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一○一年度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記錄(第一次) 

 

壹、時間：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PM3:30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L007） 

參、主席：吳副校長 新興                        

肆、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陳賢真 

伍、主席致辭： 

今日因為校長出席另一場會議，不克出席，所以指定由我來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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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針對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做細部討論，請陳主任先

做一說明。 

陸、業務報告： 

1. 召開此次會議主要是準備提出 102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

計劃書，配合學校中程發展計劃，確立各項設備採購品名、金額、

數量、優先序及聘請師資等相關進度。 

2. 本（102）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填報方式係依「預

估 101年度核配之獎補助金額」填報。原則上先依 101年度教育部

核定補助款 31,630,596 元，獎勵款經費 43,084,948 元，合計

74,715,544元之金額預估。依據此獎勵補助額度本校需配合自籌款

為 12,485,799元，佔獎勵補助款 16.71%。詳下表說明： 

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6.71%) 

總經費 

(5)=(3)+(4) 

$31,630,596  $43,084,948 $74,715,544  $12,485,799 $87,201,343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金額 $22,141,417  $30,159,464  $9,146,599  $9,489,179  $12,925,484  $3,33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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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提請討論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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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自籌款金額】） 

$44,100,881 84.32% $8,086,199 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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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000 10.71% ＄400,000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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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3.82% ＄310,400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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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1.15﹪ ＄350,000 3.83﹪ 

合計 $52,300,881 100.00% $9,146,599 100.00% 

 

說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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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

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資本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規

定辦理。另自籌款金額之資本門、經常門之分配比例不限。 

二、資本門項目部份依各系所單位實際需求排 列獎補助優先順序後之

金額及比例，各項比例符合教育部規定。 

合計 $61,447,480 $25,753,863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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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通過以上各編列項目內容項目、金額與比例。 

二、教育部將於 102年 2~3月間核定 102年度獎補助款經費。 

本案報部後，將依教育部實際核定之金額調整資本門之各項經

費額度及比例。 

 

 

案由二：本校 10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

分配案及其優先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有關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設備，各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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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學儀器設備部份，由各

院進行初審排列，再經校內審核後，提送本小組會議審議，議訂

各項分配金額及確立優先順序後，報部申請。 

二、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針對電腦設備規格的標準化，初次提

出時有規格綁標、指定品牌型號等，經過事務組及計網中心再整

理，以利後續辦理採購事項。 

三、本次提報之教學設備清單除經各單位會議審議外並配合本校中長

程發展計畫、各單位發展特色及教學研究重點編列，暫列如附表，

計80項，經費為$52,187,080元，提請討論設備項目，優先順序及

金額。 

 

討論事項： 

教務長： 

最近教卓計劃提報資本門需求，計網中心也有提報雲端資訊設備，與

第一項優先序提升網路有無重覆，避免重覆購買？ 

 

計中主任回應： 

獎勵補助款提報之經費是針對頻寬提升，由1G升級至10G，提昇網路骨

幹至10G，以滿足網路多媒體教學、研究等相關計算環境之高速傳輸需

求。教卓計劃是針對SEVER的部份，不是骨幹，沒有重覆提報問題。 

 

資工系代表鄞老師： 

優先序62及優先序64都是買單眼相機，規格也相近，但價格資傳 

系報價一台8萬而多樂系報價一台12萬?另外針對桌上型電腦部份也有

一些規格相近價格不一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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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院院長回應： 

資傳系與多樂系採購之單眼相機因為有不同功能價格均不同，會後再將

規格補強。 

 

計中主任回應： 

學校電腦設備集中採購，由計網中心統一採購規格，目前各單位採購

的電腦符合學校高階、中階、低階三種電腦及螢幕規格。各單位執行

獎補助款要統購的電腦就只能參考總務處公告的高階、中階、低階三

種規格，特殊規格就要另外提出說明。 

 

 

