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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107年度第 5次會議記錄 

日期：107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 分 

地點：南北校區視訊會議 

南校區：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 

北校區：行政大樓 5 樓會議室 

主席：李校長 惠玲 

出列席：如簽到表 

記錄：宋宜樺 

 

壹、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再次提醒所有業務皆需依法行政，照規範辦理。 

二、業務報告 

1. 支用本計畫經費之案件，需依 107 年 6 月 27日（三）第 1 次會議決議，於 107

年 11月 30日（五）以前完成核銷程序（指已付款完成）。 

2. 所有未能依時程規畫如期完成計畫執行者，經費皆收回由學校統籌。 

3. 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 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

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已於 107 年 10月 16 日

（二）訪視結束。 

貳、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1. 所有審議通過之變更項目皆已導入請購系統執行中。 

2. 所有審議通過之經資門餘款項目皆已導入請購系統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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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各單位資本門執行進度，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請各執行單位儘速進行核銷程序，需於 107年 11 月 30日（五）以前完成。 

二、目前各單位執行進度如下表，收集資料至 107年 11月 5日（一）止。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執行進度 

單位 
資本門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已核銷 執行率 未完成動支項目及金額 

學術單位 

．休管系 457,500  457,500  100.00% 57,500  12.57%  

  創新院小計 457,500  457,500  100.00% 57,500  12.57%  

．長照系 2,289,620  2,289,620  100.00% 90,000  3.93%  

．護理科 1,121,805  1,047,205  93.35% 0  0.00%  

．幼保系科 1,034,025  1,034,024  100.00% 970,524  93.86%  

．視光科 1,666,909  1,665,909  99.94% 1,082,135  64.92%  

  護理院小計 6,112,359  6,036,758  98.76% 2,142,659  35.05%  

．資管科 718,738  438,738  61.04% 158,000  21.98% 
WSCbot 技能競賽訓練平

台 V2 

280,000 

．企管科 722,121  722,121  100.00% 717,240  99.32%  

．應外科 50,000  50,000  100.00% 50,000  100.00%  

．數動科 633,525  633,075  99.93% 629,275  99.33%  

  商資院北小計 2,124,384  1,843,934  86.80% 1,554,515  73.17%  

通識中心 155,110  147,660  95.20% 147,660  95.20%  

行政單位 

體育室 478,560  478,560  100.00% 192,000  40.12%  

學務處 484,200  479,570  99.04% 252,270  52.10%  

國際處 1,693,864  1,690,000  99.77% 0  0.00%  

總務處 3,170,664  3,170,664  100.00% 230,000  7.25%  

資圖中心 7,416,986  6,941,384  93.59% 3,189,924  43.01% 
高速網路交換器 66,638 

雙面鋼製造型矮書櫃 231,000 

討 論： 

一、休管系：柔道墊已驗收完成，正在進行核銷程序中。 

二、長照系：兩個設備正在核銷程序中，工程項目已決標，執行中，預計 12月完成。 

三、護理科：正在進行招標程序中。 

四、視光科：尚有前次會議通過之標餘款申請案，正在招標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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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管科：未完成動支項目為前次會議通過之標餘款申請案，已決標，接續進行驗收程序

及核銷程序。 

六、體育室：棒球場整修工程已完成，辦理驗收程序中。 

七、學務處：辦理核銷程序中。 

八、國際處：工程案執行中，預估 12月完工。完成後會接續辦理驗收程序及核銷程序。 

九、總務處：冷氣安裝中，另一案監視器已在核銷程序中。 

十、資圖中心：「高速網路交換器」正在動支流程中，「雙面鋼製造型矮書櫃」配合工程完

成後才會進行動支，工程預計 12月初完成。 

 

決 議：所有案件請儘速進行，並請留意施工品質，確實做好驗收作業。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各單位經常門執行進度，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請各執行單位儘速進行核銷程序，需於 107年 11 月 30日（五）以前完成。 

二、目前各單位執行進度如下表，收集資料至 107年 11月 5日（一）止。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執行進度 

單位 
經常門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已核銷 執行率 未完成動支項目及金額 

學術單位 

．商資院南 217,180  78,062  35.94% 0  0.00% 

辦理研討會 50,000 

引進專家，走進業界，旗艦

雙軌-雙師授課 

65,180 

聘請業界專家進行實習說

明 

19,000 

．企管系 75,410  65,410  86.74% 0  0.00% 踏入職場的第一步!! 10,000 

．應外系 60,152  38,584  64.14% 34,580  57.49% 
辦理英日語大會考，英日語

詞彙校內賽 PVQC 

20,152 

．數應系 184,652  17,910  9.70% 0  0.00% 

3D 列印筆 4,183 

「風塵濮濮歸鄉路－風獅

爺百年行迹寫真錄」 

160,000 

辦理一場資訊領域證照輔

導 

12,569 

．資傳系 57,938  43,550  75.17% 30,000  51.78% 
辦理一場資訊領域證照輔

導 

14,244 

  商資院南小計 595,332  243,516  40.90% 64,580  10.85%  

．餐飲系 115,677  23,194  20.05% 13,694  11.84% 
業界實習說明會 6,810 

創意美食相關講座 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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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執行進度 

單位 
經常門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已核銷 執行率 未完成動支項目及金額 

產業與企業參訪與實務技

術體驗 

21,393 

舉辦專題成果發表會 23,579 

安排業界主管來校進行職

涯輔導講座 

10,000 

辦理證照輔導-烘焙證照 14,244 

．休管系 159,878  69,619  43.55% 59,619  37.29%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19,000 

