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 1 次會議記錄 

 
時間：96 年 11 月 12 日（一） 15：00 ~ 17:00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第五會議室 
主席：彭作奎校長                                            記錄：張景惠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首先謝謝各位委員的出席，今天有許多議案要討論，其中一項是本校回覆教育

部有關本校執行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意見。委員於 9 月 21 日

訪視本校後，提出改進意見，其中有若干意見應屬疏忽而被指為缺失，希望馬上改

善。但有若干機制尚未有效建立者，請相關單位提出改善方案，並立即付諸實施。 

貳、工作報告 

  一、「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名單，如附件一。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擬變更 96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之附表六。 

說明： 

一、圖書館擬採購各系所薦購之中西文專業圖書一批，中文專業圖書之經費 
    需 1,606,383 元整，西文專業圖書之經費需 707,007 元整，此經費已編列 
    在年度預算中，將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應。 

  二、因各系實際推薦中西文專業圖書分別於 9 月及 10 月陸續完成彙整，故與 6
月及 8 月所提支用計畫書（如附件二）有所差異，建請准予變更支用計畫書

（如附件三）。 
  三、因實際購買時，可能因絕版或缺書等因素，致最後各系購買冊數與金額可能

會有部份更動，建請准予圖書館依實際狀況採購冊數與金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校回覆「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執行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 

       效訪視評量表（含書面審查意見）」，請討論。 

說明：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委員已於 96 年 9 月 21 日蒞校訪視，

本校回復意見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相關單位依回復意見立即改善。 



提案三：96 及 97 年度資本門與經常門支用項目與比例對照表，請討論。 

說明：97 支用計畫書資本門與經常門之比例已依照 96 年 9 月 21 日訪視委員建議及 

     校內同仁意見做比例上之調整，96 及 97 年度資本門與經常門支用項目與比例 

     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中州技術學院「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編列順序，請討論。 

說明：「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編列順序如附件六。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主席建議：「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名單增加主任秘書案。 

研發處長：因過去委員名單中未列入主任秘書，所以今年延續以往慣例未將主任 

秘書列入名單。 

決議：通過，要點修正案提請行政會議審議。 

伍、散會   

     17：00 主席宣佈散會 

 



 
 

中州技術學院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校長 彭作奎校長 視訊傳播系 吳瑞泉主任 

行政副校長 鄭詩華副校長 保健營養系 楊乃成主任 

學術副校長 黃萬傳副校長 資訊管理系 陳彥佑主任 

秘書室 吳瑞泉主任秘書 企業管理系 曾耀煌主任 

教務處 陳世寬教務長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徐清俊主任 

學務處 杜讚發學務長 幼兒保育系系主任 蕭佳華主任 

總務處 蘇寳林總務長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教師代表 張萬欽老師 

研發處 鄭朝旭研發長 自動化控制系教師代表 楊政穎老師 

終身教育處 柴御清處長 電子工程系教師代表 楊國輝老師 

通識教育中心 黃怡禎主任 資訊工程系教師代表 陳清木老師 

會計室 周珊英主任 電機工程系教師代表 郭振輝老師 

人事室 陳泉源主任 資訊管理系教師代表 蕭金財老師 

進修專校 洪新來主任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教師代表 沈育樹老師 

公關室 謝清隆主任 企業管理系教師代表 楊奕源老師 

圖書館 余森年館長 幼兒保育系教師代表 廖學勇老師 

資訊處 詹東融處長 景觀設計系教師代表 李權宸老師 

教學資源中心 陳世寬主任 生物技術系教師代表 吳秋曄老師 

體育室 楊慶南主任 保健營養系教師代表 鄒梅君老師 

軍訓室 周澄傑主任 視訊傳播系教師代表 宋天瀚老師 

工程技術研究所 黃立仁所長 通識教育中心教師代表 陳石定老師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吳明勳主任   

電子工程系 江榮隆主任   

電機工程系 康有評主任   

自動化控制系 鄭合志主任   

資訊工程系 李俊宏主任   

景觀設計系 梁大慶主任   

生物技術系 陳冠仲主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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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技術學院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96 年 12 月 13 日（四） 13：00 ~ 14:00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第五會議室 
主席：彭作奎校長                                            記錄：張綺嫺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主要是討論通過經費之流用與

標餘款之使用，以及 96 年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內容，謝謝大家！ 

貳、工作報告 

(一) 96 年度資本門經費明細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總計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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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自

籌款金額】） 

8,123,707 75.89% 816,695 75.86% 8,940,402 75.89%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不含自籌

款金額】） 

2,102,071 19.64% 211,319 19.63% 2,313,390 19.64%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不含自籌款金額】） 

264,530 2.47% 26,597 2.47% 291,127 2.47%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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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設施等） 

213,786 2.00% 21,961 2.04% 235,747 2.00% 

合計 10,704,094 100.00% 1,076,572 100% 11,780,66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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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6 年度資本門支用明細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採購方式 預算金額 採購金額 備註 
無線感測實習 公開招標 260,000 245,000   

1 
螢幕 17 吋 中信標 300,000 300,000   

2 電腦網路教室設備/電腦主機 中信標 1,499,990 1,499,990   
3 念力控制網路機器人設備 公開招標 648,000 625,000   
4 個人電腦 中信標 700,000 700,000   
5 單槍投影機 中信標 130,000 130,000   

多媒體硬體設備- DVD 投影機 中信標 40,000 38,964   
多媒體硬體設備-DVD 放影機設

備 
中信標 

20,000 20,000   6 

多媒體硬體設備-數位相機組 中信標 90,000 90,000   
多媒體硬體設備-數位攝影機組 中信標 60,000 57,693   

7 多媒體硬體設備-硬碟式DVD錄

放影機 
中信標 

35,000 25,000   

8 筆記型電腦 中信標 45,000 45,000   
9 體適能 公開招標 300,000 275,000   
10 增購小型打擊樂器 三估 50,000 50,000   
11 硬碟式 DV 中信標 40,000 40,000   
12 數位相機 中信標 20,000 20,000   
13 單槍投影機 中信標 40,000 39,964   
14 英語教學輔助教具 三估 20,000 20,000   
15 個人電腦 中信標 217,000 217,000   
16 液晶投影機 中信標 65,000 65,000   
17 電動螢幕(含安裝) 中信標 20,921 18,112   
18 Maya 軟體 公開招標 200,000 300,000   
19 After Effect 軟體 公開招標 30,000    
20 Adobe Photoshop CS2 軟體 公開招標 30,000    
21 Adobe Premiere Pro 軟體 公開招標 30,000    

22 
micromedia (Flash,Dreamweaber)
軟體 

公開招標
30,000    

23 高溫爐 公開招標 190,000 110,000   
24 可攜式微氣候測量系統 公開招標 370,000 310,000   
25 虛擬實境製作軟體 公開招標 200,000 190,000   
26 河川流速測定儀 公開招標 152,000 140,000   

27 單槍投影機 中信標 225,000 252,790 
不足 27790 由景觀

系自有經費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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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採購方式 預算金額 採購金額 備註 
28 土壤採樣及分析設備 公開招標 150,551 139,000   

舞台燈光組 
三估 

40,000 48,495 
不足 8495 由課指

組自有經費流用 

電腦 中信標 80,000 79,960   
數位相機 中信標 10,000 8,990   
對講機 中信標 7,600 6,000   
多功能事務機 中信標 20,000 16,000   
醫療模型展示櫃 中信標 27,407 27,029   

訓輔 

傳真機 中信標 17,200 9,800   
圖書 圖書館中文圖書 中信標 1,606,383 1,606,383   
圖書 圖書館西文圖書 中信標 707,007 707,007   

其他 無障礙空間設施 中信標 105,000 122,850 
不足 17850 由環安

組自有經費流用 

其他 省水器材 中信標 58,614 58,000   
獎 1 機器人控制系統 公開招標 1,000,000 937,000   
獎 2 自動量測實習設備 公開招標 197,409 170,000   
獎 3 電腦 中信標 831,329 808,850   
獎 4 細胞生長箱 公開招標 550,000 470,000   
獎 5 殺菌斧 公開招標 100,000 85,000   

獎 6 製冰機 三估 53,201 65,000 
不足 11799 由保營

系自有經費流用 

折疊會議桌 中信標 40,000 40,000   
電腦 中信標 20,000 19,990   
無線麥克風組 三估 13,000 13,000   

訓輔 

數位相機 三估 15,920 15,920   
其他 二段式二段省水馬桶 中信標 10,833 9,900   

其他 快沖二段沖水蹲式馬桶 中信標 61,300 71,300 
不足 10000 由環安

組設備費流用 

經費 
合計 

    11,780,665 11,284,053   

流入 
金額 

    75,934   

標餘款     49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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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中: 

1. 景觀系補助款「單槍投影機」，編列 225,000 元預算，因機型停產改購置

它款，實際金額 252,790 元，超出金額擬由景觀系機儀設備費流用至資本

門配合款。 

2. 保營系獎助款「製冰機」原編列 53,201 元預算，實際購置金額為 65,000
元，超出金額擬由保營系機儀設備費流用至資本門配合款。 

3. 訓輔經費「舞台燈光組」，去年 11 月編列預算預計購置 2 組，單價 20,000
元，實際購置金額為 48,495 元，超出金額擬由學務處課指組項下業務費

流用至資本門配合款。 

4. 訓輔經費「折疊會議桌」，去年 11 月預計購置 10 套，單價 4,000 元，實

際購置 27 套，總價 40,000 元。 

5. 「無障礙空間設施」原編列 105,000 元預算，實際購置金額為 122,850 元，

超出金額擬由環安組設備費流用至資本門配合款。 

6. 「快沖二段沖水蹲式馬桶」原編列 61,300 元預算，實際購置金額為 71,300
元，超出金額擬由環安組設備費流用至資本門配合款。 

7. 96 年度教補款各項設備採購標餘款共為 496,612 元，各系中心教學研究

設備及其他項標餘款 482,147 元，學生事務輔導標餘款 14,4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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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96 年度資本門部份經費流入後明細與比例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總計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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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自

籌款金額】） 
8,123,707 75.89% 864,779 75.03% 8,988,486 75.81%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不含自籌

款金額】） 
2,102,071 19.64% 211,319 19.63% 2,313,390 19.51%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不含自籌款金額】） 264,530 2.47% 26,597 2.47% 291,127 2.46%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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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設施等） 
213,786 2.00% 49,811 4.32% 263,597 2.22% 

合計 10,704,094 100.00% 1,152,506 100.00% 11,856,600 100.00% 

(五) 96 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金額、比例流用之情形（如附件一~二）。 

(六) 由於 96 年度教育部奬補助款核撥時間較晚，故於本年度 7 月 31 日前所

核銷之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相關教師獎助金額共 674,010      
元，已由學校自有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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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96 年度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支用金額與經費流用，請審查。 
說明： 

一、 資本門支用因部份單位採購金額高於預算，各單位以業務費流入該項自籌款執行採購。 

二、 經常門支用計畫書上所編列項目，部分經費未執行完畢以流用方式來溢注經費不足之項

目，流用明細表（如附件一~二）。 

決議： 

一、 資本門標餘款496612元。 

(一) 優先支應景觀系採購不足金額27790元及保營系採購不足金額11799元。 

(二) 輔導經費標餘款14438元，全數依96奬補助支用計畫編列輔導項目採購。 

(三) 其他項採購不足金額由業務執行單位之自有經費流用補足。 

(四) 依上列決議事項處理後，標餘款尚餘442585元。 

二、 經常門流用，照案通過。部份微調，在符合教育部規範之比例授權業管單位辦理。 

 

案由二、訓輔經費標餘款討論。 

說明：標餘款之處理原則（如附件三）。96年度教補款訓輔經費標餘款為14,438元，學務處

課指組建議購置學生社團辦公桌、電腦桌及公文資料櫃。 

決議：訓輔經費標餘款14438元，先支應舞台燈光組不足8495元，餘5943元由原單位增購原列

於96年獎補款支用計畫書輔導相關設備之項目。 

 

案由三、96年度教補款教學儀器標餘款購置，請各位委員討論。 

說明：各系中心教學研究設備及其他項標餘款482,147元，擬由資管系購置中信標電腦教學設

備，安置於資管系管理之電腦教室。 

決議：研究設備標餘款442585元，依教務處規劃用於教學之相關ｅ化講桌設備來採購，如單

槍、筆記型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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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96年度經常門部分自籌款由學校自有經費支應，請各位委員討論。 

說明：1.由於96年度教育部奬補助款核撥時間較晚，故於本年度7月31日前所核銷之經常門「改

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相關教師獎助金額共674,010元，已由學校自有經費支應。 

2.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資本門「其他項下」部分經費，依據中州技術學院(94-96)師資

卓越專案計劃實施要點補助教師師資卓越專案相關研究獎勵，將此獎勵金之統計計入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究項下」，明細如附件四「96年度經常門執行前後對照

表」。 

決議：照案通過。 

決議後經費明細如下： 

96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支用明細 
自籌款 

項目 奬補助款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資本門 10,704,094 1,112,917 11,817,011 

經常門 7,136,064 1,475,491 8,611,555 

金額 17,840,158 2,588,408 ( 14.51%) 20,428,566 

 

