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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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會議記錄 

日期：10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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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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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單位提供決

行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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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務處提供決標

資訊）。本次會議將討論未依時程規劃準時完成招標程序者，經費收回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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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已於 107 年 9 月 3 日（一）召開訪

視作業協調會，並已完成單位稽核，現由稽核委員會進行稽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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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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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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協同教學計畫案需經產學合作委員會通過後始可執行，請購時請檢附相關單

位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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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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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執行進度延宕，未能於規劃時程內完成請購程序者，於提案三討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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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前各單位執行進度如下表，收集資料至 107 年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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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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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770  2,041,770  100.00% 0  0.00% 

．護理科 1,124,725  627,705  55.81% 0  0.00% 

．幼保系科 1,034,025  1,034,024  100.00% 346,524  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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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院小計 5,395,294  4,897,273  90.77% 346,524  6.42% 

．資管科 438,738  438,738  100.00% 79,000  18.01% 

．企管科 722,121  722,121  100.00% 519,240  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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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動科 553,575  553,575  100.00% 0  0.00% 

  商資院北小計 1,764,434  1,764,434  100.00% 598,240  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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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學務處 458,600  453,970  98.99% 105,300  22.96% 

國際處 1,693,864  1,600,000  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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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 

核定金額 已動支 動支率 已核銷 執行率 

總務處 3,083,375  3,083,375  100.00% 0  0.00% 

資圖中心 7,416,986  5,433,091  73.25% 256,090  3.45% 

討 論： 

一、護理科：僅餘工程項目未動支，本次會議變更申請通過後就會動支。 

二、視光科：剩下的是標餘款，繳回由學校統籌使用。 

三、通識中心：剩下的是標餘款，繳回由學校統籌使用。 

四、學務處：剩下的是標餘款，繳回由學校統籌使用。 

五、國際處：僅餘一筆 Epage 專用版型套件，正在流程中。 

六、資圖中心：都在進行中，有一筆本次會議會提變更項目。 

 

決 議：照案通過，請這些單位儘快完成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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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程序。且需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五）以前完成核銷。 

二、目前各單位執行進度如下表，收集資料至 107 年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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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單位 

．商資院南 207,000  0  0.00% 0  0.00% 

．企管系 88,810  0  0.00% 0  0.00% 

．應外系 60,152  38,584  64.14% 34,580  57.49% 

．數應系 184,652  0  0.00% 0  0.00% 

．資傳系 57,938  30,000  51.78% 30,000  51.78% 

  商資院南小計 598,552  68,584  11.46% 64,580  10.79% 

．餐飲系 105,677  0  0.00% 0  0.00% 

．休管系 139,878  12,453  8.90% 12,453  8.90% 

．健康系 119,617  0  0.00% 0  0.00% 

  創新院小計 365,172  12,453  3.41% 12,453  3.41% 

．護理院 132,233  0  0.00% 0  0.00% 

．長照系 436,085  281,233  64.49% 4,79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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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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 1,265,178  846,620  66.92% 40,381  3.19% 

．幼保系科 754,749  501,265  66.41% 37,200  4.93% 

．視光科 386,152  224,833  58.22% 0  0.00% 

  護理院小計 2,974,397  1,853,951  62.33% 82,375  2.77% 

．商資院北 581,330  219,563  37.77% 50,196  8.63% 

．資管科 345,047  23,842  6.91% 22,400  6.49% 

．企管科 564,282  514,282  91.14% 35,00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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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動科 1,039,403  851,959  81.97% 8,389  0.81% 

  商資院北小計 2,875,764  1,955,348  67.99% 115,985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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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0  46.37% 25,940  46.37% 

學務處 387,000  354,000  91.47% 21,000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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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教育中心 100,000  40,836  40.84% 0  0.00% 

教資中心 260,000  90,000  34.62% 0  0.00% 

資圖中心 3,299,837  838,360  25.41% 126,500  3.83% 

產學組 350,000  0  0.00% 0  0.00% 

學術組 1,792,634  13,000  0.73% 13,000  0.73% 

討 論：企管系繳回改善教學物品 23,400 元由學校統籌使用。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執行單位儘速進行經常門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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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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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仍未於本年 8 月 23 日（四）第 3 次專責會議決議展延期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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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如期完成者列表如下： 

特色面向 執行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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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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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167  

國際化 國際處 強化國際化校園 Epage 專用版型套件 93,864  

      小計 9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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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420  