決議： 

一、 優先序針對電腦設備規格的標準化，請計網中心協助相關規格需

求明確一致，功能再補強說明。 

二、 提報優先序有規格綁標、指定品牌型號等請再修正以符合採購法

之規定。 

三、 餘照案通過，同意編列優先序共 80項設備，總經費 52,187,080

元，符合預算經費。 

四、 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列標餘款購置項目共 17項設備，排序於

原列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 3,477,472元。 

 

 

案由三：本校 10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明： 

1.「資本門圖書教學媒體」購置項目為中、日、西文圖書(含電子書)、

視聽資料等項目。 

2.圖書館提出之圖書軟體教學資源相關資料詳如附件表列。 

 

決議：圖書館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經費

全體出席代表同意圖書館規劃案，編列600萬元經費。 

 

 

案由四：本校 102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金額

與比例(分資本門及經常門)，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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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學務處提出之學輔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

備），係先公告給各社團針對活動需求提出設備，經過學生自治會

及學生議會兩單位共同召開會議審查優先順序再提報到專責會

議。詳如附表說明。 

2.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經常門部份詳如下列說明。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三.1 

學生社團結合服

務學習觀摩暨實

作訓練活動 

1.學生社團結合服務學習

績優學校觀摩。 

2.社團活動結合服務學習

實作訓練活動。 

230,000 

三.2 

全國績優社團評

鑑參訪觀摩暨交

流學習活動 

1.全國績優社團評鑑觀摩。 

2.績優社團學校參訪交流。 
230,000 

三.3 

外聘社團專業指

導老師課程鐘點

費 

聘請校外專業社團指導老

師，強化學生社團專業能

力。 

140,000 

三.4 
學生社團簡介設

計編印 

編印學生社團簡介或手

冊，提升學生參與社團活動

資訊與意願。 

150,000 

(配合款) 

四.2 
改善學生事務與

輔導之相關物品 

1.改善學生社團活動所需

之小型設備。 

2.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159,900 

合           計 $ 909,900 

 

   討論事項： 

教務長： 

流音社編列之塑鋼外場喇叭及主動喇叭有沒有必要性，夜間部上 

學生都在反應社團聲音過大。 

周組長回應： 

為利社團正常運作而買的器材補充。目前針對校園空間調整，為了

不影響教學，但在活絡社團發展同時也請師生包容。 

圖書館館長： 

熱音社編防潮櫃之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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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組長回應： 

因為文化走廊及f棟地下室比較潮濕，為方便保養及管理有必要採

買。 

吳副校長： 

學輔經費每年均投入2佰多萬經費，希望學生能珍惜並妥善運用教育

部這筆經費的美意。請學務處規劃，每年度辦社團成果展。 

周組長回應： 

今年校慶部份社團如流音社等也有安排表演活動。感謝學校幫助社

團使社團能蓬勃發展。 

 

  決  議： 

一、 配合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社團多元活動方式，同意編列學生事務

及訓輔設備約231萬元經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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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編列75萬元。 

三、 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列標餘款購置項目共 12項設備，排序於

原列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 440,000元。 

 

 

案由五：本校 10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

目（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設備規格說明書，提請討論。 

 

  說明：總務處提列兩項設備-實驗場所內部稽核暨危險機械設備管理系

統及可見光分光光度計。針對有狀況時實驗室有安全防護設施可

以用，也利於 

實驗室管理並落實實驗場所危險性機械管理，稽核盤查實驗室現

況。另 

外對本校有害事業廢棄物及放流水之前置檢測而編列可見光分光

光度 

計，有效監控實驗場所所產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低濃度放流

水，避免 

對校園環境造成二次汙染，以維護師生健康。 

 

   決議：通過本項提案規劃。總務處在節能減碳的努力有目共睹， 

         綠能校園及減少能源的浪費也是全球共同的努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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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本校 102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常門經費支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占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經常

門經費30%以上)、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占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

門經費5%以內)，及其他(如增聘教師或現有教師補助等)。 

二、102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業經參

酌101年度實際執行情況，編列如附件。 

三、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編列比例達75.04%，高於教育部規定30%以上，

另外行政人員研習近年有反應不要編列太高。 

 