肆、臨時動議 

案由：「96 年度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教育部補助本校新台幣 400 萬元

整，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教育部 96 年 12 月 12 日台技(三)字第 0960193611-N 號文辦理。 

二、 核定補助金額為新台幣 400 萬元整，校自籌 10 分之 1 配合款為新台幣 40 萬元整。 

三、 因計畫核准時程(12/12)及執行完竣日期(12/31)緊迫，擬報部申請保留至 4 月底完成計

畫，教育部將並同其他獎補助案辦理訪視。 

四、 各分項計畫經費預估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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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教育部補助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經費預估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總計 

項   目 
金額 金額 金額 

分項計畫 A： 
優質景觀設計教學設備提昇計畫

1,500,000 400,000 1,900,000

分項計畫 B： 
優質視傳設計教學設備提昇計畫

1,500,000 0 1,500,000

分項計畫 C： 
數位教學設備建置計畫 1000,000 0 1000,000

總經費  
 4,400,000

 
決議：經費變更分配如下: 

96 年度教育部補助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經費預估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總計 

項   目 
金額 金額 金額 

分項計畫 A： 
優質視傳設計教學設備提昇計畫

3,400,000 400,000 3,800,000

分項計畫 B： 
數位教學設備建置計畫 600,000 0 600,000

總經費  
 4,400,000

 
伍、散會   
14:30 主席宣布散會 









                                                1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紀錄 

 
時  間：97 年 03 月 27 日（四） 10：00 ~ 12:00 
地  點：行政大樓三樓第五會議室 
主  席：彭作奎校長                                                紀錄：張景惠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首先謝謝各位委員的出席，今天會議的重點是分配本校今年拿到的獎補助款，雖然今年

的金額並非特別多，但仍要做妥適的分配，因為時間有限，就先按照議程來進行會議，先請

研發長做工作報告，謝謝！ 

貳、工作報告 

一、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依 97 年 03 月 03 日 台技 (三)字 0970026086-k 號函核定獎補

助共計新台幣 1,892 萬 6,377 元。 

二、 依教育部規定，本校自籌款至少應為獎補助款之 10%，以 189 萬 3,623 元編列，故 97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款合計 2,082 萬元。 

三、 教育部審查意見，有關經費運用方面建議本校及本校之回覆： 

 

學校已提供完整之資料，惟資本門經費之分配

【附表四】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57、60；【附

表七】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優先序 2、3、

4、7、8、9、13；及其他項目優先序 2，其個

別單價項目皆未達 1萬元，不符合資本門認列

標準，宜再確認並重行規劃。 

改正如支用計晝書，移除未達 1萬元單價之教

學儀器設備，且不列入資本門認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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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仍以添

購各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為主，無法呈現其與

學校中長期發展計畫之密切關聯性。 

工學群： 

現況:本學群整體獎補助發展均依本校

93~96 和 97~100 中程發展計畫書內容採購，

且經系之儀器設備委員會、系務會議、群和校

級各委員會討論通過，如 96 年設立能源科技

中心、智慧型機器人研發中心等之設立，均務

求符合校和學群中長期發展方向。 

未來規劃:本學群將逐年檢討修正教補款

經費支用與校中長程計畫之關連性，並更強化

校級研究中心特色，增加整合各系教學(證

照、專題製作等)研究(產學合作等)成效，來

凸顯校與學群之特色關聯性。 

商管學群： 

本學群參考 97~100 中期發展計畫後，結

合商管學群各系教補款經費來成立學群級特

色研究室與中心，未來將利用此採購之設備支

援教學與輔導學生考取證照，並進一步促成產

學合作來增加學生專題製作能力。 

環設學群： 

本學群各系已依本校中長期發展計畫之

關聯性辦理，依整體發展特色及未來規劃，申

請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並與本

學群之中心及發展重點結合，呈現專業與特色。

學校再 97 年度發展重點之第一項即為積極延

聘優良教師，但是經常門經費支用計畫中卻無

任何支配用規劃 ,建議專責小組應配合學校

短中長期發展重點及方向，妥適規劃分配經費。

1.依指示辦理。 

2.遴聘具博士學位或助理教授以上師資，藉以

提高師資結構，預定延聘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四 

 

人。 

3.延攬優秀高階師資或具特殊專長資深教授

等，講座教授支給講座主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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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中，內容應具體針

對獎助教師進修人數，研究案、研習案、改進

教學案件數等，初步估計其件數及每件補助金

額等細項資料，而非僅呈現一預估總金額。 

1.研究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專題

研究計畫補助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

師資卓越專案計畫實施要點」辦理，中州專

題預計獎勵件數為 40 案，師資卓越專案預

計獎勵件數為 100 案。 

2.研習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研習獎勵實施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90 案。 

3.著作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教

師競賽暨專利獎勵實施細則」辦理，預計獎

勵件數為 200 案。 

4.改進教學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

教師取得乙級技術士以上證照獎勵實施細

則、「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

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25 案。 

5.教務處課務組：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教學

媒體製作競賽實施要點」，每學期預估經費

需求約為十萬元。每學年約為 20 萬元。 

6.鼓勵本校教師進修提高師資，本年度辦理獎

助教師進修人數預估約 10 人。 

專責小組會議內容均係針對提案討論決議照

案通過，未能呈現經費規劃，討論資本門規

格，優先序等內容，或是經常門支出獎助教師

項目比例之討論。 

已將委員所建議之專責小組會議應充分討論

事項，提供專責小組參考，並將討論內容詳實

紀錄，以利查考。 

高階教師比重為 55%，但是鼓勵教師進修預計

每人補助 1-2 萬元，實屬偏低，恐缺乏誘因；

建議宜積極鼓勵進修，改善師資結構，以早日

達成改制科大之目標。 

 

1.為鼓勵在職教師進修博士學位，改善師資水

準，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提高補助金

額，國內進修每學期補助 2萬元，國外進修

每學期補助 3萬元。 

2.依據本校講師精實辦法，獎勵在職講師前往

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進修博士學位者，得不

受名額限制，並依前述辦法予以進修補助，

俾利早日改名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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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遵照教育部審查意見資本門及經常門等各項預算明細如表一至表三： 

表一：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

以上） 

總經費

(5)=(3)+(4) 

10,750,914 8,175,462 18,926,377 1,893,623 20,82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10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10﹪）

金額 6,450,549 4,905,277 1,136,174 4,300,366 3,270,185 757,449 

合計 12,492,000 8,328,000 

占總經費

比例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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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資本門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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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

自籌款金額】） 

9,084,661 80% 908,939 8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不含自

籌款金額】） 

1,703,374 15% 170,426 15%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

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340,675 3% 34,085 3%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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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空間設施等） 

227,116 2% 22,724 2%  

合計 11,355,826 100.00% 1,136,174 100.00%  

製表說明：原訂比例列於比例欄之( )內，供委員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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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3,785,276 50% 研究＄378,725 50% 

1. 研究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實施細則」、「中州

技術學院師資卓越專案計畫實施要點」

辦理，中州專題預計獎勵件數為 40 案，

師資卓越專案預計獎勵件數為 100 案。

2. 依教師個人專長，提出相關研究計畫，

結合實務操作，檢驗理論的可行性。 
3. 補助對象為(1)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所

衍生之學院、系所及中心整合之任務型

計畫者；(2)去年度提出國科會研究計畫

申請案件或其他政府單位之研究型計

畫未獲通過者，並具研究價值者；(3)
其他一般個人型研究計畫。 

4. 教師個人申請案經系中心初審，研發委

員會議審定後，提校教評會議核定補助

金額，於年度結束前完成核銷，並交繳

成果報告，彙整集冊存校、系、圖書館

供師生參閱，另於網站中公告，通知及

參考。 

研習＄302,822 4% 研習＄30,298 4% 

1. 研習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

教師研習獎勵實施細則」辦理，預計獎

勵件數為 90 案。 
2. 實施之目的再於提昇教師本職水準與

教學品質。 

進修＄227,117 3% 進修＄22,723 3% 

1.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鼓勵教師利用

在職進修、或出國進修，以逐年提昇助

理教授以上師資之比例。 
2. 進修教師一學年每人補助 4-6 萬元外，

並優先排課及減少在校授課時數，及減

少每週在校天數。(每週在校 2-3 日)。

著作＄757,055 10% 著作＄75,745 10% 

1. 著作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

教師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則」、「中州技

術學院教師競賽暨專利獎勵實施細則」

辦理。 
2. 預計獎勵件數為 200 案。 

升等送審＄151,411 2% 升等送審＄15,149 2% 

1.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外審學者專家審

查費用及升等著作之付梓補助費。 
2. 預定升等送審人 30 次，教授 5 人、副

教授 10 人、助理教授 15 人(含新聘)。

一、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
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改進教學＄272,540 3.6% 改進教學＄27,268 3.6%

1. 改進教學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

學院教師取得乙級技術士以上證照獎

勵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指導

學生獎勵實施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

數為 2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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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編纂教材＄90,847 1.2% 編纂教材＄9,089 1.2%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競賽要

點」辦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材，藉

以提昇教學品質、建置優質數位學習環

境，競賽內容分個人組及團體組，個人

組分「簡報」及「網頁」及「數位教材」

三類，團體組需架設網站教學共同資訊

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特優」，

未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料費。 

製作教具＄90,847 1.2% 製作教具＄9,089 1.2%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競賽要

點」辦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材，藉

以提昇教學品質、建置優質數位學習環

境，競賽內容分個人組及團體組，個人

組分「簡報」及「網頁」及「數位教材」

三類，團體組需架設網站教學共同資訊

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特優」，

未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料費 

合計＄5,677,913 75% 合計＄568,087 75%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占
經常門經費
5﹪以內【不

含自籌款金

額】） 

＄378,528 5﹪ ＄37,872 5﹪ 

1. 預定舉行校內行政人員及相關主管業

務研討會八場次。 
2. 補助行政人員參與校內外業務座談

會、研習、研討會之註冊費及差旅費。

3. 行政人員進修酌予補助學分費。 

三、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
費(占經常
門經費 2%
以上【不含自

籌款金額】) 

＄227,116 3﹪ ＄22,724 3﹪ 

1. 辦理學生社團活動用設備、場地及設施

維修及維護工作。 
2. 鼓勵社團指導教師及學生會幹部參加

校外研習費用。 
3. 績優社團教師獎勵。 

四、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0 0﹪ ＄0 0﹪ 

 

五、其他 ＄1,286,994 17﹪ ＄128,766 17﹪
1. 優先做為改善師資結構。 
2. 超支經費由學校配合款項列支。 

總計 ＄7,570,551 100﹪ ＄757,449 100﹪  

 
製表說明：原訂比例列於比例欄之( )內，供委員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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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學群依中長程及重點發展項目建議分配如下 

 

校  長： 

1. 今年本校拿到的獎補助款是比去年還少，教育部的總金額是在減少，但獎勵型的金額 

是在提高，所以教育部是獎優汰劣，換言之好的學校錢給的越多。 

2. 本校對於校務基本資料庫並沒有非常確實的填報資料，或者沒有針對教育部補助款的 

重點去做我們的校務發展，特別是證照及產學合作部份，以致於今年的金額會比去年 

少。希望每位同仁都要把自己負責的工作確實做好，系主任也要督促系上的老師們。 

3. 學校形象的提升是日機月累，任何一個單位疏忽，都有可能影響到校譽。現在不管是

針對招生或是校務基本資料庫的填報也好，我們會像評鑑的工作一樣，一步一步的建

立起來，因為假設沒有變成一種習慣或機制，就容易造成填報的不確實。 

4. 針對今年度校務基本資料庫的填報，希望各單位能正確填報各項資料，而黃副校長也

會組成一小組，非常務實的開會檢討。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小計 

總額度 9,084,661 100% 908,939 100% 9,993,600 

工學群 3724711  41% 372665  41% 4,097,376 

商學群 2725398  30% 272682  30% 2,998,080 

環設學群 2634552  29% 263592  29% 2,89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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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一、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各系教學及研究設備教育部核定後金額

及自籌款共計 999 萬 3,600 元。 

 說明：各系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1-1~1-3 p15~18.，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彭校長作奎：先請教 p.8，各學群比例 41％、30％及 29％是如何算出？ 

