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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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會議記錄 

日期：107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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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進入會議。 

二、業務報告 

1. 依 107年 6月 27 日（三）第 1次會議決議，資本門經費執行部分： 

 107 年 8 月 14 日（二）中午 12 點前完成動支（已決行）。本次會議將討

論未依時程規劃準時完成請購程序者，經費收回事宜。 

 107 年 9 月 28 日（五）以前完成招標程序（已決標，請總務處協助提供

決標資訊）。 

 107年 11 月 30 日（五）以前完成核銷程序（已付款）。 

 如因任何不可抗力因素致使無法如期完成者，需提出提案申請並經本會議

審議通過始可延宕。 

2. 依 107年 6月 27 日（三）第 1次會議決議，經常門經費執行部分： 

 107年 11 月 30 日（五）以前完成核銷程序（已付款）。 

 如因任何不可抗力因素致使無法如期完成者，需提出提案申請並經本會議

審議通過始可延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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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來信，將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二）至本校辦理 106 年度

私校校務經費審查學校實地訪視；須請 106 獎勵補助款經／資門支用單位，

先進行單位內檢核，研發處將儘速召開訪視作業協調會。 

5. 再次提醒，所有獎勵補助計畫經費請購程序完成後，請提供粘存單電子檔給

承辦人（宋宜樺），以確認各單位經費執行情形。請購流程亦請加會承辦人（宋

宜樺）。 



 2 

貳、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1. 工程項目申請案已經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70111674 號函同意支用。 

2. 所有審議通過之資本門及經常門項目，皆已導入請購系統執行中。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各單位執行進度，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資本門執行進度延宕，未能於規劃時程內完成請購程序者，於提案二討論。 

二、目前各單位執行進度如下表：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計畫執行進度 

單位 
經常門 資本門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學術單位 

．商資院南 207,000  0  0.00%       

．企管系 88,810  0  0.00%       

．應外系 60,152  38,584  64.14%       

．數應系 184,652  0  0.00%       

．資傳系 57,938  30,000  51.78%       

  商資院南小計 598,552  68,584  11.46%       

．餐飲系 105,677  0  0.00%       

．休管系 139,878  12,453  8.90% 457,500  457,500  100.00% 

．健康系 119,617  0  0.00%       

  創新院小計 365,172  12,453  3.41% 457,500  457,500  100.00% 

．護理院 132,233  0  0.00%       

．長照系 436,085  0  0.00% 2,041,770  1,265,770  61.99% 

．護理科 1,265,178  40,381  3.19% 1,124,725  0  0.00% 

．幼保系科 754,749  43,200  5.72% 1,034,025  1,034,024  100.00% 

．視光科 386,152  0  0.00% 1,194,774  1,193,774  99.92% 

  護理院小計 2,974,397  83,581  2.81% 5,395,294  3,493,568  64.75% 

．商資院北 581,330  70,875  12.19%       

．資管科 345,047  0  0.00% 438,738  359,738  81.99% 

．企管科 564,282  73,214  12.97% 722,121  722,121  100.00% 

．應外科 345,702  0  0.00% 50,000  50,000  100.00% 

．數動科 518,073  0  0.00% 1,100,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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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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商資院北小計 2,354,434  144,089  6.12% 2,310,859  1,131,859  48.98% 

通識中心 98,564  6,000  6.09% 155,110  147,660  95.20% 

外語中心 100,000  0  0.00%       

行政單位 

人事室 5,395,211  0  0.00%       

體育室 25,940  0  0.00% 478,560  478,560  100.00% 

學務處 387,000  21,000  5.43% 466,800  418,810  89.72% 

國際處 1,383,864  413,774  29.90% 1,693,864  0  0.00% 

總務處       3,083,375  3,083,375  100.00% 

推廣教育中心 100,000  0  0.00%       

教資中心 260,000  0  0.00%       

資圖中心 3,299,837  60,000  1.82% 7,416,986  3,192,082  43.04% 

產學組 350,000  0  0.00%       

學術組 1,792,634  0  0.00%       

討 論： 

一、長照系：因工程項目設計圖尚在調整中，部分項目需待設計圖確定才可以動支。 

二、護理科：皆在動支中。 

三、資管科：樂高機器人教育套組先買一部分使用看看，後續沒有問題會再繼續採購。 

四、數動科：經費主要用在電腦教室的電腦汰換，部分項目經費調整中，待本次會議通過後

會採購。 

五、通識中心：剩餘經費是標餘款，要繳回。 

六、學務處：部分項目要調整金額，待本次會議通過後會採購。 

七、國際處：皆在流程中。 

八、資圖中心：配合圖書館裝修工程，以及各單位圖書介購，會晚一點動支。 

 

