更對照表 

優先

序 
設備名稱 原申請規格 數量 變更事項 變更原因 使用單位

3 
教學廣播

系統 
50user 1 45user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

格 
美工系

18 

車輛教學

模擬訓練

系統 

車輛空調系統教學模組 

車輛電氣器系統教學模組

車輛控制系統教學模組  

1 

車輛自動變速教學模

擬軟體 

為一物一號便於財產

管理分開列帳 
電機系 

車輛空調系統教學模

擬軟體 

車輛防鎖死煞車系統

教學模擬軟體 

車輛 V6 引擎教學模擬

軟體 

車輛動力轉向系統教

學模擬軟體 

車輛電氣系統教學模

擬軟體 

車輛懸吊系統教學模

擬軟體 

車輛直列四缸引擎教

學模擬軟體 

車輛 TDI 教學模擬軟體

25 
教材製作

軟體 

1. CourseMaster 教材製作引

擎工具最新版或相同等級

軟體。(另外附有可套用於

數位教材之版面樣式、頁面

樣式、考題樣式、表單樣式

和簡報樣式等，四種

1024*768 網頁公板圖，提供

多種簡報元素，至少包含：

簡報元件 329 個、美工圖庫

261 個、知識表達模型 101

個、簡報母片 32 個、3D 簡

報人物 49 個；含可用樣式

之商業用途永久使用授

權)。含全校授權並可一年

1 

1. CourseMaster 教材製

作引擎工具最新版或

相同等級軟體。(另外附

有可套用於數位教材

之版面樣式、頁面樣

式、考題樣式、表單樣

式和簡報樣式等，四種

1024*768 網頁公板圖，

提供多種簡報元素，至

少包含：簡報元件 329

個、美工圖庫 261 個、

知識表達模型 101 個、

簡報母片 32 個、3D 簡

報人物 49 個；含可用樣

為一物一號便於財產

管理分開列帳 

通識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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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設備名稱 原申請規格 數量 變更事項 變更原因 使用單位

軟體免費升級與更新。 

2. Adobe Captivate 

Concurrent 最新版中文教育

版授權(含安裝 CD)至少一

套或相同等級軟體。 

3. Adobe Presenter 最新版 5

人授權英文教育版(含安裝

CD)至少一套或相同等級軟

體。 

4. Articulate Studio 最新英文

版至少一套或相同等級軟

體。 

5. 串流大師最新版中文盒

裝版單間電腦教室授權至

少一套或相同等級軟體。

6. Mini Builder 最新中文版

至少一套或相同等級軟體。

7. 教育訓練共四天 24 小

時，講師各項費用由廠商自

行提供(便當費除外)，課程

規劃如下表。 

8. 數位學習認證輔導：認

證自評表諮詢服務、教學活

動設計諮詢服務、教材媒體

設計諮詢服務和問卷設計

諮詢服務等。 

式之商業用途永久使

用授權)。含全校授權並

可一年軟體免費升級

與更新。 

2.Adobe Captivate 

Concurrent 最新版中文

教育版授權(含安裝

CD)至少一套或相同等

級軟體。 

3.Adobe Presenter 最新

版 5 人授權英文教育版

(含安裝 CD)至少一套

或相同等級軟體。 

4.Articulate Studio 最新

英文版至少一套或相

同等級軟體。 

5.串流大師最新版中文

盒裝版單間電腦教室

授權至少一套或相同

等級軟體。 

6.Mini Builder 最新中文

版至少一套或相同等

級軟體。 

29 

3D 工程繪

圖軟體

Pro/ENGI

NEER 教

育網路版 

1. 45 個授權使用者。 

2. 電腦輔助設計 CAD 領

域。 

3. 電腦輔助製造 CAM 領

域。 

4.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CAE

領域。 

1 

1. 50 個授權使用者。 

2. 電腦輔助設計 CAD

領域。 

3. 電腦輔助製造 CAM

領域。 

4.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CAE 領域。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

