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合作處 研究發展組                                       Page 1 of 3                  

會  議  記  錄 
 

會議名稱： 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九日星期五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 綜合大樓 212 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錄： 范桂榛 

 

 

 

 

 

報告事項： 

說明 95 年度獎補助款核配要點、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實務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等

相關辦法 
1. 各項辦法請參閱「德明技術學院 95 年度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參考資料」。 

2. 各項辦法除書面資料外，亦同時公告於技術合作處網頁。 

3. 「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要點」，可以成為各學術單位主管施政的

指導原則，獎補助款的分配標準：總預算數區分為補助部分佔 30％及獎助部分佔 70％。

獎助款分配又分為計畫型獎助(佔總經費 30﹪)及績效型獎助(佔總經費 40﹪)。核配要點

當中有特別標示出來的都是新增項目請各系及行政同仁要特別注意。 

 
討論事項： 
一、討論 95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分配原則 

＊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需結合各單位三年計畫一併考量。另建議以下列幾項作為優先採購之原則： 

1.全校資源整合共享者（教學、研究）為優先考量。 

2.每一個單位先分配一個基本數，再按各單位 KPI 比例分配，以學群概念整 

合經費運用。 

3.延續性專案由於分年度採購者優先排次。 

4.新增的系科給予較優的預算配置。 

5.各單位重置之需求者。 

過去曾經有一個原則是：計畫型提案提出後，如果沒有通過可以優先來運用這部分教補款。

但是今年有一些改變，必須先提醒大家，今年度計畫型提案一月底要報部，四、五月會公

佈結果，但是現在這部分教補款已經提前時程至二月份要報部，因此無法如過去一樣，計

畫型提案沒有通過後再來申請此部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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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提醒： 

1. 資本門的部分，每個學群有自己不同的特色，請各學群及系科發揮自己的特色或運用現有

資源增加一些讓特色更為突顯，比較弱勢的系科也要補足，使其更為強壯，大致上是以上

述原則來做分配，過去資本門使用相當大的比例在電腦採購，但是其實現在在資本門的結

構上，購買電腦是較不受到鼓勵的，這也是為什麼未來的電腦教室要控制在 20 間的原因。 

2. 有關計畫型專案部份，我們可以就兩部分獨立化作思考。希望未來年度計畫作業上也是從

整個系科經營發展的角度來做看待，未來在計畫上能夠更完整的思考學校的特色發展或策

略規劃，如果說是學校未來的發展方向，如果很重要也要花錢來做，例如電視牆等。我認

為只要是對學校發展很重要的方向，都是值得去投入的。 

3. 若系上規劃時該計畫對系上或是學群的特色發展很重要，不管有沒有教育部的專案經費都

會提出，那麼未獲得教育部補助時，我們都一定要做，那無論錢從哪裡來，不管有沒有教

育部經費，經費來源是學校或是計畫延宕，屆時再來考量。系上也可以在年度計畫提出，

看如何付諸執行。如果真的申請不到教育部的補助，會有一些影響但是我想影響也不大，

教育部的補助也只是站在經費爭取的角度，不可能不補助我們就不做。 

4. 希望未來各系科的發展上有提出具體的計畫，有完整的計畫經費提出後，則未來的時間落

差都能逐步縮小。因此明年度計畫的提出配合教補款的模式都會有比較嚴謹的審查過程。 

 

＊經常門經費分配原則： 

1.獎助教師研究：依部規定至少 30%（本校預估可達 60%），過去規定是 20％，  

今年度改為 30%。 

2.現有教師薪資：本校預估達 35% 

3.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依部規定至多 5%（本校預估達 5%） 

 
 
校長提醒： 
1. 現有教師的薪資，希望是針對師資結構改善或是教學品質提升，也就是對於各系科的專任

教師（助理教授以上）應有所突破，將會與人事室做討論，看能否再進一步補強，如果新

聘的部分用教補款的規定使用方式，應該能夠使獎補助款運用更適當。 
2. 獎勵教師研究部分請技合處做統籌，在 93 年度的獎助比例上高達 74.6％，比例相當高也

相對壓縮到現有教師薪資及行政人員進修的部分，應再努力掌控並且做好比例分配。 
 
 
二、討論 95 年度獎補助款報部預定作業進度 

作業進度如附件，95 年支用計畫書依規定提前於 2 月報部，務請各單位及早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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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決議事項： 
1.請提出計畫時一定要填寫特色發展說明表，今年特色重點強調產生效益強調用質化及量化

的指標，請各位使用新的表格填寫，並請填入三年計畫之編號。 
2.時程上請依作業進度掌握時效。 
3.務必要召開單位會議，例如：系上系務會議通過，以符合法定上的程序。 
4.法規上要求訓輔經費為資本門的 2％，總計約有 46 萬，日夜間部學生社團可使用於購置學

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請由學務長來做統籌，進修部的學務單位亦請告知。 
5.針對資料庫部分，各教學單位如果還有需求，敬請儘早向圖書館提出申請，圖書館將一併

統合在預算中申請提出。 
6.曾有訪視委員在其他學校提出，專責小組會議委員不宜請代理人出席，敬請各委員務必注

意且出席會議。 
7.圖儀設備在學校的使用、利用狀況或資料庫、圖書、期刊、視聽教室等等的使用率統計數

據，在圖書館網頁皆有呈現，這是可以突顯學校的優點。 
 
校長提醒： 
教育部補助款除了少部分放在電腦設備購置上，主要經費是放在發展及維護系上或是學群的

特色上，請各系主任和學群長規劃要如何發揮學群和學院的特色。以今年應外系發展學校重

點特色電視牆的例子，是以應外系為代表去申請計畫，後來也將一部份的教補款投入，所以

只要值得學校作我們就會努力來想辦法，只是經費比例看是補助款或是校外多還是校內多而

已。再次提醒未來會議請委員親自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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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記  錄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 綜合大樓212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錄： 范桂榛 

 

會議記錄簽核  記錄             處長            副校長         校長 

 

 

 

 

報告事項： 

一、報告94年度獎補助款支用情形。 

1.請參閱會議手冊 3-1∼3-4 

2.94年度執行情形如下表： 
獎補助款經費說明 

A.補助款金額 B.績效型獎助款金額 C.自籌（配合）款16%D.總經費（A+B+C） 

$12,033,603 $22,391,605 $5,530,005 $39,955,213

資本門與經常門分配比例 

經常門 資本門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合計 

補助款分配 40% $4,813,441 60% $7,220,162 $12,033,603

績效獎助款分配 40% $8,956,642 60% $13,434,963 $22,391,605

自籌款分配 25% $1,377,008 75% $4,152,997 $5,530,005

總經費分配 38% $15,147,091 62% $24,808,122 $39,955,213

3.其中應外系 004-059語言教學軟體預估 85,600元,但執行後只做升級金額只有 2,000多

元,故以學校款支應，項目已執行完畢，但金額填 0,由學校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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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資本門經費之金額 
佔資本門經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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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8,872 78.92%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

達資本門經費10﹪） 
＄4,715,000 19.01%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2﹪） ＄514,25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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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等） 

合計 ＄24,808,122 100﹪

 

  5.經常門部份：  

 

項       目 資本門經費之金額 
佔資本門經費之

比例（﹪）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經常門經費

20﹪以上） 
＄9,274,448 61.23%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

門經費5﹪以內） 
＄255,941 1.69%

三、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3,785,252 24.99%

四、補助增聘教師薪資 ＄1,831,450 12.09%

合計 ＄15,147,091 100﹪

 

二、各單位報告95年度各單位獎補助款規劃特色發展說明表。 
    詳細資料敬請參閱會議手冊2-1∼2-51 

教務處： 

1.建構校園網路多媒體視聽教學環境: 因應未來教學方式的多樣性及推動數位化學習計

畫(課程數位化與非同步遠距教學)，提供全校師生多元之視聽媒體教學環境，以提升

教學品質及學生之學習興趣。配合93、94年度規劃，逐年分批於全校各班教室全面安

裝單槍投影機，充分利用班班有電腦之設備，並配合教材網路化後教學方式之改變。 

2.預期成效：配合數位學習計畫，提供教師多元化的教學環境，增進學生學習興趣，數

位化教材並供學生課後複習，補足傳統式教學的不足。 



 

技術合作處 研究發展組                                       Page 3 of 8                  

3.申請單槍投機、電腦及手提式收錄音機共計4個品項，金額為1,102,100元。 

圖書館： 

1.經營複合式圖書館、配合本校成立新系所、提升讀者服務效能。 

2.預期成效：圖書館在支援全校各學群之資源，以提升教師研究與教學品質為目的、創

造本校整體學術形象為最終效益。 

3.申請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整合檢索功能、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流通模組、數位內容伺服

器、高速文件掃描器共計5個品項，金額為5,353,000元。 

學務處： 

1.藉由社團設備的逐項改善，提昇學生學習與活動品質，相對的發掘並培養學

生課外的才能，創造多元學習生活，豐富課外生活，提昇服務效能。 

2.阿里山帳用以辦理各類戶外活動使用。除有利於營造活動氣氛，可免於天候

因素影響活動品質。 

3.藉由社團設備的逐項改善，所購置之大型防潮櫃用以維護、延長社團各類器

材壽命，降低汰換率。 

4.預期成效：提供31個社團辦理各類活動或所需借用器材時使用，全學年大小

活動預估約150~180場 ，預估減少辦理各類活動時棚架租借費用約5萬元/學

期、提供全校師生辦理各類活動或所需借用器材時使用，提昇活動品質、預估可延長

音響、精密電子儀器等昂貴器材之使用年限。 

5.申請對講機、阿里山帳、活動式卡接OK音響組合、大型防潮櫃共計申請4個品

項，金額為480,000元。 

進修部學務組： 

1.為增強進修部學生活動品質、培育學生人文教育素養，並建構活動傳統化之特色；故

以進修部學生活動精彩豐富為基礎，輔以新添購設備，持續推動各項活動至精緻化、

多樣化之境界，以增進學生對學校向心力。 

2.預期成效：活動現場橫向、縱向聯絡及溝通管道用，提昇活動效率。 

3.申請無線對講機，金額為14,000元。 

會資系： 

1.要培育本系畢業學生畢業後，在職場上，特別是中大型的聯合會計師師事務

所具有競爭力、以會計為專業的學生，必須具有電腦審計的能力，方能符合

當今職場上的需要，故本計畫列為本系三年發展計畫的特色之一。 

2.預期成效：使本系老師可以首次正式接觸電腦審計軟體，可增強會計和審計研究實

力、讓學生熟悉電腦審計的使用，以便在職場上取得進入的優勢。 

3.申請ACL電腦審計軟體，金額為5,500,000元。 

財稅系科： 

1.本計畫目的將稅法教學課程生活化、電腦化、資訊化，強調即時稅務法令資訊的取得、

運用，並強化本系與國稅局、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等建教合作之結合。 

2.預期成效：對於教師個人稅務申報與查核相關實務能力之提升有極大助益，將可提升

老師產學合作或研究案之能力、對於同學之營所稅、綜所稅、遺產贈與稅、土地增值

稅等稅務申報能力之提升有很大幫助，提升本系同學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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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稅務資訊線上報稅實務教學中心，金額為1,836,300元。 

