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  議  記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九月十七日星期一 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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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錄： 黃淑靜 
 

壹、主席致詞 

本次專責小組會議討論的議題，主要制定97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分配原則，此原則應以合

理有效的分配做為主軸，同時也將本年度正在執行少數規格及數量異動的部份再確認；對

於公開招標的部份也會再做進一步補充說明。 

 

貳、報告事項 

一、技合處報告教育部獎補助款97年度核配相關規定。 

教育部97年度核配的相關規定，如會議資料附件一，敬請參閱相關資料；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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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閱參考手冊資料或

至技術合作處網頁下載。 

二、主席補充：97年度的補助指標或績效指標，對於樓地板面積的重視程度稍微降低，

但對於技職特色的部份則提高很多，當然這部份在我們歷年來獎補助款的分配方面

列為第一優先指標。另一個評鑑的部份也佔了很重要的比例，其實評鑑的目的對於

學校的發展影響的程度遠大於經費提撥的部份。對於改善師資這部份，合格專任師

資通過升等的件數，過去我們同仁也是努力且持續在進行。最後提到的產學合作教

學，包括校內師資及業界師資的規劃，這是我們未來可以持績加強的一個重點。另

配合學校未來的教學主軸要建構在就業的一個部份才可達到相輔相成之成效。 

三、97 年度獎補助款預估經費說明。 

    97 年度經費之預估，以 96 年度之核配金額作為基礎來預估 97 年度之經費，預估金

額如下表： 

 
獎補助款(1) 

（預估） 

自籌款（10﹪以上）(2) 
（預估） 

總預算(3)=(1)+(2) 
（預估） 

$40,880,000 $4,088,000 $44,9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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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事項 

一、討論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分配原則。 

  說明及討論： 

1.資本門分配原則本年度將學校發展重點特色列為最優先考量，原則分配順序略作

調整。 

2.經常門部份增加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的經費，依部規定至少要提撥 2％。 

3.資本門經費的核配應以發展學校特色為重點，但也應與系科本位的特色要相對呼

應。以學校重點特色及系科本位的特色並配合三年計畫，它也包含人、事、時、地、

物及錢的分配。。 

4.資本門分配原則前題應以公平為主，當然每一個系科都有它的特色，但學校還是要

排一個「順序」，第一個是學校重點特色為主，再來就是所謂的資源整合共享的概

念。在此大原則是不變的情況之下，或許可以把分配原則更具體的規劃，以利突

顯學校發展的特色。 

5.建議用幾個當作優先採購的原則，前提是必須要結合各單位的三年計畫。接下來是

學校的重點特色、是各院的重點特色、各系的重點特色。另外透過院的概念去整

合各系的成本運用，但依過去一段時間以來，獎補助款的經費每次都是屬僧多粥

少的狀況，要分配到大家都盡如人意是不可能的事，所以才會有合理性的原則去

作為一個考量的重點。 

6.對於各教室汰換電腦應做統籌思考，資訊學院或其它學院皆應一併做統籌考量，目

前電腦教室約有 23 間，如果每 5 年重置一次設備，大概平均每年有 4 個班級要汰

換，經費一部分來自於電腦實習費，獎補助款補助約有 2 間左右，這都是統籌在

做思考的，此作法也能得到委員認同。 

7.以技職發展特色之各項指標，各院可以去整合幾個系，或是各系去營造獨立的特

色，這個都是我們希望能看到，這應該也是整個獎補助款的核心精神。 

  決議：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分配原則如下： 

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資本門申請案之審議流程，首先由各需求單位提出「獎補助款規劃特色發展說明

表」，於專責小組會議中討論，依各需求單位所提出的發展重點特色及運用方式來

分配，並需結合各單位三年計畫一併考量。另於會議中建議以下列幾項作為優先

採購之原則： 

1.以發展學校重點特色為優先考量。  

2.以學院概念整合經費運用並參考各單位 KPI 之比例分配。  

3.全校資源整合共享者（教學、研究）。  

4.除提升教學儀器設備並可爭取產學合作所需之設備。  

5.圖書、訓輔相關設備。  

6.延續性之專案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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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增的系科。  

8.各單位重置之需求者。  

經常門經費分配原則  

1.獎助教師研究：依部規定至少 30%（本校預估達 6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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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依部規定至少 2%（本校預估達 2%）  

4.現有教師薪資：本校預估達 33% 

 

二、討論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作業進度。 

  說明：97 年度之作業進度預計從 9月 17 日第一次會議，直至 11 月 19 日第三次會議

後，按規定於 11 月底報部。 

決議：預定日程表如附件二，並請規劃時間讓審核單位有檢視及再次審閱各單位品

項之日程。 

 

三、96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品項及規格異動。（如附件四） 

    說明：1.企管系優先序 1-17 數量異動。 

          2.物管系優先序 1-28 數量異動。 

          3.管理學院優先序 1-44 規格異動。 

          4.資管系優先序 1-46 規格及數量異動。 

          5.資科系優先序 1-63 規格異動。 

          6.體育室優先序 1-79 規格異動。 

          7.學務處優先序 7-03 規格及數量異動。 

8.學務處優先序 7-07 規格異動。 

         決議：此案之變更皆為更能符合實際需求而作規格及數量之變更，故同意變更。 

 

肆、總結暨建議事項： 

1.各單位提出需求後，應提出規格書，因各單位所提之內容與財產的定義不太一樣，如果

沒有規格，無法達到審核之目的。另提醒不符規定的項目，敬請不要再提出申請，請依

規定提出品項申請。 

2.期望可以規劃全校一般教室的電腦，不僅可提升教學之效益，但管理部分亦應同步考

量，所以如果可以把整個的配套管理、維護的部分一起處理，那效果才會比較明顯。 

3.敬請各單位能審慎規劃自己單位的品項，相對的後續流程，例如採購及核銷也才會順暢。 

4.各單位在提出資本門品項申請時，一定要列出優先順序 1 至 3，順序 1 占總額的 60％，

順序 2 跟 3 各占 20％。如此就可因應核配金額的多寡去做調配。 

5.採購組長的專業能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倘若大家在採購品項方面有任何問題，都可以

向採購組請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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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敬請各單位提出申請品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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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com.tw/Procurement/Procure_supply/Supply_index/default.htm 

7.會議之進行應將議題屬性界定的更清楚，例報告事項及討論事項應作區隔，以功能性的

角度來安排，並請準時與會，以達到開會之效益。 

http://www.bot.com.tw/Procurement/Procure_supply/Supply_index/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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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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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錄： 黃淑靜 

 

壹、主席致詞 

96年度獎補助款執行已達尾聲，稍後請承辦單位針對調整部分做說明，97年度獎補助款分

配有訂定基本原則，希望能讓經費做更有效的運用。 

 

貳、報告事項 

承辦單位報告 

一、本次會議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 96 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報告及異動案；第二部

份為 97 年度獎補助款各項目討論。 

二、有關 96 年度獎補助款事項： 

    1.96 年度之執行情形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一；結餘款項及欲增加部份品項案亦會於

今天之會中討論，資料中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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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條申請原則及注

意事項中規定(報部申請項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

紀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議紀錄（含

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故本次之變更案，亦將於會後依規定報部。 

    3.96 年度依計畫書所列，資本門金額為 26,986,564 元；經常門金額為 17,991,043 元；

合計為 44,977,607 元，目前資本門品項因在採購時，發現與規劃之金額有些許價差，

故有部份結餘產生，今天會議也會針對此部份結餘有部份品項之增加品項案，經常

門亦因老師之申請案在各分項之金額及比例亦有些許調整。 

三、有關 97 年度獎補助款事項： 

1.97 年度之資本門品項如附件二。 

2.基於資源共享的原則及以院共同整合規劃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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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低於 10,000 元之品項，請以學校款支應，不列入申請獎補助款之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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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申請單位報告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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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2 

