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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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四)  PM 2:00 

地點：第一會議室（L007） 

主席：盧代理校長燈茂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議程：                                              記錄：陳賢真 

壹、主席致詞  

本校已建構優良的軟硬實力，學校設備好、師資優，是培育專才、厚植未來

畢業即就業、進而在校創業的好地方。南臺科大要帶著學生走出去，也要積

極將產業引進來，全面提升教學品質與發展多元能量，針對智慧機械、國防

工業、生技醫療、綠能科技、數位經濟、半導體、文化科技、循環經濟與 AI

等領域著墨很深，也建立關鍵的產學核心技術，加上提供跨系所整合資源服

務，國內中小企業善加運用，可加值又加分。本人將持續以前贍與宏觀的思

維，繼續帶領教職員生大步前進，為共同的願景與理想努力。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召開目的主要係依據學校校務發展計畫 (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之

重點及內容，規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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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前函報教育部。 

二、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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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之獎

勵補助金額 90,648,071 元進行規劃。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編列

90,648,071 元，學校配合款預估為 11,332,034 元，占獎勵補助經費 12.50%，

總計 101,980,105 元，參閱下表說明：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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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 
總經費 

90,648,071 11,332,034 101,9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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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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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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 90,648,071 元中，

資本門經費 63,453,650 元，經常門經費 27,194,421 元。若含自籌款，總經費

101,980,105 元中，資本門經費 67,315,684 元，經常門經費 34,664,421 元，

各占總經費 66%及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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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53,650 3,862,034  27,194,421 7,470,000 90,648,071 11,332,034 

合計 67,315,684 34,664,421 101,980,105 

占補助款比例 

(含自籌) 
70% 30% － 

占總經費比例 

(不含自籌) 
66% 34% －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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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53,650 元，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 50,500,000，占 79.59%；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 6,600,000 元，占 10.40%；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2,000,000 元，

占 3.15%，其他設備 4,353,650 元，占 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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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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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0,000 79.59% 832,264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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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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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420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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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3,650 6.86% 2,036,350 52.73% 

合計 63,453,650 100% 3,862,034 100% 

決  議： 

一、通過以上各編列項目內容項目、金額與比例。 

二、依往年教育部將於 107 年 2 至 3 月間核定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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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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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務發展計畫 (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重點及內容排列優先序。有關教

學儀器設備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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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校務發展計畫

(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各單位發展特色及教學研究重點編列，共 160

項設備，經費為 51,332,264 元。另為有效運用經費，增列標餘款購置項

目 34 項設備，經費為 4,32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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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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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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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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計畫(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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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含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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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項設備，總經費 51,332,264 元。 

六、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共 34 項設備，排序於原列優

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 4,642,086 元。 

案由三：107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圖書相關資本門經費分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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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本會議審議。經費為 7,000,000 元，相關資料參閱附

表 13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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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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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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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項設備，經費為

2,593,420 元。另為有效運用經費，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 14 項設備，經

費為 728,200 元。相關資料請參閱附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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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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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項

設備，總經費2,593,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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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項設備，排序於

原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728,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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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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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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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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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設備，經費為6,390,000元。另為有效運用經費，增列標餘款

購置項目4項設備，經費為1,060,000元。採購項目參閱下表說明，相關

資料參閱附表15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單位：新台幣元 

單位 項目 經費 重點說明 

計網中心 虛擬桌面軟體 1,440,000 

提供學生可於任何時間、地點，

透過網路連入虛擬桌面系統，使

用到課業所需之教學軟體，做相

關的練習，使教學軟體達到最大

的使用效益 

總務處 

校園機電設備管

理系統建置及整

合 

2,000,000 

整合全校機電設備(包含空調、照

明、電力、給水、汙水、消防等)

管理系統，便於管理及即時調控 

總務處 

空調、照明供電系

統及校園污水、給

水、消防設備監測

系統設備及線路

建置 

2,950,000 

1.將全校普通教室之空調及照明

依課表排定時間予以供電並控

制建築物公共區域(走廊、樓

梯、廁所)燈光，以達到節能效

果 

2.監測學校給水、汙水、消防以確

保校園各項設施正常運作及整

體安全維護 

計網中心 

虛擬化備份軟體 

精簡型無線網路

基地台 

(標餘款) 

