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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5年度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民國 105年 11月 23日 (星期三)  PM 3:30 

地點：第一會議室（L007） 

主席：戴謙 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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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係依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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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規劃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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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經費分配，經

本專責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1月底前函報教育部。 

二、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總經費額度係依教育部核定 105年度

之獎勵補助金額 74,597,259元進行規劃。106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

編列 74,597,259 元，學校配合款預估為 10,174,276 元，占獎勵補助經

費 13.64%，總計 84,771,535元，參閱下表說明： 

106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編列明細   單位：新台幣元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占獎勵補助款 13.64%) 
總經費 

74,597,259 10,174,276 84,77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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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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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 (不包括自籌款) 為資本門及

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 70%及 30%。據此，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

74,597,259元中，資本門 52,218,081元，經常門 22,379,178元。若含自

籌款，總經費 84,771,535元中，資本門 56,702,357元，經常門 28,069,178

元，各占總經費 67%及 33%，參閱下表說明：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總經費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52,218,081 4,484,276  22,379,178 5,690,000 74,597,259 10,174,276 

合計 56,702,357 28,069,178 84,771,535 

占補助款比例 

(含自籌) 
70% 30% － 

占總經費比例 

(不含自籌) 
67% 33% －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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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8,081元，各所系科中心之

教學及研究設備 41,780,000，占 80.01%；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 5,950,000元，占 11.39%；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2,000,000元，占 3.83%，參閱下表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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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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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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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0,000 80.01% 1,319,477 29.42% 43,099,477 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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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 1,050,000 23.42% 7,000,000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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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562,880 12.55% 2,562,880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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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1,551,919 34.61% 4,040,000 7.12% 

合計 52,218,081 100% 4,484,276 100% 56,702,3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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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2至 3月間核定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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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106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

經費分配案及優先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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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學年校務發展計畫排列優先序。有關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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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由各院進行初審排列，提送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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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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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項設備，經費為 43,099,477元。另為有效運用經費，增列標餘

款購置項目 18 項設備，經費為 2,717,122 元。教學及研究設備優

先序、項目、及規格說明等資料參閱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

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三、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已先經事務組、保管組及各系所單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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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符財務標準分類規定等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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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規格需求外，各單位執行資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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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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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學校 106-107學年

度校務發展計畫各項工作計畫。 

二、電腦設備規格的標準化，請計網中心協助再確認規格需求明確一致，

功能再補強說明。並請各院針對電腦設備採購須檢討資源使用是

否整合及採購優先性，且須符合教學及研究設備，以發揮經費最大

使用效益。 

三、餘各項設備採購規格，請總務處亦再協助確認修，審核是否有規格

綁標、指定品牌型號等情事，以符合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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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餘照案通過，同意編列優先序共 136項設備，總經費 43,099,477元。 

六、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共 18項設備，排序於原

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 2,717,1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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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106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圖書相關資本門及經常門

經費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圖書館提出資本門「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購置項

目為中、日、西文圖書 (含電子書)、視聽資料等，係先公告給全校

教師提出教學研究所需之專業圖書，依各系所之「學生人數」、「圖

書價格」、「創立歷史」、「授與學位」、「師資人數」以及「借閱率」

為計算基準編列審查優先順序後，提本會議預審。經費為 7,000,000

元，相關資料參閱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

書。 

二、圖書館經常門經費部份屬「其他」項目之資料庫訂閱費 3,000,000

元，相關資料參閱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決  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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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編列 700萬元經費。 

二、圖書館經常門經費部份屬「其他」項目用於資料庫訂閱費，照案通

過編列 300萬元。 

案由四：106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資本門及經常

門經費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學務處提出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學輔器材設備，係先公告給

各社團針對活動需求提出設備，經學生自治會及學生議會共同召

開會議審查優先順序後，提送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共 45項設備，

經費為 2,562,880元。另為有效運用經費，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 8

項設備，經費為 668,360元。相關資料請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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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門經費 670,000元，參閱下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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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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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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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項設備，總經費2,562,880元，符合預算經費。 

三、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資本門標餘款購置項目共8項設備，排序

於原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668,360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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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萬元。 

案由五：106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其他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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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項目」係為實習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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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支用