      總計 2,290,451  

二、各單位所提出無法如期完成之說明如下：  

 資圖中心： 

1. 24 小時自助借還機已動支。 

2. 書櫃因需等到室內空間整修到一段落，才進行動支，可執行完畢。 

3. 網路監控軟體擬在本次會議提出變更，購置更迫切更新之設備。 

 國際處： 

1. 經費繼續支用。 

2. 延宕原因：仍在詢價。因為考量手機使用者增加，但手機版套件價格偏高，仍在評估

是否進行或改由電腦版做手機界面伸展。預計 10 月 10 日前可完成請購，並依規定時

程完成各階段程序。 

 護理科： 

1. 本案擬申請繼續支用。 

2. 本案原評估地板鬆軟問題為室內潮濕所致，故編列 31,785 元進行除濕設備工程的建

置，另外，原教室之一間模擬病房與後走廊(約 5 坪)地板破洞需要整修，故編列 152,570

元進行處理。 

3. 於 8/27 請原廠商(A)前來說明，該廠商估價地板整修金額過高(5 坪需花費 152,570)，

且無法處理全部教室地板鬆軟問題，故另尋廠商(B)前來評估。 

4. 經 B 廠商評估後發現，教室並無潮濕問題，但是中央走道及洗手區缺乏空調設備，

影響通風，地板鬆軟應為原鋪設地板過薄所致，建議新增空調設備，並將全部地板重

鋪 1.2 公分厚度超耐磨地板，以解決問題。 

5. 目前本案已提變更申請，待變更通過後將盡速完成動支、工程執行與核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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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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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資圖中心：網路監控軟體要提變更申請，等等有提案討論。 

二、國際處：已確定好購買項目，會趕快完成請購。 

三、護理科：工程項目有提變更，等等有提案討論。 

 

決 議：同意繼續執行，請單位儘速完成。 

 

提案四：                                                     提案單位：各執行單位 

案  由：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招標程序未依會議決議於本年 9 月 28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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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招標案件部分，未能如期完成者列表如下： 

特色面向 
執行 

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 

金額 

請購 

金額 

執行 

情況 

採購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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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640  招標中 107217 

   小計 2,252,640 2,25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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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59  招標中 107274 

   小計 1,500,000 41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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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  招標中 107242 

國際化 
國際

處 

強化國際化

校園 
教學研討桌設備 350,000  350,000  

請購單位已

完成動支，招

標規格未送 

107244 

國際化 
國際

處 

強化國際化

校園 
影音系統設備 350,000  350,000  

請購單位已

完成動支，招

標規格未送 

107243 

   小計 1,600,000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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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738  招標中 107232 

   小計 280,738 28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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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  招標中 10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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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05  招標中 107260 

   小計 297,605 29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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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  招標中 1070805 

   小計 280,000 280,000   

學生輔導及長照學生事務及 C1050-模擬浴間輔 10,000  10,000  招標中 107227 



 7 

特色面向 
執行 

單位 
執行方案 內容說明 

核定 

金額 

請購 

金額 

執行 

情況 

採購 

編號 

就業情形 系 輔導設備 助站立扶手 (可折

疊面板+把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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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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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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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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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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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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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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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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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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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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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招標中 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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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請購單位已

完成動支，招

標規格未送 

107278 

   小計 1,591,500 1,591,500   

   總計 7,802,483 6,713,142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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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案件皆已在進行中。 

 

決 議：同意繼續執行，請儘速完成，以再分配標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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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各申請單位 

案  由：關於 107 年度獎勵補助計畫子計畫，業界接軌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面向的「業界接軌」計畫，量化數據尚缺 10 件，擬由本獎勵補

助計畫經費支應各單位辦理對於學生尤其是畢業生進入職場需要注意的事項。如情緒壓

力調節、職場倫理、職場潛規則、拒絕的藝術、面試的技巧等相關講座，培養學生進入

職場的態度。 

二、每案可支應經費 1 萬元整，預計辦理 10 案。各單位申請表彙整如附件一。 

討 論： 

一、視光科申請 1 場。 

二、南商資院申請 4 場。 

三、護理科申請 1 場。 

四、北商資院申請 3 場，請補充質、量化指標。 

五、長照系申請 1 場。 

 

決 議： 

一、視光科：照案通過。 

二、南商資院：照案通過。 

三、護理科：照案通過。 

四、北商資院：修正後通過。 

五、長照系：照案通過。 

六、共計申請 10 案，請各申請單位儘速執行。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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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止，經常門及資本門餘款如下表： 

經常門 資本門 

72,149 1,302,572 

四、各單位申請表件如附件二。 

討 論： 

一、資本門- SODA 樂活認知訓練機，數量由 2 台變更為 1 台。 

二、資本門-憶萬富翁益智健腦機，數量由 2 組變更為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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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門-除濕機，與教學用途無關，不同意以本計畫經費購買。 

