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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7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7 年 01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1:50～13: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7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審查 96 年度執行清冊 
出席：劉祖華校長、陳一郎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公出)、王海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陳源林老師、劉晉奇老師、郭慶祥老師 
黃植振老師、簡文鎮老師、施正元老師、陳文興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 
李文玄老師(請假)、高清漢老師、朱賢哲老師、蔡宜靜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陳昭蓉組長(公出)、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錄：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 
  感謝各位委員今天撥冗出席今日的會議，本次會議開始有十幾名各系所教師代表為新任

之委員。為使各位新任委員能了解本校在整體發展獎補助中從規劃、運用、執行到結案

等各項作業程序，請技合處於下次召開會議時將本校相關之架構大略介紹一下，讓各位

委員可以清楚了解所執行之作業內容及作業方向。 
 
 
 
貳、執行秘書業務報告(技合長)：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今天出席 97 年度第 1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本次會議技合處共有四

點報告及一項提案審議。 
一、今年度之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除了當然委員外，其餘選任之委員共有十三名，其中

有十名委員為各系所(含通識中心)新選派之委員。竭誠歡迎各位委員在未來兩年的 
時間給予技合處在獎補助上任何的建議與指導﹝註：本屆委員之任期為 97 年 1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另外，為使各位委員了解獎補助專責小組之作業職責，請

參考附件 P1 之「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內容。 
二、有關「九十七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相關

作業規定手冊今日交付給各位委員，請各位委員自行留存參考，並列入移交。 
三、有關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已於 96 年 12 月 31 日全數執行完畢，今日召開本

會議主要請各位委員協助審查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執行結果(執行清冊)，
會後相關資料也將提送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做憑證等資料查核後，於教育部規

定之 97 年 1 月 31 日前完成報部核銷作業。﹝註：有關 96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訂二

版)已在 96 年 07 月 26 日經 96 年度第 3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修訂審查，並於 96
年 10 月 26 日完成報部備查之作業。此後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未再修改過，因此

今日所附之支用計畫書資料免再審查，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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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核銷報部後之後續作業預定如下，請總務處及會計室協助辦

理： 

項次 作業事項 
預定作業 
時間 

負責單位

01 會計憑證專款專帳編列作業 97 年 2 月 5 日前 會計室 
02 印製財產標籤並送各使用單位 97 年 3 月 15 日前 總務處 

03 
財產標籤粘貼及拍攝財產實務照片並

彙送會計室整理 
97 年 3 月 28 日前 

獎補助各

使用單位 
04 彙整照片成冊 97 年 4 月 5 日前 會計室 

05 
經費稽核委員會實地抽盤資本門及查

核會計專帳處理之狀況 
97 年 4 月至 5 月 技合處 

    ﹝註﹞以上作業事項，於 97 年 2 月開學後另以 e-mail 通知各單位。 
 
參、討論議題： 
 議題一：「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結果及相關分配比例暨執行清冊資料」，提請

審議。 
  說 明：  
    一、依據「九十六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

意事項」分別規定如下： 
第二條規定：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 

佔總預算 60﹪及 40﹪…。 
      第四條規定：本項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圖書館自動化及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 10%，訓輔相關設備（以購置學

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 2%；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

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宜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 
  第五條規定：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

經常門經費 30%以上供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

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 
各校另得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支用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並經行政會議通過。 
各校應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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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據上項規定，本校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運用執行結果請各位委員參考彙總

之附件資料 P2～P6 並請審查執行清冊。 
討 論：1.為使資料更明確清楚，請修正執行清冊 P5 第 A005 資本門之單價金額，請將

小數點列示出來。 
      2.執行清冊 P25 漏填支用項目內容，請補填資料。 

決 議：查核執行冊各項目相關資料之執行比例及使用項目均按教育部規定辦理，請於

會後送「經費稽核委員會」審查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部作業。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九十七年一月十七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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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1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行政會議審議通過(91/10/15)
92 學年度第六次校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93/06/03)

92 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3/06/08)
93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93/10/05)

94 學年度第 13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95/03/07)
94 學年度第五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95/05/09)

 
1.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 
意事項」規定，設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2.本小組成員共二十一人，成員包含當然成員與推選成員，其中當然成員為 
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技合長、圖資長、會計室主任、人事 
室主任等八人，推選成員則由本校各系(含通識中心) 推舉非主管教師共 
十三人擔任，任期二年(自每年一月一日起至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連 
選得連任。 

 
3.本小組之職責為審議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有關之規劃、支用、推動、 

核銷等重大相關事宜。 
 
4.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技合長擔任， 

辦理小組事務。 
 
5.本小組每學期以開會一次為原則，以審查本校報部之基本資料表、支用計 

畫書、核銷清冊等相關資料，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6.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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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年度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經費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支用情形 
項目 

預估支用經費 
(A) 

實際執行支用經費 
(B) 

差異 
(B-A) 

補助款(1) $34,746,056 $34,746,056 0 

獎助款(2) $32,183,894 $32,183,894 0 

核定獎補助總經費 
(3)=(1)+(2) 

$66,929,950 $66,929,950 0 

自籌款(配合款) 
(4)﹝註﹞ 

$8,925,613 
(占獎補助總預算 13.34%)

$8,462,643 
(占獎補助總預算 12.64%) -462,970 

總經費(5)=(3)+(4) $75,855,563 $75,392,593 -462,970 

﹝註﹞96 年度之本校「配合款」實際執行後占教育部獎補助款 12.64%，符合教育部「學校須 

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之規定。 

 

 

 

2、96 年度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經常門 資本門      支用類別 
項目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補助款分配(1) $13,898,422 $13,898,422 $20,847,634 $20,847,634 

績效獎助款分配(2) $12,873,558 $12,873,558 $19,310,336 $19,310,336 

小計(1)+(2) $26,771,980 $26,771,980 $40,157,970 $40,157,970 

自籌款分配(3) $1,785,123 $2,914,209 $7,140,490 $5,548,434 

總經費分配 
(1)+(2)+ (3) 

$28,557,103 $29,686,189 $47,298,460 $45,70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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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資本門」各項目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 60%以上﹝註﹞) 

32,859,470 
(81.82%) 

33,079,576
(82.37%) 

7,140,490 
(100.00%) 

5,548,434 
(100.0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

門經費 10%﹝註﹞) 

5,240,000 
(13.05%) 

5,270,808 
(13.13%) 

－ －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

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1,088,500 
(2.71%) 

891,336 
(2.22%) 

－ －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處理設施等) 

970,000 
(2.42%) 

916,250 
(2.28%) 

－ － 

合計 40,157,970 40,157,970 7,140,490 5,548,434 

﹝註﹞以上所述之應符合比例皆不含自籌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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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經常門」各項目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目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研究 3,788,235 
(14.15%) 

5,355,389 
(20.00%) 

100,000 
(5.60%) 

341,895 
(11.73%) 

研習 2,928,855 
(10.94%) 

1,706,582 
(6.37%) 

100,000 
(5.60%) 

0 

進修 1,691,989 
(6.32%) 

831,840 
(3.11%) 

－ － 

著作 251,657 
(0.94%) 

36,778 
(0.14%) 

－ － 

升等送審 348,036 
(1.30%) 

0 － －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1,967,740 
(7.35%) 

3,600,450 
(13.45%) 

35,123 
(1.97%) 

0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

費 30%以上

﹝註﹞) 

小計 10,976,512
(41.00%) 

11,531,039 
(43.07%) 

235,123 
(13.17%) 

341,895 
(11.73%) 

二、行政人員

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經費

5%以內

﹝註﹞) 

進修、研習 629,144 
(2.35%) 

212,266 
(0.79%) 

50,000 
(2.80%) 

0 

三、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

經費(占經常

門經費 2%
【不含自籌

款金額】) 

學生事務與輔

導經費 
763,000 
(2.85%) 

598,675 
(2.24%) 

－ － 

獎助現有教師

薪資 
11,511,951
(43.00%) 

12,540,000
(46.84%) 

－ － 

增聘教師薪資 2,891,373 
(10.80%) 

1,890,000 
(7.06%) 

－ － 

績效獎金 － － 1,500,000 
(84.03%) 

2,572,314 
(88.27%) 

三、其他 

小計 14,403,324
(53.80%) 

14,430,000
(53.90%) 

1,500,000 
(84.03%) 

2,572,314 
(88.27%) 

總計 26,771,980 26,771,980 1,785,123 2,914,209 

﹝註﹞以上所述之應符合比例皆不含自籌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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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分配比例暨執行一覽表 

教育部 96 年度核定之獎補助款經費為$66,929,950 元 

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經

常門比例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

資本門比例

(一)獎助教師項目 (一)教學儀器設備 33,079,576 82.37% 

    1.研究 5,355,389 20.00% 小計(一) 33,079,576 82.37% 

    2.研習 1,706,582 6.37%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進修 831,840 3.11%  1.自動化設備 433,650 

    4.著作 36,778 0.14%  2.西文圖書 1,215,480 

    5.升等送審 0 0.00%     3.中文圖書 366,435 

    6.改進教學 3,600,450 13.45%     4.期刊 1,082,169 

小計(一) 11,531,039 43.07%     5.DVD 241,008 

(二)獎助行政人員     6.資料庫 1,932,066 

13.13% 

       1.研習 89,706 0.33% 小計(二) 5,270,808 13.13% 

       2.進修 122,560 0.46%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小計(二) 212,266 0.79%  1.學生事務與輔導 891,336 2.22%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小計(三) 891,336 2.22% 

1.學生事務與輔導 598,675 2.24% (四)其他 916,250 2.28% 

小計(三) 598,675 2.24% 小計(四) 916,250 2.28% 

(四)其他     

   1.補助現有教師 
薪資 

12,540,000 46.84%     

   2.增聘教師薪資 1,890,000 7.06%     

   3.績效獎金 0 0.00%     

小計(四) 14,430,000 53.90%     

合計 26,771,980 100.00% 合計 40,157,970 100.00%

經
常
門 

佔獎補助經費比例 40% 

資
本
門 

佔獎補助經費比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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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年度整體發展「本校自籌款」經費分配比例暨執行一覽表 

本校 96 年度自籌款經費為$8,462,643 元 

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經

常門比例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

資本門比例

(一)獎助教師項目 (一)教學儀器設備 5,548,434 100.00%

    1.研究 341,895 11.73% 小計(一) 5,548,434 100.00%

    2.研習 0 0.0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進修 0 0.00%  1.自動化設備 0 

    4.著作 0 0.00%  2.西文圖書 0 

    5.升等送審 0 0.00%     3.中文圖書 0 

    6.改進教學 0 0.00%     4.期刊 0 

小計(一) 341,895 11.73%     5.DVD 0 

(二)獎助行政人員     6.資料庫 0 

0.00% 

       1.研習 0 0.00% 小計(二) 0 0.00% 

       2.進修 0 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小計(二) 0 0.00%  1.學生事務與輔導 0 0.0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小計(三) 0 0.00% 

1.學生事務與輔導 0 0.00% (四)其他 0 0.00% 

小計(三) 0 0.00% 小計(四) 0 0.00% 

(四)其他     

   1.補助現有教師 
薪資 

0 0.00%     

   2.增聘教師薪資 0 0.00%     

   3.績效獎金 2,572,314 0.00%     

小計(四) 2,572,314 88.27%     

合計 2,914,209 100.00% 合計 5,548,434 100.00%

經
常
門 

佔自籌款比例 34.44% 

資
本
門 

佔自籌款比例 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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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7 年度第 2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7 年 03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1:50～13:3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7 年度第 2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97 年度獎補助款核定金額後之支用計畫書修正審查 

出席：劉祖華校長、楊純誠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出席其他會議) 
王海技合長、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陳源林老師、劉晉奇老師 
郭慶祥老師、黃植振老師、簡文鎮老師、施正元老師、陳文興老師、徐富勇老師 
陳琨太老師、李文玄老師(請假)、高清漢老師、朱賢哲老師(請假)、蔡宜靜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張文慶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錄：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撥空出席會議，同時也謝謝大家對於學校共同付出的努力。本次可以

獲教育部 7 仟多萬的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除了值得高興外，大家的責任也更重，也要

更加的努力做好每一個環節，這樣才不會辜負教育部對學校的期望。 
 
 
 
貳、執行秘書工作報告(技合長)： 

一、開會事由：審查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定後須報部修正之「支用

計畫書(修定一版)」資料及相關變更事項。 

 

  二、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定相關業務報告： 

    1.教育部來函{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3 日台技(三)字第 0970026086O 號}核定本校九十

七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分別為補助款$3,634 萬 1,555 元整，績

效型獎助款$3,389 萬 6,228 元整，共計$7,023 萬 7,783 元整(經常門$2,809 萬 5,113
元，資本門$4,214 萬 2,670 元)。本校獲核配之總金額於 73 所私立技專院校中排名

第 1 名 
    2.依教育部來函規定本案獎補助經費核定後之支用計畫書須依核定金額及審查委員

之意見修正，並於一個月內(4 月 3 日前)檢附修正計畫書一份及領據備文報部，另

一份送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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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上項教育部來文另附有關本次核定經費之相關審查意見，委員審查意見內容及

本校回覆說明如下，請委員協助指正： 
序號 審查意見 本校處理狀況說明 

01 

檢附之資料架構清楚、齊全、其內容尚能符合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原則；另自籌款佔獎補助

款 16.23%，與其他學校相較略高，值得鼓勵，惟

請於實際執行時予以落實，並勿以節餘款逕行沖

銷使用。 

依委員意見，本校於實際執行獎補助款時會落實

各項支用項目，使經費之使用更為謹慎與正確。

02 

經常門獎補助經費配置於其他項補助教師薪資佔

50.39%($14,840,000)，另自籌款中更有高達

90.55%($2,000,000)之比例支用於此，相較於其

他學校稍嫌偏高。 

依委員之意見，擬調整其他項補助教師薪資為

$11,840,000 （ 42.14% ） 及 自 籌 款 之 金 額

$1,500,000（71.11%），以獎助助理教授以上之高

階教師為優先考量。並將經費運用於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方面，以持續鼓勵教師參與研究、研習、

進修等。 

03 
行政人員研習、進修比例僅佔經常門 1.19%(僅計

獎補助款)，略屬偏低，可多予鼓勵。 

1.行政人員研習部份經費運用教育部教學卓越補

助款。 

2.將鼓勵行政人員參與工作相關之研習，增進行

政實務能力。 

3.由人事室每學期至少辦理1-2次在職訓練講座。

04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總務處職員代表，如此

何以稽核總務長？總務及會計相關單位人員似以

不擔任經費稽核委員為宜。 

依委員建議，擬於近期內透過校務會議重新改選

相關人員，並修訂其設置辦法，於辦法中明訂掌

管總務處及會計室之相關職員不宜入選經費稽核

委員會委員。 

05 

97 年度預計支用 600 萬元經費增聘教師，然於支

用計畫書中，未見各系所針對新聘高階教師之相

關規劃。 

1.96 學年下學期新聘 2名助理教授，97 學年上學

期預定新聘 7名助理教授，預定薪資為 300 萬

元。 

2.增聘教師薪資擬調整為 300 萬元。 

3.各系所增聘教師之相關規劃，請參考支用計畫

書(修訂一版)第 32 頁。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修訂本校「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乙案，

提請審查討論。 

 說 明： 

一、本支用計晝書(修訂一版)係依據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七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獎補助經費而修訂，相關核定金額分別為補助款$3,634 萬 1,555 元整，績效

型獎助款$3,389 萬 6,228 元整，共計$7,023 萬 7,783 元整(經常門$2,809 萬 5,113
元，資本門$4,214 萬 2,670 元)。 

    二、本校 97 年度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於 96 年 11 月 30 日報部，原申請預估之經費 
及核定後修正之經費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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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預估申請之經費 

(1) 
核定後修正之經費 

(2) 
差異金額 
(3)=2-1 

補助款(A) $38,220,662 $36,341,555 (1,879,107) 

獎助款(B) $35,402,283 $33,896,228 (1,506,055) 

獎補助款小計

(C)=A+B 
$73,622,945 $70,237,783 (3,385,162) 

自籌款(D) 
$11,947,921 

(占獎補助總預算約 16.23%)

$11,399,592 

(占獎補助總預算約 16.23%) 
(548,329) 

總經費 
(E)=C+D 

$85,570,866 $81,637,375 (3,933,491) 

三、依說明一之教育部核定金額及委員審查意見，各相關經費修訂如支用計畫書之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P33、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P34、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P35。 

    四、另修訂支用計畫書部份內容之文字敘述及數據資料，請委員協助審查及討論。

相關支用計畫書內容修訂對照表如下，請參考。 
    五、以上，請各位委員審查。 

【97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修訂事項說明及頁數對照表】 

項次 修訂內容 頁數 

01 增列「97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及本校回覆說明」 Ⅰ 

02 修訂(一)師資結構部份內容及表一之數據資料。 1 
03 修訂(二)圖書軟體資源部份內容及表二之數據資料。 1-2 
04 修訂(四)未來發展部份內容。 4-5 
05 修訂本(97)年度發展重點部份內容 14 
06 修正機械系計畫添購之設備項目(刪除並替換一項) 17 
07 修正環安衛系計畫添購之設備項目(刪除二項並替換一項) 20 
08 修正圖資處(電算中心)計畫添購之設備項目(刪除一項) 23 
09 修正圖資處(圖書館)計畫添購之設備項目(刪除並替換一項) 24 

10 
增列「明志科技大學 97 學年度各系所增聘教師規劃彙總表」 
※依據委員審查意見第 5 點而增列相關說明。 

32 

11 
修訂「附表一」之數據資料。 
※依據教育部核定之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而修訂。 

33 

12 
修訂「附表二」之數據資料。 
※依據教育部核定之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而修訂。 