國貿系科： 

1.國際經貿與商務實習中心』軟體改版更新計畫：台灣版TMT貿易模擬軟體升級改版計

畫、國貿線上題庫系統建置計畫。 

2.預期成效：實務組教師透過兩套系統的教學運用，將對產學合作與國貿證照的研究開

發有所助益。 

3.申請貿易模擬軟體升級改版及國貿線上題庫系統建置，共計申請2品項，金額為

400,000元。 

行銷系： 

1.行銷整合溝通教室：行銷研究討論室、廣告設計與製作實驗室。 

2.預期成效：教師可利用該行銷溝通模擬教室一起討論個案，或指導學生研究個案，將

有助於教師相關領域的研究，甚至可以產學合作的綜效模式，將成果導入未來課程的

教授、規劃，以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藉由廣告實作、網路架設以及軟體輔助分析、

資料庫分析可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揮創意，思考廣告、網

站與行銷之間的關聯。之後結合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增進學生的實務經驗，加強就

業機會。 

3.申請行銷整合溝通教室設備，金額為501,500元。 

企管系科： 

1.焦點團體設備：焦點團體室自建置完成至今，經歷22個月的時間，其中歷經三個學期

的教學與研究案：學生使用人次，包含企管系，行銷管理系，共計1200人，以及產學

合作案（目前累積營業額300萬新台幣）的使用，需要增添以及維護設備。 

2.預期成效：將有助於教師教授並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之後亦可以產學合作的綜效模

式，將成果導入未來課程的教授、規劃，以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3.申請投影機、液晶電視、鞋櫃、冷氣機等設備，金額為453,000元。 

物管系： 

1.中文桌上型地理資訊系統Super GIS：GIS運用在許多領域上：如ITS智慧型運輸系統、

物流監控系統、交通營運配置、校園觀光導覽建置、SARS擴散推估與醫療分佈網點的

決策等運用層面。 針對學校教學研究，可結合GPS微星定位裝置與PDA建置校園資訊

導覽系統，將GIS落實於校園生活中，展現出校區周遭豐富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資訊

此系統。另外，可建置為線上導覽系統提供學生、家長及校區周邊社區民眾能快速獲

取校園內外相關生活資訊以及學校內部校園建物校舍監控管理等運用。 

2.預期成效：將開設相關基礎、進階及應用課程，使本系學生及研究人員能依規劃課程

學習GIS應用技術，培養未來重要工作或研究技能，以針對符合市場需求的物流資訊

內容與操作介面，規劃建置未來階段性開發該系統，使學校師生能充分融合學術理論

與實務應用，利於物流產業之開發、規劃、設計與經營。 

3.申請GIS系統及物流系統介面之建置等品項，金額為1,900,000元。 

保金系科： 

1.風險管理資訊教學中心：為因應企業與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目前各企業與金融機構

在風險管理上，逐漸整合各部門風險管理監督權責，以涵蓋橫跨所有業務與職務區域

的風險，形成所謂整合性風險管理架構。此種架構，將風險認定、衡量、限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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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與控制合併在全公司經營目標內，將結合本特色並前瞻就業市場之風險管理大趨

勢，以期為社會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風險管理人才。 

2.預期成效：幫助學校發展風險管理教學特色與研究特色，並透過本計畫可充實教學暨

研究設備，協助教師進行理論研究與實務教學、引進專業證照、模擬考照系統，強化

證照教學、提升專業證照通過數，提昇學生競爭力。 

3.申請風險管理資訊教學中心設備，金額為4,500,000元。 

資管系科： 

1.為推廣國際專業網路認證，以現今業界最受歡迎的思科網路認證為目標，分階段實施，

以輔導學生取得國際認可之專業證照、定期年限汰換電腦，以優質的硬體，提供高品

質的學習及教學環境為建置行動資訊學程相關課程實作與實習教學能量，以利教學任

務之遂行。 

2.預期成效：教師使用人數可供資訊學院全體教職員從事相關網路實驗及研究、提升教

學品質與增進學生學習！供資訊學院師生近千人使用、建立完整實驗室，加強推廣現

今流行之無線及行動網路應用。 

3.申請思科網路實驗室、電腦教室年限汰換、行動資訊服務與行動數據交換模擬與實習

教學實驗室等品項，金額為8,950,000元。 

財金系科： 

1.國際財金數位化教學實驗之建制。將由本系與他系財金背景教師教導學生如何運用資料了解並分
析投資、金融市場狀況，以擬定最佳的投資組合策略。 

2.預期成效：透過資料庫操作訓練及分析訓練的培養，將有助於教師教授並從事相關領

域的研究，之後可以產學合作的綜效模式，將成果導入未來課程的教授、規劃，以引

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3.申請電腦及電腦桌等品項，金額為900,000元。 

資科系： 

1.多媒體電腦專業教室、電腦教室汰換、建構數位學習環境-智慧型家電開發實習機器。 

2.預期成效：有助於教師未來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之後可與廠商產生建教合作的機

制，將成果導入未來課程的規劃，並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也可以針對未來就業方向

作規劃。 

3.申請多媒體電腦專業教室、電腦教室汰換、智慧型家電開發實習機器等品項，金額為

7,622,000元。 

媒計系： 

1.配合教育部未來四年施政主軸架構 121 項-建構數位化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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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期成效：可運用於多媒體概論、進階3D動畫、創意動畫、設計實務、數位影視製

作、動態網站設計、廣告影片製作及視訊影片製作等課程。 

3.申請3D網頁製作軟體、防潮櫃等品項，金額為620,000元。 

應外系： 

1.學生透過MY Access學生介面可隨時隨地不斷的上網練習寫作，並隨即得到正確的電

腦評分與指示，進而加強個人英文寫作的能力，完全不受時、空間的限制.教師透過

MY Access管理介面可訂定作業或隨堂評量,並透過報表分析隨時監督學生的寫作進度

及成績，節省以往人工批改作文所需耗費的大量時間,讓師生間有更多的機會進行面

對面的互動及討論。 

2.預期成效：老師可利用MY Access融入英語教學為主題進行電腦輔助教學之相關研究，

在教學上亦有與寫作相關的課程約10班。 

3.申請MY AccessTM線上寫作自動評分暨管理系統品項，金額為585,000元。 

通識教育中心： 

1.生命教育的實施除了有關知識之學習，尤其重視自我省思、人際溝通、價值澄清與價

值判斷等體悟性之教學，因此課堂上除了演講式教學外，媒體教學、心理性活動與習

作、小組討論等方式是刺激學生思考、促進溝通與討論，是增進對自己、他人與自然

之生命價值體悟與尊重的有效方法。而一般教室或一般視聽教室或媒體教室無法滿足

此教學需求，故需建構一特殊專用之生命教育專用教室。 

2.預期成效：生命教育領域相關之日夜課程，均可使用。適用學生為大學部

二技一、二年級、四技二、三、四年級，專科部二專各年級各系同學使用。 

3.建構一間生命教領域通識課程專用教室設備，金額為2,500,000元。 

 

決議事項： 

1.電腦教室汰換問題，由電算中心主任做評估，在電腦資源上做一個有效的整合，於電諮會

再作決議。 

2.專業教室建置，有關電腦能否發揮功能和增加使用率問題，請電算中心建構一套生產管制

系統，也就是說由電算中心這邊去看到全校電腦的使用狀態，一套on line real time的

建制系統，將這套系統放在電算中心，電算中心也可以隨時看到每一間專業教室的電腦使

用狀況。甚至進一步由系統去做課程的排程，這樣我就會知道哪個空間的使用效率及狀況

如何。 

3.教師電腦汰換問題，由總務單位訂定汰換原則，統一處理。 

4.手提單槍投影機、手提電腦及錄音機等品項，由總務處先做一個整合後，再統一提出並由

總務單位統籌並做一個更緊密的管理較適宜。 

5.圖書館提出的金額為 500 多萬，原則上給予支持，也期盼圖書館在所有尤其是電子資源的

部分，可以更強而有力的做訴求，做一個更精確的統計，針對所有每個特定的資料庫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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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完整的統計，如果說有一些是系統或是 package 的部分，也就是軟體部分的，如果當初