四、資本門-585 公升防潮箱，經費支用需符合教學目的，請修改項目名稱。 

五、資本門-隨身涼移動式冷氣機，與教學用途無關，不同意以本計畫經費購買。 

六、經常門- Wacom Intuos Pro PTH-451/K1 繪圖板(S)，由於經常門剩餘款不足，列為備取順

位第 1，於下次會議優先分配。 

 

決 議： 

一、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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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提案七：                                                        提案單位：視光科 

案  由：申請經常門項目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原訂欲採購之尺寸鏡片組，因廠商已不生產此商品，故提請更換購買其他商品。 

二、經本科科務會議討論後決定購買新款硬式隱形眼鏡試片組，提升本科學生臨床隱形眼鏡

驗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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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門 
尺寸鏡片

組 

放大率：

0.5~4% 
4 5,000  20,000  

硬式隱形

眼鏡試片

基弧範

圍：7.2~8.6 
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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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厚

度：3-6 mm 

組 直徑範

圍：8.9~9.6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20,000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20,000  

討 論：  

一、此物品可配合配鏡學課程教學使用。 

二、單價 1 萬元以上為資本門，此案可能會有疑慮，請控制單價為 1 萬元以下。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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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評估地板鬆軟問題為室內潮濕所致，故編列 317,850 元進行除濕設備工程的建置，

另外，原教室之一間模擬病房與後走廊(約 5 坪)地板破洞需要整修，故編列 152,570 元進

行處理。 

二、於 8/27 請原廠商(A)前來說明，該廠商估價地板整修金額過高(5 坪需花費 152,570)，且無

法處理全部教室地板鬆軟問題，故另尋廠商(B)前來評估。 

三、B 廠商評估後發現，教室並無潮濕問題，但是中央走道及洗手區缺乏空調設備，影響通

風，地板鬆軟應為原鋪設地板過薄所致，建議新增空調設備，並將全部地板重鋪 1.2 公

分厚度超耐磨地板，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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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CE

地板

整修

工程 

拆除運棄(含

運棄及相關證

明費用)(式) 

1 32,570  32,570  

地板

工程 

超耐磨地板(厚

度 1.2 公分)約

49 坪 

1 297,600  297,600  

木質地板(M2) 20 3,000  60,000  
塑膠踏腳板

288 米 
1 48,400 48,400  

地坪更換工程

(M2) 
20 3,000  60,000  

門板修剪(含電

動門高度修改

並提供影像行

動車一組) 

1 11,200  11,200  

OSCE

除溼

除溼機吊掛區

域地坪防護
3 10000 30,000  空調 

室外、室內機組

(7.2Kw) 
1 59,500  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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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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

工程 

（厚板）(式) 

風管配置穿樑

洗洞鑽孔施工

費(式) 

3 12,000  36,000  
靜音式抽水馬

達 
1 2,800  2,800  

水電工程(式) 1 200,000  200,000  

部分

重舖

地板

工程 

病房*1+後走廊

(約 5 坪) 

1 50,000  50,000  

配置風管(條) 16 2,000  32,000  
拆除原有地板

和骨架重換 

回風網(個) 3 5,000  15,000  
海島型耐潮地

板(約 5 坪) 

天花板拆卸及

粉刷工程(式) 
1 4,850  4,850  清運+後續清潔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470,420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469,500  

討 論：空調部分，室外、室內機組(7.2Kw)與靜音式抽水馬達為 1 組，不應分開列示，

以免產生單價疑慮。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資圖中心 

案  由：申請資本門項目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原資本門採購項目「網路監控軟體」，因有其他更迫切之設備需求，擬暫緩採購。提請變

更。 

二、新增伺服器使用之光纖卡及備份軟體，各 3 套。 

三、新增 E 化講桌 3 部，預計更換 A201、藝文中心等 96~98 年購置之 E 化講桌。 

四、新增 10G 高速網路交換器 1 部及伺服器使用 10G 高速網卡 4 片。 

五、變更前後金額相同。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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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

監控

軟體 

what's 

up 

gold 

或同

等級

以上 

1 508,181  508,181  

光纖卡 

網路儲存交換器之

8Gbps 雙埠介面卡 

＊ HP 82Q 8Gb Dual 

Port PCI-e FC HBA 

(Qlogic chip) 