450,000 

1.提供網路教學系統資料備份，

增加系統資料的可用性 

2.提升無限網路連線品質，進而

使得全校師生可隨時隨地上網

查詢與教學相關的資料 

總務處 

校園污水、給水、

消防設備監測及

公共空間照明控

制系統建置 

(標餘款) 

74,000 

監測學校給水、汙水、消防及控

制建築物公共區域(走廊、樓梯、

廁所)燈光，以確保校園各項設施

正常運作及整體安全維護 

總務處 

電力需量控制系

統建置 

(標餘款) 

536,000 

配合適宜之契約容量，利用需量

控制設備管控尖峰用電，避免超

約受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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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供學生可於任何時間、地點，透過網路連入虛擬桌面系統，使用到

課業所需之教學軟體，做相關的練習。也可使昂貴的教學軟體達到最大

的使用效益,通過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優先序第1項提

案規劃。 

二、為整合全校機電設備(包含空調、照明、電力、給水、汙水、消防等)管

理系統，便於管理及即時調控，將全校普通教室之空調及照明依課表排

定時間予以供電，以達到節能效果，通過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

說明書優先序第2至3項提案規劃。 

三、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資本門標餘款購置項目共4項設備，排序於原

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1,060,000元。 

案由六：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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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

留經常門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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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及提高現職

教師薪資待遇所需經費(包括提高現職教師薪資所需經費及彈性薪資，

不包括現職教師薪資)，另已申請「提升兼任師資待遇成效」獎勵經費

並獲核定之學校，所獲核定之經費得用於支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三、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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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實際執行情況，經費為34,664,421元，參閱下表說明。相關資料參

閱編列參閱附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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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8%，高於教育部50%以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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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教

師薪資及師

資結構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   12,183,611  44.80%  6,000,000  80.32% 

編纂教材 900,000 3.31%    100,000  1.34% 

製作教具     100,000  0.37% － － 

推動實務教學    3,000,000  11.03%  1,000,000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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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000  17.65% － －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

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3,000,000  11.03%    300,000  4.02% 

進修      40,000  0.15% － － 

升等送審     800,000  2.94% － － 

小計  24,823,611  91.28%   7,400,000  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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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 － －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460,000  1.69% 70,000  0.99% 

小計    600,000  2.21% 70,000  0.99%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600,000  2.21% －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 － － － 

五、其他 － － － －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1,170,810  4.31% － － 

 合計  27,194,421  100%  7,470,000 100% 

決   議： 

一、通過以上各編列項目內容項目、金額與比例，其中改善改善教學、教師

薪資及師資結構24,823,611元，占91.28％；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經費

600,000元，占2.21％；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600,000元，占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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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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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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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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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107 年度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 

(核定版支用計畫) 

時間：民國 107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PM 3:00 

地點：第一會議室（L007） 

主席：盧代理校長燈茂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議程：                                              

壹、主席致詞  

本校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為1億2,822萬2,080元，

較106年度核配金額9,064萬8,071元，增加3,757萬4,009元。本校從99年度起，

獎補助核配金額連6年均維持第一名，若依原核配指標計算，則連續九年(99-

107)私立技專校院均名列第一，成績斐然，非常感謝教育部的肯定。此項榮

譽歸功於全校師生在教學、研究、產學各面向的落實推動，以及計畫團隊對

校務的前瞻發展能通盤掌握與縝密規劃。 

冀望全校教師應回歸教育本質，呼應社會的脈動，落實教學創新教學及提升

教育品質，學校也會善用獎補助經費，持續擴充教學資源，落實每個計畫分

項工作的執行，對教學、研發與學生輔導均能充分展現成效，厚植學生基礎

及就業能力，使本校培育的學生都能在畢業後為企業所用，對國家社會、經

濟發展，以及個人成就，都能有積極的貢獻。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目的係依教育部核定107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審議本校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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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前函報教育部。 

二、教育部核配本校 107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金額，含外加項

目提升兼任師資成效 104 萬 445 元及提升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比照公立

