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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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01

氣體燃料導管

配管乙級檢定

第一站設備

需依檢定規範場地設備要求與配件

裝配組裝並裝置完成

1.鍍鋅鋼管：40A×1800mm(以上)管

端為10㎏/㎝2凸緣

2.鍍鋅鋼丁字管：40A，兩管端為

10㎏/㎝2凸緣

3.管夾及支持架：A3/7

4.PE管支持架：A6/7 5組

5.PE管防脫固定夾支撐架：A3/7

6.氣壓供應裝置：含25牙口型中壓

球閥及32*25外牙轉接頭

7.電源動力線：110V*20A*5m

8.水性簽字筆

9.鉛垂：200g以上/含線長5m

11 套 61,000 671,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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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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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02

氣體燃料導管

配管乙級檢定

第二站設備

需依檢定規範場地設備要求與配件

裝配組裝並裝置完成

1.配管固定架：(2400*2400*100)

以C型鋼100*100*50焊接成日字型

並固定於附圖指定位置，必須牢固

不可愰動。

2.配管固定板：以木心板

2400*1200*17mm*2組單面貼上白色

美耐板1mm並固定於配管固定架

上。

3.電源配置：共4分路配置於本中

心指定位置。1式

4.電源插座：110v*2*組配置配管

固定架上。

5.C型固定夾：50cm、30cm各1只

6.C型固定夾：20cm 3只

7.計時器：可倒數200*290mm以上/

檢定計時含氣密試驗計時用。

8.安全帽： 標準型

9.工具箱

11 套 32,500 357,5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1-003 氣壓試驗設施

需依檢定規範場地設備要求與配件

裝配組裝並裝置完成

1.空壓機：2HP*以上

2.儲氣筒空壓機：88L以上

3.飛霞整壓器：25x627

4.壓力錶： 2'/0`2.5kg/cm

5.減壓器

6.壓力表：0～15㎏/㎝2  注油式  2

個

1 式 66,000 66,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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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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04 檢定用廣播器

無線mic/110v/麥克風*1/接收機*1/

無線發射機*1 1 座 12,000 12,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1-005
檢定規範用說

明器

50"以上高亮度 350cd/m2/、高對比

5000：1/176度水平可視角度/170w 1 座 25,000 25,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1-006
檢定規範說明

架

說明架1220*2200*650mm分4層荷

重800kg/含白色面板

1220*2100mm*6分/煞車輪4'*4
1 座 10,100 10,1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1-007 整壓氣組

需依檢定規範場地設備要求與配件

裝配組裝並裝置完成

1. 瓦斯表： 4 號

2.PE 外牙轉接頭： ∮32×25A

3.丁字接頭： ∮25×15

4.安全球閥 ：∮15

5.中壓球閥： ∮25  Spr:9~15＂

含調壓桿)

6.異徑短接： ∮25×20

7.過濾器： ∮20

8.異徑彎頭 ： ∮40×20

9.鍍鋅鋼管： ∮25 *1.5m

10.鋼管凸緣式大小頭：40A×25A

11.中壓球閥： 25A 牙口型

11 只 16,000 176,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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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PE電融機

IN  ac230v/40-70hz/OUT

39.5V/1A-60A/40W-2370W/-10-

+50C  配件

1.PE 管止氣夾：20-63mm 1 組 把

手、軸承、螺紋連桿為不銹鋼材質

及附安全止擋

2.PE 管切管器：10-63mm 1 支 問

號型切管器、有彈開鈕及附一只圓

型備用刀片

3.刮刀靶：1 1/2” 2 支 可拆換四面

刀片設計、附一片1 1/2”備用刀片

4.復圓管夾：32mm   2 支 活動半圓

爪型萬能鉗式樣、附微調鈕及鬆板

裝置

6 台 255,000 1,530,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1-009 電動絞牙機

1/2"~2"/ 600 W或以上，單相、

110V、60Hz/ 40 rpm或以上/ 自動

回油裝置/ 標準附件    自開式牙模

頭貳個  1/2”-3/4” 牙刀壹組    1”-2”

牙刀壹組   往復台組合含絞刀座、

切刀座各壹式    切削油壹加侖，壹

桶

6 台 76,000 456,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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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氣密試驗設備

氣體導管丙用

1.氣密試驗設備架：

2440*1900*600MM以上以 鋁擠型

[40*40]並配置煞車輪4''*4

2.空壓機：1/5HP*以上

3.儲氣筒空壓機：2L以上

4.減壓器

5.水柱壓力計：U型50MM水柱壓力

表

1 式 95,000 95,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1-011 工具組

1.管虎鉗：1/8"～2"含三角架

2.三夾板：90×90cm×3m/m(3'×6')

3.鋼絲刷

4.手弓鋸：附鋸條(12吋、24齒)

5.絞牙器：附3/4"牙刀

6.切管器：鋼管用(13～25mm)

7.鋼管絞刀：13～25mm

8.圓銼刀：12"

9.管鉗扳手：350mm

10.活動扳手：300mm

11.開口扳手：配合3/4"鋼管由令用

12.切管器：1/8"～1"PVC被覆不銹

鋼可撓管用

13.剝皮刀：1/8"～1"PVC被覆不銹

鋼可撓管用

14.油壼：附切削油

15.安全帽

30 套 27,000 810,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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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材料組

需依檢定規範場地設備要求與配件

裝配組裝並裝置完成

1.掛鐘：面盤直徑約35cm

2.擴音器：手提式

3.碼錶

4.急救箱：2箱

5.氣密試驗設備

6.試件評分桌：90×90cm 3張

7.鋼捲尺：3m 3個

8.直角尺：鋼質250×450mm 3支

9.彎曲半徑量測規：50～200mm透

明壓克力3面

10.水平尺：150mm、300mm(具垂

直、水平氣泡)各3支

11.V型枕：鋼質20A管適用12只

12.屏風式佈告欄：90×180cm

13.水槽：長至少80cm、寬至少70

cm、高不得超過30cm 3個

14.桌子：長至少80cm、寬至少70

cm、高約70~75 cm 3只

1 套 160,000 160,000

培養及輔導學生考

取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乙級技術士證照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錄

