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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現有資源（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 

(一)師資結構 

本校現有專任教師 267 人，包括教授 23 人、副教授 82 人、助理教授 111 人、講師

51 人。專任師資結構統計請參閱表 1。 

表 1、專任師資結構統計表（105 年 11 月） 
職級 現有專任教師人數 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 

教授 23 
80.9%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全校實際專任講師以上人數）

副教授 82 
助理教授 111 
講師 51 
小計 267 

近 10 年來，為提升師資結構，本校訂有完整之教師進修及升等辦法，積極鼓勵並獎補助

現有教師進修或以著作、技術報告、教學實務研究等方式升等，以期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比能逐年依計畫提升，目前本校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已達 80.9%。 

目前專任講師帶職帶薪進修博士學位者 14 人，占全校專任講師人數 27%(相關統計請參

閱表 2)。同時本校亦訂定「鼓勵專任副教授升等暫行要點」，積極鼓勵副教授升等。 

表 2、專任講師進修學位人數統計表（105 年 11 月） 
進修 帶職帶薪進修 占講師人數百分比 
人數 14 

27% 
占進修人數百分比 100% 

未來 3 年專任師資發展規劃預計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提升至 84%以上；副教授以上師

資預計提升至約 50%。(師資發展規劃請參閱表 3) 

表 3、未來 3 年專任師資發展規劃 

職級 
學年度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小計 助理教授

以上教師數 
助理教授

以上師資比

105 
23 82 111 51 267 

216 80.9% 
8.6% 30.7% 41.6% 19.1% 100% 

106 
26 90 105 46 267 

221 82.8% 
9.7% 33.7% 39.3% 17.2% 100% 

107 
30 100 94 43 267 

224 83.9% 
11.2% 37.5% 35.2% 16.1% 100% 

本校積極改善現有師資結構，經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推動，高階師資(助理教授以上)
比例 105 學年度達 80.9%，較 104 學年度增加 3.2%。且依提升師資素質作業實施要點，全校

生師比已達 23.23(截至 105 年 10 月)，遠優於教育部規定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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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未來 3 年師資規劃，鼓勵教師進修、多元升等，並持續增聘高階師資，高階師資(助
理教授以上)比例至 107 學年度預計達 84%、副教授以上師資比例將提升到占專任教師約

49%。 

(二)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圖書館樓地板面積為 8715.19 平方公尺。重點館舍空間規劃及設計特色如下： 

1. 巧妙利用舊有建築，運用室內設計彰顯本校人文特色。 
2. 空間配置兼顧使用資料及提供服務之及時性與方便性。 
3. 提升資訊網路設施配合師生需求。 
4. 設置特色區域表現本校國際化特色。 

館內特色區域分述如下： 

1. 多元閱讀區 
(1) 二樓期刊區為一處適合紙本及數位閱讀的整合型閱覽空間，營造讓人樂於親近的

閱讀環境，進而提升使用者閱讀動機，提升借閱率。 
(2) 具備多樣化的區域及座位以符合不同閱讀需求，有舒適的沙發座位、適合筆電上

網的座位、靜心閱讀的隔間座位等等。 
(3) 獨特的大面推薦書牆為最大特色，可展示 200 餘冊實體圖書的展示牆，除了提升

學生閱讀興趣外，亦成為人與人、人與書之間的重要資訊管道。 
2. 合作學習區 

(1) 符合群體學習與社群活動的趨勢，滿足目前及未來學習方式的合作學習區，使學

生在互動討論中建構個人知識系統、共同解決課內外問題，並因此養成 21 世紀

迫切需要的合作型人才特質。 
(2) 設有四人討論桌、小團體討論區及沙發討論座位等不同型式座位，提供同學一個

資訊蒐集、知識交流與團體討論的空間。 
(3) 部分座位設置壁掛式螢幕和電腦(無線鍵盤及滑鼠)，方便同學小組討論時搜尋及

展示數位資料。 
3. 耕心園閱覽交流區 

(1) 位於圖書館 3 樓，共有座位 214 個，採中國式設計風格，典雅細緻。 
(2) 多功能空間設計，有自由座、研討室及靜讀室；因應師生約談討論及同儕輔導等

需求，區分小組討論及個人閱讀座位，部分座位提供有線網點，全區均可無線上

網。 
(3) 除了提供觸控式液晶電腦外，也可自行攜帶筆記型電腦進入使用，有線或無線上

網輔助學習，使用率高。 
4. 媒體資源區 

(1) 位於圖書館 5 樓，支援教學之多媒體資源，並可提供學生自學之用。 
(2) 建置視訊隨選系統（VOD）多媒體電腦區、影音座區、3 間小團體欣賞室。 
(3) 特設「時光廊」展示區，發揮具小型博物館功能，展出過去數十年上市的視聽器

材及部分視聽資料，包括留聲機、電影放映機、幻燈機、錄放音機、透明投影片

製作機及攝影機等，師生及訪客可藉此了解教學科技與媒體發展的軌跡。 
5. 討論室    

(1) 位於圖書館 6 樓與 7 樓，目前有 5 間「6 人討論室」及 2 間「10 人討論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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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間討論室。提供學生及教師小組討論的獨立空間。 
(2) 101 年 4 月起設置「學習輔導教師」，由本校各系教師主動義務至圖書館預約輔

導學生學習，平均每週約輔導 10 名學生。 
(3) 所有討論室座椅舒適、視野良好，使用狀況良好，104 年 8 月至 105 年 7 月，共

使用 25,964 人次，請參閱表 4。 

     表 4、102 至 104 學年討論室使用統計（統計至 105 年 7 月 31 日） 

102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使用次數 使用人次 使用次數 使用人次 使用次數 使用人次 

5,978 次 25,633 人 6,250 25,951 6,412 25,964 

6. 多功能學習室  
(1) 可容納 60 人，內有投影機、電動銀幕、資訊講台，提供團體導覽、資訊素養教

育訓練課程、教師利用圖書館資源進行教學、讀書會、圖書館推廣活動及校內其

他單位相關研討會之用。 
(2) 自 104 年 8 月至 105 年 7 月，共舉辦資訊素養課程、圖書資源利用及推廣、教學

研習課程、演講、讀書會、內部訓練及產品展示會，共 70 場次，參加人次為 3,636
人次，請參閱表 5。 

表 5、102-104 學年多功能學習室使用統計表（統計至 105 年 7 月 31 日） 
102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場次 參加人數 場次 參加人數 場次 參加人數 

66 次 3,539 人 38 次 2,335 人 70 次 3,636 人 

館藏特色分述如下： 

1. 圖書：截至 105 年 9 月，圖書共 315,833 冊，以各系(所)、中心及學程之相關專業圖

書資料為主要館藏。就語文而言，中文及外文約各占 50%。館藏統計請參閱表 6。 

表 6、圖書資料統計表 （統計至 105 年 9 月 30 日） 
語文

類型 
中文 英文 法文 德文 西文 日文 其他語言 外文合計 總計 

圖書 158,194 77,112 18,148 19,416 20,990 21,670 303 157,639 315,833 冊

期刊 459 92 22 18 16 37 0 185 644 種

報紙 14 3 0 0 2 4 0 9     23 種

視聽資料  59,294 件

資料庫 148 種

電子期刊 54,370 種

電子書 404,718 冊

2. 豐富的外文青少年基礎閱讀圖書，共 28,738 冊，佔總館藏 9%，外文館藏 18%。 

3. 期刊：中文期刊 459 種，外文期刊 185 種；分別占期刊總數的 71%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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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資源：包含資料庫 148 種、電子期刊 54,370 種、電子書 404,718 冊，以語文、

教育、人文、企業商管及社會科學為主要類別。 

5. 視聽資料（含非書資料）：共計 59,294 件。本校注重教學科技與教學媒體之質量提

升，每年固定編有預算購置視聽資料，館藏豐富，為師生教學與學習的重要資源。

各類型視聽資料統計請參閱表 7。 

表 7、各類型視聽資料統計（統計至 105 年 9 月 30 日） 

資料類型 DVD 
VCD CD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總計 

數量 16,010 21,425 10,895 10,123 841 59,294 
 

6. 圖書資料使用情形：本校師生借閱圖書及使用電子資料庫次數逐年提升，相關統計

請參閱表 8。 

 表 8：圖書資料使用情形統計表 

項目/學年度 102 學年 103 學年度 104 學年 

圖書借閱冊數 142,198 143,524 138,594 
視聽資料借閱件數 35,913 40,661 27,520 
資料庫使用次數 620,254 642,750 672,313 

7. 基於大量閱讀外文基礎讀物可有效提升學生外文能力之共識，「廣泛閱讀計畫」為本

校持續推動的跨系學習活動。本館加強蒐集英、法、德、西、日等語文之優良青少

年及兒童讀物。現有 2 萬多冊外文青少年及兒童讀物，未來仍將持續蒐集英、法、

德、西、日文優良基礎讀物，提供學生豐富閱讀材料。 

8. 整體而言，文藻外語大學圖書館館藏特色包括： 
(1) 主要館藏涵蓋包括中文在內的 6 種語文，外文館藏量在技專校院名列前茅，凸顯

外語大學特色。各語文資料獨立排架，方便師生使用，在數量上穩定成長。 
(2) 為配合各系所教學及研究，館藏以社會科學、語言、文學類主題居多。 
(3) 視聽資料豐富，可支援多數課程教學。 
(4) 支援本校開設多元語種課程，採購不同語文及類型的資料，館藏朝多元化發展。 
(5) 數量可觀的外文青少年及兒童讀物為學生極佳的外語學習基礎閱讀材料。 
(6) 本校以天主教精神創校，全人教育學院下設有吳甦樂教育中心，持續採購哲學、

宗教、教育及人格養成主題館藏，使本館此類館藏尚稱充實。 

圖書館資訊系統現況如下： 

1.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自 91 年 12 月起採用美國 Innovative 公司開發的 Millennium 圖書

館自動化系統，本系統涵蓋採訪、編目、流通、期刊、校外認證等功能，支援多國語

文格式，系統穩定性高，每年定期更新版本，國內如台大、政大、成大、中山、朝陽、

輔仁等20餘所大學圖書館也是採用本系統。105年8月升級為開放式服務架構之Sierra
系統，期能增強與其他系統整合圖書館的資料與內容的能力，開發新的服務。 

2.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隨著虛擬資源數量及種類日益繁多，為整合應用數位資源，

提供讀者更簡單易學的資訊服務方式，自 98 學年起採用 Smart Weaver 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使用者利用單一介面即可整合查詢所欲查找的資料，館員也可以更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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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理電子資源。101 學年為增加搜尋、結果呈現及互動功能，將系統升級到最新版

本。 

3. 因應國際潮流，為維持書目格式的一致性與交換便利性，本校圖書館於 101 學年亦追

隨國家圖書館腳步，將全館約 15 萬筆 CMARC 書目紀錄全數轉換為 MARC 21 格式。

另外，也將書目紀錄字碼全數轉換為 Unicode 編碼，提升系統對多種語言混合建檔的

多語環境支援能力，國際書目交換更為便利。 

4. 空間及座位管理系統：為有效管理討論室及電腦使用，於104學年採購座位管理系統，

104 年 9 月 14 日正式啟用，提供電腦座位及討論室的現場登記及網頁預約，以圖像

化座位資訊，讀者可即時掌握空間位置，空間及座位管理系統使用情形統計表請參閱

表 9。 

表 9：空間及座位管理系統使用情形統計表 

項目/學年度 104 學年 

電腦座位使用人次 66,488 

討論室使用人次 25,964 

 

未來規劃重點如下： 

1. 行動圖書館：將 APP 應用於圖書館業務以提升服務品質和增加服務管道，包括借書、

查館藏、預約、借閱現況。 
2. 建置整合圖書館資源之查詢系統（例如 Discovery 探索平台），將紙本館藏、電子期刊、

電子書、電子資料庫、機構典藏等，於圖書館網站內提供讀者 Google like 的查詢方

式，提升使用者檢索資料的廣度與深度。 
3. 圖書館系統與校務資訊系統介接。 

 

(三)教學研究設備 

1. 主要教學研究場所與其設備 
本校運用各類獎補助及自籌經費，持續發展、建置整合科技媒體教學研究環境，除由

統籌單位(含教務處、研發處、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教師發展中心)協助各系所中心，

跨單位整合規劃並設置具特色輔助教學中心及其相關軟硬體設備外，各系所中心亦於

近年陸續建置具特色支援教學專業教室或資源中心，請參閱表 10。 

表 10、各類資源專業場所及教室統計表 

一、各語文系所 
系所 資源專業場所及教室名稱 現有數量 

英國語文系 

英語自學中心 1 間 
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 間 
口語表達訓練教室 1 間 
電腦專業教室 1 間 
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 1 間 

6



 

 

法國語文系 學習資源教室 1 間 
德國語文系 學習資源教室 1 間 
西班牙語文系 學習資源教室 1 間 

日本語文系 
學習資源教室 1 間 
諮商診斷室 1 間 

應用華語文系/華語

文教學研究所 

多功能雙語學習資源教室 1 間 
多功能中華文化情境教室 1 間 
華語數位媒體工作坊 1 間 

二、 專業系所 
系所 資源專業場所及教室名稱 現有數量 

外語教學系/外語文

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多媒體教材製作暨外語教學資源中心(內含有平面教材及

教具製作室 1 間） 
1 間 

兒童英語實習教室  1 間 

外語教學專業教室 1 間 

翻譯系/多國語複譯

研究所 

數位化專業翻譯教室 1 間 
口譯實習教室 1 間 
專業翻譯數位教室 1 間 

國際事務系 
國際事務數位發展暨人才培育中心 1 間 
國事致知堂 1 間 

國際企業管理系/國
際事業暨文化交流

研究所 

專業商務經理人培訓教室 1 間 
國際經貿專業教室 1 間 
國際商務專業教室 1 間 
國際商務金融財經實習教室 1 間 

傳播藝術系/創意藝

術產業研究所 

影音剪輯室 3 間 
非線性剪輯室 1 間 
攝影棚 1 間 
錄音室 1 間 
播音室 1 間 
藝術教室 1 間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

理系 

動態擷取與虛擬實境教學實驗室 1 間 
使用者認知與感覺實驗室 1 間 
數位媒體教學實驗室 1 間 
數位內容加值實驗室 1 間 
多媒體專業電腦教室 1 間 
數位內容開發電腦教室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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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系整合性設施 

系所 資源專業場所及教室名稱 現有數量 

各系所 

國際會議展覽產業實習園區 1 間 
文化觀光導覽實習中心 1 間 
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 1 間 
外語數位教材開發設施 1 間 
歐語能力診斷輔導中心 1 間 

四、全校性支援教學研究部分 

中心 資源專業場所及教室名稱 現有數量 

通識教育中心 
音樂教室 1 間 
體育館 1 棟 

師資培育中心 

國小各科教材製作室教室(雲端智慧專業學習教室) 1 間 
國小資訊融入教學實習教室 1 間 
琴法教室 1 間 
教育學程實習教室(雲端智慧專業學習教室) 1 間 
國小國語、數學暨社會領域教學實習教室 1 間 

教師發展中心 

教學工作坊 1 間 

諮詢室 1 間 
教學諮詢暨技巧演練室 1 間 
錄音室 2 間 
攝影棚 1 間 
研習教室 1 間 

資訊與教學科技中

心 

數位化語言教室 9 間 
電腦教室 (含學生電腦實習教室) 6 間 
網路同步教學專業教室 1 間 

外語能力診斷輔導

中心 

英/外語能力診斷輔導中心口語練習專區 1 間 
英/外語能力診斷輔導中心自學軟體專區 1 間 
文藻語言學習遊戲館 1 間 

諮商與輔導中心 身心障礙資源教室 1 間 

圖書館 

媒體資源中心 1 間 
耕心園閱覽交流區 1 間 
多功能學習室 1 間 
討論室 8 間 

法文系 外語教學專業教室 1 間 

全校性 

遠距同步視訊教室 1 間 
國際會議口譯模擬教室（國際會議廳、國璽會議廳） 2 間 
E 化研討室（至善樓 12 樓及 13 樓研討室） 7 間 
教師研究室(可容納 308 人) 187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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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資源專業場所及教室名稱 現有數量 
各系所 整合型多媒體資訊講台教室 94 間 

2. 電腦資訊設備 

現況： 

(1) 遠距教學：本校自 93 學年建置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平台 (網路學園：

http://elearning.wzu.edu.tw)供全校教師使用，主要為課程輔助教學之用，並鼓勵老

師陸續將課程數位化。且同時增設網路同步教學模組(Joinnet)，以增加師生交流的

管道及網路教學課程的多元化。於 98 學年度完成規劃客製系統，以符合教育部數

位教材及數位課程之要求，以期本校建置於網路教學平台之課程能取得數位教材

及數位課程認證，於 105 學年為配合網路大學之推動，進一步將網路學園平台升

級為雲端學園(http://elearning2.wzu.edu.tw)，同時建置教材雲端資料庫供老師使用，

其中不僅整合了教材中影音媒體撥放器，讓學習環境更友善，更進一步完善教材

分享節點功能，簡化老師在課程準備上操作程序，在教材空間上也提供每位老師

至少 10G 的空間使用。針對同步教學平台，也於 105 學年度升級使用更穩定與支

援更多瀏覽器與行動裝置的(Adobe Connect)線上教學平台，也支援線上錄影供師

生使用。 

(2) 校園網路：校園內各大樓連接皆以光纖為骨幹，並以 1Gb 光纖網路連接至學術網

路中山大學區網中心，另以 2 條光纖線路輔助連接國外資源。因應網路使用需求

日增，網路安全日漸受到重視，本校已通過 ISO27001國際資訊安全管理系統驗證，

並全面提昇全校骨幹網路頻寬為 10Gb，並提昇網路傳輸品質及無線上網涵蓋率，

提供教師學生使用行動載具進行學習研究之便利性。 

(3) 電腦課程教學軟體： 
 與微軟簽訂校園授權方案，本校電腦皆可升級使用微軟專業版作業系統(如

Windows 8、Windows 7)、商用套裝軟體。 
 採購Autodesk 3ds Max、Namo、Power Director等軟體提供全校師生於影像處理、

影音剪輯、網頁製作、動畫製作等課程教學使用。 
 採購影像處理軟體 PhotoImpact、非常好色等全校授權，供全校師生影像處理、

海報製作等課程教學使用。 
 有 SPSS 14.0 網路版統計分析軟體，協助教師教學研究用。 

(4) 雲端應用：為解決軟體跨平台及載具所造成的問題及使用軟體受空間及時間限制

的問題，本校已建置雲端電腦教室系統，讓本校師生可以透過網路使用不同的載

具使用本校授權軟體。 

(5) 行動化服務: 為讓資訊系統服務更便利，104 學年建置完成行動文藻 APP 服務與

推播文藻 APP，其中行動文藻 APP 整合了教師、導師、學生與行政人員常用之功

能，合計教師 12 項服務，導師 4 項服務，行政人員 9 項服務，學生 19 項服務。 推
播文藻也整合了許多群組，如:導師與導師班學生、社團社員與社長群組、班級幹

部與班級學生群組、行政主管群組、導師群組與授課教師與授課學生群組，提供

便利之服務讓各群組間資訊傳遞零時差。 

(6) 電腦設備：包含所有教室的多媒體資訊講台、專業電腦教室與各系所的資源教室。 
 全校教室皆設有一台設備完善先進之「多媒體資訊講台」，除電腦主機及連接網

路外，亦安裝視聽相關設備，如單槍投影機、擴音喇叭、寬頻視訊、網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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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全校教師以數位化教材教學。 
 全校統籌規劃專業教室共有 15 間，含 9 間多功能視聽語言專業教室及 6 間電腦

課程專用教室，其中電腦教室平均約四～五年即進行更新置換電腦及相關設備，

以滿足多媒體電腦教學課程的需求。 
 各科系設資源學習教室電腦共約 400 台，學生可於課後利用該教室的電腦設備

學習。 

各多功能電腦教室之相關設備請參閱表 11。 

        表 11、多功能電腦教室設備統計表 

教室編號/最近更新年月 
電腦 

CPU/RAM 台數 
A401 101/8 I5 3.3Ghz/8192M 61 

A402 105/8 I5-6500/8192M 61 
A501 103/8 I5 4570+ /8192M 61 
A502 103/8 I5 4570+ /8192M 67 

Q101 102/8 I5 3450/8192M 55 
Q103 99/8 I3 530/8192M 67 
E112 101/2 I5 2400/4096M 58 

E212 101/2 I5 2400/4096M 58 
E312 101/2 I5 2400/4096M 57 
E001 104/8 I5-4570/8192M 41 

E012 105/8 I5-6500/8192M 61 
E101 104/3 I5-4570/8192M 61 
E201 104/8 I5-4570/8192M 61 

E301 105/8 I5-6500/8192M 61 
W002 102/8 I5 3450/8192M 61 

未來發展： 

雲端時代來臨，對於現有教學活動勢必有相當的衝擊，教學活動必須具備數位化與多

元化，而學生的學習載具已變得多樣性，現有教學環境必須進行相當程度之增進，以符合

時代之需求。本校為配合此需求，將以六個面向逐步達成。 

(1) 遠距教學：本校每位老師須將所有課程內容數位化並上傳至遠距教學平台，根據

「文藻外語大學網路輔助教學平台管理規則」，課程內容予以保留三年，未來學

校將全面推動使用雲端網路學園，已讓師生有更友善的學習平台，也為因應多更

元化之行動載具使用需求以及教師更多元化之教學需求，除持續擴充相關 APP 服

務功能，如透過 APP 可線上測驗、即時互動等，也針對雲端學園考試、測驗等模

組及教師雲端教材庫等進一步更新與優化，除了完備校內教學需求，也因應未來

跨校授課合作或與國際交軌之課程交流互動教學做準備，符合網路教學所需。 

(2) 校園網路 (全面性的網路學習環境)：因應雲端應用及網路大學需求，本校已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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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頻寬，由 600Mb 擴充至 1Gb，並將加強網路安全所須之軟硬體，如增購網頁

應用程式防火牆。 

(3) 電腦課程與教學軟體：定期簽訂校園授權合約，讓師生合法使用最新的教學及研

究軟體。 

(4) 資訊視聽設備：定期更新各電腦教室之教學設備及軟體外，各普通教室皆已安裝

「文藻多媒體資訊講台」輔助教學，使普通教室專業化，提供更完善之教學品質。

未來配合教學多樣化，本校將逐年新增互動式教學教室，運用互動功能增加教學

多樣性，並可同步錄製教學內容，進行線上輔助課程。 

(5) 雲端運用：本校除了強化校內網路基礎建設外，並將發展雲端儲存服務與雲端教

室及行動雲之規劃，使全校師生不管在任何地點或使用任何載具都能網路取得各

項服務與資源，未來將持續進行主機虛擬化外，也將建立文藻專屬 APP，提供師

生便利的資訊查詢，建立方便的行動校園。 

(6) 行動服務:本校除了提供 wifi app 認證與行動裝置入口服務等模組，為便利師生使

用，未來也將進一步推出整合版行動入口服務，整合 wifi 認證、行動服務入口與

行動文藻 APP 之服務，行動服務入口單一化，配合學校網頁改版，也將推出行動

版之網頁服務，讓師生或來賓可隨時透過 APP 得知相關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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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辦學特色與校務發展計畫關聯表 

辦學特色 校級策略 分 項 計 畫 

天主教聖吳甦樂

會的教育理念：重

視全人教育的學

生學習與輔導 

策略一、甦樂文藻 
1-1 環境親和計畫 

1-2 資源永續計畫 

策略二、博雅複合 
2-1 心靈諧和計畫 

2-3 生涯和合計畫 

「務實致用」的複

合型外語教學 

策略二、博雅複合 2-2 專業融合計畫 

策略三、語言進階 
3-1 誰語爭鋒計畫 

3-2 風華正盛計畫 

策略五、典範拔尖 
5-1 人物拔尖計畫 

5-2 專業拔尖計畫 

策略六、智慧學園 
6-1 數據智慧計畫 

6-2 指尖智慧計畫 

策略七、學用創新 
7-1 產業接軌計畫 

7-2 產值倍增計畫 

策略八、教育未來 

8-1 課程翻轉計畫 

8-2 學習自轉計畫 

8-3 院系運轉計畫 

國際化人才培育 

策略四、國際佈局 
4-1 海外行囊計畫 

4-2 海內知己計畫 

策略三、語言進階 
3-1 誰語爭鋒計畫 

3-2 風華正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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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謹就各項校級策略的規劃理念及策略目標逐一說明： 

【策略一：甦樂文藻】 

本策略乃是以建立文藻為一親和校園，並得以永續發展為藍圖。   

首先，在硬體方面，本校之建築規劃雖精緻，但現有校地空間較為有限，不易大幅擴展。

因而除了著重校園之硬體建設與便利安全外，並進一步朝環保節能的綠色大學邁進。 

此外，致力於強化行政組織之效能，並進行組織之適當調整，藉此增進校園運作之順暢

有效，優化本校既有的良好團隊、提升校務行政品質。為達此目標，特設定「環境親和計畫」。 

其次，在學校之經營方面，面對教育部獎補助經費逐年緊縮，並嚴格管制學費調整，必

須在開源與節流作更加健全之管控。尤其針對全球教育市場的加速自由化，以及少子化的影響，

使得招生競爭日益嚴峻，故招生乃是當前大學生存與經營最關鍵的課題。 

而校友、家長，以及文藻五十年來建立的企業網絡與社會形象，都有助於本校建立招生

的口碑、開展資源的管道，對於文藻的持續經營具有實際且正面的價值。為達此目標，特設定

「資源永續計畫」。 

【策略二：博雅複合】 

本策略乃是建立學生之通識涵養，並具備外語與專業之複合能力所歸劃的藍圖。 

文藻一向重視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並獲得社會各界的肯定，學生無論在專業能力上或

品格氣質上，都能獲得業界的認同及稱許。隨著學制的多元，學生人數的增加，推廣教育的開

展。文藻仍堅持發揮天主教聖吳甦樂修會建校的「敬天愛人」校訓，期勉學生「探求真理，為

他人服務」，培育學生完善的品格教育與通識涵養。為達此目標，特設定「心靈諧和計畫」。 

本校畢業校友的優秀表現於業界已有口碑，且校友們向心力強。而文藻強調「外語＋專

業」的複合式培育，並期望透過師生能量，強化在地影響，深化師生社會參與，展現大學社會

責任，服務社會人群。為達此目標，特設定「專業融合計畫」。 

文藻的教師兼具深厚的專業學養與高度的教學熱忱，故能盡力有效培育出能力與態度兼

備的學生，不僅於入學時規劃引導之啟航活動，亦於平日間以「陪伴」為念，期以生命與生命

之互動，發揮沐浴默化之功。為達此目標，特設定「生涯和合計畫」。 

【策略三：語言進階】 

本策略以文藻最著稱為語言專業為軸，從外語的進階發展，以及華語的國際推動為藍圖。 

文藻以外語專業立校，多年來之教學特色，在於使全校學生皆能具備精熟的外語能力，

及至少一項語言以外的實務專長知能，以強化其就業競爭力。然而國內學習外語的機構日益普

及，課程與教材推陳出新，因此如何深化外語之教學、教材與研究，乃是文藻最重要的課題。

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推展，本校經營多年的東南亞語系課程也成為外語重點，也必須有進

一步的規劃與發展，使文藻成為新南向政策中不可或缺的語言助力。為達此目標，特設定「誰

語爭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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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風行的華語學習熱潮，造就廣大的華語文教學市場，故華語市場的開拓，可部分解

決過去較不突顯的「產學合作」問題。以本校學生的外語實力，加上華語師資之培訓，將成為

推動華語國際化的強力尖兵。為達此目標，特設定「風華正盛計畫」。 

【策略四：國際佈局】 

本策略在於藉由文藻之外語專業與天主教網絡，為開拓本校更寬廣的國際局面，所規劃

的藍圖。 

外語與國際移動，兩者息息相關。因此為維持保本校外語專業的領先地位，師生的全球

足跡與國際合作，乃是勢所必然。加以當前高等教育對於國際流動與全球發展的注重，以及因

應社會與產業的國際化趨勢，文藻的國際化勢須有優於他校的積極策略。此策略之規劃，不僅

在於國際化腳步之迅速與深廣，更在於文藻一貫的宗教理念與社會責任，故國際化與國際關懷

對於文藻而言，必須是二合一的設計。為達此目標，特設定「海外行囊計畫」。 

如今全球教育市場自由化加速，使得各校面臨嚴峻的招生競爭，但若能透過提升境外生

行政服務品質，並增加跨國遠距課程數、國際雙聯學位（或跨國學程計畫），以及強化與境外

姊妹校互動交流等，可吸引更多優秀境外生選擇本校就讀。本校一向落實境外學生關懷與輔導

機制，並積極提供多元服務，吸引境外學生來校就讀。且透過文藻的天主教網絡，可迅速聯結

國內外相關的各級學校與學術機構，此乃是文藻特有的資源。為達此目標，特設定「海內知己

計畫」。 

【策略五：典範拔尖】 

本策略以特色專長為主軸，為提升文藻師生、院系專業之特色表現，而規劃願景與藍圖。 

首先，將由整合現有人才做起，透過學院或教師發展中心推動研究社群，藉由社群互動，

一方面激勵同儕良性競爭，另一方面化零為整，綜整同儕研究，創新研究視域。除提升學術研

究與產學能量外，文藻教師高度的教學熱忱與經驗，更可建立特有的「人師」典範，大可扭轉

教師於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績效的不足，落實教師多元發展的理念。為達此目標，特設定「人

物拔尖計畫」。 

此外，為建構學院及系(所)、中心的特色，使其在專業領域中具備不可取代的發言權。

本校強調跨系、跨學院、跨語種、跨文化，以及跨領域之研究與合作，以期型塑出文藻除外語

領域外，更多特有的人特色領域。為達此目標，特設定「專業拔尖計畫」。 

【策略六：智慧學園】 

本策略以數位、數據的教育新局為主軸，規劃出客觀、即時及線上的智慧學園藍圖。 

文藻在學習資源的配置與運用，一向致力於建構優質的資訊化教學環境，未來將建置完

善的數位化學習軟硬體設施，以把握現今雲端科技發展迅速之良機，開設多元化主題的遠距課

程內容。為求便利數據資訊的收集與利用，學校諸系統與平台之重整乃是第一步，屬硬體規劃；

數據決策理念之推動、校務研究人力之聘請，是第二步的屬軟體規劃。為達此目標，特設定「數

據智慧計畫」。 

為因應 SWOT 分析中提及之本校所面臨的種種威脅，包含少子化、教育部經費緊縮、學校

16



 

 

位處南台灣等，本校進修部逐步籌設網路大學及行政雲端化，希望藉著數位學習與雲端科技的

之助，開啟遠距課程與網路大學的無限機會，有效將上述之威脅轉為本校之發展機會。107 學

年度將開設約 200 門遠距課程，以供學生隨時隨地皆可行動學習。未來雲端學習將成為文藻外

語輸出最重要的管道，本校之優秀課程、教材與跨國合作開課、華語文數位學習，以及校務行

政之業務申辦，皆可藉由網路及雲端模式，以隨時和隨地的方式進行。為達此目標，特設定「指

尖智慧計畫」。 

【策略七：學用創新】 

本策略以學、產關係之建構為主軸，除拉進校園與業界之距離外，並帶入三創精神，規

劃產學關係之新藍圖。 

本校之畢業校友的優秀表現於業界雖素有口碑，然而教師專於教學本務，產學合作績效

仍待提升。配合當前對於實習、證照的強調，以及技職教育法所規範的教師須進行業界研習，

對於師生、課程與業界間的鏈結，須有全面性規劃。為達此目標，特設定「產業接軌計畫」。 

其次，校園本身之「企業化」，已成世界潮流。無論是提升師、生在創意、創新、創業之

三創態度與能力，或是學校本身進行衍生企業之籌劃與經營，未來的求學與就業間，已經從以

前的前後階段，變成當前的同一階段。為達此目標，特設定「產值倍增計畫」。 

【策略八：教育未來】 

本策略以學校自身為圓心，從課程、學習及行政等角度，思考面臨外在迅變的環境下，

應規劃如何的未來藍圖。 

本校改名大學後，有助提升學校的競爭力及穩定性，這是一個改變與翻轉的契機。然而

改大之實質變化，須直接在教與學兩方面呈現。利用文藻固有的完善品格教育、國際化特色，

未來針對課程的彈性、制度的鬆綁、特色的建立，都是文藻作為優質大學的實際證明。為達此

目標，特設定「課程翻轉計畫」。 

此外，人的部分也是關鍵。教師多元專長的養成、學生自主學習習慣的建立，都是配合

課程翻轉所不可缺少的必要條件。唯有具備教與學嶄新態度的教師與學生，方能達成未來教育

模式的翻轉。為達此目標，特設定「學習自轉計畫」。 

最後，因應教育的鉅幅翻轉，固有以學院、系(所)中心為架構的組織與功能也必須重新

檢視。而對於教育、課程、學習、宗旨等原本理所當然的概念與做法，也有商榷的必要。如此

學院、系(所)中心方能在未來的教育中順暢運轉。為達此目標，特設定「院系運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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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6 年度發展重點 

根據前述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與分項發展計畫，本校 106 年度發展重點擇要說明如下： 

表 13、106 年度獎勵補助計畫執行重點 

校級策略 執行計畫 

106 年度執行重點 (中程校

務發展

計畫書)
頁碼 

行動方案 獎補助經費 
支用項目 

【校級策略一】 
甦樂文藻 

子計畫一：環境親

和計畫 1-1-10 磐石再造  補助教職員工進修、研習 32 

【校級策略二】 
博雅複合 

子計畫一：心靈諧

合計畫 

2-1-4 全校性體育競賽活

動與運動保健研習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體育) 
 購置教學相關物品(體育) 36 

2-1-6 品德再造方案  購置社團用學務設備 
 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 37 

子計畫二：專業融

合計畫 

2-2-7 專業複合、跨域研

究—精進複合式外語課程

系統規劃 

 獎勵教師申請政府部門

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

案 
39 

2-2-8「以焦點研究領域」

為主題之國際研討會  辦理教學研討(習)會 39 

子計畫三：生涯和合

計畫 

2-3-1 吸收社會資源 充實

學務能量  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 40 

2-3-2 推動服務學習，善盡

社會責任  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 40 

2-3-3 落實陪伴教育  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 40 

【校級策略三】 
語言進階 

子計畫一：誰與爭

鋒計畫 

3-1-1 語言課程提升計畫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 
 購置教學相關物品 41-42 

3-1-2 英文教材與教法 2.0
計畫 

 獎補助編纂教材 
 補助創新課程 42 

3-1-3 學生基礎語言精進

計畫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 42 

3-1-5 提升優質教學與輔

導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 
 獎補助編纂教材 
 補助創新課程 

43 

3-1-7 教材教具、語診機

制—多國語桌遊開發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 
 獎補助製作教具 43-44 

【校級策略五】 
典範拔尖 

子計畫一：人物拔

尖計畫 

5-1-1 教師專業學能成長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 
 補助教師進修 
 補助教師多元升等 

52 

5-1-2 大師講座  購置教學相關物品 52 

5-1-3 專業磨劍、典範出鞘

策略 

 獎勵教師指導學生研究 
 獎勵教師指導學生競賽 
 獎勵優良教師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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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策略 執行計畫 

106 年度執行重點 (中程校

務發展

計畫書)
頁碼 

行動方案 獎補助經費 
支用項目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教學) 
 購置教學相關物品 
 獎勵教師指導學生研究 
 獎勵教師指導學生競賽 

53 

子計畫二：專業拔

尖計畫 

5-2-1 整合型研究  補助研究計畫 53 

5-2-4 教師專業發展與研

究能量提升計畫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研究) 
 獎補助研究計畫 
 補助教師參加研習 
 辦理教學研習 
 獎勵教師論文著作、創研

作品 
 補助教師多元升等 

53-54 

5-2-5 遠距課程經營與教

材發展策略 
 獎勵製作數位教材 
 補助開設遠距課程 54 

【校級策略六】 
智慧學園 

子計畫一：數據智

慧計畫 
6-1-5 建置圖書館空間及

館藏資源管理系統  購置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55 

子計畫二：指尖智

慧計畫 

6-2-1 教材 E 化、教學雲端

化、網路課程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教學) 
 購置教學相關物品 
 獎補助編纂教材 
 補助開設遠距課程 

56 

6-2-2 擴充雲端電腦教室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教學) 56 

6-2-7 行動校園、雲端服

務—發展「雲端多國語能

力診斷輔導」平台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教學) 57 

6-2-10 提供圖書館服務

APP 
 購置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59 

6-2-11 傳藝 2.0 行動校園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教學) 
 購置教學相關物品 59 

6-2-12 資訊設備更新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教學) 60 

【校級策略七】 
學用創新 

子計畫一：產業接

軌計畫 7-1-1 六年計畫，實務增能  獎勵教師取得專業證照 60 

【校級策略八】 
教育未來 

子計畫一：課程翻

轉計畫 

8-1-7 國際事務專業課程

深化策略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教學) 66 

8-1-9 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教學) 
 購置圖書、期刊、資料庫

 補助創新課程 
67 

子計畫三：院系運

轉計畫 

8-3-1 體育翻轉教學  購置教學研究設備(體育) 68 

8-3-3 推行「翻轉教室」教

學  補助開設遠距課程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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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本校財務計畫係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慎擬定，主要參照發展目標及執行策略，合理

預估各項收入金額及各重點規劃項目之經費需求而編製。為符合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本

校校內經費與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之預算編列與資源分配，皆依一定標準作業程序編列，並

依年度環境變化逐年修正。以下分別說明： 

1、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本校中長程計畫之總執行與會議召集由校長總責，並對董事會負責；另依上述中

程發展計畫之內容，依分工負責及行政職責之歸屬加以分類，整個計畫執行之管

控除責任分工外，由全體行政及學術單位一級主管，及各學院教師代表，另組計

畫核心小組，本「滾動式管理」的精神，每學期定時集會，就各計畫執行進度及

成效進行檢討，並做必要的增刪或修正建議。 

2、 預算編列與修正程序： 

(1) 預算要點與工作時程訂定：每年依據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教育部相關法令，訂

定年度預算編制要點、預算分配程序與工作時程。 

(2) 各單位參照預算編制要點與發展重點編列預算，各學系系務會議與各行政單位

提出預算後，經審查小組、行政會議、校務會議與董事會議審核後報部備查，

據以為執行依據。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之編訂與修正則需經專責小組

會議審核。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來源含校內自有經費、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教學卓越計畫

經費、各項獎補助專案計畫與各項其他經費。其中運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之執行計畫，

更確實結合支用計畫書之執行項目，其關聯性請詳以下分項說明。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本校資本門支出項目主要以以下校級策略

為主軸編製預算細項，校級策略(二)博雅複合；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校級策略(五) 

典範拔尖；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其具體關聯性詳如表 14。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本校經常門支出項目主要以以下校級策略

為主軸編製預算細項，校級策略(一)甦樂文藻；校級策略(二)博雅複合；校級策略(三) 

語言進階；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校級策略(七)學用創新；

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其具體關聯性詳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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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行動方案 分項計畫 校級策略

英文系
(49)功率擴大機(50)喇叭

(51)數位燈光控制編輯器
        176,500 3-1-1語言課程提升計畫 3-1：誰與爭鋒計畫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翻譯系

(20)觸控液晶螢幕(24)單槍

投影機(25)Trados(電腦翻

譯軟體)
        597,000 8-1-9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8-1：課程翻轉計畫 【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

國事系
(26)EndNote(書目管理軟

體)
        600,000 8-1-7國際事務專業課程深

化策略
8-1：課程翻轉計畫 【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

國際事務

碩士學位

學程

(14)筆記型電腦(22)平板電

腦(29)數位相機
          64,400 5-1-4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1：人物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英語教學

中心

(4)桌上型電腦(28)英檢

網：CSEPT 題庫
        186,500

3-1-3學生基礎語言精進計

畫

6-2-1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路課程

3-1：誰與爭鋒計畫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歐洲研究

所

(15)筆記型電腦(5)(6)桌上

型電腦
          78,000

5-2-4 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量提升計畫

8-1-9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5-2：專業拔尖計畫

8-1：課程翻轉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法文系
(2)(7)(8)桌上型電腦(16)筆
記型電腦

        188,500 3-1-5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3-1：誰與爭鋒計畫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德文系
(13)筆記型電腦

(21)液晶螢幕
        287,999

3-1-5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5-2-4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量提升計畫

3-1：誰與爭鋒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西文系 (3)(9)(10)桌上型電腦         204,500
5-1-4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6-2-1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路課程

5-1：人物拔尖計畫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日文系 (11)桌上型電腦(66)電腦桌         183,500 3-1-5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5-1-1教師專業學能成長

3-1：誰與爭鋒計畫

5-1：人物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外語教學

系
(17)(18)筆記型電腦         140,000

5-1-4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2-4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量提升計畫

5-1：人物拔尖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應華系
(27)質性研究分析軟體

(NVivo11)(32)電動布幕
        655,250 5-2-4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量提升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傳藝系

(30)數位相機(33)可變色專

業LED攝影棚燈(34)攝影棚

專用LED聚光投射燈(35)調
光控盤(36)虛擬棚電動升降

背景(37)外景用平光燈組

(38)外景用聚光燈組(39)外
景攝影用高台

     3,282,500 6-2-11傳藝2.0行動校園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數位系

(40)繪圖工作站(41)動作捕

捉系統軟體(42)虛擬實境設

備

     3,545,000 5-1-4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6-2-12資訊設備更新

5-1：人物拔尖計畫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師資培育

中心

(23)單槍投影機(31)數位相

機(43)電動銀幕(64)室外黑

板(65)硬碟式攝影機

        276,500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8-1-9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5-1：人物拔尖計畫

8-1：課程翻轉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

需求單位 品名 預算金額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一、教學及研究設備

英語

暨國

際學

院

 歐
亞語

文學

院

文教

創意

產業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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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方案 分項計畫 校級策略
需求單位 品名 預算金額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全人

教育

學院

體育教學

中心

(44)手提式無線擴音機(45)
製冰機(46)羽球置球車(47)
可調式多功能推舉椅(48)室
內排球網

        160,800
2-1-4全校性體育競賽活動

與運動保健研習

8-3-1體育翻轉教學

2-1：心靈諧合計畫

8-3：院系運轉計畫

【校級策略二】博雅複合

【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

進修部

(62)同步課程教師線上預約

系統(63)雲端教材庫升級暨

雲端學園優化客製

     1,000,000
6-2-1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路課程

6-2-2擴充雲端電腦教室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教師發展

中心

(52)碳纖維三腳架(53)電動

綠幕(54)機頂閃光燈(55)攝
影棚冷光燈組(56)高畫質專

業攝錄影機(57)65吋多點觸

控螢幕(58)專業液晶感壓繪

圖板(59)導播控盤(60)雲端

教材資料庫網路硬碟(61)單
眼數位相機

        829,000 6-2-1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路課程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外語能力

診斷輔導

中心

(12)桌上型電腦(19)筆記型

電腦
        110,500

3-1-7教材教具、語診機

制—多國語桌遊開發

6-2-7行動校園、雲端服

務—發展「雲端多國語能

力診斷輔導」平台

3-1：誰與爭鋒計畫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資教中心

(1)桌上型電腦(67)虛擬化

系統(68)機架式主機(69)中
階儲存設備(70)低階儲存設

備

     7,764,271 6-2-2擴充雲端電腦教室

6-2-12資訊設備更新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7,490,000

6-1-5建置圖書館空間及館

藏資源管理系統

6-2-10提供圖書館服務APP
8-1-9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6-1：數據智慧計畫

6-2：指尖智慧計畫

8-1：課程翻轉計畫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

        677,300 2-1-6品德再造方案 2-1：心靈諧合計畫 【校級策略二】博雅複合

   28,498,02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合   計

全校

教師

使用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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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行動方案 分項計畫 校級策略

編纂教材 600,000

3-1-2英文教材與教法2.0計畫

3-1-5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5-2-5遠距課程經營與教材發展策略

6-2-1教材E化、教學雲端化、網路課程

3-1：誰與爭鋒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製作教具 20,000 3-1-7教材教具、語診機制—多國語桌遊開發 3-1：誰與爭鋒計畫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推動實務教學 3,500,000

2-2-7專業複合、跨域研究—精進複合式外語

課程系統規劃

3-1-2英文教材與教法2.0計畫

3-1-5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5-1-3專業磨劍、典範出鞘策略

5-1-4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2-5遠距課程經營與教材發展策略

6-2-1教材E化、教學雲端化、網路課程

7-1-1六年計畫，實務增能

8-1-9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8-3-3推行「翻轉教室」教學

2-2：專業融合計畫

3-1：誰與爭鋒計畫

5-1：人物拔尖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6-2：指尖智慧計畫

7-1：產業接軌計畫

8-1：課程翻轉計畫

8-3：院系運轉計畫

【校級策略二】博雅複合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校級策略七】學用創新

【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

研究 3,200,000 5-2-1整合型研究

5-2-4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能量提升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研習 3,250,000
2-2-8「以焦點研究領域」為主題之國際

研討會

5-2-4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能量提升計畫

2-2：專業融合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二】博雅複合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進修 100,000 1-1-10磐石再造

5-1-1教師專業學能成長

1-1：環境親和計畫

5-1：人物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一】甦樂文藻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升等送審 300,000 5-1-1教師專業學能成長

5-2-4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能量提升計畫

5-1：人物拔尖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著作

(學校配合款)
300,000 5-2-4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能量提升計畫 5-2：專業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250,000

2-1-6品德再造方案

2-3-1吸收社會資源 充實學務能量

2-3-2推動服務學習，善盡社會責任

2-3-3落實陪伴教育

2-1：心靈諧合計畫

2-3：生涯和合計畫
【校級策略二】博雅複合

500,000 1-1-10磐石再造 1-1：環境親和計畫 【校級策略一】甦樂文藻

383,798

2-1-4全校性體育競賽活動與運動保健研

習

3-1-1語言課程提升計畫

5-1-4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6-2-1教材E化、教學雲端化、網路課程

6-2-11傳藝2.0行動校園

2-1：心靈諧合計畫

3-1：誰與爭鋒計畫

5-1：人物拔尖計畫

6-2：指尖智慧計畫

【校級策略二】博雅複合

【校級策略三】語言進階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校級策略六】智慧學園

571,814 5-1-1教師專業學能成長 5-1：人物拔尖計畫 【校級策略五】典範拔尖

3,526,368 8-1-9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8-1：課程翻轉計畫 【校級策略八】教育未來

16,501,980

六、軟體、電子資料庫購

置

合  計

經常門項目 計畫金額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一、改善

教學及師

資結構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工作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五、新聘師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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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一)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之訂定 

依據教育部頒「106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以及本校 103-107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訂定本校 106 年度整體發

展獎勵補助經費分配原則與編製程序(詳如附件一)，經陳核程序後據以實施。 

(二)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之實施 

1. 經費預估與核定： 

教育部獎勵補助金額與本校自籌十分之一以上額度之配合款，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由各單位申請金額分配之。106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金額係參考 104 及 105 年度教育

部核定本校之獎勵補助金額暫估與規劃，俟實際核撥 106 年度經費後，再行召開會議修正調

整。 

2. 分配比例： 

106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區分為資本門與經常門，各佔總預算百分之七十及百分

之三十，優先編列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重點項目。資本門部分，各系所(中心) 教學研究

設備至少占資本門支出 60%，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 2%以上，圖書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10%以上。 

    各系所(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佔獎勵補助資本門經費至少 60%，主要分為學校整體性

基本支出及各系所(中心) 計畫型支出。學校整體性基本支出部分，考量學校整體教學及研

究設備需求進行規劃。計畫型支出部份，由各系所(中心)配合中程校務發展及系務發展等計

畫，提出申請案。 

    各單位依其發展目標與 106 年度重點計畫編列預算，含(1)各教學單位得更新或購置基

本教學設備；(2)依據各系所(中心)之重點發展方向，提出專案計畫預算；(3)另由統籌單位規

劃全校性跨系整合計畫，以零基預算為編列及審查原則。所謂整體性基本支出係指各系所(中

心)教學所需設備之補充購置，通常屬單一設備，如電腦、數位相機等，或是全校共通性教

學設施，如電腦教室、語言視聽教室等，由統籌單位(教師發展中心、資訊教學與科技中心)

提出。至於計畫型支出，則是各系所(中心)為滿足其未來中程發展目標所需設備投資，擬具

專案計畫於評估後提出申請。 

    除上述教學機器儀器設備外，提撥獎勵補助資本門經費至少 2%，購置學生事務與輔導

設備之學生社團組織設備。扣除上述使用項目餘額原則作為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經費。其他如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備等，原則以學

校自有經費編列辦理。 

    經常門部分，除為強化本校師資結構，補助學校增聘高階師資或外籍教師薪資外，至少

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 50%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獎勵教

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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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進修及升等送審之用途，由各系所(中心)配合中程校務

發展及系務發展等計畫提出申請案。 

    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編列 5%以內作為行政人員之研習及進修活動，各行政單位依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與相關業務需求提出申請。 

3. 編製程序： 

    資本門部分，由各單位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系所(中心)、學院之發展重點為編列預

算之依據，並以零基預算原則，編列基本型與計畫型預算需求，會計室彙整後送相關統籌單

位(資教中心、教發中心)初步審查預算項目之必要性及合理性並作成審查意見提交審查小組

會議審查，審查小組會議審查後作成預算建議，提交專責小組會議核定是否列入獎勵補助經

費資本門預算。 

    經常門部分，各系所(中心)、學院根據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位發展重點提列 106 年

度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獎勵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

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

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等預算(含配合款)；各行政單位根據單位業務需求，編列行政人

員研習及進修活動等預算，各單位所提預算送會計室彙整後分送相關權責單位(人事室、教

務處、研發處)審查並參考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專任教師人數、歷年核定通過之件數等資料

作成預算估列建議。 

    上述各系所(中心)計畫案及相關獎勵補助支出預算應先提請系所(中心)會議通過，再交

由學院長審核通過後送出。學務設備與學務經費經學務會議通過。 

    會計室根據專責小組核定項目，編製本校 106 年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以為執行依據。並於 105 年 11 月 30 日前，彙整經費支用計畫書連同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專

責小組會議紀錄 (含簽到單)、兼任內部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一份

報部審查。 

  詳細工作時程詳見表 16 

     表 16、106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工作時程表 

 項         目 負責單位 預計時程 
一 106 年度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會計室依教育部所訂「106 年

度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以及本校相關作業程序擬訂

之，並依行政程序簽辦。 

105/8/15(一)前 

二 各系所(中心)推舉產生一名專

責小組委員 
各系所(中心) 105/8/15(一)~ 

105/9/22(四)前 
三 各單位依據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學院目標及規劃提報 106
年度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需

求，教學單位應先經系所(中
心)會議通過、學院長審核通過

全校各單位 105/8/15(一)~ 
105/9/22(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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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負責單位 預計時程 
後送出。 

四 報表及計畫初稿彙整 由會計室彙整各單位預算後分送

相關單位進行初審。資訊及視聽

設備由資教中心審查，教學軟體

由教發中心審查，學務經費由學

務處彙整審查，其餘經常門項目

由各權責單位審查。 

105/9/26(一)~ 
105/10/03(一) 

五 審查 106年度支出項目及計畫審查小組會議 105/10/18(二) 
六 審核 105年度第二次修正支用

計畫 
審核 106年度預估版支用計畫

專責小組會議 105/11/08(二) 

七 106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預估版

支用計畫書報部 
會計室統一彙整發文 105/11/30(三) 

