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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現有資源 

(一)師資結構 

本校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專任教師總計為 242 名，其中教授 3 名、副教授

31 名、助理教授 41 名、講師 162 名、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4 人、技術

教師 1 名，另有助教 7 名；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佔講師（含技術教師）以

上人數之 32.64%。 

 (二)館藏資源 

圖資中心為支援各系科之研究工作，提昇館藏品質，提供最新之資訊，每學

年編預算採購中西文圖書及訂閱多種中西文期刊，目前館藏統計及圖書館資

料使用率統計如下： 

1.館藏統計：(統計至 95 年 1 月底) 

圖書 期刊 非書資料 網路資源 其他 

中文 外文 電子書 中文 外文 電子期刊 中文 外文 館合借書證

122,108 18,944 200 413 117 1 12,921 4,485
23 

302 

141,252(冊) 531(種) 17,406(件) 23(種) 302(件) 

總計 159,514(件) 

2.圖書館使用率：（統計至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年度 學期 教師借閱總冊數 學生借閱總冊數 師生進出圖書館總人次 師生借書總人次

89 下 1791 20142 83429 10676 

90 上 1053 10320 44950 5307 

90 下 1034 11538 54956 6130 

91 上 1257 13936 60045 13372 

91 下 1723 18089 59577 8914 

92 上 1591 20981 52716 8172 

92 下 1862 19910 63375 9209 

93 上 2965 22202 81086 17744 

93 下 2130 20327 67785 7721 

94 上 3918 24052 88606 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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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資源 

電子資源為圖書館新增可利用之資源，不但大幅縮短使用者往返圖書館之

時間，也擴充了圖書館的虛擬館藏；中心圖書館於 95 年度採購之電子資源

清單如下表所示，可使用之電子資源清單如附件。 

1 世界美術資料庫 

2 歷史照片資料庫 

3 EBSCOhost--Academic Search Elite(ASE) 

4 FSTA(1990-) 

5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6 Concert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 

(四)電腦教學設備 

目前全校電腦設備共 2165 台（一般工作 PC 2099 部、伺服主機 66 部）。其

中屬資訊組電腦教室設備有共有 6 間，分別為 1. Pentium4 1.7G x157 台（分置

3 間教室）；2. Pentium4 2.4G x 57 台；3. Pentium4 2.8G x 57 台；4.Pentium4 3.0G 

x 102 台，作業系統為 windows，因有購買微軟全校授權合法軟體安裝有 office 

2000、office2003、Visual Studio .NET 2003、Vb6.0、FoxPro6.0，另外課程需要

有購置合法版權有 PhotoImpact 7.0、PhotoShop6.0、Flash、Dreamweaver 等多

種軟體。校務行政伺服器 3 部、proxy 代理伺服器 3 部、教職員工及學生郵件

伺服主機各 1 部、DNS 2 部、會計系統 2 部、流量分析報表系統 1 部、NAT 系

統、網路管理軟體、郵件過濾閘道伺服器、跨校漫遊主機、討論區主機、網路

即時監控警報通知系統、防毒伺服器、校部 Web、色情防治伺服主機、MRTG、

隨選視訊 VOD、NAS 伺服主機、不當資訊防治系統、異地備援系統、防火牆…

等伺服主機多部，其作業系統分別有 Windows NT、Windows 2000 Servere、

Linux 、FreeBSD 等多種。 

(五)其他：  

  本校其他各行政單位及教學單位皆秉持服務師生之理念，加強行政作業電

腦化之改善及教學設備之添購，以使全校師生滿意學校之各項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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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學校發展方向 

本校校務發展方向，係遵照本校公益董事會之指示，以「取之學生，用之學

生」之觀念來辦學，期能培養具道德心與責任感之專業技術人才，校務發展

簡述如下： 

（一）本校校務發展重點 

 確立學校發展方向與目標 

本校為一兼備設計、工程、商管的高等學府，在教育目標上是以培育人

文與科技並動的專業人材為主，目前全校學生人數約 5,500 人，未來中長

程改制後的發展方向與目標為: 

1.本校宜發展為人文與科技均衡發展的優質科技大學。 

2.全校學生人數考量未來十年學齡人口之大幅減少，宜以捌仟人為上限;

大學部與專科部以三比一為原則，師生比以達 1:24，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達百分之四十五為中程目標。 

 增設適當之系所 

本校地理位置尚稱優越，交通便捷，且緊鄰南部科學園區及高雄(路竹)

科學園區，因此為配合國家及社會之需要，擬逐年朝下列領域發展: 

1.重點科技:如 生物科技、光電工程…… 

2.人文社會與設計：室內設計、流行設計、視覺傳達、……. 

擬增設之系所除將注意與現有系所的互補關係外，亦重視跨領域與整

合性，如可結合本校現有之化材、食品、妝管等系發展生物科技；電

資、電機與化材等系發展光電工程；美工、傳播、流行設計及室內設

計等系組發展視覺傳達、造形、室內設計等相關領域。跨系整合資源

在設計學群設立生活創意研究所、工程學程成立工程科技研究所。 

 提高教學品質及績效 

本校近年來積極增聘學有專精具博士學位及助理教授以上的師資，並鼓

勵現有教師在職進修，九十四學年度全校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的比例巳達

32.6%，此外更積極設置技能檢定場輔導並鼓勵學生參加各技能檢定，未

來在教學品質提高與績效提昇的具體做法為： 

1.定期進行教師評鑑工作，提升教學品質。 

2.持續增聘具有實務研究能力之博士學位及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強化師

資陣容。 

3.獎勵教學特優教師，鼓勵教師卓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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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勵現職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並至企業界研習及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

証照。 

5.成立教學資源中心，研訂基礎科目實施教學助理制度。 

6.加強英日語文教學及認証。  

7.強化資訊教育及網路教學。  

8.落實專業證照之取得。 

9.注重專題製作及研究。 

10.增設及更新實驗室。 

11.重視課程規劃，專業及人文並重，提昇「全人教育」成效。 

12.注重現職教師之成長，協助教師數位教學，並培養第二專長。 

13.鼓勵工程學群取得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証。 

 倡導學術研究風氣，加強產學合作 

本校近年來積極鼓勵教師進行實務性、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等事項，其

具體作法係透過本校整合性研究中心作為平台，進行跨領域的研究，具

體的作法為: 

1.強化各研究中心之功能，強化產學合作。 

2.加強建教合作，協助產官學界進行各項研究工作。 

3.擴大舉辦學術演講及研討會。 

4.增加研究空間，改善研究環境。 

5.鼓勵整合型研究計畫。 

6.加強國際學術交流合作。 

7.增聘具實務性研究能力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8.鼓勵現有教師進修及研究升等。 

 充實學生校園生活，輔導身心健康成長。 

本校為培育學生成為人文與科技兼備的專業人才，除注重教學及研究

外，對於學生的輔導工作亦相當重視，現在及未來學務工作的發展目標

均在於加強學生生活教育，維護學生身心健康，以及充實學生校園生活，

以愛心輔導學生學習適性發展。未來本校仍將秉持如上目標持續推動學

務工作，具體目標如下： 

1. 積極鼓勵學生參與修、制定制度與規章，以學習民主運作。 

2. 鼓勵志工服務，樹立校園核心價值典範。 

3. 舉辦生命教育、法律知識、兩性平等教育及衛生保健等講座，提昇學

生認知。 

4. 培訓輔導老師及輔導股長，強化認輔制度、輔導網絡及各級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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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強化導師制度，建立導師資源網站，提昇輔導知能，傳承輔導經驗。 

6. 辦理大學部勞作教育，配合專科部生活榮譽競賽，培養愛校情感及服  

務精神。 

7. 擴展社團活動與社區服務學習，培養各類人才。 

8. 增修訂各類獎助學金辦法及就學輔助，協助學生就學。 

9. 依據「校園緊急應變」相關辦法，靈活運作危機處理機制，確保校園

安全。 

10.持續辦理衛生保健及校園健康營造計畫，並效推廣至社區。 

11.持續強化學務處網站功能，以及連外網路窗口，擴充相關輔導網路資

源。 

 增加推廣服務，促進產業升級 

在推廣教育的推動上未來本校將結合各科現有之師資、設備及鄰近區域

工商藝術界專業人士，並配合區域產業的特色，開設各種推廣教育服務，

以發揮技職教育的特色，落實終身學習的理念。具體作法如下: 

1.因應二十一世紀社會之需求，加強並落實推廣教育。善用政府資源開辦

各項委訓班。 

2.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之發展及企業界之需求，發展產學合作關係。 

3.成立推廣教育中心高雄城區部，運用本校各系特色，增廣推廣教育觸角

延伸至高雄市。 

 革新行政業務，提高服務品質 

本校創校巳四十多年，歷史悠久，但為因應電子化世紀的來臨，本校近

年來不斷推動行政業務的革新及行政電腦化工作，未來仍將持續推動，

以提高服務品質。 

1.加強各級主管及行政人員之教育訓練。 

2.推行行政業務合理化及電腦化，俾能提高效率。  

3.建立管理資訊系統以協助管理者作決策。  

 加強招生宣導，確保學生來源 

近年來，面對學齡學生銳減及進入 WTO 的衝擊，各技職校均面臨招生的

壓力，為提高本校的競爭力，除提昇師資、充實設備，提高教學品質與

績效，使本校成為一優質學府的具體作法外，未來應更重觀宣導行銷的

工作，具體作法為: 

1.加強與媒體建立互動關係。 

2.主動到各校辦理宣導工作，自我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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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各國高中夥伴學校關係之建立，確保生源。 

4.加強辦理國際學術研討及文化交流互訪，提高本校知名度，辦理雙聯學

制及增加本國生及外籍生就讀本校誘因。 

（二）因應校務發展之土地及建設需求: 

配合學校校務發展的需要，利用學雜費、補助款改善學生學習環境，教

師教學研究環境，具體作法如下： 

 營造安全、優質校園學習環境 

1.改善學校停車及交通: 

配合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執行校區內機動車輛的管制，以維護校園之安寧

安全，未來將增設停車空間，並儘可能予以立體化。 

2.維護全校供電品質: 

(1) 為維持有效運轉及增加使用的安全，定期確實做好高壓電停電維護

保養工作。 

(2) 分年對重要建築物及實驗室建立預備發電機系統。 

3.改善全校用水品質: 

蓄水池進行定期維護保養，以提供師生良好的用水品質。 

4.改善校園生活環境: 

(1) 重新規劃西側之景觀，改善校園環境。 

(2) 重視校園環境之整潔、美化及綠化工作。 

(3) 整修學生餐廳及加強稽查餐飲衛生。 

5.改善教室上課教學設施: 

配合本校已裝設完成之校園無線網路，增設投影機、電視螢幕等視聽

器材，進行 E 化教學，以增進學習效果。 

 增建校舍，以擴大教學及研究空間: 

1.在本校西側興建數位教學大樓，並將電子計算機中心遷往新大樓，並

強化電算中心之主機功能，增加網路光纖之頻寬，以利 E 化及遠距教

學和提升行政效率。 

2.改建圖書館，增加圖書館之樓地板面積，擴充藏書及學生之閱覽空間。 

 整修建舊有建築物及營造無障礙學習環境: 

1. 加強舊有建築之維修及整建，整修綜合大樓與電資館、食化館銜接兩側

外牆。 

2.營造無障礙生活環境，在新建建築物的設計及施工都已考量無障礙設

施，而舊有建築之無障礙環境將配合教育部的輔助款積極予以全面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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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運動休閒設施： 

