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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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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六樓會議室 
主席：連校長 信仲 

     出席人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技合處主任、會計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全校各系所代表、採購組長及研發組長。 

 
一、主  席：今天召開本年度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要討論的議題有關 97 年度獎補助款核配後支

用情形並根據管科會審查意見需再修正後報部。請各位代表審議,先請承辦單位(技合

處)報告。 
 

(一)觀旅系張世澤老師： 
主席及各位主管，今天開會主題即如剛才主席所報告的是要討論修正支用計畫

書及報部事宜，但昨天系上與技合處聯繫，說明今天不討論獎補助款。另一件

是請求確認，專責小組代表是如何組成的，過去專責小組會議都有系科主管出

席，但今天並沒有系主任列席，不知是否有特殊考量? 
 

(二) 技合處楊主任說明： 
                關於餐旅系張老師所提出的疑問，做以下說明： 

    1、本校專責會議的組織章程中有詳述成員的組織，過去確實是由多數的行政主 
管及系科主任所組成，但是管科會曾經提出本校專責會議代表的行政主管人

員人數過多的問題，並建議由系所科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現在的專責

會議代表都是由系上推舉，並通過系務會議所產生的。去年度召開 96 年度

第三次專責會議時，確有多位系科主任列席，那是因為討論議題為新年度獎

補助款分配及資本門項目優先序等問題，他們對系科發展及經費執行都比較

清楚，所以列席會議。但實際只有專責會議代表，才能進行審議並表決各項

提案。 
 

2、本次會議的開會事由討論的是”獎補助款核配、管科會審查審查意見及修正 
支用計畫書報部等事宜”。97 年度支用計畫書是 96 年第三次專責會議通過

後於 96 年 11 月 30 日報教育部；經審查後，3 月 3 日教育部正式來函公布

本校 97 年度獎補助款，其中所報的金額與實際核配的經費有些差距，所以

須進行修正後再次報教育部及管科會。所以今天的議題就是討論獎補助款，

希望這樣的說明張老師及各位代表都能更深入了解。 
 

(三)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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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幾年前，專責小組會議都是由行政主管參加，經由管科會建議後， 
               本校便減少行政主管的比例。而且各系主任每週參與行政會議，對學        

校各項推動的政策或業務都相當的了解，專責小組會議代表由各系老師   
擔任，將使本校獎補助款的運用更公平、更公開。 

２、關於會議的主題是非常明確，張老師既然身為本會議的代表，關於 
              獎補助款的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如還有寶貴意見，也請於稍後臨時 
              動議時再提出。 
 

(四) 會計室嚴主任補充說明： 
              因為我辦理這項業務（資本門部分）也好多年了，所以再補充說明：         

獎補助款可分為申請及執行 2 部分，中間還有核定的部份，去年 11 月底支     

用計畫書報部是屬於申請的案件，現在教育部核定後，其所委託審查的管科    

會有些審查意見，所以我們必須針對這些意見來做修正，再次報部後才開始 
            執行，每年年底執行完畢後再作執行清冊報部。 
            上次專責會議請系主任列席參加的原因是由於各系所提出的採購項目均須 
            配合中長程發展計畫，而系所主任對於各系所的整體發展需承擔比較重的 
            責任，所以列席會議。以上補充說明。 
 
二、承辦單位報告（技合處楊主任）: 

(一) 97 年度教育部辦理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教育部已於 97 年 3 月 3 日台技

(三)字第 0970026086-h 號函正式公佈核配金額，其中補助款新台幣 1,193 萬 5,270 元整，

績效型獎助款新台幣 2,817 萬 4,491 元整，共計新台幣 4,010 萬 9,761 元整（含經常門新

台幣 1,604 萬 3,904 元，資本門新台幣 2,406 萬 5,857 元）。 
 
(二) 針對本年度獎補助核配金額及修正支用計畫書之意見提請討論，並進行修正。 
 
(三)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最晚需於 4 月 3 日(星期四)

前報教育部及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三、相關單位提案說明 
(一)資本門： 

1.會計室(嚴主任)：請參閱提案一及附件一、附件二；提請審議。 
主席：各委員如果沒有意見，我們是否就按照會計室的提案，准予通過備查。 
(決議通過) 
 

2.圖書館提案(薛館長)：(請參閱提案二) 
本校圖館為加入台灣學術電子書聯盟，需預先支付 102 萬元款項始可加入，所以學校先

行墊支，因此圖書館今年度的預算也有所調整（總經費由原先 300 萬變更為 372 萬），

其中中文、西文圖書經費不變，中文期刊修由原編列 40 萬元增為 50 萬元，西文期刊由

120 萬元變更為 176 萬元，光碟圖書由 5 萬元增為 7 萬 3 仟元，中西文線上版及網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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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00 萬變更為 108 萬 7 仟元，配合款是在最後一欄電子書部份為 102 萬元。 
 
主席：圖書館為何要加入電子書聯盟並需先墊付 102 萬元的目的，對學校有什麼好處， 

請薛館長詳細說明。 
 

薛館長：電子書聯盟是由中興大學所發起的，加入後我們可以 102 萬購得 1 年 1 萬冊 
的西文電子書共計 3 年(3 萬冊)，因為多所學校聯合購買，而且又是西文電 
子書，就顯得更優惠。 
 

主席：這是教育部發起，由中興大學承辦，針對全國技專院校及高教體系有意願的學 
校聯合統一採購，希望全國大學以量制價來購置 3 年（共 3 萬冊）西文電子書， 
全校師生都可點閱也可下載。目前市面上的西文圖書一本動輒都是上仟元，所 
以這個價錢是非常優惠，對於我們增加館藏及改制科大都有助益。 
 

觀旅系張世澤老師：這部份是否有包括一些市面上較通用的 ProQuest…等線上檢索資

料庫？ 
 
薛館長：我們的預算扣除西文電子書後，餘 6 萬 7 仟元左右，張老師可將需求及所須

經費告知圖書館，在經費所及並通過圖書館委員會後辦理。 
 
主席：這 102 萬元電子書既然是統一議價購得，所以 26 所學校購買的書目應是完全一

樣且不得挑選的。 
 
薛館長：最後一欄的經費是包括電子書及電子期刊等，配合款 102 萬是用於電子書 

其他餘額則可用於電子資料庫或電子期刊。 
 

會計室 嚴主任：有關經費部份包括教育部核撥的補助款，績效型獎助款及本校的配合

款約四仟餘萬元，剛才薛館長所提購買西文電子書，需於三月底前執

行及付款，如果教育部補助款及獎助款尚未核撥，我們是不得使用（可

以先行議價但不能付款）所以圖書館的經費作部份的調整，需立即付

款的電子書改由學校配合款來支應以符合教育部的規定。 
 
主席：對於圖書館的提案，各位是否還有寶貴意見？ 
(決議通過)  
 
(二) 經常門提案 

1、 技合處提案: 楊主任：(請參閱提案四) 
經常門分為: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30﹪）、行政人員研習（5﹪以內）、 
訓輔經費（2﹪）及其他項目：現在師資、改學教學相關物品。 
這部份已根據管科會查意見稍作調整，經常門執行總經費為 16,265,79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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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項目請與會代表一一參閱。如確認無誤後將修正支用計畫書完成報部事

宜。 
 

主席：各位代表如有任何疑義，可以提出請技合處楊主任再做說明明。 
(決議通過) 

 
2、學務處提案：黃學務長 (請參閱提案三) 

 
主席：教育部規定訓輔經費需佔經常門經 2﹪以上，學務處為酌予增加學生

事務及社團活動經費 20 萬元，各位代表是否有寶意見？ 
(決議通過) 