學校標準 585 萬 3,432 元，為 1 億 2,822 萬 2,080 元，較 106 年度 9,064 萬

8,071 元，增加 3,757 萬 4,009 元。107 及 106 年度獎補助金額明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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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 106 年度 增(減) 

獎補助金額 1億2,132萬8,203元 8,147萬7,261元 3,985 萬 942 元 

外加項目金額   689 萬 3,877 元  917 萬 810 元  (227 萬 6,933 元) 

總核配金額 1 億 2,822 萬 2,080 元 9,064 萬 8,071 元 3,757 萬 4,009 元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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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

及各單位針對審查意見中提出改善措施，回覆說明詳附件一，請各位委

員參閱並提供意見。 

決  議： 

一、 107年度預估版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分為三大項，分別為校務發展計

畫3點、各項支用規劃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連結10

點、計畫目標與學校擬定支用之可行性3點共16點審查重點，未有經費

規劃不符獎勵補助支用原則情形。初步回覆如附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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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發展計畫發展發展策略主軸工作計畫應配合國家政策、產業趨勢

適時滾動式修正，具體展現本校發展特色。各項質量化指標定義應明確

一致，具體呈現經費運用成效。 

三、 審查意見檢討及單位回應說明應列為107~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及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撰寫參考，以落實PDCA積極改善精神。 

案由二：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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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核定補助經費資本門 8,975 萬 5,456 元、經常門 3,846 萬 6,624

元，合計 1 億 2,822 萬 2,080 元，較原規劃經費 (依 106 年核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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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增加 2,630 萬 1,806 元，經常門增加 1,127 萬 2,203 元，合計

增加 3,757 萬 4,0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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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核定 原規劃 增加 

資本門 8,975 萬 5,456 元 6,345 萬 3,650 元 2,630 萬 1,806 元 

經常門 3,846 萬 6,624 元 2,719 萬 4,421 元 1,127 萬 2,203 元 

合計 1 億 2,822 萬 2,080 元 9,064 萬 8,071 元 3,757 萬 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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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補助經費 1 億 2,822 萬 2,080

元中，資本門 8,975 萬 5,456 元，經常門 3,846 萬 6,624 元，各占總經費

70%及 30%。若含自籌款 1,634 萬 2,966 元 (12.75%)，總經費 1 億 4,456

萬 5,046 元中，資本門 9,268 萬 8,884 元，經常門 5,187 萬 6,162 元，各

占總經費 64%及 36%。經資門比例均符合教育部規定，修正後 107 年

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 (含自籌款) 明細如下：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明細 

項目  
獎勵補助經費 自籌款 (12.75%) 總經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資本門 8,975 萬 5,456 元 70% 293 萬 3,428 元  18% 9,268 萬 8,884 元 64% 

經常門 3,846 萬 6,624 元 30% 1,340 萬 9,538 元 82% 5,187 萬 6,162 元 36% 

合計 1 億 2,822 萬 2,080 元 100% 1,634 萬 2,966 元 100% 1 億 4,456 萬 5,04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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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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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三：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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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補助經費資本門 8,975 萬 5,456 元，較原規劃 6,345 萬 3,650

元，增加 2,630 萬 1,806 元。調整配合款後，新增資本門經費為 2,537

萬 3,200 元，其中 1,901 萬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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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萬元用於改善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及增購圖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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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萬 7,200 元用於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餘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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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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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資本門設備優先序清單係依據 106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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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各設

備項目補助及配合款金額。資本門經費支用各項設備之名稱、規格及優

先序詳附表 11~附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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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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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率 金額 比率 

一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門

經費 60%以上(不含自籌款金額) 
68,214,150  76.00% 2,134,114  72.75% 

二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占資本

門經費 10%以上(不含

自籌款金額)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550,000 0.61% 66,000  2.25%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9,330,000  10.39% 54,000  1.84% 

小計 9,880,000  11.01% 120,000  4.09% 

三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2%

以上(不含自籌款金額) 
2,700,000  3.01% 200,620  6.84% 

四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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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1,306  9.98% 478,694  16.32% 