1.改善三座籃球場的 PU 地面及高爾夫球練習場。 

2.規劃新建田徑場及跑道。 

3.增建 PU 地面排球場 

4.改善體育館內部環境及增加設施。 

 進行學生宿舍 BOT 案： 

將採與建設公司合作方式，由有意願之廠商在本校土地或其自有土地及自

有資金興建之符合學生需求及其他安全要求的學生宿舍承租給本校學生

住宿，以增加住宿空間。 

（三）因應校務發展之其他經費需求 

 舉辦教學研討會。 

 增購中西文書刊及視聽軟硬體設備。 

 擴充數位教學大樓教學設備。 

 校務行政電腦化。 

 購置先進之教學儀器設備及多媒體視聽語文設備。 

 添購整合性研究用之儀器設備。 

 圖書館擴建館內舊圖書、雜誌之更新。 

未來本校無論獎補助款或學校經費之運用將朝校務發展規劃之方向妥善運用，期

使每項經費之使用皆能發揮最大功效，達到校務發展之規劃目標。 

◎過去執行重點特色 

本校改制為技術學院後，為增進大學部課程的教學及研究氣氛，更相繼成立

數位影音多媒體製作中心、3D 設計中心、數位繪圖中心、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藝術中心、精密材料中心、VLSI 積體電路設計中心及圖資中心的圖書館自動

化與資訊多媒體中心，支援教學並提供全校師生優質學習環境，另為增加學

生實務性的經驗亦成立了，美工系室內設計檢定場、電資系的電腦軟體檢定

場、電機系的室內配線、工業電子、數位電子、儀表電子、電腦硬體裝修檢

定場、食品系烘焙食品檢定場、觀光與食品系中餐實習室。 

◎本年度發展重點特色 

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近三年來，學校除積極鼓勵現有教師進修、研

究、升等或增聘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外，對於各系科之教學設備更大力支持，

尤其是整體規劃之實驗室設備更列為重點。本年度因應大學部學生逐年增加

之趨勢，特別強化各系大學部實驗、實習，實驗室之設立，同時，對於各系

學生專題研究、專題製作之設備規則亦予以強化及改善，以符合大學教學研

究之目標。同時，持續強化各特色中心設備之添購與維護，以使各中心能發

揮特色，提升學校之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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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劃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本校為執行中程校務發展計劃，每年皆編列預算（含教育部補助款及學校經費）

執行，以使校務發展達到預期目標，現茲分列有關教育部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

支用與校務發展之關聯分述如后：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資本門的規劃仍以各系科中程計劃為依據，除新增大學部實習實驗室外，改

善設備也是本年度的重點之一，另技能檢定考場的設置與輔導考照是技職校

院重要的一環為其特色。 

各系本年度配合大學部課程，設備深度為加強的重點，如食品系食品檢驗分

析設備、食品加工設備及基礎設備加強，可提供學生專題製作及技能檢定考

場設立；如美工系配合室設系、流設系的成立，新增動畫製作中心設備、新

增噴漆教室、新增產品教室、更新陶藝教室、新增編織教室，除發展系科重

點特色外，另改善其他設備以供學生專題製作，提昇教學品質；如行銷與流

通管理系更新及改善商業自動化實習設備，提昇企業資源管理、經營競賽、

供應鏈管理、顧客關係管理、物流管理產業人才，並提高實習教學及研究層

級；如化材系增加各項儀器設備發展系科化學、化工技術之重點特色，提升

專題製作能力，培養技術士證照的取得；如電資系建立薄膜製作與量測實驗

室、強化 DSP 實驗室能量、增購高階測量設備、教學軟體，可提升學生設計

與專題製作能力，以大學部特色課程為主軸；如電機系增購電力電子設備，

可提昇實驗設備擁有率、設備完整多樣化，提昇教學及研究品質，培養學生

專題製作，落實產學合作計劃，培養產業開發設計工程師；觀光系建置數位

化語言教學系統、新增旅運票務設備是一個自由發揮創意的空間，引導式的

教學為學習的中心，旅運部份提供學生實際操作能力；如應外系增加改善數

位教室設備，除發展系科重點特色外，並配合學生互動功能、全民英檢、日

文檢定的提升，專題研究可供學生實習並辦理各項教學及活動；如妝管系新

增化妝品科技中心，可提供學生儀器分析實際操作，強化學生素養、提昇教

學功能、產學合作、協助廠商在安全性及有效性之評估與認證；如傳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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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增加數位影音製作設備及相關硬體設備升級，可提升教學品質，配合大學

部課程，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力與業界建立產學與合作契機，另提升設備等

級；如通識中心新增全校網路教學錄製軟體，可配合大學部教學課程，與師

生互動，使教學內容更具多元化；訓輔方面購買學生社團活動用各項設備，

可提升活動進行之機動性、時效性；如圖資中心除購買大量的中西文圖書、

期刊外，多媒體中心自動化系統的第二期工程，可輔助讀者研究與教學及因

應日益擴展的非書媒體館藏，可增進全校師生之強烈需求。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本校自 91 學年度奉准改制為技術學院，近程發展首要之務為改善師資結構

及提昇教師研究風氣與教學績效，故在  鈞部獎補助之經常門經費支用於獎

助教師項目方面（36.30%），其優先序及比例為：一、專題研究及執行國科

會、產學合作等計畫（10.81%）；二、教師參加研習及各系科辦理研討會

（9.98%）；三、在職進修（5.18%）；四、發表著作（4.56%）；五、升等送審

（1.90%）；六、改進教學（3.32%）；七、編纂教材（0.43%）；八、製作教具

（0.13%）。其中有關教師進修、研究等方面之獎助辦法，95 年度時再次經校

教評會修訂，如：修訂甲等進修獎助金為每年最高 15 萬加經濟艙來回機票

一趟，乙等獎助金區分為國內最高 5 萬元、國外最高 8 萬元；完成國科會、

產學合作等計畫或完成創作參加全國性、國際性比賽成績優異者，皆可獲得

一定之獎助；另亦新增發表專利之獎助，並修訂出席國際會議之獎助金額，

希能鼓勵教師踴躍出席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專利。 

另依規定經常門經費部分得支用於行政人員研習，95 年度擬支用 1.29%於獎

助行政同仁參加電腦研習、行政業務研習，期能提高同仁工作效能，加速達

成校務行政全面電腦化目標，迎頭趕上社會整體資訊化之趨勢。經自 92 年

度輔導迄今，已有 42 位同仁（60.87%）取得勞委會電腦文書丙級技術士證

照，其中 7 位並取得乙級證照，成果豐碩。 

鈞部獎補助之經常門其餘 62.41%及自籌款之 40%擬支用於增聘師資及現有

師資之薪資，然若教師於研究等八大項目申請踴躍且成果確實優異，則擬在

學校整體預算額度許可範圍內，調移部分比例至教師研究等項目獎助，本校

前數年度之實際執行情形皆如此辦理，91 年度為 4.47%，92 年度為 0.69%，

93 年度為 1.55%，94 年度為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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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程序： 

本校依法設有專責小組，小組代表依組織章程執行工作，經費支配均需經過會

議討論通過始可報部執行，而經費執行結果亦需經過經費稽核委員會通過再依

教育部作業相關事項辦理核銷。 

1.經常門部份：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與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及其相關獎助作業

要點，由人事室會同教務處、技合處與會計室共同辦理。 

各系科依據中長程計畫並參考所屬教師需求預估，經系科務會議程序，提出

該系科年度需求，送校教評會審議。校教評會依本校年度核配金額，擬定經

常門支用計畫優先順序及分配比例，再經專責小組審議通過後，辦理支用計

畫書報部。 

2.資本門部份：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辦理各單位依中程發展計劃，經系務會議提出預期成效及規格說明書之申

請，召開專責小組會議通過，並安排優先順序製成購置儀器設備規格說明

書，支用計畫書及相關表格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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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東方技術學院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三十一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 六 月十八日校務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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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組置委員十七人至十九人，由校長、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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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科及共同科目代表由推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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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成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校長 邱明源 食品系代表 盧更煌 

教務長 吳國文 美工系代表 林正欣 
學務長 鄭義融 行銷系代表 林麗伶 
總務長 陳坤上 化材系代表 胡義群 

人事主任 陸忠瑜 電資系代表 高國陞 

會計主任 許瑞容 電機系代表 蔡宗吉 
圖資中心主任 許德仁 觀光系代表 劉旭冠 

通識中心代表 莊進宗 傳播系代表 陳正弘 

妝管系代表 楊濟華 應外系代表 唐惠芬 
 

※會議記錄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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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 

                     八十九、十二、十四  經費稽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四、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九、五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九、二十五教育部台(90)技(二)字第九 0 一三五五五三號函准予備查 

九十一、十二、十八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第十款暨教育部八十一年八月二十一日台
(八十一)技字第四六五九八號函之規定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除校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應由校務會議

就全校教職員中公開推選，通過產生之，其中教師代表不得少於委員總數的
三分之二。（總務長，會計主任不入選，必要時得列席說明。）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置會議召集人一人，於每屆第一次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之。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選任委員任期二年（會計年度），每年改選二分之一，連選得連任， 

          以一次為限。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之設置，以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校內經費情形為原則，對於審計會
計職掌不得牴觸，其職責規定如左： 

       一、關於各項經費收支、預算執行及營造購置事項，得為對內之查核。 

       二、關於現金出納，得查詢其處理情形。 

       三、關於校產添置、租賃或售讓事項之得當與否，得加以稽核。 

          四、關於財務管理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見提供校長採

擇施行。 

          五、根據前項職責，本會得商請會計室提供有關之會計報告，以備參考。 

第 六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通知校內各單位選派代表列席報告說明。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得調閱校內帳目、表冊、案卷，並得實施調查，其權限為前一學年

度迄上個月月底結帳後之經費情形，惟交易若涉及以前年度或有債權債務者
不在此限。 

第 八 條  本委員會得調用校內人員辦理日常事務，並於開會時擔任記錄事宜。 

第 九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二次，遇有重要事項，得召集臨時會。 

第 十 條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辦公費用，應在校內經費項下正當開支。 

第十二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九十四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成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校長 邱明源 美工系講師 賴燃發 

電資系講師 李幸娟 化材系講師 楊宗信 

電資系講師 江鑑聲 妝管系講師 鐘喜男 

應外系講師 黃秀梅 食品系講師 許照卿 

傳播系講師 何乾偉 電機系助理教授 張文林 

行銷系講師 陳正宗   

※會議記錄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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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 

 

八十八、十、二十  校務會議訂定 

八十九、十、五  校教評會修正 

八十九、十、十二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三、二十一  校教評會修正第八條 

九十、四、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第八條 

九十一、四、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第三、四、五條 

九十一、五、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第三、四、五條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本校專任師資素質，改進教學水準，特依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

質經費使用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專任講師以上人員且在本校連續任教滿二年以上者。 

