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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學校現況學校現況學校現況學校現況 

本校林董事長朝家先生於民國 58 年秋創設「私立樹人高級藥劑職業學校」，迄今已逾

40 年，由於諸多前輩師生慘澹經營，逐步成長茁壯。本校因辦學績優，奉教育部函，自民國

89 年 8 月 1 日起升格改制為「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首屆招收五年制日間部護理科 6 班、

復健科 2 班、視光學科 2 班；二年制日間部護理科 4 班、視光學科 2 班；二年制夜間部護理

科 3 班。總計日、夜間部 19 班，至民國 98 年學生班級日、夜間部已達 105 班。本校於民國

90 年 9 月 4 日遷入路竹新校區，佔地達十二公頃，交通便捷，位於中山高路竹交流道西側，

三分鐘車程，鄰近的湖內校區三點五公頃，合計十五點五公頃，二萬餘建坪，嶄新校舍，美

輪美奐。尤以更在校園整體規劃考量下，94 年增建附有多功能設施溫水泳池之教學大樓。又

同步進行價購、承租臨近交通要道台糖土地二點五公頃，預計建設為學生活動中心與資圖大

樓。 

本校各科均極具特色。護理科民國 60 年創立，考照、升學率高；復健科創設於民國 70

年，係繼台大復健系後第二所創設者，並於 95 年度更名為物理治療科；視光學科民國 70 年

創設，則為全國首創，亦為教育部重點發展科系。另資管科、應外科〈英文、日文二組〉及

幼保科，均為 90 年度改制後新設。改制後 3 年，為期盼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於民國

91 年 6 月 30 日成立「通識教育中心」，93 年增設醫學影像技術科，並於 96 年度更名為醫學

影像暨放射技術科並改招五專生，95 年度獲准設立全國唯一「牙體技術科五專部」。97 年度

再增設職能治療科。民國 98 年本校再次接受教育部醫護專校評鑑榮獲行政類ㄧ等的佳績。 

本校目前教學單位有護理科、物理治療科、視光學科、資管科、應外科、幼保科、醫學

影像暨放射技術科、牙體技術科、職能治療科及通識教育中心共 10 科(中心)，行政單位有教

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秘書室、技術合作處、資訊圖書處、教學發展中心、夜間部、

軍訓室、人事室及會計室共 11 個處室(中心) 並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以下為本校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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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學校現有資源學校現有資源學校現有資源學校現有資源（（（（請說明師資結構請說明師資結構請說明師資結構請說明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圖書軟體資源圖書軟體資源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等電腦教學設備等電腦教學設備等電腦教學設備等）））） 

(一一一一)、、、、師資結構師資結構師資結構師資結構：：：： 

本校近年來以維持良好的生師比為前提下，積極延聘高階師資，並鼓勵教師進修或

以著作升等，師資結構已逐年提升。98 學年度的高階師資比為 32.76％，生師比為 

22.88：1。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8 學學學學年度師資結構年度師資結構年度師資結構年度師資結構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人數 4 6 27 101 

全校學生數 4518 

全校應有專任教師數 112.95 

高階師資比 32.76％ 

    註：資料基準日 98.10.15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5 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高階師資比高階師資比高階師資比高階師資比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 

學年度 95  96 97 98  

高階師資比(%) 32.40 38.52 41.77 32.76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5 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生師比生師比生師比生師比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 

本校比例(學年度) 
生師比 部訂比例 

95 96 97 98 

日間部 25：1 17.24：1 17.84：1 18.78：1 19.45：1 

全校 40：1 21.02：1 21.64：1 22.28：1 22.88：1 

 (二二二二)、、、、圖書館資源圖書館資源圖書館資源圖書館資源：：：：  

本校圖書館位於行政大樓四、五樓，總面積約 638 坪，閱覽座位 252 席。全館設施

新穎完備，四樓分設流通區、閱覽區、資訊檢索區、書庫區、期刊區、參考書區，五樓

為多媒體室、家庭劇院、閱覽區及文物典藏室。 

館藏以各教學單位之專業圖書資訊資源為主要蒐藏範圍，以各學科基礎型及學習型

資源為館藏之基礎，並擴及其他相關學科為次要蒐藏範圍。98 學年度館藏資源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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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文圖書 外文圖書 中文期刊 西文期刊 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 視聽資料 報紙 

104,585 23,065 419 92 13,902 38 3,484 10 

自動化系統及設備採用鼎盛公司 TORICA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包含採訪、編目、

流通、期刊、公眾查詢模組，提供 WWW 檢索介面，讀者可隨時遠距查詢館藏目錄及個

人借閱狀況，且透過系統可自行續借圖書、預約圖書、薦購新書及更新個人資料。 

資訊檢索區設置個人電腦 14 台及印表機 3 台，提供師生上網檢索館藏及網路資源，

並透過公用電腦即時登記管理系統進行公用電腦的使用管理。在館藏電子資源的利用上

更進一步建置 SSL VPN 系統，師生在校外透過 web 網頁認證也可順利地使用圖書館的

各種電子資源。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多媒體室設置個人電腦 26 台，提供學生利用

各項多媒體視聽資料，於課後進行自我學習。 

(三三三三)、、、、電腦教學設備電腦教學設備電腦教學設備電腦教學設備：：：：  

本校擁有完整的校園光纖網路(高階 Single Mode)，各大樓均設有高速網路交換器，

網路採用雙核心 Giga 主幹架構，爲 Giga 頻寬。提供學校網路良好的品質、順暢的資訊

管道。校園骨幹網路區分為七區：機房設備區、圖書館區、C 棟行政區、A、G 棟教學

區，大湖校區以及學生宿舍區。網路節點統計達 2300 多個。機房設備區以 1G 超高速

乙太網路連接核心交換機，並使用星狀拓墣串聯校園網路。本校學術網路的 Giga 頻寛

速率為 300MB，與科技大學同等級。另成立專用國際頻寬 30M ADSL 專線、提供教學

區域無線網路環境，透過 RADIUS 採用以帳號為基礎的控管方式，加入跨校園漫遊機

制，使用者可跨校漫遊。 

電子資訊組管理一間 70 部個人電腦的專業電腦教室(A305)，支援全校計算機概論

課程與資訊教育訓練課程使用，並於課餘時間開放全校師生使用。電子資訊組辦公室亦

設開放式公用電腦專區。全校機房管理採雙機房環境，完整的回復機制，更新網際網路

伺服主機，加強網頁代理功能，強化網路連線頻寬管理機制。在軟體方面，本校使用之

軟體，均編列教學相關預算，取得合法授權。另外，針對個別伺服器裝設防毒軟體監控

及建置網路管理系統，包括網管流量自動偵測系統、垃圾郵件防治系統等，以便隨時掌

控校內網路流量，與即時偵測校內個人電腦是否感染電腦病毒，分析網路單一 IP 超量使

用、網路惡意掃描、病毒偵測、與駭客攻擊等行為，藉以提升網路服務及有效管理校園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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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資訊安全長由校長擔任，委由電子資訊組負責建立校園資訊安全監控處理機

制。對於資訊安全與網路流量異常事件採取發現事件立即處理。本校並加入國家資通安

全會報通報應變組的資安事件通報網站，使發現資安事件時，能夠正確、快速執行通報

作業。另外，本校網段為 16 個 Class C，充分規劃給各科處室之實體 IP，讓各科處室能

更廣泛使用 Internet 服務於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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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各科中心專業教室各科中心專業教室各科中心專業教室各科中心專業教室：：：：  

本校各科之專業教室堪稱完備，除了提供學生理論之吸收外，更能經由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得到實務上的練習場所。以下為各科之專業教室簡介。 

護理科 

共設置基本護理學、身體評估、內外科、產科、兒科、精神科等專業模擬病房、示

範教室及社區推廣室，採用各醫療中心專業且先進之設備，提供整體完善之技術練習場

所，增加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以及設置臨床技術自學教室，提供學生依照個人的

程度於課餘時間練習技術。 

除了護理專業教室外，並設置有化學與微生物等專業實驗教室，提供學生良好之實

驗場所，加強基本學科相關知識及實務。 

物理治療科 

共設置高齡者模擬體驗與照護學習教室高齡者模擬體驗與照護學習教室高齡者模擬體驗與照護學習教室高齡者模擬體驗與照護學習教室、、、、骨科物理治療室骨科物理治療室骨科物理治療室骨科物理治療室、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室室室室、

神經物理治療室神經物理治療室神經物理治療室神經物理治療室、體適能教室體適能教室體適能教室體適能教室、電熱療教室電熱療教室電熱療教室電熱療教室、水療室水療室水療室水療室、運動治療室運動治療室運動治療室運動治療室、兒童物理治療室兒童物理治療室兒童物理治療室兒童物理治療室、

輔具裝具室輔具裝具室輔具裝具室輔具裝具室、小兒物理治療室小兒物理治療室小兒物理治療室小兒物理治療室等專業教室，採用各醫療中心專業且先進之設備，提供整

體完善之技術練習場所，增加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 

除了物理治療專業教室外，並設置有生理生理生理生理、解剖解剖解剖解剖、營養營養營養營養與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等專業實驗教室，提

供學生良好之實驗場所，加強基本學科相關知識及實務。 

視光學科 

共設置視力保健視力保健視力保健視力保健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教室教室教室教室、研磨配鏡教室研磨配鏡教室研磨配鏡教室研磨配鏡教室、光學實驗教室光學實驗教室光學實驗教室光學實驗教室、進階驗光教室進階驗光教室進階驗光教室進階驗光教室、隱形眼隱形眼隱形眼隱形眼

鏡教室鏡教室鏡教室鏡教室、基礎驗光教室基礎驗光教室基礎驗光教室基礎驗光教室、湖內湖內湖內湖內區研磨教室區研磨教室區研磨教室區研磨教室、物理實驗教室物理實驗教室物理實驗教室物理實驗教室、太陽眼鏡檢測中心太陽眼鏡檢測中心太陽眼鏡檢測中心太陽眼鏡檢測中心等專業教

室，採用各專任教師專業且先進之設備，提供整體完善之練習場所，增加學生演練時之

真實感。 

幼兒保育科 

共設置幼兒知動藝能教室、第四區保母系統資源中心暨幼兒教保活動教室、照護教

室(一)(二)、琴法教室、體能律動室、幼兒知動藝能教室、98 學年度並增加分組教室(一)(二)

與合奏教室等專業教室，其教學設備完善、充實新穎，其中之保母照護教室於九十四年

四月經行政院勞委會評鑑通過，可做為新制保母術科檢定考試之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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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科 

共設置多媒體語言教室多媒體語言教室多媒體語言教室多媒體語言教室、全方位多媒體語言教室全方位多媒體語言教室全方位多媒體語言教室全方位多媒體語言教室(英語檢測中心英語檢測中心英語檢測中心英語檢測中心)、全數位專業語言全數位專業語言全數位專業語言全數位專業語言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日本情境教室日本情境教室日本情境教室日本情境教室等專業語言教學學習教室，採用最先進的軟、硬體備，含線上練習

軟體，語言學習網，線上全民英檢題庫，多益模擬試題，LiveABC 英語學習網和英、日

線上課程，提供豐富之線上語音課程等，培養學生具備專業外語基本聽、說、讀、寫之

能力，提供學生良好學習環境。 

資訊管理科 

共設置專題製作專業教室專題製作專業教室專題製作專業教室專題製作專業教室、程式設計暨系統專程式設計暨系統專程式設計暨系統專程式設計暨系統專業教室業教室業教室業教室、證照輔導實習教室證照輔導實習教室證照輔導實習教室證照輔導實習教室、電腦硬電腦硬電腦硬電腦硬

體維修工作站體維修工作站體維修工作站體維修工作站、管理資訊教室管理資訊教室管理資訊教室管理資訊教室、行動數位多媒體教室行動數位多媒體教室行動數位多媒體教室行動數位多媒體教室、Web 3D 虛擬實境實驗室虛擬實境實驗室虛擬實境實驗室虛擬實境實驗室、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資訊服務教室資訊服務教室資訊服務教室資訊服務教室、電腦硬體裝修教室電腦硬體裝修教室電腦硬體裝修教室電腦硬體裝修教室、資料庫實習教室資料庫實習教室資料庫實習教室資料庫實習教室、遠距教學製作室遠距教學製作室遠距教學製作室遠距教學製作室、多媒體專業教多媒體專業教多媒體專業教多媒體專業教

