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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1.12.19校務會議編訂 

104.03.10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辦法依據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規定，設置「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業務職掌 

本小組之職責如下： 

一、規劃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資本門、經常門比

例分配及支用項目。 

    二、審核各單位申請之資本門項目、優先序、規格、金額、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關聯性等。 

        三、審核資本門、經常門項目分配之合理性及相關經費變更

事項。 

    四、其他與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 組織架構 

本小組設置委員十九人，由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組成，惟本

小組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內部控制專兼任稽核人員。其成員如

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圖資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由本校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經系

務(中心)會議推舉非主管教師一名擔任。 

    三、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研發

長擔任，綜理小組事務。 

第四條 委員任期 

本小組聘任委員任期二年(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五條 開會規定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

時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並經出席委員過

三分之二同意，始得決議；亦可視情況所需邀請與審議事項

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六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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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1.12.19校務會議編訂 

104.11.03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辦法依據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規定，設置「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業務職掌 

本小組之職責如下： 

一、規劃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資本門、經常門比

例分配及支用項目。 

    二、審核各單位申請之資本門項目、優先序、規格、金額、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關聯性等。 

        三、審核資本門、經常門項目分配之合理性及相關經費變更

事項。 

    四、其他與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 組織架構 

本小組設置委員十九人，由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組成，惟本

小組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內部控制專兼任稽核人員。其成員如

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圖資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由本校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經系

務(中心)會議推舉非主管教師一名擔任。 

    三、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研發

長擔任，綜理小組事務。 

第四條 委員任期 

本小組聘任委員任期為二學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五條 開會規定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

時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並經出席委員過

三分之二同意，始得決議；亦可視情況所需邀請與審議事項

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六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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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3～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本屆任期：103 年 01 月 0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備註 
委員 

類型 

01 校 長 教授 劉祖華  

當然 

委員 

0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0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103.08.01 上任 

副教授 黃志賢 103.07.31 卸任 

0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104.02.09 上任 

謝歆祥 104.02.08 卸任 

05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104.08.01 上任 

教授 林晋寬 104.07.31 卸任 

06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07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08 人事室 主 任 
講師 游淑萍 104.02.01 上任 

職員 胡灴烄 104.02.01 卸任(退休) 

0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謝文賓  

推選 

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勝寛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張創然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邱淑哲  

13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錫金  

14 材料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蕭育生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白恭瑞 104.02.04 改選後委員 

講師 游淑萍 104.02.01 起擔任人事主任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盧建中 104.08.12 改選後委員 

助理教授 楊子儀 104.08.01 起擔任國合組組長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楊俊明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楊朝明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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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105 學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本屆任期：105 年 01 月 01 日至 106 年 07 月 31 日 

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備註 
委員 

類型 

01 校 長 教授 劉祖華  

當然委員 

0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0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0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05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06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07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08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0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海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王得貴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林義楠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教授 劉昭麟  

13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錫金  

14 材料系 教師代表 教授 程志賢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陳安哲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教授 陳心田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政道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進隆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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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年度第 5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11:50～13:0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會議：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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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 

      劉豐瑞研發長、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謝文賓老師 

      王勝寬老師、張創然老師、邱淑哲老師、陳錫金老師、蕭育生老師、白恭瑞老師 

      盧建中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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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會議主要是規劃及討論本校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預算，請各位委員提供一些規劃建議事項。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事項討論。 

 

二、委員異動說明： 

單位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研發處 林晋寬研發長 劉豐瑞研發長 
原當然委員林晋寬研發長自 104/08/01起擔任管

設學院院長。 

經管系 楊子儀老師 盧建中老師 
原推選委員楊子儀老師因自 104/08/01擔任研發

處國合組組長。 

 

三、其他報告：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申請作業準備資料。 

序

號 
資料名稱 

負責 

單位 
備註 其他說明 

1 支用計畫書 研發處 105年度預估規劃版本  

2 專責小組 

組織辦法 

研發處 

  

成員名單 
註明服務系所／單位、職

級、行政職務 

 

會議記錄 含簽到表  

3 
內部專兼任

稽核人員 

選任或組成機制 

秘書室 

辦法 

●請於 11/18(三)前

提供左述資料之電

子檔給研發處 

稽核人員名單 
註明服務系所／單位、職

級、行政職務 

稽核人員相關背景

及專長說明 
請條列簡要說明 

4 單位 105 年度發展計畫 研發處   

5 請採購規定、作業流程 總務處  

●請於 11/18(三)提

供左述資料之電子

檔給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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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依據簡報各項規劃方向及原則說明，本校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各項目及比例預估規劃方向，請委員討論。 

說 明： 

      依據上列規劃原則及教育部各項規定，本校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各規劃事項 

    如下，請委員討論。 

    1.請規劃本校 105年度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勵補助金額?  

      2.請規劃本校 105年度自籌款比例? 

      3.請規劃本校 105年度自籌款分配於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 

      4.請規劃本校 105年度資本門節餘款之比例? 

 

  討 論：可否請研發處說明一下，下年度預估獲教育部獎補助的金額是如何估算建議的。 

  說 明：研發處在考量估算下年度預估金額是以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做為推 

      估參考依據，主要是因為 104及 105年度的部份指標有些許的變動，相關變 

      動指標如下： 

      一、105年度刪除的指標項目。 

      ●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9%)→2.62%【105 年刪除】 

      ●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6%)→1.75%%【105年刪除】 

      ●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35%)→4.10%【105 年刪除】 

      二、105年度新增的指標項目。 

      ●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產業類科學生數(12%) →1.99%【105年新增指標】 

      ●教師升等成效(15%)→0.84%【105年新增指標】 

      考量上述指標變動狀況，因此，研發處建議預估申請獲補助的金額為 4800萬。 

 

討 論：雖然研發處有分析獎補助核配指標內容，但我們應該積極一點，因為現在也沒

有辦法知道每項指標核配的金額，的確是很難預估，但仍希望我們可以朝正面

積極的態度去規劃獎補助金額，因此建議將預估教育部核配的金額調整到 5,700

萬，自籌款部份仍以 20%編列。 

決 議：經過研發處的簡報及分析說明，有關本校 105年度各項目比例規劃建議如下： 

    一、依專責小組委員討論後，建議本校 105年度規劃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勵

補助款修正為 5,700萬，但後續依各單位編列之資本門及經常門狀況做適

度調整。 

    二、自籌款部份與 104年度一樣，編列自籌款 20%。 

      三、自籌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部份，因經常門在 105年度仍沒有新的規劃項目， 

因此，暫時預估自籌款資本門占 60%及經常門占 40%，後續各單位實際規劃

後如仍有需要再加強其措施時，再予以調整。 

        四、本校預估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之資本門各項目比例之運用，依委員建議

之各項目比例如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規劃比例約為 77%。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規劃比例約為 15%。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劃比例約為 4%。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無 

        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規劃比例約為 4%。 

      (五)自籌款資本門之 60%部份，則全數規劃於「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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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校 105年度資本門標餘款暫時以預估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總 

        經費之 10%為編列依據。 

    六、本校預估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之經常門各項目比例之運用，請依委員 

      建議之比例做為參考及規劃方向，委員建議之各項目比例如下。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規劃比例約為 80%。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規劃比例約為 5%。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規劃比例約為 3%。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規劃比例為 0%。 

      (五)「其他」規劃比例約為 12%。 

        (六)自籌款經常門之 40%部份，則全數規劃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七、上列各項目比例，請研發處後續再依實際編列狀況調整。 

 

 

 

 

 

 

 

 

肆、臨時動議：下次會議召開時間為 104年 11月 23日(星期一)11:50，會議通知另發。 

 

 

 

伍、散會：10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1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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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勞樸實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規劃作業說明 

中華民國104年11月13日(星期五) 

報告人：劉豐瑞  研發長 

1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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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總經費說明 

補助款 
(教育部) 

獎勵款 
(教育部) 

自籌款 
(學校) 

年度 
獎補助 
總經費 

105年度獎勵補助款預估申請經費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
(5)=(3)+(4) 

？ ？ ？ ？ ？ 

3 

105年度獎補助與自籌款經費分配原則 

獎補助款 

資本門 

(70%) 
經常門 

(30%) 

自籌款 

資本門 
(未限制) 

經常門 
(未限制) 

至多得流用5%至資本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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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分配原則 

1 

4 

1.各系所中心教學及研究設備 

    - 應達資本門經費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2 

3 

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 應達資本門經費1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3.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 應達資本門經費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4.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環保 
 廢棄物、無障礙空間等) 
   - 無比例限制 

5 

本校104年度獎補助「資本門1」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合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 60 ﹪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33,379,977 78.68% $6,819,806 100.00% $40,19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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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0,000 14.64% $0 0.00% $6,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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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600 3.85% $0 0.00% $1,6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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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2.83% $0 0.00% $1,200,000 

合計 $42,424,577 100% $6,819,806 100% $49,244,38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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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分配原則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改進教學 

研究 

研習 

進修 

著作 

升等送審 

占經常門經
費30%以上(
不含自籌款) 

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 
  鐘點費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占經常門經
費2%(不含自
籌款) 

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無比例限制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 

新聘教師 
  薪資 
現有教師 
  薪資 
資料庫 
軟體 
其他 

無比例限制 

其他 

研習 

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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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校104年度獎補助「經常門1」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項目 金額 比例 項目 金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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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 $200,000  1.10% 編纂教材 － － $200,000 

製作教具 $300,000  1.65% 製作教具 － － $300,000 

改進教學 $2,526,130 13.89% 改進教學 － － $2,526,130 

研究 $1,813,400 9.97% 研究 $3,864,000 68.51% $5,677,400 

研習 $3,200,000 17.60% 研習 － － $3,200,000 

進修 $40,000 0.22% 進修 － － $40,000 

著作 $4,257,431 23.42% 著作 $1,775,794 31.49% $6,033,225 

升等送審 $225,000 1.24% 升等送審 － － $225,000 

小計(一) $12,561,961  69.09% 小計(一) $5,639,794  100.00% $18,201,75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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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4年度獎補助「經常門2」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金額 比例 項目 金額 比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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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6.60% 學生事務與輔導 － － $1,200,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5%以內）【不含 
自籌款金額】 

$420,000 2.31% 進修、研習 － －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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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4,000,000 22% 新聘教師薪資 － － $4,000,000 

現有教師薪資 － － 現有教師薪資 － － － 

資料庫訂閱費(1年)  － － 資料庫訂閱費(1年) － － － 

軟體訂購費 － － 軟體訂購費 － － － 

其他 － － 其他 － － － 

小計(二+三+四+五) $5,620,000 30.91% 小計(二+三+四+五) － － 

總計(一+二+三+四+五) $18,181,961 100.00% 總計(一+二+三+四+五) $5,639,794  100.00% $23,821,755 

9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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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 

2 

3 

4 

應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 
單位105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科大訪視建議意見及強化科大評鑑指標指示。 

強化系科辦學績效指標及建立系所辦學特色與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之教學儀器設備。 

以改進教學及提升師資結構相關資本門及經常門 
項目。 

11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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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獎補助「資本門」規劃藍圖 

13 

105年度獎補助「經常門」規劃藍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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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15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5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節餘款：預估資本門節餘款比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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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1) 

補助 

指標 

40% 
獎勵 

指標 

60% 

105年度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 

 

補助指標 獎勵指標 

補助 

指標 

35% 
獎勵 

指標 

65% 

104年度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 

 

補助指標 獎勵指標 

17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2) 

18 

105年度補助指標(40%) 104年度補助指標(35%) 

一、現有規模(60%)→24% 
           (一)學生數(69%)→16.56% 
                    1.具學籍學生數(88%)→14.57% 
        2.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產業類科學生數(12%) →1.99% 
                      【105年新增指標】 

           (二)教師數(23%)→5.52% 
           (三)職員人數(8%)→1.92% 

二、政策推動績效(14%)→5.60%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25%)→1.40%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5%)→1.96%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25%)→1.40% 
   (四)教師升等成效(15%)→0.84%【105年新增指標】 

三、助學措施成效(26%)→10.40% 
    (一)助學成效(60%)→6.24% 
    (二)補助弱勢學生(40%)→4.16% 

一、現有規模(60%)→21% 
           (一)學生數(67%)→14.07% 
     (二)教師數(24%)→5.04% 
     (三)職員人數(9%)→1.89% 

二、政策推動績效(15%)→5.25%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 
                  (18%)→0.94%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6%)→1.89%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 
                   (46%)→2.42% 

三、助學措施成效(25%)→8.75% 
     (一)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總額 
                 (60%)→5.25% 
     (二)補助弱勢學生(4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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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2) 

19 

105年度獎勵指標(60%)   104年度獎勵指標(65%) 
●獎勵門檻 
一、全校生師比 
二、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四、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不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部、 
        在職專班、進修專校、進修學院)應達50%以上(核配106年度實 
        施) 

●獎勵指標 

一、辦學特色(74%)→44.4% 
   (一)校務發展計畫(42%)→18.65% 
    1.基礎面向(45%)→8.39% 
                2.精進特色(55%)→10.26% 

    (二)核心指標(58%)→25.75%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25%)→6.44%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14%)→3.60%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8%)→7.21%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33%)→8.50% 

二、行政運作(26%)→15.60%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50%)→7.80%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2.73%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5.07% 

   (二)整體資源投入(50%)→7.80% 
●不予核配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核配105年度實施) 
三、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不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部、 
        在職專班、進修專校、進修學院)應達50%以上(核配106年度實 
        施) 

●獎勵門檻 
一、全校生師比 
二、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四、前二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皆應達40%以上(核配106年度實施) 

●獎勵指標 

一、辦學特色(70%)→45.50% 
   (一)校務發展計畫(36%)→16.38% 
       1.基礎面向(45%)→7.37% 
                   2.精進特色(55%)→9.01% 

   (二)核心指標(64%)→29.12%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19%)→5.53%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17%)→4.95%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5%)→7.28%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24%)→6.99% 
                   5.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9%)→2.62%【105年刪除】 

                   6.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6%)→1.75%% 
                      【105年刪除】 

二、行政運作(30%)→19.50%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40%)→7.80%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2.73%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5.07% 

   (二)整體資源投入(60%)→11.70%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65%)→7.60%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35%)→4.10%【105年刪除】 

●不予核配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 

本校近三年(102-104)獲獎勵補助金額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補助款：？ 

獎勵款：？ 

合 計：？ 

 

補助款：7,173,188 

獎勵款：53,433,350 

合 計：60,606,538 

名 次：6/71 

20 

補助款：9,236,124 

獎勵款：44,060,763 

合 計：53,296,887 

名 次：5/73 

補助款：6,163,755 

獎勵款：41,966,697 

合 計：48,130,452 

名 次：11/73 

105 研發處預
估：4800萬元 
(102年產學合作獲配
630萬元；102年校務經
費籌措獲配760萬元;勞
作教育獲配1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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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5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節餘款：預估資本門節餘款比例？ 

                 

21 

本校104年度獎補助經費現況說明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
(5)=(3)+(4) 

$7,173,188 $53,433,350 $60,606,538 

$12,459,600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0.56%) 

$73,066,138 

104年度實際獲獎補助之金額 

依據實際獲獎補助金額
及現況調整之自籌款 

22 

105 研發處建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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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5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節餘款：預估資本門節餘款比例？ 

                 

23 

本校104年度「資本門+經常門」比例說明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比例 70﹪ 70﹪ 54.74﹪ 30﹪ 30﹪ 45.26﹪ 

金額 $5,021,232 $37,403,345 $6,819,806 $2,151,956 $16,030,005 $5,639,794 

小計 $42,424,577 $6,819,806 $18,181,961 $5,639,794 

合計 $49,244,383 $23,821,755 

占總經費比例 67.40% 32.60% 

24 
105 研發處建議：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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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5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節餘款：預估資本門節餘款比例？ 

                 

25 

本校104年度獎補助「資本門2」現況說明 

項   目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節餘款) $6,618,342 87.45%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0 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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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950,000 12.55% 

合計 $7,568,342 100% 

104年度規劃之節餘款比例 約15.37%。 

(即7,568,342／49,244,383＝15.37%) 
26 

105 研發處建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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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24 

1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方向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5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研發處預估：48,000,000元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60%:40%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20% 

●資本門節餘款：預估資本門節餘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15% 

27 

勤勞樸實 

Thank You! 

如有任何建議，歡迎隨時來電指教 
 
●研發長：劉豐瑞 研發長(分機：3001．4697) 
●組 長：吳鉉忠 組 長(分機：3008．4675) 
●組 員：陳秀娟 小  姐(分機：301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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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年度第 6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11:50～13:3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 年度第 6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 

      劉豐瑞研發長、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謝文賓老師 

      王勝寬老師、張創然老師、邱淑哲老師、陳錫金老師、蕭育生老師、白恭瑞老師 

      盧建中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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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會議主要為審定，上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本校 105 年度 

           預估獲教育部獎補助之各項規劃內容，等一下請研發處報告整個 

           規劃內容後，再來看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1.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資料。 

         2.審議圖資處圖書館擬提早於今(104)年年底前就辦理有關 105年度獎補助資本門 

   相關項目採購事宜。 

         3.審議 104年度整體發獎勵補助「經常門」剩餘款流用乙事。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 

  說 明： 

一、105 年度相關申請經費編列係依據上次(104 年度第 5 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 

  決議辦理。 

  二、請委員審議各經費編列項目及支用計畫書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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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規劃申請經費表(參考支用計畫書 P65)： 

105 年度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占獎補助款約 20﹪) 

總經費 

(5)=(3)+(4) 

＄8,100,981 ＄45,905,557 ＄54,006,538 ＄10,801,308 ＄64,807,846 

 

 

 

105 年度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0% 70% 62.48% 30% 30% 37.52% 

金額 ＄5,670,687  ＄32,133,890  ＄6,749,023  ＄2,430,294  ＄13,771,667  ＄4,052,285  

小計 ＄37,804,577  ＄6,749,023  ＄16,201,961  ＄4,052,285  

合計 ＄44,553,600  ＄20,254,246  

占總經費

比例 
68.75%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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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規劃運用與分配作業」管控圖 

教育部核定之 

獎勵補助款金額 

X 

Y=X*0.3 
經常門經費 

Z=X*0.7 
資本門經費 

獎補助專責 

小組會議 

A 
各教學

單位研

發特色

設備經

費【配

合典範

研究特

色(策

略三)】 

B 
各教學

單位教

學儀器

設備經

費【配

合卓越

教學特

色(策

略一)】 

C 
圖書館

自動化

及圖書

期刋、

教學媒

體【配

合數位

行政特

色(策

略五)】 

D 
學生事

務與輔

導相關

設備經

費【配

合書院

輔導特

色(策

略二)】 

E 
其他

(校園

安全、

環保、

省水設

備等) 
【配合

精進校

務特色

(策略

六)】 

H 
學生事

務與輔

導相關

經費
【配合

書院輔

導特色

(策略

二)】 

G 
行政人

員業務

研習與

進修活

動補助 
【配合

精進校

務特色

(策略

六)】 

I 
改善教

學之相

關物品
配合精

進校務

特色

(策略

六)】 

J 
其他

(含現

有教師

及新聘

之部份

薪資支

付等項

目) 
【配合

師鐸計

畫特色

(策略

四)】 

F 
教師研

究、研

習、進

修、著

作升等

送審及

改進教

學等獎

勵與補

助經費
【配合

師鐸計

畫特色

(策略

四)】、【配

合卓越

教學特

色(策略

一)】、【配

合典範

研究特

色(策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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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表(參考支用計畫書P66)：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

設備（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 60%以

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 

研發特色設備 8,869,345 23.46% 5,770,000 85.49% $14,639,345 三院 

教學儀器設備 

19,373,005 51.25% 0 0.00% $19,373,005 十系 

291,977 0.77% 979,023 14.51% $1,271,000 
通識教育 

中心 

530,000 1.40% 0 0.00% $530,000 電算中心 

小計 $29,064,327 76.88% $6,749,023 100.00% $35,81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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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自動化設備 
0 0.00% 0 0.00% $0 圖書館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5,560,000 14.71% 0 0.00% $5,560,000 圖書館 

500,000 1.32% 0 0.00% $500,000 電算中心 

小計 $6,060,000 16.03% $0 0.00% $6,060,000   

三、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

費 2%【不含自籌

款金額】） 

學生事務設備 1,310,250 3.47% 0 0.00% $1,310,250 課外組 

小計 $1,310,250 3.47% $0 0.00% $1,310,250   

四、其他（省水

器材、實習實

驗、校園安全設

備與環保廢棄物

處理、無障礙空

間、其他永續校

園綠化等相關設

施） 

衛保組 0 0.00% 0 0.00% $0 衛保組 

總務處 0 0.00% 0 0.00% $0 總務處 

環安室 1,370,000 3.62% 0 0.00% $1,370,000 環安室 

小計 $1,370,000 3.62% $0 0.00% $1,370,000   

合計 $37,804,577 100.00% $6,749,023 100.00% $44,553,600   

 

