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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 學校現有資源 

(一) 師資結構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專任教師 139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38 人(含

借調出 1 人)、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7 人、助理教授 48 人(含留職停薪 1 人)、助理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6 人、講師 34 人、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1 人。另，有專案教師

12 人，其中專案教授者 5 人、專案助理教授 2 人、專案講師 5 人。合計師資有教師

149 人(不含借出及留職停薪)，其中教授級 10 人、副教授級 44 人、助理教授級 55

人、講師級 40 人，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全體教師總人數百分比為 73.15%。 

 

(二) 圖書軟體資源 

圖資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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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年年增幅成長，總館藏約達 32 萬

餘冊/件/種，可透電腦、手機、平板等設備瀏覽，部份電子書提供離線閱讀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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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版品及東方設計學院出版之學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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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2 月) 

類別  項目 分項 單位 數量 小計 

實體館藏 

圖書 
中文圖書 

冊 
183,209 

233,148 
西文圖書 31,256 

視聽資料 
中文視聽資料 

件 
12,791 

西文視聽資料 5,892 

現期期刊 
中文期刊 

種 
440 

580 
西文期刊 140 

電子館藏 
電子書 中西文電子書 冊 86,416  

資料庫 光碟及線上資料庫 種 49 

館藏總量 320,188/冊件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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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圖書分類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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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文圖書分類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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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所專業期刊統計表(104 年 12 月) 

單位 中文期刊(含日文) 外文期刊 小計 

餐飲系 14 11 25 

美工系 19 9 28 

行銷系 24 9 33 

電資系 20 7 27 

電機系 21 1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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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中文期刊(含日文) 外文期刊 小計 

觀光系 17 10 27 

應外系 14 7 21 

妝管系 23 11 34 

影藝系 17 15 32 

室設系 23 10 33 

流設系 16 22 38 

文創所 10 17 27 

通識 215 5 220 

合計 0 0 0 

5. 2015 資料庫明細(截至 104 年 12 月) 

序號 資訊庫名稱 語文 學科主題 資料類型 

C01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CEPS 暨 CETD 整合平台)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02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中文 綜合學科 百科全書 

C03 TOEIC 多益線上自學系統 中/英 語言類 索摘全文 

C04 (JK) Japan Knowledge 系列資料庫 日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05 CINII 論文情報 日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06 Yomiuri 讀賣新聞歷史館 日文 綜合學科 報紙 

C07 日本近代文學館 日文 人文社會類 索摘全文 

C08 日經 BP 記事檢索サービス 日文 人文社會類 索摘全文 

C09 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日文 人文社會類 索摘全文 

C10 udn 數位閱讀電子雜誌 (2009-2010)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11 餐飲文化暨管理資料庫 (2010/6/1-2011/5/31) 中文 人文社會類 索摘全文 

C12 動腦雜誌知識庫(至 2013/12) 中文 人文社會類 索摘全文 

C13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CJTD 中國大陸學術期刊

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14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2010/6-2015/5)-全校 20

人版 

中/英 語言類 索摘全文 

C15 Airiti 華藝世界美術資料庫 中文 藝術類 圖像 

C16 台灣商學企管資料庫 (2008 年) 中文 人文社會類 索摘全文 

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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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8 PTC 布樣與概念設計系統 中文 藝術類 圖像 

C19 ACI-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C20 體育文獻資料庫 中文 綜合學科 報紙 

C21 無盡藏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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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日文 人文社會類 索摘全文 

C23 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 日文 人文社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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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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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Quest - (PQD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I 英文 綜合學科 學位論文 

E16 EBSCOhost-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W. Wilson)-全國

10 人版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7 Nature Archive: 1987-1996 英文 科學類 索摘全文 

E18 OCLC FirstSearch-全國 10 人版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19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0 (WOS) Web of Science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1 (DII)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英文 科學類 索摘全文 

E22 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2011-2012)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3 EBSCOhost- GreenFILE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4 EBSCOhost-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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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LISTA)  

E25 EBSCOhost- Teacher Reference Center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26 ProQuest-CBCA Complete 英文 綜合學科 索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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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13,797 31,656 123,892 

99 8,919 26,671 173,927 

100 11,355 35,802 206,167 

101 9,916 29,812 229,676 

102 8,370 26,203 209,247 

103 9,805 32,411 227,545 

 

(三) 教學設備  

目前全校電腦設備共約兩千部，其中虛擬伺服主機約 60部，實體伺服器約 29 

部。資訊組管理之電腦教室共有九間(含部分代管教室)，分別為： S214 教室 Core 

 i3-55 x 50 台、S215自學教室 Core i5-4460 x 49 、S216教室 i5-4570 x 49 、 

S313教室 i5-2500 x 49 、S314教室 i3-2340 x 50 、S315教室 i3-2120 x 64 、 

S316教室 E-3300 x 49 、S317教室 i3-4150 x 49 、; 3.。各教室作業系統為 

windows，因有購買微軟全校授權合法軟體安裝有 MS Office、Visual Studio .NET、 

Vb6.0、FoxPro6.0，另外課程需要有購置合法版權有 PhotoImpact7.0、Photo-Shop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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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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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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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部、技能檢定即測即評伺服主機 × 1、VMWare VC Server × 1、VMWare vSphere 

 Server × 9…等多部實體伺服主機與虛擬伺服器，其作業系統分別有 Windows 2012 

 Server、Windows 2003Server、Linux 、FreeBSD 等多種。 

 

(四) 新生來源分析 

本校 104 學年度新生共有 1319 人，其中博士班 11 人、碩士班 45 人、日四技 421

人、日五專 336 人、日七技 28 人、碩士在職專班 16 人、進四技 64 人、進院 104 人、

進專 294 人。新生中日間部有 841 人，佔新生比例 63.7%、進修專、院部新生 4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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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新生比例 36.3%。以學制區分研究所(博、碩士班一般生)56 人，佔新生比例 4.2%、

大學部 421 人，佔新生比例 31.9%、專科部 364 人，佔新生比例 27.6%，在職研究所

16 人，佔新生比例 1.2%、、進修專院 462 人，佔新生比例 35.1%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一) 學校校務發展願景 

本校創校於民國 54 年，自創校以來，即以培育技職專業人才為辦學宗旨，「理

論與實務兼顧」、「創意與設計並用」為施教重點。在加強改善各項軟硬體設備、強

化師資陣容，董事會全力支持校務、以及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勠力下，於民國 91 年

8 月獲教育部核准改制為「東方技術學院」，讓本校由專科學校進入另一嶄新發展階

段。因應時代改變與社會人才需求，積極投入以「創意」、「設計」為學校定位之校

務發展規劃，於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獲教育部核定更名為「東方設計學院」，成為國

內唯一以「設計」為名的優質設計學府，學校也經由更名而進一步整合教學資源，凸

顯設計辦學特色。 

本校除加強設計專業技能培養外，並以「三品」、「五創」之辦學理念與特色，

「三品」即：品牌建立、品味創新、品質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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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憶－製造美好回憶、創

意－提出新概念與新主張。發展『建立一所「歡心學習」以創意及設計為特色的優質

學府』學校願景，目前，本校共有「藝術設計」、「民生設計」、「應用設計」等三

個學群，各學群發展目標明確，共同朝向「培養具有現代人文素養與良好人格特質的

產業專業人才」的教育目標而努力，期能培養具專業性、全人化、國際觀之技職人才。 

 

圖 1-1  本校之「三品」與「五創」治校理念 

為讓學校永續發展，自 99 年更名「東方設計學院」後，即以學群設置與系所調

整以及提升辦學績效為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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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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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設計」等三個學群發展，目標明確，並為國內唯一之設計學院。藝術設計學群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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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色是透過設計方面的基礎課程及相關設計素養的培育，以達到文化商品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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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設計學群的發

展特色則是著重學生以設計人文素養及人格培育為出發點，於專業方面朝設計行銷、

整體造型設計、以及創意廚藝等專業設計與應用人才的方向發展；應用設計學群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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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進一步鼓勵學生培養跨領域之文化創意設計素養，使其兼具科技整合應用能力及文化

創意設計相關素養。近年並積極以改名設計大學為規劃目標，更於 104 年 8 月獲教育

部同意准予籌備「東方設計大學」一年。 

 

(二) 教育目標 

本校教育目標是「培養具有現代人文素養與良好人格特質的產業專業人

才」。就實務的觀點而言，即是培養學生具備創意發想、資訊科技兩項基本能

力，以及設計創作、專題實作、服務利他、宏觀務實、科學素養與文化涵養等

六大核心能力。 

 

     

圖 1-2 本校全人教育理念之教學目標規劃 

 

 

 

 

 

 

 

圖 1-3 本校願景與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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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心學習策略 

 

 

圖 1-4 本校學生歡心學習策略 

(三) 校務發展策略 

為順利發展校務達成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本校擬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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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項校務發展

策略。據予制定 4 年期程（104-108）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逐年訂定年度重點工作

（目標），並由各單位策劃與執行行動方案，為能落實績效，行動方案係以 CIPP 模

式規劃，每年定期以 PDCA 迴圈評鑑模式檢討修正以求精進。而在 104-105（學）年

度校務發展計畫將在現有校務基礎上持續精進，透過 SWOT 分析訂定發展目標為『發

展學用合一，精進專業職能，強化學生學習成效』，以優化環境、提升學習、精進教

研以及強化組織等四大面向，以落實學生輔導、卓越教學品質、致力創新研發、精進

行政效能、營造友善校園等五項校務發展子計畫，並規劃 15 項基礎面向以及 24 項精

進特色之行動方案，持續精進學校特色與提升辦學績效，促進學校校務發展。104－

105（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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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本校 104-105(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圖 

 

圖 1-6 本校 104-105(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架構圖 

 

104-105（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目標為『發展學用合一，精進專業職能，強化

學生學習成效』，規劃五項校務發展子計畫分別為「落實學生輔導」、「卓越教學品

質」、「致力創新研發」、「精進行政效能」、「營造友善校園」，各子計畫分項目

標分述如下： 

子計畫_A.落實學生輔導：落實學生關懷 形塑學生品格。 

子計畫_B.卓越教學品質：優化教學品質 培養實務職能。 

子計畫_C.致力創新研發：精進教師專業發展 提升產學研發能力。 

子計畫_D.精進行政效能：落實內控制度 提昇校務發展效能。 

子計畫_E.營造友善校園：營造溫馨校園 形塑創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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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校 104-105(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及行動方案) 

子計畫/召集人 行動方案 負責人/單位 備註 

A. 

落實學生輔導 

/學務長 

A01強化學生關懷輔導 學務長/學輔中心 基礎面向 

A02強化學涯職涯生涯輔導體系 學務長/學輔中心 精進特色 

A03活化品格、生命及性平教育 學務長/生輔組/學輔中心 基礎面向 

A04強化服務學習與社會參與 學務長/生輔組 精進特色 

A05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學務長/生輔組、校安中心 基礎面向 

B. 

卓越教學品質 

/教務長 

B01落實教學品保機制 教務長/教資中心 精進特色 

B02課程規劃與整合 教務長/課務組 精進特色 

B03推動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教務長/教資中心 精進特色 

B04優化教學學習環境 
總務長/營繕組/保管組 

研發處/綜企組 
精進特色 

B05增進學生檢定證照考照率 研發長/職發組 基礎面向 

B06推動學生業界實習機制 研發長/職發組 精進特色 

B07推動產業專班 研發長/推廣中心 精進特色 

B08提昇學生就業成效 研發長/職發組 基礎面向 

B09拓展推廣教育 研發長/推廣中心 精進特色 

B10提昇學生外語能力 語教中心 基礎面向 

B11提昇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面向 

B12拓展國際化成效 研發長/國際組 精進特色 

B13形塑藝術設計學群發展特色 藝術設計學群群長 精進特色 

B14形塑民生設計學群發展特色 民生設計學群群長 精進特色 

B15形塑應用設計學群發展特色 應用設計學群群長 精進特色 

C. 

致力創新研發 

/研發長 

C01精進教師專業發展 人事室 精進特色 

C02提昇產學研發技術績效 研發長/綜企組 精進特色 

C03創意商品化‧研發企業化 研發長/創新育成中心 精進特色 

D. 

精進行政效能 

/主任秘書 

D01落實自主評鑑 教務長/教資中心 基礎面向 

D02推動內部控制制度 秘書室 精進特色 

D03落實教職員工培訓與考核 人事室 基礎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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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召集人 行動方案 負責人/單位 備註 

D04強化資訊平台與資訊安全 圖資長/資訊組 精進特色 

D05推動智財權及個資保護機制 圖資長/資訊組 精進特色 

D06促進校務與營運效能 秘書室 精進特色 

E. 

營造友善校園 

/總務長 

E01提昇圖書館服務績效與品質 圖資長/圖書組 基礎面向 

E02校園災害防救管理 
總務長/環安組 

學務長/校安中心 
基礎面向 

E03推動校園節能成效 總務長/營繕組 精進特色 

E04落實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 總務長/環安組 基礎面向 

E05充實校園無障礙環境 總務長/營繕組 基礎面向 

E06強化膳食衛生管理 學務長/衛保組 基礎面向 

E07推動校園運動風氣 學務長/體育組 基礎面向 

E08活化福田繁雄設計藝術館 福田繁雄藝術館 精進特色 

E09推動校園文化創意活動 學務長/課指組 精進特色 

E10推動東方校園志工 學務長/生輔組 精進特色 

 

(四) 校園規劃 

本校永續安全友善及藝術設計美觀之校園規劃，營造歡心學習之校園，本校獲得

教育部「99-101 年補助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同時亦獲得內政部「2010,2013 既

有建築智慧化改善計畫」，並辦理「2014 大專校院校園美化觀摩會」，落實節能減

碳與安全無障礙友善之校園設計，並積極管理永續健康及生態之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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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引領製造產業新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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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協助各系彙整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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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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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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校創新轉型產業合作聯盟，打造師生創業平台 

本校以「美學創意設計」及「工坊式教學」（金工、陶藝、玻璃、染織、商品..等

設計工坊）作為學習基礎，透過校內系科跨域整合（13 個系所、3 科、4 學程等）以

文創設計服務為轉型基礎，創造就業市場為導向，透過產學企三方合作形成良性循環；

運用本校「IRIS 創新育成中心」扮演催化劑角色，媒合知名企業或形成衍生企業，創

造就業需求；另擬開放校園空間建構「師生創業平台」(4 間實體店面)、「青‧職人-聯

合創作工坊」(五大工坊空間)、「聯合創客空間」(創客自造空間)及「數創設備中心」(數

位自造設備)等師生創業與創客平台，提供合作實習場域，輔導學生進行就業或創業訓

練，一方面藉由校園場域軸線開放，活化校內低度使用空間，擴大空間辦理機能；一

方面透過投資參與模式，提供學生創業實習場域，強化校內既有設備產出效能，導入

「混業經營創客空間」（Hybrid,Incubation x maker Space），創造完整設計產業鏈結，增

進未來校務發展財務活路。 

 

三、 本（105）年度發展重點 

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與「高教創新轉型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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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整體規劃之工坊教學設備更列為重點。本年度因應「學生產業

實務增能」與「師生創業平台」之趨勢，特別強化各系科之「實習、實作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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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技優

再造之產學教學研究之整合目標。同時，持續強化遠距教學設備之添購與維護，以使

各系科中心教學品質能發揮特色，提升學校之教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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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 104 年獲准予籌備改名設計大學，自 105 年度至 107 年度校務研究發展與

教學設備更新持續推動，並於 105 年獲教育部核定通過「學校典範重塑高教創新轉型

計畫-五創學院課程及人才再造計畫」，另於 104 年度及 105 年度分別獲得「教育部補

助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優設備更新計畫(第三階段先行計畫)-智慧工業產品異地研製

人才培育計畫」(應用設計學群)及「教育部補助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優設備更新計

畫(第三階段計畫)-設計職人國際視野養成體驗計畫」(藝術設計學群)，分別獲得 1,000

萬元補助設備更新，本(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發展重點，與相關發展計畫共同配

合，作為學校特色發展，尤其是 105 年度至 107 年度將以「師生創業平台」作為發展

重點主軸。 

【東方職人-師生創業平台】：本校以文化創意與設計為特色導向，在學校創新轉

型以建構「東方設計大學-師生創業平台」為基礎，發展學校專業特色與人才培育，並

配合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 ，訂定相關赴產業研習之規定辦法，透

過本校「師生創業平台」(4 間實習商店)進行「產業研習認證」，配合教育部「大專校

院申請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協助師生赴產業深度研習與創業實

習，輔導共組師生創業團隊。 

本校透過文創設計服務為轉型基礎，以創造就業市場為導向，期盼透過產學企三

方合作形成良性循環；運用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扮演催化劑角色，媒合知名企業或形成

衍生企業，創造就業需求；開放校園空間建構「師生創業平台」，提供合作實習場域，

輔導學生進行就業或創業訓練，一方面藉由校園場域軸線開放，活化校內低度使用空

間及設計產業所需之大型設備，擴大相關設施及空間使用機能；一方面透過投資參與

模式，改變空間使用型態提供學生創業實習場域，強化校內設備產出效能；另，導入

混業經營型態（Hybrid,Incubation x Marker Space），提供對設計產業有興趣者，無論是

專業或非專業人士一個實作空間，吸引不同設計領域在同一開放空間進行混業自由變

換組合，藉以提高設計整體之能量及設計質性變化，引導出新型態設計構思之創發及

經營模式創新，形成設計產業聚落，進而創造完整設計產業鏈結，增進未來校務發展

及增加學校財務活路。本校於 104 年投入先期資金 800 萬元(學校自籌經費)進行【師

生創業平台】硬體空間活化改造，將原藝術中心大樓(位處本校大門旁)，緊鄰本校主

要交通動線與通往情人碼頭要道之重要區位特性，為使空間使用機能活化，逐步達成

本校校園開放之創新轉型階段目標，銜接育成培育孵化創業團隊與導入系科專業工坊

軟硬體資源，落實產學創三方合作模式，降低學用落差，因此，將重新調整藝術中心

轉型做為「師生創業平台」，提供做為師生創業培育團隊實務操作空間。為強化創業能

量，進行「設計教育」體質改造，輔導企業與師生進行產學媒合，透過投資參與模式

開放校園空間提供合作實習場域， 藉由「東方職人-師生創業平台」改造，規劃分成

四大業態(料理達人及職人咖啡、美容美甲、文創商店、數位印刷)，由學校規劃邀請

特定對象進駐，透過空間活化，營造校園成為真正發揮「做中學、學中做」協同教育

之勤實操作理念之設計人才培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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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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本年度配合系務

發展課程，除新增「實習、實作教學課程」外，符合「產業需求之實作設備」為加強

的重點，另「數位設計與製作設備」及「創客設備」也是本年度的重要發展之一，鼓

勵學生在畢業前取得專業證照，輔導考照是技職校院重要的一環特色，並積極帶動「師

生共同創業」及「落實本校工坊式職人教育」。 

另圖資處本年度以購買中西文圖書、電子書為主，另以學校自籌款經費強化圖

書自動化，持續精進整合現行圖書系統加值完善自動化機制，達成快捷需求及智能化

控制與管理之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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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分以節電省水器材及校園安全監控等為

主，設置校園安全監控系統，監控全校各角落空間，紀錄各校安狀況及異常緊急處理，

增加校園安全與防範。 

 

本校以「學群整合」(藝術設計學群、應用設計學群、民生設計學群)方式，將

各系科之特色發展與學群特色扣連，學群內開設「學群共同課程」，學群間亦開設「跨

群共通整合課程」，落實設計為特色之課程發展。 

 

以下為各所系科發展重點特色與其購買設備之相關聯性；另有預期成效詳如 P.125~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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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設計學群發展重點特色 

 

一、 教學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B.卓越教學品質】) 

本學群以發展各系特色及對應產業的需要，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及學群特色(B13

形塑藝術設計學群發展特色)，規劃各系科專業課程為重點(B01 落實教學品保機制及

B03 推動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採實務導向，發展符合業界需求之課程(B08 提昇學生

就業成效)。以加強專業師資結構及促進教學成效，師資專長亦配合學生培育目標、

本位課程規畫與系所發展目標。此外，透過業界師資協同教學、產學合作及工坊教學

相互支援等方式，使每位學生均能享有豐沛的教學資源，更強化研究風氣、提升學術

水準、積極參加各項文創產業舉辦的競賽，使學生無論繼續升學深造或投入就業市

場，養成具備高度文化創意設計產業設計加值專業能力與正確職場態度、高度競爭力。 

 

二、 產研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C.致力創新研發】) 

本學群以學術研究、創意研究以及結合產學合作為培養學生之適性發展的專業

核心能力為教學目標，所以在課程的規劃、設備及圖書的購置、工坊的策略性應用等，

均配合所的發展重點特色來運作(C03 創意商品化‧研發企業化)。學群現有工坊如「3D

設計發展中心」、「造形藝術工坊」、「視覺形象設計工坊」、「動畫多媒體工坊」、「攝影

工坊」、「基礎繪畫教室（素描教室、油畫教室、國畫教室、設計製圖教室、版印教室、

繪畫器材室）」、「雕塑教室」、「木工教室」等，另外有專業教學輔助設備如、「色彩實

驗研究中心」、「設計加值整合中心」、「影像製作實驗設備」、「燈光製作實驗設備」、「聲

音製作實驗設備」、「聲音後製實驗設備」、「影像剪輯實驗設備」、「影像製作輔助設

備」、「攝影棚暨副控室設備」、「表演訓練設備」、「大、中、小型表演排練教室」、「服

裝道具工作室」、「演藝廳」、「發聲練習室」、「攝影棚暨副控室」、「錄音室」等，並有

校級「東方藝術中心」、「美工藝廊」、「文創藝廊」等常態性舉辦藝術設計展演活動，

也邀請名家展出作品，使學生增長觀摩學習的機會，同時也提供學生展出場地。另外

「福田繁雄設計藝術館」、「原武典水中的太陽常設展館」典藏國際級藝術設計大師的

作品，亦為本校與學群提供教學、研究與創作使用。以上各工坊設備、專業教學設備

與展演空間均能夠符合本學群實際課程、研究、創作、產學合作與競賽輔助設計之需

求(C02 提昇產學研發技術績效)。整合上述軟、硬體設備，本學群積極規劃產學研究

目標如下： 

（一） 增加學術研究發展風氣。 

（二） 鼓勵參加展演活動與策劃。 

（三） 建立跨領域跨地域產學合作交流平台。 

（四） 建構產官學縝密合作關係發展在地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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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A.落實學生輔導】) 

為強化學生多元專業技能學習，配合學生專業技能自主學習，本學群依照各專

業教室與專業工坊發展需求，逐年增購所需設備，以符合學生技能檢定、技能（藝）

競賽及升學、就業之需求。 

 

