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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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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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銷之各項內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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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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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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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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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2.17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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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銷之各項內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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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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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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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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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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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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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錄 
 
時間：10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11:50～13:2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會議：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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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歆祥總務長 
      林晋寬研發長、黃植振圖資長、胡灴烄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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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淑萍老師 
      楊子儀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劉豐瑞副研發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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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算， 
           也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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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審議各單位申請變更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 

      細項等內容。 

 2.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相關作業規劃說明及預估申請額度等事項討論。 

 

二、委員異動說明： 

單位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學務處 黃志賢學務長 張麗君學務長 原當然委員黃志賢學務長於 103/07/31卸任。 

 

 

參、檢討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支用計畫書(修訂一版)複審結果： 

  說明： 

   一、有關本校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係由管科會委請相關領域 

     專家審查。 

   二、相關複審意見及本校回覆內容如下表，請委員提供回覆內容之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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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 

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 

學校 103 年度獲核配獎勵補助款

NT$48,130,452 元，自籌款編列

NT$9,626,090 元（約占 20.00%），總經費

計 NT$57,756,542 元，經、資門分別占總預

算 33.29%、66.71%： 

(1) 經常門經費主要運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項目，約占 81.17%，大致能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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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所訂使用

原則相呼應。 

(2) 資本門經費以教學及研究設備為優先規

劃，約占 75.82%；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約

占 15.05%，如能落實執行，應有助於強化教

研相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 

研發處 謝謝委員指導。 

2 

【附表四】優先序#A023(經管系)「專題製作

研討室E 化整合系統」似包含部分可單獨使

用之細項設備，如：教學研討桌椅、玻璃白

板、教學講桌…等，是否屬於「整組設備（需

整組搭配方能使用之設備）」，有待進一步

釐清與確認；【附表七】優先序#C009(課外

組)、C010(課外組) 等亦為類似情形。 

●經管系 

●課外組 

●經管系：依教學及學生人數使用需

求，本系整體規劃近百人之教學設

備與環境，可作為院、系際等整合

教學活動空間。其中建置包含互動

式教學白板、數位化講桌控制相關

設備等資訊系統整合教學平台環

境，可做為學生研討結果即時回饋

及成果發表展示。另外積極打造本

系個案研究之發展特色，此亦可做

為不同學制的個案整合教學空間

使用。為促成上述資訊整合教學之

目的，並因應教學需求考量，故採

取整體性建置方式。除可有效排除

因不同規格或品質落差導致整合

效果不佳的情形，亦可避免後續因

整合性不佳，而產生額外的維修費

用。 

●課外組：C009與 C010均為學生社

團親善大使社外在著裝，基於套裝

搭配之一致性考量，又整體規劃將

有利於採購之議價，故以整體規劃

之。 

3 

【附表四】優先序#A051(經管系)、【附表四

之一】優先序#A096(機械系)…等軟體，有待

確認其授權使用年限是否在 2 年以上；若未

達 2 年，則不符資本門認列原則（單價 1 萬

元以上且耐用年限在 2 年以上），應依「財

物標準分類」改列於經常門其他項之「軟體

訂購費」。如有變更經、資門歸類，並請留

意調整後之各項支用比例是否仍符合要點規

定。 

●經管系 

●機械系 

●經管系：A051 無碟還原軟體，授

權年限：永久授權。 

●機械系：#A096電腦輔助五軸加工

軟體，係為使用權買斷購置，非租

用軟體。故以取得之版本依現況使

用需求，足以使用兩年以上。依校

內固定資產管理辦法，上述軟體之

耐用年數為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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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 

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4 

由【附表六】優先序#B008(電算中心)「其他」

之內容說明「數位教材(資訊類)」，無法具

體瞭解所欲購置之數位教材為何，難以判斷

其與教學研究之相關性及預估價格之合理

性。 

電算中心 

●數位教材以提升教職員生資訊能

力，以及協助學生課後研習為採購

原則。每堂數位教材課程平均約

150 小時以上的線上教學，使用者

可以不限次數、無限期重複瀏覽與

學習。 

●購買的課程主要為資訊素養理論

系列、Office 系列、美工繪圖系

列、網頁設計應用系列、行動程式

設計系列、程式語言設計系列等。 

●本年度預計購買數位教材課程一

批(全校授權買斷)，總計 30堂數

位教材課程。 

5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第 10 點第(2)款規定，學校因執行教育

部計畫所產生之其他衍生收入，應全數或按

原補助比率繳回教育部；為避免造成後續收

入攤提問題，提醒學校以獎勵補助經費所購

置之財物，不應置於對外收取費用之場所。 

研發處 
會另於各適當會議提醒及宣導相關

訊息。 

6 

依 102.1.23 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

1020012651 號函，因應全民健康保險法於

102.1.1 施行，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如有衍

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費，得編列「補充保

費」並覈實支用。 

上述事項至「以前年度核定」之跨年度計畫

及「本（102）年度」已核定之計畫，得由該

計畫相關經費項下勻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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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所訂使用原

則，該經費支用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之精神不符，提醒學校「103 年度以後」核

定之獎勵補助計畫，並「不應」支用於補充

保費。 

研發處 
會另於各適當會議提醒及宣導相關

訊息。 

7 

依教育部 102.2.8 臺教技(三)字第

1020023625 號函，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

於工程款項，各類請採購、標案、財產登錄、

會計項目及憑證等相關文件均不得出現「工

程」字樣；建議容易令人產生誤解之類似字

眼亦請避免，如：【附表四之一】優先

序#A095(工管系) 之規格欄位出現「施工」字

樣。 

工管系 將依審查意見，提報規格變更申請。 

決 議：一、有些意見似乎每年都有重覆被提情形，對於相關意見日後應該多加注意，

避免再被提到。 

    二、少部份意見回覆內容寫的不好，請研發處發回相關單位重新修改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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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報告：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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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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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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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長程發展

計畫 
B 版 研發處   

5 請採購規定、作業流程 總務處  
●請於 11/12提供左述資

料之電子檔給研發處 

 

  主席裁示：請以上相關單位配合將資料交給研發處，如期間有修正，亦請隨時跟研發處 

       保持聯絡，以便抽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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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查本校各單位申請變更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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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變更事項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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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項第五點中「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 

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 

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之規定辦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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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附件一P1-P9 

  所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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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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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 

中心 
1 A002    ●    

機械系 5 

A004   ● ●    

A054     ●   

A062    ●    

A087   ●     

A096    ●    

電機系 2 
A005    ●    

A038    ●    

電子系 4 

A018   ● ●    

A029    ●    

A056     ● ● ● 

A088   ●     

化工系 1 A093   ●     

工管系 1 A095    ●    

經管系 1 A086     ● ● ● 

工設系 3 

A035    ●    

A044    ●    

A052    ●    

課外組 1 C006    ● ● ● ● 
 

  決 議：一、經委員討論後，一致同意上述變更事項。 

    二、未來請變更單位加強變更原因之說明內容，並應著重在說明變更後的設備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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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依據簡報各項規劃方向及原則說明，本校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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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尚未核定，依往例各校必須於每年 11月 30日前 

    提出下年度之預估經費，本校各項經費之規劃原則如下列。 

    1.應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單位 104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2.科大訪視建議意見及強化科大評鑑指標指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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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以改進教學及提升師資結構相關資本門及經常門項目。 

  二、依據上列規劃原則及教育部各項規定，本校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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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勵補助金額?  

       【本校 103年度核定之獎補助款經費請參考簡報 P4下】 

      2.請規劃本校 103年度自籌款比例? 

       【本校 103年度編列之自籌款比例請參考簡報 P4下】 

      3.請規劃本校 103年度自籌款分配於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 

       【本校 103年度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比例請參考簡報 P5上】 

      4.請規劃本校 104年度獎補助款及自籌款分配於資本門各項目之比例? 

       【本校 103年度獎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分配於資本門各項目之比例 

        請參考簡報 P5下】 

      5.請規劃本校 104年度資本門節餘款之比例? 

       【本校 103年度資本門節餘款編列之比例請參考簡報 P6上】 

      6.請規劃本校 104年度獎補助款及自籌款分配於經常門各項目之比例? 

       【本校 103年度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常門分配於經常門各項目之比例 

        請參考簡報 P6下-P7上】 

 

  討 論：一、管科會委員好像有提過，有關經常門中之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好像預算編

列及實際支用之比例都偏低。建議相關辦法業管單位應該試著都宣導及鼓

勵教師申請，並適時檢視相關辦法是否有窒礙難行的地方。 

      二、請研發處報告一下各校 103年度在獎補助各項目編列的比例範圍在哪裡，

也說明本校大約落在什麼區間裡。 

 

決 議：經過研發處的簡報及有關各校 103年度在獎補助各項目比例範圍落點的說明，

有關本校 104年度各項目比例規劃建議如下： 

    一、建議本校 104年度規劃獎勵補助款為依據 103年度所獲得之獎勵補勵款成

長 10%做為編列依據。 

    二、自籌款部份，按照研發處報告各校 103年度各校編列的比例 15%-20%之間的

有 20所學校，本校為其中一所。在無其他有新的規劃項目下，建議本校

104年度維持與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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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沒有新的規劃項目，

故暫時為資本門 25%及經常門 75%，後續各單位實際規劃如有需要再加強其

措施時，再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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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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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規劃比例約為 16%。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劃比例約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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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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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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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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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委員有提過本校資本門排列之優先序較無特色，雖然研發處未來有規劃 

       資本門相關方向，但實際實施後適用 105年度，似乎緩不濟急。故請研發處 

       研擬，如各單位資本門較具特色及有其重點方向者，列為 104年度教學儀器 

       設備優先序較前之項目，其餘如為一般性新增、汰舊換新的教學儀器設備則 

       列為第二順位之優先序，亦即，請研發處在教學儀器設備部份列出主優先序 

       及次優先序，以顯示其不同處。 

 

 

 

 

伍、散會：10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1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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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經103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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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2 個人電腦

一、CPU：Intel® Core i3-2120 3.3GHz 3MB(含同
等品或以上)。
二、主機板：Intel H77晶片組 / Socket 1155插槽 /
支援雙通道 (含同等品或以上)。
三、記憶體：DDR3 ，容量4GB(含同等品或以上)。
四、硬碟： SATAⅢ 500GB。
五、光碟機：DVD燒錄器。
六、含Windows professional 隨機版作業系統(主機
需貼微軟防偽序號貼紙)  (含同等品或以上)。
七、還原卡。

62 PC 22,000 1,364,000
通識
教育
中心

－ －

一、CPU：Intel Core i5-3570(3.4GHz/6M Quad-
Core) (含同等品或以上)。
二、主機板：Asus P8B75-M晶片組 / Socket 1155
插槽 / 支援雙通道 (含同等品或以上)。
三、記憶體：DDR3 4GB(含同等品或以上)。
四、硬碟： SATAⅢ 1TB。
五、光碟機：DVD燒錄器。
六、含Windows professional 隨機版作業系統(主
機需貼微軟防偽序號貼紙)  (含同等品或以上)。
七、還原卡（或同功能軟體）。

－ － － － － █規格

原規劃與其他三
間語言教室一致
使用小主機，經
效能及空間評估
改使用大主機。

A004
CNC數控
切削中心

一、 Xyz範圍800x500x600mm。
二、 主軸轉速8000rpm max。
三、主軸馬力10kw以上。
四、 立式動力刀塔刀數18以上。
五、具DNC功能 .USB, CF-CARD, RS232等傳輸介
面。
六、控制器fanuc或更佳系列。

1 ST 1,650,000 1,650,000 機械系 －
CNC數控
切削中心
機

一、 X,Y,Z軸行程約800mmx500mmx600mm
二、 X,Y,Z軸伺服馬達控制
(一) X軸定位精度:±0.01mm
(二) Y軸定位精度:±0.01mm
(三) Z軸定位精度:±0.01mm
三、 主軸
(一) 主軸轉速15000rpm
(二) 主軸馬力11kw
四、 立式動力刀塔
(一) 刀臂式換刀系統
(二) 刀數24刀
(三) 刀軸BT40
五、 切削冷卻系統
(一) 可噴油冷卻循環
(二) 可噴氣冷卻
(三) 切削油需滿載
六、 FANUC-0IMD標準α系列或MITSUBISH-M700控制器
七、 控制器與銀幕
(一) 可設定與顯示切削圖形、切削參數、程式G碼M碼、並可執行動態模擬與路徑顯
示
(二) 可手動執行主軸轉速、切削進給速度調整
(三) 具刀具補正,刀位設定功能
(四) 可公英制切換
(五) 具MDI、程式單節執行、選擇性程式段落跳躍等功能。
(六) 具限位保護警示
(七) 具RS232、USB，EtherNET CF-CARD 等讀卡接頭輸入程式
(八) 可外接電腦作DNC程式輸入執行
(九) 記憶容量1280M
(十) 彩色液晶銀幕8.5吋800x600亮度可調
八、 DNC傳輸軟體:NC-editer
九、 工件夾持用油壓虎鉗:BHV-160(最大開口240mm)一台
十、 油壓檢知系統與自動潤滑
十一、 附件含 ：工作燈、三色指示燈、工具箱一套、套筒式刀具夾頭一組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規格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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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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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經103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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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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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5 電腦主機

一、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7-3770(3.4GHz/8M
Quad-Core)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主機板:ASUS P8H67-M PRO (特殊需求:1個序列
埠 & 1個平行埠)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硬碟:500GB/SATA III/7200RPM。
四、記憶體(標準/最大/插槽):4GB(4GB*1)/16GB/4
(DDR3-1600)。
五、顯示卡:Intel HD4000 /訊號接頭DVI，D-SUB，
HDMI或同等品(含)以上。
六、電源供應器:ASUS 原廠500W或同等品(含)以
上。
七、還原功能主機板 BIOS內建，非軟體之形式，支
援 WIN 7 、WIN XP 32bit & 64bit 、支援網路
1000Mbps &多點派送。
八、主機 3年零件，3年人工，3年到校保固。

35 ST 23,940 837,900 電機系 － －

一、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7-3770(3.4GHz/8M
Quad-Core)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主機板:ASUS P8B75-M (特殊需求:1個序列埠
& 1個平行埠)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硬碟:500GB/SATA III/7200RPM。
四、記憶體(標準/最大/插槽):4GB(4GB*1)/16GB/4
(DDR3-1600)。
五、顯示晶片:整合式Intel HD4000或同等品(含)以
上。
六、電源供應器:ASUS 原廠500W或同等品(含)以
上。
七、還原功能主機板 BIOS內建，非軟體之形式，
支援 WIN 7 、WIN XP 32bit & 64bit 、支援網路
1000Mbps &多點派送。
八、主機 3年零件，3年人工，3年到校保固。

－ － － － － █規格
本案套裝電腦機
型目前已停產，
故修改規格。

A018 高頻示波

器 (2GHz)

一、頻寬：2GHz。
二、輸入波道：4Ch 。
三、單波道最高取樣率：20GS/sec / 雙波道最高取樣率：20GS/sec / 四波道最高取樣
率：10 GS/sec。
四、單波道最長記憶體：32Mpoints / 雙波道最長記憶體：32 Mpoints / 四波道最高
記憶體：16Mpoints。
五、作業系統：Windows 7 。
六、螢幕： 12.1吋的觸控式螢幕或以上(可90度旋轉)。
七、電壓檔位：50Ω: 1 mV/div–1 V/div, fully variable 1 MΩ: 1 mV/div–10 V/div,
fully variable。
八、垂直解析度：8bits；up to 11bit with enhanced resolution (ERES)。
九、時間檔位：20ps/div~1000s/div(RIS mode : 20ps/div-10ns/div / Roll mode :
up to 1000s/div)。
十、時序精度：≦1 ppm。
十一、上升時間：175pS( 50Ω / 10-90% )；130pS( 50Ω / 20-80% )。
十二、使用者介面：至少5個USB PORT、1個VGA Output。
十三、頻寬選擇：可切換20MHz；200MHz；1GHz。
十四、波形顯示視窗：可分割16組獨立波形顯示畫面。
十五、觸發功能：Edge、State or Edge Qualified、Dropout、Pattern、TV-
Composite Video、Glitch and Pulse width(Glitch and Width range 500ps to
20s)、Signal or Pattern Interval(Interval Range 1ns to 20s)、Timeout、Runt、
Slew Rate等。
十六、放大功能提供MultiZoom可播放放大後波形。
十七、運算工具：有8組運算放大器(F1~F8)，至少要有30項運算功能。
十八、一次可量測畫面上所有週期，可同時顯示8組以上的參數並且提供有參數統計功
能及柱狀圖分析，至少要有30項以上參數功能。
十九、波形掃描功能：可以設定Edge、Runt、Non-Monotonic、Measurement等條
件快速地協助使用找到訊號發生問題的地方。
廿、觸發掃描功能：可設定Edge、Width、Glitch、Runt、Interval等條件快速觸發到
異常訊號。
廿一、JTA2時間抖動分析工具：提供時間參數，分析其時間或頻率抖動；搭配參數與
三重獨特觀抖動方式信號抖動現象(Histogram、JitterTrack、JitterFFT)；堆疊信號以
產生統計圖藉以分析信號抖動情形；軌跡圖將個別波形之抖動變化轉成垂直變化量。
廿二、高頻主動式探棒：2.5GHz , DC1MΩ , Atten 1:10 , 0.9pF , Offset range ±12V ,
Input range ±8V , Max voltage ±20V。
廿三、被動式測試棒：500MHz , DC1MΩ , Atten 1:10 , 9.5pF , Max voltage 400V。

1 ST 650,000 650,000 電子系 －
高頻示波

器
(2.5GHz)

一、頻寬：2.5GHz。
二、輸入波道：4Ch 。
三、單波道最高取樣率：20GS/sec / 雙波道最高取樣率：20GS/sec / 四波道最高取
樣率：10 GS/sec。
四、單波道最長記憶體：32Mpoints / 雙波道最長記憶體：32 Mpoints / 四波道最
高記憶體：16Mpoints。
五、作業系統：Windows 7 。
六、螢幕： 12.1吋的觸控式螢幕或以上(可90度旋轉)。
七、電壓檔位：50Ω: 1 mV/div–1 V/div, fully variable 1 MΩ: 1 mV/div–10 V/div,
fully variable。
八、垂直解析度：8bits；up to 11bit with enhanced resolution (ERES)。
九、時間檔位：20ps/div~1000s/div(RIS mode : 20ps/div-10ns/div / Roll mode :
up to 1000s/div)。
十、時序精度：≦1 ppm。
十一、上升時間：175pS( 50Ω / 10-90% )；130pS( 50Ω / 20-80% )。
十二、使用者介面：至少5個USB PORT、1個VGA Output。
十三、頻寬選擇：可切換20MHz；200MHz；1GHz。
十四、波形顯示視窗：可分割16組獨立波形顯示畫面。
十五、觸發功能：Edge、State or Edge Qualified、Dropout、Pattern、TV-
Composite Video、Glitch and Pulse width(Glitch and Width range 500ps to
20s)、Signal or Pattern Interval(Interval Range 1ns to 20s)、Timeout、Runt、
Slew Rate等。
十六、放大功能提供MultiZoom可播放放大後波形。
十七、運算工具：有8組運算放大器(F1~F8)，至少要有30項運算功能。
十八、一次可量測畫面上所有週期，可同時顯示8組以上的參數並且提供有參數統計
功能及柱狀圖分析，至少要有30項以上參數功能。
十九、波形掃描功能：可以設定Edge、Runt、Non-Monotonic、Measurement等
條件快速地協助使用找到訊號發生問題的地方。
廿、觸發掃描功能：可設定Edge、Width、Glitch、Runt、Interval等條件快速觸發
到異常訊號。
廿一、JTA2時間抖動分析工具：提供時間參數，分析其時間或頻率抖動；搭配參數
與三重獨特觀抖動方式信號抖動現象(Histogram、JitterTrack、JitterFFT)；堆疊信
號以產生統計圖藉以分析信號抖動情形；軌跡圖將個別波形之抖動變化轉成垂直變化
量。
廿二、高頻主動式探棒：2.5GHz , DC1MΩ , Atten 1:10 , 0.9pF , Offset range ±
12V , Input range ±8V , Max voltage ±20V。
廿三、被動式測試棒：500MHz , DC1MΩ , Atten 1:10 , 9.5pF , Max voltage
400V。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修改項目名稱及
規格項目一：
2.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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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03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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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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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9
氣體感測

