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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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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民國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PM 3:00 

地點：第一會議室（L007） 

主席：戴謙 校長                   

出席：如簽到表 

議程：                                                  記錄：陳賢真 

壹、 主席致詞： 

一、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使用精神，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進行規劃，請

各單位要依相關辦法規定妥適規劃。 

二、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係依 104年度核定金額規劃，待教育部實

際核定之金額，再調整各項項目經費額度及比例，提本會議審議。 

貳、 報告事項： 

一、 本次會議召開目的主要係依據學校 104-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各單

位發展特色，規劃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確立各項

設備採購品名、金額、數量、優先序及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相關進度，

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1月底前函報教育部核備。 

二、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之總經費額度依教育部核定

104 年度之獎勵補助金額進行規劃。104 年度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經費為

71,909,265 元，其中補助款 28,749,056 元，獎勵款 43,160,209 元；學校配

合款預估為 9,967,570 元，占獎勵補助經費 13.86%，總計 81,876,835 元。

詳下表說明：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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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 

總經費 

(5)=(3)+(4) 

$ 28,749,056 $ 43,160,209 $71,909,265 $9,967,570 $81,876,83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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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請

原則及注意事項：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 (不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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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 70%及 30%。據此，105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

71,909,265 元中，資本門 50,336,486 元，經常門 21,572,779 元。若含自籌

款，總經費 81,876,835元中，資本門 55,394,056元，經常門 26,482,779元，

各占總經費 68%及 32%。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

例，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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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資本門經費 (不包括自籌款) 分配原則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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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至少占達資本門經費 10%以

上。 

3.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 

    二、依據上述原則，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50,336,486 元，各所系科中心之教

學及研究設備 40,386,486，占 80.23%；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5,950,000 元，占 11.82%；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2,000,000

元，占 3.97%。資本門經費符合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精神，且分

配比例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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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4,339 $30,212,147 

$5,057,570  
$8,624,717 $12,948,062 

$4,910,000  
$50,336,486 $21,572,779 

合計 $55,394,056 $26,482,779 

占補助款 

比例 

(含自籌) 

70% 30% 

占總經費 

比例 

（不含自籌） 

6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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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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86,486 80.23% $2,994,210 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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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0,000 11.82% ＄250,000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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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523,360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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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3.97﹪ ＄1,290,000 25.51﹪ 

合計 $50,336,486 100.00% $5,057,5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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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2~3月間核定 105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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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分配案

及其優先序，提請討論。(詳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

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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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5學年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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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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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提報之教學設備清單除經各單位會議審議外，並配合104-105學年

度校務發展計畫、各單位發展特色及教學研究重點編列，共123項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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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詳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經費為 

$43,380,696元。另為有效運用經費，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共48項設備  

(詳附表四.1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款規格說明書)，排

序於原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經費為3,489,072元。 

三、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已先經事務組及各系所單位審查後修正，

具體敘明所需規格及功能，避免有規格綁標、指定特定品牌型號等情

形。資訊設備集中採購，由計網中心審核統一採購規格，確保實際購

置之資訊設備功能符合使用。各單位採購的電腦除非有特殊規格需

求，否則各單位執行獎補助經費資訊設備依符合學校高階、中階、低

階三種電腦及螢幕規格進行請購後，由總務處依公告的高階、中階、

低階三種規格統一辦理後續採購事項。  

決  議： 

一、資本門經費規劃主要依 104-105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重點及方向，由

使用單位提出需求，經各系圖書暨儀器設備規劃委員會審議是否符合

系所發展特色，再提支用計畫書，與學校 104-105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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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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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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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照案通過，同意編列優先序共 123 項設備，總經費 43,380,696 元，

符合預算經費。 

五、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共 48項設備，排序於原列優

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 3,489,072元。 

 

案由三：本校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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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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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圖書館提出之圖書軟體教學資源相關資料詳如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

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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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萬元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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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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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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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提報到專責會議審議。(詳

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經常門部份詳如下表說明。(詳附表十經常門

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獎勵補助

款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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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000 

(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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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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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 

 

決  議： 

一、針對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請學務處宣導同

學使用過程善盡愛護並珍惜教育部的美意，作好管理及考核績效。 

二、配合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社團多元活動方式，同意編列優先序共5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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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總經費2,523,360元，符合預算經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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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萬元。 