  資訊學院 

1.特色  

(1)整合感測網路以及行動通訊相關技術，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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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擴充攝影棚之多素材動畫拍攝輔助之設備，提昇在動畫的應用層面上，不論是網

頁、商務廣告、電視電影都大量的採用動畫來表達意念。  

(3)擴建智慧型系統實驗室為無線感測網應用中心，RFID利用IC及無線電來存放

與傳遞辨識資料，具有耐環境、可重複讀寫、非接觸式、資料記錄豐富、可同時讀取

範圍內多個RFID Tag等特性，對物品、身分辨識、導覽等方面，具有進行追蹤與資訊

回饋的最佳功能。 

(4)軟體工廠相關設備充實案，發揮資訊科技系以「軟體工程」及「嵌入式系統」發展的

重點與特色。 

2.預期成效  

(1)將由資訊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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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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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置專業攝影教室，除了可以支援一個班級的進階動畫教學及畢業專題製作外，還可

以承接大型專案及教師的學術研究。 

(3)運用RFID整合，提供一個自動化高效能的系統流程，以擬定最佳的企業經營方向。此

外，針對RFID的功能，結合無線網路資料傳輸機制，形成一個無地理限制之通信架

構，可讓學生實用於校園環境，深入了解無線通信在實際環境上之應用。 

3.資訊學院 4 系及 1 研究所共計申請 30 項，金額為 10,500,306 元。 

 

管理學院 

1.特色  

(1)擴充整合行銷溝通教室相關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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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化學生溝通技巧，以及虛

擬通路之溝通訓練。 

(2)購置地理資訊系統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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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購置物流運輸配送管理專業系統，協助學生取得物流專業證照及搭配運輸管理課程之

e化教學使用。 

(4)購置Vitals KM知識管理系統，因知識管理系統(KMS)乃是企業電子化的重要應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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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讓學生能瞭解並熟悉該系統之運作，未來畢業後可以協助企業導入該系統。 

(5)建置研究所教學研討環境之相關設備，透過此一研究生研討室之建置，供研究生

上課以及課後研習之用，將有助於研究生共享知識，提昇學術研究之能力和實

務經驗之分享與累積。  

2.預期成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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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將G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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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提升運輸

與配送效率。 

(3)將物流運輸配送管理專業系統導入相關的課程教學之中。教導學生如何運用物流運輸

配送管理專業系統，以提升運輸與配送效率。 

(4)將Vitals KM知識管理系統導入未來的課程教學之中。教導學生如何運用知識管理系統

在企業面對複雜的競爭環境時，如何掌握與管理知識，藉以取得企業經營的優勢。 

(5)有助於提昇實務資源與研究資源共享的頻次，增強研究生的研究能力。對於所內教師

亦可規劃不定期之主題研討(seminar)除提昇研究質量，對於相關的研討課程，可以更

有效率的進行。 

3.管理學院 4 系及 2 研究所共計申請 43 項，金額為 4,562,436 元 

 

財金學院 

1.特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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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購置計量經濟及風險管理系統，整合實務與理論，除了業界的配合外，也強調情境教

學，並建構加強學生實作能力。  

(3)購置記帳士及會計乙丙級題庫，提升專業證照及格比率並增進學生專業能力。 

2.預期成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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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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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等專業金融課程皆可使用。 

(2)可將Risk應用於金融風險管理、財金資料庫實務、避險工具分析、財務軟體

應用等課程教學之用，亦有助於提昇專業知識增進產學或研究之用。 

(3)建置網路平台增加學生自我評量的機會，並提供證照模考的機制，以提升考

照率。  
3.財金學院 4 系共計申請 13 項，金額為 1,03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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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單位 

國際交流暨語言中心 

1.特色：提升多媒體語言教室現有設備，可使教學設備更臻完善以提升教學品質；

購置LiveABC 英檢網-TOEIC，包括了全民英檢、TOEIC及老師出題系統，可隨

時隨地不斷的上網練習，完全不受時、空間的限制，教師則可訂定作業或隨堂評

量，並透過報表分析隨時監督學生的進度及成績，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2.預期成效：改善多媒體語言教室之設備，提升視訊教學效果；學生透過英檢系統

能充分獲得練習之機會，老師可利用LiveABC 英檢網 -TOEIC進行電腦輔

助教學之相關研究。  

3.國際交流暨語言中心共計申請5個品項，金額為2,145,000元。 

 

體育室 

1.特色 :建立完整有系統的體適能重量訓練設備，可讓學生瞭解自我體適能狀況，

以針對自身的缺點加強訓練，為配合教育部體適能護照之結合，此計畫能

增加相關體適能健身器材，宣導讓學生理解健康體能之重要性。  

2.預期成效：經由體適能前測與後測之數據比較，瞭解學生經過體育課程訓練後，

體能狀況之差異性，進而改善體育課程之教學內容；並增加體育課程之多

樣性，並提供雨天上課場地，使愛好健身運動之同學有更多種選擇，進而

培養學生養成運動習慣。  

3.體育室共計申請13個品項，金額為1,740,780元。 

 

教務處 

1.特色 :建置多媒體視聽教學環境，因應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實施多媒體教學，利

用班班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之設備，並配合教材數位化改變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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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網路多媒體ｅ化教學。  

3.教務處共計申請 1 個品項，金額為 1,884,150 元。 

 

圖書館 

1.特色 :發展館藏特色，繼續穩定擴編年度書刊資料預算。電子資源與實體館藏同

步發展，擬申請補助部份書刊資料費，以各學院專業領域為導向，發展館

藏特色；配合成立新研究所需要，提升教學研究用學術性資源之查檢效

能，方便師生查詢圖書資源。  

2.預期成效：藉由完善的資源連結系統，增進館藏檢索之效益與速度，提高使用

者滿意度，提高館藏資源之豐富性，提升推廣服務的品質，增進讀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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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能力，並提高圖書館利用率及閱讀風氣。  

3.圖書館共計申請5個品項，金額為6,320,000元。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1.特色：藉由學生社團設備的逐項改善，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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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課外生活，提昇服務效能。 

2.預期成效：落實學生自治理念，培養公民素養，促進校園意見溝通，增進服務

精神；提供岩山社課程及實際操演，增加安全性；提升高爾夫運動風氣，

培養專業以外的技能，促進就業後社交能力養成。  

3.訓輔款項共計申請個 12 品項，金額為 638,082 元。 

 

參、討論事項 

一、96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品項異動案，提請討論。 

  (一)異動案，共計 1 案(附件一，P1) 

    說明：規格異動案－學務處優先序 7-06 自行車因原規格已停產，提請規格異動。 

    決議：為了更符合需求以達到更高利益，故通過學務處所提訓輔課外活動組優先序 7-06

的規格及數量變更。 

 

  (二)96 年度不採購案，共計 1 案(附件一，P2) 

    說明：進修部學務組優先序 7-09 拳擊設備因社團人數萎縮，活動量減少，可沿用舊器

材，擬不採購 

    決議：因社團人數萎縮，為免資源浪費，通過其優先序 7-09 不採購案。 

 

  (三)追加採購案，共計 7 案(附件一，P3) 

    說明：為提升教學環境品質，而 96 年度亦有部份款項尚應執行，故總務處、圖書館、

管理學院、教務處、資科系、行管系等單位提出增加品項。 

    決議：1.教學儀器部份：通過追加案計有：總務處及圖書館教學用之單槍投影機、管

理學院、教務處、資科系教學用之電腦及行管系伺服器，共計 6 個品項。 

2.校園安全部份，為改善現有系統之品質及保障圖書館財產及人員安全，故通

總務處所提之數位化監視系統。 

 