業界實習說明會 6,812 

休閒與健康養生相關講座 6,957 

產業與企業參訪與實務技

術體驗 

21,393 

舉辦專題成果發表會 23,550 

踏入咖啡職場的第一步!! 10,000 

．健康系 119,617  2,332  1.95% 0  0.00%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19,000 

業界實習說明會 6,810 

健康與人文相關講座 6,957 

產業與企業參訪與實務技

術體驗 

21,393 

照顧服務員證照輔導 41,907 

  創新院小計 395,172  95,145  24.08% 73,313  18.55%  

．護理院 132,233  82,233  62.19% 0  0.00% 辦理 1場健康產業研討會 50,000 

．長照系 446,085  346,291  77.63% 4,794  1.07% 

探討護理人員對零抬舉轉

移位的認知與技能 

70,000 

護理健康學院週跨系科「體

驗式學習」活動-關卡 

25,000 

．護理科 1,297,192  1,127,797  86.94% 196,222  15.13% 

精神科護理實作-業師協同

教學計畫 

20,127 

國際護理師證照系列講座 50,000 

．幼保系科 754,749  754,749  100.00% 73,580  9.75%  

．視光科 405,935  405,935  100.00% 3,521  0.87%  

  護理院小計 3,036,194  2,685,005  88.43% 278,117  9.16%  

．商資院北 592,340  396,071  66.87% 122,924  20.75% 
電腦教室用椅 40,000 

辦理研討會 50,000 

．資管科 355,047  292,047  82.26% 22,400  6.31% 

結合新排程媒介存取控制

機制 AODV 協定之研究 

53,000 

個人職涯發展講座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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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執行進度 

單位 
經常門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已核銷 執行率 未完成動支項目及金額 

．企管科 584,282  584,282  100.00% 122,328  20.94%  

．應外科 345,702  345,702  100.00% 154,204  44.61%  

．數動科 1,039,403  939,403  90.38% 513,361  49.39% 

視覺美學與教學策略—以

學校多媒體網頁設計分析

為例 

50,000 

大專學生休退學與志趣、學

業及操行成績相關性之探

討 

50,000 

  商資院北小計 2,916,774  2,557,505  87.68% 935,217  32.06%  

通識中心 98,564  98,564  100.00% 6,000  6.09%  

外語中心 100,000  100,000  100.00% 0  0.00%  

行政單位 

人事室 5,395,211  0  0.00% 0  0.00%  

體育室 55,940  55,600  99.39% 25,940  46.37%  

學務處 405,000  371,700  91.78% 138,000  34.07%  

國際處 1,383,864  413,774  29.90% 411,446  29.73% 

國際文化週 140,000 

國際學生迎新 60,000 

跨文化沙龍 30,000 

國際研討會 370,000 

健康產業國際論壇 350,000 

推廣教育中心 100,000  40,836  40.84% 40,835  40.84% 演講 100,000 

教資中心 260,000  249,310  95.89% 130,921  50.35%  

資圖中心 3,299,837  1,156,520  35.05% 491,080  14.88% 

圖書館閱讀遮陽簾 52,500 

購買教學用掃描印表機 8,090 

訂購一年期全校授權軟體 2,013,200 

產學組 350,000  0  0.00% 0  0.00% 
1.產學合作計畫簽訂 2.產學

計畫執行 

350,000 

學術組 1,792,634  10,000  0.56% 19,000  1.06% 

教師編纂教材獎勵 213,000 

教師製作教具獎勵 25,000 

1.獎勵教師輔導學生證照/

競賽獲獎 2.獎勵教師取得證

照/競賽獲獎 

265,500 

教師研習補助 565,673 

教師進修補助 243,861 

獎勵教師著作及專利 4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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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商資院南：皆已在動支程序中。 

二、企管系：已在動支程序中。 

三、應外系：已在動支程序中。 

四、數應系：「3D列印筆」不購買，經費繳回；其餘皆已在動支程序中。 

五、資傳系：已在動支程序中。 

六、餐飲系：「產業與企業參訪與實務技術體驗」預計 12月初完成，其餘案件皆在撰寫計畫

書中，會先進行動支程序。 

七、休管系：所在案件皆在動支程序中。 

八、健康系：「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會分兩案進行動支，「健康與人文相關講座」會進

行動支，「業界實習說明會」、「產業與企業參訪與實務技術體驗」、「照顧服務員證

照輔導」不辦理，經費繳回。 

九、護理院：已在動支程序中。 

十、長照系：活動辦理中，完成後即會進行核銷程序。 

十一、護理科：皆已在動支程序中。 

十二、商資院北：「電腦教室用椅」已完成動支程序，研討會正在核銷程序中。 

十三、資管科：「個人職涯發展講座」正在動支程序中。 

十四、數動科：「視覺美學與教學策略—以學校多媒體網頁設計分析為例」已在動支程序中，

「大專學生休退學與志趣、學業及操行成績相關性之探討」已撤案。 

十五、推廣教育中心：會趕快進行動支程序。 

十六、資圖中心：「訂購一年期全校授權軟體」已在動支程序中；另兩案已請廠商報價，會

趕快進行動支程序。 

十七、產學組：此為獎勵經費，待今日產學合作委員會召開後，即可進行動支程序，但經費

可能會不足。 

十八、學術組：皆為獎勵經費，除「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尚在外審中，其餘案件已在