買來的我們的使用效率不是那麼的理想，我們可以重新做檢討，使資源能達到最大效用。 

6.訓輔經費部份，需達一定比例，請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此部份金額學務

處提出480,000元、進修部提出14,000元。 

7.教務處通過單槍投機、手提式收錄音機，金額為828,300元。 

8.會資系：ACL電腦審計軟體，請再作評估，此套軟體是一個補充教材或為缺此軟體

即無法教學，以及結合證照的部份，請再評估。 

9.財稅系：稅務資訊線上報稅實務教學中心無法與 Call Center 結合，原因為 Call Center

的電腦中有許多客戶管理、電話計費系統等都無法聯外，因為擔心客戶資料外洩，因此

Call Center的電腦是無法聯外的，主要是在做一些電話打進來諮詢和電話打出去做市調

的電話控管工作為主，在這部分所需要的軟體和我們在建制線上報稅教學中心所需要的軟

體兩者差異較大。建制後使用率可達六七成，而原有的Call Center使用率預估可達八成；

通過建置稅務資訊線上報稅實務教學中心，金額為1,836,300元。 

10.國貿系：貿易模擬軟體升級改版及國貿線上題庫系統建置，共計2品項，金額為400,000

元。 

11.行銷系：建置行銷整合溝通教室設備中，有9台電腦，可與保金系相同的處理方式，規劃

由財金系電腦移轉，另其它品項通過，金額186,500元。 

12.企管系：焦點團體室單槍投影機是否一定要使用移動式，請再評估，此部份先保留，其餘

品項通過，金額為388,000元。 

13.物管系：中文桌上型地理資訊系統Super GIS，請再作評估，是有那些課程會使用、其使

用率問題、可否結合產學合作案、往後是否能長期維護等問題再作評估，先作保留。 

14.保金系：風險管理資訊教學中心先不建置，基於資源共享原則及提高使用率，可先使用管

理學群的專業教室，因其需求管理學群的專業教室已涵蓋了，所以共享資源是可行的方

式，另提出購置20台的電腦以因應e化考場，請協調財金系針對課程規劃協調場地，若

能由財金系專業教室移轉舊電腦，則此部份可先不購置。 

15.資管系：有關於 CCNA 的部分，可做相關的產學也可以結合學生的證照，因此希望能夠建

立一個更完整的實驗室，讓學生更能夠充分學習。因為 Cisco 全新的設備也是相當高昂

的，所以這次用的都是中古的設備，這項設備對於學生及老師都有其必要性，而 RFID 對

推展學校特色有很大的幫助，如果本校能跟國家發展同步進行，的確是可以創造一些特

色。比較傾向先思考RFID的建置，請電諮會再討論確認。 

16.財金系：國際財金數位化教學實驗之建制，申請電腦及電腦桌等品項，金額為900,000元，

可思考全部換新電腦，以利管理，因此間教室為目前已有2批電腦在使用，若能將原電腦

移轉（如保金系、國貿系）則管理上較適當，而接收舊電腦之單位，相對汰換時可優先

汰換。 

17.資科系：資科媒計系目前只有兩間電腦教室，明年要增加兩班，電腦使用率將會不夠，有

關電腦教室問題先作保留，請電諮會再討論確認，而智慧型家電實驗室列出資科需要添購

的軟體設備通過，金額為1,000,000元。 

18.媒計系：擴充專題實驗室軟硬體設備及防潮櫃通過，金額為5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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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應外系：MY AccessTM線上寫作自動評分暨管理系統需每年付費，無法使用資本門支應，

故刪除。 

20.通識教育中心建構一間生命教領域通識課程專用教室設備，場地可思考置於中正樓右翼，

二、三樓的地方還有六間教室的空間，比較可以彈性的挪用，通識中心可以整體的規劃把

系辦公室、老師研究室、專業教室挪至該處，這部分可以加以思考一下，此專業教室

2,500,000元。其中約有100萬為裝潢費用，無法以獎補助款支應，應由學校款支付。 

 

提醒事項： 

1. 各單位上網輸入時間今天開始至29日截止,金額請務必先查詢再上網填報,不要價差太大。 
2. 請各委員務必將決議的事項轉達各所屬單位。 
3. 電諮會將於下週開會，有關電腦部份會提案至電諮會討論。 
4. 下次開會時間為預計為1月17日。 
請各委員能親自與會，往後的會議也都能儘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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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記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月十七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 綜合大樓 212 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錄： 范桂榛 

 

 

 

 

報告事項： 

一、報告 94 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 
(一)敬請參閱手冊3-1～3-4 
(二)資本門 

1.圖書館Computing資訊科學資料庫，因考慮使用率問題，該項目已執行但擬改由學

校款支付。 
2.應外系電視牆費用為4,317,000元(獎補助款支應2,000,000元,其餘2,317,000由學校另

行編列款項支應)，所以各單位的支用金額及比例略有更動。 
(三)經常門 

人事室於升等之件數及金額有異動，故重新調整補助教師薪資項目金額，各單位支

用比例也因此略有更動。 
    (四)本年度獎補助款自籌款達16% 
 
二、95年度預估金額及各單位申請金額說明 

1.各單位申請資本門品項共提出金額為 31,445,316 元,另按規定無法以獎補助款支應之

品項，需以學校款支應金額為 2,378,500 元。 

2.今年預估奬補助金額為 3,400 萬元,預估資本門可達 2,000 萬元,加上自籌款預估可提

出 2,378 萬左右。 

3.目前各單位需求及初步決議金額分類如下： 

A.已確認金額 

(附件一) 

B.尚需確認討論金額 

(附件二) 

C.本次新提出金額

(附件三) 

D.電諮會已刪除金額

(附件四) 

合計

E=(A+B+C+D)

21,620,700 1,179,047 5,511,725 3,133,844 31,445,316 

本校預估數扣除確認金額後餘額約為216萬元(2,378-2,162) 

4.請各單位先確認自己單位的各項資料及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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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討論 95 年度各單位獎補助款品項及優先順序 

(一)A.已確認金額 

有關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的阿里山帳是否有財產編號可建檔。 

決議：請總務單位再作確認，是否可列入財產，若無法列入，則此項擬刪除。 

 

(二)B.尚需確認討論金額 

1.各系科專任教師電腦 

決議：依學校通報專任教師電腦汰舊換新原則辦理。 

2.企管系科單槍投影機： 

焦點團體室單槍投影機由移動式改為固定式，可提升使用率，金額為 54,000 元。 

決議：通過。 

3.會資系科 ACL 電腦審計軟體 21 套：  

  此審計軟體可協助同學考證照亦可增進學習審計的教學效益，透過實際的操練對於學生

未來到職場就業亦有相當大的幫助。ACL 電腦審計軟體 21 套，金額為 985,047 元。 

決議：這套系統可望形成會資系的特色，但是會資系必須確定能以 985,047 元購得此軟

體，若價格無法配合，則此項目撤回不購買。 

 

(三)C.本次新提出金額 

  1.會資系科模擬實驗室： 

   此模擬實驗室，為學生製作專題報告具有相當大的需求。且系科與會計師事務所也有

相當緊密的合作，需要有一個實務訓練的專業教室，申請品項包含有電腦、LCD、電

腦桌椅、廣播系統、集線器、印表機、投影機、隔間、穩壓器、監視系統、冷氣、

白板等共計 13 個品項，金額為 1,636,600 元。 

決議：電腦教室目前正在做管控，站在資源共享的角度來看，會資系可以和其他系科共

同運用專業教室，不需再建置一間新的專業教室。 

  2.物管系科店配與宅配系統建置： 

此店配與宅配系統之使用，希望結合本系原有的專業教室系統及這套物流系統來做一

個整合，用以建立流通服務產業的特色以成為串聯連鎖加盟、物流中心、宅配中心、

電子商務中心等單位的建置，未來對於物管系、行管系、企管系等的相關課程都有很

大的幫助，共計申請店配宅配系統、伺服器共計 2個品項，金額為 3,100,000 元。 

決議：物管系此項經費先看產學績效再決定是否列入。優先順序列為二，若績效良好而

獎補助款核配超出本校的預估即可優先列入，若無法以獎補助款支應但績效良好，則以

學校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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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金系科： 

   LOMA 電子考場的再建置，擬新增廣播系統、桌子、椅子、電腦共計 5個品項，金額為

153,000 元。 

決議：通過此項申。 

4.應外系科： 

    添購專業教室的三段鎖不鏽鋼門及讀稿提示機系統，以提升老師在上課時之效益及吸

引學生上課學習興趣，用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申請不鏽鋼門、讀稿提示機系統及對

講機 3項品項，金額為 617,125。 

 決議：不銹鋼門是屬於裝修部分，所以這裡不宜列入請另提學校預算；通過讀稿提示機

及對講機項目。 

 

(四)D.電諮會已刪除金額 

     企管系科：維護費不宜列入。 

行管系科：金額太低不足一萬元，不可列入。 

會資系科：ACL 電腦審計軟體，列入第二候補順位。 

保金系科：已不需要。 

資科系科：不列入特色發展。 

應外系科：可以統籌處理。 

決議：除會資系科 ACL 電腦審計軟體另已規劃外，其餘皆不通過購置。 

 

 

其他共同決議事項： 

一、 今日討論原則：若為不確定的項目就直接刪除，不再另行提案討論。 

二、 未來請資料庫的使用效率及狀況做一個統計。建置有需要的資料庫，不需要使用的就刪

除。 

三、 新進教師電腦購置及老師電腦汰舊換新（滿四年）的數量由系科調查老師們使用電腦的

狀況。再將各系科數字提交總務處作確認，統一提出全校老師電腦（汰舊換新或是新進

老師購置）的預算及數量，並且核對是否符合購買及汰換規定，之後提交給技合處統一

申請教育部獎補助款系統。 

四、 資本門優先順序如下： 

優先順序一：已經討論通過的各單位提案。 

優先順序二：物管系店配與宅配系統及伺服器。 

優先順序三：會資系科 ACL 電腦審計軟體。 

 

 

 



 

技術合作處 研究發展組                                       Page 4 of 4                  

 

建議事項： 

一、未來獎補助款分配原則可新增產學合作案績效。 

二、未來申請獎補助款可將過去購置設備之使用效率列入 KPI 績效訂定評比項目。 

 

宣達各單位配合事項： 

一、各單位就今天的會議決議上網修正，時間由今天開始至 19 日截止，不可再自行增加，一

旦發現有自行新增的部分就直接剔除。 

二、 新聘老師及老師電腦汰舊換新的統計資料，若因教育部提前獎補助款申請時程，請各系

科在開學後一週內收集資料，由本處彙整後送交總務處審核，申請單部分會再跟總務處

協調。 

三、 下次開會時間會等到教育部核定金額確定後再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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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記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二月二十日星期一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 綜合大樓 212 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錄： 范桂榛 

 

 

 

 

 

 

一、預估 95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敬請討論。 

說明：（一）依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50019503 號函辦理。 

（二）各校應於 2 月 28 日前彙整經費支用計畫書報部，本年度經費以各校預估核配之

獎補助金額報部。 

（三）根據 95 年度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支用項目並決定本年度預估之支用項目

及金額。 

決議事項： 

95 年度預估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1﹪） 
總經費

(5)=(3)+(4) 
＄17,000,000 ＄28,000,000 ＄45,000,000 ＄5,127,841 ＄50,127,841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100%)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 0﹪）