表 2-1 藝術設計學群發展重點特色與資本門支用項目 

藝術設計學群 

系科名稱 研究重點方向規劃 105 年資本門支用項目 

文化創意設計研

究所 

配合「色彩研究實驗室」成立，為使實驗

室設備更趨完善，預定購入色彩相關設備

軟體，進行色彩相關研究與調查，建立色

彩相關資料庫，培育學生參與色彩相關領

域知識研究。另預定購入碩博士生研究設

備，強化設計研究能力。 

 色彩實驗室設備：專業

色管螢幕、校色色彩分

析軟體 

 碩博士生研究設備：大

型防潮箱、高階繪圖工

作站、筆記型電腦 

美 術 工 藝 系

(所、科) 

藉由設立「3D 電腦輔助設計中心」下設「玻

璃家具設計工坊」、「藝雕技術研究應用工

坊」、「珍稀傳統工藝技法工坊」等以材料

研發與技術保存為主的研究工坊對外建立

策略聯盟，爭取產學合作機會。落實五大

工坊、設置戶外創作行動工坊、開放申請

駐點創作工坊、成立歷屆傑出校友作品典

藏委員會、以國際性學術活動、福田繁雄

設計藝術館活動、學程及特色專案、產學

合作活動為核心充實教學設備。本所(系科)

學生須製作專題研究，在創作過程中，需

要較高階電腦等相關周邊設備，增加創作

作品質感，讓創作環境漸趨完善，以輔助

並提升學生進行研究效率。 

 電腦繪圖教學設備：工

坊式教學設備作為數位

設計、3D 設計、動畫多

媒體設計等輔助繪圖教

學使用。 

影視藝術系 本系數次榮獲教育部發展重點特色專案計

畫，逐步充實與建置相關影像製作與實驗

設備，將本系建構成除台北都心外，極少

數具備有與產業規格同等級的高階線上完

整的製作設備。近年將在相關攝錄影製作

設備的汰舊換新與製作規格的提升，新增

後製作 4K 剪輯系統與合成系統的系統擴

 實習片場設備：4k 攝錄

影輔助設備、鏡頭組、

LED 燈具組 

 數位攝影棚設備：數位

攝影系統、數位對講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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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與全數位電影電視製播環境的等項目

的整備，朝向本系的教育定位依年度計畫

與實際進度逐步邁進中。目前所擁有之主

要實驗實習設備，皆與現行課程互相支援

支應。在設備整合方面，為配合教學與發

展目標、課程與師資規劃，培育學生具有

職場上所需之技能，本系計畫依現有實驗

設備之規劃與建制逐年擴增及採購當下時

代潮流之動態影像、數位電影製作之軟硬

體設備，以期完成專業本位、技能培育、

就業導向之目標。 

表演藝術學程 本學程積極與表演藝術業界接觸，進而瞭

解產業需求，以目前設備為基礎，再以建

構「整合性表演藝術產學中心」為階段性

任務，期能針對表演藝術與各產業之跨領

域整合進行研究發展，進行諸如社區整體

營造、身心靈療癒劇場之研究，並以此為

基地，開發產學合作之諸多可能，並提昇

學生就業競爭力。 

 聲音藝術實驗室設備：

筆記型電腦 

 演藝廳燈光設備：劇場

用燈光系統 

 排練室設備：數位單眼

相機、數位攝影機、數

位鋼琴、爵士鼓組 

 自學中心設備：多媒體

個人電腦、單槍投影

機、自學工作設備 

 

請參閱 104 學年度版 104-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P.77-P.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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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設計學群發展重點特色 

 

一、 教學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B.卓越教學品質】) 

本學群以發展各系特色及對應產業的需要，規劃各系科專業課程為重點，採實

務導向，發展符合業界需求之課程(B15 形塑應用設計學群發展特色)。以加強專業師

資結構及促進教學成效。師資專長亦配合學生培育目標、本位課程規畫與系所發展目

標。此外，透過業界師資協同教學、產學合作及工坊教學相互支援等方式，使每位學

生均能享有豐沛的教學資源(B01 落實教學品保機制及 B03 推動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更強化研究風氣、提升學術水準、積極參加各項文創產業舉辦的競賽，使學生無論繼

續升學深造或投入就業市場，養成具備高度文化創意設計產業設計加值專業能力與正

確職場態度、高度競爭力。 

 

二、 產研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C.致力創新研發】) 

本學群以學術研究、創意研究以及結合產學合作為培養學生之適性發展的專業

核心能力為教學目標，所以在課程的規劃、設備及圖書的購置、工坊的策略性應用等，

均配合所的發展重點特色來運作。各個工坊設備及本學群之設備，能夠符合實際課

程、研究、創作、產學合作與競賽輔助設計之需求(C02 提昇產學研發技術績效、C03

創意商品化‧研發企業化)。整合上述軟、硬體設備，本學群積極規劃產學研究目標

如下：  

（一） 增加學術研究發展風氣。  

（二） 鼓勵參加展演活動與策劃。  

（三） 建立跨領域跨地域產學合作交流平台。  

（四） 建構產官學縝密合作關係發展在地特色產業。 

 

三、 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A.落實學生輔導】) 

為強化學生多元專業技能學習，配合學生專業技能自主學習，本學群依照各專

業教室與專業工坊發展需求，逐年增購所需設備，以符合學生技能檢定、技能（藝）

競賽及升學就業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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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應用設計學群發展重點特色與資本門支用項目 

應用設計學群 

系科名稱 研究重點方向規劃 105 年資本門支用項目 

流 行 商 品 設 計 系

(所、科) 

1. 傳統產業藝術再造-地方特色商品

伴手裡設計、工藝品藝術設計指導 

2. 產業造勢活動策劃-商業造勢活動

策劃 

3. 企業形象識別規劃-CIS 設計製作、

網頁設計、動畫製作  

4. 時尚創意商品開發 -商品模型開

發、3D 模型製作  

5. 設計人才培訓課程規劃-商用設計

規劃、諮詢、教學  

 模型教室教學設備：圓

盤砂帶機 

 玻璃教室教學設備：濕

式噴砂機 

 商品設計中心教學設

備：高階繪圖電腦 

 金工工坊教學設備：高

溫燒結爐、吊鑽、英國

輪 

室內設計系(所、科) 以本系特色「數位‧健康」，兼具理論

與實務，同時強化學生創意的思考與表

現方式。課程專業分組分別為「空間設

計」與「裝修工程」，並強化「數位空

間展示研究、性別與文化空間研究、環

境性能研究、環境診斷模擬研究」發展 

 展示空間設備：數位媒

材顯示系統 

 木工工坊設備：CNC 電

腦數位控制系統 

遊戲與玩具設計科 本科發展目前以「遊戲設計」、「玩具設

計」二大領域為研發主軸，其中「遊戲

設計」涵蓋了遊戲企劃、體感互動遊戲

及遊戲設計等領域，「玩具設計」涵蓋

了造型設計、玩具機構設計與玩具電路

設計等領域。藉以培育學生成為相關領

域產業之設計、製造、維修等專業人

才。另外，亦特別重視學生道德、人格

及語文能力的培養；希冀同學兼具學術

專業、實務專業與人格健全之全方位人

才。本科研發主軸所訂定領域是遊戲與

玩具產業的核心技術，也是設計、製造

與服務產業中最關鍵的技術。 

 微控制器實習設備：可

程式控制人形機器人 

 微控制器實習設備：

Arduino 學習模組與控

制器 

遊戲與動畫系(動畫 從繪畫開始培養藝術感，進而應用於手  軟體應用設備：個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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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科) 繪動畫。提供完整 3D 影音動畫之開發

製作訓練課程。完善手繪、電繪、3D

成像之影片剪輯、製作。以遊戲產業需

求為主，教導包括企劃、營運、專案管

理等課程，以完善遊戲製作人之各項技

能。少而精的資訊程式開發課程，讓學

生得將最新的資訊技術利用於遊戲與

動畫之製作開發。105 學年度預定購入

iClone、ZBrush、Rhino 等 3D 建模軟

體，提供學生具有多樣化 3D 建模於專

題開發/遊戲設計之角色設計，並在教

學上能有實際成果。 

學電腦與建模軟體 

 

請參閱 104 學年度版 104-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P.146-P.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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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設計學群發展重點特色 

 

一、 教學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B.卓越教學品質】) 

本學群之發展重點以發展各系特色與對應民生產業的需要，進行各系科專業課

程之規劃(B14 形塑民生設計學群發展特色)。以實務導向，發展符合業界需求之課程，

並培養具人文藝術涵養與專業實務能力之學子。加強專業師資結構以促進教學成效，

師資專長亦配合學生培育目標、本位課程規畫與系所發展目標。並且藉由業界師資協

同教學、產學合作、創意設計及校內外實習課程實施等方式(B01 落實教學品保機制

及 B03 推動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使每位學生除了享有豐沛的教學資源，更強化實務

技術能力及工作倫理、融入團隊合作、提升就業競爭力、積極參加各項民生產業舉辦

的競賽，使學生無論繼續培養高階專業技能知識或投入就業市場，均具備高度民生產

業專業技術能力與正確職場態度成為產業需求的生力軍。教學課程規劃特色包含以下

四點：  

（一） 課程規劃能配合培育特色及目標，並兼顧產業需求及系科本位課程。 

（二） 課程發展能兼顧學生專業能力、實用能力及競爭力。  

（三） 課程開設能滿足學生多元選擇之需求。  

（四） 課程總學分數及各年制學分數之適切性。 

 

二、 產研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C.致力創新研發】) 

本學群教師結合教學與研究進行成果發表，加強與學術界、產業界之間的交流

分享，提供專業技術、研究服務諮詢，積極參與學術活動、展演競賽。執行「產學合

作及研究計劃」不論在件數或金額上，呈正成長或持平(C02 提昇產學研發技術績效)。

學術研究產能在質與量上，每年皆維持一定的水準。本學群積極規劃產學研究目標如

下： 

（一） 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增強研究發表能量。  

（二） 鼓勵積極參加展演及競賽活動。  

（三） 結合發展區域在地民生特色產業合作關係。  

（四） 加強產學合作交流，建立加值交流平台。 

 

三、 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方面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 A.落實學生輔導】) 

本學群為強化學生多元專業技能學習，配合學生專業技能自主學習，依照各專

業教室與專業工坊發展需求，逐年增購所需設備，以符合學生技能檢定、技能（藝）

競賽及升學、就業之需求。此外加強證照輔導、專題製作、校外展演競賽、專利申請

等項目輔導工作，培養學生多方面專長與實務能力，並透過校外實習課程實施，使學

生能直接與業界接觸，以增加就業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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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民生設計學群發展重點特色與資本門支用項目 

民生設計學群 

系科名稱 研究重點方向規劃 105 年資本門支用項目 

時 尚 美 妝 設 計 系

(所、科) 

培養兼具科學專業知識與實用技術之

「美容保健」專業人才及培育術德兼

備、美學藝術素養之「時尚整體造型設

計」專業人才，使能勝任「美容保健」、

「時尚整體造型設計」兩大領域之工

作。而研究所設立則有鑑於國內外時尚

產業大環境的蛻變，培育「化妝品科技」

及「時尚整體造型設計」高階專業人

才，使能勝任「化妝品科技」、「整體造

型設計」、「美容保健」三大領域之工

作。 

 SPA 美容教學設備 ： 指

甲光療彩繪機、水雕靚

膚儀、晶鑽微雕、熱美

極緊膚儀、3D 立體塑模

機 

 美膚專業教學設備：快

速球型攝影機教學組、

單槍投影機 

 資訊圖書室設備：手提

式無線擴音機、教學作

品展示櫃 

 碩士班研究設備：個人

電腦、統計分析軟體 

設計行銷系 系定位以培育具備『設計管理』與『行

銷管理』專業能力的人才做為學理研究

和實務教學之目標。強化設計行銷工坊

與其他相關專業教室的專業硬體資

源，擴增實務操作設備： 

1.讓學生可以學習製造者、使用者和設

計師三重身分的任務，以提升學生個人

的創意與設計效能。 

2.強化設計行銷工坊與其他相關專業

教室的實務操作的教學功能。 

 設計行銷工坊設備：個

人電腦、紙模切割機 

餐飲管理系 本系課程模組分流為廚藝模組與烘焙

模組，以符合產業的人才需求。廚藝模

組課程規劃結合中餐及西餐實作技術

的強化與食材製備及烹調技術之原理

認知，從而得到創新應用的資源及飲料

調製等統整產出廚藝與管理所需要的

就業能力。烘焙模組課程主要以烘焙產

 烘焙實習教室、調飲專

業教室設備：百萬畫素

全功能攝影機、多通路

數據傳輸機、影音錄影

主機、現場收音麥克風

組、影音燒錄用主機、

控制設備機器櫃、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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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製作能力相關課程為主，包括餅乾、

麵包、蛋糕及拉糖、巧克力製作等技術

性課程再結合管理課程以達成該模組

所需就業能力。 

度投影機、電動銀幕、

混音擴大機、擴音喇叭 

 中餐教室設備：蒸箱 

 油炸機、製冰機 

 學生實習餐廳設備：調

速冰沙機、封口機 

 香料示範教室設備：電

動布幕、高亮度投影機 

 電腦教室設備：個人電

腦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

理系 

以觀光飯店業及旅行業為本系學生未

來的就業主軸，並以培育具備『觀光事

業』與『休閒事業』的經營與管理能力

的人才為本系教學與培育目標。本系在

未來發展重點及特色上著手於教材規

劃與課程規劃的改進，以觀光旅遊業及

觀光飯店業為教學主軸，以就優質就業

市場為導向進行教學。本系教學目標強

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希望學生除了課

堂的學習外，透過比賽、專題製作、校

外實務實習以及產學合作，印證課堂所

學，並累積豐富的實務經驗，完成技職

教育體系培育的目的。 

 實習旅館設備：液晶顯

示器、單槍投影機、電

動螢幕、混音擴大機、

高功率喇叭、標準型機

櫃、無線麥克風、無線

擴音機、電腦字幕機、

多功能事務機、個人電

腦、飯店客服軟體、 

 地方特色教室設備：多

媒體觸控互動面板、訊

息傳播系統、混音擴大

機、無線麥克風接收

器、擴音喇叭 

 

請參閱 104 學年度版 104-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P.228-P.3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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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處、通識與語教中心發展重點特色 

 

表 2-4 圖資處、通識與語教中心發展重點特色與資本門支用項目 

圖資通識與語教中心 

單位名稱 研究重點方向規劃 105 年資本門支用項目 

圖資處 1.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使用。 

2.擴充館藏資源利用。 

3.因應設計大學圖書館之規模。 

2.圖書自動化與數位化，提供學校中型

會議及教學活動使用。 

 圖書：中文圖書、西文

圖書、電子書 

 多功能視訊研討暨數位

教學廳設備：數位控制

系統主機、觸控螢幕、

電源順序開關器、投影

機電動升降機 

通識中心 1.建構校園良好學習氛圍，透過良好的

投影效果，增強學生意願。 

2.提升教學品質，營造良好學習環境 

3.遠距教學，增加 APP 行動模組，提

升學生學習品質。 

 共同教室設備：投影

機、筆記型電腦 

 階梯教室設備：數位講

桌、個人電腦 

 遠距平台設備：行動模

組 

語教中心 1.全方位 e 化語言學習環境提升，建構

校園良好學習氛圍，透過良好的投影效

果，增強學生意願。 

2.供教師端管理各項軟體，建構數位教

學，以強化數位學習師生間互動。 

 學生自學教室設備：伺

服器、個人電腦、單槍

投影機 

 

請參閱 104 學年度版 104-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P.325-P.3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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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依據本校 104-108 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達成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以優化環境、

提升學習、精進教研以及強化組織等四大面向，以落實學生輔導、卓越教學品質、致

力創新研發、精進行政效能、營造友善校園等五項校務發展子計畫，並規劃 15 項基礎

面向以及 24 項精進特色之行動方案，持續精進學校特色與提升辦學績效，促進學校校

務發展，其中「落實學生輔導、卓越教學品質、致力創新研發、精進行政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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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經常門經費為獎勵補助款 5,855,020 元、學校自籌款

1,171,004 元，共計 7,026,024 元，各佔全校全體總經費 30％，其中支用於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構分別為獎勵補助款 5,116,000 元、學校自籌款 600,000 元，各佔經常門總

經費 87.38%、51.24%，其優先次序及經費比例如下： 

 

1.編纂教材（獎勵補助款 8.54%、自籌款 17.08%）； 

2.製作教具（獎勵補助款 0.44%）； 

3.改進教學（獎勵補助款 19.47%、自籌款 17.08%）； 

4.研究（專題研究、研究及創作、專利等，獎勵補助款 29.04％、自籌款 17.08%）； 

5.教師參加研習及各學術單位辦理研討會（獎勵補助款 14.35%）； 

6.在職進修（獎勵補助款 1.37%）； 

7.著作（發表論文，獎勵補助款 11.96%）； 

8.升等送審（獎補助款 2.22%）。 

近年來依本校發展特色定位及為持續提昇教師素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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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4 年 07 月 24 日校

教評會修正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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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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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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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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 年度修訂「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與獎勵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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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教師改進教學作業要點」、「獎助教師研

究暨創作作業要點」、「獎助教師參加研習及研討會作業要點」、「獎助教師赴

國外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獎助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獎助教師發

表論文作業要點」、「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作業要點」、「獎助職員工在職進修獎

勵實施要點」、「獎助行政人員參加研習作業要點」等法規。 

6.104 年度及 105 年 3 月修訂「獎助教師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獎助

教師改進教學作業要點」、「獎助教師研究暨創作作業要點」、「獎助教師發表

論文作業要點」等法規。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於 105 年度編列經常門獎勵補助款佔 3.07%，計

180,000 元，其使用項目由學務處統籌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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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修正「獎助職員工在職進修獎勵實施要點」、「獎助行

政人員參加研習作業要點」規範獎助額度。行政人員相關業務及研習於 105 年度編

列經常門獎勵補助款佔 1.71%，支用於以上各法規項目。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05 年度未編列本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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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  2 年內新聘教師薪資及現有教師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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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編列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459,020 元(佔 7.84%)、學校自籌款 71,004 元(佔 6.06%)，

支用於 2 年內新聘教師薪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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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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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編列經常門自籌款 42.70%，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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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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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經費分配依學校行政會議討論並訂定原則，經常門部分透過校教評會議審

核、資本門部分透過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辦法進行編列審議，經費均透

過本校依法設有專責小組，小組代表依組織章程執行工作，經費支配與支用規格內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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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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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辦法」

(103 年 08 月 20 日新訂、104 年 08 月 26 日修訂)進行分配，並依據各單位依中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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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萬元為基礎，因教育部核定 104 年度獎勵經費

遭扣減，學校遂增加配合款比例至 20%以上予以支應，分配程序業經「學群會議」

協商、行政會議及專責小組會議審議後，由各系(科)中心確認後予以進行資本門經

費之分配。本校資本門經費(含學校自籌款)，依當年度教育部公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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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評比的項目與權值，進行

每年之調整，分配項目與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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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原則 

資本門分配項目 說明 

全校性學術單位、圖儀設備、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及其他項目配額：（占資本

門經費預算之百分之五十） 

以支援全校性之教學圖儀設備及圖書為

優先，包含重點提昇全校性網路教學設

備、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設備至少百分之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

備)至少百分之二、通識教育相關設備至

少百分之二、其他項目如省水器材、節能

省電設備、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

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

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有關學術單位配額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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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填報於「教育部獎勵補

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作業

學校基本資料表」中之成果核配，包括： 

(一) 補助指標：(佔學術單位配額 30%) 

1. 基本分配數(補助指標之 30％)：各系

科教學單位基本分配數。 

2. 現有規模(補助指標之 70％)：學生數

及教師數。 

(二) 績效配額：(佔學術單位配額 70%) 

1. 單位政策配合度 

2. 學生註冊率 

境外教學配額(占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分

之五） 

依據本校境外教學績效進行核配，包括學

術單位配合度、境外教學教師人數、境外

學生人數 

學群整合配額：（占資本門經費預算之百

分之二十五） 

學群整合編配金額以學群為單位，其配額

為該學群中各學術單位之績效總和，各學

術單位之績效計算方式依當年度教育部

公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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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評比

的項目與權值，各學術單位績效產出資料

來源以當年度教育部之校務基本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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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獎勵補助款資料庫為主要計算依據： 

(一) 教學指標：(佔學群整合配額 75％) 

1. 教師實務經驗或證照成效(佔學群整

合配額 18％) 

2. 學生就業成效(佔學群整合配額 10％) 

3. 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成效(佔學群整

合配額 22％) 

4.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佔學群整合

配額 25％) 

(二) 研究指標：(佔學群整合配額 25％) 

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佔學群整合

配額 25％) 

重點發展計畫配額：（占資本門經費預算

之百分之二十） 

配合本校重點發展項目及中長程計畫、針

對特別重點發展之單位給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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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組織會議資料及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相關辦法 

 

1.組織辦法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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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0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8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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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組置委員二十五人至二十九人，由校長及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

圖資處、人事室、會計室等單位主管與各學術單位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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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

術單位代表經由所系務(中心)會議推舉產生，任期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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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校務發展計畫之情形。 

二、參照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申請要點及本校訂定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

辦法安排運用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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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小組成員名單 

 

 

104 學年度專責小組會議成員名單 

職稱 姓名/職級 職稱 姓名/職級 

校長 吳淑明 教授 電資系代表 蔡震哲 副教授 

副校長 劉光盛 副教授 流設系代表 邱碧蓮 講師 

教務長 施清添 副教授 
室設系代表 林沂品 助理教授 

陳念祖 助理教授 

學務長 黃崑明 教授 餐飲系代表 盧更煌 副教授 

總務長 陳清汶 專技副教授 美妝系代表 范樂陽 副教授 

研發長 劉光盛 副教授 觀光系代表 劉宗興 副教授 

圖資處長 許德仁 助理教授 行銷系代表 黃秀梅 助理教授 

會計室主任 林淑珠 主任 應外科代表 趙靖如 講師 

人事室主任 蔡宗吉 副教授 通識中心代表 史台麗 講師 

文創所代表 劉素幸 助理教授 語教中心代表 徐美堅 講師 

美工系代表 何孟穎 助理教授 表演學程代表 曾志誠 助理教授 

影藝系代表 陳正弘 助理教授 數位科技系代表 盧鏡竹 助理教授 

遊戲動畫系代表 余宗修 助理教授 玩具科代表 郭乃仁 助理教授 

動畫科代表 楊青琳 助理教授 電機系代表 陳皇誠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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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議「本（105）年度」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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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104.11.09)單位報告說明文件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及使用本獎勵補助經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學校應自籌本獎勵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度為配合款。 

2.各校應成立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學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成員應包括各科系

（包括共同科）代表，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但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不得擔任之。 

3.各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年度經費支用計畫連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