三、獎助範圍或項目： 

  本校教師考取國內外大學（或學院）研究所進修博士學位；或為改進教學及發展校

務需要赴國內外大學博士後研究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者。 

四、獎助金額： 

申請本獎助金審核條件如下： 

（一） 所進修系所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優良知名，並且為國內培植不易之稀

有大學系所者。 

（二） 曾任本校行政主管二年（含）以上表現優異者；或曾協助完成重大建

設或計畫者。 

（三） 其進修學程與本校發展及各系（科）專業領域屬密切相關程度者。 

    壹、甲等獎助金：以留職停薪身分申請進修，並同時符合第（一）（二）（三）

項審核條件者得申請甲等獎助金。每年獎助金額以參考註

冊學雜費、學分費單據核定，但以十五萬元為限；並每年

補助經濟艙來回機票費一次，至多獎助二年。 

        貳、乙等獎助金：僅符合（三）所述之條件者得申請乙等獎助金。參考註冊學

雜費、學分費單據核定獎助金額，但國內進修者以五萬元為

上限，國外進修者以八萬元為上限，至多獎助二年。 

前項進修之教師，如未能於本校教師進修辦法規定期限內取得博士學位且通

過教育部審定者，或進修期間離職者，需退還全部受獎助之金額；如未履行完服

務義務年限而離職者，需依比例退還受獎助之金額。獎助款之償還由當事人負

責，當事人如無法清償，則由保證人代為行之。履行義務之起算時點，進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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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者，為自取得博士學位且通過教育部助理教授以上資格審定後；從事博士後

研究者，為自返校復職後。 

 凡進修期間未經學校同意在外兼職兼課者，不予獎助，如獎助款已核撥，需

退還兼職兼課期間受獎助之金額。 

五、獎助名額：每年由校教評會於審定獎助經費之年度使用預算時議定之。惟同一年度

獲甲等獎助金者以二名為限。 

六、申請時間：每年辦理一次，申請日期另行公告。 

七、申請程序：每一人填妥申請表（格式另定，人事室備索）一份，檢附相關資料文件，

提經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呈核。 

八、審核程序與原則： 

  １、初核：由教務長召集系（科）主任及校教評會教師代表二人審議所進修學程與

本校發展或各系（科）專業領域之密切相關程度，推薦獲獎人名單及獎助金額。 

  ２、覆核：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３、本事由已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獎（補）助金者，不得再申請本項獎助。 

九、獎助款受領人應依規定程序檢附各項單據、申請核撥。 

十、獎助款受領人須於學年度結束時提交進修報告與成績單乙份，送交人事室存查。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教師進修獎勵辦法成員名單（校教評會會議代表） 

校教評會會議代表由各單位主管及教師代表組成合計 35 人，教師代表名單如下：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美工系助理教授 陳炳宏 觀光系助理教授 楊惟涵 

美工系講師 郭小菁 食品系助理教授 陳姿利 
化材系副教授 胡義群 食品系助理教授 吳秋曄 
化材系講師 農婉清 應外系講師 蔡佩芬 

電資系助理教授 孫嘉宏 應外系講師 長安靜美 
電資系助理教授 王小滕 妝管系助理教授 孫昀妘 
電機系助理教授 吳坤祥 傳播系講師 陳正弘 

電機系講師 陳美慧 行銷系講師 林佳慧 
觀光系助理教授 張金文 通識中心講師 黃  娟 

 

※會議紀錄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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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 
 

八十八、十、二十  校務會議訂定 

八十九、十、五  校教評會修正 

八十九、十、十二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一、四、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第六條 

九十一、五、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第六條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東方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依「教育部獎助私立技專校院改善師資處理要點」、

「執行教育部獎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常門經費規定事項」及相關規定，運用

獎助經費（以下簡稱本經費）於增聘優良教師及提昇教師素質，以確實改善本校師

資。 
二、本經費使用範圍與分配比例： 

（一）增聘講師以上教師之薪資待遇（含薪俸及學術研究費）及學校人事費，至多

佔百分之七十。 
（二）獎助教師研究之經費，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至少佔百分之三十。 
三、本經費獲核配後，應在第二條所列兩項範圍內訂定年度使用預算提請學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行；各類獎助如有需要，得另定

相關作業要點。 
四、教師申請各項獎助應填妥申請表，檢附相關文件，經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提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辦理。教師參加研習有時效性之

案件，得事先經行政程序申請經校長核准後辦理，事後再提校教評會審議追認。 
五、依本辦法制定之相關作業要點，在經費中斷時，得停止實施。 
六、教師之受獎助金額每人每年以三十三萬元為上限。 
七、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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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教師專題研究作業要點 

           
八十八、十、二十  校務會議訂定 

八十九、十、五  校教評會修正 

          八十九、十、十二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三、二十一  校教評會修正第六條 

九十、四、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第六條 

九十、十二、二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第三、六、七、八條 

九十一、一、二  校務會議修正第三、六、七、八條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會評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配合本校中長期發展，鼓勵教師從事學術及實務性專題研究，以提升技職教學水

準，建立本校學術地位，特依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

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 

    （一）當學年度之新進專任教師。 

    （二）於上一年度曾向國科會、教育部等政府機構提出研究計畫申請，惟未獲通過

者。 

    （三）能同時提出產學研究計畫書（須擔任主持人）且成效優異之本校專任教師。 

三、獎助金額： 

（一）依計畫內容給予補助，分為三萬元及六萬元共二級，情況特殊者以專案方式

依相同程序辦理。 

（二）新進具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符合學校聘任不易之師資得在進入本校後之前三

年除根據（一）申請研究補助外，另得在研究計畫中申請研究主持費，每月

至多以五仟元為上限。 

（三）同一研究計畫若獲得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單位之補助者則不予補助。 

四、獎助名額：每年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於審定獎助經費之年

度使用預算時議定之。 

五、獎助項目：消耗性器材及其他與本專題研究之執行直接有關之費用（如藥              

品費、電腦使用費、貴重儀器使用費、問卷調查費、郵電費、國內差旅費、印刷費、

資料檢索費、論文發表費等），符合聘任不易之助理教授以上專任新進教師另可申

請研究主持費。 

六、計畫之申請及審核： 

（一）申請：計畫主持人研撰研究計畫書及填寫申請表（格式另定，人事室備索）

及已向外界申請之証明文件等資料，提請所屬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跨

系（科）之整合型研究向計畫主持人所屬系（科）提出。各系（科）應於公告期

限內將申請案移送技術合作處（以下簡稱技合處）彙整(逾期將不受理)。原則上

每年於一月份申請辦理。 

（二）審核：１、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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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階段：人文社會類科計畫三萬元以上、理工類科計畫六

萬元以上之計畫由教務處辦理外審（含經費預算）。外審之審

查費亦由教務處彙整造冊自同一經費勻支核銷。金額低於外審

規定之計畫，逕提第二階段審查。 

（2）第二階段：由技合處邀集教務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

系（科）主任及校教評會教師代表二人，由教務

長任主席，審議推薦獲獎人名單及獎助金額，教

師會得推派代表一人列席。 

２、覆核：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３、申請人不得積欠歷年研究成果報告。 

    （三）審核標準： 

    １、研究構想之實用性與可行性。 

    ２、研究之預期成果，於計畫中敘明係朝專利或發明方向規劃者，將

被優先考量。 

（四）審核結果公布：二月底前公布。若審核結果預算尚有剩餘金額，另行公告受

理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申請。 

七、計畫之執行： 

（一）經核定之研究計畫執行期限自一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二）計畫審核通過開始執行後，依行政程序申請經費撥付。 

（三）遇有計畫變更或中止時，均應報請校教評會通過；若計畫中止並須退回所領

之補助費。 

八、計畫結案： 

（一）經費結案手續須依學校會計結算規定期限前完成。 

（二）核可之研究計畫應於經費結案二個月內繳交研究報告一式三份至技合處，必

要時研究報告得申請延後二個月繳送。不繳交者除追回研究補助費外，二年

內不得再申請。又研究報告須依學校統一規定之格式撰擬及裝訂。 

（三）研究成果上網作業及成果發表由教務處負責。 

九、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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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教師參加研習及研討會作業要點 
        八十八、十、二十  校務會議訂定 

八十九、十、五  校教評會修正 
八十九、十、十二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一、十二、十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二、三、五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鼓勵本校教師參加學術研習及研討會，增進專業知識及實務經驗，改進教學水

準，或發表研究成果，提昇校譽，特依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

用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人員參加符合增進教學效益或與任教科目有關之研

習及研討會。 
三、申請獎助時應繳左列證件： 

（一）申請書乙份（格式另定，人事室備索）。 
（二）發表論文時應附論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影本、摘要，或全文影本。 
（三）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資料及其他有助審查資料。 

四、獎助範圍或項目： 
教育部主辦、委託辦理、政府相關單位或學術機構主辦委託之研習及研討會，補助

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及報名費。（依本校差旅費支給標準申請）。 
每人每年受獎助金額以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議定之額 
度為上限，惟經系(科)主任簽請校長核准之專案研習，得於該系(科)年度之 
教師研習預算額度內支應。 

五、獎助名額： 
（一）同一申請人在同一學年度內補助以不超過二次為原則，同一研習或研討會補

助不超過五人為原則。 
（二）論文係合著者，每一篇論文最多以補助二人為限。 

六、申請程序：應於會前經行政程序提出申請並經校長核准，事後由各系（科）彙整申

請表件及清單，交人事室提請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方得辦理核銷。 
(併同於每年固定之升等會期受理) 

七、申請人依規定完成報名手續，得以公假名義參加研習，並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妥請

假手續。 
八、未經行政程序核准而自行參加研習或研討會者，不得事後取據申請獎助。 
九、曾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補助金者，不得申請本項獎助。 
十、獎助款受領人應於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二週內，依規定程序檢據辦理核銷。 
十一、受獎助人應於會後核銷時限內提交所領取研習或研討資料及心得報告，呈閱後存

放各系（科）辦公室以供同仁參考。 
十二、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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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教師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 
          

             八十八、十、二十  校務會議訂定 
八十九、十、五  校教評會修正 

               八十九、十、十二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 為鼓勵本校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以促進研究新知交流，提高本校

學術地位，特依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人資格：本校服務滿一年專任講師以上教師並且在六週前事先向國科會（或教

育部）申請未獲通過且有証明文件者。 
三、 凡依據本要點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人員應於收到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後，在指定

申請截止日前持己申請未獲通過之證明文件向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 
四、 獎助範圍或項目： 

（一）往返機票等交通費用。 
（二）出國期間之生活費用。 
（三）出席會議之註冊費用。 

五、 獎助名額與金額：每名獎助總金額歐美地區以八萬元為上限，大陸及亞洲地區至多

獎助四萬元，其他地區獎助以六萬元為上限。實際獎助金額及名額每年由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於審定獎助經費之年度使用預算時議定之。 
六、 應備文件：申請者應備下列文件，送交人事室彙整呈核。 

（一）簽呈奉准之文件。 
（二）申請表乙份（格式另定，人事室備索）。 
（三）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之正式邀請函及論文被接受以本校名義 

第一順位發表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擬發表之論文摘要及論文全文影本。 
（五）會議日程、地點、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六）向國科會（或教育部）申請補助之申請書及核定結果之公函影本。 

七、 各申請案審查，核准原則為： 
（一）申請人資格及條件。 
（二）參加國際會議之性質、規模及學術上之重要性。 
（三）所提論文係以本校名義發表。 
（四）同一申請人在同一學年度以申請獎助一次為原則。 
（五）論文係合著者，每一篇論文以獎助一人為限。 
（六）若申請者已接受國科會（或教育部）以外其他單位獎助，不得再接受本項獎

助。 
八、 申請案應依學校規定流程初審並經校教評會覆核。 
九、 經核定獎助者於出國時自行墊付各項獎助經費，俟返國後一個月內，依照本校差旅

費支給標準連同向國科會（或教育部）及本校檢據報銷申請歸墊。 
十、 受獎助人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向人事室提送出國開會心得報告，並得撰寫專文優先

發表於本校「東方學報」。 
十一、 受獎助人在未繳交報告前，暫不受理其出席會議申請案。 
十二、 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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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補助各單位辦理教學暨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 
 

