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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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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01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1:50～13: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7 年度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審查 96 年度執行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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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出)、王海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陳源林老師、劉晉奇老師、郭慶祥老師 
黃植振老師、簡文鎮老師、施正元老師、陳文興老師、徐富勇老師、陳琨太老師 
李文玄老師(請假)、高清漢老師、朱賢哲老師、蔡宜靜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陳昭蓉組長(公出)、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錄：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 
  感謝各位委員今天撥冗出席今日的會議，本次會議開始有十幾名各系所教師代表為新任 

之委員。為使各位新任委員能了解本校在整體發展獎補助中從規劃、運用、執行到結案 
等各項作業程序，請技合處於下次召開會議時將本校相關之架構大略介紹一下，讓各位 
委員可以清楚了解所執行之作業內容及作業方向。 

 
 
貳、執行秘書業務報告(技合長)：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今天出席 97 年度第 1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本次會議技合處共有 

四點報告及一項提案審議。 
一、今年度之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除了當然委員外，其餘選任之委員共有十三名，其中 

有十名委員為各系所(含通識中心)新選派之委員。竭誠歡迎各位委員在未來兩年的 
時間給予技合處在獎補助上任何的建議與指導﹝註：本屆委員之任期為 97 年 1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另外，為使各位委員了解獎補助專責小組之作業職責， 
請參考附件 P1 之「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內容。 

二、有關「九十七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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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作業規定手冊今日交付給各位委員，請各位委員自行留存參考，並列入移交。 

三、有關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已於 96 年 12 月 31 日全數執行完畢，今日召開本 
會議主要請各位委員協助審查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執行結果(執行清冊)， 
會後相關資料也將提送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做憑證等資料查核後，於教育部規 
定之 97 年 1 月 31 日前完成報部核銷作業。﹝註：有關 96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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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已在 96 年 07 月 26 日經 96 年度第 3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修訂審查，並於 96 
年 10 月 26 日完成報部備查之作業。此後支用計畫書(修訂二版)未再修改過，因此 
今日所附之支用計畫書資料免再審查，僅供參考。﹞ 

四、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核銷報部後之後續作業預定如下，請總務處及會計室協助辦 
理： 

項次 作業事項 預定作業 
時間 負責單位

01 會計憑證專款專帳編列作業 97 年 2 月 5 日前 會計室 
02 印製財產標籤並送各使用單位 97 年 3 月 15 日前 總務處 

03 
財產標籤粘貼及拍攝財產實務照片並

彙送會計室整理 97 年 3 月 28 日前 獎補助各

使用單位 
04 彙整照片成冊 97 年 4 月 5 日前 會計室 

05 
經費稽核委員會實地抽盤資本門及查

核會計專帳處理之狀況 97 年 4 月至 5 月 技合處 

    ﹝註﹞以上作業事項，於 97 年 2 月開學後另以 e-mail 通知各單位。 
 
 
 
 
參、討論議題： 
 議題一：「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結果及相關分配比例暨執行清冊資料」，提請 

審議。 
  說 明：  
    一、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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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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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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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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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應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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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二、依據上項規定，本校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運用執行結果請各位委員參考彙總 

之附件資料 P2～P6 並請審查執行清冊。 
 
 
討 論：1.為使資料更明確清楚，請修正執行清冊 P5 第 A005 資本門之單價金額，請將 

小數點列示出來。 
      2.執行清冊 P25 漏填支用項目內容，請補填資料。 

決 議：查核執行冊各項目相關資料之執行比例及使用項目均按教育部規定辦理，請於 
會後送「經費稽核委員會」審查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部作業。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九十七年一月十七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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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1 

 

「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1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行政會議審議通過(91/10/15)
92 學年度第六次校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93/06/03)

92 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3/06/08)
93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93/10/05)

94 學年度第 13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95/03/07)
94 學年度第五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95/05/09)

 
1.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 
意事項」規定，設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2.本小組成員共二十一人，成員包含當然成員與推選成員，其中當然成員為 
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技合長、圖資長、會計室主任、人事 
室主任等八人，推選成員則由本校各系(含通識中心) 推舉非主管教師共 
十三人擔任，任期二年(自每年一月一日起至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連 
選得連任。 

 
3.本小組之職責為審議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有關之規劃、支用、推動、 

核銷等重大相關事宜。 
 
4.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技合長擔任， 

辦理小組事務。 
 
5.本小組每學期以開會一次為原則，以審查本校報部之基本資料表、支用計 

畫書、核銷清冊等相關資料，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6.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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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2 

1、96 年度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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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46,056 $34,746,056 0 

獎助款(2) $32,183,894 $32,183,894 0 

核定獎補助總經費 
(3)=(1)+(2) $66,929,950 $66,929,950 0 

自籌款(配合款) 
(4)﹝註﹞ 

$8,925,613 
(占獎補助總預算 13.34%)

$8,462,643 
(占獎補助總預算 12.64%) -462,970 

總經費(5)=(3)+(4) $75,855,563 $75,392,593 -462,970 

﹝註﹞96 年度之本校「配合款」實際執行後占教育部獎補助款 12.64%，符合教育部「學校須 

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之規定。 

 
 
 

2、96 年度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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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98,422 $13,898,422 $20,847,634 $20,847,634 

績效獎助款分配(2) $12,873,558 $12,873,558 $19,310,336 $19,310,336 

小計(1)+(2) $26,771,980 $26,771,980 $40,157,970 $40,157,970 

自籌款分配(3) $1,785,123 $2,914,209 $7,140,490 $5,548,434 

總經費分配 
(1)+(2)+ (3) $28,557,103 $29,686,189 $47,298,460 $45,70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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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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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9,470 
(81.82%) 

33,079,576
(82.37%) 

7,140,490 
(100.00%) 

5,548,43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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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0,000 
(13.05%) 

5,270,808 
(13.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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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891,336 
(2.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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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000 
(2.42%) 

916,250 
(2.28%) － － 

合計 40,157,970 40,157,970 7,140,490 5,54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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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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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235 
(14.15%) 

5,355,389 
(20.00%) 

100,000 
(5.60%) 

341,895 
(11.73%) 