學術審查委員會中通過獎勵補助金額。初估經費會有剩餘，可支應產學組獎勵經費之不

足。 

 

決 議： 

一、所有經費繳回部分皆由學校統籌辦理，如無迫切需求則以流向新聘教師薪資經費

為原則。 

二、請儘速完成動支程序，並留意核銷時程。 

三、同意產學組獎勵經費不足部分由學術組獎勵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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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各申請單位 

案  由：各單位經常門及資本門餘款申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獎勵補助計畫所有餘款皆由學校統籌分配。 

二、本年度計畫執行期間為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所有計畫請準時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五）前「完成」核銷。「完成」核銷意指「已付款完成」，非指「送出核銷

紙本」，請各申請單位自行預留核銷紙本流程作業時間。 

三、截至 107年 11月 5日（一）止，經常門及資本門餘款如下表： 

經常門 資本門 

0 1,217,045 

四、各單位申請表件如附件一。 

討 論： 

一、資本門-機車柵欄機，目前臺南校區前後門機車柵欄皆已壞掉，會影響門禁出入控制及安

全問題，申請汰換。 

二、經常門-Wacom Intuos Pro PTH-451/K1 繪圖板(S)，學生人數高於目前繪圖板數量，為達

學生一人一繪圖板的課程需求，申請增加 10組。 

三、資本門餘款有 1,217,045 元，大於提出申請之經費總額。請各單位確認是否還有需求。 

1.視光科提出讀卡機需求，主席指示可向護理科借用，故該需求不予討論。 

2.資圖中心提出需求：行政大樓更新機房空間、E 化講桌更新、配合圖書館工程購置桌椅

書櫃等。 

 

決 議： 

一、資本門：同意所請。 

 

 

二、經常門：同意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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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餘經費由學校統籌，委由資圖中心規畫執行。 

經常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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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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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學術組 

案  由：107 年度經常門獎補助款「補助教師專題研究案」計畫案，核定編號：北

107-12-07、北 107-12-09，因教師離職未執行計畫，相關補助經費後續處理，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補助教師「專題研究案」計畫， 

1.核定編號：北 107-12-07（長照系，何○芳－探討護理人員對零抬舉轉移位的認知與技

能），補助經費$70,000 元； 

2.核定編號：北 107-12-09（資管科，周○聰－結合新排程媒介存取控制機制 AODV協定

之研究），補助經費$53,000 元； 

此兩筆計畫係經 107年 6月 20日，106學年度第 4次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定通過並補

助。 

二、因上述 2筆計畫申請補助之教師離職，致未執行研究案。經 107年 10月 9 日，107學年

度第 1 次學術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因執行教師離職、不適宜變更計畫主持人執行，此

2案經費後續處理，提送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審議。 

討 論：長照系及資管科各有 1 案研究計畫案，因計畫主持人離職而無法執行，計畫

經費釋出，已經學術審查委員會同意。 

 

決 議：同意經費繳回由學校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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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學術組 

案  由：護理科改進教學案核定編號：北 107-11-23（護理科，董○平）：「精神科護理

實作－業師協同教學計畫」，計畫案名稱更名申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補助教師「改進教學案」計畫，核定編號：北 107-11-23（護理科，董○平），補助經費

$20,127 元，此計畫係經 107 年 6 月 20 日，106 學年度第 4 次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定

通過並補助。 

二、前述計畫主持人：護理科，董○平，欲提計畫案名稱更名申請，將原計畫「精神科護理

實作－業師協同教學計畫」更名為「精進精神科護理學」，此案經 107 年 9 月 18 日護理

科 1071 第 2 次科務會議通過，並經 107 年 10 月 9 日，107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審查委員

會會議決議，同意更名，提送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審議。 

討 論：護理科有改進教學計畫案欲提更名，已經學術審查委員會同意。 

 

決 議：同意更名。 

 

提案六：                                                   提案單位：應用外語學系 

案  由：申請經常門項目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面向中，證照或考試輔導方案執行的內容由原訂之「辦理英日語大

會考、英日語詞彙校內賽 PVQC」更改為「辦理證照輔導-英檢輔導系列講座」。 

二、英日語大會考為語言中心每學期的例行性考試，而英日語專業詞彙(PVQC)校內賽因本校

人數不足，無法達成舉辦校內賽的條件，無法舉辦。因此，將原訂之內容改為舉辦 4 場

英語檢定相關之講座，使學生能在參與外語檢定方面有較優良的表現。 

討 論：本案申請更名，不影響 KPI。 

 

決 議：同意更名。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上午十時四十八分整） 



 

 

 

 

附件一 



優先

序

單位

排序

經資

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申請

單位
課程及用途說明 預期成效

1 1
資本

門

機車柵欄

機

NB-350

八角型擋桿

無線按鈕固定開關

遇阻返回裝置

2 組 35,000 70,000
事務

組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維護師生

機車停放安全，規範機

車棚停車秩序，啟動機

車車籍資料線上申請作

業，並建置機車停車場

柵欄機，進出進行刷卡

管理

質化：提昇校園公共安

全。

量化：公共安全設施。

合計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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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單位

排序

經資

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申請

單位
課程及用途說明 預期成效

1 2
經常

門

Wacom

Intuos Pro

PTH-

451/K1 繪

圖板(S)