器用供氣

系統

一、四組MFC系統 (10~100 SCCM)。
二、pp抽風櫃 (獨立控制風量)。
三、二組氣體控制電磁閥。
四、混合氣體室不銹鋼腔體 (5cm*5cm*5cm)。
五、氣體調整控制器。
六、Labview控制系統 (DAQ)。
七、工業級電腦。
八、氣體不銹鋼管路 (10m)。
九、可同時供應有機或無機氣體。
十、氣體混成精密度可達 50ppm。

1 ST 680,000 680,000 電子系 － －

一、四組MFC系統 (100 SCCM*2;1000 SCCM*1；
20 SLM*2)。
二、pp抽風櫃 (獨立控制風量)。
三、二組氣體控制電磁閥。
四、混合氣體室不銹鋼腔體 (5cm*5cm*5cm)。
五、氣體調整控制器。
六、Labview控制系統 (DAQ)。
七、工業級電腦。
八、氣體不銹鋼管路 (10m)。
九、可同時供應有機或無機氣體。
十、氣體混成精密度可達 50ppm。

－ － － － － █規格

修改規格項目
一：
100
SCCM*2;1000
SCCM*1；20
SLM*2

A035
手持式3D
全彩掃描
器

一、具彩色貼圖功能。
二、3D 解析度：0.5 mm(含)以上。
三、3D 點精度：0.1 mm(含)以上。
四、 彩色解析度：1.3 mp(含)以上；彩色 : 24
bpp(含)以上。
五、 光源：白光燈泡(非雷射)。
六、 工作距離：0.5 ~ 1 m(含)以上。
七、 掃描攝影速率：16 fps(含)以上。
八、 掃描擷取速度：2,000,000點/秒(含)以上。
九、 介面：1組USB2.0(含)以上。
十、提供至少1組與掃描處理器同廠牌授權之掃描軟
體，且該軟體具影像對齊、影像融合、縮減面數、自
動填補破面等功能。
十一、掃描軟體輸出格式:至少包含OBJ, STL, WRML,
PLY。
十二、提供至少1套變形系統軟體：包括可使模型依
定義角度扭轉變形；曲面沿指定方向平移；可選擇物
件直接投影貼附至指定曲面等功能。

1 ST 800,000 800,000 工設系 － －

一、具彩色貼圖功能。
二、3D解析度：0.5 mm(含)以上。
三、3D點精度：0.1 mm(含)以上。
四、彩色解析度：1.3 mp(含)以上；彩色：24
bpp(含)以上。
五、光源：白光燈泡(非雷射)。
六、工作距離：0.5 - 1 m(含)以上。
七、掃描攝影速率：16 fps(含)以上。
八、掃描擷取速度：2,000,000點/秒(含)以上。
九、介面：1組USB2.0(含)以上。
十、提供至少1組與掃描處理器同廠牌授權之掃描
軟體，且該軟體具影像對齊、影像融合、縮減面
數、自動填補破面等功能。
十一、掃描軟體輸出格式：至少包含OBJ, STL,
WRL, PLY。
十二、提供至少1套變形系統軟體：包括可使模型
依定義角度扭轉變形；曲面沿指定方向平移；可選
擇物件直接投影貼附至指定曲面等功能。

－ － － － － █規格

本項規格資料內
容項次：(十一)
誤植，需申請辦
理變更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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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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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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8

電動機負
載轉矩速
率調節系
統

一、轉矩及速率感測器。
二、須與Magtrol TSC401 規格相容。
三、可連結Magtrol WB115及Magtro DSP6001設
定負載轉矩並顯示輸出轉矩及速率。
四、須提供系統整合軟體。
五、提供USB 型式。
六、提供GPIB介面。

1 ST 203,000 203,000 電機系 － －

一、 三相100kHz,20A電流量測。具外加電流感測
輸入    端子(量測電流大於20A時) 。
二、 Peak value of 2kV or RMS value of 1.5kV。
具外加電壓量測輸入端子。
三、 可計算並顯示三相實電功率及虛電功率。
四、 可計算並顯示功率因素。
五、 具USB, GP-IB/RS-23 通信介面。
六、 具量測電壓及電流等D/A信號輸出 (DA12) 。
七、 廠牌型號Yokogawa / WT333(3ch)或同等品
(含)以上。
八、 提供 LabVIEW drivers 擷取三相量測信號。

－ － － － － █規格

原規格若欲量測
三相電氣信號,其
單價目前已遠超
出預算。

A044
電腦終端
維護管理
系統

Server端*1+Client端*60，Keypro*1，二年維護合約，最新版，原廠授權書，授權年
限：永久授權。
(一)、主控端系統平台：建置在Windows系列作業系統,需支援32及64位元。
(二)、採主從式架構，主控端可維護用戶端的作業系統並對其管理。
(三)、系統操作介面採Windows圖形化視窗控制並具備中、英文語言切換模式。
(四)、系統具備DHCP 及跨網段服務,無需再安裝其他硬體即可完成，可直接設定用戶端
為自動取得IP 或是固定IP。
(五)、具備復原用戶端自行設定IP、GATEWAY 及DNS的資料，並亦可禁止使用
DISKFLOPPY、光碟、USB、1394 及相關PORTS。
(六)、用戶端電腦註冊採自動收集方式進行，可由主控端建立的電腦名稱依序登入；用
戶端註冊成功登入後，即可依照主控端設定之登入節點進入系統。
(七)、可將具有個別設定資料之用戶端，透過同步文件備份功能，將個別設定資料同步
備份至主控端資料內，達到同一個映像檔統一管理用戶端但用戶端擁有個人化設定需
求。
(八)、具備遠端維護功能，管理者可在直接在管理系統同一操作或透過其他電腦上遠端
維護用戶端電腦進行系統維護操作，非使用微軟遠端桌面連線功能。
(九)、具備單一、群組或全體用戶端遠端開關機、重新啟動及影像多視窗同步監看功
能。
(十)、具備訊息發送、檔案分發功能，可將文字訊息、檔案分發派送給單一、群組或全
體用戶。
(十一)、具備用戶端本機硬碟派送系統功能，採用UNICAST 及MULTICAST 派送模式，
派送完成後，可以針對單一、群組或全體用戶啟用或取消磁碟保護功能。
(十二)、線上映像檔可同時掛載5個(含以上)系統映像檔服務，每個系統映像檔採用階層
式管理，新增節點數量沒有任何限制。
(十三)、可集中管理所有用戶端的系統映像檔(包含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並可做差異
性的儲存，亦即多重還原點。
(十四)、還原點無需任何設定即可讓用戶端選擇為開機點。
(十五)、映像檔檔案採分散式管理，避免因單一節點損毀而導致整個映像檔損毀，新增
之節點後可單一檔案儲存，降低系統損毀之風險。
(十六)、模擬映像檔可採多個節點獨立模擬方式，系統會自動產生磁碟機代號，便利管
理人員臨時修改映像檔資料。
(十七)、映像檔備份方式可以由管理者自行選擇存放磁碟以完整備份。
(十八)、具備用戶端群組管理功能，可將單一、部分或全部用戶端納入到群組中管理設
定，便利管理人員使用。
(十九)、具備用戶端斷線開機功能，避免主控端故障或網路斷線而導致用戶端電腦無法
開機或當機，且支援離線重新開機立即復原及多節點開機選單模式。
(二十)、提供教師機全體影像廣播功能，用戶端接收畫面以全螢幕呈現。

1 ST 314,682 314,682 工設系 － －

Server端*1+Client端*60，Keypro*1，二年維護合約，最新版，原廠授權書，授權
年限：永久授權。
(一)、主控端系統平台：建置在Windows系列作業系統,需支援32及64位元。
(二)、採主從式架構，主控端可維護用戶端的作業系統並對其管理。
(三)、系統操作介面採Windows圖形化視窗控制並具備中、英文語言切換模式。
(四)、系統具備DHCP 及跨網段服務,無需再安裝其他硬體即可完成，可直接設定用戶
端為自動取得IP 或是固定IP。
(五)、具備復原用戶端自行設定IP、GATEWAY 及DNS的資料，並亦可禁止使用
DISKFLOPPY、光碟、USB、1394 及相關PORTS。
(六)、用戶端電腦註冊採自動收集方式進行，可由主控端建立的電腦名稱依序登入；
用戶端註冊成功登入後，即可依照主控端設定之登入節點進入系統。
(七)、可將具有個別設定資料之用戶端，透過同步文件備份功能，將個別設定資料同
步備份至主控端資料內，達到同一個映像檔統一管理用戶端但用戶端擁有個人化設定
需求。
(八)、具備遠端維護功能，管理者可在直接在管理系統同一操作或透過其他電腦上遠
端維護用戶端電腦進行系統維護操作，非使用微軟遠端桌面連線功能。
(九)、具備單一、群組或全體用戶端遠端開關機、重新啟動及影像多視窗同步監看功
能。
(十)、具備訊息發送、檔案分發功能，可將文字訊息、檔案分發派送給單一、群組或
全體用戶。
(十一)、具備用戶端本機硬碟派送系統功能，採用UNICAST 及MULTICAST 派送模
式，派送完成後，可以針對單一、群組或全體用戶啟用或取消磁碟保護功能。
(十二)、線上映像檔可同時掛載5個(含以上)系統映像檔服務，每個系統映像檔採用階
層式管理，新增節點數量沒有任何限制。
(十三)、可集中管理所有用戶端的系統映像檔(包含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並可做差
異性的儲存，亦即多重還原點。
(十四)、還原點無需任何設定即可讓用戶端選擇為開機點。
(十五)、映像檔檔案採分散式管理，避免因單一節點損毀而導致整個映像檔損毀，新
增之節點後可單一檔案儲存，降低系統損毀之風險。
(十六)、模擬映像檔可採多個節點獨立模擬方式，系統會自動產生磁碟機代號，便利
管理人員臨時修改映像檔資料。
(十七)、映像檔備份方式可以由管理者自行選擇存放磁碟以完整備份。
(十八)、具備用戶端群組管理功能，可將單一、部分或全部用戶端納入到群組中管理
設定，便利管理人員使用。
(十九)、具備用戶端斷線開機功能，避免主控端故障或網路斷線而導致用戶端電腦無
法開機或當機，且支援離線重新開機立即復原及多節點開機選單模式。

－ － － － － █規格

本項規格資料內
容項次：(二十)
誤植，需申請辦
理變更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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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經103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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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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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52
電腦繪圖
工作站

一、中央處理器含CPU風扇：Intel Core i7-
4770(3.4GHz Quad-Core)8M Cache(含)以上。
二、晶片組：Intel C226 Chipset(含)以上。
三、記憶體：32GB(8GB*4)最大可擴充至 32GB
RAM DDR3-1600(含)以上。
四、硬碟：1000GB(含)以上/7200RPM SATAIII 硬式
磁碟機*1。
五、智慧卡讀卡機*1。
六、燒錄機：DVD-RW，16倍速，SATA介面(含)以
上*1。
七、繪圖卡：NVDIA Quadro K600(含)以上 * 1。
八、電源供應器：500W(含)以上*1。
九、機殼*1。
十、鍵盤/滑鼠：USB有線鍵盤與有線光學滾輪滑鼠
組*1。
十一、隨機版作業系統：Windows Professnal隨機
版作業系統(主機須貼微軟防偽序號貼紙)。
十二、不含顯示螢幕。

15 ST 40,000 600,000 工設系 － －

一、中央處理器含CPU風扇：Intel Core i7-
4770(3.4GHz Quad-Core)8M Cache(含)以上。
二、晶片組：Intel C226 Chipset(含)以上。
三、記憶體：32GB(8GB*4)最大可擴充至 32GB
RAM DDR3-1600(含)以上。
四、硬碟：1000GB(含)以上/7200RPM SATAIII 硬
式磁碟機*1。
五、智慧卡讀卡機*1。
六、燒錄機：DVD-RW，16倍速，SATA介面(含)
以上*1。
七、繪圖卡：NVDIA Quadro K600(含)以上 * 1。
八、電源供應器：500W 80 PLUS(含)以上*1。
九、工作站專用機殼*1。
十、鍵盤/滑鼠：USB有線鍵盤與有線光學滾輪滑鼠
組*1。
十一、隨機版作業系統：Windows Professnal隨機
版作業系統(主機須貼微軟防偽序號貼紙)。
十二、不含顯示螢幕。

－ － － － － █規格

為確保設備符合
所需請購品質，
本項規格資料內
容項次：(八)、
(九)增列規格要
求說明，需申請
辦理變更修訂。

A054 實驗桌

一、尺寸：1800mm×900mm×850mm (含腳墊、
桌板、桌墊高度)。
二、檯面採用36mm厚度之熱壓夾板製成，上貼牙白
色高級美耐板。
三、骨架主要結構均採用鋁合金系列壓模擠出成型，
表面須經陽極處理。
四、木質抽屜四個。
五、儀器架尺寸：1800mm×400mm×480mm採用
30mm。

6 ST 18,000 72,000 機械系 － － － 4 － － － － █數量
數量誤植所致其
單價與總價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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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03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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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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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56 精密型電

流源電錶

一、電壓源、電流源、電壓表、電流表四合一新型儀
器，適用於快速直流測試。
二、最大電壓電流 21V/1.05A。
三、輸出電壓準位最小可到 5uV，電流準位最小可到
50pA。
四、量測電壓解析度最小可到 1uV，電流解析度最小
可到 10pA。
五、最大功率：20W以及三至六位半數位顯示可作二
線、四線、六線式歐姆測量 程式控制電流／電壓，
並可設定箝制準位，保護測試元件和儀器。內建
Trigger Link 可直接與其他儀器同步使用。內建
IEEE-488 和 RS-232 介面。除量測電壓、電流外，並
可直接面板顯示電阻、功率、百分率、補償電阻（
Offset Compensated  Ω ）、變阻器α 值（Varistor
α ）、電壓係數（Voltage Coefficient）。適用於
Diode，LED，LD 元件測試，包括崩潰電壓，漏電流
，順向電壓，電阻，以及其他 DC 參數量測。
六、免費電壓、電流量測軟體，可用ＰＣ自動收集量
測資料(LabTracer)。
七、提供免費教育訓練和台灣提供維修服務。

2 ST 110,000 220,000 電子系 － － － 3 － 73,334 220,002
█數量
█單價
█總價

修改數量、單
價、總價以符合
現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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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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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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62
金相切割
機

一、被切材：為直徑30mm以上、長度400mm以上
之硬化合金鋼材。
二、 切割效果： 直徑30mm，硬度HRC63之鋼材，
可在二分鐘內切斷  ，且切斷 處溫度需低於50℃(可
空手觸摸)。
三、操作方式 ：手動，砂輪移動或被切材移動均
可。
四、遮蔽式切割 ： 手動密封冷却式。切割時火花及
冷却水均不得外洩。
五、具透明觀察視窗與24V防水照明燈，可清楚看見
切割進行過程。
六、切割馬達轉速2500rpm 。
七、冷卻循環水泵：1/2hp以上。
八、多段式冷卻水箱需將切屑分離，水進入水泵不含
切屑。
九、連續噴水切割30分鐘冷卻水仍需循環順暢。
十、夾具需可雙側挾持試棒，而可動側移動不可被切
屑干擾，且保用三年以上。
十一、水槽與承台需需三年以上不掉漆。
十二、切材冷卻為左右可調式雙槍噴注。
十三、砂輪冷卻亦需為雙側噴注式。

1 ST 160,000 160,000 機械系 － －

一、切割系統
(一)被切材：為直徑30mm、長度400mm之硬化合金鋼材。
(二)切割效果： 直徑30mm，硬度HRC63之鋼材，可在二分鐘內
切斷，且切斷處溫度需低於30℃(可空手觸摸)。
(三)操作方式：手動；砂輪手壓移動或被切材手推移動均可。
(四)遮蔽切削空間：試材切削運作空間至少 600mm寬。
(五)遮蔽式切割 ：手動密封冷却式。切割時火花及冷却水均不得
外洩。
(六)具透明觀察視窗與24V防水照明燈，可清楚看見切割進行過
程。
(七)切割馬達功率：2hp以上，轉速2500rpm
(八)虎鉗夾具需可雙側同步挾持試棒試片，且保用三年以上。
(九)切材冷卻為左右可調式雙槍噴注。砂輪冷卻亦需為雙側噴注
式。
(十)機台有四鋼鐵輪，可移動及鎖固。
二、冷卻循環系統:
(一)冷卻循環水泵：1/4hp以上
(二)多段式冷卻水箱需將切屑分離，使水進入水泵不含切屑。
(三)台作與沖屑路徑需可開放或有空隙，易於清理切屑與砂輪碎
片。
(四)連續噴水切割30分鐘冷卻水仍需循環順暢。
(五)連續噴水切割5分鐘切削不得堆積於床檯面。
(六)水箱含蓋，材質不限，需有洩水開關，且三年以上不掉漆生
銹或腐蝕。
(七)水箱四輪可鎖固，並可移動與切割機分離以清洗之。

－ － － － － █規格
依師長教學需求
規格辦理變更

A086
 HLM 階

層線性分

析軟體

一、 單人教育版。

二、 階層線性模型功能。

三、 多層次混合模型功能。

四、 HLM 可讀取SPSS, SAS,SYSTAT及STATA等統計

軟體的檔案。

五、 HLM常用於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因為其可分

析巢狀結構(Nested Structure)的資料。

六、 HLM是設計來解決運用次模型(Sub-Model)或階層

模型(Hierarchical Model)的分析問題解決方案。

七、 HLM 提供的模型包括2-level models、3-level

models、HGLM與HMLM等模型。

5 ST 28,500 142,500 經管系 － － － 8 － 17,800 142,400 －
█數量
█單價
█總價

配合教學需求、
上課人數，建置
良好學習環境，
擬變更採購數量
，因數量變更，
故其單價及總價
亦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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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經103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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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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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7
電動堆高
機

一、載 重 1000KG。
二、迴轉半徑 1350mm。
三、蓄 電 池 12V/120AH。
四、充 電 機 110V/AC。
五、揚 程 95*2500mm。

1 ST 40,000 40,000 機械系 －
托板叉舉
式電動堆
高機

－ － － － － － █項目名稱
依請購編號需求
，項目名稱辦理
變更

A088
30V/3A直

流電源供

應

一、電壓：可調0-30V*2，固定2.5V/3.3V/5.0V*1。
二、負載變動率：≤0.01%+3mV(設定電流< 3A)。
三、漣波及雜訊：≤1mVrms(5Hz-1MHz)。
四、輸出範圍：0至設定電壓連續可調。
五、電源變動率：≤0.01%+5mV。
六、負載變動率：≤300mV。
七、追蹤誤差：≤0.5%±10Mv(10-30V)無載時。

3 ST 12,000 36,000 電子系 －
直流電源
供應器

－ － － － － － █項目名稱
修改項目名稱:直
流電源供應器

A093
超低溫冷
凍箱

一、 可操作冷卻溫度在-80至-20之間。
二、冷卻系統為雙冷卻馬達，且在單一馬達願轉下達
到冷卻效果須至少-40℃以上。
三、具溫度異常或斷電等警告之設計。
四、環保冷媒。
五、獨立內門，具各自鉸鍊。

1 ST 284,000 284,000 化工系 －
超低溫冷
凍櫃

－ － － － － － █項目名稱

冷凍儲放方式以
櫃來計算，將原
超低溫冷凍箱更
改名稱為超低溫
冷凍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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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經103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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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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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95 投影機

一、投影機：參考型號SHARP PG-D3010X（或同等
品）。
　(一)、顯像技術：0.55" DLPR Chip x1。
　(二)、訊號相容：UXGA、WXGA、SXGA+、
SXGA、XGA、SVGA、VGA、MAC。
　(三)、對比：2000:1。
　(四)、亮度：3000 ANSI lumens(標準)/ 2400
ANSI lumens(省電)。
　(五)、燈泡壽命：4000 小時(省電)/2000 小時(標
準)。
　(六)、燈泡：250W。
二、電動投影銀幕 150吋 4:3  含無線及有線遙控。
三、以上均含施工安裝。