決 議：除了資圖中心以外，所有未動支項目請在 107年 8月 30日（四）以前完成請

購。 

 

提案二：                                                    提案單位：各執行單位 

案  由：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請購程序未依會議決議於本年 8月 14日（二）

前完成者，是否同意繼續執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前次會議決議，資本門經費執行部分，需於本年 8月 14日（二）完成動支，未能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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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者列表如下：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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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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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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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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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7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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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1,693,864  

教學 資圖中心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網路監控軟體 508,181  

教學 資圖中心 圖書館設備 雙面鋼製造型矮書櫃 2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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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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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設備 國際化-圖書 24小時自助借還機 986,986  

      小計 4,155,289  

產學合作及

推廣教育 
數動科 產學推廣設備 

E505剪輯暨 3D電腦教室(101年度

採購)電腦硬體設備更新 
1,100,000  

      小計 1,100,000  

學生輔導及

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燈光控盤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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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克力透明講台 10,000  

學生輔導及

就業情形 
學務處 社團設備 數位混音擴大機 12,000  

      小計 4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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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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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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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心音宮縮偵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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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420  

      小計 1,124,725  

      總計 8,893,278  

二、各單位所提出無法如期完成之說明如下：  

 長照系： 

為配合 E306 自立支援教育中心及 C1050 沐浴訓練教室裝修工程，新配工作檯水槽、收

納教具檯皆尚未請購，將待工程設計完成，確定需採購的物品項目後才會動支。醫院餐

廳教學座則是要申請變更項目。 

 國際處： 

本 4項經費正常繼續支用。 

延宕原因：承辦人員為新任職員，作業不熟悉，請購單仍在請購流程中。 

預計於 8月 31日前完成請購，將依規定時程完成各階段程序。 

 資圖中心： 

網路監控管理軟體—配合校內單位借支，延後動支；圖書館設備—配合裝修工程，待裝

修再行動支；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分批動支（各系科介購）。 

 數動科： 

延宕說明－本科 E505 電腦教室電腦硬體更新一案經資圖中心評估討論判斷除電腦硬體

外尚須更新網路與廣播系統，故需微調更新品項內容，因而延遲動支時程。 

本案將繼續支用，並預期在９月１日前完成請購動支。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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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劍服已動支，燈光控盤及壓克力透明講台皆申請變更金額，因未含機械配件及未含大

型物件運費待決行後請購，另數位混音擴大機取消申購，因廠商回覆該商品暫時缺貨。 

 護理科： 

1. 由於本科行政團隊於 8/1 新接任，且目前護理科教師需至校外醫院，支援帶實習，故

尚未全面完成動支。 

2. 目前資本門已全面動支流程中，經常門改進教學計畫已動支 8/15，預計於 8/30 完成

動支。 

三、依前次會議決議，後續相關執行流程各時間點如下： 

 107年 9月 28日（五）以前完成招標程序（指已決標，請總務處協助提供決標資訊）。 

 107年 11月 30日（五）以前完成核銷程序（已付款）。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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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 論： 

一、長照系：會提變更申請，「E306-醫院餐廳教學座」刪除，經費調整給「E306-新配工作

檯水槽」及「E306-收納教具檯-假人、模型、耗材收納」。 

二、國際處：經費動支沒有問題，能在 107年 8月 30 日（四）完成。 

三、資圖中心：配合圖書館工程，「網路監控軟體」和「雙面鋼製造型矮書櫃」和「國際化-

圖書 24 小時自助借還機」可能沒辦法 107 年 8 月 30 日（四）完成，「購置中西文圖書

期刊及教學媒體」因為要配合圖書介購，會分批完成，也沒辦法 107年 8 月 30日（四）

完成。 

四、數動科：本次會議審核通過後，會趕快進行請購。 

五、學務處：經費動支沒有問題，能在 107年 8月 30 日（四）完成。 

六、護理科：經費動支沒有問題，能在 107年 8月 30 日（四）完成。 

 

決 議：同意資圖中心項目「網路監控軟體」和「雙面鋼製造型矮書櫃」和「國際化-

圖書 24 小時自助借還機」和「購置中西文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在 107 年 9