◆介面：USB

◆解析度：4 * 6 / 157*98 每公釐 200 條線（

5080lpi）

◆工作區域：結合高科技感壓筆功能 2048 階

◆內建無線模組

◆內含壓力感應筆/5支筆尖 / 筆座

◆直覺式的多點觸控手勢

◆支援XP 電腦系統

10 組 6,900 69,000

數位

影視

動畫

科

1.配合課程：電腦繪

圖、2D電腦動畫、3D建

模、3D材質

2.用途說明：使用於各

項需要手繪繪圖的課程

質化：提升繪圖技能的

訓練水準

量化：讓動畫課程模組

的同學都能熟悉2D、3D

繪圖的硬體使用技能

合計 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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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單位

排序

經資

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申請

單位
課程及用途說明 預期成效

學校

統籌
1

資本

門

網路交換

器
HP 5500-24G EI Switch或同等級以上 1 部 84,513 84,513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數位教學環境

質化：更新E化教學環

境，便利數位教學

量化：提升網路設備，

可支援10G網路連線速

度

學校

統籌
2

資本

門
交換器 HPE 5120-24G 24埠 GIGA 4埠SFP L3 Lite Switch 4 部 18,900 75,6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數位教學環境

質化：更新E化教學環

境，便利數位教學

量化：提升網路設備，

可支援10G網路連線速

度

學校

統籌
3

資本

門

光纖收容

箱
12芯單模光纖熔接 1 部 26,000 26,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數位教學環境

質化：更新E化教學環

境，便利數位教學

量化：降低因線路損壞

造成的網路故障的機率

50%以上

學校

統籌
4

資本

門
壁掛機櫃 19吋 600x450mm 6U機櫃 6 部 10,500 63,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數位教學環境

質化：更新E化教學環

境，便利數位教學

量化：降低因線路損壞

造成的網路故障的機率

50%以上

學校

統籌
5

資本

門
資訊講桌 SK-125(含LCD)或同等級以上 4 座 50,408 201,632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全校師

生教學用

質化：更新E化教學環

境，便利數位教學

量化：每間教室每星期

有20節次以上課程使用

學校

統籌
6

資本

門
四層書架 H140*W90*D50 11 組 18,900 207,9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2.用途說

明：供全校師生閱讀用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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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單位

排序

經資

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申請

單位
課程及用途說明 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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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統籌
7

資本

門
閱讀桌 W240 1 張 18,900 18,9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全校師

生閱讀用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8

資本

門
閱讀桌 W210 1 張 17,200 17,2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全校師

生閱讀用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9

資本

門

閱讀區造

型沙發
1 組 65,000 65,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全校師

生閱讀用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10

資本

門

閱讀區造

型沙發
1 組 49,000 49,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全校師

生閱讀用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11

資本

門

新書展示

桌
桌面燈光式，H126*W240*D120 1 張 10,600 10,6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全校師

生閱讀用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12

資本

門

新型期刊

架
9格，H127*W92*D42 10 張 18,000 180,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全校師

生閱讀用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優先

序

單位

排序

經資

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申請

單位
課程及用途說明 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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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統籌
13

資本

門
高腳桌 長400CM 4 張 15,000 60,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全校師

生閱讀用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14

資本

門

非接觸式

掃描器
Fujitsu ScanSnap SV600或同等級以上 1 部 20,900 20,9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供教師掃

描教材用

質化：提供更好的數位

教材自製設備，供教師

自製數位教材用

量化：至少10人次借用

學校

統籌
15

資本

門

SSL VPN

路由器
Vigor2960或同等級以上 1 部 16,800 16,8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數位教學環境

質化：更新E化教學網

路環境，提供備援監控

線路

量化：購置SSL VPN路

由器，提供50人同時使

用

學校

統籌
16

資本

門

直立導覽

機
42吋以上，觸控螢幕 1 部 50,000 50,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圖書館使用環境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館藏使用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合計 1,147,045



優先

序

單位

排序

經資

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申請

單位
課程及用途說明 預期成效

學校

統籌
1

經常

門
SSD硬碟 250G(含)以上 48 部 2,000 96,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升E化講

桌效能，提供更好的數

位教學環境

質化：提升電腦教室電

腦速度，優化數位學習

環境

量化：C3050電腦教室平

均每星期排課20節以上

學校

統籌
2

經常

門
閱讀椅 12 部 2,200 26,4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圖書閱讀環境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3

經常

門
雙人沙發 4 部 6,580 26,32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圖書閱讀環境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4

經常

門
雙人茶几 2 部 3,000 6,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圖書閱讀環境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5

經常

門
單人沙發 4 座 5,480 21,92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圖書閱讀環境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學校

統籌
6

經常

門
單人茶几 2 組 3,550 7,1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圖書閱讀環境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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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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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統籌
7

經常

門
電源模組

Sun Storage 2500專用
2 張 7,500 15,00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更新設備

，提供良好的雲端服務

質化：提供儲存設備穩

定的供電環境，維持系

統可用度

量化：維持儲存設備系

統可用率達99%以上

學校

統籌
8

經常

門

圖書館閱

讀遮陽簾
W150XH190 9 張 4,920 44,280

資圖

中心

1.配合課程：無

2.用途說明：提供更好

的圖書閱讀環境

質化：提供校內師生良

好的閱讀環境

量化：提升學生使用圖

書館意願，每天可有200

人次學生進館閱讀

合計 243,020



 

 

 

 

會後經費核定清單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教學 視光科 教學設備 全自動磨片機 700,000