金額 ＄10,200,000 ＄16,800,000 ＄5,127,841 ＄6,800,000 ＄11,200,000 ＄0 
合計 ＄32,127,841 ＄18,000,000 
占總經

費比例 
60%(不含自籌款) 40%(不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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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估 95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項目，敬請討論。 

說明：如會議資料附件一 

決議事項： 

（1）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預估金額為 9,724,000 元，比例為 54.02%。 
（2）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預估金額為 505,000 元，比例為 2.81%。 
（3）為強化師資結構，在補助增聘教師薪資部分預增聘教授 1 位、副教授 2 位及助理

教授 2 位，預估金額為 4,100,000 元，比例為 22.78%。  
（4）補助現有教師薪資，預估金額為 3,671,000 元，比例為 20.39%。 
（5）有關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方面例如著作發表部分如果未來申請獎助總經費超過編

列的預算，不排除以比例的方式發放獎補助款。 
 

95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預估說明 
95 年度預估金額 

項目 內容說明 
件數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研究 150 3,800,000

研習 100 974,000

進修 16 1,200,000

著作 160 2,000,000

升等送審 40 600,000

改進教學 50 1,000,000

編纂教材 20 150,000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30
﹪以上） 

製作教具 0 - 

9,724,000 54.02%

進修 20 400,000

研習 20 25,000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 5﹪以內） 
研討會 1 80,000

505,000 2.81% 

教授 1 1,000,000

副教授 2 1,800,000三、補助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2 1,300,000

4,100,000 22.78%

教授 4 

副教授 51 

助理教授 31 
四、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講師 126 

3,671,000 3,671,000 20.39%

合計   18,000,000 18,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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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估 95 年度獎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比例及優先順序，敬請討論。 

說明：如會議資料附件二。此部分根據上次會議決議，其中按照需求單位的預用月份做

一優先排序，分為 1-1 及 1-2；1-1 為本學期支用項目而 1-2 為預計於下學期支用

項目。由於計畫型提案目前併入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可能無法如預期申請到經費，

因此媒計系計畫型提案的項目排序順位為 2-1。 

決議事項：資本門提出申請金額總計 32,127,841 元。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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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6,300 80﹪ ＄5,127,841 19﹪ ＄26,684,141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

費 10﹪） 

＄4,802,700 18﹪ ＄0 0﹪ ＄4,802,700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 
＄641,000 2﹪ ＄0 0﹪ ＄641,000 

合計 ＄27,000,000 100﹪ ＄5,127,841 19﹪ ＄32,127,841

 

四、推舉系主任於支用計畫書代表用印。 

  說明：由於支用計畫書制式格式有一系主任用印處，擬請推派一位系主任代表。 

  決議事項：由資管系邱錦清主任代表系主任用印。 

 

 





 

技術合作處 研究發展組                                       Page 1 of 3                  

會  議  記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五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 

地    點： 綜合大樓 212 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錄： 范桂榛 

 

 

 

 

 

 

報告事項： 

一、報告事項：95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核配金額說明 

 
自籌款(4)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獎補助款10％) 

總經費 

(5)=(3)+(4) 

＄12,314,092 ＄22,045,003 ＄34,359,095 ＄3,435,910 ＄37,795,005 

 

 資本門(60％) 經常門(40％) 總經費 
獎補助款 20,615,457 13,743,638 34,359,095 

自籌款 2,061,546 1,374,364 3,435,910 

合計 22,677,003 15,118,002 37,795,005 

 

二、95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項目，提請討論。 
參閱資料：95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預估說明，會議資料附件一。 

 

決議事項： 

1. 提請校教評會確立：著作部分，由於試著將一些期刊的獎助金額提高，透過學術審查

委員會，希望未來依據著作獎勵預算來確立比例分配原則。當著作申請總金額過大，

即按照每篇著作的定位，按照預算比例分配原則獎助。 

2. 未來相關法條規劃方向：老師的研究案減鐘可規劃由獎勵金的方式來取代，不要形成

老師上課減鐘後卻又超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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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5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提請討論。 

參閱資料：95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各單位金額統計表，會議資料附件二。 

決議事項：參閱變更後之統計表。 

 

四、教學儀器變更案，提請討論。 

1. 教師用電腦數量及規格異動，敬請討論。 

說明：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三。 

決議事項：各系電腦原申請 17 名，另加上新進老師 8名，故金額增加 280,000 元。  

 

2. 管理學群專業教室冷氣規格及數量異動，敬請討論。 

說明：參閱會議資料附件四。 

決議事項：此品項經費應置於配合款支應較為恰當。 

 

五、確認 95 年資本門品項 

參考資料：95 年度獎補助款各單位品項及優先序，會議資料附件五。 
決議事項： 

1. 資管系的 RFID 計畫請尋找一些奧援，可以和市政府合作尋找一些經濟部的資源。 

2. 電腦採購透過中信標，規格統一為：P4，3.2G，512M，80GHD，17 吋 LCD 螢幕（或

以上）。 

3. 通識教育中心採購項目： 

(1)單槍投影機預算：300,000 元調整為 150,000 元;流明度變更為 3500 流明 

(2)數位攝影機預算：數位攝影機每台金額由 80,000 元調整為 60,000 元 

(3)伴唱機品項：刪除。（可考慮與學務處欲購買的數位影音組結合使用。） 

4. 學務處卡拉 OK 音響組合，品項名稱變更為數位影音組；可考慮是否固定在又新樓一

樓階梯教室裡使用，除了供學生活動使用外，也支援通識教育課程，藉此也提高又新

樓階梯教室的使用效率，請總務單位再次做確認。 

5. 老師離職後的電腦請做完善的規劃：因新進教師皆新添購個人電腦，以提昇其教學研

究效益，但離職後的教師電腦應妥善規劃，擬將今年度二間專案教室之電腦由離職之

教師移轉使用，保金系專業教室電腦 1 台由原應外系焦恩懋老師之電腦移轉使用、財

金系專業教室電腦由原保金系張守為老師之電腦移轉使用，故不擬新購置。 

6. 優先序 2 的計畫由學校款來支應，採取校內流程來執行，不在此做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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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提醒各單位事項 

1. 各單位應於會後開始執行相關品項採購流程。 

2. 95 年度作業時程表為 

10 月填報學校基本資料表 12 月資料查核訪視及去年執行訪視 隔年 2 月支用計畫

書報部 4 月核定金額 5 月撥款金額支用 12 月執行清冊報部 

96 年度作業時程表為 

6 月填報學校基本資料表 10 月資料查核訪視 10 月支用計畫書報部 12 月去年度

執行訪視 隔年 1 月核定金額並撥款 

3. 會議決議後，不管是規格或是數量的異動，都需要再召開會議，由系務會議 專責小

組 支用計畫書變更 報部；敬請各單位規劃時能再更多加思考並能呈現各教學單位

之特色。 

4. 獎補助款業務及執行一定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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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記  錄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四日星期三 下午一時 

地    點： 綜合大樓212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錄： 范桂榛 

 

會議記錄簽核  記錄      處長              副校長           校長 

 

 

 

討論事項： 

一、95年度資本門項目、規格及數量變更案。 
提案一：教師研究用電腦數量及規格異動案,提請討論。(人事室提案) 
說明: 1.教師研究用電腦原規劃 25部，對於新進教師數量當初規劃之數量與實際聘任之人數

略有差異，需新增 6部，才足以支應。 
   2.原規劃之電腦規格與中信標公告之規格略有差異，依今年度公告之規格採購，依辦法

需提變更。 
   3.此變更案會增加之金額為 24,000元。 
  

變更規格及數量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1-76 電腦 P4,3.2G,512M,80GHD,1
7吋 LCD螢幕(或以上) 25 35,000 875,000 

修正後 1-76 電腦 

CPU：PD2.8雙核心、
160GHD,512M RAM；17
吋彩色液晶螢幕(或以
上) 

31 29,000 899,000 

1. 變更規格，依今年
度中信標規格。 

2. 擬增加未規劃新進
教師之電腦。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稅務資訊專業教室(D608)之桌子及椅子異動案,提請討論。(財稅系提案)  
 
說明: 1.原桌子品項規格異動，以使能更符合上課需求，但金額不變。 

2.將當初未規劃之電腦椅規劃採購，將增加金額為 30,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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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規格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1-19 桌子 雙人電腦桌寬140CM深
80CM下嵌式 26 6,300 163,800 

規格異動，以使

能更符合上課

需求 

修正後 1-19 桌子 
雙人電腦桌寬140CM深
60CM(含防盜筒及固定
架) 

26 6,300 163,800  

 
增加採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增加 
採購  電腦椅 電腦椅 51 600 30,600 

原未規劃，現修

正以利教學能更

順暢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生命教育及生活禮儀課程模擬教學教室，冷氣機數量及規格異動及錄放影機不採購

案,提請討論。(通識中心提案) 
 
說明:1.生命教育及生活禮儀課程模擬教學教室冷氣經實地堪驗場地大小宜增加冷氣機一臺

才夠使用。 
   2.原規劃之錄放影機因此產品已停產，所以不採購。 
   3.此變更案會增加之金額為 44,400元。 
 

變更規格及數量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1-67 冷氣機 分離式(含安裝)一對 2 2 65,000 130,000 

修正後 1-67 冷氣機 分離式(含安裝)一對 3 3 64,800 194,400 

變更規格及數量，以

符合實際需求 

 
不採購項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不採購 1-54 錄放影機 
HI-FI-主動式影質校正
 -數位式自動尋跡保持
最佳畫質  

1 20,000 20,000 此產品市場已停產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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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圖書館電子資源整合檢索功能變更不採購及增購中西文圖書案,提請討論。(圖書館提
案) 

 
說明:1.圖書館電子資源整合檢索功能本年度暫緩採購，擬新增購中文圖書及西文圖書以充實

圖書。 
   2.原規劃之西文資料庫金額為 2,530,000將部份轉為購置西文圖書以充實本校圖書。 
   3.此變更案不會造成規劃金額之異動。 
 

變更項目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1-11 
電子資源

整合檢索

功能 

整合查詢電子資料庫、電

子期刊、電子書及網路參

考資源 
1 550,000 550,000 

 中文圖書 紙本圖書 2批 454,233 
修正後 

 西文圖書 紙本圖書 1批 95,767 

暫以充實圖書為

目標 

 
 

