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108 年 11 月 13 日 14：30 
地點：卓越廳 
主席：黃思倫 校長                                                   紀錄：賴文琪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午安，現在召開 108 學年度第 2 次專責小組委員會議。本次會議主要是審議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審議案，請研發處報告。 

貳、工作報告 
一、依教育部 108 年 04 月 18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054908I 號函辦理。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獎

補勵助款總金額 1,689 萬 5,389 元（經常門 844 萬 7,695 元，資本門 844 萬 7,694 元）。 
二、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獎勵補助款，資本門執行情形如附件一【見 P0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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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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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經費支用規定資本門 50﹪及經常門 50﹪【見附件二 P9】、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

金額與比例表【見附件二 P9】、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見附件二 P10-11】。
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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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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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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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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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件三

P12-23】。 
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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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獎勵補助經費之系所採買設備有無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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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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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系所設備主要是以改善教學研究設備及發展特色等方向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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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長：提醒各系所/單位規劃設備時，建議放置空間、泥作費用也應一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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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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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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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件四 P24-26】。 
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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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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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主要更換門禁管理相關設備，以利圖書館進出門禁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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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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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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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

件五 P27】，提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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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說明。 
學務長：明年編列主要以支持學生社團所需之設備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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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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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見附件六 P28】，提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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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規劃更換圖書館的投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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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9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事物」採

購項目優先序及設備規格，提請討論。 
說明：各學院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編列與規格，【見附件七 P29-44】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9 年獎勵補助經費之系所使用經常門經費所採買低於 1 萬元之物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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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或太細，

不要限定製造國家、品牌、型號，以避免有綁標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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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9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其他」採購項目優先序

及設備規格，提請討論。 
說明：圖資處採購項目優先序編列與項目規格內容，【見附件八 P45】請討論。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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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訂購專業電子資料庫及 Adobe Creative Cloud 更新軟體套件授權使用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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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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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事物」採

購項目優先序及設備規格，提請討論。 
說明：各學院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編列與規格，【見附件九 P46-60】請討論。 
討論： 
校長：本案是 108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餘絀款，由各系所編列低於 1 萬元

之物品設備，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陳組長說明。 
陳組長：主要 108 年度經常門之經費，由各院系編列非消耗性低於 1 萬元之物品設備，規格上

建議應具彈性，不可編的太細、廠牌、型號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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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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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其他」採購項目優先序

及設備規格，提請討論。 
說明：圖資處採購項目優先序編列與項目規格內容，【見附件十 P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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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訂購專業電子資料庫及 Adobe Creative Cloud 更新軟體套件授權使用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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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提案單位：智動系 
案由：教育部「工具機教學設備更新計畫」-「五軸加工與機聯網人才培育計畫」標餘款設備-

「現有 CNC 銑床機台系統更新」規格變更，提請審議。 
說明：  

一、原計畫書標餘款設備-「現有 CNC 銑床機台系統更新」經費規劃 125 萬元，資本門

設備執行第一次採購後，經費餘絀為 90 萬元，不足以採購全套，故擬變更規格採購。 
二、原規格項目(一)國產控制器，已由高教深耕計畫採購，預計 12 月 10 日交貨，可搭

配本計畫使用，因此本計畫擬不再重複購買。 
三、原規格項目(二)第 7 點之「工件識別系統」，因預算不足，擬日後有經費再補充購置。 
四、其餘規格項目，微調為「整合取料裝置」與「工件上下料台」兩項，如下表： 

討論：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研發長說明。 
研發長：教育部「工具機教學設備更新計畫」-「五軸加工與機聯網人才培育計畫」執行第一階

段採購後之標餘款餘絀 90 萬元，不足以採購原編列之規格設備，故提請變更設備規

格，俾利後續採購作業。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若沒有任何意見，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優

先

序 
設備名稱 數

量 
預估單價

（元） 規格 變更後 
規格 

備 1 
現有 CNC 銑

床機台系統

更新 

1
套 

1,250,000 
(標餘款) 

一、CNC 銑床國產控制器 1 台 
1.10.4” LCD 立式控制器 
2.最高 NC 軸數：5 
3.最小命令解析：

0.001mm/0.001deg. 
4.預讀單節數：500 blocks(含)以上

5.具 USB/串列/網路等埠 
二、整合取料裝置 1 台 
1. 軸數：六軸 
2. 最大工作半徑： 
   900mm(含)以上 
3. 最大負載： 
   7kg(含)以上 
4. 動作範圍：(或更大) 
   J1: +/-170˚ 
   J2: -105˚~+135˚ 
   J3: -205˚~+65˚ 
   J4: +/-190˚ 

(一)整合取料裝置 1 台 
  1.軸數：六軸 
  2.最大工作半徑：900mm(含)以
上 
  3.最大負載：7kg(含)以上 
  4.動作範圍：(或更大) 
     J1: +/-170° 
     J2: -105°~+135° 
     J3: -205°~+65° 
     J4: +/-190° 
     J5: +/-120° 
     J6: +/-360° 
  5.重複精度：+/-0.03mm(或更精

確) 
  6.循環時間：0.35sec(或更快) 
 
(二) 工件上下料台 1 台 
  1.整合工件上下料台： 



優

先

序 
設備名稱 數

量 
預估單價

（元） 規格 變更後 
規格 

   J4: +/-120˚ 
   J6: +/-360˚ 
5. 重複精度：+/-0.03mm(或更精

確) 
6. 循環時間：0.35sec(或更快) 
7.整合工件上下料台 1 組(三層)，
含未加工待取台、已加工存放台、

工件識別系統、安全圍籬 1 組 
三、分度盤 

     a.固定料架需三層(未加工、

已加工存放台)。 
     b.每層可置放 4 (含)個以上

工作物。 
  2.氣動式自動夾頭、分度盤： 
     a.夾持力：2500kg(含)以上。

     b.鬆夾方式：氣動式。 
     c.夾持座：包含四個定位腳

及一個定位片、及治具座。 
  3.手臂座： 
     a.焊接方管厚度 2.5mm(+/- 
0.5mm)。 
     b.手臂座高度

1200mm(+/-15mm)。 
  4.安全圍籬： 
     a.符合安全規定。 
     b.物體誤入緊急停止裝置。

     c.全面式圍籬。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陳相訓組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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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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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