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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 學校現有資源 
(一) 師資結構 

本校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專任教師總計為 164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39 人、助理教授 49 人、講師 55 人、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4 人、助理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12 人；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佔講師以上人數之 66.46%。 
(二) 圖書軟體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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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編列預算訂閱多種中西文期刊及採購中西文圖書，目前館藏已較先前大幅

成長，總館藏約達 27 萬餘冊/件/種。圖書館的館藏朝質量並重發展，目前著重

在西文圖書、非書媒體及電子資源的館藏採購。此外，各界之贈書、政府出版

品及東方技術學院出版之學報、教師之著作論文亦在圖書館收藏範圍之內，以

滿足讀者不同之需求。館藏各項資源及借閱統計如下： 

1. 各項館藏資源統計表(統計至 101 年 10 月 15 日) 
類別  項目 分項 單位 數量 小計 

實體

館藏 

圖書 
中文圖書 

冊 
170,588 

216,148 
西文圖書 28,070 

視聽資料 
中文視聽資料 

件 
12,167 

西文視聽資料 5,323 

現期期刊 
中文期刊 

種 
424 

580 
西文期刊 156 

電子

館藏 
電子書 中西文電子書 冊 55,796  
資料庫 光碟及線上資料庫 種 62 

館藏總量 272,586/冊件種 

2. 中文圖書分類比例圖(截至 101 年 10 月 15 日) 

社會科學類

12%

史地類(中國)

4%

史地類(世界)

4%

語文類

20%

藝術類

11%

總類

9%

哲學類

4%

應用科學類

21%

自然科學類

13%

宗教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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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文圖書分類比例圖(截至 101 年 10 月 15 日) 

Religion

0%

The arts

16%

Technology(Applied

sciences)

30%

Natural sciences &

mathematics

10%

Language

15%

Social sciences

8%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1%
Generalities

9%

Geography & history

4%Literature & rhetoric

7%

 

 

4. 系所專業期刊統計表(101 年) 

單位 中文期刊(含日文) 外文期刊 小計 
餐飲系 16 12 28 
美工系 20 11 31 
行銷系 30 10 40 
電資系 15 7 22 
電機系 20 17 37 
觀光系 17 12 29 
應外系 17 8 25 
妝管系 9 11 20 
影藝系 20 16 36 
室設系 24 11 35 
流設系 17 24 41 
文創所 11 12 23 
通識 208 5 213 
合計 424 156 580 

5. 2012 資料庫明細(截至 101 年) 

序號 名稱 語文 學科主題 資料類型 
C01 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文 綜合學科 百科全書 
C02 光華雜誌智慧藏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03 Airiti arts 華藝世界美術資料庫 中文 藝術類 圖像 
C04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原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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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中文 綜合學科 百科全書 
C06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 (WiseNews)-全國

20 人版 
中文 綜合學科 報紙 

C07 (JK) Japan Knowledge 系列資料庫 日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08 CINII 論文情報 日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09 Yomiuri 讀賣新聞歷史館 日文 綜合學科 報紙 
C10 日本近代文學館 日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11 日經 BP 記事檢索サービス 日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12 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日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13 udn 數位閱讀電子雜誌 (可使用之收錄

年限 2009-2010)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14 餐飲文化暨管理資料庫 (可使用之收錄

年限 2010/6/1-2011/5/31) 
中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15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16 台灣商學企管資料庫 (可使用之收錄年

限至 2012/11) 
中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17 台灣經濟知識庫 中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18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可使

用之收錄年限 2010/6/1-2012/7/31) 
中/英 語言類 索摘全文 

C19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 中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20 動腦雜誌知識庫(可使用之收錄年限

1977-2012) 
中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21 萬方數據庫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22 聯合知識庫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23 華藝自然世界－蝴蝶物種資料庫 中文 自然科學

類 
圖像 

C24 故宮文獻資料庫平台 中文 藝術類 索摘全文 
C25 Hy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資料庫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26 體育新聞剪報資料庫 中文 綜合學科 報紙 
C27 無盡藏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28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日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29 日治時期圖書館全文影像系統 日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C30 ACI-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01 HUSO - (ECCO)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英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E02 HUSO - (EEBO)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英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E03 HUSO - (MOMW)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1450-1850 

英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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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 HUSO - (PAO)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英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E05 HUSO - (CLC) Chadwych-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 

英文 人文社會

類 
索摘全文 

E06 HUSO - (TDA) Times Digital Archives 
1785-1900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07 HUSO - (OJA) Oxford Journals Archives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08 HUSO - (SOJA) 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09 HUSO - (EHA) The Economist Historical 
Archive 1843-2003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0 HUSO - (SOTH) Social Theory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1 HUSO - (MMLT) The Making of Modern 

Low: Trials 1600-1926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2 HUSO - (MOML) The Making of 
Modern Low: Treatises 1800-1926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3 HUSO - (SCRB) The Making of Modern 
Low: U.S. Supreme Court Records and 
Briefs 1832-1978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4 HUSO - (TLSCA)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Centenary Archives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5 (IBZ) Internationale Bibliographie der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Zeitschriftenliteratur  

德/英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6 (AKL) Allgemeines Künstlerlexikon  德/英 藝術類 索摘全文 
E17 Munzinger Database 德/英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8 (PQDT) ProQuest -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I 
英文 綜合學科 學位論文 

E19 EBSCOhost-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W. Wilson)-全國 10 人版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0 Nature Archive: 1987-1996 英文 自然科學

類 
索摘全文 

E21 OCLC FirstSearch-全國 10 人版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2 Tech Science Press Journals 英文 自然科學

類 
索摘全文 

E23 World Public Library 電子書資料庫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4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5 (WOS) Web of Science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6 Bridgeman Education 英文 綜合學科 圖像 
E27 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8 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 

(EBSCOhost)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9 EBSCOhost- GreenFILE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30 EBSCOhost-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s (LISTA)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31 EBSCOhost- Teacher Reference Center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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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2 BOL-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英文 綜合學科 百科全書 

6. 年度圖書借閱人次及冊數統計表 

學年度 全年借書人次 全年圖書借閱冊數 資料庫檢索人次 

94 20,550 54,598 21,776 
95 25,618 55,525 45,409 
96 17,535 40,405 26,234 
97 11,034 27,303 58,440 
98 13,797 31,656 123,892 
99 8,919 26,671 173,927 
100 11,355 35,802 206,167 

 
(三) 教學設備 

目前全校電腦設備共 2064 台（一般工作 PC 1997 部、伺服主機 95 部）。其

中屬資訊組電腦教室設備有共有 9 間，分別為 1. Pentium4 1.8G ×52 台；2. 
PD-1.6G × 150 台（分置 3 間教室）；3. Pentium4 2.8G × 50 台；4.Pentium4 3.0G 
× 105 台（分置 2 間教室）；5 PD-2.4 × 50 台；6.Core 2 Dual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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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xp、Visual Studio .NET 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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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CAD、CS3、
CS4、CoreDRAW、RosettaStone 等多種軟體。 

校務行政資料庫伺服器 1 部、proxy 代理伺服器 1 部、流量分析報表系統 1
部、宿舍網路認證與流量管理 NAT 系統、無線網路認證匣道系統、網路管理軟

體、郵件過濾閘道伺服器、校園首頁 Web Server × 1、遠距教學主機 4 部、NAS
伺服主機 3 部、IPS 入侵偵測系統、WebApplicationFirewall 系統、網路出口防火

牆、路由器、英日語教學主機、校務系統網站負載平衡器 1 部、SSL VPN Server 
× 1、Log 統計分析 Server × 1、機房用電監控 Server × 1、刀鋒伺服主機 8 部、

技能檢定即測即評伺服主機 × 1、VMWare VC Server × 1、VMWare vSphere 
Server × 7…等多部實體伺服主機與虛擬伺服器，其作業系統分別有 Windows 
2000 Server、Windows 2003 Server、Linux 、FreeBSD 等多種。 

 
(四) 新生來源分析 

本校 101 學年度新生共有 1825 人，其中碩士班 12 人、日四技 735 人、日

二技 45 人、日五專 346 人、日二專 10 人、日七技 47 人、碩士在職專班 20 人、

進四技 70 人進院 153 人、進專 387 人。新生中日間部有 1195 人，佔新生比例

65.5%、進修專、院部新生 630 人，佔新生比例 34.5%。以學制區分研究所(碩士

班)32 人，佔新生比例 1.8%、大學部 1,003 人，佔新生比例 55.0%、專科部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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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佔新生比例 43.3%。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一) 願景 

學校的治校理念即「三品」：品牌建立、品味創新、品質保證下，達成「五

創之」發展目標；五創即：創藝－樹立藝術典範、創異－融合不同意見與主張、

創益－創造利益、增加效益、創意－提出新概念與新主張、創憶－製造美好回

憶。 

 
  

圖 1.1、本校之「三品」與「五創」治校理念 

本校是以創意與設計及獨特性的工坊式與八個整合型教學研發單位教學搭

配為主軸的系科發展特色，一直以來，「美工」與「設計」都是本校的代名詞，

基於歷史傳承、凸顯主流特色，學校朝向「藝術設計」、「民生設計」、「應

用科學」等三個學群發展，目標明確，並為國內唯一且辦學特色為創意東方、

設計領航之設計學院。在藝術設計學群上的發展是透過設計方面的基礎課程及

相關設計素養的培育，以達文化商品開發、綠色設計與多媒體互動、影視文化

創意及設計工坊人才培育的目的。在民生設計學群上的發展是則是提供學生從

設計人文素養及人格培育為出發點，另在專業培育上朝設計行銷、整體造型設

計、以及創意廚藝等專業設計與應用人才的培養。在應用科學學群上的發展特

色則是透過計畫性的課程安排與實施，使學生具備產業相關應用設計之能力，

同時並進一步鼓勵學生培養跨領域之文化創意設計素養、，使其具備科技整合

應用能力並具有文化創意設計相關素養。 

 
(二) 教育目標  

依據本校中長程發展計劃規劃中，本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是以建立一所『歡

心學習』以創意及設計為特色的優質學府；教育目標則是「培養具有現代人文

素養與良好人格特質的產業專業人才」。學校辦學的總目標(核心價值)為「一所

提供『歡心學習』的優質學府」。優質學府-以人格特質為首的「人」教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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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三人-「人」格特質、「人」文素養、專業「人」才。 

 

圖 1-2、本校全人教育理念之教學目標規劃 
 

 

圖 1-3、本校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 
 

而本校為勵進學生核心能力採用學生歡心學習策略，透過多元學生成效品

量與課後補救教學，而本校制定「歡心學習策略」，採用(目標明確、標準清楚、

自我比較、放鬆學習)，使學生能夠安心學習。配合課程地圖的指引與學習歷程

檔案的建立，協助學生擁有核心能力，具備就業能力。 
歡心學習策略 

 

圖 1-4、本校學生歡心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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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校訂核心能力 

 

圖 1-5、本校校訂學生核心能力 
 

(三) 校務發展策略 
 

 

圖 1-6、本校校務發展策略與學生核心能力關聯圖 

本校務發展策略與計畫推動：為達成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本校擬訂 6 項

校務發展策略，包括：勵進品德素養、追求優質教學、致力創新研發、落實關

懷服務、推動績效行政與營造友善校園。並擬訂中長程計畫推動，使行政單位

發揮校務績效，學術單位產出教學績效，最終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 
(四) 校園規劃： 

學生核心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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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善
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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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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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求
優
質
教
學 

 

勵
進
品
德
素
養 

中長程計畫推動 
 

行政單位 
校務績效 

學術單位 
教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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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幽靜無障礙美麗的校園。 
(五) 研發策略 

1.發展設計研發特色 

近年來，學校在延聘優秀師資和充實軟硬體設備上，投入了相當可觀的資

源和心力，固然有一些作為和成果令人鼓舞，但是，當前教育事業所須面對的

挑戰却是更多：諸如「少子化問題」、「ECFA 簽訂後的產業重整」、「全球化的競

爭壓力」、以及「沒有特色即坐等淘汰」的嚴酷現實。因此，各系當務之要，必

須要能自可預見的未來中，探索出大環境演變的趨勢，並尋找出學術研究與實

務開發間，能夠相互結合的「發展特色」。 

技術合作處協助各系彙整以「研發重點整合圖」的方式呈現各系發展特色

內容。在整合圖中，專業師資間以「研究群」的方式彼此互補專長才智，期能

於發揮團隊研究精神之外，也能依據對於發展特色所規劃的設備、重點實驗室

以及專門師資等項目的需求，逐次並依序去增添設施和延聘人才。如此以來，

不但研究的主題能配合所擬具的重點而聚焦發展，研究群的編組也將有助於整

合型計畫的提案和推動，其正面影響是研究論文發表篇數和專利、技轉等數量

的增加。而因研究回歸教學的互動，使得學習效果大幅提升，對於研究中心能

够長期獲得企業認養合作，將更容易形成有利的優勢而維持不墜的永續發展。 
 

2.掌握各系所研發重點，提供企業資訊享平台 

為提供企業界能够夠快速而具體的暸解及掌握本校各系所之研發重點、研

究群組、技術能力及可提供服務項目等資訊，以便於掌握各類研發成果，以及

進行產學合作實務，特從各系所對於所面臨的大環境進行分析，研擬出可預見

的未來發展趨勢，並對現有的設備和人力資源進行整合，同時將教師以研究群

的方式編組，以便能以團隊的方式投入各系所的重點研發工作。這樣的作法，

不但得以建立重點發展特色，更能提供企業界一個資訊獲得容易、研發火力旺

盛的資源分享平台。 
 

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依據本校中長程發展計劃規劃中，本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是以建立一所『歡

心學習』以創意及設計為特色的優質學府；教育目標則是「培養具有現代人文

素養與良好人格特質的產業專業人才」。學校辦學的總目標(核心價值)為「一所

提供『歡心學習』的優質學府」。優質學府-以人格特質為首的「人」教育場所(全
人教育)。三人-「人」格特質、「人」文素養、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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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本校全人教育理念之教學目標規劃 

 

 

圖 2-2、本校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 
 

而本校教育總目標之核心價值為一所提供「歡心學習」的優質學府。而優

質學府將以人格特質為首的「众人」的教育場所(全人教育) 。而全人教育分別

為(1)專業「人」才(2)「人」文素養(3)「人」格特質。而本校教學方式採用(1)
應用 80/20 法則，由每位學生有興趣的 20%學科切入，使之發揮 80%的學習效

益(2)對學習有困難的學科採用(目標明確、標準清礎、自我比較、放鬆學習)，
使學生能夠安心學習文素養。 

 
(一)推動各系之本位課程，訂定課程學習目標 

各系實施系之本位課程，各系之課程規劃及發展乃由系之教師進行系所相

關產業資料之分析及蒐集，並邀業界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參與課程之討論加以

規劃，培育精實基本功的人才，兼顧理論與實務並符合時代趨勢與潮流，落實

系教育目標。並針對產業需求規劃出以產業需求及職場能力為依歸之系的本位

課程，訂出各課程學習目標、課程綱要等，確保課程達到預定之目標。亦能同

時兼顧產業人才需求與系科本位課程，成為畢業後發展韌性強大之系科。此外

各系也依循技職教育強化學生未來就業能力之特色，全面性致力於開拓藉由『產

學合作』計畫與『專業實習』課程的實施，使同學增加在業界實習的機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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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有更多課餘時間從事未來生涯規劃與準備的工作，逐步地在畢業時達成『縮

短就畢業後就職時的銜接教育期間』、以及朝向成為『與產業界無縫接軌』的教

育單位自我期許和努力 

本校參酌『國際工程教育認證精神』、『本位課程發展模式』，結合本校教育

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以學生學習為本位，產業需求為導向」，行政單位及學

術單位之主管、教職員必需清楚了解自身所應進行的教學品保工作與校、系本

身的發展特色，建構出不斷回饋修正而適合學校發展的教學品保機制。圖 3-1-3
所示為學生學習成效機制示意圖，可細分為上層教學品質保證為政策擬訂與宣

導示範系所與全面推動，第二層推動為本課課程而方向為需逐年修正檢討，第

三層為國際技術教育認證而進行方向為建立完整之賞罰制度。 

 
 

圖 2-3、本位課程、與技術教育認證與學生學習成效機制圖 
 

另外在推動全校各系本位課程方面乃與產業界結合進一步將其工作能力分

析內容轉換為職場專業知能分析，具體訂定系科學生所應具備之核心專業能

力、職場所需能力及通識能力所規劃之課程。依據系科所應具備之能力，規劃

課程、調整師資、改變教學策略等，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就業能力。透過產

學合作改變人才培育的模式，並充分利用產業界資源，突破系科資源之限制。 

 
 