四、討論事項： 
(一) 技合處 楊主任： 

各位代表請參閱”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分配款各系績效分配數統計表” 
因為各系所教師並不是都瞭解每年度的資本門採購經費是如何分配？所以利用這次會議

提出再作說明，請各位老師回去傳達給系上的老師。 
 

今年度教育部核撥的績型獎助款為 2,817 萬餘元，此金額是根據雲科大校務基本資料庫

的填報經由獎補助系統擷取認列的各項績效指標，如評鑑等第、學生證照、學生競賽、

學生實習時數、日間部畢業就業率、系科本位課程、產學合作、專利、技轉、取得博士

學位、進修研習件數、教師升等、業界服務…等項目；其採計的時間是由 95 年 2 月 1
日至 96 年 1 月 31 日各系所獲得的績效，請參閱附表(附件三)： 

 
通識中心因沒有學生，原本是不列計，但有些績效來自相關教師的產學合作、教師進修

研習及教師升等，總計約 37 萬餘元；所以也列出來。 
 

下面排序部份，觀旅系應為 15，運休系應為 14，此為筆誤，請更正。 
 

本年度各系所老師所爭取的績效明細如表列，老師們也可清楚看出教育部的指標及技職

特色的方向。各系代表如有不清楚的地方，請再提出。 
 

(二) 電機系 魏朝鵬老師： 
本年度獎補助績效款，反應到各系可採購資本門教學器設備是如何計算、分配？我比較

關心電機系有多少經費可採購資本門機儀器設備？ 
 

(三) 會計室嚴主任： 
96 年第 3 次專責會議，分配各系資本門機儀器採購經費時已說明，基本上系所的經費

績效佔 20%，學生人數佔 25%，學生留校率佔 4%，總量管制外所開設非學制的推廣班

佔 5%，學校重點發展(由各系提出計畫或專案)佔 25%~30%，另外有 10%是購買圖書館

的圖書期刊， 如有圖書自動化又佔資本門一些比重，訓輔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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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雖然有些系(如機械系、電機系、電子系)所獲得績效良好，但也不會以績效成果全額補

助他們購買資本門機儀設備，也會考量並分攤部份經費給績效較差或剛起步的系科，

期望他們日後壯大後能有更好的績效以支援其他系科。但誠如嚴主任所言,此各系的績

效部份;只會佔資本門機儀器採購經費的 25％，其它如嚴主任所述都佔有一定的比例；

對全校每系都是公平的。 
 

今年度教育部又新增了 3 項績效指標－國際化、產學攜手、產學教學。目前看來權重

較高的指標是學生競賽及專利技轉及業界服務。希望大家多努力，我們這次的補助款

雖然少了約 20 萬元左右，但績效款比去年度多，算是逆勢成長，而且比起週邊的技專

校院，成績算是很好，請各位專責代表傳達給系上的老師。並希望大家都能以教育部

績效指標繼續努力爭取更好的績效。 
 

五、散會 (上午 11 時 20 分) 



 

提案一：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修正，提請討論。 

說明：一、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教育部核定獎助款 28,174,491 元補助款

11,935,270 元，總預算 40,109,761 元。分配資本門 60%為 24,065,857

元經常門 40%為 16,043,904 元。 

二、原報部資本門計畫與核定計畫資本門差異不大，各所、系科中心教

學及研究設備照原計畫執行，圖書期刊原計畫 3,000,000 元修正為

3,720,000 元，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原計畫 563,850 元修正為

823,850 元。 

三、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教學儀器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計新台

幣 23,786,808 元(含自籌款 3,185,619 元)，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等之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10%以上計新台幣 3,720,000 元

(含自籌款 1,020,000 元)，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以上計新台幣 823,850 元(含自籌款 59,182 元)，資本門共計新台

幣 28,330,658 元(含自籌款 4,264,801 元，占總預算 10.63%)(如附件) 

 

決議： 

 

 



會計室 (附件一) 

 

※有關獎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注意事項，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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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

項」等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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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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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以上) 

總經費(5)=(3)+(4)

$11,935,270 $28,174,491 $40,109,761 $4,486,688 $44,596,449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10.6%)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0.6%) 
金額 $7,161,162 ＄16,904,695 ＄4,264,801 ＄4,774,108 ＄11,269,796 ＄221,887 

合計 ＄28,330,658 $16,265,791 

占獎補

助總預

算比例 
60%(不含配合款) 40%(不含配合款) 

占總經

費比例 
63.53% 36.47%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會計室(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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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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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1,189 85.6﹪ ＄3,185,619 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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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 11.22﹪ ＄1,020,000 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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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668 3.18﹪
＄

59,182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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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空間設施等） 

＄ ﹪ ＄ ﹪ 註五

合計 ＄24,065,857      100﹪ ＄4,264,801 
      100

﹪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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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館提案： 

圖書館加入台灣學術電子書聯盟，因應聯盟作業方式須先支付 102 萬

款項，學校先行墊付款，其經費為教育部獎補助款『圖書博物』項目

下，中、西文線上版、網路版或光碟版電子期刊(全文或影像)資料庫

曁資訊檢索系統及電子書支出。 

附表六             

97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單位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視廳影片 其他   

數量 

          
           批 1 200000 200000 增加西文圖

書館藏 
圖書館   

           批 1 100000 100000 增加中文藏
書量，符合
讀者需求。
達成「有課
程、有圖書」
之目標。 

圖書館   

           批 1 500000 500000 增訂中文期
刊(紙本式)

圖書館   

           批 1 1760000 1760000 增訂西文期
刊(紙本式)

圖書館   

           批 1 73000 73000 光碟圖書及
其他視聽媒

體 

圖書館   

           批 1 1087000 1087000 中、西文線
上版、網路
版或光碟版
電子期刊
(全文或影
像)資料庫
曁資訊檢索
系統及電子

書 

圖書館   

合    計       3720000       

 



提案三 

3.學務處提案 

案由：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常門經費增加 20 萬元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規定，整體發展補助經費至少編列 2%用於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為強化校園活動力，擬增加 20 萬元，以推

展課外活動。 

         二、原編列 328,038 元，增編後為 528,038 元，編列情形如下: 

             (一) 補助社團辦理全校性文康、體能競賽活動 200,000 元 

             (二) 社團聯合迎新活動 70,000 元 

             (三) 社團評鑑暨成果發表會 50,000 元 

             (四) 服務學習 100,000 元 

             (五) 社團傳承訓練活動 

 

 

辦法：提請討論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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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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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六樓會議室 
主席：連校長 信仲 

     出席人員：主任祕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技合處主任、會計室主

任、人事室主任、全校各系所代表、採購組長及研發組長。 
 

一、主席(連校長)：  
這次是根據管科會對本校 97 年支用計畫書的審查意見進行修正，相信各位都已看 
本次會議資料內容；現在就開始會議，好讓各單位能夠順利進行採購。 

 
二、承辦單位報告(技合處 楊主任)： 

今天主要是針對管科會的複審意見，在本次會議中將請相關單位提出修正案並進行討論，這

是 97 年度修正計畫書，管科會的複審意見，其中共包含 5 項複審意見(請參閱附件一) 
第 1 項意見是一正面肯定的表述，所以不針對此項討論。 
第 2 項 圖書館使用之設備。 
第 3 項 是關於妝管系所提的”門市管理技檢考場”。 
第 4 項 關於圖書館的電子資料庫無紙本的部份。 
第 5 項 疑似修繕裝潢項目的「隔音設備」、「隔音裝潢」， 涵蓋了企管系、餐飲系、電機系、