註：1.資本門分配及編列原則說明如下。 

 資本門預算(預估申請之獎勵補助款資本門＋自籌款資本門＋標餘款資本門)優先使用

於(1)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圖書館、電算中心)；(2)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設備(學務處)；(3)其他(環安室) 

 剩餘金額即為「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資本門預算。 

    2.資本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序編列原則說明如下。 

 依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將各教學單位年度設備需求分為「研發特色設備」與「教學儀

器設備」。 

 「教學儀器設備」依「教學單位資本門預算分配細則」所核算出之績效(如下表)循環排

列優先序。 

機械系 電機系 電子系 化工系 材料系 環安衛系 工管系 經管系 工設系 視傳系 

11.828% 11.114% 11.879% 12.548% 13.755% 7.395% 8.487% 9.131% 7.282% 6.581% 

  3.「研發特色設備」與「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排列說明如下。 

第一優先序 第二優先序 第三優先序 第四優先序(標餘款) 

AA 字母開頭 AB 字母開頭 AC 字母開頭 AD 字母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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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表(參考支用計畫書P68)：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

註 項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編纂教材-數位教材 200,000 1.23% 0 0.00% $200,000  

製作教具-實務教材 300,000 1.85% 0 0.00% $300,000  

改進教學-教學績效敘獎 1,291,500 7.97% 0 0.00% $1,291,500  

改進教學-遠距教學 60,000 0.37% 0 0.00% $60,000  

改進教學-專題競賽 300,000 1.85% 0 0.00% $300,000  

改進教學-研究績效評核

(A6 競賽) 
0 0.00% 64,575 1.59% $64,575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

(A7-A15) 
430,500 2.66% 3,874,500 95.61% $4,305,000  

研究-產學合作 300,000 1.85% 0 0.00% $300,000  

研究-啟動學術 23,400 0.14% 0 0.00% $23,400  

研究-學術研究 1,950,000 12.04% 0 0.00% $1,950,000  

研習-國內 900,000 5.55% 0 0.00% $900,000  

研習-出國 2,000,000 12.34% 0 0.00% $2,000,000  

著作-研究績效評核

(A1-A5、A6 展演及 A16) 
4,305,000 26.57% 0 0.00% $4,305,000  

著作-研究著作補助 523,561 3.23% 113,210 2.79% $636,771  

升等送審 288,000 1.78% 0 0.00% $288,000  

小計(一) $12,871,961 79.45% $4,052,285 100.00% $16,924,246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占經

常門經費 2%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

額】）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250,000 1.54% 0 0.00% $250,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750,000 4.63% 0 0.00% $750,000  

小計(二) $1,000,000 6.17% $0 0.00% $1,000,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

籌款金額】） 

進修 30,000 0.19% 0 0.00% $30,000  

研習 250,000 1.54% 0 0.00% $250,000  

校內自辦研習 50,000 0.31% 0 0.00% $50,000  

小計(三) $330,000 2.04% $0 0.00% $330,000  

四、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0  

小計(四) $0 0.00% $0 0.00% $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2,000,000 12.34% 0 0.00% $2,000,000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0  

資料庫訂閱費(1 年期) 0 0.00% 0 0.00% $0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0  

其他 0 0.00% 0 0.00% $0  

小計(五) $2,000,000 12.34% $0 0.00% $2,000,000  

總計 

(一+二+三+四+五) $16,201,961 100.00% $4,052,285 100.00% $20,25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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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標餘款」經費表(參考支用計畫書P67)： 

  金額 
標餘款占獎補助及自籌款資本門 

比例(%)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3,000,000 
6.73% 

(3,000,000/44,553,600=6.73%)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0 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0 0.00% 
 

四、其他 0 0.00% 
 

合計 $3,000,000 6.73% 
 

說明：一、105 年度規劃預估之資本門節餘款擬全數運用在「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二、105 年度規劃之節餘款比例為預計向教育部申請之獎補助及自籌款資本門經費約 6.73%。 

 

  討 論： 

    一、從各項資料上來看，最後規劃的預估獲教育部獎補助金額，與上次專責小組 

      會議所討論的 5,700萬有點落差，可否請研發處說明一下。 

    二、本次經常門從規劃的細項發現，有二個項目 105年度未再編列經費，是否已 

      向相關單位確認沒有問題。 

  說 明： 

    一、對於後來預估獲教育部獎補助的金額修正為 5,400萬乙事，係因在資本門部 

      份各使用單位符合獎補助的項目都已列入，經常門部份各單位也考量實際支 

      用狀況來編列，因此，彙總後，與上次專責小組所期望提高預估獲獎補助的 

      金額有些落差。 

    二、105年度未規劃支用金額的為「全英語授課」及「教師學位進修補助」。「全英 

      語授課」部份，業管單位表示，因近年來都沒有人申請，以致於預算編了， 

      但卻沒有支用，因此 105年度暫時不編列預算。「教師學位進修補助」部份， 

      業管單位檢視目前現職老師狀況，預計暫無人會申請學位進修。因此，為避 

      免上述二項經費最後剩餘並流用至其他項目，因此暫於 105年度不編列預算。 

決 議： 

    一、通過以上編列之項目、預算金額及各項比例。 

    二、部份支用計畫書內容仍有格式不一致及文字錯誤的地方，請研發處修正，並 

      依規定時間內完成所有資料的報部作業。 

 

 

  提案二：圖書館擬申請 105 年度獎補助編列之資本門項目 B002、B003、B004、B005 

      共四項提前請購。 

  說 明： 

    一、B002為外文圖書，因請購到驗收付款需三個月時間，故擬於 105年 1月起分 

      批次請購。 

    二、B003、B004、B005 為電子期刊及資料庫項目，因資料庫屬於年度使用，使 

      用期間為 105 年 1 月起，故須提前於 104 年 11 月請購，但付款將配合 105年 

      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撥款後始支付。 

 

  決 議：上述各資本門項目因在採購及使用上有其考量因素，因此同意提早陸續於 104 

          年 12月及 105年 01月辦理各項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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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各項目預算經費流用一事，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與改善教學經費支用辦法」第四條第九項規定：各項 

      獎補助金額，若因件數不足導致預算存餘時，可相互流用，但須經由教育部 

      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通過。 

    二、另依教育部規定，獎補助「經常門」是否執行完竣係以「完成付款」程序為 

      主﹝註：獎補助執行期限至 12/31﹞，因此為避免不及核算年度研究及教學敘 

      獎每點金額，故於本(11)月統計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各「經常門」項目 

      實際執行之狀況，相關項目執行金額統計至 104.10.30 止。 

    三、經各相關單位核算及確認各項經費執行狀況後，「經常門」各項目執行現況、 

      保留額度及流用狀況詳細內容如附件一。 

    四、依據上述第(三)點說明，本年度之經常門項目可流用金額共計$1,020,432 元， 

      相關金額擬全數流入「研究績效」敘獎之用，請審議討論。 

    五、本年度研究及教學原編列之預算額度、實際敘獎點數及流用後金額經核算後 

      各項目每點金額試算如下表。 

 

敘獎項目 原規劃預算 實際敘獎點數 
未含流用金額前之每點金額 

(5)=(3)／(4) 

研究績效 9,297,750 
6,181.359 

【附註 1】 
1,504 

教學績效 2,025,380 846.59 2,392 

 【附註】：  

項目 研究績效 

原始總點數 6,159.480 

倍數後總點數(獎勵進步)-1 6,193.120 

減：2 點以下及退休不敘獎點數 

    (研究有 28 人)-2 
11.761 

實際敘獎點數(1-2) 
6,181.359 

【註 1】 

   

  討 論：建議未來應對所有支用項目建立檢討機制，對於支用過低或是實際與差異太大

的項目進行分析檢討，並設法提出改善措施。 

   

  決 議：經過研發處試算，教學績效每點金額較高，因此決議將各項目剩餘之金額全數

流用至研究績效，後續請研發處辦理獎勵金核算及撥付作業。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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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項   目 項目

獎補助

預算金額

(A)

自籌款

預算金額

(B)

預算合計

(C)=(A+B)

實際支用

(D)

(請統計至

104.10.30止)

餘額

(E)=(C-D)

保留支用於

原項目金額

(F)

(請預估保留11月

及12月預計支用

金額)

流入(負數)／流

出(正數)金額

(G)=(E-F)

備註

編纂教材-數位教材 200,000 0 $200,000 $77,040 $122,960 $110,000 $12,960 教資中心

製作教具-實務教材 300,000 0 $300,000 $131,178 $168,822 $210,000 -$41,178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教學績效敘獎 2,025,380 0 $2,025,380 $0 $2,025,380 $2,025,380 $0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遠距教學 60,000 0 $60,000 $39,980 $20,020 $0 $20,020 課務組

改進教學-全英語授課 20,000 0 $20,000 $0 $20,000 $0 $20,000 課務組

改進教學-專題競賽 300,000 0 $300,000 $107,113 $192,887 $100,000 $92,887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研究績效評核

(A6競賽)
120,750 0 $120,750 $0 $120,750 $120,750 $0 研推組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A7-

A15)
0 3,864,000 $3,864,000 $0 $3,864,000 $3,864,000 $0 研推組

研究-產學合作 300,000 0 $300,000 $152,995 $147,005 $100,000 $47,005 研發組

研究-啟動學術 103,400 0 $103,400 $87,736 $15,664 $15,664 $0 研發組

研究-學術研究 1,410,000 0 $1,410,000 $894,886 $515,114 $300,000 $215,114 研發組

研習-國內 700,000 0 $700,000 $395,102 $304,898 $304,898 $0 人事室

研習-出國 2,500,000 0 $2,500,000 $1,602,624 $897,376 $400,000 $497,376 人事室

進修-學位進修 40,000 0 $40,000 $14,690 $25,310 $0 $25,310 人事室

著作-研究績效評核(A1-

A5、A6展演及A16)
3,542,000 1,771,000 $5,313,000 $0 $5,313,000 $5,313,000 $0 研推組

著作-研究著作補助 715,431 4,794 $720,225 $640,509 $79,716 $20,000 $59,716 研推組

升等送審 225,000 0 $225,000 $116,778 $108,222 $127,000 -$18,778 人事室

小計(一) $12,561,961 $5,639,794 $18,201,755 $4,260,631 $13,941,124 $13,010,692 $930,432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
$300,000 0 $300,000 $281,600 $18,400 $18,400 $0 學務處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900,000 0 $900,000 $675,183 $224,817 $224,817 $0 學務處

小計(二) $1,200,000 $0 $1,200,000 $956,783 $243,217 $243,217 $0

進修 120,000 0 $120,000 $30,000 $90,000 $0 $90,000 人事室

研習 300,000 0 $300,000 $192,131 $107,869 $107,869 $0 人事室

小計(三) $420,000 $0 $420,000 $222,131 $197,869 $107,869 $90,000

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0 各單位

小計(四) $0 $0 $0 $0 $0 $0 $0

新聘教師薪資(2年內) 4,000,000 0 $4,000,000 $4,000,000 $0 $0 $0 人事室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1年期) 0 0 $0 $0 $0 $0 $0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小計(五) $4,000,000 $0 $4,000,000 $4,000,000 $0 $0 $0

$18,181,961 $5,639,794 $23,821,755 $9,439,545 $14,382,210 $13,361,778 $1,020,432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狀況

總計

(一+二+三+四+五)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占經常

門經費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3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三、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

額】）

五、其他

四、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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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年度第 7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記 錄 
 

時間：104年 12月 21日(星期一)11:50～12:3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年度第 7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 

      劉豐瑞研發長、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謝文賓老師 

      王勝寬老師、張創然老師、邱淑哲老師、陳錫金老師、蕭育生老師、白恭瑞老師 

      盧建中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程裕祥主任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 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會議討論主題較簡單，請研發長開始報告。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審議「環安衛系」申請將「A2-09-010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臭氧分析儀」 

         由 104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中剔除。 

  二、其他報告事項：103-104年度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任期將於 104年 12月 31日屆滿， 

           感謝各位委員這二年來的協助及提供各項意見，日後如有任何對獎 

           補助相關的建議事項，也歡迎大家不吝給予指教。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環安衛系」申請將「A2-09-010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臭氧分析儀」由 104年度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中剔除一案，請審議討論。 

說 明： 

  一、本次由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中剔除的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 P1。 

  二、為不影響教學權益，本案由獎補助剔除後，改由校內經費支應。 

  三、請環安衛系協助說明由獎補助資本門剔除的原因。 

 

   

決 議：環安衛系相關設備因故無法如期交貨及完成付款，為避免因此造成缺失，故決 

    議由 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資本門項目中剔除，之後由校內預算支應。但後 

    續仍請環安衛系追蹤其進度，盡速完成採購作業，以不影響教學為原則。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4年 12月 21日(星期一)12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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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A2-09-010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臭氧分析儀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臭氧分析儀積架

式1組，其包括：

一、一氧化碳單機：

(一)、分析方法：紅外線法。

(二)、標準量測範圍：

0-100 ppm。

(三)、最低偵測極限：

0.02 ppm (3 sigma)或以下。

二、二氧化碳單機：

(一)、分析方法：

紅外線法。

(二)、標準量測範圍：

0-4000 ppm。

(三)、最低偵測極限：0.04ppm (3

sigma)或以下。

三、臭氧單機：

(一)、分析方法：

紫外光吸收法。

(二)、標準量測範圍：

0-10 ppm。

(三)、最低偵測極限：0.004ppm (3

sigma) 或以下。

四、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臭氧分析儀

反應時間(T95)均一致為：60秒或更

佳

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臭氧分析儀

重覆性均一致為：±1.0% of F.S.。

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臭氧分析儀

樣品氣體流率需符合美國環保署認

證。

1 ST 968,000 968,000
環安

衛系
－ － － － － 0 0 － █剔除

A2-09-010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臭氧分析儀乙案因求三項分析

儀器需為同廠牌(避免後續維修

保養及使用介面的差異)，並符

合美國及台灣環保署法規之規

範，未有廠商符合規格而流標

(原詢價廠商未能滿足符合美國

環保署認證)後重新開立。現今

因該設備為國外原廠生產安裝

及測試後再輸入至台灣，訂定

約交日為105年01月02日，但

廠商表示可配合於104年12月

10日送貨，現因考量交貨後設

備尚需測試其功能性及穩定後

始可驗收，預期會超出整體發

展獎補助資本門完成付款時

間。且經採購部公開招標後，

有兩家廠商投標。但兩家廠商

所能提供的國外原廠儀器均有

少數2至4項規格未能完全符合

，為避免造成獎補助案缺失，

擬自獎補助案中撤銷。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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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02 月 19 日(星期五)11:50～12:35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王得貴老師、林義楠老師 

   劉昭麟老師、陳錫金老師、程志賢老師、陳安哲老師、陳心田老師、謝政道老師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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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會議的提案很簡單，主要是審議本校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執行情形。此外，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 

           組委員的任期已改為學年制，辦法修改時會有過度期，故今天出席 

           的新選任委員任期是 105.01.01-106.07.31，歡迎各位委員加入，也 

           歡迎委員在未來任期內在獎勵補助款上給予更多的指導及改善意 

           見。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審議本校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二、104-105學年度新任之推選委員介紹： 

任期：105.01.01-106.07.31 

序號 單位 委員姓名 備註 

1 機械系 王 海老師  

2 電機系 王得貴老師  

3 電子系 林義楠老師  

4 化工系 劉昭麟老師  

5 環安衛系 陳錫金老師 連任 

6 材料系 程志賢老師  

7 工管系 陳安哲老師  

8 經管系 陳心田老師  

9 工設系 謝政道老師  

10 視傳系 陳進隆老師  

11 通識教育中心 劉小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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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議本校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說 明： 

  一、本校 104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已於 104年 12月 31日規定期限 

    內全部執行完竣，相關資料亦經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查核完畢，後續將依教 

    育部規定於 105年 3月 1前將執行清冊等資料函送教育部及台評會辦理結案 

    作業。 

    二、104年度相關經費核配規劃及執行結果如下表一、二、三、四。 

  

表一、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規劃與實際執行表： 

規劃與執行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規劃經費 $7,173,188 $53,433,350 $60,606,538 

$12,459,600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0.56%) 

$73,066,138 

實際支用 $7,173,188 $53,433,350 $60,606,538 

$13,698,311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2.60%) 

$74,304,849 

表一說明：104年度之本校「自籌款」實際執行後占教育部獎勵補助款 2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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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實際執行表： 

規劃與執行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規劃經費 
$42,424,577 

(70%) 

$18,181,961 

(30%) 

$60,606,538 

(100%) 

$6,819,806 

(54.74%) 

$5,639,794 

(45.26%) 

$12,459,600 

(100%) 

實際支用 
$42,424,577 

(70%) 

$18,181,961 

(30%) 

$60,606,538 

(100%) 

$7,927,967 

(57.88%) 

$5,770,344 

(42.12%) 

$13,698,311 

(100%) 

 表二說明：獎勵補助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實際支用比例符合教育部 70%及 30%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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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各項目規劃支用及實際執行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 6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規

劃 
33,379,977 78.68% 6,819,806 100.00% $40,199,783 

執

行 
32,472,429  76.54% 7,927,967  100.00% $40,40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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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

劃 
6,210,000 14.64% － － $6,210,000 

執

行 
6,089,155  14.35% － － $6,089,155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規

劃 
1,634,600 3.85% － － $1,634,600 

執

行 
1,519,092  3.58% － － $1,519,092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規

劃 
1,200,000 2.83% － － $1,200,000 

執

行 
2,343,901  5.52% － － $2,343,901 % 

合計 

規

劃 
$42,424,577 100.00% $6,819,806 100.00% $49,244,383 

執

行 
$42,424,577  100.00% $7,927,967 100.00% $50,352,544 

表三說明：資本門各項目實際支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例，均符合教育部各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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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常門」各項目規劃支用及實際執行表： 

項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規劃 執行 規劃 執行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

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以上

【不含自

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200,000 1.10% 177,439  0.98% － － － － 

製作教具 300,000 1.65% 335,476  1.85% － － － － 

改進教學 2,526,130 13.89% 2,303,058  12.67% － － － － 

研究 1,813,400 9.97% 2,134,786  11.74% 3,864,000 68.51% 4,520,226  78.34% 

研習 3,200,000 17.60% 2,862,925  15.75% － － － － 

進修 40,000 0.22% 14,690  0.08% － － － － 

著作 4,257,431 23.42% 4,667,802  25.67% 1,775,794 31.49% 1,250,118  21.66% 

升等送審 225,000 1.24% 243,778  1.34% － － － － 

小計(一) $12,561,961  69.09% 12,739,954  70.07% 5,639,794  100% $5,770,344  100% 

二、學生事

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

經費 2%

以上【不

含自籌款

金額】） 

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

鐘點費 
300,000 1.65% 281,600  1.55% － － － －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900,000 4.95% 903,056  4.97% － － － － 

小計(二) $1,200,000 6.60% $1,184,656  6.52% － － － －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額】） 

420,000 2.31% 257,751  1.42% － － －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 － － － － － － － 

五、其他 

新聘教師

薪資(2 年

內) 

4,000,000 22.00% 3,999,600  22.00% － － － － 

現有教師

薪資 
－ － － － － － － － 

資料庫訂

閱費 
－ － － － － － － － 

軟體訂購

費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小計(五) $4,000,000 22.00% 3,999,600  22.00% － － － － 

總計 $18,181,961 100% $18,181,961 100% $5,639,794 100% $5,770,344  100% 

表四說明：經常門各項目實際支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例，均符合教育部各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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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提問： 

    一、可否請說明在資本門及經常門項目中是否有未執行的案件。 

    回覆：1.資本門有一案(A2-09-010)因故無法於年度執行完成，故從獎補助案件中 

        撤案，相關案件經 104年度第 7次(104.12.21)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通過由獎補助中撤案剔除。 

       2.經常門部份，未執行的案件為改進教學中之遠距教學項目。 

 

    二、在獎補助執行的項目中，是否有變動較大之案件。 

    回覆：1.在獎補助執行的案件中，有一項資本門預算變動較大，即原報部之 A1-01-001 

        項，相關預算變更經 104年度第 3次(104.06.11)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通過，並將原本一項分列成五項，並變更原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單價、 

        總價等。 

       2.在資本門「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綠化」中，新增了二項校園安全設備(D005、 

        D006)，相關設備經 104年度第 4次(104.07.15)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通過增購其設備。 

 

  決 議： 

    一、經由業管單位報告後，除上述有部份資本門及經常門項目未執行外，其餘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均於 104.12.31全數執行完成。其資本 

      門及經常門各項目比例也都符合教育部的規定，本校配合款實際執行後比例也 

      達 22.60%，各項執行均符合教育部的規定。 

    二、其餘未見特殊異常狀況，後續請研發處依規定時間完成報部。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5 年 02 月 19 日(星期五)12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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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03 月 30 日(星期三)11:50～13:05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公出)、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出席其他會議)、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王得貴老師 