P21、P15~26)

1-013 綜合加工機

綜合加工機規格書

1.主軸轉數：10000 rpm(含)以上，

直結式。

2.主軸端孔錐度：BT40。

3.主軸馬達功率（連續 / 30 分）：

5.5 / 7.5Kw (含)以上。

4. Z 軸無配重系統（伺服馬達附剎

車）。

5. Z軸斷電自動上昇系統。

2 台 1,700,000 3,400,000
CNC銑床乙級檢定

設備教學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0、P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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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MasterCAM電

腦輔助加工模

組

1. 具有2D、3D繪圖、編輯及尺寸

標註，尺寸與圖形具關連性與自動

更新。

2. 能與其他CAD圖形相容轉檔提供

之格式具有DXF,MC9,

IGES,DWG,CADL,STL,PARASOLI

D,STEP之圖檔格式、直接讀取

Inventor(IPT、IAM)、Solidworks等

CAD圖檔。

5 套 65,000 325,000
CNC銑床乙級檢定

軟體教學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0、P37~43)

1-015
A2以上噴墨印

表機或繪圖機

列印速度：每張A2須於3分鐘內完

成)，RAM128MB以上 2 台 89,000 178,000

成立「電腦輔助機

械設計丙級」即測

即評場地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0、P37~43)

1-016 中文字庫

必須含有繁體明體字、黑體字、圓

體字、仿宋體字、楷體字、隸書體

字(20U授權)
1 套 50,000 50,000

培養學生捕捉影像

並數位化之能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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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向量繪圖軟體

CorelDraw for windows, 專業版X7

以上(20U授權) 1 套 85,000 85,000
培養學生掃描物件

並數位化之能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1-018 繪圖剪輯軟體

Premiere for windows, 專業版CS6以

上(20U授權) 1 套 295,000 295,000
培養學生產品設計

及產出能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1-019 剪輯特效軟體

Premiere AE for windows, 專業版

CS6以上(20U授權) 1 套 295,000 295,000
培養學生產品設計

及產出能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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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立體列印機

列印體積：圓柱型直徑18cm x 高

33 cm  (8000 cm3 )以上，PLA線材

6*1Kg以上
1 台 82,000 82,000

培養學生產品設計

及產出能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1-021
彩色噴墨印表

機

A3尺寸列印/影印/掃描/傳真、解析

度600dpi以上，每2分鐘1張以上

(EPSON WF-7511 A3+ 同等級以

上)

6 台 15,000 90,000
培養學生產品設計

及產出能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1-022 個人電腦主機

主機(Intel Core 四核 i7-

3.4GHz,8GB RAM(8GB*2)  , 1TB

SATA HDD ,NVIDIA Quadro 4G獨

立顯示卡以上, Win 7, 具網路列印

伺服功能)

4 台 32,000 128,000
培養學生產品設計

及產出能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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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個人電腦主機

MGX92TA/A 繪圖主機(Intel Core

i5-3.4GHz,8GB RAM, 512GB SSD,

Mac OS)同等級以上
3 台 56,000 168,000

培養學生捕捉影像

並數位化之能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1-024 伺服器

1. E5-1620 v2(3.7 GHz/4C/8T/10M)

2. 記憶體64GB（含）以上。

3. 硬碟1TB

4. DVD光碟機。

5. 彩色液晶螢幕18.5吋（含）以

上。

3 台 40,000 120,000
提供乙級網路架設

考場之伺服器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資訊工程系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書：第參章

整體規劃表4。(計畫摘

錄P129、P126~134)

1-025 個人電腦主機

1. Core i5-4590(3.3GHz/6M)

2. 記憶體8GB（含）以上。

3. 硬碟1TB

4. DVD光碟機。

34 台 24,000 816,000
提供乙級網路架設

考場之工作站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資訊工程系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書：第參章

整體規劃表4。(計畫摘

錄P129、P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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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路由交換器

1. 獨立主機本身提供24個自動偵測

(Auto-Sensing) 10/100Base-TX埠

(含)以上

2. 於Layer2/Layer3提供無阻塞

(Non-Blocking)及線速(Wire Speed)

交換能力

3. 具備8K(含)以上之MAC(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es

4. 具備Store and Forward(貯存轉送)

操作模式

5. 具備廣播風暴控制(Broadcast

Storm Control)及Spanning Tree橋接

標準

6. 具備IEEE 802.1p服務等級流量

優先權通訊協定(Class of service

Priority protocols)、Quality of

Service (QoS)、802.1Q虛擬區域網

路標籤VLAN tagging)

2 台 25,000 50,000
提供乙級網路架設

考場之資料傳送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資訊工程系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書：第參章

整體規劃表4。(計畫摘

錄P129、P126~134)

1-027
OTDR光時域反

射器

1. 光測試模組： 1310nm

2. 顯示器: 彩色LCD or TFT

3. 光輸出/入連接器：可交換式插

座(SC)，適用單模光纖

4. 光源：波長1310±20nm，雷射

5. 外接週邊設備介面：USB

6. 儲存裝置：外接USB隨身碟或內

建硬碟

2 台 260,000 520,000
提供乙級網路架設

考場之訊號轉換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資訊工程系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書：第參章

整體規劃表4。(計畫摘

錄P129、P126~134)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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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28 雷射印表機

1. 解析度：600dpi(含)以上

2. 具備USB及RJ45連接埠

3. 多功能進紙匣

4. 紙張大小：A4

5. 記憶體：至少32M

1 台 15,000 15,000
提供乙級網路架設

考場之網路印表機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資訊工程系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書：第參章

