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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1) 

明志科技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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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12:00～13:1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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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出)、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添益老師(請假)、王勝寬老師 

曾宗亮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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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禎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小姐 

【專責委員：應到人數 19 人／實到人數 17 人】 

【列席人員：應到人數 3 人／實到人數 3 人】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配指標與107年度核配指標大同小

異，但有部份支用原則有所變動。等會聽完研發處的簡報後，歡迎委

員提出各項規劃意見，以期能發揮獎補助資源最佳運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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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異動說明： 

任期：106.08.01-108.07.31 

異動前 異動後 

單位 委員姓名 單位 委員姓名 

電機系 郭慶祥老師 電機系 王勝寬老師 

電子系 王志良老師 電子系 曾宗亮老師 

 

三、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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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預估規劃版本  

2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秘書室   

3 單位 108 年度發展計畫書 研發處   

4 經常門相關辦法 研發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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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採購規定、作業流程 總務處  

請於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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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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1) 

明志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3 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12:00～13:15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7 學年度第 3 次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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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公出)、陳鍵滄主任、王添益老師、王勝寬老師 

曾宗亮老師、朱 良老師、林伯勳老師、劉定宇老師(出席其他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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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禎組長、陳秀娟小姐、林農偉組長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小姐 

【專責委員：應到人數 19 人／實到人數 16 人】 

【列席人員：應到人數 3 人／實到人數 3 人】 

 

壹、召集人報告(校長)：今日要審議報告的事項較多，為節省大家的時間，請開始進入會議 

           主題，會中各位委員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提出來與大家討論。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一)審議 108 年度獎補助預估申請之總經費、自籌款及資本門、經常門各項目預算。 

  (二)審議 108 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提早請購之項目。 

  (三)審議 107 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變更項目。 

  (四)審議 107 年度整體發獎勵補助「經常門」剩餘款流用。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 

  說 明： 

一、108 年度相關申請經費編列，係依據 107 年 10 月 29 日召開之 107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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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本門及經常門審查項目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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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1) 

明志科技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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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12:00～13:1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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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出)、王添益老師、王勝寬老師 

曾宗亮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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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禎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小姐 

 

【專責委員：應到人數 19 人／實到人數 18 人】 

【列席人員：應到人數 3 人／實到人數 3 人】 

 

 

壹、 召集人報告(校長)： 

今天的會議主要是因為教育部已經核定本校 108 年度獎勵補助款，而業管單位也於日前

請各單位依其執行狀況調整各經費。感謝全校同仁的努力，讓學校可以爭取到經費，接

下來的會議，如各位委員有任何建議，歡迎提出來討論。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議討論事項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核定經費，修正本校 108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各項支用規

劃。 

  (二)108年度資本門變更事項。 

二、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配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04月 18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054908R號函說明，核定

本校 108年度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 74,534,618元，核定總經

費較 107年度減少-3,483,951元(-4.5%)，於全國 70所私立技專校院排名第 6

（各校所獲獎補助經費如表一）。 

    (二)本校 108及 107年度核定之獎勵補助經費項目內容如下表二，另教育部來函中

另提到幾項重要說明，請各相關行政單位參考及注意，相關內容如下表三，請

各位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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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1) 

明志科技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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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12:00～13:0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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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出)、張麗君學務長、孟魁總務長、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王勝寬老師、賴文正老師 

吳紹榮老師、崔砢老師、劉定宇老師、鄭明顯老師、林鴻裕老師、林恆毅老師 

莊妙仙老師、葉明倫老師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陳秀娟小姐 

【專責委員：應到人數 19 人／實到人數 18 人】 

【列席人員：應到人數 3 人／實到人數 3 人】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小姐 

 

壹、召集人致詞(校長)：今天會議主要為規劃及討論本校 109 年度獎補助預估經費，等會研發

處會向各位委員報告核配指標的變動，歡迎委員提出各項規劃意見，

以期能發揮獎補助資源最佳運用效率。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事項討論。 

二、108-109 學年度獎補助專責小組委員異動說明：介紹各委員，另宣讀獎補助專責小組

設置辦法及委員職責說明，如附件 1。 

任期：108.08.01-110.07.31 

序號 單位 委員姓名 序號 單位 委員姓名 

1 機械系 王 海老師 7 工管系 鄭明顯老師(連任) 