34 

13 
修訂「附表三」之數據資料。 
※依據教育部核定之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而修訂。 

35 

14 
修訂「附表四--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之部份內容、優先序及項數。 

※修訂事項請參考 97 年度第 2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記錄(提案二、提案三）。 
36-43 

15 
增列 97 年度資本門採購後之標餘款第二批採購項目(附表四之一)。 
※修訂事項請參考 97 年度第 2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記錄(提案三、提案四）。 

44 

16 
修訂「附表五--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之部份內容。 
※修訂事項請參考 97 年度第 2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記錄(提案二）。 

45 

17 
修訂「附表九」之數據資料。 
※依據教育部核定之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而修訂。 

50-51 

18 修訂「校務發展委員會」成員名單。 103 
19 修訂「教師評審委員會」成員名單。 105 
20 修訂「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109 
21 增列「97 年度第 1 次」及「97 年度第 2 次」之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記錄。 12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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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一、通過各項經費之修訂除依教育部實際核撥金額及委員審查意見做修正外，

本校之配合款金額亦依照前述做調整，但比例仍維持約在 16.23%左右。 
      二、請技合處各依相關變更事項將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修訂後，於規定時間 

內完成報部核備作業。 
 
 

 

 

提案二：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之「資本門」設備各項資料

變更乙案，提請審查討論。 

  說 明： 

一、各資本門項目變更事項係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之第肆項第一款第五點中「報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

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

理由應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

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之規定辦理，其相關變更事項將併同本次支用

計畫書(修訂一版)報部核備。 

      二、各資本門使用單位擬申請變更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理由說明如附件一(P1-P2)

所示，請各位委員審查討論。 
 
 
  決 議：一、通過所有變更項目，並請各單位留意日後獎補助之相關採購項目名稱之訂

定能更加確實。 

      二、後續如有相關設備項目再修正，請依規定提送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提案三：(1)97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附表四--教學儀器設備」之「優先序」及購置「項

數」調整乙案，提請審查討論。 

(2)97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之採購項目為因應標餘款之運用方式，擬將部份設

備(教學儀器設備)之採購項目分成二階段，請委員審查討論。﹝註：標餘款

運用之議題，另於提案四說明及提請委員審議﹞ 

 說 明： 

一、因教育部實際核定之獎補款較本校原先預估規劃之金額為少，因此依照教育部

實際核定金額及自籌款經費重新規劃後，擬調整教學儀器設備之購置「項數」，

其餘資本門設備(如:圖書館自動化、圖書期刊、教學軟體、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其他設備等)之購置項數不變。 

    二、依據提案二之審查事項，為因應資本門使用單位之要求，部份購置之設備擬刪

除或替換及本提案說明一之原因，因此重新調整「教學儀器設備」之「優先序」。

    三、因應資本門標餘款之運用方式，擬將「教學儀器設備」分成二階段辦理採購。

      各階段採購時間預定如下： 

      (1)第一批：97.03～97.04 

      (2)第二批：97.06～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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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資本門購置項數及採購階段調整狀況對照表如下： 

原預估規劃 核定經費後之調整 
資本門項目 

購置項數 
採購 
階段 

購置項數 
採購 
階段 

備註 

66 項 
(A01-A66)

第一批

一、教學儀器設備 
76 項 

(A01-A76) 
第一批

8 項 
(A67-A74)

第二批

●第一批採購項目請參考支用

計畫書(修訂一版)P36-P43。

●第二批採購項目請參考支用

計畫書(修訂一版)P44。 

二、圖書自動化設備 
3 項 

(B01-B03) 
第一批 不變 第一批

●第一批採購項目請參考支用

計畫書(修訂一版)P45。 

三、軟體教學資源 
5 項 

(C01-C05) 
第一批 不變 第一批

●第一批採購項目請參考支用

計畫書(修訂一版)P46。 
四、教學研究及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19 項 

(D01-D19) 
第一批 不變 第一批

●第一批採購項目請參考支用

計畫書(修訂一版)P47-P48。

五、其他項目 
5 項 

(E01-E05) 
第一批 不變 第一批

●第一批採購項目請參考支用

計畫書(修訂一版)P49。 

五、根據以上說明，請委員審查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購置「項數」、「優先序」

之調整是否得當，並請審查為因應「標餘款」之運用所辦理的分段採購事宜。

 

 

  決 議：一、通過教學儀器設備之「優先序」及採購「項數」之調整事項，並請依調整

後之優先序確實執行完畢。 

二、依委員審查意見及因應本校資本門標餘款之運用，通過教學儀器設備共八項

(A67-A74)改列為第二批採購，其餘項目均依原訂計畫盡速於近期內辦理採

購作業。 

 

 

提案四：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之運用乙案，提請審查討論。 

  說 明： 

  一、根據本次支用計晝書之委員審查意見第 1 點所述：檢附之資料架構清楚、齊全、

其內容尚能符合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原則；另自籌款佔獎補助款 16.23%，

與其他學校相較略高，值得鼓勵，惟請於實際執行時予以落實，並勿以節餘款

逕行沖銷使用。所謂勿以節餘款逕行沖銷使用之意為「學校在執行經費時，因

採購議價而有標餘款產生，但標餘款不得直接拿學校之自籌款充銷，因為會造

成原規劃之自籌款在經費執行完畢後大幅降低」。因此依據委員之建議，本校應

將標餘款之經費重新規劃使用，如用於增購原有申請項目之數量或購置原支用

計晝以外之項目等。 

二、本校 96 年 11 月 30 日報部之支用計畫書原預估規劃購置之「教學儀器設備」 

共 76 項，依照前項提案三之調整後「教學儀器設備」剩 74 項。另依照教育部

實際核定之經費及本校自籌款之調整分配，擬將「教學儀器設備」A67-A74 共 8

項之資本門採購改為第二批，並運用第一批採購案之標餘款依序購置，以符合

委員審查意見之意。(運用標餘款購置之第二批資本門設備項目，請參考支用計

畫書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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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預估之標餘款金額約為重新規劃後之資本門總經費 4.18%之額度。 

﹝(2,150,000/51,433,000)*100＝4.18%﹞ 

    四、以上標餘款運用之事項，請各位委員審查討論。 

 
 
  決 議：一、依照提案三及提案四之說明後，通過有關標餘款之運用及運用標餘款辦理

之第二批採購項目。 
      二、請總務處及會計室協助隨時提報第一批採購項目之執行狀況，以便能掌握

後續標餘款運用之時機。 
 
 
 
 
 
 
 
 
肆、宣導事項：(技合處) 

  一、有關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自即日起開始動支，請各位委員回到各單位時協助

予以宣導相關訊息，並請有相關獎助案件申請之教師依規定提早送出。﹝註：本項

宣導事項另於行政會議上報告﹞ 

  二、各項憑證等資料送出時請務必署名及押註日期。 

  三、技合處預定於三月底辦理各資本門使用單位之技士及系助理講習，屆時，資本門設

備第一階段請購作業將開始啟動。另請總務處、會計室及技合處協助於下次經費稽

核委員會會議時提報各項資本門請購進度。 

四、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第肆項第一款第五點

「報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

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

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依照本點所述，

各單位執行資本門請購時如遇有上列之變更事項者，請依規定申請及配合辦理各項

作業。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九十七年三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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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更對照表 

變更前(支用計畫書--預估版) 申請變更後(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A06 
4 階多孔性慣性衝

擊粉塵採樣器 

PM10、PM2.5、

PM1.0 
1 260,000 260,000

A20 
手持式超細微粒

計數器 
0.02-1 微米 1 180,000 180,000

A06 PM10 自動採樣器 貝它計 1 555,000 555,000 環安衛系 

★刪除＆替換

★原計畫書之

A06 及 A20 

二項刪除並

提換成一項

擬變更替換原購置之項

目，以符合未來之教學需

求。 

A10 
MIS 專業教室電

腦設備更新 

2.0GHz.處理器、

250GB 硬碟,吸入

式 8 倍速

SuperDrive 光碟機,

內建顯示器,內建

無線網路等(含)以

上 

55 40,000 2,200,000 A10
MIS 專業教室電腦

設備更新 

2.0GHz.處理器、

250GB 硬碟,吸入

式 8 倍速

SuperDrive 光碟

機,內建顯示器,內

建無線網路等

(含)以上,一體成

型,含三年保固 

55 45,000 2,475,000 經管系 

★規格 

★單價 

★總價 

變更相關規格，以符合需

求(規格中之保固時間由

原先 1 年延長為 3 年，保

固金額 1 年為成交金額

5%)，因此原單價金額及總

價亦需變更。 

A27 
虛擬私有網路伺

服器 
CISCO VPN 1 930,000 930,000 A26

虛擬私有網路伺服

器 

支援 SSL VPN、

Client/Server VPN 
1 930,000 930,000

電算中心 

(網媒組) 
★規格 

加強說明本設備欲提供之

服務及所需使用之規格。 

A28 微震量測系統 

含 PCB393B31 二

個、四頻道頻譜分

析儀一台、微震量

測基座二個、訊號

線

(052BR030AC)、

PW 70S 等 

1 410,000 410,000 A27 微震量測系統 

含 B&K8340 高感

度加速度規二

個，NEXUS2693B

加速度規訊號處

理器二個頻道以

及一個聲音校正

器 

1 410,000 410,000 機械系 ★規格 
依實際需求重新制定規

格。 

A40 ORACLE R6 主機 IBM 伺服器 1 800,000 800,000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電算中心 ★刪除 

依設備運用之考量及其他

因素，擬另由本校年度預

算自行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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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更對照表 

變更前(支用計畫書--預估版) 申請變更後(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A58 雷射雕刻機 

Nd-YAG 50W 

1064nm 脈衝頻率

30KHz 

1 700,000 700,000 A56
機電整合丙級技能

檢定實驗設備 

形狀判別與傳送

實習台、顏色辨別

與姿勢調整實習

台、姿勢判別與換

向實習台、材質分

揀與加工實習

台、油壓沖孔成型

實習台 

1 850,000 850,000 機械系 ★替換 

原購置設備為雷射雕刻

機，因本系無塵室射頻濺

鍍系統尚需購置附件，方

能使功能完整，經考量整

體需求後，擬將預算改購

射頻濺鍍系統附件，其

A58 序號設備，替換為機

電整合丙級技能檢定實驗

設備。 

B02 資訊講桌 屋內直立式 3 35,000 105,000 B02 條碼掃瞄器 紅外線 1 40,000 40,000 圖書館 ★替換 

考量資訊講桌搭配喇叭使

用會造成噪音而影響館內

其他讀者使用權益故取消

本項採購項目，並改購條

碼掃瞄器 

B03 電腦主機 雙核心 3 35,000 105,000 B03 電腦主機 intel 4 25,000 100,000 圖書館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原編列採購之電腦主機為

品牌電腦(例如華碩、戴爾

等大廠拼裝)售價較高，今

改採拼裝模式採購(由不

同廠牌模組拼裝)價格較

低。數量則多一台作為備

網頁主機備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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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7 年度第 3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7 年 06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1:50～13:1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7 年度第 3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劉祖華校長、楊純誠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王海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陳源林老師、劉晉奇老師 
郭慶祥老師(請假)、黃植振老師、簡文鎮老師、施正元老師、陳文興老師、徐富勇老師

陳琨太老師、李文玄老師、高清漢老師、朱賢哲老師、蔡宜靜老師(出席其他會議) 
列席：沈明雄主秘、張文慶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錄：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無 
 
 
貳、執行秘書工作報告(技合長)： 

一、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於 97 年 4 月 3 日

報部後，經管科會委託之專家學者再次復審，復審之意見如下。相關復審意見之本

校回覆說明將於提案中討論，敬請委員給予指正。 

序號 復審意見(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 

01 
【附表六】優先序 C03 之電子資料庫如係一年簽約一次且無光碟片，似宜歸類於經常

門其他項較妥；承上，如該經費係以獎補助款支應，亦應注意經資門之要求比例。 

02 

自籌款之比例雖高達 16.23%，惟經常門自籌款多數係支用於所謂之績效獎金(推測應為

變相之補助教師薪資，支用金額 NT$1,500,000，佔經常門自籌款之 71.11%，佔總自籌

款之 13.16%)，似難以展現學校配合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誠意。 

03 

經常門其他項獎補助經費預估 NT$11,840,000，約佔經常門總獎補助款之 42.14%，學

校於【附表三】、【附表九】中說明係支用於補助增聘及現有教師薪資，希於實際執行

時能以補助『增聘』『高階』教師為主。 

04 

獎助教師項目佔經常門獎補助經費由 45.87%提高至 53.94%，支用於教師薪資比例則由

50.39%調降至 42.14%，學校用心配合值得鼓勵；惟調整後之比例與他校相較仍略高，

未來仍有再予調降的空間。 

05 

【附表四】優先序 A43、A53 之品項皆為『氣相層析儀』，且難以自其規格說明中辨別

主要差異何在，但其價格卻分別為 NT$500,000、NT$910,000，價差將近一倍；顯見其

統一預算規劃或規格說明尚有再加強之空間。 

06 

部份資本門設備規格說明略顯簡略，未來執行上可能不易追蹤及管考成效，如【附表

四】優先序 A57『投影幾何電腦軟體』之規格說明為『投影幾何軟體』；【附表五】優先

序 B02『條碼掃瞄器』僅填『紅外線』3 字、優先序 B03『電腦主機』亦僅填『intel』．．．。

 

二、今日會議另外要審查的議題為各單位提出之資本門各項目內容變更之案件，亦請各

位委員協助審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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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管科會委託專家學者針對本校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之複審意見乙案，本校回

覆及修正說明如下，請審查討論。 

 說 明： 

一、相關支用計畫書複審意見內容如下表，請參考。 

二、有關回覆之內容係經本校各相關單位說明，其回覆內容如下，請委員協助指正，

並討論修正及回覆內容是否得當。 
 
 
序
號 

複審意見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01 

【附表六】優先序 C03 之電子資料庫如係一

年簽約一次且無光碟片，似宜歸類於經常門

其他項較妥；承上，如該經費係以獎補助款

支應，亦應注意經資門之要求比例。 

圖書館 

(1)C03 所列之資料庫有三種，皆為永

久買斷使用授權性質。 

(2)買斷授權之部分非一年一租形 

式，但廠商不提供光碟給各訂購學

校，不過會附上買斷授權證明書給

本校存放以玆證明。 

02 

自籌款之比例雖高達 16.23%，惟經常門自

籌款多數係支用於所謂之績效獎金(推測應

為 變 相 之 補 助 教 師 薪 資 ， 支 用 金 額

NT$1,500,000 ， 佔 經 常 門 自 籌 款 之

71.11%，佔總自籌款之 13.16%)，似難以展

現學校配合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誠意。 

技合處 

(1)原本校配合款中支用於績效獎金 

($1,500,000)部份，擬全數調整並

運用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

項目。 

(2)調整後之經費請參考支用計畫書 

【附表三】。 

03 

經 常 門 其 他 項 獎 補 助 經 費 預 估

NT$11,840,000，約佔經常門總獎補助款之

42.14%，學校於【附表三】、【附表九】中說

明係支用於補助增聘及現有教師薪資，希於

實際執行時能以補助『增聘』『高階』教師

為主。 

人事室 

97 學年度預定增聘 9 名高階教師，機

械系教授 1 名、電機系副教授 1 名、

電子系副教授 1 名、助理教授 2 名、

化工系講座教授 1 名、材料系助理教

授 2 名、經管系教授 1 名，自 8 月至

12 月，平均補助每位新進高階師資薪

資 NT$704,825，合計支用 

NT$6,343,430，可達到以補助『增聘』

『高階』教師為主的目的。 

04 

獎助教師項目佔經常門獎補助經費由

45.87%提高至 53.94%，支用於教師薪資比

例則由 50.39%調降至 42.14%，學校用心配

合值得鼓勵；惟調整後之比例與他校相較仍

略高，未來仍有再予調降的空間。 

技合處 
依委員之建議，本校有關支用於教師

薪資之比例將逐年再予以調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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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複審意見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化工系所購買之氣相層析儀(優先序 
A43)以國產品為主，價錢雖然較為便

宜，但功能規格已能符合所需。 

05 

【附表四】優先序 A43、A53 之品項皆為『氣

相層析儀』，且難以自其規格說明中辨別主

要 差 異 何 在 ， 但 其 價 格 卻 分 別 為

NT$500,000、NT$910,000，價差將近一倍；

顯見其統一預算規劃或規格說明尚有再加

強之空間。 

化工系 
環安衛系

(1)環安衛系所購買之設備為依本系 
實際需求購置，本系申請之氣相 

層析儀(優先序 A53)需完全以電 

腦自動控制所有設定的參數，而非

以手動的方式在操作儀器上調 

整，尤其是需於短時間內，同時分

析多種有機酸與多種醇類，而每ㄧ

物種均有其特定的控制參數，此參

數要能迅速的藉由自動控制系統 

調整。另外，為配合同時分析多種

有機酸與多種醇類，每ㄧ分析物種

彼此間溫度的改變須於短時間內 

達到，而本系提出的氣相層析儀升

溫速率可達 250°C/min，可應付此

ㄧ條件。友系化工系所提的氣相層

析儀應屬於簡易型，每測一物種後

必須以手動的方式在機台上改變 

控制條件再偵測另ㄧ物種，而其升

溫速率僅 29°C/min，無法應付實 

際的需求。 

(2)該項設備規格已做補充，詳列於支

用計畫書【附表四】優先序 A53 中。

06 

部份資本門設備規格說明略顯簡略，未來執

行上可能不易追蹤及管考成效，如【附表四】

優先序 A57『投影幾何電腦軟體』之規格說

明為『投影幾何軟體』；【附表五】優先序

B02『條碼掃瞄器』僅填『紅外線』3 字、

優先序 B03『電腦主機』亦僅填『intel』．．．。

車輛系 

圖書館 

各項設備規格已做補充，詳列於支用

計畫書【附表四】優先序 A57 及【附

表五】優先序 B02、優先序 B03 中。

 
 