  討論事項： 

  計網中心主任： 

  針對個資法強化，為利學校行政人員加強個資保密觀念，下年 

  度會請業界來上課，行政人員業務研習比例下降是否影響此筆 

  預算。 
 

  吳副校長： 

  請人事室於下一年度舉辦行政人員個資法課程。另外也請在座 

  委員告知系上，獎勵補助款有編列經費提升教師進修並學習機 

  會，請各系善用資源運用，達到使用效益。 

 

 決   議： 

    一、照案通過，各項經費編列皆符合教育部經常門比例規定。 

    二、請各單位將本學年度要舉辦之研討會送至人事室彙整，未來 

        將依據各單位之申請來審核。希望各單位除了運用獎補助款   

        經費舉辦研討費，尚能向外爭取其他經費來源。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 
以上提案項目之設備內容請各單位代表再行檢視名稱、規格、數量、

用途等相關資料有否錯誤，或需修正建議處，請於101年11月26日(星

期一)中午前送承辦單位修正。 

 
 
拾、散會(PM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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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2 年度推動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第二次) 

 

壹、時間：民國 102年 3月 12日 PM 14:00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戴謙 校長                           

肆、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陳賢真 

伍、主席致辭： 

今天邀請大家來主要是要召開獎補助款經費，今年獲教育部核配七仟

參佰多萬的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本校獲核配之總金額排名為第一

位，而且是連續四年於 73所私立技專院校中總金額排名第一位，首先

謝謝吳副校長的督導，同時也謝謝大家對於學校共同付出的努力。希

望大家共同努力為明年的獎補助款創造更高的績效表現，這樣才不會

辜負教育部對學校的期望。 

今日針對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做細部討論，請陳主任先做一說

明。 

 

陸、業務報告： 

會計室主任： 

1.本校於2月8日接獲教育部核定本年度「102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獎勵補助經費」補助經費20,599,280元及獎勵經費52,738,469

元，共計73,337,749元。於73所私立技專院校中，本校獲核配之總

金額排名為第一位。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感謝全校各單位的同仁

和本委員會全體委員的鼎力協助，讓本校有卓越的成果表現。 

2.上次(101/11/21)開會討論之經費支用總經費為 87,053,348元。本

次會議重點乃依獎勵補助款額度調整本校支用計畫書，並於公告後

30日內函送教育部。 

3.教育部規定，學校須提撥獎補助款之 10％以上為自籌款。依據此獎

勵補助經費本校需配合自籌款為 12,345,094 元，佔獎補助款

16.83%。整體執行經費總計新台幣 85,682,8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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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校申請10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

及本校相關單位回覆內容，擬依委員審查之意見呈報說明各要點，

詳附件說明。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支用規劃，提請討論。 
 

102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6.83%) 

總經費 

(5)=(3)+(4) 

$20,599,280 $52,738,469 $73,337,749 $12,345,094 $85,682,843 

 
 
 
 
 
 
 
 
 
 
 
 
 
 
說 明： 

一、依教育部實際核定之金額調整各項經費額度及比例。資本門與經

常門之分配規劃如上表。 

二、依教育部規定，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前段經常門預算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

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

類」規定辦理。 

三、應編列自籌款為 10﹪以上，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決 議： 照案通過。依據決議規劃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金額 $14,419,496 $36,916,928 $8,892,556 $6,179,784 $15,821,541 $3,452,538 

合計 $60,228,980 $25,453,863 

占總經費 

比例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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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提請討論。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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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自籌款金額】） 

$43,136,424 84.03% $7,832,156 88.08%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經 10﹪ 

【不含自籌款金額】） 
$5,600,000  10.91% ＄400,000 4.5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 

【不含自籌款金額】） 

$2,000,000 3.90% ＄310,400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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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1.17% ＄350,000 3.94% 

合計 $51,336,424 100.00% $8,892,556 100.00% 

 