責小組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等

資料各一份報本部審查。 

4.修正後經費支用計畫書應於收到本部審查意見一個月內報本部備查。 

5.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

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於執行績效

訪視時一併查核。 

6.購置之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其使用年限及報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將

相關資料登錄備查。另當年度所購置儀器設備等資本門之設備，學校應善盡保管之責，

不得處置或變賣。 

7.各校應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由總務單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經校

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據以執行本獎勵補助經費，並由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負責監督。 

8.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案應上網公開招標，

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 

9.本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10.學校依「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規定向本部提報停辦計畫，經

本部審核通過後，得以當年度本獎勵補助所核定經費支應教師離退或學生轉介等停辦計

畫所需經費。 

（二）本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

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其經費之使用，應依各校支用計畫所編列者為準，經常門預算

至多得流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百分之七十五，經常門不得低

於百分之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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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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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敘明理由並報本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 

（四）本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

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六十；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

分之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

之二；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應加強辦理全面採用省水

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購置固定資產，其單價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二年者，

應列作資本門支出。 

（五）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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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三

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

研習）、進修(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著作及升等

送審之用途；其用途不得用於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訂閱費用，該費用應由其他經常

門經費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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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勵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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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勵辦法，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依

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且依相關法令公開審議並確實執行，不得僅適用於少數

人或特定對象。 

4.各校依其獎勵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得於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百分之五以內支用行

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5.各校應於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

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比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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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各校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項目及基準應參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

行標準表之規定列支，獎勵補助案件應依據事實建立審核機制，並有具體成果或報告

留校備供查考。 

7.各校提撥本獎勵補助經費之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應由

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六）本獎勵補助經費之核銷方式： 

1.本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採專款專帳管理，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料依學校財團

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六章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以備查核。 

2.各校應於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將本獎勵補助經費使用情形（即執行清冊）、會議紀錄

（包括專責小組、期中稽核紀錄、公開招標紀錄及簽到單）與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彙整

書面報告一份，送交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專案查核並出具稽核報告後，連同前一學年

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財務報表附註)備文報

本部，俾便考核運用成效。同份資料應公告於本部及各校網站，未公告上網之學校，

不予核配獎勵補助經費。 

（七）獎勵、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完竣，未執行完竣者，應敘明原因報本部核准後，

始得展延；其未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應繳回未執行完竣之經費，其所稱執行完竣，

指已完成核銷並付款。 

（八）獎勵、補助經費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尚未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用，

其已發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應於次年一月十五日截止支付。 

（九）獎勵補助申請資料應據實填報，有造假不實者，除依法究辦外，全額扣除該年度獎勵

補助款。經費之支用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不符規定者，本部應予以追繳。 

（十）本獎勵補助經費比率之計算，不包括自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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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10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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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10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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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10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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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104.11.09)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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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105.03.11)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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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總經費

(5)=(3)+(4) 

＄7,806,693 ＄11,710,039 ＄19,516,732 ＄3,903,347 ＄23,4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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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685 $8,197,027 $2,732,343 $2,342,008 $3,513,012 $1,171,004 

合計 ＄16,394,055 ＄7,02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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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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105.03.11) 

 

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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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1,712 80.4% $1,332,343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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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8.3% 

請另填寫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2,280,000 16.7% 0 0% 

小計 $2,280,000 16.7% $500,00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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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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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 32.9% 
請另填寫附表

八 

總 計 $13,661,712 100% $2,732,3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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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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10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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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8.54% $200,000 17.08%  

製作教具 $26,000 % $0 0%  

改進教學 $1,140,000 % $200,000 17.08%  

研究 $1,700,000 % $200,000 17.08%  

研習 $840,000 % $0 0%  

進修 $80,000 % $0 0% 
（ 註

六） 

著作 $700,000 % $0 0%  

升等送審 $130,000 % $0 0%  

小計 $5,116,000 87.38% $600,000 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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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0.77% $0 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135,000 2.31% $0 0%  

小計 $180,000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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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71%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0 0% $0 0% 

請另填

寫附表

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459,020 7.84% $71,004 6.06%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0 0% $500,000 42.7% 
（ 註

七）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註十二） $0 0% $0 0%  

小計 $459,020 7.84% $571,004 48.76%  

總 計 $5,855,020 100% $1,171,0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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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10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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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相關組織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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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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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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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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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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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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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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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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程
稽核小組長 稽核員

受稽/責任

單位
校長 使用表單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內部稽核時程表

內部稽核查檢表

矯正預防措施單

內部稽核建議事項表

矯正預防措施單

內部稽核報告

內部稽核結論報告
結

案

報

告

及

跟

催

稽

核

規

劃

稽

核

執

行

成立稽核小組

6.6

擬定稽核計畫

6.6

稽核通知

6.6

稽核實施  6.7.2

稽核報告整合 6.7.3

矯正預防措施要求

通知 6.7.5

總結報告 6.8

歸檔保存 6.8

發現缺失 6.7.3
缺失確認

6.7.3

提報矯正預

防措施 6.7.5

矯正預防措施

執行 6.7

改善跟催確認 6.7

Y

N

定期稽核需求

6.5.1

重大異常稽核需求

6.5.2

開幕會議  6.7.1

閉幕會議 6.7.5

核可

6.8

核可

6.7

Y

N

Y

N

Y

N



64 

2.稽核人員名單 

 

稽核小組 職稱 姓名 

組長 美術工藝系 教授 江鑑聲 

執行秘書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楊濟華 

組員 設計行銷系 講師 林佳慧 

組員 時尚美妝設計系 副教授 曾華友 

組員 餐飲管理系 助理教授 陳姿利 

 

3.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說明 

 

姓名 所屬單位 職稱 
校務運作 

相關行政經歷 

稽核相關背景（包括學經歷、

證照、研習訓練等） 

林佳慧 設計行銷系 
講師兼稽核

小組組員 

曾 任 校 長 室 秘 書

88.8-93.8 

1.華梵大學工業管理學系碩士

班畢業 

2.雲林科大工業管理研究所博

士班肄業 

3.SGS 證 書 字 號 ：

11/IN11108A/08052 (學校內部

控制稽核人員訓練課程) 

4.100 年學校內部控制稽核人

員訓練班(弘光科技大學) 

5.102 年度推動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

經驗交流研討會(南台科技大

學) 

6.「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建立

與內部稽核推動」--台北醫學大

學秘書處稽核組許志瑋組長主

講 

7.「內控制度講習」--高雄師範

大學前校長戴嘉南校長主講。 

8. 「他山之石-學校內部稽核實

務」--弘光科技大學稽核室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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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主任 

江鑑聲 美術工藝系 
教授兼稽核

小組組長 

通識中心主任 

99.7-101.1 

1. 國立成功大學應用數學研究

所博士 

2.「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建立與內

部稽核推動」--台北醫學大學秘

書處稽核組許志瑋組長主講 

楊濟華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兼稽核

小組執行秘

書 

1.東方設計學院學

務處衛生保健組組

長  (2002.8 ～

2013.2) 

2.東方設計學院秘

書室秘書  (2013.3

～迄今) 

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碩士 

稽核小組 

陳姿利 餐飲管理系 

助理教授兼

稽核小組組

員 

東方設計學院餐飲

管 理 系 主 任

2013-2014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博士 

行政管理 

曾華友 時尚美妝設計系 

副教授兼生

技中心主任

兼稽核小組

組員 

生技中心主任 

101.8 迄今 

1.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研究所博

士 

2.「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建立與內

部稽核推動」--台北醫學大學秘

書處稽核組許志瑋組長主講 

3.「內控制度講習」--高雄師範

大學前校長戴嘉南校長主講 

填表注意事項： 

1. 內部稽核人員若由校內教師擔任，且該師同時兼有行政職務，請於「職稱」欄位註明

清楚，如副教授兼稽核室主任。 

2.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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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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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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0.20 校務會議訂定 
89.10.5 校教評會修正 

89.10.12 校務會議修正 
91.4.17 校教評會修正第六條 
91.5.15 校務會議修正第六條 

91.9.13 校教評會修正 
91.9.25 校務會議修正 

95.1.17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11.19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1.16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11.19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9.10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6.28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2.26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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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優先支用於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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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事先經行政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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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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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獎助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 
88年 10月 20日校務會議訂定 

89年 10月 5 日校教評會修正 

89年 10月 12日校務會議修正 

90年 3月 21 日校教評會修正第八條 

90年 4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八條 

91年 4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第三、四、五條 
91年 5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三、四、五條 

91年 9月 13 日校教評會修正 

91年 9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3年 8月 27 日校教評會修正第二條 

93年 10月 13日校務會議修正第二條 

95年 1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年 9月 10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年 3月 9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年 11月 25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年 7月 18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17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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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獎（補）助金者，不得再申請本項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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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起受理申請。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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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交人事室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七、獎助款受領人應依規定程序檢附各項單據、申請核撥。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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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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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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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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獎助教師專題研究作業要點 

88年10月20日 校務會議訂定 

 89年10月5日 校教評會修正 

 89年10月12日 校務會議修正  

90年3月21日 校教評會修正第六條  

90年4月25日 校務會議修正第六條 

 90年12月27日 校教評會修正第三、六、七、八條  

91年1月2日 校務會議修正第三、六、七、八條  

91年9月13日 校教會評修正  

91年9月25日 校務會議修正 

95年1月17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6年10月31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年12月24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年4月16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年7月22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年9月10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年3月9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年11月25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4年07月24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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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一年度曾向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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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科技

部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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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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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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術單位應於公告期限

內將申請案移送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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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務長任主席邀集研發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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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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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結果公布：經校內經費核定後1個月內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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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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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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獎助教師參加研習及研討會作業要點 

          88 年 10 月 20 日校務會議訂定 

89 年 10 月 5 日校教評會修正 

89 年 10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正 

91 年 9 月 13 日校教評會修正 

91 年 9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1 年 12 月 19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2 年 3 月 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10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 年 4 月 25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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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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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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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款受領人應於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依規定程序檢據辦理核銷。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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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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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獎助教師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 

                                            

               88 年 10 月 20 日校務會議訂定 

89 年 10 月 5 日校教評會修正 

               89 年 10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正 

91 年 9 月 13 日校教評會修正 

91 年 9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5 年 1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 年 1 月 16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10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9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16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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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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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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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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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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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請者已接受科技部（或教育部）以外其他單位獎助，不得再接受本項獎助。 

八、 申請案應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交人事室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九、 經核定獎助者於出國時自行墊付各項獎助經費，俟返國後依照本校差旅費支給標準連同

向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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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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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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與審核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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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程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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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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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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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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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程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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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77 

財團法人東方學校東方設計學院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作業要點 
88年 10月 20日校務會議訂定 

89年 10月 5 日校教評會修正 

89年 10月 12日校務會議修正 

90年 3月 21 日校教評會修正第七條 

90年 4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七條 

91年 4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第三、八條 

91年 5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三、八條 

91年 9月 13 日校教評會修正 

91年 9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5年 1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6年 9月 19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年 11月 19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年 9月 10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年 11月 25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年 8月 27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17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5年 3月 9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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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Expanded、SSCI、A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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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

TSCI、THCI、EI 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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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第一項第一、二款者，須檢附該專刊等級證明文件，申請第一項第三款國際性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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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表者須檢附具有三個(含)以上不同國家作者投稿之國際性證明文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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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時間：教育部核定當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核配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經費後由人事室公告受理申請

(約 3月份)，以經費額度內接受申請。經費不足時，得由下一年度優先受理申請。 

六、申請程序：  

採網頁申請，非網頁申請者不予受理。 

教師上網填妥申請資料後列印申請表，經申請人簽名連同申請表內應檢附相關文件，提請系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審核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七、獎助經費之核支，申請案件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教師上網列印已審核之申請表，

並經所屬單位查核確認及相關主管核章後，依本校核銷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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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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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作業要點 

          90年 3月 21日校教評會訂定 

90年 4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1年 9月 13日校教評會修正 

91年 9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5年 1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年 11月 19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年 9月 10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17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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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委員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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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費：每位外聘委員最高二千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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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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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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獎助教師改進教學作業要點 

          88 年 10 月 20 日校務會議訂定 

89 年 10 月 5 日校教評會修正 

          89 年 10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正 

90 年 3 月 21 日校教評會修正第九條 

90 年 4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四條、第九條 

91 年 4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第三、五、十一條 

91 年 5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三、五、十一條 

91 年 9 月 13 日校教評會修正 

91 年 9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5 年 1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 年 5 月 28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10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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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競賽：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名次，經審核後最高分別給予伍萬元、

參萬元、貳萬元的獎勵金； 

    （二）全國性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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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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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國際性競賽係指同一組別中有三個(含)以上不同國家之隊伍參與競賽；全國性競賽

係指同一組別中有三個(含)以上不同縣市之隊伍參與競賽。申請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者，須檢附同一組別參賽之隊伍名單，未檢附參賽隊伍名單者以第一項第三款獎勵金獎

助。 

    獎勵金之頒發，同一競賽活動每位教師擇一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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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各款獲獎同一名次有多位名額者，獎勵金由該名次名額數量均分。 

    第一項獎勵金之申請，每位教師每年最高得申請五案，合計獎勵金最高為伍萬元。 

六、申請時間：教育部核定當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核配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經費後由人事室公告受理申請

(約 3 月份)，以經費額度內接受申請。經費不足時，得由下一年度優先受理申請。 

七、申請程序： 

    採網頁申請，非網頁申請者不予受理。 

    教師上網填妥申請資料後列印申請表，經申請人簽名連同申請表內應檢附之相關文件，

提請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審核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八、獎助經費之核支，申請案件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教師上網列印已審核之申請表，

並經所屬單位查核確認及相關主管核章後，依本校核銷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九、申請相關資料文件送交教務處集結成冊存圖書館，成果發表由教務處負責。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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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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獎助教師研究暨創作作業要點 
91 年 9 月 13 日校教評會訂定 

91 年 9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5 年 1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 年 2 月 22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10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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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萬元、參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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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款國際性活動係指同一參賽或入選展示中有三個(含)以上不同國家作者之作品參

賽或入選展示；全國性活動係指同一參賽或入選展示中有三個(含)以上不同縣市作者之

作品參賽或入選展示。申請國際性活動、全國性活動者，須檢附作品參賽或入選展示之

作者名單，未檢附者以地方性活動性獎勵金獎助。 

獎勵金之頒發，同一作品有不同參賽得奬或入選展示者，擇一案獎勵。 

獎勵金之申請，每位教師每年最高得申請五案，合計獎勵金最高為伍萬元。 

六、申請時間：教育部核定當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核配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經費後由人事室公告受理申請(約

3 月份)，以經費額度內接受申請。經費不足時，得由下一年度優先受理申請。 

七、申請程序： 

    採網頁申請，非網頁申請者不予受理。 

    教師上網填妥申請資料後列印申請表，經申請人簽名連同應檢附申請表內相關文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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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審核通過後送交人事室彙整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八、獎助經費之核支，申請案件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教師上網列印已審核之申請表，

並經所屬單位查核確認及相關主管核章後，依本校核銷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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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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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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獎助教師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作業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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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2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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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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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綜企組提出專利審查申請。 

（二）審查：專利獎助申請案由研究發展處提請本校「專利獎助審查小組」初審。「專利

獎助審查小組」由研究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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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企組組長為執行秘書。經「專利獎助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簽核後，由研

究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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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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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應對其發明內容負答辯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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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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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權利金、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及衍生利益之分配： 

凡本校之專任教師，因技術移轉或技術授權而產生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及衍生利益時，其

全部所得技轉金額之分配如下： (如以本校名義之專利技術移轉研發成果權益收入或衍

生利益收入應扣除專利申請費、領證費及維護年費等相關成本) 

 

(一) 採專利形式保護者之技術移轉授權金：學校為 6％、發明人或創作人：94％。 

(二) 採非專利權形式之研發成果收益：學校為 10％、發明人或創作人：90％。 

    (三)其他公民營企業機構產學研究合作計畫之技術移轉授權金或衍生利益：學校為 10

％、發明人或創作人：90％。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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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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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23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第 2,4, 5, 6, 7, 8 條 

103,2,26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第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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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訂定之。  

三、參加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四、申請類別： 

（一）  第一類：多媒體動畫教材類  

教材需符合下列項目：  

1、  教材需具備互動性功能且符合「東方設計學院數位學習教材自評表」

規範，如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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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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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其它特殊教材類  

教材需符合下列項目：  

1、  將教材以數位簡報檔或數位影音教材 (未滿 1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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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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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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評選作業日期：每年 5 月至 9 月。 

（三）  申請報名表如附件 (一 )。 

六、參選媒體教材之審核： 

（一） 第一階段：向所屬所、系、科、中心提出，經其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 

（二） 第二階段：由所、系、科提送教務處彙整辦理外審事宜，教務處將申辦外審作

品送請校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作品評審，以得分高低評選出

得獎作品獎次。外審之審查費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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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階段：獲獎人員及獎勵金額之名冊，由教務處造冊，提報校教評會核定。 

七、獎勵方式與名額： 

（一）  各類入選標準之作品，獎勵標準如下：  

1、  第一類：多媒體動畫教材類：  

(1) 第一名獎勵金最高 40,000 元 

(2) 第二名獎勵金最高 30,000 元 

(3) 第三名獎勵金最高 20,000 元 

(4)佳作獎勵金最高 4,000 元 

2、 第二類：具聲音講解教材類： 

(1) 第一名獎勵金最高 20,000 元 

(2) 第二名獎勵金最高 16,000 元 

(3) 第三名獎勵金最高 12,000 元 

(4)佳作獎勵金最高 3,000 元 

3、  第三類：其它特殊教材類：  

(1) 第一名獎勵金最高 10,000 元 

(2) 第二名獎勵金最高 8,000 元  

(3) 第三名獎勵金最高 6,000 元  

(4) 佳作獎勵金最高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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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辦理申請認證，於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後，可申請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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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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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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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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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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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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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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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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材需符合東方設計學院數位學習教材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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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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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附件(二) 

東方設計學院數位學習教材自評表(第一類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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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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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 1、教材內容與架構 

 檢核項目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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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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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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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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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材內容符合適用對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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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項目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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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教材內容正確。  

A+：教材內容正確無。  

A ：教材內容有小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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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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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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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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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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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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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教材單元針對學習活動提供適當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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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項目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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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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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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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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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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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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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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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項目 A+ A B 

綜合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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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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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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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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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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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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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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23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正第 9, 11, 12 條 

103.2.26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正第 1,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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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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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競賽實施要點依本校

「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獎助實施要點」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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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至 9月前，由教務處公告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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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程序 

1. 第一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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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檔），先經所屬單位系（所、系、科、中心）教評會議初審通過。 

2. 第二階段：由所、系、科、中心提送教務處彙整，由教務長組成複審審查委員會

進行審查，複審通過名冊，提報校教評會核發獎勵金。 

(三)申請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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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子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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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外審審查費用亦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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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審查委員會成員由教務長遴選 3~5名本校專業教師，呈 校長核定後組成，並由教

務長為會議主席，會議結果表決採用多數決。 

十二、校教評會決議通過，呈請 校長核准，即通知所、科、中心核銷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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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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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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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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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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95,1,22 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97,3,13 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99,6,24 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99,9,10 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101,3,21 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103,2,26 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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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優良教師之遴薦資格需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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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計畫書上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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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對學術單位教學相關議題之參與及改革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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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第七條  申請及遴審程序： 

一、申請： 

(一)每年四月下旬，各學術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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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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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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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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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教師自述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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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例證者。 

5.其他足以證明在教學表現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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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條至第四條規定行之。請參照附件(一)「候選教師自述表」。 

(二)各推薦單位主任為該單位候選教師之推薦人，且依各該單位教評會之決

議，對候選教師填寫綜評意見，提供決選參考。 

(三)審核通過後，各單位參與教學優良教師決選的教師名單及相關附件資

料，經各推薦單位主任簽核後，送各學群教評會彙選推薦各二名角逐校級

教學優良獎。 

(四)軍訓室、體育組納入通識教育中心參加遴選。通識教育中心、語言教育

中心各遴選一名教學優良教師角逐校級教學優良獎。 

三、決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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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之評量標準進行評

分，請參照附件(二)「候選教師綜合績效評量表」。 

(二)「校教學優良教師決選委員會」經充分討論及無記名投票表決後，依本辦

法第四條規定而通過初選資格教師名單中，決選出至多四名教學優良教師。 

(三)決選委員會需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表決票數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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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校教學優良教師決選委員會」： 

由校長遴聘教務長(召集人)、學務長、總務長、進修部主任、技合處長、圖書資

訊處處長、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五至七人、曾獲教學優良教師二人等組成決

選委員會，校長為決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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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使用表格由教務處另訂之。「候選教師自述表」，如附件(一)。 

「候選教師綜合績效評量表」，如附件(二)。 

三、若有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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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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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教師自述表 (初選：各學術單位教評會審核表)  

(決選：校教學優良教師決選委員會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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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術單位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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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術單位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會簽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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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教師教學綜合績效評量表 

(初選：各學術單位教評會審核表) 

(決選：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參考表) 

 

一、候選教師綜合績效評量表，細分以下項目評分： 

各學術單位教評會綜合評審（佔 30％）、教學評量（佔 20％）、學生學業指導(論文、

專題、作品等)（佔 20％）、其他教學相關之貢獻（佔 30％）。 

二、評分標準 

(一)各學術單位教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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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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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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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術單位教評會綜合評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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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每項得 7分）。 

2.本項得分總分為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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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時以 20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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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業指導(論文、專題、作品等)（佔 20％）：以下每項得 4分。 

1.候選教師近三年(六學期)指導專題研究每名學生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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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時以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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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時以 20分計。 

 

(四 )其他教學相關之貢獻（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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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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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實施補救教學或積極課後輔導有例證者。 

(9)擔任導師班級經營優秀有例證者。 

(10)教學相關之專業領域有特殊貢獻者。 

(11)教學相關之行政工作有特殊貢獻者。 

(12)學生證照輔導有特殊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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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項得分總分若超過 30分時以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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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時以 30分計。 

 

三、教學綜合績效評量得分總計： 

項目 各項得分 單位主任查核 

(一)各學術單位教評會綜合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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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綜合績效評量成績總計分達 60 分以上即獲決選資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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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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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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獎助行政人員參加研習作業要點 

95 年1 月11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7 年3 月1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8 月3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8 月2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11 月6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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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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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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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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職員工在職進修獎勵實施要點 

100年11月25日臨時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1月 21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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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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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年以三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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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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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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零一年十月五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零二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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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授權採購：未達新臺幣壹萬貳千元。 

二、小額採購：新臺幣壹萬貳千元（含）以上未達壹拾萬元。 

三、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新臺幣壹拾萬元（含）以上未達壹佰萬元。 

四、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新臺幣壹佰萬元（含）以上。 

採購前應經規定之請購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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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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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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依招標方式區分為授權採購、小額採購、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開招標。 