    鄭研發長朝旭： 

1. 計算公式，是參考各學群的學生人數，系所及教師產出。 

2. 上次報部之前有召集三群長，參考往年報部比例的資料，並考量現況所討論出來的。 

    校  長： 

1. 比例須考慮到各系所的績效，績效多的單位就分配多一些的獎補助款，而非按照人 

數來分配，因為有很多系所並未提報任何獎補助能採計的資料，例如學生證照。 

2. 教育部獎補助款是按照各校績效所核配的，因此校內也應按照此原則來分配，以鼓 

勵各系所踴躍並確實填報資料。 

    研發長：我們可以透過雲科大校務基本資料庫的資料，統計各系所的績效。 

校  長： 

1. 不以績效分配，是不足以反映教育部給我們獎補助款的目的。因此現在我們是獎勵 

  型的分配方式，有成果就多給。 

2. 另外是否能針對此次評鑑委員提出的建議，例如設備的改善，之前已報部的優先序， 

還能再增加新的設備嗎？希望能針對需要改善的系所提供經費，如此才有助於全校 

的提升，對本校升格大學才有幫助。 

    黃副校長萬傳：因為法規規定資本門的優先序是不能變動，但金額部分可做更動，因此 

請研發處重新分配比例，各學群也對資本門需求優先序再做調整。 

    蘇總務長寶林： 

1. 獎補助款的使用，會牽涉之後管科會的訪視，看出本校績效。建議獎補助款部份除 

了剛剛校長指示，補強評鑑委員建議之外，亦可著重於容易呈現出教學績效方面。 

2. 有些不容易看出績效的採購項目，是可以選擇用本校自有經費來購買，因此就提報 

項目的部分，建議可再做調整。 

    校  長：針對此一提案還有其他意見嗎？之前不是有單位要買電子桌嗎？現在怎麼都沒 

人提了？ 

    總務長：行政支援組的評鑑委員問及本校電子桌的普遍情形，本組回答「各系辦都有手 

提電腦及單槍來做支應」，委員建議能普遍化設置，因為就科大來說，這是對教 

學有幫助的設備。 

    陳教務長世寬： 

1. 我們是希望每個普通教室都能建立整套電子桌設備，目前校內是在重點地方設置， 

總共有 12 套。 

2. 依據獎補助款的補助原則，資本門應是補助系所教學和研究設備方面，因在總務會 

議中，已經將相關教室空間劃分給各系所，因此若各系所在設備上有任何不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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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自行提列出來。 

3. 請課務組就相關系所教室電子桌需要的設備及價格製表，提供給各系所做參考，若 

還可加入資本門優先序中，請各系所自行加入。 

    校  長： 

1. 每一分錢的使用，都要考慮到中長程計畫及本校發展的重點，否則展現不出本校特色。 

2. 往後各系所購買電腦，請先會資訊處審查，由資訊處統籌管理全校的電腦設備，若 

真的需要淘汰，也可詢問鄰近高國中小，有無需要電腦及相關設備，使資源能充分 

再利用。 

  決議：待研發處統計出各單位績效後，調整各學群比例，各學群亦依照核配到的經費，參 

考評鑑委員的建議，重新提列資本門需求，並於下次會議時再討論此案。 

 
二、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教育部核

定後金額及自籌款共計 187 萬 3,800 元。 
 說明：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2 p19.，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余圖書館長森年：第一次預估是 500 多萬，因核定金額降低，所以再做調整。並以中西 

文圖書為主要採購對象。 

    校  長：各委員有意見嗎？比例是固定的嗎？ 

    圖書館長：比例規定最少要 10%，本校提升至 15%。 

    黃副校長：評鑑時有任何系所是圖書期刊不足的嗎？ 

    圖書館長： 

1. 工研所學生提出研究方面的圖書資料不夠。 

2. 圖書館於每次採購圖書時，皆請圖書委員至系上調查須購買的書籍名單，因此請各

系所主管能提醒委員依照系所需求提列書單。 

    校  長：影片部份呢？ 

    圖書館長： 

1. 影片都是使用自備款購買。 

2. 學生可自行上網推薦想看的影片，圖書館便會依照學生需求購買該影片，請系所主 

管代為宣導此一措施。 

    吳主任瑞泉（視傳系）： 

      評鑑委員指出本系相關影片及西文圖書不足，希望能多加購買。 

 決議：照案通過。評鑑委員指出工程技術研究所及視訊傳播系相關圖書及影片不足之處， 

由圖書館於採購時列為優先購買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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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教育部核定金額及自

籌款共計 37 萬 4,760 元。 

 說明：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3 p20.，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簡組長俊平（課指組）： 

1. 所提報要採買的物品都有先對學生社團的需求作調查，並考量學生辦活動的需要， 

訂出採買順序。 

2. 考量減少以後外包舞台的經費，舞台搭建物品為第一優先購買。 

3. 購買咖啡機是因應學生會需要，及有學生想成立咖啡研究社。 

4. 電腦組、筆記型電腦及擴音器雖是登記於學生會名下，但都是提供給各社團來借用。 

    黃副校長：評鑑委員指出社團辦公室空蕩蕩？委員有指出是缺少什麼設備嗎？ 

    簡組長： 

1. 至 97 年度教育部於資本門中才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經費，以往社團物品 

  採購都是以學生會，以前的學生活動中心，能採買、借用的東西為主，各社團的物 

  品除非有必要充實，例如管樂社，學務處都是採購大型設備讓各社團借用。 

2. 課指組今年會編列預算經費，學生會的經費都會撥一些費用，來充實社團設備。 

    校  長：剛剛提及有系所電腦要淘汰，各社團可考慮這些電腦是不是還能使用。 

    總務長： 

1. 評鑑委員指出學務處可強化對學生學習意願及增強信心部分。 

2. 建議排序上可考慮加入學生輔導項目，不宜全列學生會所需物品，因為本項經費是 

「訓輔經費」。 

3. 咖啡機或筆記型電腦建議可使用本校自有經費購買。 

    校  長： 

1. 許多系都有外面的廠商放置咖啡機供系上使用，若同學想喝咖啡，可輔導至本校的 

CC 咖啡廳，假設學生想成立咖啡研究社，亦可考慮租用的方式。 

2. 為何有許多單位都要購買電腦？學生會為什麼要筆記型電腦？ 

    簡組長：可提供其他社團借用。 

    校  長： 

1. 請資訊處考量電腦規格後，代為購買，數量亦可增加。 

2. 請學務處重新提列優先需求，並加入輔導項目。 

決議：請學務處重新提列優先需求，並加入輔導項目，於下次會議時再討論此案。  
 
四、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

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等)教育部核定金額及自籌款共計 24 萬 9,840 元。 

 說明：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4 p21.，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總務長：提報物品是與生物化學性實驗室討論出來，一氧化碳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安全， 

因此優先裝置 2 套一氧化碳監控設備。 

    校  長：請問「一氧化碳監控設備」是什麼？為何需要經費達 249,840 元呢？實驗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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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一氧化碳嗎？實驗室是密閉的嗎？還是做實驗需要燒東西？ 

    楊主任乃成（保營系）：個人認為可能是瓦斯的監控而非一氧化碳。 

    校  長：到底是哪個單位需要這項設備呢？ 

    總務長：當初環安組提了六項，其中學生安全設施－「一氧化碳監控設備」排在第三順 

位，經環安組程組長實地看過後，考量學生安全，並與系所討論後提出。 

    程組長向榮（環安組）：當初是由生技系及保營系共同提出的。 

    校  長：請先請楚是否符合單位需求，再行討論。 

 決議：請先清楚是否符合單位需求及所需經費，待下次會議時再討論此案。 
 
五、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教育部核定金額及自籌款共計 832 萬

8,000 元。 

 說明：分配如表二 p6.經常門，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陳主任泉源（人事室）： 

1. 本校每學期補助教師國外進修 3 萬，國內 2 萬，仍被教育部指出比例不足，鼓勵太少。 
2. 有教師向評鑑委員反應本校獎勵不夠，希望可參考他校獎勵金額。 
3. 人事室不反對調整鼓勵教師進修的比例，只是擔心將來教育部委員訪視時又會被提 
為缺點。 

4. 本校曾在 95 學年度終止補助教師進修，因被教育部指為缺失，於 96 學年度才又通 
  過法規，補助教師進修。 

    研發長：此部分的比例分配是參照去年的實際支用情形，並考慮教育部的規定。96 年度 
      編給人事室的預算約在 30 萬左右，但都無法全數支用。 
    校  長：請人事室儘速修改相關進修法規，即使不補助都要和學校簽約，獎勵是另外給 

與的。 
    黃副校長：「師資卓越專案」有 100 案，若將來無法達成，會被評為缺失嗎？ 
    研發長：100 案是按照去年的數據，算出來的近似值。請見附件 6 數據有 106 案，此處 
      已編列預算 290 萬。 
    黃副校長：此部分請研發處嚴加管控。 
決議：照案通過。 

 
六、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比例調整由 2%改由 1.2%，差額 1.6%調至改進教學，改進教學比例調升為 3.6%。 

 說明：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經承辦單位預估比例為 1.2%，改進教學調升為 3.6%，修正 
前後之對照表如附件 5 p22.，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研發長：因應本處即將修改有關教師取得證照或教師輔導學生取得證照的獎勵，建議將 

多出來的比例移至改進教學部分。 
    校  長：如此經費約 30 萬左右，還是很少。 
    研發長：這已經是參考他校的做法，且本處還會訂定最高獎金 2 萬元，在下週的研發委 

員會議會做法令的修正。 
    校  長： 

1. 證照部分應該多給獎勵，因為學生證照及產學合作都是爭取獎補助款最好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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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發處應建立一套制度以獎勵教師產出。 

    黃副校長： 

1. 請各系所對國科會小產學計畫，每單位提三個計畫。 

2. 研發處統計各系所計畫的提出數量，加強追蹤管控。 

決議：照案通過。研發處應建立機制獎勵證照及教師產出。 
 
七、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著作 17%改為

10%，其他項 40%改為 17%，分別移撥 7%與 23%至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究，比例由

20%提升為 50%。 

說明：辦理「96 學年度中州技術學院師資卓越專案」96 學年度執行之專題研究計畫獎勵金， 

預估需提撥獎勵經費 290 萬如附件 6 p23.，以及執行中州技術學院專題研究計畫預估 

需提撥執行經費 120 萬，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校  長：改善師資結構若移至研發處獎勵教師研究，對人事室會有影響嗎？ 

  陳主任：上次訪視時，指出本校沒有支配數，因此我們有承諾要編新進師資，若把此經 

          費挪走，明年訪視時恐被列為缺失。 

  研發長：建議可由學校自籌經費改善師資結構。 

  校  長： 

1. 如何提高研發能量、產學合作及證照績效，獎勵機制必須妥善規劃。新聘師資部分

請相關單位調整文字後回覆。 

2. 將「其他」項比例移至「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究」。 

3. 比例經過調整後，獎勵教師研究的金額比其他項次來的多，因此審查機制須改善，

才能把績效往上提升。 

4. 教學優良教師沒有比例嗎? 

     研發長：原本有規劃，但為了慎重起見，經詢問他校做法，建議教學優良教師不使用教 

       育部的獎補助款。            

    校  長：金額提高為多少? 

    教務長：從一萬提高至兩萬。 

    校  長：SCI 部分需再討論，因為評鑑委員認為教學優良教師比 SCI 更難取得，教學優 

      良教師獎勵金宜提高。 

    黃副校長：教育部獎補助款核配要點請各系主任務必熟讀，並轉知系上教師。 

    陳主任：建議不只由各系轉達，宜由研發處舉辦研習。 

    研發長：教育部於 3 月 31 日在台北召開有關獎補助款的研討會，待本人參加會議後，  

            再向各位做報告。 

決議：將「其他」項比例移至「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究」，待下次會議時再討論此案。 
 

肆、散會 

主席宣布散會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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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工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精密鑄造實驗室

1. 超大型脫臘機：70*58.5*45.5 ㎝，

240V/15A 鋼管室容量：69*48*30 ㎝

2. 鑄粉攪拌真空填入機石膏容量：18
㎏真空度：10cfm29.5hg(300l/min)最
大鋼管：9“ 

3. 超大型噴砂機：52*62*49 ㎝，120v
附噴槍 1 支，噴嘴(2.2、2.7、3.0、3.5
㎜)各 1 個 

4. 研磨機(精)：15*18*20 吋，120v 
5. 拋光機：直徑 80*高 60 ㎝，120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30,000 
180,000 
20,000 
65,000 
60,000 

355,000 
學生實習用/學生實習研磨

成品用/學生實習拋光成品

用 
機電系 

精密鑄造實

驗室 

2 
電腦設備汰舊換

新 

1. 電腦主機含螢幕：CPU 雙核心、液晶

螢幕 19 吋寬螢幕 
2. 筆記型電腦 

50 台

1 台

30,000 
50,000 

1,550,000 電腦教室 電子系 電腦設備 

3 
網路教學實驗室

教學設備 
原電腦教學設備更新、電腦主機含螢

幕：CPU 雙核心、液晶螢幕 19 吋螢幕
50 組 1,250,000 1,250,000

網路教學實驗室教學設備

更新 
資工系 

網路教學實

驗室教學設

備 

4 可程式控制設備 控制系統之受控體機構、馬達等。 1 組 942,376 942,376 自動控制實驗使用 自控系 
微電腦控制

實驗室 

合   計     4,09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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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商管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加強資訊技術類