說 明： 

一、提報之資本門設備優先序編列依據 101年 11月 21日專責小組會議

決議辦理(預估資本門 52,300,881 元)，惟因教育部核定資本門款

51,336,424 元，擬調整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補助及配

合款金額，其餘不變動。各項設備之名稱、規格及優先序如支用計

畫書附表。 

二、依教育部規定，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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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備至少佔資本門 60％；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達 10％；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應達 2％；另加強省水器

材與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等。 

三、102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已修正規定應於當年度完成付款。 

(101年度資本門舊制規定應完成驗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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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校    長： 

1. 經費有沒有用在刀口上。不要讓經費分配大者衡大，有大系小系之

分。讓資源能公平分配。 

2. 採購電腦設備績制的評估，部份系所申請數量過多，是否規劃更

新，目前學校政策請計網中心集中管理結合學校現有電腦再做規劃

統籌有無落實。 

 

會計室主任回應： 

目前電腦設備針對全校共同使用部份(普通教室)係由計網中心統一管

理，如附表優先序 2編列的 132台，置於計中電腦教室統一管理。專

業教室部份仍由系所專業使用規劃。這部份會再與各院及計網中心加

強溝通，使資源做最有效利用。 

 

    電機系代表回應： 

系上提出電腦 81台需求，各為 B403電腦教室、S707研究室研究用、

B503實驗室用。主要是因為電機系目前四技生一班大約有 60位學生，

外加選課的學生人數相當多。為了儘量滿足學生的要求，通常一間教

室要容納 60幾人。目前能容納的電腦教室設備皆很老舊，須更新的電

腦設備為 95年購置，如果再不更新，學生抱怨會愈來愈多，而且選課

的學生也很多，所以系上依需求提出電腦設備。 

 

    人文學院院長回應： 

應英系提出的電腦設備屬系上語言用的專業型電腦設備，為 N306、N307

電腦教室開課需求，提升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品質，由應英系與應

日系兩系共用，所以未列在計中統計的清單中。 

 

校   長： 

    針對專業特殊型的電腦部份，還是由系所自行管理，但要有審核機制，

而不是像現在任由各系所零星的提出兩套、三套等之需求，要有整體

性規劃。 

 

    行政副校長： 

    針對各系設備需求要嚴加審核，不要有消化預算的觀念。另外各項設

備請各單位儘速提出申請，以使標餘款儘快確認，以免壓縮標餘款採

購時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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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般性之電腦設備統一由計中規劃，依時程需汰換、更新的優先序

編列預算。 

二、討論通過，同意編列優先序 1至 77項設備，總經費 50,968,580 元，

符合預算經費，並另增列標餘款購置項目 1至 19項設備， 如支用

計畫書所示。 

 

 

案由三：本校 102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

提請討論。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內容說明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

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編纂教材  $    1,600,000  7.27%     

製作教具  $       300,000  1.36%     

改進教學  $    3,830,000  17.41%     

研究  $    3,000,000  13.64%     

研習(研討會)  $    3,500,000  15.91%     

研習(出差)  $    1,800,000  8.18%     

進修  $       90,000  0.41%     

著作  $    1,500,000  6.82%     

升等送審  $      900,000  4.09%     

小計  $   16,520,000  75.09%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工作(占經常門經費 2%以

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      140,000  0.64%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      460,000  2.09%  $     150,000  4.34% 

小計  $      600,000  2.73%  $     150,000  4.3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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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000  2.73%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      463,90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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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年內) 
 $    1,444,663  6.57%     

現有教師薪資  $      675,300  3.07%     

資料庫訂閱費  $    1,697,462  7.72%  $  3,302,538  95.66% 

小計  $    3,817,425  17.35%  $  3,302,538  95.66% 

總        計  $  22,001,325  100.00%  $  3,452,538  100.00% 

 

說 明： 

一、經常門經費支用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經

費 30%以上)、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占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經

費 5%以內)，及其他(如增聘教師或現有教師補助等)。 

二、102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業經參

酌 101年度實際執行情況，編列如附件。 

 

 決 議：規劃案中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相對於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        

比率已達 75.09%，比率逐年提昇。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 

 