一、授權採購：由請購單位依最有利方式為之。 

二、小額採購：由採購單位詢取三家以上廠商之估價單，經採購單位比議價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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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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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符合規定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四、公開招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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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辦理公開招標、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如符合政府採購法之限制性招標規定

者，得採限制性招標。 

第十二條 採購財物、勞務，如屬已辦理之「共同供應契約」項目且屬政府補助經費者，得採

共同供應契約辦理。 

第四章 招 標 

第十三條 公開招標或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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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企劃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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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之。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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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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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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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公開招標或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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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權責規定： 

一、本校之採購以總務處為主辦，會計室為監辦，請購單位為協辦。 

二、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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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計室監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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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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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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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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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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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一條 招標案之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二週內簽約（如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者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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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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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驗 收 

第廿二條 財物或勞務採購後，廠商完成履約交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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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額採購或採購金額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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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招標採購金額達新台幣壹佰萬元（含）以上者，應由總務處與請購單位依規定

辦理驗收並會同會計室辦理監驗。 

第廿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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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與原則辦理。 

第廿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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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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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往執行成效 

一、 最近 3 年（102~104）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專任教師 139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38 人(含借調出 1

人)、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7 人、助理教授 48 人(含留職停薪 1 人)、助理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 6 人、講師 34 人、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1 人。另，有專案教師 12 人，其中專案

教授者 5 人、專案助理教授 2 人、專案講師 5 人。扣除借出及留職停薪教師之師資有 149

人，其中教授級 10 人、副教授級 44 人、助理教授級 55 人、講師級 40 人，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佔全體教師總人數百分比為 73.15%。 

扣除借出及留職停薪教師者，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具有博士學位者 77 人，碩士學位者

64 人，學士學位者 5 人，專科學位者 3 人；102 至 104 學年教師學歷結構如下表。 

本校 102-104 學年度師資結構統計表（不含借出及不含留職停薪教師） 

學
年 

學歷 

一般教師 專業技術人員 專案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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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102 

博士 4 27 44 0 0 0 0 0 0 0 0 0 75 

69.43% 

碩士 1 8 9 46 0 2 9 0 0 0 0 0 75 

學士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2 

專科 0 1 0 0 0 1 3 0 0 0 0 0 5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5 36 53 48 0 3 12 0 0 0 0 0 157 

103 

博士 4 29 41 0 0 0 0 0 0 0 0 0 74 

68.99% 

碩士 1 6 10 37 0 5 6 0 0 1 0 9 75 

學士 0 0 0 0 0 0 0 1 2 0 0 2 5 

專科 0 0 0 0 0 1 2 0 0 0 0 0 3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小計 5 35 51 37 0 6 8 1 2 2 0 11 158 

104 

博士 5 33 38 0 0 0 0 0 0 0 1 0 77 

73.15% 

碩士 0 4 9 34 0 7 4 0 1 0 1 4 64 

學士 0 0 0 0 0 0 0 1 3 0 0 1 5 

專科 0 0 0 0 0 0 2 0 1 0 0 0 3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5 37 47 34 0 7 6 1 5 0 2 5 149 

 

最近三學年(102-104 學年)教師在職進修獲得學位人數合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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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國外進修者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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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4 學年度在職進修獲得學位人數統計表  

進修學位 進修時級職 人  數 
取得學位學年度 

102 103 104 

博士 
助 教 0 0 0 0 

講師 8 3 4 1 

碩士 
助教 0 0 0 0 

講師 0 0 0 0 

合計 7 8 3 4 

 

二、 最近 2 年（103~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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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91 4,664,900 

104 103 2,581,550 

筆記型電腦 
103 8 315,000 

104 19 586,480 

液晶銀幕 
103 42 151,200 

104 1 20,600 

印表機 
103 5 1,326,000 

104 5 317,520 

電子黑(白)板 
103 2 118,300 

104 0 0 

電動螢幕 
103 4 134,000 

104 0 0 

單槍投影機 
103 34 1,184,800 

104 11 294,500 

數位照相機 
103 2 50,000 

104 8 567,300 

數位錄影機 
103 1 28,000 

104 4 143,600 

數位教學桌 
103 9 555,000 

104 3 120,000 

總計 13,15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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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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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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研究方面  

(1)產學合作及專利品之開發(研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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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教務處、各系所)  

(3)校外推廣教育之開拓(研發處、教務處、各系所)  

(4)各學群技術研發中心及創新育成中心之營建(研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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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標準化(秘書室、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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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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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總經費

(5)=(3)+(4) 

＄7,806,693 ＄11,710,039 ＄19,516,732 ＄3,903,347 ＄23,4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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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685 $8,197,027 $2,732,343 $2,342,008 $3,513,012 $1,171,004 

合計 ＄16,394,055 ＄7,02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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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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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1,712 80.4% $1,332,343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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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8.3% 

請另填

寫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2,280,000 16.7% 0 0% 

小計 $2,280,000 16.7% $500,00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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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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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 32.9% 

請另填

寫附表

八 

總 計 $13,661,712 100% $2,732,3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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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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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8.54% $200,000 17.08%  

製作教具 $26,000 0.44% $0 0.00%  

改進教學 $1,140,000 19.47% $200,000 17.08%  

研究 $1,700,000 29.04% $200,000 17.08%  

研習 $840,000 14.35% $0 0.00%  

進修 $80,000 1.37% $0 0.00% （註六） 

著作 $700,000 11.96% $0 0.00%  

升等送審 $130,000 2.22% $0 0.00%  

小計 $5,116,000 87.38% $600,000 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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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0.77%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135,000 2.31% $0 0.00%  

小計 $180,000 3.07%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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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71%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請另填

寫附表

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459,020 7.84% $71,004 6.06%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資料庫訂閱費 $0 0.00% $500,000 42.70% （註七）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其他（註十二） $0 0.00% $0 0.00%  

小計 $459,020 7.84% $571,004 48.76%  

總 計 $5,855,020 100% $1,171,0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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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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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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十二：為保障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之學習及勞動權益，各校依本部 104 年 6 月

1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 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勞

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認定校內兼任助理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並依學習或僱傭

等不同關係設計相關配套措施（包含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符合上開處理原則

有關學習型助理之獎助金或勞僱型助理支薪資及勞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得列入經

常門「其他」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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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實驗室設備 

 專業色管螢幕 

 校色色彩分析軟

體 

1. 進行色彩相關研究與調

查。 

2. 建立色彩相關資料庫，培

育學生參與色彩相關領

域知識研究。 

3. 可依照需求設定螢幕色

彩精準與輸出畫質並可

適用於 LED 背光螢幕。 

4. NB可透過 APP軟體即可

於行動裝置上校色，自動

偵測螢幕種類提供最佳

校色效能。 

色彩實驗室 

68,000 

碩博士生研究室 

 大型防潮箱 

 高階繪圖工作站 

 筆記型電腦 

1. 保護以及分類管理本所

教學用筆電等電子儀器。 

2. 為本所儀器達到防潮、防

霉、防塵、防光效果。 

3. 建立理論與實務整合。 

4. 提昇研究生專業研究能

力。 

碩博士生研究室

79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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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藝系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實習片場設備 

 4k攝錄影輔助設備 

 鏡頭組 

 LED燈具組 

1. 發展系科特色，培養

專題製作與專業拍攝

能力。 

2. 接軌業界，提升產學

質量與就業能力。 

實習片場 

474,234 元 

數位攝影棚設備 
 數位攝影系統 

 數位對講系統 

1. 發展系科特色，培養

影視製作播出專業能

力。 

2. 接軌業界，提升產學

質量與就業能力。 

數位攝影棚

377,55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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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繪圖教學 

 設備 
 個人電腦  

1. 提供學生影像繪圖與處

理實務操作。 

2. 培養學生專題製作能

力。 

3. 提昇教學品質。 

4. 學生實際操作的設備，

提升學生專業電腦設計

的能力。提供學生影像

繪圖與處理實務操作。 

電腦繪圖室 

3D設計中心 

1,481,739 元 

 

 

 



 

127 

 

表演學程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聲音藝術 

實驗室設備 
 筆記型電腦 

1. 提昇教學品質。 

2. 進行聲音藝術關研究

與調查，建立聲音藝

術相關資料庫，培育

學生參與聲音藝術相

關領域知識研究。 

聲音藝術實驗室 

85,000元 

演藝廳燈光 

設備 
 劇場用燈光系統 

1. 強化演藝廳功能，優

化劇場藝術製作環境 

2. 建立妥善且適用之展

演空間，提昇劇場藝

術製作能量。 

演藝廳 

200,000 元 

排練室設備 

 數位單眼相機 

 數位攝影機 

 數位鋼琴 

 爵士鼓組 

1. 改善學習環境。 

2. 增進學生自主練習與

獨立研究能量。 

排練室 

179,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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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設計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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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教室 

教學設備 
 圓盤砂帶機 

1. 提昇學生在模型成品的

精細程度。 

2. 提供學生完整學習操作

作品拋光等技能，獨立完

成作品，畢業後能多項發

展。 

模型教室 

36,000 元 

玻璃教室 

教學設備 
 濕式噴砂機 

1. 本設備具備玻璃表面處理

機能，為玻璃表面處理精

緻加工之必備設備，可提

升玻璃表面變化處理之多

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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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教室 

398,000 元 

商品設計中心 

教學設備 
 高階繪圖電腦 

1. 支援2D、3D商品設計教學。 

2. 提昇電腦課程教學水準及

學生智能。 

3. 建立實務操作技能與專

業，提昇教學水準及學生

專業能力。 

4. 發展系科與工坊特色，並

培養專業設計製作能力。 

商品設計中心 

245,000 元 

金工工坊 

教學設備 

 高溫燒結爐 

 吊鑽 

 英國輪 

1. 提昇學生在模型成品的精

細程度與整體完整性。 

2. 提高金屬材質創作效率及

精緻度，並提供學生實務

設計的討論，包含產品外

觀造形、系列性的組合、

創意的實現可能性、金屬

表面處理、金屬成型技法。 

金工工坊 

393,8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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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應用實驗室  個人電腦 

1. 提昇電腦速度與處理能

力，增進網路連線與下載

速度。 

2. 提供進階電腦課程教學

與高階軟體使用。 

G401 

1,21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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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空間 

設備 

 數位媒材顯示

系統 

1. 增進教學研究使用，強化

數位媒材展示加強應用能

力。 

2. 提供學生優質數位媒體學

習空間設備。 

展示空間 

340,646 元 

木工工坊設備 
 CNC 電腦數位

控制系統 

1. 增進教學研究使用，強化

設計創作表現能力與產學

能量。 

2. 可培養學生專業能力，與

產業接軌及畢業製作能力。 

木工工坊 

992,255 元 

 

玩具科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微控制器實習室 
 可程式控制人

形機器人 

1.提供學生學習玩具機構原

理之基礎訓練。 

2.培養學生具備玩具產品機

構組合之設計能力。 

K203 

244,500 元 

微控制器實習室 
 Arduino 學習

模組與控制器 

1.建立 Arduino 控制器基礎

理論及周邊元件應用能力。 

2.培養 Arduino 雲端控制及

物聯網實務應用的設計能

力。 

K203 

32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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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旅館設備 

 液晶顯示器 

 單槍投影機 

 電動螢幕 

 混音擴大機 

 高功率喇叭 

 標準型機櫃 

 無線麥克風 

 無線擴音機 

 電腦字幕機 

 多功能事務機 

 個人電腦 

 飯店客服軟體 

1.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專

業智能。 

2. 增強學生客房實務技能。 

3. 與業界實務無縫接軌 

4. 發展系科特色，培養旅館

專業人才。 

實習旅館 C1006 

572,113元 

地方特色教室 

設備 

 多媒體觸控互

動面板 

 訊息傳播系統 

 混音擴大機 

 無線麥克風接

收器 

 擴音喇叭 

1.提升相關實習課程學習及

研習成效。 

2.活化觀光行銷平台，發揮

更大的創意。 

3.強化觀光休閒產業行銷專

業軟硬體資源，創造學生學

習與實務操作實習設備。 

4.與業界實務無縫接軌。 

5.發展系科特色，培養文創

整合專業人才。 

地方特色 C0803A  

59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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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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焙實習教室 

調飲專業教室 

設備 

 百萬畫素全功能攝

影機 

 多通路數據傳輸機 

 影音錄影主機 

 現場收音麥克風組 

 影音燒錄用主機 

 控制設備機器櫃 

 高亮度投影機 

 電動銀幕 

 混音擴大機 

 擴音喇叭 

1.充實專業教學示範教學

設備。 

2.提升相關實習課程學習

及研習成效。 

3.提供視訊教學增加學習

成效。 

4.製作多媒體教材，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 

烘焙專業實習教

室 

調飲專業實習教

室 

799,060 元 

中餐教室設備 

 蒸箱 

 油炸機 

 製冰機 

1.充實學生學習餐飲相關

設備之應用，以利將來職場

就業。 

2.充實設備，學生證照考試

練習應用。 

中餐教室 

304,174 元 

學生實習餐廳

設備 

 調速冰沙機 

 封口機 

1.提升校內實習課程學習

設備。 

2.充實學生實習學習提升

教材課程內容，提高學生學

習成效。 

學生實習餐廳 

41,002元 

香料示範教室

設備 

 電動布幕 

 高亮度投影機 

1.充實多媒體教學之硬體

設備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2.教學研習之多媒體展示

設備補充。 

香料示範教室 

38,000 元 

電腦教室設備  個人電腦 

1.部分更新電腦教室設備。 

2.充實資訊教學設備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 

3.餐飲成本課程使用。 

電腦教室 

361,998元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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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行銷工坊 

設備 
 個人電腦 

1. 建立理論與實務整

合，提昇教學水準及學

生專業智能。 

2. 發展系科特色、培養專

題製作能力。 

3. 提昇學生專業設計與

行銷整合能力。 

設計行銷 

工坊 

824,3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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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美容教學設備 

 指甲光療彩繪機 

 水雕靚膚儀 

 晶鑽微雕 

 熱美極緊膚儀 

 3D立體塑模機 

1. 建立理論與實務整合，提

昇美容實習實作能力。 

2.提昇美容實務等課程教學

水準及學生專業智能。 

3.發展系科特色、培養每美

容專業的能力。 

C609 

686,778 元 

美膚專業教學 

設備 

 快速球型攝影機

教學組 

 單槍投影機 

提昇教學品質，強化教材及

學生之成果、作品展現並提

供視訊教學，增進學習效果。 

C205 

202,000 元 

資訊圖書室設備 

 手提式無線擴音

機 

 教學作品展示櫃 

1.提昇教學品質，加強學生

自主學習意願、效果。 

2.可攜式裝置對教學機動性

之增強，也可提高學生學習

意願。 

C203 

189,000 元 

碩士班研究室 

設備 

 個人電腦 

 統計分析軟體機 

1.提昇教學品質，數據分

析、資料統計學習成果。 

2.專業系統分析，可協助老

師學生專題製作，及論文之

研究與寫作。 

H504 

2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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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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教室設備 
 單槍投影機 

 筆記型電腦 

1.提供教師 E 化教學設備，

促進與學生的教學互動。 

2.建立理論與實務整合，提

昇通識基礎教學水準及學

生知能。 

3.教學教室設備購置，改善

教學環境。 

S113、S411 

S517、器材室 

262,458 元 

階梯教室設備 

 數位講桌 

 個人電腦 

 擴大機 

 無線麥克風 

 喇叭 

 單槍投影機 

提升教學品質，營造良好學

習環境 

階梯教室(一) 

158,000 元 

電腦教室設備  彩色印表機 

1.提供教師 E 化教學設備，

促進與學生的教學互動。 

2.有利於教學之成效，同時

連結網路教學，有效提升

教學的多元化，也提供學

生自主學習的管道。 

電腦教室 

S315 

84,000 元 

遠距平台設備 

 行動模組 

 儲存系統 

 同步教學系統 

1.增加行動裝置系統，提升學

生多元學習。 

2.提供老師錄製教材存放空

間，提升數位教材品質。 

3.實施同步遠距教學，增進學

生互動，增強學生學習互

動。 

線上教材 

儲存室 

S312 

2,195,5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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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中心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學生自學教室 

設備 

 個人電腦 

 單槍投影機 

1. 全方位 e 化語言學習環

境提升，建構校園良好學

習氛圍，透過良好的投影

效果，增強學生意願。 

2. 供教師端管理各項軟

體，建構數位教學，以強

化數位學習師生間互動。 

S412 

400,000 元 

 

 

圖資處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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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 

 非書資料 

1. 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

使用。 

2. 擴充館藏資源利用。 

圖書館 

各樓層 

2,280,000 元 

多功能視訊研討

暨數位教學廳 

設備 

 數位處理器 

 自動混音機 

 音柱陣列喇叭 

 功率擴大機 

 電源順序控制器 

 單槍投影機 

 雙頻道無線麥克

風組 

 全功能 SDI 攝影

機 

 桌上麥克風 

 音效擴大機 

1.本館妥善企劃，計畫逐步

改善老舊空間，已持續多

年提案，希因應設計大學

圖書館之基礎設施規模。 

2.本館現行四樓多媒體中

心視聽室，因設備均年失

修，擬汰舊更新，提供學

校中型會議及教學活動

使用。 

四樓多媒體中心 

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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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校園環境安全 

裝置 

 現場動態資料收

集主機 

 校安資訊字幕機 

 紅外線網路攝影

機 

 不鏽鋼緊急求救

箱 

 數位錄影系統 

 紅外線攝影機 

1.在偏遠地帶裝設緊急求

救裝置，於緊急狀況時可通

知校安中心。 

2.求救訊息時將於 LED 字

幕機顯示通知校安中心值

班人員至求救現場處理。 

營繕組 

900,000 元 

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所需設備 
預期成效 

存放地點 

及總經費 

演講教室設備  混音機 

使本校社團於既有設備發

揮最大的使用效益，加強提

升辦理活動效果。 

階梯三教室 

34,000 元 

學生社團設備 

 大型空壓機 

 小型空壓機 

1.增加社團辦理活動效能。 

2.培養彩繪設計能力。 

彩繪造型社 

49,700 元 

 羽柱加重型 

增加社團辦理活動效能，提

昇教學水準及實務操作技

能。 

羽球社 

66,000 元 

 不銹鋼巧固球網

架 
增加社團活動效能 

巧固球社 

32,000 元 

 數位單眼相機 

增加社團辦理活動效能，提

昇教學水準及實務操作智

能。 

攝影社 

68,000 元 

 數位單眼相機 

增加社團辦理活動效能，提

昇教學水準及實務操作智

能。 

攝影社 

68,000 元 

 桌球檯 

 桌球發球機 

增加社團辦理活動效能，提

昇教學水準及實務操作智

能。 

桌球社 

82,000 元 

學生會設備  個人電腦 

增加社團辦理活動效能，提

昇教學水準及實務操作技

能。 

學生會 

68,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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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 圓盤砂帶機 

馬達: 3/4 HP / 60 HZ      550 watt / 50 Hz 

馬達轉速:1720RPM                                     

工作台尺寸:15-3/4"×8-7/8''400×225mm(以上) 

外形尺寸 (長×寬×高):550×420×450mm(以上) 

包裝尺寸 (長×寬×高):470×435×415mm(以上) 

淨重/毛重/材積:31.5kgs/33.5kgs/3'(以上) 

2 台 15,000 30,000 教學訓練 流設系 P.164   

2 
4k攝錄影輔助

設備 

1-1 可搭配 URSA Mini數位電影攝影機使用。 

1-2全 HD顯示配以光學玻璃基板，輕鬆實現精準對焦。 

1-3 高解析度 1920 x 1080 的彩色 OLED顯示幕，可調節

屈光度且內置數位對焦測試板。 

1-4 內置感應器當您觀看螢幕時 OLED 螢幕才會開啟，如

此可延長 OLED螢幕的使用壽命。 

1-5具有可調整的特性，左右眼均可使用。 

1-6配有錄製提示燈。 

1-7附 14.8V 10.5Ah 160W 電池二顆  

1-8附二路同步帶 DC 座式充電器一個 

1-9附 128G Cfast 2.0 記憶卡一片 

1 組 90,634 90,634 
縫製與後

製加工 
影藝系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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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3 鏡頭組 

1. 變焦鏡頭 

1-1 鏡頭焦距：24~70mm 

1-2 鏡頭結構：13組 18片 

1-3光圈葉片：9 片（圓形光圈） 

1-4最小光圈 ：22 

1-5最近對焦距離 ：約 0.38m 

1-6最大放大倍率：約 0.21 倍 

1-7驅動系統：環形 USM 超聲波馬達  

1-8濾鏡直徑：82mm 

1-9最大直徑及長度：約 Φ88.5 × 113.0mm  

1-10 附多層模保護鏡一片 

1-11為確保產品品質及保障售後服務，得標廠商交貨時

檢附原廠或台灣總代理商服務保固書正本。 

1 組 64,600 64,600 

提昇 3D

設計教學

的操作效

率 

影藝系 P.124   

4 LED燈具組 
  

          影藝系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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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4-1 LED燈具組 

1. LED數量：400 

2. 光束角：60° 

3. 照度：2490 LX @ 1M線（由雙色） 

4. 動力變化：0-100％（無級） 

5. 顯色指數（Ra）：≥85％ 

6. 相關色溫（CCT）：3200-5600K（雙色） 

7. 工作電壓：10-18V DC 

8. 標稱重量：5磅 1 盎司/2300克 ±200（不含電池） 

9. 公稱尺寸（長 x寬 x高）：34.9 x 37.5 x 8.3 ±3（厘

米） 

10. 電源選項：內置 V-安裝電池板，V-安裝電源適配器

(90-265VAC 50 / 60Hz的交流操作) 

11. 整組燈光內含： 

     11-1. 燈具 x3 

     11-2. 可裝入 3 盞燈具攜型袋 x1 

     11-3. 燈架(載重 4Kg ±0.5，重量 1.9Kg ±0.2 ，

最高長度:2420mm ±10) x3 

     11-4. 電 池 (電壓 14.4V、容量 160Wh、最大輸出

功率 80W、最大輸出電流 5.5A) x5 

1 組 86,000 86,000 
教學研究

使用 
影藝系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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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4-2 LED燈具組 