月 15日（六）完成，其餘項目請在 107 年 8月 30日（四）完成。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申請社團設備資本門項目金額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原申請社團設備-燈光控盤核定金額為 10,000元，因核定金額不足，故提出申請變更金額

為 12,000元。 

二、原申請社團設備-壓克力透明講台核定金額為 10,000 元，因核定金額不足，故提出申請變

更金額為 11,800元。 

三、原申請社團設備-數位混音擴大機核定金額為 12,000 元，因廠商回覆該商品目前缺貨，暫

不採購，提出取消執行該項目，並繳回餘款 8,200 元。 

四、變更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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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資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本門 
燈光

控盤 
  1 10,000  10,000  

燈光

控盤 
  1 12,000  12,000  

資本門 

壓克

力透

明講

台 

壓克力架上板

(W62*D45CM 厚

8MM、底座

W65*D50CM 厚

10MM、總高

115CM)、輪子 

1 10,000  10,000  

壓克

力透

明講

台 

壓克力架上板

(W62*D45CM 厚

8MM、底座

W65*D50CM 厚

10MM、總高

115CM)、輪子、

運費 

1 11,800  11,800  

資本門 

數位

混音

擴大

機 

  1 12,000  12,000  

數位

混音

擴大

機 

(因廠商回覆該商

品目前缺貨，暫不

採購，提出取消執

行該項目，並繳回

餘款 8,200元) 

0 0  0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32,000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23,800  

討 論：請補上「燈光控盤」的規格。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數位影視動畫科 

案  由：申請資本門項目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 E505電腦教室電腦硬體汰換採購一案，將全機汰換之資本門預算，拆分出一部份品

項改以經常門預算執行。 

二、需從資本門抽出變更為經常門預算項目如下表： 

項目名稱 預估單價 數量 預估總價 

還原系統 $2,919 15 $43,785 

教學廣播系統 (DVI) $2,580 65 $167,700 

顯示器 (內建防刮玻璃功能) $3,408 15 $51,120 

華碩 DUAL-GTX1060-3G 顯示卡 $9,250 2 $18,500 

固態硬碟 $3,100 5 $15,500 

華碩 PH-GTX1050TI-4G 顯示卡 $6,710 65 $436,150 

ASUS VP279N 螢幕 $6,922 5 $34,610 

8GB DDR3 1333 桌上型記憶體 $2,444 5 $12,220 

總計   $77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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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後將原本約 110萬資本門預算拆分成資本門約 314,700元與經常門約 779,585元。 

四、變更對照表：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

資

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

本

門 

E505

剪輯

暨

3D

電腦

教室

(101

年度

採購)

電腦

硬體

設備

更新 

電腦設備用品

(商用電腦)處

理器、記憶

體、硬碟、讀

卡機、內接 IC

卡讀卡機及記

憶卡讀卡機、

光碟機、作業

系統 

65 16,835  1,094,285  

E505

剪輯

暨

3D

電腦

教室

(101

年度

採

購)

電腦

硬體

設備

更新 

電腦設備用品

(商用電腦)處理

器、記憶體、硬

碟、讀卡機、內

接 IC 卡讀卡機

及記憶卡讀卡

機、光碟機、電

源供應器、作業

系統 

15 20,980  314,700  

經

常

門 

        0  
還原

系統 

經濟部工業局

軟體共同供應

契約 

契約案號 : 

1070201 

契約編號 : 

1070201-150 

組別：備份工具 

第 7組 114項次 

ITMS 多重鏡像

版 

15 2,919  43,785  

經

常

門 

        0  

教學

廣播

系統 

(DVI

) 

經濟部工業局

軟體共同供應

契約 

契約案號 : 

1070201 

契約編號 : 

1070201-150 

第 17組 345項

次 

65 2,580  16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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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

資

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Magnnex 多媒

體教學系統 

附加項：含安裝

設定 (最低訂單

數量 25台) 

經

常

門 

        0  

顯示

器 

 (內

建防

刮玻

璃功

能) 

臺灣銀行共同

供應契約 

契約案號：

LP5-107001 

電腦設備用品

(商用電腦) 

第二組 第 2項

次 

ASUS 

VS229NA 

15 3,408  51,120  

經

常

門 

        0  

華碩 

 