決 議：一、本案依各單位所回覆內容辦理及調整各項表單。 
二、日後各單位提列資本門項目時，請各單位務必將「規格」說明完整，未能

配合之單位請業管單位予以退回並補充完整時才收件，避免造成日後之缺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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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各項內容變更案，請審

查討論。 

  說 明： 

一、各資本門項目變更事項係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之第肆項第一款第五點中「報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

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

理由應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

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之規定辦理，其相關變更事項將併同本次支用

計畫書(修訂二版)報部核備。 

      二、各資本門使用單位擬申請變更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理由說明如附件一 

(P1-P10)所示，請各位委員審查討論。 
    三、另說明其中幾項設備，請委員審查討論是否妥當： 

◎優先序 D19 為項目「替換」(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單位替

換原因請參考附件一內容，請委員審查討論是否同意該單位替換原採購之設

備。 
◎優先序 D20 為項目「新增」(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單位新

增原因請參考附件一內容，請委員審查討論是否同意該單位新增設備。 
◎優先序 A43、A53、A57、B02、B03 之規格修正係依委員複審意見做修正，

請審查。 

◎其餘各項目變更事項由各單位提報申請，請各位委員審查。 
      【註：D19 及 D20 之設備經本小組審查通過後須報部核備，並經教育部核准後

才可辦理採購作業，相關事項已知會該單位知悉】 
 
  決議：一、通過各單位提出之變更申請，並請相關單位依變更後之事項具以執行。 
     二、有關 D19 及 D20 之設備項目填報之規格過於簡單，請業管單位通知申請單位

務必再詳細將「規格」內容補充完整後再報部，並請再提醒申請單位務必於

報部核准後才可執行請購作業。 
 

提案三：因應提案一(委員複審意見第 2點之修正)及提案二(資本門部份項目金額變更申

請、項目替換及增列項目)之提案，擬修訂支用計畫書中之「附表一、附表二、

附表三」之各項經費內容及數據，請審查討論。 

  說 明： 

一、附表一：因應資本門金額變更之申請及經常門自籌款金額之調整，擬調整附 

表一金額及比例，相關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P11)。【註：本校之自籌

款總金額及佔獎補助款之比例擬依原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之規劃執

行，不做調整，僅調整自籌款中之資本門及經常門金額及比例。 

二、附表二：依提案二(資本門部份項目金額變更申請、項目替換及增列項目)之調

整，故修訂附表二之數據，相關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三(P12)。 

三、附表三：依提案一(委員複審意見第 2點之修正)，擬將原編列於經常門自籌款

中之「績效獎金」全數調整至「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部份，故修訂

附表三之數據，相關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四(P13)。 

      ﹝註：附表一、二、三修正後之內容於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第 33 頁、34 頁、

35 頁﹞ 

 
  決議：本案依各項調整予以修正各附表資料，並請各相關單位依調整後資料具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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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本校獎補助資本門中運用標餘款採購之第二批資本門項目，擬提早於 97 年 7 月

20 日前辦理請購(開立請購單完成)，並全數予以執行，不再依序採購，請審查

討論。 

  說 明： 

一、本校於 97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項目中，已規劃編列 8項設備由第一批資本門採購

後之標餘款再行購買之項目﹝共 8項，總金額為$2,150,000﹞，如附件五(P14)

所示。此 8項資本門設備已由 97.03.20 之獎補助專責小組審查通過，並完成報

部核備作業。 

    二、為避免因第一批採購作業時程造成不及執行第二批項目，因此擬於本會議提案

提早將 8項設備之採購時程訂於 7月 20 日前全數完成。 

    三、第二批採購之項目原規劃由第一批設備採購後之標餘款再行依序採購運用，但

因目前為止第一批項目之標餘款金額不易統計，且為避免第二批之項目不及於

年底前執行完成，故除了擬提早將第二批設備於 7月 20 日前完成開單作業外，

另擬全數予以執行，不再依序採購，避免影響後續作業。 

    四、第二批採購項目一次全數執行之結果可能造成年底核銷時，本校之自籌款支出

金額及比例較原先規劃略高，因此，請委員審查及討論第二批資本門項目是否

可全數及提早辦理請購，及全數執行後若造成自籌款金額及比例較原規劃略高

之狀況是否得宜。 
 
 
  決議：一、依業管單位提議，為避免不及執行或延誤第二批設備之年底核銷進度，同意

原規劃第二批依序購置之 8 項設備一次全數於 7 月 20 日前辦理開單請購作

業，請業管單位於會後立即通知相關單位開始執行。 
     二、依業管單位說明，如全數執行第二批設備所可能造成年底核銷時之自籌款比

例會較原先規劃略高乙事，同意其狀況發生。 
 
 
 
 
 
 
肆、補充說明及宣導事項：(技合處) 

一、教育部於 97 年 4 月 7 日假文藻外語學院辦理有關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各項

核配指標修正公聽會，本處亦於 6月 23 日辦理說明會向相關單位及各系所宣導。 

有關 98 及 97 年度獎補助之核配指標修正對照表如附件六(P15)，請各位委員參考。

  二、另教育部於今年度曾對全國技專校院辦理有關「私立技專校院執行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規劃與訪視」之相關說明會，會中列出各校於 96 年度被訪視時普遍發現之缺失，

相關缺失及委員建議事項彙總如附件七(P16-P22)，請各位委員參考，並請協助向各

單位或系所宣導，以做為未來訪視時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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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之執行進度追蹤結果如下表，請各位委

員參考，各案件之執行狀況將持續追蹤及回報。 

 

９７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執行進度狀況彙總表(第一批) 
單位 

 

 

 

 

執行

狀況 

機
械
系 

車
輛
系 

電
機
系 

電
子
系 

化
工
系 

材
料
系 

環
安
衛
系 

生
工
所 

工
管
系 

經
管
系 

工
設
系 

視
傳
系 

通
識
中
心 

電
算
中
心 

圖
書
館(
設
備)  

圖
書
館(

軟
體
資
源)  

課
外
組 

學
輔
中
心 

應
請
購
件
數 

7 7 7 7 6 6 5 3 6 4 3 4 1 2 3 5 17+(1) 1+(1)

已
請
購
件
數 

7 7 7 7 6 6 5 3 6 4 3 4 1 2 3 5 17+(1) 1+(1)

未
請
購
件
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已
付
款
件
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 9 0 

未
付
款
件
數 

7 7 7 7 6 6 5 3 6 4 3 4 1 2 2 2 8 1 

備註 
(1)課外組有 1 件「新增」項目須待報部核准後才可執行採購。 

(2)學輔中心有 1 件「替換」項目須待報部核准後才可執行採購。 

 

 

 

 

伍、臨時動議： 

  一、有關 98 年度獎補助核配指標中，新增之「整體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成效」及「學輔

相關政策績效」之指標，請主秘協助與學務處了解上述各指標評核的內容，以及早

因應各項作業之進行，並請學務處於下次行政會議時提報此二項指標之具體量化或

質化內容。(召集人) 

 

 

 

陸、散會：九十七年六月二十六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十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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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02 掌上型示波器 掌上型，獨立 2 通道，CAN2.0 訊號檢測分析 2 250,000 500,000 

A02-1 掌上型示波器 FLUCK199C  200Mhz 1 290,000 290,000 
變更後 

A02-2 掌上型示波器 BOSCHFSA450  8 吋彩色 TFT 1 239,400 239,400 

車輛系 

★優先序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1)原購置之設備因其規格及單價不同，因此擬分列 

成二項，使資料更為明確。 

(2)另 A02-2 之項目因原廠德國歐元上漲，以致現今 

廠商報價與先前編列預算時有所出入，故擬提高 

預算，以符合需求並完成購買此項設備。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03 
向量網路分析儀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1. Dynamic range better than 123 Db       2. 
Power sweep range 50 Db    3. 20001 points 
per trace   4. Measurement time < 4.5 ms for 
201 points   5. frequency range from 300 kHz 
to 8 GHz  

1 950,000 950,000 

變更後 A03 
向量網路分析儀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1. Dynamic range better than 123 Db       2. 
Power sweep range 50 Db    3. 20001 points 
per trace   4. Measurement time < 4.5 ms for 
201 points   5. frequency range from 300 kHz 
to 8 GHz  

1 980,000 980,000 

電機系 
★單價 

★總價 

因歐元升值，造成歐洲廠商儀器價格異動，因此擬

變更預算金額，以符合購買需求。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10 
MIS 專業教室電腦設

備更新 

2.0GHz.處理器、250GB 硬碟,吸入式 8 倍速

SuperDrive 光碟機,內建顯示器,內建無線網路

等(含)以上,一體成型,含三年保固 
55 45,000 2,475,000 

變更後 A10 個人電腦 

2.0GHz.處理器、250GB 硬碟,吸入式 8 倍速

SuperDrive 光碟機,內建顯示器,內建無線網路

等(含)以上,一體成型,含三年保固 
55 45,000 2,475,000 

經管系 ★項目名稱
原採購項目不變，為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料號名稱

顯示及日後各項資料一致，因此修正其項目名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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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11 液晶顯示器 觸控螢幕 WACOM CINTIQ DTZ-2100 21 吋 41 75,000 3,075,000 

變更後 A11 液晶顯示器 觸控螢幕 WACOM CINTIQ DTZ-2100 21 吋 36 86,000 3,096,000 

工設系 

★數量 

★單價 

★總價 

本案日前早已請購並進入廠商報價階段，但本案最

低報價廠商經議洽後仍超過預算金額甚多，肇因於

廠商現今報價與先前有所出入所致，配合本系電腦

教室最少所需數量及分配之預算額度，擬申請調整

該項目之數量、單價及總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12 個人電腦 
HP-xw 系列桌上型電腦,CPU: Dual Core; 
RAM:4G; HD:320G SATA; DVD RW-SUPER 
MULTI; nVidia 8X 系列 

20 50,000 1,000,000 

變更後 A12 個人電腦 
HP-xw 系列桌上型電腦,CPU: Core2 Duo; 
RAM:4G; HD:500G SATA; DVD RW-SUPER 
MULTI; nVidia Quadro FX 系列 

20 50,000 1,000,000 

視傳系 ★規格 
HP-xw 系列桌上型電腦已有較新規格，因此擬改購

新規格之產品。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13 數位英外語教學系統 SANAKO LAB100 1 3,200,000 3,200,000 

變更後 A13 數位英外語教學系統 SANAKO LAB100 1 3,307,500 3,307,500 

通識中心
★單價 

★總價 

因國內原物料及芬蘭原廠商歐元上漲，以致廠商現

今報價與原先有所出入，因此擬變更預算金額，以

符合購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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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16 教學電腦 

17 吋 LCD 螢幕，CPU:Intel Core2 E4400 
2.0G/800FSB/雙核心/2M ，記憶體:1G 
DDR2-800，硬碟:HITACHI SATA2 160GB 
7200rpm，光碟機:BENQ 黑 DW-2010 20X 
DVD Dual 光雕機 

18 25,000 450,000 

變更後 A16 個人電腦 

17 吋 LCD 螢幕，CPU:Intel Core2 E4400 
2.0G/800FSB/雙核心/2M ，記憶體:1G 
DDR2-800，硬碟:HITACHI SATA2 160GB 
7200rpm，光碟機:BENQ 黑 DW-2010 20X 
DVD Dual 光雕機 

18 25,000 450,000 

車輛系 ★項目名稱
原採購項目不變，為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料號名稱

顯示及日後各項資料一致，因此修正其項目名稱。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23 研究實驗室桌上電腦 

2.0GHz.處理器、250GB 硬碟,吸入式 8 倍速

SuperDrive 光碟機,內建顯示器,內建無線網路

等(含)以上 
14 40,000 560,000 

變更後 A23 個人電腦 

2.0GHz.處理器、250GB 硬碟,吸入式 8 倍速

SuperDrive 光碟機,內建顯示器,內建無線網路

等(含)以上 
14 40,000 560,000 

經管系 ★項目名稱
原採購項目不變，為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料號名稱

顯示及日後各項資料一致，因此修正其項目名稱。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25 單眼數位相機 
CANON 400D (含原廠鏡頭、電池、記憶卡、

皮套、附轉接頭) 
8 40,000 320,000 

變更後 A25 單眼數位相機 
CANON 450D (含原廠鏡頭、電池、記憶卡、

皮套、附轉接頭) 
8 40,000 320,000 

視傳系 ★規格 
CANON 單眼數位相機已有較新規格，因此擬改購新

規格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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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36 
線上財金證照模擬考

系統 

線上財金模考系統(含主機伺服器/學生專區/教
師專區/系統管理專區/11 種財金題庫/線上測

驗平台) 
1 935,000 935,000 

A36 
線上財金證照模擬考

系統 

軟體：線上財金模考系統(學生專區/教師專區/

系統管理專區/11 種財金題庫/線上測驗平台)
1 635,000 635,000 

變更後 

A36-1
線上財金證照模擬考

系統(伺服器) 

硬體：刀鋒伺服器(BladeCenter 專用機箱，

CPU：Intel Xeon 5140 QC 2.5 GHz，73GB SAS 非

熱抽換硬碟，RAID，乙太網路交換模組，3 年

零件/人工/工作日隔日到府服務) 

1 300,000 300,000 

經管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原購置之設備內含硬體及軟體部份，採購時才發

現軟硬體分屬不同廠商，因此擬將原項目分列成

二項，使資料更為明確(原預算總價不變)。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41 
伺服驅動系統(SERVO 
DRIVER) 

1.5Kw 6000rpm 交流同步伺服馬達及驅動器 1 210,000 210,000 

變更後 A41 
伺服驅動系統(SERVO 
DRIVER) 

1.5Kw 6000rpm 交流同步伺服馬達及驅動器 1 220,000 220,000 

電機系 
★單價 

★總價 

因匯率變動，造成國外廠商的儀器及配件價格有

些異動，因此擬變更預算金額，以符合購買需求。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46 
教學實驗室用桌上型

電腦 

雙核心以上、1G-RAM 以上, S 硬碟 250G 以

上、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16 25,000 400,000 

變更後 A46 
教學實驗室用桌上型

電腦 

雙核心以上、1G-RAM 以上, S 硬碟 250G 以

上、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16 30,000 480,000 

工管系 
★單價 

★總價 

為因應課堂教學可達到較佳之計算效率及電腦管

控與上鎖之功能，故擬提高預算經費，以購得符

合需求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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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53 氣相層析儀 
Shimadzu Gas Chromatograph with  thermal 
conductivity detector (TCD) and flame ionized 
detector (FID) 

1 910,000 910,000 

變更後 A53 氣相層析儀 

火焰離子化檢測器,熱傳導檢測器, 

可同時裝置四種檢測器與四組注射器,電子式

氣體流量/壓力控制功能, 

分流/非分流毛細分離管注射系統,  

恆溫箱至少有 20 段或以上溫度升溫功能，最

大升溫速度為 250℃/分鐘,  

附帶配件:不銹鋼輸載氣體管線 2.5 米含接頭,

氣體過濾器 (綜合型), 不銹鋼分離管 2 米, 2.5

μl 氣體注射針, 5μl 微量注射針, BP-20 毛細

分離管 column 60M × 0.25mm × 0.25μ 

1 910,000 910,000 

環安衛系 ★規格 
依委員對支用計畫書之複審意見，因此加強說明

其規格內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57 投影幾何電腦軟體 投影幾何軟體 1 150,000 150,000 

變更後 A57 投影幾何電腦軟體 
Hyperworks 50 HWUS 研究版+AUTOCAD 

REVIT2008 單機版 
1 150,000 150,000 

車輛系 ★規格 
依委員對支用計畫書之複審意見，因此加強說明

其規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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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63 數位動作擷取機 

內建 100G (含)以上硬碟 , 2. 600 萬畫素(含) 
以上靜態影像, 影像強化處理器  10 倍 (含)
以上光學變焦 ; 20 倍(含)以上數位變焦 , 觸

控式液晶螢幕 , 錄音系統 ( 內建麥克風 ),  
廣域色彩支援 ,影片縮圖檢索 , 人像索引 , 
多功能底座 , 超級防手震功能 , 夜視功能 , 
USB2.0 高速傳輸介面 , 單鍵燒錄功能 , 錄

影開關鍵/ 變焦鍵在液晶螢幕外框 , 記憶卡

插槽 , 內建自動鏡頭蓋 , 內建閃光燈 , 繁體

中文化操作介面 , 智慧型熱靴插槽  

5 45,000 225,000 

變更後 A63 
管理類教學實習器

材—數位動作擷取

機 

數位動作擷取機包含以下規格 

1. 總像素：600 萬。 

CCD：1/3 吋(5.9 mm) ClearVid COMS Sensor。
光學變焦倍數：10 倍。 

數位變焦倍數：20 倍。 

濾鏡尺寸：37mm 
液晶螢幕螢幕邊框錄影鍵。 

夜視功能：有 (Super Night Shot)。 

16:9 寬螢幕拍攝模式。 

儲存媒體：40G 硬碟。 

內建閃光。 

2.雙核心以上、1G-RAM 以上, S 硬碟 250G 以

上、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3.影音編輯分析軟體 

1 225,000 225,000 

工管系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1.原採購項目不變，為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料號名 