圖 2-4、本校推動系所目標、專業趨勢與本位課程與各學位學群之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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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全校課程地圖，制定學生能力指標 

本校自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延續課程規劃之內容，積極導入課程地圖系

統，以協助學生能了解自己所學之核心能力與就業方向類別及早進行職涯規

劃。本校課程地圖在通識的課程方面包含通識中心現況、發展理念、教育目標、

課程學分構架，以及五大核心通識課程地圖；另在院系所課程方面包含各系所

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課程規劃、就業方向類別及核心能力等。再由系依

相關產業之發展及學生未來的出路，訂定各項能力指標，進而規劃應對之課程

及配套措施，學生可藉由課程地圖系統了解自己所學之課程，對未來邁入職場

的幫助多大，並能藉著課程地圖僅早規劃自己預修習之課程，以提升學習效果。 
 

 

 
圖 2-5、本校發展全校課程地圖，制定學生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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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基本能力指標 
以學生之基本核心能力為根基，結合本校特色設計創新能力，進而培養學生的專業核

心能力並透過專業技能規劃目標、制定計劃、自我學習與協調之能力，了解職場倫理與獨

立作業的重要性。並讓學生能參與產學合作、競賽與考取證照等，期望學生畢業前具備就

業、創業與升學的能力。而本校學生校訂核心能力如下: 

 

 

圖 2-6、本校校訂學生核心能力 

1、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圖 2-7、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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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術工藝系 

 

 
 

圖 2-8、美術工藝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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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視藝術系 

 
 

圖 2-9、影視藝術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4、流行商品設計系 

  
 

圖 2-10、流行商品設計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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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室內設計系 

  
 

圖 2-11、室內設計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6、應用外語科 
 

   
 
 
 

圖 2-12、應用外語科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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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電子與資訊系 

 
 

圖 2-13、電子與資訊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8、電機工程系 

 

 
圖 2-14、電機工程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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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圖 2-15、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13、時尚美妝設計系 

 
 

圖 2-16、時尚美妝設計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21 

14、設計行銷系 

 
 
 

圖 2-17、設計行銷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15、餐飲管理系 

 

 
 
 

圖 2-18、餐飲管理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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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攝影學位學程 
 

 

 

 
 
 
 
 
 

攝影專業能力養成 
技能教育 VS. 就業方向 

  

 

藝術學術

紀實傳播

工商產業

時尚產業

攝影沖印

 
 
 
 
養成教育 VS. 核心能力 

 
                      

 

     

攝影專業技能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與文溝通

 

圖 2-19、攝影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攝影專業技能－50％ 

   人文藝術－20％ 

   社會科學－20％ 

   自然科學－5％ 

   語文溝通－5％ 

 

   藝術學術－10％ 

   紀實傳播－25％ 

   工商產業－30％ 

   時尚產業－20％ 

   攝影沖印－15％ 

 

  
攝影學位學程之核心
目標在培養有志於在
未來從事專業攝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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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規劃有-五大專
業教育目標及五大就

職就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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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 91 年改制為技術學院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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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年 8 月更名為設計學院成為全國第一所以設計為名之大專院校，

並期使成為一所以發展設計研發特色的 優質學府，今年又成立了產品設計中心，以

上各項設備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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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調

酒檢定場、妝管系美容美髮檢定場、觀光與食品系中餐實習室等及微軟 MOS 國際認

證檢定場地。 
 

三、本（102）年度發展重點 

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為突顯設計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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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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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的規劃仍以各系科中程計劃發展重點特色為依據，各系本年度配合大學

部課程，除新增大學部實習實驗室外，設備深度為加強的重點，改善設備也是本年度

的需求之一，另鼓勵學生在畢業前取得專業證照，故輔導考照是技職校院重要的一環

為其特色。 

圖資中心本年度以購買中西文圖書、期刊為主；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仍以

學生會及社團設備為主，增強辦理活動效能及社團會員之練習與表演；其他部分以省

水器材為主，設置水資源監控系統，監控全校自來水資源，紀錄各棟自來水使用狀況，

及水量異常增加時，請相關單位節約用水，有效掌握異常點位置，迅速處理，減少水

費異常支出，已達省水功效。 

 

以下為各系研發重點特色與其購買設備之相關聯性；另有預期成效詳如 P.115~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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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研發重點整合圖 
 
 

 
 

1. 購置數位典藏管理設備：需求數位典藏工作站、高階 A3 掃描器。預期可組織國內外

藝文交流網絡，開拓多元藝術文化管理與典藏；培育學生數位典藏管理專業人才，增

加其升學或就業之競爭力。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28、P.172~P.204 頁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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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工藝系研發重點整合圖 
 

 

 
 

1. 美工系本年度購置攝影工坊設備：類單眼入門相機可提昇學生實際操作的設備，提

升學生專業攝影能力。 

2. 購置多媒體動畫工坊設備：需求彩色雷射印表機，可提昇學生實際操作的設備，提

升學生專業多媒體動畫的能力。 

3. 購置木工教室設備：需求直立圓筒砂磨機可提昇木工設計作品成型以及內圓弧造型

加工設備所需，提升學生木工作品成型能力。 

4. 購置雕塑教室設備：需求10’雙速帶鋸機可提昇模型設計作品成型以及內圓弧造型加

工設備所需，提升學生木工作品成型能力。 

5. 購置3D設計中心設備：需求中型高速雕銑機因應數位輔助設計成型以及配合業界實

務教學設備所需，提升學生數位電腦輔助設計與數位打樣成型能力。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29、P.205~P.221 頁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16。 

企業形象識別開發 多媒體設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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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強師資 回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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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系研發重點整合圖 

 
 

 

 

1. 本年度購置健康環境品質檢測研究中心設備：需求室內空氣品質連續監測系統、室

內光環境品質監測傳感器、室內音環境品質監測傳感器、室內溫熱環境品質監測傳

感器，因應「室內空氣管理法」之施行，建構室內設計對於空氣品質的檢測能力及

配合本校成立「健康環境品質檢測研究中心」，透過檢測建築物室內外環境品質參

數，進而強化室內設計教學與檢測研究中心評估分析能力。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2、P.275~P.291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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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商品設計系研發重點整合圖 

 

 

 

 

金工、玻璃、陶藝、染織工藝材料應用與設計 

工藝實用美學研究 

設計工坊 

發展 

商品設計 

開發 電腦輔助設計 

流
行
品
牌
商
品
開
發
設
計 流行商品設計 

 

待加強師資 回歸教學 

 

發展重點 

創意設計開發 

分析企畫與管理 

媒材設計運用 

 

 
 

1. 本年度購置金工工坊設備：需求日式形變鍛敲成型鐵鉆組、大型磁性拋光機，可提

供學生在模具上鍛敲成形、學生在本設備的操作，更能幫助學生在設計技術能力上

的提昇及磁性拋光機是金工產品最後修製的快速工具，本身附加價值高，讓學生完

成作品最後修飾。 

2. 玻璃工坊設備：需求火焰拋光機，火焰拋光機是玻璃產品最後修製的快速工具，本

身附加價值高，讓學生完成作品最後修飾。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1、P.240~ P.274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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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研發重點整合圖 
 

 
 
 
 
 
 
 
 
 
 
 
 
 

1. 本年度購置中麵考場設備：需求蒸箱、壓(延)麵機、油炸機、冷藏冰箱展示櫃、循

環式熱風乾燥機、切麵條機、電烤箱，提供中麵考場設置、米麵食原理與實務課程

教學、訓練學生參加發麵類考照、提昇及格率、推廣教育培訓。 

2. 實習餐廳設備：需求臥式冰箱、冷凍冷藏冰箱、攪拌機、三口爐，實習餐廳讓學生

能實地操作學習。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5、P.339~ P.360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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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行銷開發設計  

餐飲衛生安全管理  

創意餐飲製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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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行銷系研發重點整合 
 

 

1. 網路虛擬商城設備：需求高階數位相機、螢幕、個人電腦、彩色雷射印表機、單槍投

影機、影像繪圖與處理應用軟體、教學廣播系統，可提供提供學生攝影教學、影像繪

圖與實務練習操作、結合產學合作機會，發展特色、培養學生專題製作能力、提昇教

學品質。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9、P.407~ P.439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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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美妝設計系研發重點整合 
 
 
 
 
 
 
 
 
 
 
 
 
 
 
 

1. 電子化教學設備：購置單槍投影機、數位多功能教學桌、電子教學白板，建立相關專

業知識及技術數位化平台與教學數位化學習系統，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 

2. 美容教學設備：購置美甲 SPA 按摩椅、美甲設備組、賈法尼美容儀，培育學生美容

技術、美甲、彩繪、時尚彩妝設計、手足部保養護理、美容美體實務、整體造型設計

等技術能力。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8、P.386~ P.406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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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資訊系研發重點整合 
 
 

 
 
 
 
 
 
 
 
 

1. 本年度購置遊戲開發實驗室設備：需求圖控化遊戲開發軟體，中文介面學生能短時

間製作遊戲，過程能了解遊戲概念、運用的技巧，對未來有信心投身遊戲產業。 

2. 3D 數位腳本實驗室設備：需求數位腳本軟體，本實驗室以提供基礎繪圖能力，與腳

本設計概念為中心，培養學生腳本製作能力，可實際完成屬於自己的故事腳本，接

著在高年級課程中，將腳本與動畫結合，實際完成動畫影片作品。 

3. 3D 人物影像捕捉系統實驗室設備：需求影像捕捉軟體，動作捕捉系統可使學生了解

動畫製作及核心技術，本系將以開創性思維，動作擷取設備，搭配 3D 腳本動畫實

驗室，無論是在遊戲開發、動畫製作或電影拍攝，將為國內市場培養人才。 

4. 遊戲角色 3D 數位建模實驗室設備：需求遊戲角色 3D 數位建模系統，學生能以 3D

物件建構成數位化模型，了解 3D 掃描建模法，增加學生在產品開發/遊戲設計上，

能更自由的創意，在教學上能有實際成果。未來學生實際執行委託的案子，與產業

平行。 

5. 智慧型體感辨識虛擬實境實驗室設備：需求智慧型體感辨識虛擬實境設備，互動技

術由虛擬實境、擴增實境、體感技術再到感測器的應用，學生可以走出自己的視野，

不再局限於塑模、動畫這些基礎的數位能力，而是讓所學發揮加乘消果，在實際的

應用下，更能了解，先前所學的技術，是如何應用於各種數位科技。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3、P.292~P.314、P.493~P.513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20~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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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研發重點整合 
 

 
 
 
 
 
 
 
 
 
 

 
1. 購置數位控制實習設備：購置數位控制器、數位控制器主機、教學廣播軟體，更新

現有數位控制器設備，提升硬體控制速度，提高學生實習品質及實習數據的精確度，

可增進學生學習意願，提高教學及學習品質。 
2.  購置玩具電路製作實習設備：購置電路製作實習設備，建立理論與實務結合，並提

升玩具電路設計實驗、電學應用學實習、專題製作教學水準及學生專業知識。有效

協助相關產學計畫之執行。發展系科特色、培養實作能力。 
3. 本年度購置角色及造型設計實習設備：購置 3D 玩具機構模型直覺式建模繪圖軟體、

創新創意玩具模型製作 3D 快速成型機、玩具公仔 3D 模型快速掃描系統—中階攜帶

型，可培育學生直覺式建模，繪圖能力，學生輕易的設計玩具，落實更多創意及想

法，讓學生能一開始就能獲得創作的成就感、將學生的創意設計輸出成實體模型，

有實體作品，對面外來參訪者欲了解學生的實力展現，都有實質加乘效果、透過掃

描出來的數位模型，能讓學生更輕易的將其運用於遊戲開發或產品數位展示的呈

現，未來也能將學生作品 3D 數位化，放置學校網頁，做為學生實力展現。 
4. 數位多媒體實習設備：需求教學電腦、教學電腦、教學廣播軟體、寬頻路由器、交

換器、繪畫軟體，提供電腦多媒體製作及繪圖教學，改善教學成效；提供影音編輯

教學，製作影音教材；建立學生多媒體製作規劃能力，培養學生們創意技巧；發展

系科特色、培養專題製作與研發能力；建立學生多媒體製作規劃能力，培養學生們

創意技巧。器功能。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4、P.315~ P.338、P.465~P.491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22~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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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科研發重點整合 
 

 

1. 數位語言教室設備：個人電腦，提昇提昇語言課程教學水準及學生語言學習能力、

提昇教學電腦主機速度與處理能力，增進網路連線與教材下載速度、提供進階多媒

體語言課程教學與高階教學平台軟體使用。 

2. 教學數位設備：數位相機、單槍投影機，製作數位化教材,提供給學生學習資訊多元

化、學習環境中可增進學生間共同討論及教學課程多方面應用分享資訊。 

3. 專題教室設備：擴大機、接收器，提供教學使用，可由師生互動上討論中，讓課程

中學生聽得更清楚。提供教學使用，可由師生互動上討論中，讓課程中學生聽得更

清楚。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7、P.440~ P.464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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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研發重點整合 
 

 
 
 
 
 
 
 
 
 
 
 
 
 
 
 
 
 
 

1. 本年度購置飲務教室設備：需求咖啡烘豆機，提供餐飲課程咖啡項目教學使用，以

實際操作方式教學，增加學生學習興趣，提升教學效果；提供實務操作各項餐飲設

施機會，於課堂內或是課後練習，設置該設施後將加強同學實務操作之練習成果，

有效改善實習課程成效；供學生辦理實務模擬餐飲業經營使用，加強學生進如職場

前之訓練；設置咖啡大師國際級證照考場使用。 

2. 旅運教室設備：需求個人電腦，本教室內電腦提供本系所有資訊系統，例如旅行業

資訊系統、旅館管理系統、航空票務系統、櫃檯結帳系統、電子商務導覽系統與統

計軟體等等相關課程教學使用；提供學生於上述課程學習各項系統之操作，並可利

用時間自行練習，提升學習之成效。 

3. 教學用投影設施：需求 LED 顯示器，以改善實習旅行社教室之投影能力，提昇該二

教室之數位教學能力，達成多元教學之目標；提供本系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一個較

佳之環境，提升學生之學習效果。 

4. 旅館教學設備：需求備品收納櫃、茶水櫃、客房用電視，預期備品收納櫃、茶水櫃、

客房電視為旅館教學課程實習運作所必須，提供學生於課堂練習相關服務服務操作

之機會、因應本系採三明治教學,為利同學至旅館實習時，可能接觸客務部門的工作,

故擬採購之,以利同學在校的學習。 

 旅遊資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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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音響設備：需求無線麥克風接收機、混音擴大機、19"標準型機櫃、高功率喇叭，

本項設備係提供博奕與餐廳示範教室內老師教學、示範操作、學習課程影片播放以

及學生操作時使用、該設施亦可用於學生實習及辦理相關課程之主題活動時使用。 

6. 服務禮儀教室及國際考場設備：需求筆記型電腦、等候接待設沙發、等候接會客桌

椅、取號機，藉由相關服務的訓練加強同學的服務認知與服務品質、本項設施相關

服務禮儀國際考場之必備教學設備，可提供教學示範與同學練習使用，加強實務實

習操作之效果。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136、P.361~ P.385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24~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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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學位學成研發重點整合圖 

 
 

 
 
 
 

    
 
 
 
  
 
 

   本年度購置專業黑白彩色兩用放大機及週邊設備：為配合本學位學程剛剛成立及未來學

程的發展，同時為因應教學課程上高階攝影暗房、攝影基礎 I、攝影基礎 II、進階攝影 I、進

階攝影 II、階調系統、彩色攝影，培育學生專業技能之需求而購置設備。基於上述課程設計

以理論與技術實務訓練並重之就職就業規劃為導向，讓學生從實作中強化學習成效，印證相

關學理，增加實務經驗與專業技術訓練，以有效幫助學生在校期間能力養成與未來能與職場

接軌。 

 
 
 
 

請參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P.537~ P.542 及本計畫書預期成效 P.119。 
 
 
 
 
 
 
 
 
 
 
 

能力養成 職場接軌 

 

高階攝影暗房、 

攝影基礎 I、攝影基礎 II 

進階攝影 I、進階攝影 II 

階調系統、彩色攝影 

 

學程發展 教學需求 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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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本校自 99 學年度奉准改名為東方設計學院，依據本校 100-104 校務中程發展計

畫，有關校務發展策略與計畫推動，以達成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本校擬訂 6 項校務發