格 
流設系

30 
3D 工程繪

圖軟體 

SolidWork

1. 50 個授權使用者。 

2. 3D 模型建構模組、鈑金

的建構、進階曲面模組、組

1 

1. 45 個授權使用者。 

2. 3D 模型建構模組、鈑

金的建構、進階曲面模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

格 
流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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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設備名稱 原申請規格 數量 變更事項 變更原因 使用單位

s 教育網

路版 

合模組、2D to 3D 工具、產

品彩視功能、應力應變分析

工具、標準零件庫等。 

組、組合模組、2D to 3D

工具、產品彩視功能、

應力應變分析工具、標

準零件庫等。 

60 
教師示範

桌 

長 240cm 、寛 80cm、 高

80cm，含一個長 60 cm、

寛 60cm 的不銹鋼水槽裝

置，及一個長 30 cm、寛

40cm 的透光壓克力牛奶

板燈箱 

1 

一、水槽櫥櫃 1.外型尺

寸:120*65*80cm2.檯面

採用 sus304#1.5mm 不

鏽鋼板施工製造。3.檯
面補強採用

SUS304#1.2mmU 型不

銹鋼板施工製造。4.檯
面品明玻璃採用霧面

強化玻璃製造。5.設置

10W 燈光一組並於面

板設置燈光控制開關。

二、工作檯櫥櫃:1.外型

尺寸:140*65*80cm。2.
檯面採用

sus304#1.5mm 不鏽鋼

板施工製造。3.檯面補

強採用

SUS304#1.2mmU 型不

銹鋼板施工製造。4.底
板採用 SUS304#1.2mm

不銹鋼板施工製造。5.

層板使用 SUS3041.2mm

厚不銹鋼板製作，下加

U 型版補強。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

格 
食品系

62 
中央公共

操作桌 

長 670cm 、寛 90cm、 高

80cm，桌下方含 18 個三

層雙門櫃及 16 個 110V 含

護蓋電力插座 

2 

電器調理工作櫥櫃(二
側拉門內隔層板)：
1.210*80*80cm。2..檯
面採用 sus304#1.5mm
不鏽鋼板施工製造。3.
圍板使用

SUS304#1.0mm 不銹鋼

板製造。4.層板使用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

格 
食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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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設備名稱 原申請規格 數量 變更事項 變更原因 使用單位

SUS304#1.2mm 厚不銹

鋼板施工製造，下加 U
型版補強。5.雙面拉門

外板使用

SUS3041.0mm 厚不鏽

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 厚不銹鋼板製

作，附滑輪；滑軌等裝

置。 

63 
示範桌背

櫃下操作

桌 

長 400cm 、寛 80cm、 高

80cm，不銹鋼材質，每

隔 80-100cm 含 1 個雙層

雙門下方收納櫃 

1 

咖啡機置放櫃/咖啡渣

敲打盒：1.外型尺寸

225*80*80/95cm。2..

檯面採用

sus304#1.5mm 不鏽鋼

板施工製造。3.檯面補

強採用 SUS304#1.2mmU

型不銹鋼板施工製

造。4.底板採用

SUS304#1.2mm 不銹鋼

板施工製造。5.底板補

強採用 SUS304#1.0mmU

型不鏽鋼板施工製造。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

格 
食品系

85 
車輛控制

實驗系統 

 

車輛燃燒與衝擊控制實

驗單元 
車輛電子噴射閥控制實

驗單元 
車輛固態開關控制實驗

單元 
車輛冷車起動控制實驗

單元 
車輛程序與顯示控制實

驗單元 

1 

燃燒與空氣囊衝擊感

測實驗單元 

為一物一號便於財產

管理分開列帳 
電機系

電子噴射閥實驗單元

固態開關實驗單元 

冷車起動控制實驗單

元 

程序與顯示實驗單元

輔助電子電路實驗單

元 

97 造型背櫃 

長 500cm 、寛 75cm、 高

120cm，含一個格狀紅酒

展示櫃及二個器具收納

櫃 

1 

1.本木作工程使用知

本心板為符合 CNS6532

真空加壓均質透心耐

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

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

格 
食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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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設備名稱 原申請規格 數量 變更事項 變更原因 使用單位

室內裝修材料及建築

技術櫃則建築設計編

第 1條第 29 款第 88 條

櫃定之耐燃二級材

料，通過 CNS6532 耐燃

二級測試含附加測

試，廠商須提供耐燃二

級鑽孔測試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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