研習 2,928,855 
(10.94%) 

1,706,582 
(6.37%) 

100,000 
(5.60%) 0 

進修 1,691,989 
(6.32%) 

831,840 
(3.11%) － － 

著作 251,657 
(0.94%) 

36,778 
(0.14%) － － 

升等送審 348,036 
(1.30%) 0 － －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1,967,740 
(7.35%) 

3,600,450 
(13.45%) 

35,123 
(1.97%) 0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構(占
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註﹞) 

小計 10,976,512
(41.00%) 

11,531,039 
(43.07%) 

235,123 
(13.17%) 

341,895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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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144 
(2.35%) 

212,266 
(0.79%) 

50,000 
(2.80%) 0 

三、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經

費(占經常門經

費 2%【不含自

籌款金額】) 

學生事務與輔導

經費 
763,000 
(2.85%) 

598,675 
(2.24%) － － 

獎助現有教師薪

資 
11,511,951 
(43.00%) 

12,540,000 
(46.84%) － － 

增聘教師薪資 2,891,373 
(10.80%) 

1,890,000 
(7.06%) － － 

績效獎金 － － 1,500,000 
(84.03%) 

2,572,314 
(88.27%) 

三、其他 

小計 14,403,324
(53.80%) 

14,430,000 
(53.90%) 

1,500,000 
(84.03%) 

2,572,314 
(88.27%) 

總計 26,771,980 26,771,980 1,785,123 2,91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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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 

 

明志科技大學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分配比例暨執行一覽表 

教育部 96 年度核定之獎補助款經費為$66,929,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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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9,576 82.37% 

    1.研究 5,355,389 20.00% 小計(一) 33,079,576 82.37% 

    2.研習 1,706,582 6.37%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進修 831,840 3.11%  1.自動化設備 433,650 

    4.著作 36,778 0.14%  2.西文圖書 1,215,480 

    5.升等送審 0 0.00%     3.中文圖書 366,435 

    6.改進教學 3,600,450 13.45%     4.期刊 1,082,169 

小計(一) 11,531,039 43.07%     5.DVD 241,008 

(二)獎助行政人員     6.資料庫 1,932,066 

13.13% 

       1.研習 89,706 0.33% 小計(二) 5,270,808 13.13% 

       2.進修 122,560 0.46%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小計(二) 212,266 0.79%  1.學生事務與輔導 891,336 2.22%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小計(三) 891,336 2.22% 

1.學生事務與輔導 598,675 2.24% (四)其他 916,250 2.28% 

小計(三) 598,675 2.24% 小計(四) 916,250 2.28% 

(四)其他     
   1.補助現有教師 

薪資 12,540,000 46.84%     

   2.增聘教師薪資 1,890,000 7.06%     

   3.績效獎金 0 0.00%     

小計(四) 14,430,000 53.90%     

合計 26,771,980 100.00% 合計 40,157,970 100.00%

經
常
門 

佔獎補助經費比例 40% 

資
本
門 

佔獎補助經費比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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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6 

 

明志科技大學 96 年度整體發展「本校自籌款」經費分配比例暨執行一覽表 

本校 96 年度自籌款經費為$8,462,6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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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8,434 100.00%

    1.研究 341,895 11.73% 小計(一) 5,548,434 100.00%

    2.研習 0 0.0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進修 0 0.00%  1.自動化設備 0 

    4.著作 0 0.00%  2.西文圖書 0 

    5.升等送審 0 0.00%     3.中文圖書 0 

    6.改進教學 0 0.00%     4.期刊 0 

小計(一) 341,895 11.73%     5.DVD 0 

(二)獎助行政人員     6.資料庫 0 

0.00% 

       1.研習 0 0.00% 小計(二) 0 0.00% 

       2.進修 0 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小計(二) 0 0.00%  1.學生事務與輔導 0 0.0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小計(三) 0 0.00% 

1.學生事務與輔導 0 0.00% (四)其他 0 0.00% 

小計(三) 0 0.00% 小計(四) 0 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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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314 0.00%     

小計(四) 2,572,314 88.27%     

合計 2,914,209 100.00% 合計 5,548,434 100.00%

經
常
門 

佔自籌款比例 34.44% 

資
本
門 

佔自籌款比例 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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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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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 11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1:50～13:3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6 年度第 4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1)審查 97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內容 

(2)審查 97 年度預估編列之獎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預算項目 

(3)貴重儀器申購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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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技合長 

程裕祥圖資長、胡灴烄主任、陳鍵滄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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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崔 砢老師(出席校外研討會) 

徐富勇老師(請假)、陳琨太老師、李文玄老師、洪偉肯老師、楊朝明老師 

葉明倫老師 

列席：沈明雄主秘、陳昭蓉組長、陳秀娟小姐 

阮弼群老師、朱秀瑜老師、陳延禎副處長、林均茂先生、林農偉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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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循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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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必須檢具下列資料在 96 年 11 

月 30 日前函送教育部審查。各項資料請相關單位於 96 年 11 月 26 日(星期一)前彙 

送技合處報部備查。報部須備資料如下： 

 

項次 報部資料名稱 負責單位 備註 

01 97 年度支用計畫書(預估版)  

02 專責小組會議記錄(含簽到單) 
技合處 

 

03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04 經費稽核委員名單 
校長室 

 

05 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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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規定，大致上和往年一樣，但在經常門中有一 

項「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為 96 年度起新增列之項目。教育部並規定相關經費 

由學務處學務長統籌規劃辦理。各項經費支用比例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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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 
經常門 

四、其他 無規定比例 

 

三、本次會議主題為審查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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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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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貴重儀器申購項目清冊暨申購說明書」。 

  二、請報告人將報告時間控制在 2～3分鐘左右。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列入 97 年度獎補助之貴重儀器項目，提請討論及審議。 

  說明： 

   一、本校共有 4件貴重儀器項目列入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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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貴重儀器申購項目清冊暨申購說明書」。 

   ﹝註：相關貴重儀器項目列在 97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 P34 第 A07 項、P35 第 A13 

及第 A14 項、P44 第 C03 項。] 

   決議：通過上列四項貴重儀器設備並列至 97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中之資本門項下。 

