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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99年度第 1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已於 99年 02月 11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9年 1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1時 3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2樓(A210) 

主 持 人：謝文雄副校長                           記錄：高慧芳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原本獎補

助款預計額度與核定下來額度有出入，以及針對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故我們需

要修正 99年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今年度獎補助款核定

金額為 4,874萬 7,368元，相較去年，總共少了 18萬 5,593元。 

基本型補助款是依據學校學生人數、教師人數及學校建設等作為補助依據，

績效型獎助款則是依據學校的表現，我們的績效型獎助款從去年 3,053萬 6,045元

減少至今年的 2,460 萬 7,332 元，減少將近 600 萬元；比例由去年 40％，調整為

35％，應該減少 350萬；但今年減少將近 600 萬元比預期少了 200 多萬，其中主

要差異在於「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一項。還有今年增加的「體育評鑑」，原本預

期應該可以獲得一等，但成績公佈是三等，這部份的補助金額大約差了 60 多萬

元。 

    審查委員提到整體發展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開會委員缺席將近 1/3，這個部份

往後需要改善，請各位委員協助配合。 

貳、報告事項 

會計室： 

一、 本校 99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額度及支用計畫業經教育部核定，茲檢附

教育部 99 年 1 月 22 日台技(三)字第 0990009100D 號函核定本校 99 年度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金額及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如附件

一（P.1∼2）及附件二(P.3)，請參閱。 

二、 檢附 99 年度計畫書中各單位所提報之資本門及經常門支用項目與校務發展

計畫配合明細如附件四(P.7~37)，請參閱。 

三、 修正計畫書等相關資料需於來文 40日內（不含例假日）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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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提請討論回覆教育部委託由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委請專家學者書面審查支

用計畫書之審查意見。 

說明：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請詳附件二(P.3)。 

討論事項： 

一、 校務發展計畫書中各業務單位已訂立具體明確的目標，未來秘書室將整合全校

性的發展目標、執行策略、行動方案及財務規劃作整體架構之計畫結構研擬。

全校校務發展與單位發展整體架構訂出後，各行動方案所對應之執行單位就會

明確。 

二、 全校年度經費運用除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規範作分配，其他不足之經費則由學校編列預算支應。 

決議： 

一、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共二位委員對於支用計

畫書提出審查意見。 

二、 書面審查意見之負責彙整單位如附件二，請各彙整單位整合相關單位提出之說

明，交由秘書室彙整。 

 

 

第 2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為規劃及修正「99年度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中，經常門、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及金額。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99年1月22日台技(三)字第0990009100D號函核定本校99年度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補助款24,140,036元、獎助款24,607,332元，合計

48,747,368元，請詳附件一（P.1-2）。 

二、 本校已於98年11月27日依據預估獎補助金額先提送支用計畫書，故現需依核定

後獎補助款修正計畫書支用明細。會計室已先行依原支用計畫書各項支用項目

比例重新調整各項支用明細金額供參考，請詳附件三（P.4∼6）。 

決議： 

一、 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補助款修正後預計提列金額為34,12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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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學校配合款3,570,000元，合計為37,693,159元。經常門補助款修正後預計提

列金額為14,624,210元，學校配合款1,530,000元，合計為16,154,210元。（如附件

三，P.4，中F~H欄） 

二、 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各單位提列金額修正如附表一（P.5）C

欄之金額。 

三、 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常門各項目提列金額修正如附表二（P.6）之

金額。 

四、 請各單位重新調整金額，於2月25日前提送會計室彙整，以利秘書室後續修訂支

用計畫書提報教育部。 

肆、臨時動議 

案由：提請討論本校經費規劃優先序及分配要點。 

說明： 

一、 審查委員對於本校經費優先序提出意見，在於支用計畫書中採購物品概依系所

單位進行排列，無全校性整合之優先序的考量。 

二、 為能讓本校往後經費編列時優先序更為明確，避免有委員所提到以單位進行排

序的現象。 

決議：有關優先順序之排列，需做調整以達到優先序的配置，第一碼為各系所的優先

序，第二碼為系所代號。 

散會：1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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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99年度第 2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已於 99年 07月 09日奉副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9年 6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3樓 A0308 