八 審核 106年度核定版支用計畫

書 
專責小組：依教育部審查意

見，修正支用計畫 
106/1 

九 105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執行清

冊審查 
本校內部稽核人員 106/1/31 前 

十 105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執行清

冊報部 
106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報部

會計室統一彙整發文 106/2/28 前 

十

一 
106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執行清

冊審查 
本校內部稽核人員 107/1/31 前 

十

二 
106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執行清

冊報部 
會計室 107/2/28 

二、 相關組織會議資料與成員名單 

(一) 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錄 

依「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規定，訂定「文藻外語

大學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最新修正版於 105 年 5 月 3 日經行政會議修正通

過。該小組主要職責為依學校整體發展規劃審查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修正經費支用計畫以及

其他有關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相關事宜。 

專責小組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主

任秘書、進修部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圖書館館長、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主任、教師發

展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中心自行推舉產生代表一人組成。105 學年度專責小組名單

如表 17 
專責小組組織設置辦法與相關會議紀錄詳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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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05 學年度文藻外語大學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成員名冊 

當

然

代

表 

校長 副校長 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 研發長 總務長 

國際長 主任秘書 進修部主任 

人事主任 會計主任 圖書館館長 

資教中心主任 教師發展中心主任 英語暨國際學院院長 

歐亞語文學院院長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長 全人教育學院院長 

各

教

學

單

位

選

任

代

表 

歐研所代表 張嘉斌 英文系/碩士班代表 胡志祥 法文系代表 王秀文 

德文系代表 方興華 西文系代表 胡惠雲 日文系代表 童鳳環 

應華系所代表 趙靜雅 外教系所代表 陳思安 翻譯系所代表 周伶瑛 

國事系代表 吳紹慈 國企管系所代表 曹淑琳 數位系代表 楊雄斌 

傳藝系所代表 黃壬來 通識中心代表 萬政康 師培中心代表 周宜佳 

吳甦樂中心代表 黃德芳 體育教學中心代表 劉明全 英語教學中心代表 林憶秋 

(二) 內部稽核人員選任程序、名單、相關背景及專長說明   

1. 選任辦法：105 學年度起依本校「內部控制制度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之規定設置稽核

小組，本小組隸屬校長，並置兼任稽核人員九至十五人，由本校內部或外聘遴選操守

公正、  忠誠、具有相當學識經歷人員擔任，小組成員為無給職，任期為二年。 

「內部控制制度稽核小組設置要點」詳如附件三。 

2. 稽核小組人員名單、相關背景及專長說明請參詳表 18 及表 19。 

     表 18、105~107 學年度文藻外語大學內部稽核小組成員名冊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級 任期 備註 

吳德華 國際企業管理

系 
副教授 105/08/01-107/07/31  105/08/01-105/10/18 擔任

稽核小組成員，未兼任行

政職。 
 自 105/10/19 起接任稽核

小組召集人，未兼任行政

職。 
翁一珍 英國語文系 助理教授 未兼任行政職 
邱怡靜 英國語文系 副教授 未兼任行政職 
林建宏 國際事務系 副教授 105/10/27-107/07/31 未兼任行政職 
吳志峰 數位內容應用

與管理系 
助理教授 105/08/01-107/07/31 未兼任行政職 

郭慧根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未兼任行政職 
劉獻文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未兼任行政職 
童鳳環 日本語文系 講師 未兼任行政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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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級 任期 備註 
吳瓊薇 教務處(職員代

表) 
技士 未兼任行政主管職務 

蔡振義 國際企業管理

系 
助理教授 105/08/01-105/10/18  105/08/01-105/10/18 擔任

稽核小組召集人，未兼任

行政職。 
 因應行政業務需要，自

105/10/19 起兼任本校主

任秘書一職。囿於本校內

部控制制度稽核小組設置

要點第二條第二款說明稽

核人員以未兼行政職務之

教師、非屬會計及總務單

位之職員擔任，故自前述

日期兼任主秘行政職起即

免兼稽核小組成員，其負

責 之 稽 核 業 務 亦 已 於

105/10/14 前完成。 
 召集人一職改由國際企業

管理系吳德華副教授擔

任，並於 105/10/27 另新增

國際事務系林建宏副教授

擔任小組成員接續相關工

作。 

表 19、本校稽核人員背景及專長說明： 
姓名 學歷 研究領域 曾擔任職務與經歷 
吳德華 美國羅格斯大學

法學博士 
會計學、商事法、

稅法 
曾任會計室代理主任與國際企業管理

系主任 
會計師證書、美國會計師證書、美國律

師證書 
浩信法律事務所 
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Farkouh, Furman & Faccio, CPAs 期刊 

翁一珍 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成人教育研究

所博士 
美國聖地牙哥大

學公共關係研究

所碩士 

公共關係管理、媒

體關係、公關行

銷、危機處理、旅

館管理 

曾任英國語文系主任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公關室主任  
高雄金典酒店顧問 
高雄金典酒店公關經理 
高雄漢來飯店公關經理 
高雄漢神百貨業務部經理 
高雄國際寒軒飯店(原霖園大飯店)公
關經理 
美國迪吉多電腦公司行銷傳播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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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研究領域 曾擔任職務與經歷 
邱怡靜 澳洲天主教大學

教育博士 
加州州立大學傳

播碩士 

網路互動分析、批

判思考、新聞英文

教學 

曾任英文系副主任 

林建宏 匹茲堡大學公共

與國際事務博士 
國際關係與危機

處理、亞太安全政

策、兩岸關係、美

國對華政策 

曾任國際事務系主任 

吳志峰 國立中山大學資

訊工程博士 
程式設計、多媒體

系統、電腦網路、

 

郭慧根 國立中山大學中

山學術研究所政

治組博士 

憲法、民法、基督

神學應用任教科

目：契約與民事關

係、工作權與社會

正義 

曾任學務主任 
文藻外語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法規委員會、通識

中心課程小組委員、通識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 

劉獻文 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政治研究所博

士 

基 本 人 權 與 釋

憲、司法審查制

度、法治教育與民

主發展 

曾任人事室主任 
法規委員會代表 

童鳳環 日本千葉大學文

學研究所碩士 
日本語學 曾獲績優導師、教學優良教師 

吳瓊薇 美國東密西根大

學電腦資訊系商

學士(83 年 7 月
畢業) 
美國東密西根大

學資 
訊系統管理碩士 
(84 年 7 月畢業) 

校務行政系統分

析設計專案管理 
【文藻外語大學】 
電算中心組長 
(92 年 9 月-95 年 7 月) 
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技術服務組組長 
(95 年 8 月-98 年 7 月) 
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副主任 
(98 年 8 月-102 年 8 月) 
秘書室二組組長兼任內部稽核 
(102 年 9 月-105 年 3 月) 
教務處註冊組技士 
(105 年 4 月-迄今) 
【長谷集團】 
長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分析師 
(84 年 10 月-87 年 3 月) 
遠景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系統分析師 
(87 年 4 月-89 年 2 月) 
電子商務部專案經理 
(89 年 3 月-90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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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勵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度 

(一) 經常門獎勵補助教師、行政人員相關辦法：根據本校發展規劃及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經

常門使用原則，訂定各項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推動實務教學等獎勵補助辦

法。獎補助申請案依各相關要點或辦法，經會議審議通過並公告週知；各次審核會議紀

錄皆完整保存。各獎勵補助辦法詳如附件四。 

(二) 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詳如附件五。 

(三) 內部控制制度中有關獎勵補助經費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之作業規範，詳如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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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往執行成效 

一、近三年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表 20、103~105 年度(截至目前)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項目 103 年度 104 年度 105 年度 

改善師資

結構 

(1)增聘 6 位助理教授以上師

資。 

(2)現有專任教師 266 人（教授

17 人、副教授 69 人、助理教

授 117 人、講師 63 人）。 

(3)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人數計

203 人，師資結構已達 76.3%。

(1)增聘 4 位助理教授以上師

資。 

(2)現有專任教師 260 人（教授

18 人、副教授 69 人、助理教

授 115 人、講師 58 人）。 

(3)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人數計

202 人，師資結構已達 77.7%。

(1)截至 105年 10月 15日共增

聘9位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含6
位專案助理教授、1 位專任助

理教授、1 位專技副教授、1
位專任教授)。 

(2)現有專任教師 267 位(教授

23 人、副教授 82、助理教授

111 人、講師 51 人)。 

(3)助理教授以上人數計 216
人。師資結構已達 80.9%。 

補助進

修、鼓勵升

等 

積極鼓勵專任教師進修博士

學位及著作升等，以提昇本校

師資素質及學術研究水準。 

103 年度教師著作升等計 10
人 (教授 3 人、副教授 6 人、

助理教授 1 人)。 

積極鼓勵專任教師進修博士

學位及著作升等，以提昇本校

師資素質及學術研究水準。 

104 年度補助教師進修博士學

位計 3 人、著作升等教授計 5
人，副教授 11 人、助理教授 2
人，合計 18 人。 

積極鼓勵專任教師進修博士

學位、著作升等與多元方式升

等，以提昇本校師資素質及學

術研究水準。 

105 年度著作升等副教授 5
人、助理教授 1 人，另有 3 位

升等教授尚在報教育部審定

中。 

研習 

(1)為提昇教學知能及提倡學

術研究，103 年已辦理 29 項學

術研習(討)會，共 3,084 人次

參加。 

(2)103 年補助教師參加國內

外研習 67 人次。 

(1) 為提昇教學知能及提倡學

術研究，104 年預計辦理 14
場研習活動，計 1,324 人次參

加。 

(2) 104 年補助教師參加國內

外研習 87 人次。 

(1)為提昇教學知能及提倡學

術研究，各單位 105 年已辦理

11 場研討及研習活動。 

(2)105 年補助教師參加國內

外研習 41 人次。 

獎勵論文

著作及創

研作品發

表 

103 年獎勵 116 篇於國內外學

術期刊或學術研討會發表之

論文、10 篇學術專書或篇章、

2 件展演作品。 

104 年獎勵 69 篇於國內外學

術期刊發表之論文、11 篇學術

專書或篇章。 

105 年獎勵 72 篇於國內外學

術期刊發表之論文、13 篇學術

專書或篇章、1 件展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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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3 年度 104 年度 105 年度 

獎助研究  

(1)為提升學術水準鼓勵教師

研究，103 年度教師專題研究

計畫共補助 19 案。 

(2) 103 年度獎勵教師獲得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共 22 案。 

(3)103 年度獎勵產學合作研究

案共 25 案;補助產學合作研究

案共 1 案，合計共 26 案。(自
102 年度起獎補助辦法修改，

計畫金額達5萬元以上才給予

獎勵，計畫 1 萬元~5 萬元，

則可依需求提出補助，較之前

年度為鼓勵教師進行產官學

合作研究，依計畫金額，給予

最少 1 萬元最多 4 萬元之獎勵

金，以上原因致申請獎補助件

數下降)。 

(1)為提升學術水準鼓勵教師

研究，104 年度教師專題研究

計畫共補助 23 案。 

(2)獎勵教師獲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共 28 案。 

(3) 104 年度獎勵產學合作研

究案共 50 案。 

(1)為提升學術水準鼓勵教師

研究，105 年度教師專題研究

計畫共補助 12 案。 

(2)獎勵教師獲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共 20 案。 

(3)105 年度獎勵產學合作研究

案共 30 案。 

獎助教師

編纂、製作

教材 

(1)103 年度有 1 案通過教師編

纂、製作教材獎勵申請，共計

3 人次；另由本校數位團隊協

助製作教材完成共 8 案。 

(1)104 年度有 2 案通過教師研

發教材教具獎勵申請，共計 2
人次；由本校數位團隊協助製

作教材完成 23 案。 

(2) 104 年度有 3 案通過教師

製作教材或教具補助申請。 

(1)105 年度截至 11 月 14 日

止，有 2 案通過教師研發教材

教具獎勵申請，共計 6 人次；

由本校數位團隊協助製作教

材完成 26 案。 

(2) 105 年度有 8 案通過教師

製作教材或教具補助申請。 

改進教學 

(1) 103 年補助遠距課程上下

學期各 12 門。 

(2) 103 年鼓勵教師或教學單

位推動課程與教學創新活 
動，以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

共補助 79 案。 

(3) 103 年獎勵教師取得專業

證照，共補助 13 案。累計至

目前共補助 171 案。 

(4) 103 年獎勵教師指導學生

參與競賽，共獎勵 40 案。 

(5)103 年獎勵教師指導學生

參與學術型研究計畫，共獎勵

4 案。 

(6) 104 年度獎勵教師申請政

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

畫預計 4 案申請。 

(7)獎勵教學優良教師 15 位。

(1) 104 年補助遠距課程上下

學期共計 52 門。 

(2) 104 年鼓勵教師或教學單

位推動課程與教學創新活

動，以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

共補助 45 案。 

(3)104 年獎勵教師取得專業

證照，共補助 15 案。 

(4) 104 年獎勵教師指導學生

參與競賽，共獎勵 12 案。 

(5) 104 年獎勵教師指導學生

參與競賽，共獎勵 14 案。  
(6) 104 年度獎勵教師申請政

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

畫共 3 案。 

(7) 獎勵教學優良教師 15 位

(教學傑出 3 位、教學優良 12
位)。 

(1)105 年補助遠距課程上下

學期共計 102 門。 

(2) 105 年鼓勵教師或教學單

位推動課程與教學創新活

動，以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

共補助 78 案。 

(3) 105 年獎勵教師取得專業

證照，已補助 11 案 

(4) 105 年獎勵教師指導學生

參與競賽，共獎勵 13 案。 

(5)105 年獎勵教師指導學生

參與學術型研究計畫，共獎勵

2 案。 

(6) 105 年度獎勵教師申請政

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

畫共 8 案。 
(7)教學優良教師選拔要點將

修正名稱為教學優良及專業

典範教師選拔要點，並分為

「教學優良獎」及「專業典範

獎」預定獎勵 8 至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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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二年資本門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數量及經費統計 

表 21、104~105 年度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統計表 

設備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5 年度 

數量 金額 數量 金額 
電腦週邊 

伺服主機  2 1,042,000

儲存空間  1 883,500

網路交換器 1 17,000 16 755,000

筆記型電腦 18 504,000 15 420,000

桌上型電腦 138 3,512,315 14 330,400

資訊電源系統  1 150,000

平板電腦 9 107,550

掃描器 4 85,000  

3D 列表機 1 95,000  

無線網路基地台 2 27,000  

虛擬化系統 3 318,000  
學習平台(WiLearnging)主

機 
1 60,000  

機架式主機 3 969,000  

網路儲存路由交換器設備 2 1,513,000  

獨立式光碟對拷機 1 15,500  

錄製平台專用伺服器 1 250,000  

電腦週邊小計 7,365,815  3,688,450

電子化教學設備 

單槍投影機 10 488,500 37 1,776,000
網路學園跨平台行動學習

系統 
 1 1,730,000

雲端教室虛擬化系統  1 774,500

數位攝影機/3D 深度攝影機 3 77,000 11 774,100

數位混音機  2 292,000

數位相機  14 288,600
觸控螢幕(互動式電子白

板)組 
 1 246,000

液晶電視 1 70,000 5 220,000

語言教學廣播系統  1 151,000

電動螢幕 1 16,500 3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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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5 年度 

數量 金額 數量 金額 
硬體螢幕廣播系統 2 132,000 1 55,000

液晶螢幕 4 102,000  

專業數位錄音筆 1 20,000  

擴大機 68 802,400  

紅外線無線麥克風系統 1 1,400,500  
臉部動作擷取特徵追蹤系

統 
2 245,000  

分組討論教學互動機 2 205,000  

實物投影機 3 99,000  

課程講解棚內錄影讀稿機 1 80,000  

教師移動自動追蹤系統 1 70,000  

專業舞台喇叭 4 44,000  

雙向數位導覽系統 1 15,500  

電子化教學設備小計 3,867,400  6,36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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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三年已建立之學校特色 

最近 3 年本校持續整合運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教學卓越計畫獎勵補助款、校內自有經費

與各項其他經費，利用卓越外語教學優勢，已成為培育兼具優秀外語能力與全人涵養特質的國際專

業人才之外語大學。近年已建立之學校具體辦學特色分述如下： 

(一) 天主教聖吳甦樂會的教育理念：重視全人教育的學生學習與輔導 

 正式課程：「人格修養」與「全人發展」之校本位核心課程、及博雅跨領域之通識

課程 

 非正式課程：結合禮儀慶典的靈性成長活動與多元社團實踐之課外生活學習 

 潛在課程：身心靈整合的生職涯輔導資源以及營造敬天愛人之氛圍 

      文藻重視學生的生命教育與服務領導之陶冶，與時俱進修訂相關辦法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本校鼓勵教師投入開設服務學習相關課程與指導服務隊，未來將投入更多資源 舉辦培

力工作坊、推展相關學術發表與獎勵機制。 

本校藉由課程與教學結合諸多校園禮儀活動，培育師生敬天與感恩之情懷。另一方面，

藉由多元化的社團生活經驗、校園環境勞作教育、服務學習等課程，共同建構在專業課

程以外獨特的文藻經驗。透過全球緜密的教會組織和天主教會姐妹學校間的相互交流，

豐富學生的多元文化涵養，並加強全球公民能力之養成，以培育學生成為一位「熱愛生

命、樂於溝通，具有基督仁愛服務領導」特質的文藻人。 

(二) 強調「務實致用」的複合型外語教學 
 複合型（外語＋專業）的外語課程設計 
 各外語系皆以目標外語授課 
 安排業師協同教學 
 高比例的外籍師資（約 10%，為全國技職校院第 1 名） 

    本校在創校之始即以外語教學為目標志業，廣獲各界好評，所培育的學生在外語溝通能力

上亦受到業界認可；例如，2016 年出刊的遠見雜誌「最佳大學指南」，文藻榮獲《語文／傳

播專業領域》全國大學校院第一名。同時，本校亦獲 Cheers 雜誌「2016 最佳大學指南」，在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力》、《大學雙主修生佔大學部總人數比例》、《大學輔系生佔大學部

總人數比例》等多項評比名列前茅。文藻畢業生優異表現，同時獲得 1111 人力銀行「2016 企

業最愛大學評比」，在《雇主最滿意大學》類，本校為高屏地區公私立技職校院第 1 名。 
    上述這些成效，有賴於文藻近幾年實施全校學生均需修習英文 24 學分以及貫徹共同英語

小班教學的措施。在此扎實的外語教學基礎上，同時加強學生在相關專業（產業）領域的知能，

更能拓展學生未來就業之選擇與發展，並增進其就業競爭力。因此，本校近年來的課程規劃與

教學重點，除持續深化外語教學外，更強調「外語結合產業專業」的複合型外語課程與教學，

並透過與業界的合作（例如：邀請業師至校協同教學、教師進行產學合作、學生至業界參訪與

實習）、開設就業輔導課程、開設證照輔導課程等「務實致用」的作法，以培育兼具外語溝通

能力與產業實務知能的優秀專業人才。本校近年來透過前述「務實致用」的方式推動的複合型

外語課程與教學，已成為本校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最大特色。 
    在複合型外語課程的規劃上，本校已在日四技學制完成「複合型外語課程」的相關規劃，

各外語系學生將共同選修由非外語系（包括國際企業管理、國際事務、數位內容、傳播藝術、

外語教學、應用華語文等系所）所整合開設的四大專業跨領域包含 20 個就業學分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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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外語系學生則必修 24 個英語必修課程學分，以達到外語系所與專業系所課程互補與就業

雙贏的情況。未來，本校仍將繼續進行五專學制的複合型外語課程與教學相關規劃。 

(三) 國際化人才培育 
 廣開多國語言與文化課程（約 15 種），並辦理各種國際活動（如東北亞英語辯論賽） 
 拓展學生國際學習經驗（每年均有 400 名學生至國外學習） 
 學生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力為技職校院全國第 1 名（Cheers 雜誌, 2012~2016） 

    「國際化」不僅是當下全球的一種必然趨勢，更是文藻外語大學長期以來校務經營的招牌

亮點。文藻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天主教外語大學」，不僅在硬體建設完成雙語化的標示，軟體

上更豐富了許多全英語課程，並營造了友善的多元文化氛圍，以吸引外國師生來校教學或進修。

此外，透過充分的外籍師生互動與學術交流，將外國文化融入校園，讓學生「進入文藻即迎向

世界」，進而增進國際視野，並能立足臺灣，放眼世界，胸懷全球。 
    為積極從事國際化的人才培育，文藻不僅聘用大量優秀外籍教師，投身外語教學，並逐年

增加國外姐妹校數量，藉由相互移地學習，進一步促進雙邊實質交流；同時透過非語言科系學

生必修 24 學分英語課程，與小班能力分組教學、語言科系學生雙外語能力的培養和學生語言

檢定畢業門檻的規範等，加強學生的外語能力，使成為優質化的國際事務人力。另方面，配合

社會發展趨勢與產業需求，在既有的英、日、法、德、西語文外，除開授韓語、義大利語、俄

語等語種課程，並成立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開授越南語、印尼語及泰國語等多國語言，促進

國人及學生對東南亞文化之認識。以發展跨國跨校合作教學，共同研究，及發展雙聯學制。此

外，文藻也是目前國內培養華語教學師資的重鎮，設有華語中心，提供外籍人士來校學習華語。 
    未來學校將強化與姐妹校間的實質交流與合作為重點，建立更多提升師生國際移動力的管

道，並豐富更多元的全英語授課內涵，以方便外籍學生修習而增加國際生源；同時加強與知名

國外機構建立合作關係，或善用天主教吳甦樂會系統教育資源，拓展更密切之國際合作關係，

有助學校國際化外語人才的培育。 

(四) 發展數位雲端教學 

 行政雲端化作業：105 年規劃第二階段行政雲端化，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加退選課程及

教師教學課綱與雲端學園同步作業。 
 視訊教學同步軟體採購：104 年已完成 150 人次 Adobe Connect 採購，105 年新增加

20 間雲端會議室，屆時全校最大同時上線人次將提升為 2150 人次。 
 建置多媒體教室環境與設備：利用教學廣播設備連結技術建置 4 間電腦教室成為 2

間百人多媒體數位學習教室。 (W002&W003 及 A501&A502 教室) 
 行動學習軟體：升級後的網路學園命名為「雲端學園」，老師及學生可使用手機或平

板直接在網路上進行數位課程教學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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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一、 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詳附表一至十二）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六） 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七）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說明書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十一） 附表十一 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十二） 附表十二 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料庫／軟體明細表 

二、 預期實施成效 

（一） 資本門支出項目預期實施成效擇要敘述如表 22。 

（二） 經常門支出項目預期實施成效擇要敘述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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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資本門預期成效

質化成效 量化成效

英文系
(49)功率擴大機(50)喇叭

(51)數位燈光控制編輯器
          176,500

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多功能活動場地。可提供會議、研習、演講、舞

台戲劇表演、語文競賽等活動，擴大機因老舊有時會產生雜音，維修

實不敷成本，也影響到活動的品質。為提高活動品質及減少競賽時不

必要的干擾，有更新之必要性。

每年活動約為160場，使用頻繁。

翻譯系

(20)觸控液晶螢幕(24)單槍

投影機(25)Trados(電腦翻

譯軟體)
          597,000

(20)提升Z407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國際觀/全
球視野及語言能力。(24)提升Q405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教學品質

，提升學生國際觀/全球視野及語言能力。(25)提升Z407多國語專業口

譯實習教室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國際觀/全球視野及語言能力。

(20)建立1個國際化特色學習場域，每週約21門
課*18週=每學期約378門課使用。(24)建立1個國

際化特色學習場域，每週約15門課*18週=每學

期約270門課使用。(25)建立1個國際化特色學習

場域，每週約9門課*18週=每學期約162門課使

用。

國事系
(26)EndNote(書目管理軟

體)
          600,000 除提供本系約230名師生使用外，開放給全校師生使用。

EndNote書目管理軟體實際應用於本系三年級及

四年級課程中，總計7門課程，每門課程約50名
學生選讀，本軟體為園校授權版。

國際事務

碩士學位

學程

(14)筆記型電腦(22)平板電

腦(29)數位相機
            64,400 提供本學程師生與各課程活動使用。 碩士學位學位2個年班的學生及教師使用。

英語教學

中心

(4)桌上型電腦(28)英檢

網：CSEPT 題庫
          186,500 (4)推動進修部共英課程遠距化。

(28)1. 適性教學。2. 提供學習彈性。3. 鼓勵學生設定自我提升之目標

(4)協助日四技共同英語教材將分為九個級數單

字表。

(28)每年每級數進步幅度平均達CSEPT 15-20
分。

歐洲研究

所

(5)(6)桌上型電腦(15)筆記

型電腦
            78,000 (5)(6)提昇教師個人研究能量，培養本所積極研究之風氣。(15)可提昇

教師上課、數位教材製作及教育訓練之品質。

(5)(6)放置於教師研究室，每日用於教學及研究

，使用頻繁。(15)提供教師上課、數位教材製作

，使用頻繁。

法文系
(2)(7)(8)桌上型電腦(16)筆
記型電腦

          188,500 (2)提供全系各學制學生資料處理、蒐集及語言學習使用。(7)(8)(16)提
供專、兼任教師教學資料處理及蒐集使用。

(2)放置於資源教室供學生學習使用，每日使用

頻繁。(7)(8)(16)提供專、兼任教師每日教學資

料處理及蒐集使用。

德文系
(13)筆記型電腦

(21)液晶螢幕
          287,999

(13)原購置筆電已逾6年(98年及99年購置),已不敷工作所需,為提升教

學品質及效能,申請汰換教師用筆電。(21)提供活動或教學使用影片播

放或ppt播放。

(13)每週至少進行12~40小時教學及研究工作。

(21)1.每學期約進行師生教學諮詢會3~4次,每次

參加學生約10人。2.不定期舉辦各項活動,每次

活動參加學生約30人。

西文系 (3)(9)(10)桌上型電腦           204,500 教學及研究效率優化。

(3)放置於資源教室，每日提供供師生上課及自

學使用。(9)放置於教師研究室，每日用於教學

及研究，使用頻繁。(10)放置於系辦公室公共區

域，提供專兼任教師備課用，每日使用頻繁。

日文系 (11)桌上型電腦(66)電腦桌           183,500 (11)系辦教師用電腦，提供老師繕打講義、備課，及指導學生用。

(66)提供學生自學、系上各式教學活動使用。

(11)於系辦開放時間提供給老師們使用，每週至

少使用15小時。(66)於資源教室開放時間提供給

學生使用，每週至少使用35小時。

外語教學

系
(17)(18)筆記型電腦           140,000

(17)本系學生須兼具優秀語言及語言教學/教材研製能力，汰換此設備

可提供本系學生運用數位科技進行專業教學演示的機會，期提升學生

專業學習成效。(18)為使本系教師優化自我研究、專業課程準備，提

供專業設備供老師使用，以利提升教學品質。

(17)每學期基本使用頻率：4小時/日*5日*18周
=360小時。(18)每學期基本使用頻率：4小時/日
*5日*18周=360小時。

應華系
(27)質性研究分析軟體

(NVivo11)(32)電動布幕
          655,250 (27)(32)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

(27)30位師生使用。(32)24門課、750名學生、

20位老師使用本設備。

傳藝系

(30)數位相機(33)可變色專

業LED攝影棚燈(34)攝影棚

專用LED聚光投射燈(35)調
光控盤(36)虛擬棚電動升降

背景(37)外景用平光燈組

(38)外景用聚光燈組(39)外
景攝影用高台

       3,282,500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錄片製作/電視

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內節目製作拍攝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

能力，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力。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視節目企劃與製作

共二門課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

2.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實

驗短片製作、紀錄片製作共計五門課每班50人
，共計每週課堂使用250人次使用。

數位系

(40)繪圖工作站(41)動作捕

捉系統軟體(42)虛擬實境設

備

       3,545,000

(40)增購效能符合3D動畫與虛擬實境相關技術需求的電腦，培育3D動

畫、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人才，提升實習與就業率。(41)1.之前的版

本已過期無法使用，需添購新版才能讓原有的動作擷取攝影機運作。

2.提升動作擷取系統的可用性及效能，培養3D動畫人才。(42)用於虛

擬實境美術及程式相關技術的學習，培育學生實作虛擬實境美術與體

感互動程式的能力，製作虛擬實境畢業專題與競賽作品。

(40)1.至少14種3D動畫、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

須高效能電腦的課程使用。2.供4個年級共8個班

級上課使用。(41)三、四年級共4個班使用。

(42)1.至少7種課程使用。2.每學年至少4個畢業

專題和競賽作品使用。

師資培育

中心

(23)單槍投影機(31)數位相

機(43)電動銀幕(64)室外黑

板(65)硬碟式攝影機

          276,500

(23)(43)A301及A302教室除師培中心所有課程外，也提供其他系所課

程所使用，投影機使用機率頻繁。為提升教學品質，有更新之必要。

(31)藉由數位相機詳實記錄每場教學相關活動，供日後評鑑及學生檔

案之製作使用。(64)學期中每天都有學生練習，並安排板書檢定暨比

賽。(65)紀錄教學活動過程，紀錄後存參供成果報告之使用。

(23)(43)A301及A302教室平均每學期有26門課於

此上課。(31)師培中心每學年所舉辦之教學相關

活動約計有30場以上。(64)師培學生每年大約將

近100位。(65)師培中心每學年所舉辦之教學相

關活動約計有30場以上。

 歐
亞語

文學

院

文教

創意

產業

學院

需求單位 品名 預算金額
預期成效

一、教學及研究設備

英語

暨國

際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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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成效 量化成效
需求單位 品名 預算金額

預期成效

全人

教育

學院

體育教學

中心

(44)手提式無線擴音機(45)
製冰機(46)羽球置球車(47)
可調式多功能推舉椅(48)室
內排球網

          160,800

(44)(48)提供完備之體育教學設備，以達教學之成效。(45)專科一至五

年級及大一大二體育課程用，主要用途為運動傷害防護使用，提供完

備之體育教學設備，以達教學之成效。(46)專科一至五年級及大一大

二體育課程用，現有數量1台，因羽球課同一時段有2個班，故需要新

增一台球車。(47)提供體適能補救教學使用，以體適能成績後5%的學

生為主要對象，用以增進心肺及肌力適能。

(44)(46)每週可提供10班級教學使用。

(45)(47)(48)每學期提供10000人次使用。

進修部

(62)同步課程教師線上預約

系統(63)雲端教材庫升級暨

雲端學園優化客製

       1,000,000

(62)有效精進遠距課程質量及推廣外語遠距課程，並經抽樣訪談學生

，確認外語遠距課程確能提升學生之外語學習成效。

(63)充實現有遠距課程管理平台，建構數位化學習環境，有效精進遠

距課程質量及推廣外語遠距課程，並經抽樣訪談學生，確認外語遠距

課程確能提升學生之外語學習成效。

(62)(63)每學年至少新增25門遠距課程。

教師發展

中心

(52)碳纖維三腳架(53)電動

綠幕(54)機頂閃光燈(55)攝
影棚冷光燈組(56)高畫質專

業攝錄影機(57)65吋多點觸

控螢幕(58)專業液晶感壓繪

圖板(59)導播控盤(60)雲端

教材資料庫網路硬碟(61)單
眼數位相機

          829,000

(52)支援校級影像素材蒐集及編輯，提供遠距相關課程製作使用。

(53)提供影片拍攝之後製去背或導播機直接去背之功能。支援媒體專

題及遠距課程製作使用。(54)照片素材拍攝之打光工具。(55)原規劃4
組冷光燈，因拍攝出來的成像仍顯光線不足，故再新增兩組。(56)1.
目前中心所購置的四台數位攝影機為97年、98年、102年及105年購置

，其中兩台已達到使用年限，感光元件經長期使用，畫面細緻度降低

，成像不佳，影響遠距課程教材製作品質。2.隨著遠距課程數量增多

，同時間錄製課程的時段也增多，需要相同品質的攝影機來錄製課

程。(57)原規劃之65吋多點觸控螢幕只有放在一間攝影棚，因有些課

程也會用到電子白板錄製，故再規劃一台放在攝影棚。(58)教師錄製

課程可直接手寫至講義簡報中，並可同時將畫面傳至導播機錄製。

(59)教師及協助錄製課程人員可利用導播控盤輕鬆切換所需畫面。

(60)隨著遠距課程增多，之前已購置的雲端教材資料庫容量已剩6%，

不敷使用。(61)支援校級影像素材蒐集及編輯，提供遠距相關課程製

作使用。

預計每學年至少完成30門遠距課程。

外語能力

診斷輔導

中心

(12)桌上型電腦(19)筆記型

電腦
          110,500

(12)提供校內外學生透過申請線上教具遊戲帳號，不受時間地點限制

，運用本校自創教具遊戲，訓練單字聯想記憶技巧，增加單字量及學

習動機。

(19)提供校內外學生不受地點限制，可透過雲端/遠距使用診斷/諮商/
口說等資源，以提升英/外語成效。

(12)提供校內外學生預計800人次。

(19)提供雲端/遠距診斷/諮商/口語服務，預計可

服務校內外學生約1000人次。

資教中心

(1)桌上型電腦(67)虛擬化

系統(68)機架式主機(69)中
階儲存設備(70)低階儲存設

備

       7,764,271
(1)汰換Q103自習教室老舊電腦，提升自習效率。(67)(68)(69)擴充虛

擬主機系統，提供網路大學系統需求。(70)汰換現有資訊講台PDC儲
存磁碟主機，提升存取速度，提供資訊講台登入使用。

(1)每年80000人次使用。(67)(68)(69)提供1000門
以上課程使用。(70)提供500位教師資料儲存使

用。

       7,490,000

<圖書館自動化>(1)汰換老舊電腦(93-99年度購置)，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及圖書館服務品質。(2)汰換老舊電腦(97年度購置)，提升學習成

效。(3)目前1台館員工作站年限已達16年，經常故障，建議汰換，提

升流通台借還書效能。(4)空間座位管理系統預約機，可提昇座位管理

系登記效能。(5)汰換老舊電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6)耕心園自修

室門禁管控改用自動門加門禁系統，不須安排工作人員輪值，可計算

使用人次，並可讓身障學生方便進入使用。(7)提供學生手機自助借書

及查詢借閱情形，實現手機成為借書證的可能性，建立手機應用的友

善環境，提升借閱方式的彈性和便利性。(8)結合手機借書應用於圖書

資料編目、貼RFID標籤及流通台借還作業。(9)結合手機借書APP偵
測圖書有無借出，並立即騰同步連線圖書館系統，具防盜功能。(10)
提供圖書館導覽使用，圖書館導覽時可降低音量，參觀人員收聽清晰

，提升導覽品質。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提升教學、研究及學習之圖書資料品質。

<圖書館自動化>
(1)每月使用人次至少1000人。

(2)每年使用人次至少2000人。

(3)每年使用人次至少500人。

(4)每月使用人次至少500人。

(5)每月使用人次至少1000人。

(6)每月使用人次至少500人。

(7)每年使用10萬人次以上。

(8)每年編目、貼RFID標籤1萬冊以上，借還10
人次以上。

(9)(10)每年導覽人次至少500人。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圖書、視聽及期刊資料

每學年20萬次以上的借閱量。

          677,300 擴充社團設備，提供學生上課、練習、表演及重要慶典活動使用，為

學生多元學習之重要資源。

提供103個社團，預估3700個加入社團學生或其

他尚未加入社團學生共同參與活動使用。

     28,498,020

全校

教師

使用

二、

(一)圖書館自動化(1)(2)桌上型電腦(3)數位

式館員工作站(4)(5)All-in-One電腦(6)自動

門含門禁系統(7)行動圖書館第一期-APP(8)
行動圖書館第一期-RFID讀卡機(9)行動圖書

館第一期-隱藏式RFID偵測器(10)無線導覽

系統

(二)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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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經常門成效分析表    

經常門項目 預估金額 預  期  效  果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 
 

為鼓勵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獎勵教師與

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研習

(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進修、著作

(配合款)及升等送審等，訂定多項獎勵補助措施，以提升師資素質、

學術水準、實務經驗及教學知能等，進而培養具競爭力之學子。 

一-1 編纂教材 600,000 
(1)獎勵教師編纂紙本教材、數位教材，預估 27 案。 
(2)補助教師製作教材，預估 2 案。 

一-2 製作教具 20,000 獎勵教師製作教具，預估 2 案。 

一-3 推動實務教學 3,500,000 

(1) 獎勵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提供多元化學習方式，預估 40 案。

(2) 獎勵教師提出有創意之教學方案，提昇教學品質，預估 26 案。

(3) 獎勵教師指導學生參與競賽，預估 15 案。 
(4) 獎勵教師申請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案，預估 6 案。 
(5) 獎助教師取得專業證(執)照，預估 6 案。 
(6) 獎勵教師指導學生研究計畫，預估 6 案。 
(7) 獎勵優良教師，預估 10 案。 

一-4 研究 3,200,000 
(1) 補助個人型研究計畫案，預估 5 案。 
(2) 補助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案，預估 10 案。 
(3) 獎勵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案，預估 50 案。 

一-5 研習 3,250,000 (1) 各單位自辦教學研討(習)會，預估 17 場。 
(2) 補助教師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預估 80 案。 

一-6 進修 100,000 補助教師進修，以提升師資素質。 

一-7 升等送審 300,000 鼓勵教師申請以著作或學位升等，預估補助 27 案。 

一-8 著作 
(配合款支應) 

300,000 獎勵學術著作、論文期刊發表、創研作品等，預估補助 30 案。 

小  計 11,270,000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工作 
250,000 

補助聘請校外社團輔導老師，促進社團發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

道及校園文化。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500,000 

辦理行政人員研習及補助行政人員參加各類進修研習，藉由推動行

政人員在職訓練，培養專業實務技能，以提升行政服務品質。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383,798 充實教學設備，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五、新聘師資薪資 571,814 擬增聘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 3 位，以提升師資結構，強化師資陣容。

六、軟體、電子資料庫

購置 3,526,368 購置軟體及資料庫，擴充興學能量，充實教學設備與研究資源。 

合  計 16,5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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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金額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明細 

獎勵補助款(A) 
自籌款(B) 

（占獎勵補助款 23.3%） 
總預算(C)=(A)+(B) 

$36,500,000 $8,500,000 $45,00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34.7%)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65.3%) 

金額 $25,550,000 $2,948,020 $10,950,000 $5,551,980 

合計 $28,498,020 $16,501,980 

占總預

算比例 
63.3% 36.7%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

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

主計總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註二：學校應編列 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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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

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  20,330,720 79.6% $          - 0.0% 

請另

填寫

附表

四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占資本門經

費 10%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   1,000,000 3.9% $    1,290,000 43.8%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   3,541,980 13.9% $    1,658,020 56.2% 

小計 $   4,541,980 17.8% $    2,948,020 1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 $    677,300 2.6% $          - 0.0% 

請另

填寫

附表

七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

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

等相關設施） 

$          -            0.0% $          - 0.0%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 計 $  25,550,000 100.0% $    2,948,020 100.0%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

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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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註五）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50%
以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 

編纂教材 $    300,000 2.7% $    300,000 5.4%  
製作教具 $     20,000 0.2% $          - 0.0%  
推動實務教學 $  2,000,000 18.3% $  1,500,000 27.0%  
研究（獎勵教

師與產業合作

技術研發、從

事應用實務研

究及教師多元

升等機制） 

$  2,500,000 22.8% $    700,000 12.6%  

研習（包含學

輔相關政策之

研習、深耕服

務及深度實務

研習） 

$  2,000,000 18.3% $  1,250,000 22.5%  

進修 $    100,000 0.9% $          - 0.0% （註六） 

升等送審 $    300,000 2.7% $          - 0.0%  
著作 $          - 0.0% $    300,000 5.4%  
小計 $  7,220,000 65.9% $  4,050,000 72.9%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 相 關 工 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     62,500 0.6% $          - 0.0%  

學輔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          - 0.0% $          - 0.0% 

（註十一） 
請另填寫

附表十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    187,500 1.7% $          - 0.0%  

小計 $    250,000 2.3% $          - 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    250,000 2.3% $    250,000 4.5%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383,798 3.5% $          - 0.0% 
請另填寫

附表十一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          - 0.0% $    571,814 10.3% （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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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教師薪資 $          - 0.0% $          - 0.0% （註七） 

資料庫訂閱費 $  2,846,202 26.0% $    680,166 12.3% 
（註八） 
請另填寫

附表十二 

軟體訂購費 $          - 0.0% $          - 0.0% 
（註八） 
請另填寫

附表十二 

其他（註十二） $          - 0.0% $          - 0.0% （註十二） 

小計 $  2,846,202 26.0% $  1,251,980 22.6%  

總 計 $ 10,950,000 100.0% $  5,551,980 100.0%  

註五：請另填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註六：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勵補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

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之

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八：授權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下之「資料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項目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九：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

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 

註十：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分外聘

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3.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附表

之使用說明 D2，經常門得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單價在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註十二：為保障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各校依本部 104 年 6 月 17 日

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 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原則」認定校內兼任助理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並依學習或僱傭等不同關係設計相關

配套措施（包含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符合上開處理原則有關學習型助理之獎助金或

勞僱型助理支薪資及勞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得列入經常門「其他」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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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1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67 台 26,500        1,775,500        汰換Q103自習教室電腦，提升

自習效率。
各教學單位 6-2-12 資訊設備更新 60

2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2 台 26,500        53,000             
汰換資源教室電腦，以提升全

系學生資料處理、蒐集及語言

學習使用效率。

法文系 3-1-5 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43

3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2 台 26,500        53,000             
汰換資源教室電腦，以提升全

系學生資料處理、蒐集及語言

學習使用效率。

西文系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4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5 台 26,500        132,500           
汰換中心現有教師使用桌上型

電腦，以提升教學及研究品

質。

英語教學中

心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用電腦，以提

升教學及研究品質。
歐洲研究所 5-2-4 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量提升計畫
53-54

6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用電腦，以提

升教學及研究品質。
歐洲研究所 5-2-4 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量提升計畫
53-54

7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1 台 26,500        26,500             提供專、兼任教師教學資料處

理及蒐集使用。
法文系 3-1-5 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43

8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提供教師教學資料處理及蒐集

使用。
法文系 3-1-5 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43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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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9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 台 25,000        125,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用電腦，以提

升教學及研究品質。
西文系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10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1 台 26,500        26,500             提供專、兼任教師教學資料處

理及蒐集使用。
西文系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11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3 台 26,500        79,500             汰換系辦教師用電腦，以提升

教學備課品質。
日文系 5-1-1 教師專業學能成長 52

12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1 台 26,500        26,500             

做為中心教具遊戲伺服器主機

，開放校內外學生以申請教具

遊戲帳號方式，使用教具遊戲

資源。

外語能力診

斷輔導中心
3-1-7 教材教具、語診機

制—多國語桌遊開發
43-44

13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6 台 28,000        168,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老舊電腦，以

提升教學及研究品質。
德文系 5-2-4 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量提升計畫
53-54

14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支援各課程及教學活動使用。
國際事務碩

士學位學程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15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提供歐研所教師教學資料搜集

使用。
歐洲研究所 8-1-9 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67

16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3 台 28,000        84,000             提供教師教學資料處理及蒐集

使用。
法文系 3-1-5 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43

17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3 台 28,000        84,000             配合本系專業課程供師生借

用。
外教系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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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18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2 台 28,000        56,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用電腦，以提

升教學及研究品質。
外教系 5-2-4 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量提升計畫
53-54

19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3 台 28,000        84,000             
提供學生校內外皆可透過遠距/
雲端方式使用診斷/諮商/口說資

源。

外語能力診

斷輔導中心
6-2-7

行動校園、雲端服

務—發展「雲端多國

語能力診斷輔導」平

台

57

20 觸控液晶螢幕

(1)80吋觸控螢幕(含以上)。
(2)10點觸控(含以上)。
(3)解析度:1920*1080(含以上)。
(4)電子白板軟體

1 台 195,000      195,000           
汰換100年購置設備，以提升

Z407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

教學品質。

翻譯系 8-1-9 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67

21 液晶螢幕

(1)螢幕尺寸 :80" (含以上)
(2)背光模組:側光式LED模組

(3)解心度:1920x1080 (含以上)
(4)對比度:5000 : 1(含以上)

1 台 119,999      119,999           提供課程或教學活動使用影片

播放或ppt播放。
德文系 3-1-5 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43

22 平板電腦
9.7吋/螢幕解析度2048*1536/Retina顯示器

/128GB 1 台 25,900        25,900             支援學程各課程及教學活動使

用。

國際事務碩

士學位學程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23 單槍投影機

(1)5200流明(含以上)。
(2)支援解析度:UXGA 1600x1200。
(3)對比度: 5000:1。
(4)掃瞄密度768條。

(5)HDTV相容性。

2 台 52,000        104,000           

汰換專業教室A301、A302課程

使用，原投影機分別為96年及

98年購置，功能及效果已不敷

使用。

師資培育中

心
8-1-9 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67

24 單槍投影機

(1)5200流明(含以上)。
(2)支援解析度:UXGA 1600x1200。
(3)對比度: 5000:1。
(4)掃瞄密度768條。

(5)HDTV相容性。

1 台 52,000        52,000             
汰換95年購置設備，以提升

Q405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

教學品質。

翻譯系 8-1-9 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67

25 Trados(電腦翻譯軟

體)

(永久使用)SDL Trados Studio 2017
Professional 使用授權 x 70，內含

(1)SDL Trados Studio 2017 SR-2 安裝程式

(2)SDL MultiTerm 2017 SR-2安裝程式

(3)SDL License Server Manager v1.x安裝程式

(4)70人使用授權碼

1 式 350,000      350,000           

更新現有70套Trados軟體，以

提升Z407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

教室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國際

觀/全球視野及語言能力。

翻譯系 8-1-9 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67

26 EndNote(書目管理

軟體)
最新版(全校師生授權版，授權3年) 1 式 600,000      600,000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實際應用

於本系三年級及四年級課程中

，總計7門課程，每門課程約50
名學生選讀。

國事系 8-1-7 國際事務專業課程深

化策略
66

27 NVivo11(質性研究

分析軟體)
(永久使用)教育版、個人單機完整版。 30 套 21,375        641,250           支援研究方法課程使用。 應華系 5-2-4 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量提升計畫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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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28 英檢網：CSEPT 題
庫

(買斷)LiveABC 英語學習系統，CSEPT 二級:
共有6回英檢模擬試題提供練習,，可於手

機、平板及電腦上使用 ，提供便利性。

1 式 54,000        54,000             提供6回大專英檢第二級模擬試

題，以提升學生英檢成績。

英語教學中

心
3-1-3 學生基礎語言精進計

畫
42

29 數位相機

(1)1800萬像素(含以上)。
(2)30倍光學變焦。

(3)Full HD短片拍攝。

1 台 10,500        10,500             支援學程各課程及教學活動使

用。

國際事務碩

士學位學程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30 數位相機

(1)1800萬像素(含以上)。
(2)30倍光學變焦。

(3)Full HD短片拍攝。

1 台 10,500        10,500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

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

/電視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

節目製作前置作業拍攝使用。

傳藝系 6-2-11 傳藝2.0行動校園 59

31 數位相機
(1)2000萬像素。(2)30倍光學變焦。(3)Full
HD短片拍攝。

1 台 10,500        10,500             

師培中心於各項教學相關活動

中均須詳實紀錄，目前本中心

之數位相機皆為95年購置，畫

素及效果已不敷使用。

師資培育中

心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32 電動布幕

(1)120吋白色電動銀幕。

(2)席白螢幕。

(3)上、下、停三段式控制開關。

(4)具升降自動停止裝置、可控制布幕升降於

任何位置。

1 幅 14,000        14,000             汰換95年購置設備，支援所有

中華文化情境教室課程使用。
應華系 5-2-4 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

能量提升計畫
53-54

33 可變色專業LED攝

影棚燈

(1)亮度:8000流明度。

(2)可調式6階段色溫2800K-6500K (Color
Temperature)。
(3)RGB微調功能。

(4)全光譜,DMX調光系統(EIA/TIA-485標
準)。
(5)高演色性90%以上 (Color Rendering Index
CRI)。
(6)開機自我測試功能。

28 盞 60,000        1,680,000        

汰換96年購置設備，提供媒體

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

內節目製作拍攝使用。

傳藝系 6-2-11 傳藝2.0行動校園 59

34 攝影棚專用LED聚

光投射燈

(1)亮度6000流明度。

(2)光3200K (+/- 100 K ) or 白光 5600K (+/-
100 K )。
(3)高演色性 CRI 92-95。
(4)調光段數 0 - 100%。

(5)控制方法 5-Pin DMX/ On-Board Control/
Bluetooth Control。

4 盞 69,000        276,000           

汰換96年購置設備，提供媒體

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

內節目製作拍攝使用

傳藝系 6-2-11 傳藝2.0行動校園 59

48



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35 調光控盤

(技職再造計畫)

(1)DMX512信號。

(2)可配置240迴路調光。

(3)具備劇場模式、追蹤模式。

(4)MIDI時間碼控制。

(5)獨特的滾筒轉換程序功能和轉輪調節功能

操作。

(6)具有內置USB記憶體和外接USB存取，可

配置燈具及數據備份。

2 式 120,000      240,000           

汰換96年購置設備，提供媒體

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

內節目製作拍攝使用

傳藝系 6-2-11 傳藝2.0行動校園 59

36 虛擬棚電動升降背

景

(1) 電動馬達二套 。
(2) 佈景依現場實際大小丈量 (顏色 :綠色平

光及白色平光 ) 。
(3) 含現場安裝 。

1 式 380,000      380,000           

汰換95年建置設備，提供媒體

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

內節目製作拍攝使用

傳藝系 6-2-11 傳藝2.0行動校園 59

37 外景用平光燈組

(1)亮度6000流明度(含以上)。
(2)可調色溫LED燈  2組。

(3)燈架提袋 * 1。
(4)專用燈架 *2。
(5)BP型鋰電池 *2。
(6)BP專用充電器 *2。

3 組 95,000        285,000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傳播

實習/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
紀錄片製作/節目企劃與製作等

課程之外景拍攝節目使用。

傳藝系 6-2-11 傳藝2.0行動校園 59

38 外景用聚光燈組

(1)全光譜標準色溫LED燈  *2。
(2)燈具提袋 * 2。
(3)專用燈架 *2。
(4)燈架提袋*1。
(5)高容量行動電源 *2。
(6)LED聚光鏡筒*2。
(7)廣角反射罩 *2。
(8)棚燈用快收柔光罩含接環*2。

3 組 115,000      345,000           

汰換95及97年購置設備，提供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傳播

實習/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
紀錄片製作/節目企劃與製作等

課程之外景拍攝節目使用

傳藝系 6-2-11 傳藝2.0行動校園 59

39 外景攝影用高台

(1)使用面積：CM 長120×寬120×高130
(2)本體重量：16kg
(3)載重：400kg
(4)內附基座*1、橫桿*2、踏片*3、攜行袋*2

3 組 22,000        66,000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

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

/電視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

外景節目製作拍攝使用。

傳藝系 6-2-11 傳藝2.0行動校園 59

40 繪圖工作站(含螢幕

及還原卡)

•處理器：i5 2.6GHz(含以上)
•記憶體：8GB(含以上)
•硬碟：500GB(含以上)
•固態硬碟：240G SSD(含以上)
•顯示卡：獨顯(含以上)
•光碟機：SuperMulti DVD 燒錄機

