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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勵補助款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21,056,400 21,056,400 4,529,042 2,470,958 25,585,442 23,527,358

50.00% 50.00% 64.70% 35.30% 52.10% 47.90%

42,112,800 7,000,000

85.75% 14.25%
16.62%

49,112,800

【附表6】109年度經費支用預估情形一覽表

小計

占總金額比率

金額

比率

獎勵補助款 總金額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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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補助經費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支用說明 金額 占資本門比率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附表7】近三年重大修繕維護工程說明表

年度

107

108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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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教學及研究設備(請另填寫【附表11】) 15,000,000 71.24% 898,092 19.83%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請另填寫【附表12】) 140,000 0.66% 0 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請另填寫【附表13】) 5,466,400 25.96% 3,333,600 73.60%

小計 20,606,400 97.86% 4,231,692 93.43%

二、 450,000 2.14% 28,100 0.62%

三、 0 0.00% 269,250 5.95%

21,056,400 100.00% 4,529,042 100.00%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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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填寫【附表
15】)

總　計

【附表8】109年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表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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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填寫【附表14】)

教學及研究設備(含
圖書館自動化設
備、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等)

一、

附表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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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新聘(三年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備註1) 3,044,551 14.46% 755,449 30.57%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備註1) 500,000 2.38% 300,000 12.14%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備註1) 0 0.00% 0.00%

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5,149,000 24.45% 100,000 4.05%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及從事應用實務研究) 1,986,314 9.43% 100,000 4.05%

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 1,950,000 9.26% 100,000 4.05%

進修(備註2) 30,000 0.14% 0.00%

升等送審(包括教師資格送審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 300,000 1.43% 0.00%

小計 12,959,865 61.55% 1,355,449 54.86%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105,282 0.50% 600,218 24.29%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備註3)(請另填寫
【附表17】)

76,300 0.36%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250,000 1.19% 0.00%

小計 431,582 2.05% 600,218 24.29%

【附表9】109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請另填寫【附表16】)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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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改善教學、教
師薪資及師資
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60%以
上(不含自籌款
金額)

附表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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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三、 764,953 3.63% 0 0.00%

四、 600,000 2.85% 155,650 6.30%

資料庫訂閱費(備註4)(請另填寫【附表19】) 5,700,000 27.07% 229,191 9.27%

軟體訂購費(備註4)(請另填寫【附表19】) 600,000 2.85% 130,450 5.28%

其他(備註5) 0 0.00% 0.00%

小計 6,300,000 29.92% 359,641 14.55%

六、 0 0.00% 0.00%

21,056,400 100.00% 2,470,958 100.00%總　計

兼任師資授課鐘點費(備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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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其他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寫【附表18】)

附表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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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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61 台 26,500 1,616,500
汰換國事系(所)Q607專業教室
老舊電腦，以提升教學品質。

國事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41 台 26,500 1,086,500
汰換國企管系Q506專業教室老
舊電腦，以提升教學品質。

國企管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3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61 台 26,500 1,616,500
汰換法文系W003專業教室老舊
電腦，以提升教學品質。

法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4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4 台 26,500 106,000
汰換英文系教師公用區老舊電腦
，以提升老師教學及教材製作效
率。

英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2 台 26,500 53,000
汰換國事系師生公用區老舊電腦
，提高教師專業課程教學及學生
學習成效。

國事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附表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附表11 - 1



109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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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6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6 台 26,500 159,000
汰換國事系資源教室老舊電腦，
提高教師專業課程教學及學生學
習成效。

國事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7
桌上型電腦(含螢
幕)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老舊電腦，以提
升教師教學研究與執行計畫之品
質與效率。

國企管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8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2 台 26,500 53,000
汰換教師於本中心討論備課、出
考題、舉辦社群及教學相關活動
時使用之老舊電腦。

英語教學中
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9
桌上型電腦(含螢
幕)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2 台 25,000 50,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老舊電腦，以提
升教學及研究成效。

歐研所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0
all in one桌上型電
腦

(1)螢幕：27吋(含以上)。
(2)處理器：Core i5 1.6GHz(含以上)。
(3)記憶體：8G DDR4。
(4)硬碟：128G M.2 SSD+1TB。(5)其他：
802.11ac+Bluetooth 4.1(含以上)。

1 台 36,000 36,000
汰換系辦公共區域提供給教師使
用之老舊電腦，以優化教學效率
，及提升師生教學諮詢之效能。

德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1
桌上型電腦(含螢
幕)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 台 25,000 125,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西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附表1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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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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2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2 台 26,500 53,000
提供學生自學使用，汰換老舊設
備以優化學生學習成效。

西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3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7 台 26,500 185,500

汰換日文系資源教室老舊電腦，
提供專任及兼任老師備課、系活
動、學生活動、學生團體報告等
使用。

日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4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6 台 26,500 159,000
新增東南亞資料室設備，提供師
生會議、線上語言學習、課業與
研究資料查找使用。

東南亞學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5
桌上型電腦(含螢
幕)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吳甦樂教育
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6
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及還原卡)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5)還原卡。

1 台 26,500 26,500
教師備課、蒐集課程及研究資料
用，汰換老舊電腦以提升效率。

通識教育中
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7
桌上型電腦(含螢
幕)

(1)CPU：Core i5 3.0GHz (含以上)。
(2)RAM：8 GB*1(含以上)。
(3)HDD：M.2 PCIE 240GB SSD(含以上)，
1TB HDD (含以上)。
(4)LCD：21.5吋LED(含以上)。

4 台 25,000 100,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通識教育中
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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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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8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9 台 28,000 252,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國企管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9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17 台 28,000 476,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英教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0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歐研所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1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法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2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5 台 28,000 140,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法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3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7 台 28,000 196,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德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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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6 台 28,000 168,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西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5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提供新聘教師教學及研究用。 應華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6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5 台 28,000 140,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應華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7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7 台 28,000 196,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吳甦樂教育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8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2 台 28,000 56,000
支援中心各教學活動及教師成長
社群使用，汰換老舊設備以提升
活動執行效能。

吳甦樂教育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9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6 台 28,000 168,000

汰換系上公共區域供教師及研究
生借用之筆電2台及教師研究室
電腦4台，以提升研究生論文寫
作查詢資料及教師授課、準備教
材、指導學生使用之效率。

傳藝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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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
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10 台 28,000 280,000
汰換教師研究室電腦，以優化教
學研究效率。