稱顯示及日後各項資料一致，因此修正其項目名 

稱。 

2.變更原規格，以請購最適合及符合需求之設備。 

3.此設備為一整合系統，原編列之單價無法購買原 

申購之數量，因此修正其數量及單價以符合實際 

需求(原預算總價不變)。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64 雷射切割機 C02 100W 400X400mm 150mm/s 1 680,000 680,000 

變更後 A64 雷射切割機 C02 100W 800X500mm 1500mm/s 1 680,000 680,000 
機械系 ★規格 修正規格以符合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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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65 微波信號產生器 ANRITSU  MG3692B 20GHZ 1 725,000 725,000 

變更後 A65 微波信號產生器 
Agilent N5183A; Range(Hz):100 kHz to 31.8 
GHz 

1 725,000 725,000 

電機系 ★規格 
該設備目前已有較新機種出廠，且價格在預算之

內，因此擬改購新規格之產品。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74 

(第 2 批)
MAC 教學研究用電

腦 

2.4GHz Intel Core 2 Duo 以上、1GB-RAM 以

上、320GB 硬碟以上、DVD 燒錄機、17 吋以

上液晶螢幕 
2 55,000 110,000 

變更後 
A74 

(第 2 批)
實驗室桌上型電腦 

2.4GHz Intel Core 2 Duo 以上、1GB-RAM 以

上、160GB 硬碟以上、DVD 燒錄機、16 吋以

上液晶螢幕。 
4 27,500 110,000 

工管系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1.原採購項目不變，為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料號名 

稱顯示及日後各項資料一致，因此修正其項目名 

稱。 

2.為達最佳之教學與研究成效，及因應實際需求， 

故擬變更規格、數量及單價(原預算總價不變)。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B02 條碼掃瞄器 紅外線 1 40,000  40,000  

變更後 B02 資料收集器 

紅外線條碼掃瞄器:CPT－8001L 

中央處理器:16－bit CMOS 

收集器螢幕:100*64 pixel 

收集器按鍵:21 鍵 

記憶體容量:２MB SRAM 

尺寸長寬高為:122X56X23mm 

收集器主電源:3.7V，700 mAh 鋰電池 

電力可供工作時間:100 小時 

寫入內容:可寫入館藏條碼 

掃瞄模式:Linear imager 

掃瞄速度:100 次／秒 

掃瞄範圍距離:3-29 公分 

充電傳輸功能:充電傳輸座組一組 

2 20,000  40,000  

圖書館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1.原採購項目不變，為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料號名 

稱顯示及日後各項資料一致，因此修正其項目名 

稱。 

2.依委員對支用計畫書之複審意見，因此加強說明 

其規格內容。 

3.原預算總價不變，由於訪得符合需求且報價較低 

之產品，因此增加其採購數量，以增進作業上之 

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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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B03 電腦主機 intel 4 25,000 100,000 

變更後 B03 個人電腦 

處裡器:Intel Core2 Duo E4300 或以上 

主機板:GIGABYTE G31MX-S2 及 P31-DS3L 

顯示卡:ASUS EAH3650 

記憶體:創見或威剛 DDR2 800MHz/1GB 

硬碟:W.D 或 Seagate 之 SerialATA 80GB 

光碟機:BenQ 或 ASUS 或先鋒 DVD-ROM 

電源供應器:全漢藍晶鑽 350W/12cm 風扇 

還原卡:蓮騰復活卡 Windows XP MAX 版 

螢幕分配器:PowerSync Video Splitter VS-102S 

螢幕:BenQ E900A 或 ASUS VB191S 

無線網卡:友訊 D-LINK DWL-AG530 

鍵盤滑鼠及主機殼 

4 25,000 100,000 

圖書館 
★項目名稱

★規格 

1.原採購項目不變，為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料號名 

稱顯示及日後各項資料一致，因此修正其項目名 

稱。 

2.依委員對支用計畫書之複審意見，因此加強說明 

其規格內容。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D13 手提電子琴 YAMAHA PSR-550 1 25,000 25,000 

變更後 D13 手提電子琴 YAMAHA PSR-500 1 22,000 22,000 

課外組 

(愛樂社) 

★規格 

★單價 

★總價 

原規格項目已停產，故擬改購其他規格，因此其價

格亦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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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D14 大圖輸出機 HP Designjet Z2100 44 吋 1 180,000 180,000 

變更後 D14 大圖輸出機 HP Designjet T1100 44 吋 1 180,000 180,000 
課外組 ★規格 擬變更規格以符合現有需求。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D17 水中訓練椅 長 200cm 寬 100cm 高 30cm 6 13,000 78,000 

變更後 D17 水中教學訓練椅 長 200cm 寬 50cm 高 50cm 12 6,500 78,000 

課外組 

(水上活動社)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1.原採購項目不變，為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料號名 

稱顯示及日後各項資料一致，因此修正其項目名 

稱。 

2.因應社團實際需求，故擬變更相關規格內容，變 

更後之規格可由原先購買 6 件增至 12 件，故其單 

價有所變動。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D18 42 吋電漿電視 pioneer/先鋒 PDP427 1 60,000 60,000 

變更後 D18 彩色液晶電視 奇美自產 1920*1080 高解析度液晶面板 1 60,000 60,000 

學務處 

學輔組 

★項目名稱

★規格 

考量其設備使用性能等狀況，因此擬改購液晶電視

較符合現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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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替換及新增」申請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替換前 D19 生理回饋儀 

多媒體視窗版生理回饋儀： 包括--八頻道回饋

主機體、WINDOWS 介面軟體、高精確度感應

偵測器、生理回饋專用桌上型電腦組 1 組(作

業系統：Windows XP Home，ffice 2003 隨機版，

512MB DDR （含）以上記憶體，100 GB（含）

以上，光碟機；DVD 燒錄機，24 吋（含）以

上螢幕) 

1 500,000 500,000 

替換後 D19 情緒壓力檢測儀 

1.檢測儀(個人版) * 1 台 

(尺寸 ：8.5 cm * 5.5 cm * 1.4 cm 

重量 ：8.5 公克) 

2.檢測儀皮套(個人版皮套) * 1 只 

3.使用說明書 * 1 本 

4.教學軟體光碟片 * 1 片 

5.耳朵感應器 * 1 只 

6.插頭式電源線 * 1 個 

20 11,550 231,000 

學務處 

學輔組 
★替換 

本案原報部之「生理回饋儀」設備因只購置了部份

項目，經考量經費預算及設備之完整性，故本項目

擬改由其他經費購置以使設備更加完整。本案原項

目(生理回饋儀)由其他經費購置後，擬將原編列之經

費改購「情緒壓力檢測儀」替換原編列之項目，以

符合現有之需求。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新增前 原報部無此項目 

新增後 D20 TRUSS 背景骨架 

鋁合金製，含接頭、底盤及支撐架 

TRUSS-250-4-0.5M  鋁合金製 

TRUSS-250-4-1M  鋁合金製 

TRUSS-250-4-2M  鋁合金製 

TRUSS-250-4-3M  鋁合金製 

接頭六通 250  鋁合金製 

底盤  鋁合金製 

支撐架  鋁合金製 

1 310,000 310,000 

課外組 

(學生會) 
★新增 

因原編列於「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之項目經議價及各種原因，其實際支出之經費可能

較原預算為低，為避免本項目日後因上述之故造成

比例低於教育部規定，因此擬增列該項目，且增列

之項目為社團所需且經常性使用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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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本表未修正，依原規劃執行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36,341,555 $33,896,228 $70,237,783 
$11,399,592 

(占獎補助總預算約 16.23%) $81,637,375

註：1.本表之補助款及獎助款依教育部核定金額，故不須變更。 

2.另自籌款之總金額及比例亦依原規劃之數據執行。 

 

 

 

修正前(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之 60﹪ 
獎助款 
之 60﹪ 

自籌款 
之 81.50﹪

補助款 
之 40﹪ 

獎助款 
之 40﹪ 

自籌款 
之 18.50﹪ 

金額 $21,804,933 $20,337,737 $9,290,330 $14,536,622 $13,558,491 $2,109,262 

小計 $42,142,670 $9,290,330 $28,095,113 $2,109,262 

合計 $51,433,000 $30,204,375 

占總經

費比例 
63% 37% 

 

修正後(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之 60﹪ 
獎助款 
之 60﹪ 

自籌款 
之 84.27﹪

補助款 
之 40﹪ 

獎助款 
之 40﹪ 

自籌款 
之 15.73﹪ 

金額 $21,804,933 $20,337,737 $9,606,230 $14,536,622 $13,558,491 $1,793,362 

小計 $42,142,670 $9,606,230 $28,095,113 $1,793,362 

合計 $51,748,900 $29,888,475 

占總經

費比例 
63.39% 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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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修正對照表】 

原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97.04.03 報部 修正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各所系

科 中 心 之

教 學 及 研

究 設 備 ( 至

少 占 資 本

門 經 費 60

﹪以上 

$32,804,670  77.84% $9,290,330 100.00% $32,766,670 77.75% $9,606,230 100.00% 

二、圖書館

自 動 化 及

圖 書 期

刊、教學媒

體 ( 應 達 資

本 門 經 費

10﹪ 

$6,530,000  15.50% $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三、教學研

究 及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相 關 設

備 ( 應 達 資

本 門 經 費 

2﹪ 

$1,508,000  3.58% $ 0 0.00% $1,546,000 3.67% 未修正 未修正 

四、其他 $ 1,300,000 3.08% $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合計 $42,142,670  100.00% $9,290,330 100.00% 未修正 未修正 $9,606,23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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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修正對照表】 

原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97.04.03 報部 修正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研究 $7,405,935 26.36% $609,262 28.89% 未修正 未修正 $1,793,362 100.00%

研習 $2,437,178  8.67%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進修 $ 1,200,000 4.27%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著作 $ 300,000 1.07%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升等送審 $ 312,000 1.11%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3,500,000 12.46%  $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一
、
改
善
教
學
與
師
資
結
構
︵
占
經
常
門
經

費30%

以
上
︶ 

合計 $15,155,113  53.94% $609,262 28.89% 未修正 未修正 $1,793,362 100.00%

二
、
行
政
人
員
相
關
業
務

研
習
及
進
修
︵
占
經
常
門

經
費5%

以
內
︶ 

進修、 

研習 
$350,000  1.25%  $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三
、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相
關
經
費(

占

經
常
門
經
費2%

) 

學 生 事 務

與輔導 
$750,000  2.67%  $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四
、
改
善
教
學
之
相
關

物
品(

單
價
一
萬
元
以

下
之
非
消
耗
品) 

改 善 教 學

之 相 關 物

品 

 $ 0 0.00%  $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增聘教師

薪資 
$3,000,000  10.68%  $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8,840,000  31.46%  $ 0 0.00%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未修正 

五
、
其
他 

績效獎金 $ 0 0.00% $1,500,000 71.11% 未修正 未修正 $0 0.00% 

總計 $ 28,095,113 100.00% $2,109,262 100.00% 未修正 未修正 $1,793,36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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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採購項目】 

附表四之一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67 膜電極觸媒塗佈設備 塗佈範圍：210X300MM 1 380,000 380,000 新能源材料與技術開發研究用 化工系 標餘款 

A68 總有機物環控試驗箱 
Mass Flow Controller，4 Channel 微電腦流

量控制，.固定式防爆型 VOC 偵測儀 
1 450,000 450,000 教學 環安衛系 標餘款 

A69 教學用桌上型電腦 
雙核心以上、1GB-RAM 以上,  硬碟 250G
以上、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3 35,000 105,000 
一般教學,大學生專題與教師研究

使用 
工管系 標餘款 

A70 PHYWE 熱學實驗箱 德製 phywe 熱學系統化實驗箱 5 55,000 275,000 物理課程實驗教材 機械系 標餘款 

A71 磁光 KERR 效應分析儀 

He-Ne Laser λ~632.8nm, W=5mW, focus 
lens (f=250mm) x 2 , Polarizer x 2, 光學腳

架兩組, AD/DA card & 磁光轉換軟體, 
360 度光學樣本座, 鐵磁線圈一組 

1 200,000 200,000 
光電薄膜量測用，半導體量測實

驗用 
電子系 標餘款 

A72 光二極體陣列檢知器 MD-2010(HPLC) 1 450,000 450,000 
配合儀器分析實驗課程 HPLC 儀

器選用配件 
化工系 標餘款 

A73 
有機揮發性攜帶式氣體偵

測器 

可儲存 37 個小時的資料(20,000 筆資料)，
讀數精度為±5%(<1,000ppm)，内建式採樣

泵，可水平或垂直 30m 採樣，流速

220ml/min 

1 180,000 180,000 教學 環安衛系 標餘款 

A74 實驗室桌上型電腦 

2.4GHz Intel Core 2 Duo 以上、1GB-RAM
以上、160GB 硬碟以上、DVD 燒錄機、

16 吋以上液晶螢幕。 
4 27,500 110,000 

一般教學,大學生專題與教師研究

使用 
工管系 標餘款 

合   計 2,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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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及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對照表 

98 年度(修正指標) 97 年度(現行指標) 

壹、補助指標 30% 

一、基本補助額(20%) 

二、學生加權(30%) 

  1.學生加權分數(70%) 

  2.均分數核配(30%) 

三、現有合格加權專任教師(5%)【修正】 

四、加權生師比(5%)【修正】 

五、教學資源投入(15%) 

六、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15%) 

七、職員費用比率(5%)【修正】 

八、樓地板面積(5%) 

壹、補助指標 30% 

一、基本補助額(20%) 

二、學生加權(30%) 

  1.學生加權分數(70%) 

  2.均分數核配(30%) 

三、現有合格專任教師(5%) 

四、生師比(5%) 

五、教學資源投入(15%) 

六、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15%) 

七、職員比率(5%) 

八、樓地板面積(5%) 

貳、績效型獎助指標 40% 

一、教育評鑑成績(20%) 

二、技職教育特色(35%) 

  1.學生英語與技能證照成效(20%)【修正】 

  2.學生參與競賽得獎件數比(15%) 

  3.學生參與業界實習時數比(15%) 

  4.系科本位課程成效及就業比(7%)【修正】 

  5.產學合作成效(25%) 

  6.國際化成效(5%)【修正】 

  7.產業專班培育成效(3%)【新增】 

  8.整體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成效(10%)【新增】

三、改善師資成效(15%) 

  1.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已取得博士學位人數

(20%) 

  2.合格專任教師進修研習件數(15%)【修正】

  3.合格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件數(20%) 

  4.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15%)【修正】 

  5.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10%)【修正】 

  6.產學合作教學(10%) 

  7.專任教師校外獲獎績效(10%)【新增】 

四、經費支用及執行績效(20%) 

  1.專案訪視之成績(70%)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30%) 

五、會計行政成績(5%) 

六、學輔相關政策績效(5%)【新增】 

  1.品德教育(30%)【新增】 

  2.生命教育(35%)【新增】 

  3.性別平等教育(35%)【新增】 

貳、績效型獎助指標 40% 

一、教育評鑑成績(20%) 

二、技職教育特色(35%) 

  1.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持有率(20%) 

  2.學生參與競賽得獎件數比(15%) 

  3.學生參與業界實習時數比(15%) 

  4.系科本位課程成效及就業比(20%) 

  5.產學合作成效(25%) 

  6.國際化成效(4%) 

  7.產學攜手(1%) 

三、改善師資成效(20%) 

  1.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已取得博士學位人數

(20%) 

  2.合格專任教師進修研習件數(10%) 

  3.合格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件數(20%) 

  4.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10%) 

  5.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20%) 

  6.產學合作教學(20%) 

四、經費支用及執行績效(20%) 

  1.專案訪視之成績(70%)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30%) 

五、會計行政成績(5%) 

參、計畫型獎助項目 30% 

一、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二、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三、提昇學生外語能力專案計畫 

四、選送教師國外進修學位專案計畫 

五、其他 

六、技專校院國際化獎助專案計畫 

參、計畫型獎助項目 30% 

一、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二、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三、提昇學生外語能力專案計畫 

四、選送教師國外進修學位專案計畫 

五、其他 

六、技專校院國際化獎助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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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教育部訪視缺失及建議事項彙整 

 

【中長程發展計畫】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系科(所)之經費分配與中長程發展計畫書的連

結性待加強。 

經費分配宜與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緊密關聯，並可與校務發

展重點結合，以加速建立學校發展特色。 

獎補助經費分配未作全校性之整體考量或缺乏

整合，且缺乏確切之經費分配原則。 

建議明訂經費分配原則，並以學校整體發展為考量，整合全

校性之經費分配，以利與中長程發展計畫相結合。 

中長程發展計畫不甚具體詳盡。 
中長程發展計畫宜具體敘明，俾便瞭解其經費支用規劃及實

際執行之配合度。 

中長程發展計畫未予聚焦，或獎補助經費之運

用未能凸顯學校發展重點與特色。 

學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宜有明確之發展重點，並據以執行獎

補助相關經費，俾能逐步呈現未來發展特色。 

 

【經費支用程序及相關會議】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獎補助款之使用與申請有書面規定程序，惟程

序有不合理之處或尚未整合一標準作業程序。

獎補助經費之使用與申請程序宜有合理性，或能整合一標準

作業程序，俾供相關人員遵循辦理。 

相關會議(如：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實

際運作未依學校相關規定執行。 

獎補助經費支用相關會議之實際運作應依校訂辦法確實予以

落實。 

獎補助經費運用相關會議(如：專責小組、經費

稽核委員會)之出席率不高，影響會議代表性。

建議可於相關辦法中明訂會議出席人次門檻，或鼓勵相關人

員積極參與，以使其決議內容更具代表性。 

 

【專責小組會議】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專責小組會議記錄內容過於貧乏，缺乏詳實度