展策略，包括：勵進核心能力、追求優質教學、致力創新研發、落實關懷服務、推動績

效行政與營造友善校園，其中「優質教學」、「創新研發」與「推動績效行政」，皆屬教

師與行政人員需積極努力之範疇，爰擬挹注經常門經費以提升績效。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各學術單位於其單位中長程發展計畫中，皆撰有「發展規畫」與「預期效益」，

據之訂定「年度管理目標」，並明定近 5 年「量化指標進度管制表」，依據本校所訂各

項獎助教師辦法，102 年度經常門經費編列獎勵補助款 60.56%、自籌款 9.51%於本項

目，其優先序及經費比例如下： 

1.編纂教材（獎勵補助款 3.39%）； 

2.製作教具（獎勵補助款 0.66%）； 

3.改進教學（獎勵補助款 10.33%、自籌款 9.51%）； 

4.研究（專題研究、研究及創作、專利）（獎勵補助款 20.12%）； 

5.教師參加研習及各學術單位辦理研討會（獎勵補助款 10.51%）； 

6.在職進修（獎勵補助款 4.45%）； 

7.著作（發表論文）（獎勵補助款 6.74%）； 

8.升等送審（獎補助款 4.38%）。 

為持續提昇教師素質，近年仍陸續經校教評會新增與修訂教師獎助辦法： 

1.99 年度修訂「獎助教師專題研究作業要點」，另因應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更名

為東方設計學院，修正各項法規相關之學校名稱。 

2.100 年度增訂「補助各單位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作業要點」，以充實教

師專業知能提升教學品質；修訂「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

法」、「獎助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獎助教師專題研究作業要點」、「獎助

教師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補助各單位辦理學術研討會作業要

點」、「獎助教師發表論文作業要點」等法規。 

3.101 年度修訂「獎助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獎助教師參加研習及研討會作

業要點」、「獎助教師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

獎勵辦法」等法規。 

4.102 年度修訂「獎助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實施要點」、「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

及製作教具作業要點」等法規。102 年 3 月 20 日校務會議己修正訂「教學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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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將於下次校教評會會議提請審議。 

在實際執行成效方面，高階師資比由 97 學年度 40.27%，逐年提升至目前 101 學

年度 66.46％（98、99、100 學年度分別為 49.03%、53.89%、62.28%）；101 年度獎助教

師發表論文 213 人次（97、98、99、100 年度分別為 171、250、243、218 人次）；97 年

度以來，獎助教師專利計有 115 件（97、98、99、100 年度分別為 11、19、14、30、41

件）；教師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計有 58 人，87 件。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102 年度編列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2.84%，23 萬元，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

作，其使用項目由學務長統籌規劃，其中至多四分之一用於外聘社團指導老師之鐘點

費，其餘經費支用則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

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及研習 

本校於 100 年度修正「獎助行政人員參加研習作業要點」，增訂「職員工在職進

修獎勵實施要點」、「補助各行政單位辦理研習活動作業要點」，期能增進同仁專業知

能，並提升工作效能。102 年度編列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1.85%，15 萬元，支用於以上

項目。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02 年度編列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1.40%，11.3 萬餘元，購置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供美術工藝系雕塑、木工、3D 設計中心、平面、基礎繪畫、電腦、攝影

工坊等教室課程使用，其使用項目由美術工藝系統籌規畫。 

（五）其他 

1. 2 年內新聘教師薪資： 

因應學校以設計為發展主軸，適時聘用學校需求之專業教師以調整師資結構，102

年度編列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3.34%，自籌款 42.95%，合計 314 萬餘元。惟實際上，本

校 100 學年度新聘助理教授 3 人、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2 人，以 7 個月（102 年

1 月-7 月期間符合新聘教師薪資）計算薪資約需 243 萬餘元；101 學年度新聘助理教

授 1 人、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5 人，以 12 個月（102 全年度符合新聘教師薪資）

計算薪資約需 491 萬餘元；102 學年度預定新聘助理教授 6 人，以 5 個月（102 年 8

月-12 月）計算薪資約需 207 萬餘元，合計 2 年內新聘教師薪資約需 941 萬餘元。 

3. 資料庫訂閱費： 

圖書館為支援教師教學及研究搜索資料需要，提供本校師生電子期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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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博碩士論文等學術文獻及圖像資料，每年提撥圖書經費 7~10%比例訂閱一年

期資料庫。102 年編列經常門自籌款 47.54%，50 萬元支用於訂閱一年期資料庫，其

採購項目由圖書資訊處統籌規劃。 

若教師於八大獎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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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學校經費支應。 

 
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式 

經費分配依學校行政會議討論並訂定原則，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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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經過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通過再依教育部作業相關事項辦理核銷。 

(一) 經常門部份： 

依據教育部「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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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科、中心）依據中長程計畫並參考所屬教師需求預估，經系（所、科、

中心）務會議程序，提出年度需求，送校教評會審議。校教評會預估本校年度核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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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資本門部份： 

 依據教育部「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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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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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度原資本門分配以 2,200萬元為基礎,102.03.20經行政會議審議追加 200

萬元給攝影學程，本學年度資本門分配以不超過 2,400 萬為原則；另美工系提前支

用 1,219,500 元。  
分配方式建議： 

1.基本數:共計 400 萬 (平均分配至各單位),102 學年度新增「通識中心」 
2.依學群整合分配總數 600 萬 (依貢獻度: 

(1)目前以學雜費收入*0.5+各系產學單位產值*0.5 
(2)有分配特色發展科系不列入 3.資料統計至 100/11/1-101/10/31) 
(3)老師以 100(2)與 101(1)上下學期(101/1~101/12)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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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發展特性數 800 萬 (電資、電機建置遊戲與玩具特色實驗室) 
4.圖書及自動化設備規定佔 10％以上，327 萬餘元 
5.學務輔導相關設備規定佔 2％以上，42 萬 

6.省水器材 40 萬 
 

 

 

 

 

 

 

 

 

 

 

 

 

 

 

 

 

 

 

 

 

 

 

 

 

 

 

 

 

 

 

 

 

 

 

 



 41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及成員名單 
（一） 專責小組 

1. 組織辦法 

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89 年 5 月 31 日校務會議通過 

92 年 6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 

98 年 3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9 年 10 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0 年 3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2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設立獎勵補助款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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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及教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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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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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所

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代表經由系務會議推舉產生。 
第四條  本小組，職責如下： 

一、 審議獎勵補助經費之運用符合整體發展規劃及各所系科中長程計畫之情形。 
二、 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申請要點安排運用優先順序。 
三、 審核報部申請項目、規格、數量、細項等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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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補助經費申請時間，不定期召開；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另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通過。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2. 成員名單 
101 學年度專責小組會議成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校長 吳淑明 流設系代表 陳品志 助理教授 
教務長 蔡文瑞 室設系代表 陳振誠 助理教授 
學務長 鄭義融 食品系代表 林宇平 教授 
總務長 陳清汶 電資系代表 官銘章 副教授 
技合處長 陳華敏 電機系代表 郭乃仁 助理教授 
人事室主任 陳春蓮 妝管系代表 楊濟華 講師 
會計主任 許瑞容 觀光系代表 張幗儀 講師 
圖資處長 許德仁 行銷系代表 黃守仁 講師 
文創所代表 吳章瑤 助理教授 應外科代表 林必嘉 講師 
美工系代表 蘇英正 專技副教授 通識中心代表 裴慶興 講師 
影藝系代表 林啟壽 專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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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本（102）年度」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錄 

東方設計學院 102 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二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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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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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不含

自籌款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附件一。 

二、因目前教育部尚未公佈獎補助經費金額，以 101 年度獎補助經費做

規劃，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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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部分各單位元與

中長程計畫配合及優先順序案。 

說  明：延續 101 學年度之規劃，各單位依發展重點特色提出 102 學年度之

需求預期成效及相關設備規格表，經由業務單位初審，製表送本會



 43 

審議；另經費分配由行政會議及群長會議決議除每系科購置設備基

本額外，依學群整合數、發展類組特性給予數，如附表二、三。 

決  議：一、102學年度資本門含學校經費以貳仟貳佰萬元為基準。 

二、經專責小組代表審議後各單位所提設備均符合中長程發展計畫。 

三、有關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設備，各系所及單位已事先召開系務會議

依照單位需求及中長程發展計畫安排優先序。整體之優先序則依

各系優先序交差排列編列全校之優先序，相關教學設備16,358,839

元，分配比例佔 85.833﹪（不含自籌款，合乎申請原則）。 

四、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42萬，分配比例佔 2.204％（不含自籌款，

合乎申請原則） 

五、圖書資訊中心以中西文圖書為主軸共228萬元，分配比例佔11.963

％（不含自籌款，合乎申請原則） 

六、其他(省水器材) 40萬，分配比例佔自籌款16.14%。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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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2 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二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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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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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校教評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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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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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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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2 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記錄 

一、時  間：102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十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致詞：(略) 

四、各單位報告：(略)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修正計劃書。 

說  明： 

一、依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20023625x 號函辦理。 

二、本校核定補助款 9,837,723 元、獎勵經費 17,131,468 元、共計

26,969,191 元。本校擬提 13％做為配合款為 3,505,995 元，合計應為

30,47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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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做為下年度計畫申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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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書。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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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1. 選任或組成機制（辦法） 

東方設計學院內部控制稽核作業辦法 
文件編號  文 件 名 稱 版  本 01 
制定單位  內部控制稽核作業辦法 頁  數 1/3 

1. 目的： 
為確保本校教學品質及校務內控管理系統運作順暢與完善，茲訂定本辦法促使本校內控

稽核之有所遵循推行及落實，適時發覺問題，並採取矯正預防措施，以利教學品質與校

務管理維持有效性及提昇績效。 
 
2. 範圍： 

凡本校教學品質及校務內控管理系統之相關部門單位與作業規範流程皆適用之。 
 
3. 定義：依據「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辦理。 

3.1 內部稽核結果之審核：校長。 

3.2 稽核小組長：由校長指定權責主管擔任之。 

3.3稽核小組：每次稽核前由稽核小組長負責由內部稽核人員籌組之。 
 
4. 權責： 

4.1 校長：監督及核可內部稽核活動，審核及裁示稽核缺失結果及改善成效。 
4.2 各部門單位主管：負責提出稽核缺失之矯正預防措施及落實改善。 
4.3 稽核小組長：負責擬定內部稽核作業籌劃、稽核過程監督、召開稽核會議及結果彙報。 
4.4 稽核人員：負責內部稽核計畫作業實施。 
 

 
5. 作業流程圖：如第 5 頁所示。 

 
6. 作業說明： 

6.1 內部稽核人員的資格條件： 
6.1.1 由校長遴聘本校內部具稽核專長之教師擔任召集人，並由稽核召集人推薦具專長

之教 師、職員若干人經校長同意後任命成立稽核小組，推動內部稽核業務。稽

核小組長應建立【內部稽核人員名單】備用。。 
6.1.2 本校稽核人員應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確實執行其職務，並

定期向校長報告稽核業務。 
6.2稽核人員之職權：  

6.2.1本校之人事活動、財務活動、業務活動、教學事務活動、學生事務活動、總務活

動、 研究發展活動及資訊處理活動之事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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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本校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 
       6.2.3本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6.2.4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6.2.5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文件編號  文 件 名 稱 版  本 01 
制定單位  內部控制稽核作業辦法 頁  數 2/3 

        6.3稽核人員之職責：  
6.3.1本校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制。學

校稽核計畫應經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6.3.2本校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

應於年度稽核報告中檢附相關資料，作成稽核報告，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稽核

報告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6.3.3本校之稽核人員稽核時，得請本校之行政人員，提供有關帳冊、憑證、文件及其

他稽核之資料。 
6.4 稽核獨立性： 

執行稽核時，內部稽核人員不可稽核其自己所負責的業務工作、部門或業務直接及間

接相關工作責任，以保持內部稽核之「獨立性」。 
6.5 稽核時間： 

6.5.1 定期： 
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的內部稽核，稽核日期由稽核小組長考量學校狀況後決定及提

出並 
經校長同意後憑辦。 

6.5.2 不定期： 
有重大事件如品質異常事件、家長學生重大抱怨、組織重大變更、嚴重影響校

務運作、嚴重影響校譽‧‧‧時，視實際情況需要由稽核小組長陳報校長核可或

校務會議通過後臨時發出【內部稽核時程表】對重大事件影響範圍，實施稽核

作業。 
6.6 稽核規劃： 

6.6.1 稽核小組長應於每學年下學期擬定次學年度【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內部稽核時

程表】並篩選適當稽核人員成立「稽核小組」，經各部門單位確認同意後，提報

校長核可後向校內發佈。 
6.6.2【內部稽核時程表】應包含稽核日期時間、受稽核單位、受稽核範圍及項目、稽

核員及受稽單位陪檢人員。 
6.6.3【內部稽核時程表】經核可後，應於稽核實施一個月前，由稽核小組長發出通知

各稽核員及受稽核單位。 

6.6.4 稽核前，稽核小組長可召集內部稽核人員開會，先行溝通並確認稽核範圍、時程

及必要注意事項，並留存【內部稽核會議紀錄】。 
6.7 稽核執行、發現缺失及追蹤跟催： 

6.7.1 稽核過程，應確實依據【內部稽核時程表】召開「開幕會議」(可合併其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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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及進行稽核活動。受稽核單位主管或所指派陪檢人員必須陪同參與稽核陪

檢，並協助準備相關適當文件與紀錄配合稽核抽樣檢查。 
6.7.2 稽核時需製作及使用【內部稽核查檢表】，內部稽核員應將相關稽核抽樣證據記

錄於【內部稽核查檢表】之「狀況說明」欄中，以利查證及監督內部稽核成效。 
【內部稽核查檢表】之製作可以【東方設計學院內部控制制度】、相關作業程序

文件、國家教育單位評鑑標準或其他標準標章之認證標準條款等作為製作查檢

表內容之主要依據。 
  文件編號  文 件 名 稱 版  本 01 
制定單位  內部控制稽核作業辦法 頁  數 3/3 

 
6.7.3 稽核若發現缺點時，由內部稽核員詳細填寫【矯正預防措施單】，描述不符合事

項之狀況，若有建議則填寫【內部稽核建議事項表】後，交予缺失責任單位主管

確認稽核缺失與建議事項後簽署以示負責及後續改善。 
6.7.4 若仍有前次稽核留待結案之【矯正預防措施單】，均應於稽核時予以追蹤結案。 
6.7.5 缺失責任單位主管應 

(1)針對【矯正預防措施單】之缺失描述提出原因分析及矯正預防措施對策及期

限。 
(2)針對【內部稽核建議事項表】之建議事項描述提出處理措施。 
(3)填妥之【矯正預防措施單】與【內部稽核建議事項表】交予稽核小組長彙整

後，召開「閉幕會議」(可合併其他會議進行)向校長、各單位主管說明「內部

稽核結果」並於會後提出【內部稽核報告】陳報校長裁示同意相關改善對策

與措施。 
6.7.6 稽核小組長負有跟催追蹤之責任，應負責協調與指派稽核員在各缺點改善完成後

擇日前往稽核缺失現場進行改善成效確認。若缺點已改善則將確認結果記錄於

【矯正預防措施單】結案，倘若缺點尚未改善，則應與責任單位主管溝通改善措

施之現況及再改善期限，並繼續追蹤跟催結案。必要時，可以另行舉發【矯正預

防措施單】後，繼續進行至結案。 
 

6.8 總結報告及結案： 
稽核小組長於相關稽核缺失與建議事項改善成效完成確認後，應將內部稽核相關紀錄

彙總整理，並將改善結果提出【內部稽核結論報告】陳報校長或管理審查相關會議核

示，相關紀錄交由「稽核小組」列管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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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稽核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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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稽核人員名單 
職稱  姓名 

餐飲管理系 副教授 楊宗信 
設計行銷系 助理教授 黃佳慧 
設計行銷系 講師 林佳慧 

3. 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說明 
姓 名：楊宗信 
學 歷：國立清華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碩士 
現 職：東方設計學院餐飲管理系副教授 
經   歷： 
1. 東方工商專校化工科講師 (1983~) 
2. 東方工商專校課外活動組組長 (1985~1987) 
3. 東方工商專校就業輔導室主任 （1989~1991） 
4. 東方工商專校化工科科主任 (1999~2002) 
5. 東方技術學院化工系副教授 
6. 東方設計學院餐飲管理系副教授 

 
姓名：黃佳慧 
學歷：日本拓殖大學商學博士 
現職：東方設計學院設計行銷系助理教授 
經歷： 
1. 钜翔廣告有限公司顧客關係管理技術顧問 
2.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RM 系統開發暨認證推廣諮詢顧問 
3. 趨勢科技日本總公司製品開發部助理(1996～1998) 
4. 趨勢科技日本總公司產品經理部助理(1998～2000) 