二、97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預估之品項及金額，如附件二，敬請討論。 

  說明：97 年度申請之品項及金額經與申請單位詳細討論，並經總務單位及會計單位檢 

視過，除了經貿所與資訊所申請之品項尚未完全定案，其它單位資料如附件所

示。 



 

技術合作處 學術推廣組            11 

  決議： 

資訊學院 

1.資訊所的品項於近日內規劃並提出，將以研究生的教學及研究環境建置及資訊所必

要設備建置。 

2.其餘品項皆為推動院之特色所需，故通過申請。 

 

管理學院 

1.基於資源整合因素，管理學院所申請建置之二間專業教室，刪除。 

2.企管系欲建置之電腦 10 部，基於資源整合因素，決定刪除；MathematicaV6.0& 

SPSS Amos 7.0 偏研究性質，亦暫緩購買。 

3.物管系裝載規劃模擬軟體暫不購買。 

4.管理學院所提的二組固定式單槍投影機，在資源有效運用之前提下，改買活動式單

槍投影機；螢幕大小可再評估。 

5.服管所 96 年建置在 D611 的單槍投影機，可考慮是否移置到 108 使用，更達其效益。 

6.除以上之品項，其餘品項通過。 

 

財金學院 

1.財金系欲汰換之電腦，未達使用年限，但因系統速度較慢，可先更換主機，電腦先

暫緩採購。 

2.財金學院由院統籌規劃，可提出欲發展特色之相關品項。 

3.除以上之品項，其餘品項通過。 

 

其他單位 

1.體育室提出的重量訓練室增建，在空間規劃上是否足夠，仍待考量；研討室的設置

是否有其必要性，亦待商確，會後再與體育室主任找時間一併研究，先予以保留。 

2.除以上之品項，其餘品項通過。 

 

肆、總結暨建議事項 

 一、有關電腦之規格擬由電算中心作更進一步的電腦規格評估，是否採用較新規格的品項，

以達更高資源應用之成效。 

  二、針對 97 年度購買桌上型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的規格，建議能做適當合宜的擴充，以期達

到更好的學習品質。 

 三、建議專業電腦教室的規畫是以院的整合性特色做考量，是否在 97 年度時將 SPSS 系列

軟體或其他類似共用軟體，統一建置到電算中心專管的電腦教室，既可將資源做更大

發揮，又可將各系專業教室做更專業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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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電腦軟體的規劃，若非教學上相關使用，就不適宜在獎補助款會議中提出，並不可以

少數人使用為申請。 

  五、財金學院擁有極具特色的專業教室及相關軟體，但在維護上需要有更專業的技術士來

處理，以達到更有效的資源利用。 

 六、97 年度財稅系及語言中心提出之資料庫，如記帳士、會計乙、丙級題庫、Live ABC 英

文(TOEIC 及閱讀)資料庫，由原單位提列預算，第一階段由圖書館提供全校試用，連

結於「電子資源入口網」，第二階段確認為全校性資源再決定是否變更預算單位為圖書

館，仿「台灣經濟新報」起訂模式。 

 七、為降低筆記型電腦之需求面壓力，除了班班有電腦外，建議 212 會議室、217 會議室

及國際會議廳等會議場地能提供二手網路電腦各一台，方便提案及專題報告等資訊之

顯示。 
 
伍、臨時動議 
 

提醒事項： 

1.資本門之規劃敬請務必透過各單位會議通過；如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或處務會議、館務

會議並配合各單位三年計畫。 

2.各單位繳交特色說明表及會議記錄影本日期為 10 月 18 日。 

3.特色說明表務必填入三年計畫之編號及分配原則之編號。 

4.電諮會將於 9 日召開，有關電腦相關品項會提案至電諮會討論。 

5.各單位上網輸入 97 年度申請品項日期為 10 月 16 日至 18 日

http://www.takming.edu.tw/inetoffice/account/login.htm 

6.敬請各單位提出申請品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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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com.tw/Procurement/Procure_supply/Supply_index/default.htm 

7.97 年度有關獎補助款各項辦法可至技術合作處網頁下載 

http://www.takming.edu.tw/otc/pages/rds/教補款/97 教補款/97plan.htm 

8.下次開會時間為預計為 11 月 19 日。 

http://www.takming.edu.tw/inetoffice/account/login.htm
http://www.bot.com.tw/Procurement/Procure_supply/Supply_index/default.htm
http://www.takming.edu.tw/otc/pages/rds/%E6%95%99%E8%A3%9C%E6%AC%BE/97%E6%95%99%E8%A3%9C%E6%AC%BE/97plan.htm
http://www.takming.edu.tw/otc/pages/rds/%E6%95%99%E8%A3%9C%E6%AC%BE/97%E6%95%99%E8%A3%9C%E6%AC%BE/97plan.htm
http://www.takming.edu.tw/otc/pages/rds/%E6%95%99%E8%A3%9C%E6%AC%BE/97%E6%95%99%E8%A3%9C%E6%AC%BE/97plan.htm
http://www.takming.edu.tw/otc/pages/rds/%E6%95%99%E8%A3%9C%E6%AC%BE/97%E6%95%99%E8%A3%9C%E6%AC%BE/97plan.htm
http://www.takming.edu.tw/otc/pages/rds/%E6%95%99%E8%A3%9C%E6%AC%BE/97%E6%95%99%E8%A3%9C%E6%AC%BE/97pl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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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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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錄： 黃淑靜 

 

壹、主席致詞 

96年度獎補助款執行狀況已近尾聲；97年度獎補助款分配經過多次會議討論，接近完整的

階段，透過今天的會議要將所有項目、規格及優先順序定案。 

 

貳、報告事項 

承辦單位報告 

一、本次會議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報告案－96 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報告及 97 年

度獎補助款預估金額報告、支用計畫書上之系主任用印主管報告；第二部份為 97 年度

獎補助款經常門及資本門品項優先順序討論。 

二、有關 96 年度執行情形報告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一；目前尚未部份品項未完成採購程

序，目前進度正密切注意，以免影響核銷之作業。 

三、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預估表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二；本表是依據 96 年度核配

金額作計算基準，各單位也針對提出的資本門品項價格再次作合理之修正，也經相關

單位如總務處及會計單位再次檢視確認；97 年度之獎補助款預估金額為 41,656,975

元，加上自籌款(10%以上)4,165,698 元，總預算預估金額為 45,822,673 元。資本門占

60%金額為 27,493,604；經常門占 40%金額為 18,329,069；資本門中教學儀器設備預估

達 74.61%；圖書館圖書、期刊及自動化預估達 22.99%；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預

估達 2.4%，皆符合規定。 

四、支用計畫書報部用印主管，其中一欄位為系主任用印，因本校皆以院統籌的角度來看，

往後還是由三院院長代表用印。 

 

參、討論事項 

一、97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申請之品項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三，關於其優先順序，敬請

討論。 

說明：各單位之申請品項經幾次會議之討論(包含專責小組會議及電諮會)，期望能創

造各教學單位之特色，以達改善教學環境之目的。 

97 年度資本門提出申請之品項金額合計為 27,493,604 元，相較 96 年度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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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86,564 元，增加 507,040 元。 

決議：除了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申請的高爾夫球具組的規格需再做確認外，其餘品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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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3,122 74.61﹪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

資本門經費 10﹪） ＄6,320,000 22.99﹪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660,482 2.40﹪ 

合計 ＄27,493,604 100﹪ 

 

二、97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分項金額如附件四，敬請討論。 

說明：經常門之預估金額為 18,329,069 元，相較 96 年之報部金額 17,997,043 元，增加

338,026 元，除了以 96 年度作為基準外，並依 96 年度實際獎助各項件數金額之

多寡作為參考依據。 

決議：照表列通過，本年度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上占 60%、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約占 2.89%、在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約占 2%，補助增聘薪資及現