整體規劃表4。(計畫摘

錄P129、P126~134)

1-029
光纖切割器含

回收盒

光纖切割器由可固定光纖切割點兩

邊光纖夾具、切割鑽石刀或可調整

刀刃位置之圓形鎢鋼刀、光纖刻痕

產生與光纖彎曲機構所組成。適用

於外徑 250 μm及900 μm之光纖，

其裸光纖切割長度範圍為9 ~ 15

mm

6 台 27,000 162,000

提供乙級網路架設

考場之切割光纖工

具

數位管理學

院各系所

1.數位管理學院中長程

發展計畫書：第伍章發

展目標第二節具體指標

表5-1~3(計畫摘錄P58、

P56~P71)

2.資訊工程系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書：第參章

整體規劃表4。(計畫摘

錄P129、P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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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磁控飛輪健身

車

1. 主架以氧化鋅塗料處理，阻絕灰

塵、汗水及濕氣侵蝕。

2. 阻力系統:磁控阻力系統。傳動

系統：皮帶傳動系統。

3. 煞車系統：渦電流煞車系統,，

設有全幅式飛盤保護圈，寬度為

3.5公分(以上)

4.微調式握把設計，可依照需求可

以上下，前後調。握把上下調整為

1至18刻度(含以上)，前後調整為1

至16刻度(含以上) 坐椅可上下/前

後調整。上下調整為1至26刻度(含

以上)，前後調整為1至18刻度(含

以上)。

5. 產品附具有背光功能之觸控式顯

示面板 面板顯示內容：RPM(轉

數)、阻力等級、心跳、最大心跳

百分比、卡路里、運動距離、平均

速度、運動時間、最大轉速、平均

轉速、最大速度、平均速度、平均

心跳、平均心跳百分比。

6. 器材尺寸：長139×寬58×高

100cm(含以上)。 器材重量：50.5

kg(含以上)。

12 台 60,000 720,000
建構專業飛輪健身

教室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1-031 雙面展示架

916cm  ×  274 cm ×  7cm

角料、矽酸鈣板、油漆 1 座 52,500 52,500
建構專業飛輪健身

教室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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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空氣調節器

HO-802(8.0KW)

HFC-80B 1 組 46,000 46,000
建構專業飛輪健身

教室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2-001
8軸DSP運動控

制卡

PID含前饋增益控制;混合類比與脈

衝序列運動指令;支援三維運動(線

性/圓弧/螺旋/螺旋補間)
1 只 100,000 100,000

有利於教學研究，

產學合作之進行的

專業設備採購

光機電暨材

料研究所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第參章整體規劃表3-4-

3。(計畫摘錄P10、

P9~14)

2-002
4軸DSP運動控

制卡

PID含前饋增益控制;混合類比與脈

衝序列運動指令;支援三維運動(線

性/圓弧/螺旋/螺旋補間)
1 只 50,000 50,000

有利於教學研究，

產學合作之進行的

專業設備採購

光機電暨材

料研究所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第參章整體規劃表3-4-

3。(計畫摘錄P10、

P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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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火警受信總機

配線設備系統

1. R型火警受信總機1L/256 點，火

警中繼器模擬器，廣播移報板 OP

80

2. YRR-02 (帶電)中繼器(含測試板

255A-TESTA/255A-TESTB)、

YRR-02 (帶電)中繼器

3. 發信機、警鈴、標示燈、蜂鳴

器、傳統差動探測器、傳統偵煙探

測器

4. YRR-11 定址式差動局限型(2種)

探測器、YRR-12 定址式定溫局限

型(1種)探測器、YRR-13 定址式偵

煙局限型(2種)探測器

5.壓力開關、火警發信機模擬盒、

警鈴模擬盒、蜂鳴器模擬盒

6.壓力開關模擬盒、鐵捲門模擬

盒、風車模擬盒、閘門模擬盒、探

測器模擬盒、連動控制盤-鐵捲

門、木製展示架(高180*寬250*深

50)cm

3 套 327,300 981,900

擴充配線實驗室設

備，讓學生瞭解消

防警報系統之功能

及其配線實務訓

練。

消防系(所)

消防系(所)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1、P15~26)

2-004
校園安全健康

照顧監控裝置

1. 安全健康照顧模組

2. zigbee安全燈控監控模組

3. 燈光調控功能

4. 需整合現有系統施作

1 套 287,000 287,000
教學課程說明與實

務展演用

安全科技與

管理系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參章整體規劃表3-4.4。

(計畫摘錄P30、

P27~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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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汽油噴射引擎

訓練台

一、 引擎型式

1. 限為豐田國產車輛2006年後所搭

配之引擎。

2. 引擎排氣量限為1950 CC或以

上。

3. 點火系統必須為直接式點火並使

用電子油門系統。

二、 引擎性能要求

1. 怠速須調整到原廠手冊規定值，

且變動幅度不可超過±50rpm。

2. 引擎整理後不可有異音、異常震

動、漏油、漏水及其他異常狀況。

2 台 200,000 400,000
汽油噴射引擎教學

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0、P37~43)

2-006
工具車（含手

工具）

七層式工具車（附鎖），含：梅花

板手9支組、油管板手4支組、梅開

口板手18件組、雙套筒搖頭板手4

支組、L型長六角板手9支組

2 台 40,000 80,000

汽車相關教學拆卸

組裝工具及工具收

納車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0、P37~43)

2-007
電器修護檢定

照明類設備

1. 無段調光檯燈(110V，60W)*4

2. 緊急照明燈(110V AC/6VDC)*4

3. 多段式美術燈(110V，5燈3段燈

亮)*4

1 套 12,600 12,600 訓練場教學用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5、P44~55)