1. 可調色溫 LED燈具 

  1-1. 鏡頭直徑：175 毫米 

  1-2. 光  束  角：15° - 50°（半峰值角） 

  1-3. 重    量：9.8 公斤 ±0.2（21.6 磅） 

  1-4. 電源電壓範圍：100 - 250 V AC，50 - 60 赫茲 

  1-5. 功    耗：為 160W 額定 220 瓦最大 

  1-6. 白        光：2800ķ - 10,000ķ無級變速相關色溫 

  1-7. 彩  色  光：全 RGB + W 色域色相和飽和度控制 

  1-8. 色溫寛容：+/- 100 K（標稱值），+/- 1/8 綠 - 品紅

（標稱值） 

  1-9. 色彩還原：CRI 94（3200 K 至 6500 K），TLCI 平均> 90 

2.可調色溫 LED 燈 

  2-1. LED 數量：800 

  2-2. 光束角：60° 

  2-3. 動力變化：0-100％（無級） 

  2-4. 顯色指數（Ra）：≥90±1.0 

  2-5. 相關色溫（CCT）：5600K±100K（日光型）/ 3200K～5600K

（雙色型號） 

  2-6. 工作電壓：10-18V DC 

  2-7. 標稱重量：8磅 4盎司/3.74Kg ±0.2（每逐張燈，不包

括電源適配器和電池）。 

  2-8. 公稱尺寸（長 x寬 x 高）：61 x 37.5×8厘米±0.5 （最

寬的部分，包括軛） 

  2-9. 電源選項：內置 V-安裝或安頓保爾電池板（客戶選擇

模型在產品頁面），AC 電源適配器（90-265VAC 50 / 60Hz 的

交流操作） 

  2-10. 功率消耗 ：4W ，最大電流：6.4A 

1 組 233,000 233,000 
教學研究

使用 
影藝系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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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5 專業色管螢幕 

Ultra HD 4K 27型 IPS寬螢幕 

可支援 HDMI/Mini DisplayPort/DisplayPort 介面與 MHL

模式，高解析度 3840X2160 4K2K UHD 可提供最精準的色

彩準度 99%sRGB含以上並有 178 度超廣角視角 

1 台 38,000 38,000 
專題及教

學用 
文創所 P.94   

6 
校色色彩分析

軟體 

系統最低需求:  

Windows 7 32/64 位元、Windows 8 32/64 位元、Windows 

10 32/64位元  

Mac OS X 10.7~10.10  

USB介面  

電腦及投影機的解析度 1024×768或更高解析度  

24-bit 顯示卡  

1 套 30,000 30,000 
專題及教

學用 
文創所 P.94   

7 大型防潮箱 
W120xD66xH193 (cm)以上、控溼範圍 25-55%RH、烤漆鋼

製櫃體、耐重鋼製層板(200KG)以上 
1 座 177,887 177,887 教學使用 文創所 P.94   

8 
高階繪圖工作

站 

3.7G 4 核/4G*2 ECC RAM/256G SSD/AMD D300 2G*2 、全

方位服務專案、Mouse*2、Keyboard*2 - 繁體中文、

Parallels Desktop 11、液晶顯示器*2 

1 台 275,138 275,138 教學使用 文創所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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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9 
演藝廳專業燈

光系統 
          

演藝廳系

統重建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39   

9-1 變角度聚光燈 

1.含燈泡/色片夾/安全插頭/掛勾/安全鍊/GOBO圖案夾 

2.燈具：ETC 進口 26°角度鏡頭，鋁壓鑄外殼，鍍膜玻璃

材質反射罩 Clod（Mirror），IR紅外線穿透，散熱效果

優異。由一片或兩片平凸透鏡組合，加上反射鏡為橢圓形

反射面構成，投射角度約從 5°~50°左右，燈具本體為鋁

合金製成。調焦裝置可調整鏡片的位置可使光區的邊緣為

柔邊或硬邊。 

3.遮片裝置（Shutter）：有四片不銹鋼插入於鏡筒內四

周，可變化出三邊形和四邊形幾何形狀的光區。 

4.色片夾： 

5.GOBO HOLDER圖案夾 

6.燈泡：GE.PH.OS 進口(採其中一個廠)HPL-220V/750W 

7.腳座 G9.5 色溫 3200K 。 

8.插頭：3PIN (2P+G)UL認證，耐溫至 250°/最大乘載

110V/20A或 220V/15A。 

9.掛勾：ETC 進口專屬 C型鐵掛勾。 

10.安全鍊鎖：外皮為 PC保護套，載重 50kg±0.5kg。 

2 盞 25,000 50,000 
演藝廳系

統重建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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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9-2 燈光控制器 

1.可控制 96迴路可存儲 96個場景，24種可進行 64級設

定的跳機模式，2個魔術搖杆。 

2.類比信號輸出：0-10V DC(CH1-CH24,24個回路)。 

3.電源供應: AC 100 - 240 VAC 50 / 60 Hz / 0.5A 

4.數位訊號輸出回路數: 512 回路，通過 

5.PATCH功能可控制 CH97-CH512 模擬訊號。 

6.輸出回路數: 24 回路 PIN1-24: CH1-CH24 PIN25：GND 

7.訊號連接頭: 24 PIN D-型，XLR 5-Pin 

8.鵝頭燈連接座: XLR 3-PIN, DC12V250mA 

9.外觀尺寸: 19“8U L:482mm*W:352mm*H:125mm 

10.重量: 4 Kg±0.5kg 

1 台 40,000 40,000 
演藝廳系

統重建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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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9-3 燈光調光器 

1.調光器：12個調光模組，每回路最大輸出電流為 20A。 

2.全自動電源頻率自動偵測，適用於不同地區的電源頻

率，穩定調光輸出。溫度控制散熱系統，溫度超過 35℃ 

(95°F) 時，風扇開始啟動，75℃(167°F)時，系統關閉輸

出，低於 65℃(95°F) 時，系統恢復輸出。 

3.自我測試功能，不需連接前級，即可自行作測試。提供

各迴路獨立預熱設定功能有效保護負載。(預熱設定

0---6.0%)。各迴路可以獨立設定調光，非調光模式。 

4. 含安裝 

1 台 45,000 45,000 
演藝廳提

升設備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39 
 

9-4 
燈光迴路建置

系統 

1.電線規格:3芯*2.0mm 

2.插頭：3PIN (2P+G)UL認證，耐溫至 250°/最大乘載 

110V/20A或 220V/15A。 

3.含訂製 3PIN電源線與 3PIN 一分二電源線共八組。 

4.含安裝 

1 套 65,000 65,000 

學生排

練、表演

使用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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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0 
錄音工程專用

筆記型電腦 

1. 2.2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7 

2. Turbo Boost 可達 3.4GHz 

3. 16GB 1600MHz 記憶體 

4. 256GB PCIe 快閃儲存 1 

5. Intel Iris Pro Graphics 

6. OS X作業系統 

7. Force Touch 觸控式軌跡板 

8. 含專業錄音軟體與專業編曲軟體 

9.無線 Mini Mic線*10 

1 台 85,000 85,000 

聲音藝術

實驗室規

劃設備擴

充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39 
 

11 濕式噴砂機 

噴砂艙內部空間:W1000*D1000*H875MM(±20mm).雙側門. 

機身由不銹鋼板製作。採用 1/2HP集塵馬達、配備口徑

8.0硼鋼噴槍 

採用水泵式混砂系統,配合 2hp 的馬達,可使水砂混合有

較佳的水砂比 

及較強的噴射流. 

機內照明採 20W 防塵防水日光組.目視窗配有噴水清洗

裝置. 

客戶自備:建議配用 7.5HP 以上的空壓馬力. 

電源:220V,3 相.自來水管:1/3"須有水壓.電箱裝有漏電

斷電器. 

須有排水設施 

白色氧化鋁 

1 台 398,000 398,000 教學訓練 流設系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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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2 高溫燒結爐 

1.電源 220V    2.窯內尺寸:350×350×350mm(±20mm)3.

外部尺寸:550×550×500mm(±20mm)，最高升溫 990度並保

持 3小時以上 

1 台 156,000 156,000 

提供學生

視訊教學

及學習 

流設系 P.165   

13 
數位媒材顯示

系統 

含展示用顯示屏幕(至少 70吋)、觸控模組、電腦主機（含

作業系統）1台、展示屏幕基座及操作介面軟體程式 
1 組 340,646 340,646 

提供展示

及教學使

用 

室內設

計系 
P.181   

14 
可程式控制人

形機器人 

1.控制器  

2.機器人馬達,DyanmixelX18 

3.陀螺儀感測器(2 軸)X1 

4.測距感測器 X1 

5.紅外感測器× 2 

6.遙控器  X1 

7.ZigBee 模組 X1 

8.頭及胸部壓克力外觀 X1 

9.外部電源(12V 的,5A)X1  

10.充電電池(11.1V,Li-Po,1000mA/PCM)X1  

11.鋰電池充電器 X1 

12.螺絲刀 X1 

13.完整框架組 X1 

5 套 48,900 244,500 

教學、專

題製作、

研究 

遊戲與

玩具設

計科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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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5 個人電腦 

1.處理器：Intel 第四代 Core i5-4790 (含)以上。  

2.記憶體：8GB DDR3-1600 SDRAM 

3.硬碟機：1TB SATA-3 (含)以上 7200RPM。 

4.光碟機：16X(含)以上 DVD 燒錄機。 

5.顯示介面：Nvidia K620 2GB 專業繪圖卡。 

6.音效介面：內建 High-Definition Audio。 

7.網路介面：內建 Gigabit 乙太網路控制器。 

8.I/O介面：前面板具 2個(含)以上 USB 2.0 連接埠及 2

個(含)以上 USB 3.0 連接埠、麥克風及耳機插孔。後面板

具 4個(含)以上 USB 2.0連接埠、2個 PS/2 連接埠、1

個 D-Sub連接埠、1個 DVI-D連接埠、1個序列埠及 3個

音源插孔。 

9.擴充槽：1個(含)以上 PCI Express 2.0 x16，2個(含)

以上 PCI Express 2.0 x1，1個(含)以上 PCI 插槽。 

10.鍵盤/滑鼠：PS/2 或 USB 介面，需與主機同一品牌，

附原廠滑鼠墊。 

11.安全功能：機器背面具有防盜鎖孔及機蓋打開安全警

示功能。 

12.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符合 80 Plus 規範。 

13. 作業系統:Win8.1 

14. 還原卡:噢易標準版還原卡 

30 台 40,450 1,213,500 
專題及教

學用 

遊戲與

動畫設

計系/動

畫科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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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6 
實習旅館設備

組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16-1 液晶顯示器 

1.音效系統-環繞音場虛擬環繞音效。                                       

2.Full HD 1080p 高畫質解析。                                                 

3.螢幕比例：16:9 。                                                                   

4.背光系統：側光式 LED 或其它。                                     

5.顯示尺寸：60型(含)以上。                                                

6.含安裝。 

1 台 50,000 50,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16-2 單槍投影機 

1. 投影型式：RGB 三片 TFT LCD 或 DLP 方式。  

2. 電源規格：AC 110V～120V/AC 200V～240V。 

3. 輸出亮度：ANSI 3500 流明(含)以上。                           

4.投影方式：懸掛前投、懸掛後投皆可適用。                 

5.含安裝。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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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6-3 電動螢幕 

1. 型式：電動式。  

2. 尺寸：布幕≧244cm x 185cm，對角尺寸≧120 吋。 

3. 布幕材質：(1)蓆白布幕。  

(2)底幕採玻璃纖維，具防霉及防火 阻燃功能。  

(3)四邊或左右黑邊均可。  

4. 增益值： 1(含)以上。  

5.理想視角：水平垂直 120 度以上。                                      

6. 含安裝。 

1 組 20,000 20,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16-4 混音擴大機 

1. 輸出功率：200W+ 200W / 8 歐姆。 

2. 總諧波失真：＜ 0.004%。 

3. 頻率響應：20Hz~20KHz / + 0dB 2.5dB。 

4. 輸入靈敏度：<180mV / 47KΩ。 

5. 訊號雜訊比：音樂 60dB。 

  輸入訊號強弱：音樂 180mV 

                麥克風 10mV 

6. 音質可變範圍：低頻 : 100Hz ± 10 dB ,中頻 : 1KHz 

± 10 dB , 高頻 : 10KHz ± 10 dB。                                               

7. 迴音混音模式：數位延遲。                                                        

8. 含安裝。 

1 台 18,000 18,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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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6-5 高功率喇叭 

1.設計型式：10吋 / 3音路 / 5 喇叭單體低音反射方式，

單體採全對稱陣列設計。 

2.承載功率：150 瓦~250瓦。 

3.靈 敏 度：91dB ± 1.5dB。 

4.頻寬響應：40Hz~20KHz。 

5.輸入阻抗：8歐姆。 

6.Anti-Over  Load  System 迴授及過載保護裝置。                           

7.含安裝。 

1 組 15,000 15,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16-6 標準型機櫃 

1. 規格尺寸: 國際標準型 19吋；高度 24U。 

2. 依據國際標準 ANSI / EIA RS-310-C規格製造。 

3. 本機櫃採用前，後整片式活動門組(均附鎖),下櫃預留

走線孔。 

4. 4U抽屜及承板。 

5. 整台經酸洗防鏽處理,電腦粉體塗裝。                                      

6. 含安裝。 

1 台 18,000 18,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16-7 無線麥克風 

1. 接收方式：UHF / 石英鎖定固定頻率接收。 

2. 載波頻率範圍：600～900MHz。 

3. 頻道數：雙頻道接收。                                                             

4. 含手握或耳掛式無線麥克風。                                                

5. 含安裝。 

2 台 10,000 20,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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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6-8 無線擴音機 

 

1. 最大輸出功率：Max 60W(含)以上。 

2. 失真：＜0.1%。 

3. 頻率響應：60Hz~20KHz ± 3dB 

4.迴音功能：可調整迴音強弱。 

5.喇叭：內建 6.5 吋 全音域喇叭。  

2 台 17,000 34,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16-9 電腦字幕機 

1. 字幕機寬度 200 公分(含)以上。                                                 

2. 字元寬度：16公分 x16 公分。                                                   

3.鐵架機構固定安裝。                                                                        

1 套 65,000 65,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16-10 多功能事務機 

1. 功能：列印/影印/掃描/傳真                                                                 

2.列印速度：黑白 20/彩色 20ppm                                                          

3.列印解析度：600x600dpi                                                                     

4.自動進紙匣：有                                                                                    

5.連接功能：USB 2.0                                                                              

6.標準紙匣：250 張進紙匣                                                                    

7.原廠保固：1 年保固                                                                            

8.含 HP CF380A 黑色碳粉匣、HP CF381A 青色碳粉匣、

HP CF382A 黃色碳粉匣、HP CF383A 洋紅色碳粉匣 各 1 

支 

1 台 50,000 50,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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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6-11 個人電腦 

1. 處理器：Intel Pentium G3420(含)以上 

2. 主機板晶片組：Intel H81(含)以上 Express Chipset 

3. 記憶體：4GB DDR3-1600 SDRAM，最大可擴充至

16GB(含)以上 

4. 儲存連接埠：2個(含)以上 SATA-3 6.0Gb/s及 2個(含)

以上 SATA-2 3.0Gb/s 連接 埠 

5. 硬碟區：SATA-3 500GB(含)以上 7200RPN 

6. 光碟區：16X(含)以上 DVD 燒錄機                                   

7.液晶顯示器及周邊設備。 

4 台 23,250 93,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16-12 飯店客服軟體 

1. 需提供客房訂房﹑住宿管理作業。                                                            

旅客 Check in及 Check out 功能。                                                                                                                                                                                                                                   

2. 旅客資本資料管理及查詢。                                                 

3. 櫃台實習接待作業功能 。                                                                   

4. 客房基本資料設定功能。                                                                   

5. 具各類型客房產品內容顯示，提供入住旅客選擇。含

旅客端顯示螢幕。 

1 套 154,113 154,113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17 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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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7-1 
個人電腦(學

生機) 

1. 處理器：Intel Core i5-4460。  

2. 記憶體：4GB DDR3-1600 。 

3. 硬碟機：SATA-3 500GB 7200RPM。 

4. 光碟機： DVD 燒錄機。 

5. 顯示介面：2GB 獨立顯卡。 

6. 音效介面：High-Definition Audio。 

7. 網路介面：Gigabit乙太網路控制器。 

8. 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符合 80 Plus 規範。 

9. 還原卡 

10. 保固期間：3年 

25 組 29,000 725,000 
提升教學

品質 

設計行

銷系 
P.270   

17-2 
個人電腦(老

師機) 

1. 處理器：Intel Core i7-6700。  

2. 記憶體：8GB DDR4 。 

3. 硬碟機： 1000GB HDD+240GB SSD。 

4. 光碟機： DVD 燒錄機。 

5. 顯示介面：內建顯示卡。 

6. 音效介面：High-Definition Audio。 

7. 網路介面：Gigabit乙太網路控制器。 

8. 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符合 80 Plus 規範。 

9. 顯示器：27吋(含)液晶顯示器 

10. 保固期間：3年 

1 組 37,407 37,407 
提升教學

品質 

設計行

銷系 
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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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7-3 繪圖工作站 

1. 27 吋 (對角線) Retina 5K 顯示器，採用 IPS技術；

5120 x 2880 解析度 

2. CPU:3.2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5  

3. 記憶體:8GB (兩條 4GB) 1867MHz DDR3 記憶體 

4. 硬碟:1TB (7200rpm) 硬碟  

5. 顯示卡:2GB GDDR5 記憶體的 AMD Radeon R9 M380 繪

圖處理器 

6. 攝錄鏡頭:FaceTime HD 攝錄鏡頭 

7. 無線技術:802.11ac WiFi 無線網路；藍牙 4.0 無線

技術 

8. 作業系統:OS X El Capitan 

9. 保固期間：1年 

1 組 61,900 61,900 
提升教學

品質 

設計行

銷系 
P.271   

18 單槍投影機 

1. 投影型式：RGB 三片 TFT LCD 同時聚合呈像投影。 

2. 液晶板-畫素數：786,432dots (1024x768) x3。 

3. 輸出亮度：ANSI 4000 流明(含)以上。 

4. 解析度：標準：XGA 1024 X 768(含)以上、支援 SXGA 

1280 X 1024(含)以上。 

5 台 42,000 210,000 

建構校園

良好學習

氛圍，透

過良好的

投影效

果，增強

學生意

願。 

通識中

心 
P.332   

19 
數位多功能講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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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9-1 數位講桌 

1. 高強化複合材質，採用 1.6mm~2.0mm鋼板搭配木質材

板，附安全鎖。 

2. 具電動無段式調整仰角功能，可任意調整觀看角度

(5~70度以上)，可安裝一般 15～22吋液晶螢幕，螢幕尺

寸適用範圍可達(W)520 x (H)370mm x (D)75mm(±20mm)。 

3. 操作檯面尺寸 640x670mm(±20mm)，檯面附有操作說明

滑鼠墊，便於操作使用。 

4. 左右提供 45mm 舒適感扶手，防靜電粉體烤漆。 

5. 右側具抽拉式大型輔助台板，尺寸 485×440mm(±

20mm)，承重 25公斤。  

6. 講桌整體尺寸（閉合狀態）約：（W）690mm（D）750mm

（H）1120mm(±20mm)。操作台面高度 780mm(±20mm)，符

合人體操作。 

7. 軟體可支援 Win98／XP／2000／VISTA／Win7／Win8

版本。 

8. E控主機尺寸：430x2800x93mm(±20mm)。 

9. E控面板機盒：220x152x43mm(±20mm) 

10. 作業系統：軟體可支援 Win98／XP／2000／VISTA／

Win7 

1 台 48,000 48,000 

建構數位

教學基礎

設備，以

強化計畫

的撰寫、

教學的研

究 

通識中

心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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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9-2 電腦 

1. 處理器：Intel Core i5-4570。  

2. 記憶體：4GB DDR3-1600 。 

3. 硬碟機：SATA-3 1TB 7200RPM。 

4. 光碟機：16X DVD 燒錄機。 

5. 顯示介面：內建顯示 

6. 音效介面：High-Definition Audio。 

7. 網路介面：Gigabit乙太網路控制器。 

8. 電源供應器：300W(含)以上符合 80 Plus 規範。 

9. 作業系統：Windows 7 Home Premium。 

10. 顯示器：19吋(含)以上 16:9 LED 背光液晶顯示器，

解析度：1600*900(含)以上。 

1 台 27,000 27,000 

提升教學

品質，營

造良好學

習環境 

通識中

心 
P.332   

19-3 擴大機 

1. 輸出功率：120W 

2. 頻率響應：35Hz－20KHz 

3. 尺寸:長 45cm  高 15cm  深 38cm((±2cm) 
1 台 18,000 18,000 

提升教學

品質，營

造良好學

習環境 

通識中

心 
P.332   

19-4 無線麥克風 

1. 操逾半徑 80公尺（在無障礙物阻擋時） 

2. 音頻輸出位準：平衡式 MAX  70mＶ/ 600Ω負荷阻抗；

非平衡式 MAX  770mＶ/ 5KΩ負荷阻抗 
1 套 18,000 18,000 

提升教學

品質，營

造良好學

習環境 

通識中

心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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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19-5 喇叭 

1. 四音路四單體 

2. 持續功率：30W 

3. 最大承受功率 250W 

4. 低音單體 8吋*1 

5. 中低音單體 8吋*1 

6. 中高音單體 3吋*1 

7. 高音單體 3吋*1 

8. 頻率響應：35Hz-20KHz 

9. 靈敏度：92 ± 2ｄＢ 

10. 阻抗：4～8Ω 

1 組 17,000 17,000 

提升教學

品質，營

造良好學

習環境 

通識中

心 
P.332   

19-6 單槍投影機 

1. 投影型式：RGB 三片 TFT LCD 同時聚合呈像投影。 

2. 液晶板-畫素數：786,432dots (1024x768) x3。 

3. 輸出亮度：ANSI 4000 流明(含)以上。 

4. 解析度：標準：XGA 1024 X 768(含)以上、支援 SXGA 

1280 X 1024(含)以上。 

1 台 30,000 30,000 

提升教學

品質，營

造良好學

習環境 

通識中

心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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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20 筆記型電腦 

1.處理器 CPU :Intel Core i5-5200U (2.2GHz/Turbo 

2.7GHz)含以上  

2.記憶體:4 GB 

3.硬碟容量:1000 GB  

4.螢幕尺寸:14 吋，解析度 1366x768 

5.無線通訊功能 Intel 802.11a/b/g/n 與 BluetoothR 

4.0 Combo 

6.HD 音訊含 DTS Studio Sound 

7.作業系統 Windows 7。 

8.保固:2年 

1 台 52,458 52,458 

建構校園

良好學習

氛圍，透

過良好的

投影效

果，增強

學生意

願。 

通識中

心 
P.332   

21  
指甲光療彩繪

機 

壹.1.尺寸:280(W)*250(H)*270(D)(±20mm)     

   2.重量:4.5kg(±0.2kg) ; 電源:AC 100/240  50-60HZ 

   3.須內建至少 30 萬畫素相機拍照功能 

   4.須內建記憶體容量:2GB 

   5.須內建圖庫約 300種類以上 

   6.3.5”平面觸碰式 LCD 螢幕                                         

貳.1顆 3WLED ,共 12顆 LED ,總共 36W;白色面板，有小

螢幕顯示秒數     

2 套 80,000 160,000 
專業課程 

教學 
美妝系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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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22 晶鑽微雕 