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106年度採購項目係配合環保、節能需及校

園安全需求，加強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

備、環保節能等相關設備，共4項設備，經費為4,040,000元。另為

有效運用經費，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1項設備，經費為510,000元，

參閱下表說明。相關資料參閱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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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 

單位：新台幣元 

單位 項目 經費 重點說明 

計網中心 網路交換器 660,000 

使得所有透過網路連線的校園安全中心

系統(求教、監視)與總務處校園能源管理

系統更加穩定 

計網中心 網路交換器 1,480,000 

改善主機房內所有網路教學主機之網路

環境，提升老師與學生透過網路互動教學

時之連線速度與穩定程度 

總務處 

數位信號轉換

器 (RMT)及其

保護設備 

900,000 

利用水表監控，即時掌握漏水及不正常用

水資訊，減少水資源之浪費。整體節約能

資源較 105學年度使用度數節省 0.5% 

總務處 
課表電源管理

系統 
1,000,000 

利用照明及空調電源之監控，依學生上課

時間開啟或關閉電源，避免未使用之教

室，照明及空調持續運轉，以減少用電量。

整體節約能資源較 105 學年度使用度數

節省 0.5% 

總務處 
高畫質監視器 

(標餘款) 
 510,000 

提高辨視率，增進校園安全，減少校安事

件 

決  議： 

一、為營造安全校園環境、提升校園資訊安全，提升校園安全及教學設

備網路連線品質，提升網路連線的校園安全中心系統 (求教、監視) 

與總務處校園能源管理系統穩定性，通過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

規格說明書優先序1-2項提案規劃。 

二、為推動W棟教室空調、照明監控自動監控機制落實校園節能政策，

通過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優先序第3-4項提案規劃。

符合校務發展計畫D5-1落實校園節約能源政策->工作計畫第1點

「推動水、電自動監控機制」及106學年度質化目標第2點「有效達

成校園節約能源目標」。 

三、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資本門標餘款購置項目共1項設備，排序

於原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510,000元。 

案由六：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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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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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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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門經費50%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學、

研究 (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

多元升等機制)、研習 (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

度實務研習)、進修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二、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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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實際執行情況，經費為28,069,178元，參閱下表說明。

相關資料參閱編列參閱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其中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編列比例達68.37%，高於教育部50%以上之

規定。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內容說明 金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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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 － 1,400,000 4.99% 

製作教具   200,000  0.89% － － 200,000 0.71% 

推動實務教學  5,260,000  23.50% － － 5,260,000 18.74%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

業合作技術研發、從

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

師多元升等機制) 

 4,000,000  17.87% － － 4,000,000 14.25%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

政策之研習、深耕服

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3,800,000  16.98% － － 3,800,000 13.54% 

進修    40,000  0.18% － － 40,000 0.14% 

升等送審   600,000  2.68% － － 600,000 2.14% 

小計 15,300,000  68.37% － － 15,300,000 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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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 － － 140,000 0.5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460,000  2.06%  70,000  1.23% 530,000 1.89% 

小計    600,000  2.68%  70,000  1.23% 670,000 2.39%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550,000  2.46% － －    550,000 1.95%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 － － － － 

五、其他 

教師薪資(2年內)   5,929,178  26.49%  2,620,000  46.05% 8,549,178 30.46% 

資料庫訂閱費 － －  3,000,000  52.72% 3,000,000 10.69% 

小計   5,929,178  26.49%  5,620,000  98.77% 11,549,178 41.15% 

 合計  22,379,178  100%  5,690,000  100% 28,069,1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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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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15,300,000元，占68.37％；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經費600,000元，

占2.68％；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550,000元，占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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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欲舉辦之研討會送至人事室彙整及審核，各單

位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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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經費使用效益。106年校內各單位舉辦研討會 (含國際研討會)，

人事室另案陳核。 

三、各項規劃在符合教育部比例規定前提下，細項內容及確定金額將由

業管單位統籌編列後，提報專責小組會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 PM 4：30 ) 





南臺科技大學 

106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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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3月 29日 (星期三)  AM 10:30 

地點：第一會議室（L007） 

主席：戴謙 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議程：                                              記錄：陳賢真 