 
姓名：林佳慧 
學歷：雲林科大工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現職：東方設計學院設計行銷系講師 
經歷： 
1. 東方技術學院秘書室秘書(88.8~93.8) 
2.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RM 系統開發暨認證推廣諮詢顧問 
3. 中華民國原始生活教育學會第八屆監事 
CRM 顧客關係管理商品分析師（CRMMA200900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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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度 

(一) 經常門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 

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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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十一、十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八、一、十六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八、十一、十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六、二十八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東方設計學院（以下簡稱本校）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核配及申請要點」、「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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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條  本經費使用範圍與分配比例： 

 一、增聘助理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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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支用於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本校服務，領

有月退俸教師之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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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支用於進修、

升等、編纂教材、製作教具，並至少分配年度經費的百分之二十於研究項下

之教師專題研究。 
第 三 條  本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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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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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事先經行政程式申請經校長核准後辦理，事後再提校教評會審議追

認。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制定之相關作業要點，在經費中斷時，得停止實施。 
第 六 條  教師之受獎助金額每人每年以三十三萬元為上限。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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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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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三、八、二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第二條 
九十三、十、十三  校務會議修正第二條 

九十五、一、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三、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十一、二十五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一、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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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講師以上人員經校教評會核准進修且與學校簽訂進修契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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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註冊學雜費、學分費單據核定獎助金額，但國內進修者每年以四萬元為上限，國外

進修者每年以八萬元為上限，至多獎助三年。 
五、申請時間：每年辦理一次，申請日期另行公告。 
六、申請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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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呈核。 
七、審核程式與原則： 
  （一）初核：由教務長召集技術合作處處長、學術單位主管及校教評會教師代表二人審

議所進修學程與本校發展或專業領域之密切相關程度，推薦獲獎人名單及獎助金

額。 
  （二）覆核：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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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獎助款受領人應依規定程式檢附各項單據、申請核撥。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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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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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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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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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六、十、三十一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七、十二、二十四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八、四、十六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七、二十二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三、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十一、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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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符合學校聘任不易之師資，在進入本校後之前三年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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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於上一年度提出單項金額至少六萬元(含)以上並完成正式簽約之產學合作案(不含國

科會計畫)，且成效優異之本校專任教師(須擔任主持人)。 
(五)以性別平等教育、智慧財產權保護為研究重點之專任教師。 
(六)以學校發展重點為研究主題並以專案方式由系(所、科、中心)專任教師代表提出申請。 

三、計畫獎助金額： 
(一)依計畫內容給予補助，人文社會類科計畫上限二萬元，理工類科計畫上限三萬五千

元，專案之補助金額上限十萬元。同一申請人在同一年度限獎助一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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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獎助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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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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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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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之証明文件等資料，提請所屬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學術單位應於公告

期限內將申請案移送技術合作處(以下簡稱技合處)彙整(逾期不受理)，原則上於每年

十二月底前受理次一年度案件之申請。 
(二)審核： 

１、初核： 
(1)第一階段：計畫(含經費預算)由教務處辦理外審，外審之審查費亦由教務處

彙整造冊自同一經費勻支核銷。 
(2)第二階段：由技合處邀集教務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學術單位主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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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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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性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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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前所接受獎助之專題研究案是否已發表。 

(四)審核結果公佈：原則上二月底前公佈。 
七、計畫之執行： 

(一)經核定之研究計畫執行期限自核定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 
(二)計畫審核通過開始執行後，依行政程式申請經費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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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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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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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一、四、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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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獎助時應繳下列文件： 
（一）簽呈核准文。 
（二）申請書乙份（格式另定，人事室備索）。 
（三）發表論文時應附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檔影本、摘要，或全文影本。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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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申請人在同一學年度內補助以不超過二次為原則。 
六、申請程式：應於會前經行政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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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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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行政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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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款受領人應於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二週內，依規定程式檢據辦理核銷。 
十、受獎助人應於會後核銷時，提交所領取研習或研討資料及心得報告呈閱，並同時將心得

報告電子檔傳送人事室業務承辦人上網公告，以供同仁參考。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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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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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一、十六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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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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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之註冊費用。 

五、 獎助金額：每名獎助總金額歐美地區以四萬元為上限，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地區以二萬

元為上限，大陸地區以一萬元為上限，其他地區以前述最鄰近地區為參考依據。 
六、 應備文件：申請者應備下列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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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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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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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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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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補助各單位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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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十一、十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三、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八、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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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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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內容：以各單位專業發展方向之研究為範圍。 
三、補助範圍或項目：論文審查費、講座鐘點費、印刷費、材料費、主持人（與談人、引言

人）費等，但紀念品、禮品或宣導品經費除外。 
    前項論文審查費及主持人（與談人、引言人）費，校內人員不得支領。 
四、申請與審核程式：於研討會辦理日期前，將計畫申請書（格式另定，人事室備索）一式

二份提經系（所、科）務或通識（語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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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如因特殊原因，未及提請校教評

會審查之案，其所需經費在預算分配額度內，依行政程式經 校長核准者，得提請校教評

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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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習項目經費

補助。 
六、研討會辦理時間：於獎助經費年度之十二月底前辦理完畢。 
七、補助款應依規定支用，如有結餘款應即繳回。 
八、研討會辦理結束後半個月內，受補助單位應編撰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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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59 

東方設計學院補助各單位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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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十一、十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三、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本校各單位辦理校內或區域性、全國性教學暨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以增進教

學知能，改進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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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內容：以各單位改進教學及相關題材為範圍。 
三、補助範圍或項目：講座鐘點費、印刷費、材料費等，但紀念品、禮品或宣導品經費除外。 
四、申請與審核程式：於研習活動辦理日期前，將計畫申請書（格式另定，人事室備索）一

式二份提經系（所、科）務或通識（語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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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如因特殊原因，未及提請校教

評會審查之案，其所需經費在預算分配額度內，依行政程式經 校長核准者，得提請校教

評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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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改進教學項目

經費補助。 
六、研習活動辦理時間：於獎助經費年度之十二月底前辦理完畢。 
七、補助款應依規定支用，如有結餘款應即繳回。 
八、研習活動辦理結束後半個月內，受補助單位應編撰研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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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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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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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六、九、十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七、十一、十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００、十一、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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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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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 等

級），或發表於 TSSCI 之期刊論文，經審核後每篇至多頒發貳萬元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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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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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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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款獎金之頒發，論文由二人合著，則排名首者佔 2/3，後者佔 1/3，論文由三人（含）

以上合著，則排名首位者佔 1/2，其餘者平均，通訊作者比照第一作者辦理，惟獎勵對

象均以本校教師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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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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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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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經系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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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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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由教務處負責。 
九、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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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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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十一、十九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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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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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辦理升等送審教師人數於年度獎助經費預算中優先核撥支用。 
五、獎助範圍或項目： 
    （一）審查費： 

每位審查人三千元。送審人得依實際送審規定之人次，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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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及成就證明檔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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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申請經費撥付。 
九、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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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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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五、二十八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八、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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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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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前項獎助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作品以在獎助年度前二年內已完成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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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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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國性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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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縣市級以上（含縣市級）地方性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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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獎勵金之頒發，同一案擇一條例獎勵，不可重複申請。 
六、申請時間：每年辦理一次，申請日期另行公告。   
七、申請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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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呈核。 
八、審核程式： 

（一）初核：由教務長召集技術合作處處長、學術單位主管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校教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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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獎助經費之核支，獎助款受領人應依規定程式申請核撥。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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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發表由教務處負責。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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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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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二、二十二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八、十、七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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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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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前項獎助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作品以在獎助年度前二年內已完成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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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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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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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申請時間：每年辦理一次，申請日期另行公告。 
七、申請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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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呈核。 
八、審核程式： 
    （一）初核：由教務長召集技術合作處處長、學術單位主管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校教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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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獎助經費之核支，獎助款受領人應依規定程式申請核撥。 
十、獎助款受領人須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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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發表由教務處負責。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65 

東方設計學院獎助教師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 

96 年 6 月 6 日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4 月 16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7 年 10 月 22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9 年 9 月 10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01 年 3 月 21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一、為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準，並有效推動及運用本校教師之研究發展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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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對象： 

（一）由本校辦理專利申請案之發明人或創作人。 
（二）由教師自行辦理專利申請，並已獲通過專利案之發明人或創作人，該項專利所有

權需移轉予本校。 
四、獎助項目： 

（一）發明專利：含申請費、申請實體審查、專利說明書、圖式費用、領證費及專利事

務所服務費。 
（二）新型、新式樣專利：含申請費、領證費及專利事務所服務費等。 
（三）專利年費：獎助每案之專利年費等。 
（四）其他：如答辯及申請舉發、更正說明書或圖式等費用，得視個案情況由申請人提

獎助申請。 
（五）專利所有權移轉至本校前，教師自行辦理專利申請之相關事項費用。 

五、經費來源：每年由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之研究項下支用。 
六、計畫之申請、審查及核定： 

（一）申請：申請人於每年一月向技術合作處研發組提出專利審查申請。 
（二）審查：專利獎助申請案由技術合作處提請本校「專利獎助審查小組」初審。「專利

獎助審查小組」由技術合作處呈簽校長聘請校內、外相關之專家學者三人以上組成，進

行審查工作，研發組組長為執行秘書。經「專利獎助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簽核後，由技

術合作處提報校教評會審議。 
七、專利之維護：接受本校補助之專利，應尋求技術移轉商品化之機會，若三年內無技術轉

移成果者，得經由本校「專利獎助審查小組」評估其專利價值後，決定是否繼續維護其

專利年費；若決定不繼續維護其專利年費，則專利發明人或創作人可選擇自行付繳專利

年費並維護其專利有效權，專利所有權則移轉予專利發明人或創作人，移轉所需費用應

由專利發明人或創作人支付。 
八、侵權處理：本校專利權受侵害時，由本校法律顧問統一處理。 
九、發明人或創作人之義務： 

    （一）發明人或創作人於專利申請、審查、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司法訴訟等法律程

式中，應對其發明內容負答辯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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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明人或創作人因抄襲等不法手段獲得專利以致侵害他人權益時，應負一切責任。 
（一）發明人或創作人應配合本校專利承辦單位，進行對該專利之推廣工作。 

十、專利之技術移轉權利金及衍生利益之分配： 
凡本校之專任教師之專利，因技術移轉而產生經濟利益時，其全部所得技轉金額之分配

如為：發明人或創作人 50%，本校 50%。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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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實施要點  

                                           95.8.23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97.3.13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9.1.25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9.9.10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3.19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第 1、3、4、5、6、7、8、9、11

條 

 
一、目的：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自製及應用數位化多媒體教材教學，以資訊融

入教學方法，增進教學效果，並推廣優良教學媒體，進而提昇教學品質，特

訂定本要點。   
二、依據：依本校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作業要點第 3 點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目規定訂定之。  
三、參加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四、競賽類別：  

（一）  多媒體動畫教材類  
教材需符合下列項目：  
1、  教材需符合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認證自評表」規範一、二、四，如

附件 (二 )自評表。  
2、  具備至少 12 週教材內容，且為本校必、選修課程之教材。  
3、  教材必須是獨立、完整之網路教材，不得混合搭配教科書、錄影音帶、

光碟、或其他連結之網外資源。  
4、  教材已置於本校網路教學平台。  

（二）  具聲音講解教材類  
教材需符合下列項目：  
1、  具簡報結合聲音錄製教材。  
2、  教材清楚說明內容主題、單元名稱、學習時數與適用對象，並列出學

習階段與說明各階段的內容與學習建議。  
3、  具備至少 12 週教材內容，且為本校必、選修課程之教材。  
4、  教材必須是獨立、完整之網路教材，不得混合搭配教科書、錄影音帶、

光碟、或其他連結之網外資源。  
5、  教材已置於本校網路教學平台。  

（三）  其它特殊教材類  
教材需符合下列項目：  
1、  將教材以簡報或影音呈現。  
2、  教材必須是獨立、完整之網路教材，不得混合搭配教科書、錄影音帶、

光碟、或其他連結之網外資源。  
3、  教材已置於本校網路教學平台。  

五、評選作業程序：  
（一）  繳交參選媒體教材資料四份。【參加第一類另需繳交附件 (二 )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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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選作業日期：每年 4 月至 6 月。  
（三）  申請報名表如附件 (一 )。  

六、參選媒體教材之審核： 
（一） 初核： 

1、 第一階段：向所屬所、系、科、中心提出，經各層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 
2、 第二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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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核銷。由教務長召集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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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覆核：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七、評選方式：  
（一）  聘請校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作品評審。評分表如附件(三)。  
（二）  以得分高低評選出得獎作品。總分數達 65 分（含）以上者為入選標準。 

八、獎勵方式與名額：  
（一）  各類達入選標準之作品，由教務處網路教學組提報評審委員會審議，其

獎勵標準如下：  
1、  多媒體動畫教材類：  

(1) 第一名獎勵金依課程學分數支付，每學分最高 20000 元。 
(2) 第二名獎勵金依課程學分數支付，每學分最高 15000 元。 
(3) 第三名獎勵金依課程學分數支付，每學分最高 10000 元。 
(4) 佳作獎勵金依課程學分數支付，每學分最高 4000 元。 

2、 具聲音講解教材類： 
(1) 第一名獎勵金依課程學分數支付，每學分最高 10000 元。 
(2) 第二名獎勵金依課程學分數支付，每學分最高 8000 元。 
(3) 第三名獎勵金依課程學分數支付，每學分最高 6000 元。 
(4) 佳作獎勵金依課程學分數支付，每學分最高 3000 元。 

3、  其它特殊教材類：  
(1) 第一名獎勵金最高 10000 元  
(2) 第二名獎勵金最高 8000 元  
(3) 第三名獎勵金最高 6000 元  
(4) 佳作獎勵金最高 3000 元  

（二）  前揭各類所定獎勵名額，如參賽作品未達評定標準或件數不足得從

缺，或移增他類之獎勵名額。（第一名需平均 90 分以上，第二名需平

均 80 分以上，第三名需平均 70 分以上，佳作若干名，惟需平均 65 分

以上。）  
（三）  每位老師每次不得參加不同類別競賽，亦不可同時敘獎；得獎作品若

曾得過相關獎項，得以取消得獎資格；得獎作品不得再參加或申請其

他校內外比賽或獎助。  
（四）  多媒體動畫教材類得獎第一至三名之教師有進行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

或課程認證之義務，若得佳作或完成具聲音講解教材，仍有意願送課

程認證者，網路教學組亦提供協助老師蒐集本校教學平台的相關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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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辦理申請認證，於通過數位學習認證後，可申請獎勵金，最高 3
萬元，由「教育部獎助提升教師素質經費」編纂教材項下支出。  

（五）  「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認證」獎助金，由「教育部獎助提升教師素質

經費」編纂教材項下支出。  
九、報名前應將教材置於遠距教學平台並填寫版權切結書如附件 (四 )。  
十、凡經報名得獎之作品，如違反著作權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並取消獎勵資

格。  
十一、其他相關規定：  

（一）  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每年舉辦一次，業務承辦單位為教務處。  
（二）  每年獲獎之教師，應積極協助提升本校教學品質。  
（三）  若有評審委員為參加競賽教師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時，應自行申請迴

避。參與之評審委員對於相關工作負有保密義務。  
十二、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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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報名表 

報名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教師姓名  教材名稱  

適用學制 
（可複選） 

□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專校□進修學院 
□二專□五專□二技□四技□七技□研究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______年_______班 

教材總時數  學分數  必選修別 □必修  □選修 

參賽類別 

□第一類：多媒體動畫教材類 (請勾選 ) 
□教材需符合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認證指標」規範一、

二、四。  
□具備 12 週教材內容，且為本校必、選修課程之教材。  
□教材必須是獨立、完整之網路教材，不得混合搭配教科

書、錄影音帶、光碟、或其他連結之網外資源。  
□教材已置於本校網路教學平台。  

□第二類：具聲音講解教材類 (請勾選 ) 
□具簡報結合聲音錄製教材。  
□具備 12 週教材內容，且為本校必、選修課程之教材。  
□教材必須是獨立、完整之網路教材，不得混合搭配教科

書、錄影音帶、光碟、或其他連結之網外資源。  
□教材已置於本校網路教學平台。  

□第三類：其它特殊教材類 (請勾選 ) 
□將教材以簡報或影音呈現。  
□教材必須是獨立、完整之網路教材，不得混合搭配教科

書、錄影音帶、光碟、或其他連結之網外資源。  
□教材已置於本校網路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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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 
概述說明  