1. 尺寸：(L)39cm(W)32cm(H)15cm(±2cm) 

2. 電壓： 110V 

3. 具有雙層過濾器(2顆馬達) 

4. 具有壓力指示 

5. 附有 11.5cm握棒*3支，過濾棉 1包 

   9個鑽雕頭(�直徑 2.2cm  顆粒數 1502個； 

�直徑 1.8cm  顆粒數 1502個； 

�直徑 1.4cm  顆粒數 2001個、顆粒數 100 

  1個、顆粒數 1501 個)； 

�直徑 0.7cm，顆粒數 1501個) 

�直徑 0.6cm，顆粒數 2001個) 

2 台 19,611 39,222 
專業課程

教學 
美妝系 P.251 

  

23  
百萬畫素全功

能攝影機 

1.  100萬畫素 Real Time 20 倍。 

2.  乙太網路供電。 

3.  白彩夜黑模式 。                                                                                                                                                           

4.  數位降躁及數位寬動態。                                                                                                                                                 

5.  防手震系統。                                                                                                                                                                               

6.  安裝於指定工作檯面上端。                                                                                                                                                         

7.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台 45,000 90,000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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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24  
多通路數據傳

輸機 

1.  提供 24 Port(含)以上 10/100/1000Base-TX交換埠。                             

2.  提供 2個 Gigabit  SFP 埠。 

3.  Backplane Bandwidth 至少為 51 Gbps(含)以上。 

4.  Forwarding Performance至少為之38Mpps(含)以上。                             

5. 整機硬體採無風扇設計。                                                                            

6.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69,000 69,000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25 影音錄影主機 

1.  4頻道(含)以上網路攝影機輸入。 

2.  支援 H.264／MPEG4影像解碼。 

3.  即時影像監看及回放。 

4.  各頻道接支援 5 百萬畫素網路攝影機。                                                                                                         

5.   加 24吋 LED液晶顯示器  (  面板: 23.6吋 / 16:9

寬螢幕。 

亮度:250cd/m2, 點距:0.272mm。 

可視角度:170°(H),160°(V)。 

最高解析度:1920x1080。 

介面:多介面:D-Sub*1/DVI*1/HDMI*1。 

總體訊號反應時間:2ms,對比率:5000 萬:1。 

可壁掛，含壁掛架。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台 26,416 52,832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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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26  
現場收音麥克

風組 

1.  頻段：UHF。                                                                                                                                                                 

2.  頻道數量：2。                                                                                                                                                              

3.  頻點數量：100。                                                                                                                                                           

4.  顯示器：七段式 LED。                                                                                                                                                

5.  接收方式：自動選訊。                                                                                                                                                 

6.  頻率同步功能：有。                                                                                                                                                                 

7.  頻率穩定度：±0.005%。                                                                                                                                                    

8.  含手握麥克風或領夾或耳掛式發射器。                                                                                                                     

9.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組 15,000 30,000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27  
影音燒錄用主

機 

1.  中央處理器：須提供 Intel i7 四核心 3.6 GHz CPU

處理器(含)以上。 

2.  記憶體：8GB(4GB*2) DDR3，最大可擴充 32GB(含)以

上。 

3.   顯示卡：採用外掛螢幕輸出。 

4.  磁碟機：內建磁碟機 3.5 吋 SATA 

(7200rpm)2TB*1(含)以上。   

5.  光碟機：高倍速 DVD光雕燒錄器。 

6.   網路介面：提供 10/100/1000MHz。                                          

7.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30,000 30,000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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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28 
控制設備機器

櫃 

1. 規格尺寸: 國際標準型 19吋；高度 24U。 

2. 依據國際標準 ANSI / EIA RS-310-C規格製造。 

3. 本機櫃採用前，後整片式活動門組(均附鎖),下櫃預留

走線孔。 

4. 4U抽屜及承板。 

5. 整台經酸洗防鏽處理,電腦粉體塗裝。                                      

6.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座 15,000 15,000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29  高亮度投影機 

1.  投影型式：RGB 三片 TFT LCD或 DLP方式。  

2.  電源規格：AC 110V～120V/AC 200V～240V。 

3.  輸出亮度：ANSI 3500 流明(含)以上。                           

4.  投影方式：懸掛前投、懸掛後投皆可適用。                 

5.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台 23,000 46,000 
烘焙教室

教室 
餐飲系 P.284   

30 電動銀幕 

1.  型式：電動式。  

2.  尺寸：84吋 x84 吋((±0.2吋) 。 

3.  布幕材質：(1)蓆白布幕。  

(2)底幕採玻璃纖維，具防霉及防火阻燃功能。               

(3)四邊或左右黑邊均可。  

4. 增益值： 1(含)以上。  

5.理想視角：水平垂直 120 度以上。                                      

6.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台 15,000 30,000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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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31  混音擴大機 

1.  具頻寬加強功能控制。 

2.  四組以上音頻輸入端子。 

3.  三組視訊輸入 / 一組視訊輸出。 

4.  音度強弱採用 LED顯示控制。 

5.  具電路溫升風扇排出散熱功能。 

6.  五組麥克風輸入端子。                                                      

7.  功率輸出：失真率 1% 4 歐姆 130 瓦+130 瓦。 

歐姆 100瓦+100瓦。 

8.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19,198 19,198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32  擴音喇叭 

1. 設計型式：10吋 / 3音路 / 5喇叭單體低音反射方

式 ，單體採全對稱陣列設計。 

2. 承載功率：150瓦 ~ 250 瓦。 

3. 靈 敏 度：91dB ± 1.5dB。 

4. 頻寬響應：40Hz ~ 20KHz。 

5. 輸入阻抗：8歐姆。                                                                      

6.含喇叭架﹑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對 15,000 30,000 烘焙教室 餐飲系 P.284   

33  高亮度投影機 

1.  投影型式：RGB 三片 TFT LCD或 DLP方式。  

2.  電源規格：AC 110V～120V/AC 200V～240V。 

3.  輸出亮度：ANSI 3500 流明(含)以上。                           

4.  投影方式：懸掛前投、懸掛後投皆可適用。                 

5.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23,000 23,000 
香料示範

教室 
餐飲系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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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電動布幕 

1.型式：電動式。  

2.尺寸：對角尺寸≧120 吋。 

3.布幕材質：(1)蓆白布幕。  

(2)底幕採玻璃纖維，具防霉及防火阻燃功能。               

(3)四邊或左右黑邊均可。  

4.增益值： 1(含)以上。  

5.理想視角：水平垂直 120 度以上。                                      

6.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15,000 15,000 
香料示範

教室 
餐飲系 P.284 

  

35 調速冰沙機 

190*210*220MM(±20mm)台灣 110V 電壓專用機種 

‧新款面板 

‧3匹馬力，每分鐘最高 37000 轉 

‧瞬間擊破細胞壁，無需濾渣  

‧全新設計散熱系統，堅固耐用  

‧縮短調理時間，高效率省電  

‧乾濕兩用刀，調理更濃稠原料  

‧馬達七年保固 並附上原廠說明書及型錄 

1 台 25,000 25,000 實習餐廳 餐飲系 P.284 
 

36 封口機 

電力：110/220 350W 

尺寸：28 X 42 X 58cm   

產能：500/600pcs/H 可封紙杯、塑膠杯   

口徑：75/85/90/95mm(±20mm)   

1 台 16,002 16,002 實習餐廳 餐飲系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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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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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個人電腦 

作業系統 

‧正版 Windows 7 專業版，繁體中文， 64 位元 

‧PUHOUSE 資料庫 處理器 

‧Intel® i5-6500 處理器 (四核， 6MB， 4T， 3.2GHz， 

65W) 

晶片組 

‧Intel® H110 Chipset 

系統記憶體 

‧16GB (2 個 8GB) Non-ECC dual-channel 1600MHz DDR3L 

SDRAM 

儲存裝置 

‧500GB (5，400 Rpm) 2.5 吋固態混合硬碟含 8GB Flash 

連接埠 

‧MT/SFF : 10 External USB: 6 x 3.0 (2 front/4 rear) 

and 4 x 

2.0 (2 front/2 rear); 1 Internal USB 2.0; 1 RJ-45; 

1 Serial; 

1 Display Port 1.2; 1 HDMI 1.4; 2 PS/2; 1 UAJ, 1 

Line-out; 

顯示介面 

‧ A M D  R a d e o n ™  R 5  3 4 0 X  ( 2 G B  D P 

/ D V I - I)  

鍵盤/滑鼠 

‧USB 或 PS/2 介面 

 保固期間：3年 

37 組 40,047 1,481,739 
教學競賽

使用 
美工系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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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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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個人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4790 3.6 GHz(含)以上。  

2.記憶體：16GB DDR3 1600(含)以上。 

3.硬碟機：一般硬碟 2TB SATA3 7200RPM(含)以上，固態

硬碟兩部：240G一部、480G 一部。 

4.光碟機：24X DVD-RW燒錄機。 

5.顯示介面：Quadro K2200 專業繪圖卡。 

6.音效介面：內建 High-Definition Audio。 

7.網路介面：內建 Gigabit 乙太網路控制器。 

8.I/O 介面：前面板具 2個(含)以上 USB 2.0 連接埠及 2

個(含)以上 USB 3.0 連接埠、麥克風及耳機插孔。後面板

具 4 個(含)以上 USB 2.0 連接埠、2 個 PS/2 連接埠、1

個 D-Sub連接埠、1個 DVI-D連接埠、1個序列埠及 3個

音源插孔。 

9.擴充槽：1個(含)以上 PCI Express 2.0 x16，2個(含)

以上 PCI Express 2.0 x1，1個(含)以上 PCI 插槽。 

10.鍵盤/滑鼠：PS/2 或 USB 介面，需與主機同一品牌，

附原廠滑鼠墊。 

11.安全功能：機器背面具有防盜鎖孔及機蓋打開安全警

示功能。 

12.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符合 80 Plus 規範。 

13. 作業系統:Win8.1 

14. 還原卡:噢易標準版還原卡 

1 台 86,912 86,912 教學用 

遊戲與

動畫設

計系/動

畫科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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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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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碩博研究室設

備 
          

說明課程

內容 
文創所 P.95 

 

39-1 筆記型電腦 

13 吋、6GHz 雙核心 Intel Core i5，Turbo Boost 可達

2.7GHzIntel HD Graphics 60008GB 1600MHz LPDDR3 

SDRAM256GB PCIe 快閃儲存 

2 台 49,671 99,342 
說明課程

內容 
文創所 P.95 

 

39-2 筆記型電腦 

5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7，Turbo Boost 可達

3.7GHz16GB 1600MHz DDR3L SDRAM512GB PCIe 快閃儲存

Intel Iris Pro Graphics + 配備 2GB GDDR5 記憶體的 

AMD Radeon R9 M370XForce Touch 觸控式軌跡板 

3 台 79,900 239,700 
作品需修

磨與雕刻 
文創所 P.95 

 

40 
數位攝影棚設

備 
          

教學研究

使用 
影藝系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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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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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數位攝影系統 

(1). 成像元件:1.0 吋背光式 Exmor R COMS 感光元件 

(2). 有效畫素:16:9 約 1420 萬畫素（含以上），4:3 約

1060萬畫素（含以上）。 

(3). 內建光學濾鏡:Clear，1/4ND，1/16ND，1/64ND。 

(4). 快門速度:60i 模式，1/8秒(含以上)至 1/10000(含

以下)。 

(5). 可錄影解析度 : 

XAVC QFHD:3840x2160。 

XAVC HD:1920x1080。 

AVCHD:1920x1080、1280x720。 

DV:720x480。 

(6). 內建 LCD Monitor:8.8cm(3.5type)，大約 1.56 百

萬點。 

(7). 具 SDI 數位信號傳輸介面:3G /HD/SD 可切換，

SMPTE424M/292M/259M。 

(8). 記錄媒體:SD 記憶卡。 

(9). 交貨驗收時需檢附原廠出廠證明及進口報單。 

(10). 每套需含附件: 

a、 原廠充電式電池 x 2。 

b、 原廠充電器 x 1。 

c、原廠 32G/速度 94MB/s SD 記憶卡 X 2。 

3 組 108,000 324,000 
教學研究

使用 
影藝系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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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備

註 

40-2 數位對講系統 

(1). 19”機架式主機，1U高，內含 XLR 麥克風端子及 XLR

照明燈，含鵝頸式麥克風。 

(2). 按鍵具備燈光顯示及內建喇叭，標準配備為 4組子

機(含對講耳機)。最多可同時連接 8組子機作業。 

(3). 面板按鍵 LED 燈光顯示，可選擇單獨或多部子機通

話。 

(4). 子機與子機可互相通話，且皆具有音量調整。 

(5). 子機含 Tally 燈顯示及外接 TD-3 Tally 燈（內附四

個）。 

(6). 含 4組 20公尺對講系統連接線。 

1-2無線麥克風組 

(1). 接收頻道數，4 頻道。 

(2). 載波頻段: UHF 480~934MHz。 

(3). 具 4支手持式無線麥克風，配置 LCD 顯示。 

(4). 後面板設有平衡式及不平衡式輸出插座，具有兩段

音量切換開關，可以切換輸出的音量大小。 

(5). 接收方式: CPU 控制自動選訊接收。 

1 組 53,559 53,559 
教學競賽

使用 
影藝系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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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數位單眼相機 

機身類型：設有內建閃光燈的自動對焦及自動曝光 

鏡頭：18mm-135mm，f/3.5~5.6 

影像感應器：COMS 

有效像素(萬畫素)：約 2020 萬像素 

ISO範圍(最大 ISO值)：25600 

最快快門速度：1/8000秒至 30秒  

連拍速度：高速連續拍攝：每秒最多約 10張 (可設定由每秒 10張至

每秒 2張) 

螢幕尺寸(吋)：3吋 (3:2) 

螢幕解析度(萬畫素)：約 1040000點 

螢幕翻轉：固定式螢幕 

RAW影像格式(Bit數)：14Bit 

閃光燈：內建 

觀景窗型式：眼平五稜鏡 

觀景窗視野率：垂直/水平方向約 100% (視點約 22mm時) 

對焦方式：1.單張自動對焦 (ONE SHOT) 2.人工智能伺服自動對焦(AI 

SERVO) 3.人工智能自動對焦(AI FOCUS) 4.手動對焦(MF) 

支援記憶卡：CF 記憶卡 (Type I, 支援 UDMA 7)、SD記憶卡、SDHC

記憶卡(相容 UHS-I格式)、SDXC記憶卡(相容 UHS-I格式) 

曝光模式：程式自動曝光(智能自動場景、程式)，快門先決自動曝光、

光圈先決自動曝光、手動曝光、B快門曝光、E-TTL II自動閃光 

熱靴支援：有 

腳架材質：鋁鎂合金 

載重：5KG±0.5kg 

腿節數：3節 

水平儀：有 

旋轉角度：360° 

含 147公升±0.5公升電子防潮箱 

1 組 69,267 69,267 
提升教學

專業設備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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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攝影機 

螢幕解析度： Xtra Fine LCD™ 寬螢幕 (921, 600 點) 

(16:9) 

靜態最高影像解析度：2060 萬畫素 

影像防震：其他 

感光元件：1/2.3 吋 (7.76mm) 背照式 Exmor R CMOS 感

光元件 

鏡頭：蔡司 Vario-Sonnar T* 

光學變焦：6倍~10 倍 

內建記憶體：64G 

靜態影像格式：JPEG 

影像檔案格式：XAVC S 4K/MPEG-4 AVC.H.264 / AVCHD 2.0 

AV 輸出：HDMI 

記憶卡：Memory Stick PRO Duo 與 SD/SDHC/SDXC 

插槽：擴充靴, 記憶卡插槽, HDMI, USB 

鋁鎂合金腳架 

載重：5KG±0.5KG,腿節數：3節,水平儀：有, 旋轉角度：

360° 

1 台 55,000 55,000 
提升專業

教學設備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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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鋼琴 

琴身(不含腳架)高度 15cm±5cm/深度 29cm±5cm/寬度

131cm±5cm/重量 15kg±0.5kg 

88鍵 

15種音色+4種中國樂器音色 

3支腳踏板(柔音;半音;延長音) 

觸力感應式鍵盤 

最大發聲數, 最多同時 192 音 

錄音 1軌 3首(約 15,000音) 

教學功能 佈爾格彌勒 X25首 

示範演奏曲 12首 

支援混響 ;迴音; 移調; 調律 

節拍器 自動關機 

附耳機插孔 2個 MIDI (IN/OUT) 

喇叭 7W x 2pcs 

1 架 35,000 35,000 
提升專業

教學設備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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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爵士鼓組 

大鼓：22吋 

小鼓：14吋 

中音鼓 1：12吋 

中音鼓 2：13吋 

落地鼓：14 吋 

HH：14吋 

CRASH：16吋 

RIDE：18吋 

木箱鼓 

20條小鼓響線 

附攜行袋 

1 組 20,000 20,000 
提升專業

教學設備 

表演藝

術學位

學程 

P.140 
 

45 高階繪圖電腦 

螢幕：23型 Full HD 1920 x 1080 IPS 面板 10點觸控  

‧處理器：Intel Core i7-4500U (1.8 GHz)  

‧記憶體：4GB DDR3  

‧硬碟：1TB 硬碟  

‧顯示介面：NVIDIA GeForce GT740M 1GB 獨顯  

‧光碟機：SuperMulti DVD 燒錄機  

‧作業系統：Windows 8.1 (64bit)  

‧網路介面：無線網路 802.11 b/g/n  

‧其他：USB3.0、HDMI in+out、藍芽 BT4.0  

‧保固：三年保固(含零件)等以上規格 

7 台 35,000 245,000 

提昇 3D

設計教學

的操作效

率 

流設系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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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吊鑽 

1.電壓:110V 

2.頻率:60Hz 

3.馬力:1/3Hp(250W) 

4.迴轉速:500rpm~24000rpm 

5.台製新型避震吊鑽架:黑色底座:7cm ×7cm 寬度:6cm 高

度:61.5cm~112cm"(±2cm)  

(包含吊鑽頭) 

7 組 16,000 112,000 
作品需修

磨與雕刻 
流設系 P.165 

 

47 英國輪 

功能: 英國輪是屬於手動操作，是一種金屬加工的機器。

1.材質:中碳鋼、硬度 60°、表面鍍鉻。2.尺寸:長 100cm

×寬 75cm×高 130cm(±20mm)3.重量:133KG(±0.2kg)4.附小

輪子 10個，大輪子 2 個" 

(附工具組套件) 

1 組 117,600  117,600 
金屬加 

工成型 
流設系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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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CNC電腦數位

控制系統 

機械規格： 
1.龍門型：龍門動柱式 
2.本體結構:人造花崗岩鋁合金複合材料本體 
3.X軸行程：700mm(含)以上 
4.Y軸行程：380mm(含)以上 
5.Z軸行程：180mm(含)以上 
6.第四軸行程:250mm(含)以上 
7.三軸滾珠螺桿：鍍鉻處理直徑 15mm,節距：Pitch 4mm (含)
以上 
8.線性滑軌：鍍鉻處理 20×20mm(X，Y)軸(含)以上 
9.四軸機械解析度:0.002mm/step 
10.軸體解析度:0.001mm/step 
11.刀具型式：標準型銑刀 
12.筒夾型式：ER型 
13.控制器需求:(1)不含主軸需能四軸同動控制 
(2)背光式按鍵模組 20KEY以上-旋轉式第二輸入面板機箱 
(3)15 吋工業觸控螢幕 
(4)螢幕面板控制-支援多段速度控制(0.001/0.01/0.1mm) 
(5)機械式量刀器-自動刀長感測並自動補償至控制器 
14.主軸控制:能由軟體與第二輸入面板操作控制 
15.臥式主軸:90 度臥式主軸機構可與第四軸旋轉軸配合使用 
16.主軸轉速：6000~24000rpm 
17.主軸馬力:1HP 
18.電源規格：AC220V/60HZ, AC110V/60HZ 並自動調整電壓 
標準配備: 
1 外罩：全罩式板金落地型附輪外罩 
2.板手:13mm,17mm開口板手;6mm六角板手 
3.虎鉗:4〞 
4.銑刀:銑刀 3支 
需含教育訓練及保固至少 1年。 

1 套 992,255 992,255 

室內及空

間模型製

作與其他

設計創作

使用 

室內設

計系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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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學習模組與控

制器 

(一)Arduino 雲端機器人互動學習平台 
(1). Arduino UNO R3相容控制板(Appsduino UNO) 
(2). 內接式溫度感測(-55 度 C ~ +125度 C) / RGB Led / 
光線感測 / 可變電阻/VR(10KΩ) 
(3). 轉速編碼器 x 2 :可做差速或 PID控制 
(4). 超音波測距模組(ultrasound) 
(5). 藍牙通訊模組(Bluebooth) : 可將感測器資料送到
手機或平板並連接 Internet 
(6). 紅外線感測組 x 2 : 可用來實做尋跡,避障與防掉
落功能 
(7). 鋰電池電源(Sanyo 鋰電池 3.7V/2600mhA x 2)與鋰
電池充電器 
(8). USB介面線材,連接線組與實驗麵包板 
(9). 實習操作手冊 
(二)Arduino UNO R3 相容控制模組 
(1). 內接式溫度感測(-55 度 C ~ +125度 C) / RGB Led / 
光線感測 / 可變電阻/VR(10KΩ) 
(2). 藍牙通訊模組(Bluebooth)  
(3). I2C/IIC 溫濕度感應器 
(4). 聲音感測模組/Sound Sensor(類比輸出) 
(5). 磁簧開關 : 可模擬門窗開或關 
(6). 2路 5V繼電器模組  
(7). E17燈泡、陶瓷燈座與電源線 
(8). RFID 開發讀寫模組(Reader and Tag)  
(9). I2C/IIC 1602 LCD 顯示器  
(10). USB 介面線材,連接線組與實驗麵包板 
(11). 固定底座 + 套件整理盒 
(12). 實習使用手冊 
(三) iArduino-ZB(CO/主機) + 藍牙教學套件 + NFC 教
學套件模組 
(1). Arduino UNO R3相容控制板(Appsduino UNO) 
(2). 內接式溫度感測(-55 度 C ~ +125度 C) / RGB Led / 
光線感測 / 可變電阻/VR(10KΩ) 