相關研究室軟硬

體-個人電腦 

雙核心 CPU 等級以上，17 吋液晶螢幕以

上，記憶體為 512RAM 以上,160GBHD 以

上,含網路電力佈線及辦公室設備 

30 套 35,200 1,056,000 改善教學設備 資管系 教補款 

2 個人電腦 

雙核心CPU 1.8MHz以上等級以上，DDR II 

667 1G 以上記憶體，160G 以上硬碟，17

吋 LCD 電腦螢幕，含還原卡，螢幕廣播

卡，含網路及電力配置 

25 套 30,064 751,60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軟硬體

設備 
企管系 教補款 

3 
增購輔助教學設

備 

專業教室(A002.A004.A206.A207)e 化設

備 
1 批 408,495 408,495 擴充教學設備 幼保系 教補款 

4 

增購教學媒體設

計與製作教室設

備 

擴充電腦設備.教學軟體.會議桌椅.書

櫃 
1 批 200,000 200,000 

擴充教學設備及加強媒體

教室功能 
幼保系 教補款 

5 
增購保母人員丙

級檢定試場設備
CPR 娃娃.傷口娃娃 1 批 100,000 100,000 擴充檢定試場設備 幼保系 教補款 

6 

產學合作中心軟

體 

運籌配送管理平

台(Web 版) 

1.平台管理模組 2.基本資料管理模組 

3.客戶訂單管理 4.派車配送管理 5.衛

星定位資料轉入 6.衛星定位系統模擬 

7.配送桌面訊息 8.配送績效統計配送

帳務報表 

1 套 481,985 481,985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教補款 

合 計   2,99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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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環設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可攜式太陽光照

射反射強度量測

組 

1.附感應器及橫臂 

2.自動資料紀錄器 

3.附光流明強度量測器 

1 組 180,000 180,000 景觀環境分析及研究 景觀設計系  

2 大型工作台 180*90*80cm 4 組 30,000 120,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3 

J303 數位剪輯教

室電腦設備更新

(含一部彩色雷

射印表機) 

電腦設備(21 組):CPU:Intel Core 2 

Dual E6550 

RAM:DDRII 1G 

HD:160G 

光碟機:16x DVD-ROM、20X DVD 燒錄機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8600GT 512MB 

顯示晶片組 

保護系統:蓮騰 復活卡 

螢幕:Asus VB191S-G 4:3 螢幕。需防刮

彩色雷射印表機(一部): 

HP Color LaserJet 2605 

1 批 724,536 724,536 
配合動畫與數位剪接教室

教學 
視訊傳播系 

*J303 數位

剪輯教室電

腦設備更新 

*彩色雷射

印表機,配

合創意與行

銷課程教學

與行政使用 

4 
-86℃超低溫冷

凍櫃 

內部容量在 483 公升以上，冷煤

HFC/CFC-FREE，原廠保固 4年以上(附件

不鏽鋼儲存架及防潮紙盒)。 

1 組 290,000 290,000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5 
可攜式紅外線溫

度量測組 

1.感應器及角度調整組件 5組 

2.自動資料紀錄器 
2 組 272,268 544,536 景觀環境分析及研究 景觀設計系  

6 攪拌機 一貫(220Q 攪拌缸，含置機架) 2 組 21,000 42,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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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腦相關設備

(含 1部彩色雷

射印表機) 

主機螢幕比照中信標 

印表機規格：列印品質 600 x 600 dpi

以上，列印速度(彩色/黑白)17PPM 以

上，100 張多功能進紙匣可用於特殊列

印材質、 250 張可調式進紙匣 2，可使

用大部分的紙張尺寸，選購的 500 張進

紙匣 3，可用於 letter 和 A4 尺寸的

紙張、250 張上方出紙槽，高速 USB 2.0 

連接埠、HP Jetdirect 高速乙太內接式

列印伺服器、選用 802.11b/g 無線區域

網路及其他網路配件 

10 組 325,000 325,000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8 
Column oven (管

柱恆溫箱) 

操作溫度: 15℃~90℃ 

準確度::±1.5℃ 

穩定度: :±0.2℃ 

外部尺寸:450×180×210mm 

分離管空間尺寸:370mm 長×110mm 寬 

電源:110V/60Hz/400W 

1 組 109,536 109,536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9 電烤爐 3kw 上下火溫度控制(3 層 6 盤) 2 組 80,000 160,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10 發酵箱 自動溫濕度控制 2 組 56,000 56,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11 冷凍冷藏冰箱 7℃以下，可容納 12 個平烤盤 1 組 60,000 60,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12 工作台 依現場規格施作 1 台 20,000 20,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13 水槽工作台 依現場規格施作 2 組 15,000 30,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14 萬能蒸烤箱 4 盤桌上型 1 組 236,536 236,536 團膳實驗室 保健營養系  

合   計   2,89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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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1  ˇ     批 1 1,473,800 1,473,8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002 ˇ      批 1 400,000 4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合    計 批 2 1,873,800 1,87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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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伸縮背景骨架 

背板 

伸縮阻隔柱 

W180*H200_300 

W180*H300 

36*105 

8 組  159,76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生

社團 

 

2 
咖啡機 SAECO 歐德 2號全自動咖啡

機 

1 組 25,000 25,000 學生會辦

公室使用

學生會辦公室

使用 

 

3 

電腦組 雙核心 CPU 等級以上，17

吋液晶螢幕，記憶體

512RAM，160GBHD 

5 組 20,000 100,000 學生社團 春暉社 

藍天使救傷隊 

花藝社 

健康大使社 

同圓社 

 

 

4 
筆記型電腦 Intel Celeron 12 吋 

1.6GHZ 及週邊設施 

1 台 40,000 40,000 學生會 學生會  

5 
擴音器 Mipro MA-707 擴音機 2 台 25,000 50,00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生

社團 

 

合   計   37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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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實驗室安全設備：實驗室一氧化碳監控系統 配線建置..主機數位顯

示.警報功能 

2 組 124,920 249,840 本校生物

化學性實

驗室必備

  

合   計   249,840    

 



 21

 附件 5 
97 年度經常門執行前後對照表 

  支用計劃書(修正前) 預計實際執行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獎補助款 自籌款 
  會計科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 
513601 

$1,514,110
20%

$151,490 
20%

$3,785,276 
50% 

$378,725
50%

研習 研習 研習 研習 
513602 

$302,822 
4%

$30,298 
4%

$302,822 
4% 

$30,298 
4%

進修 進修 進修 進修 
513603 

$227,117 
3%

$22,723 
3%

$227,117 
3% 

$22,723 
3%

著作 著作 著作 著作 
513604 

$1,286,994
17%

$128,766 
17%

$757,055 
10% 

$75,745 
10%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513605 

$151,411 
2%

$15,149 
2%

$151,411 
2% 

$15,149 
2%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513606 

$151,411 
2%

$15,149 
2%

$272,540 
3.6% 

$27,268 
3.6%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513609 

$151,411 
2%

$15,149 
2%

$90,847 
1.2% 

$9,089 
1.2%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513610 

$151,411 
2%

$15,149 
2%

$90,847 
1.2% 

$9,089 
1.2%

合計 合計 合計 合計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

結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3,936,687

52%
$393,873 

52%
$5,677,913 

75% 
$568,087

75%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不

含自籌款金額】） 

513607 $378,528 5% $37,872 5% $378,528 5% $37,872 5%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應達資本

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513223 $227,116 3% $22,724 3% $227,116 3% $22,724 3%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0 0%

三、其他   3,028,220 40% 302,980 40% $1,286,994 17% $128,766 17%

總計   $7,570,551
100

%
$757,449 

100

%
$7,570,551 

100

% 
$757,449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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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96 學年度執行之專題研究計畫獎勵金 

項次 計畫類型 計畫件數 可申請獎勵金額 

1 中州產學 82 1,131,155 

2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18 1,387,750 

3 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 2 7,500 

4 國科會小產學計畫 2 127,450 

5 農委會 2 267,750 

    106 2,921,605 

依「96 學年度中州技術學院師資卓越專案」辦理。 

 









                                                 1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4 月 1 日 上午 10：00 

地點：第五會議室 

主席：彭作奎 校長                                                 紀錄：廖湘怡 

壹、主席致詞 

    首先謝謝各位委員的出席，今天會議的重點是按照各系所的績效，分配教育部核撥的獎

補助款 1,800 多萬元，先請研發長做工作報告，謝謝。 

貳、工作報告 

一、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依 97 年 03 月 03 日 台技 (三)字 0970026086-k 號函核定獎補

助共計新台幣 1,892 萬 6,377 元。 

二、依教育部規定，本校自籌款至少應為獎補助款之 10%，以 189 萬 3,623 元編列，故 97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款合計 2,082 萬元。 

三、遵照教育部審查意見資本門及經常門等各項預算明細如表一至表三： 

表一：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

以上） 

總經費

(5)=(3)+(4) 

10,750,914 8,175,462 18,926,377 1,893,623 20,82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10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10﹪）

金額 6,450,549 4,905,277 1,136,174 4,300,366 3,270,185 757,449 

合計 12,492,000 8,328,000 

占總經費

比例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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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資本門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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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

自籌款金額】） 

9,084,661 80% 908,939 8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不含自

籌款金額】） 

1,703,374 15% 170,426 15%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

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340,675 3% 34,085 3%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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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空間設施等） 

227,116 2% 22,724 2%  

合計 11,355,826 100.00% 1,136,17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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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經常門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研究＄5,072,269 67% 研究＄507,491 67%

1. 研究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

術學院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實施細

則」、「中州技術學院師資卓越

專案計畫實施要點」辦理，中州

專題預計獎勵件數為 40 案，師資

卓越專案預計獎勵件數為100案,

專利申請案 50 案。 
2. 教師個人申請案經系中心初審，

研發委員會議審定後，提校教評

會議核定補助金額。 

研習＄302,822 4% 研習＄30,298 4%

1. 研習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

術學院教師研習獎勵實施細則」

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90 案。

2. 實施之目的再於提昇教師本職水

準與教學品質。 

進修＄227,116 3% 進修＄22,724 3%

1.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鼓勵教

師利用在職進修、或出國進修，

以逐年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之

比例。 
2. 進修教師一學年每人補助 4-6 萬

元外，並優先排課及減少在校授

課時數，及減少每週在校天數。

(每週在校 2-3 日)。 

著作＄757,055 10% 著作＄75,745 10%

1. 著作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

術學院教師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

則」、「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競賽暨

專利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2. 預計獎勵件數為 200 案。 

升等送審 
＄151,411 

2% 
升等送審 
＄15,149 

2%

1.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外審學者專

家審查費用。 
2. 預定升等送審人 30 次，教授 5

人、副教授 10 人、助理教授 15
人(含新聘)。 

改進教學 
＄272,540 

3.6%
改進教學 
＄27,268 

3.6%

1. 改進教學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

州技術學院教師取得乙級技術士

以上證照獎勵實施細則」、「中州

技術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

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25

案。 
2. 依據「中州技術學院遠距教學實

施要點」,獎勵教師進行遠距教學。

一、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
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編纂教材 
＄90,847 

1.2%
編纂教材 
＄9,089 

1.2%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

實施要點」辦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

材，藉以提昇教學品質、建置優

質數位學習環境，競賽內容分個

人組及團體組，個人組分「簡報」

及「網頁」及「數位教材」三類，

團體組需架設網站教學共同資訊

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

「特優」，未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

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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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
制說明） 

製作教具 
＄90,847 

1.2%
製作教具 
＄9,089 

1.2%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

實施要點」辦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

材，藉以提昇教學品質、建置優

質數位學習環境，競賽內容分個

人組及團體組，個人組分「簡報」

及「網頁」及「數位教材」三類，

團體組需架設網站教學共同資訊

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

「特優」，未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

料費。 

合計＄6,964,907 92% 合計＄696,853 92%  

二、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占
經常門經費
5﹪以內【不

含自籌款金

額】） 

＄378,528 5﹪ ＄37,872 5﹪

1. 預定舉行校內行政人員及相關主

管業務研討會八場次。 
2. 補助行政人員參與校內外業務座

談會、研習、研討會之註冊費及

差旅費。 
3. 行政人員進修酌予補助學分費。

三、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
費(占經常門
經費 2%以
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227,116 3﹪ ＄22,724 3﹪

1. 辦理學生社團活動用設備、場地

及設施維修及維護工作。 
2. 鼓勵社團指導教師及學生會幹部

參加校外研習費用。 
3. 績優社團教師獎勵。 

四、改善教學之
相關物品(單
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
品) 

＄0 0﹪ ＄0 0﹪

 

五、其他 ＄0 0﹪ ＄0 0﹪
上列經常門支用經費如有變動，則

召開專責小組會議討論。 

總計 
＄7,570,551 

100
﹪ 

＄757,449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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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學群依中長程及重點發展項目建議分配如下 

 

四、教育部審查意見，有關經費運用方面建議本校及本校之回覆：如表四 

表四 

一、學校已提供完整之資料，惟資本門經費之

分配【附表四】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57、

60；【附表七】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優先序 2、3、4、7、8、9、13；及其他

項目優先序 2，其個別單價項目皆未達 1

萬元，不符合資本門認列標準，宜再確認

並重行規劃。 

改正如支用計晝書，移除未達 1萬元單價之教

學儀器設備，且不列入資本門認列項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小計 

總額度 9,084,661 100% 908,939 100% 9,993,600 

工學群 3,966,660 44% 440,740  44% 4,407,400 

商學群 2,321,550 26% 257,950  26% 2,579,500 

環設學群 2,706,030 30% 300,670  30% 3,00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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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仍