壹、 主席致詞  

本校 106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為 9,064 萬 8,071

元，較 105年度核配金額 7,459萬 7,259元，增加 1,605萬 812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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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值得欣喜外，本次獲教育部 9仟多萬的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更應該謹慎使用這筆得來不易的經費，經費使用

要配合政府政策，發揮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讓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發揮最大使用效益。 

104 年度起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指標新增指標校務發展計畫列入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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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本校在獎勵補助經費及學

校競爭優勢下，各單位宜再考量學校整體資源配置，整合各計畫指標，以

期發揮資源最佳運用效率。同時，各主政業務單位也更要努力做好每一個

環節，落實審查委員提供意見，方能持續追求進步，為學校創造最高的績

效。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目的係依教育部核定106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審議本校106 年度「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及修正支用計畫書，

預計於4月12日前函報教育部。 



二、教育部核配本校 106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為 9,064

萬 8,071元，較 105年度核配金額 7,459萬 7,259元，增加 1,605萬 812元。

若不含外加金額，獎補助核配金額為 8,147 萬 7,261 元，較 105 年度 7,374

萬 7,371元，增加 772萬 9,890元。106及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如下： 

 106 年度 105 年度 增加 

獎補助金額   8,147萬7,261元 7,374萬7,371元 772萬 9,890 元 

提升師資素質成效    117 萬 810元  84萬 9,888 元   32萬 922 元 

學校規模及近 3 年產學績效        800萬元 －      800 萬元 

總核配金額 9,064 萬 8,071 元 7,459萬 7,259 元 1,605萬 812 元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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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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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說明

詳附件一 P13~P17，請各位委員參閱並提供意見。 

決  議： 

一、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共20點，未有經費規劃不符獎勵補助支用

原則情形。其中因106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使用原則有重大調整

情形，委員審查意見主要著重於經常門經費規劃部份，包括專責小組會

議、相關條文應適時因應調整，及經常門經費規劃及獎懲機制完備；資

本門意見著重在少數採購項目規格說明及與校務發展計畫連結可更明

確。初步回覆如附件一P13~P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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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常門之使用原則有重大調整，著作獎勵已非「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之一。人事室業經行政副校長於105年10月12日

召開會議討論，已配合教育部推動實務教學獎勵措施討論會議因應。另

本校將持續於專責小組會議中加強宣導經常門支用項目編列、內容之

表達，以期妥善運用經費，發揮更大效益。 

三、 針對「研究」預算編列，人事室業經行政副校長於106年3月6日召開會

議討論，並配合教育部推動南向政策，擴展南向國家之研究及產學合作



合作事宜。並由學術副校長召集四院院長、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處長

及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處長研議推動策略計畫。 

四、 已依審查委員意見通盤檢視並修正各項預計採購之設備規格，以更具

體及統一描述各項預計採購之設備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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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為增進校內教師對奬勵補助經費使用權益之認知及未免影響出席率影

響核配分數，請各位專責小組委員會議務必出席，爾後提醒選任委員確

依本校「專責小組設置辦法」規定，不得由他人代理出席。 

六、 配合教育部推動南向政策，擴展南向國家之研究及產學合作合作事宜，

擬修訂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辦法」，小組成員

新增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處長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以利會議

運作，並研訂相關獎助機制推動政策。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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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規定，106年度教育部已將著作獎勵排除於「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項目之外，擬配合修訂「南臺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獎補助

款獎助要點(修正草案)」、「南臺科技大學教師獎勵辦法(草案)」等法

規之修正，將循校內法規審議程序辦理。(修正草案詳附件一P39~P41) 

八、 支用計畫書之撰述內容宜因應現況適時更新，及相關辦法宜因應現況

適時更新，請會計室於行政會議宣導，請日後於準備相關書面資料時應

審慎留意。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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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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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審查意見檢討及單位回應說明應列為106~107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撰寫參考，以落實PDCA精神。 

案由二：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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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核定補助經費資本門 6,345萬 3,650元、經常門 2,719萬 4,421



元，合計 9,064 萬 8,071 元，較原規劃經費 (依 105 年核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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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增加 1,123 萬 5,569 元，經常門增加 481 萬 5,243 元，合計增加