八十九、十、五  校教評會訂定 

八十九、十、十二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鼓勵本校各單位辦理區域性或全國性教學暨學術研討會，以增進教學知能，改進

教學，提升本校學術水準，特依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

訂定本要點。 

二、研討內容：應以各單位改善教學及相關題材研究為範圍。 

三、補助範圍或項目：講座鐘點費、印刷費、材料費等。 

四、申請與審核程序：原則上應於研討會辦理日期三個月前，將計畫申請書（格式另定，

人事室備索）一式二份提經系（科）務或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送交人事

室彙整提呈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查。 

五、補助金額：視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核撥情形及辦理性質而定。 

六、研討會辦理時間：於獎助經費年度之十月底前辦理完畢。 

七、補助款應依規定支用，如有餘款應即繳回。 

八、研討會辦理結束後半個月內，受補助單位應編撰研討資料及成果報告一式二份送人

事室備查。 

九、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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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教師發表論文作業要點 

八十八、十、二十  校務會議訂定 

八十九、十、五  校教評會修正 

八十九、十、十二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三、二十一  校教評會修正第七條 

九十、四、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第七條 

九十一、四、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第三、八條 

九十一、五、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第三、八條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鼓勵本校教師發表論文，以提升本校學術地位，特依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

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三、論文獎助金類別： 

    （一）凡以本校名義申請之專利並獲通過者，除全額補助專利申請費用外，每項發

明專利獎助至多參萬元，「新式」及「新式樣」專利至多獎助貳萬元（同一

項專利分別向不同國家申請限擇一種申請獎補助）。 

（二）凡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國際性學術論文 Full Paper 獲專業期刊登錄者（相當於

SCI Expanded、SSCI 等級），經審核後每篇至多頒發肆萬元整。 

    （三）凡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國際性學術論文 Full Paper 獲專業期刊登錄者（相當於

EI 等級），經審核後每篇至多頒發貳萬元整。 

    （四）凡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論文於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發表或國際性之專業期刊

收錄者，經審核後每篇至多獎勵肆仟元整，本級獎勵每人每年最多以貳萬元

為限。 

    （五）凡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論文於非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發表或國內之專業期刊

收錄者，經審核後每篇至多獎勵貳仟元整，本級獎勵每人每年最多以壹萬元

為限。 

    （六）凡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論文於學報或會刊登錄者，經審核後每篇至多獎勵

壹仟元整，本級獎勵每人每年最多以壹萬元為限。 

＊上述獎金之頒發，若專利或論文由二人合著，則排名首者佔 2/3，後者佔

1/3，若專利或論文由三人（含）以上合著，則排名首位者佔 1/2，其餘者

平均；惟獎勵對象均以本校教師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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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第（一）（二）（三）類獎助之教師，如於次學年度內離職，則需先繳

回受獎助之金額。 

四、獎助名額：每年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於審定獎助經費之年

度使用預算時議定之。 

五、申請獎助之論文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申請人以服務本校名義發表之論文。 

    （二）論文應於獎助年度前二年內發表。 

    （三）以未接受任何刊登獎助或補助者為限。 

六、申請手續：申請人應填妥申請表（格式另定，人事室備索），檢具論文原刊登期刊

（或論文集）之抽印本或影印本，惟以影印本申請者，需另附期刊（或論文集）封

面及目錄共二份，提經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於公告受理期間內向

人事室提出申請。 

七、審核作業： 

    （一）初核：由教務長召集技術合作處處長、系（科）主任及校教評會教師代表二

人審議推薦獲獎人名單及獎助金額。 

    （二）覆核：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八、獲獎之論文由教務處集結成冊存圖書館，論文目錄上網公布及成果發表由教務處負

責。 

九、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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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作業要點 

           
九十、三、二十一  校教評會訂定 

九十、四、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配合本校中長期發展，鼓勵教師進修研究，辦理升等送審，以改善師資結構，特

依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師以上教師。 
三、獎助金額：升等送審之審查費及審查人交通費依實際聘請人數核給。 
四、獎助名額：每年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於審定獎助經費之年

度使用預算時議定之。 
五、獎助範圍或項目： 
    （一）審查費： 

每位審查人三千元。以著作送審者，得依實際送審情形至多申請三人次為

限；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者，得申請四位審查人之審查費。 
    （二）審查人交通費： 

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者，得同時申請審查人之交通費（依本校之差旅支給

標準給付）。 
六、申請獎助時應繳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乙份（格式另定，人事室備索）。 
（二）送審著作、作品及成就證明文件影本、摘要，或全文影本，及同意外審之校

教評會會議紀錄影本。 
七、獎助之申請及審核： 

（一）申請： 
升等送審人填寫申請表，提請所屬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將申請案

移送人事室彙整。 
（二）審核： 

１、初核：由教務長召集系（科）主任及校教評會教師代表二人審議，推薦

獲獎助人名單及金額。 
２、覆核：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八、獲獎助人應依行政程序申請經費撥付。 
九、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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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教師改進教學作業要點 

       八十八、十、二十  校務會議訂定 
八十九、十、五  校教評會修正 

          八十九、十、十二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三、二十一  校教評會修正第九條 

九十、四、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第四條、第九條 

九十一、四、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第三、五、十一條 

九十一、五、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第三、五、十一條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修正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本校專任師資素質，改進教學水準，特依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

質經費使用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人員。 

三、獎助範圍或項目： 

（一）著有專書或自製、設計教學設備或教學媒體、教材，有助改進教學。 

    （二）以本校名義執行教育部有關教學設備改進專案等，參與計畫人員未支領薪資

或補助者。 

    （三）以本校名義指導學生專題製作成果參加各公私立機構團體所舉辦比賽者。 

四、申請前項各款獎助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著作、作品或計畫以在獎助年度前一年內已出版（刊）或完成者為限。 

（二）曾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獎（補）助金者，不得申請本項獎助。 

五、獎助金額： 

（一）著有專書或自製、設計教學設備或教學媒體、教材： 

每件獎勵參仟元至伍仟元。 

    （二）執行教育部有關教學設備改進專案： 

經審核後獎勵計畫總金額的 2%，但最高以捌萬元為上限。 

    （三）指導學生專題製作成果參加比賽： 

          其所參加為國際性活動者，則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名次，經審核後

最高分別給予陸萬元、肆萬元、貳萬元的獎勵金；其所參加為全國性活動者，

則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名次，經審核後最高分別給予參萬元、貳萬

元、壹萬元的獎勵金；其所參加為縣市級以上（含縣市級）地方性活動者，

則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名次，經審核後最高分別給予肆仟元、參仟

元、貳仟元的獎勵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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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獎勵金之頒發，同一案擇一條例獎勵，不可重複申請。至於其國際性、全國

性與地方性之認定需由教務長召集系（科）主任及校教評會認定之。 

六、獎助名額：每年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於審定獎助經費之年

度使用預算時議定之。 

七、申請時間：每年辦理一次，申請日期另行公告。   

八、申請程序：每一人填妥申請表（格式另定，人事室備索）一份，檢附相關資料文件，

提經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呈核。 

九、審核程序： 

（一）初核：由教務長召集系（科）主任及校教評會教師代表二人審議，申請人現

場展示說明其成品後，推薦獲獎人名單及獎助金額。 

（二）覆核：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十、各項獎助經費之核支，獎助款受領人應依規定程序申請核撥。 

十一、獎助款受領人須將計畫執行成果及相關資料文件乙份，送交教務處集結成冊存圖

書館，執行清冊上網及成果發表由教務處負責。 

十二、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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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教師研究暨創作作業要點 
 

九十一、九、十三 校教評會訂定 

九十一、九、二十五 校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鼓勵本校專任教師積極從事研究與創作，以提昇本校學術地位，增進校譽，特依

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人員。 

三、獎助範圍或項目： 

    （一）以本校名義執行國科會、教育部或產學合作等研究或專案計畫，計畫主持人

並未支領研究費者。 

    （二）以本校名義參加國內外公私立機構所舉辦創作比賽得獎或入選展示發表者。 

四、申請前項各款獎助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計畫或作品以在獎助年度前一年內已出版（刊）或完成者為限。 

    （二）曾接受其它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獎（補）助金者，不得申請本項獎助。 

五、獎助金額： 

    （一）以本校名義執行國科會、教育部或產學合作等研究或專案計畫，經審核後獎

勵計畫總金額的 3%，最多以貳萬元為上限。 

    （二）以本校名義參加比賽獲獎者，其所參加為國際性活動者，則依第一名、第二

名、第三名的名次，經審核後最高分別給予陸萬元、肆萬元、貳萬元的獎勵

金；其所參加為全國性活動者，則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名次，經審

核後最高分別給予參萬元、貳萬元、壹萬元的獎勵金；其所參加為縣市級以

上（含縣市級）地方性活動者，則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名次，經審

核後最高分別給予肆仟元、參仟元、貳仟元的獎勵金。 

    （三）以本校名義參賽入選展示、發表者，其所入選為國際性活動者，經審核後最

高予以壹萬元的獎勵金，為全國性活動者，經審核後最高予以參仟元的獎勵

金，為縣市級以上（含縣市級）地方性活動者，經審核後最高予以壹仟元的

獎勵金。 

        ＊上述獎勵金之頒發，同一案擇一條例獎勵，不可重複申請。至於其國際性、

全國性與地方性之認定需由教務長召集系（科）主任及校教評會認定之。 

六、獎助名額：每年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於審定獎助經費之年度

使用預算時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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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時間：每年辦理一次，申請日期另行公告。 

八、申請程序：每一人填妥申請表（格式另定，人事室備索）一份，檢附相關資料文件，

提經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呈核。 

九、審核程序： 

    （一）初核：由教務長召集技術合作處處長、系（科）主任及校教評會教師代表二

人審議，推薦獲獎人名單及獎助金額。 

    （二）覆核：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十、各項獎助經費之核支，獎助款受領人應依規定程序申請核撥。 

十一、獎助款受領人須將計畫執行成果及相關資料文件乙份，送交教務處集結成冊存圖

書館，執行清冊上網及成果發表由教務處負責。 

十二、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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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行政人員參加電腦研習作業要點 

          九十、十二、十二   行政會議訂定 

          九十一、九、十   行政會議修正第四、七條 

 

一、為增進本校行政人員電腦能力，加速提昇本校校務行政電腦化，特依據「九十一年

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伍」訂定本

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行政人員。 

三、申請獎助時應繳下列證件： 

（一）申請書乙份，格式如附件； 

（二）研習修業證明； 

（三）報名費、講義費收據； 

（四）心得報告。 

四、獎助範圍與項目： 

以參加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主辦之電腦研習班為限： 

（一）同一申請人一年內獎助以二次為限； 

（二）補助報名費、講義費； 

（三）研習成績優良且請假時數不超過課程總時數 15﹪者，得於研習結束後之寒、

暑假期間申請休假三日，惟不得連續補休。 

五、獎助名額與申請程序： 

研習獎助名額應於報名前由單位主管統一向人事室提出，研習結束後依行政程序申

請獎助，事後提請行政會議審議追認。 

六、曾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補助金者，不得申請本項獎助。 

七、獎助款受領人應依規定程序檢據申請，各單位應合併送件。核銷清冊由推廣教育中

心統籌辦理。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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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技術學院獎助行政人員參加研習作業要點 

                                                 

九十五、一、十一  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為鼓勵本校行政人員參加與業務相關之國內研習，以充實專業知能、提升服務效率，