以添購各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為主，無法

呈現其與學校中長期發展計畫之密切關

聯性。 

工學群： 

現況:本學群整體獎補助發展均依本校

93~96 和 97~100 中程發展計畫書內容採購，

且經系之儀器設備委員會、系務會議、群和校

級各委員會討論通過，如 96 年設立能源科技

中心、智慧型機器人研發中心等之設立，均務

求符合校和學群中長期發展方向。 

未來規劃:本學群將逐年檢討修正教補款

經費支用與校中長程計畫之關連性，並更強化

校級研究中心特色，增加整合各系教學(證

照、專題製作等)研究(產學合作等)成效，來

凸顯校與學群之特色關聯性。 

商管學群： 

本學群參考 97~100 中期發展計畫後，結

合商管學群各系教補款經費來成立學群級特

色研究室與中心，未來將利用此採購之設備支

援教學與輔導學生考取證照，並進一步促成產

學合作來增加學生專題製作能力。 

環設學群： 

本學群各系已依本校中長期發展計畫之

關聯性辦理，依整體發展特色及未來規劃，申

請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並與本

學群之中心及發展重點結合，呈現專業與特

色。 

三、學校再 97 年度發展重點之第一項即為積

極延聘優良教師，但是經常門經費支用計

畫中卻無任何支配用規劃 ,建議專責小

組應配合學校短中長期發展重點及方

向，妥適規劃分配經費。 

1.過去三年本校積極延攬優秀高階師資或具

特殊專長資深教授等，並遴聘具博士學位或

助理教授以上師資，藉以改善師資結構。 

2.94-96 學年本校積極延聘優良教師，專任教

授 9位，副教授 4位，助理教授師資 33 位。

經費來源大多為學校自行編列之預算支應。

3.97 年度本校亦延續本原則繼續積極延聘優

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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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中，內容應具

體針對獎助教師進修人數，研究案、研習

案、改進教學案件數等，初步估計其件數

及每件補助金額等細項資料，而非僅呈現

一預估總金額。 

1.研究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專題

研究計畫補助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

師資卓越專案計畫實施要點」辦理，中州專

題預計獎勵件數為 40 案，師資卓越專案預

計獎勵件數為 100 案，專利申請案 50 案。

2.研習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研習獎勵實施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90 案。 

3.著作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教

師競賽暨專利獎勵實施細則」辦理，預計獎

勵件數為 200 案。 

4.改進教學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

教師取得乙級技術士以上證照獎勵實施細

則、「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

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25 案。 

5.教務處課務組：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教學

媒體製作競賽實施要點」，每學期預估經費

需求約為十萬元。每學年約為 20 萬元。 

6.鼓勵本校教師進修提高師資，本年度辦理獎

助教師進修人數預估約 10 人。 

五、專責小組會議內容均係針對提案討論決

議照案通過，未能呈現經費規劃，討論資

本門規格，優先序等內容，或是經常門支

出獎助教師項目比例之討論。 

已將委員所建議之專責小組會議應充分討論

事項，提供專責小組參考，並將討論內容詳實

紀錄，以利查考。 

六、高階教師比重為 55%，但是鼓勵教師進修

預計每人補助 1-2 萬元，實屬偏低，恐缺

乏誘因；建議宜積極鼓勵進修，改善師資

結構，以早日達成改制科大之目標。 

 

1.為鼓勵在職教師進修博士學位，改善師資水

準，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提高補助金

額，國內進修每學期補助 2萬元，國外進修

每學期補助 3萬元。 

2.依據本校講師精實辦法，獎勵在職講師前往

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進修博士學位者，得不

受名額限制，並依前述辦法予以進修補助，

俾利早日改名科大。 

 
研發長：首先針對昨天去部會開會，有下列事項報告： 

1.有關設備採購，要有特色及績效才有加分效果，建議各校要以全校佈局，非以系、群出發。 
2.經常門如果只用於支應教師薪資會被列入中大缺失，本校尚無，是考量有些學校學費 
收入不足支應教師薪資，教育部才暫時同意。 

3.各校應定期檢討中長程計畫，不要把獎補助款按系、群分配。 
4.有關委員會：專責小組及經費稽核委員會，各校宜明訂委員不出席條款，兩次不出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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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人員代替，不能以請假方式處理。 
5.專責小組及經費稽核委員會的成員不能重疊，以及要訂定非行政老師人員比例。 
6.設備採購的優先順序宜由專責小組會議中做調整，並做成紀錄。 
7.配合款的編列如何增加須多加思考，但有編入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就必須確實執行。 
8.行政缺失也會被列入扣款的基礎。 
9.有關經常門項目，今年有新列項目採購金額一萬以下，保存年限兩年之設備不需列入資 
  本門。 
10.獎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易混雜使用，教育部明確指出獎補助款須專款專用，項目需明確。 
11.各校須訂定經費稽核委員會作業要點，本校尚無，此屬秘書室業務，後續需作編訂。 
12.獎補助款核銷不要在年底才核銷，例如在四月底就撥款，五月即啟動，不然教育部會 
   誤以為學校有財務問題。 

校  長： 
   看過有關經費編列使用原則，此表非常好，讓我們知道自己的位置，參考了別校的編法， 

我們就可以了解如何編制，我們現在很快的瀏覽過去： 
經費編列原則 2-1  ：自籌款應達 10％以上，本校 10 點零幾％，所以可往上提升。 
經費編列原則 2-2  ：經常門：資本門＝4：6 
資本門分配原則 4-1：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站資本門經費 60％，目 

前本校 80％。 
資本門分配原則 4-2：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 10％，本校 15

％，算低標，可以往上提升。 
資本門分配原則 4-3：學生事務與輔導關設備應達 2％，本校 3％算是中標。 
資本門分配原則 4-4：配合環保需求，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 

                   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 
經常門分配原則 3-1：應優先保留 30％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 

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本校由第三次專

責小組會議 75％提升為 92％，屬於高標，是比較有利的。 
經常門分配原則 3-2：應提撥 2％以上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本校為 3％，算高。 
經常門分配原則 3-3：得於經常門經費 5％以內之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 

動。本校剛好 5％，但卻無用完，算是充裕，希望能更加努力， 
這些都算在績效裡面，不要放任。 

研發長： 
剛有提到自籌款如果能夠往上提升，我建議在表三：經常門裡將自籌款提高為 20％。 

校  長：那經費如何來？ 
研發長：經由人事室，會前已與人事室討論。 
人事室錦蕙：自籌款用於改善師資結構。 
周主任珊英：建議先詳細算好新進教師的人數、薪資。 
校  長：1.估算出的數字，以去年新進教師為原則，把教師名字列出來，大概抓到以 200 萬 

為原則。 
        2.經常門其他的部分配合款提升為 20％，總金額並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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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一、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各系教學及研究設備教育部核定後金額及自

籌款共計 999 萬 3,600 元，各學群分配比例重新調整後，各系重新提報資料。 

 說明：各系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1-1~1-3.，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研發長：999 萬 3,600 是依據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重新統計，統計表是依據教育部所規範 

  的核配標準，及參閱中州技術學院 97 年度獎補助款核配依據，統計出各群績效。 

校  長： 

1. 請研發處將獎補助款實施要點表格化，並列明業管單位、獎勵措施等。 

2. 請就各系討論經費如何分配： 

（1）工學群長(附件 1-1)： 

     資工系－委員評鑑時建議受控機構不足，故為 90 萬。 

     電子系、資工系－電腦主機超過 5.6 年，須汰換更新。 

     機電系－充實特色實驗室。 

     電機系－RFID 實驗室須建置，並發展自控系的控制系統。 

研發長： 

（2）商學群長：(附件 1-2) 

             商管學群中特殊證照填列基本資料庫時並不採計，企管、資管最多的 ERT 證 

             照在今年 3 月應會採入基本資料庫，但產出應該明年才會看到。商管學群內部 

             依照總加權 20 分配到各系預算，從上次報部資料抽取適合項目放入今天項目。 

          研發長： 

             1.項目名稱第二、三項不夠明確，希望能像工學群一樣明確列出。 

             2.第五項不必放在這邊採買。 

          詹處長東融： 

             1.希望項目名稱能具體一點。 

             2.第五項單價有所質疑，請再查清楚。 

          校  長：請將項目明確化。嚴格說起，商管學院只有一、四、六項可採買，請院 

             長加以修改具體化。 

        （3）環設學群：(附件 1-3) 

             保營系－食品烘焙教室、工作檯(景觀系的經費先支用) 

             生技系－冷凍櫃、PCR、電腦設備老舊(景觀系的經費先支用 30 幾萬) 

             視訊系－數位剪接教室 

          周主任珊英：項目編列方式宜參考工學群，避免給人分散採購的觀感。 

          研發長：項目規劃宜配合中長程計畫配合，顯示出學校發展特色。 

          詹處長東融：添購印表機希望有網路功能，電腦教室的利用率宜提高，也希望納 

                   入管理，提高利用率。 

          校  長：附帶決議：將來買電腦、設備需由資訊處同意才能採購。 

決議：照案通過。提報資料請參考工學群機電系，進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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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 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教育部核定金額及自籌款共

計 37 萬 4,760 元，部份項目名稱不符合購置需求，重新編列。 

 說明：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2，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學務處簡組長（課指組）： 
     針對學生事務與輔導採購項目說明，針對中長程計畫： 

       1.鼓勵增加學生大型活動；2.增加學生會相關設備，列出優先順序五項（如附件 2）， 
        請大家討論。 
  校 長：有無配合款? 
  學務處簡組長：配合款為 34,085 元，建議用擴音器 50,000 部分採買。 
  校 長：自籌款採購項目之設定，請各單位參考核配金額及設備金額，逕行標註報給研發 
         處，做最後彙整。 
決議：照案通過。 

三、97 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

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等)教育部核定金額及自籌款共計 24 萬 9,840 元，項目名稱

不符合購置需求，重新編列。 

    說明：修正後之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3，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研發長：附件 3 省水設備（馬桶）單價低於 1 萬，不得提列資本門。 

校  長：請事務組依報部計畫書規定重新提報。 
事務組：本組將此項目變更為夜間太陽能照明。 

  決議：修改後，照案通過。 

四、97 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其他項 17%改為 0%，移

撥至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究，比例由 50%提升為 67%。 

    說明：辦理「96 學年度中州技術學院師資卓越專案」96 學年度執行之專題研究計畫獎勵

金，預估需提撥獎勵經費 340 萬如附件 4，執行中州技術學院專題研究計畫預估

需提撥執行經費 120 萬，以及為鼓勵教師積極申請專利預估需執行經費 100 萬，

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件 5 請各位委員討論。 
 討論： 
    校  長：附件 5 中教務處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的部份原本為 2％，為何往下調整經費 
            為 1.2％? 
    教務長：依照教學媒體製作實施要點經費已足夠。 
    校  長：教務處多餘經費部分宜用於鼓勵改善教學，提升績效，而不是往下調整經費。 
    教務長：建議多餘部分鼓勵老師做遠距教學及數位網路教學。 
    詹處長東融：遠距教學未正式開立課程，一門課大概會超過 10 萬元，課程若一系列完 
            成會比較有利。 
    校  長：將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三項合計提升為 10％，才能顯示為教學型 
            大學。 

      研發長： 
1. 與教務長討論後調整為改進教學 5％、編纂教材 3％、製作教具 2％，合計為 10％，

而研究由 67％調整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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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部分教育部要求產學合作一定要有產出，包括有產學合作案、專利最後的

技轉金。 
   決議：修改後，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案由：中州技術學院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之分項計畫 A 標餘款增添設備事宜，提 
      請討論。 
說明： 
一、中州技術學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之分項計畫 A：視傳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提 

    升計畫，共有九個執行項目，而各項目招標均有標餘款項，致使標餘款項總計金 

    額有 419,100 元。 

二、本次計劃標餘款增添採購項目均按原計畫核准項目。 

三、標餘款增添項目： 

  1.電視製作攝影棚內採購項目：A.音箱含支架（一組）、B.42 吋液晶電視（兩台） 

    約需經費為 152,400 元。 

  2.音效、配音教室電腦、Mbox 錄音盒項目各五組約需經費 266,700 元。 

四、附件一：視傳系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設備與經費會議紀錄；附件二：勘誤表。 

    討論： 
       校  長：總務處有無意見? 
       總務處：如果已與教育部聯繫，在原採購項目下，便依照辦法採購。 
    決議：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二 

    案由：中州技術學院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之分項計畫 B標餘款增添設備事宜， 

    提請討論。 

    說明： 

一、中州技術學院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之分項計畫 B：數位創意教學設 

      備建置計畫中，規劃購置 12 套數位講桌，經費 600,000 元，招標後之標餘款為 

      14,000 元。 

      二、本次計畫標餘款增添採購項目均按原計畫核准項目。 

      三、標餘款增添項目： 

          數位講桌1套：不含投影機防盜設施、電動布幕及音響設備，共需要經費14,000元。 

      四、附件三：購買設備對照表。     

    討論： 
       校 長：會計、總務有無意見?委員有無意見? 如果無意見，就一致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 

主席宣布散會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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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工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精密鑄造實驗設備