主 持 人：朱元祥 校長                           記錄：高慧芳 

出席人員：朱元祥校長、謝文雄副校長、盧圓華主任秘書、程毓明教務長、鄭時宜學

務長、駱建利總務長、黎進三館長、陳協勝主任、陳麗惠主任、張晉源主

任、廖冠傑老師、蔡聰男老師、郭哲賓老師、王韡儒老師、柳惠芝老師、

吳建德老師 

請假人員：施順鵬老師 

列席人員：會計室孫錦榕組長、採購組董偉群組長、陳麗娟、董惠禎、傅淑真 

列席單位：通識教育學院、企業管理系、國際企業與貿易系、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

遊戲設計系、應用社會學院、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人類性學研究所、

應用外語系、行銷管理系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案由：9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及「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修正案。 

說明： 

一、 依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 日台技（三）字第 0980160528B 號令，修正發布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

五款規定辦理。 

二、 檢附 99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詳附表一 P.1~P.54)，

及經常門「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

附表二 P.55)變更彙總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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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一、 整體發展經費之變更區分為需報部及不需報部二個部份──「項目名稱」與原

報部項目名稱不符時需報部備查，而「金額」、「規格」異動變更時不需要報部

備查。 

二、 優先序1-15「網路攝影機工程」，使用單位企管系於參考他系之規格並請廠商

實地察看後，依據實際需求提出修改規格及數量。另本項經費由優先序6-11流

入金額12,496元增加使用。 

三、 優先序1-21原申請「數位相機」取消購置，因兒家系之保母術科考場成立，應

訪評委員建議，汰換舊款CPR娃娃，故變更此項名稱及規格、數量與金額。另

因原預估金額不足，故由優先序4-18流入金額15,499元增加使用。 

四、 優先序2-7投影機此項設備已由卓越經費購置完成，故變更項目名稱為「Apple 

iPhone」、規格為「3GS雙倍飆速玩樂智慧機-16GB(或同等級以上)」及金額為

25,868元。另本項經費由優先序3-7流入金額9,600元增加使用。 

五、 優先序3-7元購置高齡體驗裝，因學生畢業專題製作已無需用高齡體驗裝，故

修正變更為購置培育精英學生之桌上型高階電腦。另原經費多預估，故分別流

出金額9,600元與8,400元，至優先序2-7及優先序10-3變更使用。 

六、 優先序7-12「無網管功能之超高速乙太網路交換器」，此項經電算中心確認

後，應外系多媒體視聽教室暫時無須更換網路交換器，故依實際需求變更此項

目名稱及數量與金額。 

七、 優先序10-3原感壓手寫螢幕預算金額，單位誤植為港幣價錢，故修正變更採購

12吋的感壓手寫螢幕。另本項經費由優先序3-7流入金額8,400元增加使用。 

八、 優先序13-7「商品展示設備」因部份規格內容重複購置，故修改本項規格；另

經詢價後原申請金額不足，故變更修正金額。不足金額分別由優先序12-7流入

8,000元、優先序14-5流入18,850元，及優先序17-4流入36,000元以增加使用。 

決議： 

一、 依據管科會委員審查支用計畫書意見，修正項目名稱為實際欲採購設備名稱，

原室內設計系暨建室所所提之項目名稱全部修正為實際欲採購設備名稱，故優

先序1-1由「空間基因實驗與家具工坊設備」變更為「單槍投影機」；優先序2-

1「空間基因實驗與家具工坊設備」變更為「筆記型電腦」；優先序3-1「防火

材料空間研究及調查教學後製作業系統」變更為「筆記型電腦」；優先序4-1

「防火材料空間研究及調查教學後製作業系統」變更為「事務機」；優先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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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材料空間研究及調查教學後製作業系統」變更為「數位相機」；優先序