及完備性。 

會議記錄宜適當保存，並檢附相關附件，各單位之分配款比

例亦宜於會議記錄中詳載。 

獎補助經費支用變更部份未經專責小組會議討

論；或雖已經專責小組會議討論，但未依規定

報部核備。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

則及注意事項」之規定，完成相關之變更審議及報部核備程

序。 

獎補助經費支用變更之理由未見於專責小組會

議中有具體說明。 

獎補助經費支用變更理由宜於專責小組會議中具體敘明，以

進一步強化其經費規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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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小組成員】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與專責小組重疊。 

請確實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

請原則及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避免兩者成員重疊；或於

相關組成辦法中明訂其成員不得重疊之條款。 

專責小組成員中教師代表未包含各系科代表。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

及注意事項」之規定，專責小組成員應包含各科系(含共同科)

代表，請學校確實予以落實。 

專責小組成員中非兼行政職教師比例偏低。 
專責小組成員中宜有適當比例之非兼行政職教師，以使其經

費規劃之合理性更為彰顯。 

 

【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錄內容貧乏，或未對獎

補助經費作實質查核，功能未予落實。 

經費稽核委員會宜進行事後稽核，以落實經費稽核制度，發

揮實質審核功能。 

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中之委員意見追蹤機制尚

未建立。 

建議可對經費稽核委員所提意見加以追蹤，以更彰顯其稽核

功能。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參與採購作業程序。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

及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經費稽核委員會小組成員應迴避

參與相關採購程序。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中有如：會計室、總務處、

董事會秘書等職員代表，恐影響該會之實質稽

核功能。 

考量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之獨立性，其組成成員似不宜如：

會計室、總務處、董事會秘書等職員代表。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中有兼行政主管之教師

(含校長)，恐失其運作之獨立性。 

建議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以未兼行政職之教師擔任為佳，俾

更強化其運作之獨立性。 

 

【經費規劃與執行】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支用計畫與實際執行落差大或變更事項多，原

計畫預計執行案數與實際執行有嚴重落差。 

宜針對修正原因加強檢討改善，進一步強化規劃能力；各支

用項目之支用計畫與實際執行不宜有過大落差，以符合目標

管理的精神。 

支用計畫書或執行清冊內容過於簡略或資料內

容不一致。 

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及執行清冊內容應具體說明，並能相

互勾稽。 

採購項目未標示優先序或計畫之優先順序不

明。 

優先序建議依學校整體發展特色為考量，並善用「次序號」

之表達方式，以反映招標之實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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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用項目】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自籌款經費有浮編之嫌，或逕自以節餘款沖銷

自籌款使用。 

學校可能因整批採購議價以致有節餘，但此亦屬於獎補助款

原經費變更，理應由專責小組審議規劃作為支出於教學設備

改進之用途，不宜直接沖銷自籌款使用。 

所購儀器設備有違獎補助款著重於教學儀器設

備之精神。部份經費支用於行政等其他方面，

與教學較不相關；或以教學單位購置，卻置於

行政支援單位。 

請確實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

請原則及注意事項」之規定，將資本門獎補助經費優先支用

於教學儀器設備；加強各教學單位之儀器設備分配比例，實

質改善教學需求。 

 

【經費支用比例】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費支用比例不符「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之

規定。 

獎補助經負支用比例應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確實滿足相關比例規定

之要求。 

「獎助教師」支用項目經費偏低，僅等於或略

高於教育部規定之 30%下限。 

宜秉持經常門獎補助經費支用之精神，避免絕大多數經費支

用於現有教師薪資，以利師資結構之改善，發揮獎補助經費

之最大效益。 

 

【經費核銷流程】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常門獎助教師相關案件之核銷有集中於期末

的現象。 

獎助教師相關案件之申請與發放宜及早處理，以便有充裕時

間準備及執行。 

資本門採購案集中於期末核銷，甚至於隔年才

付款。 
資本門採購作業宜及早進行，避免經費核銷集中於期末處理。

經費核銷之流程有瑕疵，如：支出憑證未經過

核准程序即予撥款結案，不符會計原則。 
帳務處理之檔案儲存、憑證審核應再予加強。 

跨年度支出憑證報支本年度經費之情形，不符

合會計原則。 
「年度經費」應以「當年度」之支出憑證如實報支。 

 

【獎助教師辦法內容】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常門所訂相關辦法內容不甚一致或互有牴

觸。 

經常門獎助教師相關辦法宜作一整體性檢視，使其內容不致

衝突。 

經常門相關獎助之審核委員會成員未明訂其產

生方式，或教師代表偏低。 

獎助教師相關案件之審核機制宜予明訂，且其審核成員中亦

宜有相當比例之教師代表。 

部份經常門獎助教師相關辦法之訂定有重複補

助之虞。 

宜全面檢視經常門獎助教師相關辦法內容，避免產生重複補

助之現象。 

經常門相關辦法部份獎助項目未訂定每人每年

補助金額或案件上限。 

建議檢討獎助辦法，明確規範單一教師、單一個案、單一合

作對象之使用標準及上限，以擴大獎助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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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教師制度之分類與管考】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部份獎助教師項目(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

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尚

未訂定相關辦法。 

宜儘速制訂各獎助教師相關辦法(含目的、內容、審查過程、

規定、成果管考等)，明確劃分各獎助項目，並鼓勵教師積極

參與。 

獎助教師各獎助項目標準未予明確定義，以致

獎助案件難以歸類。 

宜依教育部既定之政策，確實訂定各獎助項目標準，避免各

獎助項目之歸類出現混淆。 

無一套完善的追蹤考核機制，嚴格管考研究成

果。 

經常門獎助教師之成果宜更公開透明化，建立查核成果報告

或發表追蹤成果機制，以發揮資源之實質效益。 

 

【獎助教師制度之獎勵機制】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部份經常門獎助項目之補助對象原則未予明訂

(如：對象、金額、審查程序、年度、評核項目…

等) 

相關之獎勵標準、審查程序與基準及審查小組組成辦法…

等，應明訂於相關之獎助辦法中。 

經常門部份獎助金之發放為齊頭式平等，或未

依屬性、等級而有不同之補助額度。 

經常門獎助教師以齊頭方式發放，恐難以發揮激勵作用，建

議採取重點補助，或依屬性、等級而有不同之獎勵額度。 

經常門獎助教師相關辦法缺乏有力之誘因，無

法產生激勵效果。 
獎助教師相關辦法宜有適度誘因，以鼓勵教師申請。 

 

【獎助教師案件之經費支用原則】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常門相關經費之支用不符於獎補助款之使用

精神。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

及注意事項」之規定，獎補助經費經常門應以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為主。 

獎助教師經費之發放與教育部相關規定不符。

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關

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行標準表」之規定列支，獎補助案件須

依據事實建立審核機制，並有具體成果或報告留校備供查考。

 

【獎助教師案件之審查】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常門相關經費之支用有重複補助的現象。 
宜確實落實獎助教師案件之審查機制，對於重複申請案即不

應再予補助。 

經常門奬助教師相關案件未見實質審查、審查

機制不甚詳實，或審查報告未具體呈現。 

審核機制宜再落實，建議設立明確之組織與審核辦法，而非

通通有獎；同時配合較適當之補助金額，建立審慎的外審原

則，進一步發揮專業性審核功能。 

經常門獎助案件之審核不甚嚴謹，以致核發金

額超過規定，或對於不合格案仍予補助。 

應確實依學校辦法予以補助，相關審核程序宜再加強其嚴謹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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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教師案件之執行狀況】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常門獎補助相關案件未能依照學校所訂辦法

加以執行。 
獎助教師案件之執行應依校訂相關辦法確實予以落實。 

經常門獎助教師案件有集中少數人之現象。 
建議應明訂每年度單一教師、單一個案之各項獎助標準及上

限。 

經常門獎助教師發現違約案件，違約金尚未依

規定按比例繳回教育部。 

經常門獎助教師違約案件所繳回學校之違約金，請依「教育

部補助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相關規

定，依獎補助款所占比例繳還教育部。 

 

【推廣及成果】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經常門獎補助相關辦法之宣導不足或未集中公

告，學校教師仍不甚清楚。 

建議可刊登於學校公開刊物上，或於學校網站集中公告，全

面加強其宣導，俾利學校教師得知相關訊息。 

執行清冊中獎助教師案件之列示或成果呈現不

甚具體。 

執行清冊經常門獎助教師案件之呈現內容宜儘量具體明確，

以凸顯其執行績效。 

獎助教師相關案件之執行成果無法凸顯技職體

系之特色。 

可針對技職體系更貼近之獎勵細則訂定更明確之獎勵機制，

引導教師除了論文著作外，更積極投入於技職相關成果。 

 

【請採購辦法與制度】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未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

通過。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

及注意事項」之規定，學校應參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

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作業流程，經校務會議、董事會通

過後，並由經費稽核委員會負責監督。 

資本門請採購辦法之規定不甚完整明確，或未

將作業流程具體規範。 
請採購辦法宜力求完整，並具體規範相關作業流程。 

上網公開採購金額之規定過於寬鬆，採購作業

之資訊公開透明度待加強。 

上網公開採購之金額規範建議可適度予以下降，以強化採購

作業之資訊透明度。 

 

【請採購時程】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資本門請採購作業相關憑證之時程不甚合理或

不一致，如：請購日在交貨日之後，請購與招

標在同一天完成。 

圖儀設備請採購流程程序之合理性宜予加強，或可列示作業

內容或流程圖，俾供相關作業人員遵循。 

資本門案件之請採購時程未予規範，或程序拖

延甚久。 

採購案之請採購時程建議可酌予規範，以免拖延甚久，而延

誤需求單位之使用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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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底價與規格訂定】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底價訂定之過程、時間與核定金額不甚審慎合

理。 

底價作業程序之相關規範宜力求審慎與合理，以強化其公平

性。 

規格訂定過於詳細或僵化，缺乏較彈性規範。 採購項目之規格訂定宜有適度彈性，以免產生綁標之嫌。 

 

【採購招標作業】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資本門採購案採限制性招標或獨家議價之理由

稍嫌牽強。 
資本門採購案採限制性招標或獨家議價之理由宜充分說明。

採購案得標或投標廠商明顯集中於特定廠商。 廠商的選擇性應可增加，尤應避免相關性較高之廠商參加。

電腦相關設備未向中信局進行採購，且其價格

並沒有比較便宜。 
如無法取得更優惠價格，建議透過中信局共同供應契約採購。

相同或類似請購項目有分散採購情形，如將百

萬元採購案分批採購。 
同性質、大金額之採購建議共同集中採購，以節省經費。 

 

【議價及驗收】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資本門採購案之執行金額超過或等於支用計畫

金額，採購人員之議價能力待提昇。 
宜積極爭取減價空間，俾免濫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 

議比價程序不完備，如：無正式議比價記錄表、

部分採購案無底價記錄或未正式訂定底價、標

單或底價單未有相關人員簽章。 

教學儀器設備之議比價記錄和決標文件資料，應有正式書面

記錄，並應附上傳票，並請得標廠商代表在正式文件上簽名

或蓋章。 

驗收不確實或相關記錄內容不完整、紊亂。 驗收表單應明列原採購規格及相關內容，俾能正式確保品質。

相關驗收人員未參與、核章，或使用單位未提

供驗收意見。 

宜加強驗收相關人員之參與，並提供詳實之驗收意見，以落

實驗收作業之完整性。 

 

【簽約及交貨】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資本門採購案未依規定簽訂合約書。 
資本門採購案應確實簽訂合約，以明確規範買賣雙方之權利

義務。 

合約書中未明確訂定交貨日，或未有交貨相關

證明文件，難以追究廠商責任。 

建議於合約書中訂定交貨日，並建立交貨單機制，以明買賣

雙方之權責。 

資本門採購合約中未加註日期，或未注意保固

日期之起訖計算。 
採購合約中宜加註日期，以確保保固日期之起訖點。 

廠商超過合約規定期限才交貨，但未對廠商處

以罰款。 
對於未依合約規範交貨之廠商，應確實處以罰款，以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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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儀設備之保管】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資本門部分圖儀設備之獎補助款字樣標籤

有誤或未黏貼(沒有黏貼標籤、註明財產編

號或年度獎補助字樣)。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規

定，註明「OOO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字樣及財產編號等。 

資本門圖儀設備之放置地點未具體正確標

示，或財產實際放置地點與資本門相關書

面記錄所列內容不一致。 

資本門相關圖儀設備之放置地點宜具體正確標示，並宜注意資料

之更新，俾利相關圖儀設備之盤查。 

資本門部分圖儀設備未落實一物一號一相

之原則。 

請確實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

之規定，落實一物一號一相之原則，以利財產保存與管理。 

 

【電腦財產管理系統】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尚未建置 e 化財產管理系統或資本門採購

設備未完全納入電腦管理。 

應確實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

則及注意事項」之規定，將獎補助經費所購之儀器設備納入電腦

財產管理系統。 

財產管理系統老舊或不符合目前需求。 
資本門財產管理系統電腦化之規劃應再加強功能，或適時予以升

級。 

 

【移轉、報廢及盤點】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資本門財產移轉之記錄、過程不甚完整、

確實。 
財產移轉之記錄宜完整確實，以利財產管理。 

資本門財產報廢之記錄、程序不甚合理、

完整、確實。 
財產報廢之處理程序及相關記錄宜儘量完整確實，俾利控管。 

財產已達報廢年限且不堪使用，但未依報

廢程序處理。 
財產損壞或不堪使用，且已達報廢年限者，即應予報廢除帳。 

資本門財產盤點辦法及其實際執行作業、

記錄不甚詳盡確實。 

應確實掌握財產盤點作業要領，原始財產盤點表盤點人宜簽章以

示負責，並予以妥善保存。 

實地盤點之設備及標籤與資本門書面資料

或電腦系統所列數量、內容、日期不一。 

資本門所購設備之書面記錄、電腦管理系統與標籤所示內容應一

致，以利財產管理。 

 

【圖儀設備之使用】 

缺失事項 訪視委員建議 

圖儀設備不足或老舊。 
資本門儀器設備宜適時予以添購或更新，並設法維護，以符師生

需求。 

資本門圖儀設備缺使用記錄；存放於倉庫

或尚未開始使用。 

資本門所購置之圖儀設備應確實供教學或研究使用，並有相關使

用記錄，不宜閒置而未用。 

資本門部分圖儀設備之使用率偏低。 
資本門所購置之圖書期刊或儀器設備是否符合師生需求，允宜檢

討；同時建議多予加強推度，以使獎補助經費發揮最大功效。 

資本門相關圖儀設備之使用、維護有待確

實執行或加強。 

資本門相關圖儀設備使用之管理與維護宜更確實落實，俾利資源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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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7 年度第 4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錄 
 

時間：97 年 11 月 07 日(星期五)上午 11:50～13:35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7 年度第 4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劉祖華校長、楊純誠教務長(出席其他會議)、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 

王海技合長、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陳源林老師、劉晉奇老師 

郭慶祥老師、黃植振老師、簡文鎮老師、施正元老師、鄭慶武老師、徐富勇老師 

陳琨太老師、楊淑宜老師、高清漢老師、朱賢哲老師(請假)、高如雲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胡志中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召集人)               紀錄：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 

  為節省並把握時間，請技合長直接進入今天之會議主題。 

貳、執行秘書工作報告(技合長)： 

一、開會事由： 

1.規劃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2.審議本校 97 年度資本門設備單位提出細項變更項目及申請撤案項目。 

二、委員異動： 

1.原環安衛系陳文興老師因於本學年度開學前辦理離職，故由環安衛系經過系務會

議重新推派鄭慶武老師擔任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 

2.原經管系李文玄老師因學位進修中，較無法配合出席本小組召開之會議，因此自

請經管系重新選派委員，經管系經過系務會議重新推派楊淑宜老師擔任獎補助專

責小組委員。 

  3.原通識中心蔡宜靜老師因於本學年度開學前辦理離職，故由通識中心經過中心會

議重新推派高如雲老師擔任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 

  三、資料交付： 

    交付「九十八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相關

作業規定手冊，每位委員一份，請參考自存，並列入移交。 

  四、上次會議追踨事項： 

  1.上次會議中提報有關 97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中運用標餘款採購之第二批資本門項 

目，已於 97 年 8 月 15 日前全數請購(開立請購單)完成。 

2.上次會議中提報有關管科會委託專家學者針對本校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複審意

見之回覆及修正，已於 97 年 7 月 30 日完成報部核備，並已於 8/5 收到教育部同

意備查函件。 

    3.上次會議中提報 97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各項內容變更(含細項變更、新增、替換等) 

          乙案，已於 97 年 7 月 30 日完成報部核備，並已於 8/5 收到教育部同意備查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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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擬將獎補助專責小組成員做任務編組，任務編組後之委員將負責本校獎補助經

費之規劃及支用等相關作業。 

說 明： 
    一、依據 97.10.28 獎補助經費績效訪視委員對本校之建議，建議獎補助專責小組委

員會應落實並確實執行獎補助經費之規劃面及支用面。 
二、擬實施任務編組，將委員分成二組，分別負責資本門(A 組)及經常門(B 組)之規

劃作業。 
三、請各位委員提供建議，並討論任務編組相關事宜。 

 
  決 議： 
    一、請技合處於本次會後 e-mail 給各位委員，徵詢各位委員參與 A 組或 B 組之意願。

    二、請技合處盡速訂定獎補助相關支用、規劃、分配原則或辦法，並送本會議討論

審查。 
 
 
 
 
 
 
 
 

提案二：請委員規劃討論本校向教育部申請之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及自籌款之預

估金額。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各校應於每年

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年度經費支用計畫，並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

責小組會議記錄(含簽到單)、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

料各一份報部備查。 

   二、教育部獎補助款編列原則說明如下： 

1.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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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

並報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

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2.支用項目須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有關聯性。 