電子系的電子講桌設備；以上管科會書面審查意見，請相關單位提案修正。 
 
三、相關單位提案說明： 

(一)會計室 嚴主任: 
請閱附件二(資本門提案)：依說明 1~4 項，各相關單位如有意見請提出討論。如依上述說

明修正後，本年度修正計畫書之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將有所調整，請參閱各附件。 
 
主席：按會計室的提案各委員是否有寶貴意見? 
決議：鼓掌通過。 

(二)研發組 溫組長： 
依據管科會複審意見第 5 項，有關優先序餐飲系 036~05、機械系 050~04、電機系 060~05、

電子系 065~05 隔音裝潢、隔音裝潢等項目的變更，因設備規格類似，請機械系代表說明。 
 

機械系代表： 
這次隔音設備，是為了減低授課聲音干擾其它班級而變更，變更前及變更後的規格如附件

三(包括餐飲、機械、電機、電子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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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蘇總務長： 
總務處補充說明，當初的規格主要是不要讓教室的聲音外散，影響隔壁教室上課，事實上，

我們詢問了教務處及實際上課的班級，那是因為該授課教室內會產生回音現象，所以這次

請相關系科提案變更，最主要就是消除上課時的回音。 
 
主席： 
複審意見所提這類施工、安裝疑似修繕工程項目，學校調整以自籌款或自有經費支應；上

述所提的規格變更是否就符合管科會的意見？ 
 
蘇總務長： 
管科會的意見是不宜以補助款支付，剛才會計室嚴主任提案；已決議本校自籌款支應。所

以應該符合教育部獎補助款的運用原則。 
 

(三)資本門項目變更部份： 
1. 企管系代表： 

這次本系購買二種軟體： 
(1)第一項 030-00 Arena 模擬軟體的售價方式變更，當初詢價時是以買斷的方式，但

今年總公司已改變為年費的方式，每年都必需繳費，這樣會造成本系每年資本門經

費都需編列此項，所以為建議此項今年度不採購。 
 
(2)第二項 031-00 Top Scholar 頂尖學者軟體是因為原作者已去世，此軟體只完成一

半，所以本系也決定本年度不採購此項軟體。 
 
上述二項軟體停止購買後，所餘經費擬增購 034-00 簡報擴音系統，因這項使用率比

較高，所以擬將數量由二台增為四台。另 035-00 多媒體電腦主機由數量五台增為九

台。另外多餘的經費擬提出增購「零售專家模擬系統」。(請參閱附件四) 
 

主席： 
對於企管系的說明，各委員有沒有補充意見？ 
 
會計室 嚴主任： 
現在企管系要變更項目，購買「零售專家模擬系統」，這是需先報教育部此項目變更

及變更原因，教育部回函同意後才能執行。現在變更數量及規格，經本會議通過後就

可執行，但項目變更是必需先報教育部的。 
 

主席： 
如果項目變更，教育部同意或不同意各有什麼情況，請會計主任說明。 
 
會計室 嚴主任： 
如果教育部同意，那當然沒問題，就立即開始採購。如果不同意，而本校採購已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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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那麼這項經費就應改由學校自籌款支應。 
 

主席： 
原來報部的二項軟體經費大約多少？ 

 
企管系： 
Arena 約 9 萬元，Top Scholar 約 22 萬元。其中 Arena 軟體是三度空間的模擬系統，

相當重要；這次參與全國大專生專題競賽，很多學校都使用這項軟體。 
 

主席： 
需購買哪種軟體，各系科可依實際需求及學生使用率經系務會議自行決定。但如果是

用租賃方式。當然學校比較不支持。如果是買斷方式，所有權屬本校是比較理想。 
 
會計室 嚴主任： 
如果是屬於租賃方的軟體就不能列為資本門設備，將改由經常門的經費支用，各系日

後如果採購軟體部份，請特別注意。 
 

另外 Top Scholar 原作者已病逝，未研發完成整套軟體，如果現在買了前段，後段沒

有了，在使用上成效也不好，所以企管系打算今年不購買此項軟體，改增購硬體，明

年獎補助經費再購買其它教學軟體，這樣可符合企管系的需求，也符合教育部獎補助

款的使用原則。 
 

2.電子系代表： 
本系優先序 67-00 FPGA 晶片設計多用途發展平台數量變更(如附件五)，主要將 FPGA
的邏輯閘及數位 LCD 面板升級，使其較符合業界的技術發展。但是價格提高了一些，

所以擬變更數量，由 30 台改為 26 台。 
 

3.學務處(黃學務長)： 
優先序 136-00 網路印表機規格變更(如附件六)，主要是能增加認證統計管理功能。 
 

主席：以上企管系、電子系、學務處的資本門規當及數量變更，各位是否有寶貴意見？ 
決議：鼓掌通過。 

 
四、臨時動議： 
 

主席： 
各位委員請轉告系上老師，獎補助款是只能購買教學為主設備，不能用於老師們的研究設備。 
 
黃主任秘書： 
會計室提案中，電子講桌及隔音設備已決議改由學校自籌款支應，那麼原先獎款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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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嚴主任： 
圖書館的經費移至經常門的其它項，獎補助款約 28 萬餘元則增購圖書，本校額外支出的部份

是妝管系「門市管理技檢考場」的資本門設備。(如附件七) 
 

五、散會 (時間 12:00) 。 

 



97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複審】意見 

附件一 
編號 校名 複審意見 

34 北台灣科技學院 ‧ 經常門獎補助經費支用於其他項（補助現有教師薪資）僅占

1.25%，且無任何自籌款支用於該項，值得肯定；惟於實際執行

時請予落實。 
‧ 【附表四】優先序 110-00~113-00 放置於圖書館使用之設備，如

係供圖書館增進效能之用，似以歸類於【附表五、資本門經費

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較為適宜。 
‧ 【附表四】優先序 124-01~02 係供『門市管理技檢考場』之用，

惟若該考場之使用有對外開放且收取相關費用，以教育部獎補

助款支應恐生爭議，應以學校自有經費辦理。 
‧ 【附表六】優先序 129-06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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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表四】優先序 029-01『電子講桌』規格欄中提及『含…施

工安裝』；另優先序 036-05、050-04、060-05、065-05 之設備為

『隔音設備』、『隔音裝潢』等疑似修繕裝潢項目；上述施工、

安裝等工資費用或疑似修繕工程項目，並不宜以獎補助經費予

以補助，請學校調整以自籌款或自有經費支應。 
 

 



(附件二) 

 

資本門: 

案由：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經費，依教育部 0970069613 函

複審意見修正。 

說明：1、優先序 110-00~113-00 之設備，詢問過圖書館洪組長，僅 113-00

書籍用退感應機$35,000 元，較適宜列圖書館自動化。 

2、妝管系優先序 124-01 收銀機$260,000 元、124-02 文件櫃$24,600

元供門市管理技檢考場之用，若該考場之使用有對外開放且收

取相關費用，以補助款支應恐生爭議，委員建議以學校自有經

費支應，是否將此二項金額$284,600 元增加購買圖書，提高此

項百分比，以符合教育部規定的 10%以上。 

3、優先序 129-06 之電子資料庫$1,087,000 元，係一年簽約一次且

無光碟片，委員建議歸類於經常門-其他較妥，故$1,087,000 元

轉經常門-其他。 

4、優先序 029-01 電子講桌$98,688 元，036-05 隔音設備$133,302

元、050-04 隔音設備$206,302 元、060-05 隔音設備$133,302 元、

065-05 隔音裝潢$133,302 元之設備等疑似繕裝項目，委員建議

改為學校自籌款支應。 

5、調整後之比例表如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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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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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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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以上) 

總經費(5)=(3)+(4)

$11,935,270 $28,174,491 $40,109,761 $4,486,688 $44,596,449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7.92%)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3.27%) 
金額 $7,161,162 ＄16,904,695 ＄3,177,801 ＄4,774,108 ＄11,269,796 ＄1,308,887