•Web Cam:Full HD 1080p
•螢幕：22吋，1920x1080 FHD(含以上)
•其它：還原卡

57 台 50,000        2,850,000        

汰換99年設備，購置效能符合

3D動畫與虛擬實境相關技術所

需求的電腦，培育3D動畫、虛

擬實境與擴增實境人才，提升

實習與就業率。

數位系 6-2-12 資訊設備更新 60

49



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41 動作捕捉系統軟體

(1)含動作擷取系統操作控制及編修平台

(2)可編修補捉後的 data 資料

(3)可控制 Vicon 所有系列攝影機

(4)對動作捕捉，如人體、動物或者任何物體

模型，能做即時動作擷取以及即時運算

(5)即時多物件編輯，可同時擷取多人之即時

動作

1 套 200,000      200,000           

(1)版本已過期無法使用，需添

購新版才能讓原有的動作擷取

攝影機運作。

(2)提升本系動作擷取系統的可

用性及效能，培養3D動畫人

才。

數位系 6-2-12 資訊設備更新 60

42 虛擬實境設備

(1)具備一個頭戴式顯示器(支援4K影像)、無

線控制器。

(2)AMOLED 螢幕面板，解析度為 2,160×
1,200，更新率為 90 格 / 秒，顯示密度為

440ppi(含以上)。

15 台 33,000        495,000           

用於虛擬實境美術及程式相關

技術的學習，培育學生實作虛

擬實境美術與體感互動程式的

能力，製作虛擬實境畢業專題

與競賽作品。

數位系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43 電動銀幕

(1)135吋。

(2)席白螢幕。

(3)上、下、停三段式控制開關。

(4)具升降自動停止裝置、可控制布幕升降於

任何位置。

2 支 38,000        76,000             
師培中心專業教室A301、A302
課程使用，原螢幕於93年購置

，功能及效果已不敷使用。

師資培育中

心
8-1-9 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67

44 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1)放大器:60W(含以上)。
(2)靈敏度:92dB(含以上)。
(3)電源供應:內建14.8V/2.6A鋰電池(含以

上)。
(4)接收機:雙頻道。

(5)含手握及頭套式無線麥克風。

2 台 19,000        38,000             提供專科及大一大二體育課程

用。

體育教學中

心
8-3-1 體育翻轉教學 68

45 製冰機 方塊冰，產能：90KG，儲能40KG。 1 台 53,000        53,000             
提供專科及大一大二體育課程

用，主要用途為運動傷害防護

使用。

體育教學中

心
2-1-4 全校性體育競賽活動

與運動保健研習
36

46 羽球置球車
訂製品不銹鋼主體，長約118-125CM 寬約36-
40CM 高約100-110CM ，置拍量60支

1 台 16,700        16,700             

提供專科及大一大二體育課程

用，現有數量1台，因羽球課同

一時段有2個班，故需要新增一

台球車。

體育教學中

心
8-3-1 體育翻轉教學 68

47 可調式多功能推舉

椅

3mm厚ST-37/40 鋼材、長120-130cm 、 寬70-
80cm、高40-50cm

2 台 19,800        39,600             
提供專科及大一大二體育課程

用，原有器材已使用多年，經

多次修繕已不堪使用。

體育教學中

心
2-1-4 全校性體育競賽活動

與運動保健研習
36

48 室內排球網 含比賽用標竿、標示帶 1 組 13,500        13,500             提供專科及大一大二體育課程

用。

體育教學中

心
2-1-4 全校性體育競賽活動

與運動保健研習
36

49 功率擴大機

(1)4CH獨立輸出功率800瓦\2歐姆(含以上)。
(2)頻率響應20Hz-20kHz +0/-2db。
(3)橋接: 4歐姆 2*300W  8歐姆 2*1600W。

(4)訊號雜訊比:大於100db。

1 台 37,500        37,500             支援研習、演講、舞台戲劇表

演、語文競賽等教學活動用。
英文系 3-1-1 語言課程提升計畫 41-42

50



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50 喇叭

(1)頻率響應68Hz-20kHz的±6分貝，-10dB @
50Hz。
(2)額定功率:300W AES。
(3)靈敏度（8）98分貝。

(4)最大聲壓級（9）連續122分貝，126分貝

高峰。

(5)雙音路。

4 台 30,000        120,000           支援研習、演講、舞台戲劇表

演、語文競賽等教學活動用。
英文系 3-1-1 語言課程提升計畫 41-42

51 數位燈光控制編輯

器

(1)DMX512/1990 Standard。
(2)Total of 384 output channels。
(3)Control 12pcs DMX lighting fixtures with 32
DMX channel each。
(4)30 banks of 8 programmable scenes。
(5)16 slider for manual control of channels。

1 台 19,000        19,000             支援研習、演講、舞台戲劇表

演、語文競賽等教學活動用。
英文系 3-1-1 語言課程提升計畫 41-42

52 碳纖維三腳架

4號腳架

腳架節數 4節
最大管徑 36mm
全展高度 158cm
閉合長度 53cm
最低高度 12cm
負載能力 30kg
接口 3/8" screw attachment type
接口有 1/4" and 3/8" attachment type
氣泡水平儀(數目) 1 number
高度約13 cm
含油壓雲台(鋁合金、高度13cm、底部連接

座3/8"螺絲母、 雲台上下擺動角度 +90°至-
80°)
含雲台乘載平台。

1 隻 22,000        22,000             
汰換96年購置設備，支援教學

影像素材蒐集及編輯，提供遠

距相關課程製作使用。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3 電動綠幕

(1)約270x600cm。

(2)螢幕收放電動式。

(3)含架設。

(4)綠色不反光材質。

1 組 30,000        30,000             
提供影片拍攝之後製去背或導

播機直接去背之功能，支援媒

體專題及遠距課程製作使用。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4 機頂閃光燈

(1)內建2.4G無線傳輸功能，可設定從屬、主

控功能。

(2)無線傳輸距離最遠可達30米。

(3)燈頭向左向右可旋轉180度，向上90度，

向下7度。

(4)最大閃光出力GN值達60GN。

(5)顏色濾鏡。

(6)含小型電池盒。

(7)含AA3充電電池4顆及充電器。

1 組 25,000        25,000             

照片素材拍攝之打光工具，原

有之閃光燈Nikon SB600，為94
年11月購買，蓄電量已不足，

且為舊有Nikon相機系統，與目

前使用之Canon相機電子控制系

統相容，無法TTL測光。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1



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55 攝影棚冷光燈組

(1)DMX 冷光燈具

(2)適用電壓：200～240V
(3)瓦數： 220W
(4)燈管規格： 55W x 4
(5)調光方式: DMX調光

(6)色溫: 3200K/ 5400K(含)以上

2 組 36,000        72,000             
105所規劃4組冷光燈，因拍攝

出來的成像仍顯光線不足，故

再新增2組。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6 高畫質專業攝錄影

機

(1)專業級高畫質數位攝錄影機一台，包含原

廠隨機配件(電池、充電器、USB電纜線)
(2)充電式鋰電池 *1
(3)SDXC-Class10 高速存取記憶卡(64G) *2
(4)機上麥克風*1
(5)專業錄影腳架套組一組

(6)攝錄影機背包(手提/側背/後背)一組

(7)產品保固一年

(8)含使用教學2小時

1 台 100,000      100,000           

(1)汰換2台97及98年所購設備，

因感光元件經長期使用，畫面

細緻度降低，成像不佳，影響

遠距課程教材製作品質。

(2)隨著遠距課程數量增多，同

時間錄製課程的時段也增多，

需要相同品質的攝影機來錄製

課程。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7 65吋多點觸控螢幕

(1)一體成型(非外掛方式)
(2)顯示面積:1435mm(W)x811mm(H)
(3)觸控驅動:免驅動10點 隨插即用

(4)觸控方式:手或任何物體面積超過5mm
(5)含專用移動架

(6)含電子白板軟體一套

(7)含使用教學一次2小時

1 台 74,000        74,000             

原規劃之65吋多點觸控螢幕只

有放在一間攝影棚，因有些課

程也會用到電子白板錄製，故

再規劃一台放在攝影棚。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8 專業液晶感壓繪圖

板

(1)螢幕尺寸:21.5吋(含)以上。

(2)工作區域:431.8 x 323.9 公釐(含)以上。

(3)實體尺寸:650 x 400.0 x 55.0 公釐(含)以
上。

(4)壓力感應級數:2048(含)以上。

2 片 70,000        140,000           
教師錄製課程可直接手寫至講

義簡報中，並可同時將畫面傳

至導播機錄製。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9 導播控盤

(1)提供轉場T型控制桿 ( T-Bar )。
(2)提供色光提示按鈕鍵。

(3)可快速選用效果與虛擬場景。

(4)提供 M/E 快選按鈕 , 自動轉場按鈕,3 排快

速按鈕。

2 組 108,000      216,000           
教師及協助錄製課程人員可利

用導播控盤輕鬆切換所需畫

面。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60 雲端教材資料庫網

路硬碟

(1)內建四核心處理器。

(2)內建2GB記憶體。

(3)搭配5TB硬碟x4。
(4)相容Windows及OSX系統。

(5)支援RAID0, 1, 5, 10或跨距和JBOD模式。

(6)內建USB 3.0孔x2。
(7)支援DLNA/UPnP隨時串流影音資料。

(8)雙乙太網路、雙電源提供最佳資料保護。

1 組 40,000        40,000             
隨著遠距課程增多，之前已購

置的雲端教材資料庫容量已剩

6%，不敷使用。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52



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61 單眼數位相機

(1)感光元件：3,040萬畫素全像素雙核CMOS
(2)快門速度：1/8000秒至30秒
(3)閃光同步率：1/200s；
(4)感光度範圍：ISO 100-32,000（可擴展至

ISO 50-102,400）
(5)含SD 64GB記憶卡*1

1 台 110,000      110,000           

汰換99年5月所購設備，已故障

多次。支援校級影像素材蒐集

及編輯，提供遠距相關課程製

作使用。

各教學單位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62 同步課程教師線上

預約系統

(1)客製學生端行登入/查詢預約介面。

(2)客製教師端帶入課表功能。

(3)客製與校務同步課程與選課。

(4)客製批次預約/刪除預約功能。

(5)客製預約移轉功能。

(6)客製教師或管理人員設定課程助教功能。

(7)客製助教可使用預約功能。

(8)客製預約行事曆功能。

1 套 400,000      400,000           

目前線上同步教學平台預約為

基本模組功能，為符合校內教

師使用需求模式，需另改善或

優化相關使用介面，以建立更

為便利的數位化學習環境，加

強遠距課程管理平台。

進修部 6-2-1 教材E化、教學雲端

化、網路課程
56

63 雲端教材庫升級暨

雲端學園優化客製

(1)雲端教材升級完整版(1.開放登入入口2.課
程分享模組3.教材上傳媒體轉檔模組)。
(2)行動模組-問卷模組。

(3)介面功能優化調整。

1 套 600,000      600,000           

1.擴充雲端教材庫，提供完整

版功能，供老師在教材運用分

享與管理上更便利與彈性，也

可提升教師使用意願。

2.擴充問卷模組行動化服務，

提升課程管理之滿意度回饋

率。

進修部 6-2-2 擴充雲端電腦教室 56

64 黑板 木紋色鋁框，W110*H400cm 2 面 28,000        56,000             

師培中心學生必備板書之教學

能力，故提供黑板讓學生練習

，原黑板於94年購置，功能及

效果已不敷使用。

師資培育中

心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65 硬碟式攝影機

(1)儲存空間:32GB 內建記憶體。

(2)動態記錄格式: MPEG4-AVC/H264。
(3)感光元件總畫數: 229萬。

(4)光學:30 倍。

1 台 30,000        30,000             

師培中心於各項教學相關活動

中均須詳實紀錄，目前本中心

之攝影機為96年購置，效果已

不敷使用。

師資培育中

心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長 53

66 電腦桌 木製，約W135*D78*H75 8 張 13,000        104,000           汰換90年購置資源教室學生用

電腦桌。
日文系 3-1-5 提升優質教學與輔導 43

67 虛擬化系統

(永久授權)教育版，配合現有VMWare整合系

統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5 Standard for 2
processor

3 套        106,257 318,771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雲端

學園、雲端學園資料庫、雲端

學園教材庫、Eclass系統使用。

各教學單位 6-2-2 擴充雲端電腦教室 56

68 機架式主機

(1)符合標準 19 吋機架式伺服器(含機架套

件)。
(2) CPU 2GHz(含以上)*2。
(3) RAM: 192GB(含以上)。
(4) HDD: SAS 300GB(含以上)*2。
(5) 網卡: 10G 2-port NIC*1。
(6) 16Gb 1-port FC HBA*2。

3 台 600,000      1,800,000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雲端

學園、雲端學園資料庫、雲端

學園教材庫、Eclass系統使用。

各教學單位 6-2-2 擴充雲端電腦教室 56

53



行動方案

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備註優先序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69 中階儲存設備

(1)符合標準 19 吋機架式磁碟陣列系統(含機

架套件)。
(2)雙控制器模組，支援熱插拔功能。

(3)提供原廠兩組(含)以上電源供應器與散熱

風扇，具熱抽換(Hot Plug)與備援容錯功能

(Redundant)。
(4)提供16 Gb/s光纖(Fiber Channel)通道連接

埠2個(含)以上。

(5)支援Raid 5、Raid 6功能。

(6)提供1.2TB 10000RPM SAS 73顆(含)以上

，且可用空間70TB(含)以上。

(7)儲存設備支援快照功能(Snapshot)，數量可

達1,000 份(含)以上。

(8) 支援提供連線主機100台(含)以上。

1 台 2,890,000   2,890,000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雲端

學園、雲端學園資料庫、雲端

學園教材庫、Eclass系統使用。

各教學單位 6-2-2 擴充雲端電腦教室 56

70 低階儲存設備

(1)符合標準 19 吋機架式磁碟陣列系統(含機

架套件)。
(2)支援NFS功能。

(3)支援Rsync遠端同步功能。

(4)支援Raid 5、Raid 6功能。

(5)提供10Gb網卡連線。

(6)提供可用空間120TB(含以上)。
(7)提供原廠兩組(含)以上電源供應器。

1 台 980,000      980,000           
汰換現有資訊講台PDC儲存磁

碟主機，提升儲存空間，提供

資訊講台登入使用

各教學單位 6-2-12 資訊設備更新 60

20,330,720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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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1 桌上型電腦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 吋 LED(含以上)。 

(5)還原卡 

9 台    26,500     238,500  

汰換 1F 資訊檢索區及

流通台 8 台老舊電腦

(93-99 年度購置)，及

8F 功能學習室 1 台老

舊電腦(97 年度購

置)，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及圖書館服務品質。 

全校師生 6-1-5 

建置圖書館空

間及館藏資源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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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式館員工

作站 

(1)數位辨識標籤工作頻率：

13.56MHZ。 

(2)可以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連結、傳遞書籍及讀者資料。 

(3)沒有偵測到數位辨識標籤

時，將會自動轉為掃描讀取

條碼；雙功設計，可同時處

理條碼及數位辨識標籤。 

(4)借還書時能與自動化系統

連線，同步進行資料庫記錄

更新。 

1  台   440,000     440,000  

目前 1 台館員工作站

年限已達 16 年，經常

故障，建議汰換，提升

流通台借還書效能。 

全校師生 6-1-5 

建置圖書館空

間及館藏資源

管理系統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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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3 All-in-One 電腦 

(1)CPU：Intel Core i3 
2.0GHz(含以上)。 
(2)RAM：4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21.5"多點觸控(含以

上)。 

3  台    26,500      79,500  

空間座位管理系統預

約機，可提昇座位管理

系登記效能。 

全校師生 6-1-5 

建置圖書館空

間及館藏資源

管理系統 

55 

 

4 All-in-One 電腦 

(1)CPU：Intel Core i3 
2.0GHz(含以上)。 

(2)RAM：4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21.5"多點觸控(含以

上)。 

8  台   26,500    212,000  

汰換 3F 耕心園老舊電

腦，提供學生資訊檢

索，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全校師生 6-1-5 

建置圖書館空

間及館藏資源

管理系統 

55 

 

5 
自動門(含門禁

系統) 

(1)改裝為雙開電動門。 
(2) H190cm*W212cm雙開自

動門機組。 
(3)連線門禁主機，刷卡門禁

自動管制人員進出。 

1  式  120,000    120,000  

耕心園自修室門禁管

控改用自動門加門禁

系統，不須安排工作人

員輪值，可計算使用人

次，並可讓身障學生方

便進入使用。 

全校師生 6-1-5 

建置圖書館空

間及館藏資源

管理系統 

55 

 

6 
行動圖書館第

一期-APP 

(1)可完全相容及配合本校

Sierra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

讀取、寫入及流通作業。 

(2)提供 Andorid 與 IOS 兩種

系統版本。 

(3)功能具擴充性可於日後因

應本館需求增加其他應用功

能(例如尋書或盤點)。 

1  式  600,000    600,000  

提供學生手機自助借

書及查詢借閱情形，實

現手機成為借書證的

可能性，建立手機應用

的友善環境，提升借閱

方式的彈性和便利性。 

全校師生 6-2-10 
提供圖書館

服務 AP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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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7 

行動圖書館第

一期-RFID 讀

卡機 

(1)可讀取UHF頻率 RFID標

籤。                    

(2)符合 FCC、 NCC 法規。

(3)可配合手機借書作業應用

於貼 RFID 標籤及流通台借

還介業。 

1 台   100,000     100,000  

結合手機借書應用於

圖書資料編目、貼

RFID 標籤及流通台借

還作業。 

全校師生 6-1-5 

建置圖書館

空間及館藏

資源管理系

統 

55 

 

8 

行動圖書館第

一期-隱藏式

RFID 偵測器 

(1)可遠距快速偵測 UHF 超

高頻 RFID 標籤。         

(2)可偵測直線高速移動

(50KM/小時)人員及物品。 

(3)可結合圖書館門禁設備及

系統。                   

(4)含軟體。              

(5)含 1萬條UHF RFID標籤。                

(6)符合 FCC、 NCC 法規。  

1  式   500,000     500,000  

結合手機借書 APP 偵

測圖書有無借出，並立

即騰同步連線圖書館

系統，具防盜功能。 

全校師生 6-2-10 
提供圖書館

服務 APP 
59 

 

合 計 2,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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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優先

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

內容，如為電子資料庫請另標示授權年

限） 數量 
單位 
(冊、

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西文

圖書 
中文

圖書 期刊 視材 資料

庫 其他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1 ■ ■     1 式  2,100,000  2,1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8-1-9 課程創新、自主學習 67 

 

2   ■    1 式 2,000,000    2,0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3    ■   1 式  600,000     6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4     ■  1 式   300,000      3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買斷 )UDN 讀

書館電子書庫

(約 2000 本) 

5     ■  1 式   200,000      2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 買 斷 )Easytest

線上學習測驗

平台題庫 

              
  

 

合 計 5,200,000    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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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1 數位相機 

(1)1800 萬像素(含以上)。 

(2)30 倍光學變焦。 

(3)Full HD 短片拍攝。 

2 台      10,500      21,000  

社團評鑑分三個類別評分，

本次新增 2 台當作第二名獎

品。 

學生會 2-1-6 品德再造方案 37 

 

2 混音器 

(1)8 路麥克風輸入(含以上)。                

(2)ST 主輸出。                        

(3)數位輸出入介面:USB 

Audio USB IN。                       

(4)全諧波失真:0.02% 

(20Hz-20kHz@ +14dBu)。 

1 台      14,000     14,000  

A003 韻律教室為各單位（含

社團、課程等等）練習舞蹈

用，現有一台其他單位報廢

之混音器，故障率極高，迫

切需要更新讓品質達到最大

化，提升練習成效。 

學生會 2-1-6 品德再造方案 37 

 

3 防潮箱 

(1)外部尺寸：約 (W) 400 x 

(H) 1377 x (D) 529 mm。   

(2)內部尺寸：約 (W) 398 x 

(H) 1287 x (D) 500 mm。   

(3)箱內容量：256 公升。 

1 個      10,800      10,800  放置電子用品。 學生會 2-1-6 品德再造方案 37 

 

4 運動攝影機 

(1)1200 萬畫素。          

(2)每秒 30 張連拍。        

(3)自動低光模式。        

(4)內建 Wi-Fi 和藍芽。     

(5)三向多功能手持桿。 

1 台    20,500     20,500  

社團評鑑分三個類別評分，

本次新增 1 台當作第二名獎

品。 

學生會 2-1-6 品德再造方案 37 

 

5 敦敦鼓 10"+12"+14" ，附太鼓木架子 1 組      28,000      28,000  表演/社課使用。 
拉丁打擊

樂社 
2-1-6 品德再造方案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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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6 定音鼓 
23 吋玻璃纖維製胴體附調音

指針及鼓套。 
1 顆    105,000     105,000  社課/表演/比賽。 國樂社 2-1-6 品德再造方案 37  

7 
吉他 Veelah 

V1-OMCE 

(1)加拿大單板雲杉面板 

(2)桃花心木背側板 

(3)桃花心木琴頸 

(4)玫瑰木指版 

(5)加拿大製 Nubone 弦枕 

(6)玫瑰木音孔花圈 

1 把      12,000      12,000  表演/社課使用。 
民謠吉他

社 
2-1-6 品德再造方案 37 

 

8 低音號 

(1)調性：低音 Bb 調 

(2)口徑大小：

18.5-19.5mm(0.728-0.768") 

(3)喇叭口直徑：

443mm(17-1/2") 

(4)活塞：4 活塞按鍵 

吹口：67C4 

2 把    233,000    466,000  表演/社課使用。 管樂社 2-1-6 品德再造方案 37 

 

合 計 67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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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

具體連結 
備註 

           

           

           

   
 

       

           

           

           

           

           

           

           

合 計      

※「設備類別」分為省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環保廢棄物、無障礙空間、永續校園綠化等項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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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 
具體連結 備註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一-1 編纂教材 

(1)獎勵教師編纂紙本教

材、數位教材 

各系所(中心)根據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構計畫提列

106 年度研究、研習、進

修、著作、升等送審、改

進教學、編纂校材及製作

教具等預算，各單位所提

預算送會計室彙整後分送

相關權責單位(人事室、教

務處、研發處、進修部)
審查並參考專任教師人

數、歷年核定通過之件數

等資料作成預算估列建

議，會計室召開經費審查

小組會議初審，再由整體

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經常門經

費分配原則上以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為優先。 

各項獎助皆本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明定獎

勵辦法，並依相關要點及

辦法審議且公告周知；每

次審核會議紀錄皆完整保

存。 

27    550,000 

P42 (3-1-2)英文教材與

教法 2.0 計畫          
P43 (3-1-5)提升優質教

學與輔導             
P54 (5-2-5)遠距課程經

營與教材發展策略     
P56 (6-2-1)教材 E 化、教

學雲端化、網路課程 

 

(2)補助教師製作有助於

學生了解課程內容之教

材所需相關費用。 

2      50,000  

一-2 製作教具 

(1)獎勵教師製作教具 1 20,000
P43-44 (3-1-7) 教 材 教

具、語診機制—多國語

桌遊開發 

 

(2)補助教師製作有助於

學生了解課程內容之教

具所需相關費用。 

0 -  

一-3 推動實務教學 

(1) 獎勵教師開設遠距教

學課程，提供多元化學

習方式。 
40 2,182,000

P39 (2-2-7)專業複合、跨

域研究—精進複合式外

語課程系統規劃       
P42 (3-1-2)英文教材與

教法 2.0 計畫          
P43 (3-1-5)提升優質教

學與輔導             
P52 (5-1-3)專業磨劍、典

範出鞘策略           
P53 (5-1-4)學生專業學

能成長               

 

(2) 獎勵教師提出有創

意之教學方案，提昇教

學品質。 
26 800,000  

(3) 獎勵教師指導學生

參與競賽。 
15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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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 
具體連結 備註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4) 獎勵教師申請政府

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

計畫案。 
6 130,000

P54 (5-2-5)遠距課程經

營與教材發展策略     
P56 (6-2-1)教材 E 化、教

學雲端化、網路課程   
P60 (7-1-1)六年計畫，實

務增能               
P67 (8-1-9)課程創新、自

主學習               
P68-69 (8-3-3)推行「翻

轉教室」教學 

 

(5) 獎助教師取得專業

證(執)照。 
6 30,000  

(6) 獎勵教師指導學生

研究計畫。 
6 18,000  

(7) 獎勵優良教師。 10 240,000  

一-4 研究 

(1) 補助個人型研究計

畫案。 
5 200,000

P53 (5-2-1)整合型研究  
P53-54 (5-2-4)教師專業

發展與研究能量提升計

畫 

 

(2) 補助校內整合型研

究計畫案。 
10 2,000,000  

(3) 獲得教育部、 科技

部或其他公私立機構獎

補助之研究計畫案暨與

公民營機構簽訂之(國
際 )產官學合作研究計

畫案。 

50 1,000,000  

一-5 研習 

各單位自辦教學研討

(習)會 
17 1,160,900

P39 (2-2-8)「以焦點研究

領域」為主題之國際研

討會                 
P53-54 (5-2-4)教師專業

發展與研究能量提升計

畫 

 

補助教師參加國內外學

術研討(習)會 
80 2,089,100  

一-6 進修 
教師留職留薪、留職停

薪、帶職帶薪、行政進

修 
1 100,000

P32 (1-1-10)磐石再造   
P52 (5-1-1)教師專業學

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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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 
具體連結 備註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一-7 升等送審 

鼓勵教師申請以著作或

學位升等，補助相關之

外審費、郵資、印刷費、

材料費等。 

27 300,000

P52 (5-1-1)教師專業學

能成長               
P53-54 (5-2-4)教師專業

發展與研究能量提升計

畫 

 

一-8 著作        
(配合款支應) 

獎勵學術著作、論文期

刊發表、創研作品等 
30 300,000

P53-54 (5-2-4)教師專業

發展與研究能量提升計

畫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小計  11,270,000   

二 學生事務與輔

導經費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

作等項目 

由學務處轄下單位依據本

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提

報預算需求，並以高於獎

勵補助經費經常門 2%為

原則。  

經學生事務處主管會議討

論後，送學生事務會議核

定，再送經費審查小組會

議初審，整體發展經費專

責小組會議最後審議通過

後實施。 

5 250,000

P37 (2-1-6)品德再造方

案                   
P40 (2-3-1)吸收社會資

源 充實學務能量      
P40 (2-3-2)推動服務學

習，善盡社會責任    
P40 (2-3-3)落實陪伴教

育 

 

三 行政人員研習

及進修 

(1) 鼓勵行政人員就讀

本校進修 

各行政單位根據單位業務

需求，編列行政人員研習

及進修活動等預算，各單

位所提預算送會計室彙整

後分送相關權責單位(人
事室)審查並參考歷年核

定通過之件數等資料作成

預算估列建議，會計室召

開經費審查小組會議初

審，再由整體發展經費責

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各項獎助皆本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明定獎

勵辦法，並依相關要點及

辦法審議且公告周知；每

次審核會議紀錄皆完整保

存。 

1 33,000

P32 (1-1-10)磐石再造 

 

(2) 補助各單位辦理職

工研習暨教育訓練 
13 257,000  

(3) 補助行政人員參加

研習暨教育訓練 
40 200,000  

(4) 補助行政人員取得

專業證(執)照 
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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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 
具體連結 備註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 

四 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 
資本支出單價低於一萬

元者 

各系所(中心)根據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及系所(中心)
之發展編列教學物品預

算，並以零基預算原則，

針對預算項目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進行實質審查。 
會計室召開經費審查小組

會議初審，再由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13 383,798

P36 (2-1-4)全校性體育

競賽活動與運動保健研

習                   
P41-42 (3-1-1)語言課程

提升計畫             
P53 (5-1-4)學生專業學

能成長               
P56 (6-2-1)教材 E 化、教

學雲端化、網路課程   
P59 (6-2-11)傳藝 2.0 行

動校園 

 

五 新聘教師薪資 增聘師資薪資 

經常門經費原則以優先規

劃於優先序一~四項目，其

餘規劃於五~六項目，若經

費不足則以校內自有經費

支應。 

含105 及106
年度新聘助

理教授級以

上師資 3~6
位 

571,814
P52 (5-1-1)教師專業學

能成長  

六 資料庫訂閱費 
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

資料庫(明細請詳附表十

二) 

編列之電子資源清單先交

由圖書館委員會就適用性

及使用統計審查通過後，

再提報經費審查小組會議

進行初審，再由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會議最後審

議通過。 

19 3,526,368
P67 (8-1-9)課程創新、自

主學習  

合 計 16,501,980   
※本表請填列「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細項經費、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行

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等。若有編列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學輔相關物

品）、資料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請另填附表十～附表十二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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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

具體連結 備註 

           

           

           

  
 

        

           

           

           

           

           

           

合 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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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優先

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1 
其他非消

耗品 

集成式LED舞台

面光燈 

(1)光源：LED 燈珠。 

(2)冷白光色溫：4.5600K，暖白

光色溫：3200K。 

(3)控制信號：DMX-512。 

18 台   7,500   135,000  

提供會議、研習、演講、舞

台戲劇表演、語文競賽等活

動。 

英文系 3-1-1 
語言課程提升計

畫 41  

2 資訊器材 高速運算硬碟 

(1)連續速度讀:560MB/s 

寫:480MB/s。 

(2)4K 隨機寫入:85K IOPS/4K。 

(3)隨機讀取:85K IOPS。 

(4)TLC 顆粒。 

(5)SATA 6.0Gb/s。 

(6)256 位元（AES）加密技術。

(7)原廠五年保固。 

(8)含安裝本系現有軟硬體設

定。  

50 個   3,200  160,000  

提高影像處理電腦運算效

能，配合課程：影像後製與

包裝 /電腦動畫製作 /數位

影像處理/音樂與音效設計

/非線性剪輯 

傳藝系 6-2-11 
傳藝 2.0 行動校

園 
59  

3 
其他非消

耗品 
碼錶 100 組記憶、1/100 秒單位 4 個   4,000    16,000  

專科一至五體育課程及大

一大二體育 
體育中心 2-1-4 

全校性體育競賽

活動與運動保健

研習 

36  

4 
其他非消

耗品 

籃球球權輪替指

示牌 
LR、壓克力材質、桌上型 1 組  3,000     3,000  

專科一至五體育課程及大

一大二體育 
體育中心 2-1-4 

全校性體育競賽

活動與運動保健

研習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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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5 
其他非消

耗品 
排球比賽號碼牌 

正式排球比賽用號碼牌、1-20

號、壓克力材質、附手提袋 
1 組   5,000     5,000  

專科一至五體育課程及大

一大二體育 
體育中心 2-1-4 

全校性體育競賽

活動與運動保健

研習 

36  

6 資訊器材 
USB3.0 2.5 吋

2TB 外接硬碟 

(1)容量：2TB。 

(2)介面：USB3.0。 

(3)平均讀取時間：12ms。 

(4)傳輸速度：Up to 5 Gb/s。 

(5)硬碟轉速：5400RPM。 

(6)快取緩衝區：8MB。 

(7)3 年保固。 

(8)支援 Windows7(含以上)、

OSX。 

3 台   3,000     9,000  課程教材資料備份使用 教發中心 6-2-1 

教材 E 化、教學

雲端化、網路課

程 

56  

7 資訊器材 
3.5 吋內接硬碟

2TB 

(1)容量：2TB。 

(2)傳輸速度：Up to 6Gb/s。  

(3)硬碟轉速：7200RPM。  

(4)緩衝記憶體：64MB。 

(5)3 年保固。  

5 台  3,000    15,000  

之 前 購 置 電 腦 的 只 有

250GB，製作教材時往往空

間不足，且有些電腦的硬碟

已損毀，故購置硬碟。 

教發中心 6-2-1 

教材 E 化、教學

雲端化、網路課

程 

56  

8 資訊器材 
USB3.0 3.5 吋

8TB 外接硬碟 

(1)高速 USB3.0 傳輸規格  

(2)自動備份功能  

(3)原廠三年保固  

(4)8TB 

1 台  9,999     9,999  
提升教材品質、協助師生完

成專題製作。 
教發中心 6-2-1 

教材 E 化、教學

雲端化、網路課

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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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物品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9 資訊器材 SSD 內接硬碟 

(1)讀寫速度每秒可高達

540/420MB  

(2)內建除錯機制  

(3)480GB  

(4)五年保固 

1 個  4,799    4,799 
提升教材品質、協助師生完

成專題製作。 
教發中心 6-2-1

教材 E 化、教學

雲端化、網路課

程 

56  

10 
其他非消

耗品 
石膏-角面胸像 

約35-58公分(擇一角色,男女皆

可) 
2 個   3,000   6,000 

素描課程及課後練習的場

域 
數位系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

長 53  

11 
其他非消

耗品 
石膏-一般胸像 

約35-58公分(擇一角色,男女皆

可) 
2 個  3,000    6,000 

素描課程及課後練習的場

域 
數位系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

長 53  

12 
其他非消

耗品 
半身石膏像 約95公分(擇一角色,男女皆可) 1 個   7,000    7,000 

素描課程及課後練習的場

域 
數位系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

長 53  

13 
其他非消

耗品 
細緻胸像 約58公分(擇一角色,男女皆可) 1 個   7,000    7,000 

素描課程及課後練習的場

域 
數位系 5-1-4

學生專業學能成

長 53  

合 計  383,798       

※「物品類別」分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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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料庫／軟體明細表 

優先

序 項目 資料庫名稱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  
單位 

與校務發展具體連結 
備註 

行動方

案代號
行動方案 頁碼 

1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ASP+BSP 1 式       917,883       917,883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8-1-9
課 程 創

新、自主學

習 
67 

 

2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JFD 文

史哲) 
1 式       179,000       179,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3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TOP5000 台灣企業前 5000 大企

業排名 
1 式        60,000        6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4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線上

音樂圖書館-10 人版) 
1 式       101,000       101,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5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OCLC Connexion Cataloging 

System 
1 式        56,000        56,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6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1 式       100,000       1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7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JSTOR-Arts & Sciences I-X 人文

科學電子期刊資料庫 
1 式       316,008       316,008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8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Cairn 電子期刊 1 式       279,000       279,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9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MagV 中文電子雜誌資料庫 1 式        98,000        98,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10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MagV 繁體中文電子書資料庫 1 式       67,000       67,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11 授權一年電子資料庫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

統 
1 式        98,000        98,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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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文藻外語大學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民國 105 年 8 月 15 日行政程序簽准通過 
壹、前言 

依據教育部頒「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訂定。 
壹、教育部規定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原則(不含自籌款) 

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區分為資本門與經常門，各佔總獎勵補助經費百分之七十及百

分之三十，本校須自籌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度為配合款。 
一、資本門(百分之七十)： 

(一) 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支用項目)：應至少占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百分之六十。

本校該項目預算填報主要區分為本校整體性基本支出與各系所(中心)、學院所

提計畫型支出兩大部份，各單位應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各系所(中心)、學

院之發展重點作為編列預算之依據，針對教學及研究設備之基本需求及計畫型

支出提出申請案。 
(二)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至少達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百

分之十以上。 
(三)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應至少達獎勵補助資本門

經費百分之二以上，用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四) 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應加強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二、經常門(百分之五十) ： 

(一)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優先支用項目)：應至少達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

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

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

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進修及升等送審之用途，由各系所(中

心)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學院目標及規劃等提出申請案。 
(二)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應至少提撥獎勵補助經常

門經費百分之二以上，其中至多四分之ㄧ得用於部份外聘社團指導老師之鐘點

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三)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得於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提

撥辦理。本校該項目支用，請各行政單位依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與相關業務需求

提出申請。 
(四)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五) 其他： 

1. 教師薪資獎勵補助：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薪資獎勵補助。本校該項

目預算規劃請各系所(中心)編製增聘教師計畫作為估算依據。 
2. 電子資料庫、軟體訂購費用：授權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下應列入經常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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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支應。 
(六) 餘作為補助現有教師薪資之用。 

貳、預算編列及經費核銷相關規定 
一、教育部獎補助金額與本校自籌十分之一以上額度之配合款，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由各單位申請金額分配之。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暫以 105 年度核撥金額估計，

俟實際核撥 106 年度經費後再行調整。 
二、資本門支出(單價一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兩年)係以零基預算原則編制，各單位

須配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系所(中心)、學院之發展重點為編列預算之依據。各單

位所提預算送會計室彙整後分送相關權責單位審查品名、數量、規格之合理性(資訊

及視聽設備由資教中心審查，教學軟體由教發中心審查，學務經費由學務處彙整審

查)，之後提交審查小組會議初審並作成建議後，提案送交專責小組會議進行討論決

議。 
三、經常門支出係以零基預算原則編制。各單位編列預算送會計室彙整後分送相關權責

單位，依據學校發展計畫作成預算建議數，會計室統整各分項預算建議數後提交審

查小組會議進行初審並作成建議後，提案送交專責小組會議進行討論決議。 
（一）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系所(中心)、學院根據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位發

展重點提列 106 年度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獎勵教

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研習(包含

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等

預算(含配合款)，各單位所提預算送會計室彙整後分送相關權責單位(人事室、

教務處、研發處)審查並參考專任教師人數、歷年核定通過之件數並配合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等資料作成預算估列建議。 
（二）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學務處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編列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三）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各行政單位根據單位業務需求，編列行

政人員參加研習、辦理行政研習活動及進修活動等預算，由會計室彙整後送

權責單位人事室審查並作成預算建議數。 
（四） 教師薪資獎勵補助：人事室彙整各教學單位編製之增聘教師計畫作為估算依

據。 
四、各系所(中心)所提預算項目應先經系務(中心)會議提案通過，再交由各學院院長審核

通過後送出；圖書館所提預算項目應先經圖書館委員會議提案通過；學務處統籌規

劃辦理之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預算項目，由學生社團提出需求申請後，應先經「學

生會經費審核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送學務會議提案通過。 
五、會計室依據專責小組會議作出之決議，編製本校 106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支用計畫。並依規定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前，彙整經費支用計畫書連同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包含簽到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

規定及作業流程等資料各一份報部審查。 
六、審查小組成員為校長、行政副校長、學術副校長、國際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主任秘書、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主任、教師發展中

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各學院院長、與教學單位主任代表 5 位，共 23 位。 
七、專責小組成員依據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規定，各系所（中心）應自

行推舉產生一名專責小組委員。 
八、原報部之經費支用計畫書中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如擬變更，應經由專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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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會議通過，專責小組會議記錄(包含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提供教育部於執行績效審查時一併查核。 
九、獎勵補助經費在 12 月 31 日前，尚未發生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用，

其已發生之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已在 12 月 31 日前驗收完成並作成應付傳票)，
應於次年 1 月 15 日截止支付。 

十、當年度經費執行完畢，應將本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會議紀錄（包含專責小組會

議紀錄及簽到單、公開招標紀錄及簽到單）及核定版支用計畫書等彙整書面報告一

份，送交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進行專案查核並出具稽核報告(包含期中稽核會議紀

錄)，並於次年 2 月 28 日前連同最近一學年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包含平衡表、收支

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財務報表附註)等資料備文報部。同份資料並公告於教育部及

本校網站。 
十一、工作流程 

 項         目 負責單位 預計時程 
一 106 年度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會計室依教育部所訂「106 年

度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以及本校相關作業程序擬訂

之，並依行政程序簽辦。 

105/8/15(一)前 

二 各系所(中心)推舉產生一名專

責小組委員 
各系所(中心) 105/8/15(一)~ 

105/9/22(四)前 
三 各單位依據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學院目標及規劃提報 106
年度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需

求，教學單位應先經系所(中
心)會議通過、學院長審核通過

後送出。 

全校各單位 105/8/15(一)~ 
105/9/22(四)前 

四 報表及計畫初稿彙整 由會計室彙整各單位預算後分送

相關單位進行初審。資訊及視聽

設備由資教中心審查，教學軟體

由教發中心審查，學務經費由學

務處彙整審查，其餘經常門項目

由各權責單位審查。 

105/9/26(一)~ 
105/10/03(一) 

五 審查 106年度支出項目及計畫 審查小組會議 105/10/18(二) 
六 審核 105年度第二次修正支用

計畫 
審核 106年度預估版支用計畫 

專責小組會議 105/11/08(二) 

七 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

支用計畫書報部 
會計室統一彙整發文 105/11/30(三) 

八 審核 106年度核定版支用計畫

書 
專責小組：依教育部審查意

見，修正支用計畫 
106/1 

九 105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

冊審查 
本校內部稽核人員 106/1/31 前 

十 105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

冊報部 
會計室統一彙整發文 106/2/28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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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負責單位 預計時程 
106 年度支用計畫書修正報部 

十

一 
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

冊審查 
本校內部稽核人員 107/1/31 前 

十

二 
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

冊報部 
會計室 107/2/28 

十二、本分配原則與程序依行政程序陳核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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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專責小組組織設置辦法與相關會議紀錄 
 

文藻外語大學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1年9月18日行政會議通過 

94年2月23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4年12月20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年8月29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6年11月20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9月20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9月5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5月5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5月3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依「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規定，

設置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

進修部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圖書館館長、資訊與教學科

技中心主任、教師發展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中心自行推舉產生

代表一人組成，校長為主席，主席不克出席，得指派職務代理人出席。專兼任

內部稽核人員不得擔任之。 

第三條 各系(所)、中心教師代表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第四條 本小組之職責如左： 

一、 依據教育部規定之經費使用原則、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位發展重點，

審核各單位所提報之預算申請項目，並訂定經費使用之優先順序及經費

分配比例等事宜。 

二、 審核預算變更事項。 

三、 檢討本校獎勵補助經費執行成效。 

四、 其他有關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相關事宜。。 

第五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校內有關單位代表列席報告說明。 

第六條 本小組每學年視需要召開會議。 

第七條 本小組會議召開時，應有全體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決事項應有出席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為通過。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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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105 學年度  

第一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 中華民國 105 年 11 月 08 日 
地 點 ： 至 善 樓 Z 1 2 0 5 會 議 室  
紀 錄 ： 李 子 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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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一、 會前禱(略) 
二、 主席致詞(略) 
三、 業務報告 

(一) 本次會議主要進行預算實質審查，各單位依本校「106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

費分配原則與程序」自 105 年 8 月 15 日起編列資本設備與經常門經費需求。

106 年度核撥經費尚待教育部依照指標核定後，預計於 106 年 2 月確認。若核

定金額有差異，將於 106 年 3 月召開專責小組會議進行預算變更項目審查。 

(二) 前次會議（10/18 審查小組會議）主要決議如下： 

1.數位系項次 47-擴增實境眼鏡，此設備有利產出虛擬實境成果，做為指標性招生重

點，若經費有餘額優先購置。 

2.教發中心項次 63-單眼相機，主要功能為拍攝全校性活動，送修期間皆另租用，較為

不便，若經費有餘額，優先考量。 

3.教發中心項次 62-剪輯筆記型電腦依建議升級方式來提升，同意於物品項下增列電腦

系統硬碟及外加硬碟。 

4.遠距教學係為進修部開課且依遠距教學實施細則執行該經費。另請四院院長確認單

位編列該經費時是否有含跨國遠距教學課程。 

5.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規劃四學院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請研發處向華語中心及應華系

確認華語教學五門課之實施細則，再與文創院長研擬規畫。 

6.資本門項目經議價後仍有空間則依優先序遞補，不另呈簽。 

7.除以上待決議項目外，其餘照案通過。                                             

四、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提請審議 106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說明： 

1. 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本校應

於 105 年 11 月 30 日前，將年度經費支用計畫連同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

議紀錄等資料陳報教育部審查。 

2. 參考 104 及 105 年度教育部核定本校之獎勵補助金額暫估 106 年度獎勵補助金額，

自籌款則建議以不低於各校之平均數暫編預算。 

3. 各單位依據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系所(中心)、學院之及發展重點提報 106 年度資本

門與經常門經費需求計畫，並經系所(中心)會議通過後，由會計室彙整並送交各預

算統籌單位進行初步審查，並於 10 月 18 日經審查小組會議複審後修正，今日提交

本會議作最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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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會議通過之預算項目，是否同意依以下原則排列優先順序，請委員討論並決議。

（一）基本教學設備、授權軟體等直接相關設備列為優先。（二）支援教學相關活動

等間接相關設備列為次之。各項下又以使用率高、屬於全校共通性設備列為優先，

接續為各教學單位所屬設備。 

附件：會議資料(表 1)~(表 13)  

討論事項： 

1. 審查小組已於 10/18 審查 106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完畢，先暫行不接受各單

位新增加預算需求，待明年二月教育部核定後再提報修正計畫。 

2. 前次追蹤事項跨國遠距課程目標已於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訂定，106 年全校需設立三

門跨國遠距課程，英語學院、歐亞學院、文創學院各需設置一門，仍需依遠距教學

課程實施細則執行，目前跨國遠距課程相關辦法尚未完備，擬於中程校務發展會議

中再另研擬相關細則。 

3. 教育部已不補助教師著作項目，因該項可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成效，今年仍編列 30 萬

元配合款，另研發處已著手修正辦法。 

4. 學務設備已由社團提報到學務會議審查完畢。 

5. 圖書館期刊、教學媒體總經費為 870 萬元，整體預算較去年增加 120 萬元。 

6. 改進教學項目中以遠距教學補助金額較高，因教育部目前強調實務教學，請教務處

協助研擬補助教師進行實務教學之實施細則，之後有需要補助時，再於明年進行修

正計畫。 

7. 依教育部規定獎補助教師薪資，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之規定，

前次審查會議後已請人事室針對目前本校補助進修教師薪資部分，提出擬研修正辦

法，可改為補助教師學雜費或交通費等。 

8. 升等送審目前因另有教育部多元升等制度專案補助，故暫編 30 萬元。 

9. 行政人員研習進修未來以全校性機制小組針對全校行政研習、教師研習進行規劃統

籌。 

10. 優先序經說明後，委員無異議依以下原則排列：（一）基本教學設備、授權軟體等直

接相關設備列為優先。（二）支援教學相關活動等間接相關設備列為次之。各項下又

以使用率高、屬於全校共通性設備列為優先，接續為各教學單位所屬設備。 

     決議：預算項目經逐項討論後投票表決(同意 28 票，反對 1 票)，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提請審查 105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 

說明：本校 105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因配合實際執行與各教學單位實際需要，變更

部分項目、規格、數量與金額，擬依教育部規定在核定獎勵補助總金額不變原則下，

提請本會議審查後，據以修正 105 年度支用計畫。 

附件：會議資料(表 14）~（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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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1. 修正項目有序 15-筆記型電腦，依老師實際需求進行變更為 2 台筆記型電腦、2 台桌

上型電腦 。序 28-50 吋液晶電視，因全校統一購置及管理需求，故變更為 55 吋液

晶電視。序 40 -ADOBE CC 數位媒體製作軟體，因系上實際需求原編 30 套，變更

為 40 套。序 63-實物投影機，因資教中心提供其他設備替代，暫緩購置。序 64、序

65、序 66、序 67-網路交換器等設備，因標餘款同意新增購置。 

2. 學務設備因標餘款，依優先序同意原住民服飾增購 4 套。 

3. 增列物品 11 伺服器作業系統，因進修部原編列網路教學設備缺少伺服器作業系統，

故申請增列。 

4. 數位系原編經常門一年內到期教學軟體，但因後續軟體可繼續使用，故修正為資本

門序 65。 

5. 目前 105 年執行數預估編纂教材可執行 50 萬，升等送審可達 23 萬，研究執行 270
萬，研習 300 萬，著作尚待學審會最後審查金額暫估 82 萬，改進教學 320 萬，經常

門項目依實際執行數進行餘額流用。 

決議：本案修正內容經逐項討論後投票表決(同意 28 票，反對 1 票)，決議照案通過。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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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前次10月18日審查小組會議後調整預算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24 德文 Acrobat Pro DC (永久授權)中文教育版，授權

7套
1 55,300      55,300       0 -               -                

目前雲端教室已有安裝ADOBE

CC軟體供全校使用，建議不開放

購置非教室上課用之相同功能軟

體。

(55,300)

63 教發中心 單眼數位相機

1.感光元件：3,040萬畫素全

像素雙核CMOS
2.快門速度：1/8000秒至30秒

3.閃光同步率：1/200s；

4.感光度範圍：ISO 100-
32,000（可擴展至ISO 50-
102,400）

5.含SD 64GB記憶卡*1

0 -               -                1 110,000    110,000      

【審查會議】主要功能為拍攝全

校性活動，送修期間皆另租用(租

用費約1,000元)，較為不便。且維

修費用皆使用單位業務費，因考

量單價較高及借用人使用習慣，

且特殊活動場合一年不超過十場

以上，建議考量單價較低者。(單

位原編預算15萬元，因單價較高

，目前考慮沿用舊有鏡頭，預算

降為11萬元)

110,000

3,200,000   3,250,000   

自辦教學研討(習)會項下，教發

中心增加「辦理新進人員研習

會」預算5萬元。

50,000

-                100,000      

目前本校補助留職留薪教師於進

修研究期間相關之本俸、研究費

五成之補助及其基本授課時數委

請他人代課之鐘點費。根據「教

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勵補助，

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

授課時數之規定。建議修改辦法

將補助薪資改為補助進修學費，

則不受應達基本授課時數之規

定。預算數仍建議暫編10萬元。

100,000

物品15 教發中心
USB3.0 3.5吋

8TB外接硬碟

(1)高速USB3.0傳輸規格

(2)無風扇，低噪音

(3)符合歐盟ErP要求的省電睡

眠模式

(4)One Touch自動備份功能

(5)256位元AES檔案或資料夾

加密功能

(6)原廠三年保固

(7)8TB

0 -               -                1 9,999       9,999         9,999

物品16 教發中心 SSD內接硬碟

(1)讀寫速度每秒可高達

540/420MB
(2)採用企業等級MLC Plus
NAND Flash
(3)內建高階BCH ECC除錯機

制

(4)獨家全新韌體pSLC Cache
Technology
(5)內附2.5mm墊片以及3.5吋

轉換支架

(6)五年保固

0 -               -                1 4,799       4,799         4,799

791,312      571,814      
以暫維持預算總額為4,500萬元不

變之基礎下，調整本項預算數。
(219,498)

0

新聘教師薪資

調整前後

差異數

改進教學與改善師資--進修

合計

資本門--各系所 (中心)教學及研究 設備                                                          

經常門

項次

改進教學與改善師資--研習

資本門項次62-剪輯筆記型電腦-

教發中心參考統籌單位審查意見

說明，依建議升級方式來提升，

於審查小組會議後增列物品電腦

系統硬碟經費預算4,799元；外加

硬碟以提升速度經費預算9,999

元。

需求單位 品名 規格或說明
審查小組會議前建議數 審查小組會議後預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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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度

預算數

106審查會議

前預算建議數

提報106專責

小組會議預算

建議數

百分比

106審查會

議前後調整

差異數

備註

35,673,417    36,500,000    36,500,000    100% 0
104年度核定數$37,637,465
105年度核定數$35,673,417
※ 暫以104及105年度平均數編列。

7,000,000      8,500,000     8,500,000     23.3% 0
佔獎補助款%(教育部規定至少10%)
104年度自籌款$9,060,517(24%)
105年度自籌款$7,000,000(19.6%)

42,673,417   45,000,000  45,000,000  0

獎補助款 24,971,392    25,550,000    25,550,000    70% 佔獎補助款%(依教育部規定為70%)

自籌款 520,451         2,893,320     2,948,020     34% 佔自籌款%

小計 25,491,843   28,443,320  28,498,020  63% 54,700 佔總經費%

獎補助款 10,702,025    10,950,000    10,950,000    30% 佔獎補助款%(依教育部規定為30%)

自籌款 6,479,549      5,606,680     5,551,980     66% 佔自籌款%

小計 17,181,574   16,556,680  16,501,980  37% (54,700) 佔總經費%

支出合計 42,673,417   45,000,000  45,000,000  100% 0

(表2)106年度整體發展經費規劃總表

經費

來源

經費

分配

經常門支出

獎補助款核定金額

自籌款

預算數合計

資本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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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6年度整體發展經費規劃明細表