變更項目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6-02 
西文 
資料庫  1批 2,530,000 2,530,000 

6-02 
西文 
資料庫  1批 2,230,000 2,230,000 

修正後 
 西文圖書 紙本圖書 2批 300,000 300,000 

充實本校圖

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保險教育資訊整合專業教室部份規劃之品項變更案,提請討論。(保金系提案) 
 
說明: 1.因保險教育資訊整合專業教室與財金系線上金融實驗室整併，故變更採購項目。 
   2.原規劃之電腦數量及規格異動，以能符合實際需求。 
     3.原規劃之廣播系統變更規格，以增加效用。 
     4.原規劃之桌子因整併專業教室調整項目名稱、規格及數量以符合實際需求。 
     5.原規劃之椅子因整併專業教室擬不採購，而增加採購電子式切換器。 
     6.為充實教學及研究用軟體並將此軟體置於財金線上金融專業教室,達到資源共享之目

的，故增加採購二項目。 
     7.此變更案將增加經費為 80,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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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規格及數量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1-23 電腦 P4,3.2G,512M,80GHD,1
7吋 LCD螢幕(或以上) 21 35,000 735,000 

修正後 1-23 電腦 

企業型主機. 
CPU:Pentium-D 
820,RAM:512MBHDD:S
ATA160GB,不含螢幕 

13 24,000 312,000 

因整併所需而

變更數量及規

格以符合實際

需求 

 
變更規格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1-24 廣播系統 光纖多媒體教學廣播系
統，21台電腦用 1 85,000 85,000 

修正後 1-24 廣播系統 光纖多媒體教學廣播系
統(外接式)，26台電腦用 1 91,000 91,000 

變更規格，以增

加效用 

 
變更項目名稱、數量及規格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1-25 桌子 電腦桌，設主機防盜筒，

三側設桌上屏風。 10 5,500 55,000 

修正後 1-25 電腦桌 1. 單人全潛式 
2. 80*60*74 26 6,800 176,800 

因整併專業教室

調整項目名稱、

規格及數量以符

合實際需求。 

 
 

變更項目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不採購 1-26 椅子 電腦椅，有扶手。 10 1,300 13,000 

  
電子式切

換器 
CS-62U:2PORT USB 
CABLE KVM SWITCH 13 1,100 14,300 

增加 
採購  

Matlab軟
體 55人版 1 225,500 225,500 

  

Matlab財
務與最佳

化模組軟

體 

單機版 1 162,000 162,000 

因整併專業教室

調整採購項目,
並以充實教學及

研究用軟體並將

此軟體置於財金

線上金融專業

室,達到資源共
享之目的。 

 
決議：照案通過，敬請提案單位規劃使用班級及教師之使用效能，有效運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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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各教學教室之單槍投影機之數量變更案，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明: 1.目前一般教室有79間教室,已有單槍投影機之教室有49間,本年度規劃15間之採購案,

可達 64間教室有單槍投影機。 
     2.開學以來各教學單位反映尚有教室尚未安裝單槍投影機,造成教師上課很大的困擾，

擬再增加 15部單槍投影機之採購,如此可達 79間教室皆有單槍投影機之設備,也讓教
學可更提升其效果。 

   3.此變更案將增加預算 627,000元。 
 

變更數量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1-09 
單槍投影

機 

2000ANS以上，含牆面
開關、分配器、銀幕切換

器、防盜投影機專用吊

架、蜂鳴警報器及施工配

線。 

15 54,200 813,000 

修正後 1-09 
單槍投影

機 

2000ANS以上，含牆面
開關、分配器、銀幕切換

器、防盜投影機專用吊

架、蜂鳴警報器及施工配

線。 

30 48,000 1,440,000 

因整併所需而變

更數量及規格以

符合實際需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整合行銷溝通專業教室部分規劃之品項變更案,提請討論。(行銷管理系提案) 
 
說明:1.整合行銷溝通專業教室之冷氣設備經實地勘驗場地大小後，宜規劃為中央空調式冷氣

才能使冷氣均勻分布。 
   2.此變更案會增加之金額為 66,000元。 

 
變更規格及數量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冷氣機 分離式1對1，2.5噸 1 40,000 40,000 

修正後  冷氣機 
分離式1對2，

4500KCL(崁入式，8個出

風口) 
2 53,000 106,000 

變更規格及數

量，以符合實際

需求 

 
決議：維持原議，此案暫緩審議，請提案單位先作完整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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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95年度資本門執行情形報告。 

   
項目 預算金額 已採購金額 採購中金額 未填採購單 

教學儀器設備 18,740,047  11,197,997  5,278,300  497,200  

圖書自動化 302,700  285,873  0  0  

圖書資料庫 4,500,000  4,500,000  0  0  

訓輔款項 641,000  542,200  0  0  

 合計 24,183,747  16,526,070  5,278,300  497,200  

 

    2.96年度獎補助款各項辦法(含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提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支出憑證

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及實務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等辦法)。可參考手冊資料第 1

至第 17頁或至技術學院處網頁下載。 

  3.96年度經費預估，以 94年度及 95年度之核配金額作為基準來預估 96年度之經費。 
         

獎補助款(1) 
（預估） 

自籌款（10﹪以上）(2) 
（預估） 

總預算(3)=(1)+(2) 
（預估） 

$34,000,000 $3,400,000 $37,400,000 

    4.96年度支用計畫書報部預定作業進度。(如附件一) 

 

其他決議暨提醒事項： 

1.本年度尚未提出採購的品項，敬請儘速提出以利後續採購及核銷。 

2.對於圖書部份，96 年度獎補助款之規劃項目以圖書及可裝訂之西文期刊為申請項目，

其餘有關電子資源及資料庫部份用學校款。 

3.96年度的分配原則如附件二。 

＊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1.全校資源整合共享者（教學、研究）為優先考量。 

2.每一個單位先分配一個基本數，再按各單位 KPI 比例分配,以學群概念整 

合經費運用。 

3.延續性專案由於分年度採購者優先排次。 

4.新增的系科給予較優的預算配置。 

5.各單位重置之需求者。 

6.除提升教學儀器設備並可爭取產學合作所需之設備  

＊經常門經費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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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獎助教師研究：依部規定至少 30%（本校預估達 60%） 

2. 現有教師薪資：本校預估達 35% 

3.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依部規定至多 5%（本校預估達 5%） 

對於金額之分配應以學校的重點特色優先考慮以及新增的研究所或系科，也應給予較

多的支持。 

4.敬請各單位依 96 年度獎補助款經費分配原則,進行規劃各單位品項,並以分配預算金額

為參考值。 

5.相關單位規劃時應透過會議通過，如各系會議或院會議決議，再提出申請。 

6.計畫提出時，務必要填寫特色發展說明表，包含擬發展的重點、特色及產生的效益並

需結合三年計畫。 

7.對於校內單槍投影機應先檢測現有之設備的狀態，以整合原則來處理，以達到資源有

效之運用。 

8.對於指標比重部份，可再詳加思考，如學生數及班級數也應列為考量基準。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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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記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一月一日星期三 下午三時 

地    點： 綜合大樓 212 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錄： 范桂榛 

 

 

 

 

 

主席報告: 

    1.96 年度預估獎補助款的金額為 3,400 萬，以今年度之核配金額為基準預估，目前各單

位所提出之資本門金額為 3,300 萬左右，和預估數是有落差的。 

    2.各單位在規劃時應以系科甚至院的角度來發展特色，在經費運用上希望往後能逐漸架

構在不要只看未來，應該更要看過去在執行上的績效是如何?作為在有限資源下一個重

要的依據。 

  3.應考量與現有設備共同整合，逐漸發展由系或院共構的觀念，現階段想建構的設備或

許會排擠到原來的舊有設備，不可單方向只思考要新增的設備而忽略了舊有的設備及

空間的問題，若沒有考慮到空間，可能所規劃的設備沒有空間可以運用，若是如此，

則可以在往後的年度再思考及規劃這些設備。 

  4.電腦教室的替換問題，要作完整及具體的規劃，在建構規劃上，除了教學領域的運用

外，應朝向與知名企業合作，若能和企業產業作結合，則可列為第一優先考慮。 

     

報告事項： 

一、承辦單位報告事項 

    1.96 年度支用計畫書預訂於 11 月底報部，今日的會議是第 2 次會議，依據作業日程表

20 日將召開第 3次專責小組會議後，依規定於 11 月報部。 

    2.各單位皆已繳交規劃特色說明表，詳如會議參考手冊 2-1 頁至 2-64 頁，各單位在規劃

時需結合三年計畫；三年計畫之編號亦已列入規劃特色說明表中。 

    3.各單位依據 96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分配原則及核配金額提出之資本門品項及金額如會

議資料，本次共提出之金額財金學院為 420 萬、管理學院 907 萬、資訊學院 1,120 萬;

圖書館 669 萬，訓輔款項 67 萬及教務單位 151 萬；本年度共計提出 333 萬，詳細品項

名稱敬請參閱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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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單位報告 96 年度獎補助款規劃特色發展說明 

    詳細資料敬請參閱會議手冊2-1～2-64 

財金學群(院) 