通識教育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31 教學廣播系統

(1)純硬體式廣播系統採用外接盒方式，具備
獨立電源。
(2)支援解析度1440 X 900(含以上)，並相容
Windows OS、Linux OS 及 BIOS等解析度
畫面。
(3)支援不同輸入電視/錄影機/碟影機/攝影機
/筆記型電腦廣播，安裝時預留筆記型電腦輸
入訊號線。

1 式 100,000 100,000

汰換國企管系Q506專業教室老
舊設備，藉由硬體設備升級，可
安裝更多新式教學軟體，以提升
教學品質。

國企管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32
擴大機(含喇叭及麥
克風)

擴大機：(1)額定輸出 : 120W。(2)頻率響應 :
50 ~ 20000Hz (正負3dB) 。(3)失真率 : 2%
以下於1KHz 額定出時 。
無線麥克風：(1)頻寬: 72 MHz。(2)接收方
式: 純自動選訊接收。(3)靈敏度: 輸入6 dBμ
V時，S/N > 80 dB。(4)頻響範圍: 50 Hz ~
18 kHz。

1 台 59,300 59,300

汰換國企管系Q507專業教室93
年購入之老舊設備，目前使用設
備已出現雜音及收訊不良之問題
，影響教師上課品質及師生互
動。

國企管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33 擴大機

(1)額定輸出: 120W。
(2)S / N比 限定透過頻域 20 ~ 20KHz)
:100dB以上。
(3)頻率響應:: 50 ~ 20000Hz 正負 3dB)。
(4)失真率:: 以下於 1KHz 額定出時 低音單
體:6”。
喇叭:
(1)頻率響應(±3dB):20Hz~20kHz。
(2)輸出功率(MAX):30W。
(3)最大音壓: 128dB。

1 式 20,000 20,000
汰換外語教學專業教室老舊設備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並提供學
生良好學習環境。

外教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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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單槍投影機

(1)解析度:WUXGA 1920 X 1200(含)以上。
(2)光源型態:Laser Diode。
(3)亮度:5000ANSI 流明(含)以上。
(4)三片TFT LCD裝置：6,912,000畫素(含)以
上。

1 台 64,004 64,004
汰換音樂教室老舊設備，以提升
教學品質。

通識教育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35 單槍投影機

(1)解析度:WUXGA 1920 X 1200(含)以上。
(2)光源型態:Laser Diode。
(3)亮度:5000ANSI 流明(含)以上。
(4)三片TFT LCD裝置：6,912,000畫素(含)以
上。

1 台 64,004 64,004
汰換Q207電腦教室老舊設備，
以提升教學品質。

英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36 單槍投影機

(1)解析度:WUXGA 1920 X 1200(含)以上。
(2)光源型態:Laser Diode。
(3)亮度:5000ANSI 流明(含)以上。
(4)三片TFT LCD裝置：6,912,000畫素(含)以
上。

30 台 64,004 1,920,120
汰換51間普通教室104年購置之
老舊設備，提高設備解析度，以
提升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效果。

各教學單位
(5-2-05)持續更新
教室設備

9月

37 單槍投影機

(1)解析度:WUXGA 1920 X 1200(含)以上。
(2)光源型態:Laser Diode。
(3)亮度:6000ANSI 流明(含)以上。
(4)三片TFT LCD裝置：6,912,000畫素(含)以
上。

1 台 74,823 74,823
汰換文園2樓教室104年購置之
老舊設備，提高設備解析度，以
提升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效果。

各教學單位
(5-2-05)持續更新
教室設備

9月

38
65吋LED液晶電視
機

(1)螢幕尺寸:65。
(2)解析度: 3840 x 2160。
(3)面板背光:直下式。
(4)含安裝壁掛架及信號分配器。

1 台 42,000 42,000
新增東南亞學系E105資料室設
備，以支援師生會議、教學活動
等。

東南亞學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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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trados2019升級版
(永久授權)

SDL Trados Studio 2019 Professional 使用
授權 x 70
內含：
(1) SDL Trados Studio 2019 SR-2 安裝程
式。
(2) SDL MultiTer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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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50 194,250

1.提供本系專業課程「電腦輔助
翻譯」使用該軟體進行翻譯練習
與教學。
2.舊版本功能已不敷使用，升級
版可以提升學生上機翻譯的成效
，及教師教學品質。

翻譯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8月

40
EndNote(書目管
理軟體)(授權3年)

EndNote X9最新版(全校師生授權版) 1 套 675,000 675,000

1.EndNote能幫助本系(所)研究
相關課程更聚焦關鍵性成果，展
開有影響力的研究，老師和學生
可以更高效率的展開研究，而不
再被制定統一參考書目格式、尋
找論文全文、查閱過去注釋和參
考文獻等枯燥乏味的工作所困
擾。
2.除提供本系約230名師生使用
外，亦能開放給全校師生使用。

國事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41
Workflow ERP
GP4(永久授權)

大專院校版本22模組，FOR一台SERVER買
斷授權(無授權期限)，無限人數版。

1 式 88,000 88,000

本系自102學年度起購置此套系
統，用於「企業資源規劃」及
「ERP專業證照輔導」課程，輔
導學生考取畢業門檻之專業證
照。上課對象為本系日間部、進
修部與雙主修學生，使用效果良
好。現因版本升級及電腦硬體無
法支援，故採購此升級軟體版。

國企管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8月

42
CWT中文能力檢定
高等題庫(永久授
權)

每回閱讀50題及寫作9題，共4回。 4 回 40,000 160,000

學生自107學年起進行中文能力
前後測活動，鼓勵學生使用此套
軟體增進其中文能力並輔助學生
取得合格的全民中檢證書，對就
業有實質助益。

應華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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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D動畫與動作捕捉
插件(永久授權)

包含：
(1)Vicon profil + motion live。
(2)iClone7外接Vicon 動作捕捉插件。
(3)iClone7 Unreal Livelink Profile。

1 套 109,990 109,990

1.支援3D動畫角色設定、專題
製作(一)、專題製作(二)、專題
製作(三)學分課程，改善教學軟
體設備，提升學分課程之教學成
效。
2.提升專題與競賽團隊的作品品
質與專業能力。