1. 超大型脫臘機：70*58.5*45.5 ㎝，

240V/15A 鋼管室容量：69*48*30
㎝ 

2. 鑄粉攪拌真空填入機石膏容量：18
㎏真空度：10cfm29.5hg(300l/min)
最大鋼管：9“ 

3. 超大型噴砂機：52*62*49 ㎝，120v
附噴槍 1 支，噴嘴(2.2、2.7、3.0、
3.5 ㎜)各 1 個 

4. 研磨機(精)：15*18*20 吋，120v 
5. 拋光機：直徑 80*高 60 ㎝，120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30,000 
180,000 
20,000 
65,000 
60,000 

355,000
學生實習用/學生實習研磨成

品用/學生實習拋光成品用 
機電系 

精密鑄造實

驗室 

2 電腦設備汰舊換新

電腦主機含螢幕：CPU 雙核心、液晶

螢幕 19 吋寬螢幕（含裝配電網路與教

學廣播系統） 
50 台 30,000 1,500,000 電腦教室 電子系 電腦設備 

3 
網路教學實驗室教

學設備 

原電腦教學設備更新、電腦主機含螢

幕：CPU 雙核心、液晶螢幕 19 吋螢

幕（含裝配電網路） 
50 組 1,250,000 1,250,000

網路教學實驗室教學設備更

新 
資工系 

網路教學實

驗室教學設

備 

4 可程式控制設備 控制系統之受控體機構、馬達等。 6 組 150,000 900,000 自動控制實驗使用 自控系 
微電腦控制

實驗室 

5 
RFID主動式系統設

備 

1. 2.45G 網路型讀卡機、主動式腕帶

型電子標籤、白卡型 2.45G 電子標

籤、PDA、CF 雙頻讀卡器 
2. 無線感測網路開發套件 

1 組

15 組
402,400 402,400

主動式RFID與無線感測網路

實驗使用 
電機系 

通訊系統實

驗室 

合   計     4,40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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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商管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加強資訊技術類相

關研究室軟硬體相

關設備 

雙核心 CPU 等級以上，17 吋液晶螢幕

以 上 ， 記 憶 體 為 512RAM 以

上,160GBHD 以上,含網路電力佈線及

辦公室設備 

25 套 34,070 851,750 改善教學設備 資管系 教補款 

2 增購輔助教學設備
專業教室(A002.A004.A206.A207)e 化

設備 1 批 382,400 382,400 擴充教學設備 幼保系 教補款 

3 產學合作中心設備

本中心的設置是結合產學合作、建教

合作、社區推廣教育等功能，主要業

務為提供國際經貿資訊與諮詢服務；

規劃各項產、官、學合作事宜外；安

排各類行銷流通、物流運籌相關活動。

1 批 790,500 790,50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教補款 

4 個人電腦 

雙核心 CPU 1.8MHz 以上等級以上，

DDR II 667 1G 以上記憶體，160G 以

上硬碟，17 吋 LCD 電腦螢幕，含還原

卡，螢幕廣播卡，含網路及電力配置

16 台 32,555 520,88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軟硬體設

備 
企管系 教補款 

5 資料備份硬碟 
2000G 以上，硬碟陣列架構，使用

SATA II 介面硬碟，對外傳輸介面支援

USB2.0，1394，與 SATA II 介面 
2 個 5,000 10,00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軟硬體設

備 
企管系 教補款 

6 
可攜式無線教學擴

音器 

內建 UHF PLL 相位鎖定單頻道 16 組

互不干擾頻率接收模組,27W(rms)/4Ω
負荷阻抗輸出功率,內建 12V/2.7AH充

電式電池，可連續使用約 8 小時。 
建議機種：MIPRO MA-101a(紅外線傳

輸) 

2 台 11,985 23,970 加強一般教學輔助設備 企管系 教補款 

合 計   2,57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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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環設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攪拌機 一貫(220Q 攪拌缸，含置機架) 2 組 21,000 42,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2 電烤爐 3kw 上下火溫度控制(3 層 6 盤) 2 組 80,000 160,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3 發酵箱 自動溫濕度控制 2 組 28,000 56,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4 冷凍冷藏冰箱 7℃以下，可容納 12 個平烤盤 1 組 60,000 60,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5 萬能蒸烤箱 10 盤桌上型 1 組 350,000 350,000 團膳實驗室 保健營養系  

6 工作台 依現場規格施作(附水槽 2 座) 1 批 175,000 175,000 食品烘焙教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7 鐳射測距槍 

測量距離可達：1850m 
精度達到：10cm 
具傾斜角度測量、方位角測量、周長

測量、面積測量功能 

1 組 299,700 299,700 景觀環境分析及研究 景觀設計系  

8 -86℃超低溫冷凍櫃

內部容量在 483 公升以上，冷煤

HFC/CFC-FREE，原廠保固 4 年以上

(附件不鏽鋼儲存架及防潮紙盒)。 
1 組 290,000 290,000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9 
PCR(含梯度/快速

PCR 各一組) 

具 96 孔盤，溫度可梯度調整(梯度

PCR，4℃/s)，升溫 2.5℃/s 以上，降

溫 2.0℃/s 以上。 
1 組 350,000 350,000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10 
電腦相關設備(含 1
部彩色雷射印表機)

主機螢幕比照中信標 
印表機規格：列印品質 600 x 600 dpi
以上，列印速度(彩色/黑白)17PPM 以

上，100 張多功能進紙匣可用於特殊

10 組 325,000 325,000 教學研究設備 生物技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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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材質、 250 張可調式進紙匣 2，
可使用大部分的紙張尺寸，選購的 
500 張進紙匣 3，可用於 letter 和 
A4 尺寸的紙張、250 張上方出紙槽，

高速 USB 2.0 連接埠、HP Jetdirect 
高速乙太內接式列印伺服器、選用 
802.11b/g 無線區域網路及其他網路

配件 

11 
J303 電腦多媒體教

室設備更新 

電腦設備(21 組):CPU:Intel Core 2 
Dual E6550 
RAM:DDRII 1G 
HD:160G 
光碟機:16x DVD-ROM、20X DVD 燒

錄機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8600GT 
512MB 顯示晶片組 
保護系統:蓮騰 復活卡 
螢幕:Asus VB191S-G 4:3 螢幕。需防

刮 
彩色雷射印表機(一部) 
HP Color LaserJet 2605 
教學廣播系統添購一式 

1 批 799,000 799,000
配合動畫與數位剪接教室

教學 
視訊傳播系  

12 
動畫與剪接軟體更

新與添購 
Maya 軟體更新與 2D 動畫軟體添購 一式 100,000 100,000

配合動畫與數位剪接教室

教學 
視訊傳播系  

合   計   3,00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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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資本門經費需求訓輔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伸縮背景骨架 
背板 
伸縮阻隔柱 

W180*H200_300 
W180*H300 
36*105 

9 組 17,000 153,00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2 組合式舞台 W180*D90*H100 10 組 10,800 108,00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3 單槍投影機 2200 流明以上 1 台 53,560 53,56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4 電冰箱 電冰箱，雙門 300 公升(含)
以上 

1 台 10,200 10,200 學生會辦

公室使用

學生會辦公

室使用 
 

5 擴音器 Mipro MA-707 擴音機 2 台 25,000 50,00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合   計  37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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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一 夜間太陽能照明 照明時間 6 小時以上

（17：00~23：00） 
4 62,460 249,840 改善夜間

照明 
校園（公共區

域） 
 

合   計   24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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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96 學年度執行之專題研究計畫獎勵金 

項次 計畫類型 計畫件數 可申請獎勵金額 
1 中州產學 82 1,131,155
2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18 1,387,750 
3 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 2 7,500 
4 國科會小產學計畫 2 127,450 
5 農委會 2 267,750 

  合計 106 2,921,605 
依「96 學年度中州技術學院師資卓越專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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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97 年度經常門執行前後對照表 

  支用計劃書(修正前) 預計實際執行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獎補助款 自籌款 
  

會計科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研究 研究 研究 研究 
513601 

$1,514,110
20%

$151,490 
20%

$4,769,447 
63% 

$477,193
63%

研習 研習 研習 研習 
513602 

$302,822
4%

$30,298 
4%

$302,822 
4% 

$30,298
4%

進修 進修 進修 進修 
513603 

$227,117
3%

$22,723 
3%

$227,117 
3% 

$22,723
3%

著作 著作 著作 著作 
513604 

$1,286,994
17%

$128,766 
17%

$757,055 
10% 

$75,745
10%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升等送審
513605 

$151,411
2%

$15,149 
2%

$151,411 
2% 

$15,149
2%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改進教學
513606 

$151,411
2%

$15,149 
2%

$378,528 

5.0
% $37,872

5.0
%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編纂教材
513609 

$151,411
2%

$15,149 
2%

$227,117 

3.0
% $22,723

3.0
%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製作教具
513610 

$151,411
2%

$15,149 
2%

$151,411 

2.0
% $15,149

2.0
%

合計 合計 合計 合計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

結構（占經常門經費

30﹪以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3,936,687

52%
$393,873 

52%
$6,964,907 

92% 
$696,853

92%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

【不含自籌款金額】） 

513607 $378,528 5% $37,872 5% $378,528 5% $37,872 5%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應達資本

門經費 2﹪【不含自

籌款金額】） 

513223 $227,116 3% $22,724 3% $227,116 3% $22,724 3%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0 0%

三、其他   $3,028,220 40% $302,980 40% 0 0% 0 0%

總計   $7,570,551
100
%

$757,449 
100
%

$7,570,551 
100
% 

$757,449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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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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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技術學院視訊傳播系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 

第一次設備與經費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3 月 10 日 
地點：系辦會議室 
主席：林建志老師 
出席人員：陳正勳老師、蔡誠一老師。 
一、 報告事項： 

 
二、 討論事項： 
提案一： 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標餘款採購 
說明：討論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標餘款 NT$419,100 採購細目。 
決議：經討論採購依序為:  

(1) 音箱組 一個 (NT$45,800) 
(2) 42 吋液晶電視 二台 (NT$106,600) 

(3) Apple iMac 20” C2D 2.4G 及 Mbox 錄音盒 各五台 
(NT$266,700) 

以上共 NT$419,100，報請學校採購。 
 
 
提案二： 97 教育部獎補助款採購 
說明：討論 97 教育部獎補助款 72 萬採購細目。 
決議：經討論採購依序為: 

(1) J303 數位剪輯教室電腦設備更新 21 台(以中信標第一組第六項次為主，含螢幕與復活卡)

含教學廣播系統及彩色雷射印表機 1 台。約為 NT$799,000) 

(2)動畫與剪接軟體更新與添購一式 NT$100,0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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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附件二 

中州技術學院「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勘誤表 

序號 項目名稱 單

位 

數

量 

單價(元) 總價(元) 原計畫 

說明(含學校配合款及配合

課程) 

修正後計畫 

說明(含學校配合款及配合課

程) 

１ 視聽教室

設備 
式 1 260,000 260,000 （單槍投影設備、音響喇叭、電

腦、無線麥克風含施工)使用課

程：電影理論與批評、電影語言、

電影美學、文化理論研究、音樂

概論、田野調查、影展研究、文

化與藝術行政、當代藝術思潮，

華語電影研究 

式 1 無變動 

２ 音效、配

音教室電

腦 

式 4 50,000 200,000 （Mc 電腦四部）使用課程：配

樂設計、數位音樂創作、錄音與

成音、劇情片、非劇情片製作 

式 9 （Mc 電腦）使用課程：配樂

設計、數位音樂創作、錄音與

成音、劇情片、非劇情片製作

３ Mbox 錄

音盒 
台 24 18,000 432,000 Mbox 錄音盒含耳機 

使用課程：配樂設計、數位音樂

創作、錄音與成音、劇情片、非

劇情片製作 

台 29 Mbox 錄音盒含耳機 

使用課程：配樂設計、數位音

樂創作、錄音與成音、劇情

片、非劇情片製作 

４ HDV 同
步錄放影

機 

台 2 135,000 270,000 使用課程：影音短片製作、劇情

片製作、非劇情片製作、獨立創

作研究、商業影片製作、基礎攝

錄 

台 2 無變動 

５ Wacom(數
位繪圖設

備) 

個 20 11,400 228,000 10*12 吋教育組合包，使用課

程：2D 動畫、3D 動畫、角色與

分鏡、動畫影片製作、進階 3D

電腦動畫、合成與特效、電腦影

像處理、角色動畫 

個 20 無變動 

６ 動畫教室

電腦設備 
式 
 

1 193,000 193,000 陣列式硬碟容量可達 SATA 

II(3Gb/s) 250GB HDD、掃描機 

使用課程：2D 動畫、3D 動畫、

角色與分鏡、動畫影片製作、進

階 3D 電腦動畫、合成與特效、

電腦影像處理、角色動畫 

式

 
1 無變動 

７ 動畫教室

電腦設備 
(自籌款) 

式 1 400,000 400,000 含動畫動畫多媒體電腦等級電腦

十部 

使用課程：2D 動畫、3D 動畫、

式 1 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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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分鏡、動畫影片製作、進

階 3D 電腦動畫、合成與特效、

電腦影像處理、角色動畫 

８ 電影外景

拍攝設備 
式 
 

1 510,000 510,000 含 1.小高台、2. (Arri) 650W、3.C 

Stand (Manfrotto)、4.40"旗板支

架、5. 1/2"旗板夾、6.12X18" 

FLAG(黑)、7.24X30" 

FLAG(黑)、8.24X30" FLAG(空

框) 

使用課程：影音短片製作、劇情

片製作、非劇情片製作、獨立創

作研究、商業影片製作、基礎攝

錄 

式

 
1 無變動 

９ 電視製作

攝影棚設

備  

式 1 1,307,000 1,307,000 1.聚光燈 10組（冷光燈(色溫 5600

度 k)遮片罩），2.燈光控制器 (强

弱)3.空吊桿（訂製 3 品）4.主播

台組（訂製 3 品）5.音箱 2 組含

支架 6.攝影機搖臂 7. HDV 數位

剪輯系統 8. boujou 攝影機追蹤

系統 9. DVD 硬碟錄放影機 10.

