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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02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12:00～13: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95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審核本校預估 95 年度教育部獎補 

助款支用計畫書內容 
出席：劉祖華校長、陳一郎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陳源林處長、游淑萍主任 
   陳朝欣主任、謝文賓老師、張文慶老師、郭慶祥老師、黃樹林老師、葉昭賢老師 
   劉昭麟老師、崔 砢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陳昭蓉老師、洪偉肯老師 

楊朝明老師、葉明倫老師 
列席：黃政光學務長、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李國通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陳秀娟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略) 
二、技合處報告： 

1、依教育部 2006 年 2 月 14 日獎補助訊息公告：95 年度支用計畫書填報方式與

往年不相同，今年度改採各校自行「預估 95 年度核配之獎補助金額」填報方

式報部。 
     2、依規定本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報部時須另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 

會議記錄(含簽到表)、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近二年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辦法及 
會議記錄、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乙份報部審查。 
附註：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總務處已協助將檔案彙送技合處，將與支用計畫 

書報部時做附件資料。 
3、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支用計畫書預計於 95 年 2 月 28 日報部。 

    4、另說明 94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款實際執行狀況及各項經費運用彙整，請參考 
下列各表。 

一、94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實際執行說明 

A.補助款金額 B.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C.教育部獎補助款

合計 
D.自籌（配合）款 E.總經費（C+D）

$20,497,012 $46,450,326 $66,947,338 $7,503,696 $74,451,034 

※附註：94 年度本校配合款實際執行佔教育部獎補助款之 11.2%，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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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4 年度資本門及經常門實際執行說明 

經常門 資本門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合計 

補助款分配 $7,078,920 35% $13,418,092 65% $20,497,012 

績效獎助款分配 $19,705,015 42% $26,745,311 58% $46,450,326 

小計（獎補助款） $26,783,935 
40% 

註 1 
$40,163,403 

60% 

註 2 
$66,947,338 

自籌款分配 $2,600,632 35% $4,903,064 65% $7,503,696 

總經費分配 $29,384,567 39% $45,066,467 61% $74,451,034 

附註：1.經常門(不含自籌款)佔獎補助款總預算百分比：(7,078,920＋19,705,015)/66,947,338＝40.0074%(四捨

五入後為 40%) 
2.資本門(不含自籌款)佔獎補助款總預算百分比：(13,418,092＋26,745,311)/66947338＝59.9925%(四捨

五入後為 60%) 
 
 
 
 
 
 
 
 
三、94 年度「資本門」設備實際執行狀況 

項目 購置項數 金額 佔資本門總經費之比例 備註 

一、教學儀器設備 134 項 $37,045,988 82.20%  

二、訓輔設備 19 項 $1,109,848 2.46%  

三、圖書(期刋) 5 批 $6,910,631 15.33%  

四、其他 0 0 0  

   $45,066,46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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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4 年度「經常門」獎補助「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部份執行狀況 

補助項目 人次 金額 佔經常門總經費之比例 備註 

現有教師薪資 68 人*(25500 元*12 月) $20,808,000 70.81% 獎助助理教授以上教師薪資 

進修 24 $1,281,520 4.36%   

研究 87 $4,570,885 15.56%   

研習 105 $519,859 1.77%   

改進教學 110 $1,806,452 6.15%   

著作 0 $0 0.00%   

升等送審 0 $0 0.00%   

小計(1) $28,986,716 98.65%   

94 年度「經常門」獎補助「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部份執行狀況 

補助項目 人次 金額 佔經常門總經費之比例 備註 

行政人員進修 12 $356,536 1.21%  

行政人員業務研習 110 $41,315 0.14%  

小計(2) $397,851 1.35%  

合計(1)+(2) $29,384,567 100.00%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審核本校預估 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及比例，請審議。 
說明：1、依據教育部 2006 年 2 月 14 日 e-mail 訊息公告：支用計畫書填報方式與往 

年填報方式不相同，各校填報經費支用計畫書時，請依貴校「預估 95 年 
度核配之獎補助金額」填報。 

2、本校 95 年度預估之獎補助款經費及比例如下表，請參考審議。 
 

一、95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預估值 

補助款(1) 獎助款(2) 
教育部獎補助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自籌款占獎補助總

預算之預估比例 

總經費 

(5)=(3)+(4) 

$25,084,201 $53,863,137 $78,947,338 $9,476,298 12.0% $88,423,636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業管單位於教育部核定金額後盡速辦各項修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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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審核本校預估之配合款金額及比例，請審議。 
說明：1、依據九十五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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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第壹項第一點：學校需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 
為配合款。 

2、本校 95 年度預估之校內配合款經費及比例如下表，請討論。 
 

一、95 年度「自籌款經費」預估值 

補助款(1) 獎助款(2) 
教育部獎補助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自籌款占獎補助總

預算之預估比例 

總經費 

(5)=(3)+(4) 

$25,084,201 $53,863,137 $78,947,338 $9,476,298 12.0% $88,423,636 

※附註：自籌款訂定 12.0%之比例，是為因應採購設備時之議價幅度。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業管單位於教育部核訂金額後盡速辦各項修正作業，其本校 
配合款比例視教育部核定金額再行調整。 

 
 
 
【提案三】 
案由：審核本校預估 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常門經費分配額度及比例， 

請審議。 
說明：1、依據九十五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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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第貳項規定：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 
及經常門，各佔總預算 60%及 40%，經費之使用應依據各校支用計畫所編 
列為準，如有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列於支用計書中。 

2、本校 95 年度預估之獎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及比例如下表，請討論。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比例 60% 60% 60% 40% 40% 40% 

金額 $15,050,521 $32,317,882 $5,685,779 $10,033,680 $21,545,255  $3,790,519 

小計 $47,368,403  $5,685,779 $31,578,935  $3,790,519 

合計 $53,054,182 $35,369,454 

占總經費 
比例 60% 40% 

 
   決議：照案通過，並依教育部規定之 60%、40%為原則做日後核定金額之修正比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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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審核本校 95 年度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經費分配金額及比例，請討論。 
說明：95 年度資本門及經常門預估編列項目及金額如支用計畫書 P74～P75，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在未來執行計畫書中之相關項目，並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提案五】 
案由：各相關單位提列購置補助款項設備之適當性，請討論。 
說明：各相關單位提出支用計畫設備項目，如支用計畫書 P76～P88，請審議並對照 

下列項目之頁數。  
       

項次 資本門需求項目 參考頁數 報部項數 報部金額 備註 
01 一、教學儀器設備 支用計畫書 P76～P83 65 項 $44,397,261  

02 二、圖書自動化設備 支用計畫書 P84～P84 0 項 $0  

03 三、軟體教學資源 支用計畫書 P85～P85 2 項 $6,941,921 1.中、西文圖書

2.期刊 

04 四、訓輔相關設備 支用計畫書 P86～P87 14 項 $1,115,000  

05 五、其他項目 支用計畫書 P88～P88 3 項 $600,000 環保廢棄物處理

設施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各相關單位盡速彙整規格及用途說明資料至業管單位。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九十五年二月廿七日(星期一)下午十三時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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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年度第 2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05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2:00～13: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95 年度第 2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審議本校 95 年度教育部獎補款 