1,605萬 812元。 

項目 核定 原規劃 增加 

資本門 6,345 萬 3,650 元 5,221萬 8,081 元 1,123萬 5,569 元 

經常門 2,719 萬 4,421 元 2,237萬 9,178 元  481萬 5,243 元 

合計 9,064 萬 8,071 元 7,459萬 7,259 元  1,605萬 812 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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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

定，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 (不包括自籌款) 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

補助款 70%及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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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補助經費 9,064 萬 8,071 元

中，資本門 6,345 萬 3,650 元，經常門 2,719 萬 4,421 元，各占總經費

70%及 30%。若含自籌款 1,089萬 482元 (12.01%)，總經費 1億 153萬

8,553 元中，資本門 6,727 萬 4,132 元，經常門 3,426 萬 4,421 元，各占

總經費 66%及 34%。經資門比例均符合教育部規定，修正後 106 年度

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 (含自籌款) 明細如下：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明細 

項目  
獎勵補助經費 自籌款(12.01%) 總經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資本門 6,345 萬 3,650元 70% 382萬 482元  35% 6,727萬 4,132元 66% 

經常門 2,719 萬 4,421元 30% 707萬元 65% 3,426萬 4,421元 34% 

合計 9,064 萬 8,071元 100% 1,089 萬 482元 100% 1億 153萬 8,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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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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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三：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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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補助經費資本門 6,345 萬 3,650 元，較原規劃 5,221 萬 8,081

元，增加 1,123 萬 5,569 元。調整配合款後，新增資本門經費為 1,057



萬 1,775元，其中 907萬 1,775元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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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第(四)款所規範資本門優先支用於

教學儀器設備之支用精神及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優先規劃於工作計畫

「配合政府「5+2」產業政策」、「建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室」及 e化

教學設施；餘 150 萬元用於擴建校園節能監控系統，以落實工作計畫

「校園節能政策政策」。新增資本門經費規劃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修

正前後對照表詳附件一 P18~P38。 

二、資本門設備優先序清單係依據 105年 11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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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補助及配合款金額。資本門經費支用各項設備之名

稱、規格及優先序詳附表四至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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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點第(四)款資本門經費規定 (不包括自籌款)，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研

究設備至少占資本門 60％；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 10％；學生事務與

輔導設備應達 2％。修正後各項比例均符合教育部規定，及優先用於改

善支用教學、研究設備精神。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獎勵補助經費 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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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80,000 80.03% 1,391,252 36.42% 52,171,252 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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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00 10.40% 400,000 10.47% 7,000,000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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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562,880 14.73% 2,562,880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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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3,650 6.42% 1,466,350 38.38% 5,540,000 8.23% 

合計 63,453,650 100% 3,820,482 100% 67,274,1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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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審查委員意見通盤檢視並修正各項預計採購之設備規格，以更具

體及統一描述各項預計採購之設備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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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依【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第14點建議分別明列原【附表四】優



先序#13、69「金融資訊軟體傳輸與建置」其採購項目名稱、規格、數

量、預估單價、預估總價等資訊，並載明授權使用年限2年，符合「財

物標準分類」之資本門認列原則(變更對照表詳附件一 P34~P35) 

四、 擬變更原【附表四】優先序#70「數位鋼琴」及原優先序#75「無線藍芽

腦波與生理訊號偵測儀器」採購項目。因考量校內其他系所已有相關設

備，且教學設備應以全校或全院共享建置目標規劃，教學設備資源共享，

避免資源浪費；另一方面，配合基礎培訓課程實施，更改採購項目為建

置高齡基礎共同實驗室設備、無菌操作台等相關設備，以精進學生專業

技能和提升學生照護老齡者之實作能力  (變更對照表詳附件一 

P36~P37)。 

五、 資本門設備優先序清單係依據105年11月23日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除新增資本門經費 (含配合款) 907萬1,775元 (詳附件一 P19~P33) 及

新增資本門經費用於擴建校園節能監控系統，落實工作計畫「校園節能

政策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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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規劃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

修正前後對照表詳附件一 P18。 

案由四：本校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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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補助經費經常門 2,719 萬 4,421 元，較原規劃補助經費經常門

2,237 萬 9,178 元，增加 481 萬 5,243 元。本案人事室業經行政副校長於

106 年 3 月 6 日召開會議討論，配合相關規定、辦法及審查意見，調整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修正前後對照表詳附件一 P38。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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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點第(五)款經常門經費規定，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占經常門經費 50﹪以