在薪資約占 35%。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預估說明 

97 年度預估金額 
項目 內容說明 

件數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研究 200 4,432,000 

研習 100 900,000 

進修 23 1,045,900 

著作 230 3,140,000 

升等送審 10 180,000 

改進教學 60 500,000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30
﹪以上） 

編纂教材 30 800,000 

10,997,9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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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預估說明 

97 年度預估金額 
項目 內容說明 

件數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進修 25 250,000 

研習 40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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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0,000 

530,000 2.89%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外聘社團指

導費暨訓輔

相關活動 
35 367,000 367,000 2% 

教授 2 1,280,160 

副教授 3 1,195,830 四、補助增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6 1,392,300 

3,868,290 21.10%

教授 15 
五、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副教授 61 
2,565,879 2,565,879 14.00%

合計   18,329,069 18,329,069 100% 

 

肆、總結暨建議事項 

一、距離 96 年底只剩一個多月，本年度增加採購的項目，請提出單位務必掌控時效，包括

提出採購、品項驗收及最後支付款項一定要在時間內完成。 

二、專業教室的擴建以院的整合特色為重點，應延伸至系做有效的資源共享為目的，以獲

得更大的效益。 

三、資科系 97 年度申請的 9 項品項中，嵌入式系統相關設備佔了大部份。因去年評鑑時，

有委員針對嵌入式系統與課程之間的協調、配合度、安排…等似乎未達完善提出意見，

此次投入的金額又超過百萬，請務必以評鑑的角度思考，做更完整的配置。 

四、申請的設備若有提供給各單位借用，保管單位要有借(使)用記錄，以提供內部管理及

管科會訪視之需。另外亦應備齊器材的使用注意事項或操作流程，方便使用者查詢。

並應將設備借(使)用數據列入績效成果的統計。 

五、有關改善教學師資結構方面，近期將修法，自 97 年度開始，將研討會論文之獎助提升

層級，獎助金額會適度縮減；國外的補助原本是一篇一萬元，可能會縮減成伍仟元；

國內研討會部份由學會主辦的研討會依原來規定、重點學校主辦的研討會，則應由學

審會之會議通過為準，其餘學校所辦之研討會不再提供獎助，期刊的部份依照原來規

定。相關法規將依 12/26 校教評會通過之修法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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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有關產官學研究獎助部份，對於執行案件之品質，亦應維持一定程度之水準。 

七、著作升等獎助 5 萬元的部分，因著作發表時就可提供獎助，為免爭議，希望此獎助再

執行二年，之後就不再獎助。 

八、技合處會於月底前將會議通過的 97 年度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報部審核。 

九、下次開會時間為預計為 2008 年 1 月 3 日。 

 
伍、臨時動議 

一、針對學生的意見，圖書館擬於 97 年度申請教育部獎補助款核准預算內，調整 10 萬元，

局部改善總圖書館一樓公用電腦效能，詳如書面說明。 

說明：針對學生的意見，圖書館提出局部改善查詢用公共電腦之申請。 

決議：為了讓學生得到更好的服務，本案照案通過。 

 

二、由 95 年度獎補助款購置之圖書館公共廣播用網路電腦一台申請變更用途，一併作為改

善學生課後作業公共列印、存取資料等用途使用，提請討論。 

決議：為了讓資源得到更有效的運用及讓學生得到更好的服務，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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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一月三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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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錄： 黃淑靜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主要為96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做最後一次總結，感謝大家的參與。 

 

貳、報告事項 

一、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的紀錄因有報部時間限制，所以無法於每次會議時再確認前次

之會議紀錄。我們採用的做法是將會議紀錄完成草案時用電子郵件的方式寄給委員做

確認，若各位委員對會議紀錄有任何的意見，歡迎提出指導。每次確認過的會議紀錄

亦將放在參考資料手冊中提供委員參考用。 

 

二、96 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如下表所示，在自籌款部份，比預估多出 253,9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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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9,661 $27,189,072 $40,888,733 $4,342,793 $45,231,526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總經費 

獎補助款 24,533,240 16,355,493 40,888,733 

自籌款 2,707,243 1,635,550 4,342,793 

合計 27,240,483 17,991,043 45,231,526 

 

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如下表，此執行比例皆達教育部所規定之標準，而

各分項之執行比例及金額與預估之比例，略有調整，以達有效運用獎補助款。 

 

技術合作處 學術推廣組              21 
 



 
 

項 目 內容說明 件數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含自籌款

研究 247  5,121,827 
研習 134   859,096 
進修 12   775,189 
著作 271 2,662,351 

升等送審 14  350,000 
改進教學 55   480,350 
編纂教材 17  510,000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製作教具 0         -

10,758,813 59.80%

進修 11 137,500
研習 14 2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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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164,407 0.91% 

教授 4 2,300,000 
副教授 2 675,000 三、其他（補助增聘薪資） 
助理教授 9 1,973,500 

4,948,500 27.51%

教授 11 
副教授 58 四、其他（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0 

1,789,867 1,789,867 9.95% 

五、訓輔專用   329,456 329,456 1.83% 

合計  17,991,043 17,991,043 100.00%

 

四、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如下表，此執行比例皆達教育部所規定之標準，而

各分項之執行比例及金額與預估之比例，略有調整，以達有效運用獎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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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7,305 63.61%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 5,549,128 20.37%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544,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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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9,900 14.02%

合  計 27,240,48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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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執行情形之詳細資料及圖表敬請參閱附件之各項會議資料。 

 

參、總結暨建議事項 

一、獎補助款購置資本門儀器設備的部分，以總務單位的觀點，應對於設備的使用及維護

採取機制了解其使用的情形。對於重要的儀器設備，應即早成立一套機制以利管控。

在電算中心方面，則是應對全校電腦相關設備做維護以期達到最大的效益。 

二、建置在圖書館供師生使用的專業資料庫系統，近來使用率有下降的趨勢。經費既已使

用，一定要確保成效產生，並應請建議購買之單位充分使用以達其效益。 

三、在教師研究獎助方面，於 7 月 31 日修訂教師專案研究獎助辦法對於產官學之研究獎助

由原本之定額獎助調整為依計畫金額比例之獎助，另外也規範獎助上限，對於減鐘獎

助方面也作了部份調整，此法於 7 月 31 日公布，若在公布前簽約並執行者得適用舊法，

目前是新舊法同時併行。 

四、在獎助教師研究進修實施要點及施行細則方面，於 96 年 12 月 26 日經校教評會修正通

過的獎助法條，對於教師進修不限於博士學位之進修，亦涵蓋了博士後研究及為開拓

第二專長而修習之學分，除了教師進修外，對於教師研習、改進教學及著作發表亦作

了些微修訂，以期讓法條能更臻完備，而充分達到其獎助之功能。 

五、對於著作升等獎助的修訂，可再思考其可行性，目的是希望獎補助款的資源能真正幫

助更多的老師，讓經費能運用在最適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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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三月十七日星期一 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    點： 綜合大樓 212 會議室 
主    席： 邱代理校長 俊榮 
出席人員： 如所附之會議簽到單 
紀    錄： 黃淑靜 

 

壹、主席致詞 

教育部已於97年3月3日來文公告本校97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補助款

核配金額，與原先之預估金額有落差。今日的會議目的主要為實際核定金額對各單位資本

門提出異動變更及經常門預估項目金額調整。在教育部的核定金額確認後，技合處已根據

各單位初估比例、申請品項的必要性及刪減比例做了建議調整方案，包含數量及規格的異

動及不採購的項目，希望各位委員能儘量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貳、報告事項 

承辦單位報告 

一、教育部核定 97 年度補助款＄11,485,346，獎助款＄11,733,419，共計＄23,218,765；

加上自籌款＄2,321,877，總經費為＄25,540,642。僅為預算金額的 55.74％

（$23,218,765/$41,656,975），根據教育部提供之審查意見表(附件一)可看出教育部

核定本校獎補助金額的依據。 

 