合計 ＄27,243,658 $17,352,791 

占獎補

助總預

算比例 
60%(不含配合款) 40%(不含配合款) 

占總經

費比例 
61.09% 38.91%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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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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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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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8,589 84.55﹪ ＄3,118,619 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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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2,600 12.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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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668 3.18﹪ ＄59,182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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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設施等） 

＄ ﹪ ＄ ﹪ 註五

合計 ＄24,065,857      100﹪ ＄3,177,801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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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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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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說明） 

研究＄4,400,000 研究  27.42 % 研究＄     0 研究       0 % 

研習＄1,657,143 研習  10.33 % 研習＄     0 研習       0 % 

進修＄1,200,000 進修   7.48 %  進修＄     0 進修       0 % 

著作＄ 600,000 著作   3.74 %  著作＄     0 著作       0 % 

升等 
送審＄ 300,000 

升等 
送審   1.87 %  

升等 
送審＄     0 

升等 
送審       0 % 

改進 
教學＄2,820,000  

改進 
教學  17.58 %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0 % 

編纂 
教材＄ 400,000 

編纂 
教材   2.49 %  

編纂 
教材＄ 40,000 

編纂 
教材    3.06% 

製作 
教具＄ 860,000 

製作 
教具   5.36 % 

製作 
教具＄ 50,000 

製作 
教具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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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7,143 合計  76.27 %  合計＄ 90,000 合計    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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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000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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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8,038 3.29﹪ ＄0 0 ﹪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萬
元 以 下 之 非 消 耗
品)

＄ 2,928,723 18.25﹪ ＄131,887 10.07 ﹪ 

五、其他 ＄  200,000 1.25﹪ ＄1,087,000 83.05 ﹪ 

 分配原則 

1.依本校中長程發

展計畫分配。 

2.為提昇本校研究

風氣與教師專業

素養，特加重改

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項目經費。 

3.比例係針對 96 年

實際支用狀況編

列調整。 

 

 審查機制 

原支用計畫經 96

年度第 3 次專責小

組開會審議通過，

修正支用計畫再經

97 年度第 1 次專責

小組會議通過。 

總計 $ 16,043,904 100﹪ ＄1,308,887 100﹪  

 



(附件三)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 格 (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50-04 隔音設備

1.石膏板輕隔間內填充

60k隔音岩綿約

23m*2.5m*1；10m*2.5m*1

2.隔音窗簾約13m*2.5m*1

需防火焰

3.隔音壁紙約

23m*2.5m*1；10m*2.5m*1

1.輕鋼架T-Bar明架天

花板、吸音版面材。

2.面積為230平方公尺

(10m*23m)。

1 機械系

為降低授課聲量干

擾其他班級，擬提

高教室之吸音效果

，以減少聲音之外

散。

擬於97年度第2

次專責小組會

議提案

060-05 隔音設備

1.石膏板輕隔間內填充

60k隔音岩綿約

12m*2.5m；8m*2.5m

2.隔音窗簾約12m*2.5m*3

需防火焰

3.隔音壁紙約2m*2.5m；

8m*2.5m

1.輕鋼架T-Bar明架天

花板、吸音版面材。

2.面積為154平方公尺

(11m*14m)。

1 電機系 同上 同上

065-05 隔音設備 同上 同上 1 電子系 同上 同上

036-05 隔音設備 同上 同上 1 餐飲系 同上 同上

提案單位(系、所): 機械系、電機系、電子系、餐飲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數量變更明細表

附件四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變更前) 數量(變更後)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30-00 Arena模擬軟體
ARENA Professional

Edition Research

Package (單機版)

1 0 企管系
原廠軟體代理方式變

更，不符合本系需求

擬於97年度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優先序

030 Arena模擬軟體

預算為91455元及優

先序031 TopScholar

應用軟體預算為

220000元，共計

311455元。增購優先

序034 簡報擴音系統

2台之預算費用為

52000元及因變更規

格且增購優先序035

多媒體電腦主機7台

需增加預算費用為

253800元，共計為

305800元，低於原來

預算。

031-00 TopScholar應用軟體1user/5年 1 0 企管系

原創者病故，影響未

來軟體的更新，本系

擬以零售專家模擬系

統增強學生學習樂趣

034-00 簡報擴音系統

輸出功率 RMS
60W(含)以上, 內附

喇叭60W(含)以上,
內建錄放卡式、CD

2 4 企管系
因部分軟體變更採購

，重新更正本系需求

提案單位(系、所、中心):企管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附件四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 格 (變更後)
數量

(變更前)

數量

(變更後)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35-00 多媒體電腦主

機

1.中央處理器: Core 2
Quad 2.4 GHz (1066MHz
FSB)
2.記憶體:DDR2 800 /
667 / 533  1 GB以上

3.復活卡

1.中央處理器:Core 2
Quad 2.4 GHz
(1066MHz FSB)     2.記
憶體:DDR2 800 / 667 /
533 2 GB(含)以上

3.復活卡

4.燒錄機

5 12 企管系

因部分軟體變更

採購，且考量新

版OFFICE所需記

憶體較大，重新

更正本系需求

擬於97年度專責小

組會議提案。原規

格之多媒體電腦主

機每台預算為

33000元，變更規

格後每台預算為

34900元，5台共增

加預算9500元，贈

購7台預算需

244300元，合計為

253800元。

提案單位(系、所、中心): 企管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數量變更明細表

附件五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變更前) 數量(變更後)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67-00
FPGA晶片設計多

用途發展平台
30 26 電子系

提高FPGA的邏輯閘數

，數位LCD 面板改以

觸碰式面板，以提高

整體平台功能，讓學

生學習的知識技能可

以接近產業技術脈動

，並降低設備更新速

度。

擬於97年度第二次專

責小組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系、所、中心):電子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附件六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 格 (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136-00 網路印表機

彩色列印及影印功能(含)以上、A4每分

鐘列印6張(含)以上、解析度600dpi(含)以
上、列印尺寸：A4、A3、B4、B5等尺

寸、記憶體96MB(含)以上、網路列印功

能、配件：感應式卡座

黑白影印速度：A4每分鐘50張(含)以

上；影印解析度：600dpi(含)以上；影

印倍率：25％~400％(1％微調)；列印/

影印尺寸：A4、A3、B4、B5等尺

寸；記憶體：256MB；電腦連線(網路

列印)功能；內建Auditron(認證統計管

理)功能。

1 課指組

符合本校社團需求

(黑白列印/複印速

度達A4每分鐘50張

以上，且機器內建

1000組"認證統計

管理功能"能取代

感應式卡座之需

要)

擬於97年度第2次專

責小組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系、所): 學務處



附件七 

 

妝管系門市服務考場設備請購案 

 

設置標準門市服務丙級國家考場 

目的：1.輔導妝管系學生考取門市丙級國家證照 

2.民生學群教學使用 

      3.民生學群就業學程教學使用 

      4.民生學群暨全校學生輔導考取門市丙級國家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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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門市管理

技檢考場 
規格如下：        

2-1 收銀機 
1.約 15~30個部門管理,1600個單品管理（含）

以上 2.可接條碼讀碼器 3.可電腦連線設定各

種功能 6.錢櫃 

10 10 26,000 260,000 
門市管理

技檢考場 
妝管系 

中程計劃第2項

配合本校教學

主軸第四項 

2-2 文件櫃 約 W 90×D45×D106.2cm（±3cm） 2 2 12,300  24,600 
門市管理

技檢考場 
妝管系 

中程計劃第2項

配合本校教學

主軸第四項 

2-3 玻璃座 
1.乳白鋁框外徑約 H159cm*114cm（±3cm）

2.8mm 光強化玻璃，木心板台面面貼美耐板

（米色）約 120*60*10cm（±3cm）含活動輪子

12 12  7,000  84,000 
門市管理

技檢考場 
妝管系 

中程計劃第2項

配合本校教學

主軸第四項 

提案單位: 妝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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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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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 50 分 