2-008
電器修護檢定

電熱類設備

1. 電子保溫鍋(110V，600W以

上)*2

2. 開飲機(110V，加熱電功率500W

以上，熱水5公升以上)*2

3. 電熨斗(110V，750W以上)*4

4. 微波爐(110V，1200W以下)*2

1 套 13,700 13,700 訓練場教學用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5、P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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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電器修護檢定

旋轉電機類設

備

1. 吸塵器(110V家用型)*6

2. 電鬍刀(充電式110VAC)*4

3. 單槽(全自動)*4

4. 乾衣機(110V，800W以上)*4

1 套 91,500 91,500 訓練場教學用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5、P44~55)

2-010
電器修護檢定

冷凍類設備

1. 電冰箱(家用雙門250L以上，

110V)*1

2. 窗型冷暖氣機(AC110V或220V

1600kcal/hr以上)*1

3. 擴管器(9.53mm(3/8")O.D)*6

4. 鐵錘(0.45kg(1磅))*6

5. 小銼刀*6

6. 溫度計(0～100°C)*6

7. 真空幫浦(110VAC1  1/4HP)*2

8. 冷媒瓶(4.45kg(10磅)裝)*2

9. 水銀真空計或真空壓力錶(指示

刻度1mmHg以內)*2

1 套 79,000 79,000 訓練場教學用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5、P44~55)

2-011
全方位定位流

程受控體

1. 可接收訊號16點以上

2. 可接收訊號NPN

3. 可控制點6點以上

4. 可控制點電壓VDC24V

10 台 30,000 300,000

1. 學生實習

2. 學生實務專題習

作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5、P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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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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2-012 3D印表機

1.機器尺寸：

370mm*480mm*380mm(含以上)。

2.XYZ：軸承：ITK軸承。

3.韌體：最佳化的Marlin版，

Arduino Mega2560相容主板。

4.列印體積：

190mm*190mm*190mm(含以上)。

5.Open source教育學習套件。

6.每秒移動速度：290mm(含以

上)。

7.最小列印精度：0.02mm(含以

上)。

3 台 38,000 114,000

1. 讓學生得以印證

3D繪圖之實際應用

2. 教學與專題使用

3. 充實工程圖學之

授課內容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5、P44~55)

2-013 移動式導播機

支援網路直播、字幕功能、四組或

以上來源錄影、音效功能、HDMI

轉HD-SDI轉換、音頻延遲器、播

放服務器、去背機

1 套 430,000 430,000
培養學生攝影技術

及產出能力

應用數位媒

體系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2-014 個人電腦主機

i5四核心(3.3G) 8G DDR3記憶體

500GB硬碟 4G高階電玩獨立顯卡 30 台 20,000 600,000

更換原教室有已超

過5年使用期限之舊

電腦

應用遊戲科

技系

應用遊戲科技系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參

章整體規劃表3-4-4(計

畫摘錄P90、P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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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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2-015 威力導演12 單間教室60台 1 式 50,000 50,000

引導本系學生對外

參加創意行銷企劃

書競賽時，可透過

此軟體將企劃書中

之創意概念，經由

微電影方式呈現並

進行網路社群行銷

，並可於相關課程

中深化學生微電影

製作能力，作為後

續教學使用。

行銷流通管

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參章整體規劃表3-4.4(計

畫摘錄P102、P99~111)

2-016
行動物流管理

平台軟體

內含：

1.廠商資料管理系統

2.貨品資料管理系統

3.出貨資料管理系統(電子簽收)

4.運送排程管理系統

5.車輛資料管理系統

6.司機人員管理系統

7.客戶電子簽收管理系統

1 套 270,000 270,000

配合物流管理、商

業自動化、物流中

心營運模擬與網路

行銷等課程，結合

本系之網路行銷實

務教學模擬平台，

透過行動物流管理

平台之建置，讓學

生親自參與物流系

統之規劃、管理與

操作，以增進學生

對前台零售服務與

後台物流作業之系

統觀，可使學生達

到體驗學習的成

效。

行銷流通管

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參章整體規劃表3-4.4(計

畫摘錄P102、P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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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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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2-017
網路行銷經營

系統

系統功能：

1. 商品上架展示管理

2.行動化線上訂單銷售管理

3.會員及供應商管理模組

4.銷售模組

5.線上交易金流管理及商店管理模

組

6.教育訓練

1
課程

數
150,000 150,000

網路行銷實作課程

及認證
資訊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116、P112~125)

2-018
網路行銷DM輸

出設備

1. 輸出格式：彩色輸出

2. 解析度：600dpi×600dpi(含)以上

3. 記憶體：64MB(含)以上 ，可擴

充至256MB（含）以上

4. 介面：採標準雙向平行埠(IEEE

1284 ECP相容)或USB萬用序列埠，

均應附專用電纜線

5. 送紙匣：250張(含)以上標準A4用

紙(不含手動送紙)一個

1 台 58,889 58,889
網路行銷實作課程

及認證
資訊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116、P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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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WorkflowERP

大專院校軟體

授權服務22模

組

1.產品功能面授訓練課程(同企業用

戶課程；至鼎新公司上課)：一學

期100人時。

2.鼎新e-service(鼎新線上即時Q&A

查詢服務)：one account。

3.教學資料庫：配合認證教材教學

之資料庫。

4.CTI諮詢服務(call center)：含電話

與email問題，一學期共計50個問

題。

5.系統環境recheck：必要時到校進

行主機環境、資料庫、server參數

之檢查一次（0.5天）

6.每學期學生資料庫重置

1 套 68,000 68,000
企業資源規劃實作

課程及認證
資訊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116、P112~125)

