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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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年鑒於台灣人口激增，維護全民健康日形重要，乃響

應政府鼓勵私人興學，以培育醫事專業人才，乃邀請前立法委員黃銅樹先生、好友林貴木先

生，創設私立樹人高級藥劑職業學校。經教育部部務會議，屢次討論，終於在民國 58 年秋，

在下不為例情況下，特准立案，迄今已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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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年 8 月 1 日起升格改制為「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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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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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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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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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年本校在改制後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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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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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個處室(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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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的高階師資比為 41.77％，生師比為 

22.28：1。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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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29 101 

全校學生數 4214 

全校應有專任教師數 105.35 

高階師資比 41.77％ 

    註：資料基準日 97.10.15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4 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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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95  96 97  

高階師資比(%) 31.81 32.40 38.52 41.77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4 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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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95  96  97 

日間部 25：1 18.42：1 17.24：1 17.84：1 18.78：1 

全校 40：1 22.09：1 21.02：1 21.64：1 2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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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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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自學園區、閱覽區及文物典藏室。 

圖書資料：中文 101,272 冊，外文 21,255 冊，合計 122,527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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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書資料：光碟及線上資料庫 27 種，視聽資料 3,302 件。 

期刊：紙本中文 398 種，外文 80 種，合計 478 種，電子期刊 11,929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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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室設置個人電腦 26 台，提供師生利用各項多媒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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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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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升級全校光纖傳輸介質，校園網路採用雙核心 Giga 主幹架構，校園及宿舍網路都爲

Giga 頻寬。提供學校網路足夠的頻寬與良好的品質，提供順暢的資訊管道，其電腦網路

設施。 

校園骨幹網路主要區分為七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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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網路節點統計，目前達到 2300 多個網路使用節

點。機房設備區直接以 1G 超高速乙太網路連接核心交換機 (cisco) ，並以

1Gbp/s(GigaEthernet)光纖網路連接圖書館、C 棟行政大樓與宿舍區，使校園網路使用星

狀拓墣串聯在一起。 

本校積極提升連線台灣學術網路的 Giga 頻寛速率為 300MB，作支援教學研究的後

盾，該連線速率超越同級專科學校、技術學院，進而與科技大學同等級。另成立專用國

際頻寬 30M ADSL 專線，提供無障礙國際學術資源運用與國際接軌。 

本校也提供全校教學區域無線網路環境，本校所使用之認証方式，不使用傳統之複

雜的設定方式，透過 RADIUS 採用以帳號為基礎的控管方式，兼具使用效能及安全與使

用便利性的考量，使用者可在不需 IP Address、GateWay…等 TCP/IP 設定即可進行認證

上網。此外，更使用無線區域網路來連接大湖舊校區新舊校區以指向天線與強波無線網

路連接，提供大湖校區實驗室使用。另加入跨校園漫遊機制提供無界限服務環境，是全

國專科學校唯一通過申請的學校。此機制方便大家研究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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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訊組共管理兩間大型專業電腦教室，分別位於 A 棟 2 樓(A203)與 3 樓

(A305)，每間均配有 57 部個人電腦（P4 等級），主要支援全校各科之計算機概論課程與

教職員工之資訊教育訓練課程上課使用，並於課餘時間開放全校師生借用上機操作與練

習。此外，為加強資訊專業諮詢與服務，電子資訊組辦公室亦設開放式公用電腦專區，

提供全校教職員師生專業即時服務。 

機房管理上創新異地備援、雙機房環境技術，完整的回復機制，叢集伺服器設備不

允許單點故障發生，更新網際網路伺服主機，加強網頁代理功能，隔離不當網站，強化

宿舍網路連線頻寬管理機制。方便師生教學研究時 e 網在手，遨遊世界不受限。 

目前本校行政用電腦、電腦專業教室及 e 化教室所使用之軟體，均編列教學相關預

算，取得合法授權。 

本校網段增加為 16 個 Class C，日後將規劃各科處室之實體 IP，以期各科處室更廣

泛使用 Internet 服務於教學上。 

本校除建置防火牆、防毒牆作為隔離外，併針對個別伺服器裝設防毒軟體監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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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置全校網路主機管理

與符合本校需求網路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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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紀錄成 30 分鐘至一個月的歷史報表，藉以提升網路服務及有效

管理校園網路。 

本校由校長擔任資訊安全長，並委由電算中心相關人員負責建立校園資訊安全監控

之相關處理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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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對

象加以追蹤，於校園網路管理辦法明定違反規定將予以停止使用網路之權限，並分情節

輕重給予不同時間長短之停權。另於每年資圖委員回時提出檢討與報告。根據行政院國

家資通安全會報函頒之「國家資通安全應變中心作業手冊」辦理，本校加入國家資通安

全會報通報應變組的資安事件通報網站。96 年度配合「教育部 96 年度學術機構分組資

通安全通報演練計畫」分別於 96 年 11 月 12 日與 96 年 11 月 14 日順利完成新密碼變更

以及校內主機對外攻擊通報等兩次的資安防護演練，顯示本校資安聯絡人聯絡管道暢通

無礙，且發現資安事件時，能夠正確、快速執行通報作業，目前資安通報工作持續進行

與推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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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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設置基本護理學基本護理學基本護理學基本護理學、身體評估身體評估身體評估身體評估、內外科內外科內外科內外科、產科產科產科產科、嬰兒室嬰兒室嬰兒室嬰兒室、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等專業模擬病房、

示範教室示範教室示範教室示範教室及社區推廣室社區推廣室社區推廣室社區推廣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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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護理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教室外，並設置有化學化學化學化學與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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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病理病理病理等專業實驗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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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校區研磨教室舊校區研磨教室舊校區研磨教室舊校區研磨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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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知動藝能教室幼兒知動藝能教室幼兒知動藝能教室、多功能幼兒教保活動教室多功能幼兒教保活動教室多功能幼兒教保活動教室多功能幼兒教保活動教室、保母照顧教室保母照顧教室保母照顧教室保母照顧教室、琴法教室琴法教室琴法教室琴法教室、

體能律動室體能律動室體能律動室體能律動室等專業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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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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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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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教室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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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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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暨系統專業教室程式設計暨系統專業教室程式設計暨系統專業教室程式設計暨系統專業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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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牙科材料實驗室牙科材料實驗室牙科材料實驗室牙科材料實驗室等專業教室三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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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物理實驗室放射物理實驗室放射物理實驗室放射物理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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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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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訓練教室日常生活訓練教室日常生活訓練教室日常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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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重點特色及執行重點特色及執行重點特色及執行重點特色 

（一）總目標：發展本校為一所含醫護、資訊、商業管理、幼兒保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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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本校「仁慈博愛、樹人樹德」之辦學理想，致力於創造多元適性的

學習環境，以培育完美人格之學生為理想。為落實此理想，學生事務處

提供服務、輔導和教育之功能，以培育具備人文素養，民主法治精神、

熱愛生命、關懷社會、重視團體榮譽、服務人群的情操，及能夠發展健

康生活的學生為使命。 

1.重視學生事務，服務親切講求效率。 

2.提供新聞訊息，增進了解宣揚校譽。 

3.輔導同學品行，愛心耐心寬嚴並施。 

4.宣導春暉反毒，循序漸進變化氣質。 

5.學生活動自治，群策群力人才輩出。 

6.激發社團創意，社區服務多采多姿。 

7.獎助金百分百，就學貸款服務滿分。 

8.體育規劃新穎，師資年輕競賽多元。 

9.勤勞教育落實，衛教健檢環保兼顧。 

10.宿舍設備齊全，溫馨節慶人性管理。 

11.學輔陣容堅強，預防諮商誠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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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合作處方面：配合國家經建與科技發展暨學校整體發展，加強校務推動與產學技

術之交流，落實「學術與科技整合」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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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以促進本校校務與學術之結合與發展，同時亦整合全校