1 ST 45,000 45,000 工管系 － －

一、投影機
　(一)、顯像技術：0.55" DLPR Chip x1。
　(二)、訊號相容：UXGA、WXGA、SXGA+、
SXGA、XGA、SVGA、VGA、MAC。
　(三)、對比：2000:1。
　(四)、亮度：3000 ANSI lumens(標準)/ 2400
ANSI lumens(省電)。
　(五)、燈泡壽命：4000 小時(省電)/2000 小時(標
準)。
　(六)、燈泡：250W。
二、電動投影銀幕 150吋 4:3  含無線及有線遙控。
三、需安裝至指定位置。

－ － － － － █規格

原規格項次三 因
獎勵補助經費不
得支用於工程款
項，為避免令人
產生誤解，故申
請變更。

A096
電腦輔助
五軸加工
軟體

一、可使用多種傾斜策略： 3+2、自動分度與 5 軸
連動加工。
二、 具備經過驗證的完整自動化碰撞檢查與預防措
施。
三、 針對定型與包覆曲面的簡易與省時編程，提供 5
軸外型偏移粗加工與精加工。
四、後置處理器已根據客戶需求最佳化，且符合欲使
用之機械和控制器的中性資料中，產生NC 程式。
五、需適用本系原5軸雕銑機使用之程式控制器。

1 ST 250,000 250,000 機械系 － －

一、授權套數：五個網路授權(一支單機版)
二、支援作業系統：Windows XP、Windows 7以
及Windows 8
三、多CAD 設計環境、可選擇安裝在hyperCAD、
hyperCAD-S 、Think Design、Solidworks、
    Autodesk Inventor等不同CAD整合介面下執
行。
四、標準CAD圖檔DWG、DXF、 IGES、STEP、
STL等標準圖形檔案交換介面。
五、專業參變數設計軟體功能模組
六、高階造型設計軟體功能模組
七、2-5軸CAM電腦輔助加工製造系統功能模組

－ － － － － █規格
依教學需求，辦
理變更

C006
快速帳篷
組

一、長3米*寬3米*高3.2米，一式共計15頂。
二、頂篷400丹尼龍防水帆布。
三、抗UV銀膠布。
四、含收納袋、四支中營釘、四條360公分營繩、3
面透明防風布牆。
五、黑色鍛面骨架。

1 PC 75,000 75,000 學生會 － －

(1) 帳篷骨架：一體成形烤漆鐵、骨架鐵灰色、鐵管
30*30mm方型管
(2) 頂布材質：PVC夾網布
(3) 頂布尺寸：300*300*320cm
(4) 頂布顏色：紅/白或藍/白相間
(5) 整組含頂布*1張、骨架*1組、營釘*4支、營繩
*4條、防風袋*4個、PVC圍布*3面、木槌*2支、手
提袋*1個

15 PC 13,000 195,000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考量帳篷使用之
長久性與安全性
，故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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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勞樸實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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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0月30日(星期四) 

報告人：林晋寬  研發長 

104年度核配指標說明及近三年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核配經費說明 

本校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現況說明 

104年度獎補助經費相關規定說明 

104年度獎補助經費規劃方向說明 4 

1 

2 

3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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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1) 

補助 

指標 

35% 
獎勵 

指標 

65%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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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2) 

補助
指標
(35%) 

一、現有規模(60%) 

(一)、學生數(67%) 

(二)、教師數(24%) 

(三)、職員人數(9%) 

二、政策推動績效(15%)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18%)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6%)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46%) 

三、助學措施成效(25%) 

(一)、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總額(60%) 

(二)、補助弱勢學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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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3) 

獎勵
指標
(65%) 

一、辦學
特色(70%) 

(一)校務發展計畫(36%) 

1.基礎面向(45%) 

2.精進特色(55%) 

(二)核心指標(64%)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19%)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17%)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5%)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24%) 

5.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9%) 

6.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6%)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4) 

獎勵
指標
(65%) 

二、行政運
作(30%)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
執行成果(40%)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 

(二)整體資源投入(60%)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65%)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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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101-103)獲獎補助金額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補助款：？ 

獎勵款：？ 

合 計：？ 

名 次：？ 

補助款：6,163,755 

獎勵款：41,966,697 

合 計：48,130,452 

名 次：11/73 

補助款：18,627,081 

獎勵款：28,948,739 

合 計：47,575,820 

名 次：11/73 

補助款：9,236,124 

獎勵款：44,060,763 

合 計：53,296,887 

名 次：5/73 

本校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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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3,755 $41,966,697 $48,130,452 

$9,626,090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0%) 

$57,756,542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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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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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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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4﹪ 30﹪ 30﹪ 49.76﹪ 

金額 $4,314,628 $29,376,688 $4,836,226 $1,849,127 $12,590,009 $4,789,864 

小計 $33,691,316 $4,836,226 $14,439,136 $4,789,864 

合計 $38,527,542 $19,229,000 

占總經費比例 66.71% 33.29% 

本校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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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73,978 72.34% $4,836,226 100.00% $29,210,204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達
資本門經費10﹪)【不
含自籌款金額】 

$5,800,000 17.22% $0 0.00% $5,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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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338 4.43% $0 0.00% $1,49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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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00 6.01% $0 0.00% $2,025,000 

合計 $33,691,316 100% $4,836,226 100% $38,52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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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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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7,8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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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7,897 100% 

103年度規劃之節餘款比例為獲教育部獎補助款＋自籌款 

 約15.20%。(即5,857,897／38,527,542*100＝15.20%) 

本校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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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編纂教材 － － $200,000 

製作教具 $300,000  2.08% 製作教具 － － $300,000 

改進教學 $2,188,750 15.16% 改進教學 － － $2,188,750 

研究 $2,024,000 14.02% 研究 $3,375,000 70.46% $5,399,000 

研習 $3,500,000 24.24% 研習 － － $3,500,000 

進修 $70,000 0.48% 進修 － － $70,000 

著作 $2,311,386 16.01% 著作 $1,414,864 29.54% $3,726,250 

升等送審 $225,000 1.56% 升等送審 － － $225,000 

小計(一) $10,819,136  74.93% 小計(一) $4,789,864  100.00% $15,6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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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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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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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00 4.29% 進修、研習 － － $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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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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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0,000 25.07% 小計(二) － － 

總計(一)+(二) $14,439,136 100.00% 總計(一)+(二) $4,789,864  100.00% $19,229,000 

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申請作業相關規定 

準備好了嗎？ 
明志的104年 
就靠大家來 

集思廣益 

不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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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 

2 

3 

4 

應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 
單位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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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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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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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建議以103年

度本校所獲得之補助

款成長10%做為下年

度申請之基準 

研發處建議以103年

度本校所獲得之補

助款成長10%做為

下年度申請之基準 

研發處建議維持與103年度本

校規劃的自籌款20%做為下年

度申請的比例 

6,780,131 46,163,367 52,943,498 10,588,700 63,53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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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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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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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中長程計畫：策略三(典範研究) 

對應中長程計畫：策略五(數位行政) 

對應中長程計畫：策略二(書院輔導) 

對應中長程計畫：策略六(精進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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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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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中長程計
畫： 

策略一(卓越教
學) 

策略三(典範研
究) 

對應中長程計
畫： 

策略二(書院輔
導) 

對應中長程計
畫： 

策略六(精進校
務) 

「經常門」現行相關辦法介紹(1/2) 

類別 辦法名稱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教師編製實務教材與數位教材補助實施辦法 

●改進教學 

教學績效評核細則 
校外專題研究競賽補助實施辦法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 
研究績效評核細則【A6競賽】 

●研究 

研究績效評核細則【A7-A15】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 
補助教師啟動學術研究辦法 
教師學術研究補助辦法 

●研習 
教師國內短期進修實施辦法 
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辦法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一(卓越教學)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一(卓越教學)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三(典範研究)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四(師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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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現行相關辦法介紹(2/2) 

類別 辦法名稱 

●進修 教師進修學位實施辦法 

●著作 
研究績效評核細則【A1-A5、A6展演及A16】 
教師研究著作補助辦法 

●升等送審 教師聘任升等辦法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社團指導老師實施辦法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 
學生社團評鑑辦法 

●行政人員研習 職員在職進修與研習辦法 

●行政人員進修 
職員在職進修與研習辦法 
承辦校內研習會經費補助辦法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四(師鐸計畫)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三(典範研究)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四(師鐸計畫)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二(書院輔導)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六(精進校務)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六(精進校務) 

對應中長程計畫： 
策略二(書院輔導)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方向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4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參考本簡報P16之建議值為：＄52,943,498 

●自籌款：資本門占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資本門」占「自籌款」的比例為：約25% 

●自籌款：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經常門」占「自籌款」的比例為：約75%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參考本簡報P16之建議自籌款比例為：約20％ 

●資本門節餘款：預估資本門節餘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資本門節餘款」的比例為：約10% 

～大膽思考，小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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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勞樸實 

Thank You! 

如有任何建議，歡迎隨時來電指教 
 
●研發長：林晋寬研發長(分機：3001．3090) 
●組 長：劉豐瑞副研發長(分機：3008．4697) 
●組 員：陳秀娟小姐(分機：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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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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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錄 
 
時間：10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11:50～13:15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會議：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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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歆祥總務長 
      林晋寬研發長、黃植振圖資長、胡灴烄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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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淑萍老師 
      楊子儀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劉豐瑞副研發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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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1.審議各單位申請變更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 

      細項等內容。 

         2.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資料。 
         3.審議圖資處圖書館擬提早於今(103)年年底前就辦理有關 104年度獎補助資本門 

   相關項目採購事宜。 

         4.審議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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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本校各單位申請變更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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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變更事項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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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項第五點中「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 
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 
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之規定辦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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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附件P1 
  所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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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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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組 2 
C001    ●    
C007   ● ●    

 
  決 議：通過以上二項之變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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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 

  說 明： 
一、104 年度相關申請經費編列係依據上次(103 年度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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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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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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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3,755 $41,966,697 $48,130,452 $9,626,090 $57,756,54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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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0,130 $46,163,367 $52,943,497 $10,588,699 $63,532,19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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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 30% 30% 74.97% 

金額 4,746,091 32,314,357 $2,649,993 2,034,039 $13,849,010 $7,938,706 

小計 $37,060,448 $2,649,993 $15,883,049 $7,938,706 

合計 $39,710,441 $23,821,755 

占總經費

比例 62.50%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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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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0 頁，共 146 頁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表(參考支用計畫書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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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研究設備 25,645,848 69.20% 2,649,993 100.00% $28,295,841 十系 

教學研究設備 1,170,000 3.16% 0 0.00% $1,170,000 通識教育 
中心 

教學研究設備 1,280,000 3.45% 0 0.00% $1,280,000 電算中心 

小計 $28,095,848 75.81% $2,649,993 100.00% $30,74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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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0,000 15.84% 0 0.00% $5,870,000 圖書館 

260,000 0.70% 0 0.00% $260,000 電算中心 

小計 $6,130,000 16.54% $0 0.00% $6,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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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600 4.41% 0 0.00% $1,634,600 課外組 

小計 $1,634,600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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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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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室 1,200,000 3.24% 0 0.00% $1,200,000 環安室 

小計 $1,200,000 3.24% $0 0.00% $1,200,000   

合計 $37,060,448 100.00% $2,649,993 100.00% $39,71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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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校之中

長程發展計畫優先使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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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特色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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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儀器設備」接續排序，其中各單位設備優先序原則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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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8% 13.339% 13.055% 11.349% 10.142% 9.419% 8.935% 7.774% 6.587% 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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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表(參考支用計畫書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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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0 0.00% $200,000  

製作教具-實務教材 300,000 1.89% 0 0.00% $300,000  

改進教學-教學績效敘獎 2,390,200 15.05% 0  0.00% $2,390,200  

改進教學-遠距教學 60,000 0.38% 0 0.00% $60,000  

改進教學-全英語授課 20,000 0.13% 0 0.00% $20,000  

改進教學-專題競賽 300,000 1.89% 0 0.00% $300,000  
改進教學-研究績效評核

(A6 競賽) 0 0.00% 142,500 1.80% $142,500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

(A7-A15) 0 0.00% 4,560,000 57.44% $4,560,000  

研究-產學合作 300,000 1.89% 0 0.00% $300,000  

研究-啟動學術 103,400 0.65% 0 0.00% $103,400  

研究-學術研究 1,567,500 9.87% 0 0.00% $1,567,500  

研習-國內 700,000 4.41% 0 0.00% $700,000  

研習-出國 2,500,000 15.74% 0 0.00% $2,500,000  

進修-學位進修 40,000 0.25% 0 0.00% $40,000  
著作-研究績效評核

(A1-A5、A6 展演及 A16) 3,040,000  19.14% 3,230,000  40.69% $6,270,000  

著作-研究著作補助 716,949  4.51% 6,206  0.08% $723,155  

升等送審 225,000 1.42% 0 0.00% $225,000  

小計(一) $12,463,049 78.47% $7,938,706 100.00% $20,40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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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0 0.00% $250,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750,000 4.72% 0 0.00% $750,000  

小計(二) $1,000,000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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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0.76% 0 0.00% $120,000  
研習 300,000 1.89% 0 0.00% $300,000  

小計(三) $420,000 2.64% $0 0.00%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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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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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 $0 0.00% $2,000,000  
總計 

(一+二+三+四+五) $15,883,049 100.00% $7,938,706 100.00% $23,82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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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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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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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284 11.26% 

(4,472,284/39,710,44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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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284 11.26%  

說明：一、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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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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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 

 
 
 
  討 論： 

    一、有關支用規劃部份，皆依上次會議決議編列各項目及各比例，沒有太大的變動。 

      本次主要最大差異應該在資本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上的優 

先序編列跟以往不同，其差異在本次會議中研發處已說明。未來也期望各系所 

結合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可以提出一項單位最具特色之規劃項目。 

    二、本校編列之「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相關經費比例仍然編列較低，建議 

      相關單位持續努力宣導及鼓勵老師申請。 

   

決 議： 

    一、通過以上編列之項目及各項比例。 

    二、請研發處後續修正部份格式不一及錯別字部份，並依規定時間內完成報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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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圖書館擬申請 B001、B002、B003、B004、B006 共五項提前請購。 
  說 明： 
    一、B006為外文圖書，因請購到驗收付款需三個月時間，故擬於 104年 1月起分 

      批次請購。 
    二、B001、B002、B003、B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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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 月起，故須提前於 103 年 12 月請購，但付款將配合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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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2月及 104年 01月辦理各項採購作業。 
 
  提案四：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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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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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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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內容如附件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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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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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規劃金額 
(1) 

流用金額 
(2) 

小計 
(3)=(1)+(2) 

實際敘獎點數 
(4) 

每點金額 
(5)=(3)／(4) 

研究績效 6,480,000 900,046 7,380,046 5,501.123 
【附註 1】 1,342 

教學績效 1,755,000 ０ 1,755,000 1,195.9 
【附註 2】 1,468 

【附註】： 
項目 研究績效 教學績效 

原始總點數 5,585.116 1,232.9 
倍數後總點數(獎勵進步) 5,595.616 － 
減：２點以下不敘獎點數 
    (研究 16 人) 12.394 － 

減：退休人員(2 人) 82.099 37 

實際敘獎點數 5,501.123 
【註 1】 

1,195.9 
【註 2】 

  討 論：由附件資料可知，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的編列及實際支用比例仍然偏低，其中

全英語授課及遠距教學實際支用為 0，請業管單位應多宣導及鼓勵。 
決 議：通過以上各項目之流用金額，後續請研發處開始核算研究及教學每點獎勵金額。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1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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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經103年度第4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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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 衝浪板

一、如HERON（或同等品）。
二、Epoxy材質。
三、九呎二長板。
四、多向性複合玻璃纖維。
五、保固半年。
六、附腳繩、板套。

5 PC 22000 110000 水上
活動社

－ －

一、如HERON（或同等品）。
二、POLYURETHANE材質。
三、八呎長板。
四、多向性複合玻璃纖維。
五、保固半年。
六、附腳繩、板舵。

－ － － － － █規格
因原規格產品缺
貨，無廠商投標
，故變更之。

C007 TRUSS舞

台地板

一、 尺寸1.22m*1.22m，一式共計10片。
二、 鋁邊框85mm厚。
三、 鋁合金結構。
四、 四柱快拆舞台。
五、 高度可升降。
六、 防火材質。

4 PC 108000 432000 學生會 －
鋁合金組
合式活動
舞台

一、尺寸1.22m*1.22m，一式共計10片。
二、鋁邊框70mm厚。
三、鋁合金結構。
四、四柱快拆舞台。
五、高度可升降。
六、防火材質。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因原名稱規格較
少見，無廠商投
標，故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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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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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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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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30 $139,370 $90,000 $49,370 教資中心

製作教具-實務教材 300,000 0 $300,000 $141,930 $158,070 $100,000 $58,070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教學績效敘獎 1,755,000 0 $1,755,000 $0 $1,755,000 $1,755,000 $0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遠距教學 80,000 0 $80,000 $0 $80,000 $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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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55 $210,045 $140,000 $70,045 教資中心

改進教學-研究績效評核
(A6競賽)

33,750 0 $33,750 $0 $33,750 $33,750 $0 研推組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A7-
A15)

0 3,375,000 $3,375,000 $0 $3,375,000 $3,375,000 $0 研推組

研究-產學合作 500,000 0 $500,000 $58,905 $441,095 $160,000 $281,095 研發組

研究-啟動學術 177,000 0 $177,000 $102,294 $74,706 $70,000 $4,706 研發組

研究-學術研究 1,347,000 0 $1,347,000 $831,673 $515,327 $450,000 $65,327 研發組

研習-國內 900,000 0 $900,000 $366,585 $533,415 $383,415 $150,000 人事室

研習-出國 2,600,000 0 $2,600,000 $1,714,312 $885,688 $485,688 $400,000 人事室

進修-學位進修 70,000 0 $70,000 $45,050 $24,950 $0 $24,950 人事室

著作-研究績效評核(A1-
A5、A6展演及A16)

1,707,750 1,363,500 $3,071,250 $0 $3,071,250 $3,071,250 $0 研推組

著作-研究著作補助 603,636 51,364 $655,000 $791,385 -$136,385 $50,000 -$186,385 研推組

升等送審 225,000 0 $225,000 $147,000 $78,000 $27,000 $51,000 人事室

小計(一) $10,819,136 $4,789,864 $15,609,000 $4,349,719 $11,259,281 $10,191,103 $1,068,178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

$250,000 0 $250,000 $214,400 $35,600 $35,600 $0 學務處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750,000 0 $750,000 $816,587 -$66,587 $94,760 -$161,347 學務處

小計(二) $1,000,000 $0 $1,000,000 $1,030,987 -$30,987 $130,360 -$16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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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 500,000 0 $500,000 $501,785 -$1,785 $35,000 -$36,785 人事室

小計(三) $620,000 $0 $620,000 $591,785 $28,215 $35,000 -$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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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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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9,136 $4,789,864 $19,229,000 $5,972,491 $13,256,509 $12,356,463 $900,046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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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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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錄 
 
時間：10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11:50～13:0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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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歆祥總務長 
      林晋寬研發長、黃植振圖資長(公出)、胡灴烄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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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出)、陳錫金老師、蕭育生老師 
      游淑萍老師、楊子儀老師(公出)、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劉豐瑞副研發長、陳秀娟小姐、何嘉彤小姐、鄭秀妤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略)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1.審議「學務處課外組」申請 103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 
  設備由當年度獎補助中刪除。 
2.審議「圖書館」申請 104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預 
  算變更一案。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課外組擬申請 103 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二項設備由本年 
度獎勵補助中刪除一案，請審議討論。 

說 明： 
一、本次課外組擬由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中刪除的變更項目對照表 
    及理由說明如附件P1，請各位委員審議討論。 