Intercom導播對講機11.42吋液

晶電視 12. 無線 mic 組 

使用課程：初階電視節目製作、

電視節目製作、攝影棚實物 

式 1 1.聚光燈 6 組（冷光燈(色溫

5600 度 k)遮片罩），2.燈光控

制器 (强弱)3.空吊桿（訂製 3

品）4.主播台組 5.音箱含支架

6. HDV 數位剪輯系統 7.

boujou 攝影機追蹤系統 8. 

DVD 硬碟錄放影機 9.42 吋液

晶電視 10.無線 mic 組 

使用課程：初階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製作、攝影棚實

物 

 總計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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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附件三： 

中州技術學院「創意設計教學設備改善計畫」之分項計畫 B 

購買設備對照表 

 
(A) 購買設備說明及餘款 

項目名稱 單 
位 

數 
量 

單價

(元) 
總價

(元) 
計畫經

費 (元)
招標金

額 (元)
計畫設備說明 

 (含學校配合款) 
標餘款

(元) 
數位講桌 套 12 50,000 600,000 600,000 586,000 1. 包括投影機控

制系統、投影

機房到施工、

電動布幕及全

套式電腦辦公

桌等。 
2. 數位化講桌可

作為多媒體及

舉辦全國性研

討會發表場地

之用。 

14,000

註：「標餘款」為計畫經費扣除招標金額所剩餘額。 
 

(B) 標餘款購買設備說明 
項目名稱 單 

位 
數 
量 

單價

(元) 
總價

(元) 
標餘款

(元) 
計畫設備說明 

 
所餘計劃經費

(元) 
數位講桌 台 1 14,000 14,000 14,000 不 含 投 影 機 防 盜 設

施、電動布幕及音響設

備。 

0

註：「所餘計劃經費」為標餘款扣除總價所剩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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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紀錄 

 
時  間：97 年 05 月 21 日（三） 10：30 
地  點：行政大樓三樓第五會議室 
主  席：彭作奎校長                                                紀錄：張景惠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此會議主要是因為，教育部及管科會對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有些意見，    

我們必須針對複審意見作回覆或某種程度的調整，97 年度獎補助款已經撥款至學校帳戶，等今天會

議決議後，就可依照決議進行執行的工作。 

貳、工作報告 

一、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新台幣 1,892 萬 6,376 元，業已撥付，於 97 年 5

月 6 日已入學校帳戶。 

二、依教育部規定，本校自籌款編列 19.5%，以 368 萬 7,495 元編列，故 97 年度獎補助款及自籌

款合計 2,261 萬 3,871 元。 

三、遵照教育部審核意見資本門及經常門等各項預算及明細如【表一】至【表五】。 

四、 97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複審意見』與執行單位意見回覆如下。 

97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複審】意見 

編號 校名 複審意見 意見回覆 
 自籌款之比例雖高達 19.48%，惟經

常門自籌款多數係支用於補助現有

教 師 薪 資 （ 支 用 金 額

NT$1,789,370，佔經門自籌款之

70.26%，佔總自籌款之 48.53%），

似難以展現學校配合教育部奬補助

經費之誠意。 

1.擬增列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自籌

款。 
2.資本門：擬增加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

款資本門自籌款 70 萬元，增購教學圖

儀設備，以展現本校配合教育部奬補助

經費之誠意。。 
3.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增加自籌款

後，比例由 19.5%提升至 23.18%明細

如「附件一」。 
4.經由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決議後執行。

37 中州技

術學院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佔經常門奬補

助經費由 52.00%提高至 92.00%，

且未有任有經費支用於補助教師薪

資，學校用心值得鼓勵，希於實際

遵循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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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名 複審意見 意見回覆 
執行能予落實。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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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條第（四）項規定，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費用係以購置學生社

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惟【附表

七】優先序 4『電冰箱』似與社團

活動無多大關係，與教育部鼓勵購

置學生社團所需設備之用意恐有落

差。 

1. 訓輔補助款購置資本門設備部份，悉

依本校學生社團添置社團設備相關規

定辦理並以通盤考量社團需求與全校

性通用之原則為之。 
2. 本次購置電冰箱乙案係經由社團負責

人會議通過購置，且以因可保存該社

食材之新鮮度與實際運作需求為之，

可符合訓輔設備購置原則之規定。 
3. 該案設備乙案已於報部計劃內敘明由

學校自籌款項內支應。 
 部分資本門需求設備名稱係以模糊

性之教學或教室名稱取代，以整批

方式作單價之預估，實難看出其預

估金額與預算管控之合理性。如【附

表四】優先序 10『兒童照護暨圖書

資訊中心』、19『產學合作中心設

備』…等，均無法由其規格說明看

出各該購置細項之預算與購置數量

明細。 

1. 優先序10『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

心』，設備名稱修正為『兒童照護暨圖

書資訊中心設備』，其規格說明修正，

如「附件二」。 
2. 優先序19『產學合作中心設備』，規格

說明修正，如「附件三」。 
3. 經由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決議後執行。

 【附表四】優先序 10『兒童照護暨

圖書資訊中心』規格欄中提及『含…
施工』，上述施工、安裝等工資費用

或疑似修繕工程項目，並不宜以獎

補助經費予以補助，請學校調整以

自籌款或自有經費支應。 

表四優先序 10『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

心』規格欄中提及第 3 項購置電動布幕，

採購經費即內含安裝及施工費，故於支用

計畫書標明『含施工及材料』僅為事實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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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增加自籌款後-奬補助款明細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自籌款(4)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23.18% 
總經費(5)=(3)+(4)

10,750,914 8,175,462 18,926,376 4,387,495 23,313,871

 

資本門 經常門 

自籌款 自籌款   
補助款 60

﹪ 
獎助款 60﹪ 

16%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 

34% 

金額 6,450,549 4,905,277 1,840,676 4,300,365 3,270,185 2,546,819

合計 13,196,502 10,117,369 
占總經費

比例 
5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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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優先序 10『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前後對照表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項目名稱

(修正後)
規格 規格（修正後） 

數

量

 預估單

價  
 預估總

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1.筆記型電腦：(中信局第一組第 37
項次)，ASUS A8T。 

  2 台 36,247 72,494

2.液晶投影機：TOSHIBA 
TLP-X2000(投影機第二組第 4 項次)

  2 台 38,964 77,928

3.電動布幕：UNOO 
GFEM-SQ120(布幕第六組第 3 項

次)(含施工及材料) 

3.電動布幕：UNOO 
GFEM-SQ120(布幕第六組第3項
次) 

1 台 20,389 20,389

4.嬰兒急救甦醒訓練模型   2 具 42,000 84,000
5.哽塞娃娃 
6.沐浴娃娃 

5.模型娃娃組（哽塞娃娃、沐浴

娃娃） 
4 組 11,500 46,000

7.四面旋轉書櫃：47×48×105 ㎝ 
8.教具櫃(原木)：120×30×75 ㎝ 
9.玩具整理櫃(附籃子)：42×117×33
㎝ 
10.桌上型旋轉書櫃：39×39×26 ㎝ 

6.兒童圖書系統組合教具櫃（四

面旋轉書櫃：47×48×105 ㎝、教

具櫃(原木)：120×30×75 ㎝、玩

具整理櫃(附籃子)：42×117×33
㎝、桌上型旋轉書櫃：39×39×26
㎝ 

4 座 12,300 49,200

10 
兒童照護

暨圖書資

訊中心 

兒童照護

暨圖書資

訊中心設

備 

11.增購蒙特梭利教具：0-3 歲項目 

7.增購蒙特梭利教具：0-3 歲項目

（落組、敲打組、拉組、穿組、

移組、嵌組、夾組、轉組、倒注

組、剪切組、貼組、摺組、擦組、

絞組、洗組、捲組、扣組） 

一

批
32,389 32,389

支援教學活

動/輔導學生

技術練習/學
生教學演試

用 

幼保

系 
教補款 

合計 3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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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優先序 19『產學合作中心設備』前後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規格（修正後）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19 
產學合作

中心設備

1. 筆記型電腦 2 台  
2. 數位攝影機 1 台 
3. 數位相機 1 台  
4. 活動式白板 1 面  
5. 雙頻無線教學擴音機 1 台

 

1. 筆記型電腦 2 台(NT:41000 元)：ASUS 
F92PST37DD(F9S)黑 
INTEL CORE 2 DUO T7300 / 12.1"WXGA
鏡面/內建2GB DDRII667 / 160G(SATA) / 
NVIDIA GEFORCE 8400 TC 896MB / DVD 
SUPER-MULTI (DL) / LAN+WLAN 
802.11G+B+G / HDMI / BLUETOOTHV2.0
藍芽 / 內建8合1讀卡機 / 130萬畫素網路

攝影機 /  TPM安全晶片 / 指紋辨識系統

/ 內建3.5G HSDPA電信模組 / WINDOWS 
VISTA 

2. 數位攝影機 1 台(NT:29000 元)：SONY 107
萬畫素 DVD 攝影機；型號： 
DCRDVD201；顏色： 銀 ；尺寸(cm)： 
5.0(寬) * 8.8(高) * 13.6(深) ；鏡頭尺寸: 
25mm；超級防震功能； 
USB 2.0 

3. 數位相機 1 台(NT:18450 元)：3.5 吋 16:9 
觸控式 LCD 寬螢幕 ；驚人 810 萬畫素；

創新微笑快門功能 ；人像追蹤拍攝；BIONZ 
影像處理器 ；D-RO 動態影像強化技術功

能 (Dynamic Range Optimiser) ；雙重防手

震技術 ；5 倍光學變焦與 1 公分近拍 ；
HD 高畫質輸出 ；多尺寸功能和廣角變焦

顯示輸出 ；Picture Motion Browser 軟體；

SONY MS4GB+原廠鋰電池 2 個 

1 批 167,950 167,95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

系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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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規格（修正後）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

單位 備註 

4. 活動式白板 1 面 (NT:10500 元)：
W210×H120cm 

5. 雙頻無線教學擴音機 1 台(NT:28000 元)：可

選擇搭配麥克風：手握式、 佩掛式；輸出

功率：70W(RMS)/4Ω ；T.H.D.： 低於

0.1% ；頻率響應： 50Hz~18KHz±3dB  ；
喇叭： 8 吋全音域；操作模式： 直接在喇

叭箱機體上操作；CD 放音座： 指定選

配  ；卡式錄放音機： 內建立式  ；音源

輸入： 平衡式、不平衡式 MIC 及 LINE  ；
使用特點： 便於拖拉及手提高效率多功能

無線擴音；電源供應： 內建 12V/4AH 充電

式電池兩只，智慧型充電裝置，可使用

90~264V 電源  ；AC 交換式電源供應

器  ；充電時間： 充電 8 小時（自動充電

管理）；連續使用時間： 可使用 4~8 小

時  ；尺寸（m/m）： 445×310×240  ；重

量（Kg） ：13.5  ；內建無線接收模組：

MRM-70 頻率範圍 620~960 MHz  ；搭配

麥克風：ACT-707HE, ACT-707TE, MH-203a, 
MT-103a, MM-107 ；主要外觀顏色：黑色

合計 16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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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可程式控制設備-直流伺服馬達系統明細對照表 

自控系資本門採購 

採購項目：直流伺服馬達系統 

採購數量及經費來源： 

1. 97 年教補款：6套 

2. 學校自籌款(96 學年度自控系經費)：4 套(含配件及驅動軟體) 

明細如下： 

教補款 自籌款 
項目 數量 單價 教補款 項目 數量 單價 學校自籌款 

直流伺服馬達驅動器 6 60,000 360,000 直流伺服馬達驅動器 4 60,000 240,000 
直流伺服馬達實驗平台 6 90,000 540,000 直流伺服馬達實驗平台 4 90,000 360,000 
配件 
(無) 

0 0 0 配件 
*37-Pin D-Sub Female 
Terminal Block 
*37-Pin D-Sub male 
Terminal Block 
*37-Pin D-Sub M-M/ 1.5M 
Cable 

10 6,000 60,000 

介面驅動軟體 
(無) 

0 0 0 介面驅動軟體 10 4,000 40,000 

合計 900,000 合計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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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各位委員針對本校回覆意見有無其他意見呢？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費用的「電 

      冰箱」可以購買嗎?還是有需要更換採購物品？ 

鄭研發長：在支用計畫書中的項目是無法更動的，且經詢問教育部，電冰箱是可以購買，

只是要經過專責小組會議討論，將其中的明細寫清楚，檢附社團會議資料，說

明採購此一設備之原因。 

校  長：現在是擔心採購電冰箱會成為缺點，屆時訪視時被扣款，今天召開專責小組會議

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改正錯誤，大家的看法如何呢？ 

黃副校長：將來至本校審查的官員會依據複審意見作審查，若執意購買電冰箱，可能會被

記為缺失，建議金額不變，但變更採購項目。 

杜學務長：資本門的採購規定要超過一萬元以上，購買電冰箱是經過社團開會決議的，因

為本校有烹飪社，有些食材需要冷藏或冷凍，才能保持新鮮，且在學校的預算

中並無編列社團採購設備的經費，經費都是由獎補助款來支應。 

鄭副校長：首先設備項目能否變更? 

