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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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頁，共 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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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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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08 月 01 日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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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添益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郭慶祥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志良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朱良  

13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林伯勳  

14 材料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劉定宇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鄭明顯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林裕勛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林恆毅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莊妙仙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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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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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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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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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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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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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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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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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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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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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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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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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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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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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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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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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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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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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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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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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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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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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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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第1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報　到　表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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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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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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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12:00～13:0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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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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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的會議主要是規劃及討論本校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

算，請各位委員提供一些規劃建議事項。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事項討論。 

二、其他報告：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申請作業準備資料。 

序號 資料名稱 
負責 

單位 
備註 其他說明 

1 支用計畫書 研發處 106年度預估規劃版本  

2 中長程發展計畫書 研發處   

3 校務發展計畫書 研發處   

4 單位 106 年度發展計畫 研發處   

5 經常門相關辦法 研發處   

6 專責小組 

組織辦法 

研發處 

  

成員名單 
註明服務系所／單位、

職級、行政職務 

 

會議記錄 含簽到表  

7 請採購規定、作業流程 總務處  

請於 11/11(五)提供

左述資料之電子檔

(word 格式)給研發處 

8 

內部專兼

任稽核人

員 

選任或組成機制 

秘書室 

辦法 

請於 11/11(五)前提

供左述資料之電子檔

(word 格式)給研發處 

稽核人員名單 
註明服務系所／單位、

職級、行政職務 

稽核人員相關背景

及專長說明 
請條列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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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2) 

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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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各項目及比例預估規劃方向，請委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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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請委員討論。 

    一、請規劃本校 106年度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勵補助金額?  

      二、請規劃本校 106年度自籌款比例? 

      三、請規劃本校 106年度自籌款分配於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 

      四、請規劃本校 106年度資本門節餘款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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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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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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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份。如仍要獎勵或補助著作，只能運用自籌款的部份，且只能列

在「其他」項下，不能再列在「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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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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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可依 105年度所獲得的獎勵補助款再成長 1.2倍來計算。 

    二、自籌款部份維持與 105年度一樣，編列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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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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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如有新的措施或需要再加強，再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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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各項目比例如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規劃比例約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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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劃比例約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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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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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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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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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之 15%為編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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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之比例做為參考及規劃方向，委員建議之各項目比例如下。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規劃比例約為 75%。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規劃比例約為 6%。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規劃比例約為 2%。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規劃比例為 0%。 

      (五)「其他」規劃比例約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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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於「其他」項下之「著作」的部份。 

        七、上列各項目比例，請研發處後續再依實際編列狀況調整。 

肆、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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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勤勞樸實 

106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規劃作業說明 

中華民國105年10月26日(星期三) 

報告人：劉豐瑞  研發長 

1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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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9 

2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總經費說明 

獎勵補助款 
(教育部) 

自籌款 
(學校) 

年度 
獎補助 
總預算 

106年度獎勵補助款預估申請經費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需占獎勵補助款10﹪以上） 
總預算(3)=(1)+(2) 

？ ？ ？ 

3 

106年度獎補助與自籌款經費分配原則 

獎補助款 

資本門 

(70%) 
經常門 

(30%) 

自籌款 

資本門 
(未限制) 

經常門 
(未限制) 

至多得流用5%至資本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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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9 

3 

106年度獎補助「資本門」項目分配原則 

1 

4 

1.各系所中心教學及研究設備 

    - 應達資本門經費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2 

3 

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 應達資本門經費1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3.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 應達資本門經費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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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校105年度獎補助「資本門1」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合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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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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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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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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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
資本門經費2﹪)【不含
自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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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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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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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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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分配原則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推動實務教學 

研究 

研習 

進修 

著作 

升等送審 

占經常門經
費50%以上(
不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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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經常門經
費2%(不含自
籌款) 

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無比例限制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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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比例限制 

其他 

研習 

進修 

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 

占經常門經
費5%以內(不
含自籌款) 

7 

本校105年度獎補助「經常門1」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項目 金額 比例 項目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
學與師
資結構
（占經
常門經
費30%以
上）
【不含
自籌款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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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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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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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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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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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 $0 0% 進修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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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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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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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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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5年度獎補助「經常門2」現況說明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金額 比例 項目 金額 比例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經費(占經常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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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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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 2.14% 進修、研習 － － $330,00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 －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 

－ － －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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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教師薪資 － － 現有教師薪資 － － － 

資料庫訂閱費(1年)  － － 資料庫訂閱費(1年) － － － 

軟體訂購費 － － 軟體訂購費 － － － 

其他 － －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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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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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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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 

2 

3 

4 

應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 
單位106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科大訪視建議意見及強化科大評鑑指標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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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改進教學及提升師資結構相關資本門及經常門 
項目。 

11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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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獎補助「資本門」規劃藍圖 

13 

106年度獎補助「經常門」規劃藍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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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15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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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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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1) 

補助 

指標 

40% 
獎勵 

指標 

60% 

106年度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 

 

補助指標 獎勵指標 

17 

補助 

指標 

40% 
獎勵 

指標 

60% 

105年度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 

 

補助指標 獎勵指標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2) 

18 

106年度補助指標(40%) 105年度補助指標(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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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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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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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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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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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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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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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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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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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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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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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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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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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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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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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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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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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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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近三年(103-105)獲獎勵補助金額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獎補助款：？ 

獎補助款：51,480,230 

名 次：7/71 

20 

補助款：6,163,755 

獎勵款：41,966,697 

合 計：48,130,452 

名 次：11/73 

補助款：7,173,188 

獎勵款：53,433,350 

合 計：60,606,538 

名 次：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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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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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1 

本校105年度獎補助經費現況說明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獎勵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3)=(1)+(2) 

$51,480,230 

$10,225,316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19.86%) 

$61,705,546 

105年度實際獲獎補

助之金額 

依據實際所獲獎補助金
額及現況調整之自籌款 

22 

106年研發處建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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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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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3 

本校105年度「資本門+經常門」比例說明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比例 70﹪ 49.02﹪ 30﹪ 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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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41,048,977 $20,656,569 

占總經費比例 66.52% 33.4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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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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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5 

本校105年度獎補助「資本門2」現況說明 

項   目 金額 
標餘款占獎勵補助及自籌款

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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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0 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0 0.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0 0.00% 

合計 $5,279,623 12.86% 

105年度規劃之標餘款比例 約12.86%。 

(即5,279,623／41,048,977＝12.86%) 
26 

106年研發處建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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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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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05年度本校所獲之獎勵補助款為基礎，預估106年成長1.2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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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15% 

27 

勤勞樸實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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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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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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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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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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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否 請假 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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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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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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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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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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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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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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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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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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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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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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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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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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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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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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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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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研發處 副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否 公出 列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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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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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第2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報　到　表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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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12:00～13:3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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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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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會議主要為審定，上次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本校 10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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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內容後，再來看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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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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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項目採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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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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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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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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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占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預算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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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獎勵補助款預算約 20.56%) 
$74,475,276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勵補助款 

之 70% 

占自籌款 

之 53.15% 

 

占獎勵補助款 

之 30﹪ 

占自籌款 

之 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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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49,967,681  $24,507,595  

占總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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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核定之 

獎勵補助款金額 

X 

Y=X*0.3 
經常門經費 

Z=X*0.7 
資本門經費 

獎補助專責 

小組會議 

A 
各教學

單位研

發特色

設備經

費【配

合典範

研究特

色(策

略三)】 

B 
各教學

單位教

學儀器

設備經

費【配

合卓越

教學特

色(策

略一)】 

C 
圖書館

自動化

及圖書

期刋、

教學媒

體【配

合數位

行政特

色(策

略五)】 

D 
學生事

務與輔

導相關

設備經

費【配

合書院

輔導特

色(策

略二)】 

E 
其他

(校園

安全、

環保、

省水設

備等) 
【配合

精進校

務特色

(策略

六)】 

H 
學生事

務與輔

導相關

經費
【配合

書院輔

導特色

(策略

二)】 

G 
行政人

員業務

研習與

進修活

動補助 
【配合

精進校

務特色

(策略

六)】 

I 
改善教

學之相

關物品
配合精

進校務

特色

(策略

六)】 

J 
其他

(含現

有教師

及新聘

之部份

薪資支

付等項

目) 
【配合

師鐸計

畫特色

(策略

四)】 

F 
教師研

究、研

習、進

修、著

作升等

送審及

改進教

學等獎

勵與補

助經費
【配合

師鐸計

畫特色

(策略

四)】、【配

合卓越

教學特

色(策略

一)】、【配

合典範

研究特

色(策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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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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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

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60%以

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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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 占資本

門經費 10%

以上【不含

自 籌 款 金

額】)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210,000 0.49% 0 0.00% $210,000 

 
圖書期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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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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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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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

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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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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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資本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序編列原則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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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教學及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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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算出之績效(如下表)循環排列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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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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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 (占經

常 門 經 費

5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註：原項目比例為

30%，106 年

度 提 高 至

50%以上。 

編纂教材 300,000 1.62% 0 0.00% $300,000  

製作教具 400,000 2.16% 0 0.0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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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獎勵教師

與產業合作技術

研發、從事應用實

務研究及教師多

元升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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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包含學輔

相關政策之研

習、深耕服務及深

度實務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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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 40,000 0.22% 0 0.00% $40,000  

升等送審 270,000 1.45% 0 0.00%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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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 以 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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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輔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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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學輔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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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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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不含自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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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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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0  

資料庫訂閱費 0 0.00% 0 0.00% $0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0 

其他-研究績

效(A1-A5、A6

展演及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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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 

其他(研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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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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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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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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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研究績效獎勵(A6 競賽)，等獎勵及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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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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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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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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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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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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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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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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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標餘款」經費表： 

項 目 金額 
標餘款占獎補助及自籌

款資本門的比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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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0 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0 0.00% 

小計 $0 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0 0.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0 0.00%  

總計  $7,450,000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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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0,000／49,967,681=14.91%】。 

決 議： 

    一、通過以上編列之項目、預算金額及各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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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所有資料的報部作業。 

    三、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之優先序排列說明如下。 

第一優先序 第二優先序 第三優先序(標餘款) 

AA 字母開頭 

（重點特色設備） 

AB 字母開頭 

（一般教學及研究設備） 

AC 字母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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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四項提前請購。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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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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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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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撥款後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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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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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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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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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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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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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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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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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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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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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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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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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表。 

    五、請討論及審議可流用金額之流向。 

敘獎項目 
原規劃預算 

(1) 

實際敘獎

點數 

(2) 

未含流用金額前 

之每點金額 

含流用金額後 

之每點金額 

研究績效 9,067,500 
5,759.262 
【註 1】 

9,067,500／5,759.262 

=1,574 

(9,067,500+200,314)／5,759.262 

=1,609 

教學績效 1,350,000 
1,109.56 
【註 2】 

1,350,000／1,109.56 

=1,217 

(1,350,000+200,314)／1,109.56 

=1,397 

   

項

次 
項目 研究績效點數 

項

次 
項目 教學績效點數 

1 原始總點數 5,791.574 1 原始總點數 1113.06 

2 
減：2 點以下及 0 點不敘獎點

數(27 人) 
9.912 2 

減：退休不敘獎點數

(2 人) 
3.5 

3 減：退休不敘獎點數(2 人) 22.4 3 － － 

4 
實際敘獎點數 

(4=1-2-3) 

5,759.262 
【註 1】 

4 
實際敘獎點數 

(4=1-2-3) 

1,109.56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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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可以趨近，因此決議將各項目剩餘之金額全數流用至「教學績效」，後續請研

發處辦理獎勵金核算及撥付作業。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13 時。 

 

第 28 頁，共 122 頁



【附件一】

獎勵補助款

金　　　額

自籌款

金　額

小計1

(106年度)

已支用

金　額

預估保留

金　　額

(105.11-105.12)

小計2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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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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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實務教學-教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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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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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實務教學-全英語授

課
0 0 0 0 0 0 0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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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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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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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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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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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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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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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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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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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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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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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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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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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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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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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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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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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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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0 各單位

小計(四)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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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0 0 0 人事室

資料庫訂閱費(1年期) 0 0 0 0 0 0 0 －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0 0 0 －

其他-研究績效評核(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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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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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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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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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總計

(一+二+三+四+五)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50%

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

額】）

二、學生事

務及輔導相

關工作(占

經常門經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三、行政人

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

費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

額】）

四、改善教

學相關物品
(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106年度暨105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預算編列及支用狀況比較表

項   目 項目

106年度(預估) 105年度(支用狀況)
預算編列差異

(小計1-小計2)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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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項   目 項目

獎補助

預算金額

(A)

自籌款

預算金額

(B)

預算合計

(C)=(A+B)

實際支用

(D)

(請統計至

105.11.05止)

餘額

(E)=(C-D)

保留支用於

原項目金額

(F)

(請預估保留11月及

12月預計支用金額)

流入(負數)／流

出(正數)金額

(G)=(E-F)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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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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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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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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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教學-全英語授課 0 0 0 0 0 0 0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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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教學-研究績效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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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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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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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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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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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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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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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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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研究績效評核(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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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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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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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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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
250,000 0 250,000 250,000 0 0 0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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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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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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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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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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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0 －

小計(四)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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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0 0 0 人事室

資料庫訂閱費(1年期) 0 0 0 0 0 0 0 －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0 0 0 －

其他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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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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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狀況

總計

(一+二+三+四+五)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占經常

門經費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3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三、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

額】）

五、其他

四、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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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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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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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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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否 請假 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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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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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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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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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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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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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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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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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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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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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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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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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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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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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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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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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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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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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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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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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名稱：105學年度第4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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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4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6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12:00～12:5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 學年度第 4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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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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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進隆老師、劉小篔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陳炳宜老師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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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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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議本校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機械系擬申請提前請購 106 年度獎補助資本門重點特色設備，共二項。 

  說 明： 

    一、106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目前尚未核定，若依本校請購作業時程 

      規劃，通常都是教育部核定獎補助款，本校依核定金額辦理支用計畫書修正， 

      並於修正後報部，才會請各單位開始辦理請購作業。惟因機械系考量其需求， 

      故申請提前辦理請購作業。 

    二、相關設備項目明細及提前請購原因說明如下，請審議。 
優先序 

(序號)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說明 

AA-01 

(001) 

雷射粒徑分

析儀 

1.分析粒徑範圍從 0.01~5000μm 解析度 

2.精確度<±0.6%以內(NIST Traceable Standards)  

3.重現性誤差<±0.1%以內(NIST Traceable 

Standards)  

4.測試方式：系統全自動進水、光學對焦、濃

度控制、測量、排水、清洗與結果顯示。 

5.光源：光源：650nm 半導體雷射光 5.0mW 及

405nm LED 3.0mW 各一組。 

1  ST 1,150,000  1,150,000  

此設備擬提前採購作

業原因為：配合重點

特色相關計畫執行及

推動，且為掌控研究

時效性，故擬提前採

購此設備。 
AA-02 

(002) 

掃描探針顯

微鏡系統

(SPMs) 

1.具有 AFM(Atomic Force Microscpoic)和

PFM(PiezoresponseForce Microscopy)功能。 

2.X 軸與 Y 軸的解析度<1.2nm。 

3.Z 軸的解析度<200pm。 

4.Open-loop XY drift <1nm/min。 

5.Closed-loop XY drift<3nm/min。 

6.Optical <2um resolution (0.75um resolution with 

50x) 

1  ST 1,850,000  1,850,000  

合計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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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問：依照本校的獎補助資本門採購作業，通常都在何時開始執行？ 

  回 覆：依本校的規劃，通常獎補助資本門開始採購通常都是在四月份，因為會等獎補 

      助經費核定，並且完成計畫書修訂報部後，才會開始啟動獎補助資本門的採購 

      作業。但若因計畫需要、或如資料庫使用的起始日，亦或是外購等因素而必需 

      提早請購，則都需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後即日就可執行。 

  決 議：上述兩項設備由機械系列席人員說明提早採購原因後，同意該單位提早辦理請 

      購作業，亦請單位配合政府採購法執行。 

 

提案二：審議本校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說 明： 

  一、本校 105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已於 105年 12月 31日規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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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部規定於 106年 3月 1前將執行清冊等資料函送教育部及台評會辦理結案 

    作業。 

    二、105年度相關經費核配規劃及執行結果如下表一、二、三、四。 

  

表一、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規劃與實際執行表： 

規劃與執行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規劃經費 $20,592,092 $30,888,138 $51,480,230 

$10,225,316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19.86%) 

$61,705,546 

實際支用 $20,592,092 $30,888,138 $51,480,230 

$12,636,472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4.55%) 

$64,116,702 

表一說明：105年度之本校「自籌款」實際執行後占教育部獎勵補助款 24.55%，符合教育部「學校須自籌 

    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度為配合款」之規定。 
 
 
 

表二、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實際執行表： 

規劃與執行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規劃經費 
$36,036,161 

(70%) 

$15,444,069 

(30%) 

$51,480,230 

(100%) 

$5,012,816 

(49.02%) 

$5,212,500 

(50.98%) 

$10,225,316 

(100%) 

實際支用 
$36,036,161 

(70%) 

$15,444,069 

(30%) 

$51,480,230 

(100%) 

$7,667,240  

(60.68%) 

$4,969,232  

 (39.32%) 

$12,636,472 

(100%) 

 表二說明：獎勵補助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實際支用比例符合教育部 70%及 30%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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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各項目規劃支用及實際執行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 6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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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

行 
27,684,817 76.83% 7,406,319 96.60% $35,091,136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不含自

籌款金額】） 

規

劃 
6,380,000 17.70% － － $6,380,000 

執

行 
6,039,503 16.76% － － $6,039,503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規

劃 
1,310,250 3.64% － － $1,310,250 

執

行 
1,239,791 3.44% － － $1,239,791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規

劃 
1,370,000 3.80% － － $1,370,000 

執

行 
1,072,050 2.97% 260,921 3.40% $1,332,971 % 

合計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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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

行 
$36,036,161  100.00% $7,667,240 100.00% $43,703,401 

表三說明：資本門各項目實際支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例，均符合教育部各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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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5 年度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常門」各項目規劃支用及實際執行表： 

項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規劃 執行 規劃 執行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

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以上

【不含自

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200,000 1.29% 232,620 1.51% － － － － 

製作教具 400,000 2.59% 382,982 2.48% － － － － 

改進教學 1,610,000 10.42% 1,876,737 12.15% 67,500 1.29% 69,530 1.40% 

研究 2,153,400 13.94% 1,801,512 11.66% 4,500,000 86.33% 4,884,566 98.30% 

研習 2,900,000 18.78% 2,551,417 16.52% － － － － 

進修 0 0% 29,580 0.19% － － － － 

著作 4,562,669 29.54% 5,162,225 33.43% 645,000 12.37% 15,136 0.30% 

升等送審 288,000 1.86% 226,860 1.47% － － － － 

小計(一) $12,114,069 78.44% $12,263,933 79.41% $5,212,500 100% $4,969,232 100% 

二、學生事

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

經費 2%

以上【不

含自籌款

金額】） 

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

鐘點費 
250,000 1.62% 250,000 1.62% － － － －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750,000 4.86% 778,423 5.04% － － － － 

小計(二) $1,000,000 6.47% $1,028,423 6.66% － － － －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額】） 

330,000 2.14% 151,718 0.98% － － －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 － － － － － － － 

五、其他 

新聘教師

薪資(2 年

內) 

2,000,000 12.95% 1,999,995 12.95% － － － － 

現有教師

薪資 
－ － － － － － － － 

資料庫訂

閱費 
－ － － － － － － － 

軟體訂購

費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小計(五) $2,000,000 12.95% $1,999,995 12.95% － － － － 

總計 $15,444,069 100% $15,444,069 100% $5,212,500 100% $4,969,232 100% 

表四說明：經常門各項目實際支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比例，均符合教育部各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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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問：可否說明在資本門及經常門項目中是否有未執行的案件。 

  回 覆：資本門有一案(AC-35-090)因故無法於年度執行完成，故從獎補助案件中撤案 

      剔除，相關案件經 105學年度第 3次(105.12.28)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 

      過由獎補助執行項目中撤案剔除。 

      經常門部份，沒有未執行的案件。但有一項，教師進修補助，原核定版計畫 

      書規劃時未編列相關預算，但因後來有教師提出進修申請，故由其他各項之 

      經費流用於此。 

  決 議： 

    一、經由業管單位報告後，除上述資本門項目有一案最後未執行並剔除外，其餘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均於 105.12.31全數執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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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比例也達 24.55%，各項執行均符合教育部的規定。 

    二、其餘未見特殊異常狀況，後續請研發處依規定時間完成報部。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6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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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是 2017/3/31 12:01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7/3/31 11:58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是 2017/3/31 12:11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是 2017/3/31 11:57 當然委員