      地點：六樓會議室 
主席：連校長 信仲 

     出席人員：主任祕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技合處主任、會計室主

任、人事室主任、全校各系所代表、採購組長及研發組長。 
      
 

一、司儀 (研發組溫組長)：  
本次會議應到人數 29 人，實到人數 27 人，已超過開會法定人數；宣布會議開始，請主席致

詞。 
 
二、主席 (連校長): 

今天會議很多，現在直接進入會議議程。  
 

三、承辦單位報告 
(一) 總務處 (採購組陳組長)： 

請各位委員參閱 附件一 總務處採購組的工作報告: 
１．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優先序 005-01 ~005-10) 學生單人聯連結課桌椅: 

因原物料不斷上漲，原報部數量為 1,980 張 (原預算為 2,813,580 元)，今只能購置

1540 張；所以擬採平均修正方式重新分配各系課桌椅數量(如附件 1-1)。 
 

２．有關資本門優先序 040-00 (餐飲系申購超臨界二氧化碳萃取儀一台)得標廠商(台超

科技公司) 完工後依本校投標規格表中規定需檢附安全測試證明，而檢驗單位需至

97 年 11 月 19 日方能完成測試，擬同意展延至 97 年 11 月 19 日，延後交貨申請書、

認證單位相關證明書館使用之設備。(如附件 1-2) 

 

３．有關資本門優先序 054-00、055-00、056-00、057-00 (機械系申購汽車 CAN-bus 教

學及發展模組 1 套等四項設備) 為顧及儀器設備品質，擬同意開富（股）公司之本

案履約期限展延至 97 年 10 月 31 日。延後交貨申請書、國外原廠書信。(如附件 1-3)。 

 

４．上述優先序 054-00 機械系申購電腦噴射機車引擎示教台專用診斷儀 2 台，由於電 

子招標文件之儀器規格表確認表誤植為 3 台，已於 97 年 8 月 20 日得標，此案合併

四項設備招標其得標金額在預算金額內，修正報部數量為 3 台，並列為以配合款支

應該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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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合處 (蔡主任)： 

今天主要討論資本門機儀器設備之採購變更，與本處一項提案。而 98 年支用計畫書依規

定需於今年 11 月 30 日前報部，所以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預計將於 11 月 13 日召開，用

於討論 98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的分配。 

10 月 13 日本校剛接受管科會實地訪視，委員對本校 96 年度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提出一

些建議，本處也將針對特殊貢獻部份及績效獎補助辦法將進一步提案。 

 
四、相關單位提案說明： 

(一) 資本門規格或數量變更部份:請各單位依序提案說明 

１．餐飲系 （馬嘉軉老師） 請參閱附件二: 

 

（１）優先序 037-00  蔬果調理機: 因原物料漲幅太大，若依預算計算，只能購得

三台；所以提報本會議修改數量由六台降為三台。 

 

（２）優先序 043-00  WinPXE 無硬碟系統: 原報部數量為 1 組 (1 組即為 30 台授權

版) 擬變更為 30 台較為明確。 

                                    

２．資管系 （許慶芳主任） 請參閱附件三 

優先序 086-00  Autodesk 3dsMax : 因軟體更新速度很快，原規格＂繁體中文版(2008

版本)＂ 已停產，故擬變更為＂2009 以上最新版本＂，提請審議。 

 

３．觀旅系（張世澤老師）: 請參閱附件四 

優先序 117-00 防水攝影機 : 因價格漲幅太大，不足以購買原計畫的二台，所以作

數量上的調整，刪減至一台。 

  

４．妝管系（張中興老師）請參閱附件五 

  優先序 125-00 彩妝桌：在不增加預算下，修改為更好的規格，桌面面積加大且增

加高度較符合人體工學。 

 
主席：以上四系資本門規格或數量變更，各位委員是否有寶貴意見? 
決議：鼓掌通過。 

 

(二) 經常門提案 （技合處蔡主任） ： 

上次行政會議已通過「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主要內容從第二條開始，我快速唸一遍。 (請參閱附件六)。 

 
主席（連校長）：第三條 全校性統籌分配款是否還應包括學校教學設備 ? 
 
研發組（溫組長）： 屬於全校性的，如圖儀設備、訓輔設備等才會列在全校性統籌分配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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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嚴主任）：第三條第一、二款是教育部規定的比例，第三款是否請再詳細明。 
 
技合處 （蔡主任）：第二條第一款即涵蓋在第三條第一、二款，各系所中心分配款則是 

屬第五條的內容。 
 

觀旅系 （張世澤老師） ：  
感謝蔡主任在上任後短短 2 個月內就制定此「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以下有幾 

點意見提供給提案單位參考: 

 

１．附件六右上角註明本學年度第９次行政會議訂定並不是很適當。 

２．第二條第三款：有關系所分配款（含通識中心）這部份，我們都知道獎補助款的核配

的基準都是來自前一年或前一學年度的資料及績效，如果面臨系科創設或消滅，是否

符合即時性的經費增列或調整? 

３．第三條第一款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用字上是否再斟酌? 

４．第五條條文規範所敘述 「比率」或 應該改為「比例」，其行文用字是否再斟酌 ? 

 

研發組（溫組長） ： 
１．第三條第一款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是取自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支 

用計畫書的內容，應沒有問題。 

２．第五條中「比率」或「比例」的問題，本單為會再斟酌、討論。 

 
總務處（黃總務長）： 
有關第三條第三項「全校性網路教學設備或教學媒體」，建議「網路」這兩字刪除，教學

設備涵蓋性比計較廣。 
            
主席（連校長）：綜合以上委員意見，簡單歸納如下： 
１．附件六右上角註明本學年度第９次行政會議「訂定」改為「通過」是否較適當？ 

２．若有系科增設，第四條（每學年每學群最少補助一系）應可補其不足。 
３．第五條中「比率」或「比例」的問題，各委員是否可授權給技合處斟酌後修改？ 
４．第三條第三項「全校性網路教學設備或教學媒體」，建議「網路」這兩字刪除。 
各位委員是否還有其他寶貴意見？ 
 
決議：鼓掌通過。 
 

五、散會 （時間９：２０） 

 



附件一 

採購組工作報告 

一、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學生單人連結課桌椅(優先序 005-01~005-10)，由於原

物料不斷上漲 97 年度臺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之公告契約價為 1827 元/張，

本組依據原預算 2,813,580 元無法購置 1980 張，僅能購置 1540 張，擬採平

均修正方式將其數量重新分配各系，相關資料如附件。 

二、97 整體發展教學儀器設備餐飲系申購超臨界二氧化碳萃取儀一台（優先序

040-00）合約履約日為 97 年 9 月 30 日，因本校於投標規格表中要求「驗貨

時請繳交 1.EN61010-1:1993 以及 IEC1010-2-010:1992 安全測試證明文件」，

該公司(台超科技)完工後依規定需至合格檢驗單位檢驗，而檢驗單位需至 97

年 11 月 19 日方能完成測試，擬同意展延至 97 年 11 月 19 日，延後交貨申

請書、認證單位相關證明，如附件。 

三、97 整體發展教學儀器設備機械系申購汽車 CAN-bus 教學及發展模組 1 套等

四項設備（優先序：054-00、055-00、056-00、057-00）經查證開富（股）

公司為已於得標後立即向國外廠商 Siemens VDO Automotive Pte. Ltd 訂購，

並無拖延），為顧及儀器設備品質，擬同意開富（股）公司之本案履約期限

展延至 97 年 10 月 31 日。延後交貨申請書、國外原廠書信，如附件。 

四、97 整體發展教學儀器設備機械系申購電腦噴射機車引擎示教台專用診斷儀 2

台(優先序 054-00)，由於電子招標文件之儀器規格表確認表誤植為 3 台，已

於 97 年 8 月 20 日得標，此案合併四項設備招標其得標金額在預算金額內，

修正報部數量為 3 台，並列為以配合款支應該項設備。 



(附件二)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數量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數量(變更前) 數量(變更後)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37-00 蔬果調理機
基座鐵製、瓶身不銹鋼、容