7-1「人因環境實驗室環控系統DDC監控升級」變更為「桌上型電腦」；優先序

8-1「人因環境實驗室環控系統DDC監控升級」變更為「事務機」；優先序9-1

「環境美學資料整合設備」變更為「筆記型電腦」；優先序10-1「學生校外實

習與設計實習就業教學行動作業系統」變更為「硬碟式數位攝影機」；優先序

11-1「高等設計環境調查分析儲存與紀錄設備」變更為「Ipod Touch」；優先序

12-1「境外招生行動處理及影像編輯設備」變更為「筆記型電腦」；優先序13-

1「境外招生行動處理及影像編輯設備」變更為「數位相機」；優先序14-1「產

學合作數位資料印製」變更為「事務機」；優先序16-1「電腦數值解析應用軟

體設備」變更為「AutoCAD」；優先序17-1「電腦數值解析應用軟體設備」變

更為「短焦單槍投影機」；優先序18-1「電腦數值解析應用軟體設備」變更為

「筆記型電腦」；優先序19-1「國際設計師實務演習設備」變更為「筆記型電

腦」；優先序20-1及21-1「精緻教學靜態及動態媒體記錄設備」變更為「雙面

掃瞄器」及「數位攝影機」。 

二、 室內設計系暨建室所擬變更項目之規格不明確處，請使用單位重新修正，並於

7月5日前提出修正後之變更項目與規格。 

三、 各單位所提購置「Adobe CS5」，統一由電算中心統籌規格購置。 

四、 購置項目物品相同，但名稱因各單位所提有所差異，建議項目名稱統一。 

五、 室內設計系暨建室所需注意欲購置項目於支用計畫書中除項目名稱外還有「用

途」，用途有其需要達成的目標，而這目標必然是與學校、系所院等單位中長

程發展計畫相互配合。另外項目規格使用單位需要寫清楚，以利採購組採購時

能清楚購買各單位所需之物品。 

六、 其餘無異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 

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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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99年度第 3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已於 99年 10月 20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9年 10月 4日（星期一）上午 11時 1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3樓 A0308 

主 持 人：朱元祥 校長                           記錄：高慧芳 

出席人員：朱元祥校長、謝文雄副校長、盧圓華主任秘書兼校發執行長、鄭時宜學務

長、駱建利總務長、蔡武德研發長、黎進三館長、陳協勝主任、陳麗惠主

任、張晉源主任、經管所廖冠傑、企管系傅懷慧、休管系楊翰宗、行銷系

胡寬裕、資工系林峻立、電通系程達隆、室設系王韡儒、流設系鄭秋月、

視傳系陳政昌、產設系劉念德、表藝系李凱文、兒家系鄭舒丹、應外系劉

冠麟、通識教育學院曾宗德 

列席人員：郭翠仰主任、會計室孫錦榕組長、採購組董偉群組長、董惠禎、傅淑真、

周佳君 

請假人員：程毓明教務長、性學所楊幸真、金融系林正義、運籌系蔡聰男、休運系莊

鑫裕、國企系陳思慎、建環系李允斐 

壹、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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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專責小組成員也有所更動，符合教育部所規定成員包括各系所教師代表。整體發

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住要任務是審議預算分配、預算變更及檢討預算執行

等。 

貳、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規劃及編列「100年度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

畫」。 

說明： 

一、 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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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各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年度經費

支用計畫連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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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等資料各一份報本部審查。」辦

理 100年度計畫書之研擘。 

二、 擬建議先依據 99年度獲教育部獎補助核定金額進行規劃，明細請詳附件一(P1–

P3)，請討論之： 

(一) 會計室預計獎補助經費48,000,000元，配合款12%，總計53,760,000元。 

(二) 須符合支用辦法之資本門與經常門的金額比例上下限已加以概算。 

(三) 資本門的「教學儀器設備」分配到各單位，經常門分配到各經費項目，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分配到各院，請加以議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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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請詳

附件二（P4–P13），重要編列事項： 

(一) 各單位編列審議會議記錄，須述記與中長程發展計畫連結配合狀況。應

注意「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備忘事項」，參附件三(P14-

P16 )。 

(二) 討論編寫支用計畫書內容的負責單位。 

(三) 檢附「99年度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附

件四(P17-P19 )。 

四、 「100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格式，請參

閱附件五（P20-P32）。最終經費繳交彙整日期為 10月 31日。 

討論事項： 

一、 對於100年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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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第十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將支用計畫、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

責小組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等資料各一份報本部審查。 

二、 依據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48,747,368元及配合款5,100,000元，總計