室室室室及網路實習教室網路實習教室網路實習教室網路實習教室等專業教室十三間，提供學生良好之專業場所，加強基本學科相關知

識及實務。 

牙體技術科 

共設置固定義齒固定義齒固定義齒固定義齒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義齒實驗室義齒實驗室義齒實驗室義齒實驗室、、、、精密鑄造實驗室精密鑄造實驗室精密鑄造實驗室精密鑄造實驗室、、、、樹脂重合實驗室樹脂重合實驗室樹脂重合實驗室樹脂重合實驗室及牙牙牙牙

科材料實驗室科材料實驗室科材料實驗室科材料實驗室等專業教室五間，採一人一機制，提供整體完善之技術練習場所，增加學

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共設置超音波實驗室超音波實驗室超音波實驗室超音波實驗室、放射物理實放射物理實放射物理實放射物理實驗室驗室驗室驗室、放射暨影像技術實驗室放射暨影像技術實驗室放射暨影像技術實驗室放射暨影像技術實驗室、電子儀表實驗室電子儀表實驗室電子儀表實驗室電子儀表實驗室、

影像處理實驗室影像處理實驗室影像處理實驗室影像處理實驗室及及及及放射治療實驗室放射治療實驗室放射治療實驗室放射治療實驗室等六間專業教室，採用各醫療中心專業且先進之設

備，提供整體完善之臨床醫療練習場所，增加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 

職能治療科 

共設置職能治療技術學職能治療技術學職能治療技術學職能治療技術學、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功能功能功能功能訓練教室訓練教室訓練教室訓練教室等專業教室，根據目前醫療院所職

能治療臨床設備所設置，提供整體完善之技術練習場所，增加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 

通識教育中心 

共設置游泳池游泳池游泳池游泳池一座、健身房健身房健身房健身房一間、階梯教室階梯教室階梯教室階梯教室二間、美術教室美術教室美術教室美術教室一間和音樂教室音樂教室音樂教室音樂教室一間等

專業教室，配置多媒體視聽設備，提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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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學校發展方向學校發展方向學校發展方向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及執行重點特及執行重點特及執行重點特色色色色 

（一）總目標：發展本校為一所含醫護、資訊、語文、幼保等領域的一流高等技職教育學府。 

（二）執行重點特色：規劃安全及美化之校園、因應社會人力市場需求調整招生科系、規劃

專業、實務、通識、語文、網路資訊課程、提高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

例、加強國科會研究案爭取與國內外期刊論文發表、訓輔專業化、人

性化、創造樹人樹德校園倫理。 

(1)教務處方面：本校發展之重點特色為培養具人文氣質之醫護技術及管理人才，促進發

展健康社會。 

本校教學目標有二：第一，加強學生生活教育，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兼

顧專業技能與人文素養，營造樹人樹德的的優雅品德，建立全人健康教

育之優質校園。第二，培育學生不僅能成為具備專業知能的科技人，更

能成為具備宏觀視野的文化人，促進發展健康社會。 

(2)學務處方面：為培育學生具備3C 素養-Charity（服務濟世之胸懷）、Capacity（專業

知識之能力）、Civilization（人文素養之品德），學生事務處提供多元

適性的學習環境，積極加強導師責任制度、推動各類教育、重視社團活

動辦理及服務學習、獎勵優秀檢定與證照資格、加強危機處理能力、實

施安定就學方案照顧弱勢等。期望學生重榮譽、守紀律、熱愛生命、發

揚校譽、關懷社區，培養服務人群之情操，具備專業知能及人文素養，

與友善溫馨之校園文化密切配合。 

(3)總務處方面：因應學校發展需求，將持續增購、租賃校地，增建教學、研究、體育、

活動等設施；同時著重保全與消防等校安系統建置；校園綠化及美化則

是本處一貫堅持，期許師生不僅有校園，更有賞心悅目的優美校園。 

(4)人事室方面：1.獎勵教師進修、研究、研習以提昇師資素質。 

2.鼓勵現有教師升等並增聘高階師資，以改善師資結構。 

3.舉辦職員工教育訓練、獎勵參與研習以提昇服務品質及效能。  

(5)資圖處方面：圖書館總館藏量近 13 萬冊(種、件)，已達技術學院館藏圖書 10 萬冊、

各科專業期刊 20 種之規模，並逐年依學校發展方向及重點特色，配合增

設科系及師生資訊需求徵集教學與研究資源，強化自動化服務設備，有

效維護閱覽環境品質。電子資訊組自學校改制後，即有計畫地逐步擴充

計算機資源，發展五大構面，創新技術與設備支援教學研究、整合發展

與維護校務資訊系統、建構安全與快速校園網路系統、支援推展與建置

網路教學服務、、、、積極規劃與推廣資訊教育活動等，現已建立良好的使用

與管理制度，並逐步依計畫執行。  

(6)通識教育中心方面：本校通識教育以全人教育為理念，以培育術德兼修人才為目標。



 10 

藉由通識課程與相關活動，使本校學生兼具基礎學術與生活能

力，齊備公民意識與人文素養，期能培育專業、人道、博雅與

宏觀之現代公民。 

1.建立「全人教育」的教育理念，提供多元化的課程，以培養終

身學習教育為目標。 

2.增闢人文、社會、醫學整合課程，培養學生具備關懷社會、己

飢己溺並富人文涵養的「醫護人員」及「專業人才」。 

3.加強本國及外國語文能力的培養，具備聽、說、讀、寫能力，

以適應就業需求及國際交流趨勢。 

4.規劃人際關係與溝通、生活社交禮儀、國際禮儀等相關課程，

培養學生尊重、協調、關懷與團隊合作之能力，並能表達、溝

通與分享。 

5.結合「社區服務」機會，培養學生服務的人生觀，進而關懷人

群、關懷社會。 

6.成立生命倫理教育中心，使學生在醫護專業之外，更具備樹人

樹德的知識與涵養，成為醫療院所病人最受歡迎的醫護人員。 

7.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豐富學習內涵與擴大視野。 

(7)護理科方面：本科秉持「仁慈、博愛、樹人、樹德」之校訓，培養學生具備人文、科

技、知識、活力之特質，培育出『稱職』而能被病人或民眾與其家屬

所「信任」的基層護理人員，以提供全人照顧。  

1.根據教育部所頒發之專科（學制）課程標準，以培育護理專業通才為

主，運用護理過程之概念，傳授就業技能，亦重視「通識教育」

課程，以加強學生人文素養之培養，達成「全人教育」的護理專業。

期能培育符合業界需求之專業人才，減少學生教育性失業並發展護理

專業各類相對應科系，以培養多元領域人才。 

2.依照校訓之理念，延伸護理科教育理念為：以「關懷」為本質，培育

畢業生於畢業時具備「一般照護技能」、「一般基礎醫學」、「問

題發現與改善」、「尊重生命與關懷」、「敬業樂群」與「自

我成長」等能力。 

3.依據社會脈動與醫護科技之進展，配合模擬病房提供虛擬情境教學，

設計順應醫療趨勢與符合臨床真實情境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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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符合產業需求，課程規劃以配合業界人力需求及產業結構作調整。

並加強產學合作，以「產學合作」專案與實習機構進行學術交流，學

校將知識帶進產業中促進合作產業革新與發展，設立產學合作小組加

強與業界資訊交流、資源共享與經驗的合作，發展專業領域新知，亦

提高學理與實務結合，加強技職教育與產業需要的接軌。  

(8)物理治療科方面：互動的師生關係，創新的教學理念及完善的課程規劃。以臨床儀器

設備輔佐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積極輔導畢業生參加考試院之

物理治療師國家執照檢定考試。增聘博士學位之國內外專業師資，以

培育物理治療專業人才。建立國內醫院之建教合作，增加教師臨床實

務經驗，提供學生適當之實習場所，以配合國內物理治療專業的人才

需求。   

(9)視光學科方面：本科創設目的就是要協助培養國內視光學領域的專業人才，以提升驗

光配鏡的品質，期能對國人視覺保健之工作有所貢獻。本科之培育目    

標如下： 

1.培養學生具備眼睛護護理理保保健健的專業能力。 

2.培養學生具備鏡鏡片片加加工工處處理理的專業能力。 

3.培養學生具具備備各各式式鏡鏡片片裝裝配配的專業能力。 

4.培養學生具具備備眼眼部部屈屈光光檢檢查查的專業能力。 

5.培養學生具備雙雙眼眼視視能能訓訓練練的專業能力。 

(10)資訊管理科方面：資訊管理科以培育學生未來能夠在醫護單位及企業中擔任基層或

中階資訊管理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舉凡科務發展計畫之擬定、

課程設計、師資聘任、證照輔導及設備規劃等，均朝向此目標方

向努力。資管科重點發展特色如下： 

1.務實本位課程發展，符合產業需求。 

2.鼓勵在職進修研習，提升教師素質。 

3.改善整體教學環境，強化教學品質。 

4.鼓勵參與專題競賽，建立學習自信。 

5.重視科際合作，展現醫護管理特色。  

(11)幼兒保育科方面：幼兒保育科未來發展重點，除了落實 0-6 歲幼兒托育專業知能外，

並積極與本校護理科軟硬體資源互相結合，尤其著重 0-3 歲嬰幼

兒托育之課程規劃與實習制度的實施，以因應社會與嬰幼兒照護

之需求。同時，發揮幼兒保育科專任教師國內外的教育背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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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領域之專長(包含幼兒藝術、幼兒文學、家政、護理與特殊

教育)，強化幼兒保育科教學內容多元化的教育內涵與精神，培養

學生未來從事托育工作，與照護外籍配偶子女的競爭力更為充

實；以符合培育下列基層專業人力之目標。 

1.培養托育機構之合格保育員。 

2.培養專業之保母人員。 

3.培養課後托育之保育員。  

4.加強學生學習嬰幼兒保健、撫育及照顧工作之專業知能。 

5.課程之安排注重理論，並重視實習及實務內容，以輔導學生就業。  

(12)應用外語科方面：因應國家經濟發展國際化之人才需求，以專業技能、人文素養及

健全人格為目標，教授外國語文、外語教學與商業管理等相關理

論與實務，培養具有國際觀之語言人才。 

1.培養專業語文人才﹐以配合國家各界之需求。 

2.從聽、說、讀、寫、譯等能力提昇，結合多元化電腦與語言教學設

備，提供專業化的外語訓練，落實外語應用與溝通。 

3.積極輔導學生參加英、日文檢定考試，落實語言人才培養，以利於

學生預做就業與升學之規劃。 

4.以視訊、圖書、語言設備輔助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5.鼓勵教師參與學術活動、研究、著作、進修、升等，以提高本科學

術水準。 

6.締結國外姊妹學府，進行學術交流，交換學生及提供學生海外研習

活動、留學管道，以擴展學生國際視野與生涯規劃。  

(13)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方面：由於現代醫學影像處理與分析技術日新月異，以及系

統的數位化、網路化、及程式化，所以國內實缺乏結合

資訊、影像與放射技術之專業人才，本校設立本科之目

的，希望能整合醫學、理工和資訊之領域，成為培育現

代醫學影像暨放射人才之科系。藉由教育與實習、實務

整合將提供各大醫療院所所需之放射技術人才，生物醫

學之研究助理專業人才或再深造之基礎培育。本科未來

將是充滿挑戰與機會的絕佳科系。 

1.培養學生具備數位醫學影像產生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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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養學生具備數位醫學影像處理的專業能力。 