量:3.5公升、轉速:1500轉/1分以上

(含)
6 3 台

原物料漲幅過大，

所以縮減採購數量

擬於97年度第3

次專責小組會

議提案

043-00
WinPXE 無硬

碟系統
1U授權版 1 30 台 1組為30台授權版

擬於97年度第3

次專責小組會

議提案

提案單位(系、所):餐飲管理系



(附件三)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86-00 Autodesk

3dsMax

繁體中文版(2008以上最新版

本)
2009以上最新版本 2 資管系

修正軟體程式版本

，符合最新版本。

擬於97年度第3次

專責小組會議提

提案單位(系、所):資管系



(附件四)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數量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數量(變更前) 數量(變更後)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117-00 防水攝影機

(1)防水等級符合IEC (水深2M

含以上. (2)鏡頭焦長: 5x-

zoom, 等焦長38mm~190mm

2 1 觀光系

攝影機價格漲幅過

大,經費不足購置

兩台,故刪減數量.

擬於97年度第3次

專責小組會議提

案

提案單位(系、所):觀光系



(附件五)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125-00 彩妝桌

1. 四人份桌子附雙面鏡

2.尺寸約

L120cm~150cm*W60~70cm*H
70cm（±3cm）

1. 四人份桌子附雙面鏡

2.尺寸約

L150cm*W90cm*H81cm
（±3cm）

10 妝管系

1.加大桌面面積便

於學生置放彩妝相

關材料。

2.增加高度更能符

合人體工學，且可

符合技能檢定考場

規格。

擬於97年度第3次

專責小組會議提

案

提案單位(系、所):妝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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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97.10.06  九十七學年第一學期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 
97.10.20  九十七年度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有效合理運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以達資源整合之效益，並維續學校營

運和發展之均衡，特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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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

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第 二 條   本原則之經費分配架構，共分下列三部份：  
1. 全校性統籌分配款，以不低於資本門總經費之 12%為原則。 
2. 學校重點發展分配款，以不低於資本門總經費之 20%為原則。 
3. 系所分配款（含通識中心）。 
實際分配比率經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後實施。 

第 三 條   全校性統籌分配款，包括下列三項： 

1.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需佔資本門總經費 10%以上。 
2.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需佔資本門總經費 2%以上。 
3. 全校性教學設備或教學軟體。 

第 四 條   學校重點發展分配款，為配合學校中長程計畫，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購置

系際或學群間整合性設備儀器，以能支援實用性、整合性、長期性之教學

研究為主。每年每學群（含通識中心）最少補助一系（所）為原則。 

第 五 條   系所分配款（含通識中心），其核配比例原則如下： 

1. 學生人數，佔此項系所分配款之 50%±5%。 
2. 學生留校率，佔此項系所分配款之 10%±2%。 
3. 推廣班學生人數，佔此項系所分配款之 10%±3%。 
4. 前一年度爭取獲得之教育部獎助款比率，佔此項系所分配款之 30%±

5%。 

第 六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提專責小組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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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度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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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六樓會議室 

主席：連校長信仲 

     出席人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全校各系所代表、相關業務代表。 

 

司儀 (研發組 溫組長) : 本次會議應到 29 人，目前已到人數 22 人，已達開會法定人數，請主席

致詞。 

 

主   席：今天是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要討論的議案是審查有關各系 98 年度的經費及各專案的

經費，請相關業務承辦單位進行說明，資本門部份請會計室說明，經常門部份請研發處

說明。 

 

一、承辦單位報告:（研發處蔡研發長）：  

(一) 本次會議有資管系、應用外語系、財法系及通識教育中心提報 97 年度資本門機儀器更。 

(二)  98 年度支用計畫書須於 11 月 30 日前報教育部及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各系 

所、中心所提報之資本門機儀器設備，務必根據中長程發展計畫進行，並請相

關單位提供所需附件資料: 

1. 請秘書室提供中長程發展計畫。 

2. 請會計室提供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名單及會議紀錄。 

3. 請採購組提供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等資料。 
(三)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清冊，將於 98 年 1 月 31 日前報

教育部及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主   席：對於研發處的報告，各位有沒有補充意見?如果沒有我們進行下一個議程。 

 

研發組溫組長:  

二、接下來是 97 年度資本門變更的部份，請資管系、應用外語系、財法系 、通識教育中 

心依序說明。 

 

    (一)資管系林慶昌老師:  

本系提報優先序 087-00，088-00，089-00 三項軟體的規格變更，主要是符合最新版本。 

(請參閱附件一) 

 

 

    (二)研發組溫組長: 因外語系代表還未到，請各委員先參閱附件二。並請財法系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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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法系呂子平老師:  

本系優先序 006-01，006-02，006-03，006-04 原數量各為 1 台，現使用標餘款 

增購設備，所以變更為各 2 台。(請參閱附件三) 

 

(四) 通識中心許明光老師: 

請各位委員參閱附件四 ，通識中心優先序 102-01 及 102-04 規格變更 ， 102-01， 

102-02，102-03，102-04，107-00 及 108-00 數量變更；提請審議。 

 

主席 : 各位委員對以上變更是否有疑義或任何寶貴意見? 

決議 : 一致通過 。 

 

研發組溫組長:  

三、接下來是 98 年度資本門經費分配的部份，請會計室提案說明。 

 

         會計室嚴主任: 各位委員請翻開會議資料最後一張 「資本門提案」。 
 

     (一) 案由：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各系所、通識中心、圖書館、學生

事務與輔導經費申請項目金額提請討論。 

(二) 說明：1. 依據本校訂定之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辦理。 

2. 各系所、通識中心、圖書館、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申請之設備項目金 

額，提請討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表(如附件五)。 

3. 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比例，依據 97 年度獎補助績效比例、教務

處之學生人數核算，作為各單位初步概算分配，額度內提報單價未達

10,000 元項目，轉列經常門項下改善教學物品。 

 

 
          (三) 附件五 (請看投影片中) M 欄的部份就是屬於單價未達 1 萬元的項目。電機系 

及電子系是實驗桌椅的汰換，資傳系則是電腦的部份，餐飲系是一項軟體； 
請各委員參考。 
B 欄的部份是 97 年度獎補助的績效百分比(26%)，98 年分配的金額是按照本 
年度獎補助款再加上本校自籌款依分配原則來分配的。本校自籌款是總經費 
的 10%，我們今年所獲得的獎補助款是 4,010 萬 9,761 元，加上學校配合款 
後總經費約為 4,412 萬元。分配的比例請參閱附件五，分配比例共 88% 再加 
上教育部規定的訓輔經費 2% 和圖儀設備 10%後剛好是 100%，我在這邊特 
別說明。各系分配之金額可購買資本門優先序的項目請委員參閱。生科系和 
妝管系是合併經費來計算的。各位委員手上都各自有本系(所)的資本門採購 
的明細表，請委員審核。 

 
主席:  
這個分配表雖是按照數學公式依各系績效所算出來的，但是看到這個結果，我
不免有些擔心，像財法系僅能分配到 39 萬元，運休系也僅能配到 41 萬 6 千元； 
還有機電所和電商所我也覺得經費太少。雖然都是依績效比例、學生人數、學
生留校率及推廣教育等計算出來的，但好像缺乏長遠性。這樣對這些小系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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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更形困難，也會造成惡性循環。是不是可以設個最低門檻(例如 60 萬元)，讓
這些小系得以經營下去，研究所最低門檻(30 萬元)。不知道是否還有調整的空
間?  