  討 論：日後如有類似相關狀況，請資本門使用單位應盡快提出問題，以便擬出其他 
      因應措施或替補方案。 

決 議：因確定上述二項設備已無法購入，故同意由 103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資本門項目中剔除，請業管單位後續於執行清冊中註記。 
 
提案二：圖書館擬變更 104 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設備之經費一案， 
    請審議討論。 
說 明： 

一、有關圖書館編列之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 B001 項目，經 103 年度 
  第 4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103.11.21)審議並同意提早 
  辦理請購，因請購前發現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造成預算不足，故申請變更預算。 
  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說明如附件P2，請各位委員審議討論。 

  決 議：圖書館因考量匯率問題故變更其預算，同意其變更事項，並請盡速依原訂計畫 
      於近期內完成採購作業。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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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3年度第5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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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5 低音豎笛

一、YAMAHA YCL-622Ⅱ（或同等品）。

二、管身：黑檀木材質。

三、按鍵：鎳銅合金、表面鍍銀，24鍵(7指鍵)。

四、音孔：直式音孔、椎狀底切。

五、固定式拇指靠座。

六、吹嘴帽：鍍銀。

1 PC 27,500 27,500 管樂社 － － － － － － － － █刪除

因原規格產品詢
價後單價過高，
不適學生社團使
用，故申請由獎
勵補助案中刪
除。

C008

晶點(Life

chip)全頻

感溫讀碼

機

一、廠牌：Destron Pocket Reuder RE6100 （或同等品）。

二、尺寸：長170mm*寬80mm*高32mm。

三、操作頻率:  ISO 134.2 kHz and 125 kHz。

四、材質: ABS Plastic。

五、操作溫度: 0-50度C or 32-122度F。

六、最適溼度: 10 - 90%。

七、保固一年。

1 PC 25,000 25,000
動物生
命關愛
社

－ － － － － － － － █刪除

因原規格產品缺
貨，無廠商投標
，故申請由獎勵
補助案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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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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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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第5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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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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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000 1,540,000 圖書館 － － － － － 1,620,000 1,6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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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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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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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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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錄 
 
時間：104 年 02 月 06 日(星期五)11:50～13:0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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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歆祥總務長 
      林晋寬研發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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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其他會議)、陳錫金老師、蕭育生老師 
      白恭瑞老師(請假)、楊子儀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劉豐瑞副研發長(出席其他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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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會議為報告本校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結 
           果，各位委員如對報告資料有不清楚或覺得有疑慮的地方，等會 
           兒可以提出問題請業管單位回覆各位委員的疑慮，也歡迎提出寶 
           貴的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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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本校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二、委員異動說明： 

單位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人事室 胡灴烄主任 游淑萍主任 
原當然委員胡灴烄主任於 104/2/1 起退休，由游

淑萍主任接任。 

工管系 游淑萍老師 白恭瑞老師 
原推選委員游淑萍老師於 104/02/1 起升任人事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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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議本校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說 明： 

  一、本校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已於 103年 12月 31日規定期限 

    內全部執行完竣，後續相關資料將另送本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查核，並依 

    教育部規定於 104年 3月 2前將執行清冊等資料函送教育部及管科會辦理結 

    案作業。 

    二、103年度相關經費核配規劃及執行結果如下表一、二、三、四。 

  

表一、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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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3,755 $41,966,697 $48,130,452 
$9,626,090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0%) 
$57,756,542 

實際支用 $6,163,755 $41,966,697 $48,130,452 
$12,193,386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5.33%) 

$60,323,838 

表一說明：103年度之本校「自籌款」實際執行後占教育部獎勵補助款2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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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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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91,316 

(70%) 
14,439,136 

(30%) 
$48,130,452 

(100%) 
4,836,226 
(50.24%) 

4,789,864 
(49.76%) 

$9,626,090 
(100%) 

實際支用 
33,691,316 

(70%) 

14,439,136 

(30%) 
$48,130,452 

(100%) 
7,890,021 
(64.71%) 

4,303,365 
(35.29%) 

$12,19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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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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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73,978 72.34% 4,836,226 100% $29,210,204 

執

行 
24,974,729 74.13% 7,890,021 100% $32,86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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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000 17.22% － － $5,800,000 

執

行 
5,618,899 16.68% － － $5,61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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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338 4.43% － － $1,492,338 

執

行 
1,298,689 3.85% － － $1,29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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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00 6.01% － － $2,025,000 

執

行 
1,798,999 5.34% － － $1,798,999  

合計 

規

劃 
$33,691,316 100% $4,836,226 100% $38,527,542 

執

行 
$33,691,316 100% $7,890,021 100% $41,58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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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4 頁，共 146 頁



 
表四、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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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149,860 1.04% － － － － 

製作教具 300,000 2.08% 235,953 1.63% － － － － 

改進教學 2,188,750 15.16% 2,048,085 14.18% － － － － 

研究 2,024,000 14.02% 1,572,858 10.89% 3,375,000 70.46% 3,045,284 70.77% 

研習 3,500,000 24.24% 2,611,538 18.09% － － － － 

進修 70,000 0.48% 45,050 0.31% － － － － 

著作 2,311,386 16.01% 3,908,664 27.07% 1,414,864 29.54% 1,258,081 29.23% 

升等送審 225,000 1.56% 177,000 1.23% － － － － 

小計(一) $10,819,136 74.93% $10,749,008 74.44% $4,789,864 100% $4,303,3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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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250,000 1.73% － － － －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750,000 5.20% 845,707 5.86% － － － － 

小計(二) $1,000,000 6.93% $1,095,707 7.5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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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00 4.29% 593,621 4.1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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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 2,000,800 13.8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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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 $2,000,800 13.86% － － － － 

總計 $14,439,136 100% $14,439,136 100% $4,789,864 100% $4,303,3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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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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綜合上表另說明如下。 

      1.本校自籌款最後執行比例為 25.33%，符合教育部之「學校須自籌本項獎 

       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度為配合款」之規定。 

            2.資本門部份： 

       (1)本校 103年度資本門請購案件，均依規定於 103.12.31前完成驗收及 

         付款作業，唯「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中有二項設備(C005、C008) 

                 因原規格產品詢價後單價過高不適學生社團使用及因原規格產品缺貨 

         無廠商投標，因此二項設備從原獎補助規劃項目中予以剔除，其相關 

         變更並經 103.12.16之 103年度第 5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議核備。 

       (2)其餘各項目資本門在獎補助款的運用上，各項執行均符合教育部規定 

         之比例。 

      3.經常門部份： 

              (1)經常門部份，因申請案件會有減少或增加情況，因此會有些許差異， 

         但各項執行亦都符合教育部規定之比例。 

       (2)經常門執行上因會有落差，因此依據本校「獎助教師研究與改善教學 

         經費支用辦法」第四條第九款規定，若因件數不足導致預算存餘時可 

                 相互流用，相關項目之經費流用亦經 103.11.21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 

                 審議通過。 

    四、以上請審議討論。 

 

 

  決 議： 

    一、經由業管單位報告後，以上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均於 

            103.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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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各項執行均符合教育部的規定。 

    二、其餘未見特殊異常狀況，後續請研發處再將相關結案報部資料送本校內控審查， 

      並依規定時間完成報部。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4 年 02 月 06 日(星期五)12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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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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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錄 
 
時間：104 年 04 月 01 日(星期三)11:50～13:3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 年度第 2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謝歆祥總務長 
      林晋寬研發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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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儀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劉豐瑞副研發長、陳秀娟小姐、謝滄岩老師、洪偉文老師、簡良榮老師 
      阮弼群老師、郭琳揚先生、謝政道老師、林金祥老師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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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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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異動說明： 

單位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總務處 謝歆祥總務長 孟魁總務長 
原當然委員謝歆祥總務長於 104/2/9起卸任，由

孟魁總務長接任。 

 

三、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配說明： 

    1.依據教育部104年2月16日臺教技(三)字第1040022508N號函說明，核定本校104年

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60,606,538元，核定總經費較前一(103)

年度增加25.92%(12,476,086元)，在全國71所私立技專校院排名第6。另外，本校

原預估申請及實際核定經費差異如下表一。 

表一：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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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1 月申請) 
實際核定 

(104年 2月核定) 
差異 

(實際-預估) 

(1)補助款 6,780,130 7,173,188 393,058 

(2)獎勵款 46,163,367 53,433,350 7,269,983 

合計(1+2) $52,943,497 $60,606,538 7,663,041 

     

    2.本年度獎補助經費核配相關指標項目如下表二，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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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核配相關指標項目： 

補助指標(35%) 獎勵指標(65%) 

●本校在本項指標核配經費為：7,173,188 ●本校在本項指標核配經費為：53,433,350 

一、現有規模(60%) 
  (一)學生數(67%) 
   (二)教師數(24%) 
   (三)職員人數(9%) 
 
二、政策推動績效(15%)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18%)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6%)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46%) 
 
三、助學措施成效(25%) 
   (一)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總額(60%) 
   (二)補助弱勢學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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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校務發展計畫(36%) 
    1.基礎面向(45%) 
        2.精進特色(55%) 
   (二)核心指標(64%)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19%)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17%)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5%)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24%) 
         5.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9%) 
         6.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6%) 
二、行政運作(30%)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40%)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 
   (二)整體資源投入(60%)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65%)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35%) 
 
不予核配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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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關本校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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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意見僅做為本校未來修訂校務發展計畫書之

參考依據。 
表三：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 1/2： 

序號 審查意見 
意見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 

學校預估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 52,943,497 元，配置

自籌款 10,588,699 元，比例約為 20%，遠高於教育

部規定之 10%下限比例，顯示學校對本計畫經費之

重視。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導。 

2 

計畫總經費預算 63,532,196 元，經常門編列

23,821,755 元，能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

約占 85.64%；其次為新聘教師薪資 8.40%。資本門

編列 39,710,441 元，預計支用 77.43%於教學及研究

儀器設備，並投入 15.44%於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資源，能以教學研究設備優先規劃，對提

升教學及研究品質應有助益。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導。 

3 

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之經費分配方

面，學校預計投入 6,530,900 元經費鼓勵教師研究

（約占經常門經費 27.42%），可見學校對專利、研

究計畫及產業合作之重視。支用計畫書p.1 顯示學

校現階段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比例已達 84.57%，但仍

有 29 位講師，似仍待鼓勵進修；惟 104 年度編列

「進修」經費 40,000 元（預估 1 案），能否符應學

校未來師資成長需求，有再斟酌研議空間。 

人事室 

1.本校鼓勵教師進修學位，且有訂定教師

進修學位實施辦法。 

2.本校目前 11 名講師及 1 名助理教授進

修學位，待講師取得學位後本校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比例達 90.37%。另外 18 名

講師中有 2 位即將於近期退休，其餘

16 位仍鼓勵進修學位或是以專門著

作、技術報告或教學實務方式升等。 

3.本校進修學位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進修補助(於國內進修期間前三年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合格者，本校補助學雜

費及學分費，補助額上限為每學期四萬

元)及第三款進修減授(於國內進修期間

前三年每學期以基本鐘點減授四個鐘

點)之規定，現有進修教師符合補助資

格者僅有 1 名。 

4 

學校定位、辦學理念、教育目標、發展願景與特色

之說明內容具體，所據以展開之 104 年度發展重點

亦屬合理；資本門經費支用大致能與年度發展計畫

連結，符合教學及研究需求。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導。 

5 

學校「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第 4 條有關委員任期，

規定「本小組聘任委員任期 2 年…連選得連任」，

未規範連任次數。建議可考量明訂最多連任 1 次，

以提高代表普遍性，並增進校內教師對奬勵補助經

費使用權益之認知。 

研發處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校已於 104 年 3 月

10 日修訂該辦法，將委員連任次數明訂

為一次。 

6 

資本門規格說明書明確區分研發特色設備與教學

儀器設備，並將研發特色設備列為優先採購項目，

有助於彰顯資本門採購設備之特色。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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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 2/2： 

序號 審查意見 
意見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7 

學校所檢附之各單位 104 年度發展計畫，工程學院

之組織架構及敘述內容顯示，已陸續成立不少特色

中心及特色研發團隊；由各團隊相關說明中，可知

其參與人員包括跨系所教師成員，運作機制良好。

環境資源學院亦有類似運作模式。此外，跨系所整

合研究中心或團隊所需之教學研究設備在資本門

採購內容如何凸顯，以及研究中心或團隊是否因而

衍生極具創新之跨系所教學課程與模式，學校亦能

適度呈現。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導。 

8 

有關教師進行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依學校「補助

教師啟動學術研究辦法」第 4 條規定，相關審查作

業似均由校內人員負責。建議可考量適度導入實質

外審機制，以提供專業審查意見，具體提升教師研

發能量，並更彰顯審查程序之公平與客觀，進而發

揮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效益。 

研發處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校已於 104 年 3 月

10 日修訂該辦法，導入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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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該校以成為「亞太地區最具特色的科技大學」為目標，藉「人才培育」、「知識創新」及「校務服務」

為發展主軸，結合「卓越教學，培育英才」、「書院輔導，博雅教育」、「典範研究，務實致用」、「師鐸

計畫，陶養大師」、「數位行政，永續校園」、「精進校務，追求至善」等六項策略進而推動校務發展而

成為本計畫之核心內容。 

二、基礎面向與精進特色 

1. 其基礎面向之子計畫是指維繫現有成果的作為，而精進特色之子計畫是指突破現況措施或具有創意與

特色的方案，其操作型定義明確而具效益。 

2. 基礎面向與精進特色均能有效結合該校上述發展計畫，並透過程序指標與預期成效，經費分配及指標

對應關鍵成果等系統化方法有效推動。 

三、對部分計畫之意見 

1. 部分子計畫雖有計畫名稱與內容，但目標卻是空的（亦即不必執行便已達成）。例如：4.4.4 試辦產學

CEO 制度與 4.3.4 陶養領域院士計畫的預期成效三年均為 0 值，這樣的計畫並沒有實質的意義，不如

等到有確切的預期目標後再放上來。 

2. 子計畫 4.2.2 提升數位教學認證的目標過於寬鬆，104 及 105 年每年僅 1 門認證，以全校的基礎來看，

數量過少，恐難形成實質效益。子計畫 4.3.1 教師研究傳習的參與教師人數每年也僅 10 餘人，實質效

益也很有效。 

3. 子計畫 5.6.2 推動生物多樣性的校園環境，但其程序指標與預期成效都和「生物多樣性」無關，無法

檢核此計畫之績效。 

4. 子計畫 6.3.3 強化學生專業證照與畢業門檻，其計畫內容是要達到三張以上的高值證照，但程序指標

最高也僅有 2.4 張證照，程序指標的預期成效與計畫原始目標脫節，不如務實修改子計畫內容為當。 

5. 1.1.3 吸引清寒優秀生源，1.1.4 拓展境外生源以及 1.1.5 增設高階學制學程等三項子計畫是大多數私立

技專院校努力重點，列為精進特色並不得當，只能算是基礎面向的計畫。 

6. 3.3.5 推動創業育成與校辦企業的程序指標及預期成效是在 104 年與 105 年各創立一家校辦企業，企圖

心相當強，值得肯定，但是否真能達成，也應有務實考量。 

四、建議 

1. 整體來說，基礎面向相當完整也規劃完善，值得肯定。但在精進特色方面，所呈現之特色有限，尚未

能凸顯該校之具體特色，也未能展現學校與他校之差異之處，此為美中不足之處。 

2.成立校務發展計畫之管考組織與建置追蹤機制，以確保目標之達成。 
主席裁示：上述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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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做為後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滾動修正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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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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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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02 月 16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40022508N 號}來函 
核定本校 104 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如下: 
補助金額(1) 獎勵金額(2) 合計(3)=(1+2)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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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經常門$18,181,961 元 

資本門$42,424,577 元 

    二、依據前述報告事項已說明，因本年度核配之經費比原申請的經費多，因此日 
      前於主管會議討論，除經常門維持原預估之支用總經費不調整外，其餘則增 
      加資本門費用支出。 
    三、依上述第二點，因資本門經費增加，故本年度擬在資本門新增三大項內容， 
      如下表一，詳細項目如附件一P1-P2。 
 

類別項目 
新增 
數量 金額 設備名稱 

提出 
單位 說明 

教學特色設備 
【第 1 批】 1 11,000,000 

●福爾摩沙講堂 E化整合

系統 經管系 

為了推動翻轉

教學，以學生學

習為中心推動

創新教學活

動，強調以實務

個案之教學與

演練，故建置福

爾摩沙講堂。 

一般教學設備 
【第 2 批(標餘款)】 3 600,000 

●數位教材即時錄製設

備 
●數位教材即時錄製設

備 
●組合式機櫃 

視傳系 
為提升教學品

質，故建置翻轉

教室相關設備。 

校園安全設備 
【第 2 批(標餘款)】 1 950,000 ●緊急求救鈴系統 總務處 

為提升校園安

全環境，故建置

相關設備。 

 
    四、依據核定經費及上述各項說明，各項目修訂調整後之相關資料如下表二、三、

四、五，詳細內容如附件支用計畫書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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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依教育部核定修正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 

104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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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後經費調整，本校之自籌款占獎勵補助款約 20％，符合教育部規定之比例。 
 

 

【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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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4% 

補助款 

之30﹪ 
獎勵款 

之30﹪ 
自籌款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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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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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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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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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0 0.00% 0 0.00% $0 

 
圖書期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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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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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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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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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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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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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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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8,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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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000 －  

總計 $7,568,342 15.37% 
標餘款比例：7,568,342
／49,244,383＝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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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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0 0.00% $200,000  

製作教具 300,000 1.65% 0 0.00% $300,000  

改進教學 2,526,130 13.89% 0 0.00% $2,5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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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 3,200,000 17.60% 0 0.00% $3,200,000  

進修 40,000 0.22% 0 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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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等送審 225,000 1.24% 0 0.00% $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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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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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300,000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900,000 4.95% 0 0.00% $900,000  

小計(二) $1,200,000 6.6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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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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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 22.00% 0 0.0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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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 22.00% $0 0.00% $4,000,000  

總 計 $18,181,961 100.00% $5,639,794 100.00% $23,821,755  

 決 議： 
   一、本校自籌款比例依照上次主管會議決議，維持在核定獎勵補助款約 20%，其資本 
          門及經常門分配約 54.74%及 45.26%的比例。 
   二、經常門部份，由各細項資料可知在「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費用編列仍有點 
     偏低，未來仍須再加強及推廣。 
   三、通過以上經費修正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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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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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1-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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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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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系 2 
A2-15(026)    ●    

A3-04(084)    ●    

化工系 1 A2-27(038) ●       

材料系 3 

A2-31(042)   ● ●    

A2-14(025) ●       

A3-24(104) ●       

經管系 1 A2-41(052)   ●     

工設系 4 

A1-03(003)    ●    

A1-06(006)    ●    

A1-08(008)   ● ● ● ●  

A2-42(053)    ●    

視傳系 2 
A2-13(024)    ●    

A3-01(081)    ●    

 
  討 論： 
    一、日後各單位變更原因說明應加強在變更的需求是什麼？用途是什麼？功能差別 
      等等。對於說明原因寫的太簡單或詞不達意，都請退回原單位重寫。 
    二、有關視傳系變更項目 A2-13(024)的規格中第四項已編列了固態磁碟機，為何第 
            五項還要再編列一個 1TB 以上的硬式磁碟機?請問 28 個人電腦是用在一般電腦 
            教室嗎?其主要課程用途為何? 
  回 覆：視傳系回覆上述第二點委員的提問如右，個人電腦將置於視傳系高階電腦教室， 
      課程有 3D 電腦繪圖、2D 影像設計、影像配樂製作、編輯設計、文字造型設計、 
      非線性剪輯等，供教師教學、學生課堂與課後練習、畢業專題使用。 
      固態磁碟機在運作上較硬式磁碟機更為快速、安靜且溫度較低，因視傳系有影 
      音編輯與 3D 等相關課程，所需之硬碟效能較佳與軟體運算空間較大，故規劃固 
      態磁碟機供安裝系統與軟體。 
      因固態磁碟機有寫入次數限制，較不適宜頻繁之存取資料，故規劃以硬式磁碟 
      機供學生存取課程作業與畢業專題資料；硬碟管理部份，因學生畢業專題所需 
      使用時間約為一年，故硬式磁碟機規劃一年還原一次，以控管硬式磁碟機使用 
      狀況與提升使用品質。 
      因硬式磁碟機目前主流市場為 1T(含)以上，低於 1T 之硬式磁碟機較不易取得， 
      故考量價格與效益後，擬購置 1T 之硬式磁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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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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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一、因自 102 年度起，資本門認列已改採付款完成為主，為避免因採購作業時程造成來