校長簽章： 教務長簽章： 人事主任簽章： 系、所、科、中心主任

簽章： 

 



附件(二)    

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認證自評表規範一、二、四 

教材名稱：                                            教師姓名：                                         

（填寫說明：1.內容說明欄中，請依檢核項目具體說明實施情況。 
 2.附件對照說明欄中，請提供所填內容在教學網站相對應存放之位置(網址)，或提供書面附件資料以茲證明。 
 3.自評欄中，請自評實施請況，勾選 B、A、A+三等級。 

（1）如勾選『A』等級，請提供足以表示達到檢核標準之佐證，如勾選『A＋』等級，請提供足以表示優於檢核標準之佐證，

如勾選『B』等級，表示該項目未達檢核標準。 
（2）如有選備檢核項目貴單位不具有相對應之標的，請在附件對照說明欄中說明理由，並勾選『N/A』，供審查委員裁量。 
（3）必備檢核項目不可勾選『N/A』。 

規範 1、教材內容與架構 

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必 1-1 教材清楚說明內容主題、單元名稱、學習時數

與適用對象。 
A+：教材網頁列出內容主題、單元名稱、學習時

數與適用對象四項，且說明清楚。 
A ：教材網頁列出內容主題、單元名稱、學習時

數與適用對象中的三項，且說明清楚。 
B ：教材網頁列出內容主題、單元名稱、學習時

數與適用對象中的兩項、一項或未列出，或說

明不清楚。 

  

    
必 1-2 教材清楚說明學習者可從教材獲得的知識、技

能與態度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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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A+：總學習目標及各單元學習目標均列出知識、

技能、態度三項之學習目標，且說明清楚。 
A ：總學習目標及各單元學習目標列出知識、技

能、態度中兩項的學習目標，且說明清楚。 
B ：總學習目標及各單元學習目標僅列出知識、

技能及態度中一項以下的學習目標，或說明不

清楚。 
本規定所寫學習目標，包含總體的學習目標及各單

元的學習目標 
必 1-3 教材清楚說明內容與授課科目的對應關係。 

A+：四分之三以上教材單元列出內容與授課科目

的對應關係，且說明清楚。 
A ：三分之二以上教材單元列出內容與授課科目

的對應關係，且說明清楚。 
B ：未達三分之二的教材單元列出內容與授課科

目的對應關係，或說明不清楚。 

  

    
必 1-4 教材內容涵蓋學習目標。 

A+：教材內容完全涵蓋所列出的總體及各單元學

習目標。 
A ：教材內容涵蓋 90%列出的總體及各單元學習

目標。 
B ：教材內容未涵蓋 90%列出的總體及各單元學

習目標。 

  

    
必 1-5 教材內容符合適用對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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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A+：教材內容的難度與廣度，符合適用對象的能

力。 
A ：教材內容的難度與廣度，大致符合適用對象

的能力。 
B ：教材內容的難度與廣度，與適用對象的能力

有相當的差距。 
必 1-6 教材內容正確。 

A+：教材內容正確無誤。 
A ：教材內容有小錯誤。 
B ：教材內容有重大錯誤或錯誤過多。 
本規定所寫教材內容錯誤，指知識本身之錯誤，不

含文字筆誤。申請學校請提供自我檢核佐證資料。 

  

    
必 1-7 教材單元的呈現順序合適。 

A+：教材單元的呈現順序適合適用對象。 
A ：教材單元的呈現順序大致適合適用對象。 
B ：教材單元的呈現順序不適合適用對象。 

  

    
選 1-8 教材內容的份量適當。 

A+：每一教材單元內容份量都適當。 
A ：三分之二以上的單元內容份量適當。 
B ：未達三分之二的單元內容份量適當。 
本規定所寫教材內容份量，需符合學分數要求。 

  

    
選 1-9 教材包含較新的內容。 

A+：教材內容涵括兩年內的新資料。 
A ：教材內容涵括較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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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B ：教材內容資料老舊，需更新補正。 

選 1-10 教材提供相關的補充教材與學習資源。 
A+：三分之二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相關的補充教

材與學習資源。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相關的補充教

材與學習資源。 
B ：未達二分之一教材單元提供相關的補充教材

與學習資源。 

  

    
自評結果合計（請填各自評分類合計個數）     

綜合評述（請就本自評表未列但有助審查委員審查之項目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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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2、教材設計 

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必 2-1 教材單元中有引發學習動機的設計。 

A+：三分之二以上的教材單元有引發學習動機的

設計。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有引發學習動機的

設計。 
B ：未達二分之一的教材單元有引發學習動機的

設計。 

  

    
必 2-2 教材單元提供清楚的學習活動說明。 

A+：每一教材單元均提供學習活動的清楚說明。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有學習活動的清楚

說明。 
B ：未達二分之一的教材單元有學習活動的清楚

說明。 
本規定所寫教材的學習活動，指在教材中要求學習

者從事的活動，如點閱輔助影音、進行模擬、自我

評量、填寫問卷等。  
 

  

    
必 2-3 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實例或範例。 

A+：三分之二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生活實

例或範例。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生活實

例或範例。 
B ：未達二分之一的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生活實

例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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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必 2-4 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練習活動。 

A+：三分之二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練習活

動。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練習活

動。 
B ：未達二分之一的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練習活

動。 

  

    
必 2-5 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評量活動。 

A+：每一教材單元均提供適當的評量活動。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評量活

動。 
B ：未達二分之一的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評量活

動。 

  

    
必 2-6 教材單元針對學習活動提供適當的回饋。 

A+：三分之二以上的教材單元對學習活動提供適

當的回饋。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對學習活動提供適

當的回饋。 
B ：未達二分之一的教材單元對學習活動提供適

當的回饋。 
本規定所寫教材單元的學習活動回饋，指教材與

學習者有互動，如自我評量後有評分、填寫問卷

後有統計分析等。 

  

    
選 2-7 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補救學習。 

A+：二分之一以上的較困難教材單元有提供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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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的補救學習。 

A ：三分之一以上的較困難教材單元有提供適當

的補救學習。 
B ：未達三分之一的較困難教材單元有提供適當

的補救學習。 
本規定所寫補救學習，指學習有困難時，學習者至

少有另一型式的學習。 
選 2-8 教材清楚說明學習階段及各學習階段的內容與

學習建議。 
A+：教材列出不同的學習階段，且學習內容與學

習建議的說明清楚。 
A ：教材列出不同的學習階段，且學習內容與學

習建議的說明尚清楚。 
B ：教材未列出學習階段、未提供學習內容說明、

或未提供學習建議。  

 

    
自評結果合計（請填各自評分類合計個數）     

綜合評述（請就本自評表未列但有助審查委員審查之項目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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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4、媒體與介面設計 

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必 4-1 教材的媒體品質優良。 

A+：教材中媒體的品質優良。 
A ：教材中媒體的品質大致優良。 
B ：教材中媒體的品質有待改進。 
本規定所寫教材的媒體，包括文字、語音、圖像、

影訊、動畫等。 

  

    
必 4-2 教材的媒體能幫助學習者理解內容。 

A+：三分之二以上的教材單元之媒體能幫助學習

者理解教材內容。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之媒體能幫助學習

者理解教材內容。 
B ：未達二分之一的教材單元之媒體能幫助學習

者理解教材內容。 
本規定所寫教材的媒體能幫助學習者理解內容，指

媒體要與教材內容契合，才能幫助學習者理解內

容。 

  

    
必 4-3 教材的畫面設計適當。 

A+：教材畫面的外觀、顏色、功能和位置均適當。 
A ：教材畫面的外觀、顏色、功能和位置大致適

當。 
B ：教材畫面的外觀、顏色、功能和位置待改進

或有爭議。 
本規定所寫畫面設計，指畫面的外觀、顏色、功能

和位置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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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必 4-4 教材的介面操作方便且一致。 

A+：教材中的介面操作設計，使用方便性與一致

性均適當。 
A ：教材中的介面操作設計，使用方便性及一致

性大致適當。 
B ：教材中的介面操作設計，使用方便性及一致

性有待改進。 

  

    
必 4-5 教材的閱讀工具適當。 

A+：教材的閱讀工具功能與操作均適當。 
A ：教材的閱讀工具功能與操作大致適當。 
B ：教材的閱讀工具功能與操作有待改進。 
本規定所寫閱讀工具，指可播放、呈現教材媒體內

容之軟體工具，例如：網頁瀏覽器、客製化的應用

軟體。 

  

    
選 4-6 教材提供友善下載的功能。 

A+：三分之二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友善下載的功

能。 
A ：二分之一以上的教材單元提供友善下載的功

能。 
B ：未達二分之一的教材單元提供友善下載的功

能。 
本規定所寫友善下載，指為方便使用者離線閱讀教

材，而將這些內容以簡易或行動的形式去除不必要

資料，重新安排為一適當格式之下載方式。 

  

    
自評結果合計（請填各自評分類合計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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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附件對照說明 
自評 

A＋ A B N/A 
綜合評述（請就本自評表未列但有助審查委員審查之項目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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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評分表(第一、二類) 

教材名稱：                      教材類別： □第一類：多媒體動畫教材類  
□第二類：具聲音講解教材類  

教師姓名：                                                                        
 

若符合

請勾選 
評 分 項 目 比例  得分  

規範一：教材內容與架構 35%  

 1-1 教材清楚說明內容主題、單元名稱、學習時數、與適用對象。 

 1-2 教材列出學習者將獲得的知識、技能或態度的具體目標。 

 1-3 教材內容涵蓋教學目標。 

 1-4 教材內容符合學習者程度。 

 1-5 教材內容正確。 

 1-6 教材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由合理且明確的單元所組成。 

 1-7 教材內容份量適當。 

 1-8 教材清楚說明引用資料之版權。 

 1-9 教材包含較新的內容。 

 1-10 教材提供相關的學習資源。 
規範二：教材設計 35%  

 2-1 教材中有引發學習動機的設計。 

 2-2 教材提供清楚的學習活動說明。 

 2-3 教材提供適當的實例。 

 2-4 教材提供適當的練習。 

 2-5 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評量活動。 

 2-6 教材的學習活動提供適當的回饋。 

 2-7 教材提供適當的補救學習。 

 2-8 教材列出學習階段並說明各階段的內容與學習建議。 

 2-9 教材提供 FAQ 及關鍵字詞表。 
規範四：媒體與介面設計 30%  

 4-1 教材的媒體品質優良。 

 4-2 教材的媒體能幫助學習者理解內容。 

 4-3 教材的畫面設計恰當。 

 4-4 媒體介面操作方便且一致。 

 4-5 教材的瀏覽工具合適。 

 4-6 系統提供問題解決輔助功能(Help)。 

評審結果總分數：       __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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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評審委員  
簽章 

 
 

審查日期  
_______年 _____月_____ 日 

 

備註：  

請於  _______月  _______日前，將評分表及您寶貴的審查意見寄回本校教務處網路教學組。  

聯絡電話：07-6939511  傳真：07-6936946 

校址：高雄市 829 湖內區東方路 110 號  E-mail:elearning@mail.tf.edu.tw 



84 

 

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評分表(第三類) 

教材名稱：                   教師姓名：                                      
教材類別： □第三類：其它特殊教材類  

評 分 項 目 比例  得分  

1.教材正確性：符合課程內涵 並具體可行  30%  

2.教材互動性：教材有包含適當的教學活動、作業練習或測

驗並有適當的回饋  30% 
 

3.教材豐富性：教材有包含豐富的延伸閱讀或其他有助學習

之內容  30% 
 

4.教材完整性：教材內容架構完整  10%  

評審結果總分數：         分  
審查意見： 

評審委員  
簽章 

 

審查日期 _______年 _____月_____ 日 

備註：  

請於   月   日前，將評分表及您寶貴的審查意見寄回本校教務處。  

聯絡電話：07-6939511      傳真：07-6936946 

校址：高雄市 829 湖內區東方路 110 號      E-mail:elearning@mail.tf.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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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東方設計學院數位教材版權切結書 

茲保證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之教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相關教學內容

之創作的取得，並無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情事。如有因此而引發之糾紛、訴訟，

願自負法律責任。 

 
 
 
 

 此致 

東方設計學院 

 
 
 

切結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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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作業要點 
                                                                                           97.5.28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8.11.19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9.9.10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02.3.19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正第 1、5、6、7、8、9、10、11、13 條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以建立教學特色、提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果，依本

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特訂定本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助對象：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可申請獎助。 
三、獎助項目： 

(一)編纂教材： 
1.教師編著之書籍、實驗手冊或教材（自編及翻譯均可，需載明為本校教師所著，內容適用

大專用書並已公開發行）。 
2.自製數位教材媒體(含投影片、影音教材、多媒體動畫教材)，其競賽實施要點另訂之。 

(二) 製作教具：以課程內容需要所研發、設計及製作教學教具。 
四、廠商所提供之數位化教材及教學軟體不得提出申請獎助。教師教材不得有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

著作權之情事，有關涉及著作權之侵涉，由製作教師自行負責。 
五、送審教師編著之書籍、實驗手冊或教材，審查重點應包括： 

(一)教材內容是否與申請人之專長相關。 
(二)申請教師提出的教材，是否與所屬教學單位相關。 
(三)編纂教材內容是否有創意。 
(四)教材編輯、設計之周延與可行性。 

六、送審自製數位教材媒體，審查重點依該要點規定行之。 
七、送審製作教具，審查重點應包括： 

(一)是否可實際運用於課程中。 
(二)教具是否可重複利用。 
(三)教具確實助於學生學習或培養知識和技能。 

八、申請五至七點項各款獎助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作品以在申請日期前一學年度內已出版或完成者為限。 
(二)同一件作品（不分新版或修正版）只能申請補助一次為限，申請之教材已獲得本校補助者

不得申請。 
(三)申請案必須實際用於教學者。 
(四)所有作品除個人製作外，亦可協同製作合作完成，但申請時擇一代表參加。 
(五)不曾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獎補助金者。 

九、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 

本獎補助申請於每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由教務處公告受理申請。 
(二)申請程序 

申請獎補助者，請填妥申請表，檢附相關資料文件五份（含書面及電子資料），先經所屬

單位系（所、科、中心）教評會議初審通過後，於 7 月 15 日前提送教務處彙整，由教務

處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複審。審查委員會完成複審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通過，再

請校長核定。 
(三)申請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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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申請表，如附件一。 
2.相關佐證資料(含電子資料)，做為審查依據。 
3.若申請自製數位教材之獎補助，需繳交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二。 

十、「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獎助教師製作教具」核發經費由「教育部獎助提升教師素質經費」

項下之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費用支付。作品評審成績分為傑出、優等及佳作等獎項（傑出需平

均 90 分以上、優等需平均 80 分以上、佳作需平均 60 分以上），每案獎助金依「當年度」獎助

款配額分配。 
(一)申請「獎助教師編纂教材」經審核通過者，依評審成績之獎勵金額如下： 

(1) 傑出：獎勵金最高 20,000 元 
(2) 優等：獎勵金最高 10,000 元 
(3) 佳作：獎勵金最高 3,000 元 

    (二)申請「獎助教師製作教具」經審核通過者，依評審成績之獎勵金額如下： 
(1) 傑出：獎勵金最高 20,000 元 
(2) 優等：獎勵金最高 10,000 元 
(3) 佳作：獎勵金最高 3,000 元 

十一、審查委員會成員由教務長、系(學群、科、中心)主任組成，教務長為會議主席，會議結果表

決採用多數決。 
十二、獲獎助者經審查委員會及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同意後，即通知核發獎助金。 
十三、接受本辦法獎勵之數位教材，於提出申請前需將教材設置於本校網路教學平台上。其它書籍、

實驗手冊、教材或教具需收錄於圖書館或固定教學場所。 
十四、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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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職  稱  所 屬 單 位  

申 請 獎 助 項 目 
（ 請 自 行 勾 選 ） 1.□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 

申請類別： 
(1)□教科書    (2)□實驗手冊 
(3)□自製數位化教材 

2.□獎補助教師製作教具 申請類別： 
□教學教具 

作 品 名 稱  

教材適用課程類型 
( 可 複 選 ) (1)□一般教學  (2)□通識課程  (3)□語言課程  (4)□資訊課程  

(5)□實驗課程  (6)□實習課程  (7)□藝能課程  (8)□其他      (請說明) 

實 際 用 於 教 學 
之 

科 目 名 稱 
    

實際用於教學

之 
授 課 班 級 

 

作 品 摘 要 說 明 
 
 
 
 
 

(請簡略說明作品製作完成日期，教師投入之精神、製作費用，作品特色、應用範圍，教學效益，及放置地點等)  