5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是 2017/3/31 11:59 當然委員

6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7/3/31 11:59 當然委員

7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是 2017/3/31 12:12 當然委員

8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7/3/31 11:57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海 e000044349 否 參加國際研討會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王得貴 e000047381 是 2017/3/31 12:01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林義楠 e000044389 否 校外工讀訪視 推選委員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教授 劉昭麟 e000047402 是 2017/3/31 12:04 推選委員

13 材料系 教師代表 教授 程志賢 e000044445 是 2017/3/31 11:55 推選委員

14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錫金 e000047971 是 2017/3/31 12:01 推選委員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陳安哲 e000044376 是 2017/3/31 11:59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教授 陳心田 e000044388 否 校外工讀訪視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政道 e000047511 是 2017/3/31 11:57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進隆 e000047396 是 2017/3/31 11:52 推選委員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7/3/31 12:02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主任秘書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是 2017/3/31 11:58 列　　席

21 研發處 組長 副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是 2017/3/31 12:04 列　　席

22 研發處 職員 組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7/3/31 11:44 列　　席

23 材料系 職員 組員 江美貞 e000048057 是 2017/3/31 12:01 列　　席

24 工管系 教師 副教授 林伯鴻 e000049044 是 2017/3/31 11:59 列　　席

25 工管系 職員 辦事員 吳敏惠 e000048405 是 2017/3/31 11:59 列　　席

105學年度第5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地　　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　　間：106年3月31日(五)11:5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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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到　表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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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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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11:50～13:1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 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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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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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美貞小姐、林伯鴻老師、吳敏惠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會議主要為例行性的專責會議，因為教育部已核定本年度整體發

展獎補助經費，因此，依慣例要修正支用計畫書書，等會兒委員如有

任何建議，歡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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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教育部核定經費，修正本校 106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各項支用規

劃。 

        (二)106年度資本門變更事項。 

二、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配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年 2月 23日：臺教技(三)字第 1060023205D號函說明，核定本

校 106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 60,184,717元，核定總經費

較 105年度增加 8,704,487元(16.91%)，於全國 71所私立技專校院排名第 5位。

本校 106及 105年度核定之獎勵補助經費項目內容說明如下表一。 

 

■表一：106及 105年度核定獎勵補助經費項目內容： 

年度 

◆(106年度)提升師資待遇

成效 

 

◆(105年度)提升師資待遇

成效 

【A】 

◆(106 年度)依本校規模及

近 3年產學合作績效 

 

◆(105年度)配合政策設立

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類科 

【B】 

其他獎助及補助

指標績效 

【C】 

核定經費 

合  計 

【A+B+C】 

106 

年度 
1,927,059 4,500,000 53,757,658 60,184,717 

105 

年度 
2,308,678 3,580,277 45,591,275 51,48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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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獎補助經費核配相關指標項目如下表二，請參考。 

■表二：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核配相關指標項目： 

補助指標(40%) 獎勵指標(60%) 

一、現有規模(63%)→25.2% 

   (一)學生數(71%)→17.89% 

   (二)教師數(22%)→5.55% 

   (三)職員人數(7%)→1.76% 

二、政策推動績效(11%)→4.4%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23%)

→1.01%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4%)→1.5%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24%)

→1.06% 

   (四)教師升等成效(19%)→0.83% 

三、助學措施成效(26%)→10.4% 

   (一)助學成效(60%)→6.24% 

   (二)補助弱勢學生(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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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及副學士班新生註

冊率應達 50%以上 

 

 

獎勵指標 

一、辦學特色(74%)→44.4% 

   (一)校務發展計畫(42%)→18.65% 

     1.基礎面向(45%)→8.39% 

     2.精進特色(55%)→10.26% 

   (二)核心指標(58%)→25.75% 

     1.提升實務經驗師資成效(8%)→2.06% 

           →106 修訂定義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31%)→7.98%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4%)→6.18%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37%)→9.53% 

二、行政運作(26%)→15.6%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50%)→7.8%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2.73%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5.07% 

   (二)整體資源投入(50%)→7.8% 

三、提升師資待遇成效(不占比率) 

四、獎勵調減招生名額(不占比率)→106 年新增 

 

不予核配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及副學士班新生註

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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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本校106年度送審之「支用計畫書」及「校務發展計畫書」分別由台評會及

雲科大委由不同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其二項審查意見分別如下表三及表

四，其中表四之「校務發展計畫書」意見不須回覆，相關意見將另案討論，並

做為本校未來修訂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參考依據。 

■表三：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1/2)： 

委員意見 
意見 

回應單位 
回應說明 

1.106 年度學校預估獎勵補助款 61,776,276 元，

自籌款編列 12,699,000 元，比例高達 20.56%，

顯示學校推動校務之企圖心。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2.學校經常門、資本門獎勵補助款分別預估

18,558,595 元、43,217,681 元，其經、資門支

用比例為 30.04%、69.96%，有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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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款規定。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修訂時，會注意並依規

定比例編列。 

3.實施「全體住校」制度，透過團體生活發展互競

合作之群己關係，期以養成學生規律生活作息、

勤勞樸實態度與健全人格。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4.實施校外「工讀實務實習」制度，培養學生動手

做、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有助於增強畢業生之

就業能力。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5.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共 193 位專任教師（生

師比 16.3：1），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占 87.6%，

副教授以上師資占 53.4%，師資結構尚稱良好。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6.pp.61～76 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計畫均列有具

體之質化及量化指標，利於評核計畫之執行績

效。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7.「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小組作業要點」既以「要點」

為名，依立法體例宜於各點之前冠以「一、二、

三…」，而非列示「第○條」。 

➢秘書室 

(1) 參酌審查意見修訂要點將條號冠以

「一、二、三…」。 

(2) 遂已於 106 年 2 月 7 日經本校行政會

議修訂審議通過。 

8.依「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小組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 款規定，「本小組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負

責主持會議…」，惟支用計畫書 pp.43～46「稽

核人員名單暨相關資訊一覽表」，並未見主任秘

書列名其中。 

➢秘書室 

原作業要點內容中，主任秘書任召集人為

負責主持會議，未進行實地稽核作業。另

依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審查委員意

見「由主任秘書擔任稽核小組召集人之舉

措，是否合乎稽核獨立性之要求，允宜考

量。」為避免屢遭審查委員質疑，遂修訂

召集人角色，內容為「本小組召集人由稽

核委員於每任期第一次會議中推選之」。於

106 年 2 月 7 日經本校行政會議修訂審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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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6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2/2)： 

委員意見 
意見 

回應單位 
回應說明 

9.「教師編製實務教材與數位教材補助實施辦法」

第 9 條規定：「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惟修訂記錄顯示均經

「行政會議」修訂，而制定部門列為「教學資源

中心」，其無法對應之處有待學校說明釐清。另

「校外專題研究競賽補助實施辦法」亦有類似情

形。 

➢教資中心 

感謝委員指教。 

一、如委員所述，本校歷年來之教材編製、

校外專題競賽辦法皆提送行政會議修

訂，然依據教育部於 105 年 2 月之

「105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

見」指出：經常門各項獎勵辦法應經

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而非由

行政會議審查。故於 105 學年第 3 次

(105.09.13)行政會議提案將兩項運用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之審查會議

改為教務會議，並於行政會議通過後

旋及將原辦法修訂之送審會議改為

「教務會議」後公告周知。 

二、然因兩項辦法修訂送審會議改為「教

務會議」後，即未再修訂其辦法，故

在辦法的「修訂記錄」中尚無送「教

務會議」之記錄，請委員鑑查。 

10.106 年度經常門規劃項目預期實施成效中，

p.75「產學合作」之量化指標為「計畫補助件

數 3 件」，而 p.185【附表九】優先序#1-8 預

估案次為 2 件，相關規劃有不一致之處，尚待

學校確認。 

➢研發處 

(產合組) 

感謝委員指教。 

本項資料 p.75 係為誤植，已於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修正為 2 件。 

11.104～105 年度資本門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

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表欄目中（pp.57～

58），欄位名稱顯示「預估單價」及「預估總

價」，由於相關採購作業已屆完成，其呈現之經

費統計似以「實際採購金額」為宜。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已於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將 104-105 年度

之資本門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金額

修正為實際採購金額。 

12.【附表四】優先序#AB-47「作業研究軟體」【工

管系】、#AB-96「有機太陽能電池吸光模擬軟

體」【電子系】…等項目，均未載明軟體授權狀

況，有待瞭解其授權使用年限是否在 2 年以

上，以資判定其歸類是否符合「財物標準分類」

之資本門認列原則。 

➢工管系 

➢電子系 

感謝委員指教。 

優先序#AB-47「作業研究軟體」及#AB-96

「有機太陽能電池吸光模擬軟體」均為「永

久授權」軟體，已於核定版支用計畫書【附

表四】規格內註明其授權年限。 

13.各項預計採購設備之規格需求，部分使用單位

填寫詳盡，部分使用單位則有過於簡略之虞，

例如：【附表四】優先序#AB-101「攝影機固

定架」【視傳系】僅提及細項物件名稱，並未具

體陳述規格。建議學校宜通盤檢視，並統一要

求使用單位具體表達所需規格（尤其針對高單

價設備），以利經費管考、採購及驗收。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一、已依委員建議補列#AB-101「攝影機

固定架」相關具體規格。 

二、已請各單位通盤檢視各項規格，凡規

格過於簡略之項目均已要求增列規格

內容。 

14.支用計畫書之撰述內容宜因應現況適時更新，

例如：國科會已升格科技部，而 pp.63、64、

71 等頁面仍提及「國科會」；勞委會已升格勞

動部，而 p.28 仍提及「勞委會」。 

➢研發處 

(研推組) 

感謝委員指教。 

已依委員建議全面檢視支用計畫書內容，

並已修訂相關錯誤訊息，未來會再加強檢

核作業。 

 主席：有部份審查意見，例如軟體未載明其授權狀況、規格過於簡略等，是近年本校一直 

    都有的問題，日後應再加強資料檢核。如有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應將資料退回，並 

    要求使用單位將資料補強，避免每年都有同樣的意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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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6、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意見(1/2)： 

●優 點： 

1. 以最優質的私立科大自居，所提計畫中可見學校之自我定位及雄心，值得肯定。  

2. 學校自創校延續至今的全體學生住校與規劃一年完整的工讀實務實習，透過團體生活方式培養學生規律

的生活作息，養成勤勞樸實態度與健全人格，及具備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能以負責的態度面對職場生

涯。 

3. 提升教師研究計畫（產學計畫）與一級期刊發表，推動教師同時朝向產學合作與SCI級論文發表。 

4. 以創新科技園區建置完整產學創新生態系統及以正念靜觀學習感受生命的美好，使學生得以開發無限潛

能。 

5. 自95學年度起實施之境外工讀實習，實習地區包含美國、中國大陸、瑞士、馬來西亞及越南，迄今境外

實習學生人數已累積達279人，成果頗佳。 

6. 學校多次榮獲1111人力銀行、104人力銀行、遠見雜誌、Cheers雜誌等評選為企業最愛的畢業生。102

年5月《商業週刊》公布「2008年-2010年大學社會新鮮人畢業6個月後的實際就業率調查」，除護理學

校外，不論在就業或薪資方面，學校畢業校友的表現均為私立科大第一名。另依據104年1111人力銀行

公布「2015企業最愛大學」調查結果，其中畢業生整體表現方面，學校為私立科大第一名。辦學績效良

好。 

7. 學校100學年科大評鑑所有受評單位（校務行政、三學院、十系、十一所）全獲一等佳績，全國排名第

一。學校歷年獲得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平均每位學生獲補助金額為全國最高，且95~105年連續11

年榮獲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計畫共補助5億1,565萬元。97學年起所有工程類系所皆已通過IEET EAC工程

科技教育認證，工設系、視傳系於103學年通過IEET DAC設計教育認證，經管系於104學年申請ACCSB

華文商管學院認證通過資格審查。持續通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O-27001、環境管理系統ISO-14001、

溫室氣體排查ISO-14064、社會責任永續報告書、低碳校園認證等。以上績效，表示學校嚴謹務實、認

真辦學。 

8. 學校重視實務研究，並依循「集中資源投入、特定領域傑出」原則，聚焦跨領域整合之「健康生技」、

「醫療照護」、「綠能科技」、「電漿科技」與「設計創新」五大領域，成果豐碩，除部分已獲股票回

饋充實校務基金外，在104年大學學術聲譽調查中更勇奪私立科大產學合作指標第一，並獲中國工程師

學會頒給「產學合作績優單位」，成果堪稱斐然。  

9. 持續維持私立大學之公立大學學費收費機制，大量由董事會補貼與政府或其他資源補助並全面低價住宿

費用，嘉惠學子。  

 

●建議事項： 

1. 學校對於部分審查意見之回覆過於表面及敷衍，僅以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修正參考作為回應，雖然這是標

準答案之一，但是在今年的計畫中仍未見具體回應。 

2. 擬將學生之英語畢業門檻提高為TOEIC 450分值得肯定，但是未見較具體做法之規劃。  

3. 學校在研究量能上建議可再酌予提升，亦能建立良好的口碑與形象。  

4. 建議再酌予增加研究生人數，招收更多優質學生協助教師進行研究量能之提升。  

5. 面對未來少子女化，建議學校具體規劃招生策略與行動方案，並有時程及查核機制。 

6. 建議建立更具體之規劃與策略，鼓勵教師以產學合作的績效或專利申請升等，以提升學校除注重學術研

究外亦重視教師之實務應用之研究。 

7. 建議於校務發展計畫中規劃、擬定策略與行動方針，宣傳學校之彙整優點，並定期追蹤、檢討、考核。

如此使外界更瞭解學校，亦有利於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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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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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議事項： 

8. 建議學校擬定更具體有效之獎勵措施與制度融入校務發展計畫中，鼓勵師生將實務研究成果、專利參加

國內外論文發表、發明競賽及相關競賽。 

9. 學校各院系發展各具特色，然而因應未來科技發展，如何培育跨領域人才，亦是當務之急。 

10.學校大力輔導學生從事創新創業。然而如何將績優創新團隊轉化育成，並將創意商品化，並未看到具體

成效，宜加強落實。 

11.學校目前已規劃實施中英雙語課綱，積極發展與姊妹校簽訂雙聯學位的機會，創造國際化的校園環境。

為深耕跨國人才培育，發展越南、蒙古的境外生招生工作，與9所越南大學簽訂姊妹校，招收越南、蒙

古學生就讀學校碩士班。各系各安排一位教師擔任境外招生委員，負責英文文宣製作及參加境外招生活

動，配合國合組共同合作推動境外招生事宜。然而國際生與本國生的交流仍未見具體成效，宜加強落實

國際化校園，擴展全校學生之國際視野。 

12.學校向來重視教師之實務經驗，並有赴企業實習之鼓勵措施，建議進一步鼓勵教師參加由工研院、資策

會、生產力中心、商業研究院、台灣金融研訓院等機構或公益財團法人，為促進大學教師與產業界對話

所舉辦之包括物聯網革命、FinTech、智慧機械、都市更新、綠能產業與銀髮產業等產業發展議題之實

務考察研習等，如此對教師之實務增能與掌握產業最新發展動態應深具助益。  

13.校務發展計畫書達100頁，但與目錄對照，查閱困難，資料整理能力尚待積極加強。建議宜重點陳述，

不宜超過100頁。 

14.Double I計畫，要求每位教師需要有產學計畫或論文發表，在沒有充足博士班與優質碩士人力下，不易

達成或達成其品質亦堪憂。最嚴重者，將使教學與實務棄守，走向不歸路，務必妥善將教學與實務應用

納入教師指標。「應用研究，堅持困難，放棄可惜，回守無望」。 

 

 主席：有關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審查意見，請秘書室協助做為下次修訂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書之參考依據，並請交由相關單位回覆並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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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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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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2 月 2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60023205D 號} 

 來函核定本校 106 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經費說明 

 如下： 

 (1)教育部核定本校 106 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計 

   新臺幣 60,184,717 元(經常門 18,055,415 元，資本門 42,129,302 元)。 

 (2)上述獎補助經費包含下列經費： 

     (2-1)本校申請「提升師資素質待遇成效」核定獎勵經費 1,927,059 元。 

     (2-2)另依本校規模及近 3 年產學合作績效增加獎勵經費 4,500,000 元。 

    二、依據上述核定經費，各項目修訂調整後之相關資料如下表五、六、七、八、九， 

      詳細內容如附件支用計畫書全文。 

 

 

 ■【表五】依教育部核定修正之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 

106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獎勵款(1) 
自籌款(2) 

（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3)=(1)+(2) 

$60,184,717 
$12,743,072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1.17%) 
$72,927,789 

 補充說明：獎勵補助款核定後經費調整，本校之自籌款占獎勵補助款約 21.17％，符合 

      教育部規定 10﹪以上之比例。 

 

第 44 頁，共 122 頁



 

 

■【表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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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款之 70﹪ 
自籌款 

之 53.32% 
獎勵補助款之之 30﹪ 

自籌款 

之 46.68% 

金額 $42,129,302  $6,794,072  $18,055,415  $5,949,000  

合計 $48,923,374  $24,004,415  

占總經費

比例 67.08% 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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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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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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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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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 

      二、本校 106年度獎勵補助款分配依其規定分別為資本門占總預算 70%，經常 

        門占總預算 30%，現無流用之規劃，其規劃比例皆符合教育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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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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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6,782 76.52% 6,794,072 100.00% $39,03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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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 0.50% 0 0.00% $210,000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6,648,000 15.78% 0 0.00% $6,648,000 

小計 6,858,000  16.28% $0 0.00% $6,8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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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270 3.20% 0 0.00% $1,34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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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250 4.00% 0 0.00% $1,685,250  

總計 $42,129,302 100% $6,794,072 100.00% $48,923,374  

補充說明：一、獎勵補助款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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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應達 10%，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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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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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二、本校 106年度獎勵補助款分配於資本門各項目分別為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76.5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16.28%；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3.2% 

       ；其他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4%，以上獎勵補助款資本門之規劃比例皆 

       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各項比例。 

     三、「自籌款」資本門經費，則全數運用在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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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修正後之「資本門--標餘款」項目經費 

項 目 金額 

標餘款占獎補助

及自籌款資本門

的比例(%)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5,150,000 10.53%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 －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 － 

小計 － －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 －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

關設施） 

－ －  

總計 $5,150,000 10.53%  

補充說明：一、為提升請採購作業效率，因此本校於 106 年度預先規劃資本門標餘款項目，

其標餘款全數投入在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共計有 1項(AC-01-119

有機光電材料用拉曼光譜儀)，金額為$5,150,000元，占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

資本門經費比例為 10.53%(5,150,000／48,923,374=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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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早於 106年 5月底前辦理請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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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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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300,000 1.66% 0 0.00% $300,000  

製作教具 400,000 2.22% 0 0.00% $400,000  

推動實務教

學 2,660,250 14.73% 0 0.00% $2,660,250  

研究 7,353,500 40.73% 0 0.00% $7,353,500  

研習 2,900,000 16.06% 0 0.00% $2,900,000  

進修 40,000 0.22% 0 0.00% $40,000  

升等送審 270,000 1.50% 0 0.00% $270,000  

小計(一) $13,923,750  77.12% $0  0.00% $13,92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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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0 0.00% $250,000  

學輔相關物

品(單價 1 萬

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173,100 0.96% 0 0.00% $173,100  

其他學輔相

關工作經費 
576,900 3.20% 0 0.00% $576,900  

小計(二) $1,000,000 5.54% $0 0.00% $1,000,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310,000 1.71% 0 0.00% $310,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2 年內) 
2,821,665 15.63% 0 0.00% $2,821,665 

 
現有教師薪

資 
0 0.00% 0 0.00% $0 

資料庫訂閱

費 
0 0.00% 0 0.00% $0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0  

其他 - 研究

績 效 評 核

(A1-A5、A6

展演及A16) 

0 0.00% 4,949,000 83.19% $4,949,000  

其他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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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五) $2,821,665 15.63% $5,949,000 100.00% $8,770,665  

總 計 $18,055,415 100% $5,949,000 100% $24,004,415  

補充說明：一、獎勵補助款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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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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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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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二、本校 106年度獎勵補助款分配於經常門各項目分別為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占 

          經常門經費 77.12%；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占經常門經費 1.72%；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占經常門經費 5.54%；其他(新聘教師薪資)占經常門經費 

          15.63%，以上獎勵補助款經常門之規劃比例皆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各項比例。 
     三、「自籌款」經常門經費，則分別運用在其他項之著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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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討論及提問： 