教學 視光科 教學設備 鏡片測度儀 100,000

教學 視光科 教學設備 黑白雷射印表機 52,135

教學 幼保系科 教學設備 教學用個人電腦 206,500

教學 幼保系科 教學設備 教學擴音設備 98,700

教學 資圖中心 教學設備 更新E化講桌 750,000

教學 資圖中心 教學設備 講桌用電腦 358,485

教學 資圖中心 教學設備 更新康寧廳攝影機 85,000

教學 資圖中心 教學設備 更新教室投影機 106,000

教學 資圖中心 教學設備 教學用筆記型電腦 60,702

教學 資圖中心 教學設備 教學用印表機 24,388

教學 資圖中心 教學設備 資訊講桌 201,632

教學 資圖中心 教學設備 非接觸式掃描器 20,900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網路監控軟體 0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光纖卡 99,000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虛擬主機備份軟體 87,672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E化講桌 151,224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高速網路卡 93,147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高速網路交換器 66,638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高速網路卡 10,500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SAN SWITCH 8 PORT授權套件 279,350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網路交換器 84,513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交換器 75,600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光纖收容箱 26,000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壁掛機櫃 63,000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SSL VPN路由器 16,8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雙面鋼製造型矮書櫃 231,0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藝文展示區展板 70,0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圖書館二樓工程 1,376,172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四層書架 207,9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閱讀桌 18,9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閱讀桌 17,2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閱讀區造型沙發 65,0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閱讀區造型沙發 49,0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新書展示桌 10,6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新型期刊架 180,0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高腳桌 60,000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直立導覽機 50,000

教學 總務處 校園節能及安全設備 教學-分離式冷氣設備 87,289

教學 總務處 校園節能及安全設備 教學-分離式冷氣機 2,252,640

教學 小計 8,493,587

研究 資圖中心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 購置中西文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 1,500,000

研究 小計 1,500,000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化校園 Epage專用版型套件 93,864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化校園 國際企業個案研討教室工程 900,000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化校園 教學研討桌設備 350,000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化校園 影音系統設備 350,000

國際化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國際化-更新校園資訊服務主機 580,000

國際化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國際化-擴充儲存設備 349,122

國際化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國際化-強化校園無線網路,增置無線網路AP 151,600

國際化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國際化-圖書24小時自助借還機 986,986

國際化 小計 3,761,572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休管系 產學推廣設備 增設柔道教室之運動地墊 400,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休管系 產學推廣設備 調飲教室設置真空封口機 57,5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企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B106教室整修工程 200,000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資本門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資本門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企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資訊講桌 49,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企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磁性玻璃白板 42,081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企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投影機 26,5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企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多媒體播放控制器 88,8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企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B101教室視頻聲訊管理系統 315,74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資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樂高機器人教育套組 158,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資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WSCbot 技能競賽訓練平台 280,738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資管科 產學推廣設備 WSCbot技能競賽訓練平台 V2 280,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數動科 產學推廣設備 電腦組(主機+螢幕) 437,775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數動科 產學推廣設備 網路交換器 37,05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數動科 產學推廣設備 教學廣播系統 (DVI) 78,75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數動科 產學推廣設備 互動遊戲資訊模組 52,5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數動科 產學推廣設備 設備儲存乾燥箱 27,45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應外科 產學推廣設備 教學用電腦 50,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視光科 產學推廣設備 半自動磨片機 394,774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視光科 產學推廣設備 Corneal Topographer角膜地圖儀 420,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產學推廣設備 模擬照護娃娃套組 460,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產學推廣設備 教學用A3印表機 52,136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產學推廣設備 教學用A3掃描器 18,104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產學推廣設備 電動布幕 15,8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產學推廣設備 投影機 106,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產學推廣設備 超短焦投影機 76,785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全肺模型 52,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半肺模型 22,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教學用電腦 29,5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心臟 17,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科蒂氏器 16,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喉部結構 14,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嬰兒LED急救模型 116,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氧氣分析儀 73,2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孕婦體驗服 110,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胎心音宮縮監測儀 187,605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血流儀 15,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產學推廣設備 OSCE內部空間整修工程 469,5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通識中心 產學推廣設備 錄播教材用之筆記型電腦 94,11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通識中心 產學推廣設備 舉重槓.槓片.放置架 25,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通識中心 產學推廣設備 無線擴音器 36,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小計 5,402,398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AED 199,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搬運椅 29,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血壓計 67,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體育室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棒球場整修 28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體育室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體適能教室地板更新工程 98,6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體育室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野聲館戶外球場圍幕 99,96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模擬浴間輔助站立扶手(可折疊面板+把手式)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衛浴區電熱水器 22,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走入式開門浴缸-針對健康長者區 158,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有把手款洗澡椅-360ﾟ旋轉座面(中)針對亞健康長者區 14,5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升降沐浴床-針對失能長者區 143,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淋浴座(含蓮蓬頭水龍頭) 21,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懸吊系統軌道(可延伸淋浴任一區) 163,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懸吊系統主機(可延伸淋浴任一區) 93,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居家主被動訓練運動器 3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C1050-電動升降洗臉台 23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便器椅(洗澡便盆椅含洗頭椅、洗澡椅、馬桶椅) 22,000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資本門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新配工作檯水槽 3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醫院餐廳教學座 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收納教具檯-假人、模型、耗材收納 46,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足部模型-足部照護區 22,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吞嚥困難說明實作模型-口腔照護 148,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輔助溝通器HA3.5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灌腸摘便練習實作模型-排泄照護 79,27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E306自立支援教育中心及C1050沐浴訓練教室裝修工程 70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基本照護、自立支援教育、多元體驗專用電腦 9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SODA樂活認知訓練機 9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憶萬富翁益智健腦機 9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 全身垂直律動儀 57,85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燈光控盤 12,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主動式喇叭 29,2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空拍機 83,2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擊劍服 11,4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飛輪 16,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飛輪 25,6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壓克力透明講台 11,8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數位混音擴大機 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小計 3,252,380