審  查  結  果 

1.系(所、科、中

心 ) 教 評 會       年     月     日審核通過 
系(所、科、中心)
主 任 簽 章  

2 . 審查委員會 

1.＿年＿月＿日審核通過 
2.評審成績： 

(1)□傑出 
(2)□優等 
(3)□佳作 

3.核定金額：新台幣＿＿＿＿元 

審查委員會主席

( 教 務 長 ) 
簽 章 

 
 

3 . 校教師評審 
委 員 會 

1.      年     月    日審核 
2.審查結果： 

(1)□通過 
(2)□不通過   評語：  

 
校 長 簽 章 

 
 

 
 
 
 

校    長 會 計 主 任 教 務 長 
人 事 室 
主 任 

系（所、科、中心） 
主      任 

網路教學組 
組 長 申 請 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備 註 1.申請教材、教具獎補助，同一件作品以一次為限，申請之教材曾獲得本校補助者，不得申請。  
        作品以在申請日期前二學年度內已出版或完成者為限。 

      2.申請獎補助教師，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一)教材版權切結書(二)教材，做為審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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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方設計學院數位教材版權切結書 

茲保證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東方設計學院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之教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相關教學內容

之創作的取得，並無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情事，如有因此而引發之糾紛、訴訟，

願自負法律責任。 

 
 
 
 

 此致 

東方設計學院 

 
 
 

切結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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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95,11,22 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95,12,27 校務會議審議通 

97,3,13 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97,3,19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9,3,31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9,6,9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9,6,24 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99,9,10 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99,10,27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0,2,8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3,21 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101,3,27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2,3,20 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3,6,7,8,9,10 條 
 
 

第一條  為落實教師評鑑制度，鼓舞本校專任教師提高教學品質，獎勵教學優良教師之努力與貢
獻，肯定其善盡人師之職責，充分表現學者之風範，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 
凡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在本校連續任教滿三年以上，且在三年內校外亦無兼課或擔

任有給兼職者，均可受推選。 
第三條  受獎資格： 

教學優良教師之遴荐資格需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對於教學方面有卓越貢獻，其條件如下列： 

(一)教學理念與熱忱：行政配合度高，切實遵守學校有關教學之規定者（如開課、

排課、成績單繳交、課程綱要上網等）。專心教學研究，品德優良，堪為師生

表率，普獲學生及同儕肯定者。 
(二)教材教法力求精進：對提高學生讀書風氣，端正學生品德，功效顯著者。(例

如：正式出版為本系開授課程之書籍著作，或教學媒體資源製作及講義教材等

之具體成果)。 
(三)教學評量成績優異：申請前一學年度教學評量成績，個人平均數高於全校平均

數為基準。 
(四)指導學生參加比賽：熱心指導學生學業、專題研究、作品等。學生專題研究、

作品等參加比賽卓有成效。 
(五)其他教學相關之貢獻：包括對系及學校教學相關議題之參與及改革等貢獻。 

二、對本校學術發展方面有相當貢獻者。其條件如下列： 
(一)從事學術研究，其論文發表於國內外重要刊物，對學術有重大貢獻者。其論著

必須在本校專職內發表者。 
(二)舉辦及參與學術性研討會，及協助學術性刊物之發行，對推動學術發展，頗有

成效者。 
(三)協助政府相關機構委託，以本校名義承接舉辦各項活動(如推廣教育或產學合

作等)，功效卓越者。 
(四)教師創作或展演成果於審查日前一年，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或完成，符合下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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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獲國際性或全國性重要比賽之獎項者。 
2.經國家級以上美術館或博物館典藏者。 
3.獲邀參與知名國際性或國家級展演者。 

三、在為校服務方面，具有下列條件者： 
(一)兼任本校行政工作任內，熱心服務，提高行政效率，推展校務功效卓越者。 
(二)善盡教師職責，主動積極輔導學生，配合學校規定，熱心服務者（如擔任導師

職務）。配合系務與校務活動和工作有優異之表現者（如產學合作、建教、推廣

教育案等之爭取）。 
(三)其它具體之特殊貢獻者。 

第四條  獎勵名額： 
一、每年全校獎勵名額以四名為限。 
二、本奬項為本校榮譽奬項，經審核後若條件未達評量標準，必要時當年度名額可從缺。 
三、為擴大獎勵範圍，獲獎優良教師三年內不得再予推薦。 

第五條  獎勵方式： 
獲優良教師至多四名，每位獲獎教師頒發獎狀乙面及獎金新台幣六萬元整，並於本校重

要慶典中表揚。獎勵經費自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之改進教學項目下勻

支。 
第六條  申請和遴選作業時間：  

一、申請：於每年四月下旬開始公開接受各所、系(科)、中心推薦或自薦之候選人申請。 
二、初選：各所、系(科)、中心於五月上旬進行遴選。 
三、複選：「學群(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於五月下旬從初選教師名單中，遴

選出教師至少八名(分應用科學學群、藝術設計學群、民生設計學群至少各二名，

通識教育中心、語言教育中心至少各一名)。 
四、決選：「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於六月下旬完成決選，由複選名單中遴選出

獲獎教師，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第七條  遴審程序： 

教學優良教師之評選分四階段進行，程序如下：  
一、申請： 

(一)每年四月下旬，各所、系(科)、中心接受所屬專任教師申請或推薦，成為各推

薦單位教學優良候選教師。 
(二)申請或推薦成為候選之教師，應提供下列相關各項具體資料，除為校服務方面

之資料以近五年為主，其餘資料呈現以近三年為限，送所屬單位教評會，作為

遴選評分標準。(超過年限之資料，可呈現出作為參考資料)。 
1.候選教師推薦表（自述教學優良具體事蹟）如附件(一)、候選教師綜合績效評

量表如附件(二)，各一份。 
2.近三年(六學期)教學評量成績報告。 
3.近三年授課課程科目與大綱。 
4.近三年教師創作或展演成果，符合第三條第二款第四目要件且有例證者。 
5.其他足以證明在教學、學術和為校服務表現上，具有傑出成果之各項例證。 (例
如：與教學有關之書籍著作或教學資源製作具體成果，或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期

刊之學術研究論著等)。 
二、初選： 

(一)各推薦單位教評會負責初選評審，初審評選辦法由推薦單位依本辦法規定行

之。請參照附件(一)「候選教師推薦表」。 
(二)軍訓室、體育組納入通識教育中心參加遴選。 
(三)初審小組依本辦法第三條之規範，針對受薦教師資料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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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審小組應以公正之方式，依據候選教師各項具體資料、學生之反應、參酌所

屬單位內教師及校友之整體意見，自候選教師中遴選出年度該推薦單位教學優

良教師。 
前揭各推薦單位主任為該單位候選教師之推薦人，且依各該單位委員會之決

議，對候選教師填寫綜評意見，提供複選參考。 
(五)審核通過後，各單位參與教學優良教師複選的教師名單及相關附件資料，經各

推薦單位主任簽核後，送教務處彙整，並提報「學群(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委員會」複選之。 
三、複選： 

(一)「學群(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由教務長為召集人，各所、系(學程)、
中心主任、各所、系(科)、中心教師代表(由各單位教評會推舉)一名等組成。 

(二)為兼顧量化與質化之因素，對候選教師之貢獻質與量並重。每位遴選委員就候

選教師所附各項書面資料，並依以下規定之評量標準進行評分：  
1.教學方面 (佔 70％) 
2.學術表現方面 (佔 10％) 
3.為校服務方面 (佔 20％) 
細則請參照附件(二)「候選教師綜合績效評量表」。 

(三)「學群(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依初選名單中遴選出至少八名(分應用

科學學群、藝術設計學群、民生設計學群至少各二名，通識教育中心、語言教

育中心至少各一名)教學優異教師，角逐教學優良獎。 
四、決選： 

(一)「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經充分討論及無記名投票表決後，依本辦法第

四條自通過複選之教師名單中，遴選出至多四名教學優良教師。 
(二)遴選委員會需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表決票數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同意後，始

為通過。評審結果核計總分後，報請校長依序核定獲獎名單。績效評量總分需

達 60 分以上評量方為通過。 
第八條  「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會由校長、教務長、學務長、技合處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各所、系(科)、中

心主任、校外委員（含校友會長）代表二名、及校長遴選教師代表四名等組成，校長

擔任召集人，教務長為執行秘書。各委員任期為一年，得連任之。開會時，委員因故

無法親自出席，不得請代理人出席及投票。各委員若有出缺情況，則依需要補足之。 
第九條  其他相關規定： 

一、教學優良教師獎每年遴選一次，業務承辦單位為教務處課務組。 
二、每學年教學優良教師獎之獲獎教師，應積極協助提升本校教學品質。 
三、本辦法所使用表格由教務處另訂之。「候選教師推薦表」，如附件(一)。 

「候選教師綜合績效評量表」，如附件(二)。 
四、若有遴選委員為候選教師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時，應自行申請迴避。參與之遴選委員

對於相關工作負有保密義務。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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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候選教師推薦表 (初選：各所、系(科)、中心遴選委員會審核表)  

(複選：學群遴選委員會參考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教 師  
基 本 
資 料 

姓名  單位   

職稱  到校日期       年      月   日 

 
教 
 
學 
 
優 
 
良 
 
事 
 
蹟 

 

   （候選教師自述教學優良具體事蹟，請條列之） 

一、教學方面：   
 
二、學術發展方面：   

 
三、為校服務方面：   

 
四、其他表現：  

 
 
 
 
 
 
 
 
 
 
備註：除為校服務方面之資料以近五年為主，其餘資料呈現以近三年為限。 

各所、系(科)、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教評會)：  
1.審查結果：□通過   □不通過 
2.綜評意見：□無保留意見 

□保留意見（請說明） 
 
 

各所、系(科)、中心主任：                         年    月    日 

會簽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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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候選教師綜合績效評量表 (初選：各所、系(科)、中心遴選委員會審核表) 

(複選：學群遴選委員會參考表) 

 
候選教師綜合績效評量表，細分以下項目評分： 
一、教學方面（佔 70％） 
二、學術表現方面（佔 10 ％） 
三、為校服務方面（佔 20 ％） 
 
一、教學方面（佔 70％）：細分為各所、系(科)、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教評會) 綜合評

審（佔 20％）、教學評量（佔 15％）、學生學業指導(論文、專題、作品等)（佔 15％）、其

他教學相關之貢獻（佔 20％）。 
 

(一)各所、系(科)、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教評會) 綜合評審（佔 20％）： 
各所、系(科)、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教評會)依據後選教師各項具體資料、學生

之反應、參酌所屬單位內教師及校友之整體意見，對於教學方面綜合評審，其評分參考條

件如下：(本項得分總分為 20 分計。) 
1.教學成果： 
行政配合度高，切實遵守學校有關教學之規定者（如開課、排課、成績單繳交、課程綱

要上網等）。包括班級類別及人數，與學生學業表現等，普獲學生及同儕肯定之相關資

料。 
2.教材與教法： 
教材教法力求精進，提高學生讀書風氣，端正學生品德。包括課程設計、教材與教法之

運用等相關資料(如正式出版與本系開授課程之書籍著作、相當份量之教學資源製作及

講義教材)。 
  

項  目  得分 單位主任查核 
各所、系 (科 )、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委員會 (教評會 )綜合評審  
  

(二)教學評量（佔 15％）：候選教師近三年(六學期)教學評量成績。 
填表時請以學期為單位，填寫自申請當學年第一學期往前起算六個學期之教學評量成績。 
1.每學期教學評量成績個人平均數高於全校平均數為基準，加總分5 分（每項得5 分）。 
2.本項得分總分為 15 分計。 

學年度∕學期 得分 單位主任查核 
(    )∕(    )   

(    )∕(    )   
(    )∕(    )   
(    )∕(    )   
(    )∕(    )   

教學評量項得分總計：         分 
＊備註欄：得分若超過 15 分時以 15 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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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業指導(論文、專題、作品等)（佔 15％）：以下每項得 3 分。 
1.候選教師近三年(六學期)指導專題研究每名學生加三分，聯合指導計分需除以人數。該

名學生需畢業始得計算加分。            
2.本項得分總分若超過 15 分時以 15 分計。 

學生姓名 論文、專題、作品題目 聯合指導教師 畢業年月 得分 
單位主任 

查核 
備註 
說明 

       

       

       

       

       

       

       

       

       

       

學生學業指導項得分總計：         分 

＊備註：得分若超過 15 分時以 15 分計。 

 
(四 )其他教學相關之貢獻（佔 20％） 

候選教師近三年(六學期)對教學相關之其他貢獻評量成績。                
1.請填寫近三年內各項資料；填表時請以學期為單位，填寫自申請當學年第一學期往前起

算六個學期之各項績效。候選教師「連續」三年內對系教學負擔有以下情形者，每項得

3 分。 
(1)候選教師受評期間內，每週教學時數符合校方規定且教學正常者（教授 8 鐘點、副

教授 9 鐘點、助理教授 10 鐘點、講師 12 鐘點）。教師兼任本校行政主管者，依減授

鐘點後計算。 
(2)跨部(進修部、進修專校)授課(每學期至少一門課)。 
(3)曾在推廣教育、在職專班授課。 
(4)選修課程能成功開課(每學期至少一門課)。 
(5)有能力吸引學生大班上課(開課人數達 65 人以上)。  
(6)曾主辦所、系(科)、中心學術性研討會。 
(7)指導學生專題研究、作品等參加比賽有獲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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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項得分總分若超過 20 分時以 20 分計。 

學年度∕學期 教學相關之其他貢獻 得分 單位主任查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學相關之其他貢獻項得分總計：        分 
＊備註欄：得分若超過 20 分時以 20 分計。 

 
教學方面得分總計：（佔 70％） 

項目 各項得分 單位主任查核 
(一)各所、系(科)、中心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委員會(教評會) 綜合評審 
 （請加蓋單位戳章） 

(二)教學評量  
(三)學生學業指導  
(四)其他教學相關之貢獻  

教學項得分總計：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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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發展方面（佔 10％）： 
其論著必須近三年內且本校專職內發表者，得於受評量時加計總分。以下每項得 3 分。 
(一)發表於國內外之學術期刊(SCI、SSCI、TSSCI 等)論文。 
(二)發表於國內外之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專書上之論文、技術報告、作品等。 
(三)擔任一項國科會專題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並有完整之計畫成果報告。 
(四)擔任國科會以外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並有完整之計畫成果

報告（計畫應為本校、系、中心所承接）。 
(五)舉辦學術性研討會及協助學術性刊物之發行，對推動學術發展，頗有成效者。 
(六)協助政府有關機構委託舉辦各項活動或推廣教育，功效卓越者。 
(七)獲國際性或全國性重要比賽之獎項者。 
(八)經國家級以上美術館或博物館典藏者。 
(九)獲邀參與知名國際性或國家級展演者。 
(十)本項得分總分若超過 10 分時，以 10 分計。 

年/月 
論文、計畫、專書、活動、創作

展演成果名稱 

共同著作人 

(/展演者) 
期刊名稱/出版單位/活動單位 得分 單位主任查核 

      
      
      
      
      
      

學術發展項得分總計：       分 
＊備註：得分若超過 10 分時，以 10 分計。 

 
三、為校服務方面（佔 20 ％）：指候選教師校內之公共服務。 

(一)兼任本校行政工作任內，熱心服務，提高行政效率，推展校務功效卓越者。教師近五年內

曾兼任本校行政主管任職滿三年(一任)以上，得於受評量時加計總分。 
1.曾擔任校一級主管者（或同等級職務），加總分 5 分（每項 5 分）。每連任一任加總分 5

分。             
2.曾擔任校二級主管者（或同等級職務），加總分 3 分（每項 3 分）。每連任一任加總分 3
分。             

(二)主動積極，善盡教師職責，配合學校規定，熱心服務者（如擔任導師職務）。教師曾兼任

本校導師職務滿三年以上，得於受評量時加計總分 2 分（每項 2 分）。連續五年兼任本校

導師職務再加計總分 2 分（每項 2 分）。 
(三)配合系務與校務活動和工作有優異之表現者（如產學合作、建教、推廣教育案等之爭取）。

教師曾為本校每爭取一件產學合作、建教、推廣教育案等，得於受評量時加計總分 2 分。 
(四)其它具體之特殊貢獻。教師曾為本校所作之每一件特殊貢獻，得於受評量時加計總分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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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項得分總分若超過 20 分時以 20 分計。  
擔任行政主管項目 擔任期間 擔任職務 得分 人事室查核 

     
     
     
     
     
     

學生輔導工作 擔任期間 擔任系別 得分 學務處查核 

     
     