    一、為何「著作」補助及獎勵會列在經常門「其他」項下，且用自籌款支應，可否 

      請研發處說明一下。 

    二、資本門標餘款只編列了一項設備，金額高達 500 多萬，在採購上是否來的及， 

      對於標餘款請購的時程研發處規劃預計在何時？ 

    三、資本門有編列標餘款，但未見經常門部份標餘款運用的地方，故若各項目因申 

      請件數不足而有預算存餘時；或因申請件數比預期踴躍而超過原規劃預算時， 

      其經費是如何運用？ 

 

 

  研發處說明： 

    一、因教育部規定，自 106 年度起，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經費不得運用在補助及獎勵 

      「著作」上，故自 106 年度起改列自籌款，且原在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的大項 

      目中，已將著作一項拿掉，故向台評會請教後，僅可將著作補助及獎勵列在自 

      籌款的其他項下支用。 

    二、本校資本門請購作業都在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報部後即開始請各單位開立第一批 

      請購單，然後為了提高請購效率，使設備能提早買進，以利教學研究使用，因 

      此第二批(標餘款)項目於第一批請購後一個月即會開始辦理第二批之請購作 

      業。若委員對於本次高單價設備之採購時效有疑慮，可以考量再把請購時程提 

      前，也可加速設備買進後之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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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餘或不足時，都可以相互流用。 

 

 

  決 議： 

    一、通過以上自籌款比例及自籌款運用在資本門及經常門之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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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相關報部請款事宜。 

    三、依委員之提議，請研發處視情況隨時通知第二批(標餘款)項目盡早辦理請購。 

    四、請各辦法業管單位多宣導經常門各執行項目，以提高獎補助經費之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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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審查本校各單位申請變更 106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資本門」 

設備細項內容及新增資本門項目。 

說 明： 

一、各資本門使用單位擬申請變更之資本門項目彙總表如下表十，變更對照表及理

由說明詳如附件一。 

   二、本次新增資本門項目詳如附件二，請各位委員審議。 

 

 ■【表十】各單位資本門項目變更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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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系 3 

AA-02 

(002) 
  ●     

AB-16 

(025) 
  ●     

AB-94 

(103) 
  ●     

材料系 2 

AB-09 

(018) 
 ●      

AB-90 

(099) 
●       

工管系 4 

AA-07 

(007) 
   ●    

AB-27 

(036) 
   ●    

AB-30 

(039) 
  ● ●  ● ● 

AB-32 

(041) 
   ●  ●  

有機電子 

研究中心 
4 

AB-107 

(116) 
●       

AB-108 

(117) 
●       

AC-01 

(118) 
●       

AC-02 

(119) 
●       

 

 

  主 席：上述變更事項，因為使用單位考量後續教學等狀況，故辦理變更、替換等作業， 

      詳細變更原因也都經列席人員說明，如有不清楚或需要再加強的地方，後續請 

      各位專責委員也可以再提供建議及協助。 

 
  決 議：通過以上各單位變更及新增項目，請依規定將變更申請資料留校備查。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6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1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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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AA-02 002

掃描探針

顯微鏡系

統(SPMs)

1. 具有AFM(Atomic Force Microscpoic)和

PFM(PiezoresponseForce Microscopy)功能。

2. X軸與Y軸的解析度<1.2nm。

3. Z軸的解析度<200pm。

4. Open-loop XY drift <1nm/min。

5. Closed-loop XY drift<3nm/min。

6. Optical <2um resolution (0.75um resolution

with 50x)

1 ST 1,850,000 1,850,000 機械系 AA-02 002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ystem

(掃描探針顯

微鏡系統)

1.具有AFM(Atomic Force Microscpoic)和

PFM(PiezoresponseForce Microscopy)功能。

2.X軸與Y軸的解析度<1.2nm。

3.Z軸的解析度<200pm。

4.Open-loop XY drift <1nm/min。

5.Closed-loop XY drift<3nm/min。

6.Optical <2um resolution (0.75um resolution

with 50x)

1 ST 1,850,000 1,850,000 機械系
█項目名稱

為外購設備

，補充英文

品名

AB-16 025
潛變試驗

機

一、荷重可調範圍 : 0~50KN

二、最大拉力行程 : 200mm

三、荷重精度 : 所加荷重±0.5%

四、 最大加重速度 : 3Kn/sec

五、試棒直徑長度 : Ø5~10mmX100mm

六、 圓柱型試棒夾具 : 螺旋旋緊式

七、圓柱型試棒伸長量量測夾具 : 爐外延伸式

八、數位式伸長計: 0~200±0.05mm

九、高溫爐形式 : 對開式大氣爐，爐腔Ø60mm

十、 爐均溫區長度 : 150mm

十一、溫度範圍 : 25~1100±5℃

十二、電腦控制系統與軟體顯示功能:

(一)、 溫度控制與數據截取 : (i)可設至少5段不同持溫與執行 (ii)可

設連續升溫1℃/hr與執行

(二)、 荷重控制與數據截取 : (i)可設至少5段不同荷重與執行 (ii)可

設連續增加荷重100kn/hr與執行

(三)、伸長量控制與數據截取 :具控制荷重以執行固定伸長量之實驗

功能

(四)、應變率控制與數據截取 :可計算應變速率

(五)、 在”固定荷重”與”固定溫度”實驗進行，下可繪出”工程

應變”與”時間”關係圖

(六)、 多組資料彙整後可繪出工程應力與時間關係圖

(七)、多組資料彙整後可繪出工程應力與溫度關係圖

(八)、多種資料彙整後可繪出應力與應變速率關係圖

(九)、各數據截取頻率:1~60次/分鐘

十三、控制系統持久性: 不斷電條件下可持續1000小時運作與上述

各資料擷取

1 ST 911,140 911,140 機械系 AB-15 024

Metal creep

testing

machine

(潛變試驗

機)

一、荷重可調範圍 : 0~50KN

二、最大拉力行程 : 200mm

三、荷重精度 : 所加荷重±0.5%

四、最大加重速度 : 3Kn/sec

五、試棒直徑長度 : Ø5~10mmX100mm

六、圓柱型試棒夾具 : 螺旋旋緊式

七、圓柱型試棒伸長量量測夾具 : 爐外延伸式

八、數位式伸長計: 0~200±0.05mm

九、高溫爐形式 : 對開式大氣爐，爐腔Ø60mm

十、爐均溫區長度 : 150mm

十一、溫度範圍 : 25~1100±5℃

十二、電腦控制系統與軟體顯示功能:

(一)、溫度控制與數據截取 : (i)可設至少5段不同持溫與執行 (ii)可設

連續升溫1℃/hr與執行

(二)、荷重控制與數據截取 : (i)可設至少5段不同荷重與執行 (ii)可設

連續增加荷重100kn/hr與執行

(三)、伸長量控制與數據截取 :具控制荷重以執行固定伸長量之實驗

功能

(四)、應變率控制與數據截取 :可計算應變速率

(五)、 在”固定荷重”與”固定溫度”實驗進行，下可繪出”工程

應變”與”時間”關係圖

(六)、多組資料彙整後可繪出工程應力與時間關係圖

(七)、多組資料彙整後可繪出工程應力與溫度關係圖

(八)、多種資料彙整後可繪出應力與應變速率關係圖

(九)、各數據截取頻率:1~60次/分鐘

十三、控制系統持久性: 不斷電條件下可持續1000小時運作與上述

各資料擷取

1 ST 911,140 911,140 機械系
█項目名稱

為外購設備

，補充英文

品名

AB-94 103

ANSYS

Academic

Research

LS-DYNA

軟體

一、衝擊分析

二、動力學分析

三、 25 tasks

四、授權使用兩年

1 套 180,000 180,000 機械系 AB-94 103

ANSYS LS-

DYNA 分析

軟體

一、衝擊分析

二、動力學分析

三、25 tasks

四、授權使用兩年

1 套 180,000 180,000 機械系 █項目名稱

省略品名英

文字數，呈

現分析用之

軟體

AB-09 018

慢應變速

率拉伸試

驗機控制

系統

一、應力腐蝕破裂-慢速拉伸試驗機 先進控制系統

(一)、定負荷試驗

(二)、低循環疲勞試驗（正弦波型）

(三)、低循環疲勞試驗（鋸齒波型）

二、應力腐蝕破裂-慢速拉伸試驗機 萬能試驗控制系

統

(一)、最大位移速率 10mm/分

(二)、最大數據速率 20Hz

1 SET 561,305 561,307 材料系 - - - - - - - - - █撤案刪除

為了提升曾傳

銘老師執行台

塑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計畫之

動能，改由校

內經費添購慢

應變速率拉伸

試驗機，利將

來持續承接台

塑石化公司所

屬煉製廠相關

管線材料破損

及腐蝕破裂評

估之產學計

畫。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　　明
優先序 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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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　　明
優先序 優先序

AB-90 099

低溫大氣

電漿旋轉

頭升級套

件

一、 大氣電漿處裡有效距離：10mm

二、大氣電漿處裡有效範圍：直徑 50 mm ~ 65 mm

三、氣體流量：最大 100 L/min

四、所需電源：220VAC / 3 PH， 50/60 Hz ， 10A

/ 4 KVA

五、氣體壓力：最少 3.5 kgf/ cm2

1 SET 90,465 90,465 材料系 AB-90 099

生醫高分子

元件快速成

型系統

一、 使用技術：光固化技術。

二、 產品尺寸: 30*30*45cm(含)以內。

三、 成型尺寸: 12*12*16cm(含)以上。

四、層厚度： 25-100 microns (依樹脂特性選擇)。

五、給料方式：智能給料。

六、連接方式：Wifi、乙太網路、USB連結。

七、清潔系統：滑動式刷具自動清潔。

八、操作溫度:攝氏20~25度。

九、支撐材:系統計算自動生成或手動編輯功能

1 SET 90,465 90,465 材料系 █替換

原欲購買之低

溫大氣電漿旋

轉頭升級套件

因相關實驗急

需使用緣故，

已使用其他經

費添購。因此

本經費欲添購

生醫高分子元

件快速成型系

統，製作生醫

高分子相關及

軟性電子元

件。可與原申

請案低溫大氣

電漿搭配使用

，做後續生醫

高分子元件表

面官能化處

理。

AA-07 007

彩色3D全

身量測系

統

1. 10 組可攜式單投光3D 彩色照相量測測頭

(1)量測範圍: 1800mm*900mm*600mm

(2)量測解析度: 3.0mm*3.0mm*3.0mm

(3)量測時間: <2.0 seconds

(4)拍攝相機的解析度750 萬像素以上

(5)含三維資料與表面彩色紋理資訊

(6)USB 控制介面 (7)整合式相機支架 (8)校正整合用校

正規

 2. 量測控制分析用電腦

(1)Intel i7, RAM: 8G, SSD 256G

(2) OS: Win10

 3. Beauty3D 量測與資料處理軟體一套

資料處理功能包括雜點刪除，自動補洞，平滑化表面

資料，3D 資料合併，標記點點選，表面積與體積計

算，剖面萃取分析，貼圖整合萃取，整體貼圖平衡。

4. 6 小時教育訓練 : 3D 量測，3D 資料處理，尺寸計

算與分析模組

6. 單測頭尺寸: 170mm(W)*900mm(H)*260mm (D)

7. 整機尺寸:  4000mm(W)*1600mm(H)*4000mm

(D)

8. 電源: AC110V~240V, 300W

9. 拍攝速度<2.0秒

10. 投光裝置: 單彩色結構光

11. 取相裝置: 7.5M Pixels Sensor, 7組整合式3D

Camara

1 ST 1,950,000 1,950,000 工管系 AA-07 007
彩色3D全身

量測系統

一、10 組可攜式單投光3D彩色照相量測測頭

(一)、量測範圍：1800mm*900mm*600mm。

(二)、量測解析度：3.0mm*3.0mm*3.0mm。

(三)、量測時間：<2.0 seconds。

(四)、拍攝相機的解析度750萬像素(含以上)。

(五)、含三維資料與表面彩色紋理資訊。

(六)、USB 控制介面。

(七)、整合式相機支架。

(八)、校正整合用校正規。

二、量測控制分析用電腦

(一)、Intel i7, RAM：8G, SSD 480G,獨顯(4G) (含以上) 。

(二)、Monitor：23.8 吋，HDMI, 16:9 (含以上)。

(三)、OS：Win10。

三、Beauty3D量測與資料處理軟體一套：

資料處理功能包括雜點刪除，自動補洞，平滑化表面資料，

3D資料合併，標記點點選，表面積與體積計算，剖面萃取

分析，貼圖整合萃取，整體貼圖平衡。

四、6小時教育訓練：

3D量測，3D資料處理，尺寸計算與分析模組。

五、保固期：硬體五年保固，軟體五年升級保固。

六、彩色3D人頭量測系統：硬體規格

(一)、單測頭尺寸：170mm(W)*900mm(H)*260mm (D)。

(二)、整機尺寸：4000mm(W)*1600mm(H)*4000mm

(D)。

(三)、重量(單測頭)：7.5Kg。

(四)、電源：AC110V~240V, 300W。

(五)、取相裝置：7.5M Pixels Sensor, 7 組整合式3D

Camera。

(六)、拍攝速度：<2.0秒。

(七)、投光裝置：單彩色結構光。

1 ST 1,950,000 1,950,000 工管系 █規格

主要修正

「量測控制

分析用電

腦」規格：

(1)SSD480G

(2)增加獨顯

4G

(3)補充

Monitor規格

(4)保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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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　　明
優先序 優先序

AB-27 036 投影機

一、 投影方式：RGB三片TFT LCD同時聚合呈像投

影。

二、 解析度-標準解析度：XGA 1024x768含以上。

三、 5200流明含以上。

四、 明暗對比度：5000：1含以上。

五、 燈泡壽命 : 4000/5000小時 (Normal/Eco)。

六、 電腦訊號介面 輸入端子：

(一)、映像(RGB)D-sub 15pin x1，5BNC x1。

(二)、映像(數位)HDMI x1, DisplayPort x1。

(三)、聲音Stereo mini-jack x3

     (1:computer,2:BNC, 3:HDMI or Displayport)。

七、視訊Video訊號 輸入端子：

(一)、映像Composite Video: RCA(Yellow) x1， S-

Video: Mini DIN x1 Component Video/RGB Video:

D-sub 15pin x1，5-BNC x1(共用電腦訊號介面) 。

(二)、聲音RCA (White/Red) x1pair (for Composite

Video and S-Video)。

八、投影透鏡-焦距：F:1.5~2.15 ,

f:16.72mm~33.47mm。

九、投影透鏡-焦距：F:1.5~2.15 ,

f:16.72mm~33.47mm。

十、投影透鏡-調焦方式：手動縮放以及手動焦距調

整。

2 ST 45,500 91,000 工管系 AB-26 035 投影機

一、投影方式：RGB三片TFT LCD同時聚合呈像投

影。

二、解析度-標準解析度：XGA 1024x768(含以上)。

三、亮度 : 5500流明(含以上)。

四、明暗對比度：15000：1(含以上)。

五、燈泡壽命 : 10000/5000小時(Eco/Normal)( (含

以上) 。

六、電腦訊號介面 輸入端子：

 (一)、映像(RGB)D-sub 15pin x1，5BNC x1。

 (二)、映像(數位)HDMI x2 。

 (三)、聲音Stereo mini-jack x2。

七、視訊Video訊號 輸入端子：

 (一)、映像(數位)HDMI x2 RGB Video: D-sub 15pin

x1，5-BNC x1(共用電腦訊號介面)。

 (二)、聲音RCA (White/Red) x1pair (for Composite

Video and S-Video)。

八、投影透鏡-焦距：F:1.5~2.15 ,

f:16.72mm~33.47mm。

九、投影透鏡-調焦方式：手動縮放以及手動焦距調

整。

十、保固：主機三年，燈泡半年或1000小時(含以

上)。

2 ST 45,500 91,000 工管系 █規格

(1)原機型停

產

(2)原規格第9

項重覆輸入

AB-30 039

48型黃金

曲面3D

LED電視

48型黃金曲面3D LED電視（如：SAMSUNG

UA48H6800AWXZW，或同等品含以上）

一、電視型態：黃金曲面Smart TV。

二、版面尺寸：48吋含以上。

三、面板解析度：1920 x 1080含以上。

四、影像處理器：3D影像處理器。

五、智慧互動：支援體感控制。

六、重量：不含底座，13.5 kg；含底座，16.4 kg。

1 ST 42,000 42,000 工管系 AB-29 038
55型3D LED

電視

55型3D LED電視 (如：SONY  KDL-55W800C，或同等品含以上)

一、高畫質

(一)、面板解析度：Full HD 1920x1080(含以上)。

(二)、背光技術：動態側光式 LED背光/全域背光控制技術。

(三)、影像處理器：X-Reality PRO - 超極真影像晶片。

(四)、極瞬流線影像科技：Motionflow XR 480。

(五)、最佳可視範圍：178 度 (上下左右)。

二、全方位3D：3D內建/3D播放/2D->3D影像轉換。

三、視訊

(一)、內建訊號接收器：HD 高畫質數位 + 類比。

(二)、數位電視訊號相容：480/60i, 480/60p, 720/60p, 1080/60i,

1080/24p (HDMI), 1080/30p (HDMI), 720/30p (HDMI), 720/24p

(HDMI)

1080/60p (HDMI/Component) 。

(三)、24p 真實電影還原技術：有。

四、音效：Clear Audio+ 真實音訊處理技術/低音反射箱型揚聲器/

廣域 S-FORCE 環繞音場

五、娛樂功能

(一)、網路娛樂平台/One-flick Entertainment 智慧娛樂體驗

/Social Viewing 社群影音互動/One-touch mirroring 觸控鏡射

/Screen mirroring 螢幕鏡射/MHL 智慧型手機連線功能/TV

SideView 智慧遙控功能/Internet Browser 網路瀏覽器/Related

Search 相關搜尋主題推薦功能

(二)、Wi-Fi 無線網路：內建 Wi-Fi

(三)、DLNA 家庭網路對應格式

(四)、USB 2.0 連接埠對應格式：2 組

(五)、網路連接埠：1 組

六、隨機附件：遙控器、3D眼鏡(TDG-BT400A) x2、R03型(AAA)

電池、支撐帶、螺絲、使用說明書。

1 ST 44,000 44,000

█項目名稱

█規格

█單價

█總價

(1)經再次確

認後發現原

機型無3D顯

示功能，因

此加以變更

產品，包括

項目名稱、

規格及單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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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　　明
優先序 優先序

AB-31 040
穿戴式智慧

型手錶

穿戴式智慧型手錶(如：Apple Watch Series2 太空黑

色不鏽鋼錶殼搭配黑色運動型錶帶，或同等品含以上)

一、配備 Force Touch 的 OLED Retina 顯示器(含以

上)。

二、陶瓷錶背。

三、Digital Crown。

四、心率感應器、加速感應器與陀螺儀。

五、環境光度感應器。

六、噴射排水揚聲器與麥克風。

七、Wi-Fi (802.11b/g/n 2.4GHz)。

八、藍牙 4.0。

九、長達 18 小時電池續航力3(含以上)。

十、防水 50 平方公尺(含以上)。

十一、watchOS 3(含以上) 。

十二、尺寸：高42.5 mm/寬36.4mm。

1 ST 19,000 19,000

AB-32 041
穿戴式智慧

型手錶

穿戴式智慧型手錶(如：GARMIN Forerunner® 735XT，或

同等品含以上)

一、功能：

(一)、手腕式心率監測，跑步時不用戴心跳帶也能測得正確

心率。

(二)、進階跑步動態與騎乘動態資訊：如步幅、觸地時間平

衡、移動參數、功率分佈、踩踏施力偏移等多項指標。

(三)、提供最大攝氧量、乳酸閾值、完賽預估和體能恢復建

議。

(四)、豐富藍牙連結3應用：智慧提示、自動上傳資料至

Garmin Connect™、即時位置追蹤等功能。

(五)、在Connect IQ™ 商店下載專屬個人的資料頁面、錶

面、小工具與應用程式。

二、硬體規格

(一)、操作介面：繁體中文。

(二)、機台尺寸：4.45 x 4.45 x 1.19公分。

(三)、螢幕尺寸：1.23吋。

(四)、螢幕解析度：215 x 180畫素。

(五)、螢幕類型：彩色螢幕。

(六)、重量：40.2公克。

(七)、電池種類：可充電式鋰電池。

(八)、防水等級：水下50公尺(含以上)。

(九)、電池效能(最長可達)：光學心率開啟：GPS省電模式

約21小時、GPS訓練模式約14小時、GPS+GLONASS開啟

約10小時、手錶模式(活動追蹤/智慧提示)約11天。

(十)、儲存空間：約80小時活動資料。

三、 配備

(一)、Forerunner 735XT主機。

(二)、USB傳輸充電線。

(三)、中文操作手冊。

1 ST 17,000 17,000

18,000 36,000 工管系AB-32 041
穿戴式智

慧型手錶

穿戴式智慧型手錶（如：Apple Watch，或同等品含

以上）

一、配備 Force Touch 的 Retina 顯示器。

二、陶瓷錶背。

三、Digital Crown。

四、心率感應器、加速感應器與陀螺儀。

五、環境光度感應器。

六、揚聲器與麥克風。

七、Wi-Fi (802.11b/g/n 2.4GHz)。

八、藍牙 4.0。

九、長達 18 小時電池續航力1。

十、防水2。

十一、watchOS 2

2 ST

由於之前的

規格不夠詳

細，因此加

以補充說明

欲購買2種穿

戴式智慧型

手錶的詳細

規格，總價

維持不變。

█規格

█單價
工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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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變更