支用計畫書(修正一版)內容 
出席：劉祖華校長、陳一郎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黃政光學務長、陳源林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朝欣主任、謝文賓老師、張文慶老師、郭慶祥老師 
黃樹林老師、葉昭賢老師、劉昭麟老師、崔 砢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 
陳昭蓉老師、洪偉肯老師、楊朝明老師、葉明倫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李國通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陳秀娟 
 
壹、報告事項： 

二、主席報告：(略) 
二、技合處報告： 
  1.教育部來函{中華民國 95 年 4 月 18 日台技(三)字第 0950051745O 號}核定本校 

九十五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分別為補助款$16,653,725 元 
整，績效型獎助款$37,308,343 元整，共計$53,962,068 元整。 

    2.本校今年之績效型獎助款被扣減了 9%，共計扣減金額為 368 萬 9,836 元整，扣 

減原因為「原報部資料與修改後資料修改幅度過高」，技合處已於 5/5 針對查核 

之缺失召開檢討會，並做為未來填報資料庫填報時參考方向。(註：本處所指原報 

部資料是指校務基本資料庫之填報） 
    3.依據上項教育部來文所附之支用計畫書書面審查意見及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資料

審查意見，本校共有二項被審查委員列為需要改進及補正的地方，分別為中長程

發展計畫及經費稽核委員會。其審查意見內容及本校處理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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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審查項目 

教育部{中華民國 95 年 4 月 18 日

台技(三)字第 0950051745O 號}

(2)審查意見 (3)本校處理狀況說明 備註 

支用計畫書審查 

中長程發展計畫宜有現況檢討

分析、發展目標、策略規劃、執

行重點特色等，目前僅作各單位

執行項目之說明，恐有見樹不見

林之缺憾。 

校長室已於日前將本校各單位

所提之中長程發展計畫發還各

單位依審查委員意見做參考方

向修改內容，各單位也已修訂

完成，並擬於本次計畫書修訂

後一同報部審查。 

 

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資料

審查 

經費稽核委員會係由校務代表

推選，開會時不可代理出席，93

學年度第一次會議(94 年 1 月 25

日)僅 3 人親自出席、2 人代理出

席、2 人請假，出席人數不足 1/2

應屬無效會議，請補正。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補正會議，

已於95年 5月 3日重新召開補

正會議，相關會議記錄及簽到

表也一併本次計畫書報部審

查。 

相關補正會議

記錄及出席簽

到表如支用計

畫書 P68～P69

 
 
貳、討論提案： 
《提案一》 
提案：審核本校提列之配合款金額，請審議。 
說明：依據教育部「九十五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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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學校應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 
額度為配合款。因此，規劃本校 95 年度獎補助配合款如下： 

A.補助款金額 B.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C.教育部獎補助款合計
D.自籌(配合)款、比例 

（獎補助款 10﹪以上） 
E.總經費（C+D）

$16,653,725 $37,308,343 $53,962,068 $10,678,235 $64,640,303 

註：本校編列之自籌款占獎補助款總預算 20%，符合教育部規定之 10%以上 
 
 決議： 

一、本校自籌款數字百分比應明確至小數第二位。 
二、調整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刪除項目，因此重新調整本校自籌款金額，調整後金額及

比例如下： 

A.補助款金額 B.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C.教育部獎補助款合計
D.自籌(配合)款、比例 

（獎補助款 10﹪以上） 
E.總經費（C+D）

$16,653,725 $37,308,343 $53,962,068 
$11,008,676 

(20.40%) 
$64,970,744 

 



- 9 - 

 
《提案二》 
提案：審核本校獎補助款經費之分配，請審議。 
說明：1.依據教育部「九十五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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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規定：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

經常門，各佔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 
    2.本校之配合款擬與上項規定區分為資本門 60﹪及經常門 40﹪，其規劃金額如下，

請審議。 
  

資本門 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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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額 $9,992,235  $22,385,006 $6,406,941 $6,661,490 $14,923,337 $4,271,294 

小計 $32,377,241  $6,406,941 $21,584,827  $4,271,294 

合計 $38,784,182  $25,856,121  

占總經

費比例 
60% 40% 

 
 
決議：擬重新調整本校自籌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比例為：資本門 80%、經常門 20%，調整

後金額及比例如下：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80﹪)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20﹪)

金額 $9,992,235  $22,385,006 $8,806,941 $6,661,490 $14,923,337 $2,201,735

小計 $32,377,241  $8,806,941 $21,584,827 $2,201,735

合計 $41,184,182 $23,786,562 

占總經

費比例 
63.39% 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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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審核本校獎補助款經費編列之資本門項目分配金額，請審議。 
說明：1.依據教育部「九十五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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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規定：本項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 10%，訓輔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

備）應達 2%；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宜加強辦理全

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 
    2.本校之資本門項目分配如下，請審議。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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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8,511 81.81% 5,678,750 88.63% 註二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4,411,730 13.63% 490,191 7.65%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

經費  2﹪） 
977,000 3.02% 138,000 2.15% 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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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54% 100,000 1.56% 註五 

合計 32,377,241 100.00% 6,406,94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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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依提案一之決議，調整各資本門項目金額及比例，調整後金額及比例如下：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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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8,511 81.81% 8,078,750 91.73% 註二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4,411,730 13.63% 490,191 5.57% 註三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

經費  2﹪） 
977,000 3.02% 138,000 1.57% 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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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54% 100,000 1.14% 註五 

合計 32,377,241 100.00% 6,406,941 100.00%  

 
《提案四》 
提案：審核本校獎補助款經費編列之經常門項目分配金額，請審議。 
說明：1.依據教育部「九十五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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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規定：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

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 30%以上供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

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 

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明訂獎勵辦法以提昇教師素質，經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公告周知、依相關法令規定公開審議辦理並確實執行，不得

僅適用於少數人或特定對象。 

各校另得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支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並經行政會議通過。 
    2.本校之經常門項目分配如下，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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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項目 金額 比例 項目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

則、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 3,526,000 16.34% 研究 1,494,000 34.98% 

研習 2,262,240 10.48% 研習 714,080 16.72% 

進修 1,126,160 5.22% 進修 281,540 6.59% 

著作 300,000 1.39% 著作 200,000 4.68% 

升等送審 - 0.00% 升等送審 - 0.00% 

改進教學 1,480,000 6.86% 改進教學 370,000 8.66% 

編纂教材 75,000 0.35% 編纂教材 - 0.00% 

製作教具 75,000 0.35% 製作教具 - 0.00% 

一、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上) 

合計 8,844,400 40.98% 合計 3,059,620 71.63% 

明訂獎勵辦法 

教評會審查 

評分方式量化 

二、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

﹪以內) 

進修 

研習 
500,000 2.32%

進修 

研習 
100,000 2.34% 

明訂獎助辦法 

行政會議審查 

三、其他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12,240,427 56.71%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1,111,674 26.03%   

總計  21,584,827 100.00%   4,271,294 100.00%   

 
決議：本校自籌款經常門部份，擬調整其他項中之「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擬將本項改為績

效獎金，調整後金額及比例如下： 
 



- 13 -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項目 金額 比例 項目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

配原則、審查

機制說明)

研究 3,526,000 16.34% 研究 330,260 15.00% 

研習 2,262,240 10.48% 研習 66,052 3.00% 

進修 1,126,160 5.22% 進修 66,052 3.00% 

著作 300,000 1.39% 著作 66,052 3.00% 

升等送審 - 0.00% 升等送審 - 0.00%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1,630,000 7.55% 