＊ 光纖收發器 HP 

8Gb Shortwave B-series 

FC SFP+ 1 Pack * 2 

3 33,000  99,000  

虛擬主

機備份

軟體 

共同供應契約 

acronis backup standart 

for VM 

3 29,224  87,672  

E 化講

桌 

SK-125(含 LCD)或同

等級以上 
3 50,408  151,224  

高速網

路卡 

HP 高速 雙埠

10GBASE-T/NBASE-T 

擴充卡/10GBase-T/全

雙工 

3 31,049  93,147  

高速網

路交換

器 

Netgear XS716E 10G

簡易網管交換器 

16 埠 10G，用於 10G

伺服器及儲存服務群

組 

1 66,638  66,638  

高速網

路卡 

Synolgy E10G18-T2 

高速 雙埠

10GBASE-T/NBASE-T 

擴充卡 

資料傳送速率：10 

Gbps/全雙工 

1 10,500  10,500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508,181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508,181  

討 論：  

一、有兩個高速網路卡項目，但規格不同。申請單位回應是分別配合不同設備採購。 

二、規格中有提到廠牌的部分需修正。 

 

決 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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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護理科 

案  由：申請新增經常門經費，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本校 KPI，新增提出 2 案協同教學計畫，分別為方 O 圓及呂 O 婷老師所提。 

二、本經費申請以協同教師授課單一課程不超過學期 1/3 課程為原則，故每案擬申請講師鐘

點費 10,800 元，補充保費 207 元；兩案共計需新增申請經費 22,014 元。 

討 論：此案為配合量化指標所提出之申請，經費使用請核實編列。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視光科 

案  由：107 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視光科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新增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原訂視光科於 107 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規劃為兩門課程，經討論

後擬增列「視光醫學新知」課程一案。 

二、「視光醫學新知」課程主要講授臨床之視光新發現，包含臨床實作技巧、視光醫學研究及

新型儀器或材質等發現，希望藉由結合業界臨床教師之分享擴展視光科學生視野，提升

未來就業力。 

三、經費預估如下表：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用途說明 
單價(元) 數量/單位 總價(元) 小計 

鐘點費 1,600 6 9,600 $ 9,600 
聘請業界教師蒞校授課，分

享相關眼視光實務經驗 

二代健保雇主負擔 183 1 183 $ 183  

印刷費 20 50 1,000 $ 1,000 課程相關講義印製 

總計 $ 10,783  

討 論： 

一、此案為配合量化指標所提出之申請，經費使用請核實編列。 

二、本會議僅受理經費申請，協同教學案件計畫及經費編列，仍請依「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

寧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向相關單位提出。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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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商業資訊學院 

案  由：商業資訊學院（南北）增加協同教學經常門經費。 

說 明： 

一、南商資院：因原編列協同教學經常門經費 55000，作 10 案，經與北商資院協商修正為，

南商資院 7 案，餘 3 案轉北商資院。目前南商資院 7 案共需 65,180 元，扣除原編列 55000

元，尚缺 10,180 元。 

二、北商資院：新增熊老師協同教學案 11007 元。 

討 論：此案為配合量化指標所提出之申請，經費使用請核實編列。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四時十五分整） 



 

 

 

 

附件一 



行動方案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預期質、量化指標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

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自選辦學

特色面向
申請項目（方案） 計畫內容

 經常門

或資本門
 執行單位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S305.推動就業學程、雙軌

教育及契合式學產一貫學程

量化：

每學期邀請業界人士舉辦

專題演講至少3次。

質化：

演講或講座活動：本科針

對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本科會不定期安排校外業

界專家蒞校增強學生對於

進入職場所需要人文素養

，並進而將內容融入課程

，讓學生能瞭解解產業現

況，以助於職場就業之適

應能力。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辦理「職場達人

講座」，增強學

生對於進入職場

所需要人文素

養；包括：說話

的藝術、適宜的

溝通表達、情緒

壓力調節、職場

倫理、職場潛規

則、拒絕的藝

術、面試的技巧

等，培養學生進

入職場的態度。

經常門 視光科 場 1 10,000 10,000

10,000

注意事項：

*申請表之各面向總計需等於各面向分配之可支用金額

*範例僅供參考，可自行刪除

*如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加列數

*行動方案及預期質、量化指標，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配合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107年度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申請表

總計



行動方案

(請摘自106-109

年度校務發展計

畫書(107年修訂

預期質、量化指標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

訂版))