落實終身學習理念，特依據「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行政人員。 

三、申請獎助時應繳下列證件： 

（一）申請書乙份，格式如附件； 

（二）經校長核准參加研習之簽呈； 

（三）研習修業證明及相關單據； 

（四）心得報告。 

四、獎助範圍或項目： 

（一）參加教育部主辦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習（討）會或政府指定之教育訓

練：得補助交通費、住宿費、膳什費、報名費及註冊費。（依本校國內

差旅費標準辦理） 

（二）修習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開辦與承辦業務相關之進修課程費用。 

每人每年受獎助金額以行政會議議定之額度為上限，惟經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准之

專案研習，得於該單位年度之行政人員研習預算額度內支應。 

五、審核原則： 

（一）所參加研習（討）會或教育訓練之性質與所任職務之相關性。 

（二）申請人近年服務績效、發展潛力。 

（三）同一申請人於同一年度內申請獎助以二次為限。 

前項第三款之獎助次數，不含奉校長指派出席參加之研習（討）會或教育訓練。 

六、申請程序： 

應於會前經行政程序提出申請並經校長核准，研習結束後二週內填寫獎助申請表，

交人事室提請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方得辦理核銷。 

七、申請人依規定完成報名手續，得以公假名義參加研習，並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妥請

假手續。 

八、未經行政程序核准而自行參加研習者，不得事後取據申請獎助。 

九、曾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補助金者，不得申請本項獎助。 

十、受獎助人應於會後核銷時限內提交所領取研習或研討資料及心得報告，呈閱後存放

各單位辦公室以供同仁參考。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之經常門項目提撥支應，最高以百分之

五為限。各單位應依業務發展及所屬人員培訓計畫，於每年一月底前進行需

求預估，提交人事室彙整於提報年度支用計畫時，送請學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

費專責小組進行審議。 

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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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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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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0,355 ＄14,321,553 ＄29,091,908 ＄2,909,191 ＄32,001,099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 60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 40  ﹪）

金額 ＄8,862,213 ＄8,592,931 ＄1,745,515 ＄5,908,142 ＄5,728,622 ＄1,163,676

合計 ＄19,200,659 ＄12,800,440 

占總經

費比例 60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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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5,144 71.41﹪ ＄1,745,5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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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0,000 25.44﹪ ＄0 0﹪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 
＄400,000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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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0.86﹪ ＄0 0﹪ 註五 

合計 ＄17,455,144 100﹪ ＄1,745,5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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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039 研究   10.81﹪ 研究＄ 研究      ﹪

研習   ＄1,160,835 研習    9.98﹪ 研習＄ 研習      ﹪

進修    ＄602,505 進修    5.18﹪ 進修＄ 進修      ﹪

著作    ＄530,183 著作    4.56﹪ 著作＄ 著作      ﹪

升等送審＄220,919 升等送審 1.90﹪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

改進教學＄386,664 改進教學 3.32﹪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

編纂教材 ＄50,000 編纂教材 0.43﹪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

製作教具 ＄15,000 製作教具 0.13﹪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

﹪以上） 

 

合計＄4,224,145 合計 36.30﹪ 合計＄ 合計    ﹪

分配原則： 
1.現階段以鼓勵教師執行研究計劃、在職進修

為主，此二子項約佔項目（一）經費之 44.05

﹪，期鼓勵現有教師累積研究成果以增進
論文之發表、辦理內部升等以提升高階師

資結構。 

2.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五子項約佔項目（一）經費之 28.47

﹪，若教師申請情形踴躍而致經費不足，另

籌學校經費支應。 
3.研習子項約佔項目（一）經費之 27.48﹪，

內含教師參加研習、各單位辦理研討會二部

分，分配優先次序較其他子項為後，若經費
支用不足則以學校經費支應。 

審查機制： 

1.經費分配經校教評會、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各子項實際執行情形依據校訂相關作業要

點辦理，皆須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核銷，

專題研究訂有外審制度。 
3.經費之結案提經經費稽核會審查。 

4.專責小組委員與經費稽核會委員不重疊。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占經常

門經費 5﹪

以內） 

＄150,000 1.29﹪ ＄    ﹪

分配原則： 
現階段以鼓勵行政人員參加電腦研習、行政

業務研習，以達成校務行政電腦化、行政人

員業務能力為目標。依規定每人每年得申請
二次獎助。 

審核機制： 

1.經費分配經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實際執行情形依據校訂相關作業要點辦

理，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核銷。 

3.經費之結案提經經費稽核會審查。 

三、其他 

＄7,262,619 62.41﹪ ＄1,163,676    100﹪

分配原則： 

1.依據本校調增科班情形，各系（科）預估擬

增聘師資人數，編列其薪資，95 年度預計
增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3 人。 

2.扣除增聘師資薪資後，所餘用於現有教師薪

資。 
審查機制： 

1.經費分配經校教評會、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增聘教師作業依據校訂教師聘任辦法辦理。
3.經費之結案提經經費稽核會審查。 

總計 ＄11,636,764 100﹪ ＄1,163,6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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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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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資本門預期成效 

食品科技系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改善實驗室 
基本設備 

 標準低壓層析系統 

從生物體中分離出的蛋

白質，在食品醫藥及化妝

品上具有多種功能，為附

加價值極高的物質。低壓

層析系統為蛋白質分析

純化的必備工具，可提供

師生實做經驗，並回收及

純化高價蛋白質及酵素。 

生技中心 
486,000 元 

添購基本設備 

 六孔加熱爐 
 消毒櫃 
 三位數電子分析天

平 
 溫控器含感溫棒 
 擂潰機 
 高速均質機 
 4 尺透明冰箱 
 恆溫水槽 

1. 分析天秤用於分析化

學、儀器分析、綜合

化學及有機化學之稱

重、分析等學生實習

課程。 

2. 改善學生食品加工等

實習設備，逐步提昇

為四技實習教室。 

3. 提供學生專題實作經

驗。 

實驗室 
718,000 元 

擴充食品分析實

驗設備，並申請

設立考場 

 低溫恒溫循環水槽 
 低溫振盪培養箱 
 水流抽氣幫浦  
 氮氣瓶(附流量計) 
 4 位電子天秤 
 烘箱 

1. 本系規劃之重點實驗

室。 
2. 強化大學部及專科部

學生食品檢驗技能，

提升教學品質。 
3. 增加設備，以提供為

食品分析檢驗考場需

求。 
4. 提昇畢業就業能力，

在檢驗機構、食品公

司或藥廠從事檢驗分

析工作。 
5. 預計於本年度提出考

場申請。 

實驗室 
28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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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工藝系 

項目 
重點發展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新增動畫製作中

心設備 

 提昇學生動畫製作之設

備。 

 高階繪圖工作站 

 彩色液晶顯示器 

 彩色大型輸出設備 

 3D 動畫軟體 

 特效軟體 

 轉檔軟體 

 專業 DVD 製作軟體 

 資料檔案儲存系統 

 網路交換器 

 穩壓器 

 電腦桌椅 

 機櫃 

 雷射切割機 

 個人電腦 

 AO 大尺寸繪圖機 

1.發展系科重點特色 

2.提供學生對動畫製作

的實務經驗 

3.配合大學部及專科部

教學課程 

 

動畫製作 

中心 

產品教室 

3,095,000 元

 

流行設計系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新增陶藝教室設

備 

 真空煉土機 
 磨釉機 
 泥漿攪拌機 
 注漿台及激瓦斯乾燥

管 
 石膏真空攪拌機 
 石膏車模機 
 半自動碗盤成形機 
 成形（鏇坏）機模具 
 工作台 

1. 流行設計系相關課程

名稱及陶藝教學設備 

2. 預期可達到陶瓷產品

製程技術實習及實品

生產之效能 

陶藝教室 
55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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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新增玻璃教室設

備 

 光合 VT-2H 側開式玻璃

電窯 

 光合 VT-2T 徐冷槽工作

檯 

 光合 SRG-101 側開式玻

璃電窯 

 光合 SRG-104 上開式玻

璃電窯 

 光合 SRG-103 垂直升降

式電窯 

 尚柏 TM-S-3S 小型噴砂

機 

 尚柏 TM-S-5F 中型噴砂

機 

 協達平台式研磨機 

 協達平台式拋光機 

 協達直立輪鑽石切割機

 Glass star G-12 鑽石磨

頭磨邊機 

 Glass star -G9 桌上型磨

邊機 

 TAURUS 3 Ring Saw 鑽

石線鋸機 

 玻璃樣品組 

 彩色融合玻璃組 

 儲藏櫃 

1. 本玻璃教室設備規劃

具備業界熱溶玻璃加

工標準作業流程之所

需，使學生在熱溶玻

璃加工領域有最完整

之認識。 

2. 本玻璃教室設備規劃

除了熱溶玻璃加工之

所需更具備作品展示

之機能。 

玻璃教室 
1,094,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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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新增金工教室設

備 

 電腦後控高溫爐 

 8x8 大型壓模機 

 微電腦智慧型真空注

腊機 

 真空注腊機適用真空

幫浦 

 調壓注腊送模機 

 手動抽線機 

 小型鑽孔機 

架構本系發展方向配合產

學需求增加學生實作技能

達到產學合一之目的 

金工教室 
302,300 元 

新增產品教室設

備 

 平縫車—單針 

 平縫車—單針綜合送 
增進學生產品實作能力 

產品教室 
47,000 元 

 

室內設計系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新增電腦繪圖設備 
 桌上型電腦 

 列印輸出設備 

協助新設室內設計系電

腦 輔 助 設 計 之 課 程 規

劃，訓練學生就業前端

之專業技能養成。 

電腦繪圖專業

教室 

1,000,000 元 

 

行銷與流通系 

項目 
重點發展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更新/改善 

商業自動化實驗

室設備 

 商業自動化實驗室電

腦更新 40 台 

 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 

提昇現有企業資源管理

(ERP)系統,企業經營競賽

系統,供應鏈管理系統,顧

客關係管理(CRM)系統,

物流管理系統之實習與

使用 

商業自動化

實驗室

1,0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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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與材料工程系 

項目 
重點發展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增加/改善 
化學技術實習室 

氣體層析儀 

1. 發展系科重點特色 

2. 配合儀器分析、物理化

學及化學技術實習等

四技重點課程之研究

實習 

3. 提 昇 特 用 化 學 品 合

成、空氣污染防治、水

樣檢測等研究工作之

進行與品質 

4. 建立生物技術及化工

產品研發 

5. 提昇實驗室教學及研

究層級 

Q0304 
510,000 元 

 

增加化工技術實

習室 
限制性氧指數室 

1. 發展系科重點特色 

2. 配合高分子實務及化

工技術實習等四技重

點課程之研究實習 

3. 建立材料及化工學術

與工業產品研發的能

量 

4. 強化研製開發奈米材

料之設備 

5. 增進本系學生之專題

研究能力與論文品質 

6. 提高與業界建教合作

之機會 

Q0204 
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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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資訊系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建立薄膜製作與