財金學群(院)申請的品項主要是在教學上的使用，今年度會資系及保金系聯合

申請會計資訊與風險管理人才培育中心之專業教室。 

會資系＆保金系： 

1.特色：資訊時代來臨，會計及風險管理相關工作內容有了很大的改變。從業

人員必需熟悉會計資訊及風險管理系統，方能勝任相關工作。會資系及保金

系近年來致力於課程規劃，務求學生在理論之外，更能具備實作能力，從而

厚實其就業能量。兩系除了加強建教合作之外，也在課程設計及情境教學上

加強，並添購相關軟體與進行證照輔導。「會計資訊系統教學」與「風險管理

資訊教學」成為兩系發展特色。 

2.預期成效：學生課後練習機會增加，對於相關軟體與系統更加嫻熟，有助於提升其學

習效果、證照考取率及就業競爭力；可安排部份相關課程在此上課，使開課與排課更

具彈性；本系老師可針對本校學生在本中心開設相關考試研習班，輔導學生考取相關

證照。 

3.申請會計資訊與風險管理人才培育中心，金額為157萬元及Workflow ERP相關軟體

125萬。 

財稅系科： 

1.特色：建置稅務資訊線上報稅實務教學中心其目的為將稅法教學課程生活化、電腦化、

資訊化，強調即時稅務法令資訊的取得、運用，採用稅務會計整合系統讓稅法教學生

活化、實用化、電腦化，以提升學生就業與使用媒體申報之能力。 

2.預期成效：對於學生除增強稅務申報能力外，更可提升本系學生審計抽查、稅務及財

務簽證報告與兩稅合一規劃能力。 

3.申請審計簽證報告系統升級、印表機及筆記型電腦，金額為90,000元。 

財金系科： 

1.特色：以 92 年度獲教育部補助之發展重點特色專案「財金教學資訊化環境之建置」為

基礎，和 93 年度的「財務金融教學中心」為基礎，持續建構一個即時的金融學習環境，

以改善及配合教學之需要，並輔以網路證照測驗題庫，藉以創造本系兼顧理論與實務、

落實學生生涯規劃的特色及在現代金融市場的激烈競爭下，金融人員除了須擁有豐富

的財金知識外，還需具備專業的資訊分析能力。面對銀行與資產管理公司不斷推陳出

新的各種新金融商品，如何讓顧客在最短的時間下，了解進行各種投資組合時的獲利

與虧損結果，則成為理財專員必備的資訊分析能力。 

2.預期成效：投資學、金融實務、財務管理、期貨與選擇權、固定收益證券、投資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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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理、國際金融、衍生性金融商品、投資實務、財務資訊分析、投資操作實務、

財金應用軟體等專業金融課程等及統計學、應用統計學、迴歸分析與時間序列等相關

課程皆可使用除了課程外,更可協助本系教師在從事學術相關領域的研究時，成為數

據模式分析的最佳工具，亦可以在產學合作上，發揮實務且切實際狀況的分析功效，

最後再聯合研究與產學的綜效模式，將成果導入未來課程的教授與規劃，則可以引發

學生學習的興趣。 

3.申請財務金融教學中心之擴充及 SPSS 軟體等品項，金額為 1,249,000 元。 

 

管理學群(院) 

管理學群(院)今年度申請的品項，主要是以各系所要發展各系之特色的軟體設

備之運用，物管及行管是新的系所，目前正在擴張階段，有一些資本的設備及

擴張需求，對於新的系科，希望能給予多一點的支持，使其在發展上能夠穩健

些。 

國貿系科： 

1.特色：學生可透過「海關模擬回應」電子化平台，「資料一次輸入，全程使用」，即可

完成通關、簽審、報檢、報驗作業，以達到貿易無紙化之環境模擬作業；而國貿線上

題庫系統之新增內容將為學生報考兩岸國貿相關證照做好最佳準備；推動e化教學，

結合台灣版TMT進出口貿易流程模擬操作軟體、Simtrade外貿實習平臺，以及經

貿與商務情境教室，不只提供情境教學環境，更重要的是創造e-learning的多元

自主學習環境，讓國貿教學與訓練更貼近業界需要，也更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2.預期成效：除了教學外，對教師而言，應可提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果；對學

生或受訓者而言，可得到完整訓練，有利就業。 

3.申請國貿情境模擬教室軟體建置、國貿線上題庫系統、筆記型電腦及專業教室設

備等品項，金額為1,070,000元。 

企管系科： 

1.特色：持續建置焦點團體之設備，除了原有的質化設備外，更充實量化的設備，期待

完整質量並重之軟硬體能夠更多元的服務產業界客戶；而為配合系科發展與學生未來

就業需求在日間部四技規劃三個企管專業學程，專注於培養出兼具理論與實務整合的

流通產業管理、分析與應用能力的人才。 

2.預期成效：除了提升教學外，更可運用於相關的產學合作案，有助於教師教授

並從事相關領域的研究，且可將成果導入未來課程的教授、規劃，以引發學生學習的

興趣。 

3.申請錄音設備、SPSS軟體、流通大師教學軟體、筆記型電腦等設備，金額為1,305,206

元。 

物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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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色：地理資訊系統可應用於物流之運輸與配送，為提升運輸與配送管理效率

的有效工具，亦為 e 化教學中重要的一環；運用 SPSS 軟體及結構方程模式於學

生實務專題與研究方法導論中，可學習團隊合作與研究方法，並將所學應用

於實務專題中，並於實務專題發表中展現其研究成果，對未來求學與就業後

的研究與解決問題的能力，都有相當的幫助。專題研究的成果亦可作為學生

表現與教學成果的指標。 

2.預期成效：將軟體導入未來的課程教學之中。教導學生如何運用地理資訊系，

以提升運輸與配送效率。 

3.申請 GIS 系統、電腦、SPSS 軟體、結構方程模式等設備，金額為 1,431,344 元。 

行銷系： 

1.特色：多功能的整合行銷溝通教室建置之目的是使學生具備行銷之專業能力與

實務技巧，藉由分組討論與相關設備，加強學生行銷個案分析能力，並強化

學生面對面溝通或電話行銷的人員銷售技巧，以及電視或網路行銷等虛擬通

路之溝通訓練。除此，亦培養學生從事市場調查與行銷研究功能，還有廣告

溝通與企劃能力。 

2.預期成效：由教師利用相關設備，導入未來的課程教學，教導學生如何運用資料了解

並分析消費者與市場狀況，以擬定最佳的行銷組合策略。在研究與應用方面，可在未

來產學合作上，用以分析廣告或網路廣告以及行銷管理中4P的效果。 

3.申請行銷整合溝通教室相關設備，金額為1,856,400元。 

應外系： 

1.特色：建置數位式語言教室，提供學生數位化的語言學習環境，透過影音以更活潑的

互動方式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國際化是不可阻擋之趨勢，提供學生更深

化、更精準的國際化英文溝通能力，應該是第一選擇(priority)。 

2.預期成效：積極提升全校英文能力，期以多元化的英文線上教材及線上測驗，有效的

提高學習動機及培養學生之英文能力，以增強職場競爭力、國際溝通能力、進而拓展

國際視野。 

3.申請建置數位式語言教室相關品項，金額為3,221,000元。 

 

資訊學群(院) 

資管系科： 

1.特色：建置行動生活與動感平台模擬與實習教學實驗室，期望透過新型態的資訊服務

技術的導入，進而帶動產業發展與人才供需計畫；建置，領先其它技職院校建立完整

資訊安全攻防操作實驗室,提升資訊安全議題之能見度,並強化對資安議題之了解及因

應之實務。以現有基礎結合未來規劃目標提出以「符合台灣企業需求之專業資訊安全

人才培育」為本系之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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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期成效：由資訊學群(院)相關教師接受系統操作的教育訓練，然後將相關技術導入

未來的課程教學與研究之中。除提供完善之攻防演練環境外,並定訂完整之管理及組織

章程落實資訊安全管理機制；除教導學生如何創新資訊應用外，並擬以產學合作策略

做後續之產品技術開發與教育訓練推廣。 

3.申請行動生活與動感平台模擬與實習教學實驗室、資訊安網路安全實驗室、電腦教室

汰換等品項，金額為 7,214,000 元。 

資科系： 

1.特色：擴建軟體工程實驗室 301 及其專業軟體、無線感應器 RFID 模組、UniGrid 大學

格網研究，利用業界常用的工具訓練學生，以利學生畢業後與業界接軌，同時彰顯資

訊科技系以軟體工程及嵌入式系的發展方向。 

2.預期成效：透過系統建置與實作將有助於教師教授並從事相關領域的研究，之後亦可

以產學合作的綜效模式，將成果導入未來課程的教授、規劃，以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3.申請擴建軟體工程實驗室 301 及其專業軟體、無線感應器 RFID 模組、UniGrid 大學格

網研究等品項，金額為 934,000 元。 

媒計系： 

1.特色：媒計系擬發展之課程特色是電腦動畫及視訊製作二大學程，學程的核心課程均

需在電腦教室上課，因此電腦教室是屬於教學基本設備。 

2.預期成效：可運用於網站建置、多媒體概論、創意動畫導論、專業腳本與企劃、電

腦動畫、設計概論、視覺傳達設計、動態網站設計，計概、網頁設計、程式設計、系

統程式、程式語言、多媒體系統。 

3.建置多媒體電腦專業教室等相關品項，金額為 3,053,500 元。 

 

圖書館： 

1.特色：經營複合式圖書館、配合本校成立新系所、提升讀者服務效能。 

2.預期成效：圖書館在支援全校各學群之資源，以提升教師研究與教學品質為目的、創

造本校整體學術形象為最終效益。 

3.申請書刊費、台灣經濟新報上市櫃公司財務歷史資料、圖書館自動化工作站、液晶電

視機、數位多功能講桌等品項，金額為6,694,660元。 

 

學務處： 

1.特色：藉由社團設備的逐項改善，提昇學生學習與活動品質，相對的發掘並

培養學生課外的才能，創造多元學習生活，豐富課外生活，提昇服務效能。 

2.預期成效：提供35個社團辦理各類活動或所需借用器材時使用，全學年大小

活動預估約150~180場，提供全校師生辦理各類活動或所需借用器材時使用，提昇

活動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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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手提無線擴音機等社團所需之相關設備，金額為518,713元。 

進修部學務組： 

1.特色：推廣正當體能社團活動，落實的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充實學生社

團設備，提升其訓練活動之效能。 

2.預期成效：藉由平日之教學訓練，培養社團辦理迎新、校慶、社團招生展、社團評

鑑、社團幹部研習、畢業典禮、新生輔導、社區營隊、各節慶活動表演能力。 

3.申請電子爵士鼓等社團設備，金額為151,574元。 

 

教務處： 

1.特色：因應未來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實施數位多媒體教學，加強課堂上師

生互動機制，以電子白板設備取代現有的黑板，建構 ITC（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ordinator）教學環境，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之學習興趣。 

2.預期成效：配合數位學習計畫，提供教師多元化的教學環境，增進學生學習興趣，互

動式電子白板的數位化教材可供學生課後複習，補足傳統筆記之不足，增進學生學習

興趣 

3.申請數位多功能講桌、筆記型電腦及手寫無線高效率平板電腦等品項，金額為

1,518,000 元。 

 