四、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資本門標餘款購置項目共23項設備，排序於 

原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657,320元。 

 

 

案由五：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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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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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資本門經費－其他項目，配合環保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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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下表

說明。(詳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單位 項目 補助經費 重點說明 

學務處 

衛保組 

攜帶式自動

體外心臟電

擊去顫器

(AED) 

$255,000 

1. 依「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設

備管理辦法」第 11條規定，大

專校院為應設置 AED 之公共

場所，依教育部臺教綜(五)字第

1020107158號函指示，私立學

校由私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支應。 

2. 近年來所有大型公共場所因不

明原因緊急休克狀況頻傳，藉

由 AED 的設置提供更安全的

校園環境，也讓廣泛讓師生學

會 CPR 與 AED 使用的基本救

命術，讓校園更趨安心、安全，

也讓校內教職員生對基本緊急

救命觀念更認同且普遍有緊急

救人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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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項目 補助經費 重點說明 

計網中

心 

網頁應用

程式防火

牆 

$1,800,000 

1. 應用程式防火牆可保護 Web 應

用程式免受複雜的攻擊，阻止線

上身份竊取，並防止資料經由應

用程式洩露。 

2. 降低校務行政系統被入侵、攻擊

與資料被竊取的風險。 

計網中

心 

CDP備份

系統 
$700,000 

1. 運用獨特的快照與應用程式感

知技術，隨時可以啟用存放在本

地或遠端機房的磁碟複本，快速

復原關鍵的系統和資料，系統管

理員能夠瞬間將遺失或損毀的

資料回復災難發生前一刻，確保

企業永續營運。 

2. 保護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安全。 

總務處 LED路燈 $535,000 

1. 依經濟部 104年 8月 13日公告

之「道路照明管理單位應遵行之

節約能源規定」進行水銀路燈汰

換。經現況調查後，本校尚有水

銀路燈須汰換且須於 105年底

前完成，以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2. 每座燈具約可節省 300KW，以

每天使用 4小時，一年使用 300

日計算，一年約可節省 2,880度

電，有助於達成校園節約能源目

標。 

總務處 

S708 國際

會議廳空

調系統 

$1,500,000 

1. S 棟國際會議廳空調系統耗能

為 336,000kcal/h、消耗功率為

97kW，EER為 3.46 kcal/h-W；

以全年運轉時數 2,400 小時估

算，經汰換後預計可節省之電力

約為 22,000 kWh/年，有助於達

成校園節約能源目標。 

 

討  論： 

總務長：S708國際會議廳空調系統使用已達15年、效率低。多次參與會議同仁

反映空調不冷，維護次數一年高達90幾次，易造成能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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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S708國際會議廳空調系統尚堪使用，如需汰換有無其他可接收管理之

空間(像優活館)，以達物盡其用目的，請總務處再妥適規劃。 

決  議： 

一、為確保校園整體安全、提升校園資訊安全，防止防火牆和作業系統與應

用程式的設定不當，通過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優先序1-3

項提案規劃。 

二、為改善校園路燈照明並達經濟部104年8月13日公告之「道路照明管理單

位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通過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優先序第4項提案規劃。 

三、原編列S708國際會議廳空調系統150萬元，改規劃「生活機能館地下停

車場求救柱」322,400元及「生活機能館普通教室單槍防盜系統」965,000

元。符合校務發展計畫D3-4 強化校園安全管理->工作計畫第1點「整合

及維護校園消防、求救及監視系統」及105學年度量化指標「確保校園

整體安全」。 

 

案由六：本校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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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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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

請原則及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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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教師薪資等)。 

二、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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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實際執行情況，編列如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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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編列比例達70.92%，高於教育部規定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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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補助款經費舉辦研討

費，尚能向外爭取其他經費來源。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PM 5:0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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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時間：民國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PM 2:00 

