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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 第 5 次專責小組委員會 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7 月 4 日 14:00 

地點：卓越廳 

主席：黃思倫校長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午安，現在召開 106 學年度第 5 次專責小組委員會議。本次會議主要是審議

107 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規格變更、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流用等相關案件，請研發處

報告。 

貳、工作報告 
依教育部 107 年 04 月 11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70494032I 號函辦理。總金額 773 萬 7,664 元（含

（經常門 232 萬 1,299 元，資本門 541 萬 6,365 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產學合作組 
案由：107 年度經常門經費流用，提請審議。 
說明： 

1.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及本校 107 年度

支用計畫書所列經常門預計支用內容，辦理經費流用。 
2.「研究」項經費現已執行 63,000 元(專利申請維護費用)，預估餘額已不敷支用，擬

從「推動實務教學」項流出 50,000 元，俾利支應於教師執行計畫案研究獎勵。 

獎補助款 
項目 

流用前 流用後 
增減 

研究 100,000 150,000 +50,000 

推動實務教學 100,000 50,000 -50,000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產學組說明。 
楊助理：為支應教師執行計畫案研究獎勵案，以上經費流用比例皆符合規定。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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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案由：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執行107年度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優先序20-感應式

Hybrid Led凝膠燈，申請設備規格異動，提請審議。 

說明：為使固化凝膠效果更均勻穩定，感應式 Hybrid Led 凝膠燈需具有 LED 燈 UV+LED 混

波波長、36W 高功率強度等，以符合學生實作及教學所需，擬於經費不變之情形下變

更規格，提請審議是否同意規格變更？ 
討論： 
校 長：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時尚系張老師說明。 
張老師：在經費不變、組數不變的條件下，提供高設備規格，故提請修改規格。 
總務長：提醒規格有無綁定之嫌疑？ 
校 長：總務長的意思是提醒使用單位，規格內容切勿有綁標之嫌。 
校 長：各位委員若沒有任何意見，其餘若沒有任何意見，照案通過。敬請相關單位盡快執

行相關作業。 

決議：照案通過。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支用計畫書規格 數

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修改後規格 修改 

說明 

20 

感應式 
Hybrid 
Led 
凝膠燈 

•LED 燈泡 
•3 款計時器: 10/30/60
秒 
•抗溶劑烤漆 
•自動偵測啟動 LED
燈泡 
•護眼滑蓋 
•LCD 液晶顯示面板 

30
個

15,600 468,000

•18 顆 LED 燈 UV+LED 混波

波長 
•3 款計時器: 10/30/60 秒 
•抗溶劑烤漆 
•自動偵測啟動 LED 燈泡 
•36W 高功率強度 
•LCD 液晶顯示面板 
•減壓無痛模式按鍵 

為符合

學生實

作及教

學所需

 
 
提案(三) 

提案單位：視訊傳播系 
案由：視訊傳播系執行 107 年度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優先序 17-攝影棚攝影機及資本

門優先序 18-無人航空與攝影機組，為符合業界使用之專業規格，申請設備規格異動，

提請審議。 
說明：為使實作課程所拍攝之作品影片規格，符合業界播放設備所使用之規格，及轉直播活

動，做為教學及學生練習時使用，並與現有導播機設備相容使用，擬於經費不變之情

形下變更規格，提請審議是否同意規格變更？ 
討論： 

決議： 

校 長：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視傳系詹主任說明。 
詹老師：為使實作課程所拍攝之作品影片規格，更符合業界播放設備所使用之規格，在經費

不變、組數不變的條件下，提請變更規格。 
校 長：提醒使用單位規格內容切勿有綁標之嫌。各位委員若沒有任何意見，其餘若沒有任

何意見，照案通過。敬請相關單位盡快執行相關作業。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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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

稱 支用計畫書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修改後規格 修改說

明 

17 
攝影棚

攝影機 

1.鏡頭：13 倍 zoom
鏡頭(含以上) 
2.4K 模式：

4096x2160 
24p/25p,100Mbps 
3.光學濾鏡：

ND:OFF, 
1/4,1/16,1/64 
4.HDMI 輸出：

HDMI Type A 
5.指向性麥克風 
6.128GB 記憶卡(含
以上) 

3 組 160,000 480,000

1.1 吋型背照堆疊式 Exmor RS 
CMOS 感光元件。 
2.畫質等級：4K/HD 
3.鏡頭：光學:12 倍(4K),伺
服;12 倍 (HD) 
4.內建光學濾鏡：Clear、
1/4ND、1/16ND、1/64ND 
5.錄影格式：XAVC 
QFHD(3840x 2160) 29.97p/ 
25p/23.98p 100Mbps/60Mbps  
6.支援 HDMI Type A 輸出 
7.支援 SDI BNC 輸出 

為使實

作課程

所拍攝

之作品

影片規

格，符

合業界

播放設

備所使

用之規

格，並

與現有

導播機

設備相

容使

用。 

18 
無人航

空與攝

影機組 

1.錄影：1 英吋 2000
萬像素 Exmor R 
CMOS(含以上) 
2.電池 5870mAh x 
2 顆/組(含以上) 
3.最大飛行高度

600M(含以上) 
2 組 58,000 116,000

1.錄影：1 英吋 2000 萬像素

CMOS(含以上) 
2.電池 5870mAh x 2 顆/組(含
以上) 
3.最大飛行高度 600M(含以

上) 