3.培養學生具備數位醫學影像儲存及傳輸技術專業的能力。 

4.培育學生通過放射師證照考試。 

(14)牙體技術科方面：本科為南台灣最先設立的牙體技術專業系科，肩負著培育優質牙

體技術專業人才及提升台灣整體牙體技術水準之重任。自民國 95

年成立至今，本科之設備及規模，普遍受到業界之肯定。因此，

牙體技術科之教學特色在本校乃至於全國技職教育體系中，佔有

相當重要之角色。為保持本科之特色，提升學生掌握義齒製作之

最新知識，將善加運用本校醫護技術基礎與資源，在課程設

計上著重培養具有牙體技術能力之人才，教學中不斷引進

新的牙體製作技術與新的牙科材料的發展。研究上針對本

科之特性與現有之師資人才，朝向牙科材料之開發，包括

發展金屬、陶瓷等材料。  

根據以上的培育目標與發展願景，訂定學生學習基本能力指標

及教學研究發展目標。 

1.固定義齒製造能力。 

2.活動義齒製造能力。 

3.矯正裝置物製作能力。 

4.材料應用能力。  

(15)職能治療科方面：由於老年人口、心理疾病患者、早產兒及高危險群嬰幼兒逐年增

加，以及社會大眾意識到健康生活品質的重要性，職能治療專業

人員需求量逐年來大幅提升。互動融洽的師生關係，創新的教學

理念及完善的課程規劃為本科之特色。本科旨在培育優秀職能治

療專業人才，除強化學生職能治療臨床之能力外，更以臨床儀器

設備輔佐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積極輔導畢業生參加考試

院之職能治療師國家執照檢定考試。培養具備專業知識、人文素

養以及醫學倫理的優秀職能治療人才。  



 14 

三三三三、、、、本本本本（（（（99））））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 

根據本校98～103學年度中程發展計劃之99年度發展重點如下： 

（一）擴增校地：評估學校改制技術學院整體發展規劃之幅地需求，目前已談妥租賃鄰近台

糖所有之土地改為學校用地，正規劃增建資訊圖書館及多功能體育館。 

（二）規劃校園：美化、綠化校內及校園週邊地區，使校園設施及景觀充滿藝術與文化氣息。 

（三）師資水準：逐年提升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比例，至98學年度已達32.76%，超過改制技術

學院標準。  

（四）研究計畫：積極組成跨校、跨科研究團隊，提出整合型研究計畫。 

（五）研究水準：鼓勵教師將研究論文發表於獲國科會推荐之各專業優良期刋。 

（六）國際合作：積極推動與學術水準相當之國際學府締結姊妹校，鼓勵學生海外遊學，推

行雙聯制或學制接軌等學術交流。 

（七）調整科班：擬將應用外語科之英文組和日文組分別獨立成為應用英語科和應用日語科。 

（八）改制升格：本校於98學年度第一學期之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達32.76%，日間部生師比達

19.45：1，全校生師比達22.88：1，配合其他空間、設備均已超越改制技術

學院各項條件，只要教育部政策許可，可適時提出改制技術學院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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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一一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一、教學儀器設備 1.資圖處：更新網路儲存媒體及 A305 電腦教室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5 目標 6 創新技術與設備支援教學研究。 

         更新光纖線路及網路交換器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5 目標 6 下的策略(1)逐步汰換校園光纖

網路，提供順暢的教學支援管道。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5 目標 8 持續建置安全與快速校園網路

環境，支援教學研究。 

更新 SPSS 及 PowerCAM 等軟體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5 目標 6 下的策略(2)適時購入教學研究

軟體，支援教學研究。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5 目標 9 強化數位教材製作及研究分

析，以推展與擴增網路教學服務。 

增購攝影器材與電腦剪輯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8 目標 9 下的策略(1) 網路教學攝影棚設

備補強，專人負責網路教材製作，強化遠距教材製作能力。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9 目標 4 下的策略(3) 充實教學及研究資

源，精緻改善電腦軟硬體設施，積極創新技術，建構資訊化

校園環境，提昇資訊服務品質。 

(3)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41 目標 7 的策略(4) 發展本校醫護特色，

持續製作醫護相關非同步教材的國、台語版教材的康健資訊

網，方便學生學習及嘉惠病友及家屬。 

(4)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41 目標 7 的策略(5) 持續建製「學生學習

成果展示」影音平台，錄製學生學習成果並剪輯、轉換成數

位影像檔案，上傳至網路平台，提供學生觀摩及學習  

2.護理科：擬更新 A607 兒科模擬病房、A604 內外科模擬病房、A605

產科模擬病房、A504 基護模擬病房、A506 臨床技術自學教

室、A613 身評教室、A315 社區健康推廣室、A511 精神科

團體治療病房、A505 基護示範教室、A610 產兒科示範教

室、A606 內外科示範教室、G401 健康護理推廣教室、A608

高齡者照護模擬病房、A603 心肺復甦術示範教室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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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2 目標 2 下的策略策略（2）擴充臨床技術

自學教室與系統。策略（3）配合臨床與教學需求，充實模擬

病房設備。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2 目標 4 下的策略（1）定期針對課室教學

與臨床實習銜接與整合形成共識與擬定策略並執行。 

(3)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 目標 8 項下之策略（2）配合課程需求與

各科學習目標，逐年購置教學設備及空間之有效利用。  

3.物理治療科：擬添購物理因子治療學示範教室 C507、物理因子治療

熱療教室 C509、義肢輔具室 C510、神經物理治療教室

C611 及解剖學實驗教室 A609 等專業教室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13 目標 1 之策略(1)建立專業教室高效

能 E 化教學環境，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2) 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13 目標 1 之策略(3) 持續申請教育部

年度獎補助款、「提升整體教學品質」等專案補助計畫，以

擴增臨床儀器設備，發展科系重點特色。 

4.視光學科：擬更新 C411 配鏡專業教室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中 二、特色目標內容之(一)短程目標(98~99

學年度)；目標 3、培育學生驗光配鏡專題製作能力；策略(1)：

加強學生驗光配鏡實務能力。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中二、特色目標內容之 (二 )中程目標

(100~103 學年度)；目標 4、建置特色實驗室擴充儀器設備；

策略(3)：建置眼鏡製作及鏡框鏡架設計研究專業訓練教室。 

(3)符合中長程計畫書中 六、設施支援內容之(二)持續建構專業教

室及實驗室 (98 至 103 學年度) 1、擴充現有專業教室設備(3)

配鏡專業教室設備。 

5.資訊管理科：擬添購即時互動系統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204 中程目標：  

發展目標 1：強化師資陣容、充實教學軟硬體設備 

發展目標 2：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落實「能升學、可就業」

之教育目標。 

6.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擬購買熱發光劑量計計讀儀系統、蓋格計

數儀用偵檢器、個人輻射警報器等設備 

(1)符合中程發展(3)骨質密度實驗室 99～101 年度品質保證組合

擴增設備。 

(2)符合中程發展(3)骨質密度實驗室 99～101 年度骨質密度掃瞄

資料分析系統擴增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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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幼保科：擬購買電腦與一批樂器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2 目標 1 擴增招收五專新生，需增設備。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2 目標 9 配合本科課程特色及區分學群。  

8.牙體技術科：擬購買電子手機馬達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72 目標 1 下的策略（1）：召開設備規劃

委員會，定訂適當之儀器設備規格數量，妥善規劃購置儀器

設備，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83（二）預計建置牙科陶瓷實驗室。 

(3)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84（三）預計更新擴充固定義齒實驗室。 

9.職能治療科：如擬增加生理疾病職能治療教學資源及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中短期目標 2 持續建構職能治療技術學教

室、兒童職能治療教室以及日常生活功能訓練教室。 

(2) 符合中長程計畫書中中程目標 5 下的策略(3) 配合臨床與教

學需求，逐年充實專業教室設備 

10.通識教育中心：擬添購改善體育及美術教學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88 目標 2 下的策略(2)添購教學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94 擴充現有專業教室設備：添購游泳池、

美術教室教學設備，以提升教學成效。  

二、軟體教學資源 

（一）圖書、期刊及

視聽教材增添 

 

（二）教學研究及學

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設備增添 

（一）資圖處：添購圖書、期刊及視聽教材 

1.增添各項軟體教學資源，支援各科教學研究需求。 

2.增購 MEDLINE 及 CEPS 醫護類電子全文資料庫。 

3.擴充各類科國家證照考試、技能檢定及升學相關用書。 

4.因應新設科系需求，增購日文書刊。 

5.加強法律、史地、藝術等通識課程圖書。 

（二）學務處：為增進學生體適能能力、強健體魄、並照護學生健康，

推動學生運動社團辦理校園體育活動，增加並帶動校園運動風

氣，擬購置學生體育性社團活動所需設備，如數位電動跑步機、

數位交叉訓練機、髖骨臀圍訓練機等設備。同時，為提升學生

參與課外活動之興趣，積極推動服務學習活動，強化學生經營

與管理社團的能力， 擬添購學生活動所需設備，如數位相機、

社團活動音響、及全自動身高體重計等。 

三、校園環境安全與

衛生 

所提出『校園安全監視設備』符合總務處中長程計畫中 99 學年度第 9

項持續汰換校園安全監視主機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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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依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升格改制技術學院及推動技職發展特色為本校努力達成

之目標。為達此目標，提昇教師素質及提昇學生實務能力為本校之發展重點，並據此訂定獎

助項目以達成效。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 獎助教師進行學術、實務性專

題研究 

� 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討會及

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 

� 舉辦學術活動及講座 

�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著作、作品 

 

 

 

� 獎助教師進修 

� 獎助教師送審升等 

 

�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 獎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各類

競賽活動 

� 獎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各類

證照考試 

� 獎助教師執行各項產學合作

案 

一、提昇教師素質 

（一）提昇研究風氣，發展教師學術專長 

1.積極獎勵教師進行各項學術研究，以校內研究案

為發展基礎，並鼓勵教師積極申請國科會研究計

畫、其他政府機構委託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以

提升技職教學水準，建立本校技職地位。 

2.獎勵教師參加校內外研討會及出席國際性學術

會議，加強本職學能，並取得各項相關證照，

以提高教學品質，回饋學生。 

（二）提昇高階師資比率，改善師資結構 

1.獎助教師以在職進修、留職停薪、選派進修等方

式取得博士學位。 

2.鼓勵現有教師送審升等，提升高階師資比率。 

二、提昇學生實務能力 

（一）規劃重視專業、實務、通識、語文、資訊課程 

1.舉辦以「專業知能」、「實務能力」、「人文素養」

為架構之學術活動及講座，以協助教師整體課程

設計。  

（二）精進教學品質，提昇考照率、升學率及就業率 

1.鼓勵教師自製教具教材、指導學生專題製作及參

加教學有關之創作比賽、製作幻燈片、投影片講

義、模型課程、教學或教材教法等等教學媒體，

提升教學效果與促進學生理論與實務印證，提高

教學成效，使學生順利取得專業證照，作為升學

及就業之準備，達成技職教育目標。. 