   林義楠老師、劉昭麟老師、陳錫金老師、程志賢老師、陳安哲老師、陳心田老師 

   謝政道老師、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請假)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陳明宏老師、李智強先生、陳政佑老師 

      黃惠平小姐、林伯勳老師、陳一郎老師(吳敏惠小姐代)、張秉裕老師、楊子儀老師 

   江潤華主任、何嘉彤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的會議主要是因為教育部已核定各校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因此，依往例需修正支用計畫內容及相關經費，等會兒各 

位委員如果有任何建議，歡迎踴躍提出來討論。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議討論事項如下。 

  1.審議依據教育部核定經費，修正之本校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各項 

      支用規劃。 

    2.審議資本門變更事項。 

二、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配說明： 

    1.依據教育部105年2月24日：臺教技(三)字第1050024757F號函說明，核定本校105

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51,480,230元，核定總經費較前一

(104)年度減少15.06%(-9,126,308元)，在全國71所私立技專校院排名第7。另外，

本校原預估申請及實際核定經費差異如下表一。 

表一：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申請及實際核定明細表： 

預估與核定 
預估申請 

(104年 11 月申請) 
實際核定 

(105年 2月核定) 

差異 

(實際-預估) 

補勵補助款 54,006,538 51,480,230 -2,52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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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年度獎補助經費核配相關指標項目如下表二，請參考。 

表二：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核配相關指標項目： 

補助指標(40%) 獎勵指標(60%) 

一、現有規模(60%)→24% 

   (一)學生數(69%)→16.56% 

         1.具學籍學生數(88%)→14.57% 

       2.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產業類科 

          學生數(12%) →1.99%【105 年新 

          增指標】 

      (二)教師數(23%)→5.52% 

      (三)職員人數(8%)→1.92% 

 

二、政策推動績效(14%)→5.60%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 

          (25%)→1.40%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5%)→1.96%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 

          (25%)→1.40% 

      (四)教師升等成效(15%)→0.84%【105 

         年新增指標】 

 

三、助學措施成效(26%)→10.40% 

      (一)助學成效(60%)→6.24% 

      (二)補助弱勢學生(40%)→4.16% 

獎勵門檻 

一、全校生師比 

二、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四、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不含碩士 

    班、博士班、進修部、在職專班、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應達 50%以上(核配 106 年度實施) 

 

 

獎勵指標 

一、辦學特色(74%)→44.4% 

   (一)校務發展計畫(42%)→18.65% 

     1.基礎面向(45%)→8.39% 

     2.精進特色(55%)→10.26% 

   (二)核心指標(58%)→25.75%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25%)→6.44%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14%)→3.60%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8%)→7.21%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33%)→8.50% 

二、行政運作(26%)→15.60%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50%)→7.80%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2.73%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5.07% 

   (二)整體資源投入(50%)→7.80% 

 

不予核配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核配 105 年度 

  實施) 

三、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不含碩士 

  班、博士班、進修部、在職專班、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應達 50%以上(核配 106 年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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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關本校105年度送審之「支用計畫書」及「校務發展計畫書」分別由台評會及雲科大

委由不同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其二項審查意見分別如下表三及表四，其中表四之

「校務發展計畫書」意見不須回覆，相關意見將另於主管會議討論，並做為本校未來

修訂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參考依據。 

表三：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 1/4： 

序號 審查意見 
意見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 

105 年度學校預估獎勵補助款 54,006,538 元，自

籌款編列 10,801,308 元（約占 20%），其中經常

門 4,052,285 元全數投入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項目；資本門 6,749,023 元全部規劃用於教學

及研究設備之採購，顯見學校對於相關經費運用之

重視。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2 

資本門經費於教學及研究儀器設備規劃 80.38%、

圖書期刊及教學資源規劃 13.60%，合計 93.98%，

若能落實執行，應能達改善教學設備及提升教學品

質之預期成效，提供學生更優質的學習空間。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3 

支用計畫書 p.44 明列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相關資

料，其中 2 位隸屬於秘書室之稽核人員，其稽核經

歷及專業證照或受訓資歷亦宜提供說明，以利瞭解

其適任性。 

秘書室 
補充本校專兼任稽核人員相關專長背

景說明，【如附件】一覽表所示。 

4 

支用計畫書 p.1 顯示學校 104 學年度仍有 28 位講

師，然 105 年度經常門獎助教師「進修」項目未

編列任何經費，亦未於專責小組中有所討論；對於

教師進修之鼓勵及預算編列是否滿足需求，值得學

校再加思量。 

人事室 

本校104學年度下學期講師為25名(原

28 名，已有 2 位講師升等、1 位離職)，

現今尚有 7 名教師進修(皆已接受補

助)，其餘 18 名教師平均年齡約 50 歲

(其中 5 位超過 55 歲以上)、年資 23

年，依私校退撫退休相關辦法年資 25

年或年齡 60 歲達退休條件，考量 18

位教師若依學位升等其效益不高(平均

進修時程 6 至 8 年)，改以鼓勵著作、

技術報告或是教學實務等方式升等。 

5 

依學校「教師編製實務教材與數位教材補助辦法實

施」（104 年 3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訂版）第 7 條

規定，補助經費優先由教學卓越計畫等教育部補助

款支應。由於經費來源涉及不同支付管道，實際執

行時宜予釐清並避免重複申報。 

教資中心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近年教材製作實際

執行確以獎勵補助款為主，以符合獎勵

補助款鼓勵教師改進教學之意旨；將持

續依據委員建議，執行時釐清經費來

源，不致出現重複申報之情形。 

6 

學校「獎助教師研究與改善教學經費支用辦法」

（103 年 3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訂版）第 1 條開宗

明義指出其目的為「提升教師之教學及研究水

準」，然而第 3 條有關適用範圍卻包括「行政人員

研習、進修等用途」，似不甚合理。 

研發處 

感謝委員建議，此辦法因內容敘述的是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的各項辦法名稱，但

各項辦法都已另自訂其目的及適用範

圍，因此後續擬申請廢止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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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 2/4： 

序號 審查意見 
意見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7 

經常門部分獎勵補助教師辦法係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惟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

第(5)款第 4 目規定，經常門各項獎勵辦法應經學

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學校將攸關教師權益之

獎助辦法提「行政會議」審議，其必要性及相關性

如何較不易理解，建議學校重新評估該審核程序之

適切性。 

研發處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凡運用獎勵補助經

費及攸關教師權益之辦法修訂，將統一

改送至本校「校務會議」審議。 

8 

經常門在「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上，規劃分配較

高比例之預算（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挹注 79.45%，

自籌款則 100%投入），有助於提升整體師資素質

及教學品質。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9 

以經常門經費之比例結構而言，教師研究及著作成

果獎助約占 56.88%（研究 32.48%、著作

24.40%）；教師專業成長方面約占 15.74%（研習

14.32%、進修 0%、升等送審 1.42%）；教學品質

改善方面約占 10.94%（改進教學 8.47%、編纂教

材 0.99%、製作教具 1.48%）。教師專業成長

15.74%及新聘教師薪資 9.87%兩者合計，提升教

師素質與改善師資結構經費約占經常門 25.61%，

顯見學校經費配置在經常門各項目上，仍較著重於

研究及著作導向，教學相關經費配置相對較少。此

一配置方式能否符應校務發展所定位之「教學研究

並重的實務型大學」，有待學校進一步檢視。 

教資中心 

感謝委員建議，為鼓勵教師投入改進教

學，減少重研究、輕教學之現象，本校

已具體提高改進教學之獎勵，依據本校

教學績效評核細則(104.05.28 第

103-5 次校務會議通過)，教師通過教

育部數位課程認證、發展磨課師課程

等，在教師評鑑時各可獲得 30、20 點

獎勵，較研究類發表 SCI、SSCI 論文(皆

為 16 點)高，以激勵各系教師積極投入

教學品質改善工作。 

10 

資本門部分項目之規格說明有過於簡略之虞，宜更

具體表達，以利實際採購作業之執行。例如：【附

表四】優先序#AA-09「雙螺桿押出機」【化工系】、

#AB-41「離子層析儀」【環安衛系】、#AD-05「塑

膠射出成型機」【化工系】預估單價分別高達

3,000,000 元、791,750 元、1,460,000 元，然由

其規格說明無法確認學校編列如此高單價之合理

性。 

化工系 

環安衛系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本次變更項目中補

充相關設備之詳細規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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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 3/4： 

序號 審查意見 
意見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1 

部分支用項目對於非主要功能之規格訂定有過於

僵硬、欠缺彈性之虞，例如：【附表四】優先序

#AA-06「電動輪椅」【電機系】，要求設備外觀尺

寸為「長 1,100 x 寬 640mm」，且未容許誤差，恐

難以合乎公平合理原則；另優先序#AA-07【電機

系】、AB-11【化工系】……等項目亦為類似情形。

建議採購規格之訂定，宜參酌「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依功能或效益加以訂定，避免引發限

制競爭之疑慮。 

電機系 

化工系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本次變更項目中補

充相關設備之容許誤差值。 

12 

資本門部分軟體購置項目未明列其授權使用年

限，例如：【附表四】優先序#AB-03【通識教育中

心】、AB-70【機械系】……等，無法確認其歸類是

否符合「財物標準分類」之資本門認列原則。 

通識教育 

 中心 

機械系 

感謝委員建議，左述相關設備之授權使

用年限皆為「永久授權」，已於規格內

註明。 

13 
針對各項教學及研究設備之採購均訂有明確之預

期成效質、量化指標，有助管考及評估執行成效。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14 

【附表四】優先序#AB-25【經管系】、AB-35【經

管系】項目名稱為「全球基金流量資料庫」、「國際

能源總署資料庫」，有待確認其實質購置內容為電

腦軟體或電子資料庫，若屬於授權使用年限在 2 年

以上之電子資料庫，應歸類至【附表六】之教學資

源。 

經管系 

(1)#AB-25「全球基金流量資料庫」， 

  經確認為永久授權之電子資料庫，將 

  依規定歸類至支用計畫書【附表六】 

  之教學資源項下。 

(2)#AB-35「國際能源總署資料庫」， 

  此項目原需求之資料，已由其他機構 

  取得。為提升教學質量，故變更採購 

  項目「時間序列分析軟體」。 

15 

【附表四】優先序#AB-044「伺服馬達控制系統」

【電機系】規格說明中之「rasperry pi 2」，似為

「raspberry pi 2」之誤植；#AB-048「鈕扣型電

池充放電儀」【化工系】規格第 8 點提及「交流內

阻量測功能『請填寫』」，似顯示其規格說明有不完

整之處。 

電機系 

化工系 

(1) #AB-048「鈕扣型電池充放電儀」 

  規格中『請填寫』為誤植，已刪除 

   修正相關規格。 

(2)AB-044「伺服馬達控制系統」規格 

  說明中之「rasperry pi 2」為誤植， 

  已修正為「raspberry p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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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5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 4/4： 

序號 審查意見 
意見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6 

支用計畫書部分內容未能適時更新或有誤植、不一

致之處，例如： 

(1)目錄中之「本（104）年度發展重點」，未更新

為「105 年度」；目錄顯示「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

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位於 p.34，實際上為

p.35，且其後各項頁碼大多亦有誤差。 

(2)p.139【附表四】優先序#AD-01「重量式微量

粉體供料機」【化工系】預計購置 1 台，預估單價

為 550,000 元，然其預估總價卻為 500,000 元。 

(3)學校宜更審慎檢核相關內容之準確性與一致

性，以確保資訊傳達之正確無誤。 

研發處(1) 

化工系(2) 

研發處(3) 

感謝委員建議，日後會多加留意資料之

正確性。 

17 

獎勵補助經費各支用項目能檢索至對應之單位年

度發展計畫行動方案及具體作法，惟「與校中長程

發展計畫具體連結」部分，學校並未提供相關資料

作為對照查閱之用。 

研發處 

(1)有關本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書，於

104年9月7日函送「教育部獎勵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之校務發展計畫書」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獎勵補助工作小

組時，確實有一併檢附在內，並於函

文上註記檢送資料「含附件明志科技

大學104~108學年中長程發展計畫

書」，當時也有附上相關函送資料之

電子檔光碟，相關函文【如附件】(明

志研字第1040907511號函)。 

(2)本次支用計畫書修訂版報部時會連

同相關資料一併寄送。 

 
 

 主席裁示： 

  一、有部份委員意見的回應內容寫的不夠清楚，請相關單位協助再修正。 

  二、有些委員意見似乎都會一再看見，請研發處加強宣導，盡量避免同樣的問題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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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4、105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意見： 

1.學校定位為教學研究並重的實務型大學，以成為「亞太地區最具特色的科技大學」為目標，擬訂三項發展

主軸、六項策略及各項子計畫與行動方案，整體發展策略以魚骨圖示，彼此的關聯性層次分明。 

2.學校之願景（培養產業最愛人才、企業首選夥伴）及目標（全人教育、理論與實務並重）相當明確，且以

人才培育、知識創新、校務服務三大發展主軸，來推展校務，符合科大的辦學旨趣。 

3.學校定位明確，願景強調人才培育及知識創新，整體校務發展架構，根基於學校願景，教育目標符合現代

產業及社會需求。校務發展計畫含括「教學」、「輔導」（書院）、「知識創新」、「校務」堪稱完備。 

4.學校企圖心宏偉值得肯定，但檢視相關子計畫內容卻無很大的突破與創新。例如： 

陶養教學、研究及產學等3 項大師培養的子計畫中，似乎僅試辦產學CEO 制度較具創新，其餘行動方案

都是與各校差異不大，要藉此培養大師恐難達成預期目標。 

5.“秉承創辦人「辦最好大學」＂，做法上是否名實相符？集團是否慷慨贈與？台灣的企業辦學首推台塑與

遠東兩個集團，前者辦「長庚」、「明志」後者辦「元智」、「亞東」，但企業辦學都未能超越台、清、

交、成、台科、北科這些國立大學，若企業無心，終究只是A-或B+的大學。明志雖屬優秀科大，但多年

來一直未能在科大陣營中名列前茅。 

6.研究以「健康生技」、「醫療照護」、「綠能科技」、「電漿科技」、「創新設計」符合當前趨勢。 

7.校務計畫對「基礎面向」與「精進特色」皆有明確的操作性定義，唯部分子計畫之預期成效為「持續實施」

如方案1.5.1；1.5.3；3.1；6.1 或「推動中」如方案4.4.4，難以檢核目標達成的程度，又方案1.2.3 英語

能力倍增計畫，應屆畢業生英文門檻通過率之預期成效量化指標為20%，較103 學年度的58.85%下降，

其妥適性宜再斟酌。 

8.試辦產學CEO 制度要鼓勵教師參與校辦產業，請具體陳述如何籌辦“校辦產業＂（見第26 頁），其與

目前教育部擬推動的“衍生企業＂有何差異，如何克服現行法規限制？目前此一創新行動方案仍在推動中

並無實質績效。 

9.行動方案6.1.5 要成為亞太地區百大大學雖屬宏偉目標，但並未見具體行動方案，且未說明是依據哪一個

排名機構的百大，如果是依計畫書所提web of science 的排名，則該強調學術期刊發表績效的亞太百大，

則恐有違學校以『教學研究並重的“實務型＂大學』的定位（見第2頁）。 

10.請逐一再檢視行動方案程序指標與預期成效，部分目標是否合宜，如3.4.1 五大重點領域調查完成率每

年僅增加20%；部分數字是否正確，如3.4.2 教師研究能量盤點，103 年為100%，為何104、105 反

而成為20 及40%？有多個行動方案的預期成效數字皆為0，是否代表計畫期程結束也難以達成？如3.1.4 

的設計中心成立家數為0。 

11.六個子計畫之基礎面向，涵蓋教學卓越、通識博雅、創新及應用、提升教師素養、雲端校園及低碳生活、

校務精進等，大致能將科技大學教育的基礎面向兼顧，是其優點。但子計畫6.1.5.學校以「進入亞太地區

大學之百大」為努力目標，固然令人敬佩，能否更實務一些，先求能擠身國內大學排名的前幾名，再繼

續突破以追求亞太百大。 

12.在精進特色1.1.5 增設高階學程碩博士班，固然很有企圖心，但在少子化情形下，未來能否招到學生？

如何與其他大學作區隔？宜再思考。 

13.精進特色子計畫2.5 所列KPI 指標，都是偏重展演、講座、展覽之次數，除此之外尤應注重實施的品質

與成效。 

14.整體而言，校務發展規劃完善，精進特色方面宜再審思，在既有的辦學特色基礎上研擬與他校不同的作

法。 

15.為確保目標之達成，宜成立校務發展計畫之管考組織，並建置追蹤機制。 

16.建議學校再檢核各項推動工作之歸類，究屬基礎面向抑或精進特色，精準呈現各項推動工作之屬性。 

17. 多項推動工作之預期成效，列「推動中」或「持續實施」，似不具實質意義，看不出執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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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依據教育部核定經費，修正本校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各項支用 

    規劃，請審議。 

 說 明： 

一、修訂依據： 

1.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24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50024757F 號} 

 來函核定本校 105 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經費說明 

 如下： 

 (1)教育部核定本校 105 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計 

   新臺幣 5,148 萬 0,230 元(經常門 1,544 萬 4,069 元，資本門 3,603 萬 6,161 

     元)。 

 (2)上開獎補助經費包含下列經費： 

     (2-1)本校申請「提升師資素質待遇成效」核定獎勵經費 230 萬 8,678 元。 

     (2-2)為獎勵本校配合政策設立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類科，增加核予獎勵 

         經費 358 萬 0,277 元。 

    二、依據上述核定經費，各項目修訂調整後之相關資料如下表一、二、三、四、五， 

      詳細內容如附件支用計畫書全文。 

 

 

 【表一】依教育部核定修正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 

105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獎勵款(1) 
自籌款(2) 

（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3)=(1)+(2) 

$51,480,230 
$10,225,316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19.86%) 
$61,705,546 

 補充說明：獎勵補助款核定後經費調整，本校之自籌款占獎勵補助款約 19.86％，符合 

      教育部規定 10﹪以上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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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依教育部核定經費及調整後自籌款編列之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之 70﹪ 

獎勵款 

之 70﹪ 

自籌款 

之 49.02% 

補助款 

之 30﹪ 

獎勵款 

之 30﹪ 

自籌款 

之 50.98% 

金額 $14,414,464 $21,621,697 $5,012,816 $6,177,628 $9,266,441 $5,212,500 

小計 $36,036,161 $5,012,816 $15,444,069 $5,212,500 

合計 $41,048,977 $20,656,569 

占總經費

比例 
66.52% 33.48% 

 補充說明：一、有關獎勵補助款之分配(不包括自籌款)，依規定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 

         各占總預算 70%及 30%；其經費之使用，應依各校支用計畫所編列者為準， 

        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 

                不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 

                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 

      二、本校 105年度獎勵補助款分配依其規定分別為資本門占總預算 70%，經常 

        門占總預算 30%，現無流用之規劃，其規劃比例皆符合教育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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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修正後之獎勵補助款與自籌款「資本門」項目經費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 
金額 

比例 

（%）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26,975,911 74.86% 5,012,816 100.00% $31,98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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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0 0.00% 0 0.00% $0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6,380,000 17.70% 0 0.00% $6,380,000 

小計 $6,380,000  17.70% $0 0.00% $6,380,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

籌款金額】） 

1,310,250 3.64% 0 0.00% $1,310,25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1,370,000 3.80% 0 0.00% $1,370,000  

總計 $36,036,161 100.00% $5,012,816 100.00% $41,048,977  

補充說明：一、獎勵補助款資本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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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應達 2%；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應加強辦理全 

              面採用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 

              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二、本校 105年度獎勵補助款分配於資本門各項目分別為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74.86%；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17.70%；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3.64% 

       ；其他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3.80%，以上獎勵補助款資本門之規劃比例皆 

       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各項比例。 

     三、「自籌款」資本門經費，則全數運用在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 

     四、資本門項目中，未編列經費之項目為「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因無相關設備 

       需求，故 105年度未規劃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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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修正後之「資本門--標餘款」項目經費 

項 目 金額 

標餘款占獎補助

及自籌款資本門

的比例(%)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5,279,623 12.86%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 －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 － 

小計 － －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 －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

關設施） 

－ －  

總計 $5,279,623 12.86%  

補充說明：一、為提升請採購作業效率，因此本校於 105年度預先規劃資本門標餘款項目 

       ，其標餘款全數投入在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共計有 35項，金 

       額為$5,279,623元，占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經費比例為 12.86% 

       (5,279,623／41,048,977=12.86)。 

     二、為提升教學及讓學生能提早使用設備，因此標餘款所列之資本門項目，擬 

       提早於 105年 5月底前辦理請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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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修正後之獎勵補助款與自籌款「經常門」項目經費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

常 門 經 費

3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200,000 1.29% 0 0.00% $200,000  