DU

AL-

GTX

1060

-3G 

顯示

卡 

顯示晶片 ：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記憶體 ：3GB 

GDDR5 

2 9,250  18,500  

經

常

門 

        0  
固態

硬碟 

美光Micron 

Crucial MX300 

275GB SATAⅢ 

讀 530M/寫

500M/TLC/三年

保  

5 3,100  15,500  

經

常

門 

        0  

華碩 

PH-

GTX

1050

TI-4

G 

顯示晶片 ：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記憶體 ：4GB  

65 6,710  43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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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

資

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顯示

卡 

經

常

門 

        0  

ASU

S 

VP2

79N

螢幕 

電腦設備用品

(商用電腦) 

第二組 第 2項

次 

ASUS VP279N

螢幕 

5 6,922  34,610  

經

常

門 

        0  

8GB 

記憶

體 

8GB DDR3 

1333 桌上型記

憶體 

5 2,444  12,220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1,094,285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1,094,285  

討 論： 

一、擬變更項目之「E505剪輯暨 3D電腦教室(101年度採購)電腦硬體設備更新」和「顯示器 

(內建防刮玻璃功能)」合併，改成「電腦組（主機加螢幕）」。 

二、「還原系統」改成「網路交換器」，並調整為資本門。 

三、「教學廣播系統 DVI」調整為資本門。 

四、「固態硬碟」和「8GB記憶體」改為單位經費支應。 

五、「華碩 DUAL-GTX1060-3G 顯示卡」和「華碩 PH-GTX1050TI-4G 顯示卡」和「ASUS 

VP279N螢幕」同意變更，並調整為經常門。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休閒管理學系 

案  由：申請經常門項目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系擁有探索教育場，探索教育器材需定期補充與更新，絕大多數的設備為進口，當初

提案時為 107年 06月，部分物品的形式、報價尚未完全確定，為考量計畫執行的時效性、

整體設備搭配的安全性、整體設備的完整性，以及妥善運用補助，從整體考量下申請變

更項目，金額仍維持不變。 

二、休閒運動戶外遊憩與探索教育物品-MRA-AZTEK 戶外救援系統 10,000 元，廠商同意降

為 9,000元，剩餘經費轉至購買 Aztek Rope Set, Aztek Bag Waist Strap。 

三、休閒運動戶外遊憩與探索教育物品-高空救援繩索，因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刪除，剩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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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轉至購買 Aztek Rope Set, Aztek Bag Waist Strap6,000 元。 

四、變更對照表：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資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經常門 

休閒運動戶外

遊憩與探索教

育物品

-MRA-AZTEK

戶外救援系統 

  1 10,000  10,000  

休閒運動戶外

遊憩與探索教

育物品

-MRA-AZTEK

戶外救援系統 

P41 

SET 
1 9,000  9,000  

經常門 

休閒運動戶外

遊憩與探索教

育物品-高空

救援繩索 

  1 5,000  5,000  

Aztek Rope 

Set, Aztek Bag 

Waist Strap 

P41 

ROPE, 

BAG 

1 6,000  6,000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15,000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15,000  

討 論：需補上規格及中文名稱。 

 

決 議：修正後通過。 

 

肆、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長期照護學系 

案  由：申請資本門項目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因專業教室特色需求擬變更項目列表如下。 

二、變更對照表：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

資

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

本

門 

E306-

醫院

餐廳

教學

座 

  2 10,000  20,000  

ㄇ字

型立

地式

床邊

扶手

-大 

1.底座:90cm*50cm，10個

安裝孔 

2.ㄇ字型立地扶手:長

33.8cm，共二節式，高度

可調 72~80cm 

3.扶手直徑 32毫米 

4.扶手上夜間蓄光貼片設

計 

5.扶手材質:內鋁管、半硬

1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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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

資

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質樹脂包覆 

6.需有原廠授權台灣販售

非水貨證明以保障售後

服務 

7.尺寸公差±5% 

資

本

門 

E306-

馬桶

(含安

裝沒

有實

際功

能)-排

泄照

護 

1單體式省

水馬桶 

2材質：陶

瓷 

3規格：長

71cm 寬

39cm 高

72cm 

4沖水：雙

龍捲沖洗 

5含安裝沒

有實際功能 

1 10,000  10,000  

輔助

溝通

器

HA3

.5 

1.尺寸：3.2cm 

×2cm×18cm 

2.功能：觸耳式開關設計 

3.只須將「靠耳軟墊」接

近耳朵，以手輕碰或輕貼

耳部， 即可達助聽溝通

效果。 

4.需附衛署免查驗登記及

原廠授權證明 

5.尺寸公差：±10% 

1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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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