上，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本校近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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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各項比例均符合教育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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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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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薪資 (2年內) 項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獎勵補助經費 自籌款 合計 

內容說明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

構 (占經常門

經費 50﹪以上

【不含自籌款

金額】) 

編纂教材 1,400,000 5.15% - - 1,400,000 4.09% 

製作教具 200,000 0.73% - - 200,000 0.58% 

推動實務教

學 
5,460,000 20.08% - - 5,460,000 15.93% 

研究 7,000,000 25.74% - - 7,000,000 20.43% 

研習 3,800,000 13.97% - - 3,800,000 11.09% 

進修 40,000 0.15% - - 40,000 0.12% 

升等送審 600,000 2.21% - - 600,000 1.75% 

小計 18,500,000 68.03% - - 18,500,000 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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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 - 140,000 0.41% 

其他學輔相

關工作經費 
460,000 1.69% 70,000 0.99% 530,000 1.54% 

小計 600,000 2.21% 70,000 0.99% 670,000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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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 2.02% - - 550,000 1.61%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 - - - -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 (2年內) 
7,544,421 27.74% 4,000,000 56.58% 11,544,421 33.69% 

資料庫訂閱

費 
- - 3,000,000 42.43% 3,000,000 8.76% 

小計 7,544,421 27.74% 7,000,000 99.01% 14,544,421 42.45% 

合計 27,194,421 100.00% 7,070,000 100.00% 34,264,421 100.00% 

決  議：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經費原規劃 1,530萬元，經調整後編列 1,850萬元用

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佔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 68.03%)，說明如下： 

(一)本案人事室業經行政副校長於 106 年 3 月 6 日召開會議討論，並配合教

育部推動南向政策，擴展南向國家之研究及產學合作合作事宜，鈞長已指

示請學術副校長召集四院院長、研產處處長及國際及兩岸處長研議推動

策略計畫提高階報告。 

(二)因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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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

門經費使用原則調整，及本校因應政策推動機制，人事室擬修訂本校「運

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要點」第四點「除聘用教師薪資及教師升等改敘之

薪資差額外，每位教師每年獲得教育部獎補助金額最高為三十五萬元….」，

提高本校每位教師獲得獎勵補助金額上限為五十萬元或以當年度獲得獎

勵補助經費之經常門比例分配，提校務會議審議後辦理。同時，提醒獎勵

補助經費運用要基於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鼓勵更多教師申請，提高經

費使用廣面。 

(三)「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

升等機制）經費再增編 300萬元： 

1.配合擬新修法規機制，持續獎勵教師提升績效，經費執行 100萬元。 

2.配合教育部推動南向政策，擴展南向國家之研究及產學合作，擬推派

教師前往東南亞國家從事研究或開發國際產學合作事宜；及鼓勵教師

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 計畫)，推動各大專校院實踐社

會責任，共執行經費 200萬元。 

(四)「推動實務教學」：鼓勵教師能將產學計畫執行之成效融入課程，獎勵結

合產學計畫融入課程之教師，原於「推動實務教學」分項中預編 40萬，

再增編獎勵金預算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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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11月 23日專責小組會議決議不變動，各項比例符合教育部

規定。 

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係依據 105 年 11 月 23 日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上述等配合相關規定、辦法及審查意見，調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

額與比例修正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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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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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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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PM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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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然   委   員 