地點：第一會議室（L007） 

主席：戴謙 校長                   

出席：如簽到表 

會議議程：                                               記錄：陳賢真 

壹、 主席致詞： 

本校 105 年獎補助核配金額依原核配指標為 7,374 萬 7,371 元，較 104 年度

核配金額 7,190 萬 9,265 元，增加 183 萬 8,106 元。若含外加「提升師資素

質成效」，則獎補助核配金額為 7,459萬 7,259元。105年度因外加「提升師

資素質成效」核配金額，學校在考量公平正義原則精神，及 105年起面臨少

子化衝擊等外在不利因素下，學校經慎重且多方面的評估，決議僅申請提升

未具正職兼任教師鐘點費的補助。本校從 99 年度起，獎補助核配金額連 6

年均維持第 1名，105年度若依原核配指標計算，本校仍維持第 1名，感謝

各單位承辦同仁、專責小組委員及督導長官群策群力的協助推動，學校才能

持續在獎補助核金額配名列前茅。除了值得高興外，本次獲教育部 7仟 4佰

多萬的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更應該謹慎珍惜使用這筆得來不易的經費，

也要更加的努力做好每一個環節，為學校創造更高的績效表現。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重點乃依教育部核定 105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審議本校 105年度「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及修正支用計畫

書。 

二、教育部核配本校 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為 7,374

萬 7,371元，較 104年度核配金額 7,190萬 9,265元，增加 183萬 8,106 元。

若含外加「提升師資素質成效」核配金額 84萬 9,888元，則為 7,459萬 7,259



元，較 104年度增加 268萬 7,994元。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書面

審查意見，學校回應說明，提請 討論。 

說  明：本校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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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單位針對審查意見中須改善部分提出改善措施，學校回

應說明詳附件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之「學校回應說明」所示，

請各位委員參閱並提供意見。 

決  議： 

一、 審查意見檢討列及單位回應說明應列為106~107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

106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撰寫參考，以落實PDCA精神。 

二、 支用計劃書預期使用績效之量化指標，已依審查委員意見，有關資本

門質量化指標與本校104~105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對照表已於支用

計畫書P29~45之105年度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中具體呈現。經常

門已依委員意見補充量化內容，以具體呈現經費執行成效。 

三、 請各業務單位協力檢視各項預計採購之設備規格，對各項預計採購之

設備規格應以具體及統一描述。同時將非整組設備，分列項目名稱、

數量、單價、總價等資訊物品規格，以符合資本門認列原則。 

四、 本校自99年起辦理電腦設備集中採購作業，相關作業流程皆已標準

化，並可有效降低採購成本，增進經費運用效率。本校每年約辦理4-5

次資訊設備集中採購作業，執行數年來，均可適時滿足師生教學及研

究需求；本校仍將持續嚴謹管控採購作業流程，提升採購效率及經費

使用效益。 

五、 針對教師進修之鼓勵及預算編列，本校每年約有10位教師取得博士學

位，在改善師資結構上有重大績效，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逐年成長。未

來，本校將持續鼓勵及補助老師進修博士學位。同時，本校亦積極鼓

勵教師參加校外各種研習 (研討) 會，以提升教師專業、研發能量。

另外本校已有論文、產學計畫、專利及競賽等獎勵，引導教師投入教

學及實務研發，並配合多元升等制度的推動，選擇以教學實務成果、

產學合作績效或實務研發成果辦理升等。 



六、 請各院針對各系所欲達成目標及規劃未來年度發展策略經費規劃，內

容要充份結合各系資本門獎勵補助運用。獎勵補助經費各支用項目除

連結本校104~105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發展策略主軸工作計畫外，並

對應預期實施成效之質量化指標，可具體呈現經費運用成效。 

七、 有關「104~105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意見，各單位回覆情形討論

與各單位修改計畫書內容討論等相關事宜，秘書室已於104/3/15召開

104~105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意見討論會議。同時請各單位在撰寫

106~107校務發展計畫時，在學校策略發展主軸、系所院發展特色、

經費的使用、質量化指標要充分對應連結，具體展現學校的亮點特色。 

案由二：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修正後明細支用規劃，提

請 審議。 

說  明： 

一、105年度補助經費資本門 5,221萬 8,081元、經常門 2,237 萬 9,178 元，

合計 7,459萬 7,259元，較原規劃補助經費資本門 5,033萬 6,486元、經

常門 2,157萬 2,779元，合計 7,190萬 9,265元，資本門增加 188萬 1,595

元，經常門增加 80萬 6,399元，合計增加 268萬 7,994元。 

項目 原規劃 核定 增加 

資本門 5,033 萬 6,486 元 5,221萬 8,081 元 188萬 1,595 元 

經常門 2,157 萬 2,779 元 2,237萬 9,178 元  80萬 6,399 元 

合計 7,190 萬 9,265 元 7,459萬 7,259 元 268萬 7,994 元 

二、依教育部規定，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勵補助經費 70%及 30% (不含自