各單位之業務協調與支援，充分結合與運用各項資源，促進學校校

務發展，以利發揮技職教育最高目標。 

(5)人事室方面：因應校務發展的趨勢，配合校園文化的導向，建立人性化的服務態度及

完善的典章制度，提昇服務品質與效能，並營造一個高效率、高和諧及

高品質之工作環境，以達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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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會計室方面：秉持著服務與經費公開之理念，配合各單位之中長程發展規劃所需，期

許扮演專業之角色，以合理化之成本，提供校務發展之後勤支援服務，

並能適時提供各種決策資訊，以達成學校整體發展之目標。 

1.建立本校會計整合資訊系統，期能適時提供各種決策資訊。 

2.從人力資源、資訊系統及流程內控等方面建立會計室專業化、合理化的

特色。 

(7)夜間部方面：本著推動終身學習教育理念，強化在職人員專業知識及技術，提高國家

競爭力為目標，積極爭取社會人士回流。在以滿足在職人士的需要前提

下，不斷改善師資及各種軟硬體教學設施，增加教學績效，期望能為有

心進修者，提供一個最佳學習場所。 

1.響應政府回流教育政策，提供各界人士再學習、再進修機會。 

2.提升職場從業人員專業知識及能力，保障工作機會。 

3.為全民培育自幼兒至高齡所需之教育及健康照護的優秀人才，以提昇人

口品質，厚植國家競爭力。 

4.提供社會人士研習第二專長，增加就業機會。 

(8)資圖處方面：目前圖書館藏書約11餘萬冊，已達改制技術學院十萬冊之目標，依學校

發展方向、重點及特色，配合增設科系及學生人數逐年成長，提供更完

善的圖書資訊服務與空間。電子計算機中心設備自學校改制升專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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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校能提供

的資訊網路教學資源多元，本校王士豪師更當選96年度資訊教育及臺灣

學術網路傑出貢獻人員,實對本校是相當大的肯定。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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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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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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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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護理科方面：本科主要目標在培養護理專業基礎照護人才，執行有關健康促進、健

康維護、疾病預防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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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專才為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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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博愛、樹人樹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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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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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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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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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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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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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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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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資訊管理科方面：以結合本校醫護管理之特色，強化與本校護理科、物理治療科、

視光科、醫影科之科際合作，並發展資訊管理科醫療資訊管理特

色。有效整合本校醫護相關科系資源，運用於輔導學生資訊系統

專題製作，並積極推動與業界之產學合作。在教學方面，資訊管

理科重視「因才施教、有教無類」之教育理念；提倡「一證多照」

之務實技職教育；強化師資陣容，持續鼓勵現有教師進修博士學

位並增聘不同領域專長具實務經驗之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添購設

備以擴充實驗室並改善教學研究環境，整合校內師資設備，共同

參與國科會等研究機構之計劃，以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教師發表

論文，提升學術地位。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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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背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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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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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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照護外籍配偶子女的競爭力更為充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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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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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具有國際觀的語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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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終身學習，全民學外語理念，依不同年齡層次及實際需要，開

辦推廣教育班次，以提供社區人士外語之學習管道。 

5.以視訊、圖書、語言設備輔助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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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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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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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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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養學生具備數位醫學影像產生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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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牙體技術科方面：國內牙技師檢覈制度已獲衛生署牙醫諮詢委員會通過，立法院一

讀通過，目前已積極推動立法，本科畢業生將可參加考試取得牙

技師資格，服務國內各大醫院牙科，或自行開業牙科技工所。牙

體技術科畢業生亦將具有豐富的牙技與牙科材料專業知識，可從

事牙科材料進口販賣或牙科醫療儀器修復等工作。升學方面，本

科畢業生可插班國內外大學或技術學院相關學系繼續深造或研

究。升學就業皆可，出路無比寬廣。 

(17)職能治療科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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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院之職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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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職能治療專業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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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治療專業的人才需求。 

三三三三、、、、本本本本（（（（98））））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 

（一）規劃校園：以宏觀的角度建構校園藍圖，提昇安全，實質利用效益，達美化水準。 

（二）增(整)建校舍：依本校逐年發展規模規劃，增(整)建校舍，包括增建圖書館及學生

活動中心。 

（三）調整組織：配合升格技術學院，增設各系二技、四技（護理科除外），並調整系、

科班。 

（四）課程規劃：重視專業、實務、通識、語文、網路資訊課程。 

（五）教學品質：實施遠距教學、網路教學、補救教學、預警制度；落實普通教室專業

化教學設施，進修專校及在職專班繼續推展實施遠距教學、網路教學。 

（六）師資水準：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比例，於九十八學年度達百分之三十八以上之目標。 

（七）研究計畫：鼓勵教師爭取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及增加產學合作項目與創新育成研

發項目。 

（八）研究水準：鼓勵教師將研究論文投稿發表於國內外期刊與分屬各領域之研究專刊。 



 15 

（九）學生輔導：訓輔專業化、輔導人性化，建立尊重生命價值；社團活動多元化，促

進學生適性發展；師生良性互動，養成樹人樹德校園倫理。 

（十）行政革新：以效能的觀念策動校務革新，並達簡化、電腦資訊化、人性化之目標。 

（十一）國際合作：積極推動與學術相符之國際學府締結姊妹校，推行雙聯制，學生海

外遊學或學制接軌等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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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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體說明）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一、教學儀器設備 1.教務處：擬購置教室 E 化設備組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8 目標 2 提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

效下的策略(1)鼓勵教師重視啟發、互動、多媒體等教學方法。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5 目標 2 增加教學設施下的策略(3)整修

及增設階梯教室及 E 化講台。 

2.資圖處：擬更新 A305 電腦教室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5 目標 5 下的策略(2)逐步汰換及擴增資

訊設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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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5 目標 9 項下之策略(1)成立網路教學攝

影棚，專人負責網路教材製作，強化遠距教材製作能力。 

3.教學發展中心：擬購置教材製作電腦組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8 目標 2 提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下的策略(1)鼓勵教師重視啟發、互動、多媒體等教學方法。 

4..護理科：擬購置半身安妮 CPR 模型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93 目標 1 項下的策略(1)將現有內外科模

擬病房設備汰舊換新，及策略(2)配合課程需求、教學進度與

目標採購所需教材及設備。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94 目標 4 項下之策略(1)與實習簽約醫院

及鄰近社區合作進行學術活動及產學合作計畫。 

(3)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95 的(一)教學方面項下之第 8 點「評值教

學品質」：評值及檢討課程實施之得失，以提升教學品質。 

(4)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06 配合技術操作，增家學生臨場感，將

理論與實務統合。 

5.物理治療科：擬購置數位化即時影像傳輸與錄製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8 目標 2 提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下的策略(1)鼓勵教師重視啟發、互動、多媒體等教學方法。 

6.視光學科：擬購置綜合驗光機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67 目標四策略(5)：研提專案計畫爭取採

購經費以充實本科教學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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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資訊管理科：擬購置專題用電腦組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245 目標四，策略 2 更新過期之電腦設備。 

8.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擬增購大型雷射底片掃描儀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90 目標 2 建置醫學影像產生、傳輸、儲

存暨處理實驗室下的策略(3)向學校提出增購設備之需求。 

(2) 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 203（三）擬增設備名稱及數量表之第

17 項大型雷射底片掃描儀。 

9.幼保科：擬增購活動階梯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220 近程目標目標 6 配合學校發展計畫朝

升格技術學院而努力，一方面繼續充實專業教室的設備，並

實際結合專業課程的實施；另一方面，提升本科教師的教學

與研究能力。 

10.牙體技術科：擬增購牙科精密研磨機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207 目標 1 增購置教學儀器設備下的策略

(2)向學校提出增購設備儀器之需求。 

11.通識教育中心：擬增購數位相機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77 目標 2 充實通識教中心人力與設備，提

升通識課程教學品質下的策略(2)及策略(3) 

12.職能治療科：擬增購傑考氏職前技巧評量工具組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42 目標 2 建立職能治療室、兒童治療室