為使實

作課程

所拍攝

之作品

影片規

格，符

合業界

播放設

備所使

用之規

格 

 

提案(四) 

提案單位：視訊傳播系 
案由：視訊傳播系執行 107 年度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優先序 18-無人航空與攝影機

組、優先序 19-全片幅數位單眼相機，經招標作業已 3 次流標，因此兩項設皆有迫切性

之需求，故提請委員同意進行規格修改重新招標，提請審議。 
說明： 

1. 優先序 18-無人航空與攝影機組：空拍機已廣泛應用各領域，尤以視訊傳播拍攝影

片，畫面需籍由空拍機取得，使整部作品更顯張力，有助於學生實作作品提昇品質，

亦可增加學生實作項目習得空拍技術，以提昇畢業後在職場上的競爭力。 
2. 優先序 19-全片幅數位單眼相機：本項設備乃為視訊傳播系學生必要之實作課程使用

之設備，目前系上相機設備已老舊不勘使用，幾近淘汰，急需添購符合目前業界規

格之設備，以符潮流。 
3. 礙於「103 學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招

標案如經 3 次流標，得取消該優先序採購項目之採購。故向各位委員提請同意本案

進行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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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校 長：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請詹主任說明。 
詹主任：資本門優先序 18-無人航空與攝影機組、優先序 19-全片幅數位單眼相機皆為教學需

要，提請委員同意進行第 4 次招標。 
校 長：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照案通過。請確實並盡快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校企組 
案由：修訂「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1.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及因應本校主管異動，修訂「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

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詳如修訂對照表說明。 
2. 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 

討論：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 
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修訂後全文）（P.5） 

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P.6） 

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修訂前全文）（P.7） 
 

 

肆、臨時動議 
伍、結論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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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修訂後條文) 

94.03.30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審議 
96.10.31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 
97.12.24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 
98.04.29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06.22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08.24 一 OO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1.04.11 一 OO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04.25 一 O 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 

103.12.31 一 O 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 
107.○○.○○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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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成立「中

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以下簡稱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 

二、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副研發

長、圖資處處長、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由各系經系務會議

推舉非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代表一人組成，任期一年，採學年制，連選得連任一次。

本小組委員不得同時兼任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三、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負責擬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方

向。置副主任委員一至二人由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或副研發長兼任之，負責整合本校中長

程校務發展之發展主軸與執行方法。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組長擔

任，負責彙編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與研擬本校中長程

校務發展主軸之相關業務。 

四、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主要職責如下： 

(一)審議「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比例。 

(二) 審議「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配合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決定支用優先序。 

(三) 審議支用計畫書項目變更事項。 

(四) 審議「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清冊。 

(五) 審議教育部其他獎補助經費支用相關事宜。 

五、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兩次，由校長擔任主席，校長不克出席時，由

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之，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相關議案之表決，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

席委員二分之ㄧ（含）以上同意，決議方為有效。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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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二、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

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副

研發長、圖資處處長、人事

主任、會計主任、各學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並由各系經

系務會議推舉非兼任行政職

務之專任教師代表一人組

成，任期一年，採學年制，

連選得連任一次。本小組委

員不得同時兼任內部專兼任

稽核人員。 

二、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

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圖資處處長、人事主任、會

計主任、各學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並由各系經系務會議

推舉非兼任行政職務之專

任教師代表一人組成，任期

一年，採學年制，連選得連

任一次。本小組委員不得同

時兼任內部專兼任稽核人

員。 

爰本校研發處一級主

管目前有研發長及副

研發長，故修訂專責小

組委員，使其日後因本

校主管異動情形下，能

保有彈性。 

三、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任

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負

責擬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

方向。置副主任委員一至二

人由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或副

研發長兼任之，負責整合本

校中長程校務發展之發展主

軸與執行方法。另置執行秘

書一人由研究發展處校務企

劃組組長擔任，負責彙編教

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與

研擬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主

軸之相關業務。 

三、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

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之，負責擬定本校中長程校

務發展方向。置副主任委員

一人由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兼任之，負責整合本校中長

程校務發展之發展主軸與

執行方法。另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

組組長擔任，負責彙編教育

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與研擬本校中長程校務發

展主軸之相關業務。 

爰本校研發處一級主

管目前有研發長及副

研發長，故修訂專責小

組副主任委員人數，使

其日後因本校主管異

動情形下，能保有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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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修訂前條文） 

94.03.30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審議 
96.10.31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 
97.12.24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 
98.04.29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06.22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08.24 一 OO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1.04.11 一 OO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04.25 一 O 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 
103.12.31 一 O 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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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成立「中

州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以下簡稱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 

二、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資處

處長、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由各系經系務會議推舉非兼任

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代表一人組成，任期一年，採學年制，連選得連任一次。本小組委

員不得同時兼任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三、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負責擬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方

向。置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兼任之，負責整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之發

展主軸與執行方法。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組長擔任，負責彙編教

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與研擬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主軸

之相關業務。 

四、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主要職責如下： 

(一) 審議「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比例。 

(二) 審議「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配合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決定支用優先序。 

(三) 審議支用計畫書項目變更事項。 

(四) 審議「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清冊。 

(五) 審議教育部其他獎補助經費支用相關事宜。 

五、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兩次，由校長擔任主席，校長不克出席時，由

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之，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 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相關議案之表決，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

席委員二分之ㄧ（含）以上同意，決議方為有效。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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