金額 佔總經費%

7-15 一
各系所 (中心)教學及研究 設
備

26,209,410           20,276,020          20,330,720 45.18%             54,700       16,046,011       17,086,660 應達資本門獎勵補助款60%以上

，金額約1,533萬元

16-17 二 學務相關設備 1,132,800                  677,300               677,300 1.51%                       -            539,150            523,000 應至少達資本門獎勵補助款2%，

金額約51萬1千元

(1)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2,662,200               2,290,000            2,290,000                        -         3,000,000

(2)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10,500,000             5,200,000            5,200,000       12,235,918         4,882,183

資本門小計 40,504,410           28,443,320          28,498,020 63.33%             54,700       28,821,079       25,491,843

一 改進教學與改善師資

20 (1)編纂教材           340,000             600,000               600,000 1.33% -                     34,000            550,000          

20 (2)製作教具           222,320               20,000                 20,000 0.04% -                     45,682            50,000            

20-21 (3)改進教學        7,500,219          3,500,000            3,500,000 7.78% -                     1,462,167       3,340,000       
21 (4)研究        4,780,000          3,200,000            3,200,000 7.11% -                     3,646,520       3,470,000       

21-22 (5)研習        3,871,690          3,200,000            3,250,000 7.22% 50,000           2,718,021       4,000,000       

22 (6)進修           982,000                        -               100,000 0.22% 100,000         100,000          -                      

22 (7)著作(配合款支應)        1,130,500             300,000               300,000 0.67% -                     730,788          1,200,000       

23 (8)升等送審           390,200             300,000               300,000 0.67% -                     197,184          180,000          

小計      19,216,929        11,120,000          11,270,000 25.04% 150,000                 8,934,362       12,790,000 應達經常門獎補助款50%以上，

金額約547萬5千元

23 二 行政研習進修           687,687             500,000               500,000 1.11% -                     479,180          500,000          應占經常門獎補助款5%以內，金

額約54萬7,500元以內

25 三 學務經費           293,600             250,000               250,000 0.56% -                     250,000          220,000          應達經常門補助款2%以上，金額

約21萬9千元以上

26-27 四
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非消耗品)
          402,180             369,000               383,798 0.85% 14,798           41,400            181,070          

28 五
電子資料庫、軟體

(授權2年以內)
       4,672,256          3,526,368            3,526,368 7.84% -                     7,059,231       2,707,817       

六 新聘教師薪資 791,312         791,312           571,814             1.27% 219,498-         1,112,730       782,687          

經常門小計 26,063,964    16,556,680      16,501,980        36.67% 54,700-           17,876,903     17,181,574     

合計 66,568,374    45,000,000      45,000,000        100.00% -                     46,697,982     42,673,417     

18-19

審查小組會議後調整預算數
104年度

執行數
備註說明

(一)資本門

16.64%

審查小組會議前

建議數

審查會議前後

調整差異數

                      -

(二)經常門

項次 105年度預算數單位編列數支出項目頁碼

應至少達資本門獎勵補助款10%
，金額約255萬元5千元

三

84



(表4)單位別統計表(資本門及經常門物品項目)

序號
各單位

原編預算數

提報專責會議

建議數
序號

各單位

原編預算數

提報專責會議

建議數

各系所 (中心)教學研究設備支出

英文系 514,000       1-3 176,500         176,500          1-2 154,200       135,000         
翻譯系所 155,000       4-7 627,000         597,000          
國事系 84,000         8-11 676,900         664,400          
國企管系所 272,000       
英語教學中心 28,000         12-14 324,000         186,500          
國商英學程 28,000         
小計 1,081,000    1,804,400      1,624,400       154,200       135,000         
歐洲研究所 15-17 90,000           78,000            
法文系 18-21 175,000         188,500          
德文系 22-24 355,299         287,999          
西文系 50,000         25-27 211,000         204,500          
日文系 78,000         28-30 224,000         183,500          
東南亞教學中心 58,000         3 7,980           -                     
歐盟園區 50,000         
小計 236,000       1,055,299      942,499          7,980           -                     
外教系所 369,500       31-32 175,000         140,000          
應華系所 439,560       33-34 655,250         655,250          
傳藝系所 1,708,000    35-42 3,168,900      3,282,500       4 160,000       160,000         
數位系 810,000       43-49 7,100,000      3,545,000       5-9 32,000         26,000           
師培中心 587,000       50-54 280,500         276,500          
小計 3,914,060    11,379,650    7,899,250       192,000       186,000         
吳甦樂教育中心 133,500       
體育教學中心 398,500       55-59 157,800         160,800          10-12 24,000         24,000           
通識教育中心

小計 532,000       157,800         160,800          24,000         24,000           
英外診中心        153,600 60-61 118,000         110,500          
教發中心 62-72 994,990         829,000          13-16 24,000         38,798           
進修部 2,000,000    73-76 1,375,000      1,000,000       
資教中心     9,086,000 77-82 9,324,271      7,764,271       

(預編)教師研究室

電腦新增汰換
         84,000

17,086,660  26,209,410    20,330,720     
圖書館自動化     3,000,000 2,662,200      2,290,000       
圖書博物     4,882,183 10,500,000    5,200,000       

圖書館經費小計 7,882,183    13,162,200    7,490,000       
523,000       1,132,800      677,300          

總  計 25,491,843  40,504,410    28,498,020     402,180      383,798         

資本門 經常門-物品

教學研究設備合計

學務設備小計

英語暨

國際學

院

文教創

意產業

學院

全人教

育學院

單位

歐亞語

文學院

105年度

預算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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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6資本門—各系所中心教學及研究設備(單價>1萬元)

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質化分析 量化分析

1 英文系 功率擴大機

(1)4CH獨立輸出功率800瓦\2歐姆(含以

上)。
(2)頻率響應20Hz-20kHz +0/-2db。

(3)橋接: 4歐姆 2*300W  8歐姆 2*1600W。

(4)訊號雜訊比:大於100db。

台 1 37,500      37,500         1 37,500      37,500        

1.091/11/20  數量:4  單價:30000 總
價:120000
2.091/11/20  數量:2  單價:20000 總
價:40000

4 汰換 91.11.20 口語表達藝

術廳

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多功能活動場

地。可提供會議、研習、演講、舞台

戲劇表演、語文競賽等活動，擴大機

因老舊有時會產生雜音，維修實不敷

成本，也影響到活動的品質。為提高

活動品質及減少競賽時不必要的干擾

，有更新之必要性。

每年活動約為160場，使用

頻繁

2 英文系 喇叭

(1)頻率響應68Hz-20kHz的±6分貝，-10dB
@ 50Hz。

(2)額定功率:300W AES。

(3)靈敏度（8）98分貝。

(4)最大聲壓級（9）連續122分貝，126分

貝高峰。

(5)雙音路。

台 4 30,000      120,000       4 30,000      120,000      1.091/11/20  數量4 單價:35000總

價:140000
4 汰換 91.11.20 口語表達藝

術廳

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多功能活動場

地。可提供會議、研習、演講、舞台

戲劇表演、語文競賽等活動，喇叭因

老舊線圈及紙盆老化，有時會產生雜

音及破音現象，維修實不敷成本，也

影響到活動的品質。為提高活動品質

及減少競賽時不必要的干擾，有更新

之必要性。

每年活動約為160場，使用

頻繁

3 英文系
數位燈光控制編輯

器

(1)DMX512/1990 Standard。
(2)Total of 384 output channels。
(3)Control 12pcs DMX lighting fixtures with
32 DMX channel each。
(4)30 banks of 8 programmable scenes。
(5)16 slider for manual control of channels。

台 1 19,000      19,000         1 19,000      19,000        091/11/20設置 1 汰換 91.11.20 口語表達藝

術廳

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是多功能活動場

地。可提供會議、研習、演講、舞台

戲劇表演、語文競賽等活動。燈光系

統已老化經常接觸不良甚至造成燈泡

容易故障，且學生經常反映操控不靈

敏，因此有更新之必要。

每年活動約為160場，使用

頻繁

4 翻譯系 單槍投影機

1.5200流明(含以上)
2.支援解析度:UXGA 1600x1200
3. 對比度: 5000:1
4.掃瞄密度768條

5.HDTV相容性

台 1 52,000      52,000         1 52,000      52,000        1 汰換 95年12月 Q405
提升Q405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

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國際觀/全球視

野及語言能力。

建立1個國際化特色學習場

域，每週約15門課*18週=每

學期約270門課使用

5 翻譯系 耳機

1. 響應頻率：45~20,000HZ (含以上)。
2. 阻抗：32Ω(含以上)。
3. 輸出感度：98dB/mW

副 60 500          30,000         0 -               -                 單價較低，建議於年度預算調查

時，列入由實習費專款購置。
40 汰換 98.11.30 Q405

提升Q405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

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國際觀/全球視

野及語言能力。

建立1個國際化特色學習場

域，每週約15門課*18週=每

學期約270門課使用

6 翻譯系 觸控液晶螢幕

1. 80吋觸控螢幕(含以上)
2.10點觸控(含以上)。
3. 解析度:1920*1080(含以上)。
4. 電子白板軟體

台 1 195,000    195,000       1 195,000    195,000      1 汰換 100.8.23 Z407
提升Z407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國際觀/全球視野

及語言能力。

建立1個國際化特色學習場

域，每週約21門課*18週=每

學期約378門課使用

7 翻譯系

Trados
(電腦翻譯軟體)
(更新現有70套

Trados軟體)

(永久使用)SDL Trados Studio 2017
Professional 使用授權 x 70
內含

1. SDL Trados Studio 2017 SR-2 安裝程式

2. SDL MultiTerm 2017 SR-2安裝程式

3. SDL License Server Manager v1.x安裝程

式

4. 70人使用授權碼

套 70 5,000        350,000       1 350,000    350,000      70 升級
Z407
Q407

提升Z407多國語專業口譯實習教室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國際觀/全球視野

及語言能力。

建立1個國際化特色學習場

域，每週約9門課*18週=每

學期約162門課使用

8 國事系
EndNote(書目管理

軟體)
最新版(全校師生授權版，授權3年) 1     600,000 600,000       1 600,000    600,000      0 新增 Q607 除提供本系約230名師生使用外，開

放給全校師生使用。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實際

應用於本系三年級及四年級

課程中，總計7門課程，每

門課程約50名學生選讀，本

軟體為園校授權版

9 國際事務碩

士學位學程
數位相機

(1)1800萬像素(含以上)。
(2)30倍光學變焦。

(3)Full HD短片拍攝。

1       15,000 15,000         1 10,500      10,500        100/07/27單眼相機一台 0 新增 Z404 提供本學程師生與各課程活動使用。
碩士學位學位2個年班的學

生及教師使用

10 國際事務碩

士學位學程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1       36,000 36,000         1 28,000      28,000        0 新增 Z404 提供本學程師生與各課程活動使用。
碩士學位學位2個年班的學

生及教師使用

11 國際事務碩

士學位學程
平板電腦

9.7吋/螢幕解析度2048*1536/Retina顯示器

/128GB 1       25,900 25,900         1 25,900      25,900        0 新增 Z404 提供本學程師生與各課程活動使用。
碩士學位學位2個年班的學

生及教師使用

使用地點
原設備購

置日期
項次 需求單位

單位編列數 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建議數 新增
or

汰換

現有

數量
品名 規格或說明 單位

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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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語教學中

心

英檢網：CSEPT 題
庫

(買斷)LiveABC 英語學習系統，CSEPT 二
級:共有6回英檢模擬試題提供練習,，可於

手機、平板及電腦上使用 ，提供便利性。

台 1 54,000 54,000         1 54,000      54,000        0 新增
英語教學中

心

1. 適性教學。

2. 提供學習彈性。

3. 鼓勵學生設定自我提升之目標

4. 協助學生達到英檢畢業門檻

每年每級數進步幅度平均達

CSEPT 15-20分。

13 英語教學中

心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5 30,000 150,000       5 26,500      132,500      汰換桌機asus d765 5 汰換
99年(含)以

前

英語教學中

心
推動進修部共英課程遠距化

協助日四技共同英語教材將

分為九個級數單字表

14 英語教學中

心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台 4 30,000 120,000       0 -               -                 100年購入hp 4430目前尚堪用 4  汰換 100年購入
英語教學中

心

協助進四技大一、大二口說英語課程

進行期中期末考錄音評量

進四技大一、大二學生預估

1200人

15 歐研所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台 1 30,000      30,000         1 28,000      28,000         歐研所教師公用筆電 。 0 新增
歐研所辦公

室

1. 由於本所為新成立之獨立所，除了

所長與助理各有一台桌上型電腦外，

新增一台手提電腦為當務之急。

2.此手提電腦可提昇數位教材製作及

教育訓練之品質。       3. 本所所有課

程皆在歐盟園區貴賓室，但由於該電

腦已有些老舊，所以此手提電腦為教

師上課所使用的電腦。

上班使用率100%

16 歐研所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台 1 30,000      30,000         1 25,000      25,000        汰換桌機hp dx7400。 1 汰換 98.05.01
G311露得樓

教師研究室

(林震宇)

提昇教師個人研究能量，培養本所積

極研究之風氣
每日使用率達100%

17 歐研所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台 1 30,000      30,000         1 25,000      25,000        汰換筆電hp 6515b。 1 汰換 97.08.13
E404正氣樓

教師研究室

(張嘉斌)

提昇教師個人研究能量，培養本所積

極研究之風氣
每日使用率達100%

18 法文系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2 25,000      50,000         2 26,500      53,000         汰換桌機hp dc5750 2 汰換 97.04.11 法文系資源

教室

提供全系各學制學生資料處理、蒐

集及語言學習使用。
上班日使用率100%

19 法文系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1 25,000      25,000         1 26,500      26,500         汰換桌機hp dc5750 1 汰換 97.06.12 法文系辦公

室

提供專、兼任教師教學資料處理及

蒐集使用。
上班日使用率100%

20 法文系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台 3 25,000      75,000         3 28,000      84,000         汰換黃彬茹 王秀文 傅恒忠老師hp
6530b

3 汰換 97.09.25 教師研究室
提供教師教學資料處理及蒐集使

用。
上班日使用率100%

21 法文系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台 1 25,000      25,000         1 25,000      25,000         汰換徐慧韻老師電腦 1 汰換 97.11.20 教師研究室
提供教師教學資料處理及蒐集使

用。
上班日使用率100%

22 德文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台 6 30,000      180,000       6 28,000      168,000      汰換筆電hp 6515B及hp 4420s。 6 汰換

李克揚老

師99年購

置，其餘

為98年購

置。

教師研究室

G214(唐英格

老

師).G306(廖
靜韻老

師).G309(謝
碧娥老

師).E411(周
欣老

師).Z813(陳
麗娜老

師).Z917(李
克揚老師)

原購置筆電已逾6年(98年及99年購

置),已不敷工作所需,為提升教學品質

及效能,申請汰換教師用筆電。

備註:
98年購置--唐英格老師.廖靜韻老師.
謝碧娥老師.周欣老師.陳麗娜老師

99年購置--李克揚老師

每週至少進行12~40小時教

學、研究及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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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德文 液晶螢幕

1.螢幕尺寸 :80" (含以上)
2.背光模組:側光式LED模組

3.解心度:1920x1080 (含以上)
4.對比度:5000 : 1(含以上)

台 1 119,999    119,999       1 119,999    119,999      0 新增
德文系辦公

室

提供活動或教學使用影片播放或ppt
播放。

1.每學期約進行師生教學諮

詢會3~4次,每次參加學生約

10人。

2.不定期舉辦各項活動,每次

活動參加學生約30人。

24 德文 Acrobat Pro DC (永久授權)中文教育版，授權7套 式 1 55,300      55,3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目前雲端教

室已有安裝ADOBE CC軟體供全

校使用，建議不開放購置非教室

上課用之相同功能軟體。

0 新增

德文系資源

教室及辦公

室

提升教學或研究編撰品質
配合本系遠距課程製作,優
化教師研究產出作品。

25 西文系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台 5 25,000      125,000       5 25,000      125,000      
 更換98年楊晴雲、杜建毅、劉碧

交、貝羅菈、甘荷西、楊晴雲hp
dx7400。

5 汰換 98年5月 教師研究室 教學辦公效率優化 上班日使用率100%

26 西文系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2 28,000      56,000         2 26,500      53,000         汰換桌機hp dx7400 2 汰換 98年5月
西文系資源

教室
教學辦公效率優化 上班日使用率100%

27 西文系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1 30,000      30,000         1 26,500      26,500         汰換桌機hp dx7400 1 汰換 98年5月
西文系辦公

室
教學辦公效率優化 上班日使用率100%

28 日文系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3 30,000      90,000         3 26,500      79,500         更換97年公用電腦 3 汰換

96年7月17
日，及97
年9月29日

日文系辦公

室

系辦教師用電腦，提供老師繕打講

義、備課，及指導學生用。

於系辦開放時間提供給老師

們使用，每週至少使用15小

時。

29 日文系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台 1 30,000      30,000         0 -               -                  已有公用兩台筆電及平板6台，目

前尚堪用。
3 新增

日文系辦公

室
提供兼任老師及學生活動借用。

於系辦開放時間提供給老師

們使用，每週至少使用15小

時。

30 日文系 電腦桌 木製，約W135*D78*H75 張 8 13,000      104,000       8 13,000      104,000       使用單位依以往單價編列 8 汰換 90.04.09 日文系資源

教室
提供學生自學、系上各式活動使用。

於資源教室開放時間提供給

學生使用，週一至周五上午

10時至下午5時，每週至少

使用35小時。

31 外教系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台 3 35,000      105,000       3 28,000      84,000        汰換96年計畫申購3台hp 6515b 4 汰換

3台
(96.08.15)

、1台
(96.12.21)

外語教學系

辦公室

本系學生須兼具優秀語言及語言教學

/教材研製能力，汰換此設備可提供

本系學生運用數位科技進行專業教學

演示的機會，期提升學生專業學習成

效。

每學期基本使用頻率：4小

時/日*5日*18周=360小時

32 外教系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台 2 35,000      70,000         2 28,000      56,000        汰換hp 4420s及hp 6510b 2 汰換

99/11/05(
藍美華老

師)、
98/12/18(
張雅惠老

師)

教師研究室

為使本系教師優化自我研究、專業課

程準備，提供專業設備供老師使用，

以利提升教學品質。

每學期基本使用頻率：4小

時/日*5日*18周=360小時

33 應華 電動布幕

(1)120吋白色電動銀幕。

(2)席白螢幕。

(3)上、下、停三段式控制開關。

(4)具升降自動停止裝置、可控制布幕升降

於任何位置。

幅 1 14,000      14,000         1 14,000      14,000        1 汰換 95.12.11 Z206 提升教學品質
24門課、750名學生、20位

老師始用本設備

34 應華
質性研究分析軟體
(NVivo11) (永久使用)教育版、個人單機完整版。 套 30 21,375      641,250       30 21,375      641,250      0 新增 G351 增加本系所師生研究量 30位師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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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傳藝系

可變色專業LED攝

影棚燈

(技職再造計畫)

1.亮度:8000流明度。

2.可調式6階段色溫2800K-6500K (Color
Temperature)。
3.RGB微調功能。

4全光譜,DMX調光系統(EIA/TIA-485標

準)。
5高演色性90%以上 (Color Rendering Index
CRI)。
6.開機自我測試功能。

盞 28 60,000      1,680,000    28 60,000      1,680,000   

(1)現在燈具發光體為烏絲燈泡,燈
泡耗損及耗電量較高。

(2)094/12/09  數量:4  單價:30500
總價:122000
(3)094/12/09  數量:6  單價:23000
總價:138000
(4)096/12/03  數量28  總
價:1050000

20 汰換 96年購置 Q806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視節目

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內節目製作拍

攝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提

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共二門課

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2.
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

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

作、紀錄片製作共計五門課

每班5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

用250人次使用

36 傳藝系

攝影棚專用LED聚

光投射燈

(技職再造計畫)

1.亮度6000流明度。

2.光3200K (+/- 100 K ) or 白光 5600K (+/-
100 K )。
3.高演色性 CRI 92-95。

4.調光段數 0 - 100%。

5..控制方法 5-Pin DMX/ On-Board Control/
Bluetooth Control。

盞 4 69,000      276,000       4 69,000      276,000      4 汰換 96年購置 Q806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視節目

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內節目製作拍

攝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共二門課

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2.
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

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

作、紀錄片製作共計五門課

每班5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

用250人次使用

37 傳藝系
調光控盤

(技職再造計畫)

1.DMX512信號。

2.可配置240迴路調光。

3.具備劇場模式、追蹤模式。

4.MIDI時間碼控制。

5.獨特的滾筒轉換程序功能和轉輪調節功

能操作。

6.具有內置USB記憶體和外接USB存取，

可配置燈具及數據備份。

式 2 60,000      120,000       2 120,000    240,000      1 汰換 96年購置 Q806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視節目

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內節目製作拍

攝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共二門課

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2.
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

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

作、紀錄片製作共計五門課

每班5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

用250人次使用

38 傳藝系

虛擬棚電動升降背

景

(技職再造計畫)

(1.) 電動馬達二套 。
(2.) 佈景依現場實際大小丈量 (顏色 :綠色

平光及白色平光 ) 。
(3.) 含現場安裝施工服務 。

式 1 380,000    380,000       1 380,000    380,000      1 汰換
95年建置

木造藍棚
Q806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視節目

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棚內節目製作拍

攝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共二門課

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2.
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

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

作、紀錄片製作共計五門課

每班5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

用250人次使用

39 傳藝系
外景用平光燈組

(技職再造計畫)

1.亮度6000流明度(含以上)。
2.可調色溫LED燈  2組。

3. 燈架提袋 * 1。

4. 專用燈架 *2。

5. BP型鋰電池 *2。

6. BP專用充電器 *2。

組 3 95,000      285,000       3 95,000      285,000      0 新增 Q806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傳播實習/

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

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外景拍攝節

目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共二門課

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2.
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

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

作、紀錄片製作共計五門課

每班5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

用250人次使用

40 傳藝系
外景用聚光燈組

(技職再造計畫)

1. 全光譜標準色溫LED燈  *2。

2. 燈具提袋 * 2。

3. 專用燈架 *2。

4. 燈架提袋*1。

5. 高容量行動電源 *2。

6. LED聚光鏡筒*2。

7. 廣角反射罩 *2。

8. 棚燈用快收柔光罩含接環*2。

組 3 115,000    345,000       3 115,000    345,000      2 汰換
95 及97年

購入
Q806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傳播實習/
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
節目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外景拍攝節

目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共二門課

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2.
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

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

作、紀錄片製作共計五門課

每班5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

用250人次使用

41 傳藝系 數位相機

(1)1800萬像素(含以上)。
(2)30倍光學變焦。

(3)Full HD短片拍攝。

台 1 16,900      16,900         1 10,500      10,500        1 汰換 96年購入 Q806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視節目

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節目製作前置作

業拍攝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

力。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共二門課

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2.
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

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

作、紀錄片製作共計五門課

每班5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

用250人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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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傳藝系 外景攝影用高台

1. 使用面積：CM 長120×寬120×高130
2.本體重量：16kg
3.載重：400kg
4.內附基座*1、橫桿*2、踏片*3、攜行袋

*2

組 3 22,000      66,000         3 22,000      66,000        0 新增 Q806

媒體製作/廣告企劃與製作/畢業專題/

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作/電視節目

企劃與製作等課程之外景節目製作拍

攝使用，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

1.專業必修課 媒體製作、電

視節目企劃與製作共二門課

二班共計200人次使用，2.
專業選修課 廣告企劃與製

作、畢業專題、實驗短片製

作、紀錄片製作共計五門課

每班5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

用250人次使用

43 數位系
繪圖工作站(含螢幕

及還原卡)

•處理器：i5 2.6GHz(含以上)
•記憶體：8GB(含以上)
•硬碟：500GB(含以上)
•固態硬碟：240G SSD(含以上)
•顯示卡：獨顯(含以上)
•光碟機：SuperMulti DVD 燒錄機

•Web Cam:Full HD 1080p
•螢幕：22吋，1920x1080 FHD(含以上)
•其它：還原卡

台 57 50,000      2,850,000    57 50,000      2,850,000   57 汰換
99年9月購

置
Q707

已過了使用年限，增購效能符合3D
動畫與虛擬實境相關技術需需求的電

腦，培育3D動畫、虛擬實境與擴增

實境人才，提升實習與就業率。

1.至少14種3D動畫、虛擬實

境、擴增實境等須高效能電

腦的課程使用

2.供4個年級共8個班級上課

使用

44 數位系

繪圖工作站(含19"
螢幕及還原卡)
(技職再造計畫編列

45台)

•處理器：i5 2.6GHz(含以上)
•記憶體：8GB(含以上)
•硬碟：500GB(含以上)
•固態硬碟：240G SSD(含以上)
•顯示卡：獨顯(含以上)
•光碟機：SuperMulti DVD 燒錄機

•Web Cam:Full HD 1080p
•螢幕：19吋

•其它：還原卡

台 61 50,000      3,050,0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汰換金額高

，建議先汰換1 間。
61 汰換

99年9月購

置
Q102

已過了使用年限，增購效能符合3D
動畫與虛擬實境相關技術需需求的電

腦，培育4D動畫、虛擬實境與擴增

實境人才，提升實習與就業率。

1.至少14種3D動畫、虛擬實

境、擴增實境等須高效能電

腦的課程使用

2.供4個年級共9個班級上課

使用

45 數位系
動作捕捉系統軟體

(技職再造計畫)

1.含動作擷取系統操作控制及編修平台

2.可編修補捉後的 data 資料

3.可控制 Vicon 所有系列攝影機

4.對動作捕捉，如人體、動物或者任何物

體模型，能做即時動作擷取以及即時運算

5.即時多物件編輯，可同時擷取多人之即

時動作

套 1 200,000    200,000       1 200,000    200,000      新增功能 1 汰換 98年購置 Z702

1.之前的版本已過期無法使用，需添

購新版才能讓原有的動作擷取攝影機

運作。

2.提升本系動作擷取系統的可用性及

效能，培養3D動畫人才。

三、四年級共4個班使用

46 數位系
虛擬實境設備

(技職再造計畫)

(1)具備一個頭戴式顯示器(支援4K影像)、
無線控制器。

(2)AMOLED 螢幕面板，解析度為 2,160×
1,200，更新率為 90 格 / 秒，顯示密度為

440ppi(含以上)。

台 15 33,000      495,000       15 33,000      495,000      2 新增

Q102、

Q702、

Q707、

校內外展

場、競賽、

高中職學校

展示場

用於虛擬實境美術及程式相關技術的

學習，培育學生實作虛擬實境美術與

體感互動程式的能力，製作虛擬實境

畢業專題與競賽作品、招生宣導。

1.至少7種課程使用

2.每學年至少4個畢業專題

和競賽作品使用

3.每學年至少5場招生宣導

供高中職學生體驗

47 數位系
擴增實境眼鏡

(技職再造計畫)

(1)See-through holographic lenses
(waveguides)。
(2)2 HD 16:9 light engines。
(3)Automatic pupillary distance calibration。
(4)Holographic Resolution: 2.3M total light
points。
(5)Holographic Density: >2.5k radiants (light
points per radian)。

台 2 100,000    200,0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數位系編列

預算總額較高，因經費不足，建

議暫緩購置。

【審查小組會議】此設備有利產

出虛擬實境成果，做為指標性招

生重點，若經費有餘額，優先購

置此項次。

0 新增

Q102、

Q702、

Q707、

校內外展

場、競賽、

高中職學校

展示場

用於擴增實境(AR)美術及程式相關技

術的學習，培育學生實作擴增實境美

術與體感互動程式的能力，製作虛擬

實境畢業專題與競賽作品、招生宣

導。

1.至少7種課程使用

2.每學年至少4個畢業專題

和競賽作品使用

3.每學年至少5場招生宣導

供高中職學生體驗

48 數位系
360度全景相機

(技職再造計畫)

(1)支援全景照相。

(2)1400萬高畫素。

(3)錄影Full HD。

(4)錄影直接上傳手機播放。

(5)充飽電可拍攝260張照片。

(6)內建8G。

台 15 15,000      225,0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數位系編列

預算總額較高，因經費不足，建

議暫緩購置。

0 新增

Q102、

Q702、

Q707、校內

外拍攝場地

用於虛擬實境、數位攝影相關課程、

專題、競賽作品製作

1.至少7種課程使用

2.每學年至少4個畢業專題

和競賽作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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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數位系
擴增實境行動裝置

(技職再造計畫)

(1)具備Google Project Tango技術規格以上

(含)的AR行動裝置。

(2)記憶體:64 GB ROM,4 GB RAM。

(3)電池:2050 mAh(含)以上。

台 4 20,000      80,0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數位系編列

預算總額較高，因經費不足，建

議暫緩購置。

0 新增

Q102、

Q702、

Q707、

校內外展

場、競賽、

高中職學校

展示場

用於擴增實境(AR)美術及程式相關技

術的學習，培育學生實作擴增實境美

術與體感互動程式的能力，製作虛擬

實境畢業專題與競賽作品、招生宣

導。

1.至少7種課程使用

2.每學年至少4個畢業專題

和競賽作品使用

3.每學年至少5場招生宣導

供高中職學生體驗

50 師培 單槍投影機

(1)5200流明(含以上)。
(2)支援解析度:UXGA 1600x1200。

(3)對比度: 5000:1。

(4)掃瞄密度768條。

(5)HDTV相容性。

台 2 50,000      100,000       2 52,000      104,000      2 汰換

分別為96
年及98年

購置

A301、A302
教室

A301及A302教室除師培中心所有課

程外，也提供其他系所課程所使用，

投影機使用機率頻繁。為提升教學品

質，有更新之必要。

A301及A302教室平均每學

期有26門課於此上課。

51 師培 電動銀幕

(1)135吋。

(2)席白螢幕。

(3)上、下、停三段式控制開關。

(4)具升降自動停止裝置、可控制布幕升降

於任何位置。

支 2 42,000      84,000         2 38,000      76,000        2 汰換 93年購置
A301、A302

教室

A301及A302教室除師培中心所有課

程外，也提供其他系所課程所使用，

螢幕使用機率頻繁。為提升教學品質

，有更新之必要。

A301及A302教室平均每學

期有26門課於此上課。

52 師培 室外黑板 木紋色鋁框(W110*H400)cm 面 2 28,000      56,000         2 28,000      56,0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製品 2 汰換 94年購置
A302教室外

走廊

學期中每天都有學生練習，並安排板

書檢定暨比賽。

師培學生每年大約將近100
位。

53 師培 數位相機
(1)2000萬像素。(2)30倍光學變焦。(3)Full
HD短片拍攝。

台 1 10,500      10,500         1 10,500      10,500        2 汰換 95年購置
各項教學相

關活動地點

藉由數位相機詳實記錄每場教學相關

活動，供日後評鑑及學生檔案之製作

使用。

師培中心每學年所舉辦之教

學相關活動約計有30場以

上。

54 師培 硬碟式攝影機

(1)儲存空間:32GB 內建記憶體。(2)動態記

錄格式: MPEG4-AVC/H264。(3)感光元件

總畫數: 229萬。(4)光學:30 倍。

台 1 30,000      30,000         1 30,000      30,000        2 汰換 96年購置
各項教學相

關活動地點

紀錄活動過程，紀錄後存參供成果報

告之使用

師培中心每學年所舉辦之教

學相關活動約計有30場以

上。

55 體育中心 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1)放大器:60W(含以上)。
(2)靈敏度:92dB(含以上)。
(3)電源供應:內建14.8V/2.6A鋰電池(含以

上)。
(4)接收機:雙頻道。

(5)含手握及頭套式無線麥克風。

台 2 17,500      35,000         2 19,000      38,000        0 新增
操場、育美

體育館

提供完備之體育教學設備，以達教學

之成效
每週可提供10班級教學使用

56 體育中心 製冰機 方塊冰，產能：90KG，儲能40KG。 台 1 53,000      53,000         1 53,000      53,000         市面規格品 0 新增 育美體育館

專科一至五年級及大一大二體育課程

用，主要用途為運動傷害防護使用，

提供完備之體育教學設備，以達教學

之成效。

每學期提供10000人次使用

57 體育中心 羽球置球車
訂製品不銹鋼主體，長約118-125CM 寬約

36-40CM 高約100-110CM ，置拍量60支
台 1 16,700      16,700         1 16,700      16,7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製品 1 新增 育美體育館

專科一至五年級及大一大二體育課

程用，現有數量1台，因羽球課同

一時段有2個班，故需要新增一台

球車。

每週可提供10班級教學使用

58 體育中心
可調式多功能推舉

椅

3mm厚ST-37/40 鋼材、長120-130cm 、 寬
70-80cm、高40-50cm 台 2 19,800      39,600         2 19,800      39,600         市面規格品 2 汰換 95年9月 育美體育館

提供體適能補救教學使用，以體適能

成績後5%的學生為主要對象，用以

增進心肺及肌力適能

每學期提供10000人次使用

59 體育中心 室內排球網 含比賽用標竿、標示帶 組 1 13,500      13,500         1 13,500      13,500        0 新增 育美體育館
提供完備之體育教學設備，以達教學

之成效
每學期提供10000人次使用

60 外診 筆記型電腦

(1)CPU：i5 2.0GHz(含以上)。
(2)RAM：8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尺寸：13吋LED(含以上)。

台 3 30,000      90,000         3 28,000      84,000        汰換筆電hp NX6325。 3 汰換 95.09.26 英/外診中心

3F

提供校內外學生不受地點限制，可透

過雲端/遠距使用診斷/諮商/口說等資

源，以提升英/外語成效。

提供雲端/遠距診斷/諮商/口
語服務，預計可服務校內外

學生約1000人次。

61 外診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1 28,000      28,000         1 26,500      26,500        汰換桌機hp DX5150。 1 汰換 95.12.01 英/外診中心

2F

提供校內外學生透過申請線上教具遊

戲帳號，不受時間地點限制，運用本

校自創教具遊戲，訓練單字聯想記憶

技巧，增加單字量及學習動機。

提供校內外學生預計800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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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發中心 剪輯筆記型電腦

四核 2.70GHz, 3.60GHz Turbo, 8MB 45W,
含英特爾 高清顯示卡530
作業系統：Windows 7 專業版繁體中文 64
位元 (包含 Windows 10 專業版授權) 作業

系統恢復選項：Windows 10 專業版 DVD
媒體 (繁體中文) 作業系統媒體用於降級選

項：Windows® 專業 版 64 位元

液晶顯示幕：15.6吋 FHD (1920x1080)
防眩光 LED 背光 (45% color gamut)
RAID 硬碟：1TB 7200 rpm SATA 硬碟

記憶體：16GB (2x8G) 2133MHz DDR4 記
憶體非 ECC
顯卡：Nvidia® Quadro® M2000M 含 4GB
GDDR5

台 1 89,990      89,990         0 -               -                 
 100年桌上型電腦價格78000元目

前使用5年，效能不足地方建議以

升級方式來提升。

1 汰換 100年8月
教師發展中

心

原有之剪輯工作站為100年8月購入

，因近幾年之影片由SD提升至HD
品質甚至4K畫質，此剪輯工作站

之處理影片動畫多媒體性能已漸不

敷使用，且已因效能問題，報修多

次，故汰換。

支援校級影像素材編輯，提供遠距

相關課程製作使用。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63 教發中心 單眼數位相機

1.感光元件：3,040萬畫素全像素雙核

CMOS
2.快門速度：1/8000秒至30秒

3.閃光同步率：1/200s；

4.感光度範圍：ISO 100-32,000（可擴展至

ISO 50-102,400）

5.含SD 64GB記憶卡*1

台 1 150,000    150,000       1 110,000    110,000      

 099/05/18   數量:1  單價:112000
(105/5/13維修過後無報修記錄)
102/09/26   數量:1  單價:65000
【審查會議】主要功能為拍攝全

校性活動，送修期間皆另租用(租
用費約1,000元)，較為不便。且維

修費用皆使用單位業務費，因考

量單價較高及借用人使用習慣，

且特殊活動場合一年不超過十場

以上，建議考量單價較低者。

【會議後教發中心補充資料】因

單價較高，目前考慮沿用舊有鏡

頭，預算降為11萬元。

1 汰換 99年5月
教師發展中

心

原有攝影機為99年5月購買，已小

當機數次，大故障一次(更換基板)
，雖堪用但不穩定。故更換。

支援校級影像素材蒐集及編輯，提

供遠距相關課程製作使用。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64 教發中心 碳纖維三腳架

4號腳架

腳架節數 4節

最大管徑 36mm
全展高度 158cm
閉合長度 53cm
最低高度 12cm
負載能力 30kg
接口 3/8" screw attachment type
接口有 1/4" and 3/8" attachment type
氣泡水平儀(數目) 1 number
高度約13 cm
含油壓雲台(鋁合金、高度13cm、底部連接

座3/8"螺絲母、 雲台上下擺動角度 +90°至-
80°)
含雲台乘載平台。

隻 1 30,000      30,000         1 22,000      22,000        
 090/06/08     數量:1  單價:84237
096/09/17     數量:2  單價:11650
102/09/05     數量:1  單價:8500

2 汰換 96年9月
教師發展中

心

原有之三腳架為96年9月購買，太

小且高度太低，且高度調整伸縮固

定之鎖定功能，鎖住不易，易造成

攝影機摔落。

支援校級影像素材蒐集及編輯，提

供遠距相關課程製作使用。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65 教發中心 電動綠幕

(1)約270x600cm。

(2)螢幕收放電動式。

(3)含架設。

(4)綠色不反光材質。

組 1 30,000      30,000         1 30,000      30,000        1 新增
教師發展中

心攝影棚

提供影片拍攝之後製去背或導播機

直接去背之功能。

支援媒體專題及遠距課程製作使

用。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66 教發中心 機頂閃光燈

(1內建2.4G無線傳輸功能，可設定從屬、

主控功能。

2.無線傳輸距離最遠可達30米。

3.燈頭向左向右可旋轉180度，向上90度，

向下7度。

4.最大閃光出力GN值達60GN。

5.顏色濾鏡。

6.含小型電池盒。

7.含AA3充電電池4顆及充電器。

組 1 25,000      25,000         1 25,000      25,000         094/11/211一台   (單價:10000
NIKON SB-600)

1 汰換 94年11月
教師發展中

心攝影棚

照片素材拍攝之打光工具。

原有之閃光燈Nikon SB600為舊有

Nikon相機系統，與目前使用之

Canon相機電子控制系統相容，無

法TTL測光。

原有之閃光燈Nikon SB600，為94
年11月購買，已超過十年，且蓄電

量已不足，每次閃燈約100次即已

電量不足。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1門遠

距課程。

67 教發中心 攝影棚冷光燈組

1.DMX 冷光燈具

2.適用電壓：200～240V
3.瓦數： 220W
4.燈管規格： 55W x 4
5.調光方式: DMX調光

6.色溫: 3200K/ 5400K(含)以上

組 2 50,000      100,000       2 36,000      72,000         105/08/31設備建置(單價:34000) 4 新增
教師發展中

心

原規劃4組冷光燈，因拍攝出來的

成像仍顯光線不足，故再新增兩

組。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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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教發中心
高畫質專業攝錄影

機

1.專業級高畫質數位攝錄影機一台，包含

原廠隨機配件(電池、充電器、USB電纜線)
2.充電式鋰電池 *1
3.SDXC-Class10 高速存取記憶卡(64G) *2
4.機上麥克風*1
5.專業錄影腳架套組一組

6.攝錄影機背包(手提/側背/後背)一組

7.產品保固一年

8.含使用教學2小時

台 1 100,000    100,000       1 100,000    100,000      

 097/11/11一台   (單價:47150 sony
hxr-12含腳架)
098/04/07一台   (單價:48500
sonyhxr-12含腳架,廣角鏡)
102/09/26 一台  (單價:75000 sony
hxr-nx30n)
105/08/31 一台  (單價98000 sony
NEX-VG30h)

4 汰換

分別於97
年、98

年、102年

及105年購

置

教師發展中

心

一、目前中心所購置的四台數位攝

影機為97年、98年、102年及105年

購置，其中兩台已達到使用年限，

感光元件經長期使用，畫面細緻度

降低，成像不佳，影響遠距課程教

材製作品質。

二、隨著遠距課程數量增多，同時

間錄製課程的時段也增多，需要相

同品質的攝影機來錄製課程。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69 教發中心 65吋多點觸控螢幕

1.一體成型(非外掛方式)
2.顯示面積:1435mm(W)x811mm(H)
3.觸控驅動:免驅動10點 隨插即用

4.觸控方式:手或任何物體面積超過5mm
5.含專用移動架

6.含電子白板軟體一套

7.含使用教學一次2小時

台 1 74,000      74,000         1 74,000      74,000         099/11/26一台  (單價:172500) 1 新增
教師發展中

心攝影棚

原規劃之65吋多點觸控螢幕只有放

在一間攝影棚，因有些課程也會用

到電子白板錄製，故再規劃一台放

在攝影棚。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70 教發中心
專業液晶感壓繪圖

板

(1)螢幕尺寸:21.5吋(含)以上。

(2)工作區域:431.8 x 323.9 公釐(含)以上。

(3)實體尺寸:650 x 400.0 x 55.0 公釐(含)以
上。

(4)壓力感應級數:2048(含)以上。

片 2 70,000      140,000       2 70,000      140,000       存放在攝影棚及虛擬攝影棚，錄

製老師教學簡報畫面 。
0 新增

教師發展中

心

教師錄製課程可直接手寫至講義簡

報中，並可同時將畫面傳至導播機

錄製。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71 教發中心 導播控盤

(1)提供轉場T型控制桿 ( T-Bar )。
(2)提供色光提示按鈕鍵。

(3)可快速選用效果與虛擬場景。

(4)提供 M/E 快選按鈕 , 自動轉場按鈕,3 排
快速按鈕。

組 2 108,000    216,000       2 108,000    216,000      0 新增
教師發展中

心

教師及協助錄製課程人員可利用導

播控盤輕鬆切換所需畫面。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72 教發中心
雲端教材資料庫網

路硬碟

(1)內建四核心處理器。

(2)內建2GB記憶體。

(3)搭配5TB硬碟x4。

(4)相容Windows及OSX系統。

(5)支援RAID0, 1, 5, 10或跨距和JBOD模

式。

(6)內建USB 3.0孔x2。

(7)支援DLNA/UPnP隨時串流影音資料。

(8)雙乙太網路、雙電源提供最佳資料保

護

組 1 40,000      40,000         1 40,000      40,000        2 新增
教師發展中

心

隨著遠距課程增多，之前已購置的

雲端教材資料庫容量已剩6%，不

敷使用。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

距課程。

73 進修部
同步課程教師線上

預約系統

(1)客製學生端行登入/查詢預約介面。

(2)客製教師端帶入課表功能。

(3)客製與校務同步課程與選課。

(4)客製批次預約/刪除預約功能。

(5)客製預約移轉功能。

(6)客製教師或管理人員設定課程助教功

能。

(7)客製助教可使用預約功能。

(8)客製預約行事曆功能。

套 1 500,000    500,000       1 400,000    400,000      

目前線上同步教學平台預約為基

本模組功能，為符合校內教師使

用需求模式，需另改善或優化相

關使用介面。

1 新增
安裝於本校

機房。

有效精進遠距課程質量及推廣外語遠

距課程，並經抽樣訪談學生，確認外

語遠距課程確能提升學生之外語學習

成效。

每學年至少新增25門遠距課

程。

74 進修部
雲端教材庫升級暨

雲端學園優化客製

(1)雲端教材升級完整版(1.開放登入入口2.
課程分享模組3.教材上傳媒體轉檔模組)。
(2)行動模組-問卷模組。

(3)介面功能優化調整。

套 1 500,000    500,000       1 600,000    600,000      

1.擴充雲端教材庫，提供完整版功

能，供老師在教材運用分享與管

理上更便利與彈性，也可提升教

師使用意願。

2.擴充問卷模組行動化服務，提升

課程管理之滿意度回饋率。

1 新增
安裝於本校

機房。

充實現有遠距課程管理平台，建構數

位化學習環境，有效精進遠距課程質

量及推廣外語遠距課程，並經抽樣訪

談學生，確認外語遠距課程確能提升

學生之外語學習成效。

每學年至少新增25門遠距課

程。

75 進修部
遠距課程教學助理

管理系統

(1)教學助理線上申請功能。

(2)教師教學助理需用登錄功能。

(3)系助行政媒合功能。

(4)教學助理評核模組。

(5)教學助理通知模組。

套 1 300,000    300,000       0 -               -                 

提升網路課程教學助理與教師媒

合效率，並可針對教學助理進行

評核，是否可與現行校務系統之

(一般性)教學助理管理模組整合需

再進一步評估。

【會計室審查意見】教學助理管

理系統較屬於教學行政作業，與

獎補助款補助教學研究直接相關

設備之精神較不相符。

1 新增
安裝於本校

機房。

優化行政程序，減少臨櫃業務，縮

短作業時程。
無紙化並減少臨櫃業務。

93



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質化分析 量化分析
使用地點

原設備購

置日期
項次 需求單位

單位編列數 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建議數 新增
or

汰換

現有

數量
品名 規格或說明 單位

效益評估

76 進修部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台 3 25,000      75,000         0 -               -                 行政用電腦不能報支獎補助款，

建議編列於校內預算。
3 汰換

進修部辦公

室(教務組2
台、總務組1

台)

增加行政業務處理效率，減少師生等

待的時間。

進修部行政業務量龐大，同

一個時間可增加1倍的處理

量。

77 資教 虛擬化系統

(永久授權)教育版，配合現有VMWare整合

系統

Academic VMware vSphere 5 Standard for 2
processor

套 3     106,257 318,771       3     106,257 318,771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雲端學

園、雲端學園資料庫、雲端學園

教材庫、Eclass系統使用。

9 新增 A409機房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網路大學系

統需求。
提供1000門以上課程使用

78 資教 機架式主機

(1)符合標準 19 吋機架式伺服器(含機架套

件)。(2) CPU 2GHz(含以上)*2。(3) RAM:
192GB(含以上)。(4) HDD: SAS 300GB(含
以上)*2。(5) 網卡: 10G 2-port NIC*1。(6)
16Gb 1-port FC HBA*2。

台 3     600,000 1,800,000    3 600,000    1,800,000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雲端學

園、雲端學園資料庫、雲端學園

教材庫、Eclass系統使用。

9 新增 A409機房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網路大學系

統需求。
提供1000門以上課程使用

79 資教 中階儲存設備

(1)符合標準 19 吋機架式磁碟陣列系統(含
機架套件)。
(2)雙控制器模組，支援熱插拔功能。

(3)提供原廠兩組(含)以上電源供應器與散

熱風扇，具熱抽換(Hot Plug)與備援容錯功

能(Redundant)。
(4)提供16 Gb/s光纖(Fiber Channel)通道連接

埠2個(含)以上。

(5)支援Raid 5、Raid 6功能。

(6)提供1.2TB 10000RPM SAS 73顆(含)以上

，且可用空間70TB(含)以上。

(7)儲存設備支援快照功能(Snapshot)，數量

可達1,000 份(含)以上。

(8) 支援提供連線主機100台(含)以上。

台 1  2,890,000 2,890,000    1 2,890,000 2,890,000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雲端學

園、雲端學園資料庫、雲端學園

教材庫、Eclass系統使用。

2 新增 A409機房
擴充虛擬主機系統，提供網路大學系

統需求。
提供1000門以上課程使用

80 資教 低階儲存設備

(1)符合標準 19 吋機架式磁碟陣列系統(含
機架套件)。
(2)支援NFS功能。

(3)支援Rsync遠端同步功能。

(4)支援Raid 5、Raid 6功能。

(5)提供10Gb網卡連線。

(6)提供可用空間120TB(含以上)。
(7)提供原廠兩組(含)以上電源供應器。

台 1     980,000 980,000       1 980,000    980,000      
汰換現有資訊講台PDC儲存磁碟

主機，提升儲存空間，提供資訊

講台登入使用

1 汰換 98年購置 A409機房

汰換現有資訊講台PDC儲存磁碟主機

，提升存取速度，提供資訊講台登入

使用

提供500位教師資料儲存使

用

81 資教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67       26,500 1,775,500    67 26,500      1,775,500    汰換Q103自習教室 67 汰換 98年購置 Q103 句新學生自由使用教室電腦，解決電

腦速度過慢問題。
每年80000人次使用

82 資教 單槍投影機

(1)5200流明(含以上)。
(2)支援解析度:UXGA 1600x1200。

(3) 對比度: 5000:1。

(4)掃瞄密度768條。

(5)HDTV相容性。

(6)D-sub 15pin x1。

台 30       52,000 1,560,000    0 -               -                 
 更新102年普通教室單槍投影機。

【會計室審查意見】因經費不足

，建議由實習費支應。

30  汰換 102年4月  普通教室 1.改善設備穩定性

2.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普通教室每週可至少提供37
節課程使用

26,209,410  20,330,720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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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6資本門-學務設備 (單價>1萬元)

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質化分析 量化分析

1 學生會 數位相機

(1)1800萬像素(含以上)。
(2)30倍光學變焦。

(3)Full HD短片拍攝。
台 2 21,900         43,800         2 10,500         21,000         原預算規格為單眼相機沒有鏡頭,建

議修改為數位相機。
0 新增 全校

獎勵資料製作E化有成之社團，並激勵

全校社團組織資料製作全面朝向E化邁

進。(社團評鑑分三個類別評分，本次

新增2台當作第二名獎品。課外活動指

導組隸屬財產現有約17台相機，分別

為公用及社團專屬用（歷年社團評鑑

獎品）)

每年於各分組評鑑選出第二

名社團或組織。

2 學生會 混音器

(1)8 路麥克風輸入(含以

上)。(2)ST 主輸出。(3)
數位輸出入介面:USB
Audio USB IN。(4)全諧

波失真:0.02% (20Hz-
20kHz@ +14dBu)。

台 1 12,000         12,000         1 14,000         14,000         0

汰換

(現有1

台為其

他單位

報廢

品)

A003韻律

教室

A003韻律教室為各單位（含社團、課

程等等）練習舞蹈用，現有一台其他

單位報廢之混音器，故障率極高，迫

切需要更新讓品質達到最大化，提升

練習成效，維護上課品質。

每學期平均超過300次使用機

會。

3 學生會 防潮箱

(1)外部尺寸：約 (W) 400
x (H) 1377 x (D) 529
mm。(2)內部尺寸：約

(W) 398 x (H) 1287 x (D)
500 mm。(3)箱內容量：

256公升。

個 1 10,800         10,800         1 10,800         10,800         0 新增 X102 可有效且安全保存電子產品。

學生活動中心目前有相機、

攝影機等電子設備，未來也

可能會增購其他產品，故需

購置大型防潮箱，延長壽

命。

4 學生會 運動攝影機

(1)1200萬畫素。(2)每秒

30張連拍。(3)自動低光

模式。(4)內建Wi-Fi和藍

芽。(5)三向多功能手持

桿。

台 1 20,500         20,500         1 20,500         20,500         13 新增 全校

獎勵資料製作E化有成之社團，並激勵

全校社團組織資料製作全面朝向E化邁

進。(社團評鑑分三個類別評分，本次

新增1台當作第二名獎品。課外活動指

導組隸屬財產現有約13台攝影機，皆

為公用。)

每年於各分組評鑑選出第二

名社團或組織。

5 拉丁打擊樂社 敦敦鼓
10"+12"+14" ，附太鼓木

架子
組 1 28,000         28,000         1 28,000         28,000         市面規格品 0 新增 F001 渾厚低音提供穩定節奏，有助於練習