環境與安全 總務處 校園節能及安全設備 校園監視器 530,735

環境與安全 總務處 校園節能及安全設備 機車柵欄機 70,000

環境與安全 總務處 校園節能及安全設備 校園監視器 300,000

環境與安全 小計 900,735

總計 23,310,672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教學 學術組 編纂教材 教師編纂教材獎勵 213,000

教學 學術組 製作教具 教師製作教具獎勵 25,000

教學 學術組 改進教學
1.獎勵教師輔導學生證照/競賽獲獎2.獎勵教師取得證

照/競賽獲獎
265,500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強化學生全國「幼兒律動」競賽能力培訓計畫 24,057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強化學生專業證照學習成效計畫-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 21,983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強化學生全國「說演故事」競賽能力培訓計畫 38,336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動態成果展暨國高中生體驗活動計 98,000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基本救命術證照輔導計畫 39,590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強化學生參加「圖畫書創作」競賽能力之培訓計畫 38,000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舉辦全國「童詩」競賽建立專家形象計畫 38,000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健康導向之嬰幼兒教玩具設計人才培訓計畫 60,037

教學 幼保系科 改進教學 強化學生保母證照學習成效計畫 100,062

教學 視光科 改進教學 驗光師國考專業課程輔導及考前衝刺課程 161,312

教學 視光科 改進教學 門市服務丙級證照考照輔導 32,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基本護理能力評量測驗 50,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高護實習前基礎護理技術能力鑑定考試 80,762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107年護理師考照輔導 120,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PVQC(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國際認證)證照輔導計畫 50,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社區衛生護理與實作-改進教學計畫 20,127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醫護英文能力競賽計畫 30,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解剖生理大體參訪與評量改進 63,705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輔導計畫 20,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107年全國技能競賽輔導計畫 40,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護理科康寧講座計畫 33,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精進精神科護理學 20,127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改進教學計畫 63,063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產兒科護理技術課程成長計畫 47,000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課程成長計劃 63,063

教學 護理科 改進教學 基本護理學實驗課程成長計劃 128,126

教學 資管科 改進教學 資管科學生技能競賽強化計畫 126,324

教學 資管科 改進教學 資管科學生專業證照強化計畫 117,079

教學 應外科 改進教學 運用網路資源於職場英語教學 105,000

教學 應外科 改進教學 全英語夏令營計畫書 105,000

教學 應外科 改進教學 應外科同學英語文增能計畫 27,576

教學 數動科 改進教學 虛擬棚數位創新教學體驗營隊 150,000

教學 數動科 改進教學 提升影視動畫專業校外競賽競爭力 150,000

教學 企管科 改進教學 企業管理學系(科、所)職場就業力整合提升計畫 401,068

教學 通識中心 改進教學 體育課程教學設計--樂趣化體適能 12,102

教學 通識中心 改進教學 危急救護課程改進教學計畫 19,933

教學 通識中心 改進教學 二年數學發展創新(職場數學)教學模組改進教學計畫 19,933

教學 通識中心 改進教學 論語教學--品德教育的提升與實踐之改進教學計畫 12,158

教學 通識中心 改進教學 提升五專新生國語文能力之改進教學計畫 19,933

教學 長照系 改進教學 提升健康促進與延緩失能證照輔導計畫 58,000

教學 長照系 改進教學 照顧服務員考照輔導班計畫 91,336

教學 企管系 改進教學 英文文法練功房－從零開始 40,410

教學 教資中心 優良教師獎勵 教學優良教師獎勵每學年舉辦一次，獲獎教師頒發獎 80,000

教學 休管系 改善教學物品
休閒運動戶外遊憩與探索教育物品-MRA-AZTEK戶外

救援系統
9,000

教學 休管系 改善教學物品 休閒運動戶外遊憩與探索教育物品-高空救援繩索 6,000

教學 休管系 改善教學物品 休閒運動戶外遊憩與探索教育物品-峽谷型吊帶 2,000

教學 餐飲系 改善教學物品 中西餐及調飲課程實作教學器材-舒肥機 6,800

教學 餐飲系 改善教學物品 中西餐及調飲課程實作教學器材-真空封袋機 6,894

教學 企管科 改善教學物品 壓克力展示架 6,486

教學 企管科 改善教學物品 喇叭 29,400

教學 企管系 改善教學物品 MakerBon MK2500 光纖雷射雕刻機 2500mW 0

教學 資傳系 改善教學物品 5T外接式硬碟 9,800

教學 資傳系 改善教學物品 4T外接式硬碟 3,894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經常門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經常門