2-020
ERP考照報表輸

出設備

1. 輸出格式：黑白輸出

2. 解析度：1200dpi(含)以上

3. 記憶體：提供64MB(含)以上，

可擴充至512MB(含)以上

4. 介面：採標準雙向平行埠或USB

萬用序列埠

5. 列印技術：雷射電子顯像式

6. 面板具備取消列印作業功能按鍵

1 台 43,111 43,111
企業資源規劃實作

課程及認證
資訊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116、P112~125)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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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2-021
嵌入式智能感

測實驗平台

1. 可程式化開放式系統移動套件

X2:

1-1 含PCP移動平台125x80mm、

PWM微調型RC伺服機x2，載台為

鍛造鋁合金。

1-2 Arduino嵌入式國際證照機器人

擴充版。

1-3 含Analog I/O x12、Digital I/O

x32、3.3V/5V/G 及三階段開關，

另可外接至少四組伺服機與供電切

換裝置、7.5V/5V多段電源平台，

功能與規格符合PCP 2014V1。

1-4 感測器裝置:光二極體光源導

航、觸碰式導航及IR測距與避障，

須搭配相關教材。

16 套 16,250 260,000

提供資工系嵌入式

系統導論、嵌入式

程式設計、嵌入式

系統應用上課及輔

導嵌入式系統國際

證照考試。

資訊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4。(計畫摘錄

P129、P126~134)

2-022 投影機

1.投影尺寸 30 - 300 吋  投影距離

0.9 - 10.0 公尺  燈泡種類 230瓦

UHP燈泡／4000小時壽命

2.亮度 2000 流明   對比 4000:01:00

梯形修正 垂直: +/-40度  長寬比例

4:3 & 16:9   喇叭 10瓦x2

3. 實體 333mm（寬）x 263mm（

高）x 110mm（深）

3 台 29,900 89,700 改善教學設備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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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數位多功能E化

講桌

1.1.6mm-2.0mm鋼板尺寸

630*600*1120mm附安全鎖

2.鵝頸式麥克風2支*60W擴大機及

2支高音質喇叭

3.桌面螢幕可崁入19-22吋液晶螢幕

或觸控螢幕

4.鍵盤滑鼠隱藏架，高級滑軌抽拉

順暢

5.兩側桌板可掀放，荷重 50公斤，

方便置放教材提示機及筆記型電腦

6.活動輪組及可調整腳柱機櫃功能

USB*2

2 台 58,000 116,000 改善教學設備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2-024 衛星碟型天線

1.一體成型鍍鋅鐵板。

2.立地式圓形固定座 。

3.盤面採粉體烤漆防銹處理。4.120

公分

1 式 16,000 16,000 改善教學設備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2-025 衛星接收機

1.尺寸：430x46.5x244mm

可記錄畫質  BD BD-RE（1層）

BD-RE（2層）BD-RE XL（3層）

BD-R（1層）BD-R（2層） BD-R

XL（3層/ 4層）DVD DVD-RW（

CPRM相容）*DVD-R（CPRM相

容）錄音時間，錄音模式DR  DR

（CS數字廣播的高清BS·110度）

唱片 約4小時

1 式 25,000 25,000 改善教學設備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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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投影機

1.解析度 真實解析度: 1024×768

(XGA)

2.輸出亮度 4,000流明

3.對比度 15,000: 1

4.投影鏡頭 F#2.4 ~ 2.66, f = 18.2 ~

21.8 mm; 1.2x 光學變焦/手動縮放

5.投影尺寸(對角線) 30 to 307 吋

(4:3)

6.投影距離 1.2 ~ 10 公尺體積(寬x

深x高) 32.9×23.9×11.9公分重量 3.5

公斤

7.3D顯示 影像訊號 :480i ; HDMI

1.4a Blu-ray 3D 藍光3D 格式影像

支援

1 台 38,500 38,500 改善教學設備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2-027
博奕教學示範

看板

木製品，H280cm×W300cm

博奕教學模擬看板 5 組 50,000 250,000

1.建置博奕教學示

範情境教室

2.模擬博奕教學環

境設備

觀光休閒管

理系

觀光休閒管理系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參

章整體規劃表3-4.8(計畫

摘錄P176、P169~183)

2-028 巧克力保溫鍋

1.電壓：110/220V

2.尺寸：Ø 310 X 180mm

3.巧克力容量：3kg
6 台 31,500 189,000 拉糖教室用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所)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參

章整體規劃表3-4-5(計

畫摘錄P186、

P18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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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教學用真髮假

人頭

型號：788

尺寸：6~8吋

理髮專用

全真髮

5 箱 26,400 132,000

1.輔助教學用

2.證照輔導

3.技藝競賽培訓

美容美髮造

型設計系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第參章整體規劃表3-4-

5(計畫摘錄P197、

P194~206)

2-030 多功能擴大機
輸出功率：150W+150W  (4-8

Ω)RMS
2 台 12,900 25,800

多媒體影音播放使

用
觀光英語系

觀光英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13(計畫摘錄

P209、P207~P218)

2-031 多功能喇叭
6.5吋全音域，最大輸出功率50W

2 對 10,100 20,200
多媒體影音播放使

用
觀光英語系

觀光英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13(計畫摘錄

P209、P207~P218)

2-032 投影機
3000ANSI/1024 x 768/3,000:1/3Y

2 台 25,000 50,000
多媒體影音播放使

用
觀光英語系

觀光英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13(計畫摘錄

P209、P207~P218)

2-033  A4 複合機

影印、列印、掃描、傳真/標準紙

匣(250張)+手送進紙匣(1張)紙張面

朝下 / 100張
2 台 12,000 24,000 簡報室使用 觀光英語系

觀光英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13(計畫摘錄

P209、P207~P218)

2-034 個人電腦主機
i5/4G/1TB/DVD SM/3Y

3 台 19,403 58,209 教學使用 觀光英語系

觀光英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13(計畫摘錄

P209、P207~P218)