數位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8月

44 可折疊LED燈組

(1)可捲式雙色溫LED燈組:功率100W;色溫
3000-5600˚K;亮度調整;數位面板操控，可無
段微調。
(2)燈腳:三腳連接中間支架，腳管快速鎖緊;
承重 6kg;工作高度 111 ~ 256公分;攜帶高度
99公分;管徑 34.5mm;材質 鋁合金。

3 組 20,000 60,000

影片創作實務/廣告片製作/微電
影創作/新聞與專題節目製作/畢
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
作/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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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45
可換麥克風手持數
位錄音機套組

(1)可換式輸入音頭模組。
(2)六軌同時錄音。
(3)四個麥克風/線路輸入，XLR / TRS組合連
接器。
(4)旋鈕增益控制和-20dB PAD。
(5)幻象電源為所有主要投入：+ 12 / + 24 /
+ 48V。
(6)全彩色液晶顯示螢幕。
(7)24bit/ 96kHz的音頻BWF相容WAV或多
種MP3格式。

3 組 18,000 54,000

影片創作實務/廣告片製作/微電
影創作/新聞與專題節目製作/畢
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
作/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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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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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主播讀稿機套組

(1) 21.5吋回看架。
(2)監視機螢幕固定架:攝影機固定座;需要與
三腳架搭配使用。
(3)遙控器:無線藍芽控制器。
(4) 21.5吋液晶顯示器:
真實解析度 : 1920x1080亮度 (最大) : 200
cd/㎡。
Display Surface : Non-glare。
對比調整技術 (ASCR) : 100000000:1。
(5)9.7吋平板電腦(128 GB)WiFi。
(6)無線影音傳輸棒:傳輸速率 800MHz;系統
記憶體 DDR3 256MB;NAND記憶體
128MB;Wi-Fi 規格 802.11 b/g/n single
band 300Mbps。
(7)專業錄影腳架套:組承載重量 15kg;工作高
度 58 ~ 171cm;俯仰範圍 -60° ~ 90°;水平範
圍 360°;腳架材質鋁合金。

1 組 93,225 93,225

影片創作實務/廣告片製作/微電
影創作/新聞與專題節目製作/畢
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
作/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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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47 主播檯

(1)造型:弧型。
(2)尺寸約180cm(長)X 70 cm(寬) X80
cm(高)。
(3)材質:木芯板 +美耐板 +角材。
(4)附滑輪。

1 檯 18,500 18,500

影片創作實務/廣告片製作/微電
影創作/新聞與專題節目製作/畢
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
作/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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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48 webcan視訊鏡頭

(1)210萬 HD真實畫素感應器。
(2)HD 720p 高品質視訊通話。
(3)內建抗噪式麥克風。
(4)最高可達 八百萬畫素 照片拍攝。

1 式 35,700 35,700
專業教室G351為多媒體教室，
汰換視訊鏡頭，衣飾提供遠距華
語教學課程與實習案使用。

應華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49
4K可換鏡頭攝影機
套組

(1)色彩系統: NTSC/PAL 可切換。
(2)成像裝置: 3840 (水平) x 2160 (垂直) (有
效像素)。
(3)影像解析度: 3840 (水平) x 2160 (垂直)。
(4) ISO / 感度: ISO2000 (S-Log2/S-log3
Gamma)。
(5)快門速度: 1/8 至 1/10000 秒 (60i)、1/6
至 1/10000 秒 (50i/24p)。

2 組 412,588 825,176

影片創作實務/廣告片製作/微電
影創作/新聞與專題節目製作/畢
業專題/實驗短片製作/紀錄片製
作/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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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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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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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50 攝影機

(1)儲存格式:Full HD。
(2)感光元件總像素 229萬(含)以上。
(3)靜態最高影像解析度:920萬。
(4)光學變焦:30倍。

1 台 30,000 30,000
支援各項教學及研習活動用，藉
由影音資料的回顧，檢視並修正
自我教學方式。

通識教育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1 數位相機

(1)影像感應器:約 2020 萬像素(含)以上。
(2)變焦放大倍率:25 倍。
(3)ISO 感光度: 80 - 1600(含)以上。
(4)記錄像素:5184 × 3456。
(5)短片:1920 × 1080。

1 台 10,500 10,500
汰換日文系102年購置之數位相
機，支援教師授課、系活動、學
生活動等使用。

日文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2 數位相機

(1)影像感應器:約 2020 萬像素(含)以上。
(2)變焦放大倍率:25 倍。
(3)ISO感光度: 80-1600(含)以上。
(4)記錄像素:5184 × 3456。
(5)短片:1920 × 1080。

1 台 10,500 10,500
支援各項教學及研習活動用，藉
由照相記錄教學過程與學習成
果。

通識教育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3 強化白板玻璃
尺寸約為厚度8mm*長360公分*高120公
分。

1 面 28,500 28,500
新增東南亞學系E105資料室設
備，以支援師生會議、教學活動
等。

東南亞學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4 研討桌
(1)大約長50公分*深25公分*高25公分。
(2)桌面可收納電腦螢幕。

6 張 19,000 114,000
新增東南亞學系E105資料室設
備，以支援師生會議、教學活動
等。

東南亞學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5 心肺交叉訓練機

(1)驅動系統:第三代綠色科技自動發電系統。
(2)有效跨距:前驅式51CM。
(3)機台尺寸:157*99*163CM(正負3%)。
(4)面板規格:大型高亮度16吋LED矩陣螢幕。
(5)面板顯示:時間、總跨步數、每分鐘跨步
數、距離、卡路里、WATT值、阻力段數
等。
(6)阻力控制:20段。

1 台 110,000 110,000

1.一般體育課程、學生自主訓練
及身心障礙生適應體育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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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教學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附表11 - 11



109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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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56 坐姿蝴蝶訓練機

(1)機台重量：231kg/509lb。
(2)槓片重量：90 kg / 200 lb。
(3)機台尺寸：109cm×153cm×148cm。
(4)重量訓練強度區隔：輕型、中型、高級(綠
色、黃色、紅色)。
(5)4mm厚ST-37/40 鋼材‧確保使用穩定度及
安全性。
(6)高保護性Polycarbonate專業多層烤漆塗
料。