以及日常生活功能訓練室策略（1）申請教育部年度獎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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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4 目標 1 充實各類型館藏資源，發揮支援

教學的功能。 

(2)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4 目標 3 強化技術服務作業，提升讀者服

務品質 

（二）學務處：擬購置電吉他音箱等設備 

(1)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18 目標 1：強化多元與普世價值—強化公

民意識下的策略(2)之�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項社團活動，藉

以培養群育，發展個人正當興趣。 

三、校園環境安全與

衛生 

1. 符合中長程計畫書 P37 目標 3 策略(2)加強校園安全設施及更新消

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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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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著作、作品 

 

� 舉辦學術活動及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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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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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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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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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行政人員參加研習、訓練 

�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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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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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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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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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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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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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校內獎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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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計畫(如附件一)並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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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專責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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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學年度在校學生技術證照資料+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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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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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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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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撰寫規格如下，得視計畫內容需要而增減項目。 

※中文字體：標楷體                ※英文字體、數字：Times New Roman   

※標題字體大小：12                ※內容字體大小：12 

壹、 計畫名稱 

貳、 計畫主持人 

參、 執行單位 

肆、 計畫優先序 

伍、 背景及現況（含中程科系發展計畫重點） 

陸、 計畫目標 

柒、 具體內容及配套措施（如現有措施及未來措施規劃、師資規劃、課程規劃、使用

規劃及管理規劃等） 

捌、 實施進度及分工(成效管考機制應編列「計畫查核點」) 

玖、 經費需求 

一、資本門經費需求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中信局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總

價 

用途

說明 

使用單

位 
備註 

         

         

合   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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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總

價 

用途

說明 

使用單

位 
備註 

         

         

合   計       

壹拾、 預期成效及影響 

註：本計畫大綱得視計畫內容需要增列項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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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1)減少教學相關資訊設備因四處移動所造成之設備損毀與

衍生之管理問題。(2)藉著無線網路各教室可即時得知政府及學校

之政令宣導及活動訊息，降低因時程延宕及口頭傳講所衍生之錯

誤，並能減少紙張之使用。 

2.教學發展中心(1)提供教師教學支援，創新教學內容、方法與教材呈

現。(2) 提供教師軟硬體運用在數位教材之製作，改進教材品質，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效果。  

3.護理科(1)可以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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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完成課程要求的作業。學生能學得陰道觸

診技巧並適時運用於臨床照護。(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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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將理論與實務統合。 

4.物理治療科(1)提昇師生互動的品質，增進學生注意力，提升教學效

果。(2)增加教與學的雙向互動(同步/非同步) ，減少重複示範之次

數，增加學生練習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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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視光學科驗光配鏡等教學儀器建構完成後，可增加學生的驗光實驗

課每人次的操作時數，並與國際標準驗光流程接軌。 

6.資訊管理科(1)建置完成一間嶄新的資訊管理實務專題教室，學生

亦能夠利用課餘時間加強練習，讓該教室成為本科師生加強專業實

務能力之推手，建立樹人資管之特色(2)利用此空間進行專題報

告，使高年級學生得以有一個完整空間能夠相互討論與交流，在專

屬的資訊系統實務專題教室開發與製作專題，以彰顯樹人資管之教

學成效。 

7.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大型雷射底片掃描儀等設備建置後(1)提升

教師及學生操作品質保證實務能力。(2)提升教師及學生學習新

知、開發新技術，學術、實務能力。(3)可令實驗課程更為完備不僅

讓學生充份實作，且對學生參加放射師國家考試成效亦有提昇作

用。 

8.幼保科(1)追求精緻教學，提升教師有關幼兒教保、健康照護、多元

智能與情意教育等項教育專業之教學品質。(2) 幼兒教保理論課程

與臨床實習並重，提供學生 e 化與優良的學習環境 

9.牙體技術科(1)提升牙體技術相關課程教學品質(2)提供並鼓勵教師

利用所建置之設備進行相關研究。(3)培育學生具有製作活動義齒相

關技術之專業能力(4)要求實驗課程學生需親自操作，並完成作品。

(5)建立實驗室管理辦法，以利學生課間自學，提升教學成效。 

10.通識教育中心(1)透過反覆練習，使學生能從練習中找尋自己的錯

誤，並加以改正。(2) 透過設備輔助，提供教師更有效率的教學方

式。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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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藉由與社區附近相關之專

業職能治療醫療機構或有相關職能治療問題之基層院所辦理一系

列之交流活動，以提升社區基層醫療院所之職能治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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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材增添充實圖書館中西文圖書藏書，增添各科專業性期刊，提升

學校教師教學及研究水準，同時使學生涉獵廣泛之相關知識。 

2.增添圖書館的其他資訊教學用軟硬體，加強圖書館之功能性，帶

動學生之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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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強化技術層面的服務，達成師生們便捷使用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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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汰換老舊監視設備提昇校園安全水準。 

2.更新消防設施維繫校園防災能力。 

3.添購實驗室安全相關設備，以達零事故之目標 

4.持續維護校園安全，確保師生在校活動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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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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教師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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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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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高階師資比率。 

6-1.透過研討會與改進教學計劃專案，可提昇教師課程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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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6-3.教師指導學生製做專題或參加競賽，可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及實務

能力。 

6-4.提高教學品質，使學生考照、升學率及就業率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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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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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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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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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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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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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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48 ﹪﹪﹪﹪） 

總經費

(5)=(3)+(4) 

＄11,597,312 ＄17,671,450 ＄29,268,762 ＄3,068,348 ＄32,337,11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44.64 ﹪）﹪）﹪）﹪）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55.36﹪）﹪）﹪）﹪） 

金額 ＄6,958,387 ＄10,602,870 ＄1,369,668 ＄4,638,925 ＄7,068,580 ＄1,698,680 

合計 ＄＄＄＄18,930,925 $13,406,185 

占總經

費比例 
58.54% 41.46%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不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前段經常門

預算得流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百分之六十五，經常門不得低

於百分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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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8,898 73.79 ﹪ ＄1,369,668 100 ﹪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3,812,259 21.71 ﹪ ＄0 0 ﹪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 
＄362,100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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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000 2.44 ﹪ ＄0 0 ﹪ 註五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7,561,257 100 ﹪﹪﹪﹪ ＄＄＄＄1,369,668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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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0 

研究 

15.38 ﹪ 

研究 

＄80,000 

研究        

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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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000 

＄750,000 

研習        

8.11 ﹪ 

6.41 ﹪ 

研習 

＄0 

研習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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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000 

＄1,950,040 

進修        

14.61 ﹪ 

16.66 ﹪ 

進修 

＄0 

進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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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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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150,000 

＄270,000 

著作        

1.28 ﹪ 

2.31 ﹪ 

著作 

＄80,000 

著作        

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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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00 

＄27,000 

升等送審 

1.00 ﹪ 

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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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教學 

＄660,000 

＄450,000 

改進教學    

5.64 ﹪ 

3.84 ﹪ 

改進教學 

＄80,000 

改進教學    

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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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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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教材 

＄300,000 

＄250,000 

編纂教材    

2.56 ﹪ 

2.13 ﹪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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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250,000 

製作教具    

2.56 ﹪ 

2.13 ﹪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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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7,000 

＄5,747,040 

合計        

51.14 ﹪ 

49.09 ﹪ 

合計 

＄240,000 

合計        

1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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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250,000 

4.27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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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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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0,680 

＄1,405,210 

72.45 ﹪ 

8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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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3,000 

＄3,361,235 

27.44 ﹪ 

28.71 ﹪ 

＄228,000 

＄53,470 

13.42 ﹪ 

3.15 ﹪ 

原則以新聘、高階師資為補助對

象，經專則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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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505 

＄1,899,230 

13.31 ﹪ 

16.22 ﹪ 
＄0 0 ﹪ 

原則以現有、高階師資為補助對

象，經專則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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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7,505 100.00 ﹪﹪﹪﹪ ＄＄＄＄1,698,68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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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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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 E 化設備組 