製作教具 400,000 2.59% 0 0.00% $400,000  

改進教學 1,610,000 10.42% 67,500 1.29% $1,677,500  

研究 2,153,400 13.94% 4,500,000 86.33% $6,653,400  

研習 2,900,000 18.78% 0 0.00% $2,900,000  

進修 0 0.00% 0 0.00% $0  

著作 4,562,669 29.54% 645,000 12.37% $5,207,669  

升等送審 288,000 1.86% 0 0.00% $288,000  

小計(一) 12,114,069  78.44% 5,212,500  100.00% $17,326,569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 以 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鐘點

費 

250,000 1.62% 0 0.00% $250,000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750,000 4.86% 0 0.00% $750,000  

小計(二) $1,000,000 6.47% $0 0.00% $1,000,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330,000 2.14% 0 0.00% $330,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2 年內) 
2,000,000 12.95% 0 0.00% $2,000,000 

 
現有教師薪

資 
0 0.00% 0 0.00% $0 

資料庫訂閱

費 
0 0.00% 0 0.00% $0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0  

其他 0 0.00% 0 0.00% $0  

小計(五) $2,000,000 12.95% $0 0.00% $2,000,000  

總 計 $15,444,069 100.00% $5,212,500 100.00% $20,656,569  

補充說明：一、獎勵補助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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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 

          策之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5%以內支用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活動；2%以上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 

          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二、本校 105年度獎勵補助款分配於經常門各項目分別為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占 

          經常門經費 78.44%；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占經常門經費 2.14%；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占經常門經費 6.47%；其他(新聘教師薪資)占經常門經費 

          12.95%，以上獎勵補助款經常門之規劃比例皆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各項比例。 
     三、「自籌款」經常門經費，則分別運用在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改進教學、研究、 

             及著作等項目。 

     四、經常門項目中，未編列經費之項目為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進修」，未 

       編列預算之原因說明請參考委員審查意見第 4點之人事室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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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討論及提問： 

    一、有關提案一之表一中的自籌款，比原來預估版支用計畫書申請時稍微下降一 

      些，是否沒關係，還是要比照預估版一樣提列到 20%？ 

    二、請問在表二部份，自籌款的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是不是沒有限定，可以自主 

      調配？ 

    三、表三部份的資本門項目中，「圖書館自動化設備」未編列經費，是否真的沒有 

      相關需求。此外，在其他省水及校園安全之相關經費是否可以再提高？ 

    四、表四部份資本門標餘款只在「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編列經費， 

其他項目是沒有需求嗎？此外資本門標餘款編列的目地為何？運用標餘款所 

列的項目未來是否會全部購置？ 

    五、表五部份經常門除了「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進修」未編列經費的原因 

已說明外，其餘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及其他都有項目未編列預算，是否有其他 

考量？ 

    六、經常門部份若各項目因申請件數不足而有預算存餘時；或因申請件數比預期 

      踴躍而超過原規劃預算時，後續的作業是如何運用？ 

 

   研發處說明： 

    一、表一之自籌款雖然有稍微下降一點，但已很接近原規劃的 20%比例，基本上 

      差異不大，目前規劃的項目也已足夠，所以暫無需要調整到剛好 20％的比例。 

    二、表二部份自籌款的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運用教育部並未規定，因此可由學校 

      自主調配其比例。 

    三、表三的「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因確實暫無相關需求之設備，故本次未編列預 

      算。至於其他省水及校園安全之相關設備，因在此項已編列預算並占 3.8%， 

      為了避免排擠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相關設備，因此不建議再將其他項 

      的經費比例提高。 

    四、1.表四標餘款部份，目前僅規劃在「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其餘 

       項目並未提出相關需求。 

       2.而標餘款編列的目的是因為當獎補助款資本門及自籌款資本門請購後，如 

               有標餘款，則可用來繼續購置其他設備，而為了避免臨時再編列項目造成 

               各項作業曠日費時，因此各校會先將標餘款所有購置的設備項目先羅列出 

               來並於支用計畫書上一併呈現。 

 3.運用標餘款所列的項目未來會同一時間及全部一次購置完畢，以加速設備 

買進後，可以盡早讓師生使用。 

    五、表五經常門部份，在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及其他項目未編列是暫無相關項目需要 

      運用獎勵補助款，後續如有需求，校內預算亦可支應。此外，如同資本門一樣 

      ，應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方面為先，其他項目編的越多，也同樣會排擠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之預算運用。 

    六、研發處會於每年 11月統計當年度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狀況，若有項目之預算 

      存餘或不足時，都可以相互流用。 

 

   決 議： 

     一、通過以上自籌款比例及自籌款運用在資本門及經常門之分配比例。 

     二、通過以上獎勵補助款運用在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之預算金額，後續請研發 

       處協助相關報部請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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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審查本校各單位申請變更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資本門」 

設備細項內容。 

說 明： 

一、各資本門使用單位擬申請變更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理由說明如附件一所示。 

   二、本次申請變更之單位及項目如下之彙總表，請變更申請單位列席人員先做相 

     關變更事項的說明，並請各位委員審議。 

申請變更 

單位 

變更 

總件數 

變更項目

優先序 

申請變更事項 

替換 刪除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電機系 3 

AA-06 

(006) 
   ●    

AA-07 

(007) 
   ●    

AB-09 

(019) 
   ●    

化工系 2 

AA-09 

(009) 
   ●    

AB-11 

(021) 
   ●    

環安衛系 1 
AB-41 

(051) 
   ●    

工管系 2 

AB-14 

(024) 
  ● ●    

AB-34 

(044) 
   ●    

經管系 1 
AB-35 

(045) 
●       

工設系 1 
AB-36 

(046) 
   ●    

圖書館 1 B003      ● ● 

 

   三、因本校 105 年度所獲核定之獎勵補助款較少，因此，為因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及考量本校未來推動之重點項目後，擬重新調整資本門部份項目，調整之項目如 

下表所示，相關替換後之資本門項目如附件二。 

變更事項 替換前 替換後 

優先序 
AC-01-089~AC-09-097(共九項) 

AD-01-098~AD-05-102(共五項) 
AA-11-011~AA-13-013(共三項) 

總金額 $8,770,000 $7,445,000 

 

  主 席：上述變更事項，有的是因為審查委員的意見，有的是因為使用者考量後續狀 

      況所做的變更，也有因為整體預算的問題而變更調整。變更原因也都經各列 

      席人員說明，如有不清楚或需要再加強的地方，後續請各位專責委員也可以 

      再提供建議及協助。 

  決 議：通過以上各單位變更事項，請依規定將變更申請資料留校備查。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5 年 03 月 30 日(星期三)13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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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AA-06 006 電動輪椅

一、提供老人照護之評估、測試

與設計用途。

二、尺寸:長1,100 x 寬640 mm。

三、最高爬坡度:12度。

四、里程:26-33公里。

五、時速:8公里。

六、電瓶:12V 75Ah ×2。

七、馬達功率:746 W。

八、輪胎:前13""×2 後13""×2。

九、充電機:8A (外) 。

十、總重量:115公斤/135公斤。

十一、最大載重量:159 公斤。

十二、備註:電瓶有空間可改裝

(12V*75A)*2。

1 台 78,000 78,000 電機系 AA-06 006 －

一、提供老人照護之評估、測試

與設計用途。

二、尺寸:(長1175* 寬660 mm)±

10%。

三、最高爬坡度:9度。

四、續航力:30~33公里。

五、速度:10公里/標準，13公里/

調整後。

六、電瓶:

(12V,50Ah)*2/(12V,36Ah)*4。

七、馬達輸出:600 W。

八、輪胎:前9"*2， 後16"*2。

九、充電:5A/8A，可折 。

十、總重量:120公斤。

十一、最大載重量:136 公斤。

－ － － － － █規格

新規格之速

度及電瓶容

量使用方面

皆優於舊規

格；部分項

目對於非主

要功能之規

格訂定有過

於僵硬、欠

缺彈性之虞

，故將設備

尺寸加上誤

差值，以符

合規定。

AA-07 007 電動代步車

一、提供老人照護之評估、測試

與設計用途。

二、車長/車寬/車高：

1290mm/625mm/980mm。

三、電池：12V_50Ah x2。

四、馬達：

DC24V700W/5900rpm。

五、續航力：40kg/135kg。

六、爬坡度：12度。

七、最高速度：12km/h。

八、迴轉半徑：1565mm。

九、承載重量：135kgs。

十、踏板距地高：145mm。

十一、前輪/後輪：

290x90mm/290x90mm 實心

胎。

十二、減震系統：前後輪避震。

十三、總重：97.88kgs。

1 台 65,000 65,000 電機系 AA-07 007 －

一、提供老人照護之評估、測試

與設計用途。

二、車長/車寬/車高：

(1300mm/640mm/1170mm)±

10%。

三、電瓶：12V,36/50Ah*2。

四、馬達功率：1280W。

五、爬坡度：9度。

六、時速：11~12 kph。

七、充電機：4/5A。

八、最大承載重量：136kg。

九、行車里程：28 ~ 38 km。

十、輪胎 : 前12.5"*2/後

12.5"*2。

十一、減震系統：前後輪避震。

十二、總重：105kg±3。

－ － － － － █規格

新規格之馬

達功率及電

瓶容量使用

方面皆優於

舊規格；部

分項目對於

非主要功能

之規格訂定

有過於僵

硬、欠缺彈

性之虞，故

將設備尺寸

加上誤差值

，以符合規

定。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變更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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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變更

事項

AB-09 019 電腦主機

一、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4790(3.60GHz/8M Quad-Core四核心)。

二、硬碟：1TB/SATA III/7200RPM。

三、主機板 ACER Q85主機板。

四、記憶體(標準/最大/插槽)

        8GB(4GB*2)/32GB/4。

五、光碟機 DVD-RW。

六、主機板晶片 Intel Q85。

七、群準還原卡。

(一)可連結系統還原。

(二)可執行一對多系統派送功能。

(三)可連結網路執行。

八、音效裝置High-Definition Audio,6

Channel。

九、顯示卡：NVIDIA GeForce GT 730M DVI,

D-SUP,HDMI,無DP 或同等品(含)以上。

十、擴充槽數量(PCI/PCI-express)1 x PCI,1 x

PCI-e x1, 1 x PCI-e x16,

1 x PCI-e x 16(at x4 mode, compatible

with PCI-e x1,x2 and x4 device) 。

十一、擴充空間2大4小。

十二、電源供應 ACER 500W。

十三、原廠輸入裝置104 鍵USB中英文鍵盤 &

USB 光學滑鼠。

十四、網路裝置 Intel I217LM GIGABIT 網路控

制器。

十五、機構型式：直立式.

十六、附WIN8.1 OS，可協助安裝本校提供之合

法軟體

十七、交貨方式得標廠須派員至現場協助軟體安

裝及設定，所發生之費用(人工，車馬)，由得標

廠商負責。

十八、保固 主機 3年零件-3年人工-3年到校保

固。

十九、安裝地點 電機管三樓指定之實驗室。

30 ST 24,600 738,000 電機系 AB-09 022 －

一、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

4790(3.60GHz/8M Quad-Core四核心)。

二、硬碟：1TB/SATA III/7200RPM。

三、主機板 ACER Q87主機板或同等品(含)以

上。

四、記憶體(標準/最大/插槽)

        8GB(4GB*2)/32GB/4。

五、光碟機 DVD-RW。

六、主機板晶片 Intel Q87。

七、群準還原卡。

(一)可連結系統還原。

(二)可執行一對多系統派送功能。

(三)可連結網路執行。

八、音效裝置High-Definition Audio,6

Channel。

九、顯示卡：NVIDIA GeForce GT 730M DVI,

D-SUP,HDMI,無DP 或同等品(含)以上。

十、擴充槽數量(PCI/PCI-express)1 x PCI,1 x

PCI-e x1, 1 x PCI-e x16,

1 x PCI-e x 16(at x4 mode, compatible

with PCI-e x1,x2 and x4 device) 。

十一、擴充空間2大4小。

十二、電源供應 ACER 500W或同等品(含)以

上。

十三、原廠輸入裝置104 鍵USB中英文鍵盤 &

USB 光學滑鼠。

十四、網路裝置 Intel I217LM GIGABIT 網路控

制器。

十五、機構型式：直立式.

十六、附WIN8.1 OS，可協助安裝本校提供之

合法軟體

十七、交貨方式得標廠須派員至現場協助軟體

安裝及設定，所發生之費用(人工，車馬)，由得

標廠商負責。

十八、保固 主機 3年零件-3年人工-3年到校保

固。

十九、安裝地點 電機管三樓指定之實驗室。

－ － － － － █規格

原主機板晶

片Q85目前

已升級為

Q87等級，

並將有廠牌

型號之規格

加註或同等

品(含)以上

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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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變更

事項

雙螺桿押出

機
－ － －009AA-09 3,000,0003,000,000台1

一、1組同向雙軸捏合對螺桿

(L/D=40) 。

二、1個主馬達(22 KW) 。

三、1個齒輪箱(184 N-m/Shaft)

。

四、9區料缸加熱與冷卻系統。

五、1組PLC控制系統。

六、1組真空脫氣系統。

七、總缸數為10缸(4個氮化缸與6

個雙金屬缸) 。

八、1組附屬品。

九、1台模頭。

十、1台冷卻水槽。

十一、1台冷切粒機。

十二、1台篩選機。

－009AA-09化工系 █規格

原規格較簡

略，已增加

規格細項

一、1組同向雙軸捏合對螺桿(L/D=40)組件。

(一)、 螺桿/捏合對:

1. 材質: K340。

2. 型式: 共軛、深槽、組合式。

(二)、軸心。

1. 材質: SNCM439。

2. 型式:漸開式鍵槽。

二、1個主馬達(22 KW) 。

(一)、型式: A.C. 。

(二)、功率: 22.5 kW。, 4P

(三)、額定轉速: 1750 。rpm

(四)、絕緣等級: Class F。

(五)、強制風扇功率: 0.1 。kW

(六)、變頻器: 1 台。

三、1個齒輪箱(184 N-m/Shaft) 。

(一)、減速比: 1:3。

(二)、額定輸出軸扭力/軸: 277 N-m/shaft。

(三)、額定輸入軸功率: 29 kW。

(四)、額定輸入軸轉速: 1800 rpm。

(五)、安全係數:1.2。

四、9區料缸加熱與冷卻系統。

(一)、泵浦系統: 一套。

(二)、冷卻方式: 蒸餾水循環水冷。

(三)、泵浦功率: 0.37 kW。

(四)、泵浦材質: SUS304。

(五)、水箱容量: 23 L。

(六)、泵浦流量 (1800 rpm): 60 L/min。

(七)、熱交換器: 一套。

(八)、熱交換器材質: SUS304。

五、1組PLC控制系統。

六、1組真空脫氣系統。

(一)、泵浦系統: 一套。

(二)、真空抽氣方式: 兩段式水環圈真空抽氣。

(三)、驅動功率: 2.25 kW。

(四)、真空度 (Torr): 720 mmHg。

(五)、排氣量: 0.39 m3/min。

(六)、液封流量: 5 L/min。

(七)、分離筒: 18 L。

(八)、真空調節裝置: 1 組。

(九)、破真空裝置:1組。

七、總缸數為10缸(4個氮化缸與6個雙金屬缸)。

八、1組附屬品。

九、1台模頭。

十、1台冷卻水槽。

十一、1台冷切粒機。

(一)、馬達功率(交流): 2.25 kW。

(二)、切刀:1件。

(三)、材質: 碳化鎢。

(四)、迴轉刀型式: 斜刀。

(五)、迴轉刀規格 (直徑 x 長度 x 齒數): ø156 x 200 x

20(T)。

(六)、入口尺寸: 200mm。

(七)、切粒長度: 3mm。

(八)、尺寸(L x W x H): 830 × 650 × 1600 mm。

(九)、重量: 300kg。

十二、1台篩選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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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變更

事項

AB-11 021 電子天平

一、稱量範圍 3500 g。

二、最小讀值 0.01 g 。

三、可扣除毛重 3500 g 。

四、再現性 0.01 g 。

五、線性誤差 0.02 g 。

六、稱盤 195 x 195 mm 。

七、天平尺寸 W/D/H

206/333/100 mm 。

八、天平淨重 3.6 kg 。

九、反應時間 1.5秒 。

十、溫度飄移 2 ppm/℃。

2 ST 23,100 46,200 化工系 AB-11 024 －

一、稱量範圍 3500 g±0.01。

二、最小讀值 0.01 g 。

三、可扣除毛重 3500 g ±0.01。

四、再現性 0.01 g±0.02 。

五、線性誤差 0.02 g 。

六、稱盤 195 x 195 mm±0.01

。

七、天平尺寸 W/D/H

206/333/100 mm ±0.01。

八、天平淨重 3.6 kg 。

九、反應時間 1.5秒 。

十、溫度飄移 2 ppm/℃±0.01。

－ － － － － █規格

原規格規範

較無彈性，

已修改規格

容許範圍。

AB-41 051 離子層析儀

一、離子層析儀主機。

二、電導度偵測器。

三、儀器控制暨數據處理軟體。

四、陽離子分析管柱。

五、陽離子保護管柱。

六、陽離子抑制器。

七、一年保固期。

1 ST 791,750 791,750
環安

衛系
AB-40 053 －

一、離子層析儀主機。

二、電導度偵測器。

三、儀器控制暨數據處理軟體。

四、陽離子抑制器。

五、流洗液開關閥：可與幫浦

on/off連動。

六、幫浦操作壓力：最大耐壓至

少需4000psi(含)以上。

七、壓力警示範圍：提供壓力

上、下限之警報功能。

八、流速操作範圍：

1.00~5.00mL/min或更廣之範

圍。

九、自動分析控制軟體可繪製檢

量線，可直接在軟體上製作回歸

校正曲線及可自動計算檢量線之

相關係數。

十、自動分析控制軟體可將報告

轉成EXCEL及PDF檔。

十一、一年保固期。

－ － － － － █規格

針對欲購置

設備提供更

詳細具體之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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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變更

事項

AB-14 024
手持式閃頻

儀

一、 機身本體部

(一)、 電源：9V鹼性電池或

AC100V50/60HZ4VA(with AC

adapter)

(二)、 週波數：1〜79Hz 1HZ

step

(三)、 週波數設定：押向上/向下

的按鈕,可控制停止/繼續的所有步

驟

(四)、 週波數精度：小於0.01％的

選定值

(五)、 脈衝佔空比比較：50％短

波

(六)、 二重閃光：可用按鈕控制

(七)、 刺激亮度穩定性：小於

10％（9V〜7V），但低於7V時

，得到的警示燈

二、 視標部

(一)、 視標：LED主波長 紅（R）

660nm、綠（G）555nm、黃（

Y）570nm

(二)、 視標尺寸：φ8.7mm

2 ST 210,000 420,000 工管系 AB-14 027
簡易式閃

頻儀

一、 顯示畫面：LCD數位式顯示

，兩位數

二、 閃爍視野明亮度：500lux ±

10%

三、 周邊視野明亮度：100lux±

40%

四、 測量範圍：20~60Hz±10%

五、 閃爍方式：自動

六、 電源：AC 100V, 50/60Hz

七、 電源消耗量：約7W

八、 尺寸：157x355x135mm

九、 重量：約1公斤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1)原廠價格

調漲(更改

歸屬為醫療

產品)。

(2)所需求的

功能不變，

仍可達到以

閃爍速率測

量疲勞程度

的功能，操

作上更為簡

易。

AB-34 044 個人電腦

22型 all in One電腦

一、 如：MSI AE2282G 22型 i5

四核 Win7 多點觸控 All in One獨

顯液晶電腦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 螢幕：21.5" 1920 x 1080

FHD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 處理器：Intel Core i5-

3330S四核心(2.7GHz) 。

四、 晶片組：Intel H61。

五、 記憶體：4GB DDR3 1333，

DDR3 SO-DIMM x 2 slots最大支

援到8GB。

六、 硬碟：1TB 3.5'' SATAII。

七、 顯示介面：NVIDIA

GeForce GT630M VRAM sDDR3

2GB。

八、 光碟機：薄型DVD燒錄器。

九、 作業系統：Windows 7

Home Premium。

十、 保固：五年到府。

4 ST 28,900 115,600 工管系 AB-33 046 －

一、 液晶螢幕：23.6"

1920x1080 Full HD LED

BackLight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 處理器：Intel Core i5-

4210M雙核(2.6GHz) (含以上)。

三、 記憶體：4GB(含以上)。

四、 硬碟：500G 2.5" SATA

III(含以上)。

五、 顯示介面：Intel HD

Graphics。

六、 光碟機：tray-in DVD

Super Multi。

七、 作業系統：Windows 7

Professional (含以上)。

八、 無線網路：802.11 b/g/n。

九、 傳輸：HDMI-out、USB3.0

。

十、 配件：鍵盤滑鼠組。

十一、  保固：三年到府。

－ － － － － █規格

(1)原機型停

售

(2)22型觸

控all in one

電腦變更為

24型all in

one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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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變更

事項

AB-35 045
國際能源總

署資料庫

一、西德州、杜拜、布蘭特三大

原油價格及產量之日資料

二、美國頁岩油價格及產量之日

資料

三、授權年限：永久授權"