資

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

本

門 

E306-

電熱

水器 

1容量：12

加侖 

2形狀：圓

型直掛式 

3桶身尺寸

(含腳

架) ：Φ405 

x 672 mm 

4外殼材

質：不鏽鋼 

5出水口：

下方 

6電源：單

相 / 220V 

7恆溫控制

器：

50~70°C(出

廠設定

60°C) 

8高溫斷路

器：90±3°C 

9含簡易安

裝不拉管 

1 22,000  22,000  

木製

便器

椅-

基本

款 

1.主體：寬 49×深 58×高

75.5～87.5cm 

2.扶手內座面寬：40cm 

3.馬桶高度：34～

46cm(3cm/段，5段階調

整) 

4.扶手高度：離馬桶座面

17～26cm(3cm/段，4段階

調整) 

4.後腳附輔助輪 

5.搭配零件即可將正常座

面調整成「前傾座面」方

便起身、「後傾座面」減

少腹壓 

6.含衛生紙架 1個及可攜

式防污便器桶 1個 

7.靠背可向後折疊，方便

照顧者直接從後方協助

如廁、觀察、用藥等。 

8.主體：天然木材(聚氨酯

樹脂塗漆) 

   1)座面/靠背：聚氨脂

泡沫塑料、合成皮 

   2)便器桶/馬桶座/防污

蓋：聚丙烯 

   3)止滑橡膠：合成橡膠 

9.尺寸公差：±5% 

1 22,000  22,000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52,000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52,000  

討 論： 

一、「E306-醫院餐廳教學座」刪除，經費調整至「E306-新配工作檯水槽」和「E306-收納教

具檯-假人、模型、耗材收納」。 

二、「C1050-居家主被動訓練運動器」規格變更。 

三、「E306-電熱水器」，變更成「便器椅(洗澡便盆椅含洗頭椅、洗澡椅、馬桶椅)」。 

 

決 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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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護理科 

案  由：申請資本門項目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與科內學群老師討論，並確認需求，擬採購符合與校外實習單位相近財產，以利教學

所需。 

二、申請變更如變更對照表，剩餘經費繳回。 

三、變更對照表：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

資

門 

項

目

名

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

目

名

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

本

門 

胎

心

音

宮

縮

偵

測

模

型 

廠牌/型號：Sakamoto/ 

M191-1(日本製) 

規格： 

1. 孕婦半身模型 x1  

(脖子到身體，不含四

肢) 

2. 10個月大小胎兒模

型 x1 

3. 模擬胎心音宮縮偵

測器 x1 

4. 模擬都卜勒感測器

x2  (1藍 1粉紅) 

5. 感測器綁帶 x2  (1

藍 1粉紅) 

6. 腹部墊高枕 x1  (上

有繪製腹主動脈和下

腔靜脈) 

7. 原廠提袋 x1 

1 187,605  187,605  

胎

心

音

宮

縮

監

測

儀 

製造國：德國 

規格： 

監視器螢幕:6.5” 

主機重量約:5.1kg 

全套包含： 

胎兒分娩監視器主

機 x1 

印表紙 x1 

TOCO探頭 x1 

US 探頭(單胞胎)x1 

手動胎動標註器 x1 

台製推車 x1 

1 187,605  18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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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

資

門 

項

目

名

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

目

名

稱 

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

本

門 

半

肺

膜

型 

製造國：德國 

規格： 

模型可 5分解 

尺寸約:12x28x37cm 

重量約:1.25kg 

模型可顯示出:喉部、氣

管及支氣管、2部分心

臟(可拆卸)、腔靜脈、

主動脈、肺動脈、食

道、2部分肺(前半部可

拆卸) 

1 24,000  24,000  

半

肺

膜

型 

製造國：德國 

規格： 

模型可 5分解 

尺寸

約:12x28x37cm 

重量約:1.25kg 

模型可顯示出:喉

部、氣管及支氣

管、2部分心臟(可

拆卸)、腔靜脈、主

動脈、肺動脈、食

道、2部分肺(前半

部可拆卸) 

2 11,000  22,000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211,605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209,605  

討 論：請修改規格。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申請經常門經費支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體育室申請辦理棒球運動競賽觀賞與體驗活動（校外一日活動），培養學生對於課外活動

之興趣及推廣運動與健康的概念。。 

二、活動經費預算計有交通費、保險費、膳食費及印刷雜支費等，預估 30,000 元整。 

三、申請執行「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面向，「學生輔導工作」方案。 

 