1.資訊講桌 

�本體：講桌(含轉輪及定位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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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D 1.8Mhz(含以上) 

�RAM：2G DDR2-SDRAM(含以上) 

�HD：250G SATA2(含以上) 

�光碟機: 16X DVD-ROM 

�O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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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度：至少 1024x768 

�投影畫面：4:3 

�對比率：400:1(含以上) 

�亮度：2200 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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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80,000 1,440,000 教學用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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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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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機體 4 年保固 

2 
電腦教室建置基礎設備

組 

70 組個人電腦(含硬體廣播教學設備、硬體還原

卡、電腦桌椅 14 組、網路設備)、單槍投機 1 部

及機電設備 

1 
2,100,000 

2,000,000 

2,100,000 

2,000,000 

A305 電腦

教室教學

使用 

資圖處 

0930

第 3

次專

責會

議變

更 

3 
數位教材製作基礎設備

組 

1.高階數位教材攝影組(含周邊設備) 

2.數位教材後剪輯製作組(含高階電腦組、顯示

卡、DVD 燒錄器、外接式 HDD)六組 

1 685,000 685,000 

製作數位

教材教具

用 

資圖處  

4 
單模骨幹光纖基礎設備

組 

A、C、G 棟及圖書館單模骨幹光纖組 

(含GBIC及施布) 
4 50,000 200,000 教學用 

資圖處電

子資訊組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變

更項

目 

5 
SPSS 17.0 中文版統計分

析軟體 

1.中文網路教育版 3uesr 

2.中文說明書與光碟說明書各一份 

3.中文安裝手冊與光碟說明書各一份 

4.含安裝及教育訓練 

3 55,000 165,000 
教學研究

用 

資圖處電

子資訊組 
 

6 教材製作電腦組 
1. 個人電腦組(CPU：Intel C2D 1.8Mhz(含以

上),RAM：2G 含以上,HD：320G SATA2(含
3 36,000 108,000 

製作 E 化

教材用 

教學發展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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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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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光碟機: 16X,DVD-ROM,OS: Windows 

XP home, 19 吋 LCD Monitor 

2. DVD 對拷機(1 對 1) 

3. 活動式硬碟 320G(含以上) 

4. 需配合現場環境主機配置網路線路系統整

合。 

5. 含還原卡 

7 雷射印表機 

1. 黑白雷射印表機(A3 印表機) 

2. 具備網路列印功能 

3. 擴充記憶體為 128M（含以上）RAM 

4. 4 年保固 

1 31,000 31,000 
製作 E 化

教材用 

教學發展

中心 
 

8 
傑考氏職前技巧評量工

具組 

14 項測驗活動，針對智力障礙、學習障礙、感覺

統合及其他腦部受損者就業能力之測量 
1 102,000 102,000 教學用 職治科  

9 
功能性生理能力評估工

具 

根據工作所需能力所設計之評估工具，內含工作

梯、重量車、沙罐組、舉放訓練架、測量尺、舉

放箱、鎖螺絲釘組、平衡木、爬行隧道、明尼蘇

達測驗、普度測驗、心跳計、水瓶訓練箱、握力

計等設備 

1 250,000 250,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0 褚氏職能測驗組 
包含三種測驗：褚氏注意力測驗、褚氏手功能測

驗、褚氏日常生活功能測驗 
1 22,500 22,500 教學用 職治科 

 

11 艾倫認知測驗組 包含測驗手冊、皮製穿孔測驗工具 4 19,000 76,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2 綜合工作能力評量 
共 8 項分測驗，每個分測驗各含 3-5 項作業項

目，共計 33 項 
1 45,000 45,000 教學用 職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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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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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教學型前臂功能手（肘下

截肢） 

功能手手掌閉合時，腕關節至大拇指指尖直線距

離 110mm（±5％）手掌最大展開度 110mm（±5

％）。 

主要材質 : 不飽和聚脂樹脂 

1 140,000 140,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4 
一般型上臂功能手（肘上

截肢） 

功能手手掌閉合時，腕關節至大拇指指尖直線距

離 110mm（±5％）手掌最大展開度 110mm（±5

％）。 

主要材質 : 不飽和聚脂樹脂 

1 180,000 180,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5 掌上型溝通版 

1.數據化錄音。  

2.體積較小、重量較輕、方便攜帶。  

3.可配合一個特殊開關使方便不同肢體障礙人

士使用。 

1 16,000 16,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6 立體跳層掃描型溝通板 

本機含三層頁面，每層頁面 12 個訊息，共 36 個

訊息，且為數據化錄音。 

掃描速度秒數可以自行選擇控制(1 秒、1.5 秒、2

秒、3 秒)。 

1 26,000 26,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7 單鍵式溝通器 

1.數據化錄音。  

2.可錄製 12 格訊息，總錄音長度為 8 分鐘。 

3.透明上蓋可旋起，內放指示文字圖形或溝通

版面。 

4.不使用電池時，亦可當作一般特殊開關使

用，控制溝通版或玩具。 

1 17,000 17,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8 兒童特製輪椅 鋁合金材質 1 47,000 47,000 教學用 職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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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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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性頭靠固定器 

可斜躺 

H 型安全帶 

防止滑落墊 

扶手可拆，且扶手可調整高低，靠背可後折 

19 俯臥站立架 
提供俯臥站立的機會。 

增進軀幹上肢、下肢的載重。 
1 57,000 57,000 教學用 職治科 

 

20 數位攝影機 

100 萬畫素靜態拍攝  

記憶卡可儲存動態影像  

硬碟資料保護功能 

防手震功能，全彩夜視功能 

2 26,000 52,000 教學用 
職治科×1 

應外科×1 

 

21 數位相機 

有效像素 約 1000 萬像素、1 /2.5 寸 CCD  

光學變焦 3.8 倍 

液晶顯示屏 3.0 寸 

介面 高速 USB 2.0 (mini-B、MTP 及 PTP)，音頻

及視訊輸出 (NTSC/PAL) 

2 15,000 30,000 教學用 
職治科×1 

應外科×1 

 

22 牙科精密研磨機 

電源：110V±10％，60Hz±10 

轉速：1000~20000rpm/min， 

功能：具正反轉，電磁性平台 

附件：模型台，度量桿，各型刮刀及研磨針 

5 200,000 1,00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3 全調節咬合器 含面弓 1 90,000 9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4 半調節咬合器 含面弓 1 48,000 48,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5 彈性床鑄造機 
電源：110V±10％，60Hz±10 

附件：包埋盒，全套研磨工具 
1 220,000 22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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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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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水晶瓷牙設備 

初級硬化裝置（自動感應式） 

終極硬化爐 

纖維硬化機 

電源：約 120V；60Hz 

1 430,000 43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7 大型雷射底片掃描儀 

1.平板型大型底片掃描器，解析度至少 6,400dpi

以上. 

2. 三維劑量分佈分析軟體：  

a.可分析：任何特定 MV 級能量的 X 光在底片

上所形成的劑量分佈形狀。 

b.分析模式：1D 線性，2D 線性與多切面。 

c. 1D 線性分析功能：橫向劑量分佈及梯度劑量

變化。對稱性及平坦性分析；百分深度劑量

分佈之能量分析；多葉準直儀校正報告。 

d.2D 線性分析功能：等劑量分佈分析；閾值劑

量（threshold dose）分析；劑量差百分比分析；

強度調控劑量驗證分析。 

e.多切面分析功能。 

f.任何 BMP 或 JPG 檔輸出/輸入功能及裝置。 

3.治療射束電腦控制品質保證系統：  

a. 至少 46 通道（含）離軸線性排列即時劑量

偵測功能。  

b.  b.隨機控制系統：至少雙核心處理器，

RAM 至少 2GB（含）以上、脈頻至少

2.16GHz（含）以上  

1 1,450,000 1,450,000 教學用 醫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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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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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資料儲存裝置：至少 320GB（含）以上。. 