2 電機系 王勝寬老師(連任) 8 經管系 林鴻裕老師 

3 電子系 賴文正老師 9 工設系 林恆毅老師(連任) 

4 化工系 吳紹榮老師 10 視傳系 莊妙仙老師(連任) 

5 環安衛系 崔 砢老師 11 通識教育中心 葉明倫老師 

6 材料系 劉定宇老師(連任) ※本次改選，共有五名委員連任。 

 

三、109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申請作業準備資料與負責單位： 

序

號 
資料名稱 負責單位 

序

號 
資料名稱 負責單位 

1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最新版) 教資中心 5 
109 年度獎補助支用計畫書、109

年度學校自訂特色計畫書書 
研發處 

2 請採購規定、作業流程法 總務處 6 單位 109 年度發展計畫書 研發處 

3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秘書室 7 經常門相關辦法 研發處 

4 

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選任或組成機制、稽核人員名

單、稽核人員相關背景及專長說

明) 

秘書室 8 
專責小組(辦法、委員名單、會議

紀錄)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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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1) 

明志科技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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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12:00～13:10 

地點：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會議：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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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出)、劉豐瑞研發長 

   黃植振圖資長(公出-劉錫斌組長代理出席)、游淑萍主任、陳鍵滄主任、王海老師 

   王勝寬老師、賴文正老師、吳紹榮老師、崔砢老師、劉定宇老師、鄭明顯老師 

   林鴻裕老師、林恆毅老師、莊妙仙老師、葉明倫老師 

代理出席：劉錫斌組長 

列席：沈明雄主秘、吳鉉忠組長(公出)、陳秀娟小姐 

 

【專責委員：應到人數 19 人／實到人數 18 人(代理出席 1 人)】 

【列席人員：應到人數 3 人／實到人數 2 人】 

 

 

主席：劉祖華 校長(召集人)               記錄：陳秀娟 小姐 

 

壹、召集人致詞(校長)：本次會議主要是針對本小組上次會議所討論及決議之事項進行確認及

審議，敬請委員踴躍發言及提供建議事項。後續請研發處於期限內，

依規定將 109 年度支用計畫書等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及雲科大獎勵補

助工作小組。 

 

 

貳、執行秘書工作報告(研發長)： 

一、開會事由： 

(一)審議 109 年度獎補助預估申請之總經費、自籌款及資本門、經常門各項目預算。 

  (二)審議 109 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提早請購之項目。 

  (三)審議 108 年度整體發獎勵補助「經常門」剩餘款流用。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議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9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支用計畫。 

  說 明： 

一、109 年度相關申請經費編列，係依據 108 年 10 月 25 日召開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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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本門及經常門審查項目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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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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現職教師待遇所需經費(包括比照

中央政府一百零七年度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標準之提高現

職專任教師薪資所需經費及彈性薪資)。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校

長、現職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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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計畫、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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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國內短期進修補助、深耕研習等補助項目。 

註 5：升等，內含升等送審、教學實務研究升等等獎勵及補助項目。 

 註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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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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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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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

書館自動化設備、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教學及研究設備 6,580,000 

註：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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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 

【6,580,000／66,345,879=9.92%】。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0 

小計 $6,580,000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0 

三、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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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總計  $6,580,000 

   

  決 議： 

    一、通過以上編列之項目、預算金額及各項比例。 

    二、另依研發處提議，為加速各資本門採購進度，以便提早買進設備並即早投入教

學及研究使用，故同意所有設備於 109年 1月開始安排請購，另標餘款項目亦

配合在第一批項目請購後一個月也進行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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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 論： 

    一、依往例，研發處會建議希望教學及研究每點金額可以接近差不多，所以建議方

案 1 將經常門流用金額全數流入研究績效。 

    二、多數委員提議，教學也是很重要不容忽視，也應多鼓勵老師從事改善教學活動，

故提議方案 3 將經常門流用金額各流用一半分別到研究及教學，希望可以有效

激勵教師多從事各項教學活動。 

   

  決 議：依多數委員之建議，為鼓勵教師未來多從事及投入教學改善等活動，故決議採

用方案 3，將經常門流用金額各流用一半分別到研究及教學獎勵。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08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1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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