53,847,368元為編列100年預算之基準，預估100年度獎補助經費為48,00,000

元，預計經費分配 (資本門70％、經常門30％)，另配合款5,760,000，總計

53,760,000元。 

三、 資本門分配細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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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達占資本門經費10﹪，「教學

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占資本門經費2﹪，但以上都不含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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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金額。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預計提撥金額為37,632,000元。 

四、 經常門分配細項中「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

（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占經常門經費30%

以上，但不含自籌款金額。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預計提撥金額為

16,128,000元。 

決議：  

一、 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明細，如附件一（P1）。 

二、 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分配比例為管理學院31.15

％、資訊學院18.77％、應用社會學院6.73％、設計學院33.23％、通識教育學院

2.49、以及電算中心7.63％，如附表一（P2）。 

三、 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各項目提列金額，如附表二（P3）。 

四、 各教學單位提列採購項目，需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專責小組會議審議；另

採購項目變更亦需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專責小組會議審議。各項採購項目

均需符合單位提報之校務發展計畫。 

五、 於編寫100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必須與

學校整體發展規劃相關聯。中長程目標、策略、行動方案需要相扣合。 

六、 編列預算時優先順序之排列，第一碼為單位別的優先序，第二碼為單位的優先

序。 

七、 經費編列時間為99年10月4日至99年10月31日，各單位經費交由會計室彙整。

除經費外其餘支用計畫書項目應交秘書室彙整。請採購規定與作業流程等資料

由總務處提供。 

 

 

第 2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案由：9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

格」及「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修

正案。 

說明： 

一、 依中華民國 98年 10月 2日台技（三）字第 0980160528B號令，修正發布「教

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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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二、 檢附9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詳附表一P33~P169)、

「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詳附表二P170~P172)、「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設備規格」(詳附表三P173~P185)、「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詳附

表四P186~P187)及經常門「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詳附表五P188~P214)變更彙總表等。 

討論事項： 

一、 整體發展經費之變更區分為需報部及不需報部二個部份──「金額」、「規格」

異動變更時不需要報部備查，而「項目名稱」與原報部項目名稱不符及餘款新

增項目則需報部備查。 

二、 優先序1-17「嘉寶資訊XQ全球贏家-網路版」為二年之資訊服務費，不適用於

此項經費支應，故變更項目名稱、規格與金額。另變更此項目為「電子佈告

欄」，金額為$27,000元，其餘金額分別流出至優先序28、優先序29變更新增使

用。 

三、 優先序4-7「SmartFoxServer Pro」此項軟體須由國外進口購置，台灣無相關代

理商可取得，故變更刪除此項目。此金額流出至優先序11-3變更增加使用。 

四、 優先序6-5「樂高遊戲機器人開發套件」，為更加符合創意教學與研究計畫須更

改購置Apple mini設備，故變更刪除此項目。此金額流出至優先序11-3變更增

加使用。 

五、 優先序10-10「Acrobat Pro Extended 9.0」，經訪價此項軟體價格皆低一萬元以

下，無法列入資本門經費，故變更修正項目、規格、數量及金額。此項金額流

出17,000元至優先序11-8變更增加使用。 

六、 優先序11-8「CorelDRAW」，經訪價此項軟體價格低一萬元以下，無法列入資

本門經費，故變更修正項目、規格、數量及金額，將此項由優先序11-8流入金

額17,000元變更增加使用。 

七、 優先序13-3「Apple Ipad 電腦」，此項設備因國內尚未開放進口，為符合創意教

學與研究計畫，故更改購置Apple mini設備，並變更刪除此項目。此項金額流

至優先序11-3變更增加使用。 

決議：  

一、 學生社團學務處優先序14-18低空獨木橋、倒V、鱷魚潭、賞鯨船與莫克人等合

併為「探索教育設備」，原編列項目修正為細項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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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常門優先序1-10、2-10、3-9、4-6等項目應屬於Zigbex相關設備，故建議應將

原於經常門多項整合為一項目設備，因整合後單價金額超過1萬元，應改為資

本門經費支應。 

三、 其餘全體無異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  

散會（13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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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99年度第 4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已於 99年 11月 30日奉副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9年 11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3樓 A0308 