2-035
情境中式茶道

實習桌

原木製、油漆、190*85*65CM(含

以上)、訂製品 1 式 160,000 160,000

1.營造具特色之教

學情境

2.提升教學品質及

學習績效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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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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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2-036
情境中式茶道

座椅

原木製、油漆、40*30*42CM(含以

上)、訂製品 1 式 72,000 72,000

1.營造具特色之教

學情境

2.提升教學品質及

學習績效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37
室外日式情境

造景

和紙(布)、飾件、噴圖
1 式 18,000 18,000

1.營造具特色之教

學情境

2.提升教學品質及

學習績效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38
室外中式情境

造景
竹子、飾件、噴圖

1 式 17,000 17,000

1.營造具特色之教

學情境

2.提升教學品質及

學習績效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39 鞋櫃

木製、80*39*107CM(含以上)、訂

製品 1 組 22,000 22,000
1.改善教學環境

2.提升教學品質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40
劇場專用麥克

風系統

1. 頻率範圍:以避開4g干擾為主

2. 工作範圍:100M(標準條件下)

3. 靈敏度8dB m at S/N

ratio>75dB

4. VHF&uhf雙頻接收

5. 兩支手握式無線麥克風

6. 1組高級AV傳輸線

7. 1組高級AV＞3.5傳輸線

8. 4組高級有線麥克風

9. 系統線路整合

1 組 21,000 21,000
1.改善教學環境

2.提升教學品質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41
調製區及清潔

區教學設備

60cm*180cm工作桌(含底座及牆

面)、分隔簾270*300、塑合板、清

潔設備、訂製品
6 區 40,000 240,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45、P240~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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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
安全區教學設

備

塑合板、水槽設備(含底座及牆

面)、分隔簾270cm*300cm、工作

桌60cm*180cm、訂製品
3 區 30,000 90,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45、P240~P249)

2-043 機械手臂機構

5軸;工作空間半徑1.2米;酬載:15公

斤以上;定位精度0.2mm以內 1 台 358,000 358,000

有利於教學研究，

產學合作之進行的

專業設備採購

光機電暨材

料研究所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第參章整體規劃表3-4-

3。(計畫摘錄P10、

P9~14)

2-044
無線網路安全

照顧監控系統

1. 無線網路閘道器

2. 無線感測網路監控平台

3. 行動監控功能

4. 需整合現有系統施作

1 套 250,000 250,000
教學課程說明與實

務展演用

安全科技與

管理系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參章整體規劃表3-4.4。

(計畫摘錄P30、

P27~P36)

2-045
圖形介面汽車

診斷儀器

一、功能

1. TOYOTA車輛診斷

2. 新版本軟體網路下載功能

3. 硬體: 1.TOYOTA車系診斷PQ介

面主機

4. TLS轉接器

5. 工具箱

6. 程式軟體光碟一片

4 台 50,000 200,000
圖形介面汽車診斷

儀器教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0、P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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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
遠端智慧檢修

診斷模組

一、 藍芽接界面接頭

1.: 硬體:可透過藍芽系統進行無線

連接之汽車診斷接頭

2. 診斷車種:符合ISO 9141、SAE

J1939通訊協定之車輛

二、功能:

1. 具備16Pin診斷接腳插頭

2.採用WI-FI 方式與包括手機平板

與電腦等顯示器進行通訊

2 組 27,000 54,000
遠端智慧檢修診斷

模組教學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0、P37~43)

2-047

遠端遙控機械

手臂自走車開

發平台

1. 鋁合金製結構。

2. 提供底座旋轉、肩部旋轉、關節

部、關節扭轉與手臂夾爪抓取等5

種運動。

3. 高精度伺服馬達控制(1us)。

4. 具兩點物體夾取，及網頁控制或

App及B C++人機介面控制。

5. 使用專用伺服機，可以經準定

位。

6. 可搭配嵌入式控制器使用。

7. 手臂旋轉半徑28cm，手臂總長

45公分。

8. 提供Arduino 開發控制程式。

1 台 150,000 150,000

1.充實資訊與自動

化技術之教學實驗

設備。

2.訓練學生相關創

意設計及應用專題

之研發。

3.提供高中職研習

與產學合作計畫之

訓練與研發之實驗

平台。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5、P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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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

虛擬實境互動

式腳踏車機電

整合控制系統

1. 提供腳踏車與腳踏車固定用的角

架。

2. 加裝轉速測量、車頭轉角測量。

3. 轉速與車頭轉角測量使用無線

(zigbee)方式傳輸。

4. 車頭轉角解析度15度。

5. 畫面將隨腳踏車傳來的轉速與方

向一起轉向，包括前/後/左/右。

6. 三軸磁阻感測器，磁場範圍(+/-

8 高斯) ，1~2度的羅盤方向精度，

精準的靈敏度與線性度，I2C數位

接口，最大輸出功率為160Hz。

7. U型光遮斷器。

8. 提供Arduino 開發控制程式。

9. 提供多媒體互動控制的開發程

式。

1 台 250,000 250,000

1.充實資訊與自動

化技術之教學實驗

設備。

2.訓練學生相關創

意設計及應用專題

之研發。

3.提供高中職研習

與產學合作計畫之

訓練與研發之實驗

平台。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45、P44~55)

2-049 數位攝影機

500GB含以上硬碟空間,具硬碟錄影

機功能 1 套 80,000 80,000
培養學生攝影技術

及產出能力

應用數位媒

體系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2-050
移動式機架與

線材

移動式rack、可攜式藍綠布幕與線

材 1 套 50,000 50,000
培養學生攝影技術

及產出能力

應用數位媒

體系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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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 動漫製作軟體
comic studio (單間授權)

1 套 100,000 100,000
培養學生動漫設計

及產出能力

應用數位媒

體系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3.4(計畫摘錄P77、

P72~85)