三、發展技職特色 

（一）推動產學合作 

 1.鼓勵教師積極爭取產學合作計畫，因應產業變化

趨勢，發展各科特色。 

（二）推動證照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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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鼓勵教師輔導學生考照，落實技職教育特色。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 

� 補助行政人員參加研習、訓練 

�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一、提昇行政人員服務品質及效能： 

（一）鼓勵行政人員參加校外業務研習、短期在職進修、

證照訓練等，以精進專業知識與技能，提高工作效

能。 

（二）舉辦各類教育訓練培養專業素養，提高服務品質。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一、 延攬聘請不易之專業師資 

校園社團多面向、多元化的發展，已成為現代趨勢。

站在輔導立場，可以發現專業師資不足，是所有社

團發展的障礙，尤其是藝能類社團，師資甚為缺乏

(如：話劇、熱音、街舞社等)。因此，延攬聘請不易

之專業師資，是為工作重點。 

二、增進社團指導之教學品質 

定期派員參加訓輔研討會，或鼓勵社團師資多多參

與校外提昇教學品質講習，並擴大辦理社團指導老

師研習，邀請專家學者到校分享指導學生社團之經

驗，使教師之專業知能能有效率、效能地全數傳授

予學子，以提昇社團指導之教學品質 

三、發展具校園特色之專業社團 

配合教育部「一人一運動、一校一團隊」政策，並

視學校本身之優劣勢與支持度，利用社團評鑑方

式，篩選出績優之運動性社團，全力扶植培養，使

其成為具競爭力、且具校園特色之專業社團，並以

此帶動校園社團活力，以及激發其他社團發展潛力。 

四、配合教育部推行之志工及服務學習活動 

本校從 95 年度開始實施社團團隊至偏遠中小學當資

訊志工及行之多年弱勢團體義務服務隊，獲得多方

好評，若能將此一義行擴大推廣讓更多人受惠，提

升醫管專業學校學生所需具備的專業素養，鼓勵加

入志工行列，推廣義工行為等。藉由參與社區活動、

服務中小學童等服務 過程 、反思 與慶賀等歷

程，讓學生學以致用，與社會產生密切的互動，從

中體驗「做中學」之精神，並獲得肯定自我價

值的機會。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重視實務課程，提昇學生實務能力，發展技職特色 

(一) 強化學生在校就學時，體驗臨床情境，增設模

擬病房設備，使學生於模擬情境中熟練技術與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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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臨床情境。 

    (二)充實實驗設備，精進學生專業技術。 

五、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增聘高階師資： 以助理教授 40%以上為師資標準，以提

升教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達成本校升格改制技術學

院之目標。 

六、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減輕學校人事成本負擔，以充實軟

硬體設施，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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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經費支用原則經費支用原則經費支用原則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訂定「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規定各相關單

位的業務職責，於 97 年 12 月 30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一）資本門： 

1.專責小組會議依下列原則分配，決定各單位之分配預算額度，並依各單位經費

需求項目，排列優先順序提報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陳報  教育部。 

（1）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與本

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育部獎補助款教育部獎補助款教育部獎補助款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分配

各單位經費 

（2） 依據各科去年採購執行率 

（3） 各單位行政配合度 

（4） 各單位提出之計畫規劃 

2.各教學單位依各科之中長程發展計畫與經費額度，提出「資本門經費需求調查

表」，經科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提交專責規劃小組會議討論。 

3.總務處則針對校園安全及環保設備進行規劃，向專責小組提出需求。 

4.圖書館收集各教學單位建議書單及學生事務處參考學生社團需求，彙整後向專

責小組提出需求。 

5.支用時依本校採購程序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6.新設之職能治療科將給於特別額度滿足基本設備需求。 

（二）經常門：  

1.人事室依教育部經費支用比例規範及參酌最近一次訪視委員建議改進事項，擬

定獎助金額分配比例，提交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定。 

2.經常門(研習)經費分配原則如下： 

(1)基本補助額：按各科、中心專任教師人數佔全校專任教師人數比例計算。 

(2)證照加權：依據各科學生考取證照並經加權後之比例，排列名次，再按名次

計點分配金額。 

a.指標計算時間：97學年度在校學生技術證照資料+98年7月證照考。 

b.各項證照加權標準另案討論。 

c.各科基本點數為1點。名次加點方式：第一名者加4點，第二名者加3點，第

三名者加2點，第四名者加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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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別預算：評估各科特殊情況分配。 

(1)97學年度新設職能治療科，因此給予特別預算。 

(2)醫影科及牙技科目前教師人數較少，但99學年度學生人數將會增加，極有

可能增加師資。另考量此二科系以少數之教師運作所有科務，非常辛苦，

因此給予特別預算。 

4.各科去年執行成效：按各科、中心 98 年度研習經費執行成效排名計點。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 

（三）採購辦法與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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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預期成效預期成效預期成效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六） 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七）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說明書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項     目 預  期  成  效 

一、教學儀器設備 1.資圖處 

配合資訊圖書處 98-103 年中長程計劃之短期目標 9：『推展與擴增

網路教學服務』，與中程目標 7：「推展網路教學服務，提供多元學

習層面」，電子資訊組規劃於九十九學年度進行遠距教學相關軟硬

體設備之更新與建置，並搭配網路教學攝影棚設備補強，定期針

對網路教學成效作統計、分析及評鑑、積極推動專業教師教材電

子化、定期維護平台、敦請具專業知識背景之博、碩士專家，撰

寫與製作教材、強化教材數位電子化及網路化等策略，強化本校

之遠距教學服務，不僅可用以積極協助任課教師進行教材之錄

製，加強教師遠距教材製作能力，更希望提供所有教師與學生一

個完善且嶄新的網路教學平台，俾利教師之教材之典藏存放與分

享，更有助於學生課前之預習與課後複習之使用。  

2.護理科 

(1)肩掛式乳房護理模型，使學生能練習衛生教育-乳房自我檢查的

技巧，激發護理學生衛生教育之創造力，學生將護理知識、技

能與態度加以融會貫通，了解到護理專業的核心價值，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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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學品質。運用於臨床上能達到正確教導社區民眾健康觀

念、健康知識、健康態度，與健康習慣培養之目的。 

(2)護理假人模型、褥瘡護理模型、直立式電子血壓計，提供技術

練習，運用於課室技術教學。 

(3)多功能新生兒模型、早產兒模型、電動拍痰器、心肺音聽診訓

練模型、氧氣濃度測量儀、DENVER II 評估工具組、吸煙娃娃、

尖峰呼氣流量計、點滴控制式幫浦，可以提升教師教學能力與

教學品質，學生可以正確運用兒童發展評估工具於兒童，並且

完成課程指定作業。 

(4)身體評估訓練模型-神經系統訓練模型、骨骼血循系統訓練模

型、人體脊髓模型，提供標準化技術資料，配合教學光碟、實

體模型，運用於課室技術教學，使學生可以正確操作身體檢查

與評估技術。 

(5)使學生能習慣醫療的環境結構，藉由模型練習與技術操作，以

增強學生操作之正確性，增加治療性人際關係之建立，統合護

理理論與臨床實務。 

3. 物理治療科： 

(1)提供教師良好實務操作示範環境 

(2)提供各式臨床電療及熱療(物理因子)設施，使學生能實際操作儀

器、靈活運用所學。 

(3)提升學生之學習環境與設備，使學生有較多操作與模擬之機會。 

(4)利用各項圖像與模型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以增加學習成效。 

4. 視光學科 

(1)讓本科學生於驗光配鏡等實驗課程能有充裕的設備可以操作練

習提升學習成效。 

(2)有充裕與新穎的儀器設備可以辦理視光產業從業人員之講習與

回流教育。 

(3)成為未來眼鏡加工製作技能檢定所需專業訓練與考核之場地。 

(4)提升學生通過「眼鏡製作技術士」丙級考試之及格率。 

5. 資訊管理科 

(1)支援證照輔導課程及電腦專業課程使用。 

(2)提供證照考照模擬與評改環境。 

(3)配合相關輔導措施，提升專業資訊證照考照率建立資管科特色。 

6.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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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能力提升：經由參加相關講習、研討會，將習得之新知

應用於醫影科教師能力提升及學生教學上可提升 40%的教學

效益。 

（2）熱發光劑量計計讀儀系統、蓋格計數儀用偵檢器及個人輻射

警報器建置後，對教師及學生操作輻射度量、輻射安全、品

質保證實務能力之提升可至 90%的效益。 

（3）經由熱發光劑量計計讀儀系統、蓋格計數儀用偵檢器及個人

輻射警報器的使用，教師及學生學習新知、開發新技術，學

術實務能力可提升 30%的效益。 

7. 幼保科 

（1）可提升教師教學能力與教學品質，培育學生成為幼兒音樂、

幼兒舞蹈之從業人員。 

（2）規劃學生藉由模型練習與技術操作，增強實務操作之正確

性，故，需有特定之空間，存放相關操作教學儀器設備。 

8. 牙體技術科 

（1）採一人一機制，學生可充分使用，提升學習成效。 

（2）建構優良學生實習場所，培養優秀學生協助實驗課教學。 

（3）建立中心管理辦法，以利學生課間自學，增進學生實務能力。 

（4）提供業界從業人員再教育之場所。 

（5）藉由『牙科技術研討會』的舉辦，與產學互動，行銷學校及

畢業生與提昇教師專業知能。 

9. 職能治療科 

（1）充實學習資源，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增加學生的學習動

機，培養自主 學習的能力。 

（2）提升學生對相關疾病的瞭解，學習正確的評估方法，並設定

專業的治療目標與計畫。 

（3）藉由實際操作教學，提升學生的專業素質。 

10.通識教育中心 

（1）使得游泳教學更為生動活潑，讓學生更加喜歡水上活動，不

再視游泳為畏途。 

（2）使美術課程的教學方式更為生動活潑，營造出知性與感性的

學習空間。 

二、軟體教學資源 

（一）圖書、期刊及

視聽教材增添 

（一）資圖處 

1.增添各科專業類館藏，善用資源以提升學校教師教學及研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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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研究及學

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設備增添 

準，協助學生考照與升學。 

2.充實各類型館藏資源，帶動學生之學習興趣，提供學生涉獵廣泛

之相關知識。 

（二）學務處 

1.積極推動課外活動教育、帶動中小學、服務學習、協助各項社團

活動辦理。 

2.提昇學生社團設備品質，充實學生辦理活動所需。 

3.本年度以強化學生音樂素養，培養學生表演藝術能力為計畫目

標。 

三、校園環境安全與

衛生 

汰換老舊監視設備提昇校園安全水準，持續維護校園及確保師生在

校活動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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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項  目 預   期   成  效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 

1.研究 

 

 

 

 

 

 

2.研習 

 

 

3.進修 

 

 

 

 

4.著作 

 

5.升等送審 

 

6.改進教學、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 

 

 

1-1.藉由校內研究案，培養專任教師申請國科會等各項研究計畫補助

之基礎。 

1-2.藉由學術研究之獎勵，鼓勵教師爭取更多政府或民營機構委託研

究計劃案，建立學術地位。  

1-3 教師在學術研究上之成果，有助於產學合作之的推動，發展技職

特色。 

2-1.教師參與研討會，可加強本職學能，並取得相關證照，以充實教

學內容，增進相關實務知識，回饋學生。 

2-2.藉由研討會促進學術交流，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3-1.藉由各類教師進修獎助案，可鼓勵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並升等，改

善師資結構。 

3-2.藉由選派進修培育不易延攬之高階專業師資。 

3-3.獎助教師短期進修專業領域課程可提升教師之教學及實務能力。 

4-1.獎助各類論文發表，可提升教師發表論文及出席國際會議之意

願，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建立學術地位。 

5-1.藉由各項研究、研習之獎助，可協助現有教師發展學術專長，以

著作送審升等，提升高階師資比率。 

6-1.透過研討會與改進教學計劃專案，可提升教師課程計劃、教學方

法、輔導與評量能力，精進教學成效。 

6-2.教師自製教具、教學媒體，可改善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6-3.教師指導學生製做專題或參加競賽，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實務

能力。 

6-4.提高教學品質，使學生考照、升學率及就業率提升。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1.精進行政人員之專業知識與素養，提高服務品質及工作效率。 

2.提升行政人員對各項法規之認知，依照規定程序及辦法辦理各項業

務。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 

1.提升學生加入社團意願 

屬藝能類之社團，是為大多數學生加入社團之首選，然往往因專業

師資的聘請困難，導致社團難產或中途倒社，直接影響學生加入社

團意願。若能改善師資結構問題，延攬高度專業師資，使社團運作

正常化，相信定能提升學生加入社團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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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團整體素質提升 

社團教學品質，在質的方面，經由教師們在職進修，參與研習後，

相信必能大幅成長，學生亦能在寓教於樂的教學環境中，快樂學

習，進步成長，社團在教師與學生良性互動下，社團運作必能趨向

穩定成長，從而提升社團指導之教學品質。 

3.與附近社區共生共榮 

學校發展具校園專業特色社團，勢必走出校園，服務附近社區，以

回饋社會。學校並可利用此機會，與附近社區締造友誼，發展出長

期合作模式，不但有利於校譽名聲與學校發展，對附近社區居民亦

為一大福音。 

4.辦理多元與多樣化的課外活動 

鼓勵學生辦理課外活動，提高學生參與活動的興趣，拓展學生校園

生活，藉由課外活動的辦理與參與，提高學生自治精神，增強學生

服務能力，培養學生領導才能以及促進學生創造力。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 

1.使教學情境更貼近臨床現況，讓學生在模擬病房環境中時實際操作

並練習各項技術。 

2.提供充足的實驗設備，減少多人輪替練習的情況，增加學生實際操

作練習的機會，使學生能熟悉各項技能的操作原理及手法，精進技

術。 

五、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1.提升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達 40％以上，超越升格技術學院之師資標