28 綜合驗光機  

Main Body（主機） 

S：+16.75～19.00D    

C：0.00～-600D 

Standard Accessories（標準附件）: 

(1)Auxiliary cylinder lens –2.00D（補償柱鏡

-2.00D） 

(2)Auxiliary cylinder lens –0.12D  (補償柱鏡

-0.12D) 

(3) Near point card (近視力表) 

(4) Near point rod (近視力桿) 

(5) Near point card  

8 140,000 1,120,000 驗光教學 視光科 

 

29 綜合驗光台  

1. 可搭載手/自動驗光儀、驗光機、投影機。 

2. 桌面可滑動距離≧60 ㎝。 

3. 桌面升降範圍：約 650～800 ㎜。 

4. 手臂承載重量約：≧20 ㎏。 

8 60,000 480,000 
搭載驗光

儀器 
視光科 

 

30 半身安妮 CPR 模型 

六燈式甦醒安妮（含以下規格）： 

半身式假人一組、六燈式顯式器一組、引發頸動

脈用壓脈球一組、可更換面皮及胸骨之真實解剖

造型、可模擬壓額提顎法及推顎法 

6 54,000 324,000 

充實急症

護理教學

資源 

護理科
A608 

 

31 
美國丹佛 DENVER II 中

文版評估工具套組 

1.DENVER II 評估工具一組、2.中文版訓練教學

錄影帶一份、3.中文版操作錄影帶一份、4.中文

訓練手冊一份、5.中文測驗表格 100 張/份 
2 93,300 186,600 

充實產兒

科護理教

學資源 

護理科

A607 

 

32 專題用電腦組 

1.電腦主機 

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2.66Ghz (含以

上)記憶體：提供 2G DDR2-667(含以上)，支援雙

10 30,000 300,000 教學用 資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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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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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擴充槽  

硬碟機：容量 200GB(含以上)，SATA II 

光碟燒錄機：DVD-RW，網路介面：內建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網路介面 

128MB(含以上)獨立顯卡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最新版(含以上) 

2.顯示器：19 吋螢幕(含以上)LCD (螢幕&主機

同廠牌)  

3.鍵盤&光學滑鼠 

4.需配合教室現場環境主機配置網路線路系統整

合。 

5.保固四年 

6.含 OA 雙人電腦桌(6 座+1 教師桌)，含防盜電

腦主機筒，13 張五爪附輪椅。 

33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1.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2.需配合教室現場環境主機配置(需到校現場評

估 A702、A401-1、A408 等三間電腦教室。(20、

51、46 人)使用廣播教學) 

1 270,000 270,000 教學用 資管科 

 

34 活動階梯 

第一層 約 160cm*100cm*23cm(或以上) 

第二層 約 176cm*100cm*45cm(或以上) 

第三層 約 184cm*100cm*63cm(或以上) 

1 39,000 39,000 教學用 幼保科 

 

35 止滑墊 約 3 尺寬 1 60,525 60,525 教學用 幼保科  

36 中胡 
1.材質：琴桿、琴筒專業(老)紅木。 

2.琴筒：八角琴筒，塿空音窗。 
2 28,000 56,000 教學用 幼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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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琴身長度：88cm(含以上) 

4.蛇皮製琴面(音響皮)。 

5.附盒、弓、琴碼、止音布、琴布、徵調 2 個、

備弦 1 套、松香 1 個。 

6.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37 高胡 

1.材質：琴桿、琴筒專業(老)紅木。 

2.琴筒：圓形琴筒。 

3.琴身長度：79cm(含以上) 

4.蛇皮製琴面(音響皮)。 

5.附盒、弓、琴碼、止音布、琴布、徵調 2 個、

備弦 1 套、松香 1 個。 

6.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1 26,000 26,000 教學用 幼保科 

 

38 大阮 

面板及背板材質：沙桐及梧桐。 

1.材質：專業(老)紅木邊皮、琴頭 

2.琴身長度：111cm(含以上)。 

3.面板及貝板直徑：50cm(含以上)。 

4.牡丹骨頭花、黑牛角銅轉軸、24 個鋼品、f 形

音窗。 

5.附盒、架、撥片 3 片、琴布、備弦 1 套。  

6. 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2 38,000 76,000 教學用 幼保科 

 

39 笙 

1.21 簧笙。 

2.擴音銅管鍍鎢。 

3.D 調。 

4.音域：D-F#。                               

1 34,000   34,000 教學用 幼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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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吹嘴、琴布。                                              

6.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40 大提琴 

1.琴身尺寸：4/4。 

2.面板材質：雲杉木。 

3.背板、側板、琴頸、琴頭材質：楓木。 

4.全支手工製程琴，手工刷漆，植物酒精漆。  

5.烏木指板、琴栓、拉弦板。 

6.雙 F 型音孔。 

7.附袋、弓、架、松香、止滑板、微調、琴布、

備弦 1 套。 

8.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1 35,000 35,000 教學用 幼保科 

 

41 小軍鼓 

1.尺寸：14”×6 1/2” 

2.鼓肚材質：銅質。 

3.演奏型小鼓。 

4.REMO 鼓皮。 

5.附雙板高級爪型腳架、鼓棒。 

6.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1 22,000 22,000 教學用 幼保科 

 

42 數位相機 

廣角:28mm 以下 

望遠:光學變焦 12 倍以上 

高感度:iso3200 以上 

教學用相機 

1 25,000 25,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43 微量天平 
1.稱量範圍:225g 

2.最小讀值:0.0001g 
1 46,500 46,500 教學用 牙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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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現性:0.0001g 

4.線性誤差:+0.0002g 

5.稱盤:鑷鉻合金 約 80mm 

6.防風罩:玻璃材質,約高 260mm 

44 雙眼實體顯微鏡 

物鏡可變倍率：0.8×~5× 

放大倍率：8~50 倍 

LED 環形可調光源 

CCD 轉接環 

2 58,000 116,000 教學用 牙技科 

 

45 
可攜帶式足部骨質密度

儀 

偵測位置：跟骨（腳跟） 

耦合方法：乾式耦合膠 

偵測時間：小於10秒 

病患報告：內建印表捲紙 

計算參數：評估腳跟骨密度值（BMD）與量化 

超音波參數：QUI（超音波參數量化值/硬度值），

可以自BUA（超音波寬頻衰減值）與SOS（音波

速度參數）取得 

電源：100-240交流電，50-60Hz，小於60瓦（可

自動調整100-240交流電，在50-60Hz範圍） 

內建微處理器 

超音波能量：空間峰值脈衝平均聲強值：小於

0.001 W/cm 傳統值 

機械指數：小於0.01 

脈衝接收速率：小於200Hzz 

1 450,000 450,000 教學用 醫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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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可攜帶式拉桿行李箱、 

46 投影式視力表  

1. 投射距離：約 3.0～6.0M 

2. 圖表數：≧30 charts 

3. 更換速度：≦1 fram/0.1sec 

4. 光源：LED （≒3W） 

5. 自動節電功能：5/15 min/OFF 選擇 

8 50,000 400,000 驗光教學 視光科 

 

47 角膜弧度儀 

1. 測量範圍：約 7.0～10.0 ㎜ 

2. 精度：0.05 ㎜以下(含) 

3. 角膜曲光度：40～50D 

4. 精度：至少 0.125D 

5. 角膜散光軸度：0～180° 

6. Power：AC 100～240V 

2 100,000 200,000 
隱形眼鏡

教學 
視光科 

 

48 婦科觸診訓練模型 

1.具女性人體解剖特徵的骨盆腔模型，可訓練觸

診正常或異常結構及陰道擴張器置入等技術 

2.材質柔軟，幾近人體肌膚 

3.可更換物件包括：正常的子宮頸及子宮,可練習

子宮內避孕器、IUD 的放置及取出。正常經產

子宮頸。子宮頸內息肉。子宮頸外翻、子宮頸

腫瘤形成（惡性腫  瘤）、懷孕十週的子宮、2

個隨附的腫瘤 

1 45,000 45,000 

充實產兒

科護理教

學資源 

護理科

A605 

 