事項

學校名稱：明志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說　　明
優先序 優先序

AB-

107
116

有機電致

暫態量測

系統

- 1 台 1,450,000 1,450,000
有機電子

研究中心

AB-

108
117

遠紅外線

光譜儀
- 1 台 1,420,000 1,420,000

有機電子

研究中心

AC-01 118

電子式成

份分析顯

微鏡

- 1 台 4,280,000 4,280,000
有機電子

研究中心

AC-02 119

有機發光

二極體用

高真空自

動換片系

統

- 1 台 2,950,000 2,950,000
有機電子

研究中心

119

1.激發光源內含 三種不同波長

(532nm;633nm;785nm)雷射

(1)100mW 532nm 固態綠光雷射及電源供應器出光

模式(Output Mode): TEMoo 給拉曼光譜使用

電熱降溫式冷卻裝置使操作溫度穩定含全像 Edge 濾

片各壹片、干涉濾片各壹片及其相關濾片與鏡座

(2)633nm氦氖雷射及電源供應器操作電壓3700V、操

作電流7mA TEM00之功率須達到18mW

出光模式(Output Mode): TEMoo 給拉曼光譜使用含

全像 Edge 濾片各壹片、干涉濾片各壹片及其相關濾

片與鏡座

(3)300mW 785nm 固態進紅外光雷射及電源供應器

出光模式(Output Mode): TEMoo 給拉曼光譜使用電

熱降溫式冷卻裝置使操作溫度穩定含全像 Edge 濾片

各壹片、干涉濾片各壹片及其相關濾片與鏡座

2.共軛焦顯微鏡

(1)Fiber Remote confocal Olympus Microscope 共

軛焦顯微鏡 測量拉曼頻率範圍: 低頻可至150cm-1,高

頻可到6000cm-1雷射直接導入螢光量測組件含螢光

量測用汞燈燈源及電源供應器,激發反射鏡白光光源可

達1 watt, 同軸點狀光三百萬畫素彩色影像偵測器可做

影像變化拍照鏡組切換影像及拉曼光譜含10、50及

100倍消像差 (achromatic) 物鏡各壹個

低溫裝置用長聚焦50倍接物鏡2米長光纖壹條, 直徑

100 microns core, FC接頭可連接至光譜儀

(2)開放式顯微鏡組件樣品台可作自動XYZ軸掃描平移

，並可做2D/3D映像‧X-Y軸解析度(Step size)≦0.5μ

m/step，Z軸解析度(Step size)≦0.5μm/step。自動

定位移動範圍: 至少200 x 100 mm , 含三軸控制器及

搖桿 (joystick), 可藉接物鏡作Z軸升降聚焦, 自動平台

可以架設低溫及大樣品做2D/3D映像量測.

3.拉曼量測光譜儀

(1)光譜儀焦距長0.55米光譜儀含尺寸76x76mm 三片

式光柵1800/1200/600gr/mm 驅動導光, 並可由電腦

控制自動更換使用光譜儀內含可拆卸光柵及反射光鏡

組電腦程式控制正面及側邊兩組入口狹縫from 0 ~

2mm (2μm/step)光譜儀解析度 (resolution): ≦

0.9cm-1 (FWHM半波寬)

4.多頻道電熱式冷卻之CCD檢測器

電熱式冷卻不須循環水或液態氮冷卻冷卻溫度≦- 60 °

C量測光譜範圍 : 200 – 1050 nm畫素尺寸: 1024 x

256 pixels & 26 x 26 micronsOpen Electrode front

illuminated chip感應晶片大小: 26.6 x 6.7 mm

5.訊號積分系統及操控軟体

6.雷射外部輸入光學組件

1 台 5,150,000 5,150,000AC-01

有機電

子研究

中心

█替換

原已編列之

四項設備另

規劃其他請

購方式，故

刪除四項設

備更改為”

有機光電材

料用拉曼光

譜”，此設

備能促使我

們更了解元

件製作所使

用之有機材

料特性，及

教導專題

生、研究生

拉曼光譜原

理、計算、

應用等。

有機光電材

料用拉曼光

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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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採購順序 優先序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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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單位年度發展計畫

關聯項目

與校中長程發展

計畫具體連結

第1批 AB-107 116 高溫爐

一、.外部尺寸:1400x1450x1300 mm(W x H x D)。

二、體積:24 L。

三、最高溫:1000度。

四、重量:400 Kg。

五、通氣裝置+流量計。

六、內部蒸餾尺寸::220x260x450 mm(W x H x D)。

七、內部尺寸:290x315x600 mm(W x H x D)。

八、功率:11 kW。

九、重量:400 kg。

十、電壓:400 V。

1 ST 1,260,000 1,260,000

在教學方面將應用於

大學部專題研究，以

提升教學品質和落實

專題實務課程；在研

究方面可建構優良儀

器設備使用環境，並

強化產學合作。

綠色能源電

池研究中心

1.3-化工-5落實專題實務課程

【化工-25】

3.1-化工-2 建構優良儀器設備

使用環境【化工-26】

3.5 -化工 -1 規劃 建立系所特

色產學研究中心【化工-27】

4.4-化工-2積極爭取產學合作

【化工-28】

策略三：典範研

究、務實致用

【校68-69】

第1批 AB-108 117 電池充放電

一、8個獨立頻道。

二、並聯: 8頻道最大120Amps (BCS-815)。

三、最大電壓(標準) : 0V to +10V (+9V for BCS-

815)。四、電流範圍(BCS-805): 100mA to 10uA, 5檔

位。

五、最小電流: 75uA。

六、輸入: 3個電位量測。

七、軟體永久免費更新。

八、接點:4極連結

九、溫度量測:每個頻道一組熱電偶。

十、電壓範圍: 0V 到 9V。

1 ST 1,100,000 1,100,000

運用於教學方面搭配

電池組裝測試，以提

升學生對電池組裝檢

測系統應用了解。

綠色能源電

池研究中心

1.3-化工-5落實專題實務課程

【化工-25】

3.1-化工-2 建構優良儀器設備

使用環境【化工-26】

3.5 -化工 -1 規劃 建立系所特

色產學研究中心【化工-27】

4.4-化工-2積極爭取產學合作

【化工-28】

4.3-化工-7 爭取科技部研究計

畫【化工-27】

策略三：典範研

究、務實致用

【校68-69】

第1批 AB-109 118 管狀爐

一、.高溫氣氛管狀爐可用氣体 N2、Ar、O2、

H2。

二、加熱區直徑: 100￠ 。

三、加熱區長: 300mm 。

四、使用溫度最高: 1550℃。

五、16 段升降溫程式控制 自動 PID 演算溫度異常

可警示及切斷電源功能。

六、石英管 80 x 75 x 1000mmL*2。

七、爐架烤漆:W600 x H700 x L1100mm。

1 ST 405,000 405,000

在教學方面將應用於

大學部專題研究電池

開發應用，以提升教

學品質和落實專題實

務課程；在研究方面

可建構優良儀器設備

使用環境和建立特色

中心，並強化產學合

作。

綠色能源電

池研究中心

1.3-化工-5落實專題實務課程

【化工-25】

3.1-化工-2 建構優良儀器設備

使用環境【化工-26】

3.5 -化工 -1 規劃 建立系所特

色產學研究中心【化工-27】

4.4-化工-2積極爭取產學合作

【化工-28】

4.3-化工-7 爭取科技部研究計

畫【化工-27】

策略三：典範研

究、務實致用

【校68-69】

$2,765,000

106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新增】

合計(一般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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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校　長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是 2017/6/12 12:03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7/6/12 12:00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是 2017/6/12 12:11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是 2017/6/12 12:00 當然委員

5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7/6/12 12:05 當然委員

6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是 2017/6/12 11:59 當然委員

7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7/6/12 12:17 當然委員

8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是 2017/6/12 12:04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海 e000044349 是 2017/6/12 11:59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王得貴 e000047381 是 2017/6/12 11:57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林義楠 e000044389 是 2017/6/12 12:02 推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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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材料系 教師代表 教授 程志賢 e000044445 是 2017/6/12 12:03 推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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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陳安哲 e000044376 是 2017/6/12 12:03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教授 陳心田 e000044388 是 2017/6/12 11:55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政道 e000047511 是 2017/6/12 11:55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進隆 e000047396 是 2017/6/12 11:53 推選委員

19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講師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7/6/12 11:59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是 2017/6/12 11:57 列席

21 研發處 研推組 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是 2017/6/12 12:00 列席

22 研發處 研推組 職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7/6/12 11:58 列席

23 機械系 職員 莊桂昌 e000044429 是 2017/6/12 11:53 列席

24 電機系 教師 副教授 王柏仁 e000044410 是 2017/6/12 12:00 列席

25 化工系 教師 副教授 蘇家弘 e000048194 是 2017/6/12 12:02 列席

26 工管系 教師 教授 阮業春 e000044407 否 出國參加研討會 列席

27 工設系 教師 助理教授 江潤華 e000044356 是 2017/6/12 12:02 列席

28 視傳系 教師 助理教授 林金祥 e000047400 是 2017/6/12 11:57 列席

105學年度第6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報　到　表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間：106年06月12日(星期)12:0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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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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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12:00～13:0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5 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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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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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柏仁老師、阮業春老師、江潤華主任、林金祥主任、蘇家弘主任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壹、 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會議主要為審議各單位變更資本門項目，請委員先預覽資料後 

再來開始討論，也請委員提供寶貴意見。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審議各單位申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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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本校各單位申請變更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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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單價 總價 

機械系 2 
AB-07-016   ● ●    

AB-11-020    ●  ● ● 

電機系 1 AB-64-073 ●       

工管系 1 AB-34-043    ●    

工設系 3 

AA-08-008    ● 【●】   

AA-09-009     【●】   

AB-38-047    ●    

視傳系 4 

AB-21-030   ●     

AB-23-032   ●     

AB-95-104   ●     

AB-97-106   ●     

化工系 2 
AA-05-005 ●       

AA-06-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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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 論： 

    一、部份變更項目內容有錯字或漏字，請修正或補上。 

    二、本次變更項目較多，未來應多加強事前規劃的作業，避免後續變更。 

    三、各項變更項目，應注意採購時效並避免延宕，尤其辦理替換的項目，務請掌握 

      採購進度，如有任何問題，務必與業管單位聯繫協調。 

 

  決 議：通過以上所有申請變更之項目，並請業管單位隨時掌握採購進度。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6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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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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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07-016

光學尺二

維幾何運

算器

一、PC Base Windows平台工作環境 

二、使用者圖形介面 

三、最多可支援四軸光學尺量測 

四、6吋黑白銀幕顯示 

五、數據資料匯出與匯入功能 

六、支援列印數據介面 

七、上述規格需同級品或以上

1 ST 150,000 150,000 機械系 AB-07-016

雙軸光學尺

幾何運算與

分析系統

一、微處理器。

(一)ACU-RITE介面。

(二)功能：點/線/圓/距離/角度/擺正/X軸/Y軸

/INS/ABS/mm/inch/正座標極座標/自動尋邊/自動手

動/寫程式/列印/儲存/呼叫記憶/校正/設定/預設/線性

誤差補償。

二、資料擷取用電腦系統。

三、配合原光學尺系統改為美規接頭。

四、原光學尺與讀頭檢查調整。

五、顯示系統安裝設定。

六、與原整體機台精度校正(附二級校正實驗室校正報

告)與調整。

七、上述規格需同級品或以上。

1 ST 150,000 150,000 機械系
█項目名稱

█規格

1.原光學尺系統接頭

為歐規，市場目前幾

何處理器已無歐規系

統

2.機台已老舊須精度

調校

3.在不增加預算額度

下，增加量測機台變

化性與穩定性，提升

教學實驗內涵。

AB-11-020 個人電腦

一、中央處理器 Intel I7-4790 3.6GHz/8M/HD4600/84W以

上

二、硬碟:1TB/SATA III/7200RPM及SSD Intel 540s系列

240G

三、記憶體:8G DDR3-1600 *2=16GB

四、光碟機

五、獨立顯卡NVIDIA GeForce GTX 1060  6G

六、可還原系統

七、22吋LED螢幕

八、上述規格須同級品或以上

2 ST 30,000 60,000 機械系 AB-11-020 個人電腦

一、Intel Core i7-6700

(3.20GHz ~3.60GHz/8M Quad-Core四核心)

二、系統碟:SSD 240 GB

三、資料碟:1TB/SATA III/7200RPM

四、主機板 Intel B150

五、記憶體(標準/最大/插槽)16GB/64GB/4 (DDR4-

2133)

六、顯示卡:NVIDIA GTX 1060-6G

七、光碟機DVD-RW

八、還原卡:網路衛士 V8.0以上)

九、電源供應器500W (80 PLUS)

十、22吋LED螢幕

十一、上述規格需同級品或以上

2 ST 40,750 81,500 機械系

█規格

█單價

█總價

1.已開請購單JF01E6

，因預算過低，已撤

案。

2.擬調整預算，與補

充規格。

AB-64-073
TIMS通訊

教學系統

一、簡易型訓練系統。

二、加法器模組。

三、音頻振盪器模組。

四、乘法器模組。

五、移相器模組。

六、正交分相器模組。

七、可調低通濾波器模組。

八、公用模組。

九、電壓控制振盪器模組。

十、序列產生器模組。

十一、正交公用模組。

十二、雙類比開關模組。

十三、雙脈波產生器。

十四、雜訊產生器。

十五、決定標誌。

十六、誤差計算通用模組。

十七、含電源線1條及測試線30條。

1 ST 467,725 467,725 電機系 AB-64-073 頻譜分析儀

一、 頻率範圍(Frequency range)：至少包含10HZ 到

40GHz。

二、 頻率解析度(Frequency resolution)：0.01 Hz。

三、 掃描時間(Sweep time)：1 μs到 16000 s。

四、 解析頻寬(Resolution bandwidth)：1 Hz 到 10

MHz。

五、 信號分析頻寬 (Signal analysis bandwidth)：28 MHz

(可擴充至160  MHz)。

六、 顯示平均雜訊準位 (Displayed average noise level

)：小於 –130 dBm。

七、 解析信號：(Analytic signal)：-154 dBm 到 30

dBm。

八、 可接收基頻I/Q資料。

九、 機台也可使用12V電池方式 作戶外移動量測。

十、 原廠保固3年

1 ST 467,725 467,725 電機系 █替換

5G行動通訊是下一代

的通訊系統，目前台灣

在5G已有多家業者投

入28GHz、38GHz、

60GHz等領域的研究

及產品開發，電機系的

無線寬頻實驗室有

8GHz以下的儀器設備

，缺少8GHz以上的高

頻儀器設備於教學及研

究上，希望能先購置此

信號產生器，結合混波

器及現有設備，訓練學

生最新通訊技術，培養

出具通訊實務能力之工

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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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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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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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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34-043

智慧型健

康照護心

率手錶

智慧型健康照護心律手錶（如：蓋德科技樂活天使智

慧型健康照護心律手錶GCare-700H，或同等品含以

上）

一、可安裝SIM卡通話。

二、主動訊息推播。

三、室內、室外定位。

四、心率、血壓、血氧量測。

五、雲端健康管理。

2 ST 14,500 29,000 工管系 AB-34-043

智慧型健康

照護心率手

錶

智慧型健康照護心律手錶（如：蓋德科技Senya守護

天使通話智慧型手錶800H，或同等品含以上）

一、外觀：金色合金、咖啡皮質錶帶。

二、螢幕：320*320、2.5D全彩觸控螢幕。

三、通訊規格：3G WCDMA、GSM。

四、作業系統：Android 4.4，支援OTA遠端更新。

五、電話卡：Nano SIM、快拆底蓋。

六、按鍵：紅色求救鍵、開關鍵、返回鍵。

七、無線通訊：Wi-Fi，BLE 4.0。

八、GSM：850/900/1800/1900。

九、WCDMA：850/2100。

十、GPS：有源陶瓷天線。

十一、感測器：光學心率、陀螺儀、加速計、GPS、

氣壓計。

十二、Sensor Hub：支持、提供心率、血管壓力、

跌倒等功能

　　　演算。

十三、電池：500mAh Li-ion，搭配磁性接觸充電

線。

十四、通話功能：有。

十五、防水等級：IP66。

十六、手機APP：提供手機APP，支援iOS、

Android。

十七、尺寸：45mm*40mm*14mm。

十八、加值590元銀髮行動安全健康月租關懷服務方

案。

十九、配件：充電變壓器插頭、充電線、說明書、保

固卡。

2 ST 14,500 29,000 工管系 █規格 原機型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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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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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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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08-008
線切割放

電加工機

一、機械本體：

(一)、工作台尺寸：600mm*400mm或(含)以上。

(二)、工作台行程：320mm*400mm或(含)以上。

(三)、最大切割厚度：400mm或(含)以上。

(四)、最大切割斜度/厚度：±3° / 70mm或(含)以上。

(五)、最大切割速度：100mm-180㎡/min或(含)以上。

(六)、加工精度：0.01mm或(含)更小。(七)、最大加工電流：10A或(含)以

上。

(八)、控制軸數：X,Y,U,V計四軸或(含)以上。

(九)、電極絲直徑：ψ0.2mm或(含)更小。(十)、傳輸介面：USB及網路。

二、附屬要求：

(一)、需安裝X,Y軸光學尺及顯示器(最小解析度0.005mm)或(含)更小。

(二)、Z軸具電動升降馬達，並有極限停止裝置。

(三)、運絲筒速度需有：(快/慢)切換開關，安裝於機構旁控制盒以利操作使

用。

(四)、機身需採用高剛性鑄件或米漢納鑄造組件及加寬底座。

(五)、需有導嘴導正電極絲裝置(與噴水板組合使用)或同等品。

(六)、電櫃及機台都有緊急停止開關裝置。

(七)、需有導電導輪機構或同等品。(八)、全機鈑金護罩及擋水板設計。

(九)、投標時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附正本型錄。

三、控制器功能或同等品(含以上)：

(一)、繪圖轉程式執行功能。(二)、自動加工與單段及跳段執行功能。

(三)、正逆軌跡加工。(四)、短路偵測回退停機功能。

(五)、線徑補償功能。(六)、加工執行中背後編輯功能。

(七)、路徑模擬功能。(八)、加工完了自動斷電功能。

(九)、斷線偵測停機功能。(十)、左右補正路徑補償。

(十一)、上下異形及錐度加工。

(十二)、需附人機介面在window 系統下執行以下功能。

1、參數設置功能。2、條件設定組號。

3、斷絲警示，左右極限，高低速，緊急停止燈號輔助功能。

4、智慧型材質，加工條件編輯功能。5、與加工畫面切換操作。

6、平面式鍵盤按鍵設計。7、採工業級研華主機板。

四、保固條件：全機保固一年或(含)以上。

五、教育訓練：8小時或(含)以上。

1 台 750,000 750,000 工設系 AA-08-008
線切割放電

加工機

一、機械本體：

(一)、工作台尺寸：600mm*400mm或(含)以上。

(二)、工作台行程：320mm*400mm或(含)以上。

(三)、最大切割厚度：400mm或(含)以上。

(四)、最大切割斜度/厚度：±3° / 70mm或(含)以上。

(五)、最大切割速度：100mm-180㎡/min或(含)以上。

(六)、加工精度：0.01mm或(含)更小。(七)、最大加工電流：5A或(含)以上。

(八)、控制軸數：X,Y,U,V計四軸或(含)以上。

(九)、電極絲直徑：ψ0.2mm或(含)更小。(十)、傳輸介面：USB及網路。

二、附屬要求：

(一)、需安裝X,Y軸光學尺及顯示器(最小解析度0.005mm)或(含)更小。

(二)、Z軸具電動升降馬達，並有極限停止裝置。

(三)、運絲筒速度需有：(快/慢)切換開關，安裝於機構旁控制盒以利操作使

用。

(四)、機身需採用高剛性鑄件或米漢納鑄造組件及加寬底座。

(五)、需有導嘴導正電極絲裝置(與噴水板組合使用)或同等品。

(六)、電櫃及機台都有緊急停止開關裝置。

(七)、需有導電導輪機構或同等品。(八)、全機鈑金護罩及擋水板設計。

(九)、投標時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附正本型錄。

三、控制器功能或同等品(含以上)：

(一)、繪圖轉程式執行功能。(二)、自動加工與單段及跳段執行功能。

(三)、正逆軌跡加工。(四)、短路偵測回退停機功能。

(五)、線徑補償功能。(六)、加工執行中背後編輯功能。

(七)、路徑模擬功能。(八)、加工完了自動斷電功能。

(九)、斷線偵測停機功能。(十)、左右補正路徑補償。

(十一)、上下異形及錐度加工。

(十二)、需附人機介面在window 系統下執行以下功能。

1、參數設置功能。2、條件設定組號。

3、斷絲警示，左右極限，高低速，緊急停止燈號輔助功能。

4、智慧型材質，加工條件編輯功能。5、與加工畫面切換操作。

6、平面式鍵盤按鍵設計。7、採工業級研華主機板。

四、保固條件：全機保固一年或(含)以上。

五、教育訓練：8小時或(含)以上。

1 ST 750,000 750,000 工設系
█規格

█單位

1.規格一、機械本體

，第七項：最大加工

電流：10A或(含)以

上，經詢問市面其他

同級品設備皆為5A

或(含)以上，擬修改

5A較為適當。

2.單位：(台)修改為

(ST)，與請購單單位

一致。

第 62 頁，共 122 頁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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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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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09-009 平面磨床