有關貴重儀設備之申購人已於 96.11.16 於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中做過一次報 

告，會中也已投票通過上列四項設備。本專責小組依申購人今日之說明報告及 

單位之需求，一致通過四項貴重儀器列入 97 年度獎補助之請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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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及本校配合款之預估金額，提請討論 

及審議。 

  說明： 

   一、本校 96 年度獲得之補助款為$34,746,056 元，績效型獎助款為$32,183,894 元， 

合計$66,929,950 元。 

   二、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核配經費尚未公布，建議以 96 年度核撥之獎補

助額度成長 10%為支用計畫書編列之依據，即補助款$38,220,662 元、獎助款 

$35,402,283 元，合計$73,62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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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度配合款預估編列金額為$11,947,921 元，約預估獎補助款之 16.23%。 

   四、相關預估金額請參考下表。 

 

壹、96 年度教育部實際核撥之獎補助款金額 
96 年度實際 

核撥之「補助款」金額 
96 年度實際 

核撥之「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合計 

$34,746,056 $32,183,894 $66,929,950 
 
 
貳、97 年度預估「教育部獎補助款」金額(97 年度預估金額為 96 年度本校獲獎補助金額再加 10%) 

補助款金額 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合計 
(97 年度預估可獲獎補助金額)

34,746,056*(1+10%) 
=38,220,662 

32,183,894*(1+10%) 
=35,402,283 

38,220,662+35,402,283 
=73,622,945 

 
 
參、97 年度預估本校「自籌款」金額 

預估本校自籌款 預估獎補助款 自籌款占獎補助款比例 

11,947,921 73,622,945 11,947,921/73,622,945 
=16.23% 

 
 
肆、97 年度預估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總金額 

預估「獎補助款」金額 預估「自籌款」金額 預估總經費 

73,622,945 11,947,921 $85,570,866 

 

  決議：通過本項提案規劃。 

依技合處規劃，將 97 年度之預估獎補助款金額依 96 年度實際獲教育部獎補助 

款之金額再增加 10%，本校配合款部份亦依照規劃金額及比例提報。



第 14 頁，共 46 頁 

【提案三】 

  案由：本校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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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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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之 97 年度獲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及自籌款分配比例如下表所示： 
     ﹝註：本校之配合款不受第一項之限制，因此本次分配比例為資本門約 81.51﹪及 

經常門約 18.49﹪﹞。 
 

預估補助款 預估獎助款 預估配合款 合計(預估總經費) 

38,220,662 35,402,283 11,947,921 $85,570,866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之 

60% 

獎助款之 

60% 

自籌款之 

81.51% 

補助款之 

40% 

獎助款之 

40% 

自籌款之 

18.49% 

金額 22,932,397 21,241,370 9,739,233 15,288,265 14,160,913 2,208,688

小計 44,173,767 9,739,233 29,449,178 2,208,688

合計 53,913,000 31,657,866 

占總

經費

比例 
63% 37% 

 

  決議：通過本項提案規劃。 

     一、有關預估獎補助款之資本門、經常門分配比例依教育部相關作業規定辦理， 

日後之修正計畫書時亦請注意符合相關規定。 

     二、本校之配合款資本門、經常門分配比例因不受比例限制，因此依照本提案之 

比例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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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本校預估之 97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編列之資本門金額、比例，提請討論及 
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九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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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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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如下表。 
 

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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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65,767 78.70% $9,739,23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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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00 14.94% $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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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000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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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00,000 2.94% $ 0 0.00% 註五

合計 $44,173,767 100.00% $9,739,233 100.00%  

 
   決議：通過本項提案規劃。 

      一、97 年度規劃之資本門金額及項目確實無用於重大修繕及維護工程。 
      二、本次規劃之預估獎補助款資本門比例均依教育部相關作業規定辦理，並都 

符合應達之比例，日後修正計畫時亦請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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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本校預估之 97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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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及審議。 

  說明： 

一、提報之各項資本門項目除經各單位相關會議討論外並配合本校各單位之中長程發 

展計畫編列。 

二、本校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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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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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支用計

畫書頁碼 

一 教學儀器設備 76 $44,505,000 82.55% P34-42 

二 圖書自動化設備 3 $360,000 0.67% P43 

三 軟體教學資源 5 $6,240,000 11.57% P44 

四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 
19 $1,508,000 2.80% P45-46 

五 其他項目(環保廢棄物處理等) 5 $1,300,000 2.41% P47 

合計 53,913,000 100.00%  

 

  決議：通過本項提案規劃。 

     資本門項目之優先序依現行規劃報部，日後若因經費預算需要重新規劃時，請考 

量各項資本門需求後對優先序較後之項目先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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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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九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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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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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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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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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另應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 

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 

支用則比照本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 

要點辦理。 

二、本校之「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建議如下表。 
 

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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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16.98%研究 $8,688 0.39% 
研習 $2,437,178 8.28%研習 $90,000 4.07% 
進修 $ 1,200,000 4.07%進修 $ 90,000 4.07% 
著作 $ 300,000 1.02%著作 $ 0 0.00% 
升等送審 $ 312,000 1.06%升等送審 $ 20,000 0.91%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2,000,000 6.79%

製作教具

 $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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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9,178 38.20% 合計 $208,688 9.45% 

1.明訂獎勵辦法 
2.教評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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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 1.19%進修、研習  $ 0 0.00% 

1.明訂獎勵辦法 
2.行政會議審查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學生事務

與輔導 $750,000 2.55%
學生事務

與輔導  $ 0 0.00% 
由學務處統籌規

劃辦理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

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

品 
 $ 0 0.00%

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

品 
 $ 0 0.00%  

增聘教師

薪資 $3,600,000 12.22%
增聘教師

薪資  $ 0 0.00%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13,500,000 45.84%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 0 0.00% 

五、其他 

績效獎金 $ 0 0.00%績效獎金 $2,000,000 90.55% 

補助現有教師薪

資以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為優先考

量 

總計 $ 29,449,178 100.00% 總計 $2,208,68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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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將相關預估之經常門部份項目做調整，調整過後依其規劃報部。 