2-052 液晶電視

面板解析度 1920 x 1080 支援Dolby

Digital音效

百萬級動態對比
2 台 30,000 60,000

配合新購之遊戲主

機使用
應用遊戲科

技系

應用遊戲科技系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參

章整體規劃表3-4-4(計

畫摘錄P90、P86~98)

2-053 平板電腦

WiFi網路介面；2.16 G(含)以上儲

存空間 10 台 18,000 180,000

配合流通概論、零

售管理、賣場規劃

與管理、物流管理

等課程，結合本系

賽局模擬軟體操作

，運用行動式教學

系統，目的在營造

前台零售服務及後

台物流作業之實境

氛圍，除可運用於

前述課程之教學上

，亦可運用於賽局

模擬競賽中，以強

化小組成員討論時

之體驗學習。

行銷流通管

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參章整體規劃表3-4.4(計

畫摘錄P102、P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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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 無線基地台
無線基地台之室內型Thin AP中階

IEEE 802.11 a/b/g/n
1 台 12,000 12,000

配合流通概論、零

售管理、賣場規劃

與管理、物流管理

等課程，結合本系

賽局模擬軟體操作

，運用行動式教學

系統，目的在營造

前台零售服務及後

台物流作業之實境

氛圍，除可運用於

前述課程之教學上

，亦可運用於賽局

模擬競賽中，以強

化小組成員討論時

之體驗學習。

行銷流通管

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參章整體規劃表3-4.4(計

畫摘錄P102、P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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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
平板電腦儲存

充電管理模組

1. USB介面充電

2. 同時16台(含)以上平板電腦存放

與充電

3. 全機鋼製，滾輪含制動功能

1 組 148,000 148,000

配合流通概論、零

售管理、賣場規劃

與管理、物流管理

等課程，結合本系

賽局模擬軟體操作

，運用行動式教學

系統，目的在營造

前台零售服務及後

台物流作業之實境

氛圍，除可運用於

前述課程之教學上

，亦可運用於賽局

模擬競賽中，以強

化小組成員討論時

之體驗學習。

行銷流通管

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參章整體規劃表3-4.4(計

畫摘錄P102、P99~111)

2-056 伺服器

1. (含windows作業系統)

2.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E5-2620

2.00GHz, 15M Cache, 7.2GT/s QPI,

Turbo, 6C 95W * 2

3. 硬碟: 300GB 10K RPM,6Gbps

SAS 2.5 " Hot Plug Hard Drive * 2

4. 主記憶體 :8GB Memory (2x4GB),

1333MHz, Dual Rank LV RDIMMs

5. 電源供應器:Dual, Hot-plug,

Redundant Power Supply (1+1),

750W

1 台 135,000 135,000
workflowERP 授課

伺服系統更新
資訊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116、P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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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7 伺服器

1. (不含作業系統)

2.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E5-2620

2.00GHz, 15M Cache, 7.2GT/s QPI,

Turbo, 6C 95W * 2

3. 硬碟: 300GB 10K RPM,6Gbps

SAS 2.5 " Hot Plug Hard Drive * 2

4. 主記憶體 :8GB Memory (2x4GB),

1333MHz, Dual Rank LV RDIMMs

5. 電源供應器:Dual, Hot-plug,

Redundant Power Supply (1+1),

750W

1 台 102,500 102,500
數位內容認證系統

建置
資訊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116、P112~125)

2-058 儲存系統設備

1. 10TB以上

2.符合軍用等級的FIPS 140-2加密

技術驗證，能夠防止硬碟因遭竊或

遺失所產生的機密資料外流風險

1 台 102,500 102,500
教師教材及學生實

習作品儲存裝備
資訊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116、P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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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9

智慧生活物聯

網感測控制系

統

1. 家用閘道控制系統

採雙系統控制，可選用網頁系統或

經手機系統透過藍牙控制，此雙系

統尚需具有控制電視、家用門禁系

統、光源控制系統、風扇控制系統

之功能。主控制器採原廠Arduino

控制模組。

2. 家用門禁與感測系統

(1)具RFID控制之門禁系統、四組

XBEE S2.0無線感測器回授裝置可

無線偵測煙霧、溫度、亮度與

CO。

(2)具無線影像觀看功能，可無線

觀看門口影像。

(3)具可無線遠端控制開關門功

能。

1 套 331,750 331,750

提供資工系創意行

動模組應用、嵌入

式系統導論、嵌入

式程式設計、嵌入

式系統應用上課。

資訊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4。(計畫摘錄

P129、P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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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源控制系統

(1) 主控制器採Arduino控制模組，

此系統可透過家用閘道器之雙系統

控制一組燈具。

(2) 具一組可由家用闸道控制系統

，採無線或網頁遠端控制之電動窗

簾。

4. 風扇控制系統

(1)主控制器採Arduino控制模組

(2)此系統可透過家用閘道器之雙

系統控制。

5. 智慧型影音系統

(1) 具AV、HDMI輸入源切換模式

，可調整聲音大小。

(2) 支援家用闸道控制系統

2-060
單/雙槓/舉腿訓

練架

114*127*233cm、重111kg、聚氨

酯保護層 1 台 75,500 75,500 新增健身中心設備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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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1
商業用電腦程

控跑步機

1.尺寸: 長216cm x 寬93cm x 高

148cm     跑步範圍: 寬55cm x 長

153m

2. 使用者最大載重: 181kg

3.自動坡度: 0 ~ 15%   跑步速度:

0.8kph – 20kph

4.電力需求: 110V, 15AMP

5.馬達:4.0HP AC馬達直接驅動。

6.手握式心跳感應系統及面板內建

心跳接收器。

3 台 91,600 274,800 新增健身中心設備
休閒遊憩與

運動管理系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第參章整體規劃表

2-4-4(計畫摘錄P162、

P161~168)