一、機械本體：

(一)、工作台面積：150mm*457mm或(含)以上。

(二)、最大研磨長度×寬度：450mm*150mm或(含)以上。

(三)、主軸中心與工作台面距離：455mm或(含)以上。

(四)、砂輪尺寸(外徑×厚度×孔徑)：180mm*13mm*31.75mm或

同等品。

(五)、鞍座前後手輪每轉進給量：5mm或同等品。

(六)、鞍座前後手輪每刻度進給量：0.02mm或(含)以下。

(七)、砂輪上下手輪每轉進給量：1mm或(含)以下。

(八)、砂輪上下手輪每刻度進給量：0.005 mm或(含)以下。

(九)、工作台手動最大行程：475mm或(含)以上。

(十)、鞍座手動最大行程：175mm或(含)以上。

(十一)、砂輪馬達：60Hz/220V或同等品。

(十二)、砂輪主軸驅動轉速：3450rpm或(含)以上。

(十三)、永久磁盤尺寸(pitch：1+1mm)：150mm*450mm或(含)

以上。

二、附屬要求：

(一)、鞍座、工作台、底座、立柱等均採用(米漢那高級鑄鐵)或同等

品。

(二)、鞍座滑軌採用雙V型設計，並有Trucite B耐磨滑片或同等

品。

(三)、各螺桿及前後、升降導軌皆需配合使用(自動循環強制潤滑系

統)或同等品。

(四)、永久潤滑之主軸採用套筒式設計或同等品。

(五)、油壓箱須附冷卻風扇。

(六)、左右、前後軌道貼附耐磨片後精密刮花或同等品。

(七)、砂輪罩需用金屬製品可吸著磁性座。

(八)、主軸採用P4級斜角滾珠或滾柱軸承(歐、美、日製品或同級

品)需附P4級品檢證明。

(九)、左右自動進刀、前後自動進刀、上下快送，手動進刀。

(十)、光學尺一軸+顯示器。

三、教育訓練8小時或(含)以上。

四、提供全機一年保固或(含)以上。

1 台 350,000 350,000 工設系 AA-09-009 平面磨床

一、機械本體：

(一)、工作台面積：150mm*457mm或(含)以上。

(二)、最大研磨長度×寬度：450mm*150mm或(含)以上。

(三)、主軸中心與工作台面距離：455mm或(含)以上。

(四)、砂輪尺寸(外徑×厚度×孔徑)：180mm*13mm*31.75mm或

同等品。

(五)、鞍座前後手輪每轉進給量：5mm或同等品。

(六)、鞍座前後手輪每刻度進給量：0.02mm或(含)以下。

(七)、砂輪上下手輪每轉進給量：1mm或(含)以下。

(八)、砂輪上下手輪每刻度進給量：0.005 mm或(含)以下。

(九)、工作台手動最大行程：475mm或(含)以上。

(十)、鞍座手動最大行程：175mm或(含)以上。

(十一)、砂輪馬達：60Hz/220V或同等品。

(十二)、砂輪主軸驅動轉速：3450rpm或(含)以上。

(十三)、永久磁盤尺寸(pitch：1+1mm)：150mm*450mm或(含)

以上。

二、附屬要求：

(一)、鞍座、工作台、底座、立柱等均採用(米漢那高級鑄鐵)或同等

品。

(二)、鞍座滑軌採用雙V型設計，並有Trucite B耐磨滑片或同等品。

(三)、各螺桿及前後、升降導軌皆需配合使用(自動循環強制潤滑系

統)或同等品。

(四)、永久潤滑之主軸採用套筒式設計或同等品。

(五)、油壓箱須附冷卻風扇。

(六)、左右、前後軌道貼附耐磨片後精密刮花或同等品。

(七)、砂輪罩需用金屬製品可吸著磁性座。

(八)、主軸採用P4級斜角滾珠或滾柱軸承(歐、美、日製品或同級

品)需附P4級品檢證明。

(九)、左右自動進刀、前後自動進刀、上下快送，手動進刀。

(十)、光學尺一軸+顯示器。

三、教育訓練8小時或(含)以上。

四、提供全機一年保固或(含)以上。

1 ST 350,000 350,000 工設系 █單位

單位：(台)修改為

(ST)，與請購單單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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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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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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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38-047

手持式3D

攝影掃描

系統

一、採用手持式非雷射光源，藍光二極體(LED)3D掃

描器。

二、具備表面彩色貼圖能力24bpp(24位元色彩品質

或更佳)，紋理解析度至1.3mp(1,300,000 pixels)或

(含)以上。

三、介面Interface：USB2.0或(含)以上。

四、攝影掃描點速度：1,000,000點/秒或(含)以上。

五、3D解析度：0.1mm或(含)以下；3D資料精度：

0.05mm或(含)以下；3D整體精度：100cm降低

0.03％或(含)以下。

六、輸出資料格式：ply，.obj，.stl，.rml。

七、掃描工作距離：最遠可達0.35m或(含)以上，最

近可達0.17m或(含)以下；掃描有效角度FOV / 高 ×

角度30 x 21°或(含)以上。

八、掃描資料擷取時間：0.0005s或(含)以下；掃描頻

率：7.5fps或(含)以上；掃描範圍(H × W)，遠近距離

範圍180mm  x 140mm ~ 90mm x 70mm。

九、系統須可無需貼標籤模式掃描；預視掃描範圍內

容，自動結合所有多次掃描資料，不需人工判斷定

位。

十、掃描系統具資料庫管理架構，可隨時更換/刪除/

修正任何一次不滿意資料。

十一、針對3D掃描點群可做快速補破洞功能並進行色

彩貼圖。

十二、教育訓練8小時或(含)以上。

十三、提供全機一年保固或(含)以上。

1 ST 980,000 980,000 工設系 AB-38-047
手持式3D攝

影掃描系統

一、採用手持式非雷射光源，藍光二極體(LED)3D掃

描器。

二、具備表面彩色貼圖能力24bpp(24位元色彩品質

或更佳)，紋理解析度至1.3mp(1,300,000 pixels)或

(含)以上。

三、介面Interface：USB2.0或(含)以上。

四、攝影掃描點速度：1,000,000點/秒或(含)以上。

五、3D解析度：0.1mm或(含)以下；3D資料精度：

0.05mm或(含)以下；3D整體精度：100cm降低

0.03％或(含)以下。

六、輸出資料格式：ply，.obj，.stl，.wrl(VRML檔案

格式)。

七、掃描工作距離：最遠可達0.3m或(含)以上，最近

可達0.2m或(含)以下；掃描有效角度FOV / 高 × 角度

30 x 21°或(含)以上。

八、掃描資料擷取時間：0.0005s或(含)以下；掃描頻

率：7.5fps或(含)以上；掃描範圍(H × W)，遠近距離

範圍180mm  x 140mm ~ 90mm x 70mm。

九、系統須可無需貼標籤模式掃描；預視掃描範圍內

容，自動結合所有多次掃描資料，不需人工判斷定

位。

十、掃描系統具資料庫管理架構，可隨時更換/刪除/

修正任何一次不滿意資料。

十一、針對3D掃描點群可做快速補破洞功能並進行色

彩貼圖。

十二、教育訓練8小時或(含)以上。

十三、提供全機一年保固或(含)以上。

1 ST 980,000 980,000 工設系 █規格

1.規格第六項：

由於本系所要求之3D攝影

掃描系統須有攫取彩色能

力，VRML對於3D掃描所

產生的點雲資料亦可記錄

與呈現，且資料是帶有色

彩(R、G、B)的資訊，故

在輪出檔案格式具體要求

能輸出VRML檔案格式，

附檔名為.WRL而非rml。

2.規格第七項：

使用便利為掃描設備評估

點之一，針對掃描設備與

被測物之間的距離，原先

定義規格為0.17~0.35m

，

調整為0.2~0.3m, 使得掃

描設備可在0.1m內移動即

可，縮短其工作距離範圍

以提升精確度。

AB-21-030 主播台

一、造型主播台：客製化訂作尺寸長200公分x深75公

分x高105公分同等品或以上，需提供設計圖。

二、43吋液晶螢幕同級品或以上。

(一)、防眩光面板。

(二)、Full HD解析度1920x1080像素。

(三)、動態對比：百萬比一。

(四)、24P真實電影播放模式。

(五)、3D環場立體聲Dolby Digital。

(六)、USB 多媒體播放(音樂mp3/圖片jpg/影像

MPEG4)。

(七)、數位影音端子HDMIx3。

三、22吋互動手寫觸控液晶螢幕同級品或以上。

(一)、USB及DVI-I界面。

(二)、附至少 2 支筆：壓力感應、無線、免電池。

(三)、壓力筆(筆尖與橡皮)：感壓級數2048或以上。

(四)、觸控列可以 2 指或多指感應。

(五)、HD 顯示器解析度高達 1920x1080像素。

(六)、傾斜感應範圍需達 60º。

(七)、旋轉腳座可調角度達 180 度。

1 ST 180,000 180,000 視傳系 AB-21-030 E化教學設備

一、造型主播台：客製化訂作尺寸長200公分x深75公

分x高105公分同等品或以上，需提供設計圖。

二、43吋液晶螢幕同級品或以上。

(一)、防眩光面板。

(二)、Full HD解析度1920x1080像素。

(三)、動態對比：百萬比一。

(四)、24P真實電影播放模式。

(五)、3D環場立體聲Dolby Digital。

(六)、USB 多媒體播放(音樂mp3/圖片jpg/影像

MPEG4)。

(七)、數位影音端子HDMIx3。

三、22吋互動手寫觸控液晶螢幕同級品或以上。

(一)、USB及DVI-I界面。

(二)、附至少 2 支筆：壓力感應、無線、免電池。

(三)、壓力筆(筆尖與橡皮)：感壓級數2048或以上。

(四)、觸控列可以 2 指或多指感應。

(五)、HD 顯示器解析度高達 1920x1080像素。

(六)、傾斜感應範圍需達 60º。

(七)、旋轉腳座可調角度達 180 度。

1 ST 180,000 180,000 視傳系 █項目名稱

原採購項目不變，為

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

料號名稱顯示及日後

各項資料一致，因此

修正其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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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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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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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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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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23-032
虛擬實際

互動設備

一、左右眼配備的各1080x1200像素螢幕(共

2160x1200)。

二、更新頻率每秒90影格。

三、顯示器側面附音源插孔可連結耳機。

四、迴轉儀、加速度感測器和雷射定位感應器能夠相

互搭配，在雙軸中以高達1/10度的準確性追蹤頭部旋

轉。

五、雙手各自配備的人體工學虛擬實境遊戲控制器可

運用虛擬物件並與虛擬世界互動。

六、每個控制器都會進行空間定位。

七、介面：HDMI 1.4b、USB 2.0。

八、顯示器與Steam VR基地台(lighthouse)搭配使用

，追蹤實際位置(最大15英呎x15英呎)。

九、支援遊戲引擎開發模組：Unity、Unreal DK。

十、VR頭戴顯示器教學範例。

十一、上述規格可同等品或以上。

1 　ST 39,000 39,000 視傳系 AB-23-032
虛擬實境互

動軟體

一、左右眼配備的各1080x1200像素螢幕(共

2160x1200)。

二、更新頻率每秒90影格。

三、顯示器側面附音源插孔可連結耳機。

四、迴轉儀、加速度感測器和雷射定位感應器能夠相

互搭配，在雙軸中以高達1/10度的準確性追蹤頭部旋

轉。

五、雙手各自配備的人體工學虛擬實境遊戲控制器可

運用虛擬物件並與虛擬世界互動。

六、每個控制器都會進行空間定位。

七、介面：HDMI 1.4b、USB 2.0。

八、顯示器與Steam VR基地台(lighthouse)搭配使用

，追蹤實際位置(最大15英呎x15英呎)。

九、支援遊戲引擎開發模組：Unity、Unreal DK。

十、VR頭戴顯示器教學範例。

十一、上述規格可同等品或以上。

十 二、軟體永久授權。

1 　ST 39,000 39,000 視傳系
█項目名稱

█規格

原採購項目不變，為

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

料號名稱顯示及日後

各項資料一致，因此

修正其項目名稱，並

於規格中補充第十二

項軟體授權年限。

AB-95-104

虛擬實境

開發展示

工作站

一、處理器：Intel i7-6700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核心晶片組：NVIDIA GTX1080或同等品(含)以

上。

三、記憶體：32G DDR3或同等品(含)以上。

四、硬碟機(一)：256G SSD或同等品(含)以上。

五、硬碟機(二)：2TB 7200或同等品(含)以上。

六、螢幕。

七、鍵盤與滑鼠。

八、三年保固。

1 ST 73,000 73,000 視傳系 AB-95-104
電腦繪圖工

作站

一、處理器：Intel i7-6700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核心晶片組：NVIDIA GTX1080或同等品(含)以

上。

三、記憶體：32G DDR3或同等品(含)以上。

四、硬碟機(一)：256G SSD或同等品(含)以上。

五、硬碟機(二)：2TB 7200或同等品(含)以上。

六、螢幕。

七、鍵盤與滑鼠。

八、三年保固。

1 ST 73,000 73,000 視傳系 █項目名稱

原採購項目不變，為

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

料號名稱顯示及日後

各項資料一致，因此

修正其項目名稱。

AB-97-106

VR 360環

拍開發系

統

一、1x Omni Sync Rig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6x HERO4 Black攝影機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6x HERO4 Black攝影機電池或同等品(含)以上。

四、6x GoPro Mini USB線或同等品(含)以上。

五、6x GoPro鏡頭蓋或同等品(含)以上。

六、6x 32GB microSD卡。

七、6x microSD讀卡機。

八、1x GoPro Smart Remote或同等品(含)以上。

九、1x 7-port USB集線器。

十、1x Switronix Hypercore-98S電池或同等品(含)

以上。

1 ST 195,000 195,000 視傳系 AB-97-106 彩色攝影機

一、1x Omni Sync Rig或同等品(含)以上。

二、6x HERO4 Black攝影機或同等品(含)以上。

三、6x HERO4 Black攝影機電池或同等品(含)以上。

四、6x GoPro Mini USB線或同等品(含)以上。

五、6x GoPro鏡頭蓋或同等品(含)以上。

六、6x 32GB microSD卡。

七、6x microSD讀卡機。

八、1x GoPro Smart Remote或同等品(含)以上。

九、1x 7-port USB集線器。

十、1x Switronix Hypercore-98S電池或同等品(含)

以上。

1 ST 195,000 195,000 視傳系 █項目名稱

原採購項目不變，為

配合本校請購系統之

料號名稱顯示及日後

各項資料一致，因此

修正其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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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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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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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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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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05-005
高壓反應

系統

一、槽身材質 : SUS316

二、尺寸 : IDφ165mm x 290Hmm

三、工作壓力 : -1~10 Kg/cm2

四、工作溫度 : 350 ℃

五、材質 : SUS316 蓋板, 蓋板 Gascket 材質石墨 Spiral

六、傳動部份 :1/2Hpx220Vx60Hzx3φ EG3齒輪減速機, 齒

輪式高扭力傳動皮帶及SUS傳動架, NSO-L4F 平衡型機械軸

封, 耐壓 30Kg/cm2 O Ring 採用 Dupont - KALEZ 材質, 耐

溫350℃.                                                                           七、脫

灰槽 : 材質 : SUS316；尺寸 : IDφ165mm x 290Hmm；工

作壓力 : -1~10 Kg/cm2；工作溫度 : 350 ℃；SUS316 蓋

板, 蓋板 Gascket 材質石墨 Spiral.

八、加熱系統 :3Kw x 220V Bend heater + 銅質均熱櫬套；

SUS304 架台；swagelock 高壓管件；ball valve , needle

valve & safety valve；0~30 Kg/cm2 壓力表 x 1；真空表

x 1；SUS316入料口採用 Plug type；底排閥 φ9 Y type

SUS316L(Flush Type)；200W Heater for Flush Valve

RIBBON + ANCHOR AGITATOR x 1

九、附屬設備 : SUS316 PACKING COLUMN φ1"x500L；

SUS316 CONDENSER TUBE 25Ax350L；2Liter receiver

SUS316 with Sight Glass；2Liter Vacuum trap SUS316；

Ulvac Pirani gauge Range: 0.003 ~ 20 torr；Sensor +

sensor port；Vacuum pump : Ulvac GLD-200；Cap.

200l/min；G.V. closed 0.0005 Torr；G.V. opened 0.05

Torr；控制盤x1

1 台 1,460,000 1,460,000 化工系 AA-05-005
示差掃描量

熱儀(DSC)

一、熱流式設計Heat flux：樣品與參比須位於同一爐體中

二、溫度範圍：-180 to 725℃(依搭配冷卻系統而定)

三、主機觸控面板：1.可直接確認量測進行中的熱流曲線結果；2.

可直接確認儀器錯誤訊息；3.可直接設定並確認實驗步驟進度；4.

可直接進行校正程序；5.可未來擴充撥放教學影片

四、溫度正確度：± 0.1°C

五、溫度精密度：± 0.01 °C

六、熱焓精確性(基於標準金屬銦) ：± 0.1%

七、基線平坦度(Flatness) ：< 100uW

八、基線再現性 (Repeatability) (-50 to 300℃) ：<40uW

九、爐體材質：爐壁與爐底採用銀金屬製成，外側纏繞白金加熱線

圈，可用玻璃纖維刷清潔爐體內部汙染。

十、爐體構造：1.爐壁與爐中心各有一對熱電偶；2.參考盤與樣品

盤處下方各有一對面積接觸式熱電偶.可直接量測溫度變化

十一、氣體流量控制：具內建數位式氣體質流控制器，可由軟體控

制自動切換選擇氣體種類並進行流量控制, 並可全程記錄流量。

十二、專利Modulated DSC功能：1.可分析出不明顯之訊號，也可

以直接得到比熱結果。比熱的測量不需要進行空白基線實驗，不需

使用傳統空盤-樣品-藍寶石，3次實驗；2.可對樣品施加正弦加熱溫

seconds；3.信號處理必須是即時進行的，通過在主機處理器即時

進行傅立葉轉換得到，而不是整個實驗後進行處理；4.即時信號是

連續的，通過正弦的加熱速率得到，而不是通過升溫恒溫過程得

到。

十三、控制軟體：分析軟體為具版權之開放軟體。

十四、溫控系統：1. 低溫機械製冷降溫系統；2. 機械冷卻用乾燥

器。

十五、附件：1. 溫度標準品；2. 熱容校正標準品；3. 樣品盤；4. 爐

子清理刷；5. 標準曲線型鑷子；6. 樣品壓片機；7. 資料處理器。

1 台 1,450,000 1,450,000 化工系 █替換

塑膠高值化研究團隊發

展方向主要為:化學改

質合成與塑料摻混技術

開發。為配合產業發展

步調，擬提高塑料摻混

技術研發比重，故取消

購置兩項反應系統(高

壓反應系統(AA-05)與

聚酯合成反應系統

(AA-06))。改購置項目

如下所示：

(1) 示差掃描量熱儀：

量測混摻之新式膠料的

物理性質。

(2) 側進料系統：搭配

現有雙螺桿押出機，提

升機能。

(3) 自動電位滴定儀：

檢測樣品酸鹼度值。

(4) 容積式卡式水分

儀：檢測樣品水分含

量。

(5) 粉碎機：廢棄塑料

回收再製新膠料，發展

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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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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06-006
聚酯合成

反應系統

一、槽身材質 : SUS316

二、尺寸 : IDφ165mm x 290Hmm

三、工作壓力 : -1~10 Kg/cm2

四、工作溫度 : 350 ℃

五、材質 : SUS316 蓋板, 蓋板 Gascket 材質石墨 Spiral

六、傳動部份 :1/2Hpx220Vx60Hzx3φ EG3齒輪減速機, 齒

輪式高扭力傳動皮帶及SUS傳動架, NSO-L4F 平衡型機械軸

封, 耐壓 30Kg/cm2 O Ring 採用 Dupont - KALEZ 材質, 耐

溫350℃.                                                                           七、祛

水段 : 材質 : SUS316；尺寸 : IDφ165mm x 290Hmm；工

作壓力 : -1~10 Kg/cm2；工作溫度 : 350 ℃；SUS316 蓋

板, 蓋板 Gascket 材質石墨 Spiral.