1 台 156,000 156,000

一般體育課程校隊訓練、學生自
主訓練及運動社團使用。提供完
備之體育教學設備，以達學習之
成效。

體育教學中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7 專業型伸展機

(1)尺寸：長132cm 寬63cm 高139cm。
(2)重量：32kg。
(3)可做運動前、後的上肢體及腿部拉筋運動
，避免運動傷害。
(4)高保護性Polycarbonate專業多層烤漆塗
料。
(5)活動式雙座墊設計，可採取多種坐姿。

1 台 34,000 34,000

一般體育課程校隊訓練、學生自
主訓練及運動社團使用。提供完
備之體育教學設備，以達學習之
成效。

體育教學中
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8 戰繩

(1)直徑：35mm。
(2)長度：10m。
(3)聚酯纖維(Polyester)。
(4)訓練選項：肌力、肌耐力、有氧、全身協
調訓練。
(5)特殊的編織技術，可確保最佳波浪特性、
彈性和靈活性。
(6)繩索表面有著橡膠塗層，並且在末端與繩
芯縫合在一起，以確保繩索不輕易失去其形
狀。
(7)1組/2條。
(8)含戰繩組裝。

1 組 15,000 15,000

一般體育課程校隊訓練、學生自
主訓練及運動社團使用。提供完
備之體育教學設備，以達學習之
成效。

體育教學中
心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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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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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59 升級雲端教室系統

(1)Academic VMware Horizon 7
Advanced。
(2)WinSvrSTDCore 2019 SNGL OLP 2Lic
NL CoreLic。
(3)WinRmtDsktpSrvcsCAL 2019 SNGL
OLP NL。

1 式 1,500,000 1,500,000

升級雲端電腦為(Virtual
Desktop Access) 以裝置為基礎
的訂閱，提供使用者可針對單一
軟體進行使用，減少軟體購置費
用。

各教學單位
(5-2-05)持續更新
教室設備

9月

60 伺服器

(1)1U(含)以上機架式主機伺服器。
(2)兩顆(含)以上伺服器CPU 2.1GHz(含以
上)。
(3)支援ECC DDR4-2400 SDRAM(含)以上可
擴充至 768 GB(含)以上。
(4)提供Windows Server Standard作業系統
授權。
(5)提供網路介面2個(含)以上40G QSFP+。
(6)提供原廠二個(含)以上電源供應器。

3 台 500,000 1,500,000

普通教室管控導入AD系統，
Client端電腦可升級至windows
10，可改善無法升級導致部分
軟硬體設備安裝受限，同時亦可
提高資安等級。

各教學單位
(5-2-05)持續更新
教室設備

9月

61
課堂即時互動工具
系統

(1)雲端即時反饋系統(單題、臨時問答、題
組、測驗與同儕互評)。
(2)跨平台操作存取(支援iOS、Android與網
頁瀏覽器)。
(3)跨國跨校同步操作(支援兩地以上同步課程
進行)。
(4)使用帳號經開通後,可經由 App 至軟體市
集商店(Google Play或AppStore)下載使用
軟體。
(5)提供全校終身教師帳號,此帳號不限開設課
程堂數、出題數或學生數,惟僅限註冊教師本
人使用。
(6)提供後台管理系統,可新增或刪除教師帳
號;亦可觀看使用教師之課程分析和問題分
析。
(7)軟體更新費:於保固期內免費更新,保固期
結束後,每年以系統總價之15%計收,若不更新
仍可用舊版本Zuvio 系統並保留原本資料。

1 式 100,000 100,000

1.目前有69所大專院校、20,241
位老師及436,955位學生使用雲
端即時互動反饋工具系統。
2.教師可以使用課堂即時互動工
具系統，放置題庫，在課堂進行
即時同步互動以及測驗，提昇教
師了解學生學習情況以及學生學
習動機與效率。
3.為推動智慧校園及創新課程，
使本校師生可以運用課堂互動即
時工具進行教與學，現階段擬優
先申購課堂即時互動工具系統。

各教學單位
(5-2-05)持續更新
教室設備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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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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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5,89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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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單槍投影機

(1)解析度:WUXGA 1920 X 1200(含)以上。
(2)光源型態:Laser Diode。
(3)亮度:5000ANSI 流明(含)以上。
(4)三片TFT LCD裝置：6,912,000畫素(含)以
上。

21 台 64,004 1,344,084
汰換51間普通教室104年購置之
老舊設備，提高設備解析度，以
提升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效果。

各教學單位
(5-2-05)持續更新
教室設備

合　計

【附表1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標餘款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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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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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上)。
(2)RAM：8GB*1(含以
上)。
(3)HDD：256GB M.2
SSD(含以上)，可擴充儲
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
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5 台 28,000 140,000

1.汰換已逾使用年限多年之筆電
，提升學生使用意願及學習效
果。
2.汰換櫃台及影音轉檔用電腦，
以提供優質服務。
3.提供藍光光碟(BD)播放設備，
提升影音效果。
4.BD影片具備多國語言語音和
字幕，可輔助學生學習。

全校師生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140,000

【附表12】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合　計

附表12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1 v v 1 式 3,563,400 3,563,4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分批採購

2 v 1 式 3,200,000 3,2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分批採購
到刊

3  v (視  材) 1 式 1,000,000 1,0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分批採購

4 v (資料庫) 1 式 200,000 2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買斷)萬方數據庫

5 v (資料庫) 1 式 300,000 3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2月
(買斷)中文電子書聯
盟

6 v (資料庫) 1 式 150,000 15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3月
(買斷)Easytest線上
學習測驗平台題庫

7 v (資料庫) 1 式 200,000 200,0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8月
(買斷)外文電子書平
台

8 v (資料庫) 1 式 186,600 186,600 全校師生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2年期)中國期刊全文
資料庫(CJFD 教育與
社會科學)

8,800,000

【附表13】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合　計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單位
(冊/卷)

優先序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資
源請另標示授權年限)

附表13 - 1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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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電吉他音箱

(1)Amp Simulations : POWER
I, POWER II, BROWN I,
BROWNII, SOUTHERN HI,
CLEAN, BASS, FLAT。
(2)Effects : CHORUS,
FLANGER, PHASER,
TREMOLO, DELAY, DLY/REV,
SPRING, HALL。
(3)EQ : BASS, MIDDLE,
TREBLE。
(4)User Memory : 5。