49 質性研究套裝軟體 
Nvivo 8 Perpetual Licence，Educational Boxed 含

到校安裝與測試 
1 26,000 26,000 

充實護理

科教學資

源 

護理科 
 

50 樂譜櫃 
約長 350cm *寬 40cm*高 220cm 

木製 220 格 
1 16,000 16,000 教學用 幼保科 

 



 47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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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四層角鐵架（含夾板） 
約高 200 公分*深 47 公分*寬 92 公分 

約長 400cm*寬 120cm*高 165cm 
1 

33,000 

16,000 

33,000 

16,00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變

更 

52 

骨科物理治療室 C503 

數位化即時影像傳輸與

錄製設備 

全功能彩色攝影機 ×2 

42"高畫質數位液晶 ×4 

DVD 錄放影機×1 

系統控制器組 (含 20"數位液晶及系統整合) ×1 

19" 30U 機櫃(含抽拉式鍵盤台×1、承板×2) ×1 

1 340,000 340,000 教學用 物治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取

消 

53 
半身安妮 CPR 

模型 

六燈式甦醒安妮(含以下規格) 

半身式假人一組 

六燈式顯式器一組 

引發頸動脈用壓脈球一組 

可更換面皮及胸骨之真實解剖型 

可模擬壓額提顎法及推顎法 

2 54,000 108,000 教學用 護理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54 6 頻道移動式無線擴音機 

1.6 頻道各自獨立，6 支無線麥克 

 風可同時/同步運作不會互相干  

 擾。 

2.含 CD 放音座。 

3.頻率穩定不飄移。 

4.電源直流交流皆可使用。 

6 55,000 330,000 教學用 應外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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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輸出功率 100 瓦。 

6.適用戶外教學、大型會議、演講 

 或舞台表演。 

55 車溝機 電壓 110V、溝寬約 0.5mm、可調式溝身 10 25,000 250,000 
配 鏡 教 學

用 
視光學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56 火焰噴槍 

氧氣瓦斯專用 

配件：鑄造槍管（大） 

      鑄造槍管（小） 

      焊接槍管（含 3 噴嘴） 

2 17,000 34,000 教學用 牙技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57 矯正用點焊機 固定式 2 60,000 12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58 
氣動式去包 

埋材機 

氣動式 

手持式 
4 14,000 56,000 教學用 牙技科 

0610

第 2

次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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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會

議增

購 

59 慢速馬達 
速度：二段式 

配件：橡膠防塵罩 
2 32,000 64,000 教學用 牙技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0 電子防潮箱 

一般除濕，指針表顯示 

尺寸：約 H970*W1180*D500 ㎜ 

容量：490L（含）以上 

3 25,200 75,600 教學用 牙技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1 網路教學儲存設備 
1. SAS/SATA 網路儲存 

2. 12 顆 1TB SATA HDD 
1 310,000 310,000 

1. 支援教

學 單 位 網

站 教 學 資

料備份.  

2. e 網路學

園 歷 年 教

學 資 源 與

檔案備份. 

全校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2 數位教學教材製作 1. 具螢幕錄影的功能。 1 31,500 31,500 製 作 教 學 全校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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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或螢幕錄影時，皆能自動偵測換頁並自

動建立索引。 

3. 單一按鍵即可將資料建進資料庫 

4. 整合各種素材 (Video, Flash, HTML,…)。 

5. 提供段落播放順序控制功能。 

6. 串流技術，無須搭配串流伺服器即可提供順

暢的段落切換及任意點選播放功能。 

7. 透過 IE 瀏覽器就可以在網路或光碟片上閱

讀教材。  

8. 可輸出 Flash 或 mp3 的教材格式。  

單 位 所 需

之 數 位 教

材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3 
教學型前臂功能手（肘下

截肢） 

功能手手掌閉合時，腕關節至大拇指指尖直線距

離 110mm（±5％）手掌最大展開度 110mm（±5

％）。 

主要材質 : 不飽和聚脂樹脂 

1 140,000 140,000 教學用 職治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4 塑膠舞台地毯 約 3*18 呎(一套 8 片) 2 38,000 76,00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5 中胡 
1.材質：琴桿、琴筒專業(老)紅木。 

2.琴筒：八角琴筒，塿空音窗。 
1 27,000 27,00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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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琴身長度：88cm(含以上) 

4.蛇皮製琴面(音響皮)。 

5.附盒、弓、琴碼、止音布、琴布、徵調 2 個、

備弦 1 套、松香 1 個。 

6.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6 高胡 

1.材質：琴桿、琴筒專業(老)紅木。 

2.琴筒：圓形琴筒。 

3.琴身長度：79cm(含以上) 

4.蛇皮製琴面(音響皮)。 

5.附盒、弓、琴碼、止音布、琴布、徵調 2 個、

備弦 1 套、松香 1 個。 

6.附代理商零件無缺及售後服務證明。  

1 25,000 25,00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7 數位攝影機 100 萬畫素，60G 容量硬碟，防手震功能 1 26,000 26,00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8 吊鈸 20 吋 1 13,000 13,00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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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雷射銲接機 
電壓：220V±5％ 

能量：30 焦耳（含）以上 
1 1,600,000 1,600,000 教學用 牙技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70 
骨盆腔碳纖固定系統組

合 

� 全碳纖板材料。 

� 適合腹部俯臥及仰臥的各種放射治療。 

� 使用滑扣固定模材。 

� 使用鼠蹊扣夾第三點固定。 

� 碳纖板含 30x38cm 的治療窗,治療窗邊緣需

有 30 度導角。 

� 碳纖板可極方便地直接扣入治療機及造影

機之床台上。 

� 骨盆固定板兩側各有 70 公分長的尺規。 

� 固定器兩側有握把設計。 

� 骨盆固定板上下各有 2 個定位槽。 

� 有熱塑性軟毛固定用模板。 

� 有大型恆溫水槽。 

1 套 300,000 300,000 教學使用 醫影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71 教室 E 化設備組 

1.資訊講桌 

� 本體：講桌(含轉輪及定位螺組) 

� 麥克風：鵝頸式 

� 擴大機：60W 以上 

� 控制面板：I/O 整合介面 

3 80,000 240,000 教學用 全校 

0930

第 3

次專

責會

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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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項目名稱稱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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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GA 自動切換器及分配器及集線器 

2.電腦組 

� CPU：Intel C2D 2.8Mhz(含以上) 

� RAM：2G DDR2533/677(含以上) 

� HD：500G SATA2(含以上) 

� 光碟機： 16X DVD-ROM(含以上) 

� OS：須含 Vista h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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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析度：至少 1024x768 

� 投影畫面：4:3 

� 對比率：400:1(含以上) 

� 亮度：2200 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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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13,754,125 

$16,9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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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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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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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用電腦即時登記管理系統 

登記管理控制台 (Web 專業

版)；使用管理控制台(72 人版,

支援 Windows XP 以上)；使用

端管理系統（支援Windows XP

以上）。 

1 100,000 100,000 

圖書館

公用電

腦管理 

圖書館  

2 SSL VPN 系統建置 

SSL VPN 同時上線數最少 25

條，可升級至 200 條；提供個

人化入口網站與提供 Role 

Based 的資源存取控管能力；

提供多重認證方式 RADIUS、

LDAP、Active Directory； 

支援豐富的 TCP/UDP 應用服

務能力。 

1 200,000 200,000 
校外連

線用 
圖書館  

合   計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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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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種 1,191 380 452,0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2 �      種 659 789 520,0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3      � 種 47 14,468 680,0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4      � 種 1 270,500 270,500 供全校師生檢索 圖書館  

5   �    種 168 1,711 287,5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6   �    種 96 19,688 1,890,0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合    計    $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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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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混音器 

頻率響應：20hz-20khz+0db/1db, 

10hz-60khz+3db/-3db 

消耗功率：25W, 115VAC-60HZ (R-2004FX) 