自選辦學

特色面向

申請項目

（方案）
計畫內容

 經常門

或資本門
 執行單位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S305.推動就業學

程、雙軌教育及

契合式學產一貫

學程

質化：

1. 強化理論與實務結合，安排業界專家演講，了解產

業發展與現況，強化實務能力，有助課程學習與職涯

定位。

2. 讓學生在校能了解職場所需人殘能力，及早發展確

立生涯規劃目標，並使理論與實務課程更貼近產業現

況。

3.企業職人專題講座：為讓各課程的教學內容更貼近業

界現況，安排校外業界專家，針對商業職場發展現況

與趨勢進行專題演講，並進而將內容融入課程，讓學

生能瞭解解產業現況。

量化：

1. 辦理1場次企業職人專題講座。

2. 每學期邀請業界人士舉辦專題演講至少1-2次。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邀請業界專家對於商業

職場發展趨勢與現況，

進行企業職人專題講座-

演講題目:「踏入職場的

第一步!!」讓學生了解商

業職場的現況，有助課

程學習與職涯定位。

經常門 企管系 場 1 10,000 10,000

S305.推動就業學

程、雙軌教育及

契合式學產一貫

學程

質化：安排學生企業實習，增加學生實務能

力及畢業就業率

量化：媒合學生至企業實習至少 3 人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對於學生尤其是畢業生進入

職場並事前先略知目前休閒

美業行業需求的探索認知，

培養學生進入職場的態度及

所需技能體驗，邀請講師實

際演示作並帶領學生實際操

作。實務演講的題目為：

「休閒美業職業探與與初體

驗」。

經常門 休管系 場 1 10,000 10,000

S305.推動就業學

程、雙軌教育及

契合式學產一貫

學程

質化：

1. 強化理論與實務結合，安排業界專家演講，了解休

閒產業發展與現況，強化實務能力，有助課程學習與

職涯定位。

2. 讓學生在校能了解職場所需人殘能力，及早發展確

立生涯規劃目標，並使理論與實務課程更貼近產業現

況。

3.企業職人專題講座：為讓各課程的教學內容更貼近業

界現況，安排校外業界專家，針對休閒職場發展現況

與趨勢進行專題演講，並進而將內容融入課程，讓學

生能瞭解解產業現況。

量化：

1. 辦理1場次企業職人專題講座。

2.參與師生至少30人次，滿意度4.0以上。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邀請業界專家對於休閒

產業職場發展趨勢與現

況，進行企業職人專題

講座-演講題目:「踏入咖

啡職場的第一步!!」讓學

生了解休閒咖啡職場的

現況，有助課程學習與

職涯定位。

經常門 休管系 場 1 10,000 10,000

配合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107年度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申請表



行動方案

(請摘自106-109

年度校務發展計

畫書(107年修訂

預期質、量化指標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

訂版))

自選辦學

特色面向

申請項目

（方案）
計畫內容

 經常門

或資本門
 執行單位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配合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107年度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申請表

S104.校園資源整

合與應用。

質化：培養學生創業能力。

量化：每學期至少舉辦創業講座1場。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安排業界主管來校進行

職涯輔導講座
經常門 餐飲系 場 1 10,000 10,000

40,000

注意事項：

*申請表之各面向總計需等於各面向分配之可支用金額

*範例僅供參考，可自行刪除

*如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加列數

*行動方案及預期質、量化指標，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總計



行動方案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預期質、量化指標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

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自選辦學

特色面向
申請項目（方案） 計畫內容

 經常門

或資本門
 執行單位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S305.推動就業學程、雙軌

教育及契合式學產一貫學程

質化：

1. 強化理論與實務結合，

安排業界專家演講，了解

產業發展與現況，強化實

務能力，有助課程學習與

職涯定位。

2. 讓學生透過最後一哩實

習過程與就業機構確認未

來合作關係。

3.加強技術實作練習，增

強個案問題評估與問題解

決的能力。

量化：

1. 辦理1場次業界專家座

談。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為提升學生與產

業界接軌能力，

加強個案問題評

估與問題解決的

能力邀請業界專

家到校進行業界

說明座談會--

「培育護理實務

人才座談會」

經常門 護理科 場 1 10,000 10,000

10,000

注意事項：

*申請表之各面向總計需等於各面向分配之可支用金額

*範例僅供參考，可自行刪除

*如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加列數

*行動方案及預期質、量化指標，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配合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107年度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申請表

總計



行動方案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預期質、量化指標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