13 套 24,900 323,700 

教學、專

題製作、

研究 

遊戲與

玩具設

計科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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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igBee Arduino 擴充板(主機/CO/2mW)  
(4). 藍牙通訊模組(Bluebooth)  
(5). NFC 讀寫模組 :支援 ISO/IEC 1443A Mifare1 與
ISO/IEC 1443B讀寫機制(13.56Mhz) 
(6). NFC/RFID Tags(Card and Key type)     
(7). I2C 1602 LCD 模組 
(8). Sanyo 鋰電池(2600mAh@3.7V) x 2 + 鋰電池充電器 
(9). 實習操作手冊/文件/軟體 
(四) iArduino-ZB(RO/路由) + 感測器教學模組  
(1). Arduino UNO R3相容控制板(Appsduino UNO) 
(2). 內接式溫度感測(-55 度 C ~ +125度 C) / RGB Led / 
光線感測 / 可變電阻/VR(10KΩ) 
(3). ZigBee Arduino 擴充板(主機/CO/2mW)，廣播、多
點及點對點功能，可將多種感測器連結成一個網路並做相
對控制 
(4). 感測器包含 : CO(一氧化碳)、溫濕度、照度、聲音、
磁簧開關 
(5). 2路 5V繼電器模組  
(6). I2C 1602 LCD 模組 
(7). Sanyo 鋰電池(2600mAh@3.7V) x 2 + 鋰電池充電器 
(8). 實習操作手冊/文件/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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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蒸烤箱  

本體尺寸規格： 
外徑：650(寬)*560(深)*1410(高)mm(±20mm) 
含水箱：810(寬)*560(深)*1410(高)mm(±20mm) 
附不銹鋼條網盤八個(尺寸：460*460 mm(±20mm)) 
(支架鋼條直徑 6 mm、網盤鋼條直徑 2.3 mm) 
附快速爐 1支   
1. 台面採用 SUS304#1.5mm 不銹鋼板 
2. 後牆補強採用 SUS304#1.5mm 不銹鋼板 
3. 爐體前面外層板採用 SUS304#1.0mm 不銹鋼板 
4. 爐灶主體採用 SS41#3.2 鋼板 
5. 水箱採用自動加水設備，採用圍 SUS304#1.5mm不繡鋼
板 
6. 燃燒室採用 5B快速爐 
7. 台面週邊除承接處外均採元角磨光處理 
8. 附有三面 5mm強化玻璃裝置 
9. 含瓦斯管路連接 
10.投標時須檢附實體照片送審。 

2 台 88,988 177,976 中餐教室 餐飲系 P.284 
 

51 製冰機 

內槽 500X600X890mm 以上 
外觀尺寸:840*740*1185mm 以上 
日產能:350 磅 
冷卻方式:水冷 
電源:220v/60Hz 
冰形:圓帽冰 
儲冰量:145 磅 
消耗電力:1050w 

1 台 72,198 72,198 中餐教室 餐飲系 P.284 
 

52 油炸機 

1. 尺寸：450mm*600mm*800mm(±20mm) 
2. 容量：30公升 
3. 溫度：150℃~230℃ 
4. 使用低壓瓦斯 
5. 附件：濾油桶×1、迥油網×1、迥油盤×1、內平網×1   6.
含配管                                                                                                                                                                                                                                                      

3 部 18,000 54,000 中餐教室 餐飲系 P.284 
 



 

178 

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53 
百萬畫素全功

能攝影機 

1.  100萬畫素 Real Time 20 倍。 
2.  乙太網路供電。 
3.  白彩夜黑模式 。                                                                                                                                                           
4.  數位降躁及數位寬動態。                                                                                                                                                 
5.  防手震系統。                                                                                                                                                                               
6.  安裝於指定工作檯面上端。                                                                                                                                                         
7.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台 45,000 90,000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54 
多通路數據傳

輸機 

1.  提供 24 Port(含)以上 10/100/1000Base-TX交換埠。                             
2.  提供 2個 Gigabit  SFP 埠。 
3.  Backplane Bandwidth 至少為 51 Gbps(含)以上。 
4.  Forwarding Performance至少為之38Mpps(含)以上。                             
5. 整機硬體採無風扇設計。                                                                            
6.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69,000 69,000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55 電動布幕 

1.  型式：電動式。  
2.  尺寸：對角尺寸≧120 吋。 
3.  布幕材質：(1)蓆白布幕。  
(2)底幕採玻璃纖維，具防霉及防火阻燃  功能。               
(3)四邊或左右黑邊均可。  
4. 增益值： 1(含)以上。  
5.理想視角：水平垂直 120 度以上。                                      
6.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15,000 15,000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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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影音錄影主機 

1.4頻道(含)以上網路攝影機輸入。 
2.支援 H.264／MPEG4 影像解碼。 
3.即時影像監看及回放。 
4.各頻道接支援 5百萬畫素網路攝影機。                                                                                                         
5.加 24吋 LED液晶顯示器(面板:23.6 吋/16:9寬螢幕。 
亮度:250cd/m2, 點距:0.272mm。 
可視角度:170°(H),160°(V)。 
最高解析度:1920x1080。 
介面:多介面:D-Sub*1/DVI*1/HDMI*1。 
總體訊號反應時間:2ms,對比率:5000 萬:1。 
可壁掛，含壁掛架。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台 26,416 52,832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57 
現場收音麥克

風組 

1.  頻段：UHF。                                                                                                                                                                 
2.  頻道數量：2。                                                                                                                                                              
3.  頻點數量：100。                                                                                                                                                           
4.  顯示器：七段式 LED。                                                                                                                                                
5.  接收方式：自動選訊。                                                                                                                                                 
6.  頻率同步功能：有。                                                                                                                                                                 
7.  頻率穩定度：±0.005%。                                                                                                                                                    
8.  含手握麥克風或領夾或耳掛式發射器。                                                                                                                     
9.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組 15,000 30,000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合計       10,986,117         

備註：一、優先序 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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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0項，經費不足部分由學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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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影音燒錄用主

機 

1.  中央處理器：須提供 Intel i7 四核心 3.6 GHz CPU 處

理器(含)以上。 

2.  記憶體：8GB(4GB*2) DDR3，最大可擴充 32GB(含)以上。 

3.   顯示卡：採用外掛螢幕輸出。 

4.  磁碟機：內建磁碟機 3.5 吋 SATA (7200rpm)2TB*1(含)

以上。   

5.  光碟機：高倍速 DVD 光雕燒錄器。 

6.   網路介面：提供 10/100/1000MHz。                                          

7.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30,000 30,000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59 
控制設備機器

櫃 

1. 規格尺寸: 國際標準型 19 吋；高度 24U。 

2. 依據國際標準 ANSI / EIA RS-310-C規格製造。 

3. 本機櫃採用前，後整片式活動門組(均附鎖),下櫃預留走

線孔。 

4. 4U 抽屜及承板。 

5. 整台經酸洗防鏽處理,電腦粉體塗裝。                                      

6.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座 15,000 15,000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60 高亮度投影機 

1.  投影型式：RGB 三片 TFT LCD 或 DLP 方式。  

2.  電源規格：AC 110V～120V/AC 200V～240V。 

3.  輸出亮度：ANSI 3500 流明(含)以上。                           

4.  投影方式：懸掛前投、懸掛後投皆可適用。                 

5.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台 18,000 36,000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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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擴音喇叭 

1. 設計型式：10吋 / 3 音路 / 5喇叭單體低音反射方式 ，

單體採全對稱陣列設計。 

2. 承載功率：150瓦 ~ 250 瓦。 

3. 靈 敏 度：91dB ± 1.5dB。 

4. 頻寬響應：40Hz ~ 20KHz。 

5. 輸入阻抗：8 歐姆。                                                                      

6.含喇叭架﹑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2 對 15,000 30,000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62 混音擴大機 

1.  具頻寬加強功能控制。 

2.  四組以上音頻輸入端子。 

3.  三組視訊輸入 / 一組視訊輸出。 

4.  音度強弱採用 LED 顯示控制。 

5.  具電路溫升風扇排出散熱功能。 

6.  五組麥克風輸入端子。                                                      

7.  功率輸出：失真率 1%  4 歐姆 130瓦+130瓦。 

              8 歐姆 100瓦+100瓦。 

8.  含安裝線路及零配件費。 

1 台 19,198 19,198 調飲教室 餐飲系 P.284 
 

63 彩色印表機 

列印功能:解析度 最高 600 dpi 

列印速度:黑白列印為 35 ppm；彩色列印為 8 ppm (A4 大小) 

首頁列印時間:單色 11 秒；彩色 22秒 

最大月列印量:65,000 頁/月 

記憶體: 256 MB RAM 

紙張大小: A3, A4, A5, A6, B4, B5, LT, HLT, LGL,GLG,GLT, 

1 台 84,000 84,000 

建構數位

教學基礎

設備，以

強化計畫

的撰寫、

教學的研

通識中心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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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 B (Ledger), F4, Monarch, Com-10,DL, C5, C6, 

ISO-B5, 自訂 (75~297mm x 98~1200mm)  

連線介面:10/100Base-TX 乙太網路，USB 2.0 

究 

64 
行動裝置線上

學習系統 

‧支援行動裝置為 iPad, iPhone 6 或以上規格之硬體。 

‧支援行動裝置作業系統為 iOS 6.x , 7.x , 8.x ,9.x。 

‧支援行動裝置為 Android Phone, CPU 1.5G 雙核或以上

規格之硬體。 

‧支援 Android 4.0.3 ~ 5.1 作業系統。 

‧支援行動裝置為 Android 10 吋 Pad (螢幕解析度 

1280x800), CPU 1.5G 雙核或以上規格之硬體。 

‧提供或整合行動服務中介系統，規格如後所示。 

‧可執行於 CPU Pentium 4 3.2GMHz, RAM 4G 以上之硬體。 

‧可執行於 CentOS 6.3 以上版本 (或其他 Linux 相容系

統)。 

‧可執行於 MySQL 5.0 以上版本。 

‧可執行於 PHP 5.3 以上版本。 

‧可執行於 Apache 2.0 以上版本。 

‧需整合既有學習平台「智慧大師 Wisdom Master Pro 2.0 」

Patch 2 或以上版本。 

1 套 918,000 918,000 
提升學生

學習品質 
通識中心 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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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行動裝置登入次數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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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儲存系統 

‧CPU：Intel Xeon 2.4Ghz 四核心以上 

‧RAM：8G  

‧磁碟空間：6TB 以上 

‧1. 22 Port / TCP 

維護需要，可以只允許 60.199.200.250 連線 

2. 25 Port / TCP 

SMTP 發送信件 

3. 80 Port / TCP 

Web Server 

4. 123 Port / TCP 

主機時間校正 

允許伺服器對外部 tock.stdtime.gov.tw 進行

連線 

1 套 350,000 350,000 

提供老師

錄製教材

存放空

間，提升

數位教材

品質及技

術。 

通識中心 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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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同步教學系統 

一. 伺服器端系統可在 MS Windows Server 2003

以上環境中正常運 作。 

二. 系統提供內嵌式資料庫，亦可支援 MS SQL 

2005(含)以上版本 資料庫系統。 

三. 伺服器端系統需支援 LDAP 與 Active 

Directory，可整合於本校 單一入口網。 

四. 需提供伺服器端系統相關之 API 及 SDK，以

利於本校自行進行 系統整合及延伸開發。 

五. 用戶端系統可在 MS Windows XP、MS Windows 

VISTA、 Windows 7、Linux、Macintosh、 

iPhone/iPad 及 Android 作業系 統環境中正常

運作。 

1 套 927,542 927,542 

實施同步

遠距教

學，增進

師生互

動。 

通識中心 P.333 
 

67 熱美極緊膚儀 

1. 尺 寸 : 長 32cm  深 35cm  高 30cm( ± 2cm)   

100V/50~60HZ 

2.電源消耗:150VA 

3.液晶螢幕、時間裝置、檢測儀器裝置 

4.一體成型零件支撐架 

5.長 12cm 直徑 12cm 的 6個電極，紅光探頭 → 1顆 

6.長 12cm 直徑 6cm  的 6個電極，紅光探頭 → 1顆 

7.長 12cm 直徑 2.8cm的 4個電極，藍光探頭 → 1顆 

1 台 271,000 271,000 
專業課程

教學 
美妝系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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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水雕靚膚儀 

1. 水雕探頭 1 支 

2. 1個瓶子可裝產品，1個瓶子回收髒物 

3. 可清潔深入毛孔，使臉部美白保溼亮麗 

2 台 48,000 96,000 
專業課程 

教學 
美妝系 P.251 

  

69 3D立體塑模機 

列印技術: 熔融沉積成型 (FDM) 

  成型範圍: L 24.6 × W 15.2 × H 15.5 cm(±2cm) 

  層厚設定: 100 microns 

  定位精度: XY : 11 microns; Z : 2.5 microns 

  列印原料: ABS, 可溶性塑料 

1 台 120,556 120,556 

研究所及整

體造型學生

實務用 

美妝系 P.251   

70 
教學作品展示

櫃 

高 85cm*寬 480cm*深度 45cm.(±2cm).木框玻璃門*8.

抽屜*8.隔板*4.投射燈*8 
1 個 70,000 70,000 

提供教學

及展示教

學作品 

美妝系 P.252 

  

71 
統計分析軟體

機 

增加可存取的資料格式(Excel 2007、2010、CSV 格式…)。  

提供 ODBC、OLE DB 介面，可與各種資料庫連結及讀取各種

格式的資料檔(包含 Stata 檔案及 SAS compressed 檔案)。 

多國語言支援 

2 套 40,000 80,000 
美容統計實

務用 
美妝系 P.252   

72 
手提式無線擴

音機 

輸出功率:110W(RMS)/4Ω  

T.H.D.:低於 0.1%  

頻率響應:50Hz~18KHz±3dB  

 喇叭:1吋高音號角式，8吋中低音紙盆式分頻

點:2.8KHz / -12dB Oct 音源輸入:兩個有線麥克風輸

入，採用 XLR 與 6.3Φ PHONE 型插座。一個 LINE輸入，

2 台 34,500 69,000 
輔助         

教學設備 
美妝系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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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RCA插座；兩個無線麥克風輸入；全部獨立音量

控制。  

音源輸出:一個 REC 輸出，採用 RCA 插座。  

CD/MP3播放座:內建選配  

無線接收模組:可裝配兩組 UHF PLL、具有 ACT功能、

自動選訊接收模組。  

天線:隱藏式  

73 
教學作品展示

櫃 

高 85cm*寬 320cm*深度 45cm(±2cm)..木框玻璃門*6.

抽屜*1.隔板*3.投射燈*6 
1 個 50,000 50,000 

提供教學

及展示教

學作品 

美妝系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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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4 單槍投影機 

投影技術 DLP®投影技術  

原生解析度 1080p (1920 x 1080)  

亮度(流明)* 2000 ANSI 流明  

對比 10000:1  

色彩處理 10.7億色全彩  

鏡頭 F=2.42-2.97, f=20.7-31.05mm  

螢幕比例 16:9原生 (5 種比例選擇)  

投射比 1.39~2.09 (65"±3% @ 2 公尺)  

可投畫面大小 26" ~ 300"  

縮放比 1.5:1  

光源 240W  

燈泡小時數 3500/5000/6000 小時(一般/經濟/節能模式)  

梯形畫面修正 垂直 +/- 40 度  

電腦解析度支援 VGA(640 x 480) to UXGA(1600 x 1200)  

水平掃瞄頻率 15K-102KHz  

垂直掃瞄頻率 23-120Hz  

鏡頭位移調節 垂直 120%~148% ±5%  

1 台 37,000 37,000 

提供學生

視訊教學

及學習 

美妝系 P.251   

75 電腦 

處理器:CPU i3 3220 

晶片組:Intel H61 Express 記憶體:4G 

硬碟:1000G 

光碟機:SATA SuperMulti DVD 燒錄機                               

含螢幕:19" 

10 台 20,000 200,000 
輔助         

教學設備 
美妝系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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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地方特色教室

設備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76-1 
觸控式互動螢

幕 

1. 尺寸:65吋(含)以上多媒觸控面板。                                         

2. 背光技術 LED。                                                     

3. 面板解析度 FHD 1920 x 1080 (畫素)。                                     

4. 亮度 360nits(含)以上。                                                                  

5. 動態對比 4000:1(含)以上。                                                  

6. 可視角度 (水平/垂直) 178°(H) / 178°(V) 。                                                

7. 具 MDA 多螢幕管理系統，支援多種作業系統，USB 讀取

（支援多種多媒體格式)，智慧光源感應等功能。                                                 

8. RS232 控制輸入/控制輸出 。                                                          

9. RJ45 乙太網路接口控制輸入。                                                        

10. 可安裝於壁面上或架設移動。                                    

11. 設備需含安裝及設備控制工作軟體 。     

1 組 350,000 350,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76-2 訊息傳播系統 

1. 面板尺寸:32 吋(含)以上。                                                    

2.面板解析度：1366x768 畫素。                                                 

3.顯示色彩：16.7M。                                                                

4. 記憶卡輸入：SD 記憶卡、USB2.0。                                            

5. 可模擬旅遊業界商業活動模式之需要。                       

6. 展示現場活動訊息或是活動紀錄。                                                         

7. 現場可移動即插即用。   

1 組 175,809 175,809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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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混音擴大機 

輸出功率：120W+120W。                                                                      

音頻輸入：3 組(含)以上。                                                          

麥克風插座輸入 3組(含)以上。                                                 

附紅外線遙控器。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76-4 擴音喇叭 

二音路二單體(含)以上。                                                         

低音尺寸：6.5吋(含)以上。                                                       

持續功率：60W(含)以上。                                                    

阻抗：8歐姆。                                                           

1 對 20,000 20,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76-5 
雙頻無線接收

麥克風 

UHF無線接收頻率，附無線麥克風。                                                     

需具有播放影音的連結功能 
1 組 18,000 18,000 

教學、研

究 
觀光系 P.298 

 

77 
快速球型攝影

機教學組 
  1 組       美妝系 P.251 

 

77-1 快速球攝影機 

1920(H) X 1080(V)解析度快速球攝影機。 

影像單元：1/2.8 吋，100 萬畫素(含)以上。 

 SDI標準：HD-SDI (SMPTE 292M)。 

 OSD MENU：RS485。 

控制端子：RS-485。 

 Panning Range & Speed：360°連續 ; 0.01°~600°/sec。 

1 台 105,200 105,200 

提供學生

視訊教學

及學習 

美妝系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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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操控鍵盤  

電源供應：12伏特/直流電源(含變壓器)。            功

能顯示面板：LCD液晶面板。 

鎖定功能：面板鎖定, 開機密碼鎖定。 

按鍵與搖桿功能：3軸搖桿控制 (上下, 左右, 伸縮 +/- 並

具變速功能)。                           數字鍵: 0, 1, 

2, 3, 4, 5, 6, 7, 8, 9。 

通訊協定：Baud Rate: 1200 / 2400 /4800 / 9600。 

1 組 16,800 16,800 

提供學生

視訊教學

及學習 

美妝系 P.251   

77-3 錄放影機 

資料儲存容量需達 3T(含)以上。 

H.264 壓縮品質。 

可支援雙螢幕功能。 

可即時三串流顯示和回放功能。 

高清晰度的圖像品質，自動轉換螢幕比率 4:3 或 16:9。 

1 台 28,000 28,000 

提供學生

視訊教學

及學習 

美妝系 P.251   

77-4 訊號轉換模組 

3G-SDI / HD-SDI 轉 HDMI 高畫質訊號轉換器。 

提供 SDI 高畫質無損壓縮技術傳輸, 影像傳遞無壓縮無失

真 ; OSD 選單控制。 

採用 3G-SDI (SMPTE 424M), HD-SDI (SMPTE 292M) 通訊協

定。含安裝配件 

1 台 15,000 15,000 

提供學生

視訊教學

及學習 

美妝系 P.251   

78 個人電腦 

處理器:CPU i3 3220 

晶片組:Intel H61 Express 記憶體:4G 

硬碟:1000G 

光碟機:SATA SuperMulti DVD 燒錄機                               

含螢幕:19" 

18 台 20,111 361,998 電腦教室 餐飲系 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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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79 電腦 

1. 處理器：Intel第六代 Core i7-6700 (含)以

上。  

2. 記憶體：8GB DDR4-2133 SDRAM，最大可擴充

至 16GB(含)以上。 

3. 儲存連接埠：4個(含)以上 SATA-3 6.0Gb/s連

接埠。 

4. 硬碟機：1TB+240GB SSD。 

5. 光碟機：16X(含)以上 DVD燒錄機。 

6. 顯示介面：2GB獨立顯卡。 

7. 音效介面：內建 High-Definition Audio，支

援 5.1聲道(含)以上。 

8. 網路介面：內建 Realtek Gigabit乙太網路控

制器。 

9. I/O介面：前面板具 2個(含)以上 USB 3.0連

接埠、2個(含)以上 USB 2.0 連接埠、麥克風及耳

機插孔。後面板具 2 個(含)以上 USB 3.0 連接埠、

2個(含)以上 USB 2.0 連接埠、2 個 PS/2 連接埠、

1個 D-Sub連接埠、1個 DVI-D連接埠、1個序列

埠及 3個音源插孔。 

10. 擴充槽： 1個(含)以上 PCI Express x16，2

個(含)以上 PCI Express x1，1個(含)以上 PCI

插槽。 

11. 鍵盤/滑鼠：USB 介面，需與主機同一品牌，

附原廠滑鼠墊。 

13. 電源供應器：300W(含)以上符合 80 Plus及

單軌式電源規範，讓電力不會浪費，並可延長電

1 台 40,000 40,000 

供教師端

管理各項

軟體，並

建構數位

教學，以

強化自主

學習師生

間互動。 

語教中心 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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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80 電腦 

1. 處理器：Intel Core I7-4790。  

2. 記憶體：4GB  。 

3. 硬碟機：1TB。 

4. 光碟機：16X DVD 燒錄機。 

5. 顯示介面：內建顯示晶片 

6. 音效介面：High-Definition Audio。 

7. 網路介面：Gigabit 乙太網路控制器。 

8. 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符合 80 Plus規範。 

9. 作業系統：Windows 8.1 Home 

10. 顯示器：21.5吋(含)液晶顯示器 

11. 保固期間：3年 

11 台 30,000 330,000 

建構數位

自主學習

基礎設

備，強化

學生自主

學習效

能。 

語教中心 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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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

計畫具體

連結 

備

註 

81 投影機 

1. 液晶板-畫素數:786,432dots (1024x768) x3 

2. 投影亮度:4200流明 

3. 標準解析度:XGA 1024x768 

4. 支援解析度:UXGA 1600x1200/SXGA 1280x1024 

5. 解析度-HDTV相容性:480i~1080P 

6. 視訊畫素:掃瞄密度 768條 

7. 投射方式:前投、後投、懸掛皆可適用 

8. 電腦訊號介面:輸入端子:(1)映像

(RGB):D-sub15pin x1;(2)映像(數位):HDMI x 1，

DisplayPort x1;(3)聲音:立體聲迷你插孔 x2   

9. 輸出端子:(1)映像:D-sub 15pin x1 (output

訊號：Computer 1 only);(2)聲音:立體聲迷你插

孔 x1 

10. 保固 3年 

1 台 30,000 30,000 

建構校園

良好學習

氛圍，透

過良好的

投影效

果，增強

學生意

願。 

語教中心 P.344   

    合計       15,9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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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數位處理器 