     一、有關預估經費中之「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應逐年降低，因此請調整補助現 

有教師薪資之金額及比例。 

二、為提升本校教師研究能量及教學績效，並延攬高階師資人才至本校服務， 

因此請將補助現有教師薪資調降後，將調整之金額分配至研究、改進教學 

及增聘教師薪資項目。 

     三、依委員建議，調整後之各項目金額及比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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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0,000 21.26%研究 $8,688 0.39% 
研習 $2,437,178 8.28%研習 $90,000 4.07% 
進修 $ 1,200,000 4.07%進修 $ 90,000 4.07% 
著作 $ 300,000 1.02%著作 $ 0 0.00% 
升等送審 $ 312,000 1.06%升等送審 $ 20,000 0.91%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3,000,000 10.19%

製作教具

 $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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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9,178 45.88% 合計 $208,688 9.45% 

1.明訂獎勵辦法 
2.教評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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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 1.19%進修、研習  $ 0 0.00% 

1.明訂獎勵辦法 
2.行政會議審查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學生事務

與輔導 $750,000 2.55%
學生事務

與輔導  $ 0 0.00% 
由學務處統籌規

劃辦理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

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

品 
 $ 0 0.00%

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

品 
 $ 0 0.00%  

增聘教師

薪資 $6,000,000 20.37%
增聘教師

薪資  $ 0 0.00%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8,840,000 30.01%
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
 $ 0 0.00% 

五、其他 

績效獎金 $ 0 0.00%績效獎金 $2,000,000 90.55% 

補助現有教師薪

資以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為優先考

量 

總計 $ 29,449,178 100.00% 總計 $2,208,68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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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案由：本校 97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預估版)之全文內容，提請討論及審議。 

  說明： 

一、依教育部規定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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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內容如附，提請討論計畫書內容資料。 

 

  決議：通過本項提案。 

一、請業管單位於支用計畫書報部前再次請教學部門及相關行政單位主管協助 

檢視支用計畫書內容是否有需要再修正的地方。 

     二、支用計畫書部份內容之格式或文字敘述請修訂。 

     三、請業管單位備妥相關報部資料後，於 96 年 11 月 30 日前盡速完成報部作業。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九十六年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 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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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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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 07 月 26 日(星期四)中午 11:50～13:3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6 年度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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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黃樹林老師(出國)、葉照賢老師、劉昭麟老師、崔砢老師(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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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 

列席：馮慧平院長(請假)、張嘉德院長、鍾永強老師、莊子賢老師、洪偉文主任 
黃樹林老師(出國)、張士傑主任、王添益老師、楊純誠院長、簡文鎮老師 
馬成珉院長、王建智主任(請假)、張秉裕老師(請假)、陳進隆老師、陳建志老師 
林恆毅老師(請假)、孫儷芳主任、林金祥主任 
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李國通組長(請假)、王學中組長、薛妃娟小姐 
陳銘全先生、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致詞：(略) 
 
貳、業務單位報告(技合處)： 

一、管科會於 96 年 7 月 12 日 e-mail 通知本校「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之

復審結果，委員審查意見及本校已處理情況如下表。配合復審意見，計畫書部分內

容已請本校相關單位協助修正，並呈請本校獎補助專責小組審議。 
審查項目 委員審查意見 本校處理狀況 

資本門 

附表四優先序 A084 之『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似宜由

圖書館統一購置（改列於附表六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

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項下），供相關系所共享使用較

為合宜。 

(1)依委員建議，將優先序 A084 之項

目設備改列於軟體教學資源項目 
，並供相關系所共享使用。 

(2)修正後資料請參考支用計畫書 
P42。 

 

經常門 

附表九優先序 008『學生事務與輔導』之內容說明，提

到該筆經費將使用於學校各項慶典活動；惟依『教育部

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

配合款實施要點』三、經費使用原則第 2 點－經常門訓

輔經費不得支用於「未有學生社團配合辦理」之年度慶

典費用，因此請學校於支用時特別留意相關規定。 

(1)依委員建議，修正支用計畫書之內

容說明，並請學務處留意訓輔經費

之核銷規定。 
(2)內容說明修正資料請參考支用計 

畫書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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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於 96 年 7 月 16 日來函(台技一字第 09600977141 號)通知本校「96 年度技專校院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補助計畫延續型案件」計通過三案，審查意見表如附件 P1，
核定補助金額如下表。 
序號 計畫執行單位 獲教育部補助金額 備註 

01 工程學院(第三年) 資本門 400 萬元整、經常門 480 萬元整
第一年補助款：資本門 800 萬元整

第二年補助款：資本門 800 萬元整

02 環資學院(第三年) 資本門 500 萬元整 第一年補助款：資本門 500 萬元整

第二年補助款：資本門 500 萬元整

03 管設學院(第二年) 資本門 150 萬元整 第一年補助款：資本門 300 萬元整

 
三、「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補助計畫」之重要時程如下： 
  1.修正計畫書報部時間：96.07.31 前。 

﹝註：各院報部資料請於 96 年 7 月 27 日(星期五)中午前送至技合處技服組﹞ 
2.計畫執行期間：96.07.16～96.12.10。 

  3.計畫核結報部時間：96.12.15 前。 
  4.資本門請購單開立完成時間：96.08.10 前。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中之「教學儀器設備 A084 項目」擬 

改列至「軟體教學資源」項目，請審議。 
說明： 
一、依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60108937 號函之復審意見辦理。 
二、依委員復審意見：將原列於支用計畫書教學儀器設備 A084 項目改列至軟體教 

學資源項目之優先序 C006，並供相關系所共享使用。 
    三、A084 調整後，教學儀器設備不再遞補其他項目。 
    四、修正調整後資料如附件 P2，請審議。(本項修正資料編列在支用計畫書第 42 頁) 
    

決議： 
一、通過原教學儀器設備項下之 A084 項目改列至軟體教學資源項目之優先序 C006。 

      並請圖資處、經管系協調後續相關請購案之作業處理。 
   二、調整後之項目請技合處即時修正支用計畫書，並依相關辦法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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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擬修正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中之「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

目金額與比例表」之內容，請審議。 
說明： 
一、支用計畫書中「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之內容必須隨