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自選辦學

特色面向
申請項目（方案） 計畫內容

 經常門

或資本門
 執行單位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S303.加強師生競賽成果與

證照取得展現

質化: 協助學生了解升學

或就業之方向。學生藉由

個案經驗分享，增加對職

場的認識與自信心。

量化: 舉辦1場說明會活動

，參與人數40人次。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個人職涯發展講

座
經常門

企管科(佩

珊研發長)
場 1 10,000 10,000

S303.加強師生競賽成果與

證照取得展現

質化: 協助學生了解升學

或就業之方向。學生藉由

個案經驗分享，增加對職

場的認識與自信心。

量化: 舉辦1場說明會活動

，參與人數40人次。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個人職涯發展講

座
經常門

資管科(竹

華主任)
場 1 10,000 10,000

S303.加強師生競賽成果與

證照取得展現

質化: 協助學生了解升學

或就業之方向。學生藉由

個案經驗分享，增加對職

場的認識與自信心。

量化: 舉辦1場說明會活動

，參與人數40人次。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個人職涯發展講

座
經常門

企管科 (鵬

翔主任)
場 1 10,000 10,000

30,000

注意事項：

*申請表之各面向總計需等於各面向分配之可支用金額

*範例僅供參考，可自行刪除

*如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加列數

*行動方案及預期質、量化指標，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配合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107年度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申請表

總計



行動方案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預期質、量化指標

(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

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自選辦學

特色面向
申請項目（方案） 計畫內容

 經常門

或資本門
 執行單位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S305.推動就業學程、雙軌

教育及契合式學產一貫學程

質化：

1. 強化理論與實務結合，安排

業界專家演講，了解產業發展

與現況，強化實務能力，有助

課程學習與職涯定位。

2. 讓學生及早透過熟習產業發

展確立生涯規劃目標，並使理

論與實務課程更貼近產業現

況。

3.長照職人專題講座：為讓各

課程的教學內容更貼近業界現

況，安排校外業界專家，針對

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進行專題

演講，並進而將內容融入課程

，讓學生能瞭解解產業現況。

量化：

1. 辦理1場次1場長照職人專題

講座及業界座談。

2. 每學期邀請業界人士舉辦專

題演講至少1-2次。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業界接軌

邀請業界專家對

於長期照護產業

發展趨勢與現況

，進行長照職人

專題講座-永續

照護 樂活人生

，讓學生了解產

業的現況，有助

課程學習與職涯

定位。

經常門 長照系 場 1 10,000 10,000

10,000

注意事項：

*申請表之各面向總計需等於各面向分配之可支用金額

*範例僅供參考，可自行刪除

*如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增加列數

*行動方案及預期質、量化指標，請摘自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配合106-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07年修訂版) 107年度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申請表

總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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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DA樂

活認知訓

練機

1.SODA認知訓練機x1，外型白色

2.7吋Android平板x1

3.SODA認知訓練APP:內含反應力，注意力，協調力與

記憶力訓練。

4.安裝與教學 2小時

5.A1 or A2 海報一份

1 台 95,000 95,000
長照

系

1.配合課程：髮族體適能評

估、健康促進、認知與生活

2.用途說明：訓練學生反應

力，注意力，協調力與記憶

力並可運用於學生與社區長

者之互動

質化：強化教學設備，

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量化：使用率達90%

2 2
資本

門

憶萬富翁

益智健腦

機

1.32吋觸控電視x1

2.數位機上盒

3.可移動電視架或牆壁式安裝x1

4.憶萬富翁專業版APP:內含11個訓練內容。

5.A1 or A2 海報一份

1 組 95,000 95,000
長照

系

1.配合課程：髮族體適能評

估、健康促進、認知與生活

2.用途說明：訓練學生反應

力，注意力，協調力與記憶

力並可運用於學生與社區長

者之互動

質化：強化教學設備，

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量化：使用率達90%

3 3
資本

門

全身垂直

律動儀

全身垂直律動儀

頻 率 約 3 ~ 13 Hz 震 幅 3 mm

電 壓 AC 100 ~ 120 V, 50 ~ 60Hz

功 率 Max. 375 W

尺 寸 L685 - W 585 - H 1580 mm

重 量 約 51 公 斤載 重 約 150 公 斤

操作時間 手動預設15分(可調至60分) 操作模式 手控鋁

板操控 :

8段固定頻率，八組自動程式功能

1 組 57,850 57,850
長照

系

1.配合課程：髮族體適

能評估、健康促進、認

知與生活

2.用途說明：訓練學生

反應力，注意力，協調

力與記憶力並可運用於

學生與社區長者之互動

質化：強化教學設備，

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量化：使用率達90%

4 1
資本

門

黑白雷射

印表機

黑白雷射印表機/A3 規格

分類：電腦週邊設備用品，組別：印表機 第

15 項次

標案案號：LP5-107002 / 18-LP5-02438

1 台 52,135 52,135
視光

科

1.配合課程：視光學、雙眼

視覺學、隱形眼鏡學、配鏡

學、低視力學等視光專業課

程

2.用途說明：本印表機可印

製教師授課講義及重點整理

，提升同學學習成效

質化：授課講義及上課

資料之印製，能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

量化：視光科每年五專

部及二專部共計約7班，

近350人左右可使用

107年獎勵補助款(餘款)- 經費需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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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獎勵補助款(餘款)- 經費需求單