準。 

2.提升高階師資比率，改善師資結構。 

六、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1.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減輕學校人事成本負擔，以充實軟硬體設施， 

提升教學品質。 

伍伍伍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行注意事項，請參考「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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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列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99 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2.02 ﹪﹪﹪﹪） 

總經費

(5)=(3)+(4) 

＄＄＄＄12,918,787 ＄＄＄＄12,860,447 ＄＄＄＄25,779,234 ＄＄＄＄3,097,836 ＄＄＄＄28,877,07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22.85 ﹪）﹪）﹪）﹪）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77.15﹪）﹪）﹪）﹪） 

金額 ＄9,043,151 ＄9,002,313 ＄707,916 ＄3,875,636 ＄3,858,134 ＄2,389,920 

合計 $18,753,380 $10,123,690 

占總經

費比例 
64.94% 35.06%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不含計畫型獎助）70﹪及 30﹪。前段經常門

預算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經資

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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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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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12,491,284 69.22 ﹪ ＄707,916 100 ﹪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4,600,000 25.49 ﹪ ＄0 0 ﹪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 
＄454,180 2.52 ﹪ ＄0 0 ﹪ 註四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

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

相關設施。） 

＄500,000 2.77 ﹪ ＄0 0 ﹪ 註五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8,045,464 100 ﹪﹪﹪﹪ ＄＄＄＄707,916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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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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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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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

學資源規格說明書（附表六）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附表八） 

註六：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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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內容說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

說明）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以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研究 

＄1,380,000 

研究 

17.84 ﹪ 

研究 

＄120,000 

研究        

5.02 ﹪ 

1.專題研究經費補助：由技合處
負責經費規劃及管控。申請者提
出申請書及計畫書，先經科(中
心)務會議審核通過後，送技合
處辦理校外專家審查作業，最後
送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依據專
題研究補助辦法及研究計畫申
請審查作業要點辦理外審及校
審作業。各研究案經費之審議乃
綜合外審委員意見、專題研究內
容之實用性、過去執行成效等辦
理審核；審核程序符合公平、公
正、公開原則，且適用於全體教
師。 
2.獎勵：由技合處負責經費規劃
及管控。依據「鼓勵教師爭取校
外研究計畫暨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獎勵辦法」，申請人應先填寫
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經科
(中心)務會議初審通過，向技術
合作處提出申請，再送研究發展
委員會複審。審核程序符合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且適用於
全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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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 

＄650,000 

研習        

8.40 ﹪ 

研習 

＄100,000 

研習        

4.18 ﹪ 

1.教師參加研習：教學發展中心
根據年度預算，依各科、中心專
任教師人數佔全校專任教師人
數比例、各科學生考取證照並經
加權後之比例、各科特殊情況、
各科去年執行成效等計算分配
各教學單位研習經費，提交專責
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決定。各教學
單位於分配額度內執行管控，申
請者以簽核方式提出申請，再送
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查。 
2.辦理學術性研討會、專題演
講、教學成效評估與提升等活
動：由教學發展中心負責經費管
控，申請單位將申請書提經科
(中心)務會議審議通過，交教學
發展中心彙整提教學發展委員
會審查。 
3.出席國際會議獎助：由教學發
展中心負責經費管控，申請者將
申請書及證明文件提經科 (中
心)務會議審議通過，交教學發
展中心彙整提教學發展委員會
審查。       
3.各項研習經費補助依「教師研
習獎勵辦法」、「出席國際會議獎
助辦法」之補助規定進行審議，
審核程序符合公平、公正、公開
原則，且適用於全體教師。 

進修 

＄1,869,770 

進修        

24.18 ﹪ 

進修 

＄286,700 

進修        

12.00 ﹪ 

由人事室負責經費規劃、執行及
管控，申請者提出申請後，先經
科(中心)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再
送教評會審議；選派進修者由人
事室推薦經教評會審議。依「教
師進修辦法」之規定審查，審核
程序符合公平、公正、公開原
則，且適用於全體教師。 

著作 

＄350,000 

著作        

4.53 ﹪ 

著作 

＄100,000 

著作        

4.18 ﹪ 

由教學發展中心負責經費規
劃、執行及管控，申請者提出申
請後，先經科(中心)務會議審核
通過後，交教學發展中心彙整提
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查。依「獎助
教師發表論文著作辦法」之規定
審查，審核程序符合公平、公
正、公開原則，且適用於全體教
師。 

升等送審 

＄54,000 

升等送審 

 0.70 ﹪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 

由人事室負責經費規劃、執行及
管控，經教評會審議，審核程序
符合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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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教學 

＄360,000 

改進教學    

4.65 ﹪ 

改進教學 

＄90,000 

改進教學    

3.78 ﹪ 

1.個人獎助：由教學發展中心負
責經費規劃、執行及管控，申請
者提出申請後，先經科(中心)務
會議審核通過後，再送教學發展
委員會審議。依「改進教學獎助
辦法」之規定審查，審核程序符
合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且適
用於全體教師。 
2.辦理改進教學相關活動：由教
學發展中心負責經費規劃、執行
及管控，申請單位將申請書提經
科(中心)務會議審議通過，交教
學發展中心彙整提教學發展委
員會審查。 
3.課程專案獎助：由教務處負責
經費規劃、執行，人事室負責管
控，申請案經教務會議審查。 

編纂教材 

＄200,000 

編纂教材    

2.59 ﹪ 

編纂教材 

＄50,000 

編纂教材    

2.09 ﹪ 

1.教材製作費補助：由教學發展
中心負責經費規劃、執行及管
控，申請者將申請書及計畫書提
經科(中心)務會議審議通過，交
教學發展中心彙整提教學發展
委員會審查。 
2.獎勵：由教學發展中心依「教
材編纂獎勵辦法」辦理競賽。由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聘請 7-10 位
教師組成評審委員會，依評審結
果擇優獎助。 

製作教具 

＄200,000 

製作教具    

2.59 ﹪ 

製作教具 

＄50,000 

製作教具    

2.09 ﹪ 

1.教具製作費補助：由教學發展
中心負責經費規劃、執行及管
控，申請者將申請書及計畫書提
經科(中心)務會議審議通過，交
教學發展中心彙整提教學發展
委員會審查。 
2.獎勵：由教學發展中心依「教
具 研 製 獎 勵 辦 法 」辦理競
賽。由教學發展中心主任聘請
7-10 位教師組成評審委員會，
依評審結果擇優獎助。 

合計 

＄5,063,770 

合計        

65.48 ﹪ 

合計 

＄769,700 

合計        

33.34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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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3.88 ﹪ ＄0 0 ﹪ 

1.校外研習、訓練及進修：依承
辦業務相關行政人員需求，並根
據本校行政人員研習補助辦法
及在職進修辦法，陳請校長核可
後，給予補助。 
2.舉辦專題演講、訓練及研習
會：由人事室負責經費規劃、執
行及管控，行政單位提出申請
後，送行政會議審議。依「行政
人員研習補助辦法」之規定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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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事務

與 輔 導 相

關經費 (占

經 常 門 經

費 2%以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450,000 5.82 ﹪ ＄0 0﹪ 

由學務處依照教育部獎補助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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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校外指導老師指導費 
二、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訓
輔活動 
1.校外活動研習 
2.校外活動經費：本項經費以補
助全年性校外帶動偏遠地區中
小學志工活動及社區服務志工
為主，輔以突發性義賣展演或義
工服務活動之參與經費。 

四、改善教學

之 相 關 物

品 (單價一

萬 元 以 下

之 非 消 耗

品) 

$0  0 ﹪ ＄1,593,220 66.66 ﹪ 

由各教學單位提出申請，經專責

小組會議依據其急迫性及實際

效益討論決定，原則以能精進學

生專業實務能力的實驗設備優

先考慮。 

五、新聘教師

薪資 
＄1,220,000 15.77 ﹪ ＄0 0 ﹪ 

原則以新聘、高階師資為補助對

象，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定，

並於發放薪資時載明由教育部

獎補助款補助。 

六、現有教師

薪資 
＄700,000 9.05 ﹪ ＄0 0 ﹪ 

原則以現有、高階師資為補助對

象，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定，

並於發放薪資時載明由教育部

獎補助款補助。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7,733,770 100.00 ﹪﹪﹪﹪ ＄＄＄＄2,389,920 100.00 ﹪﹪﹪﹪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九：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比例)。 

註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四

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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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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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網路教學伺服主機 

2U(含以上 )機架式伺服器 (Quad-Core Intel 

Xeon 2.0GHz(含以上)二顆)(Windows Server 作

業系統)(SAS 硬碟) 

2 台 180,000 360,000 

建置與架

設網路教

學平台 

資圖處  

2 網路教學平台系統 

1.同步及非同步系統整合 

2.與校務行政系統整合 

3.舊平台(WM 2.x)資料轉至新平台 

4.含四年內免費維護升級 

1 套 1,600,000 1,600,000 

非同步遠

距教學平

台系統 

資圖處  

3 同步教學視訊系統 

1.同步教學視訊系 

統多國語系(含繁體中文) (一式 100users) 

2.同步及非同步系統整合 

1 套 1,400,000 1,400,000 
同步教學

視訊系統 
資圖處  

4 教學教材儲存設備 19 吋機架式 3U 高階儲存設備 1 台 240,000 240,000 

儲存與備

份網路教

學教材 

資圖處  

5 教材擷取、後製工作站組 

※ 影像擷取後製工作站: 

Quad-Core Intel Xeon 2.0 GHz(含以上)，

windows 作業系統、含影像擷取卡、24 吋(含

以上)液晶螢幕、共兩組。 

※ 電子式數位影像分配器 1 對 4(含以上)，共

一組。 

※ 42 吋(含以上)液晶監視器，共一組。 

※ 含安裝設定，4 年保固維護。 

1 組 140,000 140,000 

數位教材

錄製、與後

製用 

資圖處  

6 電動傾斜床 電動調整高度及傾斜，手控開關為氣壓式。 2 台 185,000 370,000 教學用 職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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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電源：110V/60Hz 

床面寬度： 60 公分以上 

傾斜床長度：175 公分以上；總長度 185 公分

以上，升降高度範圍：約 45~85cm 間 

7 可後傾式輪椅 鋁製骨架，靠背可調整角度， 3 台 15,000 45,000 教學用 職治科  

8 進食輔具組 內含特製餐具組以及成人餵食評估組 1 組 31,000 31,000 教學用 職治科  

9 穿衣輔具組 
內含穿戴取物輔具、穿衣輔助桿、穿襪輔助器

等、扣鈕扣輔具 
1 組 15,000 15,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0 多功能新生兒模型 

1.具有洗澡、口鼻護理、臍帶護理、測量肛溫

功能 

2.仿真人尺寸 

3.軟質，非大陸製 

4.附可拆式臍帶及提袋 

4 具 50,000 200,000 

充實兒科

護理教學

資源 

護理科 

A607 

 

11 護理假人模型 

1.仿真人尺寸，可搬動 

2.可供病患傷口包紮，眼、耳、鼻、胃、腸、

膀胱沖洗、肌肉、皮下注射練習、鼻胃管灌洗

及餵食、氧氣給予練習、氣切口照護、 

導尿訓練，男性、女性生殖器可互換、結腸造

口照護練習、灌腸練習、關結可自由活動練習，

可供直立、坐、臥姿勢，肺、心、胃、膀胱、

腸均可拆解，膀胱和腸為防水裝置，與外生殖

器相連。 

3.材質等同 3B 等級（非大陸製）。 

8 具 97,000 776,000 

充實內外

科護理與

基本護理

教學資源 

護理科

A604 

 

12 早 產兒 模型 （ pronatis 1.分別為 24 週（身高約 35 公分、體重約 1000 1 組 110,000 110,000 充實兒科 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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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model） 公克）及 30 週（身高約 40 公分、體重約 1500