      3.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

分之六十及百分之四十，經費之使用應依據各校支用計畫所編列為準，如有

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列於支用計畫中。前段經常門預算得流用百分之五

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六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三

十五。 

      4.學校應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自籌款不限定經常 

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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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上述說明第一、二點，請委員規劃本校於 98 年度向教育部申請之獎補助 

經費及本校自籌款金額及比例，並請提供規劃方案及建議。 

  四、98 年度獎補助經費及自籌款規劃分配原則如下： 

項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佔獎補助款 10%以上) 

資本門 60% 不受限制 

經常門 40% 不受限制 

合計 100% 100% 

 

決 議： 

一、因任務編組未完成，因此相關規劃案擬於編組後再討論。 

二、請各位委員於會後先參考教育部相關作業手冊中之相關原則或規定，並請委員

撥空先了解整個獎補助之架構，以便下次會議時可以盡速完成規劃 98 年度之獎

補助經費。 

    三、各位委員可於會後搜集相關意見及資料，希望可以於下次會議提供規劃方案及

建議，使本校獎補助經費更能妥善運用並達到最大效果，祈使能符合教育部之

支用精神及原則。 

 

 

 

提案三：依據提案二預估申請之經費，請委員規劃本校「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支

用內容及項目，請討論及審議。 

說 明： 

一、教育部獎補助款編列及項目支用原則說明如下： 

  1.本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六十；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分之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

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之二；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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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

費百分之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

（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2)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

通過後，依學校相關行政程序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並確實執

行，不得僅適用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3)各校依其獎勵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得於本項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

以內支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4)各校應於本項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

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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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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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校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 

目分類及執行標準表之規定列支，獎補助案件應依據事實建立審核機制，

並有具體成果或報告留校備供查考。 

       (6)各校提撥上開獎補助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 

作，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二、依據上述編列及支用原則，請委員就提案二預估申請之總經費規劃本校「資本

門及經常門」各項目支用金額及比例，並請提供規劃方案及建議。 

    三、獎補助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目經費比例限制如下： 
資本門 經常門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
備 

至少占資本門

經費 60%以上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

費 1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

費 2%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無比例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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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比例限制 
新聘或現有教師補

助薪資 
無比例限制 

 

決 議： 
一、同提案二之議題，因任務編組未完成，因此相關規劃案擬於編組後再討論。 

二、有關奬補助經費之分配原則，應先符合教育部之規定，再來就是由獎補助專責

小組訂定相關支用辦法。請技合處會後搜集各委員之建議，並研擬獎補助支用

辦法草案後於下次送本小組會議討論審查制定。 

 

 

 

提案四：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各細項內容變更案，請審 
查討論。 

說 明： 
一、各資本門項目變更事項係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之第肆項第一款第五點中「報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

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

理由應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

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之規定辦理。 
       二、各資本門使用單位擬申請變更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理由說明如附件(P1-P2)，

請各位委員審查討論。 
 
  決 議：通過各單位提出之變更申請，請相關單位依變更後之事項具以執行，並請業 

管單位持續追踨各項進度，務必於獎補助執行期限內完成驗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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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97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優先序 A05 及 A19 申請撤案，提請審查。 
說 明： 

    一、優先序 A05 及 A19 為化工系申請之設備，此兩案均屬「外購」案件，於訂購確

定後，廠商告知無法於 97 年 12 月 31 日前交貨。本案經多次協調，廠商均表示

無法配合於上述時間交貨。 
二、依教育部規定，資本門項目是否執行完竣係以「驗收」程序完成為主，上述兩

案因確定無法於 12/31 交貨驗收，因此擬向教育部申請核備辦理撤案作業。 
    三、上述兩案因已訂購完成，故將繼續執行後段作業，相關費用將改由校內預算支

用。 
    四、撤案之相關案件內容如附件(P3)，撤案單位填報之「檢討改善說明表」如附件(P4)

本案於審查後將依規定於近期內報部核備完成。 
   

決 議： 
    一、因本案執行單位已確實與廠商多次協調，但均獲無法配合如期交貨之答覆，因

此為避免成為日後缺失，本案決議予以撤案，請業管單位會後報部說明備查。

    二、本案已請執行單位(化工系)提報相關檢討改善說明，因後續將以校內預算支用並

繼續完成訂購，因此不會影響未來之教學權益。 
    三、因外購案件作業繁複，且較有許多之變化因素，因此日後應盡量避免將外購案

件列入獎補助中，但為不影響教學及單位發展，則應由校內預算予以執行。 
 
 
 

提案六：修訂本校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各項內容，請審查討論。

說 明： 
一、依提案四之細項變更及提案五之撤案，修訂支用計畫書附表四及附表七。 

  二、另更新支用計畫書中之獎助教師相關辦法及組織成員名單。 
  三、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於本小組修訂審查後將以修訂三版報部備查。 

        四、支用計畫書(修訂三版)如附，請委員審查，相關修正事項對照表如下。 
97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訂三版)修訂事項說明及頁數對照表 

項次 修訂內容 頁數 

01 
修訂「附表四：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之部份內容。 
※修訂事項請參考 97 年度第 4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記錄(提案四、五）。 

36-44 

02 
修訂「附表七：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之部份內容。 
※修訂事項請參考 97 年度第 4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記錄(提案四）。 

48-49 

03 刪除「明志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學年度考核辦法」 
原計畫書修訂二

版第 75 頁 

04 刪除「明志科技大學教師實務進修補助辦法」 
原計畫書修訂二

版第 90 頁 

05 增列「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 75 
06 更新「校務發展委員會」成員名單 103 
07 更新「教師評審委員會」成員名單 105 
08 更新「奬補助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109 
09 增列「97 年度第 4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記錄。 171-180 

   
決 議： 

一、本案依各項調整予以修正各附表資料，並請各相關單位依調整後資料具以執行。

二、請業管單位(技合處)於會後以「修訂三版」之版本報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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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97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 A66 之外購案件金額差異乙案，提請本小組核備。 
說 明： 
  一、有關資本門 A66 項目為外購之案件，本案原編列於支用計畫書之預算金額為 

$340,000 元，但實際結匯金額為$340,599 元，其差額為匯率之故。 
    二、依照教育部獎補助規定，金額如有變更，應提報獎補助專責小組審查。但因本

案為外購案件，至結匯時才知道因匯率關係，造成實際支付金額較預算為高，

且已經不及修正預算金額，但為避免成為日後之缺失，因此提請本小組核備。

    三、本案因匯率關係多出之金額，將由 97 年度獎補助各資本門之標餘款運用。 
    四、本案相關內容如下，請委員審查討論。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金額 實際金額 差異 使用單位

A66 半導體元件模擬軟體 TCAD  2 340,000 340,599 599 電子系 

 
決 議： 

一、本案因於執行完成時才發現因匯率之故，造成較原預算為高，故已無法修正預

算金額，僅能事後報請本小組核備。 
二、相關多出之金額，准由 97 年度獎補助各資本門之標餘款支用。 

    三、可否請技合處有機會向部裡(教育部)反應：基於行政作業成本與縮短時程考量，

建議能放寬規定，如預算金額差異在一定比率(或金額)內，可免提專責小組討

論。 
 
肆、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執行進度追蹤： 

本校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之執行進度追蹤結果如下表，請各位委員參

考。尚未付款之案件已請相關單位填報目前執行進度說明，並已提醒應持續跟催相關進

度並回報技合處。 

 

９７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執行進度狀況彙總表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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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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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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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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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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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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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安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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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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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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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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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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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傳
系 

通
識
中
心 

電
算
中
心 

圖
書
館(

設
備)  

圖
書
館(

軟
體
資
源)  

課
外
組 

學
輔
中
心 

請
購 

件
數 

8 7 7 8 8 6 7 3 8 4 3 4 1 2 3 5 18 2 

已
付
款 

件 

數 

6 6 7 5 4 5 4 0 3 3 3 4 1 2 3 5 14 1 

未
付
款 

件 

數 

2 1 0 3 4 1 3 3 5 1 0 0 0 0 0 0 4 1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九十七年十一月七日(星期五)下午十三時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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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第二次變更)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46 
教學實驗室用桌上型電

腦 

雙核心以上、1G-RAM 以上, S 硬碟 250G 以

上、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16 30,000 480,000 

變更後 A46 
教學實驗室用桌上型電

腦 

雙核心以上、1G-RAM 以上、硬碟 120G 以上、

COMBO 燒錄機、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16 30,000 480,000 

工管系 ★規格 

系所欲購買的設備，因為機殼及型號的特

殊需求，所以必須變更規格來符合系所需

求。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A63 
管理類教學實習器材—

數位動作擷取機 

數位動作擷取機包含以下規格 

1. 總像素：600 萬。 

CCD：1/3 吋(5.9 mm) ClearVid COMS Sensor。
光學變焦倍數：10 倍。 

數位變焦倍數：20 倍。 

濾鏡尺寸：37mm 
液晶螢幕螢幕邊框錄影鍵。 

夜視功能：有 (Super Night Shot)。 

16:9 寬螢幕拍攝模式。 

儲存媒體：40G 硬碟。 

內建閃光。 

2.雙核心以上、1G-RAM 以上, S 硬碟 250G 以

上、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3.影音編輯分析軟體 

1 225,000 225,000 

變更後 A63 
管理類教學實習器材—

數位動作擷取機 

1.影像擷取設備 400 萬畫素(含)以上。 

光學變焦倍數：10 倍(含)以上。 

數位變焦倍數：20 倍(含)以上。 

夜視功能 

儲存媒體：40G(含)以上硬碟。 

2.影像資料儲存設備 

雙核心以上、1G-RAM 以上 

硬碟 250G 以上、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3.影音編輯與分析軟體 

1 250,000 250,000 

工管系 
★規格 

★金額 

1.因原本設備已經停產，需變更規格，新 

規格設備已和負責老師討論過，符合未 

來教師與研究需求。 

2.本案金額變更原因為：此案進行至採購 

段，開標議價後，廠商底價超出政府採 

購價之比例規定，因而流標，故需重新 

增列預算方可繼續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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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規格、數量、金額」等細項變更申請對照表(第二次變更)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D12 反曲弓 Hoyt HELIX 2 60,000 120,000 

變更後 D12 反曲弓 Hoyt HELIX 2 70,000 140,000 

課外組 

射箭社 

★單價 

★總價 

因物價變動造成價格上漲，故修正預算金

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 

申請單位 
變更事項 理由 

變更前 D20 TRUSS 背景骨架 

鋁合金製，含接頭、底盤及支撐架 

TRUSS-250-4-0.5M  鋁合金製 

TRUSS-250-4-1M  鋁合金製 

TRUSS-250-4-2M  鋁合金製 

TRUSS-250-4-3M  鋁合金製 

接頭六通 250  鋁合金製 

底盤  鋁合金製 

支撐架  鋁合金製 

1 310,000 310,000 

變更後 D20 TRUSS 背景骨架 

鋁合金製，含接頭、底盤及支撐架 

TRUSS-300-4-1M  鋁合金製 

TRUSS-300-4-2M  鋁合金製 

TRUSS-300-4-3M  鋁合金製 

接頭六通 300  鋁合金製 

底盤  鋁合金製 

支撐架  鋁合金製 

1 310,000 310,000 

課外組 

學生會 
★規格 

廠商原規格尺寸 250 現均改生產 300，故

申請變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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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申請撤案」項目暨理由說明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申請撤案理由 

A05 熱量傳送實驗 線性、軸向之對流與傳導 1 660,000 660,000 
單元操作實驗課程「熱量傳送

實驗」教學使用 
化工系 

A19 流體流動實驗 
Basic Hydraulics Bench、文式

管、孔口板、變面積流速計
1 330,000 330,000 

單元操作實驗課程「流體流動

實驗」教學使用 
化工系 

原廠製造商英國「ARMF IELD 

LTD.」表示：因訂單滿檔，且年底

期間遇聖誕假期，故無法配合於 97

年 12 月 31 日前完成進口交貨作

業。因依教育部規定資本門是否執

行完竣係採「驗收」程序完成為

主，因此左列兩項設備因無法配合

於 12/31 前如期交貨及辦理驗收，

因此擬予以撤案。 

合   計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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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申請撤案項目檢討改善說明表 

申 請 撤 案 單 位 化工系 負責教師 吳弦聰 

撤案項目優先序 A05/A19 

撤 案 項 目 名 稱  熱量傳送設備/流體流動設備 

撤 案 原 因 說 明 

一.第一次開立請購單 97/04/25,因廠商報價錯誤而撤銷 

(外幣報台幣) 。 

二.第二次開單 97/06/12,採購部於 97/10/15 向代理商＂恆

奕企業＂訂購,原廠製造商英國「ARMFIELD LTD.」因訂

單滿檔及聖誕假期,預定於 98/02/10 出貨,故無法於 

97/12/30 前完成進口交貨作業。 

撤 案 後 

是 否 影 響 教 學 

□是 

□否 

對 後 續 教 學 

之 因 應 
採購部繼續辦理後續進口事宜,擬改以校內預算支付貨款。 

未 來 改 善 說 明 

一.請各教師調查採購設備之項目如需外購,擬不予列入獎 

   助案。 

二.如為外購案須於訂購前加強管控到貨日,並密切追蹤進 

   度。 

※本表流程：申請撤案單位經辦→系主任→院長→技合處技服組→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會。 

 

 

 

院長：            系主任：          經辦：葉照賢 9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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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7 年度第 5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錄 
 
時間：97 年 11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1:00～13:15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7 年度第 5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劉祖華校長、楊純誠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王海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陳源林老師、劉晉奇老師、郭慶祥老師 
黃植振老師、簡文鎮老師、施正元老師、鄭慶武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 
楊淑宜老師、高清漢老師、朱賢哲老師、高如雲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胡志中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錄：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略) 
 
 
 
 
 
 
貳、執行秘書工作報告(技合長)： 

一、開會事由： 

1.審議新訂定之「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 

  2.規劃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二、上次會議追踨事項： 

  1.上次會議中提報 97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各項內容變更(含細項變更及撤案等)乙事，

已於 97 年 11 月 19 日完成報部核備。 

    2.上次會議通過將獎補助專責小組成員分工成資本門與經常門兩組，以規劃 98 年度

獎補助相關經費之分配及支用乙事，將於本次會議提案通過後開始實施。 

 

三、其他報告事項： 

  1.本校 97 年度獎補助經費「經常門」截至 97.11.10 為止之執行狀況如附件 P1。各

項目扣除已執行部份外，將預估保留部份額度，其餘則將流用至「研究績效」及

「改進教學」之敘獎。相關經費流用已依辦法規定送 97.11.19 之校教評會審議並

通過其經費流用事項。本項經常門經費之流用部份將併同原規劃於研究及改進教

學之預算金額於近日內完成每點金額之核算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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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請討論本校獎補助專責小組成員任務編組乙事。 

說 明： 
    一、有關獎補助專責小組成員任務編組名單如下。 

資本門  經常門 

序

號 
單位 教師姓名 備註  

序

號
單位 教師姓名 備註 

1 學務處 張煜光 學務長   1 教務處 楊純誠 教務長  

2 總務處 熊舜田 總務長   2 技合處 王 海 技合長 召集人

3 圖資處 程裕祥 圖資長 召集人  3 人事室 胡灴烄 主任  

4 會計室 陳鍵滄 主任   4 電機系 郭慶祥 老師  

5 機械系 陳源林 老師   5 車輛系 劉晉奇 老師  

6 電子系 黃植振 老師   6 化工系 簡文鎮 老師  

7 材料系 徐富勇 老師   7 環安衛系 鄭慶武 老師  

8 生工所 施正元 老師   8 經管系 楊淑宜 老師  

9 工管系 陳琨太 老師   9 視傳系 朱賢哲 老師  

10 工設系 高清漢 老師   10 通識中心 高如雲 老師  

 

二、請各位委員討論上項任務編組名單是否適宜，如有不妥之處，請委員提供建議。

  任務編組乙事定案後，接下來獎補助經費規劃事項，將依此分組進行。 

 
  討論及決議： 

一、經討論後，任務編組乙事共有二十名委員相互組成，並分別由程裕祥圖資長擔

任資本門召集人及王海技合長擔任經常門之召集人。 
    二、因本次啟動 98 年度獎補助規劃案之時間較為緊迫，因此請各位委員於任務編組

定案後，請就預先已討論之規劃內容開始執行。 

 

 

 

提案二：請審議及討論有關新訂定之「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草 

案)」。 

說 明： 
  一、有關「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草案)」及相關附錄， 

如附件 P2-P5。 
二、請各位委員提供建議，並討論及修正本辦法(草案)之內容。 

 
 
  討論及決議： 
    一、請修正部份文字敘述內容及錯字部份。 
    二、通過本校獎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之辦法草案，請業管單位後續依程序完成相關

作業。 

    三、本辦法請逐年檢視，並請依實際狀況等適時修訂相關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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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請規劃討論本校向教育部申請之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及自籌款之預估金

額。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各校應於每年

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年度經費支用計畫，並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

責小組會議記錄(含簽到單)、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

料各一份報部備查。 

  二、教育部獎補助款編列原則說明如下： 

1.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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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

並報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

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2.支用項目須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有關聯性。 

    3.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

分之六十及百分之四十，經費之使用應依據各校支用計畫所編列為準，如有

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列於支用計畫中。前段經常門預算得流用百分之五

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六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三

十五。 

    4.學校應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自籌款不限定經常 

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三、98 年度獎補助經費及自籌款規劃分配原則如下： 

項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佔獎補助款 10%以上) 

資本門 60% 不受限制 

經常門 40% 不受限制 

合計 100% 100% 

  四、依據上述說明第一、二點，請委員規劃本校於 98 年度向教育部申請之獎補助經

費及本校自籌款金額及比例。相關表單如附件 P6。 

   