1 顆 11,000 11,000
可提供社團課程／成果
展／表演使用，減少外
包廠商的花費。

民謠吉他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2 追蹤燈

(1)光源：LED 600W含以上。
(2)色溫：3200K / 4500K /
5600K含以上。
(3)顏色：五色＋白光含以上。

2 座 82,000 164,000

所有於化雨堂辦理活動
的單位皆可使用，如需
特別強調場內某一區塊
，追蹤燈可有效發揮功
用。

所有社團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3 Loop Station

(1)最長錄音3小時(立體聲)。
(2)最多樂句記憶99。
(3)音軌數5, 節奏類型85。
(4)USB /MIDI連接埠。
(5)AC變壓器, 420ma。
(6)寬410-430mm 深200-
220mm 高60-70mm。

1 台 19,500 19,500

提供社團課程／成果展
／表演用，讓學員能夠
對BeatBox 文化有更深
一步的認知。

文藻BeatBox
Acapella 研習

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附表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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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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4 筆記型電腦

(1)CPU：Core i5 1.6GHz(含以
上)。
(2)RAM：8GB*1(含以上)。
(3)HDD：256GB M.2 SSD(含
以上)，可擴充儲存空間2.5吋
SATAIII(含以上)插槽1個。
(4)尺寸：13吋(含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支援議會開會、活動及
處理資料用。

學生會學生議
會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5 低音單簧管

(1)Fingering System: Boehm,
24 keys, 7 covered finger
holes。
(2)Toneholes: Straight tone
holes with tapered
undercut。

1 把 78,000 78,000

提供社團課程、校內演
出、校外表演及比賽使
用，能使整體音樂更具
完整性及飽和度。

管樂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6 平板電腦

(1)9.7吋(含以上)多點觸控螢
幕。
(2)容量（ROM） 32GB。
(3)支援3.5mm音源輸出。
(4)Wi Fi (802.11a/b/g/n/ac)雙
頻 (2.4GHz 及 5GHz)；支援 藍
牙 4.2 技術。

1 台 10,900 10,900

可供社員於平時社課體
驗遊戲及成果展/比賽供
選手使用，增進社員課
堂參與度及提升競賽公
平性。

音樂遊戲研究
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7 電木吉他

(1)單板雲杉木面板。
(2)膠木/奧古曼木 背板&側
板。
(3)全新扇形音樑支撐設計。

1 把 10,800 10,800

提供社團課程／成果展
／表演用，使練團或彩
排更方便，並能提供無
個人吉他之成員借用。

民謠吉他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附表1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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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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8 數位單眼相機

(1)含鏡頭及64g記憶卡。
(2)2,420萬像素。
(3)ISO範圍 100-25600。
(4)最高每秒6張連續拍攝速
度。

1 台 35,900 35,900

每場活動皆需此設備紀
錄影像，校內公用設備
有限，如果全數借出，
需另外租借，增添預
算。

西文系專科部
學會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9 無線擴音機

(1)放大器 Class D，最大輸出
60W，失真<1%，頻響50~18
kHz 。
(2)喇叭系統：1吋高音，5吋中
低音的雙音路系統 。
(3)電源供應：內建14.8V/2.6A
鋰電池及外加100~240V，AC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直流最大消
耗功率60W)。

1 台 16,500 16,500

可供主持學會活動及比
賽時之擴音使用，以活
絡場面氣氛，並提升活
動品質。

法文系專科部
學會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10
豪華型手提式無
線擴音機

(1)最大輸出190 W。
(2)靈敏度 正常：89 dB，最
大：108 dB。
(3)音源輸出 RCA 不平衡式
LINE OUT 插座。
(4)外接喇叭 Ø 6.3 mm 輸出插
座。

3 台 34,500 103,500
可提供社團活動、比賽
及表演使用，使演出整
體音樂性更完整。

英文系大學部
系學會*1、原

住民新生代
*1、學生會*1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478,1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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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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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豪華型手提式無
線擴音機

(1)最大輸出190 W。
(2)靈敏度 正常：89 dB，最
大：108 dB。
(3)音源輸出 RCA 不平衡式
LINE OUT 插座。
(4)外接喇叭 Ø 6.3 mm 輸出插
座。

5 台 34,500 172,500
可提供社團活動、比賽
及表演使用，使演出整
體音樂性更完整。

原住民新生代
*1、學生會*4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附表14-1】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標餘款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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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優先序 設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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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體

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校園安全設
備

學生機車棚安全
監視設備(含1台
錄放影機及9顆攝
影鏡頭)

(1)16埠數位錄放影機：HME
HM-268D AHD 1080P  (含
8T硬碟*1)。
(2)紅外線可調焦彩色攝影
機：HME HM-420 20米
AHD 1080P。

1 式 69,250 69,250

新設攝影機及錄影系
統，防止機車失竊及
遭受破壞，保障師生
財產及行車安全。

全校師生
(5-3-05)校園境教場
域規劃與執行

10月

2
校園安全設
備

16埠數位錄放影
機

HME HM-268D AHD
1080P  (含8T硬碟*1)

5 台 40,000 200,000

汰換老舊監視錄放影
機器，改善零件常故
障、料件停產等問題
，進而提升播放速
度、畫面調整等效
果。

全校師生
(5-3-05)校園境教場
域規劃與執行

10月

269,250

【附表15】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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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及經費編列基準 審查機制

一-1
新聘(三年以
內)專任教師薪
資

增聘師資薪資 5 3,800,000         
(5-1-02)優化師資質量及
改善生師比

一-2
提高現職專任
教師薪資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9 800,000             
(5-1-02)優化師資質量及
改善生師比

一-3
現職專任教師
彈性薪資

以高教深耕計畫支應，此處暫不編列。 0 -                          
(5-1-03)優化師資質量及
改善生師比

(1)獎勵教師研發紙本教
材、數位教材

(i)依教材教具獎勵金問卷結果預估紙本教材將通過3案
，小計6萬元。
(ii)預估109年度數位教材通過數位學習認證2案，小計
10萬元。

5 160,000             
(3-2-08)開發多元化外語
教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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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案最高補助2萬元為原則。依提出預算需求之件數及
歷年執行數預估件數。