教學 資管科 改善教學物品 樂高機器人鋰電池 23,842

教學 數動科 改善教學物品 錄音課程-H5錄音機 可外接2支麥克風 19,960

教學 數動科 改善教學物品 學生作品輸出-噴墨複合機 5,490

教學 數動科 改善教學物品 資料儲存-4TB 3.5吋外接硬碟 3,899

教學 數動科 改善教學物品 攝影棚副控室-遙控擺頭DC循環機 3,490

教學 數動科 改善教學物品 華碩 DUAL-GTX1060-3G 顯示卡 17,600

教學 數動科 改善教學物品 華碩 PH-GTX1050TI-4G 顯示卡 469,120

教學 數動科 改善教學物品 ASUS VP279N螢幕 34,610

教學 數動科 改善教學物品 Wacom Intuos Pro PTH-451/K1 繪圖板(S) 69,000

教學 數應系 改善教學物品 3D印表機 7,900

教學 數應系 改善教學物品 3D列印筆 0

教學 應外科 改善教學物品 獨立式雙面展示版(面布+磁白版)SW-915B 21,628

教學 長照系 改善教學物品 學生證照及學習相關活動儲存硬碟 4,794

教學 視光科 改善教學物品 硬式隱形眼鏡試片組 19,000

教學 視光科 改善教學物品 鏡片彎度計 3,521

教學 幼保系科 改善教學物品 揚歌 JM-180B 有線麥克風擴音器 43,200

教學 護理科 改善教學物品 揚歌隨身充電教學機麥克風 JM669 2.4G 無線隨學兩 43,000

教學 護理科 改善教學物品 JM-66 2.4G無線通用麥克風 4,000

教學 護理科 改善教學物品 SUMO超音波噴霧器 2,500

教學 護理科 改善教學物品 OMRON 7320上腕式血壓計 13,750

教學 護理科 改善教學物品 旺北血氧機 5,600

教學 護理科 改善教學物品 井上-紅外線燈附輪直立式 4,372

教學 通識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行動無線麥克風 6,000

教學 體育室 改善教學物品 活力四段式振動按摩滾筒 17,000

教學 體育室 改善教學物品 活力振動花生球 8,94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電腦教室用椅 40,00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H5錄音機 可外接2支麥克風 19,96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旋轉FHD無線網路攝影機 9,38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3TB 2.5吋行動硬碟 7,17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遙控擺頭DC循環扇 3,49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B103教室電動投影布幕 9,80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B107會議室視訊鏡頭 8,80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B107會議室視訊影像擷取卡 9,600

教學 商資院北 改善教學物品 B107會議室桌上型會議麥克風 11,8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E化講桌用21.5吋LCD 36,21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圖書館閱讀遮陽簾 52,5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購買275G SSD硬碟 243,2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軌道式閱讀照明燈 60,0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購買教學用掃描印表機 8,09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SSD 96,0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閱讀椅 26,4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雙人沙發 26,32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雙人茶几 6,0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單人沙發 21,92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單人茶几 7,1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電源模組 15,000

教學 資圖中心 改善教學物品 圖書館閱讀遮陽簾 44,280

教學 人事室 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教師薪資 5,395,211

教學 資圖中心 軟體訂購費 訂購一年期全校授權軟體 2,013,200

教學 小計 12,623,623

研究 護理科 研究計畫案
Effects of Live Webcast-assisted Teaching on Physical

Assessment Technique Learning of Young Nursing
70,000

研究 視光科 研究計畫案 隱形眼鏡配戴者淚液膜表現之變化 60,000

研究 幼保系科 研究計畫案 教保服務人員健康領域教學現況及專業能力需求之研 80,000

研究 護理科 研究計畫案 3DVR懷舊療法對老人身心健康之探討 70,000

研究 長照系 研究計畫案 以HRV建構芳療之人工智慧分析模式-以學生為例 88,000

研究 長照系 研究計畫案 探討護理人員對零抬舉轉移位的認知與技能 0

研究 應外科 研究計畫案 語料庫指引研究方法-探討搭配詞於專技英文之運用 64,000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經常門

研究 資管科 研究計畫案 結合新排程媒介存取控制機制AODV協定之研究 0

研究 數動科 研究計畫案 論1945-1974台灣電影美術建構的文化語境 50,000

研究 企管科 研究計畫案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之研究-以康

寧北部校區為例
50,000

研究 數應系 研究計畫案 「風塵濮濮歸鄉路－風獅爺百年行迹寫真錄」 160,000

研究 數動科 研究計畫案 視覺美學與教學策略—以學校多媒體網頁設計分析為 50,000

研究 企管科 研究計畫案 應用資料包絡分法建立校務發展績效評估模式 40,000

研究 數動科 研究計畫案 大專學生休退學與志趣、學業及操行成績相關性之探 0

研究 學術組 研習 教師研習補助 565,673

研究 學術組 進修 教師進修補助 243,861

研究 學術組 著作及專利 獎勵教師著作及專利 469,600

研究 學術組 研討會 學術倫理宣導 10,000

研究 教資中心 研討會
辦理跨域教師研習活動(台南校區107年1月辦理；台北

校區8月辦理)
180,000

研究 商資院南 研討會 辦理研討會 50,000

研究 商資院北 研討會 辦理研討會 50,000

研究 護理院 研討會 辦理1場健康產業研討會 50,000

研究 休管系 研討會 辦理1場次學術研討會 15,000

研究 小計 2,416,134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化校園 國際文化週 140,000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化校園 國際學生迎新 60,000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化校園 跨文化沙龍 30,000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網絡鏈結 台灣-馬來西亞青年文化交流營 80,000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網絡鏈結 台馬飲食文化交流研習營 353,864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網絡鏈結 國際研討會 370,000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網絡鏈結 健康產業國際論壇 350,000