製作教具 

132,104 6.00% 

一、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

以上) 

合計 8,844,400 40.98% 合計 660,520 30.00% 

明訂獎勵辦法

教評會審查 

評分方式量化

二、行政人

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

經費 5﹪以

內) 

進修、研習 500,000 2.32% 進修、研習 154,122 7.00% 

明訂獎助辦法

行政會議審查

三、其他 
獎助現有教

師薪資 
12,240,427 56.71% 績效獎金 1,387,093 63.00%   

總計   21,584,827 100.00% 總計  2,201,73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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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審核本校獎補助款編列之各單位資本門項目及優先序編列調整，請審議。 
說明：1.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核配金額較本校原計畫書預估金額為少，因此部份資本門

項目須做刪除。 
    2.因刪除部份項目，所以原優先序編列亦做重新調整編列。 
    3.本次計畫書修正調整之資本門項數如下表： 
    4.本校各單位調整後資本門項目及調整後優先序如支用計畫書 P80～P90，請審議。

 
資本門項目 刪除項數 備註 

一、教學儀器設備 21 項  
二、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0 項 本年度未編列 
三、軟體教學資源 1 項 中、西文圖書 
四、訓輔相關設備 0 項 未刪除或調整 
五、其他項目(校園安全設備、環保

廢棄物處理設施) 
0 項 未刪除或調整 

 
決議：擬調整上項刪除之項目，調整後刪除結果如下： 

資本門項目 刪除項數 備註 
一、教學儀器設備 19 項  
二、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0 項 本年度未編列 
三、軟體教學資源 1 項 中、西文圖書 
四、訓輔相關設備 0 項 未刪除或調整 
五、其他項目(校園安全設備、 

環保廢棄物處理設施) 
0 項 未刪除或調整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九十五年五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十三時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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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年度第 3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06 月 06 日(星期二)上午 12:00～13: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5 年度第 3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審議本校工學院重點特色計畫案之

子計畫二資本門項目變更案 
出席：劉祖華校長、陳一郎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黃政光學務長、陳源林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朝欣主任、謝文賓老師、張文慶老師、郭慶祥老師 
黃樹林老師、葉昭賢老師、劉昭麟老師、崔 砢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 
陳昭蓉老師、洪偉肯老師、楊朝明老師、葉明倫老師 
馮慧平院長、邱機平主任、鍾永強老師、莊子賢老師、許正良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李國通組長、薛妃娟小姐、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陳秀娟 
 
壹、報告事項： 

三、主席報告：(無) 
二、技合處報告： 
  本次會議結束後，若提案審議通過，請工程學院於 95 年 6 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十 

點前將所須資料備妥交由技合處，由技合處發文報部審查。 
須備妥資料如右：1修正後詳細計畫書(書面資料及電子檔)、2補助項目變更申請表

一式二份及3相關變更佐證資料。 
 
貳、討論提案： 
《提案一》 

提案：本校工程學院所提 95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之「先進工學於福祉領域 

應用之教學與研究環境建構」中之子計畫二，擬變更其中已編列並報部核定之 
資本門項目。 

說明：  
 一、依教育部「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暨推動技專校院整合專案計畫」作業手冊

中之「貳、計畫經費使用原則」第一條第(二)項規定：本項計畫經費應專款專用，

計畫經核定後不得任意變更；計畫於執行期間，若有特殊情事，非變更計畫內容

無法達成原計畫目的或原計畫將有難以執行之虞時，經專案報部說明並經本部同

意，得變更計畫內容。但計畫內容之變更，需與原計畫有關連性者為限及「參、

計畫申請與核定經費之變更」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計畫補助經費僅適用於原申

請計畫項目，非申請計畫內項目確因需求得辦理變更，但需於計畫核定起三個月

內提出申請，且未獲核定請勿先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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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變更之子計畫項目內容及原因如下： 
 

原核定補助情形 擬申請變更情形 

項目 數量 金額 項目 數量 金額 

晶 片 教 學 模 擬 軟 體

-Tanner Tools Pro 
11 $209,000 晶片教學模擬軟體 6 $206,880

原因： 

一、原該項子計畫 2-1 預計購買「晶片教學模擬軟體-Tanner Tools Pro, V11 版」11 
套，當初訪價之一套軟體預算為 19000 元，故經費編列 209000 元。 

二、該公司於今年四月份其間，大幅調高該軟體售價為 62370 元(證明文件如附 
件)，本月份經交涉後仍然無法降價，故無法達成子計畫 2-1 編列之目的。 

三、請求變更資本門名稱由「晶片教學模擬軟體-Tanner Tools Pro, V11 版」為「晶 
片教學模擬軟體」。 

四、Tanner Tools Pro, V11 為四大軟體組合(S-Edit, W-Edit, T-Spice, Ledit)，由於教授

晶片教學模擬課程之軟體需求，以(S-Edit, W-Edit, T-Spice)三項為主，其售價為

34480 元(估價單如附件)，請求變更套數由原本 11 套降為 6 套。 

 
三、請審議。 

 
 決議： 
  劉祖華校長(問)：請教計畫執行人員是否有尋求其他競爭廠商做估價？ 
 許正良老師(回)：目前國內 IC 設計最大的軟體提供商為 Cadence 這一家公司，大約將近六、

七成的 IC 設計公司使用，但其系統必須使用在 workstation，雖然我們也

有相關電腦教室備有 workstation，但經過接洽其 sales，發覺他開出的價錢

太高，學校單位金額要大於 200 萬以上的 case 才要接單，故以這個子計畫

來說，金額差距太大。當然也有免費 IC 設計軟體的公司，但是因為考量

學生使用後，出社會能與外面公司接軌，故考慮而這一家公司所販賣的工

具軟體。目前有台積電、聯電等園區大廠採用，還有一些 IC 設計公司使

用，並且軟體可以使用於 PC 上，普及性雖然不如 Cadence，但是還是有一

定的市場佔有率，可量價格及學生的出路，故選擇這一家公司。 

 沈明雄主秘(問)：本計畫申請之變更組數由 11 組改為 6組，金額由$209,000 元變更為 

$206,880 元，是否為使教育部補助經費達到 100%的運用，建議是否將購

買組數再增加 1組，變為購買 7組，購買 7組後價格變為$241,360，較

原先 209,000 元多出之 32,360 元，由本校配合款支應。 

 專責小組委員：主秘提出之建議，因多出之 32,360 元不影響本校年度預算金額，故無異議

通過由原先 6組改為購買 7組，其金額亦隨組數調整做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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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案由 

出席委員人數 

(不含計晝參與人員及

列席人員) 

表決結果 決議 

提案一 

工程學院所提 95 年度發

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

畫之「先進工學於福祉領

域應用之教學與研究環

境建構」中之子計畫二，

擬變更其中已編列並報

部核定之資本門項目。 

18 人 

贊成通過人數：18 人 

 

反對人數：0 人 

1.委員全數無異議通 

2.請計晝執行單位將原

要申請變更為 6 組之

計晝依委員決議更改

為 7 組，相關金額亦

請變更修正 

 
 