決議暨討論事項： 

財金學群(院)： 

1. 有關會計資訊與風險管理人才培育中心，是以財金學群(院)的觀點來思考及整

合，對於兩系的學生皆有其需求性及必要性，但因礙於空間有限，先和財稅

系的稅務資訊線上報稅實務教學中心共構，充分運用現有資源。 

2. 對於 ERP 的問題，在企業上運用非常廣泛，目前學校現有的設備是較舊的，機房部份

可以由資管系支援，所以通過本案之申請。 

3. 有關 SPSS 問題，目前學校網路版是建構在管理學群，但因排課及教室的使用率頻繁，

而教師的需求是相當大的，所以申請單機版因應教師的需求；不過在資源共享的觀念

下，先作整合後再決定，此案保留。 

4. 除以上之品項，其餘品項通過。 

 

管理學群(院)： 

1.數位攝影機應以院的角度來規劃及申請。 

2.國貿系因目前已有筆記型電腦，在以各系一台為原則下，此案不通過。 

3.物管系申請之地理資訊系統是因為該系在地理資訊系統之課程所需要，但因牽涉是否

為獨家，以主體的功能性及客觀面來思考，先保留，敬請提供更詳盡的資訊後再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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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行管系申請之 16 張桌子，敬請總務單位就現有設備去尋找符合的桌子，若現有設備能

支應，則不採購。 

5.應外系之數位式語言教室之建置，現有設備使用年限年底到期，且故障率很高，但因

考慮除了電腦外，其他設備在資源有限且能更有效的運用之原則下，先由電算中心再

作一次檢視及評估，務必以能繼續使用為原則，若能繼續使用，則此案延至明年再作

更新，但若無法解決現有問題，則不排除於今年更換。 

6.除以上之品項，其餘品項通過。 

 

資訊學群(院)： 

1.資管系之行動生活與動感平台模擬與實習教學實驗室，已進入第 2 階段，應就現有設

備作有效運用且和產學作聯結，待時機成熟再持續建置；其中先保留視訊伺服器，對

於無線感應器 RFID 模組與請資科系的 RFID 作連結。 

2.資訊安網路安全實驗室，是全台灣技職體系的第 1 所，可說是具有遠見及想法的建構

理念；至於 MS SQL Server 是資料庫領域相關必備的軟體。 

3.資管系電腦Ａ教室的電腦汰換，已達 5年半的時間，已充分達到設備運用。 

4.資科系擴建軟體工程實驗室之軟硬體設備，達到軟體工程理論與實務之結合。 

5.但對於桌子及椅子之需求若學校有現成的設備可以運用，則此部份可刪除。 

6.資科系 RFID 無線射頻辨識系統請和資管系作連結。 

7.資科系 UniGrid 大學格網研究，不僅迅速結合異質平台的訊息，更加速企業應用程式

的開發。 

8.媒計系擬建置多媒體專業教室，地點在 509 及 510；此間之建置不僅可解決現有教室

電腦時數使用過多，亦可支援資科系或電算中心教室不足的問題。 

 

圖書館: 

96 年度圖書館預估申請補助之金額為 6,694,660 元。在本會前已召開過圖書館館務會  

議討論及與會計、承辦單位協商，下年度申報項目包含中西文圖書、西文期刊、台灣  經

濟新報財務歷史資料 1990~1995 補齊、圖書館自動化用硬體及部份視聽設備更新等，

預估金額之誤差應很低，因為多為延續性或中信局議價後之標準規格價格。 

 

訓輔款項: 

1.訓輔款項本年度共提出之金額為 670,287 元，申請之項目皆與學生開會討論才定案，

目的在改善社團設備，提昇學生活動及品質為目標。 

2.敬請使用單位提出目前現有數位攝影機之使用狀況。 

3.除了數位攝影機因現在已有此設備，不採購外，其餘品項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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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1.因應多元化的教學方式，擬以電子白板設備取代傳統黑板，目前校園無線網路已建構

完成，79 間教室班班皆有單槍投影機，再配合電子白板，達到教學環境科技化之要求。 

2.對於數位化多功能講桌之管理及設置地點，就其實質面及需求面再作確認及規劃。 

3.筆記型電腦可搭配 DVD 播放系統，更可達到教學效果。 

4.手寫無線高效率平板電腦，數量由 5台更正為 3台。 

 

共同事項： 

1.各單位提需求前要先由院作資源整合，並提出和教學及研究有關的使用率問題，一定

要注意，不管是固定排課或開放借用，皆能達到其充分之運用。 

2.有關空間使用率問題，未來之作法為使用率不到一半的專業教室即作空間的整併。 

3.財金學群(院)的專業教室在全校的比率上是較低的，若在整併時空間時，作整體考量

時可以納入考量財金學群(院)的需要性。 

4.筆記型電腦以各系一台為原則，不再增購，新的系科先給予添購。 

5.注意獨家軟體的問題，敬請提案單位在規劃面上能有充分的討論，是否有市場性及代

替性的問題及是否有競爭力。 

6.本年度教師電腦部份，汰換及新進教師之電腦部份，會由人事室統一提出申請。 

7.對於提出的品項，應更明確詳細標出其使用地點。 

8.請採購組檢視各單位所提之品項價格能更貼近實際價格，尤其是品項一樣的東西，注

意其規格及預算是否相同。 

9.對於 96 年度獎補助款電腦相關品項，將提案至電諮會討論。 

 

提醒事項： 

1.敬請各單位請再次檢視品項及預估價格是否合理，可參考中信局之標準,若中信局有該

品 項 , 敬 請 參 閱 其 規 格 及 金 額 。 中 信 局 共 同 供 應 契 約 網 站

http://www.ctoc.com.tw/procureProduct/Cmsup_SpecIndex.shtm；若中信局無參考

之資料，敬請提供估計單以利採購之參考。 

2.若需修正，敬請上網修正較貼近實際之金額。 

3.各單位在提供規格時，請以功能面敘述，不要列入廠牌及名稱。 

4.電諮會將於7日召開，有關電腦相關品項會提案至電諮會討論。 

5.即日起至12日止，除了各單位再次檢視外，敬請總務單位及會計單位對於品項的名稱、  

規格、預算金額都能同步作複核，以期達到申請的品項能更適切性。 

6.下次開會時間為預計為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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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記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 綜合大樓 212 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錄： 范桂榛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 

一、本次會議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 95 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報告及異動案；第二部份

為 96 年度獎補助款各項目確定。 

二、有關 95 年度獎補助款事項： 

1.95 年度之執行情形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一；在上次會議當中，曾向各委員會報告過

截止會議日止之執行情形、結餘款項及各單位增加部份品項案之說明及討論，而今天

所提供之數據，是今年度截至目前為止之執行金額情形及結餘款項，也包含各品項之

執行金額百分比。 

2.依據 95 年度資本門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

項第一條第四點規定(凡報部申請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如擬變更，應提報專責小組會議

審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亦應報部核備。)故本次之變更

案，亦將於會後依規定報部。 

3.95 年度依辦法自籌款需達 10%，其金額為 3,435,910 元，本校資本門自籌款提撥金額

為 3,568,290 元；經常門金額提撥 1,375,364 元；合計為 4,942,654 元，比辦法所定

之金額高約 150 萬元，若要全數執行完畢，本年度尚有約 140 萬元需執行，敬請委員

討論如何運用此結餘款項。 

4.今年度此結餘款項之產生，也反映出各單位在規劃時是否有充分及完整之規劃，可能

在品項或價格上需再進一步了解及規劃，以貼近實際價格為目標，在往後各單位申請

品項時，會將過去之執行情形作績效追蹤、評估、差異分析及執行效率的記錄，作為

評估未來各單位在申請項目時的一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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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 96 年度獎補助款事項： 

1.在經過各系之會議、二次的專責小組會議及電諮會之各項會議討論後，目前各單位所

提出之品項如附件三之資料。 

2.基於資源共享的原則及以院共同整合規劃為基礎，今年度整合的品項包含有：SPSS 軟

體，筆記型電腦以一系一台為原則；數位攝影機以一院一台為原則；數位相機以一院

二台為原則。 

3.本次有二個單位有新增品項，為資科系及服務經營管理研究所之教學儀器設備之品

項，敬請各委員討論。 

4.有關經常門預估部份，其預估金額及品項，敬請參閱附件四。 

 

 

 參、討論事項 

一、95 年度行管系桌子、椅子、冷氣機刪除品項案，提請討論。 

說明：1.因經校內資源整合，財金系及國貿系有符合且可支援的桌子、椅子，故決議桌

子及椅子今年度不採購。 

     2.原規劃之冷氣機無法符合效用，擬於 96 年度對計畫進行大幅度改良，以符合

實質需求及效益，故今年暫時不採購冷氣機。      

決議：基於資源應有效運用之原則，若已有單位可支援其桌子、椅子及對設備作更完整

之規劃，以符合實質需求及效益；所以通過行管系優先序 1-02、1-03 及 1-06 此

三項之刪除品項案。 

 

二、有關 95 年度之品項已全數執行完畢，尚有部份之執行結餘款是否增加品項，敬請討論。 

說明：目前所提報之各品項，除提出變更刪除項目外，其餘皆已執行，金額達 22,792,553

元(自籌款已超過部定標準 10%)，但若要照支用計畫書上之提報金額完全執行完

畢，尚有部份結餘款項需執行，敬請討論。 

決議：1.目前 95 年度之品項已執行完畢，為符合原提出之計畫金額，故決議增加品項，

以達成其執行成效，而增加之品項為全校性及迫切性需要為前題之品項來進行。 

   2.為有效提升圖書館自動化及改善教學儀器設備，擬增加圖書館及各系尚未補足

之教學儀器設備-筆記型電腦。 

      3.圖書館自動化及改善教學儀器設備之品項：伺服器、不斷電系統、電腦、電視

機、講桌及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共計 6 項，金額為 1,184,160 元。 

      4.物管系、企管系、財稅系、資科系、媒計系等教學單位之筆記型電腦共計 5 台，

金額為 305,361 元。 

      5.以上增加共計 11 品項，金額為 1,489,521 元，則本校資本門自籌款金額約 360

萬元，將高於法條所定金額 206 萬，約超出 150 萬，此金額亦高過支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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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款之金額，為學校另增加自籌款支應。 