著提案一之項目調整而修正。 
二、修正後之「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如附件 P3，請審議。 
  (本項修正資料編列在支用計畫書第 29 頁) 

決議： 
一、通過支用計畫書中附表二等相關修正項目。 

 二、調整後之項目請技合處即時修正支用計畫書，並依相關辦法規定辦理。 
 
 
 

《提案三》 
案由：擬修正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中之﹝附表九優先序 008「學生 

事務與輔導」﹞之內容，請審議。 
說明： 
一、依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60108937 號函之復審意見辦理。 
二、修正附表九之內容說明，另請學務處留意相關項目之支用規定。 
三、附表九內容修正資料如附件 P4，請審查。(本項修正資料編列在支用計畫書第 

45 頁) 
決議： 
一、通過本案之修正，並依相關單位修正之內容修改支用計畫書附表九，另請學務 

處及會計室務必注意可支用之項目，以符合教育部規定。 
    二、調整後之項目請技合處即時修正支用計畫書，並依相關辦法規定辦理。 
 
 
 

《提案四》 
案由：材料系、工設系、視傳系及環安室擬修正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

中之部份教學儀器設備及其他項目中之「項目名稱」、「規格」、「數量」、「單

價」等，請審議。 
說明： 
一、擬修正已報部之部份教學儀器設備及其他項目中之「項目名稱」、「規格」、「數 

量」、「單價」等。 
二、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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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第五項規定：凡報部申請項目不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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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議記錄(含簽到單)、變更項 
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報本部備查。 

三、申請修正之項目名稱及規格內容對照表如附件 P5，請審議。(本項修正資料 
編列在支用計畫書第 32、33、35、36、37、38、39、40、44 頁) 
﹝註：申請修正項目名稱之 A027、 A039、A049、A057、A058、A088、A089 及 E001 原採購 

設備項目不變，為使日後請採購及相關資料顯示之名稱一致，因此修正其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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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為符合現況需求及不變更經費額度為原則，通過相關系所修正之各項內容， 

共計 16 項。 
二、有關修正項目名稱之設備，務請相關單位確保非採購項目之變更，只是為使名 

稱更為明確一致而做的修正，這樣才符合原報部資料。 
 三、修正之項目內容請技合處即時修正支用計畫書，並依相關辦法規定辦理。 

 
 
《提案五》 
案由：96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工程學院、環資學院、管設學院擬依照

教育部核定金額，分別編列資本門及經常門，請審議。 
說明： 
一、教育部 96 年 7 月 16 日(台技一字第 09600977141 號)函知本校，工程學院重點

特色計畫案(第三年期)獲補助「資本門 400 萬元整及經常門 480 萬元整」，環資

學院重點特色計畫晝案(第三年期)獲補助「資本門 500 萬元整」，管設學院重點

特色計畫案(第二年期)獲補助「資本門 150 萬元整」。 
   二、依教育部辦理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及推動技專校院整合專案計畫補助要

點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各校應提撥相對數額之配合款，………，私立學校應為 
本部補助經費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又依本校資本門分配辦法，重點特色專案計畫「配合款」可編列上限額度為 25%。 
   四、請計畫執行單位報告 96 年度計畫經費(含資本門及經常門)之編列原則及學院所

發展之重點特色。 

    五、三學院編列之「經費一覽表」如附件 P9-P21，請審議。 
      工程學院之經費一覽表：P9-15 
      環資學院之經費一覽表：P16-P18 
      管設學院之經費一覽表：P19- P21 
    

決議： 
    一、通過各院編列之相關計畫案「學校配合款」額度，各院編列配合款額度為： 

      工程學院：8,800,000*25%＝2,200,000 元整 

      環資學院：5,000,000*25%＝1,250,000 元整 

      管設學院：1,500,000*25%＝375,0007 元整 

    二、通過各院編列之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計畫案各資本門及經常門項目，請依規定 

期限內完成相關報部作業。 

    三、各院經費一覽表中之部份內容修正，請相關單位協助於報部前再次檢視。 

    四、請配合業管單位之規劃於預訂之時程完成各項請購作業。 

    五、各院之重點特色計畫案應再加強各子計畫之整合性，以凸顯計畫之重點方向。 

肆、臨時動議： 

  《技合處》：96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計畫案核定通過時間較晚，以致計畫執行時間只 

有大約五個月(96.07.16 至 96.12.10)。又依教育部規定，各項採購案是以 

驗收日期作核銷基準日。為了避免資本門設備來不及於計畫執行結束前完 

成採購作業，建請各院考慮以「緊急採購」辦理(非以填寫「零星採購呈核 

表」方式)，並請總務處協助採購作業之各時程以利本專案計畫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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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充說明《總務處》： 

  一、政府採購法規定：100 萬以上需在行政院公共網站公告。 

            10～100 萬需在學校或相關網站公告。 

            10 萬以下，以三家以上比價方式自行採購。 

  二、若需緊急採購需注意以下規定： 

    1.採台塑企業採購部協辦： 

     A.金額不限 

     B.開立採購單： 

1購備天數＜需求日(電腦依採購類別已設定購備天數)。 

2開單後校內會簽至校長三日完成。 

3採購單開立後，各單位需自行上企業網站查詢相關進度。 

 若有退件，可立即補齊，爭取時效。 

    2.校內作業：(依會計室所呈准之權限) 

     A.限定 10 萬以下採購金額。 

     B.開立零星採購呈核表： 

      12 萬以下依需求及進度緊急說明原委，直接以零星採購呈核表經三家廠商 

比價後呈核。 

22 萬～10 萬，依需求及緊急進度以簽呈說明，呈核後，再以上述方式開立 

零星採購呈核表。 

 

 

 

 
陸、散會：九十六年七月二十六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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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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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 05 月 28 日(星期一)中午 11:50～13:3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會議：96 年度第 2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定之 

支用計畫書修正 

出席：劉祖華校長、陳一郎教務長(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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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陳朝欣主任、謝文賓老師、張文慶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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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琨太老師、陳昭蓉老師(林鴻裕老師代)、洪偉肯老師(假)、楊朝明老師、 

葉明倫老師(假) 