討論及決議： 

  一、經委員規劃討論後，預估申請之 98 年度獎補助經費訂為 97 年度本校所獲之

獎補助款再成長 5%為申請金額。 

二、本校自籌款之規劃經討論後，以今年 97 年度之規劃比例做參考。規劃後之比

例約占 98 年度預估申請之獎補助經費的 15%。 

三、有關預估申請之獎補助經費按教育部規定之資本門 60%、經常門 40%之比例來

編列規劃。 

     四、本校自籌款部份，因無比例限制，因此規劃為資本門約 85%及經常門約 15%做

分配編列。 

     五、上述相關規劃金額及比例，將依實際編列之項目做調整。 

     六、經委員規劃之 98 年度預估申請獎補助總經費、自籌款金額比例及資本門、經

常門各比例如附件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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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依據提案二預估申請之經費，請規劃本校「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支用內

容及項目，請討論及審議。 

說 明： 

一、教育部獎補助款編列及項目支用原則說明如下： 

  1.本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六十；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分之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

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之二；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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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

費百分之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

（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2)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

通過後，依學校相關行政程序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並確實執

行，不得僅適用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3)各校依其獎勵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得於本項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

以內支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4)各校應於本項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

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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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校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 

目分類及執行標準表之規定列支，獎補助案件應依據事實建立審核機制，

並有具體成果或報告留校備供查考。 

       (6)各校提撥上開獎補助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 

作，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二、獎補助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目經費比例限制如下： 
資本門 經常門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
備 

至少占資本門

經費 60%以上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

費 1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

費 2%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無比例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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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比例限制 
新聘或現有教師補

助薪資 
無比例限制 

    三、依據上述編列及支用原則，請委員就提案二預估申請之總經費規劃本校「資本

門及經常門」各項目支用金額及比例。相關表單如附件 P7-P8。 

 



 

- 63 - 

 

討論及決議： 

  一、經委員規劃討論後，有關「資本門」各項目編列之金額及比例如附件 P7。 

    (1)為有效運用本校資本門自籌款經費且避免分散無法達成效益，此部份經費

全數挹注在各系所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2)本年度資本門各項目之比例分配，依往年之執行狀況為參考依據及相關單

位提供之建議來規劃。 

(3)本項分配之規劃仍須依各相關單位實際提報之需求做調整。 

  二、經委員規劃討論後，有關「經常門」各項目編列之金額及比例如附件 P8。 

    (1)經常門部份項目規劃之預估金額係參考本校96年度實際執行狀況及97年

度執行現況等情形及相關單位提供之建議來規劃。 

     三、以上相關規劃金額及比例，將依實際編列之情況再做調整。 
 
 
 
 
 
 

提案五：依據提案三之資本門經費規劃，請分配各系所可編列於獎補助資本門之額度。

說 明： 
一、扣除「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刋、教學媒體」、「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及「其他」之相關資本門規劃經費，其餘之資本門規劃經費將運用於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二、請各位委員討論各系所分配之額度，並請討論及說明分配之原則。 

 
討論及決議： 

    一、因管設學院預計於 99 年搬進新落成的大樓，而 98 年所編列預計採購之設備因

尚無空間可放置，且為避免採購不及影響獎補助之執行，故比較沒有適合列入

獎補助之項目。 
    二、依據上述討論第一點說明，本校 98 年度各系所資本門分配之額度比例以學院為

單位計算，預定分配比例如下： 
      工程學院 40%、環資學院 40%、管設學院 20%。 
    三、上述之分配比例將依各系所、中心實際編列之需求情況做調整。 
    四、依上述分配比例各學院資本門可規劃編列金額如下。 

單位 可分配總經

費
比例 金額 備註 

工程學院 40% 17,921,170 

環資學院 40% 17,921,170 

管設學院 

$44,802,926

20% 8,960,585 

◎各系所可編列之資本門

額度將視實際提報需求

做調整。 

合計 100% 約$44,80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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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請規劃討論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標餘款編列之比例。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規定：經費支用計畫各申請項目之採購案若有標餘款者，應用於增

購原有申請項目之數量或購置原支用計晝以外之項目，不得以節餘款逕行沖銷

使用。 
    二、依據上述第一點說明，請規劃討論本校於 98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之標餘款比例。

   
討論及決議： 

一、參考資訊：本校於 97 年度編列運用標餘款購置之資本門比例約為 5%。 

 二、經委員規劃討論後，98 年度預計規劃編列運用資本門標餘款購置之比例約為本

校預估申請之資本門總經費 10%左右。 

 三、本項資本門標餘款購置之項目，將依各系所提報之需求優先序排列較後之設備

為標餘款運用項目。 

四、上述相關比例之規劃額度，將依各系所需求及實際編列之情況做調整。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九十七年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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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狀況 

項目 

獎補助 

預算金額

(A) 

自籌款 

預算金額 

(B) 

預算合計

(C)=(A+B)

實際支用

(D) 

97.11.10 止

差異 

(E)=(C-D)

保留額度 

(F) 

流用額度

(G)=(E-F)
備註 

研究 $7,405,935 $1,793,362 $9,199,297 $0 $9,199,297 $9,199,297 $0 

研習 $2,437,178 $0 $2,437,178 $1,096,376 $1,340,802 $250,000 $1,090,802 

進修 $1,200,000 $0 $1,200,000 $216,220 $983,780 $110,000 $873,780 

著作 $300,000 $0 $300,000 $189,482 $110,518 $30,000 $80,518 

升等送審 $312,000 $0 $312,000 $117,000 $195,000 $80,000 $115,000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3,500,000 $0 $3,500,000 $0 $3,500,000 $3,500,000 $0 

流用額度

$2,160,100

元擬全數流

用至研究及

改進教學項

目支用。 

一、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

以上【不含

自籌款金

額】） 

合計 $15,155,113 $1,793,362 $16,948,475 $1,619,078 $15,329,397 $13,169,297 $2,160,1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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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研

習 
$350,000 $0 $350,000 $164,887 $185,113 $141,000 $44,113 

流用額度

$44,113 元

擬全數流用

至研究及改

進教學項目

支用。 

三、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

經常門經費

2%【不含自

籌款金額】) 

學生事務

與輔導 
$750,000 $0 $750,000 $337,144 $412,856 

為避免實際支用不達規定比例，因此

本項金額不流用。請學務處務必全數

支用完畢，以避免成為缺失。 

四、改善教

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

品 

$0 $0 $0 $0 $0 $0 $0 
本年度未編

列本項目 

增聘教師

薪資 
$3,000,000 $0 $3,000,000 不列入流用範圍內 

五、其他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8,840,000 $0 $8,840,000 不列入流用範圍內 

總計 $28,095,113 $1,793,362 $29,888,475 $2,121,109 $15,927,366 $13,310,297 $2,204,213 

說明： 

一、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預估流用金額為$2,204,213 元。 

二、97 年度「研究」與「改進教學」預估可支用金額為$9,199,297+$3,500,000+流用額度($2,204,213)＝$14,903,5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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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草案) 

第一條 為促進本校發展，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計畫，並有效規劃及明確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整 

體發展經費，以建立合理分配原則並符合本校運用經費發展特色之需要並達成預期 

效益，特訂定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經費規劃及運用應符合教育部各年度之使用規定及原則，並由本校設 

置之「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獎補助專責小組)進行經費 

編列、支用計畫及其變更之審議事項。 

第三條 本經費之規劃及運用原則如下： 

一、本辦法所稱之經費規劃及使用其分配比例、項目及程序應符合教育部各年度之 

使用規定及原則，包括：資本門及經常門之分配比例、經費項目之用途及限制 

等。﹝註：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使用規定及原則如附錄一﹞ 

二、依據本校中長期發展計畫執行事項及推動之重點項目及本校使用獎補助經費之 

規定及原則辦理本經費相關之規劃作業﹝註：本校使用獎補助經費規定及原則 

如附錄二﹞。 

三、其規劃項目包括： 

1.預計向教育部申請下年度之獎補助總經費(含本校配合款)。 

2.資本門、經常門各項目之金額及比例(含本校配合款)。 

3.各系所單位資本門金額及比例之分配(含本校配合款)。 

4.其他與獎補助相關之規劃事項等。 

第四條 有關本經費年度之資本門分配原則如下： 

    一、圖書期刋、教學媒體經費：依圖資處提報之需求規劃，但須符合教育部規定之 

比例。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依學務處提報之需求規劃，但須符合教育部規定之 

比例。 

  三、全校性統籌規劃之經費：如省水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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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學儀器設備：扣除中心(如通識中心、電算中心)之設備經費需求，其餘相關 

經費分配之原則及方向如下： 

1.依本校資本門分配辦法中所核算之各系所績效做為分配依據。 

2.依各系所提出之需求規劃，並經由獎補助專責小組選定後，做為本年度分配 

依據。 

3.以挹注學院重點特色方向為主，分配相關經費之比例。 

4.其他：其他由獎補助專責小組另行規劃之分配原則。 

第五條 為維持本校經費運用彈性，有關第四條第四項之分配原則，應視本校每年度發展之 

重點及特色得由獎補助專責小組成員另行召開會議重新訂定之。 

第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均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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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使用規定及原則 

一、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之六十及 

百分之四十。前段經常門預算得流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 

六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三十五。 

總預算 X=(Y+Z) 

資本門(Y) 經常門(Z) 

60% 40% 

 

二、學校應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 

三、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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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 

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 

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四、本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使用原則： 

本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 

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六十；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分之 

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之二； 

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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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各項目比例限制規定彙總如下： 

項目 比例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

【不含自籌款金額】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不含自

籌款金額】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由學務處統籌

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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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比例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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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百分之 

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含學輔相關政策之 

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2.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勵辦法，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 

依學校相關行政程序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令公開審議並確實執行，不得僅適用於 

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3.各校依其獎勵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得於本項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支用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4.各校應於本項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 

比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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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校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 

行標準表之規定列支，獎補助案件應依據事實建立審核機制，並有具體成果或報告 

留校備供查考。  

◎經常門各項目比例限制規定彙總如下： 

項目 比例 備註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不含

自籌款金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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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不含自

籌款金額】 

由學務處統籌

規劃辦理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無比例限制  

五、其他 無比例限制  

六、新聘教師薪資 無比例限制  

七、現有教師薪資 無比例限制  

 

﹝註：以上獎補助經費使用規定及原則將視每年教育部是否調整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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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使用獎補助經費規定及原則 

壹、「資本門」使用規定及原則： 

一、需符合(配合)系、院、單位之「中長期發展計畫」。 

二、提出之設備需經系務會議、中心會議或處務會議等討論及規劃，並應在會議 

中紀錄各設備「需求原因」及排列「優先序」。 

三、落實在「教學」方面為主之設備，用於「行政」之設備不得列入獎補助。 

  ﹝註：列入獎補助之資本門應以「教學儀器設備」為優先，有關「電腦設備」 
應編列較後之優先序。﹞ 

四、單價一萬元以上，耐用年限超過二年以上才得列入獎補助[註：為了避免因採 

購議價後造成實際購買價格低於一萬元，因此凡列入獎補助之設備預估金額 

單價至少在二萬元以上。但課外組訓輔設備例外，一萬元以上即可，但務必 

預估準確一點，避免採購部議價後金額低於一萬元。] 

五、汰舊換新及原無此設備者應優先考量購置，並應避免設備閒置。 

六、相同設備、規格應整組購買、統一採購，避免分項。 
七、若為「研究設備」宜導入課程，方可列入獎補助。 
八、純粹教師個人用「研究」之設備不得列入獎補助。 
九、印表機、耗材、工程不得列入獎補助。 
十、購置設備不得含工程。 

十一、電子資料庫、軟體如係一年簽約一次(使用期限一年)且無光碟片，宜歸類 

於經常門。 

十二、期刊若有典藏價值者，列為資本門支出，否則列為經常門支出。 

十三、用於社團之設備為主[註：學務處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十四、凡教學軟體若為各相關系所可共同使用者，宜由圖書館統一購置。 

十五、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項目中如屬「外購」之案件不列入獎補助項目中 

﹝註：圖資處之圖書、期刋及資料庫例外﹞。 

 
貳、「經常門」使用規定及原則： 

  一、符合本校年度規劃列入獎補助經費之各經常門項目 

二、符合本校訂定之相關辦法並依正常程序完成申請、審查及核銷等之經常門項目。 

  三、逾期申請導致不及列入當年度獎補助之費用，則由校內單位部門預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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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估申請規劃表 

 

項目 補助款(1) 獎助款(2) 
獎補助款總金額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97 年度 

獲教育部 

獎補助金額 

$36,341,555 $33,896,228 $70,237,783 
$11,399,592 

(占獎補助總預算約 16.23%) 
$81,637,375

98 年度 

預估申請 

規劃金額 

$36,341,555*(105%) 

=$38,158,633 

$33,896,228*(105%)

=$35,591,039 
$73,749,672 

$11,062,451 

(占獎補助總預算約 15%) 
$84,812,123

 

 

 

依據上項預估申請之金額，規劃 98 年度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金額及比例 

資本門 經常門 

項目 
補助款 

之 60﹪ 

獎助款 

之 60﹪ 

自籌款 

之 85﹪ 

補助款 

之 40﹪ 

獎助款 

之 40﹪ 

自籌款 

之 15﹪ 

金額 $22,895,180 $21,354,623 $9,403,083 $15,263,453 $14,236,416 $1,659,368 

小計 $44,249,803 $9,403,083 $29,499,869 $1,659,368 

合計 $53,652,886 $31,159,237 

占總經

費比例 
63.26% 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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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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合計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

學及研究設備（至

少占資本門經費 60﹪

以上【不含自籌款金

額】） 

$35,399,843 80.00% $9,403,083 100% $44,802,926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 【 不 含 自 籌 款 金

額】） 

$6,194,972 14.00% 0 0% $6,194,972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關設

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款金

額】） 

$1,106,245 2.50% 0 0% $1,106,245 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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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743 3.50% 0 0% $1,548,743 註五 

合計 $44,249,803 100% $9,403,083 100% $53,652,886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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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

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

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

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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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項目 金額 比例 項目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說

明) 

研究 $8,786,921 29.79% 研究 $1,659,368 100% 

研習 $1,500,000 5.08% 研習 $0 0% 

進修 $880,000 2.98% 進修 $0 0% 

著作 $200,000 0.68% 著作 $0 0% 

升等送審 $300,000 1.02% 升等送審 $0 0%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5,857,948 19.86% 

製作教具 

$0 0% 

一、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

以上【不含

自籌款金

額】） 

合計 $17,524,869 59.41% 合計 $1,659,368 1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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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1.02% 進修、研習 $0 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經費(占經常門經費 2%
以上【不含自籌款金額】 

$650,000 2.20% 
學生事務與輔

導 
$0 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0 0%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 
$0 6.03%  

五、其他 $0 0% 其他 $0 0%  

六、新聘教師薪資 $8,880,000 30.10% 新聘教師薪資 $0 0%  

七、現有教師薪資 $2,145,000 7.27% 現有教師薪資 $0 0%  

總計 $29,499,869 100% 總計 $1,659,368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九：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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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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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7 年度第 6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錄 
 
 
時間：97 年 11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1:00～13:3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7 年度第 6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劉祖華校長、楊純誠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王海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陳源林老師、劉晉奇老師、郭慶祥老師 
黃植振老師、簡文鎮老師、施正元老師、鄭慶武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 
楊淑宜老師、高清漢老師、朱賢哲老師、高如雲老師 

列席：范致豪主任、洪明瑞老師、洪國永老師、李建佑老師、陳延禎副處長、林均茂先生 
(以上為貴重儀器申購報告人) 
沈明雄主秘、胡志中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錄：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略) 
 
 
 
 
 
 
貳、執行秘書工作報告(技合長)： 

一、開會事由： 

1.各單位列入 98 年度獎補助之「貴重儀器設備」申購人報告。 

2.審議各單位列入 98 年度獎補助之「貴重儀器設備」項目(審查依據為申購人報告

內容及所附之資料)。 

3.審議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編列之「資本門」設備項目及優先序。 

4.審議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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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列入 98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之貴重儀器申購人報告（請報告人將報告時間控制在 3～5分

鐘左右）： 

  一、請委員參考附件 98 年度貴重儀器申購項目之「申購說明書」資料。 

  二、各項目相關內容及報告順序如下。 

  三、申購人報告完時，各位委員如有疑問，請隨即發問並請申購人補充說明。 

 

序號 項目名稱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申購人 單位 

01 流動注入分析儀 1 1,350,000 1,350,000 范致豪主任 環安衛系

02 熱傳導係數分析儀 1 1,100,000 1,100,000 洪明瑞老師 環安衛系

03 非接觸式光學干涉儀 1 1,800,000 1,800,000 洪國永老師 機械系 

04 桌上型快速原型與製造加工中心機 1 1,500,000 1,500,000 李建佑老師 工設系 

05 網路郵件資料備援主機 1 2,900,000 2,900,000
陳延禎副處長 
林均茂先生 

圖資處 
(網媒組)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請審議及討論列入 98 年度獎補助之「貴重儀器項目」。 

說 明： 
    一、98 年度列入獎補助之貴重儀器項目共五項，如前述各申購人之報告及說明。 

請委員依各申購人報告內容及申購說明書資料審議。 
    二、上述五項貴重儀器項目均無「外購」案件。 

   

討論及決議： 

    一、因應全球之經濟不景氣，各單位應更珍惜各項資源，並應積極爭取校外經費，

資源之使用也應該更加謹慎。尤其是貴重儀器設備，因金額龐大，購置後應善

加利用及妥善維護。 

    二、為確實了解本校各單位貴重儀器設備使用後之效益，請技合處於會後彙總近三

年之貴重儀器項目，並請相關單位提報貴重儀器之使用成效等資料。 

    三、通過以上五項貴重儀器採購項目，並請日後依規定提報使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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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請審議及討論各單位列入 98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之項目內容及優先序。 