8 80,000               
(3-2-08)開發多元化外語
教材

(3)獎勵教師研發教具
無教師提出獎勵教具之需求，暫不編列。惟實際執行
時若有教師提出申請，仍會依獎勵辦法辦理。

0 -                          
(3-2-08)開發多元化外語
教材

(4)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
照

因證照費用不一，依提出預算需求之件數及歷年執行
數預估件數及金額。

7 25,000               
(6-2-02)六年實務增能計
畫

(5) 補助提升教學成效暨
創新課程

每案最高補助2萬元為原則，經教務會議擇優補助。 40 800,000             
(2-1-05)開設彈性課程方
案

內容說明
優先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體連

結
備註

【附表16】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經常門經費原則上優先規劃於優先序一-4~一-8等項
目，其餘規劃於優先序二~五及本項目。若經費不足
則本項以校內自有經費支應。

召開經費審查小組會議
進行初審建議，再由整
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1)各系所(中心)根據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構計畫提列107
年度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及升等送審等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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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件數及實際執行數等資料
作成預算估列建議，會計室
召開經費審查小組會議協助
初審並作成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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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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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4 推動實務教學
(包含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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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及經費編列基準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
優先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體連

結
備註

(6)獎勵教師申請政府部
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
畫

100 萬元以上：4 萬元獎勵金；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3 萬元獎勵金；20 萬元以上，未達50 萬
元：2 萬元獎勵金；5 萬元以上，未達20 萬元：1 萬
元獎勵金。依申請件數及歷年執行數預估件數及金
額。

32 640,000             
(2-1-05)開設彈性課程方
案

(7)獎補助遠距教學課程 依109年預計開設遠距課程之件數預估所需之費用。 40 3,000,000         
(2-1-05)開設彈性課程方
案

(8)獎勵教師指導學生研
究計畫

(i)科技部108年度大專生計畫通過獎勵金5,000元*5件
=25,000元
(ii)科技部109年度大專學生計畫投件獎勵金預估3,000
元*8件=24,000元

13 49,000               
(2-1-07)加值學生參加計
畫與競賽

(9)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
與競賽

依提出預算需求之件數30件，暫以每件2,500元估
算。

30 75,000               
(2-1-07)加值學生參加計
畫與競賽

(10)獎勵教學優良及專業
典範教師

依本校教學優良及專業典範教師選拔要點估算所需預
算。

12 280,000             (1-3-08)選拔優良導師

(11)獎勵全英語授課課程
獎勵金為1~2萬元，暫以1萬元估算。因全英獎勵金為
過渡性獎勵，109年預計執行至獎勵辦法廢止即不再
獎勵。

14 140,000             
(4-3-03)全英語授課獎補
助計畫

小計 5,249,000         

(1)個人型研究計畫案 依學審會實際通過之件數及金額估算。 1 79,948               
(6-1-03)教師爭取研究計
畫與補助

(2)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
案

依學審會實際通過之件數及金額估算。 2 516,366             
(2-4-03)教師跨領域能量
升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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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申請補助

無教師提出申請，暫不編列。 0 -                          
(4-2-08)拓展跨國合作研
究計畫

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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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且公告周知；每次審核
會議紀錄皆完整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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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及經費編列基準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
優先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體連

結
備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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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109年度實際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案之件數及金
額編列，3萬元*13案=39萬元。
(3)產學研究案獎勵金額不一，暫依申請件數及歷年執
行數預估20案共32萬元。

33 710,000             

(6-1-03)教師爭取研究計
畫與補助
(6-2-03)提升產學合作能
量

(5)教師申請專利之專利
申請費、專利維護費

無教師提出申請，暫不編列。 0 -                          
(6-2-03)提升產學合作能
量

(6)5萬元(含)以上之產官
學合作計畫案，結案後
主持人得申請行政管理
費的30%作為獎勵金。

產學合作案獎勵金額不一，暫依申請件數及歷年執行
數預估30案共18萬元。

30 180,000             
(6-2-03)提升產學合作能
量

(7)系人才培育成效提升
研究計畫

暫以12系每案5萬元預估。 12 600,000             
(2-4-03)教師跨領域能量
升級計畫

小計 2,086,314         

(1)辦理教學研習
依目前教學單位所提辦理研習需求編列，金額則以學
審會實際通過之補助及補助辦法最高10萬元估算。

9 900,000             
(4-2-07)提升教師研究國
際能見度

(2)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
構研習計畫

以高教深耕計畫支應，此處暫不編列。 0 -                          
(6-2-02)六年實務
增能計畫

(3)參加研習-國內(學術研
討會)

依申請件數及歷年執行數預估。 10 50,000               
(6-1-04)獎勵教師學術發
表

(4)參加研習-國外(學術研
討會)

依申請件數及歷年執行數預估。 15 400,000             
4-2-06)拓展教師國際學
術論文發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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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申請件數及歷年執行數預估。 10 50,000               
(6-2-02)六年實務增能計
畫

研習(包括學輔
相關政策之研
習、深耕服務
及深度實務研
習)

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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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及經費編列基準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
優先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體連

結
備註

(6)參加研習-配合學校發
展參加國際會議或學術
交流、研習活動

依申請件數及歷年執行數預估。 12 250,000             
(4-2-05)拓展教師國際學
術視野

(7)參加研習-短期研習(廣
度研習)

以高教深耕計畫支應，此處暫不編列。 0 -                          
(6-2-02)六年實務增能計
畫

(8)參加研習-短期研習(深
度研習)

以高教深耕計畫支應，此處暫不編列。 0 -                          
(6-2-02)六年實務增能計
畫

(9)參加研習-深耕服務 以高教深耕計畫支應，此處暫不編列。 0 -                          
(6-2-02)六年實務增能計
畫

(10)配合future work lab
與廠商合作深度研習

暫以2學院，每案20萬元預估。 2 400,000             
(2-3-01)設計職涯發展制
度與課程

小計 2,050,000         

一-7 進修 帶職帶薪(學雜費補助)
帶職帶薪學雜費補助，每學期最多3萬元為限，預計1
名教師申請。

1 30,000               
(5-1-02)優化師資質量及
改善生師比

一-8 升等

鼓勵教師申請以著作、
學位或其他多元升等，
補助相關之外審費、郵
資、印刷費、材料費
等。

依各單位提出之件數以每人約2萬元編列(含外審費、
郵資等)。

15 300,000             
(6-2-01)推動教師多元升
等

14,315,314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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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及經費編列基準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
優先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體連