及表演效果

每學期約10場表演。

(103學年度81.78分)該社團現

擁有五款不同類型之鼓組。

104-1計56名社員。

6 國樂社 定音鼓
23吋玻璃纖維製胴體附

調音指針及鼓套。
顆 1 105,000       105,000       1 105,000       105,000       市面規格品 0 新增 X003

定音鼓音色柔和、飽滿、音量可控制

，不同力度可表現不同內容，並且能

夠適度修飾曲目，可使演出更具有張

力及震撼力，能為往後的表演及比賽

著實加分。

每學期約20堂社課，每年皆

參與全國大賽，學校有活動

可擔任開場或參與活動中的

演出。

(103學年度87.81分)該社團現

擁有約三十項不同種類之樂

器。104-1計43名社員。

7 民謠吉他社
吉他     Veelah
V1-OMCE

(1)加拿大單板雲杉面板

(2)桃花心木背側板

(3)桃花心木琴頸

(4)玫瑰木指版

(5)加拿大製 Nubone弦枕

(6)玫瑰木音孔花圈

把 1 12,000         12,000         1 12,000         12,000         市面規格品 2 新增 E202 能提升課堂成效並維護上課品質;且在

有表演活動時能夠充分運用此設備。

每學期上課約21次。

(103學年度85.98分)該社團現

擁有兩把不同類型之吉他。

104-1計64名社員。

8 管樂社 低音號

(1)調性：低音Bb調
(2)口徑大小：18.5-
19.5mm(0.728-0.768")
(3)喇叭口直徑：

443mm(17-1/2")
(4)活塞：4活塞按鍵

吹口：67C4

把 2 233,000       466,000       2 233,000       466,000       
需求單位表示若只購置1把，於樂團

中演奏效果不佳，則失去購置之意

義。

0 新增 K001
管樂曲必要樂器。渾厚低音提供穩定

節奏，有助於提升樂曲清晰度，提高

表演張力。

每學期上課約13次;分布練習

13次，共26次。100%適用管

樂。

現有

數量

新增

or
汰換

使用地點單位

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建議數(同統籌單位、審查小組會議)單位編列數

需求單位

效益評估

優先序 品名 規格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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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質化分析 量化分析

現有

數量

新增

or
汰換

使用地點單位

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建議數(同統籌單位、審查小組會議)單位編列數

需求單位

效益評估

優先序 品名 規格或說明

9 管樂社 法國號

(1)調性：F/Bb
(2)口徑大小：

12mm(0.472")
(3)喇叭口尺寸：M
(4)喇叭口拆卸：不可(D
為可拆卸)
(5)轉閥按鍵：4鍵
(6)轉閥設計：實心轉閥

(7)槓桿裝置：線控

(8)吹口：32C

把 2 107,100       214,2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因經費不足，

建議依優先序暫緩購置。
0 新增 K001 多變的音調轉換助於提升樂曲清晰度

，提高表演張力。

每學期上課約13次;分布練習

13次，共26次。100%適用管

樂。

10 民謠吉他社
吉他     Veelah
V1-DMCE

(1)桃花心木面板

(2)桃花心木背側板

(3)桃花心木琴頸

(4)玫瑰木指版

(5)加拿大製 Nubone弦枕

(6)玫瑰木音孔花圈

把 1 12,000         12,0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因經費不足，

建議依優先序暫緩購置。
2 新增 E202 能提升課堂成效並維護上課品質;且在

有表演活動時能夠充分運用此設備。

每學期上課約21次。

(103學年度85.98分)該社團現

擁有兩把不同類型之吉他。

104-1計64名社員。

11 國樂社 定音鼓
20吋銅製胴體附調音指

針及鼓套。
顆 1 100,500       100,5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因經費不足，

建議依優先序暫緩購置。
0 新增 X003

定音鼓音色柔和、飽滿、音量可控制

，不同力度可表現不同內容，並且能

夠適度修飾曲目，可使演出更具有張

力及震撼力，能為往後的表演及比賽

著實加分。

每學期約20堂社課，每年皆

參與全國大賽，學校有活動

可擔任開場或參與活動中的

演出。

(103學年度87.81分)該社團現

擁有約三十項不同種類之樂

器。104-1計43名社員。

12 管樂社 定音鼓
26吋玻璃纖維製胴體附

調音指針及鼓套。
顆 1 108,000       108,000       0 -                  -                  【會計室審查意見】因經費不足，

建議依優先序暫緩購置。
0 新增 K001

可調音的特性，能為打擊帶來不同的

變化，助於提升樂曲清晰度，提高表

演張力。

每學期上課約13次;分布練習

13次，共26次。10首管樂曲

，就有8首需要定音鼓。

1,132,800    677,300       審查會議決議經議價後仍有空間流

用依序遞補，不另呈簽。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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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質化分析 量化分析

1 圖書館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台 8          30,000         240,000 8        26,500         212,000 8 汰換
93-99年度

購置

1F資訊檢

索區及流

通台

汰換老舊電腦(93-99年度購置)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圖書館

服務品質。

每月使用人次至少1000
人。

2 圖書館
教室用桌上型電腦

(含螢幕及還原卡)

(1)CPU：i5 2.6GHz(含以上)。
(2)RAM：8 GB(含以上)。
(3)HDD：120GB(含以上)。
(4)LCD：19吋LED
(5)還原卡

台 1          30,000           30,000 1        26,500           26,500 1 汰換
97年度購

置

8F功能學

習室

汰換老舊電腦(97年度購置)，
提升學習成效。

每年使用人次至少2000
人。

3 圖書館 數位式館員工作站

(1)數位辨識標籤工作頻率：

13.56MHZ。

(2)可以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連結、傳

遞書籍及讀者資料。

(3)沒有偵測到數位辨識標籤時，將會

自動轉為掃描讀取條碼；雙功設計，

可同時處理條碼及數位辨識標籤。

(4)借還書時能與自動化系統連線，同

步進行資料庫記錄更新。

台 1        440,000         440,000 1      440,000         440,000 2 汰換
購置已達

16年 1F流通台

目前1台館員工作站年限已達

16年，經常故障，建議汰換，

提升流通台借還書效能。

4 圖書館 All-in-One電腦
22吋以上，具觸控功能，其他請資教

中心建議
台 3          35,000         105,000 3        26,500           79,500 2 新增

1F資訊檢

所區及6F
夾層

空間座位管理系統預約機，可

提昇座位管理系登記效能。

每月使用人次至少500
人。

5 圖書館 All-in-One電腦
22吋以上，具觸控功能，其他請資教

中心建議
台 8          35,000         280,000 8        26,500         212,000 汰換經常故障100年asus All-in-

One電腦
12 汰換

100年度

購置
3F耕心園

汰換老舊電腦，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

每月使用人次至少1000
人。

6 圖書館 自動門 含門禁工程 式 1        150,000         150,000 1      120,000         120,000
H190cm*W212cm 採用原有門

扇整修及刷卡門禁自動管制人

員進出

0 新增 3F耕心園

耕心園自修室門禁管控改用自

動門加門禁系統，不須安排工

作人員輪值，可計算使用人次

，並可讓身障學生方便進入使

用。

每月使用人次至少500
人。

7 圖書館
行動圖書館第一期-
APP

(1)可完全相容及配合本校Sierra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的讀取、寫入及流通作

業。

(2)提供Andorid與IOS兩種系統版本。

(3)功能具擴充性可於日後因應本館需

求增加其他應用功能(例如尋書或盤

點)。

式 1        600,000         600,000 1      600,000         600,0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製品 0 新增 圖書館

提供學生手機自助借書及查詢

借閱情形，實現手機成為借書

證的可能性，建立手機應用的

友善環境，提升借閱方式的彈

性和便利性。

每年使用10萬人次以

上。

8 圖書館
行動圖書館第一期-
RFID讀卡機

(1)可讀取UHF頻率 RFID標籤。(2)符
合 FCC、 NCC 法規。(3)可配合手機

借書作業應用於貼RFID標籤及流通台

借還介業。

台 2          50,000         100,000 1      100,000         100,0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製品 0 新增 圖書館

結合手機借書應用於圖書資料

編目、貼RFID標籤及流通台

借還作業。

每年編目、貼RFID標籤1
萬冊以上，借還10人次

以上。

9 圖書館
行動圖書館第一期-
隱藏式RFID偵測器

(1)可遠距快速偵測UHF超高頻RFID標

籤。(2)可偵測直線高速移動(50KM/小
時)人員及物品。(3)可結合圖書館門禁

設備及系統。(4)含軟體及施工。(5)含
1萬條UHF RFID標籤。(6)符合 FCC、

NCC 法規。

式 1        500,000         500,000 1      500,000         500,0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製品 0 新增 圖書館

結合手機借書APP偵測圖書有

無借出，並立即騰同步連線圖

書館系統，具防盜功能。

10 圖書館 無線導覽系統

(1)充電式鋰電無線導覽發射器(含耳掛

式MIC)。
(2)充電式鋰電無線導覽接收機(含耳機

30個)。
(3)28槽充電收藏箱台。

(4)收藏箱(可收藏30台接收機)。

式 1        217,200         217,200 0                 -                     -

至善樓國璽會議中心有一整套

設備，目前使用率不高，建議

請資教中心檢查後可移轉圖書

館使用，本預算可作為購置其

他設備。

0 新增 圖書館

提供圖書館導覽使用，圖書館

導覽時可降低音量，參觀人員

收聽清晰，提升導覽品質。

每年導覽人次至少500
人。

     2,662,200      2,290,000 105年度預算數$3,000,000

使用地點
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建議數(同統籌單位、審查小組會議)單位編列數 原設備購

置日期
申請單位

自動化設備小計

(表7)106資本門-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優先序

新增

or
汰換

現有

數量

效益評估
規格或說明 單位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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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質化分析 量化分析
使用地點

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建議數(同統籌單位、審查小組會議)單位編列數 原設備購

置日期
申請單位優先序

新增

or
汰換

現有

數量

效益評估
規格或說明 單位品名

11 圖書館 圖書 由系所中心薦購，圖書館統籌 筆 1     6,500,000      6,500,000 1   2,100,000      2,100,000  105年度預算數$2,099,183 0 新增 圖書館
提升教學、研究及學習之圖書

資料品質。

圖書、視聽及期刊資料

每學年20萬次以上的借

閱量。

12 圖書館 期刊 由系所中心薦購，圖書館統籌 筆 1     2,500,000      2,500,000 1   2,000,000      2,000,000  105年度預算數$1,650,000 0 新增 圖書館
提升教學、研究及學習之圖書

資料品質。

圖書、視聽及期刊資料

每學年20萬次以上的借

閱量。

13 圖書館 視材 由系所中心薦購，圖書館統籌 筆 1     1,000,000      1,000,000 1      600,000         600,000  105年度預算數$600,000 0 新增 圖書館
提升教學、研究及學習之圖書

資料品質。

圖書、視聽及期刊資料

每學年20萬次以上的借

閱量。

圖書館 電子資料庫-資本門 (買斷)UDN讀書館電子書庫(約2000本) 筆 1        300,000         300,000 1      300,000         300,000 0 新增 圖書館
提升教學、研究及學習之圖書

資料品質。

新訂，預期每年使用

2000人次以上。

圖書館 電子資料庫-資本門 (買斷)Easytest線上學習測驗平台題庫 筆 1        200,000         200,000 1      200,000         200,000 1 續訂

104學年

度使用人

次5272
圖書館

提升教學、研究及學習之圖書

資料品質。

加購新題庫，預期每年

使用4500人次以上。

   10,500,000      5,200,000 105年度預算數$4,882,183

   13,162,200      7,490,000 105年度預算數$7,882,183

106年度 105年度

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 2,100,000   2,099,183     
2,000,000   1,650,000     

600,000      600,000        
500,000      533,000        

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 3,526,368   2,617,817     
8,726,368   7,500,000     

2,200,000   2,200,000     

100,000      98,000          

2,300,000   2,298,000     
11,026,368    9,798,000        

合    計

105年度預算數$533,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小計

14

圖書

期刊

視材

電子資料庫

一年期資料庫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經費彙整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含配合款)--資本門

(106暫以105預算數估列)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含配合款)--經常門

(106暫以105預算數估列)

合    計

小    計

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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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06經常門預算需求明細

預估

件數
預估金額

建議

件數

建議

金額
預算審查說明

補助教師製作遠距課

程數位教材
3          200,000 0                      - 目前由教發中心協助製作之教材無法申請補助

，故無此經費需求。
-                       -                      -                     -                      教發

獎勵教師編纂紙本教

材、數位教材(每案至

多2萬元獎勵金)
6          100,000 29          580,000 紙本教材預計完成2案，數位教材預計27案。 550,000           550,000           500,000         40,000            依表七編列教材教具獎勵金問卷進行預算審查。 教發

補助教師製作有助於

學生了解課程內容之

教材所需相關費用。

6            40,000 4            80,000 根據105年度申請件數為8件，申請總金額為

132,999元
50,000             50,000             50,000           -                      鼓勵教師製作教材並依辦法規範每案上限20,000編列。

教務處綜合

組

小計 15          340,000 33          660,000 600,000           600,000           550,000         40,000            
獎勵教師製作教具(每
案至多2萬元獎勵金) 6          170,000 1            20,000 教具預計完成1案。 20,000             20,000             -                     -                      依表七編列教材教具獎勵金問卷進行預算審查。 教發

補助教師製作有助於

學生了解課程內容之

教具所需相關費用。

1            52,320 0                      - 根據105年度申請件數為0件 -                       -                      50,000           27,700            鼓勵教師製作教材並依辦法規範每案上限20,000編列。
教務處綜合

組

小計 7          222,320 1            20,000 20,000             20,000             50,000           27,700            

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

照
19            96,550 19            96,550 計有7個單位，合計19位教師申請專業證照補

助
              30,000              30,000             50,000                3,300 按本校補助教職員工取得專業證(執)照要點辦理。 人事室

創新課程(補助) 51       1,115,242 26          800,000

1.104學年度各教學單位提出申請金額為

839,582元。

2.104年度核定金額如下：

整體獎補助款800,000元。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一）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依本作業要點彙整後，先送請會計室

就經費合宜性給予建議。

（二）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教務處綜合

組

獎勵教師申請政府部

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

計畫案(計畫金額5萬元

以上，獎勵金1~4萬

元)

9          230,000 8          160,000
104學年度共8案提出申請，其中2案正審核申

請中，其他6案已核定通過，預估一年8案，一

案以20,000元編列。

            130,000            130,000           100,000            130,000 依據本校「獎勵教師申請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實施要

點」審查辦理。

教務處綜合

組

遠距教學 42       5,583,427 42       3,435,393 含教師加計鐘點費$1,602,936+教學助理工讀費

補助$1,832,457          2,182,000         2,182,000        2,000,000            777,252

目前經費編列方式為依照本校遠距教學實施細則中明訂:
1.開課教師必須同時參與該門遠距課程教材製作始得加計鐘點費。教師加

計之鐘點費視該班修課總人數而定。班級人數15~30人，增加0.2倍鐘點

費；人數31~45人，增加0.4倍鐘點費；46~60人，增加0.6倍鐘點費；

61~80人增加0.8倍鐘點費；81~100人增加1倍鐘點費。

2.每門電腦網路教學課程可申請教學助理協助課程之教學，經費以班級人

數計算（15~30人班級，每班每月15小時；31~45人班級，每班每月20小

時；46~60人班級，每班每月25小時；61~80人班級，每班每月35小時；

81~100人班級，每班每月45小時)。
<教師加計鐘點費>
以講師夜間鐘點費615元計算，乘以學分數乘以18週，乘上以班級修課人

數而定之加計鐘點倍數。105學年度下學期預估741,690元、106學年度上

學期預估861,246元，總計約需1,602,936元。

<遠距教學助理工讀費>
以每小時133元計算，乘上以修課人數而定之每班每月小時，乘上3個月

，105學年度下學期預估865,875元、106學年度上學期預估966,582元，總

計約需1,832,457元。

進修部教務

組

統籌單位

提報專責小組

會議建議預算

數

統籌單位審查原則

提報審查會議

建議預算數

(參考統籌單位

建議數及依總

經費初步調整)

105年度執行

數(截至10/14)
105年度

預算數
經常門 補助項目

統籌單位

編纂教材

單位編列數

製作教具

改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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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件數
預估金額

建議

件數

建議

金額
預算審查說明

統籌單位

提報專責小組

會議建議預算

數

統籌單位審查原則

提報審查會議

建議預算數

(參考統籌單位

建議數及依總

經費初步調整)

105年度執行

數(截至10/14)
105年度

預算數
經常門 補助項目

統籌單位單位編列數

獎勵教師指導學生研

究
0                     - 7            21,000 每年大約7件, 修法若通過, 則投件可得3,000元

獎勵，以此標準計算如下: 7件*$3,000               18,000              18,000             20,000              10,000 「文藻外語大學獎勵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學術型研究計畫實施要

點」新的審定標準尚在擬定中。
學術組

獎勵教師指導學生競

賽
23          175,000 23          172,500 105年編列160,000元,106年預計依各系提出共

23件每件編列7,500元合計172,500元
            100,000            100,000           160,000              44,000 文藻外語大學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實施要點辦理 產學組

獎勵優良教師 14          300,000 10          240,000 擬修正本校「年度優良教師選拔要點」             240,000            240,000           210,000            210,000 依修正後要點，獎勵名額共計10名：傑出教師１名：獎勵金6萬

元；優良教師9名：每名2萬元
人事室

小計 158 7,500,219     135 4,925,443               3,500,000         3,500,000        3,340,000         1,974,552

個人型研究計畫案(補
助金額最低2萬元、最

高8萬元)
33       2,050,000 10          600,000 105年申請11件,通過7件,  每件從2萬到8萬不

一, 故以6萬計算: 10件*$60,000             200,000            200,000           420,000            132,261 學術組

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

案(補助金額每案以40
萬元為上限)

8          960,000 14       2,800,000 中長程KPI為14件, 每件20萬計算: 14件

*$200,000          2,000,000         2,000,000        1,800,000            323,524 學術組

國際產官學合作研究

計畫(含大陸及港、澳)
合約金額達1,700 美元

(含)以上，得申請補

助。(補助金額以行政

管理費50%為上限)

4          100,000 4          100,000 依各系提出實際國際產學案件數編列共4件。                         -                        -             50,000                       - 產學組

獲得教育部、 科技部

或其他公私立機構獎

補助之研究計畫案暨

與公民營機構簽訂之

(國際 )產官學合作研

究計畫案，得申請獎

勵金。(計畫金額5萬元

以上)

88       1,670,000 116       1,720,000

產學組：建議86件，1,120,000元

(105年編列60件共600,000元,106年預計依各系

提出預估產學案共86件編列1,120,000元)

學術組：建議30件，600,000元

( 106年預估有30件申請案:30*20,000
*校內學術單位預估88件,計1,670,000元)

         1,000,000         1,000,000        1,200,000            760,000

(教育部案)
教務處綜合

組、(科技

部案)學術

組、(產學

研究案)產
學組

小計 133 4,780,000     144   5,220,000               3,200,000         3,200,000        3,470,000         1,215,785

辦理教學研習 16       1,127,036 16       1,110,900 計有9個單位，共辦理16個研討(習)會          1,110,900         1,160,900        2,533,044         2,232,327 國際研討會每系每場次10萬元，國內研討會每系每場次5萬元。 人事室

辦理研習(公民營研習) 3          265,000 1          150,000 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

列所需業務費及雜支費用,英文系預計辦理
            150,000            150,000                       - 文藻外語大學補助各單位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

點第四條辦理
產學組

參加研習(公民營研習) 17          170,000 18          180,000 法文系1件及國企系17件預計參加廣度研習,每
件補助10,000元

            180,000            180,000                       - 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辦理第四

條辦理
產學組

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師專題暨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

（二）補助：補助種類、金額及原則分列如下：

1. 個人型研究計畫案：限前一學年度提出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未獲補助

者，補助金額每案以最低2萬，最高8萬。每人每年度以1案為限。

1.1申請人依所屬單位所訂時間提出申請。

1.2於每年9月底前提送承辦單位送交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學審會)審查。

1.3個人型研究計畫案審查重點如下：研究計畫之周全性、學術性、應用

性與預期成果。曾獲該類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者，第二次（含）以後之申

請，應檢附近五年歷次補助案後續正式發表之作品佐證資料作為審核參

考。

1.4若申請人獲得本案補助後，其科技部計畫經申覆通過時，則取消本項

補助案。

2. 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案：補助金額每案以40萬元為上限，每人每年度

擔任總計畫主持人以1案為限，補助金額得視當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

助款之金額與學校財務狀況做適度的修正調整。

2.1申請人得隨時提出申請。

2.2研發處將計畫書送2人外審，均獲通過者方得送交學審會審查。

2.3校內整合型計畫審查重點：原則上應配合系(所)中心、院及校務發展

之重點指標，且具有成為本校研究特色領域及本校重點研究者;其餘審查

重點同個人型計畫。

3. 國際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含大陸及港、澳)合約金額達1,700美元(含)以
上，得視實際需求提出補助申請，補助金額以行政管理費百分之五十為

上限。若後續合約金額變動則依比例調整，並應於計畫簽訂後兩個月內

提出申請，經核准通過後，俟計畫經費撥入後請款。

國際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以「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師專題暨產官學合

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第三條辦理」

研  究

改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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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件數
預估金額

建議

件數

建議

金額
預算審查說明

統籌單位

提報專責小組

會議建議預算

數

統籌單位審查原則

提報審查會議

建議預算數

(參考統籌單位

建議數及依總

經費初步調整)

105年度執行

數(截至10/14)
105年度

預算數
經常門 補助項目

統籌單位單位編列數

參加研習-國內(學術研

討會) 93          952,900 11            77,000 105年約11件. 至多1萬元, 故以平均每件7,000
元計算: 11件*$7,000               77,000              77,000 學術組

參加研習-國外(學術研

討會) 31          906,754 18          450,000
105年約15件, 故預估增加3件, 亞洲最高2萬元,
歐洲最高4萬元, 以25,000元為平均數計算: 18
件*$25,000

            420,000            420,000 學術組

參加研習-(奉派公差)
參加國際會議或學術

交流、研習活動

11          220,000 40       1,200,000
106年將至上海外語大學參加海峽兩岸研討會

及六方論壇, 故件數為40件, 以每件30,000元計

算: 40件*$30,000
         1,000,000         1,000,000 學術組

參加研習-從事與職務

有關之證照研習、實

務研究或參加與職務

有關之研習課程

9            75,000 30          180,000 105年約21件. 研習至多1萬元, 故以平均每件

6,000元計算:30件*$6,000             164,435            164,435 學術組

參加研習-短期研習(優
先由師生實務增能計

畫申請補助)
3          110,000 1            12,000 補助德文系105年師生實務增能不足金額深度

研習場地費12,000元。
              12,000              12,000                       -                       - 105年師生實務增能德文已獲教育部補助,因場地費金額不足12,000

元,故編列之(擬請同意此項經費勿刪除) 產學組

參加研習-深耕服務(優
先由師生實務增能計

畫申請補助)
1            45,000 3            85,665

補助德文系、英文系及國事系105年師生實務

增能不足金額,深耕服務所需教師鐘點費85,665
元(含二代健保費)。

              85,665              85,665                       -                       - 105年師生實務增能深耕服務3系老師已獲教育部補助,因教師鐘點

費金額不足85,665元,故編列之(請同意此項經費勿刪除) 產學組

小計 184 3,871,690     138 3,445,565               3,200,000         3,250,000        4,000,000         3,098,574

留職留薪 1          822,000 0                      -

留職停薪 1          100,000 0                      -

帶職帶薪 1            60,000 0                      -

服務績優進修研究 0                     - 0                      -

小計 3 982,000        0                      -

學術著作 18          280,500
論文期刊發表 94          791,000
其他作品(如專利、藝

術類作品) 5            59,000

小計 117 1,130,500     將以點

數計
300,000        9/20主管會報校長提到撥出校內自籌款300,000

元(日後以點數計算,目前無法評估）

                     -

521,498          

       1,466,956

300,000           

           866,247

                       -

目前本校補助留職留薪教師於進修研究期間相關之本俸、研究費

五成之補助及其基本授課時數委請他人代課之鐘點費。根據「教

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勵補助，

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建議修改辦法

將補助薪資改為補助進修學費，則不受應達基本授課時數之規

定。預算數仍建議暫編10萬元。

                      -            100,000

1,200,000      

【審查委員意見】學校補助留職留薪教師進修

或研究，然而該師並無授課事實，有違「教育

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第9點第(5)款第2目規定--獎勵補助

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

勵補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立學校或

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之教師

，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著  作

進   修

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師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處理要點

七、各申請案之審查及核准原則如下：

（一）論文係以本校名義在會議中發表。

（二）申請人近年來之研究成果、年資、服務績效等。

（三）參加研討(習)會之性質、規模及其學術上之重要性。

（四）同一申請人每一會計年度補助以十萬元為上限。惟因第三點第四

目之補助得不受此限。

（五）論文係合著者，每一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為限。

（六）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之補助金額核定原則：五年內至少有一

篇獲補助之研討會論文已經出版於學術刊物者(須有ISBN或ISSN)，依補

助項目全額補助，其餘得扣減補助金額。五年內首次申請者則不在此

限。

*奉派公差者不在此限(惟須與校務發展相關)

人事室

學術組

研  習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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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件數
預估金額

建議

件數

建議

金額
預算審查說明

統籌單位

提報專責小組

會議建議預算

數

統籌單位審查原則

提報審查會議

建議預算數

(參考統籌單位

建議數及依總

經費初步調整)

105年度執行

數(截至10/14)
105年度

預算數
經常門 補助項目

統籌單位單位編列數

著作升等 34          339,600 19          266,000 計有英文系等14個單位，合計19位老師提出升

等
著作升等(院、校二級)，7000元*2(二級)*１9案=266,000元

學位升等 5            35,600 5            35,000 計有英語教學中心3個單位，合計5位老師提出

升等
學位升等(院一級審查)審查費每人7,000元*5案=35,000元

多元升等 3            15,000 3            42,000 計有國企管系等2個單位，合計3位老師提出升

等

多元升等(院、校二級審查)，每案審查費：7000元*2(二級)*3案

=42,000元

小計 42 390,200        27 343,000        

鼓勵職工就讀本校進

修
0                     - 1            33,000 日文系一名職員就讀本校研究所。 33,000             33,000             100,000         -                      

辦理職工研習 (請附活

動企劃) 13          471,687 13          471,687 人事室辦理9場、秘書室辦理4場研習，以提升

行政職能。
257,000           257,000           207,200         245,690          

參加職工研習 9          140,000 9          140,000 建議本校各單位參加校外研習之經費，由本項

列支。
200,000           200,000           172,800         193,429          

職工證照獎勵 9 76,000          9            76,000 本項獎勵金由本校證照獎勵小組審查 10,000             10,000             20,000           -                      

小計 31 687,687        32 720,687        500,000           500,000           500,000         439,119          

根據105學年度實支數預估。

依據獎勵補助辦法規定，行政研習經費應暫經常門支出5%以下。

建議依據編制慣例，以經常門2%為編列。

有關研習之辦理，主辦單位仍可爭取校外之補助，例如勞動部經

費補助。

         293,600          293,600             250,000            250,000           220,000            146,829
由學務處轄下單位依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提報計畫，經學

生事務處主管會議討論後，送學生事務會議核定通過，再送本校

整體發展經費審查會議審議。

學務處

14          402,180 11          369,000 369,000           383,798           181,070         161,520          同資本門審查原則

26       4,672,256 20       3,526,368          3,526,368         3,526,368        2,707,817         2,620,748 編列之電子資源清單均已交由圖書館委員會就適用性及使用統計

審查決議通過。
圖書館

         791,312          791,312 791,312           571,814           782,687         1,000,000       俟經常門各項預算估列後，酌予編列。 會計室

26,063,964   20,614,975    16,556,680       16,501,980      17,181,574    11,462,492     

           216,167           300,000            300,000           180,000

合計數

行政人員

研習及進

修

其他(新聘教師薪資)

物品

其他(一年期資料庫)

學務經費

升等送審 人事室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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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06經常門—辦理教學、行政研習活動明細表

項次 承辦單位 研討(習)會名稱 主題 參加對象 預估參加人數 預計辦理時間 預算編列數
統籌單位

建議預算數

提報專責小組會

議建議預算數

自辦教學研討(習)會

1 國事系 「文化間溝通」教學研究工作坊

1. 文化間溝通研究的新趨勢：範疇、理論與方

法

2. 文化間互動的社會文化基礎

3. 促進文化間學習的方法

4. 文化間溝通教學研究的倫理與未來展望

院內教師
預計舉辦4場講座

，每場次約15人

每學期2場，暫定

週二中午到下午2
點間進行

46,068        46,000        46,000             

2
國際事務系/國
際事務碩士學

位學程

國際事務論壇
講座主題將跨政治、經濟或文化相關跨國或國

際研究課題
院內教師

預計舉辦4場講座

，每場次約15人

每學期2場，暫定

週二中午到下午2
點間進行

46,068        46,000        46,000             

3 全人教育學院

體育教學中心
體育教學研討會

內容以體育教學與全人教育理念結合，及探討

體育教學未來發展趨勢
預計50人參加 50,000        50,000        50,000             

4 應用華語文系 「心靈繪本工作坊」研習
幫助同學與老師透過心靈繪本，發展實用的語

文教學策略、創新的華語教學活動，讓心靈與

閱讀深度結合。

全校師生 預計50人參加

106年11月11日上

午9時10分至17時
00分

10,000        10,000        10,000             

5 日本語文系 2017年國際學術論壇
本論壇從日本文學、語言與文化研究等領域，

探討現今日語教育中的重大課題。
2017年6月3日(六) 100,000      100,000      100,000           

6 教發中心 106學年度教師專業知能成長研習會

讓全校教導師除了在校務、教務、學務、研究

發展等自身教學領域的專業知能有所成長外，

另在人才培育、創意思考能力的培養與運用，

以及心靈層面的充實與成長，皆能有所收穫。

106年9月4~5日 200,000      200,000      200,000           

7 吳甦樂教育中

心
靈性教育研習會

強化本校全人發展相關課程的設計與實施，研

究、推廣、學習靈性教育在校園中推廣之課程

與教學實務，精進課程之設計與實施，以及品

格教育與創新教學價值

本校教職員、對天主

教教育有興趣之社會

人士

預計100人參加 106年10月 100,000      100,000      100,000           

8 外教系 2017 活化創新教育研討會 
校內外學者專家、業

界代表及本校師生參

加。

 預計約200 位 100,000      100,000      100,000           

9 數位系
「2017數位內容發展趨勢研習討

會」

針對數位內容發展產業與近年研究等相關領域

議題，與本系教師與學生進行演講及研討，藉

以拓展師生之數位內容專長及視野。

全國數位內容產業與

教育單位之教師、學

者、學生等

預計60位參加 106年4月13日 50,000        40,000        40,000             

10 師培中心
「特色課程‧創意教學」學術研討

會

期望藉由舉辦「特色課程‧創意教學」學術研

討會，有助於教師對目前翻轉教育之認知，並

企使其活化創新教學的內涵。

本中心師生及實習學

生、全校師生及國民

小學教師

約計50人 50,000        50,000        50,000             

11 通識中心
跨領域科學暨通識教育課程設計與

教學實務研討
約計80人 106年5月 70,000        70,000        70,000             

12 通識中心 2017年國際文化產業會議 106年7月1日~2日 80,000        80,000        80,000             

13 通識中心 「深碗課程與教學設計」研習會
院內教師及校外有興

趣之教師
約計50人 106年1月14日 50,000        50,000        50,000             

14 進修部 導師靈性培育課程計畫
1. 培育教師了解吳甦樂教育之精神與價值。

2. 增進導師自我靈性開發能力，並激勵其在輔

導工作之熱忱。

預估2場次計50人
次

106年9月25日至

106年12月31日止
8,900          8,900          8,900               

15 進修部 網路大學系列講座
預估2場次計50人
次

106年9月25日至

106年12月31日止
56,000        50,000        50,000             

16 諮輔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全校導師及學務人員 預估8場次
106年3月至106年

11月
110,000      110,000      110,000           

17 教發中心 106學年度新進人員研習會

除了讓新進教師及職員認識本校歷史及校務發

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外，在個別所需之專業

知能及技能，例如：如何兼顧教學與研究、網

路學園平台操作、教師專業發展歷程網、檔案

管理等，皆能透過此研習習得初步的認識及操

作。

新進教師及職員 預計50人
106年8月31日~9

月1日
50,000             

合計 1,127,036   1,110,900   1,160,900        

自辦行政研討(習)會

1 秘書室1組 公文文書寫作教育訓練 辦理行政人員公文寫作能力提升教育訓練 行政同仁 預估100人參加 106年8月 57,180        57,180        57,180             

2 秘書室1組 精進校務經營主管研習營
凝聚主管同仁對未來校務發展方向的共識，並

研擬校務發展方向

全校一級主管、學術

單位各系(所)、中心主

任

預估45人參加 106年7-8月 236,805      236,805      236,805           

3 秘書室2組 「內控制度」研習

1. 風險評估作業原則說明會(兩場次-預計180
人)
2. 跨單位業務研討工作坊(兩場次-預計60人)

行政/學術單位承辦

人、二級主管及內部

控制種子人員

預估240人參加

106年2月~106年4
月、106年12月

~107年1月
45,800        45,800        45,800             

4 秘書室2組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教育訓練 個資盤點暨風險評估作業說明會 全校職員同仁 兩場次-預計200人 106年5月~106年6
月

46,482        46,482        46,482             

5 人事室 （領導統御）領導統御的管理哲學
全校行政人員及一二

級主管
106年2月 8,780          8,780          8,780               

6 人事室
（壓力管理）把壓力從敵人變成朋

友
全校教師及行政人員 106年3月 8,780          8,780          8,780               

7 人事室
（性別主流化）如何將性別意識落

實於教學活動中
全校教師及行政人員 106年4月 8,780          8,780          8,780               

8 人事室 （行政倫理）行政倫理學習與內化 全校行政人員 106年5月 8,780          8,780          8,780               

9 人事室
（電腦文書處理）妳不知道的
EXCEL 全校行政人員 106年6月 10,380        10,380        10,380             

10 人事室
（性別主流化）性別相關法規之介

紹與案例
全校教師及行政人員 106年5月 8,780          8,780          8,780               

11 人事室 （身心放鬆）穴道按摩自己動手做 全校行政人員 106年9月 10,380        10,380        10,380             

12 人事室 （骨骼保健）骨頭好，身體才不老 全校行政人員 106年10月 10,380        10,380        10,380             

13 人事室 （保險相關）保險相關說明會 全校教師及行政人員 106年11月 10,380        10,380        10,380             

合計 471,687      471,687      47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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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行動方案

代號
內容

1 二、營造友善校園並

促進學生自我實現
促進與維護健康

心理與問題行為之三級預

防--結合傳統中國節日，持

續發揚中華文化並營造健

康、感恩溫馨校園，促進學

生身心靈健全發展。

            40,000

感恩節(11/24)~感恩有您‧有您真好

1、手繪禪饒畫卡片表心意

2、用“攝”訴恩情

3、蝶谷巴特繫情誼

全校師生及教職員250人次

2 二、營造友善校園並

促進學生自我實現
促進與維護健康 心理與問題行為之三級預防             64,000

相招來去”迺”夜市~心靈夜市系列闖

關活動

1、文藻FUN輕鬆

2、跳跳跳跳出我的框框tempo
3、I  Swear
4、元氣九宮格

5、造型汽球體驗

6、心靈遊樂園

全校師生及教職員500人次

3 四、提昇學務與輔導

工作品質與績效
社團指導 提升社團指導老師師資             75,000 社團輔導 社團指導老師 校外社團指導老師鐘點費

獎助款規定

補助1/4

4 四、提昇學務與輔導

工作品質與績效

建立專業化之學務與輔

導工作及學習型組織
各類職能工作坊           101,400

透過工作坊活動，提供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授課老師於課程規劃、設

計、實踐與反思等職能與技巧。

全校教師

5 四、提昇學務與輔導

工作品質與績效

建立專業化之學務與輔

導工作及學習型組織
教師社群成長團體活動             13,200

透過社群團體活動，分享專業服務

心得，凝聚人員感情，共同推動服

務行動方案。

全校教職員

          293,600             250,000

(表10)106經常門-學務活動經費
對應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參加對象及人數具體辦理事項預算編列數策略工作項目學生事務與輔導願景

合計

編號

提報專責小組會

議建議數

(同統籌單位、

審查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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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06經常門-物品(單價<1萬元)

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質化分析 量化分析

1 英文系 數位訊號無線傳輸器

2X16位字元 LCD顯示工作狀態和技術

參數

可調式4 段無線發射輸出功率
支 5 6,000  30,000     0 -                  -               使用單位刪除。 1 新增 口語表達藝術廳

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是多功能活動場

地。可提供會議、研習、演講、舞台

戲劇表演、語文競賽等活動。燈光系

統已老化經常接觸不良甚至造成燈泡

容易故障，且學生經常反映操控不靈

敏，因此有更新之必要。

每年活動約為160場，使用頻繁。

2 英文系
集成式LED舞台面光

燈

(1)光源：LED燈珠。(2)冷白光色溫：

4.5600K，暖白光色溫：3200K。(3)控
制信號：DMX-512。 台 18 6,900  124,200   18 7,500          135,000    原有燈具為烏絲燈泡。 1 汰換 91年 口語表達藝術廳

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是多功能活動場

地。可提供會議、研習、演講、舞台

戲劇表演、語文競賽等活動。燈光系

統已老化經常接觸不良，傳統燈泡之

燈具容易故障且相當耗電，為提供更

新穎之操做模式，改設置LED燈光提

供活動更多元的場景設定。

每年活動約為160場，使用頻繁。

3 東南亞 紅外線無線麥克風 錄影 隻 2 3,990  7,980       0 -                  -               由資教中心轉移。 2 新增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 提供教師授課使用。 可提供中心學程每次課程之授課。

4 傳藝系 高速運算硬碟

(1)連續速度讀:560MB/s 寫:480MB/s。
(2)4K隨機寫入:85K IOPS/4K。(3)隨機

讀取:85K IOPS。(4)TLC顆粒。(5)SATA
6.0Gb/s。(6)256位元（AES）加密技

術。(7)原廠五年保固。(8)含安裝本系

現有軟硬體設定。

個 50 3,200  160,000   50 3,200          160,000   0 新增升

級
Z808    後製中心

提高影像處理電腦運算效能，配合課

程：影像後製與包裝/電腦動畫製作/
數位影像處理/音樂與音效設計/非線

性剪輯，能提升學生媒體製作能力。

專業選修課 影像後製與包裝、電

腦動畫製作、數位影像處理、音樂

與音效設計、非線性剪輯，五堂課

每堂人數40人，共計每週課堂使用

200人次。

5 數位系 手腳石膏 一組4個 組 2 3,000  6,000       0 -                  -               1個單價約750元，建議

以其他經費購置。
0 新增

素描課程及課後練習

的場域，需要一間專

屬的的教室(放置畫

架、板凳以及其他素

描物品，並供上素描

課及課後練習的場

域)

1.提升數位系製做動畫與遊戲相關數

位內容的學生，繪圖製做的實力。

2.提升數位系學生對空間與造型的觀

察力。

3.提升學生對空間、物件、光影的觀

察力,使其擁有對物質描繪與寫實能

力。

4.提升整體數位系的專題製做的美術

設計成果。

5.提供全校對美術設計有熱情的同學

一個提升專心與觀察力的園地。

6 數位系 石膏-角面胸像 約35-58公分(擇一角色,男女皆可) 個 2 3,000  6,000       2 3,000          6,0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
製品

0 新增 同上 同上

7 數位系 石膏-一般胸像 約35-58公分(擇一角色,男女皆可) 個 2 3,000  6,000       2 3,000          6,0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
製品

0 新增 同上 同上

8 數位系 半身石膏像 約95公分(擇一角色,男女皆可) 個 1 7,000  7,000       1 7,000          7,0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
製品

0 新增 同上 同上

9 數位系 細緻胸像 約58公分(擇一角色,男女皆可) 個 1 7,000  7,000       1 7,000          7,000        依使用單位需求規格訂
製品

0 新增 同上 同上

10 體育中心 碼錶 100組記憶、1/100秒單位 個 4 4,000  16,000     4 4,000          16,000      市面規格品 0 新增 文藻體育館、操場

專科一至五體育課程及大一大二體育

課程用，提供完備之體育教學設備，

以達教學之成效。

每學期提供10000人次使用。

11 體育中心 籃球球權輪替指示牌 LR、壓克力材質、桌上型 組 1 3,000  3,000       1 3,000          3,000        市面規格品 0 新增 文藻體育館、操場

專科一至五體育課程及大一大二體育

課程用，提供完備之體育教學設備，

以達教學之成效。

每學期提供10000人次使用。

12 體育中心 排球比賽號碼牌
正式排球比賽用號碼牌、1-20號、壓克

力材質、附手提袋
組 1 5,000  5,000       1 5,000          5,000        市面規格品 0 新增 文藻體育館、操場

專科一至五體育課程及大一大二體育

課程用，提供完備之體育教學設備，

以達教學之成效。

每學期提供10000人次使用。

優先序

原設備

購置日

期

品名 規格或說明 單位需求單位
單位編列數 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建議數

現有

數量

效益評估新增
or

汰換

使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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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單價 總價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質化分析 量化分析
優先序

原設備

購置日

期

品名 規格或說明 單位需求單位
單位編列數 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建議數

現有

數量

效益評估新增
or

汰換

使用地點

13 教發中心
USB3.0 2.5吋2TB外接

硬碟

(1)容量：2TB。(2)介面：USB3.0。(3)
平均讀取時間：12ms。(4)傳輸速度：

Up to 5 Gb/s。(5)硬碟轉速：

5400RPM。(6)快取緩衝區：8MB。(7)3
年保固。(8)支援Windows7(含以上)、
OSX。

台 3 3,000  9,000       3 3,000          9,000       1 新增 教師發展中心
課程教材資料備份使用，提升教材品

質、協助師生完成專題製作。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距課

程。

14 教發中心 3.5吋內接硬碟2TB
(1)容量：2TB。 (2)傳輸速度：Up to
6Gb/s。 (3)硬碟轉速：7200RPM。 (4)
緩衝記憶體：64MB。(5)3年保固。

台 5 3,000  15,000     5 3,000          15,000     0 新增 教師發展中心

之前購置電腦的只有250GB，製作教

材時往往空間不足，且有些電腦的硬

碟已損毀，故購置硬碟，以提升教材

品質、協助師生完成專題製作。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距課

程。

15 教發中心
USB3.0 3.5吋8TB
外接硬碟

(1)高速USB3.0傳輸規格

(2)自動備份功能

(3)原廠三年保固

(4)8TB

台 1 9,999          9,999       0 新增 教師發展中心
提升教材品質、協助師生完成專題製

作。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距課

程。

16 教發中心 SSD內接硬碟

(1)讀寫速度每秒可高達540/420MB
(2)內建除錯機制

(3)480GB
(4)五年保固

個 1 4,799          4,799       0 新增 教師發展中心
提升教材品質、協助師生完成專題製

作。

預計每學年至少完成30門遠距課

程。

402,180   383,798      

資本門項次62-剪輯筆記

型電腦-教發中心參考統

籌單位審查意見說明，

依建議升級方式來提升

，於審查小組會議後增

列物品電腦系統硬碟經

費預算4,799元；外加硬

碟以提升速度經費預算

9,999元。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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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06經常門-(一年期)電子資料庫

優先序 申請單位 品名 數量 單位編列數

提報專責小組會

議建議數

(同統籌單位、

審查小組會議)

訂購狀態
104學年度使

用人次
備註說明

1 圖書館 ASP+BSP 1 917,883         917,883            續訂 239089

2 圖書館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CJFD 文史哲) 1 179,000         179,000            續訂 4173

3 圖書館 TOP5000台灣企業前5000大企業排名 1 60,000           60,000              續訂 21002

4 圖書館
Naxos Music Library(拿索斯線上音樂圖書館-
10人版)

1 101,000         101,000            續訂 6419

5 圖書館 OCLC Connexion Cataloging System 1 56,000           56,000              續訂 7549

6 圖書館 Acer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 1 100,000         100,000            續訂 7705

7 圖書館
JSTOR-Arts & Sciences I-X 人文科學電子期

刊資料庫
1 316,008         316,008            續訂 3878

8 圖書館 Cairn電子期刊 1 279,000         279,000            續訂 48
(西文系資料庫，目前

每種語系會至少保留

一種)

9 圖書館 MagV中文電子雜誌資料庫 1 98,000           98,000              續訂 5493

10 圖書館 MagV繁體中文電子書資料庫 1 67,000           67,000              續訂 8449

11 圖書館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1 98,000           98,000              續訂 27915

12 圖書館 Refworks 1 131,324         131,324            續訂 161

13 圖書館 Tumblebooks互動英語電子書 1 26,800           26,800              續訂 1030

14 圖書館 Digitalia西班牙文學術資料庫 1 265,108         265,108            續訂 126

15 圖書館 JAPANKNOWLEDGE 1 157,450         157,450            續訂 185

16 圖書館

Bibliographie der Deutschen Sprach-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SL) ﹔BLLDB ;
DasinD

1 106,915         106,915            續訂 126

17 圖書館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1 308,280         308,280            續訂 19901

18 圖書館 CETD中文碩博士論文資料庫 1 172,600         172,600            新訂 x

19 圖書館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LLBA) 1 86,000           86,000              續訂 433

20 圖書館 MLA Int'l Bibliography 1 191,602         -                       新訂 x 因經費不足，依優先

順序建議暫不訂閱。

21 圖書館 天下雜誌群知識庫 1 160,000         -                       新訂 x 因經費不足，依優先

順序建議暫不訂閱。

22 圖書館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 1 97,776           -                       新訂 x 因經費不足，依優先

順序建議暫不訂閱。

23 圖書館 全文報紙資料庫(聯合知識庫平台) 1 70,000           -                       新訂 x 因經費不足，依優先

順序建議暫不訂閱。

24 圖書館 日経BP記事検索サービス 1 166,320         -                       新訂 x 因經費不足，依優先

順序建議暫不訂閱。

25 圖書館 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1 280,190         -                       新訂 x 因經費不足，依優先

順序建議暫不訂閱。

26 圖書館 PressDisplay 1 180,000         -                       新訂 x 因經費不足，依優先

順序建議暫不訂閱。

合計 4,672,256      3,52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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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06年各單位經常門預算彙整表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合計

件數

合計

金額

留職留薪 1     822,000        1         822,000         

留職停薪 1     100,000        1         100,000         

帶職帶薪 1     60,000         1         60,000           

服務績優進修研究 -         -                    

小計 3     98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982,000         

著作升等 1     10,000         1     8,000       1     5,000        1               5,000        1     10,000       1      6,000        3      15,000       1     5,000        2      20,000       1     5,000        1      10,000       1      6,600        2     30,000       2      24,000       15     180,000     34       339,600         

學位升等 3     24,000     1     5,000        1      6,600        5         35,600           

多元升等 1     5,000        2     10,000       3         15,000           

小計 1     10,000         4     32,000     -      -             3     15,000      -      -                -       -               1               5,000        1     10,000       1      6,000        3      15,000       -       -               3     15,000       2      20,000       1     5,000        1      10,000       -       -               2      13,200       2     30,000       2      24,000       -      -               15     180,000     -      -               -       -               -       -               42       390,200         

個人型研究計畫案(補

助金額最低2萬元、最

高8萬元)

3     160,000        3      180,000  4     240,000    5     400,000      6      320,000     1               80,000       2      100,000     1      20,000       2      100,000     1      50,000       3      240,000     2     160,000     33       2,050,000       

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

案(補助金額每案以40

萬元為上限)

5     100,000        1     400,000      1      400,000     1      60,000       8         960,000         

國際產官學合作研究

計畫(含大陸及港、澳)

合約金額達1,700 美元

(含)以上，得申請補

助。(補助金額以行政

管理費50%為上限)

1      10,000       1      70,000       2     20,000       4         100,000         

獲得教育部、 科技部

或其他公私立機構獎

補助之研究計畫案暨

與公民營機構簽訂之

(國際 )產官學合作研

究計畫案，得申請獎

勵金。(計畫金額5萬

元以上)

10   500,000        1     10,000     3      80,000    15   150,000    5     100,000      9      130,000     1               20,000       3     40,000       4      100,000     10   110,000     3      60,000       5     60,000       11    200,000     3      60,000       1      10,000       4     40,000       88       1,670,000       

小計 18   760,000        1     10,000     6      260,000  19   390,000    11    900,000      15    450,000     2               100,000     3     40,000       2      100,000     5      120,000     -       -               10   110,000     4      70,000       5     60,000       14    700,000     4      110,000     6      380,000     8     220,000     -      -               -      -               -       -               -      -               -       -               -       -               133     4,780,000       

辦理教學研習 2     92,136        1      100,000     1     100,000     1      10,000       1      50,000       1      50,000       1      100,000     3     200,000     1      50,000       2     64,900       1     200,000     8      110,000     23       1,127,036       

辦理研習(公民營研習) 1     150,000        1     15,000       1      100,000     3         265,000         

參加研習(公民營研習) 17   170,000    17       170,000         

參加研習-國內(學術研

討會)
14   367,000        2      12,980    15   150,000    2     20,000        3      30,000       2               8,000        4     11,920       2      8,000        8     130,000     2      10,000       12    60,000       2      20,000       5     25,000       20    100,000     93       952,900         

參加研習-國外(學術研

討會)
3      100,000  4     120,000      1               40,000       2     61,754       5      250,000     2     60,000       11     215,000     3     60,000       31       906,754         

參加研習-從事與職務

有關之證照研習、實

務研究或參加與職務

有關之研習課程

1      10,000    3     30,000               2 10,000       1      5,000        2     20,000       9         75,000           

參加研習-(奉派公差)

參加國際會議或學術

交流、研習活動

       6 100,000     1      10,000       2      100,000     2     10,000       11       220,000         

參加研習-短期研習(優

先由師生實務增能計

畫申請補助)

       1 10,000       2      100,000     3         110,000         

參加研習-深耕服務(優

先由師生實務增能計

畫申請補助)

1     45,000       1         45,000           

小計 15   517,000        -     -              6      122,980  32   320,000    11    262,136      12    150,000     3               48,000       8     133,674     7      258,000     1      100,000     -       -               11   290,000     16     250,000     -      -               13    110,000     1      50,000       8      420,000     15   315,000     21    150,000     2     64,900       -       -               1     200,000     8      110,000     -       -               191     3,871,690       

學術著作 4     125,000        1      20,000    3     30,000        2      50,000       1     5,000        3      25,500       1     10,000       3      15,000       18       280,500         

論文期刊發表 10   146,000        1     10,000     2      25,000    8     100,000    7     60,000        12    70,000       6               45,000       5     40,000       6      30,000       6      35,000       7     45,000       4      20,000       2     10,000       2      20,000       2      10,000       5      50,000       6     60,000       3      15,000       94       791,000         

其他作品(如專利、藝

術類作品)
1     5,000       2     4,000         1     30,000       1     20,000       5         59,000           

小計 14   271,000        2     15,000     3      45,000    8     100,000    12    94,000        14    120,000     6               45,000       6     45,000       9      55,500       6      35,000       -       -               8     55,000       4      20,000       3     40,000       2      20,000       2      10,000       5      50,000       7     80,000       6      30,000       -      -               -       -               -      -               -       -               -       -               117     1,130,500       