公克）早產兒模型各一個。 

2.軟質。 

3.非大陸製。 

護理教學

資源 

A607 

13 電動拍痰器 

設備含大人尺寸和小兒尺寸 

各一付 

(拍打杯、震顫杯、海棉軟 

墊杯，皆包含大人尺寸和小 

兒尺寸各一付) 

2 台 37,000 74,000 

充實產兒

科護理教

學資源 

護理科

A607 

 

14 褥瘡護理模型 
1.模擬褥瘡四級傷口 

2.可供傷口清潔、分類、分期及評估練習 
2 具 38,000 76,000 

傷口護理

示範 

護理科

A604 

 

15 肩掛式乳房護理模型 

乳房自我檢查模型 

1.每組附手提木箱、保養粉 

2.共有 6 種常見乳房病徵 

3.模型尺寸和皮膚觸感類似真人 

4.肩掛式附安裝用皮帶 

5.非大陸製。 

4 具  39,000  156,000 
衛生教育

演練使用 

護理科

A315 

 

16 心肺音聽診訓練模型 

1.模型具有擴音功能 

2.附遙控器 

3.可於模型上實際執行聽診異常心肺音的練習 

1 組 149,000 149,000 

充實產兒

科護理教

學資源 

護理科

A607 

 

17 氧氣濃度測量儀 
1.等同醫院使用規格 

2.氧氣異常警示功能 
1 台 35,000 35,000 

充實產兒

科護理教

學資源 

護理科

A607 

 

18 點滴控制式幫浦 TERUMO 廠牌日本製或同等級 3 組 53,000 159,000 充實產兒 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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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含點滴架、輸液量範圍 0-9999 ml 耗電率小於

16VA/含 IV set×100 組: 精密計量 set×50 組) 

科護理教

學資源 

A607 

19 電子手機馬達 最高轉速：35000rpm 以上 50 台 28,000 1,40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0 石膏研磨機 濕式除塵 4 台 12,000 48,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1 真空包埋機 含全套攪拌盒 3 台 33,000 99,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2 蒸氣洗淨機 具壓力顯示、自動洩壓閥 3 台 22,000 66,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3 高速馬達 轉速：30000rpm 以上 4 台 38,000 152,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4 舌側研磨植 pin 機 含吸集塵設備 4 台 25,000 10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5 專業型實物投影機 

影像感測器：1/2.5 吋 CMOS(±10%) 

總畫素：300-500 萬畫素 

最高解析度：1280×720-1080(±10%) 

畫面旋轉：旋轉 0°/90°/180°/270°/-90° 

內建記憶體：可儲存 80-100 張圖片(圖片解析

可達至少 300-500 萬畫素)或可外接記憶槽 

1 組 31,000 31,000 教學用 物治科 

 

26 多頻錐點低週波治療機 

.脈波寬度: 50, 100, 150 三種微秒 

.治療模式: 混合 (3~15 Hz/Pulse)、 

.安全裝置: 過電流保護迴路、自動歸零保護迴

路 

.尺寸: 480 x 370 x1270(H)mm(±10%) 

.重量: 62 公斤(±10%)    

1 組 389,000 389,000 教學用 物治科 

 

27 
雷射治療機(含穴道偵測

筆) 

.尺寸:240 x 210 x 100 mm (±10%) 

.重量:1.5 公斤 (±10%) 

. 輸出能量與波長 :10 mW–640nm 波長，

100mW—905nm 波長，19 diode (9x10mW、

1 組 170,000 170,000 教學用 物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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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0x15mW)，60diode(32x640nm、28x950nm) 

.額外配件: 

.鐳射輸出頭 

.護目鏡 

.穴道偵測筆 

28 12 肢導循環機 

.可正確設定單獨治療之參數 

.壓縮範圍: 0-120 mm Hg(±10%) 

. 病患停機裝置 (搖控式) 

. 尺寸: 寬 37 x 高 18 x 長 25 公  分(±10%) 

. 重量: 5 公斤(±10%) 

1 組 207,000 207,000 教學用 物治科 

 

29 單人用頸腰牽引床 

1.採用鋼索式牽引  

2.最大牽引力：99 公斤  

3.牽引模式：正常牽引、牽引保留、三段式牽

引 

4.牽引拉力校正：可直接在面板上校正正確拉

力公斤數  

5.滑動牽引床規格: 570x 2795 x 2100(H)mm (各

±5﹪)  

1 組 305,000 305,000 教學用 物治科 

 

30 攜帶型整脊床 

尺寸：長度約 185 公分，寬度約 76 公分，高度

可調整 58 至 83 公分 

附有手提握把及套子，易於搬運 

附有呼吸氣孔 

5 組 20,000 100,000 教學用 物治科 

 

31 教室 E 化設備組 
1.資訊講桌 

� 本體：講桌(含轉輪及定位螺組) 
1 組 80,000 80,000 教學用 全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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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麥克風：鵝頸式 

� 擴大機：60W 以上 

� 控制面板：I/O 整合介面 

� VGA 自動切換器及分配器及集線器 

2.電腦組 

� CPU：Intel Core2 Duo 2.93GHZ(含)以上 

� RAM：2G DDR2 533/667 (含)以上 

� HDD：500G(含)以上 

� 具 DVD 光碟機 

� 系統：須含 WIN 7 作業系統 

� MONITOR：17”強化玻璃鏡面 LCD 

� 含還原卡及 4 年保固 

3.LCD 投影機 

� 投影方式：LCD 

1. 解析度：至少 1024x768 

2. 投影畫面：4:3 

3. 對比率：400:1(含以上) 

4. 亮度：2200 流明(含以上)，除內建燈泡

外，附燈泡 1 顆(1 年/1000 小時保固)，並

含 87”布幕 

含安裝及機體 4 年保固 

32 實物投影機 

變焦鏡頭:12 

攝像範圍:350*260mm 

解析度：1024x268 

1 組 46,000 46,000 教學用 全校性 

 



 41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使用畫素：RGB 畫素 200 萬-300 萬 

影像翻轉：0/90/180/270 度 

機體尺寸：52cm(L)x35cm(W)x59cm(H)，

5Kg(±5%) 

機身影音錄製功能 

放大倍達 48 倍 

真實性 3D 立體攝影 

33 電腦 

Intel 雙核心處理器 

記憶體：2G 

硬碟：500G 

DVD 燒錄器：16X 

19 吋 液晶螢幕 

2 台 20,000 40,000 
琴法教室 

美術課 

幼保科 

通識中心 

 

34 中阮 

1. 沙桐或梧桐面板。 

2. 材質：紅木邊板、背板。 

3. 邊板貝雕。 

4. 成樂廠精製。(同等級或以上) 

5. 圓型音窗。 

6. 鋼品。 

7. 牛角銅軫。 

8. 附盒、架、撥片 3 片、琴布、備弦 1 套。 

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証明。 

2 支 18,000 36,000 
配合課程

使用 
幼保科 

 

35 二胡 

1. 材質：琴桿、琴筒紅木。 

2. 六角琴筒。 

3. 萬建平精製。(同等級或以上) 

4 支 14,000 56,000 
配合課程

使用 
幼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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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4. 蛇皮製琴面（音響皮）。 

5. 附盒、弓、琴碼、止音布、琴布、微調 2 個、

備弦 1 套、松香 1 個。 

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証明。 

36 揚琴 

1. 尺寸：長(上)79mm(下)117mmX 寬 54mm 以

上 

2. 音域：F-b3，a=442Hz。 

3. 琴橋：四橋 402 型。 

4. 北京星海粵華廠天壇牌精製。(同等級或以

上) 

5. 沙桐或梧桐面板。 

6. 外觀：前板、左右琴蓋，鑲絲銅蝶型。 

7. 銀弦：14#-25#為纏弦，26#-30#為鋼弦。 

8. 附皮盒、木架、琴竹、調音棒、琴布、備弦

1 套。  

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証明。 

1 台 38,000 38,000 
配合課程

使用 
幼保科 

 

37 古箏 

1. 21 弦標準箏。 

2. 材質：楠木邊板。 

3. 沙桐或梧桐面板。 

4. 邊板貝雕。 

5. 揚州龍川廠精製。(同等級或以上) 

6. 尼龍纏弦。 

7. 紅木雁柱。 

8. 附木架、調音棒、古箏袋、指甲、琴布、備

1 台 35,000 35,000 
配合課程

使用 
幼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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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弦 1 套。 

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証明。 

38 琵琶 

1. 黑牛角相及軫。 

2. 背板：清漆處理。 

3. 頭花：牡丹骨頭花。 

4. 成樂廠精製。(同等級或以上) 

5. 沙桐或梧桐面板。 

6. 附盒、架、撥片 3 片、琴布、備弦 1 套。 

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証明。 

3 支 27,500 82,500 
配合課程

使用 
幼保科 

 

39 打擊樂器 

1. 高音手鑼-響銅製.20.5CM 以上.附手鑼片

(板). 

2. 大鑼-響銅製.80CM 含以上.附架.槌 

3. 小京鈸-17.5CM 含以上.響銅製 

4. 大獅鼓-65CM 含以上.雙面牛皮.實木鼓肚.附

架.槌 

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証明 

1 組 20,000 20,000 
配合課程

使用 
幼保科 

 

40 救生擔架 

擔架：約 183*41*4.4CM 材質:高密度聚乙烯 

載重： 200KG 

頭頸固定器：約 26*41*18CM    

材質：PTU 高密度泡棉 

1 組 15,700 15,700 體育課 通識中心 

 

41 雙人充氣式獨木舟 

材質：PVC 

載重：240 公斤  

船身尺寸：約（380-400）x100 cm  

3 個氣室含鋁合金槳 2 枝、直立式打氣筒、座

椅 2 個為基本配件 

2 組 23,000 46,000 體育課 通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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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42 多功能計時器 

電壓：110V 

面板尺寸：約 60 寬*39 高*25 深 CM 

功能：多種運動適用 

提供計時計分，顯示適用於籃球、排球、游泳、

田徑等。 

提供計局計分，顯示適用於排球、網球等。 

1 台 24,000 24,000 體育課 通識中心 

 

43 多功能電腦桌椅 

1.高腳椅 

座高：64 公分－77 公分之間 

圓形座墊：直徑 35±3 公分 

升降氣壓棒調整高低 

PVC 皮革椅墊．高密度透氣泡棉 

木板材質椅背 

可固定式腳架 

2.桌子 

長 215±15cm 寬 55±5cm 高 87±2cm 

1 組 14,000 14,000 美術課 通識中心 

 

44 車溝機 

可車溝深約 0~0.6mm 

溝寬約 0.5mm 

切削鏡片直徑範圍約 25~70mm 

切削鏡片厚度範圍約 1.8~12mm 

電源：100~240V,60Hz 

10 台 16,000 160,000 

配鏡教學 

更換新設

備 

視光科 

 

45 自動鏡片驗度儀 

1.測量範圍 

球面度數：±0.25~±20.00D 

0.12D/0.25D STEP 

散光度數：0~±8.00D 

0.12D/0.25D STEP 

6 台 82,000 492,000 

配鏡教學 

更換新設

備 

視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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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軸度：0~180° 

稜鏡：0~14△ 

2.電源：100~240V,60Hz 

3.測量鏡片直徑：10~100mm 

4.螢幕：LCD 彩色 

46 角膜弧度儀 

1.角膜屈光度測量範圍：約 

  30.0～55.0D  每 0.25D STEP 

2.角膜曲率半徑測量範圍：約 

  6.0～11.0mm  每 0.01mm STEP 

3.角膜散光軸度範圍： 

  0~180° 

4.置放儀器升降桌 

5.電源：100~240V,60Hz 

6 台 120,000 720,000 

配鏡教學 

更換新設

備 

視光科 

 

47 頭部的基底部模型 
9 塊模型仿真人尺寸  

顯示有 12 對腦神經及基底部的動脈 
1 組 18,000 18,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13 

 

48 骨骼附神經、血循系模型 

合成樹脂製成。詳細展現頭骨、頸椎、腰椎、

薦骨和大腦、小腦、延髓、三叉神經、脊髓神

經等，尺寸約：W40*D35*H90 (㎝) 