1 ST 130,000 130,000 經管系 AB-34 047
時間序列

分析軟體

一、CATS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模組 。

二、可進行向量與矩陣運算。

三、支援完整的計量模型，包括

ordinary、weighted、 (GLS)、

(SUR)、非線性迴歸、(VAR’s)

，ARIMA，GMM，2SLS，3SLS

，ARCH和GARCH等。

四、可直接取用Haver Analytics

DLX資料庫。

五、包含interactive mode和

batch mode兩種執行模式。

六、可繪製輸出高品質時間序列

散佈圖。

七、增加X11季節性調整

(Seasonal Adjustment)的功能。

八、網路版，10人永久授權。

1 ST 130,000 130,000 － █替換

原項目因需

求之資料，

已由其他機

構取得。為

提升教學質

量，故變更

採購項目

「時間序列

分析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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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變更

事項

AB-36 046
雷射雕刻切

割機

一、雷射功率 130Watts封離式CO2水冷式

雷射管，波長10.6um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實際工作範圍：X軸900mm x Y軸

600mm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兩用工作檯面樣式：劍條、蜂巢狀，皆

可獨立作業。

四、通訊埠：USB & Print Port。

五、驅動應用軟體可接受DXF、DWG、

PLT、AI、BMP等檔案格式，直接輸出文件

，含顯示及雷射機診斷功能。

六、控制面板可直接修改雷射功率及切削雕

刻速度。

七、開蓋保護開關、機器上須有急停開關。

八、紅光輔助定位系統。

九、上排煙抽氣加裝金屬全罩嵌入式集煙罩

，及排煙風機一台；下抽氣排煙風機一台，

含風管及管束配接。

十、環保集塵過濾風箱組：可更換維護式集

塵除臭過濾器，不銹鋼材烤漆風箱組，可置

放三層以上活性碳濾網，可抽換、可保養清

潔的環保過濾網。

十一、防火安全裝置：氣體式可重複使用及

不污損設備之滅火裝置。

十二、雷射專用冷水機：恆溫壓縮機製冷方

式。

十三、3D轉2D雕刻平面設計軟體一套。

十四、Oriental World 3D素材資料庫或同等

品，200個(含)以上3D素材。

十五、可編修.cdr & .ai格式之向量圖形5,000

組(含)以上及圖庫索引書一本。

十六、設備保固：一年(含)以上。

十七、教育訓練及安裝課程：二小時(含)以

上。

1 ST 330,000 330,000 工設系 AB-35 048 －

一、雷射功率 130Watts封離式CO2水冷

式雷射管，波長10.6um或同等品(含)以

上。

二、實際工作範圍：X軸900mm x Y軸

600mm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兩用工作檯面樣式：劍條、蜂巢狀，

皆可獨立作業。

四、通訊埠：USB & Print Port。

五、驅動應用軟體可接受DXF、DWG、

PLT、AI、BMP等檔案格式，直接輸出文

件，含顯示及雷射機診斷功能。

六、控制面板可直接修改雷射功率及切削

雕刻速度。

七、開蓋保護開關、機器上須有急停開

關。

八、紅光輔助定位系統。

九、上排煙抽氣加裝金屬全罩嵌入式集煙

罩，及排煙風機一台；下抽氣排煙風機一

台，含風管及管束配接。

十、射煙塵空氣淨化系統：金屬編織濾

網、UVC化學氣體裂解組件、高效率，長

效碳纖集塵V-CELL空氣濾材、高效能活

性碳化學濾網。

十一、防火安全裝置：氣體式可重複使用

及不污損設備之滅火裝置。

十二、雷射專用冷水機：恆溫壓縮機製冷

方式。

十三、3D轉2D雕刻平面設計軟體一套。

十四、可編修.cdr & .ai格式之向量圖形

5,000組(含)以上及圖庫索引書一本。

十五、設備保固：一年(含)以上。

十六、教育訓練及安裝課程：二小時(含)

以上。

－ － － － － █規格

1.規格項次

十：環保集

塵過濾風箱

組。

說明：變更

前之規格表

示，僅為一

般型式，為

確保室內外

環境空氣品

質，變更後

，修正為優

規型式要

求。

2.規格項次

十四：

Oriental

World 3D

素材資料庫

或同等品，

200個(含)以

上3D素材。

說明：因軟

體廠商目前

已停產(售)，

變更後，本

規格項次內

容予以刪

減。

Elsevier E-

Journal

一、廠牌：Elsevier。

二、型號：E-Journal。

三、連線方式：Internet。

四、同時上線人數：不限。

五、中止訂購後：廠商應免費提

供電子複本供明志使用。

六、授權年限：永久使用。

1 ST 1,710,000 1,710,000 圖書館 － － － － 1,810,000 1,810,000 －
█單價

█總價

為避免因匯

率變動以致

付款金額與

報部金額差

異過大，故

申請變更。

B003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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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二】

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AC-01 089
Arduino雲端生醫感測整

合系統

一、Arduino控制板、脈博血氧濃、膚電、呼吸、體溫、心電圖、血糖、姿態等生醫感測。

二、色彩辨識。

三、SD資料儲存器。

四、WiFi模組、藍芽。

五、陀螺儀。

六、Gsensor、Zigbee、雲端Web 模組。

2 ST 110,000 220,000 電機系

AC-02 090 人體生醫模擬軟體

一、具有電、磁、熱傳等功能分析並可搭配人體全身模組進行生醫效能分析。

二、提供完整的生物電磁學國際標準人體模型庫，模型分辨率能達到0.1mm以下。用户在解決生物

電磁兼容問題時，可方便的直接導入所需的各種複雜人體模型。

三、人體模型庫包括兒童、成年、老年、少年，男性、女性，人腦、骨骼，血管、歐洲人、亞洲人

等全部國際標準模型。SEMCAD有多種可便換姿勢的手模型,能輕鬆對三維人體模型的各種姿勢進行

调整。

四、SEMCAD提供標準的動物模型庫（如老鼠）和醫療設備模型庫（如核磁共振MRI系統）等。

1 ST 750,000 750,000 電機系

AC-03 091 雲端虛擬化平台

一、總論：本平台之設備可以是實體機或是虛擬機。

二、備援機制：本平台所有機制須提供高可用度HA(High Availability)或負載平衡LB(Load Balance)。

三、防火牆：數量2台，須提供HA機制，每台至少6個GE(Gigabit ethernet)，提供 PPPOE、DHCP、

NAT、VPN。

四、路由器 ：數量：2台，須提供HA機制，每台至少6個GE，提供PPPOE、DHCP、NAT。

五、負載平衡LB：數量2台，須提供HA機制與GE介面，須提供Weighted Round Robin (WRR) 機制，

動態分配連線到後端伺服器。

六、郵件與檔案服務：數量2台，提供 SMTP、POP3、Web Mail與FTP服務。

七、網頁與名稱服務：數量2台，須提供 WWW、DNS 服務。

八、目錄服務：數量2台，提供LDAP、RADIUS服務。

九、監控管理：數量：2台，提供HA，須監視本平台所有網路介面的狀態、網段狀態、伺服器狀

態、與應用服務狀態，需做網頁式記錄 (log) 。

十、自動修復機制，檢查實體機或虛擬機狀態，能對異常設備進行重開機或重啟；

十一、整體高可用度：平台內部設備進行 HA 切換，整體功能如PPPOE、DHCP、VPN、NAT、

Routing、Application Services仍要能正常運作。

十二、建置與保固：須配合本單位之要求設計並供至少一年之保固。

2 ST 250,000 500,000 電子系

AC-04 092 智慧型人機介面裝置

一、Android平板 4.4 KitKat 作業系統。

二、內建 SAMSUNG Exyno 5 Octa 5420, 1.9GHz + 1.3GHz 雙四核心處理器。

三、8.4 吋 Super AMOLED 觸控螢幕、2,560 x 1,600pixels 螢幕解析度。

四、800 萬畫素相機、210 萬畫素視訊鏡頭。

五、支援 4G LTE / 3G / Wi-Fi 無線網路。

六、內建 3GB RAM / 16GB ROM 儲存空間。

七、支援 microSD 記憶卡擴充，最高至 128GB 記憶體容量。

3 ST 15,000 45,000 電機系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優先序

原

申

請

項

目

【經104學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5.03.30)】第 64 頁，共 115 頁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二】

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優先序

AC-05 093 照護員人機介面裝置

一、Android Smart watch1.63吋 320×320 277 PPI顯示器（1.67吋Super AMOLED ≙ 191 dpi；3公分×3

公分）。

二、單核800 MHz Exynos處理器。

三、ARM Mali-400 MP4圖形處理器（210 MHz/500 MHz）。

四、512 MB記憶體。

五、4 GB內建儲存空間。

六、190萬像素相機鏡頭，位於腕帶上。

七、Bluetooth 4.0。

八、3軸加速規、陀螺儀和手勢操控。

九、315 mAh電池（宣稱可維持25小時）。

3 ST 12,000 36,000 電機系

AC-06 094 照護員人機介面裝置

一、Apple Smart watch 輸入方式： 數位錶冠、多點觸控力道感應觸控（force touch）、麥克風、連

結至iPhone。

二、連接埠： 手錶透過無線充電方式充電。

三、連接性： NFC、藍芽4.0、Wi-Fi 802.11b/g/n。

四、感應器： 加速規、陀螺儀、心率監測儀。

五、適用性： 支援執行iOS 8.2或更新版本作業系統的iPhone 5及後續機種，與裝置間透過Wi-Fi或藍

芽4.0連結。

六、電池： 最長18小時。

3 ST 15,000 45,000 電機系

AC-07 095 掃頻信號產生器

一、頻率範圍：10MHz to 40GHz。

二、校正輸出功率：+10 dBm。

三、諧波：-50 dBc <26.5 GHz。

四、相位雜訊： <-80 dBc在 10 GHz 與10 kHz偏移。

五、完整類比掃瞄。

六、頻率解析度：1 Hz。

七、可脈波、強度與頻率調變。

八、可衰減輸出功率：-110 dBm。

九、具頻率掃瞄功能。

十、具自動觸發功能可搭配GPIB。

1 ST 774,000 774,000 電機系

AC-08 096 向量合成信號掃頻儀

一、掃描頻率範圍： 10MHz-40GHz。

二、解析頻率： 1Khz to 3kHz (依據不同操作頻率)。

三、輸出功率： -110 dBm至 +10 dBm 。

四、具脈衝及調幅調變功能(AM modulation)。

五、50歐姆阻抗。

六、具有雙埠2.9mm SMA測試接頭。

七、具有HP-IB 匯流排輸出端子。

八、工作電壓：100/120/220 VAC。

1 ST 400,000 400,000 電機系

原

申

請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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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二】

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優先序

原

申

請

項

目

AC-09 097 3D快速成型系統

一、主機設備。

(一)、成型空間：260x170x190mm(含)以上。

(二)、X軸及Y軸立體像素解析度：100um(含)以下。

(三)、Z軸動態立體像素解析度：50-100um(含)以下。

(四)、製造模型元件與支撐物(Support)使用相同單一材質。

(五)、使用針狀支撐設計，可節省支撐物(Support)損耗，且容易移除。

(六)、後處理完全不需要前酸強鹼等有害化學物質，只須IPA清洗及砂磨即可。

(七)、人性化的隨插即用作業操作及內建觸控螢幕。

(八)、使用藍光雷射光 Scan掃描，Spin旋轉和Selectively Photocure選擇性固化技術，將液態材料立體

像素化，完成的模型元件在X-Y-Z各個方向都有相同強度。

(九)、可選用多種高品質材質：ABS-Like，PP-Like(Polypropylene)，Wax-Like等。

(十)、液體溶液槽容積：20 Kg(含)以上。

(十一)、具有RFID讀碼機，可用來辨別不同的材料，避免材料及參數錯誤。

(十二)、材料層厚控制：製作平台與PSA利用壓力控制。

(十三)、設備保固：一年(含)以上。

(十四)、教育訓練及安裝課程：四小時(含)以上。

(十五)、提供維護能力證明。

二、軟體。

(一)、Magics軟體一套或同等品。

(二)、Perfactory RP軟體一套或同等品。

三、材料。

(一)、隨機附液態樹酯原料：25公斤(含)以上。

(二)、符合ASTM D 638-10斷裂拉伸強度：35.6 MPa，拉伸斷裂伸長率 3.7%(含)以上。

(三)、符合ASTM D 790彎曲斷裂強度：81 MPa，彎曲模量：2290MPa(含)以上。

(四)、符合ASTM D 2240硬度：85 D Shore(含)以上。

(五)、符合ASTM D 256-10 Method B艾氏衝擊強度：21 J/m(含)以上。

(六)、符合ASTM D 648-07熱變形溫度在264psi：43度C(含)以上。

1 ST 3,000,000 3,000,000 工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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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二】

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優先序

AD-01 098 重量式微量粉體供料機

一、 雙螺桿供料機:

(一)、採用雙螺桿計量供料。

(二)、計量範圍:  3 - 10KG/HR(依物料特性而異) 。

(三)、桶身採用SUS304鏡面鋼板。

(四)、螺旋驅動馬力: 200W  D.C.馬達。

(五)、破壞架橋器馬力: 1/4HP。

(六)、磅台採用高精度電子式荷重元。

(七)、採用日本進口LOSS-IN-WEIGHT專用控制器。

(八)、具Master-slave主從控制模式。

(九)、自動補料功能。

(十)、重量式或容積式模式切換。

(十一)、與押出機連鎖控制。

(十二)、IP54及防水防塵電氣箱。

二、粉體補料桶:

(一)、儲量容積: 200Liter。

(二)、原料接觸面材質SUS304。

(三)、漿葉式低液位計。

(四)、低液位計警示燈。

(五)、4”不銹鋼氣動閘刀閥。

(六)、1/4HP架橋破壞攪拌機。

1 台 550,000 500,000 化工系

AD-02 099 重量式連續酯粒餵料機

一、採用單螺桿計量供料:

(一)、計量範圍:  30 - 80KG/HR(依物料特性而異)。

(二)、桶身採用SUS304鏡面鋼板。

(三)、螺旋驅動馬力: 200W  D.C.馬達。

(四)、磅台採用高精度電子式荷重元。

(五)、採用日本進口LOSS-IN-WEIGHT專用控制器。

(六)、具Master-slave主從控制模式。

(七)、自動補料功能。

(八)、重量式或容積式模式切換。

(九)、與押出機連鎖控制。

(十)、IP54及防水防塵電氣箱。

二、酯粒補料桶:

(一)、儲量容積:200Liter。

(二)、原料接觸面材質SUS304。

(三)、漿葉式低液位計。

(四)、低液位計警示燈。

(五)、4”不銹鋼氣動閘刀閥。

1 台 650,000 650,000 化工系

原

申

請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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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優先序

AD-03 100 側面供料系統

一、馬力: 1 (HP) (東元)+變頻器。

二、螺桿:

(一)、材質 :  SACM-645。

(二)、熱處理 : 氮化。

三、料管 :

(三)、材質 : SACM-645。

(四)、熱處理: 氮化。

四、供料斗 : 不銹鋼 #SUS304。

1 台 300,000 300,000 化工系

AD-04 101 直立式拌料機

一、尺寸1180*1180*1390m/m。

二、重量130kg。

三、減速馬達3HP 電壓220V60HZ。

四、每次容量50kg。

五、具定時控制開關設計。

六、採用1.2-304不鏽鋼白鐵料桶。

七、腳架黑鐵噴漆附輪子。

1 台 90,000 90,000 化工系

AD-05 102 塑膠射出成型機

一、V8800型或同等品電控系統。

二、電壓220V/60HZ。

三、水分佈器。

四、單吹風裝置。

五、磁石 。

六、模具壓板螺絲。

七、抽芯裝置。

八、長短射嘴。

九、避震腳。

十、工具箱。

十一、黃油槍。

十二、應用手冊。

十三、液壓油加滿。

十四、自動調模。

十五、乾燥機附定時(50KG) 。

十六、吸料機組。

十七、ES省電裝置。

十八、水式模溫機。

1 台 1,460,000 1,460,000 化工系

原

申

請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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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二】

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優先序

AA-11 011 電池充放電測試機

一、BCS 815 模組式 電池充放電設備

二、基本功能規格:8個獨立頻道

三、電極控制:最大電壓0V to +9V，最大電流+/-15A，最大電瓦數:105W

四、電流控制10A to 1mA

五、電壓控制:0V to 9V

六、電位計:3個電位量測

七、交流電阻:頻率10kHz-10mHz

八、外部輸入/輸出點:類比訊號

九、基本規格:電源1700W, 200-264V, 47-63Hz

十、軟體BT-Lab:含OCV、CV、CVA、CA、CP、SV、GEIS、PEIS、SGEIS、SPEIS、Modular Bat,

BatteryCapacity Determination 功能

含分析運算軟體: Z fit/Sim、Rp fit、Peak/Waveanalysis、Tafel fit、Mott-Schottky、Multi-Exponential

fit/Sim

含交流阻抗, 阻抗頻譜分析軟體, 電池電量分析

含數學運算軟體: Min/Max、Line fit、circle fit、smooth and integral

十一、保固:一年

十二、外殼:24U

十三、096-210 BCSC-24U cabinet for up to 4modules BCS-815 incl. BCS-Com and BCS-PDU (120-208 Vac

WYE)

十四、096-011/z BCS-815 Module of 8 channels 15A with 0 V with EIS

十五、操控電腦一台

1 ST 2,048,000 2,048,000 機械系

AA-12 012 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一、Keithley 4200-SCS半導體參數分析儀

二、可測量DIODE、BJT/HBT、MESFET/PHEMT、MOSFET等所有基本參數

三、配備3個SMU及3個前置放大器及1個CVU，1個GND。

四、五吋全彩液晶螢幕，圖形介面，電容式多點觸控。

五、模組式設計(1)高功率SMU，電流可達1A，功率20W(2)雙通道脈衝訊號產生器模組，可提供脈衝

及任意波形產生及高達每秒200MHz的量測取樣速率 (3) 遠程放大器/開關切換器，暫態電容響應量測

值、電壓/電流量測及快速脈衝量測切換使用整合機台效率量測(4)暫態電容頻率響應量測電容及阻抗

效應

六、工業級電腦處理資料。

七、系統軟體設計內建I-V、C-V量測軟體，並具備即時繪圖、即時分析半導體參數、一次執行多種

量測等功能，另外可以執行Stress-Measure功能，測試元件可靠性，並且須提供高電流電力特性化整

合統系統，提供須具有同時顯示I-V、C-V於同一單元內操作

八、內建驅動程式包含Switching Matrix、Semi-auto prober、CV meter driver、PGU driver等等，內建控

制程式開發軟體，可以自行修改及開發所需程式。

九、提供三年保固。

十、操作使用訓練課程。

1 ST 2,897,000 2,897,000 機械系

變

更

後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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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二】

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優先序

變

更

後

項

目

AA-13 013 數位顯微鏡

一、VHX-5000高階型 3D數位顯微鏡:超解析觀察、即時景深合成、瞬間全對焦、超高解析HDR

二、多角度觀測系統 VHX-S550E: 包含XY旋轉桌、電動XY移動平台、可調整高度、高抗震性、電動

Z軸可進行自動對焦

三、超小型高性能變焦鏡頭 VH-Z20T:高解析度及大景深、介於20及200被放大、影像連續變焦、共

焦點光學設計、高工作距離25.5mm

四、雙光學高倍率變焦鏡頭 VH-Z250T:高解析度及大景深、介於250及2500被放大、影像連續變焦、

共焦點光學設計、高工作距離6.5mm

五、3D量測軟體VHX-H4M:PROFILE輪廓量測、雙輪廓線差異分析

1 ST 2,500,000 2,500,000 機械系

　　　　　二、變更原因：因本校105年度所獲核定之獎勵補助款較少，因此，為因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及考量本校未來推動之重點項目後，

　　　　　　　　　　　　擬重新調整資本門部份項目。

備註說明：一、原申請項目共計14項，擬替換變更為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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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是 2016/7/5 11:53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6/7/5 12:05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是 2016/7/5 12:28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是 2016/7/5 12:01 當然委員

5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是 2016/7/5 12:01 當然委員

6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6/7/5 11:57 當然委員

7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是 2016/7/5 12:03 當然委員

8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6/7/5 11:54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海 e000044349 否 公出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王得貴 e000047381 是 2016/7/5 11:54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林義楠 e000044389 否 公出 推選委員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教授 劉昭麟 e000047402 否 出差 推選委員

13 材料系 教師代表 教授 程志賢 e000044445 是 2016/7/5 12:04 推選委員

14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錫金 e000047971 是 2016/7/5 12:01 推選委員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陳安哲 e000044376 是 2016/7/5 11:57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教授 陳心田 e000044388 否 請假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政道 e000047511 是 2016/7/5 11:54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進隆 e000047396 是 2016/7/5 12:02 推選委員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6/7/5 12:02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主任秘書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是 2016/7/5 12:03 列　　席