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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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編列獎勵補助經費 10%以上配合款，不

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據此，105 年度補助經費 7,459 萬 7,259

元，學校配合款 1,015萬 1,224 元 (13.61%)，合計總經費 8,474 萬 8,483

元。105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 (含自籌款) 明細如下表，

各項比例均符合教育部規定。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明細 

核定獎勵補助經費 (1) 
自籌款 (2) 

(佔獎勵補助經費 13.61%) 

總經費 

(3)=(1)+(2) 

74,597,259 元 10,151,224 元 84,748,483元 

 

項目  
獎勵補助經費 自籌款 總經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資本門 52,218,081 元  70% 4,461,224元  44% 56,679,305元 67% 

經常門 22,379,178 元 30% 5,690,000元 56% 28,069,178元 33% 

合計 74,597,259 元 100% 10,151,224元 100% 84,748,483元 100%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以上各編列項目內容、金額與比例。自籌款則以 13.61%

比例編列，且得依後續規劃作適當調整，以使經費規劃與預算相符。 

案由三：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修正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

目、金額與比例，提請審議。 

說  明： 

一、105年度補助經費資本門 5,221萬 8,081元，較原規劃 5,033萬 6,486元，

增加 188 萬 1,595 元，新增經費規劃為增購生活機能館普通教室之 e 化

教學設施 (單槍及單槍防盜控制系統)。 

二、本項提報之資本門設備優先序清單係依據 104年 11月 19日專責小組會

議決議辦理。除新增經費規劃項目外，餘依核定補助經費及審查意見，

調整各系所中心等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補助及配合款金額。資本門經費支

用項目、金額與比例修正前後對照表詳附件，各項設備之名稱、規格及

優先序詳支用計畫書附表一~八。 

三、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規定，各系所中心等之教學、研究設備至

少占資本門 60％；圖書期刊、教學媒體達 10％；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

達 2％。修正後各項比例均符合教育部規定，及優先改善支用教學、研

究設備精神。 

 

 



項   目 

獎勵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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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0,000 元  80.01% 2,133,545 元 47.82%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 
5,950,000 元  11.39% 250,000 元 5.6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 
2,000,000 元 3.83% 523,360 元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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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8,081 元  4.76% 1,554,319元  34.84% 

合計 52,218,081 元 100.00% 4,461,224 元 100.00% 

決  議： 

一、 本校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兼具補助系所 (基本指標) 及獎勵重點發展

(KPI 指標) 特色，並由院整合經費，規劃系所未來發展重點及特色策

略。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分配程序由各系所、中心、處、室先依校務

發展計畫規劃各單位發展重點及特色規劃預計購置之設備項目，並須

經各學院整合未來重點發展特色，再經校內審查委員審核，以教學設

備、重點特色整合之設備為原則，彙集成整體支用計畫書後提送本校

獎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會議審議，議訂各項分配金額及確立優先順

序後，報部申請。 

二、 本校自 99年起每年約辦理 4-5次電腦設備集中採購作業，相關作業流

程皆已標準化，並可有效降低採購成本，增進經費運用效率，未來本

校仍將持續嚴謹管控採購作業流程，提升採購效率及經費使用效益。  

三、 請總務處事務組、計網中心、會計室及相關單位召開各項預計採購之

設備規格預審會議，協助審查各單位提交設備規格及內容說明要詳述

功能及相關性，以更具體及統一描述各項預計採購之設備規格，及符

合資本門認列原則。同時，避免指定廠牌、型號等情形，如有特定廠

牌型號資訊，應加註同等品字樣說明。 

四、 原【附表四】優先序#33、99「高齡者模仿體驗組」二組規格內容物採

購各為 16件，價差部份係為規劃時差異，已依委員意見調整修正後【附



表四】優先序#32、#96內容。 

五、 依審查委員建議，擬刪除原【附表四】優先序#59、標餘款 36「評鑑認

證系統」採購項目及原優先序#標餘款 37「衛浴組」採購項目。 

六、 資本門設備優先序清單係依據 104 年 11 月 19 日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