主 持 人：朱元祥 校長                           記錄：高慧芳 

出席人員：朱元祥校長、謝文雄副校長、盧圓華主任秘書兼校發執行長、程毓明教務

長、鄭時宜學務長、駱建利總務長、蔡武德研發長、張晉源主任、黎進三

館長、陳協勝主任、陳麗惠主任、企管系傅懷慧、經管所廖冠傑、休運系

莊鑫裕、休管系楊翰宗、運籌系蔡聰男、資管系許丕忠、資工系林峻立、

電通系程達隆、應外系劉冠麟、通識教育學院曾宗德 

列席人員：稽核室郭翠仰主任、會計室孫錦榕組長、採購組董偉群組長、陳麗娟、董

惠禎、傅淑真、李仁倫、林伯宇、施順鵬主任、陳俊瑋主任、沈依婷 

請假人員：產設系劉念德、國企系陳思慎、視傳系陳政昌 

缺席人員：金融系林正義、行銷系胡寬裕、室設系王韡儒、流設系鄭秋月、建環系李

允斐、表藝系李凱文、兒家系鄭舒丹、性學所楊幸真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案由：9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規格」、「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及「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變更修正案。 

說    明： 

一、 依中華民國 98年 10月 2日台技（三）字第 0980160528B號令修正發布「教育

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五款規

定辦理。 

二、 檢附「99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表」(詳附表一 P1)、「資本門教學儀器

設備規格」(詳附表二 P2~P137)、「資本門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詳附表三

P138)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詳附表四 P139~P140、「資本門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詳附表五 P141~P152)、「資本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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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詳附表六 P153)及經常門「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附表七 P154~P182)等變更彙總表及餘款

新增案規格明細表(詳附表八 P183~P188)。 

討論事項： 

一、 99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原預算 27,286,104 元，自圖書館

自動化流出 140,000 元、資本門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設備流出 227,017 元、資本

門需求其他項目規格流出 7,369 元，而變更後「教學儀器設備」為 27,660,490

元。  

二、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經費餘款 3,606元

流出至人事室獎助教師經費項目使用，變更後經常門支用金額為 813,753元。 

三、 優先序 1-7「Multi-touch Display Component System 多點式觸控互動系統」，原

項目規格載明不夠詳細，此規格實際為多項設備，依實際需求拆項列出，故變

更修正規格。 

四、 優先序 2-19「單眼數位相機」，依實際需求變更鏡頭規格、增加記憶體容量，

83,500此金額為採購組先行訪價後之最低價格。 

五、 優先序 7-2「製圖桌與辦公家具」，原編列此項設備經檢視後仍可維修使用，故

變更刪除。 

六、 優先序 9-5「壓電式微型加速規」，原決標金額 30,000元誤植，此為實際決標金

額為 32,000元。 

七、 優先序 13-6「商品展示設備」，規格尺寸誤植，應為 1052*37*220CM，故變更

修正。 

八、 優先序 1-12「訓練用藥球（1kg）」，原決標金額 820 元誤植，此為實際決標金

額為 800元。 

九、 優先序 4-5「石膏模型一批(同等級或以上)」，依實際購買物品分項列示。 

十、 餘款新增案為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41~42「廣播教學系統」、優先序 43「數位

儲存示波器」、優先序 44「ZigBee 無線感測模組」、優先序 45「個人電腦」。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優先序 17「數位相機」。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優先序 12「液晶螢幕」。 

決    議：。 

一、 依據所提之變更，照案通過。 

二、 變更會議上只需提供變更項目紙本資料，以避免造成資源浪費，但會議記錄歸

檔時，仍需保存完整資料。 

 



第 3 頁，共 5 頁 

第 2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會計室 

案由：審議「100年度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說    明： 

一、 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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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各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年度經費

支用計畫連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內部

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等資料各一份報本部審查。」辦

理 100年度計畫書之研擘。 

二、 依據 99 年 10 月 4 日第 3 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彙整

各單位支用計畫書內容明細請詳附件。 

討論事項： 

一、 整體發展經費運用要 follow 中長程發展計畫書。於之前委員建議使用經費運用

與中長程計畫需要勾稽在一起，資本門與中長程發展計畫配合狀況於會議資料

──支用計畫書 P29-64，經常門與中長程發展計畫配合狀況於會議資料──支

用計畫書 P67-84。 

二、 100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本校編列於資本門 37,632,000 元佔 70％，經常門