 
          研發處蔡研發長: 

 建議是否由資本門購買機儀器設備所剩的標餘款，優先補足這些小系的經費? 
     
          會計室嚴主任: 

現在資本門的標餘款的運用要考量，如果是新增(未報部)的項目，必需專責會 
議通過函報教育部核可後才可以採購；如果是既有的項目則只要提報本小組會 
議通過變更數量或規格就可以進行採購。所以依照目前的作業程序，標餘款還 
是回歸系科用於既有項目上。 

 
          主席: 

 我先詢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我剛才所提設立各系所「最低門檻」經費?也就是 
說先給予這些小系基本的經費來購買機儀器設備後，其他各系再依各項績效指
標按照比例分配。 

 
          圖書館薛館長:  

因為機械系代表缺席，我以機械系老師的身份提出意見。這次評鑑機械系各項 
指標都是第一的，但評鑑成績卻是二等。因為有些機儀器太過老舊，極需汰換。 

                   
主席:  
分配百分比計算方式已經校教評會通過，但我想如果設最低門檻的經費來救 
較弱的系所(如機電所、電商所、運休系、財法系、電通系、化材系)， 我算 
了一下約 100 萬元。可否現在進行舉手表決? 
 
決議: 通過 (贊成 18 票、反對 0 票、其他無意見)。 

 
主席:  
謝謝各位委員支持，也請相關單位將修法列入工作事項。 

 
會計室嚴主任:  
我們是否應該檢視各系科購買的機儀器是什麼？ 當我們在作分配購買優先序
時，看到有些系科所購買的機儀器，就可看出是否有用心規劃、對教學成效是
否有實際的幫助。  

 
主席:  
我也發現有些單位去年購買印表機或數位相機，今年又提出申請。獎補助經費 
一定要用在教學設備上；我希望研發處下次能研擬一個審議的小組，來審查各 
系所購買的機儀設備是否符合教學需求、中長程發展計畫及教育部的規定。除 
此之外，還有沒有補充意見? 
 

          總務處黃總務長:  
我建議由獎補款總經費中提撥 5%~10%來補助弱小的系，不要動到各系所依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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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比例所爭取到的績效款。以免有些系以逸代勞，不爭取系上的績效，直接以 
基本門檻的經費作為當年度的資本門經費。 

 
          主席: 

 總務長的意思是大家都不能有坐領救濟金的想法，還是希望各系都能努力為學 
校爭取績效。這點也請蔡研發長研議。 

  
              會計室嚴主任:  

剛才黃總務長所講的部份，我們當初立法的時候，已經放在重點特色那部份， 
而當初訂定原則時各系都有代表參加，大家都沒有意見；一再修改也不是很好。 
大家看運休系的第一優先序是腳踏車，如果帶學生出去時，基於學生的安全 
考量是否要額外投保? 我們一再溝通，但運休系仍然要買。我現在特別提出說 
明，還有後續管理的問題都更值得關注。如果現在分配給運休系更多經費，他 
們可能買更多數量的腳踏車，以上僅提供意見給大家參考。 

 
              主席: 

我們都應該相信系科主任會配合中長程的計畫來申請資本門設備，而日後我 
們會有管考機制來審議，並協助系所購買更適合的教學設備。除此外還有沒有 
補充說明? 

  
          機電所沈混源老師: 

 因為機電所和電商所都沒有專任老師，所以沒有屬於老師的各項績效產出。而 
且研究所的學生與專科部和學院部的性質不同，是否可另訂績效原則? 
 

        主席: 沈老師的意見也請研發處列入考量。 
 

 

四、98 年度經常門經費分配的部份，請研發處提案說明。 

     蔡研發長: 請各位委員參閱附件六。提請審議。  
 
     主席: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見? 
 
     會計室嚴主任:  

剛才有提到資本門中電機系、電子系、資傳系及餐飲系的資本門設備，因為單價 
是在 1 萬元以下需轉列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下，總共有 1,144,022 元。 

      
研發組溫組長:   
蔡研發長剛報告的第四項「改善教學相關物品」金額共 2,839,700 元是包括機械系、 
電機系、電子系及通識教育中心實驗桌椅的汰換；再加上資本門 1 萬元以下需轉
列經常門的 1,144,022 元，總共應為 3,983,722 元。第一項「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的總經費就會降為 11,360,182 元。另外補充一點，如果執行經常門各項經費有剩餘
款時，將依往例流用至教師績效獎勵 (研究、研習、著作及改進教學四項)。希望
委員同意。  

 
主席: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見或要補充說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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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鼓掌通過。 
 
 五、臨時動議: 無 
 
 六、主席宣布散會 (時間: 上午 10:00)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附件一)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87-00
Autodesk

Combustion
繁體中文版( 4.0以上最新版本)

Autodesk Combustion

2008Education New SLM
1                        資管系

修正軟體程式版本

，符合最新版本。

擬於97年度第4次

專責小組會議提

案

088-00 Autodesk Cleaner 最新繁體中文授權版本
Autodesk Cleaner Education New

SLM
1                        資管系

修正軟體程式版本

，符合最新版本。

擬於97年度第4次

專責小組會議提

案

089-00 Autodesk Maya 繁體中文版(8.0以上最新版本)
Autodesk Maya Unlimited 2009

Education New SLM
1                        資管系

修正軟體程式版本

，符合最新版本。

擬於97年度第4次

專責小組會議提

案

提案單位(系、所):資管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項目變更明細表

(附件二之一)

優先序 項目名稱(變更前) 項目名稱(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101-01 數位資訊講桌 數位資訊講桌 6 應外系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800,792元整

101-02 觸控式螢幕 觸控式螢幕 5 應外系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58,750元整

101-03 講解手軟體 講解手軟體 5 應外系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58,750元整

101-04 單槍投影機 單槍投影機 8 應外系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1,106,143元整

101-06 多媒體電腦 多媒體電腦 6 應外系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159,196元整

提案單位(系、所、中心): 應用外語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附件二之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 (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101-01
數 位 資 訊 講

桌

1.適用17吋液晶螢幕，表面為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

幕升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1.適用17吋液晶螢幕，表面為

5mm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

可遙控銀幕升降、單槍投影機

開關、影音來源選擇。2.加裝

環控系統及電腦伴唱機

1 應外系

擴充數位講桌

功能：1.環控

系統-將複雜

的系統管理轉

換成單鍵控制

，讓操作更簡

便2.具卡拉OK

伴唱功能

擴充兩台，一

台維持原規格

，另一台擴充

配備

101-04 單槍投影機

1.亮度：2400ANSI(含)以上

2.解析度：1024*768

3.含VGA影像線、配電與安裝

1.亮度：6000 ANSI(含)以上2.

電動式銀幕300吋(含)以上，同

步馬達3.加裝全功能彩色攝影

機與控制盤3.含安裝及整合費

用

1 應外系

擴充單槍功

能：1.提高亮

度2.遠近攝影

功能3.可連動

控制

擴充四台，一

台維持原規格

，另三台擴充

配備
1.亮度：3500ANSI(含)以上2.