不及將 104 年度的設備在今年底前買進並付款。因此，有關第二批(標餘款)的設備

項目「A4-01(070)~~A4-42(111)及 D003)共 43 項，擬於第一批採購項目都開立請購

單後一個月內，即辦理所有第二批項目採購，以加速執行讓設備早點進來，促使能

在教學及研究上有充份的運用。 
  決議：請研發處後續依往年作業進行，並請隨時與總務處掌握資本門採購進度。 
 
 
 
伍、散會：104 年 04 月 01 日(星期三)13 時 10 分。 

 
 

第 68 頁，共 146 頁



【附件一】  104年度獎補助資本門新增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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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1
(001)

福爾摩沙講堂E化
整合系統

一、 影音系統。
(一)液晶投影機。(二)電動銀幕。
二、多點視訊會議系統。
三、影像定位拍攝系統。
四、 會議系統。
(一)全數位會議中控主機。(二)桌上型主席麥克風。(三)桌上型翻譯麥克風。(四)下頷式
立體聲耳機。(五)2國翻譯頻道
五、 影像處理系統。
(一)電腦HDMI矩陣切換器。(二)影音矩陣切換器。
六、 收擴音系統。
(一)數位混音機。(二)無線麥克風。(三)擴大機。(四)喇叭。
七、中控室。
(一)監控螢幕。(二)主機櫃。
八、環控系統。
(一)全彩有線液晶觸控面板。(二)環境控制主機。
九、 教學桌椅。
(一)講堂桌椅*80人。(二)討論桌椅*40人。(三)教師準備室桌椅。
十、弧形高架地板。
十一、 吸音設備。
(一)天花板吸音設備。(二)壁面吸音設備。
十二、 冷氣空調。

1 ST 11,000,000 11,000,000 經管系 █新增 第1批

A4-28
(109)

數位教材即時錄製
設備

一、操作簡單：支援一鍵錄製，支援前面板、移動設備、環控等多種操作方式。
二、圖像品質高：高達1080p高解析度視訊與簡報同步錄製。
三、USB設備：錄製及下載到USB設備。
四、HTML5技術，支援平板電腦、智慧手機的重播。
五、MP4儲存格式：雙畫面合併錄製為單一MP4檔，相容各種播放機。
六、支援RSS發佈。
七、支援LDAP。

1 ST 499,500 499,500 視傳系 █新增 第2批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新增項目

類別事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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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4年度獎補助資本門新增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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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新增項目

類別事項 備註

A4-29
(110)

教學廣播系統

一、教學廣播：將教師機的螢幕畫面同步廣播給全體、群體或單一學生，進行教學。同
時可選擇視窗廣播、層次視窗廣並提供播電子教鞭、電子黑板/白板等功能。
二、學生示範：可以任意地指定一位學生對其它的一組學生進行示範操作，讓學生之間
也可以進行相互交流和學習。示範操作機器並支援電子教鞭功能，提供更完整教學演示
功能。
三、中英畫面：提供繁體中文及英文兩種操作介面，便利外語教師操作使用。
四、教學廣播＋錄影：可以在執行“教學廣播”的同時，將教師機的螢幕廣播畫面以動
畫影像的形式錄影下來， 製作成上課的教材，以供重複使用或與其他教師共用。
五、播放錄影＋廣播：可以將事先錄影好的螢幕畫面利用播放錄影的功能直接廣播給學
生機，借助該功能，可以幫助您實現教學的自動化、規範化。
六、螢幕肅靜：鎖定某個或全部學生的電腦鍵盤和滑鼠，而學生的螢幕則是變成黑色的
，可以讓學生們認真聽課。
七、影音廣播：懸浮工具列獨立提供語音廣播功能鈕，動態影片教學廣播時，教師端可
於懸浮工具列選擇將聲音同時傳送廣播至學生端耳機或喇叭。

1 ST 82,500 82,500 視傳系 █新增 第2批

A4-30
(111)

組合式機櫃

一、開啟式後門，配合3U散熱面板及4U通風面板。
二、具3吋剎車輪組。
三、具ㄈ型綁線架。
四、前柱螺絲遮蓋壓條。
五、儀器高度18U含以上。

1 ST 18,000 18,000 視傳系 █新增 第2批

D004 緊急求救鈴系統

一、警報功能：內含語音引導、動作指示燈、履歷紀錄、手握麥克風及對講喇叭)。
二、報警時可圖控顯示校區各棟大樓緊急求救鈴位置。
三、採各棟大樓主機與警衛室主機一對一連線方式，避免同一迴路故障產生連鎖效應。
四、共五個室外緊急求救點對講機可與警衛室雙向對話並含語音保存功能。

1 ST 950,000 950,000 總務處 █新增 第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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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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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5
(026)

車載服務雲
端監控系統

一、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Standard 最新
版授權。(無使用期限)
二、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Enterprise
Server/Core-based License資料庫系統。
三、車載資料介接之基本功能擴充 - 系統功能架
構優化調整。
四、車載資料介接之基本功能擴充 - 功能分頁設
計優化。
五、車載資料介接之基本功能擴充 - 系統登入、
登出、操控功能記錄。
六、車載資料介接之基本功能擴充 - 車籍資料完
善。
七、車載資料介接之地圖功能擴充 - 多地圖多視
窗監控。
八、車載資料介接之地圖功能擴充 - 位置與地址
查詢。
九、車載資料介接之車機互動功能擴充 - 文字訊
息互傳功能。
十、車載資料介接之車機互動功能擴充 - 車輛派
遣功能。
十一、車載資料介接之統計分析功能擴充 - 報表
訂閱功能。
十二、車載資料介接之統計分析功能擴充 - 圖形
化顯示擴充。
十三、軟體開發品質相關認證：(1) ISO 27001
認證; (2) ISO 9001認證; (3)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專案管理相關證照;
(4) 軟體業會員證明書：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
會員證明書、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品質協會證明
書、開放系統協會會員證明書、軟協會員證明
書、開放系統協會會員證明書等。
十四、V-Color 16G DDR3 1333 2Rx4 1.35V
ECC Registered DIMM伺服器專用記憶體 (三
組)。
十五、Cisco ASA5512 Firewall (防火牆伺服
器)。

1 ST 1,200,000 1,200,000 電子系
A3-15
(027)

－

一、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Standard 最
新版授權。(無使用期限)
二、Microsoft SQL Server Standard最新版授
權。(無使用期限)。
三、車載資料介接之基本功能擴充 - 系統功能
架構優化調整。
四、車載資料介接之基本功能擴充 - 功能分頁
設計優化。
五、車載資料介接之基本功能擴充 - 系統登
入、登出、操控功能記錄。
六、車載資料介接之基本功能擴充 - 車籍資料
完善。
七、車載資料介接之地圖功能擴充 - 多地圖多
視窗監控。
八、車載資料介接之地圖功能擴充 - 位置與地
址查詢。
九、車載資料介接之車機互動功能擴充 - 文字
訊息互傳功能。
十、車載資料介接之車機互動功能擴充 - 車輛
派遣功能。
十一、車載資料介接之統計分析功能擴充 - 報
表訂閱功能。
十二、車載資料介接之統計分析功能擴充 - 圖
形化顯示擴充。
十三、軟體開發品質相關認證：(1) ISO 27001
認證; (2) ISO 9001認證; (3)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專案管理相關證照;
(4) 軟體業會員證明書：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
會員證明書、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品質協會證明
書、開放系統協會會員證明書、軟協會員證明
書、開放系統協會會員證明書等。

－ － － － － █規格

1.第二項規
格由原定
2012版本
修正為最新
版本,以利
採購到最新
的系統軟
體.
2.原第十
四、十五兩
項因誤植,
故刪除之,
以避免現編
列之預算不
足請購所需
求之設備。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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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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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3-04
(084)

模型雕刻機
系統

一、行程300x400x120mm主機
*1。
二、列印解析度：0.1mm ~
0.3mm。
三、最小解析度： 0.1mm。
四、精度 ：XY: 12 microns / Z:
1. 5 microns。
五、電控箱  *1。
六、數據線  *1。
七、電源線  *1。
八、對刀器  *1。
九、專用防塵箱  *1。
十、刀具  *50。

1 ST 99,000 99,000 電子系
A4-16
(085)

－

一、行程300x400x120mm主機
*1。
二、列印解析度：0.1mm ~
0.3mm。
三、最小解析度： 0.1mm。
四、精度 ：XY: 12 microns / Z:
1. 5 microns。
五、電控箱  *1。
六、數據線  *1。
七、電源線  *1。
八、對刀器  *1。
九、專用防塵箱  *1。
十、刀具  *50。
十一、教育訓練時數 80小時。

－ － － － － █規格

為了經費及
機器使用效
率，需要廠
商提供確切
保障。

A2-27
(038)

石英壓電生
物晶片檢測
分析儀

一、可廣範圍檢測石英壓電頻率
10kHz-300MHz。
二、可檢測轉換分析相關鍍膜厚
度。
三、須具備抗震平面。
四、每一點 0.04 ms 的量測速
度。
五、具有濾波器和共振器的波形
分析命令。
六、含軟體，可轉換幾何圖形並
內建STL檔案驗證,透過USB 轉
檔。

1 ST 525,100 525,100 化工系
A3-27
(039)

紅外光光
譜儀

一、光譜儀之干涉計:雷射自動動
態校正功能，且分光鏡為鍺-溴化
鉀材質。
二、光源: 不需拆開機殼即能更
換紅外光源之設計，避免光學元
件受潮。
三、偵測器: 配置不需LN2冷卻之
DTGS偵測器。
四、光學系統內建溫度控制之固
態雷射系統。
五、光譜範圍:7800 cm-1至350
cm-1。
六、峰對鋒訊雜比: ≦0.8 cm-1 /
≦0.5 cm-1 using aperture。
七、波長準確度: ≦0.01 cm-1。
八、應用程式: 具分析圖譜預
覽、可自動監控並顯示系統狀
況、具自動基線修正與光譜多點
手動基線修正功能。

－ － － － － █替換

原設備已用
產學購買，
故替換教學
設備並用於
高分子鍵結
和官能基分
析、分析合
成有機化合
物的鍵結跟
分析生物相
互官能基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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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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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2-31
(042)

多工頻率電
容量測單元

一、頻率範圍1 kHz 到 5 MHz， 1
mHz 的解析度。
二、25 V DC 偏壓 與 100 V DC 偏壓
(如附加 SMU 與 SCUU 電路單元)。
三、可達 250 mVrms 訊號準位。
四、CV， C-f 與 C-t 量測可達 1001
掃描點。

1 ST 380,000 380,000 材料系
A3-31
(043)

雙通道高
頻脈波產
生器

一、頻率範圍1 mHz 到 165
MHz。
二、Width range: 3.03 ns to
999.5 s。
三、Amplitude range: 100 mV
to 20 V。
四、Dual channels。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頻率更動為
高頻165
MHz規格
，以符合更
多教學、實
驗應用

A2-14
(025)

可攜式微型
光譜儀

一、微型光譜儀光譜範圍360-1000nm。
二、光纖。
三、反射量測配件。
四、穿透量測配件。
五、量測軟體及理論模擬運算介面。

1 ST 200,000 200,000 材料系

A3-24
(104)

高功率脈衝
磁控濺鍍系
統(HIPIMS)
腔體

一、腔體尺寸： 500dia x 400H (mm)。
(一)、材質及型式：SUS304，立式前開
門。
(二)、表面拋光電解處理。
(三)、上板規格：ISO 160，CF35法蘭；
可容納3組 3" 或2''濺鍍源擋板 (Shutter)
及氣體導入口(Gas Ring )。
(四)、下板規格：ISO 200 法蘭，可容納基
板加熱器(Substrate Heater)， 基板旋轉
機構及電極導入端子(Power
Feedthrough)，熱電偶導入端子
(Thermocouple Feedthrough)。
(五)、側邊規格：CF35法蘭；提供給粗抽
(Roughing Port )，真空計(Vacuum
Gauge Port) 壓力開關( Pressure Switch
Port) ，氣體導入(Gas Inlet Port) 洩氣
(Vent Port )，殘餘氣體分析(RGA Port)，
電漿光譜儀(OES Port )，備用(Spare
Port)。
(六)、 附活動輪及定位腳柱架台，四側為
可拆卸式封蓋，粉體烤漆。
(七)、二組防污襯板(Shielding)。

1 ST 291,342 291,342 材料系

A3-14
(026)

生醫鍍膜
系統

一、常壓生醫鍍膜處理系統 。
二、輸出功率：2000W 。
三、電極：白金電極 。
四、轉接套件：(1)清潔套件; (2)
鍍膜套件 。
五、雙層鋁製台車（封閉式，單
門開關，上層：電漿設備主體，
下層：電源供應器） 。
六、可用氣體：氧氣、氬氣、氮
氣、氦氣、氮/氫混和氣體及空
氣。 。

1 ST 491,342 491,342 - █替換

配合大學部
生醫材料製
程實務課程
教學使用，
以符合生醫
領域為之研
究、教學及
課程，培育
材料系生醫
相關領域的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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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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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2-41
(052)

Eviews

Enterprise

edition 預測

分析計量軟

體

一、 誤差、趨勢、季節性（ETS）指

數平滑法。

二、 X-13季節調整。

三、 追蹤資料共變異數。

四、 追蹤資料主成份。

五、 轉換迴歸（Switching

Regression）。

六、 貝氏VAR模型。

七、 穩健最小平方法（Robust least

squares）：M估計、S估計與MM估

計。

八、 分界點迴歸（Breakpoint

regression）：自動選取與使用者自

訂。

九、 追蹤資料共整合估計：完全修正

最小平方估計法（FMOLS）與動態最

小平方估計法（DOLS）。

十、 Heckman選擇模型：最大概似與

兩階段估計法。

十一、 使用者自訂最佳化。

十二、 多重分界點檢定。

十三、 追蹤資料序列相關檢定。

十四、 基本的追蹤資料因果關係檢

定。

十五、 異質性與自我相關一致（

HAC）共變異數之GLM模型。

十六、 強化的分量迴歸過程圖形與檢

定。

十七、 使用範圍指定ARMA期數。

十八、 使用者自訂的預設係數。

十九、 自動計算的穩健Wald統計量。

5 ST 23,000 115,000 經管系
A3-41
(053)

預測分析
計量軟體

－ － － － － － █項目名稱

為求報部資
料與後續開
立之請購單
等資料上的
名稱一致，
因此申請變
更原項目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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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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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1-03
(003)

快速成型機

一、雙噴頭(含)以上。
二、噴頭尺寸： 0.4 mm(含)以
下。
三、成型體積：250mm x
200mm x 200mm或同等品(含以
上)。
四、解析度：Z 軸：0.005mm，
XY 軸：0.01mm(含)以下。
五、最小層厚： 0.03 mm(含)以
下。
六、傳動方式：XYZ軸全為精密
螺桿。
七、連接埠：USB, SD Card。
八、含軟體，檔案格式：STL，
OBJ，GCODE(含)以上。
九、自動校正列印平台水平。
十、自動清除噴頭餘料。
十一、具加熱底板。
十二、適用材質：PLA，ABS。
十三、含教育訓練。

6 ST 130,000 780,000 工設系
A2-03
(004)

－

一、雙噴頭(含)以上。
二、噴頭尺寸：0.4 mm(含)以
下。
三、成型體積：250mm x
200mm x 200mm或同等品(含)
以上。
四、解析度：Z 軸：0.005mm，
XY 軸：0.01mm(含)以下。
五、層高精密度：0.02mm(含)以
下。
六、連接埠：USB, SD Card。
七、含軟體，檔案格式：STL，
OBJ，GCODE(含)以上。
八、自動校正列印平台水平。
九、具加熱底板。
十、適用材質：PLA，ABS。
十一、教育訓練：4小時x 2次。
十二、2年原廠到府維修保固(含)
以上。
十三、2年軟體免費升級(含)以
上。

－ － － － － █規格

經再確認實
際使用需求
並加以比對
目前市場相
符之廠牌規
格後，發現
廠商所提供
規格資料錯
誤，擬申請
變更修正。

第 75 頁，共 146 頁



【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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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1-06
(006)

快速成型機

一、單噴頭(含)以上。
二、噴頭尺寸： 0.4 mm(含)以
下。
三、成型體積：Ø 20cm x H 30
cm或同等品(含以上)。
四、最小層厚：0.05mm (含)以
下。
五、Delta Robot式。
六、連接埠：USB, SD Card。
七、含軟體，檔案格式：
GCODE(含)以上。
八、具加熱底板。
九、適用材質：PLA、ABS。
十、含教育訓練。

1 ST 75,000 75000 工設系
A2-06
(007)

－

一、使用Delta robot並聯式動作
架構。
二、主體結構材質：鋁擠型之全
鋁或全金屬骨架。
三、成型體積：成型底部直徑
20cm(含)以上，高度30cm(含)以
上。
四、模組化的載台設計，可輕易
轉換雷射、單噴頭或雙噴頭。
五、主機板、電路板、線材、電
源供應器等電子部分應有完整外
殻包覆，不得外露。
六、最小層厚：0.05mm(含)以
下。
七、傳動方式：線性滑軌。
八、連接埠：USB，SD Card。
九、含軟體，檔案格式：STL，
GCODE(含)以上。
十、自動校正列印平台水平。
十一、適用材質：PLA。
十二、教育訓練：2小時x 1次。
十三、1年到府維修保固。
十四、1年軟體免費升級(含)以
上。

－ － － － － █規格

(1)規格內
容經再評估
使用需求及
其功能性，
比較目前市
面廠牌規格
，予以修
正。

(2)提昇售
後服務品質
，教育訓
練：2小時x
1次、1年原
廠到府維修
保固、1年
軟體免費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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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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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1-08
(008)

ABS表面處
理機

一、最大拋光研磨尺寸：
L250*W250*H200mm或同等品
(含以上)。
二、內槽不銹鋼材質或同等品。
三、適用3D PRINTER製作ABS材
質物件，表面處理。
四、加熱溫度：室溫(5度 - 100
度)或同等品。
五、上蓋玻璃觀景窗。

1 ST 60,000 60,000 工設系
A2-08
(009)

3D列印拋
光機

一、最大拋光研磨尺寸：
L250*W250*H200mm或同等品
(含以上)。
二、內槽不銹鋼材質或同等品。
三、適用3D PRINTER製作PLA、
ABS材質物件，表面處理。
四、加熱溫度：室溫(5度 - 100
度)或同等品。
五、上蓋玻璃觀景窗。

2 － 30,000 －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原項目名
稱：ABS表面
處理機，經
確認市場該
相關產品名
稱，並且較
易於理解其
實際用途，
擬申請變更
修正為：3D
列印拋光
機。

經向廠商確
認目前報價
，單價6萬元
調降為3萬、
因評估實際
使用主要3D
列印材料為
PLA，ABS，
並且同時操
作使用人數
較多，數量
增購為2ST，
總價不變，
以上擬申請
變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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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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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2-42
(053)

多媒體廣播
教學系統

一、系統為純軟體式架構。
二、管理設定：學生拔網路線就
變成黑屏，限制學生上網，關閉
學生的USB和CD-ROM。
三、老師可自行攜帶Notebook
安裝教師機程式，只要插上網路
線(無需將USB KEY移至NB)，即
可對所有學生廣播，可隨時和桌
上型老師機做廣播切換。
四、教師可對單一、部分及全部
做影像廣播。
五、教師可以視窗模式同時監看
所有學生畫面。
六、教師可遠端控制學生鍵盤滑
鼠，進行輔導教學。
七、教師可任意指定某一學生畫
面，轉播給其他學生。
八、教師可將學生畫面黑屏。
九、Server端*1+Client端*59，
最新教育版，軟體使用授權書，
永久使用授權。