     
     
     
     

產學合作、建教、 
推廣教育案等項目 

執行期間 申請系別 得分 技合處查核 

     
     
     
     
     

其它特殊貢獻 擔任期間 擔任職務 得分 所屬單位查核 

     
     
     
     
     

服務項得分總計：         分 

＊備註：得分若超過 20 分時以 20 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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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績效評量得分總計：  
 

  評量項目 各項得分 

(一)教學  
(二)學術發展  
(三)服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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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獎助教師參加證照檢定作業要點 

 
九十七、十二、二十四  校教評會訂定 

九十九、九、十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參加乙級以上證照檢定，以充實專業知能、提升教學品質，特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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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三、申請獎助時應繳下列證明文件： 

（一）申請書乙份，格式如附件； 
（二）相關單據及成績通知單。 

四、獎助範圍： 
    校務基本資料庫採計之乙級（或等同）以上證照。 
五、獎助項目： 
    （一）報名費； 
    （二）證照費。 
六、經費來源：自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之改進教學項下支出。 
七、審核原則： 

（一）同一申請人申請獎助以一次為限。 
（二）所參加之證照檢定與教師專長、任教科目之相關性。 
（三）需為獎助經費年度前一年以內所參加之證照檢定。 

八、申請程序： 
填寫獎助申請表一式二份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副本各一，向人事室提出申請，經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下簡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辦理核銷。 
九、申請人依規定完成報名手續，得以公假名義參加檢定，並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妥請假手續。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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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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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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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三、十二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九、八、三十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００、八、二十四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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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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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辦或學術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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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若該專案研習屬學校重點培訓項目，亦得

單位間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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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呈並經校長核准，研習結束後二週內，填寫獎助申請表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正本，由人事室提請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憑辦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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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心得報告電子檔傳送人事室公告。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之經常門項目提撥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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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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職員工在職進修獎勵實施要點                                          

一００、.十一、二十五  臨時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校為配合學校發展，鼓勵表現績優職員工進修，充實知識學能，特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訂定「東方設計學院職員工在職進修獎

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職員工係指編制內專任職員工及技術人員。 
三、本要點所稱在職進修，係指利用公餘時間進修學位，進修類科應有助於校務發展或為行政業務

所需，且以不影響本職業務為原則，其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資格：連續任職滿二年（計至進修日止），且最近二年考績均為甲等（含）以上。 
    （二）申請程序： 
          1. 進修日六個月之前提出具體進修計畫，簽呈單位主管依其進修學校、進修類科及申

請人之潛力與工作表現等簽註意見，陳請校長同意核備。 
          2. 取得教育部認可學校正式入學許可後，填寫「職員工進修申請表」（格式另定，人事

室備索），依預定進修期限一次提出申請。 
    （三）審查及核定： 
     1. 由人事室提請人事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2. 經核准進修之職員工，應於進修前覓妥連帶保證人二人，並填寫「職員工進修契約

書」（格式另定，人事室備索）。 
    （四）補助： 
          1. 以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補助進修前二學年之學費、雜費與學分費，行政會議得視當年

度經費運用情形，每人每年以四萬元為上限。 
          2. 申請人於每年 10 月底前，填妥獎助申請表（格式另定，人事室備索），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送交人事室提請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憑辦核銷。 
          3. 本事由已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獎（補）助金者，不得再申請本項獎勵。 
    （五）進修期限：以四年為原則，如有必要，得經人事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最多延長三年。  
    （六）義務： 
          1. 進修期間，每年填寫「職員工進修報告表」（格式另定，人事室備索），並檢附該年

成績單及學分證明，經所屬單位主管簽註意見，陳請校長核閱後，存人事室備查。 
          2. 進修期滿，須即留校專任服務，以每接受補助一年，須服務一年之比例計算。補助

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補助超過半年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四、職員工進修同級學位，均以一次為限，並於進修期間，遵守相關規定，對所受指派之任務，不

得以進修為由而有所延宕。 
五、進修人員完成進修取得學位後，有關其晉升或敘薪之變更，應依本校員額編制、需求現況及相

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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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補助各行政單位辦理研習活動作業要點 

 
一００、十一、二十五  臨時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各行政單位辦理校內行政人員研習會或教育訓練，以提升服務效能與行政品質，特

依據「教育部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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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內容：以與行政業務、專業技能相關之題材為範圍。 
三、補助範圍或項目：講座鐘點費、印刷費、材料費等，但紀念品、禮品或宣導品經費除外。 
四、申請與審核程序：於研習活動辦理日期前，將計畫申請書（格式另定，人事室備索）送交人事

室彙整提請行政會議審查，惟如因特殊原因，未及提行政會議審查之案，其所需經費在預算分

配額度內，依行政程序經 校長核准者，得提請行政會議追認。 
五、補助金額：視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核撥情形及辦理性質而定，由行政人員研習項目經費支應。 
六、研習活動辦理時間：於經費年度之十二月十五日前辦理完畢並完成核銷。 
七、補助款應依規定支用，如有結餘款應即繳回。 
八、研習活動辦理結束後半個月內，受補助單位應編撰研習活動資料及成果報告一式二份送人事室

備查。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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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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東方設計學院採購作業實施辦法 
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校務會議通過  

八十八年六月七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二年三月五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六月十七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七月六日董事會議通過  
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十一月四日董事會議通過  
一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百零一年五月十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百零一年五月廿三日董事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建立本校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有效執行預算、撙節

經費、確保採購品質，特訂定「東方設計學院採購作業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指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 

所稱財物指各種材料、設備、機具及其他動產、權利及其他經總務處認定之財物。 
 
採購如兼有營繕工程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 
 

第三條 本校以總務處事務組(以下簡稱採購單位)依本辦法之規定承辦各項採購案。 
 

第四條 本校辦理採購，應以維護本校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

遇。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辦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本校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

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 
 

第五條 本校之採購作業，依採購金額分為未達新臺幣壹萬貳千元之自行採購、新臺幣壹萬貳千元

（含）以上未達壹拾萬元之小額採購、壹拾萬元（含）以上未達壹佰萬元（未達公告金額）

及壹佰萬元（含）以上（公告金額）之採購；採購前應經適當之請購程序辦理。 

 

       請、採購單位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公開取得報價或對於

同性質、同案件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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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請 購 

 

第六條 請購程序應由預算執行單位透過本校「總務會計整合管理系統」填製「請購單」，並詳述

請購預算科目金額、項目名稱、規格、數量、用途說明，規格等資料，必要時得說明原因，

請購單須以書面依行政程序，經相關主管及校長簽核後，方可執行採購程序。 

 

       請、採購單位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公開取得報價或對於

同性質、同案件之採購。 

 

第七條 水電費、電話費、網路費、稅捐、規費、依契約或法令規定之付款等例行性支出，免請購

審查程序，得依自行核銷處理之。 

 

第八條 同一商源之一次請購金額在小額採購範圍內者，應檢附一家以上之報價單。所稱同一商源

係類似標的、供應地區、需求條件或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相同者。 

 

第三章 採 購 

 

第九條 採購依金額區分為自行採購、小額採購、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開招標等四種。 
 

自行採購由請購單位依最有利方式為之。 
 

小額採購由總務處詢取三家以上廠商之估價單，經總務處比議價後，簽送總務長或其授權

代理人核定後採購。生鮮農漁產品、餐盒、禮品、茶點、場地使用費、油資、人身保險費、

郵資費等採購，得免比議價程序；但仍需檢附計價基礎。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需將採購資訊刊登在政府或本校採購資訊公告系統公開徵求報價；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擇符合規定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需將採購資訊刊登在政府或本校採購資訊公告系統；由採購單位採

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第十條 公開招標、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辦理第一次公告結果，未能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參加

者。其辦理第二次公告者，得不受三家廠商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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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辦理公開招標、公開取得報價單，如符合政府採購法之限制性招標規定者，得採限制性

招標。 

 

第四章 招 標 

 

第十二條 公開招標或公開取得報價單，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請購單位所擬定、採用或

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

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

得限制競爭。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

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

如「或同等品以上」字樣者，不在此限。 

 

公開招標或公開取得報價單，應將招標公告公開，公告之內容修正時亦同。前項公告內

容、公告日數，得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或本校所定程序為之。 

 

第十三條 本校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

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 

 

本校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

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本校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第五章 開標、決標 
 

第十四條 本校之開標決標程序悉依政府採購法及政府相關法令辦理。公開招標、公開取得報價單

或企劃書之開標應於本校指定之場所公開為之。 
 

第十五條 公開招標或公開取得報價單應於開標前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

本及市場行情分析，先由請購單位於「底價核定單」書寫分析及建議採購金額，經總務

長建議底價，並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底價。底價經核定後應即密封，由開標主持人於

標場內拆閱。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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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權責規定： 

一、本校之採購以總務處為主辦，會計室為監辦，申購單位為協辦。 

二、公開取得報價單，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由總務長或其指定之人員主持，事務組長、請

購單位主管或單位代表參加比、議價會議，會計室派員監辦；但會計監辦得以書面為之。 

三、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人員主持，主任秘書、總務長、會計主任、

事務組長、保管組長、請購單位主管或單位代表，共同出席開標會議；會計主任與保管

組長負責監辦。 

四、上述參加人員如不克出席，應由代理人代表出席（代理人依人事制度規定）。 
 

第十七條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校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 

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六、投標廠商經公告為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並得追償損失。 

 

第十八條 本校辦理採購依下列原則辦理決標，並載明於招標文件中： 

一、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含)以內之最低 

標為得標廠商。 

二、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第十九條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優先減價一

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比

減價格不得逾三次。 

 

前項辦理結果，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數額，且本校確有緊急情事或其他原因

需決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且不得超過底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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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標若低於底價80%，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 

形者，應當場通知該廠商限期提出說明或要求得標廠商提供等同於底價以上之擔保，若

廠商未在期限內達成前述要求，得由該標主持人宣佈廢標。 

 

第廿條  招標案之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二週內簽約，簽約後45天内完成交貨及測試。如有特殊狀況

須提前或延後各時程，以公告之招標須知內容為準。 

 

第六章 驗 收 

 

第廿一條 財物或勞務採購後，請購單位應通知總務處派員驗收；驗收人員由總務處與請購單位組

成。驗收應填具書面憑證，由驗收人員共同辦理。 

 

自行採購或免比議價採購案，應由單位主管指派非經辦「採購人員」驗收，並於「黏貼

憑證用紙」加蓋職章。 

 

小額採購或採購總金額在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得由總務處與請購單位依規定辦理驗

收。 

 

採購總金額在新台幣壹佰萬元（含）以上者，得由總務處與請購單位應依規定辦理驗收；

如屬財物採購另須會同會計室辦理監驗。 

 

第廿二條 辦理財物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

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外，並依據雙方所簽訂之合約

規定辦理。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與原則辦理。 

 

第廿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施行，修訂 

時亦同。 

 



109 

 

 
肆、以往執行成效 

一、最近 3 年（99~101）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101 學年度教師人數 164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39 人，助理教授 49 人，講師 55 人，副教

級專業技術人員 4 人，助理教級專業技術人員 12 人；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佔講師以上人數之

66.46%。具有博士學位者 74 人，碩士學位者 81 人，學士學位者 3 人，專科學位者 5 人，其他 1
人；99 至 101 學年教師學歷結構如下表。 

本校 99-101 學年度師資結構統計表 

學年 學歷 

一般教師 專業技術人員 專業

技術

教師 

合計 
高階 

師資比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教授 

副教

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99 

博士 5 22 42 0 0 0 0 0 0 69 

53.89% 

碩士 1 8 8 84 0 0 12 0 0 113 

學士 1 0 0 5 0 0 0 0 0 6 

專科 0 1 0 0 0 1 1 0 0 3 

其他 0 0 0 0 0 0 2 0 0 2 

小計 7 31 50 89 0 1 15 0 0 193 

100 

博士 4 25 44 0 0 0 0 0 0 73 

62.28% 

碩士 1 8 9 59 0 0 8 0 0 85 

學士 0 0 0 4 0 0 0 0 0 4 

專科 0 1 0 0 0 1 2 0 0 4 

其他 0 0 0 0 0 0 1 0 0 1 

小計 5 34 53 63 0 1 11 0 0 167 

101 

博士 4 29 41 0 0 0 0 0 0 74 

66.46% 

碩士 1 9 8 52 0 2 9 0 0 81 

學士 0 0 0 3 0 0 0 0 0 3 

專科 0 1 0 0 0 1 3 0 0 5 

其他 0 0 0 0 0 1 0 0 0 1 

小計 5 39 49 55 0 4 12 0 0 164 

 

最近三學年(99-101 學年)教師在職進修獲得學位人數合計 8 人，對提昇本校師資素質助益甚大，目

前進修人數中計有國內進修者 25 人(含助教)，國外進修者 1 人。 

99~101 年在職進修獲得學位人數統計表  

進修學位 進修時級職 人  數 
取得學位年度 

99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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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助 教 0 0 0 0 

講師 8 5 2 1 

碩士 
助教 0 0 0 0 

講師 0 0 0 0 

合計 8 5 2 1 
二、最近 2 年（100~101）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 
項目名稱 年度 數量 經費(元) 

個人電腦 
100 132 3,985,250 
101 129 3,105,580 
合計 258 6,982,030 

印表機 
100 0 0 
101 2 242,300 
合計 2 242,300 

單槍投影機 
100 5 211,000 
101 4 300,600 
合計 9 511,600 

數位照相機 
100 0 0 
101 16 624,025 
合計 16 624,025 

數位錄影機 
100 1 48,000 
101 0 0 
合計 1 48,000 

數位教學桌 
100 0 0 
101 3 442,500 
合計 3 442,500 

總計 17,809,710 
 

三、最近 3 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一) 在教學方面  

(1)透過課程結構設計並經由教材縱橫地結合，以厚植學生的創造力 
   (教務處、技合處、各系所)  
(2)建立教師教學評量制度，以落實教學品質的提升(教務處、人事室)  
(3)學生學習態度之改變(教務處、學務處)  
(4)招收新生(教務處、進修部、各系所)  
(5)定期自我評鑑(教務處、秘書室)  
(6)塑造學生的行為規範(學務處、教務處)  
(7)重建導師制度(學務處、教務處、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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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教研方面  
(1)產學合作及專利品之開發(技合處、教務處、各系所、各中心)  
(2)國際合作，進行共同研發、研討及師生交流(技合處、教務處、各系所)  
(3)校外推廣教育之開拓(技合處、教務處、各系所)  
(4)各學群技術研發中心之營建(技合處、教務處、各中心)  

(三)在服務方面  
(1)改善生活空間(總務處、學務處)  
(2)建立安全校園環境(總務處、學務處)  
(3)教師研究室之改善及增建(總務處、教務處、各系所)  
(4)溝通與宣導(秘書室、人事室)  
(5)工作流程(秘書室、各處) 

 
伍、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一)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3%） 
總經費

(5)=(3)+(4) 

＄9,837,723 ＄17,131,468 ＄26,969,191 ＄3,505,995 ＄30,475,186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0%） 

金額 ＄6,886,406 ＄11,992,028 ＄2,454,196 ＄2,951,317 ＄5,139,440 ＄1,051,799 

合計 ＄21,332,630 ＄9,142,556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

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

主計處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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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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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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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三）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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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8,434 85.70﹪ ＄2,054,196 83.70% 

請另

填寫

附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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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

化設備 
＄0 0﹪ ＄0 0%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2,280,000 12.08﹪ ＄0 0% 

小計 ＄2,280,000 12.08﹪ ＄0 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

籌款金額】） 
＄420,000 2.22﹪ ＄0 0﹪ 

請另

填寫

附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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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16.30%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 計 ＄18,878,434 100﹪ ＄2,454,196 100﹪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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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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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

常 門 經 費

3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274,000 3.39% $0 0% 分配原則： 
1. 現階段以鼓勵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

教學為優先，此三子項約佔項目（一）獎勵補
助款 23.73%及自籌款總經費 9.51%，期以提升
教師教學績效。 

2. 每年編列項目（一）獎勵補助款 20%以上，鼓
勵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102 年度編列 100
萬元，20.41%），期鼓勵現有教師累積研究成果
以增進論文之發表。 

3. 在職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三子項約佔項目（一）
獎勵補助款 25.7%，若教師申請情形踴躍而致
經費不足，另籌學校經費支應。 

4. 研習子項約佔項目（一）獎勵補助款 1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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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4. 專責小組委員與內部控制稽核人員不重疊。 