獎補助教師製作遠距

課程數位教材
2     180,000     1      20,000       3         200,000         

獎勵教師編纂紙本教

材、數位教材(每案至

多2萬元獎勵金)

2     20,000         2     40,000      2     40,000        6         100,000         

補助教師製作有助於

學生了解課程內容之

教材所需相關費用。

2     10,000         2     20,000      1               5,000        1      5,000        6         40,000           

小計 4     30,000         -     -              -      -             4     60,000      2     40,000        -       -               1               5,000        2     180,000     -       -               -       -               -       -               -     -               1      5,000        -      -               -      -               -       -               1      20,000       -     -               -      -               -      -               -       -               -      -               -       -               -       -               15       340,000         

獎勵教師製作教具(每

案至多2萬元獎勵金)
5     150,000        1      20,000       6         170,000         

補助教師製作有助於

學生了解課程內容之

教具所需相關費用。

1     52,320         1         52,320           

小計 6     202,3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222,320         
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

照
3     30,000         1      10,000    1      5,000        1      5,000        2     6,550        1      10,000       10    30,000       19       96,550           

創新課程(補助) 13   262,320        1     20,000     6     120,000    2      30,000       5      82,922       4     20,000       16    480,000     2      40,000       2     60,000       51       1,115,242       

獎勵教師申請政府部

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

計畫案(計畫金額5萬

元以上，獎勵金1~4萬

元)

2     30,000         2      40,000       3      80,000       2     80,000       9         230,000         

遠距教學 6     120,000   1     127,200    5      48,576       1               5,000        1     515,736     4      155,986     7      289,880     12     775,656     3      60,000       1      50,000       1     3,435,393  42       5,583,427       

獎勵教師指導學生研

究
-         -                    

秘書室 單位編列預算數英文

(專任教師人數39)
英語中心(27) 翻譯(9) 國企(16) 國事(9) 傳藝(11)

全人教育學院

人事室

升 等

研  究

研  習

著  作

學務處
法文(16) 德文(17) 西文(17)

進修部 教發
數位(11) 師培(5人)

歐亞語文學院

吳甦樂(9)東南亞(0) 外教系(14) 通識(21) 體育(10)

進   修

歐研所(3)經常門 補助項目

英語暨國際學院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應華(25)日文(23)

編纂教

材

製作教

具

改進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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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預估

件數
預估金額

合計

件數

合計

金額

秘書室 單位編列預算數英文

(專任教師人數39)
英語中心(27) 翻譯(9) 國企(16) 國事(9) 傳藝(11)

全人教育學院

人事室 學務處
法文(16) 德文(17) 西文(17)

進修部 教發
數位(11) 師培(5人)

歐亞語文學院

吳甦樂(9)東南亞(0) 外教系(14) 通識(21) 體育(10)歐研所(3)經常門 補助項目

英語暨國際學院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應華(25)日文(23)

獎勵教師指導學生競

賽
3     15,000     5     50,000      5      30,000       4     40,000       1     10,000       1      10,000       4     20,000       23       175,000         

獎勵優良教師 2     20,000         1     10,000      1      30,000       10     240,000     14       300,000         

小計 20   342,320        10   155,000   1      10,000    13   307,200    -      -                13    113,576     1               5,000        1     515,736     4      155,986     15    417,802     -       -               10   66,550       15     855,656     17    490,000     2      40,000       1      10,000       5      100,000     8     160,000     11    80,000       1     3,435,393  10     240,000     -      -               -       -               -       -               158     7,500,219       

鼓勵職工就讀本校進

修
-         -                    

辦理職工研習 (請附活

動企劃)
9       85,420       4      386,267     13       471,687         

參加職工研習 2      20,000       2     20,000       5       100,000     9         140,000         

職工證照獎勵 6     30,000         2       6,000        1      40,000       9         76,000           

小計 6     3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0,000       2     20,000       -      -               -      -               16     191,420     -      -               -       -               5      426,267     31       687,687         

1         5,463,568       

2     154,200        1      7,980        1     160,000     5      32,000       3      24,000       2     24,000       14       402,180         

5      293,600     5         293,600         

89   3,298,840     17   212,000   16    437,980  79   1,192,200 36    1,296,136   54    833,576     14             208,000     21    924,410     23     575,486     30    687,802     1      7,980        42   536,550     43     1,240,656  27    755,000     37    912,000     8      180,000     29    1,003,200  42   825,000     43    308,000     3     3,500,293  41     611,420     3     224,000     13    403,600     5      426,267     717     26,063,964     合計數

其他(新聘薪資、資料庫)

物品

學務經費

行政人

員研習

及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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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佔該項目

(資/經)獎

勵補助%

金額
佔該項目

(資/經)獎

勵補助%

一

各系所 (中心)教學及

研究 設備
(應達資本門獎勵補助

款60%以上，金額

1,498萬2,836元)

17,086,660 68.4% -                17,086,660 16,981,750 68.0% 105,000     17,086,750   16,046,011 16,832,750   

二

學務相關設備
(應至少達資本門獎勵

補助款2%，金額49萬
9,500元)

523,000      2.1% -                523,000      506,710      2.0% -                506,710        539,150      506,710        

三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應至少達資本門獎勵

補助款10%，金額249
萬7,140元)

7,361,732   29.5% 520,451    7,882,183   7,482,932   30.0% 79,251       7,562,183     12,235,918 5,174,786     

資本門小計  (應至少

達獎勵補助款70%，金

額2,497萬1,392元)
24,971,392 100.0% 520,451    25,491,843 24,971,392 100.0% 184,251     25,155,643   28,821,079 22,514,246   

編纂教材       200,000 1.9%      350,000        550,000        300,000 2.8%      200,000         500,000 34,000        40,000          
製作教具         50,000 0.5%          50,000          27,700 0.3%           27,700 45,682        27,700          
進修                   - 0.0%                    -                   - 0.0%                     - 100,000      -                   
升等送審       180,000 1.7%        180,000        180,000 1.7%        50,000         230,000 197,184      216,167        
研究    2,570,000 24.0%      900,000     3,470,000     2,570,000 24.0%      130,000      2,700,000 3,646,520   2,712,164     
研習    2,500,000 23.4%   1,500,000     4,000,000     2,500,000 23.4%      550,000      3,050,000 2,718,021   3,098,574     
著作    1,200,000 11.2%     1,200,000        820,000 7.7%         820,000 730,788      521,498        
改進教學    2,000,000 18.7%   1,340,000     3,340,000     2,302,300 21.5%      895,000      3,197,300 1,462,167   3,197,300     

改進教學與改善師資

小計 (應達經常門補助

款30%以上，金額321
萬608元)

   8,700,000 81.3%   4,090,000   12,790,000     8,700,000 81.3%   1,825,000    10,525,000 8,934,362   9,813,403     

二

行政研習進修 (應占

經常門補助款5%以內

，金額53萬5,101元以

內)

      250,000 2.3%      250,000        500,000        250,000 2.3%      250,000         500,000 479,180      439,119        

三
學務經費 (應達經常

門補助款2%以上，金

額21萬4,041元以上)
      220,000 2.1%        220,000        220,000 2.1%         220,000 250,000      146,829        

四
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

下非消耗品)
      181,070 1.7%        181,070        161,520 1.5%         161,520 41,400        161,520        

五
電子資料庫、軟體
(授權2年以內)

      850,955 8.0%   1,856,862     2,707,817        870,505 8.1%   1,750,243      2,620,748 7,059,231   2,620,748     

六 新聘教師薪資       500,000 4.7%      282,687        782,687        500,000 4.7%      500,000      1,000,000 1,112,730   1,000,000     

經常門小計 (應至少

達獎勵補助款30%，金

額1,070萬2,025元)
 10,702,025 100.0%   6,479,549   17,181,574   10,702,025 100.0%   4,325,243    15,027,268 17,876,903 14,181,619   

合計  35,673,417   7,000,000   42,673,417   35,673,417   4,509,494    40,182,911 46,697,982 36,695,865   

一

(一)資本門

補助款

配合款 合計

(二)經常門

(表14)105年度整體發展經費執行數預估修正表

項

次
支出項目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本次預估修正

104年度

執行數

105年度截至

10/14執行數

(包含已申請

通過但尚未

請款)

補助款

配合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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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105年度資本門-教學研究設備預算變更對照表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類別 原因

1 桌上型電腦 2       25,000            50,000 1 桌上型電腦 2 24,200            48,400 英文系

2 桌上型電腦 2       25,000            50,000 2 桌上型電腦 2 24,200            48,400 西文系

3 桌上型電腦 2       25,000            50,000 3 桌上型電腦 2 24,200            48,400 日文系

4 桌上型電腦 2       25,000            50,000 4 桌上型電腦 2 24,200            48,400 歐盟觀光文化

經貿園區

5 桌上型電腦 1       25,000            25,000 5 桌上型電腦 1 24,200            24,200 國企管系

6 桌上型電腦

(不含螢幕)
2       20,000            40,000 6 桌上型電腦

(不含螢幕)
2 20,000            40,000 翻譯系

7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7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國商英學程

8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8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日文系

9 筆記型電腦 3       28,000            84,000 9 筆記型電腦 3 28,000            84,000 國事系

10 筆記型電腦 3       28,000            84,000 10 筆記型電腦 3 28,000            84,000 國企管系

11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11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英語教學中心

12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12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東南亞語言教

學中心

13 筆記型電腦 2       28,000            56,000 13 筆記型電腦 2 28,000            56,000 傳藝系

14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14 筆記型電腦 1 28,000            28,000 吳甦樂教育中

心

15 筆記型電腦 3       28,000            84,000 15-1 筆記型電腦 2 28,000            56,000 英文系 

15-2-1 桌上型電腦 1 24,200            24,200 國事系

15-2-2 桌上型電腦 1 24,200            24,200 吳甦樂中心

16 單槍投影機 30       52,000       1,560,000 16 單槍投影機 30 48,000       1,440,000 各教學單位

17 單槍投影機 2       52,000          104,000 17 單槍投影機 2 48,000            96,000 國企管系

18 單槍投影機 1       52,000            52,000 18 單槍投影機 1 48,000            48,000 體育教學中心

19 單槍投影機 1       52,000            52,000 19 單槍投影機 1 48,000            48,000 吳甦樂教育中

心

20 單眼數位相機 10       23,500          235,000 20 單眼數位相機 10 24,300          243,000 傳藝系

21 數位相機 1       10,500            10,500 21 數位相機 1 11,400            11,400 體育教學中心

22 數位攝影機 1       30,000            30,000 22 數位攝影機 1 28,700            28,700 國企管系

23 數位攝影機 1       30,000            30,000 23 數位攝影機 1 28,700            28,700 吳甦樂教育中

心

24 Full HD 高畫質攝

影機
8     100,000          800,000 24 Full HD 高畫質攝

影機
8 86,000          688,000 傳藝系

25 微電影拍攝組 2     225,000          450,000 25 微電影拍攝組 2 202,000          404,000 傳藝系

26 錄音介面 1     115,000          115,000 26 錄音介面 1 99,000            99,000 翻譯系

27 錄影雲台滑軌組 2       19,500            39,000 27 錄影雲台滑軌組 2 22,500            45,000 傳藝系

28 液晶電視 1       27,000            27,000 28 液晶電視 1 34,500            34,500 體育教學中心 規格變更

全校盡量統一尺寸，方便

日後維護，規格由50吋變

更為55吋。

29 外景收音麥克風組 4       32,000          128,000 29 外景收音麥克風組 4 34,300          137,200 傳藝系

30 觸控螢幕(互動式電

子白板)組
1     246,000          246,000 30 觸控螢幕(互動式電

子白板)組
1 246,000          246,000 外語教學系

31 電動銀幕 1       29,000            29,000 31 電動銀幕 1 14,000            14,000 國企管系

32 電動銀幕 1       32,000            32,000 32 電動銀幕 1 20,000            20,000 體育教學中心

33 攜帶式投影幕 1       13,000            13,000 33 攜帶式投影幕 1 8,000              8,000 吳甦樂教育中

心

34 二頭肌訓練架 1       17,000            17,000 34 二頭肌訓練架 1 17,000            17,000 體育教學中心

35 身高測量機 1       15,000            15,000 35 身高測量機 1 13,500            13,500 體育教學中心

36 排球柱 1       21,000            21,000 36 排球柱 1 20,800            20,800 體育教學中心

37 斜背式健身腳踏車 1       38,000            38,000 37 斜背式健身腳踏車 1 37,000            37,000 體育教學中心

38 羅馬訓練椅 2       18,000            36,000 38 羅馬訓練椅 2 18,000            36,000 體育教學中心

39 AED體外自動電擊

器
1     150,000          150,000 39 AED體外自動電擊

器
1 130,000          130,000 體育教學中心

40

數位媒體製作軟體-
-ADOBE CC數位媒

體製作軟體( 新

版,30U)

1     810,000          810,000 40

數位媒體製作軟體-
-ADOBE CC數位媒

體製作軟體( 新

版,40U)

1 930,000          930,000 數位系 規格變更

因系上相關實驗室電腦需

求，擬購買套數由30U變

更為40U。

41

數位媒體製作軟體-
-ADOBE CC數位媒

體製作軟體(單機版

，授權2年，授權

22套)

1     439,560          439,560 41

數位媒體製作軟體-
-ADOBE CC數位媒

體製作軟體(單機版

，授權2年，授權

22套)

1 435,600          435,600 應華系

42 網路學園跨平台行

動學習系統
1  2,000,000       2,000,000 42 網路學園跨平台行

動學習系統
1 1,730,000       1,730,000 各教學單位

43 OFFICE教學軟體 1  4,527,000       4,527,000 43 OFFICE教學軟體 1 4,390,000       4,390,000 各教學單位

44 雲端教室虛擬化系

統
1     830,000          830,000 44 雲端教室虛擬化系

統
1 774,500          774,500 各教學單位

原計畫明細 修正後計畫明細 變更說明

品名及規

格及數量

變更

依實際教師研究室電腦新

增汰舊情形及配合教師研

究需求，原編筆記型電腦

3台，變更為2台筆記型電

腦及2台桌上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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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類別 原因

原計畫明細 修正後計畫明細 變更說明

45 伺服主機 2     560,000       1,120,000 45 伺服主機 2 521,000       1,042,000 各教學單位

46 儲存空間 1     950,000          950,000 46 儲存空間 1 883,500          883,500 各教學單位

47 教學廣播系統 1     182,000          182,000 47 教學廣播系統 1 151,000          151,000
48 資訊電源系統 1     160,000          160,000 48 資訊電源系統 1 150,000          150,000
49 移動白板 1       10,000            10,000 49 移動白板 1 10,000            10,000
50 硬體式廣播 1       60,000            60,000 50 硬體式廣播 1 55,000            55,000
51 網路交換器 1       50,000            50,000 51 網路交換器 1 45,000            45,000
52 高架地板 1     125,000          125,000 52 高架地板 1 125,000          125,000
53 單槍投影機 3       52,000          156,000 53 單槍投影機 3 48,000          144,000 英文系

54 液晶電視 3       36,000          108,000 54 液晶電視 3 34,500          103,500 英文系

55 電動銀幕 1       44,000            44,000 55 電動銀幕 1 24,000            24,000 英文系

56 數位混音機 1 156,000          156,000 56 數位混音機 1 143,000          143,000 英文系

57 數位相機 1 10,500            10,500 57 數位相機 1 11,400            11,400 外語教學系

58 數位相機 1 10,500            10,500 58 數位相機 1 11,400            11,400 吳甦樂教育中

心

59 數位相機 1       10,500            10,500 59 數位相機 1 11,400            11,400 外語能力診斷

輔導中心

60 數位攝影機 1       30,000            30,000 60 數位攝影機 1 28,700            28,700 東南亞語言教

學中心

61 平板電腦 9       15,900          143,100 61 平板電腦 9 11,950          107,550 外語能力診斷

輔導中心

62 LED液晶電視組 62 LED液晶電視組

62-1 LED液晶電視 1       88,000            88,000 62-1 LED液晶電視 1 82,000            82,000
62-2 桌上型電腦 1       25,000            25,000 62-2 桌上型電腦 1 24,200            24,200

63 實物投影機 3       33,000            99,000 63 實物投影機 0               -                     - 各教學單位 刪除
以其他設備替代，暫緩購

置。

64 網路交換器 15 47,333          710,000 各教學單位 新增
標餘款購置支援教學設

備。

65

網站模板設計軟體-
Artisteer for
Windows(授權20
套)

1      90,000            90,000 數位系 新增

一年內可無限次更新版本

，到期後仍可繼續使用，

由經常門重新歸類為資本

門序65。

66 數位混音器 1    149,000          149,000 各教學單位 新增
標餘款購置支援教學活動

設備(至善16樓音控室)。

67 無線麥克風 2      52,500          105,000 各教學單位 新增
標餘款購置支援教學活動

設備(至善16樓音控室)。

    17,086,660     17,086,750

(表15-2)105年度資本門-學務設備預算變更對照表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類別 原因

1 鼓組收音麥克風 1 18,000                18,000 1 鼓組收音麥克風 1 18,000               18,000 熱音社

2 護具 3 10,000                30,000 2 護具 3 10,000               30,000 日本劍道研習

社

3 護貝機 1 15,000                15,000 3 護貝機 1 14,500               14,500 學生會

4 桌上型電腦 1 25,000                25,000 4 桌上型電腦 1 24,200               24,200 學生會

5 外場喇叭 2 10,000                20,000 5 外場喇叭 2 8,000                 16,000 熱音社

6 蒙古包帳篷 2       10,000            20,000 6 蒙古包帳篷 2        9,980            19,960 童軍團

7 筆記型電腦 3       28,000            84,000 7 筆記型電腦 3      28,000            84,000 學生會

8 類單眼相機 3 15,000                45,000 8 類單眼相機 3 14,400               43,200 學生會

9 加鍵中音嗩吶 1 45,000                45,000 9 加鍵中音嗩吶 1 45,000               45,000 國樂社

10 低音大提琴(BASS) 1 65,000                65,000 10 低音大提琴(BASS) 1 47,800               47,800 國樂社

11 移動式無線擴音機 1 20,000                20,000 11 移動式無線擴音機 1 15,200               15,200 山地服務社

12 專業擴音機 2 18,000                36,000 12 專業擴音機 2 15,200               30,400 街頭舞蹈社、

學生會

13 攝影機 1 50,000                50,000 13 攝影機 1 28,700               28,700 大眾傳播社

14 原住民族服飾 5 10,000                50,000 14 原住民族服飾 9 9,950                 89,550 原住民新生代 數量變更 標餘款增購4套。

         523,000          506,510

合計

原計畫明細 修正後計畫明細 變更說明

 師資培育中心

外語教學系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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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3)105年度經常門-物品預算變更對照表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類別 原因

11 Windows Server伺
服器作業系統

1        9,213              9,213 各教學單位 新增

實際建置網路大學視訊同

步教學平台所缺物品，故

申請新增。

(表15-4)105年度經常門-授權一年教學軟體預算變更對照表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變更類別 原因

1

網站模板設計軟體-
Artisteer for
Windows(授權20
套)

1       90,000            90,000 1

網站模板設計軟體-
Artisteer for
Windows(授權20
套)

0               -                     - 數位系 刪除

一年內可無限次更新版本

，到期後仍可繼續使用，

重新歸類為資本門序65。

原計畫明細 修正後計畫明細 變更說明

原計畫明細 修正後計畫明細 變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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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內部控制制度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文藻外語大學內部控制制度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民國 104 年 06 月 17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5 年 06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稽核人員得以系統性執行內部控制制度稽核工作，特

依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設置「文藻外語大

學內部控制制度稽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內部控制制度稽

核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小組隸屬校長，並置兼任稽核人員九至十五人，組成方式及條件如下： 

(一) 由校長從本校內部或外聘遴選操守公正、忠誠、具有相當學識經歷人員組成。 

(二) 為確保內部稽核之客觀性及獨立性，校內稽核人員之遴選以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

非屬會計及總務單位之職員擔任。 

(三) 本小組成員應至少有一位以上稽核人員具有商學或管理領域之學經歷。  

(四) 本小組成員不得與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成員重疊。  

三、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遴聘具稽核專業知能之教師擔任之。 

四、 本小組稽核人員為無給職，任期二年。  

五、 本小組稽核人員應依規定對學校內部控制進行稽核，以衡量學校法人及學校對現行人事、

財務與營運所定政策、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度，並不得抵觸會計職掌，其範圍如

下：   

(一) 學校之人事活動、財務活動、業務活動、教學事務活動、學生事務活動、總務活

動、研究發展活動及資訊處理活動之事後查核。  

(二) 現金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三) 學校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四) 財務上增進效率與減少不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五) 校長指派之學校專案稽核事項。  

六、 本小組稽核人員之職責、稽核步驟及方法於「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另訂之。 

七、 本小組稽核人員應迴避參與採購程序，如遇有與自身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應主動迴

避。  

八、 本小組開會時，得通知校內相關單位派員列席說明。稽核小組得調閱相關文件，並得實

地調查。  

九、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遇有重要事項，得加開臨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  

十、 本小組會議須經全體稽核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召開會議；出席稽核人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十一、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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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提昇教師素質使用原則 

   
民國 95 年 10 月 24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民國 96 年 01 月 06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年 08 月 30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年 10 月 12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年 10月 18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2月 19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年 2月 12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一、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規定，為有效運用經常門經費（以下簡稱本經費），訂定文藻外語大學運用教

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提昇教師素質使用原則（以下簡稱本使用原則）。 

二、本經費使用原則： 

（一）學校每年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與學校年度預算中依規定提撥一定比率之經

費，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二）經費需用於提升教師改善教學品質之經常門費用，不得用於採購儀器或改善行政業務

等費用。 

三、本經費之申請人為本校專任教師及各學術單位。 

四、本經費之使用範圍為： 

（一）獎勵或補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

研習）、進修、著作、展演作品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二）獎勵教師執行計畫案。 

（三）補助各單位辦理與教學相關之研習(討)會。 

（四）獎勵教師取得與教學相關之證照。 

五、教師申請各項獎勵補助案件須備齊相關資料，依所訂之相關要點或辦法提請相關會議審

議通過後辦理，有時效性之申請案件得依行政程序先行提出申請，經校長（副校長）核

可後辦理，事後再提相關會議審議追認，未經核可而先行實施者，不得提出追認。（具時

效性之申請案乃指因非預期或不可抗拒之因素，而無法先行提請相關會議審議之案件。） 

六、各相關會議應確實依據各項要點或辦法，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審理各項獎勵補

助案件。運用本經費之各項要點或辦法，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應公告周知，並確

實明載於教師手冊或學校網站，供各界查閱。 

七、使用本經費之個人或單位應依據相關經費支用辦法及程序運用經費，並按規定提出其支

用憑證以供核銷。手續、憑證不合規定者，得取消其獎勵補助。 

八、本經費支用取得之原始憑證，應採專款專帳管理，依計畫及科目分別整理彙訂成冊妥為

保管，俾供教育部及審計部之訪評及查核。 

九、除新聘教師薪資或國外進修補助外，每一年度，單一教師、單一個案之獎勵補助總額以

不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為上限，惟有特殊情況者，得經校長批核提高使用上限。 

十、本使用原則經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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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勵教師研發教材、教具實施要點 

 

民國 98年 04月 14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1年 08月 27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09月 12日校長核定通過 

民國 102年 8月 25日校長核定配合學校改名大學修訂法規名稱 

民國 102年 12月 10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12月 27日校長核定通過 

民國 103年 05月 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05月 28日校長核定通過 

民國 105年 01月 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02月 15日校長核定通過 

民國 105年 07月 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08月 16日校長核定通過 

 

一、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充實教學內容、增進教

學品質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獎勵教師研發教材、教具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個人或教學團隊針對本校開授課程編纂製作合適之教材，

且不曾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獎勵者，均可提出申請。 

三、 獎勵教材類別：  

（一）紙本教材。 

（二）數位教材。 

（三）教具。 

四、 獎勵條件 

（一）凡申請年度二年內之作品，並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課程，具有實施成效者。 

（二）申請各類教材獎勵，應符合下列條件： 

1.紙本教材 

(1)已申請ISBN出版且公開發行之大專用書。 

(2)於作者介紹欄位載明本校職稱。 

(3)翻譯或編譯書籍不屬於本要點獎勵範疇。 

2.數位教材 

(1)獎勵之申請，同一學年度不同課程每位教師申請以五門為限。可包括製作數

位教材及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兩類。 

(2)製作數位教材，並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遠距課程，具有實施成效者。同一

課程不分學年度僅得獎勵一次。 

(3)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且在認證時效內者。同一課程不分學年度僅得

獎勵一次。 

3.教具：凡有助於學生了解課程內容，且不屬於前二類之原創性教學材料或器材。 

五、 獎勵金額： 

（一）紙本教材：每案發給至多兩萬元獎勵金，多人合作完成者按貢獻比例分配。 

（二）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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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作數位教材，並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遠距課程，具有實施成效者。每案發

給至多兩萬元獎勵金，多人合作完成者按貢獻比例分配。 

2.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且在認證時效內者。每案發給至多兩萬元獎勵

金，多人合作完成者按貢獻比例分配。 

（三）教具：每案發給至多兩萬元獎勵金，多人合作完成者按貢獻比例分配。 

六、 申請程序與時間：申請人備妥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所屬教學單位提出，經系所(中心) 

及學院主管簽核推薦，送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七、 本要點之獎勵金額，專任教師經費來源為當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案教師

經費來源為當年度校內經費或其他經費，並得視當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之多

寡與學校財務狀況作適度的調整。 

八、 教師之自製教材、教具如涉及智慧財產權等糾紛時，除受獎勵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外，

應送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進行議處，並得撤銷所核定之獎勵。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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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提升教學成效暨創新課程實施要點 

 

100年 01月 14日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 12月 20日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01月 17日校長核定 

102年 07月 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3月 11日教務會議修訂 

103年 4月 2日校長核定 

103年 5月 27日教務會議修訂 

103年 6月 26日校長核定 

103年 10月 14日教務會議修訂 

103年 11月 12日校長核定 

104年 3月 24日教務會議修訂 

104年 4月 13日校長核定 

105年 3月 22日教務會議修訂 

 

一、宗旨：本校為鼓勵教師或教學單位推動課程與教學創新活動暨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

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提升教學成效暨創新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補助對象：在本校開設課程之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 

三、補助項目與額度 

（一）本辦法所補助之課程為在本校開授之正式課程，不含非正式課程。 

（二）申請目的須與提升教學成效或創新課程直接相關，所申請之經費可用於下列各

項活動（限於經常門）： 

活動項目 經費項目 

1.提升教學

成效 

1.1 

進行校外參訪，並藉此一課程活

動得以提升教學成效 

 校外人士鐘點費 

 保險費 

 交通費 

1.2 

補助教師結合課程，指導學生參

加校內、外相關考試或競賽所需

相關費用 

 校外專家指導鐘點費（以課程 1週為

限） 

 交通費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耗材費 

 保險費 

1.3 

結合所教授課程，進行專業服務

學習課程執行相關費用 

 講座鐘點費（以課程 1週為限） 

 交通費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耗材費 

1.4 

補助教師製作有助於學生了解課

程內容之教材、教具所需相關費

用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耗材費 

2.創新課程  講座鐘點費（以課程 1週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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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經費項目 

 交通費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耗材費 

（三）本計畫相關事項若已編入本校所執行之專案計畫中，則不再予以補助。 

（四）每一課程最高得補助新台幣貳萬元為原則，相同課程而任教不同班級者，得依

任教班級數提出申請，若有數位教師合授一門課者，應整合為一案提出，惟每

位教師同一學年至多僅可申請兩案。 

四、申請作業 

（一）課程屬教師個人進行教學者，由教師個人提出申請；若課程屬於院或系所（中

心）統一進行者，得由教學單位主管統一申請。 

（二）教師或教學單位主管提出申請時，須檢具申請表，並經系所（中心）務會議及

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每學期期中考後依教務處公告時間，送教務處綜合業務

組彙整；特殊狀況未能及時申請，須敘明狀況簽請教務長同意後，得補行審查。 

五、審查作業 

（一）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依本作業要點彙整後，先送請會計室就經費合宜性給予建

議。 

（二）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六、執行作業 

（一）教師或教學單位主管執行本計畫相關事項時，依校內既有行政程序處理。 

（二）執行期限最長為一年（限學年課），並以當學年度為限。申請人應於計畫執行

期限截止後之一個月內，提報成效表並配合提供教學示範或成果發表，未能配

合辦理者，五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三）遇有計畫變更或中止時，均應報請教務會議通過。 

七、本要點相關補助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或本校配合款。 

八、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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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職員工取得專業證(執)照要點 
 

民國 97 年 2月 19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年 9月 14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年 3月 20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年 10 月 30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8月 25 日校長核定配合學校改名大學修訂法規名稱 

民國 102 年 12 月 3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年 1月 6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配合政府建立證照制度，提升產業技能並培養教職員工專業實務技能，增加競爭力，

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職員工取得專業證(執)照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採計之專業技術證照包括： 

（一）國際性專業證照：國外相關機構經認證考試所發證照。 

（二）政府機關所發證照：考試院、行政院等所屬之各部會（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

通部、環保署、職訓局等）、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照。 

（三）專技人員高普考試，均比照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 

（四）本校採認之語言相關檢定證明。 

（五）其他私人機構所發證照不予採計。 

三、申請補助資格限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含專案教師、約雇人員）。 

四、證照補助金額為：參加專業證照檢定考試並取得證照者，按報名費實支實付。 

五、申請人須於取得專業證照後 1個月內(如逢寒暑假，於開學後兩週內)，提出補助金申請，

逾期不再接受申請。 

六、申請證照補助之程序如下： 

（一）填妥申請表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請，送人事室彙整。教師部份提請「學術研究獎勵補助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職工則陳請校長核定。 

核定後依行政程序請款。 

（二）申請時繳交相關證件影印本 3 份（分別由所屬單位、人事室及會計室各留存 1 份），

並檢附相關證件正本查驗（所屬單位驗畢後歸還）。一試 2 照者僅能擇一申請，以資

格換證者不得提出申請。 

七、本要點補助經費，主要由教育部之獎勵補助經費或由每年本校編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並得視每年取得經費或本校經費規劃情況調整補助金額。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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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實施細則 

 

95年 6月 6日教務會議訂定 

96年 8月 2日網路推動委員會修訂 

96年 8月 23日校長核定 

96年 12月 31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97年 4月 1日教務會議修訂 

97年 4月 15日校長核定 

97年 11月 21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98年 4月 7日教務會議修訂 

98年 4月 20日校長核定 

98年 6月 19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98年 9月 29日教務會議修訂 

98年 10月 5日校長核定 

99年 7月 1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99年 7月 12日教務會議修訂 

99年 7月 23日校長核定 

100年 7月 20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100年 10月 4日教務會議修訂 

100年 10月 6日校長核定 

102年 4月 23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102年 6月 11日教務會議修訂 

102年 7月 11日校長核定 

102年 7月 25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102年 7月 29日教務會議修訂 

102年 8月 30日校長核定 

102年 12月 5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102年 12月 17日教務會議修訂 

103年 1月 2日校長核定 

103年 4月 2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103年 7月 8日教務會議修訂 

103年 8月 26日校長核定 

103年 12月 10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104年 1月 6日教務會議修訂 

104年 1月 27 日校長核定 

104年 5月 15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104年 6月 23日教務會議修訂 

104年 7月 12日校長核定 

104年 11月 26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修訂 

104年 12月 29日教務會議修訂 

105年 2月 2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實施 e化校園政策，鼓勵本

校專任及專案教師製作遠距教學教材，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提供多

元化學習方式，特依據本校「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

定「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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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腦網路教學： 

（一） 指每一課程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電腦網路教學方式進行，並

且必須提供滿足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之數位學習教材內容。期

中及期末考試須於教室實地舉行（專科部低年級須配合學校既定

時程舉行期中、期末考試），不得以網路進行考試，得以繳交報

告或作業方式代替期中（末）考試。 

二、 視訊頻道教學：  

（一） 指每一課程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視訊頻道進行者。 

（二） 視訊頻道教學以同步視訊方式實施，於上課期間，遇通信系統中

斷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上課時，主播端應提供上課錄影帶，送至

收播端或以視訊隨選方式另行安排補課。 

三、 遠距教學授課時數未達該課程二分之一以上者，不屬於遠距教學課

程，但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的時數可抵算該課程授課時數。若遠距

教學授課方式以電腦網路教學方式授課者，相關規定比照電腦網路

教學課程辦理。 

第三條 申請程序及條件： 

一、 電腦網路教學： 

（一） 本校教師於每年二月中旬前提出第一學期開課申請或八月底前

提出第二學期開課申請，經審議通過後，即可開課。 

（二） 課程須以學年或學期開課，以使用本校提供之網路教學平台為原

則。 

（三） 專業課程修習人數以 15人為下限，一般課程修習人數以 20人為

下限，100人為上限。 

（四） 課程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相關網路著作權規定，且同一門課

程以使用同一份教材為原則。 

（五） 課程應包含課程介紹、課程安排及授課單元等三大基本架構。每

一授課單元亦應包含學習目標、授課方式、教學內容、作業報告、

議題討論、相關學習資源等項目。 

（六） 課程網頁上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記錄、評量

記錄、學生全程上課記錄及作業報告，於課程結束後，應保存於

網路教學平台至少三年，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

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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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電腦網路教學授課時數未達該課程二分之一以上者，經審議通過

後，方可進行授課。 

二、 視訊頻道教學： 

（一） 本校為收播學校時，至少須有本校學生十人選課始得開課。 

（二） 其餘相關事項依本校相關學則辦理。 

第四條 鐘點費之計算： 

一、 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以授課時數計算授課鐘點。 

二、 電腦網路教學課程若授課時數達二分之一以上，該門課程之授課鐘

點依以下方式計算： 

（一） 開課教師必須同時參與該門遠距課程教材製作始得加計鐘點

費。 

（二） 增加之鐘點費視該班修課總人數而定。班級人數 15~30人，增加

0.2倍鐘點費；人數 31~45人，增加 0.4倍鐘點費；46~60人，

增加 0.6倍鐘點費；61~80人增加 0.8倍鐘點費；81~100人增加

1倍鐘點費。 

（三） 獲加計鐘點費之遠距課程，其若該課程之遠距教材由本校兩位以

上之專任或專案教師共同製作者，50%之加計鐘點費歸授課教師

所有，另 50%之加計鐘點費得由原開課單位依據製作該門教材

之貢獻度，填寫「遠距課程加計鐘點比率分配表」來分配相關教

師加計鐘點之比率 

（四） 兼任教師及使用他人開發之數位教材開課者，無增加鐘點費。 

（五） 加計之鐘點得納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計算，且不受超授鐘點數上

限之限制。 

（六） 以上加計鐘點費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若遇

該經費不足支應時，得由校內其他經費來源支應。 

第五條 審查方式： 

一、 電腦網路教學課程： 

（一） 開課審查： 

教師應填寫「文藻外語大學開設遠距教學課程申請表」，連同附

件表單及自評資料送交各「系所（中心）課程規劃小組」、「系所（中

心）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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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開課單位應將開課相關表件連同

系所（中心）評分表，送交「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進行開課審查。 

經「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開課審查通過後，開課單位將相關

表件提案至「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經審議通過後，即可

開課。曾開設過之課程，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平均達3.5以上者，

可免經開課審查，由開課單位提案至「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經審議通過後，即可開課。 

開課教師須填寫「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

由教務單位提報教育部備查。 

（二） 期末評鑑： 

教師應於期末進行課程自評，並填寫相關表單及佐證資料予開

課單位，以提案至「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進行期末評鑑。「遠距教

學推動委員會」得聘請相關領域之校內外學者專家，每門課程組成

五人審查小組，於課程結束後進行審查，接受補助之教師應依期末

課程評鑑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三） 追蹤評鑑： 

若次一學期仍續開課，須接受追蹤評鑑，開課教師如未執行前

次評鑑所建議之改善事項或續評鑑不合格者，「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得中止課程次一學期再實施遠距教學。 

二、 電腦網路教學課程授課時數未滿二分之一者： 

教師應填寫「文藻外語大學教師開設未滿二分之一電腦網路教

學課程申請表」，送交各「系所（中心）課程規劃小組」、「系所（中

心）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經「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開課單位應提案至「校課程

委員會」，經審議通過，即可開課。 

三、 所有課程皆應接受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及進行期中、期末之學習滿意

度調查。 

第六條 經費補助之條件及獎勵方式： 

一、 核准開授電腦網路教學課程之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每門電腦網路

教學課程可申請教學助理協助課程之教學，由授課教師自行聘請本

校在學學生擔任，經費以班級人數計算（15~30人班級，每班每月

15小時；31~45人班級，每班每月 20小時；46~60人班級，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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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25小時；61~80人班級，每班每月 35小時；81~100人班級，

每班每月 45小時)，每學期依照該學期經費總額彈性調整可提供之

月數，由開課所屬單位編列預算。 

二、 自製電腦網路教學課程可申請教材製作費補助，以網路教學時數計

算，每小時不超過 5,000元為上限，由教師發展中心依當年度奬補

助款核發相關費用。申請補助條件如下： 

（一） 必備條件： 

1. 採用獨立、完整之網路教材，不得混合搭配教科書、錄影音帶、
光碟、或其他連結之網外資源；必須於教材中加註有關智慧財產

權負責之聲明。 

2. 電腦網路教學課程時數及所提供之數位學習教材內容達二分之
一以上者。 

（二） 選備條件，具備以下條件可優先獲得補助： 

1. 本校之共同必修課程。 

2. 符合教育部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開放申請領域之課程。 

3. 課程總修習學生數預計超過 50人，或將有不方便到校的學生修

習之課程。 

4. 二人以上教授的同一課程或同一課程由同一教師教授二年以上。
每班之任課課程教師最多只能四位，且須實際擔任教學者。 

5. 曾獲本校網路教材製作獎勵之課程。如電腦網路教學課程使用之
教材曾獲得教材數位化或網路教材製作之獎勵，該獎勵金須從上

述之教材製作費中扣除。 

三、 開設電腦網路教學課程並申請教材製作費之教師，於授課完畢後，

須申請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者，

每門課得申請奬勵金 2萬元，每人每學期最多獎勵兩門。 

第七條 修課規定： 

一、 遠距教學課程學生選課、請假、考試、學分數之認定、成績考核及

處理方法，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每學期學分數不得超過當學期個人總學分

數二分之ㄧ（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亦包含於每學期限修學分數內），

如超過該學期規定之學分數上限，超修部份須另行繳交學分費（含

實習課之課程，則依實際上課時數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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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經成績考核及格者，得由本校給予學分，

其考核標準與一般課程相同，並得並計為畢業學分。其修習遠距教

學學分（包含於他校修習遠距教學之抵免學分）總數以不超過畢業

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限。 

第八條 校際合作： 

一、 開課依據：如與本國或外國學校遠距教學校際合作，相關規定依據

雙方協定執行，但相關開課流程必須符合教育部頒訂之「大學遠距

教學實施辦法」，遠距課程開設須依據本校實施細則規定辦理。 

二、 課程開設及成績管理： 

（一） 本校為主播學校時： 

1. 本校應將開課資料送至收播學校教務單位公告，供學生選修，學
期授課期間課程相關事宜應主動提供收播學校公告學生週知。 

2. 同步課程上課期間如遇通信系統中斷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上課
時，本校提供視訊隨選方式，請收播學校另行安排補課。 

3. 每學期之期中、期末考試由本校教務單位安排考試時間與地點，
並將試題送收播學校。收播學校另行安排考試地點通知學生應試，

其考試時間應與本校相同。 

4. 授課教師於學期結束後，應將成績於規定時間內送本校教務單位
登錄，教務單位再將收播學校選課學生之成績轉寄至該生就讀學

校登錄。 

5. 有關成績之考評、選課人數限制等規定，依本校上課教室容量、
相關學則及授課教師之規定辦理。 

（二） 本校為收播學校時： 

1. 本校應於開學前公告主播學校之開課資料，並於加退選結束後，
將選課學生名單函送主播學校教務單位。 

2. 本校上課時應設置一位課程助理。 

3. 本校應於同步課程上課時記錄學生出席狀況，並將出席簽到表寄
主播學校教務單位轉送任課老師作為平時考核之用。學生若有缺

席者悉依本校學則規定處理。 

4. 學期授課期間，本校應負責將主播學校提供之課程相關事宜公告
學生週知並配合辦理。同步課程如遇通訊系統中斷或其他因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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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繼續上課時，本校須將主播學校提供之課程錄影帶或以視訊隨

選方式另行安排學生補課。 

5. 每學期之期中、期末考試由本校教務單位將主播學校提供之試題
另行安排考試地點通知學生應試。 

6. 學期結束後，本校教務單位應將主播學校寄至之學生成績登錄及
公告。有關成績之考評、選課人數限制等規定，依主播學校之相

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教師利用校方資源製作之數位教材，其著作財產權歸屬本校所有。

若教師要以其個人名義或委託第三人出版發行教材，應由該教師向

本校取得書面授權，並約定將來出版發行物的使用方式後，始得為

之。 

前項申請、授權等相關業務由教師發展中心承辦。 

第十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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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獎勵教師申請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實施要點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Governing Faculty to apply for Subsidized Curriculums 
and Teaching Plans provided by the Authorities 

民國102年9月5日行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on Sept. 5, 2013 

民國102年9月23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Sept. 23, 2013 

一、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教師申請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

以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獎勵教師申請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

學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Article I. For encouraging faculty to apply for 
subsidized curriculums and teaching plans offered by the authorities, these Guidelines are 
enacted accordingly.  

二、本要點所獎勵之課程與教學計畫，係指教師申請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政府部門

為鼓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或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之正式與非正式課程與教學計畫，

但不包含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及其他各類研究計畫。Article II. The stated 
subsidized curriculums and teaching plans are official or unofficial curriculums and teaching 
plan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or other authorities for 
encouraging faculty to elevate their teaching quality or adv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however, it excludes collaborative projects of industry-government-academia and other kinds 
of research projects.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惟兼任行政單位主管之專任教師於行政本職範

圍內所申請之相關計畫不予適用（兼任學術單位主管之專任教師適用）。Article III. 
Only full-time teachers of the School are the applicable applicants; however, those who are 
deans/directo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units, bas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nature, are not 
applicable for the application; full-time teachers who are also deans/chairperson of the 
academic units are applicable for the application. 

四、獎勵金額：得依下列計畫案之經費分級給與獎勵金：Article IV. Reward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budgets, reward is granted. 

    (一)   100 萬元以上：4 萬元獎勵金。(1) More than one million NTD: 40,000 reward 

    (二)  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3 萬元獎勵金。(2) Between 0.5-1 million NTD: 
30,000 reward 

    (三)  20 萬元以上，未達 50 萬元：2 萬元獎勵金。(3) Between 200,000-500,000 NTD: 
20,000 reward 

    (四)    5 萬元以上，未達 20 萬元：1 萬元獎勵金。(4) Between 50,000-200,000 NTD: 
10,000 reward 

五、教師每年(1～12 月)獲得前述計畫獎勵以 2 件為限。Article V. Full-time faculty can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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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wo subsidized rewards maximum mentioned above per year. 

六、教師獲得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案，由申請人於計畫截止日期後一學期 
內，依行政程序提出申請；若為多年期之計畫案，得依計畫核定金額逐年申請。
Article VI.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within the semester period after the expiration 
date of the project by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on process; if the project will last for several 
years, based on the approved budgets, the application has to be filed year by year. 

七、上述計畫案之計畫主持人若超過一人以上，則獎勵金平均分配；若計畫執行期間

內更動計畫主持人，則依執行期間之比例申請獎勵金額。Article VII. If the project 
director is more than one person; rewards shall be divided equally; if the project director is 
chang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duration, rewards shall be divided pro rata. 

八、因執行前述計畫獲得之獎勵金得改以抵免教師基本授課時數做為獎勵方式。獎勵

金每滿 13,000 元(講師、助理教授) /16,000 元(副教授、教授)可抵免 1 學期基本授

課時數 1 個鐘點。凡選擇抵免基本授課時數者，當學期不得超鐘點授課。每位教

師當年度校內所有相關計畫獎勵金合計後，每學期最多抵免 3 個基本授課時數，

最多抵免 2 學期。Article VIII. Deduction of the basic teaching hours is accepted as an 
incentive from the granted reward. Reward achieved 13,000 NTD (lecturer, assistant professor) 
/ 16,000 NTD (associate professor, professor) can be taken to deduct one teaching hour in one 
semester. For faculty taking the deduction in that semester, no overtime teaching is allowed. 
The total of rewards in that academic year can deduct three basic teaching hours each semester 
and two semesters in maximum. 

九、本辦法所需經費，須配合該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辦理，倘經費中斷或刪減時，本辦法得停止實施或酌減獎助金。Article IX. The 
required budget should conform to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Subsidy to Private 
Colleges/Universities of Technology subsidiz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f the amount is 
reduced or cannot be offered any longer, these Guidelines shall be terminated or the subsidy 
will be reduced. 