1 38,000 38,0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2 等化器 
頻段：2*15, 1/3 音程頻率響應：20hz-20khz+/-1db 

(EQ-152) 
1 18,000 18,0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3 擴大機 

輸出功率：立體：8 ohms：800W, 4ohms：1400W, 

2ohms naw 

橋接：8ohms：2800W, 4ohms：naw 

電壓增益：30db (MP-2800) 

1 88,000 88,0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4 喇叭組 

喇叭：15 吋以上低音單體, 34mm 高效率鈦高音單體 

會號角式喇叭)最大音壓：127db 以上*1 

防水喇叭套*1 

搖桿落地三腳架*1(齒輪升降) 

2 45,000 90,0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5 
UHF/充電、雙頻道無線

麥克風 
手握預設 64 頻道群組 2 27,000 54,0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6 移動式機櫃 14U 含視聽線材(純銅) 1 37,000 37,0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7 電腦伴唱機 
LED 面版，USB 連接埠，SD 卡讀卡機，DVD 播放，

內建背景 
1 39,800 39,8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8 液晶電視 24” 1 12,000 12,0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9 桌上型電腦 1.作業系統：正版 WindowsXPHome 3 16,800 50,400 
社團辦公

用 
學生自治會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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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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器類型：lntel ATOM230 處理器 

3.快取記憶體：512 KB L2 快取記憶體 

4.標準記憶體：1024 MB 

5.記憶體類型：DDR2 

6.內部磁碟機：160 GB 

7.DVD 燒錄器 

8.含 19＂LCD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10 單眼相機 

1.1110 萬 CCD 畫素/防手動 

2.14.3x 光學  

3.2x 數位變焦/自動追蹤對焦  

4.高速連拍功能/變焦包圍模式 

5.近拍 1CM/640x480 有聲錄影 

6.10000 感光度/XD,SD,SDHC/鋰電池 

附原廠電池 

7.2.5 吋 LCD 顯示螢幕 

1 30,000 30,000 活動用 學生自治會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11 頂蓬 

1.頂蓬尺寸：約長 310x 寬 310x 高 260cm 

2.收納尺寸：約長 120cm 直徑約 15cm 

重量：約 21KG 

3.防水係數：5000mm 車逢線防水加工處理 

4.骨架：強化鐵管骨架  

5.材質：防水銀膠 210 丹尼龍布 

6.配備：營釘、600 丹超厚防水牛津布收納袋 

7.擋風布 3 片 

4 12,000 48,000 表演用 學生自治會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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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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鋁合金看台(五層) 

1.尺寸：約長 450cm 寬 270cm 高 120cm 坐板約

24cm×4.5cm 

2.腳架採鍍鋅防銹處理 

1 64,000 64,000 活動用 籃球社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合    計 
  ＄＄＄＄376,800 

＄＄＄＄56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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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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數位錄影機(250G*2) 

影像壓縮格式：M-JPEG 

影像輸入：BNC x 16 

錄影更新速度：120FPS/CIF，60FPS/EACH 

儲存媒體：支援 2 顆硬碟,最大支援 250GB 顯示

速度：480 FPS 多工處理：三工  

備份裝置：遠端備份, CD-RW, USB1.1,VGA 輸出 

網路連結功能：有 

語言：中/英 

畫面放大功能：數位 2 倍放大 

警報輸入/輸出：16 個警報輸入端/1 個警報輸出

端 

其它：附紅外線遙控器 

2.偵煙型偽裝攝影機 16 只 

3.紅外線攝影機 2 只(投射距離 20 公尺以上) 

含系統連結整合、測試 

4 100,000 400,000 校園安全 總務處 

 

2 
單模骨幹光纖基礎設備

組 

A、C、G 棟及圖書館單模骨幹光纖組 

(含GBIC及施布) 
4 50,000 200,000 教學用 

資圖處電子

資訊組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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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項

目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400,000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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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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第 4 次專責會議通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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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教師之教學及實務能力。 

1,710,000 
1,9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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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教師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輔導與評

量能力，精進教學成效。 

740,000 

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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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00 

27,000 

預計專任教師送審升等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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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提昇學術水準。 

230,000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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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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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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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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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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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680 
1,4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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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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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1,000 

3,41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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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505 

1,89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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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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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濕機  
水箱容量 4L(含)以上，可接排水

管，除濕能力 10L/日以上 55 8,200 451,000 
各科專業

教室 
全校 

 

2 L2 交換器 
Edge-CoreES3526XA 

 (台灣銀行價 8,507) 
14 7,000 98,000 

C 棟教室

教學使用 

資圖處電子資

訊組 

 

3 Adobe Acrobat 8.0  中文/英文專業 教育授權版 3 6,000 18,000 
製作 E 化

教材用 
教學發展中心 

1111

第 4

次專

責會

議取

消 

4 沙包組 

材質: 乙烯外皮, 填充物為鋼粒；包含: 1

磅、1½磅、2 磅、2½磅、3 磅、4 磅、5

磅各兩個; 7½磅、10 磅各一個, 共 16 個

為一組 

2 8,700 17,400 教學用 職治科 

 

5 不鏽鋼爬昇架+木製棒 

材質: 不鏽鋼 

規格: 長 60x 寬 12x 高 90cm, 爬昇桿 14

支, 置於左右兩側 

1 8,500 8,500 教學用 職治科 

 

6 拉坏工具組 

海綿.木刀.棒針.切割線.弧形木片.不銹鋼

片.雙頭修坯刀.大木柄修坯刀 

為拉坯.修坯基本工具組 

30 200 6,000 教學用 職治科 

 

7 兒童感覺統合功能評量表 包含七個分量表，共 98 題 2 3,600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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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指導手冊 2 本、學前版/學齡版評量表

各 50 本、計分表及綜合分析表 100 張 

8 幼兒感覺發展檢核表 

共有 50 題敘述句，可以篩檢出感覺統合

失常的五個症候群；含指導手冊 2 本、

檢核表 100 張、評估表 100 張 

2 1,440 2,880 教學用 職治科 

 

9 兒童感覺發展檢核表 

共有 60 題敘述句，可以篩檢出感覺統合

失常的五個症候群；含指導手冊 2 本、

檢核表 100 張、評估表 100 張 

2 1,500 3,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0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中文編

譯版(教室

版)(VABS)(Vineland 

Adaptive Behavior Scale) 

總量表之標準分數代表兒童在個人及社

會能力上的整體綜合評估，其包含了四

個不同向度的適應功能 

含指導手冊 2 本、記錄紙 50 本 

1 2,900 2,900 教學用 職治科 

 

11 資料櫃(玻璃拉門) 玻璃拉門檔案櫃約 900×450×1066 7 2,000 14,000 
存放教學

資料 

職治科×5 

牙技科×2 

 

12 
資料櫃(金屬拉門) 

資料櫃(金屬開門) 
鋼製拉門檔案櫃約 900×450×1066 5 2,150 10,750 

存放教學

資料 
職治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變

更 

13 三層櫃 
金屬製三層櫃 

約 900W*450D*1062Hmm(正負 10mm) 
4 3,550 14,200 

存放教學

設備及評

估工具 

職治科 

 

14 效率櫃(小) 金屬製外殼, 塑膠製抽屜 3 2,590 7,770 存放教學 職治科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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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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311*D400*H572(正負 5mm) 

W378*D458*H49(正負 5mm) 

資料 第 2

次專

責會

議變

更 

15 套疊椅組 

材質：芬蘭木 

規格：約 25x30x10cm、31x37x15cm、

36x45x20cm、42x52x25cm 之尺寸椅子 

1 6,200 6,200 教學用 職治科 

 

16 肩關節活動弧架 

木板底座約長 100x 寬 12x 高 1.5cm 

主體採用約 19mm 不鏽鋼圓管 

不鏽鋼半圓弧長約 94cmx 高 72cm 

長形板 10 片 

1 5,300 5,300 教學用 職治科 

 