製作教具 $53,000 0.66% $0 0% 
改進教學 $836,000 10.33% $100,000 9.51% 
研究 $1,627,498 20.12% $0 0% 
研習 $850,000 10.51% $0 0% 
進修 $360,000 4.45% $0 0% 
著作 $545,502 6.74% $0 0% 
升等送審 $354,000 4.38% $0 0% 

小計 $4,900,000 60.56% $100,000 9.51%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 以 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54,000 0.67% $0 0% 

分配原則： 
至多扣除四分之一經費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
師之鐘點費，所餘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
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
點辦理。 
審核機制：。 
1. 經費分配經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 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經學務會議、行政會議審

議，實際執行情形依據校訂相關作業要點辦理。 
3. 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176,000 2.18% $0 0% 

小計 $230,000 2.84% $0 0% 

三、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不含自籌款金額】） 

$150,000 1.8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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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行政人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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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13,500 1.40% $0 0% 

審核機制： 

1.經費分配經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2,697,257 33.34% $451,799 42.95% 分配原則： 

101 學年度新聘助理教授 1 名、助理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5 名，102 學年度預定新聘 6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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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電子期刊審核機制： 
1.經費分配經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採購會議、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3.經費之結案經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0 0% $500,000 47.54%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2,697,257 33.34% $951,799 90.49% 

總 計 $8,090,757 100% $1,051,799 100%  



 

114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

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八：授權年限 2 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

目（應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九：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

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註十：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分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限獎勵補助款，不含自籌款）。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四)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五) 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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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八) 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九) 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 附表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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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實施成效 
1.藝術設計學群 

文創所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數位典藏管理設備 
 數位典藏工作站 
 高階 A3 掃描器 

1.組織國內外藝文交流
網絡，開拓多元藝術文
化管理與典藏。 

2.培育學生數位典藏管
理專業人才，增加其升
學或就業之競爭力。 

藝術館 
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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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工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攝影工坊設備  類單眼入門相機 
學生實際操作的設備，
提升學生專業攝影能
力。 

攝影工坊

249,000 元 

多媒體動畫工坊

設備 
 彩色雷射印表機 

學生實際操作的設備，
提升學生專業多媒體動
畫的能力。 

多媒體動畫

工坊 
93,500 元 

木工教室設備  直立圓筒砂磨機 

木工設計作品成型以及
內圓弧造型加工設備所
需，提升學生木工作品
成型能力。 

木工教室

52,500 元 

雕塑教室設備  10´雙速帶鋸機 

模型設計作品成型以及
內圓弧造型加工設備所
需，提升學生木工作品
成型能力。 

雕塑教室 
45,000 元 

3D 設計中心 
設備 

 中型高速雕銑機 

因應數位輔助設計成型
以及配合業界實務教學
設備所需，提升學生數
位電腦輔助設計與數位
打樣成型能力。 

3D 中心 
1,530,000 元 

專業電腦教室 
設備 

 個人電腦 
學生實際操作的設備，
提升學生專業電腦設計
的能力。 

S314 電腦教

室 
1,219,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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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設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金工工坊 
設備 

 日式形變鍛敲成型

鐵鉆組 
 大型磁性拋光機 

1. 提供學生在模具上鍛敲
成形，製作上的設備工
具輔助，包含各項材料
加工，與工具的操作，
提昇學生在模具成品的
精細程度。 

2. 提供學生在本設備的操
作，更能幫助學生在設
計技術能力上的提昇。 

3. 磁性拋光機是金工產品
最後修製的快速工具，
本身附加價值高，讓學
生完成作品最後修飾。 

金工工坊 
390,000 元 

電腦教室 
設備 

 3D 電腦繪圖設備 
學生實際操作的設備，提
升學生專業 3D 電腦繪圖
的能力。 

玻璃工坊 
5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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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健康環境品質檢

測研究中心設備 

 室內空氣品質連

續監測系統 
 室內光環境品質

監測傳感器 
 室內音環境品質

監測傳感器 
 室內溫熱環境品

質監測傳感器 

1.因應「室內空氣管理
法」之施行，建構室
內設計對於空氣品
質的檢測能力。 

2.配合本校成立「健康
環境品質檢測研究
中心」，透過檢測建
築物室內外環境品
質參數，進而強化室
內設計教學與檢測
研究中心評估分析
能力。 

3.提供學生對於室內空
氣品質之設計應用
與操作學習。 

健康環境品

質檢測研究

中心 
1,00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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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學位學程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暗房教學設備 

 放大機 
 放大機鏡頭 
 格放板 
 放大機計時器 
 暗房燈 
 相片壓平板 
 暗房風扇機 
 底片乾燥機 
 RC 相紙乾燥機 
 相紙裁刀 
 相片水洗機 

1. 建立黑白與彩色、理論

與實務並重的雙重教

學功能之專業教室。 
2. 中、長期可供學生常用

之教學教室及實驗室。 
3. 可提供不同年級使用之

技能教室，提昇攝影暗

房控制技術，擴展特殊

專業領域。 
4. 結合數位攝影教學，培

養學生傳統與數位的

技術整合能力。 
5. 發展攝影學位學程特

色、培養專業技能。 

攝影學位學程 
2,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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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科學學群 
電資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電腦設計實驗室

設備 
 繪圖個人電腦 

增加學生在產品開發

上，能更自由的創意，在

教學上能有實際成果。未

來學生實際執行委託的

案子，與產業平行。 

G501 
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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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系(動畫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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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輔助設計實

驗室設備 

 繪圖個人電腦 
 彩色雷射印表

機 

能以 3D 物件建構成數位

化模型，學習特效後製及

數位彩繪，增加學生在產

品開發/遊戲設計上，能

更自由的創意，在教學上

能有實際成果。未來學生

實際執行委託的案子，與

產業平行。 

電腦輔助設

計實驗室 
G501 

300,000 元 

遊戲開發實驗室

設備 

 圖控化遊戲開

發軟體 
 2D 遊戲引擎 

中文介面學生能短時間
製作遊戲，過程了解遊戲
概念、運用的技巧，對未
來有信心投身遊戲產業。 
提供製作遊戲，過程了解
遊戲概念、運用的技巧為
中心，讓學生通過簡單操
作介面即可完成高品質
的遊戲創作，學期間可實
際完成屬於自己的遊戲。 

G401 
G501 

800,000 元 

3D 數位腳本實

驗室設備 
 數位腳本軟體 

本實驗室以提供基礎繪
圖能力，與腳本設計概念
為中心，培養學生腳本製
作能力，可實際完成屬於
自己的故事腳本，接著在
高年級課程中，將腳本與
動畫結合，實際完成動畫
影片作品。 

G301 
900,000 元 

3D 人物影像捕

捉系統實驗室設

備 

 影 像 捕 捉 軟                                                                                                                                                                                                                                                                                                                                                        
體 

動作捕捉系統可使學生
了解動畫製作及核心技
術，本系將以開創性思
維，動作擷取設備，搭配
3D 腳本動畫實驗室，無
論是在遊戲開發、動畫製
作或電影拍攝，將為國內
市場培養人才。 

M101 
800,000 元 

智慧型體感辨識

虛擬實境實驗室

設備 

 智慧型體感辨

識虛擬實境設

備 

互動技術由虛擬實境、擴
增實境、體感技術再到感
測器的應用，學生可以走
出自己的視野，不再局限
於塑模、動畫這些基礎的
數位能力，而是讓所學發
揮加乘消果，在實際的應
用下，更能了解，先前所
學的技術，是如何應用於
各種數位科技。 

G202 
1,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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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數位控制實習 
設備 

 數位控制器 
 數位控制器主

機 
 廣播教學軟體 

更新現有數位控制器設
備，提升硬體控制速度，
提高學生實習品質及實
習數據的精確度，可增進
學生學習意願，提高教學
及學習品質。 

自動及數位

控制實習室 
K104 

500,000 元 

玩具電路製作實
習設備 

 電路應用實習

設備-實習模組 
 電路應用實習

設備-積木電路

控制模組 
 電路應用實習

設備-編譯控制

器 

建立理論與實務結合，並
提升玩具電路設計實
驗、電學應用學實習、專
題製作教學水準及學生
專業知識。有效協助相關
產學計畫之執行。發展系
科特色、培養實作能力。 

綜合電子 
實習室 
K201 

5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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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與玩具設計科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角色及造型設計

實習設備 

 3D 玩具機構模

型直覺式建模

繪 圖 軟 體

SpaceClaim 
 3D 實物快速成

型機 

1. 培育學生直覺式建
模繪圖能力，學生輕
易的設計玩具，落實
更多創意及想法，讓
學生能一開始就能
獲得創作成就感。 

2. 將學生的創意設計
輸出成實體模型，有
實體作品，對面外來
參訪者欲了解學生
的實力展現，都有實
質加乘效果。 

角色及造型

設計實習室

K104 
463,000 元 

遊戲與玩具設計

展示室設備 

 軌道式電動賽

車教學設備 
 智慧型 16 軸可

程式控制人形

機器人系統 

1. 建立學生對於動態
班具整體概念的建
立。 

2. 培養遊戲領域專才
的經營與創造能力。 

3. 作 為 上 課 教 學 輔
具，提供同學對於程
式設計直接控制機
器人動作的驗證，啟
發同學對遊戲與玩
具設計的興趣，進一
步訓練同學更高階
軟體設計與藝術表
現結合的概念。 

4. 設備可訓練學生參
加校外競賽，除增廣
同學見聞，亦可爭取
本校榮譽，提升本校
知名度。 

遊戲與玩具

設計展示室

1,146,000 元 

數位多媒體實習

設備 

 個人電腦 
 教學廣播軟體 
 寬頻路由器 
 交換器 
 繪畫軟體 

1. 提供電腦多媒體製
作及繪圖教學，改善
教學成效。 

2. 提 供 影 音 編 輯 教
學，製作影音教材。 

3. 建立學生多媒體製
作規劃能力，培養學
生們創意技巧。 

4. 發展系科特色、培養
專題製作與研發能
力。 

5. 建立學生多媒體製
作規劃能力，培養學
生們創意技巧。 

數位多媒體

實習室 
K401 

2,76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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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生設計學群 
觀光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飲務教室設備  咖啡烘豆機 

1. 提供餐飲課程咖啡
項目教學使用，以實
際操作方式教學，增
加學生學習興趣，提
升教學效果。 

2. 提供實務操作各項
餐飲設施機會，於課
堂內或是課後練
習，設置該設施後將
加強同學實務操作
之練習成果，有效改
善實習課程成效。 

3. 供學生辦理實務模
擬餐飲業經營使
用，加強學生進如職
場前之訓練。 

4. 設置咖啡大師國際
級證照考場使用。 

飲務教室 
170,000 元 

旅運教室設備  個人電腦 

1. 本教室內電腦提供
本系所有資訊系
統，例如旅行業資訊
系統、旅館管理系
統、航空票務系統、
櫃檯結帳系統、電子
商務導覽系統與統
計軟體等等相關課
程教學使用。 

2. 提供學生於上述課
程學習各項系統之
操作，並可利用時間
自行練習，提升學習
之成效。 

旅運教室 
162,000 元 

教學用投影設施  LED 顯示器 

1. 改善實習旅行社教
室之投影能力，提昇
該二教室之數位教
學能力，達成多元教
學之目標。  

2. 提供本系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一個較
佳之環境，提升學生
之學習效果。 

實習咖啡廳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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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教學設備 
 備品收納櫃 
 茶水櫃 
 客房用電視 

1. 備品收納櫃、茶水
櫃、客房電視為旅館
教學課程實習運作
所必須，提供學生於
課堂練習相關服務
服務操作之機會。 

2. 因應本系採三明治
教學,為利同學至旅
館實習時,可能接觸
客務部門的工作,故
擬採購之,以利同學
在校的學習。 

實習商務旅

館教室 
199,500 元 

教學音響設備 

 無線麥克風接

收機 
 混音擴大機 
 19"標準型機櫃 
 高功率喇叭 

1. 本項設備係提供博
奕與餐廳示範教室
內老師教學、示範操
作、學習課程影片播
放以及學生操作時
使用。 

2. 該設施亦可用於學
生實習及辦理相關
課程之主題活動時
使用。 

博奕教室與

示範餐廳教

室 
150,000 元 

服務禮儀教室及

國際考場設備 

 筆記型電腦 
 等候接待設沙

發 
 等候接會客桌

椅 
 取號機 

1. 藉由相關服務的訓
練加強同學的服務
認知與服務品質。 

2. 本項設施相關服務
禮儀國際考場之必
備教學設備，可提供
教學示範與同學練
習使用，加強實務實
習操作之效果。 

7 樓研討室 
98,500 元 

 



 

126 

 

餐飲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中麵考場設備 

 蒸箱 
 壓(延)麵機 
 油炸機 
 冷藏冰箱展示櫃 
 循環式熱風乾燥

機 
 切麵條機 
 電烤箱 

1. 中麵考場設置。 
2. 米麵食原理與實務

課程教學。 
3. 訓練學生參加發麵

類考照、提昇及格
率。 

4. 推廣教育培訓。 

中麵考場 
542,000 元 

實習餐廳設備 

 臥式冰箱 
 冷凍冷藏冰箱 
 攪拌機 
 三口爐 

實習餐廳讓學生能實地
操作學習。 

實習餐廳 
16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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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妝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電子化教學設備 

 單槍投影機           
 數位多功能教

學桌 
 電子教學白板 

建立相關專業知識及技
術數位化平台與教學數
位化學習系統，提升教學
與學習成效。 

視聽教室 
271,000 

美容教學設備 

 美甲設備組 
 美甲 SPA 按摩

椅 
 賈法尼美容儀 

培育學生美容技術、美
甲、彩繪、時尚彩妝設
計、手足部保養護理、美
容美體實務、整體造型設
計等技術能力 

美容美膚 
專業教室 
2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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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網路虛擬商城 
設備 

 高階數位相機 
 螢幕 
 個人電腦 
 彩色雷射印表

機 
 單槍投影機 
 影像繪圖與處

理應用軟體 
 教學廣播系統 

1. 提供學生攝影教
學、影像繪圖與實務
練習操作。 

2. 結合產學合作機
會，發展特色。 

3. 培養學生專題製作
能力。 

4. 提昇教學品質。 

專業實驗室 
5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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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科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數位語言教室 
設備 

 個人電腦 

1. 提昇語言課程教學
水準及學生語言學
習能力。 

2. 提昇教學電腦主機
速度與處理能力，
增進網路連線與教
材下載速度。 

3. 提供進階多媒體語
言課程教學與高階
教學平台軟體使
用。 

A511 
649,000 元 

教學數位 
設備 

 數位相機 
 單槍投影機 

1. 製作數位化教材,
提供給學生學習資
訊多元化。 

2. 學習環境中可增進
學生間共同討論及
教學課程多方面應
用分享資訊。 

A306 
40,000 元 

專題教室設備 
 擴大機 
 接收器 

提供教學使用，可由師
生互動上討論中，讓課
程中學生聽得更清楚。 

B303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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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圖書 
‧ 中文圖書 
‧ 西文圖書 

1. 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

究使用 
2. 擴充館藏資源利用 

圖資大樓 
圖書館 
各樓層 

2,280,000 

圖書館自動化門

禁管理系統電動

擺翼閘門「雙通

道」組 

‧ 雙開向閘門主體 1 式 
‧ 單開向閘門主體 2 式 
‧ 內含：刷卡閱讀器、雷射

掃描裝置、雙開向閘門控

制介面組、單開向閘門控

制介面組、閘門控制介面

線路版組、多組輸出電源

供應器、集線器 

連線整合現行圖書安全系
統加值完善防護機制，符
合進出圖書館人員安全、
快捷需求及智能化控制與
管理之目的。 

圖資大樓 
圖書館 
一樓入口 
818,500 

圖書館自動化電

腦設備 
‧ 流通用電腦主機 

1F 及 4F 流通及門禁用電
腦設備老舊，應予汰換，
以有效改善電腦效能，及
提高自動化與資源使用效
率。 

圖資大樓 
圖書館 
一、四樓 
180,000 

 
 
 

其他(省水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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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監控系統

設置 
 水資源監控系統 

東側門儲水站、數位大
樓、男舍、世紀大樓、
餐 廳 及 學 生 活 動 中
心、推進大樓，全校自
來水資源監控，紀錄各
棟自來水使用狀況，及
水量異常增加時，請相
關單位節約用水，有效
掌握異常點位置，迅速
處理，減少水費異常支
出，已達省水功效。 

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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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增加學生會設備

及社團設備 

 數位電子海報機 
 肩背型喊話機 
 CD/USB 放音機 
 硬碟 
 筆記型電腦 
 劍道護具 
 行動數位音響組

合 

增加學生會辦理活動
效能。 

學務處 
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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