校   長 戴  謙 計網中心主任 蘇建郡 

行政副校長 盧燈茂 通識中心主任 王慶安 

學術副校長 李坤崇 會計室主任 蔡宗益 

產學副校長 張鴻德 人事室主任 郭俊麟 

主任秘書 許昇財 圖書館館長 楊智晶 

教務長 賴明材 工學院院長 郭聰源 

學務長 王揚智 商管學院院長 周德光 

總務長 沈俊宏 人文學院院長 黃大夫 
研究發展暨產學 

合作處處長 
黃永慈 數位設計學院院長 葉禾田 

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處長 
王永鵬   

選   任   委   員 

機械系老師 王聖璋 資管系老師 王博文 

電機系老師 謝銘原 休閒系老師 林舜涓 

光電系老師 涂瑞清 工管系老師 黃振勝 

電子系老師 鄭建民 企管系老師 汪世義 

資工系老師 陳福坤 行銷系老師 陳信宏 

化材系老師 陳春涼 餐旅系老師 蔡宏儒 

生技系老師 褚俊傑 會資系老師 林尹淑 

資傳系老師 劉以琳 財金系老師 李源明 

多樂系老師 廖世傑 國企系老師 曾雅真 

視傳系老師 陳一夫 
財經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老師 
李佳鈴 

創產系老師 陳宏銘 應英系老師 林尹星 

流音系老師 林岑芳 應日系老師 盧駿葳 

通識中心老師 邱創雄 幼保系老師 蔡其蓁 

  教評所老師 黃惠慈 

 

http://www.cpd.stut.edu.tw/


會議議程  

壹、主席致詞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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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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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持總金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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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栽示：經費變更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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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規定辦理，同時各單位應參酌審

查意見落實 PDCA持續改善精神，有效運用經費，提升教學研究

設備及品質。 

二、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執行清冊書面審查報告

初稿務必釐清事項(詳附表一)，經行政副校長於 106年 9月 19日召開會議討

論，並依規定於 106年 9月 25日前回覆台評會。 

主席栽示：請各單位務必提醒各教師須依法執行經費，同時業務單位做好管

控，並落實政府採購法及學校採購辦法，避免產生經費使用有適

法性疑慮。 

三、106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與資本門的執行進度如下表(詳附件一~五)。提醒

各執行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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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付款) 執行率 備註 

一、資本門 

1.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 

52,171,252元 24,159,759元 46.31% 

1. 未執行完竣採購案

件目前正陸續辦理

採購及交貨驗收階

段，請總務處加強

稽催採購與廠商交



項目 預算數 執行數(已付款) 執行率 備註 

貨及驗收核銷進

度。 

2. 截至 106年 10月 15

日止，尚未完成核

銷付款案件計 71

件。 

2.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7,000,000元 3,550,000元 50.71% 

尚未執行部份係 106

學年度各單位推薦

採購圖書，8 月已提

動支採購，預計 12月

前完成驗收核銷付

款。 

3.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設

備 

2,562,880元 1,853,355元 72.32% 

1. 未決標案件屬標餘

款採購項目「吉他

音箱頭」。 

2. 未執行完竣採購案

件目前正陸續辦理

交貨驗收階段，請

總務處加強稽催廠

商交貨及驗收核銷

進度。 

3. 截至 106 年 10 月

15日止，尚未完成

核銷付款案件計 4

件。 

4.其他-校園安

全設備等相

關設施 

5,540,000元 2,120,000元 38.27% 

截至 106 年 10 月 15

日止，尚未完成核銷

付款案件計 1件。 

二、經常門 

1.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18,500,000元 14,254,932元 7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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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常門執行項

目配合 106 學年度

第 1學期執行。 

2.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工

作 

670,000元 428,162元 63.90% 

未執行部份預計於

10 至 11 月依規劃期

程辦理績優社團學



項目 預算數 執行數(已付款) 執行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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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932元 98.35% 
未執行部份於 10 至

12月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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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RT 小組最

終議價決議。 

6.其他-教師薪

資(2年內) 
11,544,421元 11,544,421元 100% － 

主席栽示： 

1. 請各單位務必依規劃期程確實執行完竣，標餘款啟動時程，請確實掌握執

行進度。 

2. 依計畫書編列標餘款執行項目，配合資本門教學研究設備各項決標採購價

格，請各單位接續提出標餘款購置採購申請，以避免影響經費執行成效。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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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 

一、本校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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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詳附表二，請各位委員參閱並提供意見。 

二、本案業經行政副校長於106年7月27日召開會議討論。 

決  議： 

一、針對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未有經費規劃不符獎勵補助支用原則，

主係針對(1)採購規格部份需再詳述及釐清、(2)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編列規劃比例、(3)專責小組設置辦法酌予修訂提醒及(4)支用計畫

書表達完整及正確性等問題。請各單位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二、依審查委員建議，本校已於106年8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專責小組

設置辦法」辦法，修訂共同科選任委員代表及當然委員任期之規範。 

三、關於相關法規涉及以獎勵補助款支應論文發表獎勵金之疑慮，本校業已

於106年6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要點」、

106年6月28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教師研究及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取消由獎補助經費支應論文發表獎勵金條文。另一方面，為持續鼓勵提

