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單位 設備名稱 學校配合款 教補款 小計

01 學務處 無線擴音機 $0 $77,000 $77,000

02 學務處 撞球社社課器材(撞球檯2張) $0 $80,000 $80,000

03 圖資處 K館冷氣8台 $0 $510,420 $510,420

04 圖資處 中外文圖書163冊 $0 $64,629 $64,629

05 學務處 學生體育課程使用器材(電子計時器) $0 $25,000 $25,000

07 圖資處 中文圖書94冊 $0 $43,164 $43,164

08 資訊中心 筆記型電腦(5台) $0 $165,785 $165,785

09 學務處 愛樂社樂譜乙批 $0 $11,238 $11,238

10 學務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需求書籍、DVD影片 $0 $29,900 $29,900

11 教務處 L1701教室音響設備 $0 $96,705 $96,705

12 學務處 學生體育課程(運動與健康、運動休閒)使用器材 $0 $71,100 $71,100

13 學務處 體育課程棒球器材(發球機+守備發球機) $0 $214,800 $214,800

14 通識中心 小提琴、中提琴 $0 $29,500 $29,500

15 圖資處 中文圖書42冊 $0 $13,396 $13,396

16 通識中心 鋼琴 $0 $390,000 $390,000

17 人工智慧學系 人工智慧學系空間及設備建置 $0 $3,809,800 $3,809,800

18 教務處 多媒體階梯教室冷氣機 $0 $155,414 $155,414

19 通識中心 大提琴 $0 $50,000 $50,000

20 資訊中心 筆記型電腦(10台) $0 $284,070 $284,070

21 圖資處 遠距視訊教學資訊設備 $0 $200,000 $200,000

22 圖資處 圖書129冊 $0 $48,545 $48,545

23 圖資處 公播版影片一套 $0 $3,280 $3,280

24 學務處 學生社團(棒球社)社課使用器材 $0 $48,000 $48,000

25 通識中心 Easy test線上學習測驗平台TOEIC模擬測驗題庫 $0 $98,000 $98,000

26 學務處 學生社團(吉他社)吉他及其他設備 $0 $90,900 $90,900

27 圖資處 英文圖書98冊(49種) $0 $23,240 $23,240

28 總務處 門禁監視系統 $0 $59,850 $59,850

29 教務處 L1315師生討論教室設備 $0 $407,100 $407,100

30 學務處 體育課程使用設備-測速槍 $0 $62,000 $62,000

31 圖資處 圖書84冊(31種) $0 $32,555 $3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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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務處 多功能階梯教室燈光設備 $0 $393,000 $393,000

33 教務處 多功能階梯教室教學設備(音響) $0 $850,000 $850,000

34 學務處 中信館七樓投射燈裝設 $0 $37,469 $37,469

35 總務處 數位攝影器材一批 $0 $68,880 $68,880

36 學務處 性別平等主題圖書、DVD影片 $0 $30,149 $30,149

37 學務處 製冰機 $0 $65,600 $65,600

38 圖資處 數位錄影器材(SONY*1+GO PRO*2) $0 $76,900 $76,900

39 圖資處 新媒體中心電腦 $0 $159,810 $159,810

40 學務處 健身車 $0 $78,000 $78,000

41 學務處 圖書71冊 $0 $20,494 $20,494

42 圖資處 數位影音實驗室iMac電腦9台 $0 $507,924 $507,924

43 圖資處 中西文圖書33冊 $0 $27,159 $27,159

44 圖資處 愛樂CD $0 $24,250 $24,250

45 通識中心 藝術手作工坊教學設備採購案(車床等) $0 $99,400 $99,400

46 通識中心 藝術手作工坊教學設備採購案(角度切斷機等) $0 $88,850 $88,850

47 通識中心 藝術手作工坊教學設備採購案(集塵機及配件等) $0 $88,250 $88,250

48 通識中心 藝術手作工坊教學設備採購案(手壓刨、平刨機) $0 $99,000 $99,000

49 通識中心 藝術手作工坊教學設備採購案(吸塵器及配件等) $0 $79,400 $79,400

50 通識中心 數位影音實驗室教學設備採購案第一案 $0 $84,000 $84,000

51 通識中心 數位影音實驗室教學設備採購案第二案 $0 $84,000 $84,000

52 通識中心 數位影音實驗室教學設備(行動錄音室) $0 $52,000 $52,000

53 圖資處 中文圖書48冊 $0 $17,550 $17,550

54 通識中心 數位影音實驗室教學設備(麥克風套組+監聽喇叭+混音器) $0 $51,500 $51,500

55 資訊中心 中信館4、5樓教室上課用電腦 $0 $419,544 $419,544

56 資訊中心 中信館4、5樓教室電腦輸出入轉接設備盒 $0 $90,000 $90,000

57 圖資處 公播版視聽資料 $0 $23,780 $23,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