《提案二》 

 
提案：因《提案一》之原項目、數量、金額做調整變動，故整個計畫案之經費亦做調 

整變動，如下所示，請審議。 
 

變動前子計畫二 (95 年)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來源 

類別 設備名稱 數量 單價 金額 本部補助

經費需求 
明志科技大學 

配合款 

資本門 晶片教學模擬軟體-Tanner Tools 
Pro, V11 版 11 組 19,000 209,000 209,000 

資本門 晶片教學終端伺服器 1 部 40,000 40,000 40,000 
資本門 個人電腦 1 部 40,000 40,000  40,000

資本門 輔 具 伺 服 晶 片 教 學 板 ( DSP 
Cyclone II Kit-2C35 ) 12 組 36,500 438,000 382,000 56,000

資本門 輔具伺服控制晶片發展板( DSP 
Stratix II Kit -2S180) 1 組 190,000 190,000 190,000 

資本門 無線上網平台 1 組 200,000 200,000 200,000 
資本門 Grapher (信號圖形處理軟體) 1 17,000 17,000  17,000
資本門 機電輔具伺服控制發展平台 1 套 290,000 290,000 290,000 
資本門 Hp 4250 自動雙面列印器 1 只 11,000 11,000 1,000 10,000
資本門 工作桌 1 張 13,000 13,000  13,000
資本門 儀器櫃 2 組 14,000 28,000 28,000 
經常門 文具、紙張、電腦耗材費 1 批 20,000 20,000  20,000
經常門 專家演講及教育訓練費用 6 次 3,500 21,000  21,000
經常門 人才培訓、研發等電子電工耗材費 1 批 57,000 57,000  57,000

小計 1,574,000 1,340,000 234,000 



- 19 - 

 
 

變動後子計畫二 (95 年)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來源 

類別 設備名稱 數量 單價 金額 本部補助

經費需求 
明志科技大學 

配合款 

資本門 晶片教學模擬軟體 6 組 34,480 206,880 206,880 

資本門 晶片教學終端伺服器 1 部 40,000 40,000 40,000 
資本門 個人電腦 1 部 40,000 40,000  40,000

資本門 輔具伺服晶片教學板( DSP Cyclone II 
Kit-2C35 ) 12 組 36,500 438,000 382,000 56,000

資本門 輔具伺服控制晶片發展板( DSP 
Stratix II Kit -2S180) 1 組 190,000 190,000 190,000 

資本門 無線上網平台 1 組 200,000 200,000 200,000 
資本門 Grapher (信號圖形處理軟體) 1 17,000 17,000  17,000
資本門 機電輔具伺服控制發展平台 1 套 290,000 290,000 290,000 
資本門 Hp 4250 自動雙面列印器 1 只 11,000 11,000 1,000 10,000
資本門 工作桌 1 張 13,000 13,000  13,000
資本門 儀器櫃 2 組 14,000 28,000 28,000 
經常門 文具、紙張、電腦耗材費 1 批 20,000 20,000  20,000
經常門 專家演講及教育訓練費用 6 次 3,500 21,000  21,000
經常門 人才培訓、研發等電子電工耗材費 1 批 57,000 57,000  57,000

小計 1,571,880 1,337,880 234,000

 

變動前第二年(95 年)總經費需求表(學校配合款比率 25%)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經費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總計（元） 

子計畫一 1,340,000 0 225,000 225,000 1,790,000

子計畫二 1,340,000 0 136,000 98,000 1,574,000

子計畫三 1,330,000 0 85,000 438,000 1,853,000

子計畫四 1,330,000 0 120,000 123,000 1,573,000

子計畫五 1,330,000 0 70,000 270,000 1,670,000

子計畫六 1,330,000 0 150,000 60,000 1,540,000

總計 8,000,000 0 786,000 1,214,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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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後第二年(95 年)總經費需求表(學校配合款比率 25%)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經費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總計（元） 

子計畫一 1,340,000 0 225,000 225,000 1,790,000
子計畫二 1,337,880 0 136,000 98,000 1,571,880
子計畫三 1,330,000 0 85,000 438,000 1,853,000
子計畫四 1,330,000 0 120,000 123,000 1,573,000
子計畫五 1,330,000 0 70,000 270,000 1,670,000
子計畫六 1,330,000 0 150,000 60,000 1,540,000
總計 7,997,880 0 786,000 1,214,000 9,997,880

 
 
決議： 
專責小組委員：請依提案一之變更組數及金額重新計算計晝之總經費。 

 

提案 案由 

出席委員人數 

(不含計晝參與人員

及列席人員) 

表決結果 決議 

提案二 

因《提案一》之原項

目、數量、金額做調

整變動，故整個計畫

案之經費亦做調整

變動，如下所示，請

審議。 

18 人 

贊成通過人數：18 人 

 

反對人數：0 人 

1.委員全數無異議通過依

提案一變更為 7 組後之

總經費，變更 7 組後之

計算如下表 

2.請計畫執行單位，盡速

修正計畫書及相關資

料後依時效內報部審

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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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為購買 7 組後 
第二年(95年)經費需求表(學校配合款比率 25.4%, 其中經常門佔教育部補助額度 15.2%)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經費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總計（元） 

子計畫一 1,340,000 0 225,000 225,000 1,790,000

子計畫二 1,340,000 0 168,360 98,000 1,606,360

子計畫三 1,330,000 0 85,000 438,000 1,853,000

子計畫四 1,330,000 0 120,000 123,000 1,573,000

子計畫五 1,330,000 0 70,000 270,000 1,670,000

子計畫六 1,330,000 0 150,000 60,000 1,540,000

總計 8,000,000 0 818,360 1,214,000 10,032,360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九十五年六月六日(星期二)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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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年度第 4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08 月 09 日(星期三)上午 11:00～12:1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5 年度第 4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劉祖華校長、陳一郎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陳源林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朝欣主任、謝文賓老師、張文慶老師、郭慶祥老師 

黃樹林老師、葉昭賢老師、劉昭麟老師、崔 砢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 

陳昭蓉老師、洪偉肯老師、楊朝明老師、葉明倫老師 

   管設學院院長、王建智主任、張秉裕老師、陳進隆老師、孫儷芳主任 

   陳建志老師、林恆毅老師、林金祥主任 

列席：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李國通組長、薛妃娟小姐、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陳秀娟 

 

壹、報告事項： 

四、主席報告：（無） 

二、技合處報告： 

  1.今日會議召開主要討論事項有二： 

(1)審議管設學院編列之重點特色專案計畫「資本門及經常門預算項目內容」，並

請管設學院就所編列之預算項目做重點報告。 

(2)審議學務處課外組申請修正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訓輔設備」資本門項目

案。 

 

2.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7 日台技(一)字第 0950100417b 號}，來函通知 

本校管設學院新申請之「95 年度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補助計畫」，已 

獲教育部補助資本門 300 萬元整，相關通過計畫內容如下： 

A.執行單位：管設學院 

B.總計畫主持人：陳心田院長 

C.計畫名稱：整合「管理」與「設計」領域，建構製商技術發展之教學與研究 

平台 

D.獲教育部補助款金額：「資本門」新台幣 300 萬元整。 

E.計畫執行期間：95 年 7 月 1 日至 95 年 12 月 10 日止 

F.計畫執行年度：95 年度(第一年期) 

G.計畫執行時間：三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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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據上項教育部來文另附有關本專案計畫之委員「審查意見」，其審查意見內容如