以上二項變更品項案，依據 95 年度資本門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條第四點規定(凡報部申請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如擬變更，

應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亦應報

部核備。)將於會後依規定報部。 

 

三、96 年度之品項本次有二個單位新增品項，是否要列入 96 年度，敬請討論。 

說明：資科系提出嵌入式系統軟體建置及商業報表製作軟體二個品項；服務業經營管理

研究所提出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桌子、椅子、電動銀幕及雷射印表機共計

有 6 個品項。 

決議：1.資科系因其為新成立的系科，應給予一定程度的支持，且對提升教學成效有一

定程度的幫助，故增加其二個品項嵌入式系統軟體建置及商業報表製作軟體，

金額為 49,000 元。 

      2.服務業經營管理研究所為新的教學單位，在提升研究所專題研討之教學成效上

需要之設備，在資源共享之原則下，部份品項桌子、椅子及電動銀幕不通過外，

其餘品項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雷射印表機三個品項通過申請，金額共計

119,000 元，但雷射印表機之耗材部份應自行負擔。 

 

四、96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預估之品項及金額，如附件三，敬請討論。 

說明：96 年度申請之品項及金額係經過會議討論及電諮會之審核，亦經總務單位及會計

單位再次檢視及複核，資料如附件所示。 

決議：除物管系桌子 4 張，在資源有效運用之前提下，刪除該品項購外，其餘照案通過。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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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1,187 73﹪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

資本門經費 10﹪） ＄5,500,000 24﹪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653,414 3﹪ 

合計 ＄22,894,6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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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6 年度經常門預估之項目及金額，如附件四，敬請討論。 

說明：96 年度經常門之預估項目及金額，如資料所示。 

決議：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依辦法需達 30%以上，本校執行比例一向在 60%以上，已

高過標準很多，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3%、補助增聘及現有薪資之比例

占 35%左右，若 96 年度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金額若有不足之現象，則不排除

以打折方式給予獎勵，當然這也代表教師在此之表現有較優之成效。 

 

96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預估說明 

96 年度預估金額 
項目 內容說明 

件數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研究 200 4,283,000

研習 100 1,000,000

進修 16 700,000

著作 130 2,100,000

升等送審 16 480,000

改進教學 38 450,000

編纂教材 15 450,000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30
﹪以上） 

製作教具 0 -

9,463,000 62.00%

進修 20 259,800

研習 32 180,000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 5﹪以內） 
研討會 2 61,000

500,800 3.28% 

教授 4 1,706,880

副教授 3 1,062,960三、補助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8 2,165,800

4,935,640 32.34%

教授 14 

副教授 56 四、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0 

363,627 363,627 2.38% 

合計   15,263,067 15,263,0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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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其他決議暨提醒事項： 

1.96年度之資本門及經常門之預估數如下所示： 

自籌款(4)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獎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 

(5)=(3)+(4) 
＄12,688,789 ＄22,000,000 ＄34,688,789 ＄3,468,879 ＄38,157,668

 

 資本門(60％) 經常門(40％) 總經費 

獎補助款 20,813,273 13,875,516 34,688,789

自籌款 2,081,328 1,387,551 3,468,879

合計 22,894,601 15,263,067 38,157,668

 

2.為落實各單位所提出之預算金額，各申請單位應更審慎評估，敬請各單位能針對所提

出之品項提供詢價記錄或相對之資料，由技合處彙整後，再請採購單位檢視。 

3.資訊學群(院)每年申請的金額都不少，可思考是否能增加由電腦實習費支應的部份，

而減少申請獎補助款的金額。 

4.有關數位相機之問題，目前之原則為一院二台，因礙於使用年限，未來目標會繼續努

力朝向一系一台，但目前還是維持一院二台較適當。 

5.對於各單位之預估價格及使用情形問題，由技合處建構一套合理且簡化的評量機制，

敬請電算中心協助提供簡單可控制的平台或統計軟體協助此評量機制之建置，會計室

亦配合執行；在不增加人力負擔的前提下，藉由一定的管理方式，以作為未來申請獎

補助款評量的基礎或指標。 

6.會後將儘速整理會議記錄，並以e-mail方式予各位委員確認，待委員確認後，依流程

於核章依規定報部。（95年度變更案預計於下週報部；支用計畫書預計於11月底報部。） 

7.下次開會時間預計為12月下旬，確認為95年度之執行清冊。 

 

肆、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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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記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 綜合大樓 212 會議室 
主    席： 郭校長 憲章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開會通知簽到單 
記    錄： 范桂榛 
 

 

 

 

 

壹、主席致詞 

一、為降低執行與預算的落差，將來會有一套簡單的評量機制，以使獎補助款執行過程能

更順暢。 

二、經常門改善師資與教學結構之比例，今年高達72%，這也顯示老師的一個績效，但在

豐厚的獎勵之下，未來在這部份應作適當的規劃，以使獎補助款能更有效運用。 

 

貳、報告事項 

  技合處報告 

一、本次會議為 95 年度執行情形如下表所示，在自籌款部份依規定應達 10%以上，本校今

年度自籌款達 14%。 
自籌款(4)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獎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 
(5)=(3)+(4) 

＄12,314,092 ＄22,045,003 ＄34,359,095 ＄5,069,579 ＄39,428,674

 

 資本門 經常門 總經費 

獎補助款 20,615,457 13,743,638 34,359,095

自籌款 3,695,215 1,374,364 5,069,579

合計 24,310,672 15,118,002 39,42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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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如下表，由表得知各項次皆符合規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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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5,869 70.9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
經費 10﹪） 6,532,603 26.87%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542,200 2.23%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理設施等） 0 0.00%

合   計 24,310,672 100.00%

 

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如下表，由表得知各項次皆符合規定。 
項目 內容說明 件數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研究 219 4,971,716
進修 14 759,758
著作 186 2,746,205
升等 17 395,000
研習 143 1,387,550

改進教學 49 539,100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編纂教材 7 210,000

11,009,329 72.82%

進修 21 279,900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研習 23 42,259
322,159 2.13%

教授 6 
副教授 1 三、其他（補助增聘薪資） 

助理教授 6 

2,835,220

教授 8 
副教授 3 
助理教授 0 

三、其他（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講師 0 

951,294

3,786,514 25.05%

合計     15,118,002 15,118,002 100.00%

 

詳細資料及圖表敬請參閱附件之各項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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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組報告 

目前有些單位之計畫案會有一些獨家的產品，在一開始應有規劃，在規劃當時是否作過同

性質產品的功能及價格評比，效率評估，在各單位召開會議時，應有一定程度的討論後取

得共識，獨家產品的採購事項敬請參閱會議附件資料。 

 

會計室報告 

這幾年我們在獎補助款經常門中的改善教學跟師資結構部份，教育部的要求是 30%，本校

今年的執行現在已經達到 72%，教育部過去曾經要延議要修改到 50%，但一直都還沒有修

改通過，顯示其它學校並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程度，而我們現在超過很多且偏高。會計室的

立場是希望說在這此項能夠控制在教育部所要求的比例再往上加百分比，而不是一直無限

的擴張，因為我們這樣執行下來，感覺是從某一個方向去傾斜，應該有必要將比例拉回來，

因為教育部希望達 50%，如果我們能夠達到 50%就能符合教育部的想法。 

 

參、總結暨建議事項： 

一、經常門改善師資與教學結構之比例，今年高達 72%，96 年度提撥之比例為 62％，未來

此項目之比例會收斂到 60%左右，甚至會做 60%之下之思考；過去在研究獎助項下(包

含有研究、進修、升等、著作、研習、改進教學、編纂教材等)，給予老師很多的獎

勵，老師在這種長期快樂的氣氛之下，有時候反而會讓我們喪失了進步的動力，未來

在包括產學研究計畫案之獎助，在法條上應適度的修正，但又能顯現老師的進步。 

二、教師研究的獎勵，除了獎助金之外，符合條件亦可提出減鐘，法條上應作適度的提高，

例：一件十萬達三件以上可提出減鐘申請之規定，可提高到三件四十萬或其他的提高

法，才能夠適度的展現出來，搭配我們長期以來給予老師比較多的獎助更可以顯現出

我們的進步。 

三、教師發表論文的獎勵條文，亦應重新思惟，對於研討會論文很難當做升等的訴求，對

於整體或個人發展亦不見得有利，所以此方面之獎助，可以思考折半獎助。 

四、修法提高獎助之門檻，改善教師研究計畫案之結構，當然是攸關到我們所有老師的權

益，但是學校考量的基礎為學校權益大於個人權益，以此思維作基礎，請技合處思考

一些法條的修正，若能適度修正更臻完備之後，相信未來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的結構

會更加合理化。 

五、法條之修訂應以學校發展的角度慢慢補足有爭議之處。 

六、在獎助教師方面，應鼓勵教師朝該系所發展領域的東西，假設去做一個跟自己系科發

展及教學領域無關的研究，可能就不一定會在獎助範圍內，因為對老師本身及系科的

發展並不直接有利，所以獎助會朝此方向作收歛；過去老師只要肯做研究就好，做什

麼都無所謂，可是慢慢的要引導到與自己本身發展的領域及系科發展是有幫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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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來若是在獎勵的申請案金額超過預算時，依照法條是可依照比例分配；作法應是一

併處理，而非分二梯次的不對等性，但一併處理的缺點是時間會拖的較長；而按比例

分配時，應是針對著作發表及產學研究案之獎勵，而不是教師研習、升等及改進教學

等獎勵，因為此部份之經費較少也非經常性。 

八、對於研習的補助，因費用皆由老師先行支付，期望可達到隨到隨審的機制，發揮補助

之即時性。 

九、各單位教師之申請案，技合處應可達到一定程度的把關功能，對於教學單位通過但與

法條不符之案件，可直接退件不必再送到校教評會討論，徒增不必要之困擾。 

十、資本門各單位執行情形，因資訊學群要建構全校性的電腦教室，所以在支用比例上會

較高，未來在全校的電腦上應作排外處理，才容易看得出趨勢。 

十一、未來經費若有空間，總務單位可規劃提出有關校園安全相關之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