二、97 年度獎補助款之核配金額及本校自籌款之金額在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如下所列： 

自籌款(4)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 

(3)=(1)+(2)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5) 

(5)=(3)+(4) 

$11,485,346 $11,733,419 $23,218,765 $2,321,877 $25,540,642 

 

項目 資本門(60%) 經常門(40%) 總經費(100%) 

獎補助款 13,931,259 9,287,506 23,218,765

自籌款 1,393,126 928,751 2,321,877

合計 15,324,385 10,216,257 25,54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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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7 年預估獎補助款金額與實際核配金額其差異金額，如下所列： 

項目 原預估金額 核定金額 減少金額 

教學儀器設備 20,513,122 11,433,523 9,079,599

圖書館自動化 6,320,000 3,523,076 2,796,924
資本門 

(60%)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660,482 367,786 292,696

小  計 27,493,604 15,324,385 12,169,219

經常門(40%) 18,329,069 10,216,257 8,112,812

合  計 45,822,673 25,540,642 20,282,031

 

四、依 97 年度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書面審查意見修正今年度之支用計畫書。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97年度獎補助款各單位資本門異動變更。 

一、 97 年度資本門教學儀器異動案(附件四)，提請討論。 

(一)不採購案 

說明：不採購案(含緩購案)－財稅系、體育室、資管系、物管系、媒計系、資科系、

企管系及保金系。 

   新增不採購案－國際交流暨語言中心、媒計系 

決議： 

  1、不採購案： 

(1)考量財稅系優先序 1-61、1-62、1-63 屬軟體建置；因運用 97 年度獎補助

款購買之優先序 1-60 及 1-61 品項為安裝軟體用，若不購置，其硬體規劃

將無法產生預期效益，擬改由圖書書刊資料費支用，故通過其不採購案。 

(2)體育室優先序 1-68 及 1-69，因初步規劃經費運用時，已經過多方評估而成

立的，為使全校學生能獲得更有效的資源使用，故不通過其不採購案。 

(3)資管系優先序 1-04 電腦重置，因原電腦使用年限已到，不堪教學負荷；在

審查意見裡有提出延續購置各系所之研究教學設備並無法看出其特色，擬

改由電腦實習費支出，故通過其不採購案。 

(4)媒計系優先序 1-15 為提供影音後製中心使用。96 年原先規劃 10 部，因該

年獎補助款不足而緩購 5 部，為因應今年訪視評鑑，評估其仍有購置的必

要性，但可將規格降低只購買基本設備，如此每一部的單價將降為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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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故不通過其不採購案，但同意數量變為 3 部及規格的異動申請。 

(5)資科系原緩購之優先序 1-21、1-22，經評估其必要性後，決定保留優先序

1-21 之採購案，通過優先序 1-22 的不採購案。 

(6)企管系優先序 1-38 軟體建置為強化企業電子化專業教室並結合他系的軟

體完整性且可創造系的特色，評估其必要性後，決定保留該採購案，但同

意變更規格申請，價格因此降低為 230,000 元。 

(7)保金系優先序 1-57 為極具教學價值且可應用於多種課程的軟體，經評估其

必要性後，決定保留該採購案，但同意變更規格申請，價格因此降低為

400,000 元。 

(8)其餘之資管系優先序 1-05、1-06 及物管系優先序 1-35，考量預算問題及其

它單位申請品項所能產生之更大效益，故通過其不採購案。 

 

  2、新增不採購案： 

(1)國際交流暨語言中心優先序 1-67，為使原訂數量變更之優先序 1-66 電腦重

置能再增加數量以利學生上課使用，故通過其不採購案。本案經評估後，

圖書館認為應可編列至 97 學年度電子資料庫預算裡。 

(2)媒計系為考量預算問題及配合學校整體性規劃，擬不採購優先序 1-09、

1-12，同意通過其不採購案。 

 

(二)品項異動案 

說明：原訂數量異動案－人事室、資管系、經貿所、國際交流暨語言中心。 

   新增數量異動案－資訊所、教務處。 

   新增規格異動案－資訊所、教務處。 

決議： 

  1、原訂數量異動案 

(1)人事室優先序 1-73 為規劃新進教師及原專任教師電腦汰換之電腦數量，故

通過其數量異動案。 

(2)資管系優先序 1-01、1-02、1-03 及經貿所優先序 1-47，因考量預算問題及

配合學校整體性的規劃，故通過其數量變更案；惟優先序 1-47 所請購之電

腦原訂變更後數量為 5 台，希望能與經貿所規劃之優先序 1-44 軟體購置配

合改為 6 台。 

(3)國際交流暨語言中心優先序 1-66 電腦重置，經多方評估之下只得刪減 20

台電腦，另不足額的部份，擬由電腦實習費支出，故通過其數量異動案。 

  2、新增異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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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訊所優先序 1-28 擬減購 5 部，另可將電腦螢幕規格改為 17 吋以配合預

算問題，如此價錢可降為 1 部 38,800 元，決議通過其數量及規格的變更。 

(2)教務處優先序 1-72 原訂汰換全校一般班級電腦，考量預算問題及配合學校

整體性的規劃，擬減購 39 部，另可配合將規格等級再降低，決議通過數

量及規格的變更。 

(3)資科系為考量預算問題及配合學校整體性的規劃，主動提出減少優先序

1-24 的購買數量，由原先規劃的 7 台變更為 4 台，決議通過該數量變更案。 

 

二、 97 年度資本門圖書館自動化異動案 

(一)不採購案 

說明：圖書館優先序 5-01、5-02、5-03、5-04、6-02 共 5 品項擬不採購。 

決議：因核定預算問題，故通過其不採購案。 

 

(二)數量異動案 

說明：圖書館優先序 6-03 期刋購置，為配合核定預算問題，擬提數量變更申請，由原

本 165 種變更為 159 種，總價變為 2,913,835 元。 

決議：通過其數量變更申請案。 

 

(三)項目異動案 

說明：圖書館優先序 6-01 原本申請購置品項為西文圖書，擬提變更為西文電子書，總

價亦變成 1,020,000 元。 

決議：因配合學校整體性規劃，故通過其品項變動申請案。 

 

  整合圖書館自動化異動後的預算金額，仍比規定可支用的部份多出 390,759 元，經委員

討論後，決議將金額加入學校自籌款的預算內。 

 

三、 97 年度資本門學輔經費異動案 

(一)不採購案 

說明：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優先序 7-03、7-05、7-06、7-09、7-10 共 5 品項，擬不採購。 

決議：因核定預算問題，故通過其不採購案。 

 

 

案由二：97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預估項目金額調整。 

說明：考量97年度核定金額與原先預估有差異，因某些項目金額確實無法調整，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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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室確認後，已重新計算獎補助款在經常門詳細分配金額。 

決議： 

一、97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對於本校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構裡的製作教具預算為0，建議本校稍做調整。經評估過後，因學校

屬性問題，製作教具預算不編列，而編纂教材的預算再修正為371,407元。 

二、考量為讓更多教師受益，故將原分配補助現有教師薪資部分1,086,545元，均分

至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之研究與著作兩部分。 

三、97年度經常門之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修正後之如下表所示： 

97 年度預估金額 
項目 內容說明 

件數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研究 200 2,594,540

研習 100 408,522

進修 23 860,000

著作 230 1,995,460

升等送審 10 150,000

改進教學 60 232,130

編纂教材 30 371,407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

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上）

製作教具 0 0

6,612,059 64.73%

進修 14 140,000

研習 3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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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0,000