   一、電腦設備集中管理請計中主任結合學校現有電腦再做規劃統籌。 

   二、編列之預算請吳副校長會同相關單位再檢討修正規劃。 

   三、其餘案由各單位依規定提出申請。今日會議到此結束。 

 

 

 

拾、散會。（PM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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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南臺科技大學 

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 

壹、時間：民國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AM 9:30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L007） 

參、主席：戴謙   校長                   

肆、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陳賢真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 

會計室主任： 

一、召開本次會議主要是要討論部份單位申請項目變更事宜。依據教育部

99 年 6 月 28 日台技(三)字第 0990094544B 號令修正發布之規定，在

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總金額不變原則下，若有項目、規格、數量及細

項改變者，經由學校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

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存校備查，毋需報教育部核准。 

 二、會議附件資料有提供 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與資本門的執行進

度。提醒各單位配合政府會計年度(1.1~12.31)，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

所稱之「執行完竣」係指「已完成核銷並付款」。請各相關單位注意

年度執行期限，以利經費執行核銷。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102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

書審查意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102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

書審查意見如附件所示，請各位委員參閱並提供意見，以辦理後續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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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中針對第六點審查意見，【附表四】所列擬購置項目部分與教學

或研究無直接相關，如：優先序#1「10G 核心交換器」、#3「路由

交換器」主要用途為「提昇校園網 路骨幹」，似屬於校園資訊基礎

建設，以列入「其他項」設備較為合宜。依審查委員意見將優先

序1「10G 核心交換器」595萬元、優先序3「路由交換器」520萬
元，共計1,115萬元列入「其他項」設備。 (如下表) 

項   目 

調整前 調整後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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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自籌款金額】） 

43,136,424 84.03% 7,832,156 88.08% 39,000,000 75.97% 818,580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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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000 10.91% 400,000 4.50% 5,600,000 10.91% 400,000 4.5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

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

費 2﹪【不含自籌款金

額】） 

2,000,000 3.90% 310,400 3.49% 2,000,000 3.90% 310,400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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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1.17﹪ 350,000 3.94% 4,736,424 9.23﹪ 7,363,576 82.81% 

合計 51,336,424 100.00% 8,892,556 100.00% 51,336,424 100.00% 8,892,556 100.00% 

 

決議： 

一、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十點第(一)項第 5 點，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

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針對優先

序#1「10G 核心交換器」、#3「路由交換器」調整列入「其他項」

設備，調整上述設備變更歸類項目，各項支用比例仍符合要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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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案依審查委員意見回覆內容辦理及調整各項表單，依決議

辦理後續事宜。 

二、102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8 點審查意見，大部份

針對規格及內容說明需再詳述。以後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請

email給各系主任參酌，以使大家都能了解。 

三、請主要審查單位會計室、事務組、人事室嚴格把關，於各單位提

交設備規格及內容說明要詳述功能及相關性，來年應避免審查委

員同樣意見重覆發生。 

 

案由二：學務處新增(102)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採購，提請 討論。

(針對標餘款運用)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學務處原編列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36項優先序及標餘款 9項

採購案，依計劃執行 45項設備採購金額共計 2,083,000元。 

二、其中編列標餘款優先序#3砍手刀、#4三砲管及#11室內小鼓三項，

已經由該社團指導老師供應，故擬不執行。 

三、依教育部規定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獎補助款資本門總經

費 2％以上，因此擬增列標餘款購置項目，排序於原列優先序購

置項目之後，以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三、擬編列標餘款購置項目共 6 項，經費計 316,200 元，接續原標餘

款購置項下（如附表一），說明如下。 

(1) 嘻哈社創作歌曲及錄製歌曲時，若經取樣機接麥克風錄製同學創

作聲音，結合音樂，可產出更完美之表演音樂，並表演多變化且

豐富。 

(2) 學生社團規劃辦理校內外各項活動時，經常受限於活動場地無擴

音及撥放音樂設備，嚴重影響辦理成效，若能採購移動式多媒體

擴放機予社團使用，將可有效彌補前述缺憾。 

(3) 由於學術性及康樂性社團中，有許多樂器演出需透過聲音收音後

再輸出，若能採購樂器專用無線收音 MIC 後，將可使演奏擴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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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佳，並可減少現場線材雜亂之景象。 