量測特色實驗室 

 濺渡系統膜厚計 
 光學式奈米薄膜厚度

測量設備 

1.維持教學環境品質 
2.強化大學課程之實務性 
3.提升研究能量 

薄膜製程實

驗室 
726,000 元 

強化 DSP 特計實驗

室能量 

 嵌入式 PSP+ARM 發展

機板 
 通訊模組

Communications Suite 
 手持式 PDA 發展平台

1.增設本系開課計畫之課

程需要相關研究設備 
2.開發嵌入式系統 
3.配合單晶片程式設計,做

高階應用 
4.維持教學環境品質 
5.強化大學課程之實務性 
6.手持式電子產品專題製

作 

DSP 實驗室

486,000 元 
 

新增改善高階量測

設備、軟體 

 光學量測系統 
 通信電子技術實驗器 
 虛擬電腦教學系統 
 無線網路傳輸系統 
 光學薄膜電子元件 

設計模擬軟體 
 精密切割機 

1. 充實教學及研究的深度 
2. 強化大學課程之實務性 
3. 維持教學環境品質，強

化大學課程之實務性,提
升學生專題製作之領域 

4. 提升本系學生證照比例 
5. 使學生了解無線傳輸與

PDA 程式設計方式及方

法 
 

高頻量測實驗

室＆電腦輔助

設計實驗室 

1,240,0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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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增購電力電子

實驗設備 

電力電子為電機（科系所）

的重點技術學門，是所有各

類產業機器的動能核心，故

建立電力電子實驗設備是

電機系，克不容緩的重點工

作之一，本階段主要在擴充

基礎實驗設備的量能。同時

發展智慧型電力電子，將數

位控制技術引進利用

MaTlab 的 Real-time control 
技術提昇電力電子觸發信

號的速度及電力開關的能

力切換。本階段所需設備如

下： 
 穩壓器 AVR 
 3φ半控式電力轉換器 
 3φ全控式電力轉換器 
 3φ Y 接交流電壓調整

器 
 3φ △接交流電壓調

整器 
 高階電力電子控制系

統 
 AD/DA 伺服控制卡 
 MATLAB 相關控制軟

體(單機版) 
 數位控制資料處理操

作平台 
 

1.提昇實驗設備擁有率： 
學生實習使用設備比

率提昇，學生上實習課

擁有必要之設備，以配

合授課老師教學內容。 

2.設備完整多樣化： 
設備內容具電動機控

制概況之完整性，學生

所學內容將具多樣化

及完整性。 

3.提昇教學及研究品質： 
本設備規劃兼具教學

及研究，以教學為主、

教師研究為輔。 

4.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為本科既定

發展特色之一，學生可

利用本實驗室相關設

備從事專題製作，加速

提昇專題製作水平。 

5.落實產學合作計劃： 
教育部及勞委會正積

極 推 動 產 學 合 作 計

劃，本科系可利用相關

實驗室設，對外爭取產

學合作計劃，服務產業

界，提昇學校回饋社會

之公益形象，未來路竹

園區將成立，更可與園

區廠商進行研發合作

計劃。 

K0004 
1,1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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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事業系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所 需 設 備 
預  期  效  果 

存放地點及

總經費 

數位化語言教學

系統 

 多媒體語言教學系統（含

虛擬語言學習系統、音訊

處理器、耳機麥克風）

 學生電腦 

1. 數位化語言視聽設備

可協助解決教學資源

不夠多元，以及學生程

度落差太大所造成教

學上的問題。對教師來

說，傳統教學常用的軟

體，如錄影帶、錄音帶

等，都可以數位化，再

進行資源整合與編輯

的工作，使教材更多樣

化，更符合生活與應用

性。 

2. 數位化設備的共容性

與彈性，也可提供教師

一個自由發揮創意的

空間，設計符合學生不

同需求的教材。 

3. 對學生來說，互動式的

教學軟體可以讓每位

學生有實際練習的機

會，老師的教學可以是

引導式的，以學習者為

中 心 的 (learner 

centered)，協助學生找

到知識、解決問題。學

生也可在課堂外，利用

自己的時間作更多的

學習與練習。 

8F 語言教室

6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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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所 需 設 備 
預  期  效  果 

存放地點及

總經費 

新增旅運票務設

備  個人電腦 

1. 提供學生學習與實際

操作旅館作業系統、遊

程安排系統、與民航業

務系統使用，建立學生

觀光實務作業能力。 

2. 原旅運票務實習教室

內電腦不足，不敷學生

實習課時實際操作旅

運與票務軟體使用、為

提昇教學品質，擬增購

個人電腦 8 套，共學生

實習使用。 

八樓旅運票務

200,000 元 

 

 

應外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增 加 / 改 善

數位教室設

備 
 

 數位錄音主機 
 聲音辨識軟體(含操作介面硬體設

備) 
 影音矩陣控制器(環境設備控制

器) 

1. 發展系科重點特

色。 

2. 配合學生數位與

語言互動功能。 

3. 配合全民英檢模

擬。 

4. 配合本系日文檢

定模擬測試 

5. 提升全民英檢模

擬測試 

數一、數二

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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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新增化妝品科技中

心設備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皮膚彈性測定儀 
 倒立顯微鏡 
 天平 

1. 提供學生儀器分析

的實際操作。 

2. 加強學生化妝品調

製檢驗實驗學習素

養。 

3. 提昇教學效能。 

4. 提昇產學合作，改

進化妝品廠商化妝

品品質，輔導提昇

化妝品檢驗技術。 

5. 協助化妝品廠商化

妝品安全性及有效

性評估之認証。 

化妝品科技中

心：化妝品檢驗

實驗室，化妝品

科技研究室 
1,,060,000 元 

 

 

傳播藝術系 

項目 
重點發展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增加數位影

音製作設備 

增購數位影視製作系統，以強化本

系暨本中心在影視製作系統完整

之架構，並使專科部與大學部在製

作設備使用級次上有所區別。所需

設備如下： 

 專業攝影機-PD170(含完整週

邊) 

1. 提升教學品質。 

2. 建構 95 學年度傳

播藝術系四技部

所需專業系統。 

3. 提升本校畢業生

就業競爭力。 

4. 與業界建立教學

合作契機。 

傳播系剪接室

6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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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發展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新增數位影

音製作設備 

新購數位後期影像成音系統，以強

化本系暨中心在影視後製作系統

完整之架構。所需設備如下： 
 影片審視播送系統(含完整週

邊) 
 

1. 提升教學品質與

學生創作作品審

視機制。 
2. 建構 95 學年度傳

播藝術系四技部

所需專業系統。 
3. 提升本校畢業生

就業競爭力。 

傳播系器材室

260,000 元 

現有硬體設

備升級 
 舊有非線性剪輯系統硬體設

備升級 

現有硬體設備與升

級後之剪輯軟體搭

配，增進剪輯效能與

學生實習成效 

傳播系剪輯室

250,000 元 

通識中心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新增全校 
網路教學錄製軟體 

 遠距教學設備

AniCAM 
 遠距教學設備 
ViewletBuilder 

1.配合大學及專科部教

學課程。 
2.學生所學內容將具多

樣化及完整性。 
3.學生可多次上網，多次

學習。 
4.師生之間的互動不受

時空限制。 
5.使用 ViewletBuilder 可

以快速又簡單的製作

出多媒體的 Flash 動

畫（我們稱之為

Viewlet）。 
6.它可以用來展示軟體

與系統的操作教學。 
7.ViewletBuilder 完美的

輸出品質、很小的檔案

尺寸、支援串流的技

術、容易的使用方法。 

圖資中心 
資訊組 
26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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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中心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效果 

存放地點及總

經費 

第二期多媒體中心

自動化系統工程 
 媒體素養研討室設

備。 

增進多媒體中心設備以

輔助讀者研究與教學及

因應日益擴展的非書媒

體館藏及使用者之強烈

需求 

圖資中心 
1,740,000 元 

書刊  中文圖書、期刊 
教學研究使用及擴充館

藏資源利用。 
圖資中心 

2,700,000 元 

 

 

 

環安組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增加緊急及檢查偵

測設備 

 四用氣體偵測器 
 綜合熱指數分析儀

 空氣品質檢知管 

預防災害使災害降為最

低 
環安組 

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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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訓輔） 

項目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吉他社設備 

 YAMANA 混音器

MG8/2FX  1 具 
 YAMANA 電木吉他

CPX8 1 把 

吉他社練習及演奏樂器 
吉他社 

30,500 元 

衛保義工社設備 
 背袋式氧氣組及手

動式抽取器 1 組。 
衛保義工急救訓練用 

衛保組 
14,000 元 

志工社設備  無線擴音機 1 組 志工社辦理活動時使用 
志工社 

35,000 元 

管樂社設備 
 立奏鍾琴及腳架 1

組 
管樂社練習及演奏樂器 

管樂社 
38,000 元 

桌球社設備 
 發球機 1 台 
 桌球桌 2 桌 

社員練習及比賽用 
桌球社 

70,000 元 

排球社設備 
 體育館球網 1 套 
 排球柱及球網 

社員練習及球場四周防

護 
體育組 

142,500 元 

跆拳社設備  跆拳比賽計分器 
跆拳道社團練習及正式

比賽用計分器。 
跆拳社 

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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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預期成效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期實施成效 

1 進修 
留職停薪進修      7 人

在職進修          8 人

95 年度預計有 5 位教師可取得博士學

位，可提高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 

2 研究 
專題研究         29 案

國科會等計畫     27 案

 期可再提昇教師研究風氣，並激勵

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或產學合作計

畫之意願。 
 研究成果預估發表研究論文 40 篇 

3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22 人次
預估通過助理教授以上資格審定 7 人，

提高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至 36.6%。

4 著作 發表著作       68 人次

本校於 95 年度再次修訂本項獎助作業要

點，新增發表專利之獎勵，預期 95 年度

會有更多教師受到鼓舞，發表優良論文

或專利，提昇校譽，並儲備升等能量。

5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案     21 人次

改進教學獎助案含教材、媒體、專書、

改進教學設備案等，皆可使學生實際受

惠。 

6 研習 
參加研習      155 人次

辦理研討會     24 場次

 預期有半數教師將運用本項獎助出

席研討會或研習會，增進專業與教

學知能，使自身及學生皆受益。 
 預期本校各系（科）及通識教育中

心將舉辦研討或研習會，以達與他

校教師學術交流之目的。 

７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7 件 
專書獎助鼓勵教師自行出書可使學生實

際受惠。 

８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3 件 
含教材、媒體案等，皆可使學生實際受

惠。 

9 行政人員研習 電腦研習       35 人次

全面提昇本校行政人員電腦作業能力至

丙級技術士水準，文書作業能以電腦為

之。 

10 其他 
增聘師資         3 人 
現有師資         9 人 

如可聘足預估人數，且現有師資不流

失 ， 則 助 理 教 授 以 上 師 資 比 例 可 達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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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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低壓層析系統 控制器.PUMP.檢測器.分液收集器.軟體．穩壓器 1 485,000 485,000 教學用 食品科技系

2 六孔加熱爐
KJ-6、材質外殼全不鏽鋼板製、每組個可附可條高低溫度控

制、溫度範圍400度C 2 14,000 28,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3 消毒櫃
LESC-126，220V，包含籃框紫外線燈，溫控控制器，

PTC加熱器組
1 55,000 55,000 中餐教室

實習
食品科技系

4 三位數電子分析天平 GX-400，秤重範圍0~410g 6 29,000 174,000 教學用 食品科技系

5 溫控器含感溫棒
溫度範圍0~400度、控溫方式：PID自動及人

工演算方式
8 10,000 80,000 教學用 食品科技系

6 擂潰機 69*37*56cm，1hr產3-5kg 2 96,000 192,000 食品加工 食品科技系

7 高速均質機 全套包括1.主機 2.DS-20/PG SMR 3.DS-5/K 1 85,000 85,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8 4尺透明冰箱 1260寬*2070高*深800m/m、微電腦全自動控制器 1 43,000 43,000 烘培實習 食品科技系