250,000 2.44%

教授 2 960,120

副教授 2 797,220
三、補助增聘教師薪

資 
助理教授 6 1,392,300

3,149,640 30.83%

教授 0 四、補助現有教師薪

資 副教授 0 
0 0 0%

五、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占經常

門經費 2%以上) 

訓輔活動  204,558 204,558 2.00%

合計   10,216,257 10,216,2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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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暨建議事項 

一、面對目前獎補助款核定經費的狀況，建議請學校針對即將到來的訪視或評鑑考慮再將

學校自籌款的部份由原本的 10%再往上增加預算。 

二、學校經費的運用，在很多地方都有支用到學校款，這是改科大所需要看的指標，無法

完全依賴補助款。獎補助款的運用則是針對各系要創造特色或教學上的需要來分配，

在預算縮減的情況之下，以那些品項屬急迫性或必需性的列為優先，若真不足夠，只

得用學校款來吸收，這個部份再將它列為專案另外處理。 

三、針對 97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說明學校整體發展

目標特色未明，建議學校正式做出未來整體發展目標的聲明，定位德明想要成為研究

型、教學研究型、研究教學型、教學型或社區大學型的學校，如此往後在擬定 98 年獎

補助款時就更能有目標去創造特色。 

四、往後電腦汰換，若其功能為 e－learning 使用時，可考慮購買一機多人使用之設備，將

大幅減少預算成本。 

五、全校一般教室電腦更新部份零件，建議用電腦實習費支出。 

六、關於 97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中指出電腦規格相

同價格卻有極大差異的問題，雖然主機規格相同，但有些單位另外還加上螢幕或還原

卡，這些都會影響單價，請再跟審查會說明。 

七、因整體預算緊縮，針對經常門分配的部份，應會在學審會討論申請案時，對於部份的

獎助項目把關更為嚴格。但若因此有牽涉到法規變更，請相關單位儘快完成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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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月三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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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所附之會議簽到單 
紀    錄： 黃淑靜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研發處規劃了二項重點，第一是有關97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品項及規格

異動；第二是有關98年度獎補助款核配相關規定、預估經費說明及校內經費分配

原則與預定作業的進度說明。我們將以年度的角度來依序向各位委員做報告及進

行議題討論。 

 

貳、報告事項 

承辦單位報告 

一、教育部獎補助款98年度核配相關規定。(會議資料附件一) 

獎補助款核配區分為補助部分占總經費百分之三十、計畫型獎助部分占總

經費百分之三十及績效型獎助部分占總經費百分之四十。補助部分及績效

型獎助部分共計70％支用於學校之資本門及經常門。 

教育部是依照規定的指標來核配獎補助款，這些指標與本校的校務發展指

標是一致的。學校目前也將之納入系、所、院的單位績效評估，若單位整

體績效佳則將獲得較多的獎勵比例。 

 

二、98年度獎補助款預估經費說明。(會議資料附件二) 

97年度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款計＄23,218,765，根據98年度填報之學校基

本資料表分析，預估明年獎補助款金額為＄25,000,000，依此金額提出預

估經費說明。 

獎補助款(1) 自籌款（10﹪以上）(2) 總預算(3)=(1)+(2) 

$25,000,000 $2,500,000 $27,500,000 

 

主席補充：在經常門的「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上，因98年度的核配

標準新增了「整體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成效」及「學輔相關政策績效」的

分配比例。因此在這個部份的預估金額分配可高於教育部規定的2%下限，

學務單位與通識中心可以思考如何有效運用該筆經費。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97年度獎補助款各單位資本門異動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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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採購案 

說明：不採購案－管理學院及行管系。 

決議： 

(1) 管理學院優先序1-41雷射印表機已有替代品使用，基於資源移轉

分享的原則，故通過其不採購案。 

(2) 行管系優先序1-32桌子，為配合實際需求而變更規格，導致單價

低於一萬元，擬改由學校款購買，故通過其不採購案。 

 

(二)品項異動案 

說明：規格異動案－管理學院、保金系、體育室、通識中心。 

   規格及數量異動案－管理學院、保金系。 

決議： 

  1、規格異動案 

(1) 管理學院優先序1-42數位相機，因考量操作上的便利性及實用

性，故通過其規格異動案。(請採購組統一規格) 

(2) 保金系優先序1-57軟體建置，因市場價格提高，為縮減預算差

距，故通過其規格異動案。 

(3) 體育室優先序1-68、1-69，因現有產品規格升級及考量原訂規格

故障率較高，故通過其規格異動案。 

(4) 通識中心優先序1-70數位相機，因原訂規格產品已停產，故通過

其規格異動案。(請採購組統一規格) 

  2、規格及數量異動案 

(1) 管理學院優先序1-39單槍投影機，因初步規劃時尚未建置研究

室，如今因實際需求新增了三間研究室，為符合使用上的需要又

不影響預算，決議通過其數量及規格的變更。 

(2) 保金系優先序1-59軟體建置，因原規格已停產，故提出變更採購

新規格之版本，但因新產品的單價較高亦同時提出數量的變更以

縮減預算差距，決議通過數量及規格的變更。 

 

案由二：討論98年度獎補助款經費分配原則及預定作業進度。(會議資料附件四) 

(一)討論98年度獎補助款經費分配原則。 

說明：本次的分配原則完全改變往年的做法，重新規劃而制訂校務發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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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校務發展指標的權值乃是參照教育部獎補助款的核配標準而訂

定，每年將依據獎補助款系統裡填報的數據來計算各單位可運用獎補

助款的相對百分比。由核配要點可看出教學單位整體創造教育特色所

佔核配比例大於教師個人績效比例，因此在訂立校務發展指標時，分

別獎勵個人及單位。希望除了教師個人績效的成長外也能引導老師多

注重計畫提案、國際化及建教合作等教學成效。 

 

主席補充：學校制定校務發展指標權值的目的是為了有一個基準去做下一年

度資本門的分配，經大家更周詳的考慮可做適當的調整。配套措

施雖不能盡如人意，但可儘量將差異度減到最低，以求經費能更

精確的運用。若教學儀器設備預算分配上遇到問題，將會運用校

務發展指標的權值來做分配。共同教學儀器設備會保留15%的預

算，剩下的85%則將參考校務發展指標來進行規劃。 

除了校務發展指標的權值之外，亦請研發處收集過去三年各單位

在資本門的運用績效上做一個書面的呈現，可適當的當作評量的

基礎。如果以往爭取到資源卻很難呈現出效果，那反而變成一個

負面的指標。例如軟體的建置是為了加強學生考取證照的機率，

那請提出具體的成效來證明；或是需要有設備才能與廠商簽約產

學合作，這也算是具體的績效。希望大家能朝這方面思考將有限

的錢運用在更有效益的地方。 

若分配到的金額若高於欲規劃的金額，也請將多出的預算讓給其

他有需求的單位來使用。各系分配的金額也請以院的角度來共同

規劃以達資源更充份的應用。 

決議： 

1、校務發展指標如附件四。請再確定各項權值分配的合理性，必要

時請做適當的調整。 

2、經常門預算中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由2%增為3%。 

 

(二)討論98年度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報部作業進度。 

說明：98年度之作業進度預計從9月29日(因颱風延期至10月3日)第一次會

議，直至11月10日第二次會議後，按規定於11月底報部。 

決議：照規劃日期通過。 

研究發展處 學術推廣組           34 



研究發展處 學術推廣組           35 

肆、總結暨建議事項 

一、除了有教學上的特殊需求外，其它不同單位購買相同設備(例如本次管理學院

及通識中心提出規格異動的數位相機)，都請採購組統一其規格。 

二、96年10月29日的專責小組會議已達成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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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依該決議