電動式銀幕6尺×8尺(含)以上，

同步馬達3.含安裝及整合費用

2 應外系

提案單位、所、中心):應用外語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項目變更明細表

(附件三)

優先序 項目名稱(變更前) 項目名稱(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006-01 數位資訊講桌 數位資訊講桌 2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164,264元整

006-02 手寫螢幕 手寫螢幕 2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47,000元整

006-03 多媒體電腦 多媒體電腦 2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51,482元整

 006-04 單槍投影機 單槍投影機 2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138,172元整

提案單位(系、所、中心): 財經法律系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變更明細表
(附件四之一)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變更前) 規格 (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102-01
數位資訊講

桌

1.適用17吋液晶螢幕，表面為5mm

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可遙控銀

幕升降、單槍投影機開關、影音來

源選擇。

1.適用17吋液晶螢幕，表面為

5mm強化玻璃。 2.中控台按鍵

可遙控銀幕升降、單槍投影機

開關、影音來源選擇。2.加裝

環控系統及矩陣切換器

1
通識教育

中心

擴充數位講桌

功能：1.環控

系統-將複雜

的系統管理轉

換成單鍵控制

，讓操作更簡

便2.矩陣切換

器-可分控多

台投影機及訊

號來源切換。

擴充兩台，一

台維持原規格

，另一台擴充

配備

102-04 單槍投影機

1.亮度：3200ANSI(含)以上。2.電

動式銀幕6尺×8尺(含)以上，同步

馬達。

1.亮度：6000 ANSI(含)以上2.

電動式銀幕6尺×8尺(含)以上，

同步馬達3.加裝全功能彩色攝

影機與控制盤3.含安裝及整合

費用

1
通識教育

中心
擴充單槍功

能：1.提高亮

度2.遠近攝影

功能3.可連動

控制

擴充三台，一

台維持原規格

，另兩台擴充

配備1.亮度：3500ANSI(含)以上2.

電動式銀幕6尺×8尺(含)以上，

同步馬達3.加裝控制系統4.含

安裝及整合費用

1
通識教育

中心

提案單位(系、所):通識教育中心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項目變更明細表

(附件四之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變更前) 項目名稱(變更後) 數量 使用單位 變更原因 備註

102-01 數位資訊講桌 數位資訊講桌 4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406,528元整

102-02 手寫螢幕 手寫螢幕 3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47,000元整

102-03 電腦 電腦 3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77,223元整

102-04 單槍投影機 單槍投影機 5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670,357元整

108-00 多媒體電腦含螢幕 多媒體電腦含螢幕 3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59,915為元整

107-00 單槍投影機 單槍投影機 4
通識教育

中心
標餘款增購設備

擬於97年度第4次專責小組

會議提案，採購金額修正為

261,174為元整

提案單位(系、所、中心):通識教育中心



 

三、會計室提案 

資本門提案: 

案由：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各系所、通識中心、圖書

館、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申請項目金額提請討論。 

說明：1. 依據本校訂定之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辦理。 

2. 各系所、通識中心、圖書館、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申請之設

備項目金額，提請討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表(如

附件五)。 

3. 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比例，依據 97 年度獎補助績效比

例、教務處之學生人數核算，作為各單位初步概算分配，額

度內提報單價未達 10,000 元項目，轉列經常門項下改善教

學物品。 

 



(附件五)

預算金額 28,070,000$   

分配金額 7,298,200$  8,421,000$   1,684,200$ 1,684,200$ 5,614,000  

分配百分比 26% 30% 6% 6% 20% 88% 97/11/13

97年獎助比  學生人數比 留校率 推廣班 重點發展 合計 調整 備註欄
分配

優先序
機儀金額

分配

優先

序

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
備註

電子商務所 0.0% 0.0023 0.0510 104,946         1 114,500         

 機電所 1.5% 0.0034 0.0535 227,666         1 230,280          

 機械系 22.4% 0.1349 0.0580 11.00% 650,000     3,701,253      1~14 3,731,695       

 電機系 11.7% 0.1167 0.0525 -            1,927,036       1-2 1,600,500       3 331,772              1,932,272

 電子系 11.1% 0.1133 0.0520 4.81% 1,936,326      1 1,340,559       1 597,040              1,937,599

 化材系 4.8% 0.0131 0.0577 554,951           1.1、1.3、1.4 570,000          

 電通系 3.6% 0.0264 0.0555 -            578,035         1~5、7 605,144          

 資管系 6.9% 0.1236 0.0588 14.78% -            1,894,802       1-3 1,886,213        

 資傳系 2.8% 0.0249 0.0554 1,500,000  2,006,830      1~4、6 2,007,732       5        32,000                2,039,732

 國貿系 5.0% 0.0909 0.0559 1,222,278      1~2 1,246,127        

 企管系 4.7% 0.0774 0.0574 1,089,527      1~3 1,089,810        

 應外系 4.0% 0.0688 0.0524 -            957,383         1~6、8 972,970          

 餐飲系 9.1% 0.1050          0.0572 41.24% -            2,337,919      1~3、5~8 1,893,532       4 183,210              2,076,742

 觀餐系 2.2% 0.0269          0.0630 28.18% -            965,386         1~3 965,050          

 財法系 2.2% 0.0161          0.0528 386,307         1~2 395,935          

 運休系 2.2% 0.0183          0.0586 411,491         1 416,000          

 生物科技* 2.5% 0.0023          0.0510 289,869         
1,561,089$     

1-1~1-5

1、3、5~9、

11、12

1,554,454          
 妝管系 1.7% 0.0356          0.0574 750,000     1,271,220      

 通識中心 1.7% 500,000     624,372         1~7、1 689,645            

 訓輔設備2% 561,400         1~3、6 614,500            

 圖書設備 85,288           85,288            

 圖書及期刊10% 2,807,000      2,807,000        

  

總      計 100% 1 1.0000 100% 3,400,000$ 25,941,288$  24,816,934$    1,144,022$       25,960,956

92.42%



附件六 

四、研發處提案: 

    案由: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中經常門經費分配，提請審議。 

    說明: (一)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編列，係依教育部 97 年度核配本校經常門經費 1,604 萬 3,904

元素佔獎補助款 40%)為基準，另外編列配合款 99 萬 1,420 元整。 

         (二)  經常門經費本處彙整教務處(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學務處(訓輔經費)與人事室(進修、升

等送審、行政人員研習進修、其他)，其相關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如下附表所示:  

 

附表、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  4,250,000 研究     26.49 % 研究   901,420 研究  90.92 % 

研習  1,380,182 研習      8.60 % 研習        0 研習     0 % 

進修  1,200,000 進修      7.48 % 進修        0 進修     0 % 

著作   450,000 著作      2.80 % 著作        0 著作     0 % 

升等送審   300,000 升等送審  1.87%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 

改進教學 2,520,000 改進教學 15.71 %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0 % 

編纂教材  400,000 編纂教材  2.49%  編纂教材 40,000 編纂教材 4.04% 

製作教具  860,000 製作教具  5.36 % 製作教具 50,000 製作教具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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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0,182 合計 70.80 %   合計 991,420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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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不 含 自 籌 款 金
額】） 

  150,000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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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 3.43﹪ 0 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3,983,722 24.83﹪ 0 0﹪ 

五、其他 0 0﹪ 0 0﹪ 

六、新聘教師薪資 0 0﹪ 0    0﹪ 

七、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分配原則 

1.依本校中長程發展

計畫分配。 

2.為提昇本校研究風

氣 與 教 師 專 業 素

養，特加重改善教

學 與 師 資 結 構 項

目經費。 

3.比例係針對 97 年實

際 支 用 狀 況 編 列

調整。 

 

 審查機制 

本支用計畫經 97 年

度第 4 次專責小組開

會審議通過。 

總計 $ 16,043,904 100﹪ $ 991,4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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