理。除新增經費規劃項目外 (單槍及單槍防盜控制系統) ，餘依核定補

助經費及審查意見，調整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補助及配合

款金額。 

案由四：本校 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修正後經常門分配

案及其優先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5 年度補助經費經常門 2,237 萬 9,178 元，較原規劃補助經費經常門

2,157 萬 2,779 元，增加 80 萬 6,399 元。因 105 年度教育部核定金額含

外加「提升師資素質待遇成效」經費，配合相關規定、辦法及審查意見，

新增經費規劃為提升師資薪資 [其他－教師薪資 (2 年內)] 項下。調整

後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修正前後對照表詳附件。 

二、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規定，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2%以上，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5%以內。本校近 3年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經費均投入 68%以上，

在經常門經費規劃與運用上，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經費為優

先考量。修正後各項比例符合教育部規定。 

項      目 
獎勵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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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     1,400,000元 6.26%     

製作教具       200,000元 0.89%     

改進教學     4,300,000元 19.21%     

研究     3,500,000元 15.64%     

研習     3,800,000元 16.98%     

進修      100,000 元 0.45%     

著作     1,000,000元 4.47%     

升等送審     1,000,000元 4.47%     

小計    15,300,000元  68.37%     



二、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工作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140,000元 0.63%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460,000元  2.06%    70,000元  1.23% 

小計      600,000元 2.68%    70,000元  1.23%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550,000元  2.46%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00,000元  0.45%     

五、其他 

教師薪資(2年內)    5,829,178元 26.05%  2,620,000元  46.05% 

資料庫訂閱費      3,000,000元 52.72% 

小計     5,829,178元  26.05%  5,620,000元 98.77% 

 合計    22,379,178元  100.00%  5,690,000元  100.00% 

三、在預算總金額不變情形下，經常門經費支用各項目依實際執行後，如無

法達到原編列預算時，預算剩餘金額將調整至其他項目－教師薪資 (2

年內) 項下。 

決  議： 

一、參酌 104年度本校獎勵補助經常門執行狀況，以及教育部核定 105年度

獎勵補助款，規劃經費 1,530 萬元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 (占獎

勵補助經常門經費 68.37%)。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購置項目與資料庫訂閱費各項金

額依 104年 11月 19日專責小組會議決議不變動，各項比例符合教育部

規定。 

三、外加「提升師資素質待遇成效」金額係用於提升未具正職兼任教師鐘點

費，因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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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獎勵補助經費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應符合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故配合教育部規定，提升未具正職兼任教師鐘

點費由學校經費支付，「提升師資素質待遇成效」金額規劃為提升師資

薪資 [其他－教師薪資(2 年內)] 項下獎勵補助款經費 806,399 元，自籌

款經費 780,000元，以提升本校師資結構。 

四、在預算總金額不變情形下，經常門經費支用各項目依實際執行後，如無

法達到原編列預算時，預算剩餘金額將調整至其他項目－教師薪資 (2

年內) 項下。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請總務處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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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類似設備之規格說明方式具一致性，並統一要求使用單位具

體表達需求規格。 

二、各單位宜再考量學校整體資源配置，整合各計畫指標，編列之預算請盧

副校長會同相關單位再檢討規劃，以期發揮資源最佳運用效率，方能共

創最高績效。 

 

陸、散會 （PM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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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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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第二次) 