1 ST 72,000 72,000 工設系
A3-42
(054)

－

一、系統為純軟體式架構。
二、管制學生隨意拔網路線就變
成黑幕狀態。
三、教師暫時離開座位提供系統
密碼保護。
四、遠端開啟連線電腦的網頁及
應用軟體。
五、遠端強制關閉學生應用軟
體。
六、教師可對單一、部分及全部
做影像廣播。
七、教師可以視窗模式同時監看
所有學生畫面。
八、教師可遠端控制學生鍵盤滑
鼠，進行輔導教學。
九、教師可任意指定某一學生畫
面，轉播給其他學生。
十、教師可將學生畫面黑屏。
十一、Server端*1+Client端*59
，最新教育版，軟體使用授權書
，永久使用授權。

－ － － － － █規格

因原規劃版
本設備供應
商無法支援
WINDOW
S作業系統
升級及服務
，為了日後
售後服務及
升級，因此
提出比原規
劃系統功能
更好及支援
性高的規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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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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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2-13
(024)

個人電腦

一、處理器：Intel Core i7-
4770K(3.5GHz Quad-Core) 8M
Cache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核心晶片組：Intel C226
Chipset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記憶體：24GB RAM DDR3-
1600或同等品(含以上)。
四、硬碟機(一)：INTEL SSD
240GB 固態磁碟機*1或同等品
(含以上)。
五、硬碟機(二)：1TB以上
/7200RPM SATAIII 硬式磁碟機
*1或同等品(含以上)。
六、繪圖卡：Nvidia Quadro
K600 1024MB 顯示卡或同等品
(含以上)。
七、電源規格：500W 80PLUS
Single Power Supply,
Bronze(default)或同等品(含以
上)。
八、螢幕：21.5吋或同等品(含以
上)。
九、含Windows 7作業系統，並
於主機張貼含授權金鑰之微軟防
偽雷射授權。

28 ST 50,000 1,400,000 視傳系
A3-13
(025)

－

一、處理器：Intel Core i7-
4790K(4.00GHz ~4.40GHz
Quad-Core) 8M Cache或同等品
(含以上)。
二、核心晶片組：Intel C226
Chipset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記憶體：24GB RAM
DDR3-1600或同等品(含以上)。
四、硬碟機(一)：INTEL SSD
240GB 固態磁碟機*1或同等品
(含以上)。
五、硬碟機(二)：1TB以上
/7200RPM SATAIII 硬式磁碟機
*1或同等品(含以上)。
六、繪圖卡：Nvidia Quadro
K600 1024MB 顯示卡或同等品
(含以上)。
七、電源規格：500W 80PLUS
Single Power Supply,
Bronze(default)或同等品(含以
上)。
八、螢幕：21.5吋或同等品(含以
上)。
九、作業系統：隨機版微軟系統
Windows 7，並於主機張貼含授
權金鑰之微軟防偽雷射授權。

－ － － － － █規格
原處理器已
停產，故更
新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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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104年度第2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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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預估版) 擬變更項目(核定版)
變更原因

說明
變更
事項

A3-01
(081)

伺服器

一、主機：1U HP DL360p Gen8
1UServer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CPU：E5-2420v2或同等品
(含以上)。
三、記憶體：16GB 2Rx8 PC3L-
12800R-11 Kit x 2或同等品(含以
上)。
四、SAS 熱抽換硬碟：300GB
6G SAS 10K 2.5in SC ENT HDD
x4或同等品(含以上)。
五、陣列卡：HP 1GB FBWC for
P-Series Smart Array或同等品
(含以上)。
六、網路卡：Ethernet 1GbE 4P
331FLR FIO Adptr或同等品(含以
上)。
七、電源：750W CS Gold Ht
Plg Pwr Supply Kit或同等品(含
以上)。
八、擴充配件：HP 1.83m 10A
C13 TW Pwr Cord或同等品(含以
上)。
九、作業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或同等品(含以上)。

2 ST 180,000 360,000 視傳系
A4-13
(082)

－

一、主機：1U HP DL360p
Gen8 1UServer或同等品(含以
上)。
二、處理器：E5-2620v2或同等
品(含以上)。
三、記憶體：16GB 2Rx8 PC3L-
12800R-11 Kit x 2或同等品(含
以上)。
四、SAS 熱抽換硬碟：300GB
6G SAS 10K 2.5in SC ENT HDD
x4或同等品(含以上)。
五、陣列卡：HP 1GB FBWC for
P-Series Smart Array或同等品
(含以上)。
六、網路卡：Ethernet 1GbE 4P
331FLR FIO Adptr或同等品(含
以上)。
七、電源：750W CS Gold Ht
Plg Pwr Supply Kit或同等品(含
以上)。
八、擴充配件：HP 1.83m 10A
C13 TW Pwr Cord或同等品(含
以上)。
九、作業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R2或同等品(含以
上)。

－ － － － － █規格
原處理器已
停產，故更
新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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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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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錄 
 

時間：104 年 06 月 11 日(星期四)11:50～13:1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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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歆祥總務長 

      林晋寬研發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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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儀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劉豐瑞副研發長、陳秀娟小姐、朱承軒老師、鄭春德老師、古家豪老師 

   陳順基老師、游洋雁老師、崔 砢老師、沈明得組長、張翼書組長、李智強先生 

   陳世民老師、郭琳揚先生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的會議主要是檢討本校 104年度獎補助支用計畫書的審查意見， 

           及審議各單位資本門設備變更的議案，請各位委員協助檢視審查意 

           見的回覆內容是否有不妥之處，並請給予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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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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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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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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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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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104 年度核定獎勵補助款 60,606,538 元，自籌款

編列 12,459,600 元，占總獎勵補助經費比例達

20.56%，遠高於要點規定之 10%下限，顯現學校對整

體發展之投入與決心。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2 

資本門獎勵補助款 78.68%、自籌款 100%規劃用於「各

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獎勵補助款 14.64%規

劃用於「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資源」，對學校教學及

研究品質之提升可望產生正面效益，期能於執行上進一

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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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104 學年度發展計畫各單位之發展目標明確，經、

資門各支用項目大多能連結至發展計畫目標，有助落實

學校發展特色及改善教學研究資源。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4 

支用計畫書 p.1 顯示 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 187 位，其

中講師仍有 29 位，104 年度僅編列 4 萬元經費於鼓勵

教師進修，是否足敷需求可再斟酌考量。 

人事室 

根據本校「教師進修學位實施辦

法」，僅補助教師於國內進修期

間前三年補助學雜費及學分

費，補助額上限為每學期四萬

元。本校目前有 11 名講師及 1

名助理教授進修學位中，其中 11

位教師已超過三年，故不符合補

助規定，符合補助資格者僅有 1

名，故只編列４萬元預算，足敷

目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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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5 

有關 104 年度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中，經營管理

系預計購置之優先序#001「福爾摩沙講堂 E 化整合

系統」： 

(1)採購項目涵蓋各類影音及拍攝系統、影像處理系

統、教學桌椅、地板、天花板、冷氣空調…等，皆未

提供各項目之詳細規格，無法瞭解訪價過程之確實

性。 

(2)上述細項設備均無需搭配即可單獨使用，並不屬

於「整組設備（需整組搭配方能使用之設備）」，請學

校分列各項目之數量、單價、總價、規格說明等資訊，

以確認其經、資門歸類是否符合行政院「財物標準分

類」規定。此外，項目名稱欄位宜確實填寫預計購置

之設備名稱，而非以放置地點或功能用途取代。 

(3)該項設備對應之經營管理系發展計畫僅敘及「福

爾摩沙講堂」為個案教學教室，並具有國際研討會及

學術交流用途（104 學年度發展計畫書 p.經管-10），

與支用計畫書預期成效之「推動翻轉教學」未直接相

關，而且各類採購項目與推動上述教學活動之關係亦

不明確。另發展計畫書顯示教室名稱為「福爾摩『莎』

講堂」，與支用計畫書所列名稱略有差異。 

(4)該講堂建置計畫預估單價高逹 11,000,000 元，預

期成效為「每學期提供 7 堂以上課程使用」（支用計

畫書 p.56），設備使用率宜再設法提升，以發揮經費

運用效益。 

(5)此一高額採購項目是否因而排擠到其他單位資本

門教學及研究設備之發展計畫，宜更審慎評估。 

經管系 

多謝委員的提醒與建議，經多次校內協調與討

論，業經 104 年 05 月 27 日第 19 次經管系系

務會議審議及討論，(1)將此採購案分別以福爾

摩沙講堂會議影音環控整合系統(4,500,000

元)；福爾摩沙講堂教學研討準備系統

(2,105,000 元)，與福爾摩沙講堂討論室桌椅組

(395,000 元)，並將詳細規格明列於變更說明書

內，務期符合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之規定。

(2)其中(A)會議影音環控整合系統包括會議系

統、音響系統、投影部分與中控系統；(B)教學

研討準備系統包括翻譯系統電源主機、翻譯系

統議員台、翻譯用螢幕、研討室顯示器、網路

型高解析攝影機、數位錄影主機與玻璃白板；

(C)討論室桌椅組，包括討論會議桌、會議椅與

沙發組。相關土木、高架木做地板與裝潢費用

另外以校內預算支付。(3)以上(A)、(B)與(C)之

設備用來建置經營管理系之｢福爾摩沙講堂」，

除了用做國際研討會、學術交流用途、產業個

案教學以外，並能與以學生為中心的｢翻轉教

學」結合，此講堂旁會建置有 4 間討論室，1

間教學準備室(視需要可用為第 5 間討論室)，

佈置玻璃白板，用於創意、創新與討論之發想

用途。可提供學員分組討論與集體發表與分

享。並透過數位錄影、網路型高解析攝影機，

讓教師在講堂、準備室均可同步觀看各討論室

討論之現況。(4)管理暨設計學院內有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系、工業設計系與視覺傳

達設計系，此講堂除了每學期提供 7 堂以上課

程使用，並提供與管理暨設計學院四系整合之

教學活動，包括創意思考、使用者經驗設計、

暑期與姊妹校跨國暑期課程(今年將與 UIS、

RMU 合作)之創意創新與創業活動。(5)此一高

額採購項目，顯見本校對產業實務教學個案、

設計思考、使用者經驗設計多元教學活動之重

視。目前已將土木經費拆開，此採購案包含三

大項目(A)、(B)與(C)，金額由 11,000,000 原下

修至 7,000,000 元)。再次感謝委員的提醒與建

議，本採購案經校內多次討論與超過 5 家廠商

專業諮詢與討論，參考國內外大學講台設計，

期能建立特色教室，以達到多元教學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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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6 

學校願景為「成為產業最愛人才與企業首選夥

伴」，中程發展策略目標為「成為亞太地區最具

特色的科技大學」，訂定三大主軸，展開六大策

略。資本門經費規劃分為教學特色、研發特色等

設備，可顯現學校提升教學及研究環境品質，建

立學校特色之企圖。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 

7 

101~103 年度「編纂教材」、「製作教具」之執行

金額較低，104 年度經費編列亦少，分別占經常

門 0.84%、1.26%。建議學校檢視現行辦法是否

具鼓勵作用，並可思考更具誘因之獎助機制。 

教資中心 

為加強鼓勵各系教師編撰、製作教材教具以改進教

學，本校已於 103 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訂「教

學績效評核細則」，大幅提升數位教材獎勵點數，

新修訂辦法將於 104 學年度施行，謝謝委員之建

議。 

8 

學校設置 2 位專任稽核人員，由秘書室組員、專

員擔任，另延聘 12 位校內教職員兼任稽核人員，

組成「內部稽核小組」，對內部稽核業務之執行

應有助益，惟其執行成效有待持續觀察。 

秘書室 感謝委員指教。 

9 

【附表九】優先序#1-9 獎助教師執行產學合作

計畫預估 4 案，似與學校建立研發特色及強化產

學合作，讓明志研發團隊成為「企業首選夥伴」

之願景略有落差。此外，近年專利及技轉件數未

見明顯成長（支用計畫書 p.45），建議學校檢討

原因並提出改善對策。 

研發處 

(1) 根據淡江大學【2014 年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

名研究】「產學合作計畫平均金額」指標，本

校為全國公私立科技大學第一名！本校並於

今年(104 年)獲得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

績優單位」殊榮。本校超過 30%教師進行民

營產學案，比例遠高於世界知名大學的平均

值，皆導因於本校對教師執行產學合作依各種

情況建立有關獎勵與補助辦法，包含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管

理費提撥補助辦法、產學合作聯盟推動辦法、

教師研究優良獎勵辦法、產學合作先導研究補

助辦法，相關補助尚稱完備。 

(2) 為謹慎使用獎勵補助款以建立本校研究特

色，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於 103

年特規範補助案件之合作廠商須與本校簽訂

策略聯盟或有長期合作關係，因此，預估案件

僅 4 案，本校將持續鼓勵教師與優質合作廠商

進行產學合作，以提高補助案件數。 

(3) 據第 45 頁 101-103 年度之產學合作、專利與

技轉成果表中，因當時填報時，數據非最終數

值。最新數據已統計至 103 年 12 月底，本校

取得專利件數為 39件，較 101 年 28件與 102

年 26 件，有明顯成長。未含股票收入之技術

移轉件數及金額，101 年技轉案為 28 件，

2,609 仟元；102 年技轉案為 27 件，2,750

仟元；103 年技轉案為 35 件，3,915 仟元。

102 年技轉金額成長為 5%，103 年技轉金額

成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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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0 

【附表四】優先序#004、007 皆為購置「快速成

型機」，用途說明均相同，然其規格敘述則有頗大

差異，宜留意採購規格之完整性與合理性，以利採

購作業之執行。 

工設系 

(1)本系所採購之快速成型機為 FDM 型列印

機，此型機種其運動方式可分 3 軸式及 Delta 

Robot 式，其各有優缺點。 

3D 軸式其列印精度較優於 Delta Robot 式，

但 Delta Robot 式卻可有較快速及穩定的運

動。 

(2)在教學上，兩款不同規格之機型，可讓學

生瞭解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其不同運動所產

生的優缺點比較。 

(3)兩款的機型載台之設計不同，3 軸式加裝

雙噴頭可進型雙料列印，且因為近端送料，

所以可列印軟材料。Delta Robot 式之載台

可換裝雷射頭，可做雷雕及 3D 掃描，彈性載

台設計利於後續改裝不同加工工具因應不同

加工需求，但因其為遠端送料，所以僅能列

印硬材質。 

(4) 3D 列印機之用途皆為製作，但卻有不同

的製作限制與需求，所以訂出兩款不同規格

之 3D 列印機來因應。 

11 

【附表四】優先序#014【通識教育中心】「電腦自

動閱卷系統軟體」之用途為「提升測驗批改、成績

統計效率」，似屬於校務行政用途；#018【電算中

心】「學生宿舍第三層交換器」係更新學生宿舍網

路設施，與教學活動無直接相關，是否合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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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

學儀器設備」之使用原則，有待學校釐清確認。 

●通識中心 

●電算中心 

(1)電腦自動閱卷系統軟體，可以進行學生答

案卷之快速批閱，減少教師以人工登打分數

錯誤疏失，且閱卷後的所有學生答題資訊都

會被完整記錄，便於查閱與保存歷史測驗資

料，幫助教師更能有效掌握學生程度，及修

正教學方向，體現以科技輔助教學價值。 

(2)學校提供網路大學、數位學習課程等服務

供學生使用，但是因為原設備已使用 8 年，

網路傳輸效能已不符合學生宿舍需求，因為

學校為學生全體住宿，故常於宿舍進行數位

學習，若宿舍網路網路傳輸效能不佳，將直

接影響學生於宿舍進行數位學習的成效，故

本案為提供住宿學生較佳之線數位學習環

境，需購買此設備擴展學生宿舍網路傳輸效

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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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機械系】「快速分度盤」，要求外觀尺寸為

「250x235x220mm」，且未容許誤差，恐難以合

乎公平合理原則。另優先序#079【化工系】、081

【機械系】、103【材料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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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系 

●化工係 

●材料系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項目將配合修訂規格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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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3 

【附表七】優先序#C010「移動式落地鏡組」之規格說

明第 4 點提及該設備係「1 組 10 座」，似代表 1 組設備

中包含 10 個相同規格且可單獨使用之物件；如確係如

此，該項目並不宜以整組設備列計。請學校釐清狀況，

如非整組設備，其採購單價未達 1 萬元，並不符合資本

門認列原則。 

課外組 

本項設備為學生於環繞式鏡面

環境下進行活動所需，故以 1 組

10 座方式進行採購。爾後將參

照委員意見如作單獨使用之用

途將避免以整組方式辦理，以符

資本門認列原則。 

14 

【附表四】優先序#041、053、089…等軟體，無法確

認其授權使用年限是否在 2 年以上（學校未備註其授權

年限），是否得歸屬於資本門有待進一步釐清。 

經管系 

感謝委員指教，有關優先序

#041 行動商務培育軟體、#053

預測分析計量軟體及#089 風險

評估管理軟體，確實皆為永久授

權之軟體，得歸屬於資本門。 

15 

【附表九】優先序#1-14 獎助教師進修預估 1案 40,000

元，平均每案補助 40,000 元；優先序#3-1 獎助行政人

員進修預估 2 案 120,000 元，平均每案補助 60,000 元，

高於教師進修補助金額。上述經費配置方式似不甚合乎

比例原則，亦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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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經常

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精神不盡相符。 

人事室 

(1)依本校教師進修學位實施辦

法補助上限為每人每學期 4 萬

元，每年得補助 8 萬元。本校現

有進修教師提出並符合補助資

格者僅有 1 名，且為國立大學博

士班第 3 年，所需毎年學雜費約

3 萬元，全額補助。 

(2)依本校職員進修辦法補助上

限為每人每學期 3 萬元，每年得

補助 6 萬元。本校現有進修職員

2 名，進修學校皆為私立大學碩

士班，每人每學期學雜費約 5-6

萬，但依辦法僅得補助每人每年

6 萬元。 

16 

學校提報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日期為 104 年 4 月 7 日，

惟學校所提供之相關資料部分僅記錄至 103 年 10 月或

以 103 年度目標值呈現（支用計畫書 pp.44~45），難

以正確評估執行績效，建議學校宜適時更新以確保資訊

之即時有效。 

研發處 
感謝委員指教，日後會注意並將

資料更新至報部近期的資訊。 

  討 論： 

    一、有部份審查意見的回覆內容不夠好，似乎沒有回應到委員提出的意見，甚至會 

      讓委員不了解，建議應該再修正及潤飾一下。 

    二、有關審查意見第 7 點，似乎近幾年都出現同樣的問題，建議教務處應該依委員 

      建議檢視現行辦法及加強宣導鼓勵老師提出申請。 

    三、關於審查意見第 12、13、14 點，請業管單位再多加宣導，應避免再有同樣狀況。 

   

  決 議：各項審查意見回覆，請再依專責小組委員建議做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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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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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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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3-55-067      ● ● 

A4-02-071    ●    

A4-12-081    ●  ● ● 

電機系 2 
A3-17-029    ●    

A3-28-040    ●    

化工系 2 
A4-10-079    ●    

A4-35-104    ●    

材料系 2 
A4-32-101    ●    

A4-34-103    ●    

環安衛系 1 A2-05-006    ●    

經管系 2 
A1-01-001   ● ● ● ● ● 

A3-11-023 ●       

課外組 4 

C001   ● ●  ● ● 

C002   ● ● ● ● ● 

C011    ●  ● ● 

C012    ●    

環安室 1 D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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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補充說明。 

 

  決 議：請依專責小組委員建議做修正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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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盡速重新辦理請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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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配合提案二「A1-01-001」之預算調整，擬將原標餘款(第二批)購置之部份設 