國際化 護理科 強化國際網絡鏈結 國際護理師證照系列講座 50,000

國際化 外語中心 強化國際網絡鏈結 做中學、愛英語夏令營 50,000

國際化 外語中心 強化國際網絡鏈結 當代國際議題英文導讀 50,000

國際化 資圖中心 資料庫訂閱費 國際化-訂購一年期資料庫 886,637

國際化 小計 2,420,501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產學組 推動產學合作計畫案獎勵 1.產學合作計畫簽訂2.產學計畫執行 350,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商資院南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引進專家，走進業界，旗艦雙軌-雙師授課 65,18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商資院北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聘請業界專家進行協同教學 101,997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長照系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23,932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35,898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視光科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34,715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57,912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休管系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19,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餐飲系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19,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健康系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19,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商資院北 學生業界實習說明會 辦理實習說明會(各科各辦理1場) 32,515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商資院南 學生業界實習說明會 聘請業界專家進行實習說明 19,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長照系 學生業界實習說明會 業界實習說明會 36,38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學生業界實習說明會 業界實習說明會 36,38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休管系 學生業界實習說明會 業界實習說明會 6,812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餐飲系 學生業界實習說明會 業界實習說明會 6,81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健康系 學生業界實習說明會 業界實習說明會 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商資院北 業界新知講座 聘請業界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33,215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長照系 業界新知講座 長照相關新知講座 10,92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業界新知講座 幼保相關新知講座 10,92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視光科 業界新知講座 視光相關新知講座 10,92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業界新知講座 護理相關新知講座 10,92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休管系 業界新知講座 休閒與健康養生相關講座 6,957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餐飲系 業界新知講座 創意美食相關講座 6,957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健康系 業界新知講座 健康與人文相關講座 6,957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推廣教育中心 業界新知講座 演講 100,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商資院南 業界新知講座 聘請業界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20,000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經常門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商資院北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安排至業界進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102,135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院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護理健康學院週跨系科「體驗式學習」活動-關卡 34,315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長照系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護理健康學院週跨系科「體驗式學習」活動-關卡 25,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幼保系科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護理健康學院週跨系科「體驗式學習」活動-關卡 25,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視光科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護理健康學院週跨系科「體驗式學習」活動-關卡 25,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護理科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護理健康學院週跨系科「體驗式學習」活動 25,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休管系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產業與企業參訪與實務技術體驗 21,393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餐飲系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產業與企業參訪與實務技術體驗 21,393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健康系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產業與企業參訪與實務技術體驗 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商資院南 業界實際操作體驗活動 產學實務企業交流 63,000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小計 1,424,533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校外社團指導費-北 4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校外社團指導費-南 42,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學生輔導工作 新生定向幹部訓練 72,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學生輔導工作 新生定向輔導與闖關活動 178,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學生輔導工作 雇主座談 5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體育室 學生輔導工作 棒球運動競賽觀賞與體驗活動 3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物品 折合椅推車 18,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商資院北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各科各辦理1場) 152,478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應外系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辦理校內外成果展 4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資傳系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辦理校內外成果展 3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護理院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成立專題或技能競賽培訓營隊，參加至少1場校外競 47,918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成立專題或技能競賽培訓營隊，參加至少1場校外競 2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幼保系科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成立專題或技能競賽培訓營隊，參加至少1場校外競 2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視光科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成立專題或技能競賽培訓營隊，參加至少1場校外競 2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護理科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成立專題或技能競賽培訓營隊，參加至少1場校外競 2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休管系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舉辦專題成果發表會 23,55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餐飲系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舉辦專題成果發表會 23,579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健康系 輔導學生辦理校內外成果發表 舉辦專題成果發表會 23,55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視光科 業界接軌 職場達人講座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企管系 業界接軌 踏入職場的第一步!!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休管系 業界接軌 休閒美業職業探與與初體驗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休管系 業界接軌 踏入咖啡職場的第一步!!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餐飲系 業界接軌 安排業界主管來校進行職涯輔導講座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護理科 業界接軌 培育護理實務人才座談會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企管科 業界接軌 個人職涯發展講座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資管科 業界接軌 個人職涯發展講座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企管科 業界接軌 個人職涯發展講座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業界接軌 永續照護 樂活人生 10,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休管系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證照輔導-水域相關證照 30,166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健康系 證照或考試輔導 照顧服務員證照輔導 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餐飲系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證照輔導-烘焙證照 14,244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企管科 證照或考試輔導 各系科辦理職業證照或國家考試輔導班1班 37,328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企管系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證照輔導-國際禮儀 25,000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資傳系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一場資訊領域證照輔導 14,244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資管科 證照或考試輔導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輔導班 24,802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數動科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證照輔導-丙級暨Adobe系列證照 35,234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數應系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一場資訊領域證照輔導 12,569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應外科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證照輔導-多益證照 22,498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應外系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證照輔導-英檢輔導系列講座 20,152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長照系 證照或考試輔導 照顧服務員證照考試輔導班 2,723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視光科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職業證照或驗光人員國家考試輔導班 24,467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幼保系科 證照或考試輔導 辦理證照輔導-勞動部丙級證照 40,286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護理科 證照或考試輔導 護理專業人才人文科學涵養提升計畫 76,165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通識中心 證照或考試輔導 推動校特色課程「危急救護」，辦理CPR證照檢定 8,505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小計 1,364,458

總計 20,249,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