下： 

(1)審查項目 
 

審查意見 
(評審一) 

審查意見 
(評審二) 

管設學院新申請之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

專案計畫 
 

 

★計畫名稱：整合

「管理」與「設計」

領域，建構製商技

術發展之教學與

研究 

平台 

1.本申請案具實務性與前瞻性，符合

申請補助條例，為該校師資較薄 
弱，執行力有待考核。 

2.本申請案強調對產業之實務貢 
獻，故應規劃產業界之師資配合，

除子計畫四外，其他計畫除未規劃

學校師資以外，亦未規劃產業界師

資配合。 
3.子計畫一：申請案中有關擬擴充之

軟硬體設備(資本門)之預算編 
列，在第一年已購買完成者，於第

二、三年沒有必要重複編列，如：

「整合製造系統」每年 
$2,000,000，「先進至程管理與規劃

軟體」每年$1,000,000。 
4.子計畫三：個人電腦、電腦伺服 
器、電腦桌椅、筆記型電腦、單槍

投影機系統、數位相機、彩色噴墨

印表機、彩色印表機、光碟對烤燒

錄機、多功能數位錄音裝置等，目

前為學術機構之基本配備，價錢亦

不昂貴，應可不補助申請，由該學

校年度預算編列提供之。 
5.子計畫六與該校之國際合作計畫 
具相輔效果，國際交流與互訪之費

用，該校應原已有編列，目前申請

補助款之比例為 78.85%建議申請

輔助款之比例達 50%即可且已具

備補助之精神。 
6.合計前述各計畫建議刪除之補助 
款項，約$10,166,817 

1.本案提出整合管理與設計領 

域對該校發展技職特色似有部

分效益。 

2.子計畫一、二、三所提實驗室

籌設必要性，似有再討論與考

慮補助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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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專案計畫原總計畫主持人為管設學院院長，因 95 學年度院長更換，因此請管 

設學院依教育部規定辦理變更計晝總持持人申請並報部審核。相關報部審核說 

明如下表： 

項目 申請時間 檢附資料 說  明 

主持人變更 

（計畫總主持人

或共同主持人） 

計畫執行期間 

1.學校正式公文 

2.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

畫』主持人變更申請表一式

二份 

3.擬聘主持人之履歷資料及近

三年著作目錄 

分項計畫及子計畫主持

人變更授權計畫總主持

人自行核定，免報部審

核。 

 

5.依教育部函示，本次通過之計畫案須於 95 年 8 月 16 日前將修正後計畫等資料 

及請款領據備妥並報部完成，因此請管設學院於 95 年 8 月 14 日(星期一)前將 

下列資料備妥後交由技合處報部：1 修正後計畫書(一式一份)、2 經費來源分 

攤表(一式三份)、3 經費一覽表(一式三份)、4 計畫書修正後上網公告之網址 

(技合處網頁)、5請款領據(請出納開立)。 

 

6.依教育部今年度計畫，排定於 95 年 9 月份到 53 所學校訪視有關「教育部 94 年度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成效及 95 年度上半年運用績效」。技合處已規劃對 94 年

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資本門及會計專帳等做稽核盤點作業，屆時相關作業會

由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於 95 年 8 月 21 日(星期一)實施稽核盤點事項。 

 

三、計畫執行單位報告：請管設學院執行計畫主持人說明 95 年度計畫預算(含資本門及

經常門)編列原則與學院之發展方向的一致性。 

王建智主任： 

一、有關管設學院針對重點特色預算編列原則及發展方向報告，請各位委員參考投

影片說明。 

    二、本案計畫總主持人即本院院長因 95 學年度不再接任院長一職，但因院長人選尚

未定案，且須通過三級三審之作業，因此相關總主持人變更作業將待確定接任

院長人選後，再依相關規定報部審核，本次報部修正之計畫書將不提報變更總

主持人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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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管設學院重點特色專案計畫之資本門及經常門預算項目、金額編列，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7 日台技(一)字第 0950100417b 號}來函，管設學

院申請之計畫案共獲補助「資本門 300 萬元整」。 

   二、另依本校資本門分配辦法，重點特色專案計畫「配合款」可編列預度為配合款的

25%，亦即學校配合款編列上限為 750,000 元[註 1]。編列超過教育部規定學校應

提撥額度 20%(即 600,000 元)的原因，是預留資本門設備採購過程的議價空間。

[註 1] 3,000,000(教育部補助款)*25%(本校資分法規定額度) ＝$750,000 

   三、相關審查項目請參考管設學院編列之資本門及經常門預算表。(如附件一、二、三)

 

 

 

決議： 

一、請管設學院依本校資本門分配辦法規定將本校配合款調整至 25%，相關編列之預算

項 

目要符合審查委員審查意見去做調整，其餘不再重新開會審查。 

  二、預算項目及金額調整後請送會計室及技合處檢視，確認已調整後再報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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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學務處課外組申請 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訓輔設備」資本門「項目名稱」修正 

共二項及「數量」修正共一項，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五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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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第四項規定：原報部之經費支用計畫中申請項目、規格、數量

及細項如擬變更，應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始得變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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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相關修正資料及原因如下，請審議。 
 

變更前 變更後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單價 總價 備註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備註 

訓輔 

設備 

009 

活動佈置

設 備 ( 霓

虹燈) 

各樣式、

一般標準

規格 

1 80,000 80,000  

訓輔

設備

009

舞台燈
各樣式、一

般標準規格
1 80,000 80,000 

變更事項：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金額 

訓輔 

設備 

014 

各式手提

音響器材

約 12 類 

各式手提

音響、一

般標準規

格 

1 80,000 80,000  

訓輔

設備

014

各式手

提音響

器材 

各式手提音

響、一般標

準規格 

18 4,444 80,000 

變更事項：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 金 額 ( 修 正 單

價，總價不變)

 

「項目名稱」修改原因說明： 

變更項目 

優先序 
使用單位 修改原因說明(修改單位填寫) 備註 

訓輔設備 

009 
課外活動組 

因原名稱〝活動佈置設備(霓虹燈)〞在採購編號為燈具類，系統設定須

以具體名稱輸入，無法以非燈具名稱輸入，故更改為舞台燈 
5F04D9

訓輔設備 

014 
課外活動組 

原〝各式手提音響器材約 12 類〞名稱含數量不符請購規範，故將項目名

稱刪除〝約 12 類〞，並將數量 1 組改為詳細數量 18pc 
5F04D8

  決議：依變更內容准予修訂，並請技合處依本次決議修改支用計畫書訓輔設備資本門清

冊，並依相關規定將資料存校備查。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九十五年八月九日(星期三)上午十二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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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年度第 5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11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1:50～14: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5 年度第 5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劉祖華校長、陳一郎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陳源林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游淑萍主任(請假)、陳朝欣主任、謝文賓老師、張文慶老師 

郭慶祥老師、黃樹林老師、葉照賢老師、劉昭麟老師、崔 砢老師、徐富勇老師(請假)

陳琨太老師、陳昭蓉老師、洪偉肯老師、楊朝明老師、葉明倫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李國通組長、陳秀娟小姐、史德智老師、王海老師 

劉晉奇老師、簡文鎮老師、許桂榮老師、謝章興主任、楊俊明老師、林金祥主任 
林均茂先生、范致豪主任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致詞： 