討 論：此案主要為輔導學生對棒球運動競賽的認知，並培養運動興趣。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散會（下午四時零一分整） 



審議結果：修正後通過

經資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本門

E505剪輯暨

3D電腦教室

(101年度採

購)電腦硬體

設備更新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 契約

案號：LP5-107001

電腦設備用品(商用電腦) 第一

組 第 7 項次

一般型電腦 Core i5-8500

(Windows作業系統)(獨立主機

不含螢幕)

處理器：Intel® Core™ i5-

8500 Processor, 3.0GHz

記憶體：8G DDR4 2666 * 1

固態硬碟：升級為 256G (原標

配為 128G)

硬碟：無

讀卡機：內接IC卡讀卡機及記

憶卡讀卡機

光碟機：SuperMulti DVD RW

作業系統：Windows作業系統

＊主機規格如有誤植，以原廠

出貨規格為主。

65 16,922 1,099,905
電腦組(主機

+螢幕)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 契約案號：LP5-107001

電腦設備用品(商用電腦) 第一組 第 7 項次

一般型電腦 Core i5-8500

(Windows作業系統)(獨立主機不含螢幕)

處理器：Intel® Core™ i5-8500 Processor, 3.0GHz

記憶體：8G DDR4 2666 * 1

固態硬碟：升級為 256G (原標配為 128G)

硬碟：無

讀卡機：內接IC卡讀卡機及記憶卡讀卡機

光碟機：SuperMulti DVD RW

作業系統：Windows作業系統

＊主機規格如有誤植，以原廠出貨規格為主。

客製化生產商品訂單確認後 4~5 週

(如工廠缺料，則以工廠交貨時間為準)。

附加採購 : $3,519-

1、 128G SSD 升級為 256G 固態硬碟 ,不裝 1TB SATA 硬碟

($600-)

2、 電腦還原系統 硬體還原卡 支援 Windows 10 多重鏡像

版 ($2,919-)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

契約案號：LP5-107001

電腦設備用品(商用電腦)

第二組 第2項次

ASUS VS229NA

15 29,185 437,775

資本門 新增項目 0 網路交換器
24埠 機架式 Giga 智慧型網路交換器

含 CAT.6e UTP 1000Mbps 高速網路引線
3 12,350 37,050

資本門 新增項目 0
教學廣播系

統 (DVI)

經濟部工業局軟體共同供應契約

契約案號 : 1070201

契約編號 : 1070201-150

第17組 345項次

Magnnex 多媒體教學系統

附加項：含安裝設定 (最低訂單數量25台)

5 15,750 78,750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項目變更對照表(含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

申請單位：數位影視動畫科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經常門 新增項目 0

華碩

 DUAL-

GTX1060-3G

顯示卡

NVIDIA 繪圖顯示卡

晶片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記憶體 ：3GB GDDR5

含 SATA 15PIN轉方形6PIN顯卡電源轉接線
2 8,800 17,600

經常門 新增項目 0

華碩 PH-

GTX1050TI-

4G 顯示卡

NVIDIA 繪圖顯示卡

顯示晶片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記憶體 ：3GB GDDR5

含安裝整合 :

新電腦安裝、舊電腦檢修整理、E505教室網路對拷、

新舊電腦及教室網路、還原系統、廣播設備整合

64 7,330 469,120

經常門 新增項目 0
ASUS

VP279N螢幕

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 契約案號：LP5-107001

電腦設備用品(商用電腦) 第二組 第 14項次

ASUS VP279N (含防刮玻璃)