結
備註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

705,5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11 76,3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5 250,000             

小計 1,031,800         

鼓勵行政人員就讀本校
進修

4 80,000               

補助各單位辦理職工研
習暨教育訓練

5 400,000             

補助行政人員參加研習
暨教育訓練

80 264,953             

補助行政人員取得專業
證(執)照

8 20,000               

小計 764,953             

四
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

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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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經費審查小組會議
進行初審建議，再由整
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8 755,650             
(2-4-04) 改善教學軟硬
體設備

五 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
經常門經費原則以優先規劃於優先序一~四項目，其
餘規劃於本項目，若經費不足則以校內自有經費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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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5,929,191         
(2-4-05)充實圖書館藏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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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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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數及實際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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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初審並作成建議，再由整
體發展經費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i) 109年預估4名同仁於本校進修，以補助學雜費一半
估算。
(ii)辦理行政研習依行政單位所提之預算需求編列。
(iii)補助參加行政研習因預算總額不足，酌編預算。
(iv)行政人員證照補助依申請人次及使用經費狀況預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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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三
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

(1-3-01)實踐3L 校核心
素養

(5-2-04) 打造優質的行
政服務團隊

附表16 - 5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支用內容 分配原則及經費編列基準 審查機制

內容說明
優先序 項目

預估
案次

預估金額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體連

結
備註

五 其他 軟體訂購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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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編列之教學軟體
先交由統籌單位教師發
展中心審查通過後，提
報經費審查小組會議進
行初審建議，再由整體
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

2 730,450             
(2-4-04) 改善教學軟硬
體設備

小計 6,659,641         

23,527,358    合　計

附表1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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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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1 電子簽名板

(1)Product Dimensions：
156x127x17mm。
(2)Power Supply：via USB。
(3)Pen pressure levels：512。

1 式 7,000 7,000
減少各項活動、會議、
簽呈等紙張耗費，以達
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

學生會學生議
會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2 滑板

(1)8inch寬。
(2)七層進口楓木。
(3)技術花式滑板模具壓制。
(4)合金輪架，專業滑板培林。
(5)高硬度特技膠輪52mm硬度
102，防滑組裝螺絲。

2 個 4,000 8,000

提供無個人滑板之成員
借用，且能作為初步體
驗者體驗以決定是否參
加社團。

滑板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3 無線對講機

(1) 收發頻率：UHF 467.51250
~ 467.6750 MHz。
(2) 工作頻道數：14 CH (128)。
(3) 天線組抗：50 Ω。
(4)通話距離：海平面5公里以
上。

4 支 2,400 9,600

支援服務隊及社團活動
使用，校內公用對講機
品質不穩定，多次影響
活動進行。

山地服務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4 多功能樂器音箱

(1)Rated Power：35 watts
RMS into 4 ohms。
(2)Power Consumption： 50
watts, 50/60 Hz, 230 VAC。

1 顆 8,500 8,500
提供社團課程／成果展
／表演使用，以提升教
學及表演品質。

流行歌唱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5
鋁合金框架網球訓
練用球車

(1)尺寸 : 36cm*36cm*76cm。
(2)容量 : 120-150顆。
(3)材質 : 鋁。

1 台 2,500 2,500
提供社團練習、上課用
，使練習時間更有效率
，減少撿球時間。

硬式網球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附表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附表1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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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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6 無線麥克風

(1)頻率範圍：600MHz--
700MHz。
(2)頻率響應：50Hz--18KHz。
(3)信噪比：>90dB。
(4)失真度：=<0.5%@1KHz。
(5)輸出電平：200mV+-5mV。

2 支 2,800 5,600 提升社課及表演品質。 流行歌唱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7 木箱鼓
(1)體積：30*30*49cm。
(2)含袋。

1 個 3,400 3,400
可在比賽及表演時讓表
演者使用，完整曲子的
層次。

民謠吉他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8 木吉他音箱
(1)多功能攜帶式獨立演奏系統。
(2)充電式內建鋰電池。

1 顆 9,000 9,000
提供團練、比賽、表演
活動使用，減少設備租
用的費用。

民謠吉他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9 環保折合式會議桌
(1)寬 180-150*深 60-65*高70-
75cm。
(2)可承重 200kg。

2 張 3,400 6,800
購置可供活動、比賽使
用，使活動整體結構性
更完整。

英文系大學部
系學會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8月

10 電吉他

(1)拾音系統：單線圈*2、雙線圈
*1。
(2)主體：赤核木或椿茶木。
(3)琴弦長度：25
1/2"(648mm)。

1 把 6,300 6,300
使練團或彩排更方便，
且能提供無個人吉他之
成員借用

民謠吉他社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11 無線對講機

(1) 收發頻率：UHF 467.51250
~ 467.6750 MHz。
 (2) 工作頻道數：14 CH (128)。
(3) 天線組抗：50 Ω。
(4)通話距離：海平面5公里以
上。

4 支 2,400 9,600

學會辦理活動及比賽時
，提供主控室與後臺間
聯繫，提升整體活動專
業度及流暢度。

法文系專科部
學會

(1-3-01)實踐3L校
核心素養

9月

附表1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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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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社團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
購月份

備註

76,300合　計

附表1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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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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專業教室
物品

單槍投影機吊
架

(1)可作旋轉,水平,俯仰角度調
整。
(2)滑槽式防盜型附鎖。
(3)2.0 m/m鋼板防鏽烤漆。

30 組 2,800 84,000
為提升教學品質，汰換教室
104年購置之單槍投影機，吊
架為須一併汰換之物品。

各教學單
位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
專業教室
物品

電腦教室主機
硬碟

1TB M.2 2280 PCIE，含安裝
及系統轉移。

118 台 4,800 566,400

1.Q102與Q707教室主機現
有硬碟空間不足，軟體運作
緩慢。
2.支援虛擬實境、3D動畫角
色設定、3D設計導論、3D建
模製作、3D動畫影片製作、
進階3D動畫影片製作、視覺
特效製作、3D遊戲設計等學
分課程。
3.支援影片剪輯與特效、3D
動畫、3D遊戲等須高效能軟
硬體運作之研習課程。