(4) 陶藝社近年均與通識中心、幼稚園配合推展陶藝課程教學活動，

且參與同學日漸增多，故需再增購拉坏機，以滿足社團成員陶藝

課程學習需求。又在陶藝課程日益增多下，作品也同時增加，在

考量提供社員學習上釉技巧、降低上釉成本、避免運送過程損壞

等多項因素後，擬採購三面水洗式噴釉台。 

 

決議：通過上述提出之變更申請。另為有效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依提案所編列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項目，依序運用

標餘款採購之。 

 

 

案由三：資管系擬變更本(102)年度獎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資管系） 

   說明：  

一、該系原規劃採購設備項目優先序 47「Kinect感應器 3向空間包」

7組共 168,000元。該設備原定於今年 10月出新機種，但後得知

商品要延至明年 3 月台灣才有實際產品可供銷售。為使教育部補

助款能發揮最大功效及配合教學研究需要，所以改採購目前學生

專題及競賽方面需求最殷切的筆記型電腦，原「Kinect 感應器 3

向空間包」等新機種問世後再行購置。 

二、目前該系使用之筆記型電腦為 95、96 年度購入現都已老舊，無

法符合老師上課教學、學生專題製作及學生參加專題競賽等使用

需求，擬變更採購筆電設備 5台。 

 

討論： 

   通識王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電腦大多已超過使用期限，已鼓勵教師積極爭

取各項經費改善電腦設備，然仍有半數教師因無專題研究計畫難

以改善，建議優先撥付專款購置 7 套桌上型電腦設備提升教師教

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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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上述提出之變更申請，為避免不及執行或延誤年底設備核

銷進度，同意變更後規劃購置之設備即刻辦理動支請購作業，

請業管單位於會後立即通知相關單位開始執行。 

 

案由四：光電系擬變更本(102)年度獎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光電系） 
  說明： 

   一、102學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儀器設備優先採購項目及經費已核定，

順序為(1) 廢氣處理系統、(2) 大型積分球、(3) 光電倍增管、(4) 

紫外光臭氧清洗機。 

 二、以上設備皆已完成動支採購程序，但其中「廢棄處理系統」經費

核定有$ 252,000 元可採購，但因跟多家廠商詢價過程中發現規

格及費用要符合本系購買之需求，費用需要 55萬元。 

 三、因今年度本系資本門經費有限無法支付剩餘金額，故擬變更採購

其他項目。下表為 101.10.24 第 1 次系務發展暨儀器設備規劃委

員會議決議 102 年度儀器設備採購順序表，擬改採購「桌上型個

人電腦」 

優先序 儀器名稱 組別 
金額 (千元) 

102 年 
1 廢氣處理系統 光電中心 280 

2 大型積分球 光波與微波組 1,035 

3 光電倍增管 顯示器元件組 250 

4 紫外光臭氧清洗機 顯示器元件組 170 

5 
桌上型個人電腦 

Q502 光學教學實驗室

上課用 
280 

6 LED 電性模擬軟體 太陽能與光電元件組 200 

 
合  計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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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Q502 光學教學實驗室目前有光學實習、光通訊概論、基礎光學

設計、應用光學實習、Matlab工程與應用等課程在該教室上課，

以上課程皆需要電腦跑模擬分析但原有電腦數量不足且皆已漸

漸老舊，老師、學生上課較吃力，故本學期需有 2台組裝電腦(跑

模擬分析)及 6台個人電腦(學生上課用)，預估金額為 28 萬元。 

二、經出席委員討論後，一致同意改採購「桌上型個人電腦」。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 
 

會議資料有提供 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與資本門的執行進度。提

醒各單位配合政府會計年度(1.1~12.31)，102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資門

須完成付款程序。請各相關單位注意年度執行期限，以利經費執行管

控。 

 
 
拾、散會  ( 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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