列席：沈明雄主秘、李國通組長、曾錚先生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曾錚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技合處)： 

一、教育部來函{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4 日台技(三)字第 0960058916O 號}核定本校九十六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分別為補助款$3,474 萬 6,056 元整，績效

型獎助款$3,218 萬 3,894 元整，共計$6,692 萬 9,950 元整。本校獲核配之金額於 73
所技專院校中排名第 3 名。     

二、依據上項教育部來文另附有關本次核定經費之相關審查意見，審查意見內容及本校 
處理說明如下： 

(1)審查項目 (2)審查意見 (3)本校處理狀況說明 備註 

經常門 現有教師薪資預算 43%雖不高，但可以運用

在增聘師資會更好。 
已於經常門中增列 10.80%新

聘教師比例，如第 30 頁所示 
 

資本門 各系之發展特色、計畫添購項目及預期程度，

有相當程度的聯結 
將持續加強各系特色發展與

所購設備之間關聯性。 
 

其它 

1.95 學年度上學期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日
期 95.7.25)會議出席記錄，其中管設學院有

委員資格不符，擬重新補選；惟學校僅提供

二次會議記錄，於第二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

(日期 95.8.21)仍未補選，委員僅 6 人，缺額

1 人 
2.整體之預期成效應加強說明，宜提出質性及

量化指標。 

1.已重新補選，如第 100 頁

所示。 

2.已加強說明，如第 26 頁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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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教育部 96 年度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各項原則比例與 95 

年度相同。唯一變動的是依教育部中華民國96年1月12日﹝台技(三)字第960005242 

號函﹞示，為加強各校多元化發展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自 96 年度起各校應於「經 

常門」經費中再行提撥 2%(不含本校配合款)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本項提 

撥經費已由學務處協助規劃並編列相關預算項目及金額(請參考支用計畫書第 30

頁)。屆時可執行之項目及核銷經費時請學務處參照「教育部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並請會計室協助審核各項憑證

是否符合。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擬變更本校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之資本門設備項目 

，請審議。【請參考支用計畫書(修正一版)之資本門部份】 

  說 明： 

     一、擬申請變更資本門項目如下表所示 

       

變更前 變更後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總價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總價 

變更申請單

位及原因 

002 

高速高精度
五軸加工中
心機
PCBASE 控
制器(開放式) 

1. 控制器；5 軸 pc 
base，2. 行程；400＊280
＊250mm(XYZ)，A 軸：
+90˚  C 軸：360˚ ，3. 
ATC 10，4. 定位精度；
±5μm；重複精度；2μm 

1 1,650,000 A002 
CNC五軸
高速切削
加工機 

1. 控制器；5 軸 pc 
base，2. 行程；400＊280
＊250mm(XYZ)，A 軸：
+90˚  C 軸：360˚ ，3. 
ATC 10，4. 定位精度；
±5μm；重複精度；2μm

1 1,650,000  
機械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09 

生化反應器
控制器, 全
自動控制溫
度,攪
拌,PH,PO2 

可做 Fed batch 或
continuous 發酵，全自動
控制溫度、攪拌、PH、
Po2 

1 580,000 A009 生化反應
器控制器 

可做 Fed batch 或
continuous 發酵，全自動
控制溫度、攪拌、PH、
Po2 

1 580,000  
生工所：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13 動作捕捉擷
取系統 

GypsyGyro 陀螺儀式系
統，今年度擬採購 6 顆
陀螺儀、連結線、軟體 

1 1,500,000 A013 
陀螺儀式
動作擷取
設備 

GypsyGyro 陀螺儀式系
統，今年度擬採購 6 顆
陀螺儀、連結線、軟體 

1 1,500,000 
視傳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14 
數位網路暨
影像教學系
統 

影像教學面板 
電源供應模組 
隔離型同步傳輸線教學
訊號產生器數位輔助系
統ˋ軟體與伺服器／A / 
D 即時多功處理器 

1 950,000 A014 
視訊系統
組擴充設
備 

影像教學面板 
電源供應模組 
隔離型同步傳輸線 
教學訊號產生器 
數位輔助系統ˋ軟體與
伺服器／A / D 即時多
功處理器 

1 950,000  
通識中心：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15 

火焰式/石墨
式原子吸收
光譜儀(含冷
焰氫化裝置) 

火焰式/石墨式(含冷焰
氫化裝置) 1 2,250,000      

環安室： 
經建議刪除此項
採購。 
技合處： 
改增列其他單位
系設備 

016 對外頻寬控
管系統 管理流量：1Gbps 1 2,300,000 A016 頻寬管理

器 管理流量：1Gbps 1 2,300,000  
圖資處：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25 
彈性製造系
統程序控制
工作群模組 

加工程序站含軟體及系
統連線 1 800,000 A025 

彈性製造
系統程序
控制工作
群 

加工程序站含軟體及系
統連線 1 800,000  

工管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29 冷卻 CCD 
1. TE-cooling，2. USB 
interface，3. 65dB 
dynamic range，4. 15 e- 
system noise 

1 320,000 A029 冷卻式
CCD 

1. TE-cooling，2. USB 
interface，3. 65dB 
dynamic range，4. 15 e- 
system noise 

1 320,000  
機械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32 網路伺服器 IBM 刀鋒伺服器 1 550,000 A032 IBM 刀鋒
伺服器 網路伺服器 1 550,000  

電子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規
格變更 

035 直流磁控驅
動器 

Output Power : 0 to 
600V at 0 to 1A, 500W : 
0 to 1200V at 0 to 
0.5A,2000W Output 
Voltage/Current : 0 to 
500W 

2 350,000 A035 

直流電源
供應器 
單相(可
調輸
出)500W 

Output Power : 0 to 
600V at 0 to 1A, 500W : 
0 to 1200V at 0 to 
0.5A,2000W Output 
Voltage/Current : 0 to 
500W 

2 350,000  
材料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36 

核酸蛋白質
計算儀 
(AMERSHAM 
PHARMACIA) 