來規劃，亦請總務單位做總量控管。 

三、資本門設備請適時提出報廢，以免造成帳面上資本門項目資源浮濫。 

四、管理學院增購彩色硬碟式攝影機及保金系優先序1-59軟體建置因成本提高而

減少的數量在年底有結餘款後將優先給予購買。 

五、教育部核發的經費是固定的，支出時使用獎補助款或是校內自籌款，該如何

去做一個適當的分配，這永遠都是一個難題。若各單位在經費預算上排擠到

其它單位的權益，例如在辦一些大型的活動，各單位應該要備有籌款的能力

以尋求其他的資源補助。 

六、敬請各單位依需求分別將欲申請之資本門品項列出優先序1至3，優先序1占總

額的60%；優先序2跟3各占總額的20%，以因應核配金額的多寡做調配。 

七、敬請各單位提出申請品項時可參考台灣銀行之標準,若台灣銀行有該品項,敬請

參閱其規格及金額。台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網站

http://www.bot.com.tw/Procurement/Procure_supply/Supply_index/default.htm 

 

伍、臨時動議 

說明：因整體預算緊縮及未來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金額的分配標準改變，針對學

校獎補助辦法將做大幅度的修改，在此先向各位委員初步告知，辦法修改將透過

相關會議決議通過後公告施行。(會議資料附件五) 

http://www.bot.com.tw/Procurement/Procure_supply/Supply_index/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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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一月七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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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所附之會議簽到單 

紀  錄： 黃淑靜 

 

壹、 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報告案－10/29教育部委託管科會針對獎補

助款運用績效來校訪視後給予的意見我們所做的申覆意見討論及98年度獎補助

款資本門、經常門預估金額分配確認。第二部份為97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報

告及異動案，第三部份為98年度獎補助款各項目討論。 

針對98年度的資本門經費分配，因為總申請金額超過預估金額達12,350,536，

所以會前請副校長及會計主任對各單位提出的品項先行審議提出暫不採購的建

議以縮減預算差距。建議暫不採購是依據各教學單位提出的品項是否為教學、

研究上必需的，在這個條件之外的如:增加效率、提昇便利性，則受限於經費有

限的狀況下，我們就建議暫不採購。 

 

貳、 報告事項 

一、「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執行96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學校

申覆意見，以下就部分問題提出說明。本次意見的回覆只須針對委員有誤解

或與實際狀況不符之部分提出說明，未來改善狀況等將於明年度另行調查與

確認。(請參閱附件四) 

1、在管科會所給予的書面意見中，委員希望遠距教學有一個評量的機制。以

整體來講，本校每一門課程學生都有填教學評鑑，但我們自己是不是有一

套對遠距教學教材的制定、網路傳輸的部分及學生反應的評量措施？該部

分也要做一個適當的解釋，才能落實委員的提問。未來請教務單位重新規

劃整個教學評量機制，因為教育部建議針對獎助就應該有適當的評量。 

2、對於委員提出「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30%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 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非指「研

究」單項即須達到30%。我們應該提供實際精確的百分比來說明，以顯示

本校瞭解此項規定，只是因為積極努力於改善教學與師資成效，所以此項

比例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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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查圖書館五本英文方面圖書均無人借閱，委員認為西文圖書借閱率偏

低，其實在商管方面的西文圖書，承辦人反應現在推介老師多會來外借或

在館內研究。但是不管在圖書、資料庫或其它設備購置，學校不斷強調要

有一定的使用率。實際使用率不如預期，這種情形雖難免發生，在資料庫

方面依據圖書館委員會通過之「圖書館電子資源選訂原則」第十條，將會

予以停訂。本次抽查正好抽到無人借閱的圖書，意見回覆可以把西文圖書

整體借閱情況以數字呈現方式讓訪視委員了解。 

4、訪視委員覺得本校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人數過多，建議可思考酌減委員

人數，促使會議討論與決議更具效率及代表性。這個部分請研發處再做適

當的評估。依本校情形來看，縱然委員人數較多，但大家也比較能夠了解

獎補助款運用的情況，而且小組在運作時產生太大爭議情況並不多見，最

後也都能圓滿解決，所以也不會因為人數過多造成會議運作不順利。 

5、在改善師資結構上，因為以往本校對於舊教師仍有補助他們薪資，這與教

育部鼓勵改善師資結構之原意有所不同。因為要增加新的老師才有改善師

資的空間，往後我們將會把經費用在新聘教師上面。 

6、訪視委員認為本校在獎助教師參加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只有限制次數，未

訂補助金額之上限，這個部分其實在辦法裡是有上限的規定。至於學術論

文獎勵宜考量通訊作者之貢獻，未來請研發處對此做適當的評估。 

7、「教師專案研究審議辦法」未明訂承辦單位與審查機制(含出席及決議程

序)，這個部分學校是有訂定規則，但相關單位也解釋仍有改善的空間。 

8、國科會案件重覆獎勵方面，我們會再檢討改進。 

9、在我們的獎助辦法裡，訪視委員認為條文有重覆之虞，希望我們從法的角

度來做整併。我們將再請相關單位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10、教師專案研究計畫希望能朝整合型計畫為主。未來各學院在建構研究中

心的同時，可以往這個方向做思考。研究中心可以為產學而建置也可以為

研究議題而建構，我們可以集結老師不同的專長，針對特定領域進行研

究。必要時也能找外校在某方面較具權威的教授共同投入，這樣才有可能

形成所謂母雞帶小雞的效果。 

11、採購付款時程過於冗長，確實是一個疏失，未來請相關單位改進。 

12、財產盤點不符後續處理，總務處保管組有將盤點結果上簽提報，這個部

分我們再反應給管科會知道。 

13、委員對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九條的建議，請人事室再斟酌參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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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辦法來制定一個基礎，當有疑義產生時，方有依據以提出外審。 

 

 

二、98年度獎補助款預估經費調整 

說明：根據10/3專責小組會議中，經過委員們的討論與建議，在此以表列方

式呈現調整後的98年度獎補助款預估經費。 

 

獎補助款(1) 自籌款（10﹪以上）(2) 總預算(3)=(1)+(2) 

$25,000,000 $2,500,000 $27,500,000 

   

項目 預估金額 備註 

資本門(60%) $16,500,000  

經常門(40%) $11,000,000  

合計 $27,500,000  

   

項目 預估金額 備註 

資本門(60%)   
 分配百分比採過去三

年平均 

1.教學儀器設備 $12,375,000 
預估達 75%(部訂需達

60%以上) 

2.圖書館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 
$3,795,000 

預估達 23%(部訂需達

10%以上) 

3.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 
  $330,000 

預估達 2%(部訂需達 2%

以上) 

合計 $1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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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預估金額 

項目（經常門） 內容說明
細項百分

比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進修  1,100,000 1,100,000 

研究 

著作 
55％ 3,327,500

研習 10％ 605,000

改進教學 28％ 1,694,000

升等送審 2％ 121,000

編纂教材 5％ 302,500

一、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製作教具  

6,050,000 
65%

進修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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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 3%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三、補助增聘教師薪資 

副教授  

3,190,000 29%

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 

  330,000 330,000 3%

合計   11,000,000 11,000,000 100%

 

三、有關97年度執行情形報告敬請參閱會議資料附件二;目前部分品項尚未完成採

購程序，已密切注意進度，以免影響核銷之作業。 

 

參、 討論事項 

一、97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品項異動案(請參閱附件二)，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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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異動案，共計3案 

說明：數量異動案－人事室、保金系、國際交流暨語言中心。 

 