八、單體回收段 : 材質 : SUS316；尺寸 : IDφ165mm x

290Hmm；工作壓力 : -1~10 Kg/cm2；工作溫度 : 350

℃；SUS316 蓋板, 蓋板 Gascket 材質石墨 Spiral.

八、加熱系統 :3Kw x 220V Bend heater + 銅質均熱櫬套；

SUS304 架台；swagelock 高壓管件；ball valve , needle

valve & safety valve；0~30 Kg/cm2 壓力表 x 1；真空表

x 1；SUS316入料口採用 Plug type；底排閥 φ9 Y type

SUS316L(Flush Type)；200W Heater for Flush Valve

RIBBON + ANCHOR AGITATOR x 1

九、附屬設備 : SUS316 PACKING COLUMN φ1"x500L；

SUS316 CONDENSER TUBE 25Ax350L；2Liter receiver

SUS316 with Sight Glass；2Liter Vacuum trap SUS316；

Ulvac Pirani gauge Range: 0.003 ~ 20 torr；Sensor +

sensor port；Vacuum pump : Ulvac GLD-200；Cap.

200l/min；G.V. closed 0.0005 Torr；G.V. opened 0.05

Torr；控制盤x1；數位控制器；遠端數位監控

1 台 1,100,000 1,100,000 化工系 AA-06-006(1)側進料系統

一、動力系統

    (1)馬達功:0.75 kW

    (2)轉速控制:變頻器

二、料缸系統

    (1)螺桿轉速:20-185rpm

    (2)螺桿直徑:24mm

    (3)材質:氮化鋼

三、料斗容積:3.5L

四、螺桿型式:T型

五、水平攪拌器:1座

六、機座:1件

1 台 500,000 500,000 化工系 █替換 蘇家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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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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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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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06-006(2)
自動電位滴

定儀

一、量測範圍：電位：(±2,000 mV)；溫度：(-20-

130度)；解析度: (0.1mV)。二、滴定模式：當量點滴

定(EQP)、終點滴定(EP)、學習滴定(Learn

Titration)、手動滴定、空白值滴定(Blank)等。

二、至少可設定5組方法。

三、操作方式：彩色觸控式螢幕，可直接操作滴定儀

並可選擇顯示中或英文語言；具有多工功能(滴定過程

中可回到桌面並執行其他功能操作)。

四、滴定方法：當量點滴定、終點滴定、當量點滴的

標定、電極量測、電極校正、學習滴定、當量點的空

白值滴定、終點的空白值滴定等。

五、滴定控制方法：具有「標準」、「快速」、「緩

慢」、使用者定義等的滴定方式，如動態體積添加控

制、固定添加速度控制。

六、顯示方式：可於滴定過程同時顯示滴定曲線(體

積、電位、一次微分曲線或其他單位分析結果)。

七、智慧型自動滴定管組：可擴充之滴定座；滴定容

量(1mL、5mL、10mL、20mL等)；解析度

(1/20,000)；內建RFID晶片(可自動辨識滴定液類型、

濃度)。

八、滴定槽：至少可放置100mL燒杯，且為密閉式系

統(可防止溶劑揮發)。

九、攪拌器：螺旋槳於滴定架上，轉速至少3800

rpm；滴定前有自動混和樣品功能。

十、資料庫：每次電極每次校正或滴定液標定後，斜

率、力價值等(含日期時間)自動輸入資料庫儲存。

1 台 220,000 220,000 化工系 █替換 蘇家弘主任

AA-06-006(3)
容積式卡氏

水分儀

一、量測範圍：電位：(±2,000 mV)；溫度：(5至40

度)；解析度: (0.1mV)；誤差：(2 mV)。

二、水分量測範圍：100 ppm至100%。 三、至少可

設定5組方法。

三、操作方式：觸控式面板直接操作儀器，無須外接

鍵盤。

四、螢幕顯示：彩色顯示。

五、可選擇顯示中(含簡中)或英文語言。

六、具有多工功能(滴定過程中可回到桌面並執行其他

功能操作)。

七、曲線顯示方式：E-C, E-t, C-t, drift-t, water

count-t。

八、結果輸出：USB(CSV&PDF)、網路儲存

(CSV&PDF)、網路印表機，並可重新計算分析結果。

九、智慧型自動滴定管組：解析度(1/20,000)；內建

RFID晶片(可自動辨識滴定液類型、濃度)。

十、滴定槽：至少可放置150mL燒杯並於主機內內建

磁石攪拌器，攪拌速度至少1050 rpm。

十一、可自動辨識滴定管、泵、印表機，若沒開機或

正確裝上機器會自動提醒使用者。

十二、內建線上求助功能，可提醒分析人員位如何進

行問題排除。

1 台 185,000 185,000 化工系 █替換 蘇家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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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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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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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06-006(4)粉碎機

一、靜音型機種：不鏽鋼機體以隔音棉全包覆。

二、五面活動門方便操作。

三、馬力：7.5hp。

四、粉碎口徑：300*260cm。

五、刀數：2x6。

六、機械尺寸：1500x830x1450 mm。

1 台 205,000 205,000 化工系 █替換 蘇家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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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是 2017/10/27 12:06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7/10/27 12:01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否 出席其他會議 當然委員

3

(代)
學務處 課外組組長 助理教授 陳順基 e000044390 是 2017/10/27 11:58

代理學務長

出席會議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是 2017/10/27 12:02 當然委員

5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7/10/27 13:00 當然委員

6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否 出席其他會議 當然委員

6

(代)
圖資處 副圖資長 助理教授 王學中 e000044375 是 2017/10/27 11:53

代理圖資長

出席會議

7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7/10/27 12:02 當然委員

8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是 2017/10/27 12:09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添益 e000044399 是 2017/10/27 11:57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郭慶祥 e000044436 是 2017/10/27 12:03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志良 e000048095 是 2017/10/27 12:03 推選委員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朱良 e000044371 是 2017/10/27 11:58 推選委員

13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林伯勳 e000049203 是 2017/10/27 12:00 推選委員

14 材料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劉定宇 e000048671 是 2017/10/27 12:00 推選委員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鄭明顯 e000044400 是 2017/10/27 12:11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林裕勛 e000044499 是 2017/10/27 12:12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林恆毅 e000044477 是 2017/10/27 12:03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莊妙仙 e000047390 是 2017/10/27 11:56 推選委員

19
通識教育

中心
教師代表 副教授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7/10/27 11:59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否 出席其他會議 列席

21 研發處 研推組 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是 2017/10/27 12:06 列席

22 研發處 研推組 職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7/10/27 11:53 列席

23 化工系 教師 副教授 蘇家弘 e000048194 是 2017/10/27 11:55 列席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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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第1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報　到　表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間：106年10月27日(星期五)12: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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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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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12:00～13:3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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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添益老師、郭慶祥老師、王志良老師 

   朱 良老師、林伯勳老師、劉定宇老師、鄭明顯老師、林裕勛老師、林恆毅老師 

   莊妙仙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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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會議主要是來討論規劃 107 年度獎補助經費預估申請的金額及各

項比例等事項。此外，107 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上也有部份的變動，

等會研發處會跟各位委員報告，請各位委員可以踴躍提出建議。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事項討論。 

二、106-107學年度新任委員： 

任期：106.08.01-108.07.31 

序號 單位 委員姓名 序號 單位 委員姓名 

1 機械系 王添益老師 7 工管系 鄭明顯老師 

2 電機系 郭慶祥老師 8 經管系 林裕勛老師 

3 電子系 王志良老師 9 工設系 林恆毅老師 

4 化工系 朱 良老師 10 視傳系 莊妙仙老師 

5 環安衛系 林伯勳老師 11 通識教育中心 劉小篔老師 

6 材料系 劉定宇老師    

 

三、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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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預估規劃版本  

2 中長程發展計畫書 秘書室   

3 單位 107 年度發展計畫 研發處   

4 經常門相關辦法 研發處   

5 專責小組 

組織辦法、成員

名單、會議記錄

(含簽到表) 

研發處 
註明服務系所／單位、

職級、行政職務 

 

6 請採購規定、作業流程 總務處  

請於 11/10(五)提供

左述資料之電子檔

(word 格式)給研發處 
7 

內部專兼

任稽核人

員 

選任或組成機制 

秘書室 

辦法 

稽核人員名單 
註明服務系所／單位、

職級、行政職務 

稽核人員相關背

景及專長說明 
請條列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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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查本校化工系申請變更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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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擬申請變更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理由說明如附件所示，請各位委員審議。 

申請變更 

單位 

變更 

件數 

變更項目 

優先序 
申請變更事項簡要說明 

化工系 2 

AA-04-004 
兩項項目改為合併採購，故變更其原項目名稱及規格內

容，合併採購後其預算亦合併，變更理由如附件所示。 AA-06-006(1) 

 
  委員建議：106年度獎補助已屆年底結案，對於現在還在變更的項目，請研發處務必於後

續追蹤其採購進度，亦請變更申請單位隨時回報進度，如有碰到任何困難，請

立即通知相關單位協助處理，務必趕在年底前採購進來，才不會影響教學及研

究進度。 

  決  議：通過化工系上述二項變更案之申請，請於會後立即開立請購單。 

 

 

 

 

 

  提案二：檢討本校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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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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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大致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及單

位年度工作計畫，以強化系科辦學績效指標及

系所辦學特色為主；所附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能彰顯其分配程序及使用原則，以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之教學儀器設備及改進教學項目為優

先。 

➢研發處 感謝委員意見。 

2 

依 pp.37-39 列述之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資本

門經費分配係由各教學單位提報，並排列採購

優先序，經系院整合後，再提專責小組考核決

定。此一作業有助於直接落實至教學單位發

展，惟對於全校性基礎發展之教學設備、跨院

系整合型之教學基礎建設、創新教學之共同設

備等規劃，能否發揮實質經費運用效益，仍待

觀察與評估。 

➢研發處 

感謝委員意見。 

將於 107年度約每半年左右針對經費運用

情形與效益，進行追蹤與管考，以確實達

成 PDCA 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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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3 

106 年度經常門支用規劃與校務發展計畫之關

聯性連結，宜再全盤檢視，以求密切契合，例

如：p.36「新聘教師薪資」對應至校務發展「策

略 6：精進校務、追求至善」，其關聯性不易理

解。 

➢人事室 

感謝委員意見。 

(1)p.36「新聘教師薪資」乃對應至校務發

展計畫書之「策略 6：精進校務、追求至

善」，其子計畫 6.3：「標竿學習」項下之

行動方案 6.3.2：「提升助理教授以上高階

師資比例」，藉由新聘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

來提升本校高階師資比例。 

(2)107 年度之經常門支用規劃，將更明確

表達與校務發展計畫，以避免造成不易理

解之情況。 

4 

學校檢送之專責小組會議紀錄附件資料中，未

見各教學單位所提供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支

用計畫，各教學單位提供之採購項目及優先序

審查紀錄，宜隨同會議紀錄一併備查，以彰顯

其完整規劃之內涵。 

➢研發處 

感謝委員意見。 

107 年度函報資料時，會一併將各教學單

位編列預算所附之採購項目及優先序審查

紀錄附上備查。 

5 

106 年 2 月 7 日修訂版「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小

組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本小組會議之決

議，應有全體稽核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稽

核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重要事項』之

決議，應有出席稽核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行之」，為避免日後運作爭議，其所謂「重要事

項」之定義仍宜明確說明或正面列舉，以利遵

循。 

➢秘書室 

感謝委員意見。 

目前本校稽核小組召開會議，主要為審議

學年度稽核計畫及彙總報告，均屬一般事

項審議案。作業要點所稱「重要事項」原

係參考一般會議程序所制定，為避免造成

日後運作爭議，經檢討將予以刪除，並配

合教育部於 106 年 5 月 12 日 新頒布

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

制度實施辦法」相關條文一併作必要之修

訂，預計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6 

學校 104~105 年度購置之「電腦周邊及電子化

教學設備」不少，106 年度學校在此方面之投

入亦占相當比例。建議學校統計歷年資料並作

適當分析，針對電子產品之採購與維護擬定整

體性策略，以達經費有效運用之目標。 

➢研發處 感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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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7 

【附表三】編列「推動實務教學」預算 2,660,250

元，惟學校現行相關獎勵補助機制，對於實務

教學理念尚未能特別加以著墨。建議妥適修訂

相關條文內容，有效融入實務教學，以符教育

部獎勵推動實務教學之意旨。 

➢教資中

心 

感謝委員建議。 

本校「教學績效評核細則」內已列入多項

內容，以鼓勵教師融入實務教學，包含：

自製實務教材、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輔導學生實務實習表現優異等。已於

106.07.19 修訂該辦法，列入執行教務處

重點工作，未來配合高教深耕計畫、辦理

實務類課程教師，將獲得較高點數獎勵。

另亦將修訂本校「教師編製實務教材與數

位教材補助實施辦法」，要求教師製作之實

體教具、實務教材更具實用性，以更符合

實務教學之宗旨。 

8 

【附表九】優先序＃1-10、1-11「研習」僅針

對教師參與本職學能之短期研習、學術會議予

以補助，建議學校可參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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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規定，配合教育部政策理念，

鼓勵教師進行深耕服務、深度實務研習等活

動，並研訂相關獎助機制加以推動。 

➢人事室 

感謝委員意見。 

本校已訂定「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及服

務作業要點」，針對深耕服務及深度研習相

關費用進行補助。此外，為鼓勵本校教師

進行深耕服務及深度研習，擬將研訂相關

獎助機制及辦法。 

9 

p.38「獎勵補助經費規劃運用與分配作業」管

控圖，將經常門「其他(含現有教師及新聘之部

份薪資支付等項目」歸類在「策略 4：配合師

鐸計畫特色」，其子計畫 4.1 為「推動教師多元

生涯發展計畫」；另【附表九】優先序＃4-1「新

聘教師薪資」分配原則為「優先補助當學年之

新聘教師」，且連結至校務發展子計畫 6.3-人事

-1「提升助理教授以上高階師資比例」，相關經

費支用規劃有不一致之處，有待學校說明釐清。 

➢人事室 

感謝委員意見。 

策略 4：配合師鐸計畫特色，以培養現有

教師提升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的能力。 

策略 6：精進校務、追求至善，其中子計

畫 6.3：標竿學習中行動方案項下之

6.3.2：提升助理教授以上高階師資比例(基

礎面向)，因此藉由新聘助理教授以上之師

資來提升本校高階師資比例。 

10 

【附表四】部份項目係以整組設備認列，每組

內含若干細項設備，例如：優先序＃AA-01、

AA-02、AA-07、AB-14、AB-21、AB-23…等

項目。有待後續觀察瞭解相關設備於購入後，

其財產管理是否合乎「一物一號」之控管原則。 

➢總務處 

感謝委員意見。 

依本校「固定資產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固定資產取得時，其編號應以一資產

一編號方式編列，故部份整組設備是以總

價取得，只能列單一資產，但使用部門亦

會列冊眀細，於資產編號之下另列項次編

號(序號)，並另印製綠色標籤貼於附屬(細

項)設備上，符合一物一號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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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本校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11 

【附表四】優先序＃AA-03、AB-33 之項目名

稱分別呈現「氣冷式冰？機」及「腕式？率 GPS

智慧錶」，其中有漏字，不易瞭解內涵。 

➢研發處 

感謝委員意見。 

AA-03 項目名稱應為：氣冷式冰「水」機。 

AB-33 項目名稱應為：腕式「心」率 GPS

智慧錶。 

爾後會再加強檢核相關資料，務求資料之

完整性。 

12 

「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招標文件不得

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生產者或供應

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

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

不在此限」，【附表四】優先序＃AB-29~AB-34

等項目均列有參考品牌型號，雖均已加註「或

同等品含以上」字樣，然而是否均屬於辦法所

言之「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者，

值得學校留意與瞭解。 

➢工管系 

感謝委員意見。 

爾後將檢討需求，僅依功能或效益訂定規

格，並留意採購規格之合理性，以利採購

作業執行。 

13 

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共計支用 39,030,854

元，學校為達有效使用經費之目的，另編列標

餘款 5,150,000 元採購優先序#AC-01「有機光

電材料用拉曼光譜儀」，其採購總價即占該項預

算 13.2%，亦即「教學及研究設備」項目支用

低於 86.8%時，方有機會購買該項儀器設備。

學校對於標餘款之規劃，宜再思考妥適之配套

措施。 

➢研發處 

感謝委員意見。 

本校歷來所規劃之標餘款項目皆全數辦理

請購，不會因「非標餘款項目」未低於一

定比率時就不予執行已規劃之標餘款項

目。此作業思考方式，除因希望能有效使

用各項經費外，也希望藉由本校積極投入

及充實各項軟硬體設備之機會，以提升全

校師生之教學及研究品質，並能有更好的

學習發展環境。 

 

  決 議：以上委員意見本校仍有許多可改善的空間，回覆內容也有部份要修訂，請研發 

      處再協助後續追踨，並且能落實所回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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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依據簡報各項規劃方向及原則說明，本校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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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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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勵補助金額?  

      2.請規劃本校 107年度自籌款比例? 

      3.請規劃本校 107年度自籌款分配於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 

      4.請規劃本校 107年度資本門標餘款之比例? 