21 研發處 組長 副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否 公出 列　　席

22 研發處 組員 職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6/7/5 12:34 列　　席

23 機械系 組員 職員 莊桂昌 e000044429 是 2016/7/5 11:54 列　　席

24 電子系 組員 職員 陳甲寅 e000044355 是 2016/7/5 12:34 列　　席

25 化工系 教師 講師 邱振堯 e000044367 是 2016/7/5 12:28 列　　席

26 工管系 組員 職員 吳敏惠 e000048405 是 2016/7/5 11:53 列　　席

27 通識中心 教師 講師 高如雲 e000044392 是 2016/7/5 12:34 列　　席

28 圖資處 組員 職員 曾芊芸 e000048743 是 2016/7/5 11:57 列　　席

會議名稱：104學年度第3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　　間：2016/07/05 11:30:00~2016/07/05 13:30:00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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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07 月 05 日(星期二)11:50～13:1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王得貴老師、林義楠老師 

   劉昭麟老師、陳錫金老師、程志賢老師、陳安哲老師、陳心田老師、謝政道老師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莊桂昌先生、陳甲寅先生、邱振堯老師 

   吳敏惠小姐、高如雲老師、曾芊芸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請研發處開始報告今天討論的議題。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議討論事項如下。 

1.檢討本校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支用計畫書(核定版)複審審查意見。 

   2.審議各單位申請 105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變更事項。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檢討本校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支用計畫書(核定版)複審審查意見。 

  說明： 

   一、有關本校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支用計畫書(核定版)，係由台評會委請相關 

     領域專家學者進行複審。 

   二、針對委員意見，已先行請各相關單位回覆如下，請委員提供回覆內容之修訂建議。 

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 

自籌款投入比例高達 19.86%，而且全數挹注於

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資本門「各所

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顯示學校積極辦

學之決心。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2 

經常門投入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比例

相當高，約占經常門經費 83.88%，若能落實執

行，應有助於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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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3 

104～108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書p.2有關中

長程計畫之研訂流程，提及學校「衡外情、量

己力（SWOT 分析、標竿學習）」，並據以規劃

中長程發展主軸及策略，惟未見學校提供

SWOT 或相關分析資訊，以致校務發展策略與

計畫之間的關聯性不易理解，建議適度補強相

關內容，以更提升校務規劃之有效性。 

秘書室 

為確保 SWOT 分析劣勢、威脅之因應對策

有效執行，將配合修訂中長程計畫書，並

補充因應對策與各項發展策略間關聯性。 

計畫中所有行動方案未來並於每半年的管

考會議實施成效報告及管控。 

4 

獎勵補助經費各支用項目大致能對應至學校校

務發展規劃，【附表四】擬購置之各系所教學儀

器設備，對教學品質之改善與提升大多具有關

聯，惟部分項目之連結情形似有誤植，例如： 

(1) 優先序#AA-01～AA-03【電機系】所列連

結頁次為「工程-12」，然而其所對應之行動方

案「3.2-工程-1 持續精實院級研究中心之特色」

係列於 p.工程-14。 

(2) 優先序#AC-01【電機系】「伺服馬達控制

系統」所列連結頁次為「電機-15」，然而其所

對應之行動方案「4.2-電機-3 提升教學品質」

係列於 p.電機-17。 

(3) 優先序#AC-03【材料系】「光學防震台」

對應至行動方案「3.1-材料-6 配合研究發展領

域增購研究設備」，所列連結頁次為「材料

-13」，然而 p.材料-13 中並未見該項行動方案。 

電機系 

材料系 

優先序內容所對應之連結頁數為誤植，

感謝委員指正。 

 

「光學防震台」對應至行動方案誤植為

「3.1-材料-6 配合研究發展領域增購研究

設備」修正為「3.1-材料-2 配合研究發展

領域增購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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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5 

學校提出之內部稽核人員名單中包含 1 位會計

室行政職員，是否可能違反「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 13 條

有關「不得牴觸會計職掌」之規定，出現職務

上之利害衝突關係，有待學校進一步檢視與釐

清。 

秘書室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

施辦法第 13 條全文內容為「學校法人及學校

之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依規定對學校

法人及學校內部控制進行稽核，以衡量學校法

人及學校對現行人事、財務與營運所定政策、

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並不得牴觸會

計職掌；其職權如下：一、學校法人及學校之

人事活動、財務活動、業務活動、教學事務活

動、 學生事務活動、總務活動、研究發展活動

及資訊處理活動之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處

理之事後查核。三、學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

價證券之盤點。四、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

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五、學校法人及學校

之專案稽核事項。」所述為稽核人員於進行稽

核活動之職權範圍與規範，並不牴觸上述會計

帳務管理與查核之職掌，且稽核人員執行稽核

作業，如遇與自身業務相關時須迴避，因此不

會出現職務上之利害衝突關係。 

6 

學校訂有「職員在職進修與研習辦法」，協助職

員在職進修以提升行政效能；惟教師方面，僅

見「教師國內短期進修實施辦法」，未見教師在

職進修學位相關補助辦法，支用計畫書中亦未

編列教師進修經費。鑑於學校目前仍有 25 位講

師（支用計畫書 p.1），約占學校整體師資結構

13.51%；另根據校務「發展主軸二：知識創

新」，學校亦期盼在 5 年內之時間，將助理教授

以上高階師資比例提高至 90%以上（校務發展

計畫書 p.34）。因此，若能透過相關獎助機制協

助現有講師進修學位，應有助於師資結構之改

善。 

人事室 

(1)本校 104 學年度下學期講師為 25 名(原 28

名，已有 2 位講師升等、1 位離職)，現今尚

有 7 名教師進修(皆已接受補助)，其餘 18

名教師平均年齡約 50 歲(其中 5 位超過 55

歲以上)、年資 23 年，依私校退撫退休相關

辦法年資 25 年或年齡 60 歲達退休條件，考

量18位教師若依學位升等其效益不高(平均

進修時程 6 至 8 年)，改以鼓勵著作、技術

報告或是教學實務等方式升等。 

(2)本校確實訂有「教師進修學位實施辦法」，

雖目前尚有 7 名教師在進修，但若依辦法規

定，只補助進修教師前三年之學雜費及學分

費，而目前進修之 7 名教師皆已超過受補助

之規定年限；再者因 105 年度未有其他教師

提出進修申請，故除未編列相關經費外，也

因此未將上述辦法列入送審文件中。 

7 

學校「職員在職進修與研習辦法」（104 年 12

月 22 日修訂版）第 7 條訂有進修學位之義務，

提及「…未遵守規定者，本校依進修合約書規定

要求賠償」，有關該進修合約書之違約賠償條

款，建議學校詳加檢視，並留意是否參酌教育

部台技(三)字第 0990122135號函之規定辦理。 

人事室 

本校已參酌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90122135 號函之規定，合約第六條：

惟接受政府機構補助款者依其規定辦理。 

  決 議：各項審查意見回覆，有部份文字誤植，請再依專責小組委員建議修正，並再 

      檢視是否有誤解委員意思，而沒有回應到委員的意見，其餘部份意見請列入 

      例行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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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審查本校各單位申請變更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資本門」 

設備細項內容。 

說 明： 

一、各資本門使用單位擬申請變更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理由說明如附件一所示。 

   二、本次申請變更之單位及項目如下之彙總表，請各位委員審議。 

申請變更 

單位 

變更 

件數 

變更項目 

優先序 

申請變更事項 

替換 刪除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機械系 1 AC-31-086   ● ●    

電子系 2 

AB-10-023   ●     

AB-20-033   ●     

化工系 1 AC-35-090   ●     

工管系 2 

AB-14-024   ● ●    

AB-34-044    ●    

通識教育中心 2 

AB-02-015   ●     

AB-03-016      ● ● 

圖資處 

(電算中心) 
1 AB-06-019    ● ● ● ● 

 

  討 論： 

    一、有部份變更項目之變更原因說明寫的太簡單，並沒有具體說出變更原因，請 

      相關單位再修正補充。 

    二、有部份項目規格變更，沒有說明其功能差異，也沒有說明是否影響使用目的及

影響教學等，等會兒請變更申請之單位出席同仁補充說明。 

    三、未來各單位應注意企業請購之材料編號編列類別，以免因為小問題，而辦理變

更作業，繼而影響採購進度。 

 

  決 議：通過以上各單位之變更事項，另請依專責小組委員建議做修正後，盡速重新辦 

      理請購作業，並請研發處依規定將變更申請資料留校備查。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5 年 07 月 05 日(星期二)1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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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AC-31 086
數位式劃線

台

一、精度:+/-0.05mm。

二、工作範圍:0~450mm。
1 ST 18,000 18,000 機械系 － －

數字游標高

度規

一、精度:+/-0.04mm。

二、工作範圍:0~450mm

三、尺寸以數位顯示

四、公英制轉換

五、可任意位置歸零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原劃線台即

為游標高度

規，因前端

具硬質合金

，做為劃線

之用，變更

標準名稱及

增修規格。

AB-10 023 電腦主機

一、作業系統    Windows

8.1- 64bit。

二、中央處理器(含時脈) Intel

Core i5-6500(3.60GHz)。

三、L2快取記憶體 3MB(HD

Graphics 4600)。

四、顯示晶片 Intel® HD

Graphics 530、主機板晶片

Intel® H110。

五、記憶體(標準/最大/插槽)

DDR3L 4GB*1/32GB/2。

六、硬碟容量 1TB SATA

6GB/s (SATA III) 7200RPM。

七、鍵盤滑鼠介面 USB

Keyboard / Mouse。

八、網路裝置 10 / 100 /

1000Mbps Lan乙太網路控制

器，含網路喚醒功能 WOL。

九、電源供應器   400W。

十、所列規格或同等品。

59 ST 16,200 955,800 電子系 － － 個人電腦 － － － － － － █項目名稱

編列材料編

號類別錯誤

，名稱需變

更為個人電

腦後才能進

行請購。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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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AB-20 033 電腦主機

一、華碩 AS-BM1AD電腦(台

塑統購機):中央處理器 Intel

G1840(2.8GHz/2M Cache)。

二、作業系統 WIN8.1 Pro

downgrade WIN7 Pro

64bit。

三、記憶體(標準/最大/插

槽)(4GB*1/16GB/2) DDR3-

1600。

四、硬碟容量

500GB/SATA3。

五、光碟機 None。

六、網路裝置 Intel®

WGI217V Gigabit10 / 100 /

1000Mbps Lan乙太網路控制

器,含網路喚醒功能 WOL。

七、所列規格或同等品。

100 ST 10,269 1,026,900 電子系 － － 個人電腦 － － － － － － █項目名稱

編列材料編

號類別錯誤

，名稱需變

更為個人電

腦後才能進

行請購。

AC-35 090
製程設計軟

體

一、三年校園網路使用授權:

150人/網路伺服器。

二、化工熱力模型與動力模

型。

三、基本操作單元之模擬。

四、熱整合系統設計與模擬。

五、反應性蒸餾系統設計。

六、共沸蒸餾系統設計與模

擬。

七、合約有效期間免費軟體升

級。

1 ST 204,000 204,000 化工系 － －

Process

Simulation

Software

Package

Aspentech

University

Program

License

(製程設計

軟體)

－ － － － － － █項目名稱

本案為外購

案件，擬於

請購品名增

列英文品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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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AB-14 027
簡易式閃頻

儀

一、顯示畫面：LCD數位式顯

示，兩位數

二、閃爍視野明亮度：500lux

±10%

三、周邊視野明亮度：100lux

±40%

四、測量範圍：20~60Hz±

10%

五、閃爍方式：自動

六、電源：AC 100V,

50/60Hz

七、電源消耗量：約7W

八、尺寸：157x355x135mm

九、重量：約1公斤

2 ST 210,000 420,000 工管系 － － 閃頻儀

一、功能規格：

(一)、 電源：12VDC @ 0.5A，2.1毫米中心正極DC插頭

(二)、 保險絲：0.5A，5 x 20mm快速熔斷

(三)、 頻率：1到100Hz中為0.1Hz的增量為0.05％的誤差

(四)、 濾光片夾治具：2“×2”35毫米可選型號12100中

性密度濾鏡0.1％至50％的透光架

(五)、 自動快門：2的0.5選項1，並以每秒4赫茲

(六)、 類比輸入：3.5毫米單聲道耳機插頭與電壓範圍為

0.1〜10V 1至100Hz的閃爍速度絕對最大輸入= 14V

(七)、 外部啟動：SPST與RCA輸入常開的手持式開關

(八)、 外部響應：雙SPST常開的手持式開關與3.5mm立

體聲插頭

(九)、 RS-232C端口設置：9600波特，無奇偶校驗，8位

數據位，1位停止位

(十)、 亮度：58Cd / m2

(十一)、 視角：1.9°

(十二)、 光/暗比：1：1

(十三)、 刺激顏色：白色

(十四)、 目視區面罩：防過敏黑色矽膠面罩可用酒精清洗

擦拭

(十五)、 控制器尺寸：8.625“W x 6.5” L x 3.25“H；

重量：1.8lbs。

(十六)、 目視區尺寸：7”W x 19”L x 16”H；重量：

7.4lbs

二、包括：

(一)、 控制主機x1

(二)、 視覺濾片主機x1

(三)、 12VDC電源控制器x1

(四)、 DB9母轉母電纜線x1

(五)、 DB15公轉母電纜線x1

(六)、 手持觸發器x1

(七)、 觸發控制器x1

(八)、 Flicker專用軟體x1

三、原廠一年保固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需求變更

(功能不變

，仍可達到

以閃爍速率

測量疲勞程

度。)

【104學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5.07.05)】 第 78 頁，共 115 頁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AB-24 037 個人電腦

一、個人電腦(如:DELL PC

OptiPlex� 9020USFF)，或同等品

(含)以上。

二、Intel(R) Core(TM) i3-4130

Processor (3.40GHz,3MB)

三、4GB (1x4GB) Non-ECC

DDR3 1600MHz SDRAM

Memory

四、500GB 2.5inch Serial ATA

(7,200 Rpm) Hard Drive

五、OptiPlex�USFF 機箱主流機

型散熱器 (65watts)，或同等品

(含)以上。

六、1 All-In-One Monitor

Stand & Cable Covers for USFF

七、8 倍速薄型 DVD+/-RW /

Chassis Intrusion Switch

八、Dell� 專業 P1913 19 吋寬螢

幕 LED 背光顯示器含多合一顯示

器支架和接線護蓋，主機與螢幕

整合為一機，或同等品(含)以

上。

九、內接戴爾Business音效喇叭

，或同等品(含)以上。

十、DELL KB MOUSE，或同等

品(含)以上。

十一、Windows® 7 專業版

十二、還原系統(如:泰溥科技TOP

CPR)　或同等品(含)以上。

十三、保固：五年到府

4 ST 31,500 126,000 工管系 － － －

一、 個人電腦如HP 400G2DM-

i36100-4GB-500GB-WIN10DG

WIN7 pro 64BIT/3-3-3，或同等品

(含)以上。

二、 光碟機如HP Desktop Mini

DVD Super Multi-Writer ODD

Expansion Module，或同等品(含)

以上。

三、 EM870A HP Quick Release Kit

，或同等品(含)以上。

四、 螢幕如HP V223/21.5" TN/解析

度1920x1080, 16:9/對比度

=1000:1(靜態), 500萬:1(動態) /可視

角H-170,V-160/反應時間=5ms，或

同等品(含)以上。

五、 本案需含多合一顯示器支架和接

線護蓋，主機與螢幕整合為一機。

六、 內接音效喇叭。

七、 含原廠有線鍵鼠。

八、 Windows® 7 專業版。

九、 還原系統(如:詠裕多重鏡像還原

版)或同等品(含)以上。

十、 保固：三年到府。

－ － － － － █規格

原機型停產

，廠商所報

代用品無光

碟機，不適

於電腦教室

使用

AB-02 015

英語線上學

習測驗系統

軟體

一、Live ABC題庫擴充

二、TOEIC聽力及閱讀試題

三、至少含有課程管理、教師

管理、成績統計等功能

四、永久授權

8 ST 290,000 290,000
通識教育

中心
－ －

Live ABC

題庫測驗軟

體

－ 1 － － － －
█項目名稱

█數量

因中心所提

出兩項軟體

品名皆為

「英語線上

學習測驗系

統軟體」，

為怕混淆，

而修改其中

一項的項目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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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明
優先序 優先序

AB-03 016
語言教學軟

體

一、SANAKO lab 100

WIN7/8使用

二、同步數位化輸入教材

三、內含共用教材檔案夾，可

於教學中直接傳送給學生數位

學習機

四、內建檔案伺服器功能，可

於網路分享教材

五、永久授權

3 ST 313,000 313,000
通識教育

中心
－ － － － － － 105,000 315,000 －

█單價

█總價

於開立請購

單前，再次

詢價，因物

價上漲，廠

商調整價格

，因而修改

預算金額。

AB-06 019 桌上型電腦

一、中央處理器Intel i5-

*S/i7-*S Processors以上

二、硬碟1TB/SATA

III/7200RPMUp to 2TB

(7200RPM)

三、記憶體4GB

四、光碟機

五、可還原系統

六、與本校雲端平台整合

20 ST 23,000 460,000 電算中心 － － －

一、 中央處理器Intel i5

二、 晶片組:Intel® H110

三、 記憶體:4GB

四、 顯示卡:Intel Graphic HD

五、 硬碟:2.5吋256GB SSD

六、 網路:Intel Gigabits Mbps

10/100/1000 LAN Support

七、 機殼尺寸:須符合本校電腦鐵箱

存放空間，考量連接線路後鐵箱能正

常關門。

八、 作業系統:機殼需張貼WIN10授

權，並能合法降規至WIN7 PRO，出

貨時需依本校要求裝載指定作業系

統。

九、 保固條件:全設備自本校驗收日

起提供3年保固及保固證明書。

十、 須與本校EVO cloud雲端平台整

合。

十一、 電腦主機電源鍵功能需延伸至

E化講桌之指定面板上，達到正常開

機使用。

十二、 以上規格可同等品或優規。

22 － 21,000 462,000 －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1)硬碟由SATA

1T改為SSD

256G，因SSD

具有快速存取資

料之優點，適合

作為開機的系統

磁碟，達到電腦

效能之提升，開

關機與程式操作

時間之節省，藉

以提高教學品

質。

(2)為排除資訊

講桌機櫃之限制

，及光碟機易挑

片之問題，撤除

原光碟機之配備

需求，規劃建議

教師於教學時，

將檔案準備至

USB或雲端資料

夾。

(3)硬體調整後

重新計價，購買

數量調整為22

台。

(4)為了讓教學

環境更為優化，

重新審視較適合

規格，並補充詳

細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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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是 2016/10/26 12:04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6/10/26 12:08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是 2016/10/26 12:10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是 2016/10/26 12:10 當然委員

5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是 2016/10/26 12:06 當然委員

6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6/10/26 11:56 當然委員

7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是 2016/10/26 12:10 當然委員

8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6/10/26 12:02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　海 e000044349 否 出國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王得貴 e000047381 是 2016/10/26 11:56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林義楠 e000044389 是 2016/10/26 12:04 推選委員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教授 劉昭麟 e000047402 是 2016/10/26 12:04 推選委員

13 材料系 教師代表 教授 程志賢 e000044445 是 2016/10/26 12:15 推選委員

14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錫金 e000047971 否 請假 推選委員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陳安哲 e000044376 是 2016/10/26 12:01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教授 陳心田 e000044388 否 公出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政道 e000047511 是 2016/10/26 11:54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進隆 e000047396 是 2016/10/26 11:51 推選委員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6/10/26 12:05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是 2016/10/26 11:58 列　　席

21 研發處 副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是 2016/10/26 12:10 列　　席

22 研發處 職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6/10/26 11:51 列　　席

105學年度第1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報　到　表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　　間：2016/10/26 11:50:00~2016/10/26 13:30:00

註：本校會議已改採電子報到，故無簽名資料，此資料為自系統下載之會議報到結果。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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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12:00～13:0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王得貴老師、林義楠老師 

   劉昭麟老師、陳錫金老師、程志賢老師、陳安哲老師、陳心田老師、謝政道老師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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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會議主要是規劃及討論本校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

算，請各位委員提供一些規劃建議事項。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事項討論。 

二、其他報告：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申請作業準備資料。 

序號 資料名稱 
負責 

單位 
備註 其他說明 

1 支用計畫書 研發處 106年度預估規劃版本  

2 中長程發展計畫書 研發處   

3 校務發展計畫書 研發處   

4 單位 106 年度發展計畫 研發處   

5 經常門相關辦法 研發處   

6 專責小組 

組織辦法 

研發處 

  

成員名單 
註明服務系所／單位、

職級、行政職務 

 

會議記錄 含簽到表  

7 請採購規定、作業流程 總務處  

請於 11/11(五)提供

左述資料之電子檔

(word 格式)給研發處 

8 

內部專兼

任稽核人

員 

選任或組成機制 

秘書室 

辦法 

請於 11/11(五)前提

供左述資料之電子檔

(word 格式)給研發處 

稽核人員名單 
註明服務系所／單位、

職級、行政職務 

稽核人員相關背景

及專長說明 
請條列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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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2)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依據簡報各項規劃方向及原則說明，本校 106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各項目及比例預估規劃方向，請委員討論。 

說 明：依據上列規劃原則及教育部各項規定，本校 106年度獎補助經費各規劃事項 

    如下，請委員討論。 

    一、請規劃本校 106年度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勵補助金額?  