  校 長：請技合處技合長介紹一下整體發展經費相關的一些稽核小組、專責小組或者校

務發展等等之會議相關組織成員及職責，讓現場委員能了解一下各組織之作業。

 

技合長：有關管控整個教育部獎補助之組織約分類成四項，分別如下： 

    (1)獎補助專責小組：小組主要職責任務為規劃整個獎補助款之運用、未來發 

展，並且檢視各項作業是否依照教育部之規定進行規劃、分配、執行等。

      (2)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會主要職責為針對執行之各項業務檢視是否有瑕疵、

請採購等作業程序是否依規定辦理且是否完備、會計憑證支出是否依規定

原則辦理等，另外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每月也會對本校現金出納、有價證

券等進行盤點作業。 
      (3)校務發展會議：主要職責為全校資本門統交由校務發展會議審議，包括貴重

儀之申購項目，另外本校中長期發展計畫之研擬等亦交付本會議辦理。 

(4)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經常門的部份則交由校教評會審議，相關辦法、制度

只要是用到經常門的經費皆須經過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各組織辦法及成員名單皆公告在本校技合處網頁上，各委員可上網查詢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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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報告(技合處)： 

  一、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循 95 年度作業方式一樣，必須在獎補助款核配額度尚

未公布時先提支用計畫書。因此，各校須先預估獎補助經費額度並撰寫支用計畫書

報部審查。 

另依據教育部規定：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必須檢具下列資料在 95 年 11

月 30 日前函送教育部審查。各項資料請相關單位於 95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一)前彙

送技合處報部備查。 

編號 資料名稱 負責單位 備註 

01 96 年度支用計畫書 技合處  

02 專責小組會議記錄(含簽到單) 技合處 已併於支用計畫書中 

03 經費稽核委員名單 技合處 已併於支用計畫書中 

04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校長室  

05 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 總務處  

 

 

 

 

 

二、有關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規定，大致上與 95 年度一樣，各項支用比例

規定如下： 

類別 支用項目 比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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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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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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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設施等) 

無規定比例 

(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

教學儀器設備後，宜加強辦理全面

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

空間設施)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經常門 

三、其他 無規定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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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 96 年度起凡申購貴重儀器之項目將採嚴謹之態度審查，申購之單位必須先向本校

校務發展委員會報告，通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之項目若列入獎補助經費，則申購

人必須再向獎補助專責小組報告。 

96 年度共有十件貴重儀器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項目，等會兒就請申購人針對

二項重點做報告，第一，請說明需求，即為何購買該項設備；第二，購買設備後之

預期產出及成效。 

 

四、本次會議主題為審查 96 年度支用計畫書及編列之資本門及經常門預算項目、金額及

各項比例，同時請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之貴重儀器項目申購人於會議中報告。 

 

參、貴重儀器申購人報告： 

  一、資料請參考「貴重儀器申購資料(列入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預算項

目)」 

  二、報告人報告請將時間控制在 2～3分鐘左右。 

貴重儀器設備清單如下： 

 

列入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預算項目之貴重儀器清冊 

編號 單位 申請人 資本門項目名稱 數量 單價 總價 

96-01 工程學院 史德智老師 半導體特性分析儀 1 1,300,000 1,300,000 

96-02 機械系 王 海老師 
高速高精度五軸加工中心機

PCBASE 控制器(開放式) 
1 1,650,000 1,650,000 

96-03 車輛系 劉晉奇老師 
汽車感測器與汽車零件 MTS 萬

能試驗機 
1 1,250,000 1,250,000 

96-04 化工系 簡文鎮老師 噴霧乾燥機 1 1,400,000 1,400,000 

96-05 環安系 許桂榮老師 原子發射光譜儀 1 3,000,000 3,000,000 

96-06 材料系 謝章興主任 橢圓儀系統擴充 1 1,050,000 1,050,000 

96-07 工設系 楊俊明老師 攜帶式 3D 量測系統 1 1,543,060 1,543,060 

96-08 視傳系 林金祥主任 動作捕捉擷取系統 1 1,500,000 1,500,000 

96-09 圖資處(網媒組) 林均茂先生 對外頻寬控管系統 1 2,300,000 2,300,000 

96-10 環安室 范致豪主任 
火焰式/石墨式原子吸收光譜

儀 
1 2,250,000 2,250,000 

合計 17,24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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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之貴重儀器項目，提請討論審議。 

  說明： 

   一、本校共有 10 件貴重儀器項目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項目中，請委員依貴重儀

器申購人之報告及資料提請討論審查。 

   二、資料請參考現場報告人簡報及「貴重儀器申購資料(列入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

獎補助資本門預算項目)」 

 

決議：同意將下列十件貴重儀器列入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資本門項目中，並依相關管

控規定辦理各項作業。 

 

列入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預算項目之貴重儀器清冊 

編號 單位 申請人 資本門項目名稱 數量 單價 總價 決議 

96-01 工程學院 史德智老師 半導體特性分析儀 1 1,300,000 1,30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02 機械系 王 海老師 

高速高精度五軸加工中

心機 PCBASE 控制器(開

放式) 

1 1,650,000 1,65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03 車輛系 劉晉奇老師 
汽車感測器與汽車零件

MTS 萬能試驗機 
1 1,250,000 1,25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04 化工系 簡文鎮老師 噴霧乾燥機 1 1,400,000 1,40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05 環安系 許桂榮老師 原子發射光譜儀 1 3,000,000 3,00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06 材料系 謝章興主任 橢圓儀系統擴充 1 1,050,000 1,05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07 工設系 楊俊明老師 攜帶式 3D 量測系統 1 1,543,060 1,543,06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08 視傳系 林金祥主任 動作捕捉擷取系統 1 1,500,000 1,50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09 
圖資處 

(網媒組) 
林均茂先生 對外頻寬控管系統 1 2,300,000 2,30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96-10 環安室 范致豪主任 
火焰式/石墨式原子吸收

光譜儀 
1 2,250,000 2,250,000 

通過，並列入

96 年度獎補助

合計 17,24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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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本校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預估及本校配合款預估，提請討論審議。

  說明： 

   一、本校 95 年度獲得之補助款為$16,653,725 元，績效型獎助款為$37,308,343 元，

合計$53,962,068 元。(不含 95 年度績效型獎助款扣減金額為$3,689,836 元)  

   二、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核配經費尚未公布，建議以 95 年度(含扣減之績

效型獎助款)之額度成長 20%為支用計畫書編列之依據，即補助款$19,984,470 元、

獎助款$49,197,815 元，合計$69,182,285 元。 

   三、另依教育部規定本校須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依此本

校 96 年度配合款預估編列金額為$8,954,611 元，約預估獎補助款之 12.94%。 

   四、相關資料請參考下表。 

 

壹、95 年度教育部核撥金額 

核撥之補助款金額 
核撥之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扣減之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合計 

$16,653,725 
$37,308,343 
($3,689,836) 

$53,962,068(實際核撥獎補助金額) 
($57,651,904 本校原應獲獎補助金額) 

 
貳、96 年度預估「教育部獎補助」金額(96 年度預估金額為 95 年度本校應獲獎補助金額再加 20%) 

補助款金額 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合計 

(96 年度預估可獲補助金額)