5 2
資本

門

Corneal

Topograph

er角膜地

圖儀

1. 覆蓋範圍：直徑0.25-11mm

2. 視野：12.5mmH x 10.5mmV

3. 測量圈數：32圈

4. 測量點數9600點

5. 分析點數10200點

6. 可多組呈現角膜地圖、可選擇Tengental

curvature/power, Axial curvature/power、Height、Elevation

from sphere、Refractiove power 、Ray error、wavefront

error

7. 支援隱形眼鏡佩帶軟體：Multicuve、Aspherics、

Conics、Keratoconic designs、Customer surfaces

8. 合成大面積地形圖

9. 視頻地形圖

10. 淚膜分析,分析淚液破裂時間

11. 淚膜表面質量分析TFSQ

12. Shape descriptors：Astigmatism measurement、E,p,Q,e2

values

13. Global indices：SAI、SRI、I_S value

14. Pupil,iris,HVID 測量

15. 含電動升降桌,個人電腦一台

16.視力焦點距離:65mm

17.可重複性:測試靶 < 0.1 屈光力

18.電源要求:通過USB變頻箱提供12V，500MA的直流電

1 台 420,000 420,000
視光

科

1.配合課程：雙眼視覺

學實驗、隱形眼鏡學、

隱形眼鏡學實驗、配鏡

學技術整合

2.用途說明：角膜地圖

儀為視光臨床實用儀器

，主要用來檢視患者角

膜情況，以利後續眼鏡

或隱形眼鏡驗配，提升

學生臨床實務能力

質化：角膜地圖儀為檢

視患者角膜情況之臨床

儀器，主要可用來搭配

提升後續眼鏡或隱形眼

鏡之成功率，也同時藉

由新型儀器之使用提升

學生臨床實務能力

量化：預計每學期有200

位學生人次可使用此儀

器

6 1
資本

門

WSCbot

技能競賽

訓練平台

V2

控制器： 2015、 2017 年世界技能競賽指定之

NI myRIO-1900

1. CPU： 雙核心 ARM Cortex-A9 667MHz

2. FPGA 晶片 : XillinxZ-7010 FPGA

3. 記憶體: 256 MB Flash, 512 MB RAM

4. 編程軟體： LabVIEW 2017 單機學生授權

1 部 280,000 280,000
資管

科

1.配合課程：創意機器

人、創意機器人進階

2.用途說明：配合參加

全國技能競賽機器人組

選手上課及輔導用

質化：購置競賽平台，

提升資管科學生參與競

賽風氣

量化：至少有1組學生參

與全國技能競賽機器人

職類

7 1
資本

門

互動遊戲

資訊模組

1.客製化遊戲與程式設計

2.後台維護管理機制
1 組 52,500 52,500

數位

影視

動畫

科

1.配合課程：3D電腦動

畫

2.用途說明：可協助課

程教學活動使用增加課

程內容的活潑趣味性

質化：加強3D電腦動畫往遊

戲應用發展

量化：可增加吸引力，同時

藉由該遊戲資訊模組增加受

眾的黏著度，以增加教學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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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獎勵補助款(餘款)- 經費需求單

8 3
資本

門

設備儲存

乾燥箱

◆工研院溼度取樣校正

◆厚鋼櫃體、層板堅固耐用

◆通過 ISO 9001 國際認證與歐洲CE認證

1 組 27,450 27,450

數位

影視

動畫

科

1.配合課程：平面攝

影、影視攝影、製片實

務

2.用途說明：保存貴重

攝影器材與周邊

質化：保障貴重攝影器

材免於潮溼與最佳使用

狀態

量化：延長貴重攝影器

材使用壽命

9 3
資本

門
飛輪 靜音20公斤飛輪健身車 2 台 12,800 25,600

學務

處

學務處課外組(宿舍自治

社)