9 恆溫水槽 BH-230 2 12,500 25,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10 低溫恒溫循環水槽 BL-710 1 44,000 44,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11 低溫振盪培養箱 MCHUNG AHUAN 72L 1 44,000 44,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12 水流抽氣幫浦 4 10,000 40,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13 氮氣瓶(附流量計) (氮氣用)1分鐘/1L 4 10,000 40,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14 4位電子天秤 小數點4位 2 35,000 70,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15 烘箱 內部尺寸W300*D300*H300m/m 2 10,500 21,000 食品分析

考場
食品科技系

16 動畫製作教室設備 1 教學用 美工系

東方技術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九十五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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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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技術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九十五年度)

16-1 高階繪圖工作站 512M/80GB/128顯卡/16DVD RW 5 52,800 264,0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2 彩色液晶顯示器 WACOM Cintiq  21吋 5 107,360 536,8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3 彩色大型輸出設備 HP DESIGNJET 5500PS 1 704,000 704,0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4 3D動畫軟體 3DS  MAX 8 5 25,460 127,3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5 特效軟體 Combustion 4 5 9,680 48,4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6 轉檔軟體 Cleaner XL 5 14,900 74,5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7 專業DVD製作軟體 Adobe Encore DVD 2.0 5 10,100 50,5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8 資料檔案儲存系統 NAS Storage 8200R+8顆250GB HDD 1 140,800 140,8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9 網路交換器 D-LINK DES 3526 24埠 2 23,700 47,4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10 機櫃 含IP分享 網路佈線 1 29,000 29,0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11 電腦桌椅 5 5,500 27,5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12 廣播教學 外接式架構 1 61,600 61,6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13 筆記型電腦 ASUS W2000 DVDRW 1 83,600 83,6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14 穩壓器 20KVA 1 87,000 87,0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15 多功能複合機 彩色噴墨  EPSON CX4100 1 8,800 8,800 教學用 美工系

16-16 雷射印表機 黑白雷射 HP LJ-1022 1 8,800 8,800 教學用 美工系

17 雷射切割設備 1 教學用 美工系

17-1 雷射切割機
LEE  RF25  914.4*609.6mm  64Mega  Bytes
1524mm/ses(60inch/sec) 1 530,000 530,000 教學用 美工系

17-2 個人電腦
P4-3.2G/1024MB/250GB/19"LCD含Auto CAD等軟

體
1 100,000 100,000 教學用 美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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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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技術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九十五年度)

18
Limiting Oxygen Index

Chamber(限制性氧指數室)

O2/N2 流量計(含針閥)誤差±0.5%, Twin gas pressure gauge(0-
100 psi),Glass Bead Bed, Rigid and Non-rigid Specimen Holder 1 276,000 276,000 教學研究 化材系

19 氣體層析儀
恆溫箱:4～350℃,120℃/min,電子流量/壓力控制(EPC),分流/非分流進樣口,火燄離

子化偵測器(最小檢測量:小於5pg(10-12g)C/sec,線性動態範圍優於107) 1 500,000 500,000 甲級技術輔導 化材系

20 濺渡系統膜厚計

1.MaxTEK Multi-Film Deposition Monitors Model : TM-
350 * 1ea Oscillator with Microdot cables Model : SO-100
*1ea  2.Bakeable single Sensor Head / Feedthrough 2-3/4”
Conflat *1ea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o 425度 with water
cooling, Bake out to 400度  3.Sensor Crystals *1ea

1 124,000 124,000
薄膜製程

與分析課

程教學用

電資系

21
嵌入式PSP+ARM發展

機板
1.OMAP 5910 Procesor   2.作業系統開發工具軟體 1 210,000 210,000 SOC嵌入式系

統開發之研究
電資系

22
通訊開發平台

Communications Suite

1.Communications Blockset
2.Communications Toolbox 1 130,000 130,000 通訊教學

研究
電資系

23
光學式奈米薄膜厚度

測量設備

High resolution Spectroscopic Reflectometer,  System
performances  Spectral range: 380-900 nm (Std)  Angle of
incidence: Normal  Measuring time: 0.001sec. ~1 min.
(Programmable)  Repeatability: - 0.5% at 632.8 nm for R%
Accuracy: 9A on 1200Å thermo oxide on silicon  traceable
from NIST standard. N= +-0.01 at 632.8 nm  Repeatability:
(1 sigma, 5 times), thickness: +- 5 Å on  20800 Å thermo
oxide on silicon traceable from NIST  standard. N= +-0.005
at 632.8 nm.

1 580,000 580,000
薄膜製程

與分析課

程教學用

電資系

24 光學量測系統
1.光電元件V.I.Ω性能測試

2.輸出功率至少20W
1 190,000 190,000 實驗實習

用
電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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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通信電子技術 實驗器

第1模組 濾波器電路之設計與製作 第2模組 振盪器電路

之設計與製作 第3模組 AM/DSB發射機 第4模組 AM接

收機 第5模組 FM發射機 第6模組 FM接收機 第7模組 電
話撥號器之設計與製作 第8模組 電話家電控制之設計與

製作 第9模組 ASK發射機之設計與製作 第10模組 ASK
接收機之設計與製作 第11模組 頻移按鍵發射機之設計

與製作 第12模組 頻移按鍵接收機之設計與製作 第13模

組 相移按鍵發射機之設計與製作 第14模組 相移按鍵接

收機之設計與製作

1 95,000 95,000
射頻電路

實習教學

用

電資系

26 手持式PDA發展平台
intel Xscale PXA 255 ARM嵌入式晶片, 10”TFT液

晶顯示,     各種工具開發套件軟體
1 129,000 129,000

手持式電子

產品之開發

與研究
電資系

27 虛擬電腦教學系統
PC P4-3.0G以上 17"LCD 512MB 記憶體 80G 硬碟  CD-
ROM 100MHz 網卡 另含外接式介面緩衝短路保護器*4,
無線網卡(DWL-520+)*4,無線寬頻路由器(DI-514)*1

10 32,000 320,000
輔導硬體裝

修及教學研

究
電資系

28 無線網路傳輸系統

1. Wireless lan
   Access Point *1
2. PDA*2 (INTEL PXA270 624MHz)
3. Notebook*2 (INTEL M740)

1 教學用 電資系

28-1 筆記型電腦 HP NX8220/512MB/HD:80GB/無線網路卡 2 51,500 103,000 教學用 電資系

28-2 掌上型電腦 HP iPAQ hw 6515(含周邊產品) 2 32,750 65,500 教學用 電資系

28-3 無線基地台 3COM 3CRWE454A72 1 6,500 6,500 教學用 電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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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光學薄膜電子元件

  設計模擬軟體

可模擬下述電子元件：

 發射元件

‧Organic LEDs (OLEDs)‧共振穴

  LEDs‧雷射二極體

被動元件

‧薄膜型太陽電池‧多層薄膜

1 299,000 299,000 教學用 電資系

30 精密切割機 LECO：VC-50 1 150,000 150,000 教學用 電資系

31 電力電子實驗室

31-1 穩壓器AVR
1.I/P 3φ3W / 3φ4W / 220V
2.O/P 3φ3W / 3φ4W / 220V 1 45,000 45,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1-2
3φ半控式電力轉換

器

1.Power Line:3φ 220VAC,  2.Firing Angle:5°
~115° 1 50,000 5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1-3
3φ全控式電力轉換

器

1.Power Line:3φ 220VAC, 2.Firing Angle:5°
~115° 2 50,000 10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1-4
3φ Y接交流電壓調

整器

1.Power Line:3φ 220VAC, 2.Max output
Current(Irms):10A 1 50,000 5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1-5
3φ △接交流電壓調

整器

1.Power Line:3φ 220VAC, 2.Max output
Current(Irms):10A 1 50,000 5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1-6 高階電力電子控制系統
1.主機系統裝置, 2.電源調整器模組,3.R-L-C負

載箱
1 505,000 505,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1-7 AD/DA伺服控制卡 1.D/A：4ch , 12Bits,  2. A/D：4ch , 12Bits 1 40,000 4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1-8
MATLAB相關控制軟

體(單機版)
1. Real-Time Workshop, 2. SimPower System 1 100,000 10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1-9
數位控制資料處理操

作平台

處理器 Pentium4 3.0/512M DDR-400
RAM/HD:80GB/17"LCD

3 30,000 9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32 數位化多媒體語言教學設備 1 教學用 觀光系

32-1 多媒體語言教學系統 含虛擬語言學習系統、音訊處理器、耳機/麥克風 16 16,875 270,000 教學用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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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個人電腦 17吋LCD螢幕IBM(P4-3.0G) 16 24,250 388,000 教學用 觀光系

32-3 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 有網管及可擴充功能24埠D-LINK DES-3226S 1 8,000 8,000 教學用 觀光系

33 個人電腦 17吋LCD螢幕IBM(P4-3.0G) 8 24,250 194,000 教學用 觀光系

34 數位錄音主機 音源輸出、輸入埠(含記憶體) 2 333,000 666,000 教學用 應外系

35
聲音辨識軟體(含操作

介面硬體設備)

Eragon Naturally Speaking 2005 Professinal (日
本語板+SONY ICD-SX45)

1 52,000 52,000 教學用 應外系

36
影音矩陣控制器(環境

設備控制器)

Windows95/98或NT版本之控制軟體(高低階版

本都能相容)
2 11,000 22,000 教學用 應外系

37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1.Pump:程式步驟:step 0(Equil)plus up to 20 ( 或以上)solvent
program steps 2.Rheodyne手動注射器 3.紫外光可見光偵測器 4.
資料處理系統:配備電腦及軟體

1 580,000 580,000 實驗課用 妝管系

38 皮膚彈性測定儀
1. 生理彈性測試：吸引方式：真空吸引式 、 彈性吸力：20-
450毫巴、彈性測試時間：0-300sec  2.生理油脂含量測試

1 350,000 350,000 實驗課用 妝管系

39
倒立顯微鏡(數位影像

系統)
40倍放大鏡頭及連接照相機 1 97,000 97,000 實驗課用 妝管系

40 天平 最大荷重4公斤，精密度小數點下2位 1 23,000 23,000 實驗課用 妝管系

41 增加數位影音製作設備 1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41-1 數位式攝錄影機組 DSR-PD170系列(完整週邊/電池組) 2 130,000 260,000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41-2 專業級三腳架 TH-950 DV(附攜帶背包) 7 8,600 60,200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41-3 液晶投影機 VPL-PX41(含投影機吊架/選擇器) 1 123,800 123,800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41-4 180吋珠光電動銀幕 274cm*366cm 1 50,000 50,000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41-5 麥克風延長桿 P.P.T. 9 14,000 126,000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41-6 光碟錄放音機 CDRW33 1 18,000 18,000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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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增數位影音製作設備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42-1 數位式攝錄影機組 DSR-PD170系列(含週邊、TH9500V腳架x2) 2 130,000 260,000 實驗實習用 傳播系

43 個人電腦
P4-3.0GHz 512MB/80GB/16X DVD-
ROM/17"LCD 40 25,000 1,000,000 教學用

行銷與流通管理

系

44 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
提供24個(含)以上10/100Base-T 交換埠(RJ-45)與1個(含)
以上Combo Mini-GBIC埠

2 40,000 80,000 教學用
行銷與流通管理

系

45 電腦軟體 AniCAM 1.6教育版全校授權 1 153,000 153,000 録製教材 通識中心

46 電腦軟體 Viewlet Builder 4 教育版全校授權 1 97,000 97,000 數位教材 通識中心

47
舊有非線性剪輯系統硬

體設備升級
1 250,000 250,000 教學暨實驗

實習用
傳播系

48 陶藝教室設備 1

48-1 真空煉土機
2+1/2HP 220V 出口徑80mm出士量200~250kg/hr 真

空度74~76
1 95,000 95,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8-2 磨釉機 1/4hp 外尺寸95x51x46cm瓷罐2kg  5kg各1 1 22,000 22,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8-3 泥漿攪拌機
D50XH60CH，輪馬達減速機，1/2HP，90RPM   不