5 6,922 34,610

1,099,905 1,074,905

承辦主管：呂學銘

承辦人：呂學銘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審議結果：修正後通過

經資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經常門

休閒運動戶

外遊憩與探

索教育物品-

MRA-

AZTEK戶外

P41 SET 1 10,000 10,000

Aztek Pulley

Set戶外救援

系統

P41 SET 1 9,000 9,000

經常門

休閒運動戶

外遊憩與探

索教育物品-

高空救援繩

索

P41 ROPE, BAG 1 5,000 5,000

Aztek Rope

Set, Aztek

Bag Waist

Strap高空救

援繩索

P41 ROPE, BAG 1 6,000 6,000

15,000 15,000

審議結果：修正後通過

經資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本門 燈光控盤

DMX512燈光控制器（通

道分配16軌、控制電腦

燈數量32）

1 10,000 10,000 燈光控盤
DMX512燈光控制器（通道分配16軌、控制電腦

燈數量32）
1 12,000 12,000

資本門
壓克力透明

講台

壓克力架上板

(W62*D45CM厚8MM、

底座W65*D50CM厚

10MM、總高115CM)、

1 10,000 10,000
壓克力透明

講台

壓克力架上板(W62*D45CM厚8MM、底座

W65*D50CM厚10MM、總高115CM)、輪子、運

費

1 11,800 11,800

資本門
數位混音擴

大機
1 12,000 12,000

數位混音擴

大機

(因廠商回覆該商品目前缺貨，暫不採購，提出取

消執行該項目，並繳回餘款8,200元)
0 0 0

32,000 23,800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承辦人：林大裕

承辦主管：胡子陵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項目變更對照表(含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

申請單位：休閒管理學系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承辦人：賴渝婷

承辦主管：楊士央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項目變更對照表(含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

申請單位：學務處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審議結果：修正後通過

經資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本門
E306-醫院餐

廳教學座
2 10,000 20,000 刪除項目 0

資本門
E306-新配工

作檯水槽

1.尺寸：120cm寬*55cm深

*80cm高

2.材質：①人造石—複合實

心材，可修補低吸水率

0.04%、抗化學藥品、可加熱

彎曲…….。②塑合板—採國

際標準認證EIV313高級進口

防水健康環保板 材，並通過

國家檢驗標檢局頒佈板材甲

醛含量標準之新法規。

1 26,000 26,000
E306-新配工

作檯水槽

1.尺寸：120cm寬*55cm深*80cm高

2.材質：①人造石—複合實心材，可修補低吸水率0.04%、

抗化學藥品、可加熱彎曲…….。②塑合板—採國際標準認

證EIV313高級進口防水健康環保板 材，並通過國家檢驗標

檢局頒佈板材甲醛含量標準之新法規。

1 30,000 30,000

資本門

E306-收納教

具檯-假人、

模型、耗材

收納

1.尺寸：680cm寬*55cm深

*230cm高

2.材質：塑合板—採國際標

準認證EIV313高級進口防水

健康環保板材，並通過國家

檢驗標檢局頒佈板材甲醛含

量標準之新法規。

1 30,000 30,000

E306-收納教

具檯-假人、

模型、耗材

收納

1.尺寸：680cm寬*55cm深*230cm高

2.材質：塑合板—採國際標準認證EIV313高級進口防水健

康環保板材，並通過國家檢驗標檢局頒佈板材甲醛含量標

準之新法規。 1 46,000 46,000

資本門

C1050-居家

主被動訓練

運動器

1.尺寸:90X70X99~115公分

2.速度:15段

3.時間:5~30分鐘

4.可調整前後高低

5.手部及腳部皆可調整長度

6.尺寸公差：±5%

1 35,000 35,000

C1050-居家

主被動訓練

運動器

1.尺寸:90X70X99~115公分

2.被動式運動有15段速度可設定，最慢每分鐘9轉

3.可調整前後高低

4.手部及腳部皆可伸縮調整長度

5.可設定5~30分鐘之內的自動關機

6.大螢幕簡易介面

7.主被動同時交替運作，運動不中斷

8.馬達:DC 110v/110w

9.尺寸公差：±5%

1 35,000 35,000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項目變更對照表(含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

申請單位：長期照護學系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資本門

E306-馬桶

(含安裝沒有

實際功能)-

排泄照護

1單體式省水馬桶

2材質：陶瓷

3規格：長71cm寬39cm高

72cm

4沖水：雙龍捲沖洗

5含安裝沒有實際功能

1 10,000 10,000
輔助溝通器

HA3.5

1.尺寸：3.2cm ×2cm×18cm

2.功能：觸耳式開關設計

3.只須將「靠耳軟墊」接近耳朵，以手輕碰或輕貼耳部，

即可達助聽溝通效果。

4.需附衛署免查驗登記及原廠授權證明

5.尺寸公差：±10%

1 10,000 10,000

資本門
E306-電熱水

器

1容量：12加侖

2形狀：圓型直掛式

3桶身尺寸(含腳架) ：Φ405 x

672 mm

4外殼材質：不鏽鋼

5出水口：下方

6電源：單相 / 220V

7恆溫控制器：50~70°C(出廠設

定60°C)