升教師研究能量，106年6月28日校教評會議同時通過本校「學術論文獎

勵辦法」，維持論文著作獎勵，預算來源為學校經費。 

四、請總務處事務組、計網中心協助審查各單位在支用計畫書採購規格撰寫，

於各單位提交設備規格及內容說明要詳述功能及相關性，以避免引起採

購規格疑慮。 

五、本校採購設備規格需求為單位申請採購時建議規格，並經校內採購單位

及貴儀小組審議，採購招標文件均參照「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以確

認規格說明之詳實性及預算編列。本校將再加強審核申請採購項目之名

稱及規格說明及預算編列之確實性。 

六、有關各支用項目規格內容之準確合宜表達，宜加強對各單位之宣導訓練，

以確保採購及財產管理作業之品質。 

案由二：多樂系擬變更106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47，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多樂系) 

說  明： 

一、本系因配合遊戲發展趨勢，原規劃以106年度獎補助款採購VR遊戲開發

相關實驗設備，以利教學與專案研發進行。 

二、因執行體感內容開發專案時程緊迫，急需跨平台體驗模式測試遊戲開發

成果，以順利推動教學及產學合作能量；故本系以原核定預算金額變更

採購項目內容：新增採購平板設備含追蹤定位器4組及變更個人版VR頭

盔與VR專用主機2組，變更對照表詳附表三。 

三、本案已於106年10月18日經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提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決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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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案變更申請，並請單位儘速辦理採購作

業。 

案由三：工業管理與資訊系擬變更106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

125，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工管系) 

說  明： 

一、原規畫採購之數位攝影機係用於改善實驗室、提供電子商務學程暨研究

所發展微電影與網路行銷相關議題之教學與研究。 

二、自106年6月起，經3次公開招標結果，第1、2次流標，第3次廠商投標金

額高於預算，無法執行採購。且擬採購之SONY NEX-VG900全幅插卡式

攝影機已停產，故有變更採購規格之必要。 

三、經工管系丁介人老師評估課程需求及檢視系上設備後，在總經費不變下，

變更採購項目，變更對照表詳附表四。本案已於106年9月28日經工業管

理與資訊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提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決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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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案變更申請，並請單位儘速辦理採購作

業。 

案由四：電機系擬變更106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149及150，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電機系) 

說  明: 

一、原規畫採購之5.18kW鋰電池箱與5.5kW功率調節系統係用於建置整合綠

能與儲能系統實驗室，提供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發展綠能與儲能系統

運轉相關議題之教學與研究。 

二、106年6月起，經3次公開招標結果，無廠商投標。另原報價廠商調整此

類產品銷售策略，不準備在國內推展此類產品；其他廠商此類產品目前

屬訂單生產，尚未零售出貨，因此3次均流標，無法完成採購，故有變

更採購規格之必要。 

三、經電機系蔡明村老師評估需求後，在總經費不變下，變更採購項目，變

更對照表詳附表五。本案已於106年9月22日經電機工程系系務會議討

論通過，提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決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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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案變更申請，並請單位儘速辦理採購作

業。 

案由五：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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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對照表詳附表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106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原編列 18,500,000元，

占經常門比例 68.03％。執行至 106年 10月 15日止，已執行 14,254,932

元(執行率 77.05%)，部分項目預計 10月底及 11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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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動實務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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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鐘點費及產學融入課程教學獎勵尚未

列入。 

(三)「研究」：依據本校 6月 7日學術單位主管第十八次學術會報決議事項，

推動教師暑期新南向蹲點計畫，預算上限為 100萬元，本次共有 5件

新南向蹲點計畫提出申請，核定補助上限為 573,985 元。擬依實際執

行金額調整，原預估高出金額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分項流用為原則。 

(四)「進修」：本次 1位教師符合出國進修補助，依實際執行金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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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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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部份項目執行金額為零，請人事室依規劃時程確

實執行完竣。 

三、 其他-「資料庫訂閱費」電子期刊部份，圖書館配合 CONCERT聯盟 9

月份訂購價格確認後，再提動支申請。請圖書館電子期刊採購依規劃時

程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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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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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PM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