GeneQuant pro 
RNA/DNA 
Calculator/Amersham 
Pharmacia 

1 140,000 A036 核酸蛋白
質計算儀 

GeneQuant pro 
RNA/DNA 
Calculator/Amersham 
Pharmacia 

1 140,000  
材料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37 研究使用桌
上型電腦 

Intel 945G,Pentium D 
930 3.0GHz 以上,硬碟

12 420,000 A037 個人電腦 Intel 945G,Pentium D 
930 3.0GHz 以上,硬碟

12 420,000  工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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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 以上, DVD,17 吋
液晶螢幕 

100G 以上, DVD,17 吋
液晶螢幕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40 電化講桌 含媒體控制鍵、電腦
架、電源、觸控螢幕 4 550,000 A040 數位攝錄

放影機  

Sony HVR-Z1N 含：
Audio-Technica 
AT875R、NP-F970 電池
2 個、AC-V700 充電器、
VCLHG0872 廣角鏡、背
包 

3 611,400 

視傳系： 
經建議變更採購
單項目名稱、規
格數量總價以符
合需求 

045 交流阻抗量
測系統 ~5MHz 1 220,000 A045 交流阻抗

分析儀 ~5MHz 1 220,000  
材料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46 

微量高速離
心機 
(EPPENDOR
F) 

5415R：
800~13200rpm、0 度 C  
to+40 度 C 

1 55,000 A046 
高速離心
機(桌上
型) 

5415R：
800~13200rpm、0 度 C  
to+40 度 C 

1 55,000  
生工所：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47 
教學研究軟
體安裝用伺
服器 

 1U 雙 Xeon™ 以上
伺服器 1 80,000 A047 軟體安裝

伺服器 
1U 雙 Xeon™ 以上伺
服器 1 80,000  

工管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50 暗房用放大
機 通用型黑白放大機 5 70,000 A050 黑白放大

機 通用型黑白放大機 5 70,000  
視傳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54 FTIR 反射配
件 

Vee  Max II- THE 
ULTIMATE  
SPECULAR 
REFLECTANCE 
ACCESSORY 

1 180,000 A054 

傅立葉紅
外線分光
光譜儀用
反射配件 

Vee  Max II- THE 
ULTIMATE  
SPECULAR 
REFLECTANCE 
ACCESSORY 

1 180,000  
材料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55 筆記型電腦 雙核心, 2 公斤以下, 14
吋以下 16 960,000 A055 刪除    

經管系： 
經建議停止採購
此項目 

057 支援 EON 模
型及材質庫 

EON CAD Module 軟
體 5.2 (最新單機版) 1 100,000 A057 

EON Pro 
Content
軟體圖庫 

EON CAD Module 軟
體 5.2 (最新單機版) 1 100,000  

工設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58 多媒體圖庫
組 

含材質、動態轉場效果
之圖庫 1 100,000 A058 視訊素材

軟體週邊 
含材質、動態轉場效果
之圖庫 1 100,000  

視傳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62 磁控濺鍍槍 

Target Size : 2"dia*1/4" 
tk Max Power : DC 
700W , RF500W 
Power Connector : HN 
Type Rec Coolant Flow : 
3 Liter/Min 

1 150,000 A062 
濺鍍實驗
設備用濺
鍍槍組 

Target Size : 2"dia*1/4" 
tk Max Power : DC 
700W , RF500W Power 
Connector : HN Type 
Rec Coolant Flow : 3 
Liter/Min 

1 150,000  
材料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63 研究用桌上
型電腦 

雙核心、2G-RAM, 
SATA 硬碟 250G 以
上、顯示卡（1G RAM)、
讀卡機、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1 60,000 A063 工作站主
機 

雙核心、2G-RAM, 
SATA 硬碟 250G 以
上、顯示卡（1G RAM)、
讀卡機、DVD 燒錄機、 
17 吋以上液晶螢幕 

1 60,000  
工管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64 研究使用桌
上型電腦 

主機: 中央處理器
Pentium 4 3.4 
GHz(800MHz FSB)/螢
幕:17 吋彩色液晶顯示
器/ 

9 270,000 A064 個人電腦 

主機: 中央處理器
Pentium 4 3.4 
GHz(800MHz FSB)/螢
幕:17 吋彩色液晶顯示
器/ 

9 270,000  
經管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65 

高階電腦繪
圖工作站
HP6200(含
19"螢幕) 

HP6200(含 19＂螢幕) 1 80,000 A065 電腦繪圖
工作站 HP6200(含 19＂螢幕) 1 80,000  

工設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66 教學研究電
腦 

雙核心、2G-RAM, 
SATA 硬碟 250G 以
上、nVidia 顯卡（1G 
RAM)、讀卡機、DVD
燒錄機、影像(AV/1394/s 
-Video/RGB)卡  

2 90,000 A066 個人電腦 

雙核心、2G-RAM, 
SATA 硬碟 250G 以
上、nVidia 顯卡（1G 
RAM)、讀卡機、DVD
燒錄機、影像(AV/1394 
/s- ideo/RGB)卡  

2 90,000  
視傳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071 攝影燈組 攜帶型，含燈箱、傘罩、
攝影用燈具、燈架 2 100,000 A071 攝影用照

明燈組 
攜帶型，含燈箱、傘罩、
攝影用燈具、燈架 2 76,000  

視傳系： 
採購單項目名稱
及總價變更 

080 電冰箱(雙門) 家用型單門冰箱 1 15,000 A080 刪除    

視傳系： 
變更項目規格後發
現總價低於一萬
元，不符合規定刪
除 

    A085 自動樣品
注射裝置 一般標準型 GC 用 1 300,000 

技合處： 
因應優先序 015 環
安室設備異動，新
增化工系設備項目 

    A086 
攜帶式即
時氣膠分
光計 

含 15 頻道，0.3-20 微米 1 540,000 

技合處： 
因應優先序 015 環
安室設備刪除，新
增環安系設備項目 

    A087 薄膜單元
操作設備 

含排水、進水接口、原
水槽、放流水槽 
PVC 製前置過濾槽 
0.2μm 或 20 nm 孔隙
度過濾板 MBR 反應器 
0~100rpm 攪拌器 

1 300,000 

技合處： 
因應優先序 015 環
安室設備異動，新
增環安系設備項目 

    A088 光譜儀 規格在 300-1100NM 1 600,000 

技合處： 
因應優先序 015 環
安室設備異動，新
增材料系設備項目 

    A089 
生物材料
化學合成
系統 

一般標準型 1 400,000 

技合處： 
因應優先序 015 環
安室設備異動，新
增材料系設備項目 

    A090 LCR 測量
計 規格 20-1M HZ 1 438,000 

技合處： 
因應優先序 015 環
安室設備異動，新
增材料系設備項目 

    A091 二維蛋白
質電泳膠

可分析 20X20 公分雙向
電泳之圖譜 

1 400,000 技合處： 
因應優先序 015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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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資料分
析套組 