  

  討 論：由研發處的簡報得知，107年度獎勵及補助核配指標有一些不一樣，尤其又多 

      了自選指標及共同指標的項目，雖然很難預估，但希望本校仍可用積極的方向 

      去爭取。 

   

  決 議：經過研發處的簡報說明，有關本校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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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規劃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勵

補助款大約訂在 70,000,000元。 

    二、自籌款部份則提升到占獎補助款的 25%左右。 

      三、自籌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部份，因經常門目前在 107年度仍沒有新的規劃 

        項目，因此暫時預估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 70%及 30%，後續各單位實 

        際規劃後，如有新的措施或需要再加強時再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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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劃比例約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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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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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自籌款資本門部份，今年可以在校園安全方面之設施多加規劃。 

      五、本校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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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為編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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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規劃比例約為 6%。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規劃比例約為 2%。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規劃比例為 0%。 

      (五)「其他」規劃比例約為 20%。 

        (六)依研發處的報告說明，107年度之自籌款經常門部份，依舊全數規劃於

「其他」項下之「著作」的部份。 

        七、上列各項目比例，請研發處後續再依實際編列狀況調整。 

 

肆、臨時動議：建議研發處於下次會議提供本小組之委員職掌及運作方式，以便讓新任委員 

              可以了解會議該如何進行。 

 

伍、散會：10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1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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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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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04-004
雙螺桿進料

機

一、馬達功率:0.75kW

二、螺桿型式:T型或共軛型

三、螺桿直徑:20mm

四、螺桿轉速:18~175rpm

五、槽料有效容積:25L

六、水平攪拌器:一套

七、機座:一件

1 台 300,000 300,000 化工系

AA-06-006(1) 側進料系統

一、動力系統

    (1)馬達功:0.75 kW

    (2)轉速控制:變頻器

二、料缸系統

    (1)螺桿轉速:20-185rpm

    (2)螺桿直徑:24mm

    (3)材質:氮化鋼

三、料斗容積:3.5L

四、螺桿型式:T型

五、水平攪拌器:1座

六、機座:1件

1 台 500,000 500,000 化工系

AA-04-004

雙螺桿進

料機(含側

進料系統)

I.主進料系統
一、馬達功率:0.75kW

二、螺桿型式:T型與共

軛型螺桿各1 座

三、螺桿直徑:20mm

四、螺桿轉

速:20~175rpm

五、槽料有效容積:25L

六、水平攪拌器:一套

七、機座:一件

II.側進料系統
一、動力系統

    (1)馬達功:0.75 kW

    (2)轉速控制:變頻器

二、料缸系統

    (1)螺桿轉速:20-

185rpm

    (2)螺桿直徑:24mm

    (3)材質:氮化鋼

三、料斗容積:3.5L

四、螺桿型式:T型

五、水平攪拌器:1座

六、機座:1件

III.保固、教育訓練、與

操作手冊

一、 裝機測試驗收後，

保固一年

二、教育訓練3日

三、中文操作手冊一份

1 ST 800,000 800,000 化工系
█合併二項

採購案

兩項合併為一項採購

一、議價空間較大。

二、兩項皆為雙螺桿押出機配

件，為使效能提升，兩項配件

應為同一廠牌，性能方能互相

搭配。

三、規格並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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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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勞樸實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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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0月27日(星期五)

報告人：劉豐瑞 研發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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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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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獎補助與自籌款經費分配原則

3

總預算

教育部
獎勵補助款

學校
自籌款

資本門
(70%)

經常門
(30%)

資本門
(未限制)

經常門
(未限制)

至多得流用5%至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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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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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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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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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6,782 76.52% $6,794,072 100.00% $39,03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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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8,000 16.28% $0 0.00% $6,8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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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270 3.20% $0 0.00% $1,34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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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250 4.00% $0 0.00% $1,685,250

合計 $42,129,302 100% $6,794,072 100% $48,923,374

5
第 82 頁，共 122 頁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推動實務教學
❖研究
❖研習
❖進修
❖升等送審

占經常門經
費50%以上(
不含自籌款)

❖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
鐘點費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學輔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占經常門經
費2%以上(不
含自籌款)

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無比例限制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

❖新聘教師
薪資

❖現有教師
薪資

❖資料庫訂閱
❖軟體訂購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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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7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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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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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
上)【不含
自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300,000 1.66% 編纂教材 － － $300,000

製作教具 $400,000 2.22% 製作教具 － － $400,000

推動實務教學 $2,660,250 14.73% 推動實務教學 － － $2,660,250

研究 $7,353,500 40.73% 研究 － － $7,353,500

研習 $2,900,000 16.06% 研習 － － $2,900,000

進修 $40,000 0.22% 進修 － － $40,000

升等送審 $270,000 1.50% 升等送審 － － $270,000

小計(一) $13,923,750 77.12% 小計(一) － － $13,923,7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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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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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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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 1.71% 進修、研習 － －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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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1,665 15.63% 新聘教師薪資 － － $2,821,665

其他-研究績效評核
(A1-A5、A6展演及
A16)

－ －
其他-研究績效評核
(A1-A5、A6展演及
A16)

$4,949,000 83.19% $4,949,000

其他
(研究著作補助)

－ －
其他
(研究著作補助)

$1,000,000 16.81% $1,000,000

小計(二+三+四+五) $4,131,665 22.88% 小計(二+三+四+五) $5,949,000 100.00% $10,080,665

總計(一+二+三+四+五) $18,055,415 100.00% 總計(一+二+三+四+五) $5,949,000 100.00% $24,004,4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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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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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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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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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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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1

里程碑：「成為亞太地區最具特色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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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主軸一
人才培育

發展主軸三
社會服務

發展主軸二
知識創新

願景
明志學生：產業最愛人才

研發特色：企業首選夥伴

教育目標：以全人教育之旨培養具備勤勞樸實態度理論與

實務並重及終身學習能力之人才

定位與使命：教學與研究並重的實務型大學

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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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獎補助「資本門」規劃藍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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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獎補助「經常門」規劃藍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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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

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藍圖

107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1

2

3

簡報大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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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7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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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1)

16

補助

指標

40%
獎勵

指標

60%

106年度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

補助指標 獎勵指標

補助

指標

35%
獎勵

指標

65%

107年度年度獎補助核配指標

補助指標 獎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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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2)

17

107年度補助指標(35%) 106年度補助指標(40%)

一、現有規模(63%)→22.05%
(一)學生數(71%)→15.66%
(二)教師數(22%)→4.85%
(三)職員人數(7%)→1.54%

二、政策推動績效(11%)→3.85%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23%)→0.89%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4%)→1.31%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24%)→0.92%
(四)學術自律(19%)→0.73%

三、助學措施成效(26%)→9.1%
(一)助學成效(60%)→5.46%
(二)補助弱勢學生(4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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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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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助學措施成效(26%)→10.4%
(一)助學成效(60%)→6.24%
(二)補助弱勢學生(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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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指標介紹(2)

18

107年度獎勵指標(65%) 106年度獎勵指標(60%)
●獎勵門檻
一、全校生師比
二、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四、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應達50%以上
●獎勵指標

一、辦學特色(50%)→32.5%
(一)共同指標(40%)→13% 

1.提升實務經驗師資成效(50%)→6.5%
2.優化專任師資成效(50%)→6.5%

(二)自選指標(60%)→19.5%
【由學校自行選擇3項指標，單一指標百分比
應不少於20%，並應為10之倍數】

1.產學合作成效 (20%，6.50%)
2.教師多元升等成效
3.提升學生就業成效 (10%，3.25%)
4.國際化成效
5.學校自訂特色 (30%，9.75%)

二、行政運作(50%)→32.5%

(一)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3%)→20.48%

(二)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7%)→2.27%

(三)整體教學資源投入(30%)→9.75%

三、提升兼任師資待遇成效(不占比率)
●減計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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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指標

一、辦學特色(74%)→44.4%
(一)校務發展計畫(42%)→18.65%

1.基礎面向(45%)→8.39%
2.精進特色(55%)→10.26%

(二)核心指標(58%)→25.75%
1.提升實務經驗師資成效(8%)→2.06%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31%)→7.98%

3.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4%)→6.18%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37%)→9.53%

二、行政運作(26%)→15.6%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50%)→7.8%

1.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35%)→2.73%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65%)→5.07%

(二)整體資源投入(50%)→7.8%

三、提升師資待遇成效(不占比率)
四、獎勵調減招生名額(不占比率)→106年新增
●不予核配原則
一、行政考核
二、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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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三年(104-106)獲獎勵補助金額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獎補助款：

70,000,000(建議)

▪獎補助款：60,184,717

▪名 次：5/71

19

▪補助款：7,173,188

▪獎勵款：53,433,350

▪合 計：60,606,538

▪名 次：6/71

▪獎補助款：51,480,230

▪名 次：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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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7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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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6年度獎補助經費現況說明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獎勵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3)=(1)+(2)

$60,184,717

$12,743,072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1.17%)

$72,927,789

106年度實際獲獎補

助之金額

依據實際所獲獎補助金
額及現況調整之自籌款

21

107年研發處建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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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7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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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6年度「資本門+經常門」比例說明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比例 70﹪ 53.32﹪ 30﹪ 46.68﹪

金額 $42,129,302 $6,794,072 $18,055,415 $5,949,000

合計 $48,923,374 $24,004,415

占總經費比例 67.08% 32.92%

23

107年研發處建議：70%(資):30%(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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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內容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7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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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6年度獎補助「資本門2」現況說明

項 目 金額
標餘款占獎勵補助及自籌款

資本門的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款) $5,150,000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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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0,000 10.53%

106年度規劃之標餘款比例約10.53%。

(即5,150,000／48,923,374＝10.53%)
25

107年研發處建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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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方向

●獎勵補助金額：預估107年度本校可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
研發處預估約：70,000,000元

(以106年度本校所獲之獎勵補助款為基礎，預估107年成長1.17倍）

●自籌款：資本門、經常門占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70%:30%

●自籌款比例：本校預估提撥之自籌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25%

●資本門標餘款：預估資本門標餘款比例？

研發處建議：1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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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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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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第 104 頁，共 122 頁



序號 單位 職稱 職級 姓名 帳號
是否

已報到
報到時間 備註

1 教授 劉祖華 e000046589 是 2017/12/5 12:02 當然委員

2 教務處 教務長 教授 馬成珉 e000045356 是 2017/12/5 11:59 當然委員

3 學務處 學務長 副教授 張麗君 e000048053 是 2017/12/5 12:05 當然委員

4 總務處 總務長 職員 孟魁 e000048873 是 2017/12/5 12:03 當然委員

5 研發處 研發長 教授 劉豐瑞 e000048151 是 2017/12/5 12:14 當然委員

6 圖資處 圖資長 助理教授 黃植振 e000045635 是 2017/12/5 12:02 當然委員

7 會計室 主　任 職員 陳鍵滄 e000047965 是 2017/12/5 11:58 當然委員

8 人事室 主　任 副教授 游淑萍 e000044421 是 2017/12/5 12:04 當然委員

9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添益 e000044399 是 2017/12/5 11:56 推選委員

10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郭慶祥 e000044436 是 2017/12/5 12:01 推選委員

11 電子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王志良 e000048095 是 2017/12/5 12:03 推選委員

12 化工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朱良 e000044371 是 2017/12/5 12:00 推選委員

13 環安衛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林伯勳 e000049203 是 2017/12/5 12:03 推選委員

14 材料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劉定宇 e000048671 是 2017/12/5 11:56 推選委員

15 工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鄭明顯 e000044400 是 2017/12/5 11:59 推選委員

16 經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林裕勛 e000044499 是 2017/12/5 12:25 推選委員

17 工設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林恆毅 e000044477 是 2017/12/5 12:28 推選委員

18 視傳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莊妙仙 e000047390 是 2017/12/5 11:53 推選委員

19
通識教育

中心
教師代表 副教授 劉小篔 e000044380 是 2017/12/5 11:57 推選委員

20 秘書室 職員 沈明雄 e000047560 是 2017/12/5 12:02 列席

21 研發處 研推組 教授 吳鉉忠 e000048137 是 2017/12/5 12:04 列席

22 研發處 研推組 職員 陳秀娟 e000044515 是 2017/12/5 11:58 列席

校　長

106學年度第2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報　到　表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間：106年12月05日(星期二)12:0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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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第 2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12:00～13:15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劉祖華校長、馬成珉教務長、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添益老師、郭慶祥老師、王志良老師 

   朱 良老師、林伯勳老師、劉定宇老師、鄭明顯老師、林裕勛老師、林恆毅老師 

   莊妙仙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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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天會議主要為討論及審議上次專責小組規劃後，經過各單位編列 

資本門及經常門之規劃現況，請委員提供相關建議。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一)審議 107 年度獎補助各單位編列之資本門項目優先序等事項。 

  (二)審議 107 年度獎補助經常門編列項目等事項。 

  (三)審議 107 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提早講購之項目。 

  (四)審議 106 年度整體發獎勵補助「經常門」剩餘款流用乙事。 

  二、其他報告：配合上次會議(106 學年度第 1 次)委員建議，故提供本小組之設置辦法 

        (如附件一)，其業務職掌如設置辦法第二條，請委員參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 

  說 明： 

一、107 年度相關申請經費編列，係依據 106 年 10 月 27 日召開之 106 學年度第 1 次 

  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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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占獎勵補助款 10﹪以

上） 

總預算 

(3)=(1)+(2) 

10/27 

專責小組 

規劃建議 

$70,000,000 

$17,500,000 

(占獎勵補助款預算 

約 25%) 

$87,500,000 

實際規劃 $70,020,915 

$18,086,240 

(占獎勵補助款預算 

約 25.83%) 

$88,107,155 

 

 

 資本門 經常門 

10/27 

專責小組 

規劃建議 

占獎勵補助款 

之 70% 

占自籌款 

之 70% 

占獎勵補助款 

之 30﹪ 

占自籌款 

之 30% 

實際規劃 
占獎勵補助款 

之 70% 

占自籌款 

之 58.27% 

占獎勵補助款 

之 30﹪ 

占自籌款 

之 41.73% 

金額 $49,014,875 $10,538,820 $21,006,040 $7,547,420 

合計 $59,553,695 $28,553,460 

占總預

算比例 
67.59%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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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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特色

研究

(策略

三)】 

B 
各教學

單位教

學儀器

設備經

費【配

合卓越

教學

(策略

一)】 

C 
圖書館

自動化

及圖書

期刋、

教學媒

體【配

合精進

校務

(策略

六)】 

D 
學生事

務與輔

導相關

設備經

費【配

合書院

教育

(策略

二)】 

E 
其他

(校園

安全、

環保、

省水設

備等) 
【配合

精進校

務(策略

六)】 

H 
學生事

務與輔

導相關

經費
【配合

書院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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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六)】 

I 
改善教

學之相

關物品
【配合

卓越教

學(策

略一)】 

J 
其他

(著作

補助及

獎勵等

項目) 
【配合

師鐸計

畫(策

略

四)】、

【配合

卓越教

學(策

略

一)】、

【配合

特色研

究(策

略三)】 

F 
教師研

究、研

習、進

修、著

作升等

送審、

推動實

務教學

等獎勵

與補助

及新聘

專任教

師薪資

等項目
【配合

師鐸計

畫(策略

四)】、【配

合卓越

教學(策

略一)】、

【配合

特色研

究(策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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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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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

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60%以

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39,354,375 80.29% 2,158,500 20.48% $41,512,875  

二、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 占資本

門經費 10%

以上【不含

自 籌 款 金

額】)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0 0.00% 0 0.00% $0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6,730,000 13.73% 0 0.00% $6,730,000 

小計 6,730,000  13.73% $0 0.00% $6,730,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1,404,500 2.87% 0 0.00% $1,404,5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

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1,526,000 3.11% 8,380,320 79.52% $9,906,320  

總計 $49,014,875 100.00% $10,538,820 100.00% $59,553,695  

註：資本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序編列原則說明如下： 

  依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將各單位年度設備需求分為「重點特色設備」、「共通性教學設備」 

  、「教學單位一般教學及研究設備」與「其他重要研究設備」。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序排列類別   

優先序類別 類別 單位 編列金額 

第一順位 重點特色設備 

工程學院(電機系) ：以腦波與心電訊號為基礎之

無線智慧教室 
3,000,000 

環資學院(化工系) ：石化高值化技術開發 3,000,000 

管設學院(視傳系) ：應用生產力4.0於智慧型輔具

的設計與製造：虛擬設計工作室建置與發展計畫 
3,000,000 

第二順位 
全校共通性 

教學設備 
電算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5,770,000 

第三順位 
教學單位一般教

學及研究設備 

十系所 

(註：系所優先序係依「教學單位資本門預算分配

細則」所核算出之績效比例為排列依據) 

28,242,875 

第四順位 
其他 

重要研究設備 
研究中心(有機電子研究中心) 1,500,000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編列金額合計) $41,512,875 

  ■註：各系所107年度資本門預算分配比例如下： 

 材料系 化工系 機械系 電子系 
環安 

衛系 
經管系 工管系 電機系 視傳系 工設系 

績效 

比例 
14.549% 11.800% 11.356% 11.282% 9.595% 9.581% 9.022% 8.456% 7.498% 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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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

經費 50%

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

額】) 

新聘(三年以內)

專任教師薪資 
3,500,000 16.66% 0 0.00% $3,500,000 

註 1 
提高現職專任教

師薪資 
0 0.00% 0 0.00% $0 

提高現職專任教

師彈性薪資 
0 0.00% 0 0.00% $0 

編纂教材 240,000 1.14% 0 0.00% $240,000  

製作教具 450,000 2.14% 0 0.00% $450,000  

推動實務教學 2,221,000 10.57% 0 0.00% $2,221,000 註 2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

業合作技術研發、從

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

師多元升等機制) 

9,957,040 47.40% 0 0.00% $9,957,040 註 3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

政策之研習、深耕服

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2,922,000 13.91% 0 0.00% $2,922,000 註 4 

進修 60,000 0.29% 0 0.00% $60,000  

升等送審 216,000 1.03% 0 0.00% $216,000  

小計(一) $19,566,040  93.14% $0  0.00% $19,56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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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0 0.00% $250,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

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100,000 0.48% 0 0.00% $100,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

作經費 
650,000 3.09% 0 0.00% $650,000  

小計(二) $1,000,000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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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00 2.09% 0 0.00% $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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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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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著作與成果

(A1-A5、A6 展演

及 A16) 

0 0.00% 6,447,420 85.43% $6,447,420 

註 5 

研究著作補助 0 0.00% 1,100,000 14.57% $1,100,000 

小計(五) $0 0.00% $7,547,420 100.00% $7,547,420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0 0.00% 0 0.00% $0 註 6 

總 計 $21,006,040 100.00% $7,547,420 100.00% $28,55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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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上頁↑ 

 註 1：自 107 年度起，教育部將新聘教師薪資由原來第五大項其他類移至第一大項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並將新聘定義為三年以內新聘之專任教師。此外，另增加「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及「提高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之支用項目。其以上項目之說明如下： 

本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及提高現職教師薪資待遇所需經費(包

括提高現職教師薪資所需經費及彈性薪資，不包括現職教師薪資)，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

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 2：推動實務教學內含教學績效獎勵、遠距教學補助、專題研究競賽補助、研究績效獎勵(A6 競 

    賽)，等獎勵及補助項目。 

 註 3：研究，內含研究績效獎勵(A7-A8 專利、A9-A14 計畫、A15 技轉)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 

    啟動學術研究補助、教師學術研究補助，等獎勵及補助項目。 

 註 4：研習，內含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及教師國內短期進修補助，等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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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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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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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6：自 107 年度起，教育部新增已申請「提升兼任師資待遇成效」獎勵經費並獲核定之學校，所

獲核定之經費得用於支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之支用項目。 

 註 7：107 年度暨 106 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預算編列及支用狀況比較表如附件二，請參考。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標餘款」經費表： 

項 目 金額 
標餘款占獎補助及自籌

款資本門的比例(%)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6,500,000 
10.91% 

【註 1】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0 0.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0 0.00% 

小計 $0 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0 0.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綠化等相關設施） 

0 0.00%  

總計  $6,500,000 10.91%  

 註 1：107 年度規劃之標餘款比例，占本校預估向教育部申請之獎補助款及自籌款資本門經費 10.91% 

   【6,500,000／59,553,695=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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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根據研發處的報告，本次教育部在經常門有新增新的措施，但看來這次沒有規 

    劃進來，只有新聘教師薪資有規劃，可否請研發處會後再請問相關單位是否在 

    這次就把新增的項目規劃進來。 

  二、本校經常門項目的運用上仍然太少，不知道各單位是否有再規劃其他支用項目。 

 

研發處回應委員的討論： 

  一、關於委員討論第一點，會後研發處會再請相關單位協助看看這次是否可以依教 

    育部新的政策規劃一些內容進來。 

  二、關於委員討論第二點，研發處於 106.11.28之行政會議有提出「教育部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運用檢討」的報告，並搜集了其他學校在獎補助經常 

    門運用的項目資料給相關單位參考。其中也整理出來各相關單位可預計規劃的 

    方向。但其中有些規劃內容本校目前尚無辦法，因此後續會督促相關單位盡速 

    討論後，在可行的範圍內制訂相關支用辦法。現行已有辦法的項目，也會鼓勵 

    其單位於本次列入 107年度支用項目之一，後續再盡快將辦法修訂成符合支用 

    的內容。(研發處於 106.11.28行政會議的提案內容詳如附件，請參考補充附件) 

 

決 議： 

    一、通過以上編列之項目、預算金額及各項比例。 

    二、但請依委員本次在經常門的支用項目建議，於會後盡速再將部份可支用內容規

劃進來，並授權業管單位依新的內容自行調整支用計畫各項金額及比例。作業。 

    三、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部份，經委員建議依上述優先序類別來區分其順位，

建議以英文字母來區分及表示其優先序順位之意義，排列說明如下，請研發處

再調整資料。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標餘款 

AA 字母開頭 

（重點特色設備） 

AB 字母開頭 

（全校共通性 

教學設備） 

AC 字母開頭 

(教學單位一般教

學及研究設備) 

AD 字母開頭其他 

(其他重要研究 

設備) 

AE 字母開頭 

（一般教學及研究

設備） 

 

   

  提案二：圖書館擬申請 107 年度獎補助編列之資本門項目 C002(外文圖書)、C003(Web of  

      Science(SCIE))、C004(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C005(Elsevier E-Journal) 

      共四項提前請購。 

  說 明： 

    一、C002 為外文圖書，因請購到驗收付款需三個月時間，故擬於 107 年 1 月起「分 

      批次」請購。 

    二、C003、C004、C005 為電子期刊及資料庫項目，因資料庫屬於年度使用，使 

      用時間為 107 年 1 月起，故須提前於 106 年 11 月開始請購，但付款將配合 107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撥款後始支付。 

 