      二、請規劃本校 106年度自籌款比例? 

      三、請規劃本校 106年度自籌款分配於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 

      四、請規劃本校 106年度資本門節餘款之比例? 

 

  討 論：由研發處的簡報看來，106年度獎勵及補助核配指標與 105年度之核配指標變 

      化差異不大，雖然指標變化不大，但希望本校可以考慮用積極的方向去爭取。 

   

  研發處補充說明：自 106年度起，教育部之獎勵補助款不得再運用於獎勵及補助「著作」

的部份。如仍要獎勵或補助著作，只能運用自籌款的部份，且只能列

在「其他」項下，不能再列在「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決 議：經過研發處的簡報說明，有關本校 106年度各項目比例規劃建議如下： 

    一、依專責小組委員討論後，建議本校 106年度規劃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勵

補助款可依 105年度所獲得的獎勵補助款再成長 1.2倍來計算。 

    二、自籌款部份維持與 105年度一樣，編列約 20%。 

      三、自籌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部份，因經常門在 106年度仍沒有新的規劃項目 

        ，因此，暫時預估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 50%，後續各單位實際規劃 

        後，如有新的措施或需要再加強，再予以調整。 

        四、本校預估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之資本門各項目比例之運用，依委員建議

之各項目比例如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規劃比例約為 78%。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規劃比例約為 15%。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劃比例約為 4%。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無 

        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規劃比例約為 3%。 

      (五)自籌款資本門之 50%部份，則全數規劃於「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究設備」。 

      五、本校 106年度資本門標餘款暫時以預估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總 

        經費之 15%為編列依據。 

    六、本校預估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之經常門各項目比例之運用，請依委員 

      建議之比例做為參考及規劃方向，委員建議之各項目比例如下。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規劃比例約為 75%。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規劃比例約為 6%。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規劃比例約為 2%。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規劃比例為 0%。 

      (五)「其他」規劃比例約為 17%。 

        (六)依研發處上述的補充說明，106年度之自籌款經常門 50%部份，全數規

劃於「其他」項下之「著作」的部份。 

        七、上列各項目比例，請研發處後續再依實際編列狀況調整。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1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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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9 

1 

勤勞樸實 

106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規劃作業說明 

中華民國105年10月26日(星期三) 

報告人：劉豐瑞  研發長 

1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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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總經費說明 

獎勵補助款 
(教育部) 

自籌款 
(學校) 

年度 
獎補助 
總預算 

106年度獎勵補助款預估申請經費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需占獎勵補助款10﹪以上） 
總預算(3)=(1)+(2) 

？ ？ ？ 

3 

106年度獎補助與自籌款經費分配原則 

獎補助款 

資本門 

(70%) 
經常門 

(30%) 

自籌款 

資本門 
(未限制) 

經常門 
(未限制) 

至多得流用5%至資本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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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年度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分配原則 

1 

4 

1.各系所中心教學及研究設備 

    - 應達資本門經費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2 

3 

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 應達資本門經費1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3.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 應達資本門經費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4.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環保 
 廢棄物、無障礙空間等) 
   - 無比例限制 

5 

本校105年度獎補助「資本門1」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合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 60 ﹪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26,975,911 74.86% $5,012,816 100.00% $31,98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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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0,000 17.70% $0 0.00% $6,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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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250 3.64% $0 0.00% $1,31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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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000 3.80% $0 0.00% $1,370,000 

合計 $36,036,161 100% $5,012,816 100% $41,048,97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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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分配原則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推動實務教學 

研究 

研習 

進修 

著作 

升等送審 

占經常門經
費50%以上(
不含自籌款) 

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 
  鐘點費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學輔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占經常門經
費2%(不含自
籌款) 

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無比例限制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 

新聘教師 
  薪資 
現有教師 
  薪資 
資料庫訂閱 
軟體訂購 
其他 

無比例限制 

其他 

研習 

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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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校105年度獎補助「經常門1」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項目 金額 比例 項目 金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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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 $200,000  1.29% 編纂教材 － － $200,000 

製作教具 $400,000  2.59% 製作教具 － － $400,000 

改進教學 $1,610,000 10.42% 改進教學 $67,500 1.29% $1,677,500 

研究 $2,153,400 13.94% 研究 $4,500,000 86.33% $6,653,400 

研習 $2,900,000 18.78% 研習 － － $2,900,000 

進修 $0 0% 進修 － － $0 

著作 $4,562,669 29.54% 著作 $645,000 12.37% $5,207,669 

升等送審 $288,000 1.86% 升等送審 － － $288,000 

小計(一) $12,114,069 78.44% 小計(一) $5,212,500 100.00% $17,326,56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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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5年度獎補助「經常門2」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金額 比例 項目 金額 比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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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6.47% 學生事務與輔導 － － $1,000,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5%以內）【不含 
自籌款金額】 

$330,000 2.14% 進修、研習 － － $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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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000,000 12.95% 新聘教師薪資 － － $2,000,000 

現有教師薪資 － － 現有教師薪資 － － － 

資料庫訂閱費(1年)  － － 資料庫訂閱費(1年) － － － 

軟體訂購費 － － 軟體訂購費 － － － 

其他 － － 其他 － － － 

小計(二+三+四+五) $3,330,000 21.56% 小計(二+三+四+五) － － 

總計(一+二+三+四+五) $15,444,069 100.00% 總計(一+二+三+四+五) $5,212,500 100.00% $20,656,569 

9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10 

第 88 頁，共 115 頁



2016/11/29 

6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 

2 

3 

4 

應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 
單位106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科大訪視建議意見及強化科大評鑑指標指示。 

強化系科辦學績效指標及建立系所辦學特色與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之教學儀器設備。 

以改進教學及提升師資結構相關資本門及經常門 
項目。 

11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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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獎補助「資本門」規劃藍圖 

13 

106年度獎補助「經常門」規劃藍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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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15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6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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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1) 

補助 

指標 

40% 
獎勵 

指標 

60% 

106年度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 

 

補助指標 獎勵指標 

17 

補助 

指標 

40% 
獎勵 

指標 

60% 

105年度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 

 

補助指標 獎勵指標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2) 

18 

106年度補助指標(40%) 105年度補助指標(40%) 

一、現有規模(63%)→25.2% 
           (一)學生數(71%)→17.89% 
           (二)教師數(22%)→5.55% 
           (三)職員人數(7%)→1.76% 

二、政策推動績效(11%)→4.4%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23%)→1.01%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4%)→1.5%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24%)→1.06% 
     (四)教師升等成效(19%)→0.83% 

三、助學措施成效(26%)→10.4% 
     (一)助學成效(60%)→6.24% 
     (二)補助弱勢學生(40%)→4.16% 

一、現有規模(60%)→24% 
           (一)學生數(69%)→16.56% 
                    1.具學籍學生數(88%)→14.57% 
                    2.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產業類科學生數(12%) 
                        →1.99%【105年新增指標】 

           (二)教師數(23%)→5.52% 
           (三)職員人數(8%)→1.92% 

二、政策推動績效(14%)→5.60%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25%)→1.40%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5%)→1.96%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25%)→1.40% 

        (四)教師升等成效(15%)→0.84%【105年新增指標】 

三、助學措施成效(26%)→10.40% 
    (一)助學成效(60%)→6.24% 
    (二)補助弱勢學生(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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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2) 

19 

106年度獎勵指標(60%)   105年度獎勵指標(60%) 
●獎勵門檻 
一、全校生師比 
二、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四、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應達50%以上 

●獎勵指標 

一、辦學特色(74%)→44.4% 
   (一)校務發展計畫(42%)→18.65% 
    1.基礎面向(45%)→8.39% 
                2.精進特色(55%)→10.26% 

    (二)核心指標(58%)→25.75% 
                1.提升實務經驗師資成效(8%)→2.06%→106修訂定義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31%)→7.98%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4%)→6.18%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37%)→9.53% 

二、行政運作(26%)→15.6%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50%)→7.8%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2.73%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5.07% 

   (二)整體資源投入(50%)→7.8% 
三、提升師資待遇成效(不占比率) 
四、獎勵調減招生名額(不占比率)→106年新增 
●不予核配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 

●獎勵門檻 
一、全校生師比 
二、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四、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不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部、 
        在職專班、進修專校、進修學院)應達50%以上(核配106年度實 
        施) 

●獎勵指標 

一、辦學特色(74%)→44.4% 
   (一)校務發展計畫(42%)→18.65% 
    1.基礎面向(45%)→8.39% 
                2.精進特色(55%)→10.26% 

    (二)核心指標(58%)→25.75%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25%)→6.44%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14%)→3.60%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8%)→7.21%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33%)→8.50% 

二、行政運作(26%)→15.60%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50%)→7.80%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2.73%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5.07% 

   (二)整體資源投入(50%)→7.80% 
●不予核配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核配105年度實施) 
三、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不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部、 
        在職專班、進修專校、進修學院)應達50%以上(核配106年度實 
        施) 

本校近三年(103-105)獲獎勵補助金額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獎補助款：？ 

獎補助款：51,480,230 

名 次：7/71 

20 

補助款：6,163,755 

獎勵款：41,966,697 

合 計：48,130,452 

名 次：11/73 

補助款：7,173,188 

獎勵款：53,433,350 

合 計：60,606,538 

名 次：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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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6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1 

本校105年度獎補助經費現況說明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獎勵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3)=(1)+(2) 

$51,480,230 

$10,225,316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19.86%) 

$61,705,546 

105年度實際獲獎補

助之金額 

依據實際所獲獎補助金
額及現況調整之自籌款 

22 

106年研發處建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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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6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3 

本校105年度「資本門+經常門」比例說明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比例 70﹪ 49.02﹪ 30﹪ 50.98﹪ 

金額 $36,036,161 $5,012,816 $15,444,069 $5,212,500 

合計 $41,048,977 $20,656,569 

占總經費比例 66.52% 33.48% 

24 

106年研發處建議：40%(資):60%(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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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6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5 

本校105年度獎補助「資本門2」現況說明 

項   目 金額 
標餘款占獎勵補助及自籌款

資本門的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款) $5,279,623 12.86%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0 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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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0 0.00% 

合計 $5,279,623 12.86% 

105年度規劃之標餘款比例 約12.86%。 

(即5,279,623／41,048,977＝12.86%) 
26 

106年研發處建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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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方向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6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研發處預估約：61,776,276元 

(以105年度本校所獲之獎勵補助款為基礎，預估106年成長1.2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40%:60%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20%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15% 

27 

勤勞樸實 

Thank You! 

如有任何建議，歡迎隨時來電指教 
 
●研發長：劉豐瑞 研發長(分機：3001．4697) 
●組 長：吳鉉忠 組 長(分機：3008．4675) 
●組 員：陳秀娟 小  姐(分機：301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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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是 2016/11/25 12:23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6/11/25 12:05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是 2016/11/25 12:11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否 請假 當然委員

5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是 2016/11/25 12:04 當然委員

6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6/11/25 12:23 當然委員

7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是 2016/11/25 12:26 當然委員

8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6/11/25 12:04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海 e000044349 是 2016/11/25 12:11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王得貴 e000047381 是 2016/11/25 12:08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林義楠 e000044389 是 2016/11/25 12:07 推選委員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教授 劉昭麟 e000047402 是 2016/11/25 12:05 推選委員

13 材料系 教師代表 教授 程志賢 e000044445 是 2016/11/25 12:06 推選委員

14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錫金 e000047971 是 2016/11/25 12:07 推選委員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陳安哲 e000044376 否 請假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教授 陳心田 e000044388 否 出席其他會議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政道 e000047511 是 2016/11/25 12:08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進隆 e000047396 是 2016/11/25 12:08 推選委員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6/11/25 12:19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是 2016/11/25 12:12 列　　席

21 研發處 副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否 公出 列　　席

22 研發處 職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6/11/25 12:22 列　　席

校　長

註：本校會議已改採電子報到，故無簽名資料，此資料為自系統下載之會議報到結果。

105學年度第2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報　到　表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　　間：2016/11/25 11:30:00~2016/11/25 1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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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12:00～13:3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王得貴老師、林義楠老師 

   劉昭麟老師、陳錫金老師、程志賢老師、陳安哲老師、陳心田老師、謝政道老師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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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會議主要為審定，上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本校 106 年度 

           預估獲教育部獎補助之各項規劃內容，等一下請研發處報告整個 

           規劃內容後，再來看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1.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資料。 

         2.審議圖資處圖書館擬提早於今(105)年年底前就辦理有關 106 年度獎補助資本門 

   相關項目採購事宜。 

         3.審議 105 年度整體發獎勵補助「經常門」剩餘款流用乙事。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 

  說 明： 

一、106 年度相關申請經費編列，係依據 105 年 10 月 26 日召開之 105 學年度第 1 次 

  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請委員審議各經費編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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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規劃申請經費表： 

106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占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預算 

(3)=(1)+(2) 

$61,776,276 
$12,699,000  

(占獎勵補助款預算約 20.56%) 
$74,475,276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勵補助款 

之 70% 

占自籌款 

之 53.15% 

 

占獎勵補助款 

之 30﹪ 

占自籌款 

之 46.85% 

 

金額 $43,217,681  $6,750,000  $18,558,595  $5,949,000  

合計 $49,967,681  $24,507,595  

占總預

算比例 
67.09% 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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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規劃運用與分配作業」管控圖 

教育部核定之 

獎勵補助款金額 

X 

Y=X*0.3 
經常門經費 

Z=X*0.7 
資本門經費 

獎補助專責 

小組會議 

A 
各教學

單位研

發特色

設備經

費【配

合典範

研究特

色(策

略三)】 

B 
各教學

單位教

學儀器

設備經

費【配

合卓越

教學特

色(策

略一)】 

C 
圖書館

自動化

及圖書

期刋、

教學媒

體【配

合數位

行政特

色(策

略五)】 

D 
學生事

務與輔

導相關

設備經

費【配

合書院

輔導特

色(策

略二)】 

E 
其他

(校園

安全、

環保、

省水設

備等) 
【配合

精進校

務特色

(策略

六)】 

H 
學生事

務與輔

導相關

經費
【配合

書院輔

導特色

(策略

二)】 

G 
行政人

員業務

研習與

進修活

動補助 
【配合

精進校

務特色

(策略

六)】 

I 
改善教

學之相

關物品
配合精

進校務

特色

(策略

六)】 

J 
其他

(含現

有教師

及新聘

之部份

薪資支

付等項

目) 
【配合

師鐸計

畫特色

(策略

四)】 

F 
教師研

究、研

習、進

修、著

作升等

送審及

改進教

學等獎

勵與補

助經費
【配合

師鐸計

畫特色

(策略

四)】、【配

合卓越

教學特

色(策略

一)】、【配

合典範

研究特

色(策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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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

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60%以

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33,325,161 77.11% 6,750,000 100.00% $40,075,161  

二、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 占資本

門經費 10%

以上【不含

自 籌 款 金

額】)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210,000 0.49% 0 0.00% $210,000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6,648,000 15.38% 0 0.00% $6,648,000 

小計 6,858,000  15.87% $0 0.00% $6,858,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1,349,270 3.12% 0 0.00% $1,349,27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

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1,685,250 3.90% 0 0.00% $1,685,250  

總計 $43,217,681 100% $6,750,000 100% $49,967,681  

註：資本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序編列原則說明如下。 

 依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將各教學單位年度設備需求分為「學院重點特色設備」與「各

單位教學及研究設備」。 

 「重點特色設備」優先排序，其中各單位設備按「教學單位資本門預算分配細則」所

核算出之績效(如下表)循環排列優先序。 

機械系 電機系 電子系 化工系 材料系 環安衛系 工管系 經管系 工設系 視傳系 

11.704% 8.792% 11.708% 10.331% 15.162% 10.634% 8.727% 9.468% 6.495% 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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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 (占經

常 門 經 費

5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註：原項目比例為

30%，106 年

度 提 高 至

50%以上。 

編纂教材 300,000 1.62% 0 0.00% $300,000  

製作教具 400,000 2.16% 0 0.00% $400,000  

推動實務教學 2,660,250 14.33% 0 0.00% $2,660,250 註 1 

研究(獎勵教師

與產業合作技術

研發、從事應用實

務研究及教師多

元升等機制) 

7,536,900 40.61% 0 0.00% $7,536,900 註 2 

研習(包含學輔

相關政策之研

習、深耕服務及深

度實務研習) 

2,900,000 15.63% 0 0.00% $2,900,000 註 3 

進修 40,000 0.22% 0 0.00% $40,000  

升等送審 270,000 1.45% 0 0.00% $270,000  

小計(一) 14,107,150  76.01% 0  0.00% $14,107,150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 以 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250,000 1.35% 0 0.00% $250,000  

學輔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173,100 0.93% 0 0.00% $173,100 註 4 

其他學輔相關

工作經費 
576,900 3.11% 0 0.00% $576,900  

小計(二) $1,000,000 5.39% $0 0.00% $1,000,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不含自籌款金額】) 

310,000 1.67% 0 0.00% $310,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3,141,445 16.93% 0 0.00% $3,141,445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0  

資料庫訂閱費 0 0.00% 0 0.00% $0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0 

其他-研究績

效(A1-A5、A6

展演及 A16) 

0 0.00% 4,949,000 88.29% $4,949,000 

註 5 

其他(研究著

作補助) 
0 0.00% 1,000,000 16.81% $1,000,000 

小計(五) $3,141,445 16.93% $5,949,000 100.00% $9,090,445  

總 計 $18,558,595 100.00% $5,949,000 100.00% $24,507,595  

 註 1：推動實務教學(原項目名稱為改進教學)，內含教學績效獎勵、遠距教學補助、專題研究競賽 

    補助、研究績效獎勵(A6 競賽)，等獎勵及補助項目。 

 註 2：研究，內含研究績效獎勵(A7-A8 專利、A9-A14 計畫、A15 技轉)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 

    啟動學術研究補助、教師學術研究補助，等獎勵及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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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上頁↑ 

 註 3：研習，內含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及教師國內短期進修補助，等補助項目。 

 註 4：學輔相關物品，為 106 年度教育部於「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項目所新增可編列之項目。 

 註 5：自 106 年度起，教育部規定不得再運用獎勵補助款獎勵或補助「著作」類之相關項目，且 

    因相關著作類別已從「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下移除。故經向台評會業務承辦人請教後， 

    建議本校若需運用自籌款獎勵或補助「著作」，則僅得列於上表中之第五大項「其他」類。 

 註 6：106 年度暨 105 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預算編列及支用狀況比較表如附件一，請參考。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標餘款」經費表： 

項 目 金額 
標餘款占獎補助及自籌

款資本門的比例(%)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7,450,000 14.91% 註 1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0 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0 0.00% 

小計 $0 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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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0 0.00%  

總計  $7,450,000 14.91%  

 註 1：106 年度規劃之標餘款比例，占本校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經費 14.91% 

   【7,450,000／49,967,681=14.91%】。 

決 議： 

    一、通過以上編列之項目、預算金額及各項比例。 

    二、支用計畫書尚有部份內容待修正，請研發處會後盡速補正，並依規定時間內完

成所有資料的報部作業。 

    三、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之優先序排列說明如下。 

第一優先序 第二優先序 第三優先序(標餘款) 

AA 字母開頭 

（重點特色設備） 

AB 字母開頭 

（一般教學及研究設備） 

AC 字母開頭 

（一般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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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圖書館擬申請 106 年度獎補助編列之資本門項目 C002、C003、C004、C006 

     共四項提前請購。 

  說 明： 

    一、C002 為外文圖書，因請購到驗收付款需三個月時間，故擬於 106 年 1 月起分 

      批次請購。 

    二、C003、C004、C006 為電子期刊及資料庫項目，因資料庫屬於年度使用，使 

      用期間為 106 年 1 月起，故須提前於 105 年 11 月請購，但付款將配合 106 年 

      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撥款後始支付。 

 

  決 議：上述各資本門項目，因在採購及使用上有其考量因素，因此循往例同意提早 

      陸續於 105年 12月及 106年 01月辦理各項採購作業。 

 

  提案三：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各項目預算經費流用一事，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與改善教學經費支用辦法」第四條第九項規定：各項 