    備項目調整為第一批。 

說 明：因「A1-01-001」項目之預算調整幅度較大，故擬將原標餘款(第二批)購置之部 

    份設備調整為第一批，共調整 20項設備(優先序自 A4-01-070至 A4-20-089)， 

    請審議。 

  決 議：因 A1-01-001預算變動幅度較大，由原預算 11,000,000下修為 7,000,000，因 

      此依業管單位安排做調整。日後請提醒各單位在編列預算時應多加注意，避免 

      有類似預算編出去，結果修正後差異過大的狀況。 

 
 
 
 
 

肆、臨時動議： 

  一、委員提案：日前與衛保組同仁討論校園安全設施相關問題，衛保組提到目前在 AED 

          設備分佈的狀況略顯不足。因此提議是否可在獎補助資本門中增購相關 

          設備。 

  二、主席裁示：本校校區範圍較大，現行 AED 確實有不足的地方，經各位委員討論其需 

         求及必要性，因此同意增購 AED 設備。請研發處通知衛保組即刻規劃相 

         關項目內容，並送下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 

 
 
 

伍、散會：104 年 06 月 11 日(星期四)13 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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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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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55-067 點銲機

一、功率50KVA220v。

二、體積1670X400X600。

三、最大電流20000A。

四、最大壓力500KG。

五、最大入力130KVA。

六、最大壓力500KG。

七、循環水幫水流量5L/mim。

1 ST 80,467 80,467 機械系 － －

一、功率50KVA220v。

二、體積

1670mmX400mmX600mm±

10%。

三、最大電流20000A。

四、 最大壓力500KG。

五、最大入力130KVA。

六、循環水幫水流量5L/mim。

－ － 85,000 85,000

█規格

█單價

█總價

(1)經實際採

購後，經議

價，廠商無

法以預算金

額成交，故

變更其預算

金額。

(2)規格尺寸

修正，重複

部分刪除。

A4-02-071 快速分度盤

一、250x235x220mm。

二、6"三爪夾頭。

三、立臥兩用。

四、旋轉分度定位

2,3,4,6,8,12,24。

五、全圓旋轉緊鎖定位。

1 ST 19,000 19,000 機械系 － －

一、420x224x190mm±10%

二、6"三爪夾頭。

三、立臥兩用。

四、旋轉分度定位

2,3,4,6,8,12,24。

五、全圓旋轉緊鎖定位。

－ － 20,000 20,000

█規格

█單價

█總價

尺寸修訂，

另預算為未

稅價格，致

含稅後，預

算過低，故

變更預算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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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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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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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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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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2-081 拉曼光譜儀

一、尺寸:170 mm x 110 mm x

50 mm。

二、波長範圍:533-690 nm。

三、拉曼位移範圍:350-4300 cm-

1。

四、輸入電壓:12 VDC。

五、工作環境:0-50 °C。

六、光纖輸入規格:Optimized for

600 µm, NA = 0.39 NA; SMA

905。

七、解析度 (FWHM):20 cm-1。

八、訊躁比 (typical):550:1。

九、動態範圍:17000:1。

十、通訊界面:USB 2.0。

1 ST 330,000 330,000 機械系 － －

一、外型尺

寸:182mmx110mmx47mm±10%

二、重量:1.15公斤。

三、探測器類型:HamamatsuTE制冷

功能，1044x64像素的CCD陣列。

四、範圍:533-690奈米。

五、量子效率:90%(峰值)。

六、波長範圍:780-1000nm。

七、拉曼位移:150-4000。

八、解析分析率:7-10 cm(-1)。

九、積分時間:8毫秒到60分鐘。

十、動態範圍:~85000:1。

十一、訊噪比:系統:1000:1(單次採

集)。

十二、雜散光:<600nm的0.08%；在

435nm的0.4%。

十三、光纖連接器:SMA905電子。

十四、電源要求:電源電壓:4.5-

5.5V。

十五、接口:USB2.0。

十六、溫度:TE冷卻器操作溫度範圍:-

40C至+50C。

十七、濕度:小於等於90%，非冷

凝。

十八、操作軟件:Ocean View。

十九、監管:CE標誌，符合RoHS。

－ － 493,000 493,000 －

█規格

█單價

█總價

變更採購規

格與單價，

提升光譜儀

之性能，以

符合相關之

教學與研究

品質，促進

學生學習成

效，提升學

術研究品

質、能量以

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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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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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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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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17-029 投影機

一、投影亮度：3500流明(含以

上)。

二、投影方式 ：RGB 三片TFT

LCD同時聚合呈像投影 。

三、解析度-標準解析度 XGA

1024x768 。

四、電腦訊號介面輸入端子：

(一)、映像(RGB)：D-sub 15pin

x2 。

(二)、映像(數位)：HDMI x1 。

(三)、聲音：Stereo mini-jack x2

。

五、安全裝置 具過熱自動斷電保

護裝置 。

六、燈泡壽命 5000小時/6000小

時 (Normal / Eco)。

七、主要配件 電源線(1.8m)、電

腦線 (1.8m)、無線遙控器、電池

x2、使用說明書組、保證書、攜

行軟袋 。

1 ST 30,000 30,000 電機系 － －

一、投影亮度：4200流明(含以

上)。

二、對比4000:1。

三、解析度：XGA 1024x768，

支援WUXGA(1920x1200)。

四、電腦輸入訊號：

WUXGA, UXGA, WXGA, SXGA)

XGA, SVGA, VGA, MAC。

五、輸入端子：

(一)、映像(RGB)：D-sub 15pin

x2。

(二)、映像(數位)：HDMI x1。

(三)、聲音：Audio(RCA) x2、

M3 x2。

(四)、視訊：Video x1、S-Video

x1

五、安全裝置 具過熱自動斷電保

護裝置 。

六、6,000小時高效能燈泡。

七、主要配件：電源線(1.8m)、

電腦線、無線遙控器、電池x2、

使用說明書組、保證書、攜行軟

袋 。

八、含安裝：舊有投影機拆舊裝

新，連接至E化講桌控制，更換

VGA線材。

－ － － － － █規格

目前預算金

額可購置優

於原規格，

且更能符合

該室空間使

用效果，增

強學生在課

堂有良好之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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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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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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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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28-040
HF波段功

率放大器

一、輸入條件：

(一)、最大駐波比Maximum VSWR

at resonance： 1.3：1。

(二)、最小駐波比Minimum 2：1

VSWR bandwidth： 15%。

(三)、最大驅動功率： 100 watts。

二、輸出條件：

(一)、1/2 hour carrier： 400

watts。

(二)、30 second carrier： 550

watts。

(三)、1/2 hour PEP two tone： 600

watts。

(四)、30 seconds PEP two tone：

600 watts。

(五)、效率： 65%。

三、電源消耗：

(一)、全載 Full load current：

550mA 。

(二)、最大額定驅動電流Maximum

draw at rated output： 8A。

四、連接器： 輸入輸出為SO-239,

50 ohm 。

五、操作頻率：1.8, 1.9, 3.5, 3.7, 7.0,

7.3, 10, 14, 18.1, 24, 24.5,

28.5MHz。

六、外殼： 16" D x 13 ¾" W x 8"。

七、 重量： 30 lbs。

1 ST 160,000 160,000 電機系 － －

一、輸入條件：

(一)、最大駐波比Maximum VSWR

at resonance： 1.3：1。

(二)、最小駐波比Minimum 2：1

VSWR bandwidth： 15%。

(三)、最大驅動功率： 100 watts。

二、輸出條件：

(一)、1/2 hour carrier： 400

watts。

(二)、30 second carrier： 550

watts。

(三)、1/2 hour PEP two tone：

1200 watts。

(四)、30 seconds PEP two tone：

1200 watts。

(五)、效率： 65%。

三、電源消耗：

(一)、全載 Full load current：

550mA 。

(二)、最大額定驅動電流Maximum

draw at rated output： 8A。

四、連接器： 輸入輸出為SO-239,

50 ohm 。

五、操作頻率：1.5-22 MHz。

六、外殼： 16" D x 13 ¾" W x 8"。

七、 重量： 30 lbs。

－ － － － － █規格

1.原設備規

格之產品已

停產，故變

更購置相近

規格之設

備。

2.原預算可

於今年購置

更大容量之

設備(原規

格為600W

變更為

1200W)，

使得操作容

量

範圍更大，

接近產業界

實際運轉的

規格，並能

銜接產業的

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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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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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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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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0-079 振實密度儀

一、 量筒尺寸:250ml標

準,10,25,50,100,500,1000ml任

選附快速結合裝置。

二、 操作頻率:260min -1。

三、 操作高度:3mm(0.125 inch)

。

四、 敲擊次數:1-999999次。

五、 顯示:自動計數,完成操作後自

動回歸。

六、 符合規範:ASTM

B527,D4164,D4781,IDF134,

ISO787-

11,3953,8460,8967,9161, JIS

K5101-12-

2,2512,MPIF46,USP<616>

PART II。

七、 尺寸: H175 x W540 x

D280mm。

八、 重量: 11kg。

1 ST 167,400 167,400 化工系 － －

一、量筒尺寸:250ml

準,10,25,50,100,500,1000ml任

選附快速結合裝置。

二、操作頻率:260min -1。

三、操作高度:3mm(0.125 inch)

。

四、敲擊次數:1-999999次。

五、顯示:自動計數,完成操作後自

動回歸。

六、符合規範:ASTM

B527,D4164,D4781,IDF134,ISO

787-11,3953,8460,8967,9161,

JIS K5101-12-

2,2512,MPIF46,USP<616>

PART II。

七、尺寸: H175 x W540 x

D280mm，可容許誤差±

5mm(HxWxD)。

八、重量: 11kg。

－ － － － － █規格

配合審查委

員建議修改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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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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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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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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35-104 高壓反應器

一、高壓反應器

(一)、樣品槽容量300毫升±10% &

材質為T316 材質。

(二)、設計最大壓力 3,000 psi。

(三)、溫度範圍：室溫~ 350℃。

(四)、攪拌系統附同軸1/8馬力的直流

馬達。

(五)、攪拌速度至少600 轉/分鐘。

(六)、壓力表顯示範圍0-3,000 psi。

(七)、含進氣閥、排氣閥、樣品吹氣

管、冷卻管、液體注樣管與閥門、液

體取樣管與閥門，口徑皆為1/8吋。

二、反應器控制系統

(一)、溫度量測為K-type或J-type熱

電偶，以PID控制並具有Ramp和

Soak Programming的功能。控制模

組上須顯示出溫度讀值和溫控設定值

，其顯示與設定解析度最大為1℃。

溫度控制具有高溫上限警示和熱電偶

防燒保護功能。

(二)、數位式壓力顯示計：壓力(解析

度1 psi)、並有過壓保護功能。

(三)、攪拌轉速顯示計：轉速值(解析

度1 rmp)，並且可和個人電腦連線操

作並記錄實驗之溫度、壓力與轉速。

1 ST 510,000 510,000 化工系 － －

一、高壓反應器

(一)、反應器槽體容量250 mL

(二)、反應器槽體材質為SS316。

(三)、最大操作壓力： 5000 psi

(四)、最高操作溫度：500℃

(五)、加熱系統功率：1000 W以上

(六)、攪拌轉速值(解析度1 rpm)。

(七)、攪拌軸最大扭力為16 in-lb (或以上

之扭力)。

(八)、包括5000psi安全破裂片

(九)、壓力表(計)顯示範圍涵蓋0-5000

psi。

(十)、進氣閥與排氣閥。

(十一)、冷卻循環管口。

(十二)、液體注樣管與閥門。

(十三)、液體取樣管與閥門。

(十四)、廠商提供之閥門及壓力顯示裝置

等配件也必須能耐壓5,000 psi以上。

(十五)、上蓋與反應槽體必須壹體成型,不

可以用焊接。

(十六)、加熱器套件: 1400w以上,電源:

AC 110V/60Hz。

二、交貨期限：簽約後三個月內。

三、交貨時必須檢附 原廠檢查証明(材料

與水壓)。

四、得標廠商須負責測試、系統安裝與操

作訓練之責，並保固一年(附保固書)。

－ － － － － █規格

因反應控制

系統部分已

用產學購買

，所以原預

算可以購買

更高規格設

備，所以將

溫度和壓力

規格提升。

A4-32-101
高溫高壓反

應器

一、容量：100mL。

二、建議使用量：60mL。

三、耐壓：6000Psi。

四、壓力表：錶壓壓力可選30、

70或100kg壓力錶(最高使用壓力

值建議為最高錶壓的70％)。

五、加熱方式：直接加設溫度控

制器加熱，不需要置放到其他高

溫爐體內。

六、附自動洩壓閥。

七、內容包含： 壓力錶、加熱

套、溫度控制器、壓力罐、 自動

洩壓閥進氣閥、手動洩壓閥。

1 ST 69,401 69,401 材料系 － －

一、容量：220mL。

二、耐壓：8000Psi。

三、加熱方式：電子式控溫系

統。

四、操作溫度：最高可達350

度。

五、內容包含：壓力錶、加熱

套、溫度控制器、壓力罐、自動

洩壓閥進氣閥、手動洩壓閥。

六、附鐵氟龍套組(最高耐溫為

250℃)。

－ － － － － █規格

提高容量

220mL及耐

壓規格為

8000Psi，

較原先規格

佳，更能符

合教學、實

驗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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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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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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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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34-103
MFC電源供

應器

一、MFC 控制：4通道。

二、輸出電壓：15 +/- 0.5V。

三、使用電源：90 to 260 Vac，

10W， 47 to 63 Hz。

四、外觀尺寸：

88x485x260mm(HxWxD)。

五、顯示： 紅色 LED 數字讀值顯

示。

六、訊息顯示：錯誤訊息顯示。

1 ST 37,658 37,658 材料系 － －

一、 MFC 控制：4通道。

二、 輸出電壓：15 +/- 0.5V。

三、使用電源：90 to 260 Vac，

10W， 47 to 63 Hz。

四、外觀尺寸：

88x485x260mm(HxWxD)，可容

許誤差為正負5mm(H*W*D)。

五、顯示： 紅色 LED 數字讀值顯

示。

六、訊息顯示：錯誤訊息顯示。

－ － － － － █規格

配合委員審

查意見修正

規格內容

A2-05-006

比表面積分

析儀專用二

氧化碳吸附

套組

一、包含冰水機一台。

二、包含進行二氧化碳吸附時上

機的專用隔熱瓶。

三、提供二氧化碳鋼瓶。

四、含管路配件的專用閥與安

裝。

五、搭配比表面積分析儀

micromeritics ASAP2020使用。

1 ST 265,000 265,000
環安衛

系
－ －

一、包含恆溫控制系統。

二、提供二氧化碳鋼瓶。

三、含管路配件的專用閥與安

裝。

四、搭配比表面積分析儀

micromeritics ASAP2020使用。

－ － － － － █規格

此為新推出

之套組，控

溫系統分析

過程穩定度

高於舊有以

冰水機控制

方式，擬變

更為恆溫控

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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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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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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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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1-

001-1

福爾摩沙

講堂會議

影音環控

整合系統

一、會議系統

(一)數位會議主機 (含電源擴充機)。

(二)崁入型主席會議麥克風 (含頭戴

式耳機) 。(三)崁入型列席會議麥克

風 (含頭戴式耳機) 。(四)桌上型列席

會議麥克風 (含頭戴式耳機) 。

二、音響系統

(一)16軌輸入主混音機。(二)雙頻無

線麥克風組。(三)有線麥克風。(四)

數位音頻處理器。(五)功率擴大機

(一) 。(六) 壁掛喇叭。(七) 崁頂喇

叭。 (八) 控制室監聽喇叭。(九) 藍光

播放器(DVD/CD/USB) 。(十) 電源順

序開關。 (十一) 42U 標準機櫃。

三、投影部份

(一)高亮度 Full HD 投影機。(二)電

動銀幕。(三)Full HD 多點視訊主

機。(四)Full HD 攝影機。(五)攝影機

切換器。(六)監控螢幕。(七)崁頂喇

叭。(八)數位矩陣切換器。(九)數位

影像傳送器。(十)HDBaseT傳送器。

(十一)文件轉換器。(十二)42U 標準

機櫃。

四、中控系統

(一)自動控制主機。(二)彩色觸控螢

幕。(三)開關控制介面 。(四)按鍵控

制面板。(五)無線HUB。(六)APPLE

IPAD。(七)軟體程式及控制網頁製作

費用。

五、系統線材管線及五金零料

六、系統安裝測試

1 ST 5,000,000 5,000,000 －

配合採購作

業與經費使

用規範，故

調整變更刪

除部分規格

項目。

福爾摩沙講

堂E化整合

系統

一、 影音系統。

(一)液晶投影機。(二)電動銀幕。

二、多點視訊會議系統。

三、影像定位拍攝系統。

四、 會議系統。

(一)全數位會議中控主機。(二)桌上型

主席麥克風。(三)桌上型翻譯麥克

風。(四)下頷式立體聲耳機。(五)2國

翻譯頻道

五、 影像處理系統。

(一)電腦HDMI矩陣切換器。(二)影音

矩陣切換器。

六、 收擴音系統。

(一)數位混音機。(二)無線麥克風。

(三)擴大機。(四)喇叭。

七、中控室。

(一)監控螢幕。(二)主機櫃。

八、環控系統。

(一)全彩有線液晶觸控面板。(二)環境

控制主機。

九、 教學桌椅。

(一)講堂桌椅*80人。(二)討論桌椅

*40人。(三)教師準備室桌椅。

十、弧形高架地板。

十一、 吸音設備。

(一)天花板吸音設備。(二)壁面吸音設

備。

十二、 冷氣空調。

1 ST 11,000,000 11,000,000 經管系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A1-01-001

【104年度第3次獎勵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資料(104.06.11)】 第 98 頁，共 146 頁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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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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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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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1-

001-2

福爾摩沙

講堂教學

研討準備

系統

一、翻譯系統電源主機

二、翻譯系統譯員台

三、翻譯用螢幕

(一) 螢幕尺寸≧21"。(二)面板技術：IPS

。(三)解析度1920 x 1080

(四)亮度 (cd/m2)：250(五)動態對比度

5,000:1(六)反應時間 (毫秒)：5 (七)可視

角度178 x 178(八)輸入：HDMI x 1,

VGA(D-Sub) x 1。

四、大型顯示器

(一)對角尺寸：≧84"。(二)面板技術：IPS

(LED BLU)。(三)解析度：3840 x 2160。

(四)亮度 (cd/m2)：350。(五)動態對比

度：500,000:1。(六)反應時間 (毫秒)：12

(G to G)。(七)可視角度：178 x 178。

(八)輸入：DVI-D x 1, HDMI x 2, Display

Port x 1 ,RGB x 1, Composite x 1,USB x

2 ,RS232C x 1; RJ45 x 1; IR Receiver x

1。(九)輸出：DVI-D x 1; RGB x 1;

RS232C x 1; IR x 1。(十)安規：符合

BSMI/UL / c-UL / CB scheme / TUV /

FCC Class "A" / VCCI / C-tick / CE /

KCC。

五、研討室顯示器

(一)螢幕尺寸：≧55"。(二)面板技術：

IPS。(三)解析度：1920 x 1080。(四)輸

入：HDMI x 2, AV x 1,USB x 2。(五)輸

出：20W聲音。

六、網路型高解析攝影機

七、數位錄影主機

八、玻璃白板

1 ST 1,605,000 1,605,000 －

A1-01-

001-3

福爾摩沙

講堂討論

室桌椅組

一、討論會議桌。

(一)尺寸180x60x74 cm(含以

上)。

(二) 採用握把可單手按壓折合方

式設計,具有緩衝及收納之特性。

二、討論會議椅。

(一) 鐵摺合椅。

(二)  4張。

(三) 布質椅面。

8 ST 20,800 166,400 －

配合採購作

業與經費使

用規範，故

調整變更刪

除部分規格

項目。

福爾摩沙講

堂E化整合

系統

一、 影音系統。

(一)液晶投影機。(二)電動銀幕。

二、多點視訊會議系統。

三、影像定位拍攝系統。

四、 會議系統。

(一)全數位會議中控主機。(二)桌上型

主席麥克風。(三)桌上型翻譯麥克

風。(四)下頷式立體聲耳機。(五)2國

翻譯頻道

五、 影像處理系統。

(一)電腦HDMI矩陣切換器。(二)影音

矩陣切換器。

六、 收擴音系統。

(一)數位混音機。(二)無線麥克風。

(三)擴大機。(四)喇叭。

七、中控室。

(一)監控螢幕。(二)主機櫃。

八、環控系統。

(一)全彩有線液晶觸控面板。(二)環境

控制主機。

九、 教學桌椅。

(一)講堂桌椅*80人。(二)討論桌椅

*40人。(三)教師準備室桌椅。

十、弧形高架地板。

十一、 吸音設備。

(一)天花板吸音設備。(二)壁面吸音設

備。

十二、 冷氣空調。

1 ST 11,000,000 11,000,000 經管系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A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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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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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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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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1-