16,128,000 元佔 30％，自籌款比例分配亦依據資本門與經常門 70％、30％比

例，100年度總經費編列為 53,760,000元。 

三、 100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與比例：1.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為 72.39﹪、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為 23.83﹪、3.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為 2.1﹪、以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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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68﹪。 

四、 於支用計畫書中項目名稱需要具體明確，不該包含廠商、規格在項目名稱內；

整組買的設備需要符合整組購買之連結性，若是整組設備是可拆成小細項，應

於整組中規格內列出。 

五、 資本門經費教學儀器設備中優先序 1-7「大專院校 ERP 軟體授權服務 22 模組

套餐」、優先序 1-21「魚眼鏡頭」、優先序 1-23、優先序 1-26、優先序 1-29、

優先序 1-31、優先序 1-33、優先序 1-35、優先序 2-1、優先序 2-2、優先序 2-

4、優先序 2-10、優先序 2-12、優先序 2-14、優先序 2-16、優先序 2-19、優先

序 2-24、優先序 3-10、優先序 3-22、優先序 4-9、優先序 4-12、優先序 4-14、

優先序 4-19、優先序 4-20、優先序 5-10、優先序 5-12、優先序 6-3、優先序 6-



第 4 頁，共 5 頁 

4、優先序 6-5、優先序 6-6、優先序 6-8、優先序 6-9、優先序 6-11、優先序 7-

2、優先序 7-3、優先序 7-6、優先序 7-10、優先序 8-1、優先序 8-3、優先序 9-

1、優先序 9-2、優先序 11-2、優先序 13-1；資本門經費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中優先序 5「鋁合金 TRUSS」，以上各項設備項目名稱請再確

認。 

六、 有關電腦軟體設備方面，個人主機汰換電腦主機未達 5 年使用年限需淘汰，使

用單位需提出原因說明再進行汰換，以避免使用年限未到就進行汰換造成浪

費。另購置主機規格電算中心提供兩款規格，高級規格單價 30,000-31,000(不

含螢幕)，一般規格 24,500(不含螢幕)。 

七、 優先序 2-16 流設系購買 31 套 Adobe Design。流設系電腦教室需安裝

Photoshop、Flash 等軟體可由 98 學年度電算中心統籌購買的電腦教室使用之

60套Web Premium conc安裝。 

八、 優先序 1-26數遊系購置 Autodesk Architecture建築包，Autodesk購買方式如附

件二。 

決    議：  

一、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原編列比例23.83﹪，調整為15％，多出來

的部分調整至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內，以充實教學儀器設備。 

二、 有關電腦軟體設備方面，個人主機汰換電腦主機未達5年使用年限需淘汰，請使

用單位提出汰換說明及汰換後主機後續運用方式。 

三、 優先序3-3金融系所提「桌上型電腦」，原預訂單價16,000元修正24,500元，優先

序6-2項目名稱、規格、單價修正與修先序3-7相同。 

四、 建議流設系以24,000元購買Adobe Design Premium conc 8套，提供授課教師教學

之需要。 

五、 優先序1-26數遊系購置Autodesk Architecture建築包原編列25套增加至35套，往

後每年再編列維護費用，增加的費用由「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調整出來的費用支列。另建議設計學院統籌各系開課所需，選擇最適合軟

體申請購置，排課時將各系使用時段錯開，以發揮軟體最大的效益。 

六、 委員提出項目名稱有疑慮的，請由各編列之單位自行檢視是否修改。另請各單

位檢視用途說明（支用計畫書附表四）與前面（P29-64）所提及行動方案是否

一致，而在備註欄書寫時清楚說明。 

七、 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至99年12月31日止，支用計畫書內容請依會議討論決議修

正並確認內容後再進行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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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未來標餘款的運用上可有 SOP，請各單位提出需求，list全部單位所

提之優先順序，再召開會議討論標餘款之運用。 

散會：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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