輸入:8組麥克風/線性輸入(含)以

上。8 組數位埠輸入(含)以上。1 組

AES-3 立體數位輸入(含)以上。4 組邏

輯埠輸入(含)以上。4組紅外線埠輸入

(含)以上；輸出:8組麥克風/線性輸出

(含)以上。8 組數位埠輸出(含)以上。

1 組 AES-3立體數位輸出(含)以上。2

組繼電器輸出(含)以上。 

1 台 105,000 105,000 

1.本館妥善

企劃，計畫

逐步改善老

舊空間，已

持續多年提

案，希因應

設計大學圖

書館之基礎

設施規模。 

2.本館現行

四樓多媒體

中心視聽

室，因設備

均年失修，

擬汰舊更

圖書館 P.58   

2  自動混音機 

一組 XLR 主輸出可選擇麥克風 MIC或

LINE線性訊號輸出。XLR輸入:單音/

平衡式,麥克風 MIC/線性 LINE 可選

擇。XLR輸入幻通電源:+48V,+-10%。

XLR輸入最大輸入位準:動圈式麥克風

-18dBV(含)以上，電容式麥克風

-6dBV(含)以上 

1 台 43,000 43,000 圖書館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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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3  音柱陣列喇叭 

型式：7支 89mm(含)以上低音喇叭。頻

率響應：110HZ(含)以下－14KHZ(含)

以上。連續功率 Programme：300W(含)

以上。瞬間功率 Peak：600W(含)以上。

靈敏度（１瓦／１米）：90ｄＢ(含)

以上。最大音壓ＳＰＬ：118ｄＢ(含)

以上。一般阻抗：12歐姆。防水係

數:IP65(含)以上。涵蓋角度:水平 130

度(含)以上*垂直+6/-22(-8)度(含)以

上。 

1 對 70,000 70,000 

新，提供學

校中型會議

及教學活動

使用。 

圖書館 P.58   

4  功率擴大機 

型式：二音路功率擴大機 19吋 2U 標準

機櫃型。輸出功率:8歐姆,1kHz,500W 

x2(含)以上，4 歐姆,1kHz,700W 

x2(含)以上。雜訊：額定功率時小於

100dB (含)以下。輸入靈敏度：8 歐姆

時 1.2 Vrms(含)以下。電壓增益：

34.4dB 含以上。 

1 台 30,000 30,000 圖書館 P.58   

5  電源順序控制器 

十七組電源輸出插座，提供 16 段順序

開關及 1 組直通電源插座。LED電源狀

態指示燈，指示 16 組順序開關電源插

座之輸出開/關狀態。開機/關機延遲時

間狀態設定(內建延遲時間 0.5 秒 ~ 1

1 台 19,000 19,000 圖書館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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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分，由軟體調整)。 

6  單槍投影機 

標準解析度：WUXVGA 1,920×1,200 。

輸出亮度：4,800 ANSI 流明。投影鏡

頭：F 1.5~2.0,f = 23~38.4mm。 

1 台 69,000 69,000 圖書館 P.58   

7  雙頻道無線麥克風組 

接收頻道：雙頻道。可設 100 個頻率。

載波頻段：UHF 620~934MHz。接收方

式：CPU控制自動選訊接收。 

1 組 17,000 17,000 圖書館 P.58   

8  全功能 SDI攝影機 

高性能 200萬 Exmor COMS 圖像感測

器。10 倍光學變焦以上。HD-SDI 數位

介面輸出，1080P 即時傳輸。含控制鍵

盤 

1 台 78,000 78,000 圖書館 P.58   

9  桌上麥克風 

型式：電容式，具開關按鍵。指向特性：

超心型指向性。響應頻率：

50~18000Hz。感度：有線-56dB，無線 

-66dB (±3db)。 

1 組 14,000 14,000 圖書館 P.58   

10  音效擴大機 

型式：四頻道功率擴大機。輸出功率：

８歐姆．350Ｗ*４(含)以上，４歐姆．

600Ｗ*４(含)以上。橋接功率：8 歐

姆．1200Ｗ*２(含)以上。頻率響應：

20HZ(含)以下-40KHZ(含)以

上.,+0/-3dB。功率頻寬：20HZ(含)以

下-30KHZ(含)以上.,+0/-1 dB。 

1 台 55,000 55,000 圖書館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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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

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合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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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單位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 

說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中文圖書 西文圖書 期刊 電子書 非書資料 (冊、卷) 

1 
      

645,000  
        冊 1 

         

645,000  

         

645,000  
教學研究 全校師生 P.58   

2   
       

1,000,000  
      冊 1 

      

1,000,000  

      

1,000,000  
教學研究 全校師生 P.58   

3       
     

300,000  
  冊 1 

         

300,000  

         

300,000  
教學研究 全校師生 P.58   

4       
 

      

335,000  
件 1 

         

335,000  

         

335,000  
教學研究 全校師生 P.58   

                            

                            

                            

                            

                            

合                      計          2,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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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東方設計學院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混音機 

混音頻道：8 個單音 + 4 個立

體。  

群組：4 組。                                                                               

輔助音源(AUX)：3 組 。 

主混音：立體音 。 

混音性能：輸入頻道功能/ 

CH1-6: HPF, Compressor, 

3-band mid-sweep PEQ, Intert 

I/O; CH7-8: HPF, 3-band 

mid-sweep PEQ, Intert I/O; 

CH9-16: HPF, 3-band PEQ  

輸出入介面： 

麥克風輸入：10 組。  

仿真電源：+48V DC; ON / OFF。  

線路輸入：4 個 Stereo， 

RETURN， 2 TR IN。 

1 臺 34,000 34,0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課外活動

組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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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2 大型空壓機 

雙氣缸的馬達設計，風量大，

平穩安靜。穩壓儲氣桶及全自

動補氣功能，雙出口設計可連

接兩支噴槍(筆)同時使用。 

最大出風量：60 psi，風量可

調。 

重量： 12.2 kg 

體積：長 38 x 寬 31 x 高 

66(正負 10/單位 cm) 壓縮機

氣瓶儲風量：2.5 Liters (正

負 0.5) 

適用電壓：美國地區電壓(同台

灣地區)110-120 V 

內附：集水器、槍型筆型噴槍

放置架各一 

雙重保護機制：電力承載保護

裝置(自動停機)&過熱保護裝

置(自動停機) 

※內附噴槍 2 支 

1 臺 32,700 32,7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學生社團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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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3 小型空壓機 

本體尺寸:L95xW87xH57(正負

10/單位 mm)； 

最大風量:6-7lpm；最大壓

力:26Psi； 

工作流量: 3L/min@10PSI； 

電壓規格: 

Input:100V-240V~50/60Hz、

utput:12V-1.6A； 

風量/壓力控制:180度、分壓式

控制旋鈕。 

※內附噴槍 2 支 

1 臺 17,000 17,0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學生社團 P.18   

4 羽柱加重型 

體積小、通用，規格/尺寸(底

錘尺寸)74kg/39x39x39cm (正

負 10cm)，網柱尺寸 155cm 

4 組 16,500 66,0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學生社團 P.18   

5 不銹鋼巧固球網架 

100cm*100cm，角度 55度，內

徑：1英吋、支架：3/4英吋、

彈力網 

2 座 16,000 32,0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學生社團 P.18   

6 個人電腦 

i5-6400/8G DDR4/240G 

SSD/1TB/GTX950M 

2G/Win10/23.6WLCD) 

2 組 34,150 68,3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學生會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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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7 數位單眼相機 

2020萬畫素 / APS CMOS / 錄

影 1920x1080 / 觀景窗 100% 

1.00倍 / 65 點自動對焦 / 63

區 TTL測光 / ISO 100-25600/ 

快門 30-1/8000 秒 B快門/ 10

張連拍 / 3吋 104萬畫素螢幕 

/ 使用 SD, SDHC, SDXC, CF 記

憶卡 / LP-E6N 鋰電池 / 尺寸

148.6 x 112.4 x 78.2mm / 淨

重 820g/鏡頭 EF 24-70mm f/4L 

IS USM、高速記憶卡 64G、三

腳架 

1 臺 68,000 68,0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學生社團 P.18   

8 桌球檯 

※桌版厚 19mm(含)以上藍色檯

面。 

※桌框 50x25mm、桌腳 39x39mm

鋼管烤漆處理，桌腳 附帶塑膠

射包螺母 

※可微調水平及固定裝置。 

※滑輪 3英吋裝置。 

※桌背採用 4 支 L型腳鋼組成

固定上下腳架 

※桌板護邊條厚度 0.5mm 

※每組須附中華桌協檢驗合格

4 組 14,000 56,0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學生社團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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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之桌網架乙組。 

9 桌球發球機 

※採用雙旋轉輪結構，可提供

三種發球方式選擇。(固定模

式、隨機模式、自編模式) 

※出球旋轉：9種不同旋轉。 

※出球頻率：25-95次/分鐘。 

※出球速度：4-50公尺/秒。 

※出球落點：從定點到全檯 11

點。 

※出球角度：可調範圍 40度。 

※自訂出球次數及可設定長短

球隨機模式。 

※採用輪盤推進送球模式，順

暢不卡球。 

※電源 AC110V。 

※每組附有回收網，可自動循

環發球。 

※隨機附 144 顆桌球。 

1 組 26,000 26,000 學生社團設備用 學生社團     

  合   計         400,000    
    

  

備註：一、如經公開招標及議價後，依優先序購買，經費不足部分由學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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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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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 校園安全 校安資料收集系統             總務處     

1.1  校園安全 
現場動態資料收集

主機 

. 網路系統整合控制器為一可

程式化之控制器及網路橋接器

組合而成，其傳訊方式及資訊結

構採開放性之通訊協定，並具備

乙太網路介面連接能力以作為

傳訊功能。 

2. 具備 32位元以上之微處理

器，為監控電腦主機與下層控制

器間資料交換傳輸之介面，具備

自我偵測系統狀態功能。 

3. 支援時間排程及資料分析功

能。 

4. 具有一硬體即時石英時鐘

(Real Time Quartz Clock)，供

時程控制、趨勢圖形、控制器計

時用。 

5. 具備 3組 RS485 通信介面，2

個 10 / 100 Mbps Ethernet 供

上下層資料通訊使用。 

6. 支援 BACnet or Modbus TCP 

1 組 153,525 153,525 

於學校偏僻

地區設置緊

急求救裝置

及攝影機監

控，將該求

救訊息收集

並連線至校

安中心 

總務處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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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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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 IP or URL 等通訊定。 

7. 可以透過 WEB方式輕易管理

及設定組態。 

8. 具備 CF卡儲存界面支援 1GB

以上之容量。 

9.控制分箱(含設備安裝) 

1.2 校園安全 校安資訊字幕機 

1. 燈點材料規格 

a. 發光組件：LED 

b. 色彩：紅.綠色。 

c. 點間距：7.62mm 

2.模組化結構：模組組成為 16 

點(高) x32 點(寬)，每一模組

共 512 

點 LED 組件、每點內含 1 紅 

LED。 

3.使用電源：AC110V /220V 可

切換。 

4.消耗功率：每一模組最大消耗

功率應小於 20W。 

5.顯示板尺寸 

a. 解析度：192 點 (橫向) x16 

點 (縱向)總共 3072 點。 

1 組 44,000 44,000 

有求救訊息

時將於 LED

字幕機顯示

通知校安中

心值班人員

至求救現場

處理 

總務處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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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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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b. 顯示面積：146.4cm (橫向) x 

12cm (縱向)。 

c. 外框尺寸：151cm (橫向) x 

17cm (縱向) x 厚 7cm 黑色鋁

框。 

d.顯示字數:一行 12 個中文字 

6. 字幕機控制單元 

a.可用 RS-232或 TCP/IP 

1.3 校園安全 紅外線網路攝影機 

1. 採用 2M高解析 1/2.8”CMOS

感光元件。 

2. 42 顆紅外線 LED 燈 。  

3. IR-CUT 紅外線濾光片功

能，適合日/夜間功能。 

4. Ream-time H.264 , 多模引

擎壓縮技術(Triple Codec) 。 

5. Flash：16MB , RAM：256MB。 

6. 鏡頭 : 2.8-12mm F1.4。 

7. 影像 : H.264: 最高可達 

25 fps at 1920x1080 , 最高可

達 25fps              

H.264: 1280x720 at 30 

fpsH.264: 640x480 at 30 

1 組 27,975 27,975 

將於學校偏

僻地區設置

緊急求救裝

置及攝影機

監控，將該

求救訊息收

集並連線至

校安中心 

總務處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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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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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fpsH.264、JPEG 多模引擊壓縮

技術 

(Dual Codec) 。 

8. 網路 : 10/100 Mbps 乙太網

路,RJ-45 介面 . IPv4,TCP/IP, 

DHCP, HTTP, FTP,  

SMTP, RTSP,SNTP,DNS 協定。 

9. 警報與事件通知 : 畫面異

動偵測模式 , 透過 SMTP發

E-mail通知或上傳錄影 

檔案至 FTP通知 。 

10. 支援網路線上韌體升級。 

11. 最低照度  : 0 Lux(紅外線

燈啟動)。 

12.  8 個使用者同時線上監

看 , 使用者權限分級管理。 

13.輸出入埠: RJ-45網路連接

埠,電源輸入埠 DC12V。 

1.4 校園安全 不鏽鋼緊急求救箱 
含閃光喇叭，LED照明，設

備安裝及系統配件 
1 組 74,500 74,500 

提供緊急就

援使用 
總務處 P.60 

  

2 校園安全 監視系統整合           緊急求救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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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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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2.1  校園安全 數位錄影系統 

1-1. 支援單顆 3T硬碟支援 4顆

硬碟 E-SATA *1，本案提供 6TB

以上硬碟容量。 

1-2. 使用新一代 H.264壓縮技

術，以有效節省硬碟空間。 

1-3. 視頻輸入：16 門。 

1-4. 影像/聲音輸出:  VGA*1/ 

HDMI*1 。 

1-5. VGA 輸出： 1920x1080 

HDMI*1 1080P 。 

1-6. 錄影模式:持續錄影,排程

錄影,強制錄影,只錄影不即時

監看(依使用者權限)。 

1-7.  影像錄影速度：錄影回放

最大可達 4路 1080P@23幅/秒。 

1-8. 支援 RAID 錄影功能，可確

保重要影像資料保存。 

1-9. 網路功能：GIGA網卡.即

時影像 / 檔案回放 / 設定。 

1-10. 警報輸入：8 組。 

1-11. 警報輸出： 3組警報輸

出(N.O、N.C)。 

2 組 60,000 120,000 

校園角落錄

影，提升校

園安全 

總務處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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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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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1-12. 電子地電圖(自製地圖或

載入離線地圖) 。 

1-13. 支援多工作業，可同時 

錄影 / 放影 / 網路 /手機回

放監看聲 等多工作業。 

1-14. 遠端監控 : 提供 HTTP、

DHCP、DDNS、NTP、FTP、DNS、

UPNP、PPPoE、IP搜尋等網路服

務。 

1-15. 可支援 Host USB 3.0 隨

身碟備份功能。 

1-16. 備份影像資料時可燒入

AVI，直接在電腦播放。 

1-17. 採人性化設計，可依需求

設定不同的錄影張數，解析度，

對比， 亮度。 

1-18. 排程錄影:每路影像可分

別依不同時段，設定不同的錄影

模式。 

1-19. 錄影模式 : 手動,定時

預約,警報啟動,位移偵測。 

1-20. 播放搜尋功能 :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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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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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日期，事件記錄。 

1-21. 影像斷訊 /硬碟故障的

可設定警報觸發。 

1-22. 設定感應偵測時，當感應

裝置觸發警報後，可發送 Email

至指定的帳號。 

1-23. 控制方式:操作面板/ 紅

外線遙控器/USB 滑鼠。 

規格說明： 

1. 網路系統整合控制器為一可

程式化之控制器及網路橋接器

組合而成，其傳訊方式及資訊結

構採開放性之通訊協定，並具備

乙太網路介面連接能力以作為

傳訊功能。 

2. 具備 32位元以上之微處理

器，為監控電腦主機與下層控制

器間資料交換傳輸之介面，具備

自我偵測系統狀態功能。 

3. 支援時間排程及資料分析功

能。 

4. 具有一硬體即時石英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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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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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Real Time Quartz Clock)，供

時程控制、趨勢圖形、控制器計

時用。 

5. 具備 3組 RS485 通信介面，2

個 10 / 100 Mbps Ethernet 供

上下層資料通訊使用。 

6. 支援 BACnet or Modbus TCP 

/ IP or URL 等通訊定。 

7. 可以透過 WEB方式輕易管理

及設定組態。 

8. 具備 CF卡儲存界面支援 1GB

以上之容量。 

9.控制分箱(含設備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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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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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2.2 校園安全  紅外線攝影機 

    

1. 採用 2M高解析 1/2.8”CMOS

感光元件。 

2. 42 顆紅外線 LED 燈 。  

3. IR-CUT 紅外線濾光片功

能，適合日/夜間功能。 

4. Ream-time H.264 , 多模引

擎壓縮技術(Triple Codec) 。 

5. Flash：16MB , RAM：256MB。 

6. 鏡頭 : 2.8-12mm F1.4。 

7. 影像 : H.264: 最高可達 

25 fps at 1920x1080 , 最高可

達 25fps              

H.264: 1280x720 at 30 

fpsH.264: 640x480 at 30 

fpsH.264、JPEG 多模引擊壓縮

技術 

(Dual Codec) 。 

8. 網路 : 10/100 Mbps 乙太網

路,RJ-45 介面 . IPv4,TCP/IP, 

DHCP, HTTP, FTP,  

SMTP, RTSP,SNTP,DNS 協定。 

32 組 15,000 480,000 

校園角落錄

影，提升校

園安全 

總務處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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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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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連結 
備註 

9. 警報與事件通知 : 畫面異

動偵測模式 , 透過 SMTP發

E-mail通知或上傳錄影 

檔案至 FTP通知 。 

10. 支援網路線上韌體升級。 

11. 最低照度  : 0 Lux(紅外線

燈啟動)。 

12.  8 個使用者同時線上監

看 , 使用者權限分級管理。 

13.輸出入埠: RJ-45網路連接

埠,電源輸入埠 DC12V。 

    總        計         900,000         

※「設備類別」分為省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無障礙空間、永續校園綠化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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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依評審成績(傑出 90分以上、優等 80分以上、佳作 60分以上)獎勵 ，獎

勵金最高：傑出 20,000元；優等 10,000元；佳作 3,000元。 

自製教學媒體：依評審成績(第一名 90分以上、第二名 80分以上、第三名 70分以上、

佳作 65分以上)獎勵 ，獎勵金最高： 

多媒體動畫教材類：第一名 40,000元、第二名 30,000元、第三名 20,000元、佳作

4000元。 

具聲音講解教材類：第一名 20,000元、第二名 16,000元、第三名 12,000元、佳作

3000元。 

其它特殊教材類：第一名 10,000元、第二名 8,000元、第三名 6,000元、佳作 3000

元。 

50件 700,000 

P45-47、p68-69、

p96-97、

p113-114、p125、

p142-143、p147、

p166-167、

p183-184、

p199-200、

p224-225、p254、

p272、p285、p300、

p311、p324 

  2 製作教具 
依評審成績(傑出：90 分以上、優等 80分以上、佳作 60分以上)獎勵 ，獎勵金最高：

傑出 20,000元；優等 10,000 元；佳作 3,000元 
3件 26,000 

3 改進教學 

教學優良教師：每年全校獎勵名額以四名為限，每位獲獎教師頒發獎狀乙面及獎金

60,000元。 

改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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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金最

高： 

國際性活動第一名 50,000 元、第二名 30,000元、第三名 20,000 元。 

全國性活動第一名 30,000 元、第二名 20,000元、第三名 10,000 元。 

地方性活動第一名 4,000 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 元。 

64人

次 
1,340,000 

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會：檢具收據核銷，補助講座鐘點費、印刷費、材料費等，但

紀念品、禮品或宣導品經費除外。 

 12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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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4 研究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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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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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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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差旅費、印刷費、資料檢索費、論文發表費等)。 

32案 

1,900,000 

研究暨創作： 

以本校名義參加國內外公私立機構所舉辦創作比賽得獎者，獎勵金最高： 

國際性活動第一名 50,000 元、第二名 30,000元、第三名 20,000 元。 

全國性活動第一名 30,000 元、第二名 20,000元、第三名 10,000 元。 

地方性活動第一名 4,000 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 元。 

以本校名義參加國內外公私立機構所舉辦創作入選展示發表者，獎勵金最高： 

國際性活動 10,000元、全國性活動 3,000元、地方性活動 1,000 元。 

60案 

專利：教師專利申請及技術轉移管理作業要點 31案 

5 研習 

參加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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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申請人在同一年度內補助以不超過二次為原則。 

50人

次 
840,000 

辦理學術研討會：檢具收據核銷，補助論文審查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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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場

次 

6 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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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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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7 著作 

以本校名義發表，每篇最高獎勵金： 

相當於 SCI Expanded、SSCI 等級 40,000元，相當於 EI、TSSCI  等級 20,000元，

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或國際性專業期刊收錄者 4,000元(本項每年每人最高 20,000元為

上限)，非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或國內專業期刊收錄者 2,000元(本項每年每人最高

10,000元為上限)，學報或會刊登錄者 1,000元(本項每年每人最高 10,000元為上限) 

160人

次 
700,000 

8 升等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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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費：每位外聘委員最高二千元。（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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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130,000 

9 

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

關工作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項目暨概算表 
配合

社團 
180,000 P13-17   

10 

行政人員

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

修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14 人，行政人員帶職帶進修 1人。 
15人

次 
100,000 p53-54   

11 

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

品(單價

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

耗品) 

 未編列。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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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105年度) 

優先

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

連結 
備註 

12 
新聘教師

薪資 
105學年度 2年內新聘助理教授級以上之教師計有 1人。 

1位(2

年內

新聘

教師) 

530,024 

p87-88、

p102-103、p118、

p130-133、

p157-158、

p172-174、

p188-190、

p208-210、

p236-237、

p259-261、

p276-278、

p288-289、p304、

p315 

  

13 
現有教師

薪資 
未編列。     

14 
資料庫訂

閱費 

105年度圖書館預計採購資料庫有 3種:  

1.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2.CETD中文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3.EBSCO-Art Sourceu藝術資源全文資料庫 

3種 500,000 P58   

15 
軟體訂購

費 
 未編列。         

16 其他  未編列。         

合    計   7,026,024     

※本表請填列「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目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等。若有編列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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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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