1 具 42,000 42,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13 

 

49 人體解剖模型-脊髓解剖 
附神經、脊髓模型 

尺寸：約 38*25*87 公分 
1 具 47,000 47,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13 

 

50 人體骨骼模型 

-包含完整的全身骨骼模型、可移動具彈性的脊

椎骨的脊椎與全身關節 

-右邊有完整的脊椎及擬真的關節韌帶 

-左邊顯示肌肉的起點終點和神經末梢，有 300

1 組 110,000 110,000 教學用 物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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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多個骨頭名稱 300 多個、孔洞和裂隙以號碼標

示於左側 

-頭顱骨、左上肢和下肢是可以分開的 

-高度：5’5” (±5%) 

-材質為強化塑鋼，輕巧而堅固 

-另附有塑膠防塵罩及帶輪子可移動的支架 

-非大陸製 

-含壓克力外框 

51 腦神經血管模型 

仿真人尺寸，包含七節頸部脊椎骨，一側標示

出動脈，另一側則為神經，頭蓋骨可取下，以

便觀察動脈及神經的分佈情形，另可看到 12

道頭骨的神經分佈 

尺寸：10 吋 X9 吋 X15 吋(±5%) 

-非大陸製 

1 組 50,000 50,000 教學用 物治科 

 

52 
人體各關節部位骨骼模

型 

-真人尺寸模型，可清楚顯示關節活動範圍 

-人工韌帶為耐用的塑膠材質，能展現韌帶裝置

的變化 

-全部連結的肌腱具彈性，可模擬關節的真實活

動情形 

-各模型可由支撐架移開 

-包含肩關節、肘關節、髖關節、膝關節、足部

需包含脛骨與腓骨、手部關節需包含尺骨與橈

骨 

-非大陸製 

1 組 60,000 60,000 教學用 物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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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53 心臟模型 

10 塊模型仿實體 3-4 倍大。 此模型可拆開並組

合成許多不同方式。 

橫隔膜(1)、心室(2)、心臟的大靜脈(1)、右心耳

(1)、左心耳(1)、肺動脈(1)、大動脈(2)、氣管

及食道(1) 

尺寸：W41×D33×H28 cm(±5%) 

-京都科學日本製或同等級。 

1 組 69,000 69,000 教學用 全校性 

 

54 透明大腦鐮模型 

仿實體大小之透明腦鐮含頭蓋、雞冠、上矢狀

竇模型。18 塊分解的頭蓋及透明大腦鐮模型 

清楚呈現硬膜靜脈 

重量：66g±5% 

-京都科學日本製或同等級。 

1 組 57,000 57,000 教學用 全校性 

 

55 透明腦模型 

15塊模型仿真實大小，包括可拆解之頭蓋、脊

椎、間腦、腦室、腦幹及小腦等。 

呈現大腦皮質下的內部構造 

*腦內所有部位可清楚從此透明頭蓋骨中觀察

學習。 

材質：特殊軟質樹脂製 

尺寸：W18×D20×H30 cm(±5%) 

-京都科學日本製或同等級京都科學日本製或同等級京都科學日本製或同等級京都科學日本製或同等級。 

1 組 92,000 92,000 教學用 全校性 

 

56 
熱發光劑量計計讀儀系

統 

1.熱發光劑量計計讀儀 
.加熱方式：線性加熱，溫度變化可控制在±1℃
內。 

.多段式溫度可調加溫曲線及數位式輝光曲線
圖，至少提供 10 組加溫曲線方式。 

.量測範圍：至少 7 次方線性。 

1 套 1,400,000 1,400,000 

教學用: 

放 射 診 斷

品質保證、 

輻 射 度

醫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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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LED 參考光源穩定度：< 0.5% 變化(以 1 個
標準差，連續計讀 10 次)。 

.連續量測 10 次穩定度可< 1.0 uGy (以 1 個標
準差計算)。 

.電冷式光電管恆溫裝置及數據收集系統，不
因環境溫度變化而造成數值偏差。 

.具 QC 變化區間及警報現值以警示操作者。 
2.高、低溫回火爐（各 1 台）：高溫回火爐至少
可加溫至 400℃；低溫回火爐：至少可加溫
至 80℃。 

3. 熱發光劑量計不銹鋼回火盤（至少可一次裝
載 120 個 TLD 材料（2 只））及手提把（1 只）：
總長至少 34 公分(含手把)。 

4.熱發光劑量計真空吸取裝置（1 台）：真空:
至多 150 mm (5.9 in.) Hg；流速至少 2.0 LHP 
(0.001 cfm)；小吸頭:至多 0.33/0.64 mm。 

5. 熱發光劑量計壓克力儲存/運送盒：至少可一
次裝載 120 個 TLD 材料（2 只）； 
氟 化 鋰 (LiF) 熱 發 光 劑 量 計 ：
Size:1/8”×1/8”×0.035”、Size:1/8”×1/8”×0.015”
至少各 200 片； 
氟化鋰(LiF:MCP)高靈敏熱發光劑量計：Size: 
1/8”×1/8”×0.035”、Size:1/8”×1/8”×0.015”至少
各 200 片。 

量、輻射安

全學、保健

物理學、放

射物理學、 

放 射 治 療

品質保證 

57 即時互動系統 課堂即時互動系統(一式 60users+教師端) 1 套 186,000 186,000 

一般教室

電腦專業

課程教學

使用 

資管科 

 

58 直立式電子血壓計 
1.螢幕顯示血壓、脈搏功能 

2.附直立、不鏽鋼材質活動架 
5 台 22,000 110,000 教學用 護理科 

 

59 數位單眼相機 
1510 萬素 

快門 1/8000 至 30 秒、B 門 
1 台 50,000 5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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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閃光同步速度 1/250 秒 

鏡頭：EF 50mm F2.5 Macro 

合   計   $13,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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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資本門經費需資本門經費需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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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數位自動廣播系統 
音樂及鐘聲定時播放主機、吸

頂式喇叭、120W 綜合擴大機 
1 套 100,000 100,000 

輔 助 閱

覽 及 借

閱 管 理

作業 

圖書館  

合   計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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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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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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內容購置內容購置內容購置內容 ( 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 )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西文西文西文西文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 

期刊期刊期刊期刊 錄影帶錄影帶錄影帶錄影帶 錄音帶錄音帶錄音帶錄音帶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冊冊冊冊、、、、卷卷卷卷)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預預預估總價估總價估總價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     種 2,012  706,89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含日文圖書 

2 �      種 461  456,45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3      � 種 91  425,93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視聽資料 

4      � 種 2  650,000 供全校師生檢索 圖書館 二年期電子資料庫 

5   �    種 176  309,4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中日文期刊 

6   �    種 99  1,951,33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西文期刊 

合    計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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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資本門經費資本門經費資本門經費需求需求需求需求教學研究及教學研究及教學研究及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設備規格說明書設備規格說明書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數位電動跑步機 

1. 2.5KW(含)以上輸出馬達 

2. 速度最低 1.0~最高 18 公里/小時 

3. 內建 1 組手控速度程式，5 組速度自動變化訓練模

式，4 組仰角自動變化訓練程式，3 組自設程式及 3

組心肺強度訓練程式 

4. 電動可調式 0%~15%昇降坡度仰角 

2 台 58,500 117,000 
學生活動

用 

全 校 學

生、體適能

社團 

 

2 數位交叉訓練機 

1. 驅動程式：兩階段驅動 

2. 專業自發電系統設計，50-350 瓦特，每分鐘 60 轉. 

3. 內建 18 組預設運動訓練程式 

4. 4 種踩踏跨距調整等級(19-23 吋) 

2 台 55,000 110,000 
學生活動

用 

全 校 學

生、體適能

社團 

 

3 髖骨臀圍訓練機 
1. 長寬高：約 138*138*169cm 

2. 配重片總重：約 200 lbs 
2 台 48,500 97,000 

學生活動

用 

全 校 學

生、體適能

社團 

 

4 數位相機 

1. 觸控式、230,000 （含）以上畫素、 TFT LCD 螢幕 

2. 1000 萬以上完整畫素,每秒高達 10 連拍 

3. 2 倍高感光 

4. 720p HD（含）以上高畫質錄影  

5. 光圈變焦倍數：4x（含）以上 

6. 數位變焦：智慧變焦/精準數位變焦/關閉 

7. 附 8G（含）以上記憶卡 

1 台 13,180 13,180 
學生活動

用 
全校社團 

 

5 印表機 
1. A3 黑白雷射印表機 

2. 列印速度每分鐘 25 張(A4)  
1 台 37,000 37,000 

社團辦公

用 
全校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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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3. 碳粉匣一次可支援 10,000 張輸出需求(隨機內附碳粉

匣壽命 6,000 頁) 

4. 記憶體 16MB（最多可擴充至 144MB） 

5. 處理器 200MHz RISC 以上處理器 

6. 三合一碳粉匣(Imaging Cartridge) 

7. 解析度 600dpi/1200dpi 

8. 紙張大小：A3,A4, A5, B4,B5, Letter(LT), Legal(LGL) 

6 社團活動音響 

1.含 DVD 及卡拉 OK 功能 

2.MP3/WMA/WAV 播放 

3.160W 以上輸出功率 

4.Bluetooth Ready 預設介面 

5.3 音路低音反射式揚聲器 

6.USB 裝置與音樂擷錄功能 

7.前置音源輸入介面、廣播功能 

1 組 15,000 15,000 
學生活動

用 
全校社團 

 

7 學生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1. 測量方式：全自動測量、量規壓板自動升降觸頭測

量。 

2. 測量時間：約 2~5 秒完成測量。 

系統組合：可顯示身高/體重/BMI/理想體重。  

3. 身高測量器： 

   a.身高壓板需固定於升降滑動器 

   b.升降滑動器需採外包式,外包於身高測量桿外圍,升

降滑動器外包範圍尺寸 20x6 cm±3%. 

   c.升降滑動器為非傳統式於溝槽內 

4. 體重功能：採高精度 Load Cell 精密元件。 

1 台 65,000 65,000 
學生活動

用 

全校學

生、體適能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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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5. 附推輪、調整腳 

6. 測量範圍：【身高:65~200cm 體重:5~250kg 】【誤差

值:±0.1】 

7. 電源：AC 110V~240,尺寸約:54X45X240cm±0.5、高

亮度【LED】數字顯示。 

8. 附(身高體重連線輔助系統)壹套功能為： 

(1).測量值直接儲存至 WEB 版資料庫不需再做匯入

動作. 