十、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Article X. These 
Guidelines become effective after they are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and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Amendments must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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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教學優良及專業典範教師選拔要點 

民國 94 年 03 月 23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95 年 03 月 28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97 年 03 月 18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2 年 08 月 25 日校長核定配合學校改名大學修訂法規名稱 
預訂民國 105 年 12 月 06 日行政會議提案修正 

 

一、 本校為鼓勵教學成效優良及專業發展典範之教師，表彰其在教學或專

業領域上的努力與貢獻，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項分類、獎金及獎勵名額: 

(一) 獎項分類為「專業典範獎」及「教學優良獎」二類。 

(二) 「教學優良獎」：按各學院可選拔教師人數，每 50 名教師每年可

選一名獎勵名額（未達 50 人以 50 人計），每人獎金兩萬元，得從

缺。 

(三) 「專業典範獎」各學院每年得選一名，獎金三萬元，得從缺。 

前項獎金經費來源得由獎勵補助款補助。 

三、 候選資格： 

(一) 本校專任教師 (講座教授、客座教師除外)，並在本校連續任教滿

兩年以上者。 

(二) 教師年度評鑑成績，在本校排名前百分之四十以內者。 

(三) 符合本校專任教師評鑑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者。 

四、 初選選拔辦法： 

(一) 「教學優良獎」由各學院教評會依照下列事項標準訂定推舉辦法

選拔之： 

1. 課程規劃符合設定之學生核心能力與基本素養 

2. 作業、考試及評分 

3. 教材、教具編撰與開發 

4. 學生學習（或指導）成效 

5. 其他教學成果與榮譽事蹟 

各學院每年至少須推舉一名。 

(二) 「專業典範獎」由各學院教評會依照下列事項標準訂定推舉辦法

選拔之： 

131



1. 專業研究 

2. 產學發展 

3. 遠距課程 

4. 專利發明 

5. 校務貢獻 

各學院每年至少須推舉一名。 

五、 決選選拔辦法：由行政副校長召集，學術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及

校教評會互推五位選任委員組成決選小組，教師發展中心為業務執行

單位，就各學院初選推舉之教師進行決選。 

六、 以上選舉過程，行政單位應配合提供相關資訊，使用資訊單位應注意

符合個人資料的保護義務。 

七、 當選之教師，將於學校重大慶典中公開表揚，並頒發當選證書與獎金。

未當選之教師名單，應按教評會密件程序處理，嚴守保密原則，不得

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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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勵教師指導學生參與競賽實施要點 
民國 102 年 06 月 18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2 年 08 月 27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年 10 月 15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年 11 月 26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3 年 04 年 01 日行政會議修正 
 

一、本校為鼓勵教師指導學生參與全國或國際競賽，以提升學生專業知識與就業競爭力，特

訂定「文藻外語大學獎勵教師指導學生參與競賽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勵類別：本校教師指導學生以學校名義參加與所屬系(所)專長有關之國際性、海峽兩

岸及全國性競賽，於決賽獲獎且無申請本校其他項目之獎勵者。 

三、獎勵條件： 

(一) 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 

(二) 本獎勵應於得獎後六個月內提出申請。 

四、獎勵原則： 

(一) 國際性競賽：  

1.參賽國家須6個以上，或3個以上且參賽隊伍達30隊(含)以上。  

2.第一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每隊最高得發給二萬元獎勵金。 

3.第二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每隊最高得發給一萬五千元獎勵金。 

4.第三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每隊最高得發給一萬元獎勵金。  

5.佳作或公認同等級以上獎項：每隊最高得發給五千元獎勵金。 

(二) 海峽兩岸、全國性競賽：競賽活動須由境內外政府機構所主辦或具名協辦，或由知名學術團 
體主辦。 

1.參賽隊伍達30隊以上或參賽作品達50件以上。  

(1)第一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者，每隊最高得發給一萬元獎勵金。 

(2)第二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者，每隊最高得發給七千五百元獎勵金。 

(3)第三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者，每隊最高得發給五千元獎勵金。  

(4)佳作或公認同等級以上獎項者(不含入圍獎)，每隊最高得發給二千五百元獎勵

金。 

2. 參賽隊伍達15隊以上或參賽作品達25件以上。 

(1)第一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者，每隊最高得發給五千元獎勵金。 

(2)第二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者，每隊最高得發給三千五百元獎勵金。 

(3)第三名或公認同等級獎項者，每隊最高得發給二千五百元獎勵金。  

(4)佳作或公認同等級以上獎項者(不含入圍獎)，每隊最高得發給一千五百元獎勵

金。 

(三)以上獎勵金，獨立指導者全額發給；由多位教師指導者則平均發給所有指導老師;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四)同一作品參與多個競賽獲獎或獲得多項獎項，不得重覆申請獎勵，惟得選擇其中獎

勵金較高者給予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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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勵金額得視當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之多寡與學校財務狀況作適度的修

正調整。同一申請人依據本要點所獲獎勵金之總額每一會計年度以十萬元為上

限。惟有特殊情況者，得依行政程序提請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五、申請暨審查程序： 

(一) 申請時應提送下列文件，缺件者不予受理： 

1.獎勵申請書及資料檢核表各乙份（格式另定）。 

2.教師指導實績證明(足以證明確為該獲獎隊伍或作品之指導老師之文件)、得獎證

明或領獎實證等相關資料。 

3.競賽辦法、參賽隊數(或作品數量)及競賽屬性等有助審查之資料。 

4.獲獎作品相關資料(如：照片、簡介或影音檔資料)。 

5.「教育部技職風雲榜」填報佐證。 

(二) 獎勵申請案於每年1月、7月底前交承辦單位彙整送學術暨研究獎勵補助審議委員會審

議，逾時不予受理。 

(三) 申請案經學術暨研究獎勵補助審議委員會決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給獎勵。 

 

六、申請人所申請獎勵之校外競賽成果，如涉及偽造、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不當情

事，將通知當事人及學術暨研究獎勵補助審議委員會主席，以進行相關處理，屬實者應退還

已領獎金。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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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師專題暨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 

民國 95 年 02 月 14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5 年 04 月 01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6 年 10 月 09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6 年 10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6 年 12 月 11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7 年 0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0 年 02 月 15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0 年 10 月 18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1 年 06 月 19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年 08 月 27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3 年 06 月 03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12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4 年 05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研究、進行產官學合作，以提升學術

水準、增加實務經驗、落實社會服務，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師專題暨產

官學合作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三、獎補助種類、方式及金額： 

（一）獎勵： 

1. 獎勵範圍：獲得教育部、科技部或其他公私立機構獎補助之研究計畫案暨與公

民營機構簽訂之(國際)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案。 

2. 獎勵金額：得依下列計畫案之經費分級，給與相對應之獎勵金： 

2.1 個人型計畫： 

2.1.1 200 萬以上：5 萬元獎勵金。 

2.1.2 100 萬元以上：4 萬元獎勵金。 

2.1.3 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3 萬元獎勵金。 

2.1.4 20 萬元以上未達 50 萬元：2 萬元獎勵金。 

2.1.5 5 萬元以上未達 20 萬元：1 萬元獎勵金。 

2.2 整合型計畫： 

2.2.1 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獎勵原則同 2.1 個人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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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科技部單一整合型計畫如「私校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等，總計畫

主持人可持通過證明(含科技部計畫編號) 依其原申請時各子計畫金

額同比例專案申請獎勵，獎勵金額準用 2.1 個人型計畫原則，且各子

計畫主持人於校內各規定中，準用科技部計畫之相關權利義務。 

3. 申請原則及方式： 

3.1 獲得教育部或科技部獎補助之研究計畫案，由申請人於執行計畫案之當學年

度第二學期開學後，依行政程序提出申請，若為多年期之計畫案，須依計畫

核定金額逐年申請。 

3.2 獲得其他公私立機構獎補助之研究計畫案或與公民營機構簽訂之產官學合

作研究計畫案，由申請人於合約結束日期起一年內，依行政程序附研究報告

提出申請，若為多年期之計畫案，得依計畫核定金額逐年申請。 

3.3 每人每年(1～12 月)獲得獎勵以 5 件為限。 

4. 因執行計畫獲得之獎勵金，得改以抵免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做為獎勵方式。獎助

金每滿 13,000 元(講師、助理教授) / 16,000(副教授、教授) 可抵免 1 學期基本授

課時數 1 個鐘點。凡選擇抵免基本授課時數者，當學期不得超鐘點授課。每位

教師當年度所有計畫獎助金合計後，每學期最多抵免 3 個基本授課時數，最多

抵免 2 學期。 

（二）補助：補助種類、金額及原則分列如下： 

1. 個人型研究計畫案：限前一學年度提出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未獲補助者，補助

金額每案以最低 2 萬，最高 8 萬。每人每年度以 1 案為限。 

1.1 申請人依所屬單位所訂時間提出申請。 

1.2 於每年 9 月底前提送承辦單位送交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學審會)審查。 

1.3 個人型研究計畫案審查重點如下：研究計畫之周全性、學術性、應用性與預

期成果。曾獲該類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者，第二次（含）以後之申請，應檢附

近五年歷次補助案後續正式發表之作品佐證資料作為審核參考。 

1.4 若申請人獲得本案補助後，其科技部計畫經申覆通過時，則取消本項補助

案。 

2. 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案：補助金額每案以 40 萬元為上限，每人每年度擔任總計

畫主持人以 1 案為限，補助金額得視當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之金額與

學校財務狀況做適度的修正調整。 

2.1 申請人得隨時提出申請。 

2.2 研發處將計畫書送 2 人外審，均獲通過者方得送交學審會審查。 

2.3 校內整合型計畫審查重點：原則上應配合系(所)中心、院及校務發展之重點

指標，且具有成為本校研究特色領域及本校重點研究者;其餘審查重點同個

人型計畫。 

3. 國際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含大陸及港、澳)合約金額達 1,700 美元(含)以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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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實際需求提出補助申請，補助金額以行政管理費百分之五十為上限。若後續

合約金額變動則依比例調整，並應於計畫簽訂後兩個月內提出申請，經核准通

過後，俟計畫經費撥入後請款。 

四、獲補助之研究計畫執行程序： 

（一）經費撥付暨核銷時間： 

1. 個人型研究計畫案及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案：審查結果於審議後公布。計畫

執行須為同一曆年度，研究經費依學校行政作業程序申領。最遲應於次年十

二月底前完成核銷。 

2. 國際產官學合作研究計畫案：經行政程序核定通過後，隨即執行，研究經費

依學校行政作業程序申領。最遲應於計畫所訂結案後三個月內完成核銷。 

（二）經費執行：依學審會審查核定之金額執行。預算包括：臨時人力工作費或工讀

費、資料蒐集與分析費、耗材費、交通費（限國內）、雜費（雜費以所核定金額

百分之 20 為上限）。 

（三）遇有計畫變更或中止時，均應依行政程序報請學審會通過，若計畫中止並須退

回所領之補助費。 

（四）經費核銷：申請人應依研究計畫預算項目執行，項目、金額應相符合，必要時，

各項目預算之流用以百分之 15 為限；計畫執行完畢後，應依各類補助案規定時

間檢附單據向會計室辦理核銷手續，未能核銷之餘款須依規定繳回。 

五、獲補助之各類研究計畫須於結案後一個月內繳交研究成果(結案報告)並於一年內

對外發表，未繳交、逾期未繳交或未發表、逾時未發表者，隔年(次)均不得再提

出補助申請，已獲補助者，將取消其補助金額。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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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勵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學術型研究計畫實施要點 

 

           

民國 102 年 12 月 03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12 月 26 日校長核定通過 

民國 105 年 10 月 04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鼓勵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學術型研究計畫，以提升學生研究動能，特訂定「文

藻外語大學獎勵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學術型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勵類別：本校教師指導學生以學校名義投件或通過校外公私立機構獎補助之學術

型研究計畫。 

三、獎勵對象：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 

四、獎勵原則： 

（一） 投件獎勵：三千元獎勵金。 

（二） 通過獎勵：依計畫案所獲得之獎補助金額核發獎勵金： 

1. 二萬元以上未達五萬元：五千元獎勵金。 

2. 五萬元以上未達二十萬元：一萬元獎勵金。 

3. 二十萬元以上：二萬元獎勵金。 

（三） 獨立指導者發給全額獎勵金；由多位教師指導者，獎勵金分配自行約定。 

（四） 獎勵金得由教育部相關獎勵補助款或校內配合款支應。 

（五） 每人每年(1-12月)以申請二案為上限。 

五、申請程序：  

（一） 申請投件獎勵者須檢附下列文件，缺件者不予受理： 

1. 獎勵申請書及資料檢核表。 

2. 計畫投件證明。 

申請人於投件後三個月內依行政程序提出申請。 

（二） 申請通過獎勵者須檢附下列文件，缺件者不予受理： 

1. 獎勵申請書及資料檢核表。 

2. 教師指導實績證明(例如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或其他校外公私立機

構學術型研究計畫之通過證明)。 

3. 學術研究成果(依計畫規定之格式撰寫)。 

申請人於結案後一年內依行政程序提出申請。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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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師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處理要點 

民國89年12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91年03月27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91年04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91年11月06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92年01月11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95年02月14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95年04月01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96年10月09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96年10月13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96年12月11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97年01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100年10月18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101年06月19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102年08月27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102年11月26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103年06月03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104年01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104年05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104年08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105年05月31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105年08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 本校為鼓勵教師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發表教學、研究成果及參加專業實

務研習，以提高本校學術地位，並增進教師教學知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補助者須為本校專任教師，惟留職停薪之教師不在補助之列，留職留薪教師

則每年以補助一次為限，且須事先依程序申請並獲審議通過者。 

三、申請補助項目： 

（一）參加國內各種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者(壁報發表者不予補助)：報名費(不含年費)、

註冊費、交通費、住宿費(交通費及住宿費依本校國內差旅費支給標準核銷)。

每案上限一萬元。 

（二）參加國外(含大陸地區)學術研討(習)會，其論文經大會接受發表，並符合下列

情況之一者，補助機票費、註冊費(檢據實核)。每案上限：歐美地區四萬元，

其餘地區二萬元。 

1. 未獲會議主辦單位之補助，並已依規定受理時程先向教育部或科技部申請補

助，而未獲補助者，或所獲補助金額低於校內補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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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會計年度，因曾獲教育部、科技部補助參加國外學術研討(習)會，而不

能再申請者。 

（三）在國內、外學校或公民營機構，從事與職務有關之證照研習、實務研究或參加

與職務有關之研習課程。 

1. 證照研習或單一課程累積時數達8小時以上並持有相關證明(主辦單位正式的

研習證書)者，得申請報名費、交通費、住宿費(交通費及住宿費依本校國內

外差旅費支給標準核銷)補助。每人每年以一萬元為上限。 

2. 寒暑假赴公民營機構進行實務研究並提出研究報告者，得申請每人次一萬元

之補助。 

3. 進修學位或年會的研習活動不得申請此項補助。 

（四）學校基於校務發展之需要，經校長指派參加國際會議或學術交流、研習活動者(奉

派公差)，補助交通、住宿、膳什、簽證、保險、報名及註冊等費用，補助標準

由學校核定之。 

四、申請研習補助者，應於參加研習會前，填具「教師申請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習)

會補助申請表」依行政程序提出申請，並於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補附相關資料(檢

核表、研習或結業證書)，方由研發處提請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學審會)審議。研習活動結束後補提申請，則不予受理。 

五、申請研討會補助時應提送下列文件，欠缺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乙份(格式另訂）。 

（二）主辦單位致申請人(單位)之正式邀請函(公函)，及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文件

及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三）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擬發表之論文中文摘要、英文或第二外文摘要(以中文

發表者可免附)及該論文未來擬發表之學術刊物簡介。 

（四）參加國外學術研討會者，應檢附已向教育部或科技部申請補助之證明或未獲通

過之公文。 

（五）第二次以後申請者，應檢附近五年歷次獲補助出席會議後之出版刊物佐證資料

或具體成果報告。 

六、參加國內外研討會之申請案應於會前依行政程序申請，事後提請學審會審議追認。

若報名時間許可，則應先行提請學審會審議；又同時申請科技部與校內補助，且

獲科技部核定，則須放棄校內補助。 

七、各申請案之審查及核准原則如下： 

（一）論文係以本校名義在會議中發表。 

（二）申請人近年來之研究成果、年資、服務績效等。 

（三）參加研討(習)會之性質、規模及其學術上之重要性。 

（四）同一申請人每一會計年度補助以十萬元為上限。惟因第三點第四目之補助得不

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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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論文係合著者，每一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為限。 

（六）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之補助金額核定原則：五年內至少有一篇獲補助之研

討會論文已經出版於學術刊物者(須有ISBN或ISSN)，依補助項目全額補助，其

餘得扣減補助金額。五年內首次申請者則不在此限。 

八、經核定補助者，如有變更行程或不克出席時，應事先報請校方同意。 

九、經費報支方式：據實填寫差旅費報告書，逐一明列各項費用金額，檢據辦理核銷。 

十、受補助人應於學審會決議核定後或研討會後一個月內提送書面心得報告（含該論

文未來擬發表於學術刊物計畫及該心得報告電子檔）一份送研發處備查，並於該

系(所)、中心教學研討會中報告分享。未依規定提送書面心得報告者，五年內不

受理其再次之申請。 

十一、受補助當事人與會期間若有損害校譽、違反政府法令或影響國家形象之行為，

經查證屬實者，除依相關規定處理外，應繳回全部補助費用並不得再申請補

助。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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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 

民國 100年 12月 13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2年 08月 27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年 11月 26日臨時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民國 103年 04月 01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5年 03月 29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依據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實務研習或服務，以提

昇實務研究量能及教學品質，特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技專校院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

實務增能實施要點」，訂定「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 

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所謂專任教師為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

赴公民營機構服務及研習，以增加實務經驗，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量能，創造合作

機會與長期互動模式。 

三、研習及服務定義 

本要點之研習活動乃配合本校各系(所)、中心之專業領域、跨域應用、特色發展以

進行之。其方式如下： 

(一)短期研習：係指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之研習活動，分為下列兩種。 

1.廣度研習：至公民營機構進行至少 16小時之研習活動，為期 2至 7日。 

2.深度研習：校內專任教師 3至 5人為團隊(可跨單位)至公民營機構進行每日

至少以半日為單位之研習活動，累計期程 4至 8週。 

3.申請短期研習經審議通過者，應於研習前申請公假。 

(二)深耕服務：教師以半年為單位，與單一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與專業或技術相關

之研究主題，以留職留薪方式，進行研究或服務。 

四、短期研習之申請、補助、核結及義務 

(一)申請流程： 

申請教師最遲於學期結束前 2個月備妥計畫書(含預期效益及經費來源)，依行

政程序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申請，再交研發處彙整，經學術暨研究獎勵

補助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有時效性之案件，得以簽呈先行提出申請，

經核可後先行辦理，事後提請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審議追認。 

(二)經費補助： 

1.參加廣度研習者依「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師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處理

要點」給予補助。 

2.參加深度研習者，每人每年以 2萬元為補助上限。本校每年獲准辦理深度研

習人數，得依教育部相關獎勵或補助經費，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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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核結：短期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寫差旅費報告書，逐一說明各項費用金

額，檢據辦理核銷。 

(四)教師義務： 

1.參加廣度研習者於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研習心得，送交研發處。 

2.參加深度研習者於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研習之技術報告或具體成果產出

(如：研發教材、教具等)送交研發處，並於完成研習後半年內，舉辦回饋教

學活動(如試教實作、研發成果說明會、研究應用之講座或工作坊)，至少一

場。 

五、深耕服務之申請、審核、及權利義務 

(一)適用對象： 

於本校任職滿 2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且近六年內無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者優先

考慮。 

(二)申請時間： 

申請人最遲於學期結束前 2個月，備妥計畫書(含預期效益及經費來源)，依行

政程序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申請下一學期(學年)之服務計畫。 

(三)申請流程及審核標準： 

1.申請案經所屬系（所）、中心教評會、學院教評會、校教評會通過後，再交

研發處彙整送交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 

2.系（所）、中心審核原則：系（所）、中心每學期連同單位內核准半年以上

之深耕服務、進修、講學、研究、延長病假、出國考察、借調及專案核准留

職留(停)薪之人數，不得超過該系（所）、中心教師人數百分之二十；不足

一人者，得以一人計；系所合一者，應合併計算。 

本校每學年獲准辦理深耕服務人數，得依教育部相關獎勵或補助經費，酌予調整。 

(四)教師權利 

1.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留職留薪(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服務時間採計其年資。

若深耕機構未提供年終獎金時，則由本校提供，實質內容依雙方合約另定之。 

2.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得免受教師評鑑，但須由教師提出在企業服務考核及

在校各項績效情形，由權責主管核定是否晉薪級。 

(五)本校、獲補助教師及服務機構之義務 

1. 本校義務：  

(1) 應協助教師與服務之公民營機構訂定合作機構同意書。 

(2) 除已獲教育部補助代課費者外，應支付教師服務期間之代課費，代課費
計算方式如下： (該教師原每週應教學時數減去返校教學之時數)代課

教師職級鐘點費18 週。 

2. 教師之義務： 

(1) 教師須與公民營機構簽訂服務契約、產官學合作(研究)及研發保密合約，

並明訂服務期間之智慧財產權歸屬。 

(2) 教師須與服務之公民營機構簽訂產官學合作(研究)案，每案至少 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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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含)，並於服務期滿一年內執行完畢，後依產官學合作實施辦法完成

核結。 

(3) 教師於深耕服務期間，須逐週返校義務任教一門課程。因特殊緣故，得
於提出深耕服務申請書中述明彈性授課，依序由所屬系（所）、中心及學

院教評會審議。 

(4) 教師應於每季填報成效考核表，服務期滿後一個月內交付深耕服務結案
之研究報告或具體成果產出(如：研發教材、教具等)；服務期滿半年內，

須舉辦回饋教學(如試教實作、研發成果說明會、研究應用之講座或工作

坊)，至少一場。 

(5) 教師於服務期間應遵守服務單位之相關規定。如教師在服務期間發生違
法失職情事者，應自行負責，本校得依教師法第 14 條相關規定辦理。 

(6) 教師應於服務期滿一個月前申請返校服務。 

(7) 教師於服務期間契約因故終止時，須依行政程序簽請留職停薪，且須由
教師支付契約終止日起之任何衍生費用(如代課費等)並於次一學期返校

服務。 

3. 公民營機構之義務： 

(1) 對服務教師進行服務考核，作為本校相關單位績效考評、晉薪之依據。 

(2) 得與服務教師另簽產學合作(研究)案並支付相關費用。 

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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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補助各單位辦理教學研習暨學術研討會處理要點 
 

民國 87 年 06 月 24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87 年 10 月 07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89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12 月 11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0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04 月 10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8 月 25 日校長核定配合學校改名大學修訂法規名稱 

民國 103 年 04 月 15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本校各單位辦理教學研習會，提昇教學知能及提倡學術研究，特訂定「文藻外語

大學補助各單位辦理教學研習暨學術研討會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單位得依據本要點擬定辦理研習（討）會計畫，申請補助。 

三、申請辦理之研習（討）會，參加成員應以本校教師為主；研習內容應以改善教學及提升

學術研究為主。 

四、申辦研習會之詳細計畫最遲應於舉辦前一個月提出，申辦研討會最遲應於舉辦前三個月

提出，計畫申請書送由人事室轉請學術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審查。特殊情況，得依

行政程序先行提出申請，經核定後辦理，事後再提學術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審議追

認。 

五、補助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或本校經費項下支應，申辦單位得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項目及基準，按實際需求編列經費。 

六、承辦單位應於研習（討）會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研習資料（手冊）、論文、簽到單，送

會計室辦理核銷，如有餘款應即繳回；另成果簡報單，送交人事室留存備查。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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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補助各單位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作業要點 

民國 100 年 12 月 13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2 年 08 月 27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臨時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民國 103 年 04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03 月 29 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依據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各單位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實務研習，
以提升實務研究量能及教學品質，特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技專校
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及「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
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訂定「文藻外語大學補助各單位辦理教
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各單位得依據本要點擬定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計畫，申請補助。 

三、申請辦理之研習計畫，參加成員應以本校專任教師為主(所謂專任教師為專任
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技術人員)，研習內容應以吸收產業資訊及實
務經驗，並有助提升教學及研究為主。 

四、 補助辦理研習申請及審查原則 

(一) 研習領域： 

配合本校各系(所)、中心之專業領域、跨域應用、特色發展，與產業合作夥伴、

策略聯盟及相關公民營機合作規劃辦理之各項研習活動。  

(二) 研習種類： 

1. 廣度研習：本校與公民營機構共同規劃至少 16 小時之研習活動，為期 2 至 7
日。 

2. 深度研習：校內專任教師 3 至 5 人(可跨單位)，或跨校教師團隊所參與之研

習活動，每日研習至少以半日為單位，累計期程 4 至 8 週。 

(三) 研習時間： 

以每年寒、暑假期間為原則，特殊產業得視季節性需要於學期中實施。 

(四) 申請時間與方式： 

由本校各單位依據已編列之預算，最遲於學期結束前 2 個月備妥計畫書(含預

期效益及經費來源)，依行政程序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申請，再交研發
處彙整，經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有時效性之案件，
得以簽呈先行提出申請，經核可後先行辦理，事後提請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
議委員會審議追認。 

(五) 經費補助及核結原則：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所需業務費或雜支費用項目，

於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研習之研究報告及具體成果產出(如：研發教材、教
具等) 送交研發處，並完成經費核銷作業。 

(六) 研習教師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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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教師於完成研習後半年內，須舉辦回饋教學(如試教實作、研發成果說明

會、研究應用之講座或工作坊)，至少一場。 

五、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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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教師進修研究補助實施要點  

 
民國 90 年 03 月 14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0 年 03 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0 年 10 月 03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0 年 10 月 0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 年 02 月 14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5 年 03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年 04 月 17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6 年 06 月 12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6 年 0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年 12 月 28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7 年 0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年 02 月 14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年 03 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09 月 0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11 月 26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年 02 月 12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年 06 月 0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年 06 月 16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年 06 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師資素質，增強師資陣容，鼓勵教師進修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教師，係指本校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 

三、 本要點所稱進修研究，係指教師在國內、外學校或機構，修讀與教學科目有關之學分、

學位或從事與教學科目有關之研習、專題研究等活動。 

四、 教師申請進修研究之基本條件及限制如下： 

（一）服務成績優良，且進修研究之內容有助於其教學單位實際需要或本校未來學術發展

之需要者；但最近一次教師評鑑未通過者，不得提出申請。 

（二）教師進修未取得學位，或返校服務後未能提升教學、研究績效者（教學及研究績效

提升與否之評量另依本校相關辦法之規定），不得再次申請進修研究。 

前項第一款所稱服務成績優良，指教師參與學校學術、服務工作，負責盡職，績效優良。

兼職服務工作教師，累計服務積點達三十點以上者，得由校長推薦前往國內外機構進修或

考察，或自行訂定具體研究計畫，申請留職留薪進修研究半年（以學期為單位），積滿六

十點者，得申請留職留薪進修研究一年。前述服務積點計算方式依服務工作積點表之基準

計算。 

五、 教師進修研究應符合本校近、中、長程發展特殊需要，其申請類別與資格規定如下： 

（一）留職留薪：  

1.經學校遴選或指派教師參加國內外公私立機關學校或學術研究機構講習、訓練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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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研究者。 

2.兼職服務工作績效優良，符合第四點第二項規定者。 

3.經國內外公私立機關學校、學術研究機構錄取進修博士學位或獲教育部、科技部或

其他基金會等機構補助研究者。本項資格須為在本校連續服務五年以上，之前未曾

由本校補助留職留薪進修且能提出具體進修計畫者。 

（二）留職停薪： 

1.經國內外公私立機關學校、學術研究機構錄取或同意進修博士學位者。本項資格須

為在本校服務滿三年以上之專任教師。 

2.獲科技部補助赴國外短期研究者。 

（三）帶職帶薪： 

經國內外公私立機關學校或學術研究機構錄取或同意進修博士學位或獲科技部補

助赴國外短期研究者（三個月以內，且以寒、暑假期間為限），且進修期間同時履

行其基本之教學義務者。 

前項留職留薪及留職停薪，均指在進修期間離校，毋須履行教學義務，留職留薪期間採

計其服務年資，留職停薪期間之年資則不予採計。 

六、教師進修研究期限規定如下： 

（一）因第五點第一款第一、二、三目因素出國進修者，從其規定，因服務績效優良而進

修博士學位者得多加一年。 

（二）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申請進修研究以學期為計算基準。留職留薪最長以八個月為限（一

學期及寒暑假），不得申請延長；留職停薪原則上為一學期，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

如確有必要延長，得檢具証明文件，陳請校長核准後，得延長為一年，但以一次為

限。 

（三）國外攻讀博士學位者以四年為限，留職留薪最多一年，後續之延長須以留職停薪方

式為之。帶職帶薪攻讀博士學位者以七年為限，以上進修均需逐年提出申請。 

（四）教師申請延長時間應填具延長進修研究申請表，除應列舉不能如期完成之事由外，

須檢送成績單及指導教授證明函。 

七、教師進修研究名額上限（以各教學單位為計算單位）規定如下： 

（一）留職留薪、留職停薪、育嬰及服役教師之總人數，以各系（所）、中心專任教師總

人數百分之十為限，人數較少之系（所）、中心，依比例計算不足一人時，以一人

計，但每學年度全校總額仍應受百分之十之限制。留職留薪人數視教育部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經費情形，每年全校以核准二至四名為原則（經行政院各部會或其他機關

（構）遴選補助進修者，不受此限。）。 

（二）帶職帶薪進修名額原則上不予限制，但以不影響該教學單位之排課為原則。 

（三）申請進修研究人員超過名額時，得依服務協助與貢獻（如：兼任一、二級行政主管；

協助準備評鑑工作；承辦學校各種學術研討（習）會；優良導師；指導學生或個人

參加校外各種專業性競賽獲獎；學校重要會議成員，未曾缺席達三分之ㄧ；校內研

討會與各教學單位相關會議，未曾無故缺席達三分之ㄧ等）、服務年資、教學研究

成果（如：教學績優教師；製作、出版與教學相關之教具、書籍；設計、推廣網路

課程；執行科技部或其他政府單位之研究案、產學案成效良好；期刊或研討會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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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等）及各教學單位需求（所進修專業對學校之重要性；師資較難獲得需自行培

植等），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排序決定。 

（四）申請進修研究之教師，其原任課程須有適當教師代理，不得因此增加專任員額。 

八、教師進修研究之申請程序： 

（一）申請進修研究者備妥：1.申請書；2.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之入學許可或研究同意書；

3.研究計畫書及相關證明文件，經系（所）、中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送

人事室提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二）各項申請案件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准後，應至人事室簽訂進修研究契

約，保證進修研究完畢後履行服務義務。 

（三）進修研究計畫如有更改，須重新提出申請，但視為同一次進修研究。 

九、教師進修研究之補助費用，依下列規定辦理： 

申請留職留薪全時進修研究教師，進修研究期間，其基本授課時數學校得以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款委請他人代課，並視經費預算給予全額本俸及學術研究費五成之補助；由

校方主動遴派出國及因服務績效優良獲准進修研究者，得視經費預算給予本俸及學術

研究費全額之補助。以上人員並不得支領職務加給、獎金及其他津貼。 

十、依本要點核定進修研究之教師，其進修研究後之服務義務及未履行服務義時之賠償規

定另定之。 

十一、本項補助教師進修研究所需費用，除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項下補助外，

學校得視財務狀況編列預算支應之。 

十二、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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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教師進修研究補助作業原則   
 

民國 103 年 07 月 01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4 年 05 月 05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提升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素質，鼓勵教師進修、研究，特依據

本校「教師進修研究補助實施要點」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教師申請帶職帶薪進修（含寒暑假進修）博士學位，進修期間授課原則：進修期

間得申請每週二個半天不排課及減少基本授課時數 1-2 小時，以二年為限；不得

超鐘點，不得在外兼職或兼課。 

      依上述規定申請者，應填具「專任教師進修研究補助申請表」，並經行政程序提

送「學術暨研究獎勵補助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  帶職帶薪進修之教師，若於該學期辦理休學，應繳回該學期負擔減少基本授課時

數之鐘點費。未依規定程序申請，自行前往研究或進修，因而延誤教學或工作，

得視情節輕重，提請校教評會審議，改為兼任或不予續聘。 

四、  留職留薪、留職停薪及申請減授鐘點之帶職帶薪教師，進修、研究期間由學校聘

請代課教師代為授課，代課鐘點費得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或學校配合

款支付。 

五、 進修、研究之教師，應遵守下列各項規定：  

（一）經核定進修、研究之教師，均應簽訂進修、研究契約。 

（二）赴國外進修、研究期間，應每半年就其進修研究情況、進度、成果，填寄「進

修研究概況報告單」，由人事室彙整，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教師進修、研

究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完成進修、研究或因故無法完成進修、研究者，均應立

即返校服務，並填具「返校服務報告表」完成返校報到手續，不得稽延。惟因

故無法如期返校者，得於進修、研究契約期限內委託保證人辦理返校報到及請

假手續。未依規定辦理返校報到或請假手續者，提請各級教評會審議後依相關

規定處理。申請復職應於每年五月或十一月依行政程序辦理，俾利於教學單位

上下學期之排課及人力調配。上述時間以外申請復職者，應另行簽請，由教學

單位主任及院長簽註意見後，陳校長核定。 

六、  教師進修、研究後之服務義務及未履行服務義務時之賠償，規定如下： 

 （一）助理教授以上留職留薪進修研究期滿之教師，返校履行服務義務之期間至少應

較留職留薪之進修研究期間多二年；其以留職停薪進修研究者，服務期限為留

職停薪進修期間之二倍。以服務績效留職留薪進修研究期滿之教師，返校履行

服務義務之期間至少二年。不能依前述規定履行應服務之年限者，應以六個月

之全額薪資（本俸及研究費）作為違約金，並依其短少服務之年限，以比例原

則追回其進修研究期間由本校配合款所支領之各項補助費。 

屆滿退休年齡前申請服務績效留職留薪進修研究者，其進修研究時間與進修研究

期滿應返校服務之期限，合計不得逾其退休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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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修學位教師服務年限之採計，由取得學位之下一學期起算，逾期未返校任職

或義務服務期限未滿而辭職或辭聘，均視為違約，義務服務年限及違約之處理

方式如下： 

1.留職留薪進修一年，服務二年；留職停薪進修一年，服務一年；帶職帶薪獲補

助期間進修一年，服務一年，未獲補助期間進修一年，服務半年。以上進修應

服務年限之採計，皆按照補助方式計算至取得學位之年度為止，加總合計為應

留校服務年限。 

2.除核准進修時另有約定從其約定者外，違反約定者，應以六個月之全額薪資（本

俸及研究費）作為違約金，並依其短少服務之年限，以比例原則追回其進修期

間由本校配合款所支領之各項補助費用。 

3.留職留薪期滿後，若因故放棄繼續攻讀或經申請延長期限而未能取得博士學位

者，應立即辦理復職，並退還留職留薪進修期間所領薪資之二分之一。 

（三）教師履行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不得再申請進修、研究。但因教學或業務特殊需

要，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及校長核定者；及獲教育部、科技部或其他

基金會等機構遴選補助進修、研究者，不受此規定之限制。 

前項各款違約事項之處理，應提至校教評會討論決議。須於完成其賠償義務後

始得辦理離校手續。其不依規定辦理者，本校得依法訴究並函知其新任職之學

校或機構。 

七、   本作業原則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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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勵教師論文著作、創研作品實施要點 

 
民國 95 年 02 月 14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5 年 03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6 年 11 月 26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7 年 0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7 年 12 月 16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8 年 01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0 年 10 月 18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1 年 06 月 19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年 02 月 19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年 06 月 18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年 08 月 27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年 11 月 26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3 年 06 月 03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3 年 08 月 05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4 年 03 月 03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4 年 08 月 24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5 年 05 月 31 日行政會議修正 

預訂民國 105 年 12 月 06 日行政會議提案修正 

 

一、 本校為鼓勵教師改善教學、從事研究、發表論文與出版著作，以提升教學與研

究水準，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獎勵教師論文著作、創研作品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獎勵類別： 

（一） 經合格立案出版社發行之學術著作。 
（二） 以本校名義在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論文專書所發表之論文。 
（三） 從事教學研究及與校外合作研發所創研之軟、硬體實務產品或展演作

品。 
教科書不予獎勵。 

三、 基本申請條件： 
（一） 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且其作品應註明作者為文藻外語大學教師。 
（二） 符合本校現有學科及教師個人專長或改進教學確有績效。 
（三） 論文及學術著作須為研究原著，並以在前一學年（8 月 1 日至隔年 7 月

31 日）已出版者為限。設計相關之創研軟、硬體實務產品或展演作品，

亦須為前一學年（8 月 1 日至隔年 7 月 31 日）之成品。 
四、 獎勵原則： 

（一）專書：具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並經與主編寫作溝通或一定審查程序(應檢

附佐證)之知名學術研究類專書。以第一版申請為限。 
1. 審查標準依作者提供之佐證資料而定：如出版社基本資料(是否具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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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審查資料、以及作品之學術地位(如專書主編聲望、刊登或引

用次數)等。符合條件者，得 5-10 點。 
2. 若為篇章，依以上原則得 2-3 點。同本書多篇章不累計。 
3. 若為會議論文集篇章，依以上原則得 1 點。 
4. 無法確認者，學術暨研究獎勵補助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審會)將視

內容決定是否再送校外審查(至少兩位)。 
（二）期刊論文（含線上論文、光碟論文）：須具有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  

1. 優良獎勵：SCI、SSCI、A&HCI、TSSCI、CSSCI、THCI 論文，每

篇得 6-8 點。以上均需檢附期刊資料庫收錄證明，分類級數以最新公

告結果為主。此處 THCI 為新制之等級，等同於昔日 THCI Core。 
2. 基本獎勵：其它發表於有論文全文外審制度（須檢附足以證明該著作

為全文外審之佐證）之期刊論文(含科技部優良期刊或前述優良獎勵中，

未明列之資料庫所選之期刊論文)，每篇得 2 點。 
3. 所提送之論文若僅為壁報論文、口頭報告、簡報資料或非完整論文則

不予獎勵。 
（三）以上點數（含學術著作及論文發表），獨立著作者全數發給；由二人合著

者，排名首位者占 2/3，後者占 1/3；其它（即，第三作者（含）之後）

不採計點數。通訊作者比照第一作者之點數。 
（四）期刊論文屬於評論文或技術報告或 Technical Note 者，依以上原則發給

50%點數之獎勵。 
（五）教學研究及與校外合作研發所創研之軟、硬體實務產品： 

1. 因研究發明獲發明專利證書者，每件得 8-10 點。 
2. 因研究發明獲新型或新式樣專利證書者，每件得 6-8 點。 
3. 校外實務教學、專題製作（含軟體、硬體設計）之創作，通過審查給

予獎勵者，每件得 2-4 點。 
（六）藝術類科教師之展演作品（按教育部送審作品之規定），作品發表之場所

在國家級展演中心者得 6-8 點，其他如在各縣市文化中心、公私立大學

院校之藝文中心等，通過審查給予獎勵者，每件得 2-4 點。 
以上點數均四捨五入至整數。 

五、 申請暨審查程序： 
（一） 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依資料檢核表檢附相關資料，依行政程序提出

申請。附件不全者，不予受理。。 
（二） 受理申請時間：每年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三） 申請案之審查由學審會擔任之(學審會組成方式另訂之)，必要時得視該

學術領域之需要，委託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學審會應逐案審查、並列出

獎勵與否之原因及點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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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案經校長核定後，發給獎勵。 
六、 同一著作、論文、作品不得重覆申請獎勵。內容極相近之多篇論文得選擇其中

獎勵點數較高之一篇給予獎勵。 
七、 本要點之經費來源為本校獎補助配合款，每年經費依當年度財務狀況調整之。 
八、 獲獎勵之著作、論文、作品由承辦單位統一彙整後上網公布，一式三份(藝術創

作以照片呈現)分別留存承辦單位、系(所)、中心、學校圖書館，供各界閱覽。 
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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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師辦理升等作業要點 
民國 90 年 10 月 03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0 年 10 月 0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1 年 11 月 06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2 年 03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 年 02 月 14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5 年 03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 國 102年 08月 25日 校 長 核 定 配 合 學 校 改 名 大 學 修 訂 法 規 名 稱  

民國 103 年 10 月 14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3 年 11 月 0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師資素質，鼓勵教師升等，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依規定提出申請升等，並經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教師。 

三、 補助項目： 

  （一）升等送審審查費及郵寄各項費用，由各業務單位辦理申請與核銷。 

 （二）升等送審所需資料之印製費(含材料費)，每人同一等級之升等以 5 千元為上限，由教

師填具申請書，依行政程序檢據核銷。 

四、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及本校配合款項下支應。 

五、 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56



文藻外語大學職工研習暨教育訓練經費補助要點 
 

民國 93 年 05 月 26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3 年 12 月 22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年 11 月 20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年 03 月 20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8月 25 日校長核定配合學校改名大學修訂法規名稱 

民國 102 年 12 月 03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充實職工專業知能、提升行政服務效率，落實終身學習理念，辦理相關研習活動，

並鼓勵職工參加與業務相關之校內外研習（討）會或短期教育訓練，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各處室依業務發展及所屬人員培訓計劃進行預估，於每年 2月底前提

送人事室彙整後，送請學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進行審議，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三、 補助類型： 

(一) 校內行政單位舉辦之職工研習（討）會或教育訓練經費。 

(二) 參加國內外舉辦各類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練之費用。 

(三)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開設之語文、知能課程之費用。 

四、 申請補助程序： 

(一) 校內行政單位辦理職工研習（討）會或教育訓練，計劃應於 1個月前提出「辦理職工

研習(討)會暨教育訓練補助申請書」，經人事室彙整後依相關行政程序，經校長核定後

辦理。 

(二) 參加國內外舉辦各類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練，應填寫申請書

並檢附主辦單位之正式邀請函（或公文），或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文件及其他有助審

核之資料，申請人於會前提出「辦理職工研習(討)會暨教育訓練補助申請書」，經人事

室彙整後依相關行政程序，經校長核可。 

(三)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課程，依據推廣教育中心所訂辦法。 

五、 補助項目： 

(一) 校內行政單位辦理職工研習（討）會或教育訓練，補助經費範圍包括：鐘點費、差旅

費、資料費、工讀費、膳什費等。 

(二) 參加國內外舉辦各類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練： 

1. 參加教育部主辦或委託學術機構辦理之研討（習）會或教育訓練：得補助交通費、

住宿費、膳什費、報名費及註冊費。（依本校國內外差旅費報支標準申請） 

2. 參加國內外各產官學研機構舉辦、學術機構自辦之研討（習）會或教育訓練：得補

助交通費、膳什費、報名費及註冊費。（依本校國內外差旅費報支標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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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開設之語文、知能課程，補助學費。 

六、 參加國內外舉辦各類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練申請案之審查、核

准原則如下： 

(一) 所參加研討（習）會或教育訓練之性質與所任職務之相關性。 

(二) 近年服務績效、發展潛力。 

(三) 參加國內外各類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每人每一年度補助以 2萬元為上限。

參加短期教育訓練申請案，每人每一年度補助以 1萬元為上限。 

奉校長指派出席參加之研討（習）會或教育訓練不在此限。 

七、 校內行政單位辦理職工研習（討）會或教育訓練，補助款應依規定支用並於研習會結束

後 1個月內辦理核銷手續，如有餘款應即繳回。 

研習會辦理結束後 1個月內，應編撰研習資料及成果報告，經行政程序簽核後，送人事

室備查。 

八、 參加校外舉辦各類與承辦業務相關之研討（習）會或短期教育訓練，受補助同仁應於研

習訓練活動結束後 2週內填寫書面報告，經行政程序簽核後送人事室。 

經費報支方式：於填送書面報告後，據實填寫差旅費報告書並檢附單據，逐一明列各項

費用金額向會計室辦理請款。 

九、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學校就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之經常門項目提撥固定比例支應。 

十、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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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教職員工暨子女就讀本校實施要點 

 
 

民國 89 年 9月 13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8月 25 日校長核定配合學校改名大學修訂法規名稱 

民國 103 年 7月 1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鼓勵教職員工暨子女就讀本校，並協助其順利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要

點。 

二、 凡就讀本校之專任教職員工暨子女可申請減免學雜費二分之一；但工友之子

女可申請減免全部學費及二分之一雜費。 

三、 申請減免學雜費者，除第一個學期外，其餘各學期須各科成績及格（含軍訓

與體育），操行列為乙等以上（以上一個學期成績為準）。 

四、 合於本要點規定者，每學期開學後 1 個月內主動向人事室提出申請。 

五、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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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採購辦法及作業流程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採購相關辦法 
 
 
 

1. 文藻外語大學 採購辦法(104.06.29修正) 

2. 文藻外語大學 圖書資料採購辦法(102.08.06修正) 

3. 文藻外語大學 財產管理與盤點作業規定(102.10.24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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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採購辦法 

民國91年05月0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1年06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1年07月13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民國93年03月24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3年04月10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3年07月17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民國99年04月20日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9年06月26日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9年06月28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9 月 30 日校長核定配合學校改名大學修訂法規名稱 

民國104年06月0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06月17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06月29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採購制度健全發展，提

升採購效率與效能，確保採購品質及預算之適當運用，依公平、

公開之採購程序，使採購作業有所依據，爰參照「政府採購法

暨施行細則」及內部控制原則訂定「文藻外語大學採購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係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

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 

第三條 本校圖書資料之採購辦法另訂之。 

第四條 本校採購除依政府採購法暨施行細則等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

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校採購除於本辦法第八條第二項中規定得由單位自行採購

外，概由採購單位辦理為原則；本辦法指稱採購單位為總務處。 

第六條 本校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

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

行迴避。 

第七條 本辦法所稱幣值為新台幣。 

第二章作業程序 

第八條 申購辦理程序 

161



 2

一、 申購單位需填寫申購單以進行採購，申購單填載注意事項如  

下： 

(一) 詳細記載品名、規格、單位、數量、預估單價、預估總

價、用途說明暨經費來源等。 

(二) 規格如涉及材質，應將材質註明，若為設計圖稿印刷、

文宣贈品製作等，得附設計圖稿、圖案、說明書或樣品，

以利詢價、比價、議價，以避免購置錯誤。 

(三) 若為獨家代理，應附上獨家代理証明書。 

二、 申購單應經單位主管同意，經總務處、會計室審核，呈校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交由採購單位按規定辦理；惟下列情形

得由單位自行採購： 

（一）經通過之預算單項總金額小於一萬元者。 

（二）經核准之計畫中經常門單項總金額低於五萬元者。 

（三）特殊情形以簽呈申請經核准者。 

三、 受政府機關獎補助之採購，依其規定辦理外，本校其他營繕

工程其金額達一仟萬元以上、採購財物、勞務達五佰萬元以

上者，應呈報董事會。 

四、 各單位申購時，凡同質性，能一次辦理採購者，不得分批辦

理。 

五、 本校視聽及資訊相關設備之採購，申購單位應先會簽資訊與

教學科技中心後辦理。 

第九條 採購辦理程序 

一、 申購單經核准後，其採購詢價、比價、議價依採購金額按下

列方式辦理。 

(一) 採購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且接受政府機關補助，且

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者，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辦理。 

(二) 採購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者，且未受政府機關補助或受

政府機關補助未達一半金額者，依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三) 採購金額在五十萬元 (含 )以上者，於辦理開標或議價

前，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

價格效益分析後，經由承辦採購單位確實查估市價，並

擬定預估底價連同資料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

由會計室派員監辦，進行開標或議價。 

(四) 採購金額在五十萬元以下，十萬元以上者，採購單位辦

理詢價，三家 (含 )以上報價，進行比價、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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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採購金額在十萬元以下，五萬元以上者，至少須取得二

家 (含 )以上報價，進行比價、議價。 

(六) 符合政府共同採購契約規定品項者，得依其規定辦理。 

(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簽准後得採議價方式採購： 

1. 國內僅有一家廠商供應所購財物、營繕工程或勞務。 

2. 購置財物屬於原有設備，部份更新，而無代用品可恢

復其效能，必須向原廠商議價者。 

3. 採購項目係新方法或具有專利權益者。 

4. 採購項目基於安全理由者。 

5. 其他確因特殊理由，必須以議價方式辦理者。 

二、 辦理招標或比價、議價時，採購單位應會同申購單位依需要

備齊各類文件：如各種工程圖說 (包括位置圖、工程圖樣、

施工說明等 )或詳細規格說明、預算表、單價分析表、契約

草稿、押標金額、空白標單、廠商資格能力、切結書及投標

須知等。 

三、 辦理採購時，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

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 

四、 辦理招標時，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及投標廠商之名

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

料。 

五、 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

應予公開。 

六、 採購金額在一百萬元 (含 )以上者，廠商投標時應繳付押標

金 (至多以投標總額百分之五為上限 )。得標廠商於得標

後，應繳付履約保證金 (至多以合約總額百分之十為上

限 )，惟勞務之委任或僱傭不在此限。 

七、 採購金額在十萬元以上者，應訂定書面合約；採購金額未達

十萬元者，得視情況訂定書面合約。 

第十條 採購應限期辦理驗收，並得辦理部份驗收，驗收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驗收應由採購單位會同相關單位辦理，各參加驗收人員職責

如下： 

(一)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申購單位為主驗人員，負責點收數

量，核對規格、品名及檢驗品質，必要時得請使用單位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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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關人員配合辦理。 

(二) 總務處承辦人員為協驗人員，負責通知主驗人員準時驗收；

申購單位、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參與驗收，並於驗收完成後

按規定辦理財產登記等事宜。 

(三) 會計室、秘書室為監驗單位，負責監視驗收程序。 

(四) 採購之驗收無初驗程序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於接獲

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

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五) 遇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驗收者，應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 

二、 營繕工程採購金額未達一千萬元，財物、勞務採購金額未達

伍佰萬元者，依前款規定辦理。 

三、 財物或勞務之採購其金額在伍佰萬以上(含)，而未達一千萬元

者，由校長加派主驗人員。 

四、 營繕工程、財物、勞務採購金額達一千萬以上(含)之採購案

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為主驗人員。 

五、 各類採購案之保固期至少一年，採購金額在一百萬元(含)以

上者，應另由廠商繳付保固金，至多以合約總額百分之三為

上限。 

第三章附則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依政府採購法暨施行細則與教育部頒行    

之相關法令辦理，必要時得另訂施行細則。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董事會審議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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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確保所採購之財務達到品質良好、規格符合、價格規格、交齊精確之要求。 

二、 適用範圍： 

凡本校勞務招商、財務購置、工程均屬之。 

 

三、 作業說明： 

1. 作業程序： 

1.1 申購：採購與營繕工程之申請，各單位應先填具「申購單」，依規定格式詳細記載品

名、規格、單位、數量、預估單價、預估總價、用途說明暨經費來源等。 

1.2 覆核：申購單應經單位主管同意，經總務處、會計室審核，呈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後交由採購單位按規定辦理。 

1.3 採購程序： 

1.3.1 採購金額在公告金額以上者，且接受政府機關補助且其補助金額占採購金額半數

以上者，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 

1.3.2 採購金額達一百萬元以上者，且未受政府機關補助或受政府機關補助未達一半金

額者，依公開招標方式辦理。 

1.3.3 採購金額在五十萬元 (含 )以上者，於辦理開標或議價前，由規劃、設計、需求

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金額及其價格效益分析後，經由承辦採購單位確實查估市

價，並擬定預估底價連同資料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由會計室派員監

辦，進行開標或議價。 

1.3.4 採購金額在五十萬元以下，十萬元以上者，採購單位辦理詢價，三家 (含 )以上

報價，進行比價、議價。 

1.3.5 採購金額在十萬元以下，五萬元以上者，至少須取得二家 (含 )以上報價，進行

比價、議價。 

1.3.6 符合政府共同採購契約規定品項者，得依其規定辦理。 

1.3.7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簽准後得採議價方式採購： 

1.3.7.1 國內僅有一家廠商供應所購財物、營繕工程或勞務。 

1.3.7.2 購置財物屬於原有設備，部份更新，而無代用品可恢復其效能，必須向原

廠商議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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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 採購項目係新方法或具有專利權益者。 

1.3.7.4 採購項目基於安全理由者。 

1.3.7.5 其他確因特殊理由，必須以議價方式辦理者。 

1.3.8 受政府機關獎補助之採購，依其規定辦理外，本校其他營繕工程其金額達一仟

萬元以上、採購財物、勞務達五佰萬元以上者，應呈報董事會。 

1.3.9 有下列情形得由單位自行採購： 

1.3.9.1 經通過之預算單項總金額小於一萬元者。 

1.3.9.2 經核准之計畫中經常門單項總金額低於五萬元者。 

1.3.9.3 特殊情形以簽呈申請經核准者。 

1.4 合約： 

1.4.1 採購金額在十萬元以上者，應訂定書面合約；採購金額未達十萬元者，得視情

況訂定書面合約。 

1.4.2 合約應會簽申購及相關單位，並陳校長或授權人員核定之。 

1.5 驗收： 

1.5.1 財物驗收時，由使用單位與承辦單位共同辦理驗收。 

1.5.2 營繕工程辦理驗收時，驗收金額為5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由承辦單位、申請

單位、財產管理單位、會計室共同驗收。驗收金額為100萬元以上由承辦單位、

申請單位、財產管理單位、會計室、秘書室共同驗收。查核金額(工程、財物案

為5,000萬元以上；勞務案1,000萬元以上)以上之工程暨採購應由校長指定主驗

人員。 

1.5.3 財物及營繕工程，驗收金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上者，應由會計單位及保管單位

人員會同監驗。惟其品質及性能須檢驗者，另須會同申請單位或技術單位驗可

後，方始完成手續。 

1.5.4 驗收完成後應填具「財產增加單」。 

1.5.5 驗收時如發現規格、數量、品質與規定不符，應要求廠商補換或重製，在未改

善前不予付款。 

1.5.6 如因補換或重製而延誤時效，應依合約規定由承售(製)廠商賠償。 

1.6 付款： 

1.6.1 驗收完成後承辦單位應彙整單據、憑證及「財產增加單」，送核後，由會計單

位辦理核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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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本校支付廠商之款項，除依規定得由零用金支付者外，應簽發支票，不得由本

校教職員工代領轉付。 

2. 控制重點： 

2.1 各單位採購與營繕工程之申請，是否填具「申請單」，經申請單位主管核准後，經總

務處、會計室審核，呈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2.2 依採購或營繕金額不同，是否逕行不同審查或審議程序。 

2.3 應招標、比價及議價之採購或營繕案，是否依規定程序辦理。 

2.4 採購案如屬限制性招標項目時，是否依限制性招標程序辦理。 

2.5 應簽訂合約書之採購與營繕案，是否依規定程序辦理。 

2.6 採購合約書是否依不同採購性質訂定。 

2.7 大型營繕工程等特殊採購驗收，是否依規定由校長指定主驗人員辦理驗收。 

2.8 驗收時如發現規格、數量、品質與規定不符，是否確實追蹤。 

2.9 驗收完成後承辦單位申請付款，是否檢附相關憑證及文件辦理。 

3. 使用表單： 

3.1 申請單 

3.2 採購單 

3.3 驗收單 

3.4 零用金請款單（支出憑證黏存單）、請款/核銷單（支出憑證黏存單） 

3.5 採購或營繕合約書 

3.6 財產增加單 

4. 依據及相關文件： 

4.1 文藻外語大學採購辦法 

5. 流程圖：（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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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申購單位
主管同意

是

否

有彙總單位

是

資訊、視聽設備

是

否

否

總務長
審核

通過

申購單位
填具「申購單」

A

A

彙總單位簽核程序

總務處
承辦單位簽核程序

金額>50,000

是

金額>200,000

是

金額>500,000

是

校長審核

通過

否

主秘
審核

副校長
審核

否

否

通過

通過

採購單位
進行「採購」

採購金額≧50,000

採購金額≧100,000

二家 以上
之比、議價程序

是

否

採購金額≧500,000

是

三家以上
之比、議價程序

否

採購金額≧1,000,000

是

否

使用單位
提出預估金額及

效益分析

採購單位
查估市價並擬定

預估底價

校長/授權人員
核定底價

採購單位
公開取得報價

程序

公開招標程序

採購單位
訪價程序

否

採購單位
會同會計室進
行開標/比、

議價程序

是

B

不通過

資教中心
承辦人審核

不通過

資教中心
主管審核

通過

通過

不通過

通過

不通過

會計室
承辦人審核

通過

會計室
主管審核

通過

不通過

不通過

不通過

不通過

採購承辦人
製作採購單

採購承辦人
製作比、議價/開

標紀錄

本校其他營繕工程≧10,000,000
採購財物、勞務≧5,000,000

應呈報董事會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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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務 長
審 核

通 過

會 計 室
承 辦 人 審 核

通 過

會 計 室
主 管 審 核

通 過

金 額 > 5 0 ,0 0 0

是

金 額 > 2 0 0 ,0 0 0

是

金 額 > 5 0 0 ,0 0 0

是

校 長 審 核

否

主 秘
審 核

副 校 長
審 核

否

通 過

須 訂 約

是

B

採 購 單 位
組 長 審 核

通 過

簽 約 程 序

驗 收 程 序

付 款 程 序

結 束

金 額 > 1 0 0 ,0 0 0

是

否

不 通 過

不 通 過

不 通 過

不 通 過

不 通 過

不 通 過

不 通 過

A

否

通 過

通 過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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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圖書資料採購辦法 
 

民國 92 年 05 月 21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2 年 12 月 24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93 年 10 月 27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1 年 04 月 24 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1 年 06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1 年 06 月 18 日董事會會議修正 

民國 102 年 8 月 6 日行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運用圖書資料經費、健全採購制度，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圖書資 

料採購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作為採購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圖書資料，含圖書、期刊、電子資料資源及媒體資料。 

第三條 圖書資料之採購單位主要為圖書館，唯專案計畫內容之圖書採購由各計畫單 
位負責。 

第四條 圖書資料之薦購依本校圖書及媒體資料薦購辦法辦理。 

第五條 採購金額在十萬元以下者，授權圖書館依內部程序辦理，採購金額在十萬元 
以上者，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 採購業務承辦人依薦購內容填寫申購單，申購單填載注意事項如下： 

