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107 年 11 月 07 日 09：00 
地點：卓越廳 
主席：黃思倫 校長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早安，現在召開 107 學年度第 2 次專責小組委員會議。本次會議主要是審議 108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編列、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變更、流用等相關案件，請研發處報告。 
 

貳、工作報告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款，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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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執行情形如附件

一【見 P30-33】。敬請各執行單位配合盡快執行並於 12 月 15 日前完成核銷作業。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書經費分配比例，提請

討論。 
說明：108 年度經費支用規定資本門 50﹪及經常門 50﹪【見 P5 附表一】、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

金額與比例表【見 P5 附表二】、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見 P6 附表三】。

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8 年獎勵補助經費之編列比例有無意見？請陳組長說明。 
陳組長：「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書經費分配比例已於 10 月 12 日之校

務發展委員會議中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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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系所教學及研

究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及設備規格，提請討論。 
說明： 

1. 各學院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資本門經費需求預算編列分配與排序【見 P7-24 附表四】。 
2.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及設備規

格，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8 年獎勵補助經費之系所採買設備及排序有無意見？提醒設備編列採購

勿有閒置之情形，規格切忌有綁標之虞，詢價務必確實。建議往後支用計畫的資本門編

列，請研發處責成各學系朝滾動方式進行，今年有列在支用計畫書卻沒買到的，下一年

度優先列入資本門編列項目。除非該設備已不符合學系教學所需再排除。再來我會開始

到各學系瞭解 105~107 年教補款添購的資本門使用情形，添購設備的產出有哪些？如果

發現哪學系買了設備閒置，我會考慮讓該系停權 3 年，不得申請教補款資本門，學校資



源珍貴，花錢應當用在刀口上。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副校長說明。 
副校長：建議研發處訂定支用計畫書系所資本門排序通則，例如以學院輪替方式進行設備排序，

例如 108 年健康學院排第一，下一年度就換工學院排第一，這樣基準進行排序，應可符

合程序公平原則，但基本上安全名單內的怎樣排序採購都沒有問題，安全名單外的資本

門，也就是列入標餘款買的才需要慎重排序。再來資本門排序也可朝採購先後順序來訂

定，例如某學院編列的某設備是下半年才要用，就不須急著進行採購，排序也可比較後

面。急需要使用的設備採購就可以排前面一點，等教育部核准計畫時，學校就可以啟動

資本門採購，就算教育部的款項還沒核撥，學校也可以用自有經費先行墊付。總而言之，

這樣資本門的排序就會大約有個先後順序。研發處應當是最了解全校整體系所發展的，

建議應當規範學校要自提滾動式的教學資本門規劃，以 3 年為願景來提，這樣不用每次

要規劃下一年度整體經費時，有些學系就永遠一直買不到。 
研發長：設備之編列與校長、副校長、院長已召開的會前會協商，主要是以教學研究、特色發

展等方向來編列。 
校長：提醒各系所/單位規劃設備時，有關空間、泥作費用也請一同規劃。各位委員有無意見？

請陳組長說明。 
陳組長：建議規格內容應具有彈性，加註『(含)以上』等字，規格內容建議不要太細，不要限

定製造國家、品牌、型號，以避免有綁標之虞。設備單價也要注意，不要低於一萬元。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建請總務處、研發處協助各單位修改規格內

容，修正後通過。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圖資處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書資本門-圖書自動化設

備及軟體教學資源經費需求，提請討論。 
說明： 

1. 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之圖儀經費，擬採購圖書自動化、西文圖書、中

文圖書、期刊、多媒體【見 P25-26 附表五、六】。 
2. 108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及圖書資源，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8 年獎勵補助經費－圖資處之編列有無意見？請朱處長說明。 
朱處長：明年主要更新圖書館系統，以利圖書館館藏管理。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請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書資本門-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設備，提請討論。 
說明：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見

P27-28 附表七】，提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8 年獎勵補助經費－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之編列有無意見？請學務

處說明。 
楊組長：明年編列主要以支持學生會、學生社團辦理活動所需之設備為重。 
副校長：建議學務處規劃的資本門項目採購詳細規格時，例如採購空拍機時視全校既有的空拍

機廠牌，再衡量空拍機要買哪個廠牌，考量售後服務…等等因素，盡量朝向大家採購的



設備規格能夠相近，才不會買一套要學一套。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規格的部份亦請總務處協助審視是否有須修正之處，若沒有任

何意見，請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其他項目經費需求，提請

討論。 
說明：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見 P29 附表八】，提請討論。 
討論：各位委員針對 107 年獎勵補助經費－其他項設備之編列有無意見？請總務長說明。 
總務長：主要是規劃更換籃球場周圍的投光燈。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請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案由：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執行 107 年度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標餘款優先序 1-教