 

說 明： 
 一、列入 98 年度資本門之項目除經各單位相關會議討論及排列優先順序外，並配合

      各單位之中長期發展計畫編列，相關內容(計畫添購之項目、與單位中長期校務

發展計畫之關聯性、重點發展特色、預期成效等)請參考 98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

畫書(預估版)P8～P17。 

  二、各單位資本編列項目內容及單位排列之優先序如附件清冊資料。 
三、請各位委員審議相關內容及排列優先序。 

 
討論及決議： 

    一、有關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設備，各系所中心及單位已事先依照單位需求及中長期

發展計畫排列優先序。除軟體教學資源、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及其他項目均依照單位排列之優先序不再做調整外，有關教學儀器設備部份，

將依各系所之優先順序交叉排列後重新編列獎補助之優先序。 
    二、各系所編列之教學儀器設備項目順序及金額若達本校預估申請之額度時，其餘

項目則列入資本門標餘款購置之範圍。 
三、經重新排列優先序後，有關各項目之金額及比例如下。各項目明細請參考附件

清冊。 

項次 資本門項目名稱 
編列 

項數 
編列總金額 

占資本門總

經費比例 

附件 

頁數 

一 教學儀器設備 132 
$44,880,044 

(含自籌款) 

83.42% 
(含自籌款) 

1-36 

二 圖書自動化設備 0 $0 0% 無 

三 軟體教學資源 5 $6,150,000 11.43% 37 

四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 
24 $1,150,180 2.14% 38-39

五 其他項目(環保廢棄物處理等) 4 $1,620,000 3.01% 40 

合計 $53,800,224 100.00%  

 
四、資本門項目部份依各系所單位實際需求及排列獎補助優先順序後之金額及比例

如上，較原先規劃多出了$147,338。差異部份為因規劃及實際提報之需求金額

造成之差異，但各項比例仍符合教育部規定。 
    五、通過以上各編列項目內容及排列之優先序。 
    六、本案報部後，將依教育部實際核定之金額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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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請審議及討論 98 年度獎補助中運用「資本門」標餘款購置之項目內容及優先序。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規定：經費支用計畫各申請項目之採購案若有標餘款者，應用於增

購原有申請項目之數量或購置原支用計晝以外之項目，不得以節餘款逕行沖銷

使用。 
    二、依據上述第一點說明，本校於 98 年度運用資本門標餘款購置編列之項目如附件，

請各位委員審議相關內容及排列優先序。 
   
討論及決議： 

一、依提案二之討論及決議內容，有關各系所單位排列優先序較後之設備，將列入

資本門標餘款購置之範圍，相關設備重新排列優先序後列入資本門標餘款購置

之各項目明細請參考附件清冊。 

    二、本校 98 年度編列之資本門標餘款購置項目、金額及比例如下。 

項次 資本門項目名稱 
編列 

項數 
編列總金額 

占預估申請

之資本門總

經費比例 

附件 

頁數 

一 教學儀器設備 25 $5,287,050 約 9.83% 1-7 

三、運用標餘款購置之資本門項目部份依各系所單位實際需求編列後，較原先規劃

的 10%低一些。差異部份為因規劃及實際提報之需求金額造成之差異，但仍接

近原規劃之比例。 
    四、通過以上各編列項目內容及排列之優先序。 

五、本案報部後，將依教育部實際核定之金額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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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請審議及討論本校 98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名稱相同之案件。 

說 明： 
一、依教育部規定，若同樣之設備項目，應統一辦理採購事項。 
二、本次名稱相同之設備項目如附件。 

三、請審查相關項目內容並決議同預算金額之項目是否統一辦理採購事項。 

 

 

討論及決議： 

一、經審視本次提報之資本門項目，共有四種設備為相同名稱，相關設備如下： 

獎補助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備註 

A067 工作站 1 198,350 198,350 材料系  

A149 工作站電腦 3 160,000 480,000 電子系  

A009 教學用工作站 1 50,000 50,000 工管系  

 
A056 個人電腦 5 30,000 150,000 電子系  

A081 個人電腦 25 22,000 550,000 電子系  

A089 個人電腦 20 22,000 440,000 電子系  

A090 個人電腦 10 30,000 300,000 化工系  

A100 個人電腦 4 45,000 180,000 視傳系  

A131 個人電腦 15 30,000 450,000 電機系  

A137 個人電腦 2 30,000 60,000 電子系  

C024 桌上型電腦 10 25,000 250,000 課外組  

 
A086 筆記型電腦 2 45,000 90,000 視傳系  

C023 筆記型電腦 1 40,000 40,000 學生會  

 
C012 數位單眼相機 2 19,900 39,800 攝影社  

C013 數位單眼相機 1 20,900 20,900 攝影社  

二、經審視各單位相同名稱之設備規格內容及單價金額，目前看來只有 A081 及 

A089 項目因相關規格及單價金額相同，所以可統一辦理採購。 

三、其餘相同名稱之設備因規格及單價金額仍有些不同之處，因此還是各單位分開

採購比較適宜。 

四、日後為了讓審查委員了解各項相同名稱設備是否統一辦理採購乙事，請相關需

求單位務必詳列規格，讓委員可做詳細了解及比較。 

五、相同名稱、規格及單價金額之設備(A081 及 A089)，請業管單位於獎補助款核定

後通知相關單位務必辦理統一採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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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請審議及討論本校 98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預估版)之全文內容。 

說 明： 
一、本校 98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預估版)之全文內容，如附件。 
二、請委員討論 98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預估版)之內容，並請提供建議。 

 

 

討論及決議： 

    一、計畫書中尚有部份資料未完成，請於會後填報完成後再將計畫書 e-mail 給本專

責小組委員再次協助確認。 

二、本計畫書修訂完成後請併同其他資料﹝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書、專責小組會 

議紀錄(含簽到單)、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依

規定時間內完成報部作業。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九十七年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十三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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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8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錄 
 
 
時間：98 年 1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1:50～13:1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8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劉祖華校長、楊純誠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王海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張國棟老師、劉晉奇老師、郭慶祥老師 
黃植振老師、簡文鎮老師、施正元老師、鄭慶武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 
楊淑宜老師、高清漢老師、朱賢哲老師、高如雲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胡志中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錄：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 
  今天會議主要請各位委員協助審查本校 97 年度獎補助執行清冊資料，相關資料日前已由

獎補助業管單位(技合處)e-mail 給各位委員先行審閱。等會兒請業管單位報告 97 年度獎

補助執行狀況後，再請各位委員開始審查並提供審查意見。 
 
 
貳、執行秘書工作報告(技合長)： 

一、開會事由： 

1.審查本校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結案報部之「執行清冊」資料。 

二、委員異動說明： 

1.原機械系陳源林老師因赴美進修，故由機械系經過系務會議重新推派張國棟老師

擔任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 

三、上次會議追踨事項： 

    1.有關「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經本小組於 11/20 制定後已

呈校長核准並e-mail全校周知，相關辦法另依規定公告於規章辦法搜尋網平台上。

四、其他報告事項： 

  1.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核銷報部後之後續作業預定如下，請總務處及會計室協 
助辦理。相關作業事項，另於 98 年 2 月開學後以 e-mail 再提醒通知相關單位。

項次 作業事項 預定作業時間 負責單位 

01 97 年度獎補助結案報部各項資料上傳 98 年 2 月 27 日前 技服組 

02 會計憑證專款專帳編列成冊 98 年 2 月 15 日前 會計室 

03 印製財產標籤並送各使用單位 98 年 2 月 28 日前 總務處 

04 
財產標籤粘貼及拍攝財產實務照片並送

會計室彙總 
98 年 3 月 10 日前 

獎 補 助 各

使用單位 
05 照片彙總成冊 98 年 3 月 20 日前 會計室 

06 
經費稽核委員會實地抽盤資本門、查核會

計專帳及總務處財產入帳等處理狀況 
98 年 4 月至 5 月 

秘書室 
技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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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審查本校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清冊」。 

說 明： 
一、法令與參考依據：依據「九十七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核配及申請要點」辦理。 
    二、各經費運用項目及比例限制如下： 
      (一)獎補助款與自籌款經費運用之限制。 

項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佔獎補助款 10%以上) 

資本門 60% 無比例限制 

經常門 40% 無比例限制 

合計 100% 100% 

 

      (二)獎補助款之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運用限制(不含自籌款)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X 

經常門 A=0.4X 資本門 B=0.6X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

經費 30%
以上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 

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

60%以上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

經費 5%
以內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刋、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

門 經 費

10%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

經費 2%
以上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

門 經 費

2%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上之非消耗品) 
無比例限

制 

其他(新聘或現有教師薪資補

助) 
無比例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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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等) 

無比例限

制 

 

三、依據上述各經費運用限制及規定，本校 97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運用執行

結果請各位委員參考下列各彙總之統計表(表一～表六)，並請審查「執行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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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97 年度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經費計畫支用及實際執行總表： 

     支用情形 
項目 

計畫支用經費 
(A) 

實際執行支用經費 
(B) 

差異 
(B-A) 

補助款(1) $36,341,555 $36,341,555 $0 

獎助款(2) $33,896,228 $33,896,228 $0 

核定獎補助總經費 
(3)=(1)+(2) 

$70,237,783 $70,237,783 $0 

自籌款(配合款) 
(4) 

$11,399,592 
(占獎補助總預算 16.23%) 

$9,942,328 
(占獎補助總預算 14.16%) $1,457,264

總經費(5)=(3)+(4) $81,637,375 $80,180,111 $1,457,264

表一說明：97 年度之本校「自籌款」實際執行後占教育部獎補助款 14.16%，符合 
教育部「學校須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之規定。 

 
 
 
 
 
 

表二、97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計畫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經常門 資本門      支用類別 
項目 

計畫支用 實際執行 計畫支用 實際執行 

補助款分配(1) $14,536,622 $14,536,622 $21,804,933 $21,804,933 

績效獎助款分配(2) $13,558,491 $13,558,491 $20,337,737 $20,337,737 

小計(1)+(2) $28,095,113 $28,095,113 $42,142,670 $42,142,670 

自籌款分配(3) $1,793,362 $1,837,634 $9,606,230 $8,104,694 

總經費分配 
(1)+(2)+ (3) 

$29,888,475 $29,932,747 $51,748,900 $50,24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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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97 年度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各項目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 60%以上 

32,766,670 
(77.75%) 

33,366,283 
(79.17%) 

9,606,230 
(100.00%) 

8,104,694 
(100.0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 

6,530,000 
(15.50%) 

6,073,485 
(14.41%) 

－ －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

本門經費 2﹪【不含自

籌款金額】) 

1,546,000 
(3.67%) 

1,416,552 
(3.36%) 

－ －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

等) 

1,300,000 
(3.08%) 

1,286,350 
(3.05%) 

－ － 

合計 $42,142,670 $42,142,670 $9,606,230 $8,104,694 

表三說明：1.各項資本門採購所產生之標餘款，於 97.06.26 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購置

第二批之教學儀器設備，但後段再產生之標餘款及加上有二案撤案之項目均

因時效問題不及再辦理增購其他設備等作業，因此才會造成資本門預估支用

及實際執行之差異。 
       2.資本門項目實際支用獎補助經費之比例，均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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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97 年度獎補助經費「經常門」各項目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目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研究 7,405,935 
(26.36%) 

6,688,078 
(23.80%) 

1,793,362 
(100.00%) 

1,837,634 
(100.00%) 

研習 
2,437,178 
(8.67%) 

1,417,645 
(5.04%) － － 

進修 1,200,000 
(4.27%) 

373,431 
(1.33%) － － 

著作 300,000 
(1.07%) 

213,365 
(0.76%) － － 

升等送審 312,000 
(1.11%) 

162,000 
(0.58%) － －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3,500,000 
(12.46%) 

6,365,560 
(22.66%) － －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30%
以上) 

小計 $15,155,113
(53.94%) 

15,220,079 
(54.17%) 

$1,793,362 
(100.00%) 

$1,837,634 
(100.00%)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 5%以內) 
進修、研習 350,000 

(1.25%) 
356,905 
(1.27%) － －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常門經費

2%【不含自籌款金

額】)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

費 
750,000 
(2.67%) 

679,014 
(2.42%) － －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非耗品)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 
－ － － －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8,840,000 
(31.46%) 

8,839,215 
(31.46%) － － 

增聘教師薪資 3,000,000 
(10.68%) 

2,999,900 
(10.68%) － － 五、其他 

小計 $11,840,000
(42.14%) 

11,839,115 
(42.14%) 

$0 
(0.00%) 

$0 
(%) 

總計 $28,095,113 $28,095,113 $1,793,362 $1,837,634 

表四說明：1.各項經常門項目(除了薪資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若因實際執行件數不足 
所產生之餘款經費流用乙事，已提送本校 97 學年度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決議將餘款流用至「研究績效敘獎」及「教學績效敘獎」之用。 
     2.經常門項目實際支用獎補助經費之比例，均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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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明志科技大學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分配比例暨實際執行一覽表 

教育部 97 年度核定之獎補助款經費為$70,237,783 元 

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

款經常門

比例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

款資本門

比例 

(一)獎補助教師項目 (一)教學儀器設備 33,366,283 79.17%

    1.研究 6,688,078 23.80% 小計(一) $33,366,283 79.17%

    2.研習 1,417,645 5.04%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進修 373,431 1.33%  1.自動化設備 278,880 

    4.著作 213,365 0.76%  2.西文圖書 815,425 

    5.升等送審 162,000 0.58%     3.中文圖書 394,390 

    6.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6,365,560 22.66%     4.期刊 2,125,746 

小計(一) $15,220,079 54.17%     5.DVD 247,715 

(二)獎助行政人員     6.資料庫 2,211,329 

14.41%

       1.研習 206,905 0.74% 小計(二) $6,073,485 14.41%

       2.進修 150,000 0.53%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小計(二) $356,905 1.27%  1.學生事務與輔導 1,416,552 3.36%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小計(三) $1,416,552 3.36%

1.學生事務與輔導 679,014 % (四)其他 1,286,350 3.05%

小計(三) $679,014 2.42% 小計(四) $1,286,350 3.05%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1.改善教學物品 0 0.00%    

 $0 0.00%    

(五)其他     

   1.補助現有教師 
薪資 

8,839,215 31.46%     

   2.增聘教師薪資 2,999,900 10.68%     

小計(四) $11,839,115 42.14%     

合計 $28,095,113 100.00% 合計 $42,142,670 100.00%

經
常
門 

佔獎補助經費比例 40% 

資
本
門 

佔獎補助經費比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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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明志科技大學 97 年度整體發展「本校自籌款」經費分配比例暨實際執行一覽表 

本校 9 7 年度實際支用之自籌款經費為$9,942,328 元 

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

款經常門

比例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

款資本門

比例 

(一)獎補助教師項目 (一)教學儀器設備 8,104,694 100.00%

    1.研究 1,837,634 100.00% 小計(一) $8,104,694 100.00%

    2.研習 0 0.0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進修 0 0.00%  1.自動化設備 0 

    4.著作 0 0.00%  2.西文圖書 0 

    5.升等送審 0 0.00%     3.中文圖書 0 
    6.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0 0.00%     4.期刊 0 

小計(一) $1,837,634 100.00%     5.DVD 0 

(二)獎助行政人員     6.資料庫 0 

0.00%

       1.研習 0 0.00% 小計(二) $0 0.00%

       2.進修 0 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小計(二) $0 0.00%  1.學生事務與輔導 0 0.0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小計(三) 0 0.00%

1.學生事務與輔導 0 0.00% (四)其他 0 0.00%

小計(三) $0 0.00% 小計(四) 0 0.0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1.改善教學物品 0 0.00%    

 $0 0.00%    

(五)其他     

   1.補助現有教師 
薪資 

0 0.00%     

   2.增聘教師薪資 0 0.00%     

小計(四) 0 0.00%     

合計 $1,837,634 100.00% 合計 $8,104,694 100.00%

經
常
門 

佔自籌款比例 18% 

資
本
門 

佔自籌款比例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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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論：1.97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項目中，除教學儀器設備 A05 及 A19 二項外購案件因

國外訂購廠商無法配合於 12/31 前交貨乙事，已向教育部申請辦理撤案並獲

教育部回函同意外【註 1】，其餘資本門項目均已依計畫執行完成。【註 1：教

育部回函 A05 及 A19 撤案同意備查函文號(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21 日台技(三)字第 
0970235907 號)】 

       2.資本門各項目實際執行後之比例，雖因有二案撤案及標餘款不及運用之故產

生實際執行比例較原預估支用計畫為低，但執行後各項目之比例均符合教

育部規定。 
       3.經常門部份，均依各獎助辦法及原計畫之項目執行。惟因教師研習、教師進

修、教師著作、教師升等送審等項目皆因件數不足產生餘款。其餘款流用

至研究績效及教學績效敘獎乙事，亦已依辦法規定送本校校教評會審查通

過【註 2】，並向 97 年度第 5 次(97.11.20)召開之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報告。
【註 2：97 學年度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97.11.19)】 

4.執行清冊中尚有部份資料未填寫完成，請相關單位務必於會後補齊，以使經

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查核資料時可以順利完成。 
 
決  議：1.查核「執行清冊」各項目相關資料之執行比例及使用項目均按教育部、本

校辦法及原支用計畫規定辦理。 
2.請將執行清冊及相關報部資料送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審查，並於教育部

規定期限內完成報部及資料上傳作業。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九十八年一月七日(星期三)下午十三時十分。 

 



 

- 9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