數位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3
實習實驗
物品

專業攝影機用
三角架

(1)承載重量3.5kg。
(2)球碗值徑75mm。
(3)攜帶高度：90.5cm。
(4)工作高度：87.5 ~
190cm。
(5)液壓式雲台。
(6)兩段延伸鋁合金腳架。

5 支 7,350 36,750

目前系上核心使用之
LIBEC950系列腳架皆為使用
10年以上之產品，多數折損
及不敷使用，急需更換以提
供系上師生拍攝使用。

傳藝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附表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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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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4
實習實驗
物品

麥克風收音桿

(1)材質:複合纖維。
(2)收長：1.12M(含)以上。
(3)最長：3M(含)以上。
(4)重：595G(含)以下。
(5)承載：1.5KG(含)以上。

3 支 6,500 19,500

汰換102年購置的舊型收音桿
，目前系上的麥克風桿學生
長期借用皆有螺牙磨損不穩
及卡住問題，且材質多為鋁
管較重，添購此款為碳纖維
管身，更加輕便好用。

傳藝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5
實習實驗
物品

剪輯用耳機

(1)全耳罩式。
(2)阻抗 ：32 Ω。
(3)頻率響應 ：32 Hz ~ 20 k
Hz。
(4)總諧波失真(1 Vrms @ 1
kHz) ：＜1%。
(5)音壓(1 Vrms @ 1 kHz) ：
107 dB。

5 副 2,000 10,000
目前常備使用的耳機款式為
錄音室主播用，需增購5組剪
輯系統所需之監聽耳機。

傳藝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6
實習實驗
物品

可折疊手機用
三軸穩定雲台
套裝組

(1)手柄:展開：285×125×103
mm(含)以下;折疊：157×130
×46 mm (含)以下。
(2)電池工作時間:15 小時 (含)
以上。
(3)雲台:平移：-162.5° 至
+170.3°;橫滾：-85.1° 至
+252.2°;俯仰：-104.5° 至
+235.7°。
(4)藍牙: 5.0。

5 組 4,000 20,000

因應自媒體時代來臨，手機
攝錄影畫質也越來越好，購
置手機穩定器可方便學生日
常創作及課堂較簡便的作業
拍攝，並可搭配影音直播課
程內容。

傳藝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附表1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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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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7
實習實驗
物品

三節多角度橫
抽腳架

(1)延伸桿可多角度調整或作雙
機架功能。
(2)最高：173cm。
(3)最低：29cm。
(4)收合：69cm。
(5)自重：2.3kg(含以上)。
(6)承重：8kg(含以上)。

1 支 7,000 7,000

配合老師課程使用，垂直拍
攝商品或廣告照片，方便去
背、合成及製作各種應用特
效使用。

傳藝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8
其他非消
耗品

資源中心五爪
椅

升降氣壓五爪椅、無扶手 6 張 2,000 12,000

新增E105空間設備，此空間
目前提供教學及講座使用，
亦為東南亞文物展示場域，
以及學生自主學習與課外活
動之空間。

東南亞學
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755,650合　計

附表1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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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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
termsoup校園版
(一年期授權)

校園版、最新版，授權期
間1年，帳號*70組。

式 1 378,000 378,000

筆譯相關課程之輔助
軟體，可加強學生翻
譯技巧運用，提升教
學成效。

翻譯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2
Unity遊戲引擎
(一年期授權)

Unity教育版、最新版，
授權期間1年，自2月1日
起至次年度1月31日止，
授權70套。

式 1 352,450 352,450

1.改善教學軟體設備
，提升學分課程之教
學成效。
2.提升專題與競賽團
隊的作品品質與專業
能力。

數位系
(2-4-04)改善教學
軟硬體設備

9月

一年期授權軟體 小計 730,450

1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電子資源校外連線介接服
務

年 1 199,927 199,927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2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資源探索系統 年 1 550,000 55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2月

3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外文綜合學科類與商管財
經主題全文資料庫

年 1 867,394 867,394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4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華藝CEPS中文電子期刊
服務

年 1 323,310 323,31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0月

5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Acer Walking Library電
子雜誌(中文)

年 1 98,000 98,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附表19】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料庫／軟體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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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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6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Naxos Music Library(拿
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10
人版)

年 1 102,800 102,8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7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拿索斯有聲書

年 1 64,800 64,8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8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JSTOR-Arts & Sciences
人文科學電子期刊資料庫
(含Asia Collection)

年 1 307,427 307,427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9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Refworks書目管理軟體 年 1 117,549 117,549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10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OCLC Connexion
Cataloging System

年 1 89,100 89,1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11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Cairn法文電子期刊 年 1 290,000 29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12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Bibliographie der
Deutschen Sprach-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SL) ﹔BLLDB 德語語
言學及文學書目資料庫

年 1 103,000 103,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13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Digitalia西班牙文學術資
料庫

年 1 246,400 246,4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4月

14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JAPANKNOWLEDGE 日
文資料庫

年 1 140,000 14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附表19 - 2



109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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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15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GlobalExam 歐語、英
語、漢語語檢題庫

年 1 300,000 30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16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Oxford Academic大英百
科學術版

年 1 109,765 109,765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3月

17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PressReader 世界報紙雜
誌全文資料庫

年 1 220,000 22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18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TOP5000台灣企業前
5000大企業排名

年 1 60,000 6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19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年 1 50,000 5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20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教育主題外文全文資料庫 年 1 218,490 218,49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21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Nexis Uni (舊稱
LexisNexis Academic)

年 1 288,229 288,229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22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刷刷電影院 年 1 180,000 18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23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Acer Walking Library外
文雜誌線上看

年 1 71,435 71,435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24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CJFD 文史哲)

年 1 177,046 177,046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25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
學習系統

年 1 98,000 98,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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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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具

體連結
預計採購

月份
備註

26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全文報紙資料庫(聯合知
識庫平台)

年 1 70,000 70,0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27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Tumblebooks互動英語
電子書

年 1 33,200 33,20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28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語言學與文學研究外文資
料庫

年 1 141,750 141,750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9月

29 一年期電子資料庫
iThenticate論文原創性比
對系統

年 1 411,569 411,569 支援教學研究用 全校師生
(2-4-05)充實圖書
館藏資源

1月

一年期授權電子資料庫 小計 5,929,191

6,659,641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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