16,653,725*(1+20%) 
=19,984,470 

40,998,179*(1+20%) 
=49,197,815 

19,984,470+49,197,815 
=69,182,285 

 
參、96 年度預估本校「自籌款」金額 

預估獎補助款 本校自籌款占預估獎補助款比例 自籌款金額 

69,182,285 約 12.94% 
69,182,285*12.94% 

=8,954,611 
 
肆、96 年度預估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總金額 

預估獎補助款 預估自籌款金額 預估總經費 

69,182,285 8,954,611 78,136,896 
 

  決議：依技合處之建議規劃暫訂各項之預估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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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本校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預估經費及本校配合款分配比例，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二條之規定，本獎補助

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總預算 60%及 40%。 
二、預估 96 年度獲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及自籌款分配比例如下表所示： 

     另外本校之配合款不受第一項之限制，因此建議區分為資本門 80﹪及經常門 
20﹪，規劃如下。 

 
預估補助款 預估獎助款 預估配合款 合計(預估總經費) 

19,984,470 49,197,815 8,954,611 78,136,896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80%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20%
金額 11,990,682 29,518,689 7,163,689 7,993,788 19,679,126 1,790,922 
小計 41,509,371 7,163,689 27,672,914 1,790,922 
合計 48,673,060 29,463,836 
占總

經費

比例 
62.29% 37.71% 

 

  決議：依技合處之建議規劃暫訂各項之預估金額及本校自籌款金額及比例，待獎補助款

核定後再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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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本校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編列之資本門金額、比例，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九十六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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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規定：本項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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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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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

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 
二、本校之「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建議如「支用計畫書」(P27)。 

 
  決議：依技合處之建議規劃暫訂各項目及預估金額，待獎補助款核定後再修正調整。 

     決議規劃資料如下：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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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0,871 82.27% $6,163,689 86.04% 註二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不含自籌款金

額】) 

$5,300,000 12.77% $1,000,000 13.96%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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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自籌款金

額】) 

$1,088,500 2.62% $0 0.00% 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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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970,000 2.34% $0 0.00% 註五 

合計 $41,509,371 100% $7,163,6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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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本校預估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編列之資本門項目及優先序，提請討論。 

  說明： 

一、提報之各項資本門項目除經各單位會議審議外並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等編列。

二、本校 96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預估經費之分配項目及優先序建議如「支用計畫書」 

(P28～P40)。 

項次 資本門項目名稱 
編列

項數
編列總金額

占資本門總

經費比例 

支用計畫

書頁碼 

一 教學儀器設備 84 $40,314,560 82.83% P29～P37

二 圖書自動化設備 2 $560,000 1.15% P38 

三 軟體教學資源 5 $5,740,000 11.79% P39 

四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訓輔設備) 
15 $1,088,500 2.24% P40 

五 其他項目(環保廢棄物處理等) 5 $970,000 1.99% P41 

合計 48,673,060 100%  

 

  決議：依技合處之建議規劃暫訂各項目及預估金額，待獎補助款核定後再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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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 

  案由：本校預估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編列之經常門支用項目、金額、比例，提請討論。

  說明： 

一、經常門經費支用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育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育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5%以內)，及其他(如

增聘教師或現有教師薪資補助等)。 

二、本校之「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建議如「支用計畫書」(P28)。 

 

  決議：依照技合處之建議規劃通過經常門各項支用項目、金額及比例，待獎補助款項核

定後再修正資料。決議規劃資料如下：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項目 金額 比例 項目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

(分配原

則、審查機

制說明) 

研究    4,552,914 16.45%研究  240,000 13.40% 
研習    2,750,000 9.94%研習  100,000 5.58% 
進修    1,750,000 6.32%進修    60,000 3.35% 
著作      260,000 0.94%著作   20,000 1.12% 
升等送審      360,000 1.30%升等送審   20,000 1.12%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2,450,000 8.85%

製作教具 
100,922 5.64% 

績效獎金    3,000,000 10.84%績效獎金 1,200,000 67.00% 

一、改善

教學與師

資結構

（占經常

門經費

30%以上

【不含自

籌款金

額】） 

合計   15,122,914 54.65%合計 1,740,922 97.2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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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 
研習      650,000 2.35%進修、研習   50,000 2.79% 

 

三、其他 獎助現有

教師薪資   11,900,000 43.00%     

總計 27,672,914 100.00% 總計 1,790,9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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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案由：本校 96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規定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前各校必須先提報支用計畫

書等相關資料報部。 

二、本校 96 年度支用計畫書內容如附件，提請審議計畫書內容資料。 

 

  決議：請技合處依照委員之提議，修正部份文字敘述及內容，並依修正後計畫書等相關

規定報部。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九十五年十一月十六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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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6 年 01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11:50～13:35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6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審查 95 年度執行清冊及 95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後) 
出席：劉祖華校長、陳一郎教務長、熊舜田總務長、張煜光學務長、陳源林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游淑萍主任(請假)、陳朝欣主任、謝文賓老師、張文慶老師 
郭慶祥老師、黃樹林老師、葉照賢老師、劉昭麟老師、崔 砢老師、徐富勇老師(出國)
陳琨太老師、陳昭蓉老師、洪偉肯老師、楊朝明老師(短期進修)、葉明倫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林錫昭主委、李國通組長 
陳甲寅先生、陳銘全先生、胡建霆先生、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致詞：(略) 
 
貳、業務報告(技合處)： 
  一、本校執行教育部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後之支用計畫書(修正後)及執行清冊是

        否符合相關規定，請審視。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的報部資料，將再提送本校「經

        費稽核委員會」，查核憑證等資料。支用獎補助經費相關資料需於 96 年 1 月 31 日前

        報部。 
    二、本校 95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共有三案，附件一(P1)是執行情形一覽

表，請審視。 
 三、上述兩項計畫報部後，請各單位協助辦理下列事項： 

    (1)總務處印製財產標籤並送各使用單位、 
        (2)各單位粘貼標籤及拍攝財產實務照片、 
        (3)各單位拍攝照片彙送會計室、 
        (4)會計憑證專款專帳編列等作業， 
        請總務處及會計室自訂時程，並要求各單位於時間內完成各項後續作業，以利日後

        訪視委員查核。 
 

主席：以上業務單位報告(技合處)之第三點，請總務處及會計室協助於 96 年 1 月底前完

成各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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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議題： 
 議題一：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結果及勻支比例，請討論。 

  說 明：  
    一、「九十五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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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第二條：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總 
        預算 60﹪及 40﹪…。 

      第四條：本項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 10%，訓輔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

之 
                    器材設備）應達 2%；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

                    後，宜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理設施。 

  第五條：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留經常

            門經費 30%以上供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

            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 
                    各校另得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支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活動並經行政會議通過。 
    二、本校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執行結果如附件二(P2-P5)及執行清冊，完全符合上

述規定。 
 
決 議： 

一、依照各項資料表及執行清冊，各項費用均依教育部規定辦理，並符合上項勻支

比例。 
    二、相關資料及執行清冊請送「經費稽核委員會」審查後依規定時間完成報部作業。

 
 
  議題二：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請討論。 
   
  決 議：相關支用計畫書審視後均按教育部規定辦理，請於會後送「經費稽核委員會」

審查並同執行清冊報部。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九十六年一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三時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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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5 年度教育部「計畫型獎助」核定及執行情形一覽表 