      獎補助金額，若因件數不足導致預算存餘時，可相互流用，但須經由教育部 

      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通過。 

    二、另依教育部規定，獎補助「經常門」是否執行完竣係以「完成付款」程序為 

      主﹝註：獎補助執行期限至 12/31﹞，因此為避免不及核算年度研究及教學敘 

      獎每點金額，故於本(11)月統計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各「經常門」項目 

      實際執行之狀況，相關項目執行金額統計至 105.11.05 止。 

    三、經各相關單位核算及確認各項經費執行狀況後，「經常門」各項目執行現況、 

      保留額度及流用狀況詳如附件二，可流用金額共計$200,314 元。 

    四、本年度研究及教學原編列之預算額度、實際敘獎點數及各項目每點金額之試算，     

      如下表。 

    五、請討論及審議可流用金額之流向。 

敘獎項目 
原規劃預算 

(1) 

實際敘獎

點數 

(2) 

未含流用金額前 

之每點金額 

含流用金額後 

之每點金額 

研究績效 9,067,500 
5,759.262 
【註 1】 

9,067,500／5,759.262 

=1,574 

(9,067,500+200,314)／5,759.262 

=1,609 

教學績效 1,350,000 
1,109.56 
【註 2】 

1,350,000／1,109.56 

=1,217 

(1,350,000+200,314)／1,109.56 

=1,397 

   

項

次 
項目 研究績效點數 

項

次 
項目 教學績效點數 

1 原始總點數 5,791.574 1 原始總點數 1113.06 

2 
減：2 點以下及 0 點不敘獎點

數(27 人) 
9.912 2 

減：退休不敘獎點數

(2 人) 
3.5 

3 減：退休不敘獎點數(2 人) 22.4 3 － － 

4 
實際敘獎點數 

(4=1-2-3) 

5,759.262 
【註 1】 

4 
實際敘獎點數 

(4=1-2-3) 

1,109.56 
【註 2】 

  決 議：經過研發處試算，未流用前教學績效每點金額較低，為能使教學與研究每點金

額可以趨近，因此決議將各項目剩餘之金額全數流用至「教學績效」，後續請研

發處辦理獎勵金核算及撥付作業。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1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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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獎勵補助款

金　　　額

自籌款

金　額

小計1

(106年度)

已支用

金　額

預估保留

金　　額

(105.11-105.12)

小計2

(105年度)

編纂教材-數位教材 300,000 0 300,000 74,642 170,000 244,642 55,358 教資中心

製作教具-實務教材 400,000 0 400,000 223,692 180,000 403,692 -3,692 教資中心

推動實務教學-教學績效

敘獎
2,187,500 0 2,187,500 0 1,350,000 1,350,000 837,500 教資中心

推動實務教學-遠距教學 80,000 0 80,000 40,000 100,000 140,000 -60,000 課務組

推動實務教學-全英語授

課
0 0 0 0 0 0 0 課務組

推動實務教學-專題競賽 300,000 0 300,000 106,186 95,000 201,186 98,814 教資中心

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績效

評核(A6競賽)
92,750 0 92,750 0 67,500 67,500 25,250 研推組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A7-

A15)
5,813,500 0 5,813,500 0 4,500,000 4,500,000 1,313,500 研推組

研究-產學合作 200,000 0 200,000 0 0 0 200,000 產合組

研究-啟動學術 23,400 0 23,400 9,677 13,723 23,400 0 研推組

研究-學術研究 1,500,000 0 1,500,000 1,363,879 350,000 1,713,879 -213,879 研推組

研習-國內 800,000 0 800,000 506,241 393,759 900,000 -100,000 人事室

研習-出國 2,100,000 0 2,100,000 1,821,557 178,443 2,000,000 100,000 人事室

進修-學位進修 40,000 0 40,000 29,580 0 29,580 10,420 人事室

升等送審 270,000 0 270,000 156,240 77,660 233,900 36,100 人事室

小計(一) $14,107,150 $0 $14,107,150 $4,331,694 $7,476,085 $11,807,779 2,299,371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250,000 0 250,000 250,000 0 250,000 0 學務處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173,100 0 173,100 0 0 0 173,100 學務處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576,900 0 576,900 709,754 47,725 757,479 -180,579 學務處

小計(二) $1,000,000 $0 $1,000,000 $959,754 $47,725 $1,007,479 -7,479

進修 60,000 0 60,000 25,000 0 25,000 35,000 人事室

研習 250,000 0 250,000 88,190 50,000 138,190 111,810 人事室

小計(三) $310,000 $0 $310,000 $113,190 $50,000 $163,190 146,810

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0 各單位

小計(四) $0 $0 $0 $0 $0 $0 0

新聘教師薪資(2年內) 3,141,445 0 3,141,445 0 2,000,000 2,000,000 1,141,445 人事室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0 0 0 人事室

資料庫訂閱費(1年期) 0 0 0 0 0 0 0 －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0 0 0 －

其他-研究績效評核(A1-

A5、A6展演及A16)
0 4,949,000 4,949,000 0 4,500,000 4,500,000 449,000 研推組

其他(研究著作補助) 0 1,000,000 1,000,000 937,807 40,000 977,807 22,193 研推組

小計(五) $3,141,445 $5,949,000 $9,090,445 $937,807 $6,540,000 $7,477,807 1,612,638

$18,558,595 $5,949,000 $24,507,595 $6,342,445 $14,113,810 $20,456,255 4,051,340

五、其他

總計

(一+二+三+四+五)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50%

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

額】）

二、學生事

務及輔導相

關工作(占

經常門經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三、行政人

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

費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

額】）

四、改善教

學相關物品
(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106年度暨105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預算編列及支用狀況比較表

項   目 項目

106年度(預估) 105年度(支用狀況)
預算編列差異

(小計1-小計2)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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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項   目 項目

獎補助

預算金額

(A)

自籌款

預算金額

(B)

預算合計

(C)=(A+B)

實際支用

(D)

(請統計至

105.11.05止)

餘額

(E)=(C-D)

保留支用於

原項目金額

(F)

(請預估保留11月及

12月預計支用金額)

流入(負數)／流

出(正數)金額

(G)=(E-F)

備註

編纂教材-數位教材 200,000 0 200,000 74,642 125,358 170,000 -44,642 教資中心

製作教具-實務教材 400,000 0 400,000 223,692 176,308 180,000 -3,692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教學績效敘獎 1,350,000 0 1,350,000 0 1,350,000 1,350,000 0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遠距教學 60,000 0 60,000 40,000 20,000 100,000 -80,000 課務組

改進教學-全英語授課 0 0 0 0 0 0 0 課務組

改進教學-專題競賽 200,000 0 200,000 106,186 93,814 95,000 -1,186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研究績效評核

(A6競賽)
0 67,500 67,500 0 67,500 67,500 0 研推組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A7-

A15)
0 4,500,000 4,500,000 0 4,500,000 4,500,000 0 研推組

研究-產學合作 300,000 0 300,000 0 300,000 0 300,000 產合組

研究-啟動學術 23,400 0 23,400 9,677 13,723 13,723 0 研推組

研究-學術研究 1,830,000 0 1,830,000 1,363,879 466,121 350,000 116,121 研推組

研習-國內 900,000 0 900,000 506,241 393,759 393,759 0 人事室

研習-出國 2,000,000 0 2,000,000 1,821,557 178,443 178,443 0 人事室

進修-學位進修 0 0 0 29,580 -29,580 0 -29,580 人事室

著作-研究績效評核(A1-

A5、A6展演及A16)
3,855,000 645,000 4,500,000 0 4,500,000 4,500,000 0 研推組

著作-研究著作補助 707,669 0 707,669 937,807 -230,138 40,000 -270,138 研推組

升等送審 288,000 0 288,000 156,240 131,760 77,660 54,100 人事室

小計(一) $12,114,069 $5,212,500 $17,326,569 $5,269,501 12,057,068 $12,016,085 40,983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
250,000 0 250,000 250,000 0 0 0 學務處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750,000 0 750,000 709,754 40,246 47,725 -7,479 學務處

小計(二) $1,000,000 $0 $1,000,000 $959,754 40,246 $47,725 -7,479 

進修 30,000 0 30,000 25,000 5,000 0 5,000 人事室

研習 300,000 0 300,000 88,190 211,810 50,000 161,810 人事室

小計(三) $330,000 $0 $330,000 $113,190 216,810 $50,000 166,810

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0 －

小計(四) $0 $0 $0 $0 0 $0 0

新聘教師薪資(2年內) 2,000,000 0 2,000,000 0 2,000,000 2,000,000 0 人事室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0 0 0 人事室

資料庫訂閱費(1年期) 0 0 0 0 0 0 0 －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0 0 0 －

其他 0 0 0 0 0 0 0 －

小計(五) $2,000,000 $0 $2,000,000 $0 2,000,000 $2,000,000 0

$15,444,069 $5,212,500 $20,656,569 $6,342,445 14,314,124 $14,113,810 200,31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狀況

總計

(一+二+三+四+五)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占經常

門經費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3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三、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

額】）

五、其他

四、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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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否 公出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6/12/28 12:01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是 2016/12/28 12:05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是 2016/12/28 12:02 當然委員

5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是 2016/12/28 12:03 當然委員

6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6/12/28 12:02 當然委員

7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是 2016/12/28 12:01 當然委員

8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6/12/28 12:02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海 e000044349 是 2016/12/28 11:58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王得貴 e000047381 是 2016/12/28 11:57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林義楠 e000044389 是 2016/12/28 11:58 推選委員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教授 劉昭麟 e000047402 是 2016/12/28 11:56 推選委員

13 材料系 教師代表 教授 程志賢 e000044445 是 2016/12/28 12:03 推選委員

14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錫金 e000047971 是 2016/12/28 11:56 推選委員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陳安哲 e000044376 是 2016/12/28 12:06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教授 陳心田 e000044388 是 2016/12/28 11:59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政道 e000047511 是 2016/12/28 12:04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進隆 e000047396 是 2016/12/28 12:01 推選委員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6/12/28 12:04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主任秘書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是 2016/12/28 11:51 列　　席

21 研發處 組長 副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是 2016/12/28 11:54 列　　席

22 研發處 組員 職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6/12/28 11:52 列　　席

23 化工系 教師 講師 邱振堯 e000044367 是 2016/12/28 11:53 列　　席

註：本校會議已改採電子報到，故無簽名資料，此資料為自系統下載之會議報到結果。

校　長

會議名稱：105學年度第3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　　間：2016/12/28 11:30:00~2016/12/28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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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3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年 12月 28日(星期三)12:00～12:3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學年度第 3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王得貴老師、林義楠老師 

   劉昭麟老師、陳錫金老師、程志賢老師、陳安哲老師、陳心田老師、謝政道老師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邱振堯老師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教務長代)：今天會議主要審查事項為化工系申請剔除一項設備，請研發處 

             開始報告。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審議「化工系」申請將「AC-35-090 製程設計軟體」由 105 年度教育部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中剔除。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化工系」申請將「AC-35-090 製程設計軟體」由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資本門中剔除一案，請審議討論。 

說 明： 

  一、本次由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中剔除的項目如下表。 

  二、為不影響教學權益，本案由獎補助剔除後，改由校內經費支應。 

  三、請化工系協助說明由獎補助資本門剔除的原因。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變 更 前 AC-35-090 

Process 

Simulation 

Software 

Package 

Aspentech 

University 

Program 

License 

AS SPEC 

製程設計軟體 

一、三年校園網路使用授權: 150 人/網路

伺服器。 

二、化工熱力模型與動力模型。 

三、基本操作單元之模擬。 

四、熱整合系統設計與模擬。 

五、反應性蒸餾系統設計。 

六、共沸蒸餾系統設計與模擬。 

七、合約有效期間免費軟體升級。 

1  ST 204,000  204,000  

變 更 後 － － － － － － － 

變 更 

事 項 
■撤案刪除(由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中剔除)。 

變 更 原

因 說 明 

國外廠商無法直接於台塑網報價，前次請購已將購買資料傳送給採購，採購部說明廠商需上網報

價才符合流程。 

  決 議：本案撤案剔除原因如列席說明之單位人員所述，本項已確定無法於今年度完成 

      採購作業，故同意由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中剔除，但為不影響教學權 

      益，請化工系持續辦理請購事宜，相關經費改由校內預算支出。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5年 12月 28日(星期三)12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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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是 2017/2/20 12:02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7/2/20 12:02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是 2017/2/20 12:11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否 請假 當然委員

5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是 2017/2/20 11:59 當然委員

6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7/2/20 12:04 當然委員

7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否 請假 當然委員

8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7/2/20 12:02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海 e000044349 是 2017/2/20 11:54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王得貴 e000047381 否 請假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林義楠 e000044389 是 2017/2/20 12:02 推選委員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教授 劉昭麟 e000047402 否 出國 推選委員

13 材料系 教師代表 教授 程志賢 e000044445 否 出國 推選委員

14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錫金 e000047971 是 2017/2/20 12:00 推選委員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陳安哲 e000044376 是 2017/2/20 12:11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教授 陳心田 e000044388 是 2017/2/20 12:08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政道 e000047511 是 2017/2/20 11:58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進隆 e000047396 是 2017/2/20 12:01 推選委員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7/2/20 12:00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主任秘書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是 2017/2/20 12:12 列　　席

21 研發處 組長 副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是 2017/2/20 11:54 列　　席

22 研發處 組員 職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7/2/20 11:50 列　　席

23 機械系 教師 副教授 陳炳宜 e000044498 是 2017/2/20 11:58 列　　席

校　長

註：本校會議已改採電子報到，故無簽名資料，此資料為自系統下載之會議報到結果。

會議名稱：105學年度第4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　　間：2017/02/20 11:30:00~2017/02/20 1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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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4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6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12:00～12:5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 學年度第 4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王得貴老師、林義楠老師 

   劉昭麟老師、陳錫金老師、程志賢老師、陳安哲老師、陳心田老師、謝政道老師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陳炳宜老師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會議討論事項很單純，請研發處可以直接開始報告。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一)審議機械系 106 年度獎補助資本門重點特色設備擬提早辦理請購作業事宜。 

    (二)審議本校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機械系擬申請提前請購 106 年度獎補助資本門重點特色設備，共二項。 

  說 明： 

    一、106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目前尚未核定，若依本校請購作業時程 

      規劃，通常都是教育部核定獎補助款，本校依核定金額辦理支用計畫書修正， 

      並於修正後報部，才會請各單位開始辦理請購作業。惟因機械系考量其需求， 

      故申請提前辦理請購作業。 

    二、相關設備項目明細及提前請購原因說明如下，請審議。 
優先序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說明 

AA-01 

(001) 

雷射粒徑分

析儀 

1.分析粒徑範圍從 0.01~5000μm 解析度 

2.精確度<±0.6%以內(NIST Traceable Standards)  

3.重現性誤差<±0.1%以內(NIST Traceable 

Standards)  

4.測試方式：系統全自動進水、光學對焦、濃

度控制、測量、排水、清洗與結果顯示。 

5.光源：光源：650nm 半導體雷射光 5.0mW 及

405nm LED 3.0mW 各一組。 

1  ST 1,150,000  1,150,000  

此設備擬提前採購作

業原因為：配合重點

特色相關計畫執行及

推動，且為掌控研究

時效性，故擬提前採

購此設備。 
AA-02 

(002) 

掃描探針顯

微鏡系統

(SPMs) 

1.具有 AFM(Atomic Force Microscpoic)和

PFM(PiezoresponseForce Microscopy)功能。 

2.X 軸與 Y 軸的解析度<1.2nm。 

3.Z 軸的解析度<200pm。 

4.Open-loop XY drift <1nm/min。 

5.Closed-loop XY drift<3nm/min。 

6.Optical <2um resolution (0.75um resolution with 

50x) 

1  ST 1,850,000  1,850,000  

合計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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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問：依照本校的獎補助資本門採購作業，通常都在何時開始執行？ 

  回 覆：依本校的規劃，通常獎補助資本門開始採購通常都是在四月份，因為會等獎補 

      助經費核定，並且完成計畫書修訂報部後，才會開始啟動獎補助資本門的採購 

      作業。但若因計畫需要、或如資料庫使用的起始日，亦或是外購等因素而必需 

      提早請購，則都需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後即日就可執行。 

  決 議：上述兩項設備由機械系列席人員說明提早採購原因後，同意該單位提早辦理請 

      購作業，亦請單位配合政府採購法執行。 

 

提案二：審議本校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說 明： 

  一、本校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已於 105年 12月 31日規定期限 

    內全部執行完竣，相關資料亦經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查核完畢，後續將依教 

    育部規定於 106年 3月 1前將執行清冊等資料函送教育部及台評會辦理結案 

    作業。 

    二、105年度相關經費核配規劃及執行結果如下表一、二、三、四。 

  

表一、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規劃與實際執行表： 

規劃與執行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規劃經費 $20,592,092 $30,888,138 $51,480,230 

$10,225,316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19.86%) 

$61,705,546 

實際支用 $20,592,092 $30,888,138 $51,480,230 

$12,636,472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4.55%) 

$64,116,702 

表一說明：105年度之本校「自籌款」實際執行後占教育部獎勵補助款 2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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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實際執行表： 

規劃與執行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規劃經費 
$36,036,161 

(70%) 

$15,444,069 

(30%) 

$51,480,230 

(100%) 

$5,012,816 

(49.02%) 

$5,212,500 

(50.98%) 

$10,225,316 

(100%) 

實際支用 
$36,036,161 

(70%) 

$15,444,069 

(30%) 

$51,480,230 

(100%) 

$7,667,240  

(60.68%) 

$4,969,232  

 (39.32%) 

$12,636,472 

(100%) 

 表二說明：獎勵補助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實際支用比例符合教育部 70%及 30%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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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各項目規劃支用及實際執行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 6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規

劃 
26,975,911 74.86% 5,012,816 100.00% $31,988,727 

執

行 
27,684,817 76.83% 7,406,319 96.60% $35,09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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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

劃 
6,380,000 17.70% － － $6,380,000 

執

行 
6,039,503 16.76% － － $6,039,503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規

劃 
1,310,250 3.64% － － $1,310,250 

執

行 
1,239,791 3.44% － － $1,239,791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規

劃 
1,370,000 3.80% － － $1,370,000 

執

行 
1,072,050 2.97% 260,921 3.40% $1,332,971 % 

合計 

規

劃 
$36,036,161 100.00% $5,012,816 100.00% $41,048,977 

執

行 
$36,036,161  100.00% $7,667,240 100.00% $43,703,401 

表三說明：資本門各項目實際支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例，均符合教育部各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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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常門」各項目規劃支用及實際執行表： 

項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規劃 執行 規劃 執行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

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以上

【不含自

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200,000 1.29% 232,620 1.51% － － － － 

製作教具 400,000 2.59% 382,982 2.48% － － － － 

改進教學 1,610,000 10.42% 1,876,737 12.15% 67,500 1.29% 69,530 1.40% 

研究 2,153,400 13.94% 1,801,512 11.66% 4,500,000 86.33% 4,884,566 98.30% 

研習 2,900,000 18.78% 2,551,417 16.52% － － － － 

進修 0 0% 29,580 0.19% － － － － 

著作 4,562,669 29.54% 5,162,225 33.43% 645,000 12.37% 15,136 0.30% 

升等送審 288,000 1.86% 226,860 1.47% － － － － 

小計(一) $12,114,069 78.44% $12,263,933 79.41% $5,212,500 100% $4,969,232 100% 

二、學生事

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

經費 2%

以上【不

含自籌款

金額】） 

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

鐘點費 
250,000 1.62% 250,000 1.62% － － － －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750,000 4.86% 778,423 5.04% － － － － 

小計(二) $1,000,000 6.47% $1,028,423 6.66% － － － －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額】） 

330,000 2.14% 151,718 0.98% － － －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 － － － － － － － 

五、其他 

新聘教師

薪資(2 年

內) 

2,000,000 12.95% 1,999,995 12.95% － － － － 

現有教師

薪資 
－ － － － － － － － 

資料庫訂

閱費 
－ － － － － － － － 

軟體訂購

費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小計(五) $2,000,000 12.95% $1,999,995 12.95% － － － － 

總計 $15,444,069 100% $15,444,069 100% $5,212,500 100% $4,969,232 100% 

表四說明：經常門各項目實際支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例，均符合教育部各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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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5) 

 

  提 問：可否說明在資本門及經常門項目中是否有未執行的案件。 

  回 覆：資本門有一案(AC-35-090)因故無法於年度執行完成，故從獎補助案件中撤案 

      剔除，相關案件經 105學年度第 3次(105.12.28)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 

      過由獎補助執行項目中撤案剔除。 

      經常門部份，沒有未執行的案件。但有一項，教師進修補助，原核定版計畫 

      書規劃時未編列相關預算，但因後來有教師提出進修申請，故由其他各項之 

      經費流用於此。 

  決 議： 

    一、經由業管單位報告後，除上述資本門項目有一案最後未執行並剔除外，其餘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均於 105.12.31全數執行完成。 

      其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目比例也都符合教育部的規定，本校配合款實際執行 

      後比例也達 24.55%，各項執行均符合教育部的規定。 

    二、其餘未見特殊異常狀況，後續請研發處依規定時間完成報部。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6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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