8高溫斷路器：90±3°C

9含簡易安裝不拉管

1 22,000 22,000

便器椅(洗澡

便盆椅含洗

頭椅、洗澡

椅、馬桶椅)

1.主體：直立時 | 尺寸(cm)：寬56x高(121-136)x長(75-82)

平躺時 | 尺寸(cm)：寬56x高(93-105.5)x長(110-121)

2. 背靠可六段傾斜，洗頭超方便

3. 附頭枕，躺著洗頭時脖子不痠疼

4. 卡榫組合設計，免工具即可組裝

5. 附便桶及桶蓋，裝入後即為便盆椅

6. 附輪與輪鎖：移動方便，使用安心

7. 扶手可拆卸：就座、離座皆很方便

2 11,000 22,000

143,000 143,000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承辦人：劉麗婷

承辦主管：陳秀珍



審議結果：修正後通過

經資門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資本門
胎心音宮縮

偵測模型

1. 孕婦半身模型x1  (脖子到身

體，不含四肢)

2. 10個月大小胎兒模型x1

3. 模擬胎心音宮縮偵測器x1

4. 模擬都卜勒感測器x2  (1藍1

粉紅)

5. 感測器綁帶x2  (1藍1粉紅)

6. 腹部墊高枕x1  (上有繪製腹

主動脈和下腔靜脈)

7. 原廠提袋x1

1 187,605 187,605
胎心音宮縮

監測儀

1. 觸控式6.5”彩色顯示螢幕以上(含)，提供大數字顯示及較

寬的視野角度。

2. 內建6吋紀錄器，可自動印出母體和胎兒的參數趨勢圖。

3. 胎動圖(FMP)探測和自動記錄胎兒身體活動情形。

4. 防水傳導器，輕巧、耐用且易於清洗。

5. TOCO 體外宮縮傳導器可同時測得母親心跳。

6. 智慧型自動選頻處理系統，醫護人員可以將胎兒傳導器

病患模組或遙控事件標示器連接在任何插座上，避免插錯

感應器而造成損壞。

7. 交叉式頻道設計，可同時監測胎兒心跳及母親心跳若心

跳一致時，會有警告警示;可避免將母體心跳誤認為胎兒心

跳趨勢圖。

8. 傳導器內建LED燈號可讓醫護人員一目了然胎兒傳導器

所監視的測量情況。

9. 同時可輸入病患資料即顯示在螢幕上，可清楚地確定病

患身分。

10. 具備緩衝記錄功能，當記錄紙張用完後仍持續監測，且

可於換紙後接續印出至少7小時的趨勢圖。

11. 主機內建NST Timer功能及支援擴充無壓力測試報告

(NST report)功能，內容包含測試開始/結束時間、NST週

期、心跳基線、變異性等，亦可列印醫療人員判斷母/胎兒

狀況。附件明細:

(1) 子宮收縮傳導器1組

(2) 超音波傳導器1組

(3) Event Maker 1組

(4) 綁帶2條

(5) 推車1台

1 187,605 187,605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項目變更對照表(含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

申請單位：護理科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資本門 半肺膜型

模型可5分解

尺寸約:12x28x37cm

重量約:1.25kg

模型可顯示出:喉部、氣管及

支氣管、2部分心臟(可拆

卸)、腔靜脈、主動脈、肺動

脈、食道、2部分肺(前半部可

拆卸)

1 24,000 24,000 半肺膜型

模型可5分解

尺寸約:12x28x37cm

重量約:1.25kg

模型可顯示出:喉部、氣管及支氣管、2部分心臟(可拆卸)、

腔靜脈、主動脈、肺動脈、食道、2部分肺(前半部可拆卸)

2 11,000 22,000

211,605 209,605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承辦人：呂莉婷

承辦主管：呂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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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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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校園擴充設備 網路監控軟體 50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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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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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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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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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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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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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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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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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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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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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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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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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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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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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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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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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監視器 300,000

環境與安全 小計 830,735

總計 20,90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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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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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護理實作-業師協同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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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教師頒發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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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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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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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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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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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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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鏡片組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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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隨學兩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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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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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0,186

研究 護理科 研究計畫案 Effects of Live Webcast-assisted Teaching on Physical Assessment Technique Learning of Young Nursing Majors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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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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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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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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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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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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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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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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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小計 2,58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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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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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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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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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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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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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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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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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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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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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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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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校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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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校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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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校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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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校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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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校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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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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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英日語大會考，英日語詞彙校內賽PV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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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365

總計 20,036,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