(2).測量連線時電腦螢幕需顯示【班級】、【作缺號設

定】、【姓名 / 座號】、【學號】、【測量值】功能，以

利測量作業 

合    計   ＄＄＄＄454,180    



 55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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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校園安全監視設備 

1、16 路數位錄影主機(內建硬碟容量 500G 以

上)。 

2、高解析紅外線彩色攝影機。 

3、含系統連結整合、測試等。 

5 組 100,000 500,000 校園安全 總務處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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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獎助教師進修 
1.獎助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以改善師資結構，提高師資素質。 

2.補助教師短期進修特殊專業領域，提升教師之教學及實務能力。 
2,156,470 

進修博士學位者，依本校教師

進修辦法給予獎助。 

2 改進教學 

1.鼓勵教師提升教學效果與促進學生理論與實務的印證，以提升教

學與學術水準。 

2.辦理改進教學研討會，提升教師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輔導與評

量能力，精進教學成效。 

450,000 
依據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

法、教師研習獎勵辦法申請。 

3 教師升等 獎助教師送審升等，取得高階教師資格，改善師資結構。 54,000 

預計專任教師送審升等約 6

案，每案 9,000 元（外審專家

學者三人，每人審查費 3,000

元） 

4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著作 
獎助教師課餘從事學術、實務研究，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期刊，

以提升學術水準。 
450,000 

發表著作論文成果獎勵，依其

發表之刊物情況給予獎勵。依

本校獎助教師發表論文著作辦

法給予獎助。 

5 編纂教材 
鼓勵教師自製教材、幻燈片、投影片、講義、DVD 等，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 
250,000 

依據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

法申請。 

6 製作教具 
鼓勵教師自製教具，提升教學效果與促進學生理論與實務印證，提

高教學成效。 
250,000 

依據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

法申請。 

7 獎助教師研究 
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鼓勵教師從事學術及實務性專題研究，給予

獎補助，以提升研究風氣，建立學術地位。 
1,500,000 

依據專題研究補助辦法及研究

計畫申請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8 研習 
1.獎助教師參加研習或本職學能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增進教師研究

能力及提高教學品質。 
750,000 

依本校教師研習獎勵辦法、出

席國際會議獎助辦法申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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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2.舉辦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教學成效評估與提升相關活動，以

提昇教師專業素養。 

理。 

9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1.增購實驗教室相關儀器設備，模擬臨床情境、增加技術練習機會，

精進學生技術。 
1,593,220 依據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10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

費 

1.延攬聘請不易之社團專業師資，並鼓勵社團師資參與校外研習，

提昇專業素養。 

2.扶植培養具校園特色之專業社團，並以此帶動校園社團活力。 

3.推行志工服務，走出校園服務附近社區，以回饋社會。 

450,000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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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1.鼓勵行政人員參加與本職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以精進專業知

能，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2. 舉辦研討會、專題演講及行政成效評估與提升相關活動，以提昇

行政人員專業素養。 

300,000 
依據本校行政人員研習補助辦

法及在職進修辦法辦理。 

12 新聘教師薪資 
以新聘高階教師為獎助對象，由本獎補助款支應，以降低學校整體

人事費用成本。 
1,220,000 

新聘高階教師每月薪資由本獎

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支應 

13 現有教師薪資 
以現有高階師資為獎助對象，由本獎補助款支應，以降低學校整體

人事費用成本。 
700,000 

部分現有教師每月薪資由本獎

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支應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10,123,690  

註一：本表請填列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

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若有編列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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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物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明細表明細表明細表（＊根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細說明，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

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關節支架(gaiter)組 

材質:帆布 

上肢-20cm, 25cm, 30cm, 35cm 

下肢-40cm, 45cm, 50cm 

10 組 8,300 83,000 教學用 職治科 
 

2 
職能表現評估工具 

(COPM) 
內含評估手冊一本及測驗紙 100 份 1 套 5,000 5,000 教學用 職治科  

3 生理疾病治療床 
木凳床: 約 180x90x40cm, 木製 

運動墊: 約 180x90x5cm, 聚合泡棉製 
4 台 9,100 36,400 教學用 職治科 

 

4 副木彎剪 不銹鋼製，總長:約 20cm 4 支 2,500 10,000 教學用 職治科  

5 副木直剪 不銹鋼製，總長:約 14cm 8 支 500 4,000 教學用 職治科  

6 標準型輪椅 
鋁製骨架，標準座寬 

前輪約 8 吋，後輪約 16 吋 
4 台 6,000 24,000 教學用 職治科 

 

7 取物夾 
鋁 置材 質加 上人 體工 學設 計的扣

板，使取物夾輕巧好操作。  
3 支 1,900 5,700 教學用 職治科 

 

8 助行器 鋁製助行器，可調整高度 3 個 1,200 3,600 教學用 職治科  

9 四角拐 不銹鋼材質，可調整高度 3 支 1,100 3,300 教學用 職治科  

10 手術活動平台準備桌 

1.尺寸：約長 160cm×寬 70cm×高 78cm 

2.等同醫院開刀房手術活動平台準備桌

材質 

3.輪子可固定 

2 張 9,800 19,600 教學用 護理科 

 

11 雙耳聽診器 
1.懸浮式可調音振膜，可確保心音聽診的

靈敏度獨特之 Y 型管設計，堅固耐用。 
10 具 4,300 43,000 

充實產兒科

護理教學資

源 

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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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2.貼心的軟式耳竇與符合人體工學耳管

的設計，聽診時更舒適，傳音效果佳。 

3.隱藏式雙層耳管彈簧，安全且耐用。 

4.管長約 28 吋 

12 DENVER II 評估工具組 

1.附一個袋子。 

2.內含：紅色毛線球、葡萄乾、有把的沙

鈴、奶瓶、十個 1 吋立方積木、小型 5/8 

吋口徑的玻璃杯、小搖鈴、網球、紅鉛

筆、小橡膠娃娃等 10 樣物品。 

30 組 5,200 156,000 

充實產兒科

護理教學資

源 

護理科 

 

13 吸煙娃娃（含胎盤） 

一體成形塑膠瓶直徑約 20 公分，內有臍

帶及仿 7 個月 

的胎兒（身高約 35 公分、體重約 1000

公克）模型。 

2 具 9,000 18,000 

充實產兒科

護理教學資

源 

護理科 

 

14 衛生教育展示櫃 
木質成品,長 120cm,寬 50cm 高 90cm 

(±5%),附櫃子鎖,門為橫推式不透明 
2 台 7,000 14,000 

充實多面向

兒科護理教

學資源 

護理科 
 

15 尖峰呼氣流量計 

1.標準口咬器 

2.可測量大人及小孩，大人測量範圍 50

～800 L/min，小孩從 50～400 L/min 

1 具 1,400 1,400 

充實產兒科

護理教學資

源 

護理科 

 

16 視力表 
1.醫療使用視力表 

2.需護貝 
8 張 230 1,840 

充實產兒科

護理教學資

源 

護理科 
 

17 教學用品置物櫃 

1.雙開門公文櫃(含上、下置式櫃一組，

上置式櫃：約寬 90×深 45×高 106(cm)，

下置式櫃：約寬 90×深 45×高 106(cm) 

9 組 4,300 38,700 教學用 
護理科＊5 

幼保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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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2.本體、天板及地板均採 0.8mm 冷軋鋼

版，背板及側板一體成型 

18 石膏泥淨化裝置 三槽沉澱式；附進水、排水接管 10 個 2,500 25,000 教學用 牙技科  

19 振盪器 
方形 

尺寸：約 210×150×110 ㎜ 
5 台 3,800 19,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0 平行模型基底 材質：矽膠 5 組 4,000 2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1 內冠夾 全瓷冠用 5 支 2,500 12,500 教學用 牙技科  

22 內冠夾 雙重冠用 5 支 2,500 12,500 教學用 牙技科  

23 量金尺 指針式 5 支 5,000 25,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4 譜架 

1. 鐵製大面板約 25cm*50cm 含(以上) 

2. 鐵製獨立三角支架 

3. 高度可調 

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12 支 800 9,600 教學用 幼保科 

 

25 高傳真喇叭 

1.雙音路喇叭 

2.承受功率 150W(含)以上 

3.阻抗:8 歐姆 

2 組 3,000 6,000 
提升教學品

質 

應用外語科

及全校師生 

 

26 擴大機 

1.輸出功率:150W(含)以上 

2.具 3 組(含)以上麥克風輸入 

3.具 4 組(含)以上音源輸入及 1 組輸出 

1 組 6,000 6,000 
提升教學品

質 

應用外語科

及全校師生 

 

27 無線麥克風 

1.UHF 雙頻道自動選訊無線麥克風 

2.內建充電器組 

3.LED 顯示功能 

1 組 9,000 9,000 
改善教學品

質 

應用外語科

及全校師生 

 

28 榻榻米 約 91 ㎝×182 ㎝（大），厚度 5 公分，布 18 片 3,000 54,000 提升日本情應用外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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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全包 

蓆底-化纖板.木質板 

蓆面-登心草，雙層蓆面 

境教室教學

品質 

29 榻榻米 

約 47 ㎝×182 ㎝（小），厚度 5 公分，布

邊全包 

蓆底-化纖板.木質板 

蓆面-登心草，雙層蓆面 

3 片 1,500 4,500 

提升日本情

境教室教學

品質 

應用外語科 

 

30 屏風 
尺寸約：176 ㎝× 122 ㎝ x (厚) 2.2 ㎝ (3

扇) 
2 組 1,990 3,980 

提升日本情

境教室教學

品質 

應用外語科 

 

31 浴衣組 
浴衣(正統日本浴衣)、女用木屐、浴衣腰

帶(改良式腰帶，蝴蝶結及腰帶為一套) 
20 組 3,000 60,000 

提升日本情

境教室教學

品質 

應用外語科 

 

32 
漸進多焦點眼鏡驗配模擬

示範組  

1. 漸進多焦點鏡片×2 

2. 金屬全框鏡架×1 

3. 漸進多焦點鏡片還原卡×1 

4. 反射鏡×1 

5. 筆燈×1 

6. 整理盒×1 

50 組 3,500 175,000 
配鏡教學使

用 
視光科 

 

33 配鏡用手磨機 

單輪加水式研磨石 

尺寸(長寬高) 約 360*200*288mm 

鑽石輪直徑 ϕ 90×20mm 

鑽石輪轉速 50RPM 以上 

電源 110V/60HZ/150W 

20 組 7,000 140,000 
配鏡教學使

用 
視光科 

 



 62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34 鏡片打洞機 

上下雙鑽針式 

鑽孔直徑：0.8mm~2.8mm 

尺寸(長寬高) 約 140*180*275mm 

電源 110V/60HZ/25W 

12 組 8,000 96,000 
配鏡教學使

用 
視光科 

 

35 鏡片中心定位儀 

尺寸(長寬高) 約 290*290*225mm 

最小刻度單位：毫米(mm)  

電源 110V/60HZ 

12 組 6,000 72,000 
配鏡教學使

用 
視光科 

 

36 配鏡用打模機 
尺寸(長寬高) 約 340*140*150mm 

電源 110V/60HZ/150W 
12 組 9,000 108,000 

配鏡教學使

用 
視光科 

 

37 MEM 檢影鏡卡 
每組 5 種視標附有磁鐵尺寸約

63mm×63mm 
20 組 500 10,000 

驗光教學使

用 
視光科 

 

38 一般型輪椅 

．超輕量航空鋁合金骨架 

．標準座寬：17 吋 

．收合式骨架與雙剎車設計 

．前輪 8 吋硬胎／後輪 22 吋免充胎 

．靠背可彎折、固定扶手、靠腳 

．座墊附加可拆洗式上墊 

．淨重約 13.1 公斤 

．可承載 100 公斤之體重 

6 台 5,500 33,000 教學用 物治科 

 

39 費城式頸圈 

可提供穩定的支撐度，透氣的保護墊具

吸汗性，可輕易使用於日常坐臥中 

尺寸：約長 3 吋（從下巴到肩膀的距離） 

3 個 4,100 12,300 教學用 物治科 

 

40 網路線頭夾線器組 RJ45 網路線頭撥線夾與夾線器組（8P） 60 組 400 24,000 
網路課程與

硬體裝修丙
資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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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課程使用 

41 網路線路檢測器 RJ45 網路線路檢測器 60 組 150 9,000 

網路課程與

硬體裝修丙

級課程使用 

資管科 

 

42 蓋格計數儀用偵檢器 

1.偵檢器：直徑 1”端窗式。 

2.G-M 計測管附固定座及金屬保護網。 

3.偵檢器高壓：0～1200V 可自行調整，

間隔 10V。 

1 組 9,800 9,800 教學用 醫影科 

 

43 個人輻射警報器 

1. 操作模式：輻射場的強度過量警示至

少 0.3µSv/hr；能量範圍：至少 50KeV

至 2MeV。 

2. 計測時間：至少 30 分鐘。 

3. 工作環境：至少 0ºC～50ºC。 

1. 電源：9 伏特電池。 

2. 體積：不超過 2×5.5×8cm³；重量：不

超過 110 公克。 

10 組 9,000 90,000 

教學用 
放射診斷技
術學、放射
診斷技術學

實驗。 

醫影科 

 

44 數位教材製作電動背景架 

尺寸：約寬 360cm 

懸吊：鐵製品。 

橫竿管徑：約 60mm。 

材質：亞管。 

馬達：分鐘/86 轉。 

6 組 8,200 49,200 
製作數位教

材 
資圖處 

 

45 數位教材製作純色背景 

尺寸：約 360cmX600cm 

材質：專業去背用 PC 帆布。 

顏料：不反光水性塗層。 

3 組 7,500 22,500 
製作數位教

材 
資圖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