總 計 89,755,456  100.00% 2,933,428  100.00% 

決  議： 

一、 資本門設備優先序清單係依據 106 年 11 月 16 日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

理。除新增資本門經 (含配合款)  2,537 萬 3,200 元 (詳附件二至附件

四)；300 萬元用於改善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及增購圖書期刊；30 萬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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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於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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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依核定補助經費調整各所系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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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各院應發揮以學院為核心精神，統籌各項教學研究資源，整合跨領域專

長教師，形塑發展特色，引導學生跨領域學習，落實每個計畫分項工作

的執行。同時，也應激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熱情，回歸教育本質，作

育英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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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發展計畫 (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重點及內容排列優先序。有關

教學儀器設備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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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支用各項

設備之名稱、規格及優先序詳附表 11~附表 1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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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各項設備採購規格，請總務處亦再協助確認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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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請各單位應及早辦理資本門經費採購事宜，避免集中於年底辦理，致因

多次流標、廠商無法如期履約等情形造成無法於年度內完成經費執行。 

案由四：本校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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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補助經費經常門 3,846 萬 6,624 元，較原規劃補助經費經常門

2,719 萬 4,421 元，增加 1,127 萬 2,203 元。調整配合款後，新增經常門

經費為 1,721 萬 1,741 元。本案人事室配合相關規定、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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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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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教師薪

資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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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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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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學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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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項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率 金額 比率 

一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

及師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50%以上

(不含自籌款金額) 

新聘 (三年以內 )專
任教師薪資 

12,185,814 31.68% 6,000,000 44.74%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
薪資 

10,796,750 28.07% 4,729,538 35.27%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
薪資 

－ － － － 

編纂教材 900,000 2.34% 100,000 0.75% 

製作教具 100,000 0.26%   

推動實務教學 3,000,000 7.80% 1,000,000 7.46% 

研究 4,800,000 12.48%   

研習 3,000,000 7.80% 300,000 2.24% 

進修 40,000 0.10% － － 

升等送審 800,000 2.08% － － 

小計 35,622,564 92.61% 12,129,538 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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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 － 

學輔相關物品 112,250 0.29% － －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
經費 

821,000 2.13% 70,000 0.52% 

小計 1,073,250 2.79% 70,000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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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 － 

四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 － － － 

五 其他-資料庫訂閱費 － － 1,210,000 9.02% 

六 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1,170,810 3.04% － － 

總 計 38,466,624 100.00% 13,409,53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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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經費原規劃 24,823,611 元，經調整後編

列 35,622,564 元用於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 (佔獎勵補助

經常門經費 92.61%)。獎助案件應依所訂辦法確實執行，相關審核程序

應確實加強其嚴謹與落實。 

二、 請研產處配合教育新南向政策，深耕新南向國家之研究及產學合作，持

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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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校為積極發展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特色，提升學生事務及輔導功能，

配合支用規劃修正，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不含自籌款)由 60 萬元

增長至 107 萬 3,250 元，占經常門經費比例由 2.21%增長至 2.79%。 

四、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係依據 106年 11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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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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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項下。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PM 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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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107年度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民國 107年 6月 27日 (星期三)  PM 4:00 

地點：第一會議室（L007） 

主席：盧代理校長燈茂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議程：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召開目的主係討論本校 107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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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部委託台評會辦理「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

書面考評計畫」，為定期管考各校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採購案執行情形，107

年度起建立計畫績效管考平台管控，請總務處依下列規定期程填報資本門

各項採購案執行進度。 

填報事項 填報期間 填報內容 備註 

進度管考

填報 

107.06.12~ 

107.06.30 

107年 1～5月【資本門】

已執行金額 

1.僅須填列獎勵補助款金額 

2.已執行係指「已完成驗收」 

107.09.12~ 

107.09.30 

107年 6～8月【資本門】

已執行金額 
所列為預計作業期程，實際

填報期間及內容將視狀況進

行適當調整，並作通知 
107.11.1~ 

107.11.30 

107 年 9～10 月【資本

門】已執行金額 

報行結果

填報 

107.06.12~ 

107.06.30 

106年度【資本門】各項

目執行結果 
僅須填列獎勵補助款金額 

三、107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至 107 年 6 月 21 日執行進度如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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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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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算數 執行數(已付款) 執行率 備註 