(一) 詳細記載起訖訂單編號、資料類型、資料種數、預估金額等。 

(二) 申購單附件以廠商報價單為優先，無法取得完整報價時，附件應含下列內容： 

圖書：訂單編號、經費來源、題名、作者、出版者、本數、ISBN、代理廠商等。 

期刊：訂單編號、經費來源、刊名、出版者、ISSN、訂閱期間、代理廠商、訂 
費等。 

電子資料資源：附件一律為廠商報價單，含訂費、訂閱期間、代理廠商等。 

媒體資料：題名、作者、出版者、國際標準號碼如ISBN/ISSN等。 

(三) 若為獨家代理，應附獨家代理証明書。並於申購單上註明以限制性招標單獨與廠商議

價方式辦理。 

二、 申購單經圖書館館長同意，會計室預算審核簽證及總務主管簽章，陳校長核准後 
辦理。 

第六條 採購應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 申購單依採購金額多寡，按下列方式辦理： 

(一) 採購金額達新台幣一百萬元者，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以上網公告招標方式辦理。 

(二) 採購金額在一百萬元以下，五十萬元(含)以上者，需辦理詢價，三家以上報價，由會

計室派員監辦，進行比價、議價。 

(三) 採購金額在五十萬元以下，十萬元（含）以上，需辦理詢價，三家以上報價，進行比

價、議價。 

二、 所有上網招標、議價、比價事宜委由總務處依規定辦理。 

三、 採購金額在十萬元以上者須訂定書面合約，副本送會計室存查，圖書館保存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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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簽准後得採議價方式採購： 

(一) 國內僅有一家或兩家廠商代理者。 

(二) 其他特殊理由，必須以議價方式辦理者。 

第七條 驗收： 

一、採購金額在十萬元以上者由總務處負責驗收，會計單位為監驗人員。 

二、採購金額在十萬元以下者由圖書館負責驗收，會計單位為監驗人員，負責抽查 
驗收程序。 

三、採購金額為十萬元以下者，圖書館以自行製作之驗收單驗收，驗收人員註記簽章，並經

圖書館館長簽核後辦理請款。 

第八條 為有效運用經費及維護採購品質，每年八月份由圖書館對固定代理廠商及其 
他採購較頻繁之廠商進行評鑑。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依本校採購辦法辦理，必要時得另訂施行細則。 

第十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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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內部控制制度中有關獎勵補助經費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之作業規範 

文藻外語大學 文件編號 QP4500 

文件名稱 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 
版 次 B 
製修訂日 100.8.3 
維護單位 會計室 

一、 目的： 

使本校接受各級政府獎補助款時，能有效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妥善嚴謹地執行經費，並且符

合補助單位之相關規定。 

二、 適用範圍： 

本程序適用本校申請各級政府獎補助經費。 

 

三、 作業說明： 

1. 作業程序： 

1.1 收款： 

1.1.1 本校擬向各級政府申請各項獎補助款時，應配合校務發展提出計畫並準備申請之

相關文件資料，依規定程序向獎補助單位提出申請。 

1.1.2 獎補助單位核定獎補助金額後，由承辦單位依核定來文向出納組申請領據後發文

向補助單位請款。 

1.1.3 出納組收到獎補助單位撥付票據或直接匯入學校之款項通知時，經核對原留存領

據正本無誤後，於系統上領據轉收入作業中，註明該領據收款日期及收款銀行

後，系統便將該筆收入列入收款當天之收入明細表，會計室依據出納組之收入明

細表及領據登帳。 

1.2 支用： 

1.2.1 申請單位或承辦單位收到獎補助單位之計畫核定公文，應檢附公文及經費支用明

細影本一份送交會計室，會計人員於預算系統登錄計畫經費支用明細。 

1.2.2 申請單位或承辦單位依核定之經費明細核對預算系統登錄之資料無誤後，始得依

校內請款程序動支計畫之各項經費。 

1.2.3 本校依規定接受之獎補助，應按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規定之經常門及資本門支用

比例，於一定期限內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妥為規劃使用。 

1.2.4 支出申請： 

1.2.4.1 經費支用需以被核定之經費明細為依據，不得挪移墊用，並不得有消化預算

情事。 

1.2.4.2 經常門項目之支出，於預算系統填寫「預支單或請款核銷單」，依本校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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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文件編號 QP4500 

文件名稱 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 
版 次 B 
製修訂日 100.8.3 
維護單位 會計室 

1.2.5 經費變更： 

1.2.5.1 經費變更若屬補助單位規定可互相流用之範圍，則填寫「經費流用變更申

請表」依校內簽核程序簽准後，始得變更。 

1.2.5.2 經費變更若屬補助單位規定須事先備文申請核准之範圍，則由承辦單位事

先發文述明理由，經會計室審核，陳校長核准後，發文向補助單位辦理變

更。 

1.2.5.3 承辦單位依核准之「經費流用變更申請表」或補助單位核准變更之來函向

會計室辦理預算系統內計畫經費明細之更動。 

1.2.6 本校於獎補助款內所購置之財物，均應列入學校財產保管系統妥善管理。 

1.2.7 核銷及付款： 

1.2.7.1 申請單位或承辦單位需檢附「請款核銷單」、「申購單」、「驗收單」及發

票、收據等憑證，送會計室審核。 

1.2.7.2 會計室審核完成即開立傳票，陳授權主管核准後送出納組據以付款。 

1.2.7.3 本校以獎補助款購置財物，需支付廠商之款項，應簽發支票或直接撥付受款

人，不得由本校教職員工代領轉付。 

1.3 專帳： 

1.3.1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應由業務單位結報，會計單位負責審核及專

帳管理。 

1.3.2 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款項下依計畫支用經費取得之原始憑證，應依計畫及科目分

別整理彙訂成冊，並妥為保管，俾供教育部派員查核，或供辦理核銷之用。 

2. 控制重點： 

2.1 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有閒置浪費之情形。 

2.2 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 

2.3 本校受領教育部補助款其會計處理，是否依據「教育部補助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

作業及查核要點」及「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設置專帳紀錄。 

2.4 本校使用教育部補助款購置之財物、勞務，每一採購個案若補助金額超過所購置財物、

勞務價格之半數以上，且金額超過新臺幣1,000,000元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

法辦理。 

3. 使用表單： 

3.1 領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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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申購單 

3.3 驗收單 

3.4 財產採購增加單 

3.5 經費流用變更申請表 

3.6 教育部補助款收支明細帳 

4. 依據及相關文件： 

4.1 教育部補助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 

4.2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4.3 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勵補助辦法 

5. 流程圖：（如下頁） 

  

 

 

 

 

 

 

 

 

 

 

 

 

 

 

                                             

181



文藻外語大學 文件編號 QP4500 

文件名稱 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 
版 次 B 
製修訂日 100.8.3 
維護單位 會計室 

 

 

 

 

 

 

 

 

 

 

 

 

 

 

 

 

 

 

 

 

 

 

 

 

 

 

依規定程序向獎補助單位

提出計畫申請經費

接獲經獎補助單位核定

獎補助款金額來文

系統預算登錄

開始

收款作業

各單位依程序

請領支用

經費變更

否

採購作業請款作業

是 A

付款及核銷作業

結束

182



文藻外語大學 文件編號 QP4500 

文件名稱 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 
版 次 B 
製修訂日 100.8.3 
維護單位 會計室 

 

 

 

 

 

 

 

 

 

 

 

 

 

 

 

 

 

 

 

 

 

 

 

 

 

 

A

經費變更

符合流用規定

流用申請

請款支用

報部變更

是

否

結束

183


	表13、106年度獎勵補助計畫執行重點
	
	附表
	(表2)規劃明細表
	(表3)單位統計表
	(表4)資本門 單價>1萬元
	(表5)學務設備
	(表6)圖書期刊自動化
	(表7)106經常門審查意見
	(表8)辦理研習
	(表9)學務活動經費
	(表10)經常門-物品 單價<1萬元
	(表11)經常門資料庫
	(表12)經常門明細表

	表
	(表2)規劃明細表


	
	
	校級策略一：【聚焦研究重點，提升研究產能，以達「大學」創造新知之目的】
	校級策略二：【規劃「實務增能」的課程與教學，提升複合型外語人才培育之教學效能】
	校級策略三：【深耕文藻經驗，強化在地影響，深化師生社會參與，展現大學社會責任】
	校級策略四：【提高國際生源比例，落實校園國際化，強化師生國際移動力】
	校級策略五：【完備組織及制度，創造優質行政服務】
	校級策略六：【建置學習導向之文藻生活圈及綠能新校園】
	校級策略七：【建構進修部雲端教學環境並籌設網路大學】
	校級策略八：【穩固招生，創收財源】
	表12 104年度獎勵補助計畫執行重點

	
	
	
	p1
	p2new
	p3
	p4
	p5
	p6
	p7
	p8new
	p9new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內部控制制度
	QP1000_C_總則
	QP2000_C_內部組織架構
	QP3000_C_人事事項
	QP3101_B_教師聘任
	QP3102_B_職員、工友、約雇人員聘任
	QP3103_B_敘薪待遇
	QP3104_B_福利
	QP3105_B_退休、撫卹及資遣
	QP3202_B_差假
	QP3203_B_訓練
	QP3204_B_獎懲
	QP3205_B_進修
	QP3206_B_考核
	QP3301_B_華語教學師資聘用(OK)
	QP4000_C_財務事項
	QP4100_B_投資有價證券
	QP4201_B_不動產之處分
	QP4301_C_教育基金募款(OK)
	QP4302_B_借款
	QP4303_A_零用金管理(0221新增)(未檢)
	QP4304_A_預支款項(0314新增)(未檢)
	QP4400_B_負債承諾
	QP4500_B_獎補助之收支
	QP4600_B_代收款項
	QP4701_B_預算與決算之編製
	QP4702_B_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QP5000_C_營運事項
	QP5101_C_增調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OK)
	QP5102_C_聯合招生試務(OK)
	QP5103_C_單獨招生試務(OK)
	QP5104_C_招生文宣品製作與發送(OK)
	QP5105_B_學雜費收款
	QP5106_C_註冊(OK)
	QP5107_C_成績管理(OK)
	QP5108_C_學生學籍管理(OK)
	QP5109_B_排課
	QP5110_B_選課
	QP5111_B_暑修
	QP5112_C_畢業審查(OK)
	QP5113_B_網路學園
	QP5114_B_實施語言檢定替代課程
	QP5115_B_教學助理(TA)及課輔助理(Tutor)
	QP5116_B_小班教學
	QP5117_B_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QP5118_C_大學英語能力測驗(CSEPT)(OK)
	QP5119_C_英文實力養成方案(OK)
	QP5120_B_教學綱要上傳
	QP5121_C_專案計畫(OK)
	QP5123_C_獎勵專科部優秀雙外語學生留校升學(OK)
	QP5124_C_推廣教育中心開班(OK)
	QP5125_C_華語中心海外招生及入學申請(OK)
	QP5126_B_策辦華語師資培訓班(OK)
	QP5127_A_畢業審查(0511新增)(未檢)
	QP5201_C_校外賃居生訪視(OK)
	QP5202_B_學生就學貸款
	QP5203_B_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QP5204_B_學生獎懲
	QP5205_B_學生操行成績
	QP5206_C_獎學金核發(OK)
	QP5207_B_參加校外課外活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QP5208_B_個人課外服務績優獎學金
	QP5209_B_應屆畢業課外活動生表現優異獎選拔
	QP5210_C_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OK)
	QP5211_B_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緊急紓困助學金
	QP5212_B_學生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含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學習獎助金)
	QP5213_B_運動績優獎助學金申請
	QP5214_B_校內意外傷病急救護理
	QP5215_B_學生健康檢查
	QP5216_B_學生社團組織成立及運作
	QP5217_B_社團評鑑
	QP5218_B_優秀青年選拔
	QP5219_B_學生住宿管理
	QP5220_B_學生宿舍申請與退宿
	QP5221_C_外聘駐校精神科醫師(OK)
	QP5222_C_身心障礙學生輔導(OK)
	QP5223_C_定期察看學生輔導(OK)
	QP5224_C_個別諮商(OK)
	QP5225_C_校園性別事件處理(OK)
	QP5227_C_復學生輔導(OK)
	QP5228_C_實習諮商師實習業務(OK)
	QP5229_C_校園心理危機個案處理(OK)
	QP5230_C_學生申訴案件處理(OK)
	QP5231_C_辦理個別及團體專業督導(OK)
	QP5232_B_輔導導師
	QP5233_C_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OK)
	QP5234_C_優先關懷學生篩檢(OK)
	QP5235_C_轉學生輔導(OK)
	QP5236_C_證照獎勵申請(OK)
	QP5237_B_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
	QP5238_B_運動場地及器材借用
	QP5239_B_辦理校內運動競賽
	QP5240_B_專科部新生生活營
	QP5241_B_志工服務計畫申請(OK)
	QP5242_B_志工服務時數認證(OK)
	QP5244_B_勞作服務制度(OK)
	QP5245_B_講座辦理(OK)
	QP5246_B_留.遊學諮詢預約(OK)
	QP5247_B_服務志工招募(OK)
	QP5248_A_駐診老師診段諮商輔導
	QP5249_A_診斷諮商輔導之行政輔助作業
	QP5250_A_註冊、報名
	QP5251_A_簡報練習
	QP5252_A_口語練習
	QP5253_A_外語詩歌練習
	QP5254_A_處方課程
	QP5255_A_外語學習講座
	QP5256_A_自學軟體
	QP5257_A_補充教材
	QP5258_A_迷你俱樂部系列課程
	QP5259_B_青年旅遊卡辦理(OK)
	QP5260_B_策辦外國學生華語研習營(OK)
	QP5261_B_華語中心外籍學生就學(OK)
	QP5262_B_華語能力測驗辦理(OK)
	QP5263_A_獎學金核發(0511新增)(未檢)
	QP5301_B_財務採購與營繕作業
	QP5302_B_營建工程管理
	QP5304_B_委外經營廠商管理
	QP5305_B_財產管理
	QP5306_B_薪資
	QP5307_B_收款
	QP5308_B_付款
	QP5309_B_文書處理
	QP5310_B_印信典守
	QP5316_B_貴賓校內住宿管理
	QP5317_B_冷氣計費設備保養
	QP5318_B_防洪池抽蓄設備維護
	QP5319_B_空調設備保養
	QP5320_B_校舍修繕
	QP5322_B_高壓用電設備保養
	QP5324_B_發電機設備保養
	QP5401_C_研究發展事項(OK)
	QP5402_C_國科會申請案申請與變更(OK)
	QP5501_C_產學合作事項(OK)
	QP5502_C_企業委訓開班(OK)
	QP5503_C_校外實習(OK)
	QP5504_C_畢業流向調查(OK)
	QP5601_C_締結姐妹校(OK)
	QP5602_C_交換學生(OK)
	QP5603_C_外籍交換學生(OK)
	QP5701_B_nagios檢查作業
	QP5702_B_人員離職帳號管理
	QP5703_B_校務系統開發與維護
	QP5704_B_校務資料庫備份管理
	QP5705_B_專業教室軟體安裝管理
	QP5706_B_採購規格協助管理
	QP5707_B_智慧財產權檢核管理
	QP5708_B_資訊視聽設備維修管理
	QP5709_B_機房停電復電管理
	QP5801_C_教師專業成長社群(OK)
	QP5802_C_提供教師專業諮詢(OK)
	QP5803_C_教學助理暨課輔助理線上培訓(OK)
	QP5804_C_學校媒體製作申請(OK)
	QP5805_C_借用教師發展中心相關空間(OK)
	QP5806_C_舉辦研習會(OK)
	QP5807_C_數位教材專案製作(OK)
	QP5808_C_遠距教學課程製作(OK)
	QP5809_B_策辦國外華語教師研習團(OK)
	QP5901_B_研討會辦理(OK)
	QP5902_B_展覽辦理(OK)
	QP5903_A_輔導老師.小老師工作坊
	QP5911_C_圖書資料人工借還管理(OK)
	QP5912_C_圖書資料採訪(OK)oc
	QP5913_B_語文與國際研究期刊徵集(OK)
	QP5921_C_傑出校友選拔(OK)
	QP5922_C_新聞發佈(OK)
	QP5931_B_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無1修)
	QP5932_C_自我評鑑
	QP5933_C_內部控制制度修正
	QP6000_C_關係人交易
	QP7000_C_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內部控制
	本文
	QP1000_C_總則
	QP2000_C_內部組織架構
	QP3000_C_人事事項
	QP3101_B_教師聘任
	QP3102_B_職員、工友、約雇人員聘任
	QP3103_B_敘薪待遇
	QP3104_B_福利
	QP3105_B_退休、撫卹及資遣
	QP3202_B_差假
	QP3203_B_訓練
	QP3204_B_獎懲
	QP3205_B_進修
	QP3206_B_考核
	QP3301_B_華語教學師資聘用
	QP3302_A_推廣教育中心教師聘任
	QP4000_C_財務事項
	QP4100_B_投資有價證券
	QP4201_B_不動產之處分
	QP4301_C_教育基金捐款與捐物處理
	QP4302_B_借款
	QP4303_A_預支款項
	QP4400_B_負債承諾
	QP4500_B_獎補助之收支
	QP4600_B_代收款項
	QP4701_B_預算與決算之編製
	QP4702_B_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QP5000_C_營運事項
	QP5101_C_增調所、系_科_、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
	QP5102_C_聯合招生試務
	QP5103_C_單獨招生試務
	QP5104_C_招生文宣品製作與發送
	QP5105_B_學雜費收款
	QP5106_C_註冊
	QP5107_C_成績管理
	QP5108_E_學生學籍管理
	QP5109_B_排課
	QP5110_B_選課
	QP5111_B_暑修
	QP5112_C_畢業審查
	QP5113_B_網路學園
	QP5114_B_實施語言檢定替代課程
	QP5115_B_教學助理(TA)及課輔助理(Tutor)
	QP5116_B_小班教學
	QP5117_B_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QP5118_C_大學英語能力測驗(CSEPT)
	QP5119_C_英文實力養成方案
	QP5120_B_教學綱要上傳
	QP5121_C_專案計畫
	QP5123_C_獎勵專科部優秀雙外語學生留校升學
	QP5124_C_推廣教育中心開班
	QP5125_C_華語中心海外招生及入學申請
	QP5126_B_策辦華語師資培訓班
	QP5127_A_畢業審查
	QP5201_D_校外賃居生訪視
	QP5202_D_學生就學貸款
	QP5203_B_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QP5204_B_學生獎懲
	QP5205_B_學生操行成績
	QP5206_C_獎學金核發
	QP5207_B_參加校外課外活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QP5208_B_個人課外服務績優獎學金
	QP5209_B_應屆畢業課外活動生表現優異獎選拔
	QP5210_C_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QP5211_B_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緊急紓困助學金
	QP5212_B_學生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含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學習獎助金)
	QP5213_D_運動績優獎助學金申請
	QP5214_C_校內意外傷病急救護理
	QP5215_C_學生健康檢查
	QP5216_B_學生社團組織成立及運作
	QP5217_B_社團評鑑
	QP5218_B_優秀青年選拔
	QP5219_B_學生住宿管理
	QP5220_B_學生宿舍申請與退宿
	QP5221_C_外聘駐校精神科醫師
	QP5222_C_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QP5223_C_定期察看學生輔導
	QP5224_C_個別諮商
	QP5225_C_校園性別事件處理
	QP5227_C_復學生輔導
	QP5228_C_實習諮商師實習業務
	QP5229_C_校園心理危機個案處理
	QP5230_C_學生申訴案件處理
	QP5231_C_辦理個別及團體專業督導
	QP5232_B_輔導導師
	QP5233_C_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QP5234_C_優先關懷學生篩檢
	QP5235_C_轉學生輔導
	QP5236_C_證照獎勵申請
	QP5237_B_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
	QP5238_C_運動場地及器材借用
	QP5239_C_辦理校內運動競賽
	QP5240_B_專科部新生生活營
	QP5241_B_志工服務計畫申請
	QP5242_B_志工服務時數認證
	QP5244_D_勞作服務制度
	QP5245_B_講座辦理
	QP5246_B_留.遊學諮詢預約
	QP5247_B_服務志工招募
	QP5248_A_駐診老師診斷諮商輔導
	QP5249_A_診斷諮商輔導之行政輔助作業
	QP5250_A_註冊、報名
	QP5251_A_簡報練習
	QP5252_A_口語練習
	QP5253_A_外語詩歌練習
	QP5254_A_處方課程
	QP5255_A_外語學習講座
	QP5256_A_自學軟體
	QP5257_A_補充教材
	QP5258_A_迷你俱樂部系列課程
	QP5259_B_青年旅遊卡辦理
	QP5260_B_策辦外國學生華語研習營
	QP5261_C_華語中心外籍學生就學
	QP5262_B_華語能力測驗辦理
	QP5263_A_獎學金核發
	QP5301_D_財務採購與營繕作業
	QP5302_B_營建工程管理
	QP5304_B_委外經營廠商管理
	QP5305_C_財產管理
	QP5306_B_薪資
	QP5307_B_收款
	QP5308_D_付款
	QP5309_B_文書處理
	QP5310_B_印信典守
	QP5316_B_貴賓校內住宿管理
	QP5317_B_冷氣計費設備保養
	QP5318_B_防洪池抽蓄設備維護
	QP5319_B_空調設備保養
	QP5320_B_校舍修繕
	QP5322_B_高壓用電設備保養
	QP5324_B_發電機設備保養
	QP5326_A_零用金管理
	QP5402_C_國科會申請案申請與變更
	QP5501_C_產學合作事項
	QP5502_C_企業委訓開班
	QP5503_D_校外實習
	QP5504_C_畢業流向調查
	QP5601_E_締結姐妹校
	QP5602_C_交換學生
	QP5603_E_外籍交換學生
	QP5701_B_nagios檢查作業
	QP5702_B_人員離職帳號管理
	QP5703_B_校務系統開發與維護
	QP5704_B_校務資料庫備份管理
	QP5705_B_專業教室軟體安裝管理
	QP5706_B_採購規格協助管理
	QP5707_B_智慧財產權檢核管理
	QP5708_B_資訊視聽設備維修管理
	QP5709_B_機房停電復電管理
	QP5801_C_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QP5802_C_提供教師專業諮詢
	QP5803_C_教學助理暨課輔助理線上培訓
	QP5804_C_學校媒體製作申請
	QP5805_C_借用教師發展中心相關空間
	QP5806_C_舉辦研習會
	QP5807_C_數位教材專案製作
	QP5808_C_遠距教學課程製作
	QP5809_B_策辦國外華語教師研習團
	QP5901_B_研討會辦理
	QP5902_B_展覽辦理
	QP5903_A_輔導老師.小老師工作坊
	QP5911_C_圖書資料人工借還管理
	QP5912_C_圖書資料採訪oc
	QP5913_B_語文與國際研究期刊徵集
	QP5921_C_傑出校友選拔
	QP5922_C_新聞發佈
	QP5931_C_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QP5932_C_自我評鑑
	QP5933_C_各單位作業程序修正
	QP6000_C_關係人交易
	QP7000_C_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行政會議記錄
	壹、 會前禱(略)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待辦事項執行情況（略）
	肆、 各單位業務報告(如附件資料)
	伍、 提案討論
	陸、 會後禱(略)
	會議結束

	
	
	p1
	p2new
	p3
	p4
	p5
	p6
	p7
	p8new
	p9new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102-106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含財務規劃及師資規劃)_20141029
	附件 102-106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各單位細部計畫_全校檢核彙整版0815(不含經費)0929


	
	
	104審查小組會議資料 目錄+表1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2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3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4-1new
	各學院資本門預算彙整 表4-2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5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6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7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8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9
	104年獎補助款預算需求彙整表 表10
	104-105卓越資本門預算明細 補充資料


	內稽
	
	
	p1
	p2new
	p3
	p4
	p5
	p6
	p7
	p8new
	p9new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內部控制制度
	QP1000_C_總則
	QP2000_C_內部組織架構
	QP3000_C_人事事項
	QP3101_B_教師聘任
	QP3102_B_職員、工友、約雇人員聘任
	QP3103_B_敘薪待遇
	QP3104_B_福利
	QP3105_B_退休、撫卹及資遣
	QP3202_B_差假
	QP3203_B_訓練
	QP3204_B_獎懲
	QP3205_B_進修
	QP3206_B_考核
	QP3301_B_華語教學師資聘用(OK)
	QP4000_C_財務事項
	QP4100_B_投資有價證券
	QP4201_B_不動產之處分
	QP4301_C_教育基金募款(OK)
	QP4302_B_借款
	QP4303_A_零用金管理(0221新增)(未檢)
	QP4304_A_預支款項(0314新增)(未檢)
	QP4400_B_負債承諾
	QP4500_B_獎補助之收支
	QP4600_B_代收款項
	QP4701_B_預算與決算之編製
	QP4702_B_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QP5000_C_營運事項
	QP5101_C_增調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OK)
	QP5102_C_聯合招生試務(OK)
	QP5103_C_單獨招生試務(OK)
	QP5104_C_招生文宣品製作與發送(OK)
	QP5105_B_學雜費收款
	QP5106_C_註冊(OK)
	QP5107_C_成績管理(OK)
	QP5108_C_學生學籍管理(OK)
	QP5109_B_排課
	QP5110_B_選課
	QP5111_B_暑修
	QP5112_C_畢業審查(OK)
	QP5113_B_網路學園
	QP5114_B_實施語言檢定替代課程
	QP5115_B_教學助理(TA)及課輔助理(Tutor)
	QP5116_B_小班教學
	QP5117_B_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QP5118_C_大學英語能力測驗(CSEPT)(OK)
	QP5119_C_英文實力養成方案(OK)
	QP5120_B_教學綱要上傳
	QP5121_C_專案計畫(OK)
	QP5123_C_獎勵專科部優秀雙外語學生留校升學(OK)
	QP5124_C_推廣教育中心開班(OK)
	QP5125_C_華語中心海外招生及入學申請(OK)
	QP5126_B_策辦華語師資培訓班(OK)
	QP5127_A_畢業審查(0511新增)(未檢)
	QP5201_C_校外賃居生訪視(OK)
	QP5202_B_學生就學貸款
	QP5203_B_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QP5204_B_學生獎懲
	QP5205_B_學生操行成績
	QP5206_C_獎學金核發(OK)
	QP5207_B_參加校外課外活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QP5208_B_個人課外服務績優獎學金
	QP5209_B_應屆畢業課外活動生表現優異獎選拔
	QP5210_C_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OK)
	QP5211_B_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緊急紓困助學金
	QP5212_B_學生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含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學習獎助金)
	QP5213_B_運動績優獎助學金申請
	QP5214_B_校內意外傷病急救護理
	QP5215_B_學生健康檢查
	QP5216_B_學生社團組織成立及運作
	QP5217_B_社團評鑑
	QP5218_B_優秀青年選拔
	QP5219_B_學生住宿管理
	QP5220_B_學生宿舍申請與退宿
	QP5221_C_外聘駐校精神科醫師(OK)
	QP5222_C_身心障礙學生輔導(OK)
	QP5223_C_定期察看學生輔導(OK)
	QP5224_C_個別諮商(OK)
	QP5225_C_校園性別事件處理(OK)
	QP5227_C_復學生輔導(OK)
	QP5228_C_實習諮商師實習業務(OK)
	QP5229_C_校園心理危機個案處理(OK)
	QP5230_C_學生申訴案件處理(OK)
	QP5231_C_辦理個別及團體專業督導(OK)
	QP5232_B_輔導導師
	QP5233_C_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OK)
	QP5234_C_優先關懷學生篩檢(OK)
	QP5235_C_轉學生輔導(OK)
	QP5236_C_證照獎勵申請(OK)
	QP5237_B_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
	QP5238_B_運動場地及器材借用
	QP5239_B_辦理校內運動競賽
	QP5240_B_專科部新生生活營
	QP5241_B_志工服務計畫申請(OK)
	QP5242_B_志工服務時數認證(OK)
	QP5244_B_勞作服務制度(OK)
	QP5245_B_講座辦理(OK)
	QP5246_B_留.遊學諮詢預約(OK)
	QP5247_B_服務志工招募(OK)
	QP5248_A_駐診老師診段諮商輔導
	QP5249_A_診斷諮商輔導之行政輔助作業
	QP5250_A_註冊、報名
	QP5251_A_簡報練習
	QP5252_A_口語練習
	QP5253_A_外語詩歌練習
	QP5254_A_處方課程
	QP5255_A_外語學習講座
	QP5256_A_自學軟體
	QP5257_A_補充教材
	QP5258_A_迷你俱樂部系列課程
	QP5259_B_青年旅遊卡辦理(OK)
	QP5260_B_策辦外國學生華語研習營(OK)
	QP5261_B_華語中心外籍學生就學(OK)
	QP5262_B_華語能力測驗辦理(OK)
	QP5263_A_獎學金核發(0511新增)(未檢)
	QP5301_B_財務採購與營繕作業
	QP5302_B_營建工程管理
	QP5304_B_委外經營廠商管理
	QP5305_B_財產管理
	QP5306_B_薪資
	QP5307_B_收款
	QP5308_B_付款
	QP5309_B_文書處理
	QP5310_B_印信典守
	QP5316_B_貴賓校內住宿管理
	QP5317_B_冷氣計費設備保養
	QP5318_B_防洪池抽蓄設備維護
	QP5319_B_空調設備保養
	QP5320_B_校舍修繕
	QP5322_B_高壓用電設備保養
	QP5324_B_發電機設備保養
	QP5401_C_研究發展事項(OK)
	QP5402_C_國科會申請案申請與變更(OK)
	QP5501_C_產學合作事項(OK)
	QP5502_C_企業委訓開班(OK)
	QP5503_C_校外實習(OK)
	QP5504_C_畢業流向調查(OK)
	QP5601_C_締結姐妹校(OK)
	QP5602_C_交換學生(OK)
	QP5603_C_外籍交換學生(OK)
	QP5701_B_nagios檢查作業
	QP5702_B_人員離職帳號管理
	QP5703_B_校務系統開發與維護
	QP5704_B_校務資料庫備份管理
	QP5705_B_專業教室軟體安裝管理
	QP5706_B_採購規格協助管理
	QP5707_B_智慧財產權檢核管理
	QP5708_B_資訊視聽設備維修管理
	QP5709_B_機房停電復電管理
	QP5801_C_教師專業成長社群(OK)
	QP5802_C_提供教師專業諮詢(OK)
	QP5803_C_教學助理暨課輔助理線上培訓(OK)
	QP5804_C_學校媒體製作申請(OK)
	QP5805_C_借用教師發展中心相關空間(OK)
	QP5806_C_舉辦研習會(OK)
	QP5807_C_數位教材專案製作(OK)
	QP5808_C_遠距教學課程製作(OK)
	QP5809_B_策辦國外華語教師研習團(OK)
	QP5901_B_研討會辦理(OK)
	QP5902_B_展覽辦理(OK)
	QP5903_A_輔導老師.小老師工作坊
	QP5911_C_圖書資料人工借還管理(OK)
	QP5912_C_圖書資料採訪(OK)oc
	QP5913_B_語文與國際研究期刊徵集(OK)
	QP5921_C_傑出校友選拔(OK)
	QP5922_C_新聞發佈(OK)
	QP5931_B_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無1修)
	QP5932_C_自我評鑑
	QP5933_C_內部控制制度修正
	QP6000_C_關係人交易
	QP7000_C_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內部控制
	本文
	QP1000_C_總則
	QP2000_C_內部組織架構
	QP3000_C_人事事項
	QP3101_B_教師聘任
	QP3102_B_職員、工友、約雇人員聘任
	QP3103_B_敘薪待遇
	QP3104_B_福利
	QP3105_B_退休、撫卹及資遣
	QP3202_B_差假
	QP3203_B_訓練
	QP3204_B_獎懲
	QP3205_B_進修
	QP3206_B_考核
	QP3301_B_華語教學師資聘用
	QP3302_A_推廣教育中心教師聘任
	QP4000_C_財務事項
	QP4100_B_投資有價證券
	QP4201_B_不動產之處分
	QP4301_C_教育基金捐款與捐物處理
	QP4302_B_借款
	QP4303_A_預支款項
	QP4400_B_負債承諾
	QP4500_B_獎補助之收支
	QP4600_B_代收款項
	QP4701_B_預算與決算之編製
	QP4702_B_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QP5000_C_營運事項
	QP5101_C_增調所、系_科_、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
	QP5102_C_聯合招生試務
	QP5103_C_單獨招生試務
	QP5104_C_招生文宣品製作與發送
	QP5105_B_學雜費收款
	QP5106_C_註冊
	QP5107_C_成績管理
	QP5108_E_學生學籍管理
	QP5109_B_排課
	QP5110_B_選課
	QP5111_B_暑修
	QP5112_C_畢業審查
	QP5113_B_網路學園
	QP5114_B_實施語言檢定替代課程
	QP5115_B_教學助理(TA)及課輔助理(Tutor)
	QP5116_B_小班教學
	QP5117_B_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QP5118_C_大學英語能力測驗(CSEPT)
	QP5119_C_英文實力養成方案
	QP5120_B_教學綱要上傳
	QP5121_C_專案計畫
	QP5123_C_獎勵專科部優秀雙外語學生留校升學
	QP5124_C_推廣教育中心開班
	QP5125_C_華語中心海外招生及入學申請
	QP5126_B_策辦華語師資培訓班
	QP5127_A_畢業審查
	QP5201_D_校外賃居生訪視
	QP5202_D_學生就學貸款
	QP5203_B_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QP5204_B_學生獎懲
	QP5205_B_學生操行成績
	QP5206_C_獎學金核發
	QP5207_B_參加校外課外活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QP5208_B_個人課外服務績優獎學金
	QP5209_B_應屆畢業課外活動生表現優異獎選拔
	QP5210_C_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QP5211_B_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緊急紓困助學金
	QP5212_B_學生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含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學習獎助金)
	QP5213_D_運動績優獎助學金申請
	QP5214_C_校內意外傷病急救護理
	QP5215_C_學生健康檢查
	QP5216_B_學生社團組織成立及運作
	QP5217_B_社團評鑑
	QP5218_B_優秀青年選拔
	QP5219_B_學生住宿管理
	QP5220_B_學生宿舍申請與退宿
	QP5221_C_外聘駐校精神科醫師
	QP5222_C_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QP5223_C_定期察看學生輔導
	QP5224_C_個別諮商
	QP5225_C_校園性別事件處理
	QP5227_C_復學生輔導
	QP5228_C_實習諮商師實習業務
	QP5229_C_校園心理危機個案處理
	QP5230_C_學生申訴案件處理
	QP5231_C_辦理個別及團體專業督導
	QP5232_B_輔導導師
	QP5233_C_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QP5234_C_優先關懷學生篩檢
	QP5235_C_轉學生輔導
	QP5236_C_證照獎勵申請
	QP5237_B_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
	QP5238_C_運動場地及器材借用
	QP5239_C_辦理校內運動競賽
	QP5240_B_專科部新生生活營
	QP5241_B_志工服務計畫申請
	QP5242_B_志工服務時數認證
	QP5244_D_勞作服務制度
	QP5245_B_講座辦理
	QP5246_B_留.遊學諮詢預約
	QP5247_B_服務志工招募
	QP5248_A_駐診老師診斷諮商輔導
	QP5249_A_診斷諮商輔導之行政輔助作業
	QP5250_A_註冊、報名
	QP5251_A_簡報練習
	QP5252_A_口語練習
	QP5253_A_外語詩歌練習
	QP5254_A_處方課程
	QP5255_A_外語學習講座
	QP5256_A_自學軟體
	QP5257_A_補充教材
	QP5258_A_迷你俱樂部系列課程
	QP5259_B_青年旅遊卡辦理
	QP5260_B_策辦外國學生華語研習營
	QP5261_C_華語中心外籍學生就學
	QP5262_B_華語能力測驗辦理
	QP5263_A_獎學金核發
	QP5301_D_財務採購與營繕作業
	QP5302_B_營建工程管理
	QP5304_B_委外經營廠商管理
	QP5305_C_財產管理
	QP5306_B_薪資
	QP5307_B_收款
	QP5308_D_付款
	QP5309_B_文書處理
	QP5310_B_印信典守
	QP5316_B_貴賓校內住宿管理
	QP5317_B_冷氣計費設備保養
	QP5318_B_防洪池抽蓄設備維護
	QP5319_B_空調設備保養
	QP5320_B_校舍修繕
	QP5322_B_高壓用電設備保養
	QP5324_B_發電機設備保養
	QP5326_A_零用金管理
	QP5402_C_國科會申請案申請與變更
	QP5501_C_產學合作事項
	QP5502_C_企業委訓開班
	QP5503_D_校外實習
	QP5504_C_畢業流向調查
	QP5601_E_締結姐妹校
	QP5602_C_交換學生
	QP5603_E_外籍交換學生
	QP5701_B_nagios檢查作業
	QP5702_B_人員離職帳號管理
	QP5703_B_校務系統開發與維護
	QP5704_B_校務資料庫備份管理
	QP5705_B_專業教室軟體安裝管理
	QP5706_B_採購規格協助管理
	QP5707_B_智慧財產權檢核管理
	QP5708_B_資訊視聽設備維修管理
	QP5709_B_機房停電復電管理
	QP5801_C_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QP5802_C_提供教師專業諮詢
	QP5803_C_教學助理暨課輔助理線上培訓
	QP5804_C_學校媒體製作申請
	QP5805_C_借用教師發展中心相關空間
	QP5806_C_舉辦研習會
	QP5807_C_數位教材專案製作
	QP5808_C_遠距教學課程製作
	QP5809_B_策辦國外華語教師研習團
	QP5901_B_研討會辦理
	QP5902_B_展覽辦理
	QP5903_A_輔導老師.小老師工作坊
	QP5911_C_圖書資料人工借還管理
	QP5912_C_圖書資料採訪oc
	QP5913_B_語文與國際研究期刊徵集
	QP5921_C_傑出校友選拔
	QP5922_C_新聞發佈
	QP5931_C_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QP5932_C_自我評鑑
	QP5933_C_各單位作業程序修正
	QP6000_C_關係人交易
	QP7000_C_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行政會議記錄
	壹、 會前禱(略)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待辦事項執行情況（略）
	肆、 各單位業務報告(如附件資料)
	伍、 提案討論
	陸、 會後禱(略)
	會議結束

	
	
	p1
	p2new
	p3
	p4
	p5
	p6
	p7
	p8new
	p9new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QP1000_D_總則
	QP2000_D_內部組織架構
	QP3000_C_人事事項
	QP3101_C_教師聘任
	QP3102_C_職員、工友、約雇人員聘任
	QP3103_C_敘薪待遇
	QP3104_C_福利
	QP3105_B_退休、撫卹及資遣
	QP3202_B_差假
	QP3203_C_訓練
	QP3204_C_獎懲
	QP3205_C_進修
	QP3206_C_考核
	QP3301_C_華語教學師資聘用
	QP3302_B_推廣教育中心教師聘任
	QP4000_C_財務事項
	QP4100_B_投資有價證券
	QP4201_B_不動產之處分
	QP4301_D_教育基金捐款與捐物處理
	QP4302_B_借款
	QP4303_A_預支款項
	QP4400_B_負債承諾
	QP4500_B_獎補助之收支
	QP4600_C_會計室_代收款項
	QP4701_B_預算與決算之編製
	QP4702_B_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QP5000_C_營運事項
	QP5101_C_增調所、系_科_、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
	QP5102_C_聯合招生試務
	QP5103_C_單獨招生試務
	QP5104_C_招生文宣品製作與發送
	QP5105_B_學雜費收款
	QP5106_D_註冊
	QP5107_D_成績管理
	QP5108_F_學生學籍管理
	QP5109_B_排課
	QP5110_B_選課
	QP5111_B_暑修
	QP5112_C_畢業審查
	QP5113_C_網路學園
	QP5114_B_實施語言檢定替代課程
	QP5115_C_教學助理
	QP5116_B_小班教學
	QP5117_C_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QP5118_C_大學英語能力測驗(CSEPT)
	QP5119_D_英文實力養成方案
	QP5120_C_教學綱要上傳
	QP5121_D_專案計畫
	QP5123_C_獎勵專科部優秀雙外語學生留校升學
	QP5124_D_推廣教育中心開班
	QP5125_D_華語中心海外招生及入學申請
	QP5126_B_策辦華語師資培訓班
	QP5127_A_畢業審查
	QP5201_D_校外賃居生訪視
	QP5202_D_學生就學貸款
	QP5203_B_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QP5204_C_學生獎懲
	QP5205_C_學生操行成績
	QP5206_D_獎學金核發
	QP5207_B_參加校外課外活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QP5208_B_個人課外服務績優獎學金
	QP5209_B_應屆畢業課外活動生表現優異獎選拔
	QP5210_D_諮輔中心_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QP5211_B_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緊急紓困助學金
	QP5212_B_學生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_含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學習獎助金_
	QP5213_D_運動績優獎助學金申請
	QP5214_D_校內意外傷病急救護理
	QP5215_D_學生健康檢查
	QP5216_B_學生社團組織成立及運作
	QP5217_B_社團評鑑
	QP5218_B_優秀青年選拔
	QP5219_C_學生住宿管理
	QP5220_C_學生宿舍申請與退宿
	QP5221_C_外聘駐校精神科醫師
	QP5222_D_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QP5224_D_個別諮商
	QP5225_D_校園性別事件處理
	QP5228_C_實習諮商師實習業務
	QP5229_C_校園心理危機個案處理
	QP5230_D_學生申訴案件處理
	QP5231_C_辦理個別及團體專業督導
	QP5232_C_輔導導師
	QP5233_D_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QP5234_C_優先關懷學生篩檢
	QP5236_C_證照獎勵申請
	QP5237_B_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
	QP5238_C_運動場地及器材借用
	QP5239_C_辦理校內運動競賽
	QP5241_B_志工服務計畫申請
	QP5242_B_志工服務時數認證
	QP5244_D_勞作服務制度
	QP5245_C_講座辦理
	QP5246_C_留 遊學諮詢預約
	QP5247_C_服務志工招募
	QP5248_B_駐診老師診斷諮商輔導
	QP5249_B_診斷諮商輔導之行政輔助作業
	QP5250_A_註冊、報名
	QP5251_A_簡報練習
	QP5252_B_口語練習
	QP5253_B_外語詩歌練習
	QP5254_B_處方課程
	QP5255_A_外語學習講座
	QP5256_A_自學軟體
	QP5257_A_補充教材
	QP5258_B_迷你俱樂部系列課程
	QP5259_C_青年旅遊卡辦理
	QP5260_C_策辦外國學生華語研習營
	QP5261_D_華語中心外籍學生就學
	QP5262_C_華語能力測驗辦理
	QP5263_A_獎學金核發
	QP5301_E_財物採購與營繕作業
	QP5302_C_營建工程管理
	QP5304_B_委外經營廠商管理
	QP5305_C_財產管理
	QP5306_B_薪資
	QP5307_C_收款
	QP5308_D_付款
	QP5309_C_文書處理
	QP5310_B_印信典守
	QP5316_B_貴賓校內住宿管理
	QP5317_C_冷氣計費設備保養
	QP5318_C_防洪池抽蓄設備維護
	QP5319_C_空調設備保養
	QP5320_C_校舍修繕
	QP5322_C_高壓用電設備保養
	QP5324_C_發電機設備保養
	QP5326_A_零用金管理
	QP5402_D_科技部申請案申請與變更
	QP5501_D_產學合作事項
	QP5502_D_企業委訓開班
	QP5503_D_校外實習
	QP5504_C_畢業流向調查
	QP5601_F_締結姐妹校
	QP5602_D_國際暨兩岸出訪交換學生
	QP5603_F_國際暨兩岸來訪交換學生
	QP5701_B_nagios檢查作業
	QP5702_C_人員離職帳號管理
	QP5703_C_校務系統開發與維護
	QP5704_B_校務資料庫備份管理
	QP5705_B_專業教室軟體安裝管理
	QP5706_C_採購規格協助管理
	QP5707_B_智慧財產權檢核管理
	QP5708_C_資訊視聽設備維修管理
	QP5709_B_機房停電復電管理
	QP5801_D_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QP5802_C_提供教師專業諮詢
	QP5804_C_學校媒體製作申請
	QP5805_C_借用教師發展中心相關空間
	QP5806_D_舉辦研習會
	QP5807_C_數位教材專案製作
	QP5808_D_遠距教學課程製作
	QP5809_C_華語中心_策辦國外華語教師研習團
	QP5901_C_研討會辦理
	QP5902_C_展覽辦理
	QP5903_A_輔導老師.小老師工作坊
	QP5911_D_圖書資料人工借還管理
	QP5912_D_圖書資料採訪
	QP5913_B_語文與國際研究期刊徵集
	QP5921_D_傑出校友選拔
	QP5922_C_新聞發佈
	QP5931_C_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QP5932_D_自我評鑑
	QP5933_D_各單位作業程序制修訂
	QP6000_C_關係人交易
	QP7000_D_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辦法
	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提升教學成效暨創新課程實施要點


	
	105審查小組會議資料1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2new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3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4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5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6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7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8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9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10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11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12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13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14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15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16
	105各單位預算需求彙整表17

	
	QP1000_D_總則
	QP2000_E_內部組織架構
	QP3000_C_人事事項
	QP3101_C_教師聘任
	QP3102_C_職員、工友、約雇人員聘任
	QP3103_C_敘薪待遇
	QP3104_C_福利
	QP3105_C_退休、撫卹及資遣
	QP3202_C_差假
	QP3203_C_訓練
	QP3204_C_獎懲
	QP3205_D_進修
	QP3206_C_考核
	QP3301_C_華語教學師資聘用
	QP3302_C_推廣部教師聘任
	QP4000_C_財務事項
	QP4100_C_投資有價證券
	QP4201_C_不動產之處分
	QP4301_D_教育基金捐款與捐物處理
	QP4302_B_借款
	QP4303_A_預支款項
	QP4400_B_負債承諾
	QP4500_B_獎補助之收支
	QP4600_C_代收款項
	QP4701_C_預算與決算之編製
	QP4702_B_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QP5000_C_營運事項
	QP5101_D_增調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
	QP5102_D_聯合招生試務
	QP5103_D_單獨招生試務
	QP5104_D_招生文宣品製作與發送
	QP5105_C_學雜費收款
	QP5106_E_註冊
	QP5107_E_成績管理
	QP5108_G_學生學籍管理
	QP5109_B_排課
	QP5110_C_選課
	QP5111_C_暑修
	QP5112_C_畢業審查
	QP5113_D_網路學園
	QP5114_B_實施語言檢定替代課程
	QP5115_D_教學助理
	QP5116_B_小班教學
	QP5117_D_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QP5118_C_大學英語能力測驗(CSEPT)
	QP5119_F_英文實力養成方案
	QP5120_D_教學綱要上傳
	QP5121_D_專案計畫
	QP5123_D_獎勵專科部優秀雙外語學生留校升學
	QP5124_F_推廣部開班
	QP5125_E_華語中心海外招生及入學申請
	QP5126_B_策辦華語師資培訓班
	QP5127_B_畢業審查
	QP5201_D_校外賃居生訪視
	QP5202_E_學生就學貸款
	QP5203_C_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QP5204_C_學生獎懲
	QP5205_D_學生操行成績
	QP5206_D_獎學金核發
	QP5207_C_參加校外課外活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QP5208_B_個人課外服務績優獎學金
	QP5209_B_應屆畢業課外活動生表現優異獎選拔
	QP5210_D_諮輔中心_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QP5211_D_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緊急紓困助學金
	QP5212_C_學生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
	QP5213_E_運動績優獎助學金申請
	QP5214_D_校內意外傷病急救護理
	QP5215_D_學生健康檢查
	QP5216_D_學生社團組織成立及運作
	QP5217_D_社團評鑑
	QP5218_C_優秀青年選拔
	QP5220_D_學生宿舍申請與退宿
	QP5221_C_外聘駐校精神科醫師
	QP5222_D_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QP5224_E_個別諮商
	QP5225_E_校園性別事件處理
	QP5228_D_實習諮商師實習業務
	QP5229_C_校園心理危機個案處理
	QP5230_E_學生申訴案件處理
	QP5231_C_辦理個別及團體專業督導
	QP5232_D_輔導導師
	QP5233_D_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QP5234_C_優先關懷學生篩檢
	QP5236_D_證照獎勵申請
	QP5237_C_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
	QP5238_D_運動場地及器材借用
	QP5239_D_辦理校內運動競賽
	QP5241_D_志工服務計畫申請
	QP5242_D_志工服務時數認證
	QP5245_C_講座辦理
	QP5246_C_留 遊學諮詢預約
	QP5247_C_服務志工招募
	QP5248_B_駐診老師診斷諮商輔導
	QP5249_B_診斷諮商輔導之行政輔助作業
	QP5250_A_註冊、報名
	QP5251_A_簡報練習
	QP5252_B_口語練習
	QP5253_B_外語詩歌練習
	QP5254_B_處方課程
	QP5255_A_外語學習講座
	QP5256_A_自學軟體
	QP5257_A_補充教材
	QP5258_B_迷你俱樂部系列課程
	QP5259_C_青年旅遊卡辦理
	QP5260_C_策辦外國學生華語研習營
	QP5261_D_華語中心外籍學生就學
	QP5262_C_華語能力測驗辦理
	QP5263_A_獎學金核發
	QP5301_E_財物採購與營繕作業
	QP5302_C_營建工程管理
	QP5304_C_委外經營廠商管理
	QP5305_D_財產管理
	QP5306_B_薪資
	QP5307_C_收款
	QP5308_D_付款
	QP5309_C_文書處理
	QP5310_C_印信典守
	QP5316_C_貴賓校內住宿管理
	QP5317_C_冷氣計費設備保養
	QP5318_C_防洪池抽蓄設備維護
	QP5319_C_空調設備保養
	QP5320_C_校舍修繕
	QP5322_C_高壓用電設備保養
	QP5324_C_發電機設備保養
	QP5326_A_零用金管理
	QP5402_E_科技部申請案申請與變更
	QP5501_E_產學合作事項
	QP5502_E_機構委訓開班
	QP5503_E_校外實習
	QP5504_C_畢業流向調查
	QP5601_F_締結姐妹校
	QP5602_D_國際暨兩岸出訪交換學生
	QP5603_G_國際暨兩岸來訪交換學生
	QP5701_B_nagios檢查作業
	QP5702_D_人員離職帳號管理
	QP5703_D_校務系統開發與維護
	QP5704_B_校務資料庫備份管理
	QP5705_B_專業教室軟體安裝管理
	QP5706_C_採購規格協助管理
	QP5707_B_智慧財產權檢核管理
	QP5708_C_資訊視聽設備維修管理
	QP5709_B_機房停電復電管理
	QP5801_F_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QP5802_C_提供教師專業諮詢
	QP5804_C_學校媒體製作申請
	QP5805_C_借用教師發展中心相關空間
	QP5806_D_舉辦研習會
	QP5807_C_數位教材專案製作
	QP5808_F_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
	QP5901_C_研討會辦理
	QP5902_C_展覽辦理
	QP5903_A_輔導老師
	QP5911_E_圖書資料人工借還管理
	QP5912_E_圖書資料採訪
	QP5913_C_語文與國際研究期刊徵集
	QP5921_E_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選拔
	QP5922_C_新聞發佈
	QP5931_C_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QP5932_E_自我評鑑
	QP5933_E_各單位作業程序制修訂
	QP6000_C_關係人交易
	QP7000_D_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創新辦法
	1. 文藻外語大學補助提升教學成效暨創新課程實施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