學軟體廣播系統，經招標作業已 3 次流標，因本系主力電腦教室原廣播系統已不堪使用，

為教學品質考量需採購此設備以提昇學生學習效果，故提請委員同意重新招標，提請審

議。 
說明： 

1. 優先序 1-教學軟體廣播系統：(1)教學軟體廣播 51 人版(2)無硬碟系統 51 人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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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決議： 
校長：此案使用單位若修改底價，重新上網招標，是否有違法情形？請總務處說明。 
總務長：沒有違法情形。 
副校長：請問總務處此案流標大概是什麼原因? 
總務長：此案是投標廠商投標底價沒有進入到使用單位提報的底價。資本門預算是 267,500 元，

第一次招標使用單位提報底價是 240,000 元，第二次底價是 245,000 元，第三次底價是

245,000 元，投標廠商投標價是 250,000 元，其實再降 5,000 元就可以進入底價。但是投

標廠商不願意再降投標價格。 
校長：同意多遊系流標的資本門項目，重新招標。請參考總務處的建議方向，讓此案能夠順利

開標，解決問題。 
 

提案(七) 

提案單位：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案由：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執行 107 年度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優先序 4-行動式喇叭

系統，申請設備規格異動，提請審議。 
說明：資本門優先序 4-行動式喇叭系統，因原編列之規格、預算已無法符合產品市面價格，故

擬於經費不變之情形下申請設備規格異動，提請審議是否同意規格變更？ 
討論： 
校 長：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幼保系說明。 



李主任：因原編列之規格、預算已無法符合產品市面價格，提請同意在經費不變、數量不變的

條件下，修改設備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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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動式

喇叭系

統 

1. Number of Speakers：2 
2. Number of Mixer 
Channels：6 
3. Number of Mic 
Preamps：2 
4. EQ：5-bandGraphicEQ 
5. 無線麥克風 2 隻 

1 組 25,000 

1 Number of Speakers：2 
2 Number of Mixer Channels：4
3 Number of Mic Preamps：2 
4 無線麥克風 2 隻。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7 年度經常門經費流用，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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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經費執

行使用說明如下： 
  獎補助款 配合款 

項目 流用前 流用後 
增減 

流用前 流用後 
增減 

新聘(三年以內)專

任教師薪資 
0 515,091 +515,091 0 228,068 228,068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

薪資 
500,899 0 -500,899 227,919 0 -227,919

推動實務教學 0 0 0 2,000 1,973 -27
研究 0 0 0 2,000 2,231 231
學生事務與輔導(占
經常門經費 2%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92 0 -92 0 0 0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

額】） 

14,100 0 -14,100 353 0 -353

合計 515,091 515,091 0 232,272 232,272 0
二、執行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補助款-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學生事務與輔

導、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餘絀共計 515,091 元整，擬流用至「新聘(三年以內)專任

教師薪資」。 
三、執行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配合款-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推動實務教學、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餘絀共計 232,272 元整，擬流用 231 元至「研究」、流用 228,068
元至「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 

四、各項經常門經費流用後，均符合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應達經

常門經費比例之規定。 
討論：以上經費流用比例皆符合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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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九)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7 年度教育部整體獎勵補助款，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款優先序調整案，提請審

議。 
說明： 執行 107 年度教補款預算後，尚有餘款 11 萬餘元，為利提升採購效益，以致設備優先序

異動，異動情形如下表。 
討論：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煩請盡快展開相關作業，以利於規定時限內執行

完竣，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變更對照表 
變更前 變更後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預估總價 單位 

1 教學軟體廣播系統 267,500 多遊系 1 教學軟體廣播系統 267,500 多遊系 

2 電腦 1,140,000 
資管系(20)觀
光系(20)景觀

系(20) 
2 電腦 1,140,000 

資管系(20)觀
光系(20)景觀

系(20) 

3 雷射印表機 90,000 機動系 3 雷射印表機 90,000 機動系 

4 筆記型電腦 50,000 時尚系 4 筆記型電腦 50,000 時尚系 

5 
3D 活動式舒壓墊沖

水椅 
270,000 時尚系 5 影像紀錄器 100,000 視傳系 

6 櫥窗展示櫃 220,000 時尚系 6 
全方位迷你 4K 攝影

機 
18,000 視傳系 

7 收納櫃 220,000 時尚系 7 
3D 活動式舒壓墊沖

水椅 
270,000 時尚系 

8 美髮桌椅 800,000 時尚系 8 櫥窗展示櫃 220,000 時尚系 

9 影像紀錄器 100,000 視傳系 9 收納櫃 220,000 時尚系 

10 
全方位迷你 4K 攝影

機 
18,000 視傳系 10 美髮桌椅 800,000 時尚系 

11 隨身型數位攝影機 60,000 視傳系 11 隨身型數位攝影機 60,000 視傳系 

12 錄音室工程介面 234,000 視傳系 12 錄音室工程介面 234,000 視傳系 

13 錄音專用電腦 1,140,000 視傳系 13 錄音專用電腦 1,140,000 視傳系 

14 貨櫃 160,000 行管系 14 貨櫃 160,000 行管系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陳相訓組長：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執行至最後一項設備時，若獎勵補助經費不

足時，提請挹注學校經費，以利將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完竣。 

決議：執行至最後一項設備時，若獎勵補助經費不足時，請執行單位專簽申請學校經費。 

伍、結論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