1.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 

70,348,264 元 5,051,769元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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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採購與廠商交貨

及驗收核銷進度 

2.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10,000,000 元 2,183,808 元 21.84% 

尚未執行部份係 107

學年度各單位推薦

採購圖書，8 月提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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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620 元 209,700 元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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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校園安

全設備等相

關設施 

9,440,000 元 0 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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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審查

意見，學校回應說明，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會計室、人事室) 

說  明：本校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審查

意見，及各單位針對審查意見中須改善部分提出改善措施，各單位回應

說明詳附表一，請各位委員參閱並提供意見。 

決  議： 

一、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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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配置

比例皆符合規定。針對修正支用計畫書13點審查意見，其中4點為肯定

意見，另外9點意見包括校務發展計畫、資本門採購規格及執行進度管

控、經常門規劃及整體策略等問題。請各單位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二、依審查委員建議，本校在修訂107學年度-10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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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重新修訂工作項目與質量化指標，例如：107年工作計畫「A5-5強化

核心「5+2」國家重點產業實驗室建置」，其量化指標包括：「每年至

少公開發表3項重點創新產業關鍵技術研發成果」、「復原古機械3件、

組裝大型古機械公共藝術裝置一件」、「排版軟體銷售4套、執行1案進

階沖壓裁切機台開發產學計畫、建構1間課程實作與研發技術展示場域、

開設2門以上PBL課程」等，皆為實驗室建置後產生之成效指標，將可

有效管考整體發展經費運用成效。 

三、本校自99年起，有關資訊設備採購已採集中採購且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並以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決標價格作為採購單價訂定之參考。侑於須配

合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時程問題，本校於106學年度計完成辦理3次資訊

設備集中採購，3次資訊設備集中採購成交金額為總計6,117,933元，折

扣率為95.21%，確達能有效降低採購成本，增進經費運用效率，以彰顯

學校之統籌規劃效能，並利後續之財產保管。 

四、106學年度辦理新南向產學專班及僑委會海外青年技術班，本校提出改

善策略，107年度仍辦理一班新南向產學專班(二技自動化專班)，鎖定

越南胡志明市與同奈省專科學校學校進行招生。另106年僑委會海外青

年技術班，經評估馬來西亞僑界對於汽車修護技術有市場需求，因此

107年本校海青班僅申請一班汽車修護，集中資源招募馬來西亞僑生。

目前相關招生活動進行中。 

案由二：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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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依教育部 107 年 5 月 2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70074388A 號經

費調整為資本門 9,159萬 3,689元、經常門 3,662萬 8,391元，合計 1億

2,822萬 2,080元，較原核定經費資本門 8,975萬 5,456元、經常門 3,846

萬 6,624元，資本門增加 183萬 8,233元，經常門減少 183萬 8,233元。 

項目 調整核定 原核定 差異 

資本門 9,159 萬 3,689元 8,975 萬 5,456元 增加 183 萬 8,233 元 

經常門 3,662 萬 8,391元 3,846 萬 6,624元 減少 183 萬 8,233 元 

合計 1億 2,822 萬 2,080元 1億 2,822 萬 2,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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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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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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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據此，107年度補助經費 1億 2,822萬 2,080元中，資本門 9,159

萬 3,689 元，經常門 3,662 萬 8,391 元，若含自籌款 1,634 萬 2,966 元 

(12.75%)，總經費 1 億 4,456 萬 5,046 元中，資本門 9,452 萬 7,117 元，

經常門 5,003萬 7,929元，各占總經費 65%及 35%。調整後 107年度獎

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 (含自籌款) 明細如下： 

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明細 

項目  
獎勵補助經費 自籌款 (12.75%) 總經費 

金額 金額 金額 

資本門 9,159萬 3,689元 293萬 3,428元  9,452萬 7,117元 

經常門 3,662萬 8,391元 1,340萬 9,538元 5,003萬 7,929元 

合計 1億 2,822萬 2,080元 1,634萬 2,966元 1億 4,456萬 5,04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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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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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院擬變更107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150-156，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商管學院、財金系、行流系) 