2-062
旅行業資訊管

理系統

1. 基礎核心系統：團體旅遊、機

票、訂房、自由行、各旅遊商品建

置。

2. 管理功能系統：收付退款作業、

帳務管理、總帳會計、統計分析報

表。

3. 策略應用系統：網站應用、積木

模組、網站管理功能運用。

4.至少60人校內科系授權。

1 套 400,000 400,000

1.擴充實習旅行社

專業軟體

2.輔導學生考取專

業證照

觀光休閒管

理系

觀光休閒管理系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參

章整體規劃表3-4.8(計畫

摘錄P176、P169~183)

2-063
黑色大理石板

工作桌

1.桌面材質：黑色大理石板

2.桌面尺寸：90X180X2CM

3.工作桌規格：3呎X6呎X3層；

#304附110V插座

6 張 27,615 165,690 拉糖教室用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所)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參

章整體規劃表3-4-5(計

畫摘錄P186、

P18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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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4 濕度處理器

1.電壓/頻率：110V/60HZ

2.適用空間(坪)：7 -12坪

3.適用環境溫度(℃)：5-35；溼度

選擇 ：35-85﹪；除濕能力( 27℃

,RH 60﹪)：9.5L

4.定時裝置 ：2H/4H/8H

5. 冷媒種類：R 410a

6.操控型式：電子式

2 台 12,300 24,600 乾料室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所)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參

章整體規劃表3-4-5(計

畫摘錄P186、

P184~193)

2-065
SANAKO語言

設備

1.知識管理暨分享軟體

2.數位儲存單元 7 組 61,000 427,000 英檢教室播放使用 觀光英語系

觀光英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13(計畫摘錄

P209、P207~P218)

2-066 筆記型電腦

含音源線與螢幕線/Intel Core i3-

4010U 處理器3MB 快取記憶體、

1.7GHz/ 14 吋寬螢幕（1366x768）

/ Intel HD Graphics /4GB / 500GB/

DVD Super Multi DL 燒錄光碟機

/10/100/1000 Mbps

3 台 25,000 75,000
1.改善教學環境

2.提升教學品質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67 彩色數位相機

1310萬像素(含以上)

廣角：24mm

光圈值：F2.0

螢幕尺寸：3.0吋

後掀式螢幕

可觸控

有Wifi功能

最大ISO值：12800

電池規格：NB-12L鋰電池

1 台 25,000 25,000
1.改善教學環境

2.提升教學品質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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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8 數位攝影機

2000萬像素(含以上)

影像處理：BIONZ X

3.5吋LED螢幕

重量870公克

5.1聲道麥克風

光學變焦：12x

清晰影像變焦：24x

1 台 50,000 50,000
1.改善教學環境

2.提升教學品質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69 個人電腦主機

一般型電腦第4 代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 獨立主機不含螢

幕)/4GB/1TB/DVD SM/10 / 100 /

1000 Mbps/ 鍵盤:USB / PS2 /High-

Definition Audio

4 台 20,000 80,000
1.改善教學環境

2.提升教學品質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70
光學觸控投影

機

視訊畫素:700條/3500流明

/1024X768/投影尺寸/前投、懸掛/

D-SUB或DVI/無線遙控器 /AC

110V~120V/AC 200V~240V

4 台 14,000 56,000
1.改善教學環境

2.提升教學品質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29、P219~P239)

2-071
遊戲區教學設

備

塑合板、水槽設備(含底座及牆

面)、分隔簾270cm*300cm、訂製

品

3 區 26,000 78,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45、P240~P249)

2-072 桌遊教具

肢體動覺智能、空間智能、音樂智

能、語言智能、數學智能 1 組 87,000 87,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45、P240~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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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3
幼兒安全示範

模板

易燃組：各項易燃材質展示，木質

底板。不燃組：各項不燃材質展

示、木質底板。長160寬125
2 個 22,000 44,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45、P240~P249)

2-074 體能教具

水谷式體能教具：長板、梯子、棍

子、木箱。軟式跳箱、觸覺球及各

式大動作體能教具
1 組 92,000 92,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第參章整

體規劃表3-4-4(計畫摘

錄P245、P240~P249)

3-001 彩色數位相機

3吋翻轉螢幕/2020萬畫素

F1.8大光圈/WIFI無線傳輸

3.6倍光學變焦/28MM廣角

每秒10連拍/步進0式變焦

Full HD錄影/手持夜拍模式

附32G記憶卡

2 台 20,550 41,100
改善師生上課教學

品質
通識教育中

心

102~104學年度通識教

育中心發展規劃第五章

表5-1.2 設備增購儀器設

備規格說明書

3-002 個人電腦主機

CPU： Intel Core i5 3.2GHz(含)以

上

RAM： 4GB(含)以上

HDD： 500GB(含)以上

作業系統： WIN 7 PRO

12 台 19,500 234,000
改善師生上課教學

品質
通識教育中

心

102~104學年度通識教

育中心發展規劃第五章

表5-1.2 設備增購儀器設

備規格說明書

3-003 筆記型電腦

CPU：  Intel Core i3 1.7GHz(含)以

上

RAM： 4GB(含)以上

HDD： 500GB(含)以上

作業系統：Windows

尺吋:14吋

2 台 24,500 49,000
改善師生上課教學

品質
通識教育中

心

102~104學年度通識教

育中心發展規劃第五章

表5-1.2 設備增購儀器設

備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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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 電動布幕

120吋(含)以上

含吊架、配線設定 4 座 12,550 50,200
改善師生上課教學

品質
通識教育中

心

102~104學年度通識教

育中心發展規劃第五章

表5-1.2 設備增購儀器設

備規格說明書

3-005 電動布幕

150吋(含)以上

含吊架、配線設定 1 座 16,500 16,500
改善師生上課教學

品質
通識教育中

心

102~104學年度通識教

育中心發展規劃第五章

表5-1.2 設備增購儀器設

備規格說明書

22,989,349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