時間：民國一○五年十月五日(星期三) PM 3:00 

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L007） 

主席：戴謙 校長                   

出席：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校   長 戴  謙 商管學院院長 周德光 

行政副校長 盧燈茂 資管系老師 郭建明 

學術副校長 李坤崇 休閒系老師 林舜涓 

產學副校長 張鴻德 工管系老師 黃振勝 

主任秘書 許昇財 企管系老師 王姿力 

教務長 賴明材 行銷系老師 陳信宏 

學務長 王揚智 餐旅系老師 蔡宏儒 

總務長 沈俊宏 會資系老師 呂昭顯 

人事室主任 邱創雄 財金系老師 蔡惠丞 

會計室主任 蔡宗益 國企系老師 許竹君 

圖書館館長 楊智晶 數位設計學院院長 葉禾田 

通識中心主任 王慶安 資傳系老師 薛常慧 

計網中心主任 蘇建郡 多樂系老師 廖世傑 

工學院院長 郭聰源 視傳系老師 陳鴻源 

機械系老師 黃文勇 創新產品設計系 歐陽昆 

電機系老師 宓哲民 流行音樂產業系 林佩儒 

光電系老師 林正峰 人文學院院長 黃大夫 

電子系老師 鄭建民 應英系老師 張韶華 

資工系老師 陳福坤 應日系老師 李詠青 

化材系老師 江禎立 幼保系老師 張治遙 

生技系老師 林家妤 教評所老師 李新鄉 

    高服學程老師 陳炳仁 

http://www.cpd.stut.edu.tw/
http://ss.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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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壹、主席致詞 

    106年度起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指標有重大變革，因獎勵補助金額核配指

標每年均會配合教育部政策動態調整，為維持本校在獎勵補助經費及學校

競爭優勢，各單位應整合學校整體資源配置，整合各計畫指標，以期發揮資

源最佳運用效率，方能共創最高績效。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召開目的主係討論本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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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審查意見，及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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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1)款第 5 目規定，維持總金額不變

原則下，支用計畫書所列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學校專責小

組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二、105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與資本門的執行進度如下表(明細詳附件一~六)。

提醒各執行單位 105年度獎勵補助款所稱之「執行完竣」係指「已完成核銷

並付款」，請各相關單位於年度執行期限 12月 31日前完成。 

項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備註 

一、資本門 

1.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 

43,913,545元 38,389,221元 87.42% 

1. 未執行案件除優先

序 11 幼保系「數位

鋼琴電路板」，因已

停產，擬提本次會議

變更。餘優先序 59、

63、64、70、81、82、

87、91、105、108等

10案屬資訊設備，配

合務組共同供應契

約期程，預計 10 月

5 日完成動支及採

購。 

2. 截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尚未完成核銷

付款案件計 75件。 

2.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6,200,000元 4,490,506元 72.43% 

未執行屬 105 學年度

各單位推薦書單採購，

8月已提動支，預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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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備註 

月前完成驗收核銷付

款。 

3.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設

備 

2,523,360元 2,496,861元 98.94% 

1. 未執行部份屬標餘

款購置項目 -鏡頭

組。 

2. 截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尚未完成核銷

付款案件計 10件。 

4.其他-校園安

全設備等相

關設施 

4,042,400元 4,042,400元 100% 

截至 105年 9月 30日

止，尚未完成核銷付款

案件計 2件。 

二、經常門 

1.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15,300,000元 7,931,595元 51.84% 

1. 「編纂教材」及「製

作教具」需等 10 月

獎助教師教材編撰

及教具製作審查會

審核通過發放。 

2. 「著作」預計 10 月

份教評會審核通過

發放。 

3. 其他經常門執行項

目於下半年搭配 105

學年度學期活動陸

續啟動。 

2.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工

作 

670,000元 462,555元 69.04% 

未執行部份預計於 10

至 11 月依規劃期程辦

理績優社團學校觀摩、

社團幹部訓練等活動。 

3.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550,000元 360,932元 65.62% 
未執行部份依 10至 12

月申請辦理。 

4.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 
100,000元 － － 

不符合教育部獎勵補

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 9點，已執行

改由學校經費支應。 

5.其他-資料庫 3,000,000元 0元 0% 

CONCERT聯盟採購電

子資源屬 CONCERT

小組議價後使用共同

供應契約，現尚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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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備註 

CONCERT 小組最終

議價決議。 

6.其他-教師薪

資(2年內) 
8,449,178元 － － 

經常門經費支用各項目

依實際執行後，如無法

達到原編列預算時，預

算剩餘金額，優先使用

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如無法調整者，再

流用於其他－教師薪資

(2年內)項下。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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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審查意見，學校回應說明，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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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單位針對審查意見中須改善部分提出改善措施，學校回應

說明詳附表一，請各位委員參閱並提供意見。 

二、本案業經主任秘書於105年7月12日召開會議討論。 

決  議： 

一、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共 17點，未有經費規劃不符獎勵補助支用

原則情形。其中第 1及第 2點為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第 3點為「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經費規劃比例，第 4、5、7點為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及支