教育部核定金額 執行狀況 
專案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補助款 本校配合款 合計 實支金額
剩餘款繳

回金額 

執行情形備註 

95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

特色專案計畫 

先進工學於福祉

領域應用之教學

與研究環境建構 
工程學院 8,000,000 2,032,360 10,032,360 9,915,884 13,535 

1.已執行完成第 2 年計畫。 
2.已於 95.12.15 函報教育部及

提出 96 年度延續型計畫申請。 

95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

特色專案計畫 

提昇教師研究能

量，應用綠色化學

與生物與奈米技

術，推展環境資源

再生與生醫材料

領域的產學合作 

環資學院 5,000,000 1,250,000 6,250,000 5,789,497 430,118 
1.已執行完成第 2 年計畫。 
2.已於 95.12.15 函報教育部及

提出 96 年度延續型計畫申請。 

95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

特色專案計畫 

整合「管理」與「設

計」領域，建構製

商技術發展之教

學與研究平台 

管設學院 3,000,000 750,000 3,750,000 3,680,753 20,200 
1.已執行完成第 1 年計畫。 
2.已於 95.12.15 函報教育部及

提出 96 年度延續型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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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95 年度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支用情形 
項目 

預估支用經費 
(A) 

實際執行支用經費 
(B) 

差異 
(B-A) 

補助款(1) $16,653,725 $16,653,725 0 

獎助款(2) $37,308,343 $37,308,343 0 

核定獎補助總經費 
(3)=(1)+(2) 

$53,962,068 $53,962,068 0 

自籌款(4)﹝註﹞ 
$11,008,676 

(占獎補助總預算 20.40%)
$10,412,424 

(占獎補助總預算 19.30%) 
596,252 

總經費(5)=(3)+(4) $64,970,744 $64,374,492 596,252 

﹝註﹞學校須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 

 

 

 

2、95 年度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經常門 資本門      支用類別 
項目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補助款分配(1) $6,661,490 $6,661,490 $9,992,235 $9,992,235 

績效獎助款分配(2) $14,923,337 $14,923,337 $22,385,006 $22,385,006 

小計(1)+(2) $21,584,827 $21,584,827 $32,377,241 $32,377,241 

自籌款分配(3) $2,201,735 $2,662,900 $8,806,941 $7,749,524 

總經費分配 
(1)+(2)+ (3) 

$23,786,562 $24,247,727 $41,184,182 $40,12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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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5 年度「資本門」各項目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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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6,488,511 
(81.81%) 

26,006,224
(80.32%) 

8,078,750 
(91.73%) 

7,540,289 
(97.3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

門經費 10%﹝註﹞) 

4,411,730 
(13.63%) 

4,901,921 
(15.14%) 

490,191 
(5.56%) 

0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

本門經費 2%﹝註﹞) 
977,000 
(3.02%) 

905,246 
(2.80%) 

138,000 
(1.57%) 

209,235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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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54%) 

563,850 
(1.74%) 

100,000 
(1.14%) 

0  

合計 
32,377,241 

(100%) 
32,377,241

(100%) 
880,6941 
(100%) 

7,749,524 
(100%) 

﹝註﹞以上所述之應符合比例皆不含自籌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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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5 年度「經常門」各項目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目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研究 
3,526,000 
(16.33%) 

5,289,707 
(24.51%) 

330,260 
(15%) 

167,400 
(6.29%) 

研習 
2,262,240 
(10.48%) 

885,573 
(4.10%) 

66,052 
(3%) 

0  

進修 
1,126,160 
(5.22%) 

890,320 
(4.12%) 

66,052 
(3%) 

0  

著作 
300,000 
(1.39%) 

55,564 
(0.26%) 

66,052 
(3%) 

0  

升等送審 0 0  0 0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1,630,000 
(7.55%) 

1,707,623 
(7.91%) 

132,104 
(6%) 

0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

費 30%以上

﹝註﹞) 

小計 
8,844,400 
(40.97%) 

8,828,787 
(40.90%) 

660,520 
(30%) 

167,400 
(6.29%) 

二、行政人員

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經費

5%以內

﹝註﹞) 

進修、研習 
500,000 
(2.32%) 

315,040 
(1.46%) 

154,122 
(7%) 

0  

獎助現有教師

薪資 
12,240,427
(56.71%) 

11,745,000 
(54.41%) 

0 0  

增聘教師薪資 0 
696,000 
(3.22%) 

0 0  

績效獎金 0 0  
1,387,093 

(63%) 
2,495,500 
(93.71%) 

三、其他 

小計 
12,240,427
(56.71%) 

12,441,000 
(57.64%) 

1,387,093 
(63%) 

2,495,500 
(93.71%) 

總計   
21584827 
(100%) 

21,584,827 
(100%) 

2,201,735 
(100%) 

2,662,900 
(100%) 

﹝註﹞以上所述之應符合比例皆不含自籌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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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執行一覽表 

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 
經費類

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經

常門比例 

經費類

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

資本門比例

(一)獎助教師項目 － － (一)教學儀器設備 26,006,224 80.32% 

       1.研究 5,289,707  24.51% (二)圖書館自動化 0  0.00% 

       2.研習 885,573  4.10%        圖書期刊 4,901,921  15.14% 

       3.進修 890,320  4.12%        教學媒體 0  0.00% 

       4.著作 55,564  0.26% 小計(二) 4,901,921  15.14% 

       5.升等送審 0  0.00% (三)訓輔設備 905,246  2.80% 

       6.改進教學 1,707,623  7.91% (四)其他 563,850  1.74% 

小計(一) 8,828,787  40.90%       

(二)獎助行政人員 － －       

       1.研習 201,969  0.94%       

       2.進修 113,071  0.52%       

小計(二) 315,040  1.46%       

(三)其他 － －       

       1.補助現有教

師薪資 
11,745,000  54.41%       

       2.增聘教師薪

資 
696,000  3.22%       

       3.績效獎金 0  0.00%       

小計(三) 12,441,000  57.64%       

經
常
門 

合計 21,584,827  100.00% 

資
本
門 

合計 32,377,241 100.00%

說明：教育部 95 年度核定獎補助款總經費為($16,653,725＋$37,308,343＝$53,96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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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本校自籌款」經費執行一覽表 
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經

常門比例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

資本門比例

(一)獎助教師項目 － － (一)教學儀器設備 7,540,289  97.30% 

       1.研究 167,400  6.29% (二)圖書館自動化 0  0.00% 

       2.研習 0  0.00%        圖書期刊 0  0.00% 

       3.進修 0  0.00%        教學媒體 0  0.00% 

       4.著作 0  0.00% 小計(二) 0  0.00% 

       5.升等送審 0  0.00% (三)訓輔設備 209,235  2.70% 

       6.改進教學 0  0.00% (四)其他 0  0.00% 

小計(一) 167,400  6.29%       

(二)獎助行政人員 － －       

       1.研習 0  0.00%       

       2.進修 0  0.00%       

小計(二) 0  0.00%       

(三)其他 － －       

       1.補助現有教師

薪資 
0  0.00%       

       2.增聘教師薪資 0  0.00%       

       3.績效獎金 2,495,500  93.71%       

小計(三) 2,495,500  93.71%       

經
常
門 

合計 2,662,900  100.00% 

資
本
門 

合計 7,749,5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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