質化：增添宿舍設備，藉以

提升自治社團辦理展演與成

果分享活動使用。

量化：預計參與學生有800人

次。

10 1
資本

門

分離式冷

氣設備

一對一吊隱式冷氣8.7KW/含安裝配管，格柵

出風口
1 台 87,289 87,289

事務

組

1.配合課程：如班級課

表

2.用途說明：改善授課

環境，節省電力耗損。

質化：改善教室空氣品

質

量化：節省用電，採用

一級能效冷氣設備。

無 1
資本

門
除濕機 25L清靜變頻除濕機 1 台 25,700 25,700

通識

教育

中心

1.配合課程：音樂、合唱藝

術、西洋古典音樂欣賞、幼

兒器樂、琴法等課程。

2.用途說明：音樂專業教室

有1台教學用演奏型鋼琴及55

台學生用桌上型電子琴。因

教室潮濕影響音色及音調，

需定期除濕，以提昇教學品

質及學習效能。

質化：提昇音樂學習效

能，有益身心靈發展，

發揮療癒功效。

量化：每學期約16-20個

班級，學生約1000人

次。

無 4
資本

門

 隨身涼

移動式冷

氣機

8重安全保護

製冷、送風、除濕、空氣清淨、乾衣

高效冷凝器設計，提升製冷效能

環保冷媒，節能減碳

2 台 12,900 25,800

數位

影視

動畫

科

1.配合課程：平面攝

影、影視攝影、製片實

務

2.用途說明：保持攝影

棚副控室乾燥涼爽

質化：保障攝影棚內設

備免於潮溼與最佳使用

狀態

量化：延長攝影棚內設

備使用壽命

合計 1,24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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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合椅推

車
W110*D55*H193cm 3 台 6,000 18,000

學務

處
學務處課外組

質化：增添社團設備，藉以

提升社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

享活動使用。

量化：每年社團辦理相關活

動預計20場，預計參加學生

有2000人次。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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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

107年獎勵補助款(餘款)- 經費需求單



 

 

 

 

項目變更申請 

核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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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鏡片組
放大率：0.5~4%

中心厚度：3-6 mm
4 5,000 20,000

硬式隱形眼

鏡試片組

基弧範圍：7.2~8.6

直徑範圍：8.9~9.6
2 9,500 19,000

20,000 19,000

承辦主管：丁先玲

承辦人：蔡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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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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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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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運棄(含運棄及

相關證明費用)(式)
1 32,570 32,570

超耐磨地板(厚度1.2公

分)約49坪
1 297,600 297,600

木質地板(M2) 20 3,000 60,000 塑膠踏腳板288米 1        48,400 48,400

地坪更換工程(M2) 20 3,000 60,000

門板修剪(含電動門高

度修改並提供影像行動

車一組)

1 11,200 11,200

除溼機吊掛區域地坪

防護（厚板）(式)
3 10000 30,000

風管配置穿樑洗洞鑽

孔施工費(式)
3 12,000 36,000

水電工程(式) 1 200,000 200,000 病房*1+後走廊(約5坪)

配置風管(條) 16 2,000 32,000
拆除原有地板和骨架重

換

回風網(個) 3 5,000 15,000 海島型耐潮地板(約5坪)

天花板拆卸及粉刷工

程(式)
1 4,850 4,850 清運+後續清潔

470,420 469,500

50,000

室外、室內機組

(7.2Kw)含靜音式抽水

馬達

1 62,300 62,300

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承辦人：凃昱綾

承辦主管：呂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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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CE地板整

修工程
地板工程

OSCE除溼設

備工程

空調

部分重舖地

板工程
1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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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纖卡

網路儲存交換器之8Gbps雙

埠介面卡

＊8Gb Dual Port PCI-e FC

HBA (Qlogic chip)

＊ 光纖收發器 HP 8Gb

Shortwave B-series FC SFP+ 1

Pack * 2

HP 82Q 或同等級以上

3 33,000 99,000

虛擬主機備

份軟體
共同供應契約

acronis backup standart for VM
3 29,224 87,672

E化講桌
SK-125(含LCD)或同等級以

上
3 50,408 151,224

高速網路卡
高速雙埠10GBASE-T/NBASE-

T 擴充卡/10GBase-T/全雙

工/可適用於HP G9伺服器

3 31,049 93,147

高速網路交

換器

10G簡易網管交換器

16埠10G，用於10G伺服器及

儲存服務群組。Netgear

XS716E或同等級以上

1 66,638 66,638

高速網路卡

高速雙埠10GBASE-

T/NBASE-T 擴充卡

資料傳送速率：10 Gbps/全

雙工

Synolgy E10G18-T2 或同等

級以上

1 10,500 10,500

508,181 508,181變更項目前金額小計 變更項目後金額小計

承辦人：

承辦主管：陳宗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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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中心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資本門 網路監控軟體
what's up gold 或同等

級以上
1 508,181 50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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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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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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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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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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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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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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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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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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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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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監視器 300,000

環境與安全 小計 830,735

總計 22,09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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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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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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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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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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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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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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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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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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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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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ssment Technique Learning of Young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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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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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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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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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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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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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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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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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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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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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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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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365

總計 20,207,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