安室設備異動，新
增生工所設備項目 

 1 投影機 2000 流明 6 360,000 B001 投影機 EPSON EMP-760 6 300,000 

 2 液晶電視 40 吋 2 200,000 B002 彩色液晶
電視 

42 吋   2 160,000 

圖書館： 
修正項目之規格
及總價 

1 西文圖書 冊 350 700,000 C001 西文圖書 批 1 600,000 

2 中文圖書 冊 600 300,000 C002 中文圖書 批 1 200,000 

3 期刊 種 150 3,000,000 C003 期刊 批 1 1,080,000 

4 其它-DVD 片 75 300,000 C004 其它-DVD 批 1 250,000 

5 其它-資料庫 種 4 1,440,000 C005 其它-資料庫 種 1 2,550,000 

圖書館： 
修正原規劃圖書
項目之規格、數
量及總價 

10 底片掃描器 EPSON photopc-3200 1 15,000 D010 掃描器 EPSON PERFECTION 
4990 PHOTO 1 15,000  

課外組： 
採購單項目名稱
及規格變更 

2 
二氧化碳攜
帶式偵測器 

直讀式可測 CO2 1 50,000 E002 
二氧化碳
氣體偵測
器 

直讀式可測 CO2 1 50,000  
環安室： 
採購單項目名稱
變更 

         二、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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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肆項第一

款之五中「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其會議記錄(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

照表及理由應報部備查」。 

          三、多數單位開立採購單時因受限採購規範而變更採購項目之名稱，致使變更

項目須報部核備，建議未來各單位編列獎補助設備項目時，應參考採購規範

來訂定項目名稱，避免日後變更幅度過大。 

  

決 議：通過所有變更項目，並請各單位留意日後獎補助之相關採購項目名稱之訂定能 

更加確實。 

 

 

 

提案二：審查本校提列之配合款金額，請審議。 

 說 明：依據教育部「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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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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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46,056 $32,183,894 $66,929,950 $8,925,613 $75,855,563 

註：本校編列之自籌款占獎補助款總預算 13.34%，符合教育部規定之 10%以上 
   

決 議：本校配合款為新台幣 8,925,613 元，占獎補助款總預算 13.34%，符合教育部規 
定，通過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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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審查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款經費金額比例及本校配合款之分配，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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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之配合款之金額及比例擬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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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47,634 $19,310,336 $7,140,490 $13,898,422 $12,873,558 $1,785,123

小計 $40,157,970 $7,140,490 $26,771,980 $1,785,123

合計 $47,298,460 $28,557,103 

占總經

費比例 62.35% 37.65% 

   

決 議：本校獎補助款經費金額比例及本校配合款之分配合於規定，通過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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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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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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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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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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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59,470 82.07% $7,140,490 10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經費

10﹪） 
$5,140,000 12.80% $0 0%  

三、訓輔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

經費 2﹪） $1,088,500 2.7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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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000 2.42% $0 0%  

合計 $40,157,970 100% $7,140,490 100%  

 
  決 議：本校獎補助款經費編列資本門項目分配金額為教育部核撥獎補助款 40,157,970 

元，以及本校自籌配合款 7,140,490 元，合計新台幣 47,298,460 元，各項編列比 
例符合規定，通過此分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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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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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教育部「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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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之經常門項目分配如下，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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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235 14.15%研究   100,000 5.60% 

研習 2,928,855 10.94%研習   100,000 5.60% 

進修 1,691,989 6.32%進修 0 0.00% 

著作 251,657 0.94%著作 0 0.00% 

升等送審 348,036 1.30%升等送審 0 0.00%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1,967,740 7.35%

製作教具 

35,123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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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6,512 41.00%合計 235,123 13.17% 

1.明訂獎勵辦法 
2.教評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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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144 2.35%進修、研習   50,000 2.80% 

1.明訂獎勵辦法 
2.行政會議審查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占經

常門經費 2%【不

含自籌款金額】) 

學生事務與輔

導 763,000 2.85%
學生事務與輔

導 $0 0.00%  

增聘教師薪資 2,891,373 10.80%增聘教師薪資 $0 0.00% 

獎助現有教師

薪資 11,511,951 43.00%
獎助現有教師

薪資 $0 0.00% 四、其他 

績效獎金 0 0.00%績效獎金  1,500,000 84.03% 

獎助現有教師

薪資以助理教

授以上教師為

優先考量 

總計 26,771,980 100.00% 總計 1,785,123 100.00% 

  決 議：本校獎補助款經費編列經常門項目分配金額為教育部核撥獎補助款 26,771,980
元，以及本校自籌配合款 1,785,123 元，合計新台幣 28,557,103 元，各項編列比

例符合規定，通過此分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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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本校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定後之「支用計畫書」相關內容修 

訂，請審議。【請參考支用計畫書(修正一版)全文】 

  說 明： 

一、依教育部來函核定本校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後，本校須提報修正支

用計畫書等相關資料報部。 
二、本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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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內容在學校現況，以及與學 
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性說明，符合目前實際發展狀況，經費支用原則規劃確 
立，相關資本門設備之修正內容明確，並於提案一逐項說明，故計畫書之修正 
內容可向教育部申報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肆、臨時動議： 

    由於教育部來函通知，關於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支用須待核撥經費入帳後方可支用其

經費，因此敬請各單位處理獎補助採構案件時能多加注意，並與廠商協調付款時程，以

符合相關獎補助核銷之規定。 

 

 

 

 

伍、散會：九十六年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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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