001-4

福爾摩沙

講堂討論

室桌椅組

一、討論會議桌。

(一)尺寸120x60x74 cm(含以

上)。

(二) 採用握把可單手按壓折合方

式設計,具有緩衝及收納之特性。

二、討論會議椅。

(一) 鐵摺合椅。

(二)  4張。

(三) 布質椅面。

8 ST 19,825 158,600

A1-01-

001-5

福爾摩沙

講堂沙發

桌椅組

一、三人沙發：1組。

(一)尺寸W224×D97×H84cm

(含以上)。

(二) 泡棉：主材採用55度高密度

泡棉。

(三) 框架及椅腳：不銹鋼材質

二、單人沙發：2組。

(一)尺寸W224×D97×H84cm

(含以上)。

(二) 泡棉：主材採用55度高密度

泡棉。

(三) 框架及椅腳：不銹鋼材質。

1 ST 70,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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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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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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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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11-023
互動教學平

台

一、功能模組：教材轉檔模組、廣播

教學模組、跨平台服務模組

(Android、IOS、Windows)、教學

工具模組、數位考試編輯、教師備課

模組、考試模組、考後分析統計模

組、教學點名模組、教學(課中)互動

模組、課中錄影(音)模組、雲端多媒

體題庫模組、作業批改模組。

二、內含320帳號Current / 全系使用

權。

三、提供遠程安裝服務，由客戶端自

備符合平台需求之服務器與網路環境

要求。

四、含遠程維護服務1年。若需原廠

現場技術支持需另收服務費用。

五、提供教學平台前期導入規劃與設

計，內含8小時教育訓練費用。(可分

四次，每次2小時)

六、一年遠端維護與定期異地備援服

務。

1 ST 980,000 980,000 經管系 －
互動式教

學E化系統

一、87" 多點互動式電子白板

(一)SMART Notebook 15-Advantage

(3 年使用授權) 。

(二)Response VE/GeoGebra/ SMART

XC  Collaboration/ SMART。

(三)Maestro/ SMART Lesson

Recorder。

二、互動式線上評量系統

(一)SMART Response PE。

(二)SMART Response 接收器。

三、超短焦投影機

(一)3000流明。

(二)XWGA規格。

四、玻璃白板(含安裝)

(一)400*130cm。

五、木製機櫃

六、環控設備

(一)上課.下課模式:控制電腦及布幕開關

機。(二)布幕升.布幕降:獨立控制投影布幕

升降。(三)PC.NB訊號:切換視訊來源。

(四)PC開/關:獨立控制電腦開關機。(五)音

量:控制電腦NB音源。(六)110電源*1。

(七)VGA輸入:NB訊號源輸入。(八)音

源:NB3.5音源.6.3麥克風音源輸入。

(九)USB*2:USB介面輸入。(10)有線網路

連接插槽。

七、擴大機

(一)最大輸出功率：150瓦。

(二)內建雙重電子保護迴路。

八、無線麥克風

(一) 無線麥克風*4。

(二) 載波頻段 VHF 160～250MHz。

九、喇叭 含壁掛架

2 ST 490,000 980,000 － █替換

系推動翻轉

教學，建置

相關設備，

擬優先建置

硬體環境，

故變更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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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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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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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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 燈光控制器

一、如AVOLITE 2010或同等品。

二、獨立4組DMX512信號、

2048通道輸出以上。

三、可記憶450個場景程序、200

個編組、50張快照以上。

四、可控制具40通道的電腦燈、

可配置240迴路調光120個電腦燈

以上。

五、內置200個預設素材、200個

預置圖型以上，可任意修改編

輯。

1 ST 105,000 105,000 課外組 －
燈光操控

組

一、燈光控制器1台。

(一)符合AVOLITES tiger規格介面之

控制系統平台。

(二)獨立4組DMX512信號、2048通

道輸出以上。

(三)可控制具40通道的電腦燈、可配

置240迴路調光120個電腦燈以上。

(四)內置200個預設素材、200個預

置圖型以上，可任意修改編輯。

(五)含業界標準防撞機櫃箱(RACK)。

二、附高顯指演色性LED面光PAR燈

8顆。

(一)3200K 3wX54顆LED燈珠顆粒之

LED PAR。

(二)電壓: 110-240V 60/50Hz。

(三)LED性能：演色性CRI值95以上

、光質量Re(R1~15)：95以上   、顯

指CQS：95以上。

(四)光源角度：25度。

(五)含專用燈勾與電源線。

(六)控制模式：需具備DMX介面。

(七)以上設備台灣需有實體代理商與

實體維修送修據點，燈具與控台一年

以上保固。

－ － 115,500 115,500 －

█項目名稱

█規格

█單價

█總價

因市場推出

新產品，操

作較簡便，

且功能性更

強，故變更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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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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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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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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2
LED光束搖

頭燈

一、輸入電壓：AC100V~240V,

50/60Hz。

二、額定功率：280W LED。

三、光源：COB 150W LED

(White) 。

四、光束角度： 3° 。

五、輸出流明值：105,000@lm

以上。

六、通道數量: 13個DMX512通

道。

七、色盤：11個顏色+白光+半色

+彩虹效應+色盤抖動 。

八、2個圖案盤：11個固定GOBO

盤+ 半色+彩虹效應+圖案抖動。

九、效果盤：3個旋轉菱鏡。

十、Y軸旋轉掃描角度： 270°/

180°/ 900°, 8/16 bit精度。

十一、1組2顆燈，附防撞機櫃

箱。

4 ST 69,000 276,000 課外組 －
光束電腦

舞台燈

一、輸入電壓：AC100V~260V,

50/60Hz。

二、光源：280W R10燈泡，11500流

明。

三、光束角度：可變調焦範圍至少 0°

~25° 。

四、光束亮度：最窄光束時 5m處有

16000流明以上 。

五、變焦速度：2.5°~20° 不得高於2秒。

六、具備數位馬達變焦功能，光束能清楚

與霧化。

七、線性調光 / 遮光 / 頻閃 ，閃頻最快速

度需達到 10 flash/sec(每秒10閃以上)。

八、光學色盤：使用光學玻璃式光學色盤

含13色以上，2色以上光束線性選擇。

九、光學圖盤：兩盤以上，最少一盤需有

更換GOBO圖片能力，且訂製明志科大校

徽於其一GOBO盤內，可換盤至少9組

GOBO，不可換盤至少14組GOBO。

十、菱鏡組：六菱鏡 + 八菱鏡。

十一、XY軸旋轉範圍與速度：Pan 540°

(最多2秒); Tilt 270° (最多1秒)。

十二、控制模式：需具備DMX介面/自走

聲控。

十三、需提供該燈具之AVOLIGHT控台資

料庫資料。

十四、含業界標準防撞機櫃箱(RACK)兩

燈一箱，四輪需一輪含剎車鎖定功能。

十五、含專用燈勾與電源線。

十六、台灣需有實體代理商與實體維修送

修據點，燈具一年以上保固。

8 － 39,375 315,000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因市場推出

新產品，功

能性更強，

可操作出的

效果更豐富

，故變更

之。

C011 木貝斯

一、廠牌：如Breed Love或同等

品。

二、規格：如BRC-28E或同等

品。

三、附原廠貝斯專用袋。

四、背板：桃花心木。

五、保固一年。

1 PC 18,500 18,500 課外組 － －

一、 如Breed Love Solo SLB-

31CE或同等品。

二、 面板：單板(紅雪松

CEDAR)。

三、 側背板：桃花心木。

四、 拾音器：LR BAGGS TCV。

五、 附原廠硬盒。

－ － 27,000 27,000 －

█規格

█單價

█總價

因原規格產

品停產，故

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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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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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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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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2 電木吉他

一、廠牌：如Veelah或同等品。

二、規格：如V56-DCE或同等

品。

三、側背板：桃花心木。

四、附原廠專用袋。

五、保固一年。

2 PC 18,000 36,000 課外組 － －

一、廠牌：如Veelah V58-DCE

或同等品。

二、側板：相思木。

三、背板：相思木。

四、附原廠專用袋。

五、保固一年。

－ － － － － █規格

因原規格產

品停產，故

變更之。

D001
二氧化碳

偵測器

一、偵測項目：二氧化碳、溫

度、相對濕度。

二、二氧化碳偵測：雙波長NDIR

非擴散式紅外線偵測。

三、溫度偵測：電熱調節器

四、溼度偵測：薄膜電容式。

2 ST 100,000 200,000 －

D004
實驗桌櫃

組

一、實驗桌櫃體，木製組合櫃

體。

二、實驗桌面材質：採用實心抗

蝕化學板。

三、藥品櫃：木製組合櫃體。

四、排煙櫃：強化玻璃門設計，

可上下調整高度

1 ST 200,000 200,000 －

ST 100,000 400,000

本校即將列

入室內空氣

品質第2批

公告場所，

初期將以落

實巡檢工作

為主，故擬

變更為二氧

化碳偵測

器。

因應環安衛

系將收回實

驗室空間，

故擬設置簡

易實驗室進

行分析之用

█替換環安室D001
室內空氣品

質監測器

一、偵測項目：二氧化碳、溫

度、相對濕度。

二、顯示方式：LED面板。

三、二氧化碳偵測：NDIR 紅外線

偵測。

四、溼度偵測：CMOS 數位感測

元件。

五、溫度偵測：CMOS 數位感測

元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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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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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錄 
 

時間：104 年 07 月 15 日(星期三)11:50～12:45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4 年度第 4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謝歆祥總務長 

      林晋寬研發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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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儀老師、楊俊明老師、楊朝明老師、劉淑芬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劉豐瑞副研發長、陳秀娟小姐、程裕祥主任、劉淑芬小姐、鄭秀妤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請研發長開始報告，各位委員如有建議事項，敬請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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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各單位申請 104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變更事項。 

2.審議學務處衛保組新增購其他類之校園安全設備項目。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查本校各單位申請變更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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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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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衛系 1 A2-09-010    ●  ● ● 

課外組 1 C020    ●  ● ● 

 

  討 論：有關 A2-09-010 之項目，因增加了 25萬元的預算，請在「功能」敘述上再詳 

      細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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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盡速重新 

      辦理請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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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審議學務處衛保組新增購其他類之校園安全相關設備項目。 

說 明： 

一、有關學務處衛保組本次新增購之項目係依據上次(104 年度第 3 次)獎補助專責 

  小組會議臨時動議時之委員提案建議，建議學務處衛保組將電擊器(AED)納入 

  本年度獎補助採購項目中，以充實校園安全促進健康生活之環境。 

     二、經學務處衛保組規劃後，本年度預計規劃採購 4件「電擊器(AED)」及 2 件 

      「電擊器訓練機」項目，相關項目明細如附件 P2-P3，請各位委員審議。 

  討 論：有關本次新增項目建議以下幾點事項。 

      一、有關上述二項設備名稱，建議填寫完整的全名，不要只寫電擊器。 

      二、部份規格有錯字及敘述不完整，請修正。 

      三、規格中提到，有六場教育訓練，建議應多規劃幾場的教育訓練，且受訓人 

        員應包含教師、職員、學生、舍監等，並且應該廣為宣傳此設備之放置地 

        點，以便讓大家了解。 

 

  決 議：決議通過以上新增之項目，後續請配合委員建議做修正及規劃教育訓練，並請 

      盡速辦理資本門請購作業。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4 年 07 月 15 日(星期三) 12 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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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光法/紫外光

吸收法。

(二)、標準量測範圍：0-

10/20/50/100 ppm。

(三)、最低偵測極限：0.02 ppm (3

sigma)。

(四)、重覆性：±1.0% of F.S.。

(五)、反應時間 (T90)：Within 50

sec at lowest range。

(六)、樣品氣體流率：約

1.5L/min。

二、二氧化碳單機：

(一)、分析方法：NDIR。

(二)、標準量測範圍：0-5000

ppm。

(三)、內含KNF-NMP83KTDCB鐵

氟龍採樣泵浦。

三、臭氧單機：

(一)、分析方法：NDUV。

(二)、標準量測範圍：0-

0.1/0.2/0.5/1 ppm。

(三)、重覆性：±1.0% of F.S.。

(四)、線性：±1.0% of F.S.。

(五)、樣品氣體流率：約

0.7L/min。

1 ST 718,000 718,000
環安衛

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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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多階段濃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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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多階段濃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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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多階段濃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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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0 小於50 sec 或 T95 小於

60 sec或 更快。

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臭氧分析儀

重覆性：±1.0% of F.S.。

六、符合環保署公告標準檢測分析方

法，並且需符合美國環保署認證。

－ － 968,000 968,000 －

█規格

█單價

█總價

1.二氧化碳單機標準

量測範圍原規格為

5000 ppm變更為

4000ppm，以符合

室內環境測量需求

及增加低濃度量測

範圍的準確性。

2.臭氧單機標準量測

範圍原規格為1ppm

變更為10ppm以符

合室內環境臭氧濃

度的偵測。

3. 反應時間變更為

T90 小於50 sec 或

T95 小於60 sec或

更快。

4.修正為符合環保署

公告標準檢測分析

方法，並且需符合

美國環保署認證。

5.增加250,000元預

算選購符合美國環

保署認證之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臭氧分

析儀。

C020 筆記型電腦

一、如ASUS B500-P45VA

0211A3120M或同等品。

二、主記憶體4GB以上。

三、CPU：Intel Core i3-3120M

2.5 GHz/3M。

四、14吋螢幕。

五、3年全球保固+台灣地區到府

收送。

3 PC 22,000 66,000 課外組 － －

一、 如ASUS M500-PU401LA-

0681A4030U或同等品。

二、 主記憶體4GB DDR3L

1600(4G*1)以上。

三、 CPU：Intel Core i3-4030U

1.8GHz/3M。

四、 14吋螢幕。

五、 硬碟容量/轉速：

500GB(5400rpm)+16G SSD以

上。

六、 3年全球保固+台灣地區到府

收送；LCD一個月無亮點保固。

－ － 24,000 72,000 －

█規格

█單價

█總價

因原規格產品停產

，故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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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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設備

類別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單位中長程

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D005

校園

安全

設備

自動體外心

臟去顫器

1、主要功能：

  1-1符合AHA Guideline 急救程序。

  1-2具備智能解析，自動判讀監測心律，於VF 與VT 的心律時建議電擊。

  1-3直覺圖示指引與中文語音指示，協助去顫施救。

  1-4實施CPR時，具有CPR按壓位置、頻率及人工呼氣聲提示

  1-5每日設備會自我檢測，包含確認工作盒電池電力、機器是否運作正常等，確保設備隨時備於可用狀態，機器未開啟時，顯示器上每七秒將閃一次綠色燈

光，表示機器為正常使用狀態。設備異常或用電超過80%(但可再執行一個人次電擊)時會有語音提示。

  1-6內建記憶體，儲存時間：心電圖完成後將儲存於內建記憶體，每五秒儲存一次，最多可儲存1000個事件、環境錄音:最長40分鐘、自我檢測結果:最多3000

個事件。

  1-7主機保固五年(保固期限內提供耗材到期更換:貼片2組+一顆電池)。

  1-8主機含電池及電擊片重量小於2.0kg，利於攜帶。

  1-9具有防水、防塵和抗震功能

2、電擊：

  2-1根據2010 AHA Guideline，建議成人/幼童分別使用150J/50J 定額式雙相波。

  2-2以按鈕或撥鍵選擇成人或孩童模式，無需其他配件配合操作。

  2-3操作環境條件：溫度0~40℃

  2-4充電時間：CPR 結束後可在10秒鐘快速完成分析與充電。

  2-5貼片可預先連接於主機上,為密封包裝故均為有效貼片

  2-6貼片同時適用成人/幼童。

3、電力來源：

  3-1在室溫下密封可儲存五年，最大電擊次數為100次。

  3-2低電量時具顯示訊號，用電超過80%時會有”語音指示”-請更換電池。但可再執行1個人次電擊

4、AED 收納箱

  4-11.0mm(含以上)鐵板加烤漆。

  4-2可容納AED及急救配件包與自動通報系統。

  4-3具備警報功能：可使用110/220V電源，門開警示燈閃爍、蜂鳴器響（附時間調整

     開關）、並提供二組異常訊號移報接點。

  4-4可固定於牆壁上。

5、AED 指示牌規格（含LED 燈組）：

 5-1材質：壓克力。

 5-2標示：明顯易懂的AED 標誌。

 5-3LED 燈組：可使用110V 電源，LED 燈至少可使用30000 小時以上。

6、自動通報系統規格

 6-1 AED收納箱箱門開啟後，可自動語音通報預設之緊急連絡人（單位）。

 6-2具LCD字幕,可顯示電話號碼及操作指示。

 6-3提供KEY型重置開關,及電源指示燈於檢視待機狀態。

 6-4具錄放音狀態燈,放音及錄音鈕,以及標準電話鍵盤供輸入撥報資料。

 6-5可輸入20秒語音及6組電話(依序),不會因停電而消失。

 6-6具備一組NO及NC觸發迴路,並提供輸出乾接點。

 6-7具電話忙線及斷線偵測功能,並以"BI"聲警示。

7、內容

 7-1AED 主機一台（含攜行袋）。

 7-2AED 拋棄式長效型電池一顆。

 7-3AED 智慧型電擊貼片盒二盒

 7-4按鈕即獲撥鍵選擇成人或孩童模式，無需其他配件配合操作。

 7-5AED配件包一包（含剪刀、刮刀、口對口人工呼吸面模、乳膠檢驗用手套、拋棄式清潔布）。

 7-6 AED 收納箱一個(含AED指示牌與自動通報系統)。

 7-7由廠商提供六場免費教育訓練（含教材），每場約2小時/場。

4 pc 85,000 340,000

放置第一、第二

教學大樓、第六

宿舍7樓、第七宿

舍和第八宿舍間

，提供師生緊急

救護用。

衛保組

2-6-學務-7有效

性促進健康技

能和教育【學

務-7】

104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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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設備

類別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單位中長程

計畫具體連結
備註

104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D006

校園

安全

設備

自動體外心

臟去顫器訓

練機

主配件內容:

主機體1台、背包1個、工作盒電池1個(可重複充電式鋰電池)、訓練用電極片一組(自黏

貼片組，含導線及連接頭)、遙控器1套、充電器一個。

1.1設備主體:

(1). 符合美國心臟協會(AHA)2010所公告之急救流程。

(2). 設置成人模式或幼童模式開關按鈕。

(3). 提供10種訓練情境模式，可依患者可能會發生的不同情況而選擇。

(4). 執行CPR時，給予語音按壓位置、速度頻率、吹氣聲提示。

(5). 提供直覺圖示與完整中文語音，聲響及燈光提示使用者操作的每一步驟。

(6). 程序與HeartPlus AED實機相同。

1.2電極貼片:

(1). 可重複使用。

(2). 可單獨更換電極貼片並具黏貼位置輔助標記。

1.3電池工作盒:

(1) 可充電式，搭配充電器直接插上110V電源即可進行充電。

1.4遙控器:

(1) 可用來操作HeartPlus 訓練機,選擇情境。

(2) 1支遙控器可同時控制多台訓練機。

(3) 具備指令暫停、快轉、倒帶等功能，以方便講師教學指導

2 pc 18,000 36,000

全校師生

CPR+AED教育訓

練時使用訓練

衛保組

2-6-學務-7有效

性促進健康技

能和教育【學

務-7】

$376,000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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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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4 頁，共 146 頁



2016/2/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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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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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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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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