  決 議：此項提案為本校行之有年的例行提案，配合圖書館所提申請，同意其四個項目 

      提早辦理請購，請盡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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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審議材料系申請二項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外購」案件，提早辦理 

      請購一事。 

  說 明： 

    一、為提升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請採購作業效率，及提高資本門設備使用率， 

      在考量外購的設備於請採購作業上耗時較為冗長後。因此，擬自 107 年度起， 

      外購之設備可申請提早辦理請購，並於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下年度一月開始即送出請購單。 

    二、本次申請提早辦理請購外購項目之單位為材料系，申請項目如下表。 

 
編

號 
設備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

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1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Electrical 

Module 

Upgrade 
原子力顯微鏡

電性模組升級 

一、低電流放大器解析度 2 pico-amps，並包含 2 範圍 ( 10 

nano-amps 全範圍及 1 micro-amp 全範圍)。 
二、包含應用模組、軟體、懸臂支架、SCM-PIT 及 SCM-PIC 

探針各 10 支。 
三、可進行表面電位測定。 
四、包含 10 支鍍鉑銥合金之 SCM-PIT 探針。 
五、利用 NanoDrive 軟體操作內建之鎖相放大器。 
六、包含 SPoM 進階控制之擴充模組。 

1 ST 438,805 438,805 

2 

Energy 

Dispersive 

X-Ray(EDX) 

Spectrometer

能量散佈光

譜儀 

一、硬體 
(一)作用面積：30 mm2超薄視窗。 
(二)元素探測範圍：Be(4)至 Cf(98)。 
(三)能量分辦率小於 126 eV at Mn-K。 
(四)最大輸入計數率>1500 Kcps。 
(五)無振動免維護 Peltier 冷卻系統。 
(六)全自探頭伸縮系統。 
二、基礎系統 
(一)數據處理器。 
(二)混合脈衝處理氣極低休眠時間(0-5% at 10 kcps)。 
(三)全自動軟體控制及硬體校正。 
(四)內置 FET 晶體管。 
(五)電腦*1SET。 
(六)ESPRIT 譜圖及時採集譜圖並定量定性分析。 
三、軟體 
(一)全自動的簡易無標樣譜圖定量分析軟體。 
(二)高階譜圖分析軟體。 
(三)自行編輯定量模式軟體。 
四、圖像系統：圖像採集系統可獲去 SE 和 BSE 圖像分辦率
高達 4096*4096。 
五、線掃描和區域分佈 
(一)自動多點及不同圖形選項分析。 
(二)高速線掃描分析。 
(三)高速元素區域分佈分析。 
六、系統管理及數據輸出 

1 ST 2,046,000  2,046,000  

 

  決 議：本校秘書室及研發處近來有在檢討如何提升資本門採購作業的效率，其中一點

就是針對外購的設備，提出提早辦理請購的作法。因外購案件確實有不可預知

的狀況，為了避免在採購作業上有所延宕，影響師生教學及研究權益，因此同

意外購案件可提早辦理請購作業，亦請相關單位依規劃時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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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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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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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15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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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額度及流用狀況詳如附件三，可流用金額共計$680,9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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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表。 

    五、請討論及審議可流用金額之流向。 

敘

獎 

項

目 

原規劃 

預算／實際敘

獎點數 

原規劃預算 

之每點試算金額 

流用至「研究績

效」後之每點試算

金額 

(方案一) 

流用至「教學績

效」後之每點試算

金額 

(方案二) 

流用金額分別各

半之每點試算金

額 

(方案三) 

研

究 

績

效 

＄10,855,250 

【6,402.097】 

10,855,250／

6,402.097 

=1,696 

(10,855,250+680,9

86)／6,402.097 

=1,802 

──── 

(10,855,250+340,4

93)／6,402.097 

=1,749 

教

學 

績

效 

＄2,187,500 

【1,027】 

2,187,500／1,025 

=2,134 
──── 

(2,187,500+680,98

6)／1,025 

=2,799 

(2,187,500+340,49

3)／1,025 

=2,466 

   

 

  決 議：本校對於研究及教學改進之每點獎勵金額，向來都希望可以維持接近的狀態，

然研究及教學點數畢竟還是差異很大，也很難預估每年之點數變化。就研發處

提供之試算方案來看，決議將經常門各項目流用的金額全數流用至「研究績效(方

案一)」，而教學績效則維持用原規劃預算去計算每點金額。後續請研發處著手開

始計算二個項目的獎勵金，並盡速於 12 月底前將獎勵金匯入各教師帳戶，以符

合教育部獎補助認列的年度。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6 年 12 月 05 日(星期二)1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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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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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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獎勵補助款

金　　　額

自籌款

金　額

107編列預算

(1)

106編列預算

(2)

已支用

金　額

預估保留

金　　額

(106.11-106.12)

小計

(106年度)

編纂教材-數位教材 240,000 0 240,000 300,000 104,659 75,000 179,659 -60,000 教資中心

製作教具-實務教材 450,000 0 450,000 400,000 146,223 225,000 371,223 50,000 教資中心

推動實務教學-教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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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實務教學-遠距教學 160,000 0 160,000 80,000 59,593 60,000 119,593 80,000 課務組

推動實務教學-全英語授

課
0 0 0 0 0 0 0 0 課務組

推動實務教學-專題競賽 150,000 0 150,000 300,000 108,833 50,000 158,833 -150,000 教資中心

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績效

評核(A6競賽)
73,500 0 73,500 92,750 0 92,750 92,750 -19,250 研推組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A7-

A15)
8,279,040 0 8,279,040 5,813,500 0 5,813,500 5,813,500 2,465,540 研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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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創新產品【新增】 250,000 0 250,000 0 0 0 0 250,000 產合組

研究-啟動學術 28,000 0 28,000 0 0 0 0 28,000 研推組

研究-學術研究 1,200,000 0 1,200,000 1,340,000 850,763 400,000 1,250,763 -140,000 研推組

研習-國內 900,000 0 900,000 800,000 526,738 273,262 800,000 100,000 人事室

研習-出國 2,022,000 0 2,022,000 2,100,000 1,521,255 400,000 1,921,255 -78,000 人事室

進修-學位進修 60,000 0 60,000 40,000 50,340 0 50,340 20,000 人事室

升等送審 216,000 0 216,000 270,000 113,702 0 113,702 -54,000 人事室

小計(一) $16,066,040 $0 $16,066,040 $13,923,750 $3,482,106 $9,577,012 $13,059,118 2,14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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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100,000 0 100,000 173,100 14,490 158,610 173,100 -73,100 學務處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650,000 0 650,000 576,900 333,078 243,822 576,900 73,100 學務處

小計(二) $1,000,000 $0 $1,000,000 $1,000,000 $597,568 $402,432 $1,000,000 0

進修 110,000 0 110,000 60,000 25,000 55,000 80,000 50,000 人事室

研習 330,000 0 330,000 250,000 308,975 0 308,975 80,000 人事室

小計(三) $440,000 $0 $440,000 $310,000 $333,975 $55,000 $388,975 130,000

非消耗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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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內) 3,500,000 0 3,500,000 2,821,665 0 2,821,665 2,821,665 67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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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著作與成果(A1-A5、

A6展演及A16)
0 6,447,420 6,447,420 4,949,000 0 4,949,000 4,949,000 1,498,420 研推組

研究著作補助 0 1,100,000 1,100,000 1,000,000 984,671 120,000 1,104,671 100,000 研推組

小計(五) $3,500,000 $7,547,420 $11,047,420 $8,770,665 $984,671 $7,890,665 $8,875,336 2,276,755

$21,006,040 $7,547,420 $28,553,460 $24,004,415 $5,398,320 $17,925,109 $23,323,429 4,549,045

107年度暨106年度獎補助經常門項目預算編列及支用狀況比較表

項   目 項目

107年度(預估)

預算編列差異

(小計1-小計2)
備註

106年度(支用狀況)

五、其他

總計

(一+二+三+四+五)

一、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

構（占經常

門經費50%

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

額】）

二、學生事

務及輔導相

關工作(占

經常門經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三、行政人

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

費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

額】）

四、改善教

學相關物品
(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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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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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至

106.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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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0 300,000 104,659 195,341 75,000 120,341 教資中心

製作教具-實務教材 400,000 0 400,000 146,223 253,777 225,000 28,777 教資中心

推動實務教學-教學績效

敘獎
2,187,500 0 2,187,500 0 2,187,500 2,187,500 0 教資中心

推動實務教學-遠距教學 80,000 0 80,000 59,593 20,407 60,000 (39,593) 課務組

推動實務教學-全英語授

課
0 0 0 0 0 0 0 課務組

推動實務教學-專題競賽 300,000 0 300,000 108,833 191,167 50,000 141,167 教資中心

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績效

評核(A6競賽)
92,750 0 92,750 0 92,750 92,750 0 研推組

研究-研究績效評核(A7-

A15)
5,813,500 0 5,813,500 0 5,813,500 5,813,500 0 研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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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啟動學術 0 0 0 0 0 0 0 研推組

研究-學術研究 1,340,000 0 1,340,000 850,763 489,237 400,000 89,237 研推組

研習-國內 800,000 0 800,000 526,738 273,262 273,262 0 人事室

研習-出國 2,100,000 0 2,100,000 1,521,255 578,745 400,000 178,745 人事室

進修-學位進修 40,000 0 40,000 50,340 (10,340) 0 (10,340) 人事室

升等送審 270,000 0 270,000 113,702 156,298 0 156,298 人事室

小計(一) $13,923,750 $0 $13,923,750 $3,482,106 $10,441,644 $9,577,012 $86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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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173,100 0 173,100 14,490 158,610 158,610 0 學務處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576,900 0 576,900 333,078 243,822 243,822 0 學務處

小計(二) $1,000,000 $0 $1,000,000 $597,568 $402,432 $402,432 $0

進修 60,000 0 60,000 25,000 35,000 55,000 (20,000) 人事室

研習 250,000 0 250,000 308,975 (58,975) 0 (58,975) 人事室

小計(三) $310,000 $0 $310,000 $333,975 -$23,975 $55,000 -$7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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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內) 2,821,665 0 2,821,665 0 2,821,665 2,82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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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著作與成果(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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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著作補助 0 1,000,000 1,000,000 984,671 15,329 120,000 (104,671) 研推組

小計(五) $2,821,665 $5,949,000 $8,770,665 $984,671 $7,785,994 $7,890,665 -$104,671

$18,055,415 $5,949,000 $24,004,415 $5,398,320 $18,606,095 $17,925,109 $680,986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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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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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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位報告與聯繫事項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單位 

研發處 

劉豐瑞 

1.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作業提醒及宣導： 

一、 有關「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即將於本年底結案，配合教育部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認列原則係以「付款完成為主(即老師或公司、

廠商實際收到款項的日期必須在106/12/31前)」。因此，提醒各位老師及

同仁，凡運用獎補助經費之項目，請於近日內盡速核銷(運用獎補助經費

之項目案件如下方列表，請大家參考)。 

二、 請注意核銷時程，提早作業，未於12/31前完成付款，除不得認列於今(106)

年度獎補助外，明(107)年度之獎補助亦不得認列。 

三、 因許多案件會集中於12月核銷，故請大家考量會計同仁作業時間及入帳

作業的工作天(入帳工作天至少需3-4天)，因此，所有106年度獎補助核銷

案件最晚應於12/13(三)前送至會計室李小姐審核，亦請避免拖延或集中

至12月才辦理核銷。 

四、 如為緊急或重要案件，請派人親自送相關核簽流程，避免文件傳送過程

中延誤或遺失。文件傳送到單位主管時，請提醒主管相關案件為獎補助

款支用項目，請主管協助儘速核簽。 

序號 獎補助項目 依據辦法 業管單位 
負責 

同仁 
分機 

1 補助教師國內短期進修 教師國內短期進修實施辦法 

人事室 

戴玉紋 4032 
2 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辦法 

3 補助教師進修學位 教師進修學位實施辦法 

王雯風 4030 4 補助升等送審 教師聘任升等辦法 

5 補助行政人員進修 職員在職進修與研習辦法 

6 補助行政人員研習 
辦理校內研習活動經費補助

辦法 
戴玉紋 4032 

7 研究績效敘獎獎勵 

研究績效評核細則 

【獎勵金核撥時間統一由研

發處在 106 年 12 月辦理】 

研推組 

陳秀娟 3011 

8 研究著作補助 教師研究著作補助辦法 

9 教師學術研究補助 教師學術研究補助辦法 陳弘昇 3009 

10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補助

辦法 
產合組 車靜玫 3070 

11 教學(改進教學)績效獎勵 

教學績效評核細則 

【獎勵金核撥時間統一由教

資中心在 106 年 12 月辦理】 

教資中心 黃國書 4214 

12 補助建置遠距教學課程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教資中心 吳靜宜 4213 
13 補助專題研究競賽 

校外專題研究競賽補助實施

辦法 

14 補助製作數位教材 教師編製實務教材與數位教

材補助實施辦法 15 補助製作實務教材 

16 
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社團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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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陳顗惠 4302 

17 
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外聘社

團老師鐘點費) 
社團指導老師實施辦法 課外組 丁怡秀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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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單位報告與聯繫事項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單位 

研發處 

劉豐瑞 

2.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運用檢討： 

一、 107 年度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規劃說明： 

(1) 本校106年校務研討會主管建議：「應善用獎補助經費，並以改善師資

結構及改善教學為主，避免過多剩餘經費流用至敘獎，造成外界負面

影響」。 

(2) 研發處於106年10月24日(二)辦理「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

預算規劃說明會」，並於會中提供106年獲教育部獎補助款前15名學校

(如研發1)，在獎補助款經常門的項目。並請相關單位針對本校未訂定

之項目內容予以了解及討論。 

二、 本校現行運用獎補助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相關項目如下表： 

項次 項目 現行支用獎補助經費辦法名稱 辦法業管單位 

1 
編纂教材 教師編製實務教材與數位教材補助實

施辦法 
教資中心(教發組) 

製作教具 

2 

推動 

實務教學 

教學績效評核細則 教資中心(教發組) 

3 校外專題研究競賽補助實施辦法 教資中心(教發組) 

4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教資中心(教發組) 

5 研究績效評核細則【A6 競賽】 研發處(研推組) 

6 研究 

(獎勵教師與產

業合作技術研

發、從事應用實

務研究及教師

多元升等機制) 

研究績效評核細則【A7-A15】 研發處(研推組) 

7 補助教師啟動學術研究辦法 研發處(研推組) 

8 教師學術研究補助辦法 研發處(研推組) 

9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 研發處(產合組) 

10 
研習 

(包含學輔相關

政策之研習、深

耕服務及深度

實務研習) 

教師國內短期進修實施辦法 人事室 

11 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辦法 人事室 

12 進修 教師進修學位實施辦法 人事室 

13 升等送審 教師聘任升等辦法 人事室 

14 
著作 

研究績效評核細則【A1-A5、A6 展演

及 A16】 
研發處(研推組) 

15 教師研究著作補助辦法 研發處(研推組) 

三、 教育部 107 年度近期新增「經常門」可支用之相關項目，如下表： 

項次 類別 項目 備註 

1 
改善教

學、教

師薪資

及師資

結構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

師薪資【新增】 

本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

及提高現職教師薪資待遇所需經費(包括提

高現職教師薪資所需經費及彈性薪資，不包

括現職教師薪資)，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

師、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

領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

費支付。 

2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新增】 

3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彈性

薪資【新增】 

4 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新增】 

已申請「提升兼任師資待遇成效」獎勵經費

並獲核定之學校，所獲核定之經費得用於支

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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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單位報告與聯繫事項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單位 

研發處 

劉豐瑞 

四、 獎補助經常門各支用單位報告未來規劃： 

   ■報告重點： 

(1) 針對研發處提供 13 所學校運用獎補助經常門項目，是否有本校沒有

且可參考辦理的項目。 

(2) 107 年度是否已規劃新增支用項目(說明現行是否有辦法，若無辦法，

亦請說明預計何時完成訂定)。 

(3) 未來在獎補助經常門項目，其他改善或因應的措施。 

   ■報告順序： 

單位 類別 
參考辦法

名稱 
預計支用內容 

目前校內 

相關辦法 

研發處 

【A1】 

補助教師

出國學術

研究辦法 

【參考學校：南台科大】 

●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任職本校滿二年以上者，出國

研究期間最長以三個月為限（最好

能利用寒暑假）；任職本校滿四年

以上者，出國研究期間最長以八個

月為限（一學期及寒暑假）。 

●獎助事項：出國期間，保留其原

職，並照支薪津及出國所需飛機票

及書籍費，上限為 10 萬元整。 

無 

【A2】 

補助舉辦

學術研討

會議 

【參考學校：南台科大】 

●本要點所稱學術活動包括研討

會、研習會、專題講座等。 

●補助項目包括講座鐘點費、主持

費、講義費、印刷費、膳宿、國內

外差旅交通費、工讀費、雜支等。 

已有辦法 

校內預算 

【A3】 

補助教師

參與國際

競賽及展

演活動辦

法 

【參考學校：南台科大】 

●本要點補助參加之國際技藝能

競賽列如附件為原則(不含國際發

明展)。 

●本要點以部分補助競賽、展覽、

演出、或出席受獎費用為原則，補

助項目包含差旅費、報名費、攤位

費、翻譯費或作品運費等。每年補

助總金額以200萬元為原則。  

【參考學校：樹德科大】 

●補助對象及資格 

一、以本校名義參加國際競賽及展

演活動之本校專任教師或經學校

核定之指定帶隊或指導老師。 

二、參加國際發明展之作品需具專

利申請案號或其專利有效期半年

以上。 

三、本辦法所稱國際競賽係指國際

組織所主辦或協辦之競賽、展演活

動或參賽(展)人來自3 國(含)以

上。凡於台灣、大陸、香港、澳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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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舉辦之國際競賽或展覽，須由

國際組織所主辦，始予受理本辦法

補助。 

四、本辦法認可之國際競賽及展演

活動項目如附表一，新增之項目經

行政會議審議認 

可後，始可增列於附表一。 

●申請補助範圍 

補助教師參加於國內外舉辦之國

際競賽及展演(含國際發明展)等

相關活動之 

一、參賽(展)報名費、攤位費及 

二、參賽(展)教師、帶隊教師差旅

費 

三、獲獎後帶隊領獎教師之差旅

費。 

四、獲獎後需繳納登記註冊之相關

費用。 

【A4】 

研發成果

產品化補

助辦法 

(1)耗材費、委外製作費等業務費。 

(2)發明專利每件最高可補助新台

幣 25 萬元整，新型、設計專利最

高新台幣 10萬元整。 

已有辦法 

校內預算 

人事室 

【B1】 
多元升等

獎勵辦法 

【參考學校：中國科大】 

●獎勵教師多元升等：教師以教學

實務及技術報告升等通過者，每人

以獎勵 3萬元為原則。 

【參考學校：長庚科大】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以技術報

告或教學實務成果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送審者，得發給下列獎勵金，

每年限申請一次。 

●申請案送交所屬教師評審委員

會進行審查，通過以下審查 

後，發給申請獎勵金三萬元。 

 

【B2】 

新進教師

輔導實施

辦法 

【參考學校：崑山科大】 

●本校對新進教師之輔導措施應

包括下列各項： 

一、提升教學效能之輔導。 

二、增進研究質量之輔導。 

三、嫻熟學生輔導知能之輔導。 

四、參與推廣與產學合作之輔導。 

五、參與校務運作之輔導。 

六、增進教師專業倫理之輔導。 

七、其他有益於新進教師生涯發展

之輔導。 

●新進教師輔導之實施方式如下： 

一、為減輕教學、研究負擔，初任

教師前二年以不超鐘點、校外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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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兼課為原則，其研究有特殊具

體成果者，得經系所（中心）簽准

減授3小時以內之鐘點。 

二、輔導教師每月應至少與初任教

師晤談一次以上，並應參與相關輔

導活動。 

三、擔任輔導教師者，每學期給予

3,000元之補助。 

四、擔任輔導教師者，得列為本校

教師評鑑之加分項目。 

教育部

新增 

提高現職

專任教師

薪資 

  

教育部

新增 

提高現職

專任教師

彈性薪資 

  

教務

處、教

資中心 

【C1】 
優良教學

獎勵辦法 

【參考學校：中國科大】 

●為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教師從事

教學方法或教材內容改進的努力

與貢獻。 

●評審項目：教學評量、教學方

法、教學內容與教材、課後輔導與

學習、同儕評量機制、其他項目。 

●獎勵方式： 

一、每學年獎勵名額 5名，如無適

當人選得予從缺。獲獎之教師 3年

內（含獲獎當年）不得再申請。 

二、得獎教師除公開表揚外，並頒

發獎牌 1個及獎金新台幣 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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