17 轉位皮帶(大) 

可繫於患者及照顧者腰間，方便照顧者

使力讓患者站立，或互相握著練習走

路。尺寸：35 吋至 42 吋 

2 2,500 5,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8 轉位皮帶(中) 

可繫於患者及照顧者腰間，方便照顧者

使力讓患者站立，或互相握著練習走

路。尺寸：32 吋至 37 吋 

2 2,500 5,000 教學用 職治科 

 

19 效率櫃(大) 

金屬製，塑膠製抽屜共 48 個 

W580*D222*H937mm(正負 10mm) 

W590*D250*H965(正負 10mm) 

1 4,550 4,550 
擺放教學

耗材 
職治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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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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矽膠全口無牙負模型 

尺寸：1 比 1 

部位：上下顎負模 

材料：矽膠材質 

2 2,400 4,800 教學用 牙技科 

 

21 
甘迺迪第一類活動局部義

齒模型 

尺寸：1 比 1 

部位：上下顎模 

材料：複合樹脂材料 

1 4,000 4,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2 
甘迺迪第二類活動局部義

齒模型 

尺寸：1 比 1 

部位：上下顎模 

材料：複合樹脂材料 

1 4,000 4,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3 
甘迺迪第三類活動局部義

齒模型 

尺寸：1 比 1 

部位：上下顎模 

材料：複合樹脂材料 

1 4,000 4,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4 
甘迺迪第四類活動局部義

齒模型 

尺寸：1 比 1 

部位：上下顎模 

材料：複合樹脂材料 

1 4,000 4,000 教學用 牙技科 

 

25 
矽膠四倍上顎第一大臼齒

負模型 

尺寸：4 倍 

部位：上顎第一大臼齒負模 

材料：矽膠材質 

2 980 1,960 教學用 牙技科 

 

26 第一期混合齒列模型 

尺寸：1 比 1 

部位：上下顎模＋咬合架 

材料：透明壓克力 

1 7,100 7,100 教學用 牙技科 

 

27 第二期混合齒列模型 

尺寸：1 比 1 

部位：上下顎模＋咬合架 

材料：透明壓克力 

1 7,100 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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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第三期混合齒列模型 

尺寸：1 比 1 

部位：上下顎模＋咬合架 

材料：透明壓克力 

1 7,100 7,100 教學用 牙技科 

 

29 個人麥克風喇叭組 

1. 充電 4~10 小時後自動斷電 

2. 四段 LED 電池容量指示，可持續使

用 28~35 小時 

3. 輸出功率：5W 

4. 可斜背或腰掛 

5. 含高品質頭掛式麥克風、充電器。 

6 3,000 18,000 教學用 醫影科 

 

30 行動硬碟 

1. 容量至少 500G 

2. 介面 ：USB2.0 / 1.1  

3. USB1.1：最大 12Mbps  

4. 電源：USB BUS POWER（由電腦供

應） 

5. 電源管理：支援（WindowsXP SP1 以

上版本） 

6. 消耗電力：最大 2.5W  

7. 外觀：W127×H83×D21mm（不包括

突起部分） 

5 6,000 30,000 教學用 醫影科 

 

31 無線麥克風 

1.20W 以上 VHF 

2.附領夾式麥克風 

3.交直流兩用 

5 3,000 15,000 
隨身攜帶

講解操作 
視光學科 

 

32 數位相機 
1.800 萬畫素以上(含廣角) 

2.鋰電池 
1 9,900 9,900 

教學使用

攝影 
視光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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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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G 以上記憶卡 

4.傳輸線 

33 專業型水氧機 

利用超音波墊片、容量大且霧化效果

佳，具有香氣擴散、空氣淨化且可達到

薰香療癒的功能。 

5 4,800 24,000 

精神科護

理學實驗

課程 

護理科 

A511 

 

34 專題成果展示框 
全開（約 1060X760mm） 

594*842mm 
30 

500 
400 

15,000 
12,000 

學生專題

製作成果

發表展示

用 

資管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變

更 

35 椅子 一般 50 500 25,000 教學用 幼保科  

36 指揮台 

約寬 90cm*深 90cm*高 19cm 

可摺疊式合唱台 

鋁合金框架 

棗紅色 

1 5,500 5,500 教學用 幼保科 

 

37 楊琴琴竹 
竹子做 

頭部包皮管 
2 400 800 教學用 幼保科 

 

38 軌道拉廉(更衣間) 更衣室拉門組 2 5,500 11,000 教學用 幼保科  

39 活動欄杆 
長約 2 公尺、高約 90 公分底座圓管二點

間距約 35 公分 
5 3,500 17,500 教學用 幼保科 

 

40 錄音筆 1GB 6 3,500 21,000 練習發音 通識中心  

41 收錄音機 (1)支援 CD/CD-R/CD-RW/MP3/WMA 檔 4 3,500 14,000 播放教材 通識中心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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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格式播 

(2) 內建 SD/MMC 插槽 

(3) 3.5m/m 立體耳機插座 

42 教學白板 4 尺×7 尺(含架) 1 9,000 9,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43 護貝機 可護貝 A3 紙張 1 5,000 5,000 製作教具 通識中心  

44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60F 4 7,200 28,8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45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60P 4 7,200 28,8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46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50F 4 6,980 27,92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47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50 P 4 6,980 27,92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48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40 F 4 5,850 23,4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49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40 P 4 5,850 23,4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50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30 F 4 5,130 20,52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51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30 P 4 5,130 20,52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52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20 F 4 3,000 12,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53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20 P 4 3,000 12,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54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10 F 4 1,500 6,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55 油畫圖框(含壓克力) 10 P 4 1,500 6,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56 數位教材文件製作組 具掃描、傳真及網路分享等功能 1 4,990 4,990 製作 E 化 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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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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用 

57 緊急淋浴沖眼器 

沖眼器：出水蓮蓬頭採軟質橡膠 

不因用力而使眼睛受傷 

入水口管牙約 3/8” 

6 6,000 36,000 
實驗室安

全 
牙技科 

 

58 塑膠椅 白色塑膠製，有椅背 120 200 24,000 教學用 職治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59 瓦斯噴槍 
手持式 

瓦斯可重複充填 
10 1,400 14,000 教學用 牙技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0 應力驗測機 旋轉偏光片可改變角度.電壓 110V 10 9,000 90,000 
配鏡教室

用 
視光學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1 模板打洞機 符合自動磨片機模板夾.電壓 110V 12 7,000 84,000 
配鏡教室

用 
視光學科 

0610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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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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2 手臂式電子血壓計 

1.有螢幕顯示（顯示血壓值及脈拍數） 

2.心律不整偵測技術 

3.血壓危險等級指示功能 

4.有電力警告指示功能 

5.有記憶血壓值的功能 

6.有壓脈帶存放槽設計 

7.可使用充電電池 

8.有存放盒 

8 3,200 25,600 

1.汰舊舊

式水銀式

血壓計 

2.提供護

理科生命

徵象測量

教學之用 

3.提供社

區健康服

務推廣之

用 

護理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3 充電式隨身擴音器 

1.適用高級鋰電池 

2.有電弱指示功能 

3.可隨時充電 

8 3,200 25,600 

1.提供教

師授課及

學生課堂

報告用 

2.提供社

區健康推

廣教育用 

護理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4 電子防潮箱 68L 1 2,600 2,600 
存放教學

資料光碟
通識中心 

0610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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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攝影器

材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5 數位錄音筆 1GB 容量 1 2,000 2,00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6 服裝木箱 
約長 60cm*寬 45cm*高 40cm 

附鋁合金把手 5 8,575 42,875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7 道具木箱 
約長 90cm*寬 60cm*高 50cm 

附鋁合金把手 2 9,860 19,72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次專

責會

議增

購 

68 二胡腰架 
1.ABS 塑膠扣勾 

2.鐵製胡琴底板 5 600 3,000 教學用 幼保科 
0610

第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