鏽鋼泥漿桶
1 28,000 28,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8-4
注漿台及激瓦斯乾燥

管

整台不鏽鋼製含支架與洩漿槽3X1.2X0.75M     長

3M鍍鋅管附開關與調節器
1 50,000 5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8-5 石膏真空攪拌機
容量28L，馬達1/2HP，真空幫浦1/2HP，12分鐘定

時器，附無段變速器，不鏽鋼桶2個，攪拌葉2支
1 92,000 92,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8-6 石膏車模機
1HPDL馬達台面不鏽鋼75X75㎝附調速器及各形車

模刀3支
1 60,000 6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8-7 半自動碗盤成形機
機械尺寸106X60X145㎝，220V三相電力，空壓

8KG，1/4HP馬達及1HP煞車馬達，附模具加熱器
1 99,000 99,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8-8 成形（鏇坏）機模具 配合成形機規格之碗盤模具 1 30,000 3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8-9 工作台 實木桌面90X180X75㎝ 8 10,000 8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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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金工教室設備 流設系

49-1 電腦後控高溫爐 1 90,000 9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9-2 8x8大型壓模機 1 21,000 21,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9-3
微電腦智慧型真空注

腊機
1 70,000 7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9-4
真空注腊機適用真空

幫浦
1 21,000 21,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9-5 調壓注腊送模機 1 68,300 68,300 教學用 流設系

49-6 手動抽線機 1 22,000 22,000 教學用 流設系

49-7 小型鑽孔機 1 10,000 1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 新增玻璃教室設備 1 流設系

50-1
VT-2H側開式玻璃電

窯

窯內尺寸: L200*D200*H200 m/m，窯體尺寸:

L360*D470*H510 m/m，使用電壓: 單相110V，

使用電流: 16A，測溫器採R-type，最高溫度

1280℃，2組8段可程式溫控開關。

2 26,000 52,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2 徐冷槽工作檯
不銹鋼25格徐冷槽L250*W250*H80 m/m，內裝徐冷

材料，另配合不繡鋼工作台上面鋪設耐火棚板。
1 12,000 12,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3
SRG-101 側開式玻璃

電窯

窯內尺寸: L640*D640*H380 m/m，窯體尺寸:

L980*D980*H880 m/m，使用電壓: 單相220V，使用電流:

49A，測溫器採k-type，最高溫度1000℃，爐頂,側面及門

板皆有加熱線圈強化均溫，2組8段可程式溫控開關，附

電窯放置烤漆鋼架。附硼板600*600*12m/m 1片，豆腐磚

4塊，腳柱 H 100 m/m 4支，腳柱 H 150 m/m 4支。

2 93,000 186,000 教學用 流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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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SRG-104 上開式玻璃

電窯

窯內尺寸: L1300*D700*H350m/m，窯體尺寸:

L1680*D900*H1300m/m，使用電壓: 單相220V，使用電

流: 60A，測溫器採k-type，最高溫度1000℃，2組8段可

程式溫控開關，電力控制: 採40A. SSR*3個，附微調可

調整電力輸出大小。附硼板600*600*12m/m 2片，豆腐磚

8塊，腳柱 H 100 m/m 8支，腳柱 H 150 m/m 8支。

1 174,000 174,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5
SRG-103 垂直升降式

電窯

窯內尺寸: L2000*D900*H350m/m， 窯體尺寸:

L2200*D11-0*H1300m/m，使用電壓: 單相220V，使用電

流: 118A，測溫器採k-type，最高溫度1000℃，2組8段可

程式溫控開關，電力控制: 採40A. SSR*3個，附微調可

調整電力輸出大小。附硼板600*600*12m/m 3片，豆腐磚

12塊，腳柱 H 100 m/m 8支，腳柱 H 150 m/m 8支。

1 272,000 272,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6
尚柏TM-S-3S 小型噴

砂機

工作室空間: L600*D520*H700 m/m，佔地面積:

L650*D850*H1720 m/m，單相220V 60HZ，集

塵馬力1/4P，單一右側門: 350*350 m/m

氧化鋁 10kg

1 48,000 48,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7
尚柏TM-S-5F 中型噴

砂機

工作室空間: L800*D510*H750 m/m，佔地面積:

L860*D860*H1750 m/m，單相220V 60HZ，集塵馬

力1/4P，單一正門: 610*630 m/m。氧化鋁 10kg

1 60,000 6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8 協達 平台式研磨機
(直徑50cm/厚3cm鐵盤)，-粗磨及細磨用，2HP三相

220V, 3cm厚鐵盤。機體尺寸：100*90*110cm
1 46,000 46,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9 協達 平台式拋光機

(直徑50cm/厚3cm鐵盤)，2HP三相220V, 3cm厚鐵

盤。機體尺寸：100*90*110cm，拋光片1片(直徑

50cm)磁鐵吸附式鈰皮。

1 53,400 53,4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10
協達 直立輪鑽石切割

機

20＂上下切台，2HP三相，機體尺寸：

100*90*110cm，直徑50cm，西德鑽石鋸片
1 48,000 48,000 教學用 流設系



附表四 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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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技術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九十五年度)

50-11 鑽石磨頭磨邊機
Glass star G-12 Supter Star II，110V, 1/12HP,

3450RPM, 19mmΦ鑽石磨頭。
1 10,000 1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12 桌上型磨邊機
Glass star Disc Grinder -G9, 110V, 1/9HP,

3560RPM, 15cm 180番鑽石研磨盤。
1 19,000 19,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13 鑽石線鋸機
TAURUS 3 Ring Saw (含備用鑽石線鋸2條)，

110V, 1/8HP, 5-3/4＂標準鑽石線鋸。
1 44,300 44,3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14 玻璃樣品組 System 96 Sample set 1 10,000 1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15 彩色融合玻璃組 System 96 Variety pack 1 10,000 1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0-16 儲藏櫃 工具材料儲藏櫃 L700XD60XH200 cm 1 50,000 50,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1 產品教室設備

51-1 平縫車 單針 1 13,000 13,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1-2 平縫車 單針綜合送 1 34,000 34,000 教學用 流設系

52 桌上型電腦
處理器P4 640CPU（3.2Hz）記憶體 1GBDDR400 硬碟

160GB 複合式光碟機17吋液晶螢幕
20 37,500 750,000 教學用 室設系

53 列印輸出設備
網路印表機 處理器PowerPC 600MHz 解析度600 dpI、
300dpi 2 125,000 250,000 教學用 室設系

16,692,000總            計

備註：一、優先序1~48項為教學及研究設備預算金額。

           二、如經公開招標及議價後，再依優先序購買49~53項。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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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置地點 備註

1 第二期多媒體中心自動化系統工程

增進多媒體中心設備以輔

助讀者研究與教學及因應

日益擴展的非書媒體館藏

及使用者之強烈需求。

全校師生

1-1 多媒體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

1-1-1 超高頻無線麥克風組 WT-1814 1 34,900     34,900       " 圖4F多媒體區

1-1-2 偶極壁掛天線 YW-550 2 5,500       11,000       " 圖4F多媒體區

1-1-3 VHS錄放影機 NV-F90TN 1 8,000       8,000         " 圖4F多媒體區

1-1-4 雙卡錄放音機 CT-W208 1 7,800       7,800         " 圖4F多媒體區

1-1-5 DVD光碟機 DVD-S620 1 5,600       5,600         " 圖4F多媒體區

1-1-6 主喇叭(含吊架) 3180 4 7,500       30,000       " 圖4F多媒體區

1-1-7 混音擴大機 EMX66M 1 41,000     41,000       " 圖4F多媒體區

1-1-8 AV選擇器 AVS-U104 1 7,500       7,500         " 圖4F多媒體區

1-1-9 電源控制器 AP-POWER 1 18,000     18,000       " 圖4F多媒體區

1-2 語音教學系統設備 "

1-2-1 語音教學系統 DM-308A 1 343,400   343,400      " 圖4F多媒體區

東方技術學院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九十五年度)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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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置地點 備註

東方技術學院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九十五年度)

1-2-2 電源穩壓器 10KV 1 36,000     36,000       " 圖4F多媒體區

1-2-3 語音視聽連結椅座
RGS-709TB 含耳機及

寫字桌
65 10,000     650,000      " 圖4F多媒體區

1-2-4 多功能數位資訊台 1 57,000     57,000       " 圖4F多媒體區

1-3 多媒體系統整合電腦設備 "

1-3-1 15"筆記型電腦主控主機  SONY VGN-FE15TP 1 68,000     68,000       " 圖2F辦公室

1-3-2 電腦主機

(ASUS AS-D360)
Pentium 4  3.0 GHz
DDR 512MB
HDD 80G
DVD-ROM

2 31,500     63,000       " 圖4F多媒體區

1-3-3 電腦主機

E600
Pentium D 3.0GHz
1G RAM
DVD-RW燒錄機
HDD 200G

1 58,800     58,800       " 圖2F辦公室

1-3-4 視訊隨選轉檔編輯平台

MD-30
Pentium4 3.2GHz
DDR 512MB
DVD ROM
HDD 40GB

1 300,000   300,000      " 圖4F多媒體區

總        計 1,740,000   



附表六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冊、卷)

1 √ √  1 975,000      975,000     教學研究 全校師生

2 √ 1 1,725,000   1,725,000  教學研究 全校師生

2,700,000  合計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單位

優先序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數量

東方技術學院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九十五年度)

使用單位 備註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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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音器 YAMAHA   MG8/2FX 1 10,500 10,500 練習演奏用 吉他社

2 電木吉他 YAMAHA    CPX8 1 20,000 20,000 練習演奏用 吉他社

3 氧氣急救組 背袋式氧氣組及手動式抽吸器 1 14,000 14,000 練習用 衛保義工社

4 無線擴音機 MIPRO MA-707 含卡座CD/無線麥克風組*2 1 35,000 35,000 活動用 志工社

5 立奏鐘琴及腳架 YG-250D，腳架YGS-70 1 38,000 38,000 練習演奏用 管樂社

6 體育館球網 27M x 5M x 2(面)　32M x 3.3M x2(面) 1 130,000 130,000 練習比賽防護用 排球社

7 排球網柱 長2.8M   外徑３英吋 1 12,500 12,500 練習比賽佣 排球社

8 發球機 Aualax V-988 1 40,000 40,000 練習用 桌球社

9 桌球桌 Butterfly  B-77 2 15,000 30,000 練習比賽用 桌球社

10 跆拳比賽計分器 HL-51001C2 1 70,000 70,000 比賽設備 跆拳社

合計 400,000

東方技術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九十五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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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同時裝入四個毒性氣體感知器/插入式感知器/單鍵式自動校

正及自動歸零
1 81,000 81,000 檢查偵測用 環安組

2 綜合熱指數分析儀 可直接量測乾球及濕球及黑球溫度/可直接顯示WBGT數值 1 53,000 53,000 檢查偵測用 環安組

3 空氣品質檢知管
手動採樣管附CO、CO2、甲醛、OZONE、 H2O等檢知管/可
選用其他檢知管

1 16,000 16,000 檢查偵測用 環安組

合計 150,000

東方技術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九十五年度)

附表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