用計畫書表達完整及正確性，餘 11點均為採購規格及資本門認列標準

等意見，初步回覆如附表一。請各單位參酌委員意見及改善策略落實辦

理，並加強質量化指標呈現。 

二、 本校「專責小組設置辦法」規定之專責小組職掌，已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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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第(1)款第 5

目修正，並經 105年 7月 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三、 各單位應加強支用計畫書採購規格完整性及一致性，單位主管於提交

設備規格及內容時應先加強審核，並詳述功能及相關性，並請事務組、

計中協助審查各單位採購規格撰寫，以避免引起採購規格疑慮。 

四、請總務處於行政會議宣導資本門支用項目編列、規格內容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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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針對學務處原編列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10萬元，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

下，擬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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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第(5)款第 1目，調整優先使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如

無法調整者，再流用於其他「新聘教師薪資」。調整後各項支用比例仍

符合要點規定，本年度已支用經費改由學校經費支應，未支用經費則刪

除。 

案由二：幼兒保育系擬變更 105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 11，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 

說  明： 

一、幼保系因原 YDP-121數位鋼琴電路板，購置年限已逾 10年，且出現電

路板異常，需更換以維持運作。惟因採購項目優先序 11「數位鋼琴電路

板」規格 YDP-121 數位鋼琴已停產，可適用之電路板亦已絕版，因教

師教學急迫需求，影響學生上課，幼保系已先由學校經費購置一台 YDP-

162數位鋼琴。為避免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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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第(1)款第 5目規定，因此優先序 11「數位鋼

琴電路板」擬不編列於獎勵補助經費，未執行金額由後續標餘款採購項

目執行。(變更對照表詳附表二) 

二、本案已於 106年 6月 23日經幼保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提專責小組會

議審議。(詳附件七) 

決  議： 

一、為避免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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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第(1)款第 5目規定，通過上述提出之變更申請。 

二、標餘款執行項目計畫書已編列 3,585,076元，未避免影響經費執行成效，

配合資本門教學研究設備各項決標採購價格，已接續標餘款購置，公告

通知各單位提出採購申請。 

案由三：105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修正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提請

討論。（變更對照表詳附表三） 

說  明： 

一、105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原編列 15,300,000元，

占經常門比例 68.37％。執行至 105年 9月 30日止，已執行 7,931,595元

(執行率 51.84%)，部分項目預計 10月底召開相關審查會議審核通過發放，

說明如下： 

(一)「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教務處每年 11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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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進教學」：10月教評會仍有帶隊參加比賽得獎教師申請獎助；另有

教師全英語授課加發 0.5節鐘點費。 

(三)「研究」：專利展品每年 10月審查。 

(四)「研習」：各院(系、所)自辦研討會，計有 12場次金額約 246萬元將陸

續於 11月底前完成。 

(五)「著作」每年 10月教評會審查。 

上述等配合相關規定、辦法修訂及實際執行後，變更計劃編列，變更內

容詳列如附表三。 

二、105 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原編列 100,000 元，購

置社團活動所需物品。依案由一書面審查意見第 8點，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優先序#1～5等項目計 10萬元似宜改列於學輔經費項下較為合宜。因

本經常門支用項目為「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與學生社團使用物品目的

不一致，擬參照審查委員意見，調整「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項目 100,000

元，不編列於獎勵補助經費。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擬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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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第(5)款第

1 目，優先使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如無法調整者，再流用於

其他「新聘教師薪資」。調整後各項支用比例仍符合要點規定，本年度

已支用經費改由學校經費支應，未支用經費則刪除。 

決  議： 

一、 依決議照案通過經常門經費支用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各項調整。各

項經費編列皆符合教育部經常門比例規定。 

二、 調整「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項目 100,000元，不編列於獎勵補助經費，

本年度已支用經費改由學校經費支應，未支用經費則刪除。本案依核定

版審查委員意見第 8 點回覆內容辦理及調整各項經費，依案由一決議

辦理後續事宜。 

三、 在預算總金額不變情形下，經常門經費支用各項目依實際執行後，如無

法達到原編列預算時，經費執行後仍有剩餘款者，擬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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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第(5)款第 1目，

經常門經費優先使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如無法調整者，再流

用於其他－教師薪資(2年內)項下。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PM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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