說  明： 

一、本系因配合FinTech發展趨勢，原規劃以107年度獎補助款採購推動

FinTech開發相關設備，以利教學與專案研發進行。 

二、依據教育部產業學院課程、系所學程調整、學校專案與合作公司變更，

擬變更fin-tech採購系統符合系所教學目的，以利教學與專案研發進行，

變更對照表詳附表二。 

三、本案已於107年6月1日經財務金融學系及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系務會議討

論通過，提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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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Fin-Tech相關業務，商管學院及工學院相關系所(資工系、電機系等)

一起著力，在充滿金融科技及虛擬實境的未來，本校應增加創意思考之

領域。商管學院已逐漸將Fin-Tech之主軸成形，請商管學院邀請相關領

域之教師一同參與，具體描繪計畫推動成果，不論是在招生工作及研究

成果上，將架構及配套措施規劃好，朝向具體發展之方向努力，將Fin-

Tech發展成為本校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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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工學院擬變更107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157-158，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工學院、機械系)  

說  明：   

一、本院貴儀中心包含光電中心、奈米中心、精密機械中心等，為支援光電

中心在半導體製程技術、光電技術、薄膜等相關課程之實習，規劃採購

「多源濺鍍系統」設備，原預算金額為404萬元。另外，為支援精密中

心在精密加工、機械製造與自動化控制等相關課程之實習，規劃採購「五

軸綜合加工機」設備，原預算金額為436萬元。兩項設備合計之總預算

金額為840萬元。 

二、本院擬在總預算金額不變之下，進行兩項設備金額之變更，變更對照表

詳附表三，變更原因說明如下：  

(一)優先序157「多源濺鍍系統」：原此設備核定預算金額為404萬元，由

於近年來此設備製造上日趨成熟，許多廠商都有製造組裝此設備之能

力，價格日趨合理，故預算金額擬變更為330萬元。盤點本校現有濺鍍

機之規格，為避免重複購置，擬採購直流高功率脈衝磁控濺鍍槍

(HIPIMS)搭配一傳統射頻(RF)電子槍，可以提供高品質且穩定的鍍膜，

以增加本校產學及研發量能。 

(二)優先序158「五軸綜合加工機」：原此設備核定預算金額為436萬元，

原規劃採購加工尺寸為350 mm3，為提升本校在精密加工教學與研發

的能力，並配合未來智慧機械工廠之建置，擬加大可加工尺寸至500 

mm3，故預算金額擬變更為510萬元。除提升本校教學及研發能力外，

能夠更廣泛符合多數廠商的精密加工需求服務，擴大產學合作之機會。 

三、本案已於107年6月4日經工學院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次院主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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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擬變更 107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採購

項目優先序 19，提請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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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19「劍術安全護具組」一

組總價19,000元，依計劃執行後發現規格顯示內含10套相同尺寸之護具，

平均每座單價僅1,855元，不符合「財物標準分類」之資本門認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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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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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說明D2：「經常門得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單價在1

萬元以下或使用年限在2年以下之物品或非消耗品」，上述項目擬改列

於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項下。  

三、上述變更案於107年6月12日經本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審議小組會

議第1次臨時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附表四】優先序 19設備名稱「劍術安全護具組」設備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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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歸

類其合乎「財物標準分類」之經常門認列原則，擬改列於學輔經費項下

「經常門得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單價在 1 萬元以下或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下之物品或非消耗品」。 

案由六：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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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對照表詳附表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107 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原編列

33,914,696元，占經常門比例 92.59％。執行至 107年 6月 15日止，已

執行 14,589,170元(執行率 4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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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1.依教育部 107年 5月 23日臺教技(三)字第 1070074388A號經費調整

經常門減少 183萬 8,233元。 

2.修正執行金額，原預估高出金額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分項流用為

原則，無法流用者，再考量流用於其他教師薪資項目。 

(二)「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教務處每年 11月審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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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1.產學合作獎勵 2.提升教師研發能量補助 3.專利參展獎助每

年 10月審查,依實際執行調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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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升等送審」：仍有升等外審委員案件核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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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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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詳列如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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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