決議： 

  1、人事室優先序1-73，因新聘教師增加而調整數量，由原先的26台增

加至30台，通過其數量異動案。 

  2、保金系優先序1-59，因上次會議中決議若有結餘款時將優先補足該

品項數量，故通過其數量變更申請。 

  3、通識中心(原國際交流暨語言中心)優先序1-66語言教室電腦重置，

原先因經費不足由61台刪減至40台，因本年度有結餘款的產生，在

財產保管時間一致性的考量下，同意通過其數量異動案。 

 

(二)追加採購案 

說明：新增採購案－管理學院。 

決議：因上次會議中管理學院優先序1-41決議不採購，如今有結餘款，故通

過該單位因舉辦院系活動所需而新增購買之硬碟式攝影機一案。 

 

(三)若再有多出的結餘款將再購置全校性業務所需之品項，一為舊教師電腦汰

換，二為圖書館供資料查詢用之5台電腦汰換。 

 

二、98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預估之品項及金額。 

說明：今年度資本門項目可運用的金額預估為16,500,000，在統合各單位提

出的採購項目金額共為28,850,536，超出原訂預算達12,350,536。在

會議資料附件三呈現了二個調整方案，第一為總申請金額減經擬不採

購項目，剩下19,119,560;第二為優先序1減擬不採購品項，剩下

17,076,560。會議中各單位詳細討論，並經總務單位及會計單位檢視

過，決定採用方案一，各單位申請品項資料如附件所示。 

決議： 

資訊學院 

1、資管系提出的行動載台、無線射頻感測及識別模組在去年的重要領域人

才培育計劃已申請，故刪除。 

2、資管系電腦教室的電腦、教學廣播系統重置擬由電腦實習費支出，故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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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3、請電算中心統一整合全校SPSS、AMOS、SPSS REGRESSION、MATLAB2006

等軟體，朝網路版資源共享的理念去建立一個平台供各研究所學生使

用。故刪除資訊科技與管理研究所申請的SPSS17.0、AMOS7.0、

MATLAB2006等品項。 

4、其餘品項皆為推動院之特色所需，故通過申請。 

 

管理學院 

1、基於資源共享因素，行管系申請的威力導演軟體已有全校版，故刪除。 

2、物管系提出的RFID智慧型商店建置，因有另一人才培育計劃經費，故刪

減一佰萬的預算，且費用不能包含裝潢費，修改後金額變為1,800,000。 

3、應外系申請的IRS即時反饋系統，沒有一定的必要性，刪除。FUNDAY線

上英語學習平台、英文發音學習軟體及油漆式速記教學訓練系統因與圖

書館正在建置的軟體重覆，亦刪除。 

4、請電算中心統一整合全校SPSS、AMOS、SPSS REGRESSION、MATLAB2006、

PSS Statistics Base等軟體，朝網路版資源共享的理念去建立一個平

台供各研究所學生使用。故刪除企管系、行管系申請的SPSS Statistics 

Base17.0、SPSS17.0、AMOS7.0、SPSS REGRESSION 17.0等品項。 

5、除以上品項，其餘照案通過。 

 

財金學院 

1、會資系提出的鼎新V-POINT主管資訊系統(EIS)、伺服器(含OS與SQL軟

體)，因與市場需求不符，故刪除。 

2、財金系申請的單槍投影機，基於資源共享因素，暫不購買。 

3、財金系申請的100吋電動螢幕，係搭配單槍投影機使用，故亦暫不購買 

4、除以上品項，其餘照案通過。 

 

其他單位 

1、教務處申請的「班班有電腦」之電腦及還原卡重置暫緩採購。 

2、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申請的燈組因要合併在一起才能使用，會後請重新整

併後提出。 

3、除以上品項，其餘品項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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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總結暨建議事項 

一、有一些單位在填資本門品項優先序時，並沒有真正做一個正確的排序，而全

部都列為優先序1，這部分也請大家再重新檢視。 

二、有些設備是可以被統一規格的，包括筆記型電腦、相機、攝影機…等等，將

請保管組提供一定的資訊來做進一步的確立。另外在資本門使用效率上，請

各單位也要做必要的準備。 

三、增聘師資的原則請相關單位仔細審酌，本校的正教授人數較為不足，另外也

要考量增聘師資是否跟系所專業性一致。未來的師資供給會增加，我們將有

更多的選擇來強化各系所的師資陣容，這也是我們保障原有教師權益的方式。 

四、教育部曾有來文指示電腦實習費是可以用來重置設備，請再向校內老師宣導。 

五、請保管組針對相同品項的購置分配狀況做全盤的了解。(PHOTP SHOP) 

六、根據校務發展指標去衡量各單位過去一年的表現把它用數據呈現出來，據以

分配次一年度資本門的預算，此一分配方式將由今年度的績效開始正式執行。 

七、請各單位在填寫規格時不要太限制，甚至抄襲某品牌的規格，造成往後在購

買時若有升級或停產，都會限制採購而造成困擾。 

八、將請電算中心召開電諮會確立電腦規格及電腦相關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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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紀  錄 
 
會議名稱： 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六日星期二 中午十二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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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錄： 黃淑靜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主要為97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做最後一次總結及檢討，感謝大家的參與。 

 

貳、報告事項 

一、97 年度獎補助款執行情形如下表所示，在自籌款部份，比預估多出 24,97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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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85,346 $11,733,419 $23,218,765 $3,006,451 $26,225,216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總經費 

獎補助款 13,931,259 9,287,506 23,218,765 

自籌款 2,077,700 928,751 3,006,451 

合計 16,008,959 10,216,257 26,225,216 

 

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如下表，此執行比例皆達教育部所規定之標準，而

各分項之執行比例及金額與預估之比例，略有調整，以達有效運用獎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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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自籌款） 11,683,517 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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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450 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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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

資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款） 
292,992/13,931,259＝2.10％ 

292,992 1.83%

合  計 16,008,959 100.00%

 

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如下表，此執行比例皆達教育部所規定之標準，而

各分項之執行比例及金額與預估之比例，略有調整，以達有效運用獎補助款。 

 

項 目 內容說明 件數 總金額 小計 比例 
含自籌款

研究 200 3,479,170
研習 96 687,720
進修 14 1,425,401
著作 292 2,072,958

升等送審 10 220,000
改進教學 40 392,400
編纂教材 7 96,000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製作教具 0 -

8,373,649 81.96%

進修 8 103,800
研習 10 83,235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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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187,035 1.83% 

教授 2 640,080
副教授 4 398,610 三、新聘教師薪資 
助理教授 6 412,316 

1,451,006 14.20%

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

費（最多

佔 1/4） 

 

50,400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

作（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研習活動  154,167

204,567 2.00% 

合計  10,216,257 10,216,257 100.00%

各單位執行情形之詳細資料敬請參閱附件之各項會議資料。 

 

參、總結暨建議事項 

一、因 97 年度經常門中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經常門經費高達 81.96％，故 97 年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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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四次校教評會中決議：將通過之 44 筆期刊論文＄1,092,500，以 98 年之獎補助款

支應，核撥折數不會低於 97 年所做的決議。 

二、資本門執行比例較低的單位請務必檢討，並於往後要更審慎編列預算，避免再發生不

採購或高估預算的情形發生而影響其他單位的權益。另請研發處調查類似該情形是否

符合訪視小組的規範並請做成統計當成日後審核的依據。 

三、請各單位在編列資本門預算時，勿將多種品項合併編列，以免造成採購與保管上的困

擾。98 年獎補助款運用預估已於去年 11 月底呈報教育部及管科會，在獎補助款核發

之前，將再把各單位提出的資本門預算項目發回修正上述情形。 

四、獎補助款經費，不論資本門或經常門的預算結構一但訂定，就應依照預算的精神去執

行，不管因任何原因做調整，最後結果跟預算差異太大，即代表執行上出現問題，需

要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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