鄭研發長：可以變更，但須經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後，連同會議紀錄報部。 

鄭副校長：若是還可以變更採購項目，我個人意見和黃副校長相同。因為委員的意見既是

如此，最好是尊重委員的意見，再者若電冰箱真的對社團很重要，建議是否更

改項目名稱為「食物保存器」或「食物儲藏設備」等諸如此類的名稱。 

周會計主任：獎補助款在訓輔經費使用原則有提到，「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及學校配

合款不得包含基本人事費、導師費……儀器設備購置費、藥品費及學生自繳

的各項活動費」，首先釐清一般獎補助款及學生事務部分，因為獎補助款有特

別明訂一部份用於學生事務，所以用於學生事務時，我們就必須從學生事務

補助款經費使用原則來看，而原則中是有明訂「儀器設備購置費」是不包括

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 

校  長：電冰箱算儀器設備嗎？ 

周會計主任：應該是算。 

校  長：在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採購的前三項是什麼呢? 

鄭研發長：請見資料【表五】。 

校  長：為什麼單槍投影機可以買，電冰箱卻不行？ 

周會計主任：沒有不能購買，前提是必須要與學生事務有關，因為教學用的儀器設備跟學

生事務輔導是不一樣的，電冰箱是可以認為社團必要的，大家有疑慮的地方

是「經費用自籌款……」的文字，這些文字最好不要出現，因為會讓部裡認

為，他們不能管，我們應該去強調電冰箱是學生社團活動必要的。 

鄭研發長：請大家再看一次委員的複審意見，「優先序 4『電冰箱』似與社團活動無多大關

係……」，只是疑似與社團無多大關係，也就是說在支用計畫書中並沒有敘明採

購電冰箱與社團使用的關聯性，而在本校回覆意見，已經將兩者做聯結了，解

釋委員的疑惑，因此應該是可以購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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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不然再詳細說明，因為學生社團辦各項活動需要保持食材的新鮮及提供冰涼的

冷飲等原因，需要購買電冰箱，以加強學生活動的健康與衛生。 

鄭研發長：請執行單位在回覆意見中寫明「為保持該社食材新鮮……」，請寫出社團名稱。 

周會計主任：在計畫書中的用途說明欄中，將「學生會辦公室使用」改成「學生會辦公室

各社團使用」，否則亦使委員誤解為是辦公室要使用，而非提供給各社團使用。 

校    長：不要說是辦公室使用，用途說明改成「學生會辦理各項活動使用」類似文字。 

          請業管單位修正說明。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擬增加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自籌款 70 萬元，增購自控系教

學圖儀設備可程式控制設備-直流伺服馬達系統 4 組。 
 說明： 

1. 增加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自籌款 70 萬元，增購自控系教學圖儀設備 4 組可

程式控制設備-直流伺服馬達系統，以增加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自籌款部分

之績效。 

2. 本經費已於 96 學年度自控系資本門預算編列，採購「可程式控制設備-直流伺服馬達

系統」4組。請各位委員討論。 

3. 97 支用計畫書原已編列可程式控制設備-控制系統之受控體機構、馬達等 6 組共 90 萬

元(不含附件)，擬增加自籌款 70 萬元採購可程式控制設備-直流伺服馬達系統 4組(含

附件)明細對照表如 p.7「附件四」。 

註：97 支用計畫書原已編列可程式控制設備-控制系統之受控體機構、馬達等，6 組經費

90 萬元經費來源：獎補助款參閱【表四】-工學群『優先序 9』。 

參考資料：自動控制系購置 96 學年度教學圖儀設備乙案簽文。 
  討論： 

    校    長：研發長有無補充說明？ 

    鄭研發長：此提案是源於兩方的意見，教育部審查意見對本校自籌款提出疑慮，另外自

控系有簽呈要買教學圖儀設備可程式控制設備-直流伺服馬達系統 4組，會計

主任建議將此經費與獎補助款整併，因為本校原本就會支應此費用，且設備

名稱也跟支用計畫書中的項目相同，亦即自控系總共採購 10 組，只是分列不

同的預算採購，透過專責小組會議將經費編入獎補助款的配合款，可讓自控

系統一採購 10 組，也較有議價的空間。 

    鄭主任（自控系）：自控系 96 學年度校內經費有編列 70 萬元，購買控制用的馬達系統，

在 97 教補款中又編列 90 萬購買 6套，上採購簽呈時，經會計室建議

可將兩者合為一個案子，將系上經費亦列入學校的自籌款，以提高學

校自籌款的比例。規格方面，當初 97 教補款是填列 6組 90 萬元，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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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是 15 萬元，系上自籌款是 4 組 70 萬元，兩者差別在於配件部分，

當初是想用自籌款一起採購，因此數量乘上單價才會有所不同。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擬變更 97 支用計畫書教學及研究設備採購項目之規格。參閱 p21~22
【表四】-商學群 

 說明： 

1. 書面審查意見：部分資本門需求設備名稱係以模糊性之教學或教室名稱取代，以整批

方式作單價之預估，實難看出其預估金額與預算管控之合理性。優先序 10『兒童照護

暨圖書資訊中心』、19『產學合作中心設備』…等，均無法由其規格說明看出各該購置

細項之預算與購置數量明細，請各位委員討論。 
2. 意見回覆：修正如 p.4「附件二」及 p.5「附件三」。 

  討論： 

    校    長：研發長有無補充說明？ 

    鄭研發長：此提案是依照教育部的審查意見，請商管學群修正提出。 

    陳院長（商管學群）：商管學群之前提出的品項過於簡略，現已做修正，如資料附件，請

參閱。  

    校    長：總務處有意見嗎？這樣是否會造成綁標之嫌？ 

    蘇總務長：不會，因為只寫明規格，並無指定品牌。總務處的採購原則是如何使學校經

費最節省且有效運用，過往採購經驗發現，甲廠商商源有其專業的部份，若

涵蓋到乙商品時，需要跟其他廠商調貨，如此便會增加學校採購成本，考量

此因素，才會希望各單位採購商品時皆能分開採購，但若在不增加採購成本

的情況下，都會讓各單位併案處理。在獎補助款方面，為了不造成日後委員

質疑是分案採購，會併案處理，可是在自籌款部份，總務處站在節省學校成

本的立場，會分案採購。 

   決議： 照案通過 
 
 
 
 
 
 
 
 
 
 



11 

肆、臨時動議 

 

 

簽  於               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  件：  

 

主旨： 陳准執行本系（單位名稱）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款（項目名稱）事宜，請核示。 

 

說明： 

一、本系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款購置項目（名稱），支用計畫書如電子附件，優先序××，

預算×××元。 

二、本案規格資料及經費動支申請單如電子附件，經費動支申請單編號×××。 

 

擬辦：奉核後，請採購組依政府採購法執行招標程序。 

 

 

 

 

 

 

 

 

 

 

 

臨時動議 附件一 執行申請簽呈（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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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  件：  

 

主旨： 核銷本系（單位名稱）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款（項目名稱）事宜，請核示。 

 

說明： 

一、本系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款（項目名稱），優先序××，已招標驗收完成，核銷金額

×××元。 

二、本案核准執行簽呈、支出憑證粘存單、招標資料及財產登錄資料如紙本附件。 

 

擬辦：奉核後，依會計程序辦理核銷。 

 

 

臨時動議 附件二 核銷簽呈（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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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研發長：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計有 13,196,502 元，現在教育部的款項也 

已核撥，因為金額尚未掛至各單位的預算中，因此請採購組長說明，現在要

如何進行採購事宜。 

    許組長（採購組）：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有些注意事項，請大家務必配合。 

1.預算部分可先用簽呈（參臨時動議資料附件一）代替動支單，用電子簽上

呈並將詳細的規格、支用計畫書用電子附件附上，做為審核的依據。

並請大家注意時效，希望在 7 月底之前將上動支的簽呈處理完成，施

工進度請各位盡量於 9 月底前完工，我們會如期進行驗收。 

2.核銷部份，在招標文件中有交貨單，廠商交貨完成時，交貨單需交回

系上簽章，簽章後請通知採購組，本組會盡快辦理驗收，驗收完成後，

請各單位寫一份核銷簽呈（參臨時動議資料附件二），核銷簽呈請盡量於

10 月底完成，簽呈中其他如招標、驗收、財產登錄資料，由總務處彙

總。 

3.規格資料請盡量寫詳細，但不要出現廠牌名稱，但如噸數或外框尺寸

等可寫明。 

4.電腦 3C 商品請以台銀採購處產品為主。 

5.開標時請由「計畫負責人」出席，採購組可依計畫負責人時間安排開

標。 

蘇總務長：採購組所提意見，都是今年度採購時所發生的情形，往往計畫負責人未到場，

出席者卻又不了解規格，而在招標現場通常會請廠商與負責人，針對規格書

做最後的確認。因為總務處上網規格書時，不清楚貴單位採購項目的功能明

細，所以請各單位在開規格時，要很清楚，否則招標或驗收時出席者不清楚

規格明細，總務處實在無法處理此案，因此希望往後開標時，計劃負責人一

定要出席。 

周會計主任：有關預算執行，總務處有提到希望 7 月底能確定動支，所以會計室會把 97

年度獎補助款加至各單位可執行預算數中，如此各單位才能膳打動支單。

但原則上，除了稍早討論的自控系 10 套馬達系統外，其餘需採購的案子，

希望是列在本校 97 學年度的帳，也就是在 97 年 8 月至 12 月間，因此總務

處才會希望大家在 9 月買完，10 月完全列帳，11 月列執行清冊。所以除了

自控系，因為它有二部分的經費，4 套是屬於 96 學年度的預算，6 套是 97

學年度的預算，本來 97 學年度才要編預算，但今日會議通過後，就將這

10 套全都視同獎補助款的經費加到自控系，但是請自控系務必於 7 月 31

日完成驗收列帳。 

鄭研發長：外加 97 年獎補助款 90 萬元的部份，我在自控系申請採購的簽文中，有寫明

本處的意見是，90 萬是併在自控系 97 學年度的整體預算，所以必須將 90 萬

元從 97 學年度的整體預算移撥至 96 學年度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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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會計主任：依照研發長的意見，也就是會計室在審查 97 學年度資本門預算時，自控

系是要先扣除 90 萬元的。  

校    長：因為教補款也是算在本校的預算，不是額外多的。 

鄭主任（自控系）：我現在有個疑問是 70 萬加上 90 萬的預算要放在哪個學年度比較好？ 

周會計主任：最好是放在 96 學年度，除非是分兩批採購，但帕教育部質疑是分散採購。

若自控系全部移至用 97 學年度的預算採購，會計室是不反對的，只是自控

系現在就要採購，會計室才會建議將獎補助款都移至 96 學年度，假設自控

系決定移至 97 學年度執行，即 96 學年度不執行，會計室是同意，但請自

控系要辦理經費保留，以往辦保留都忘了加上，而直接當成 97 預算，就是

編列 97 預算時直接加上，但 96 學年度的經費需扣除 70 萬元，要於 96 或

97 學年度採購，需整體考量，就要由鄭主任決定了。 

鄭主任（自控系）：目前 96 執行計有 300 多萬的經費，若用 97 的預算採購，呈現經費

上升，對本系是有利的。 

校    長：那就改至 97 學年度來執行。 

周會計主任：再次提醒大家，7月 31 月跟 8月 1日預算是分屬不同的學年度，雖然會計

室現在先外加預算於 96 獎補助款經費中，方便各位動支，但還是希望各單

位編入 97 學年度預算，若未動支的獎補助款，視同保留至 97 學年度繼續

執行，所以各單位在編 97 學年度經常門及資本門預算時，要將未執行的部

分納入。如師資改善是一定要於 96 學年度執行完畢者，這些就要扣除，剩

下未執行的就要保留至 97 預算，編預算時就要將此框列進去。 

鄭研發長：本處於日前通過學術單位資本門核配要點，所以各單位核配到的經費是已包含 

          獎補助款的，與經常門執行模式不同，因為經常門是外加的，多是一些獎勵案， 

          無法併入該單位的預算。 

校    長：97 教補款一定是列在 97 學年度的預算，雖然現在可以讓各單位先動支。 

 

伍、散會 

     主席宣布散會 12：00 

      註：會後修正之「97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複審】意         

          見」如下表。 

97 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複審】意見 

編號 校名 複審意見 意見回覆 
37 中州

技術

學院 

 自籌款之比例雖高達 19.48%，惟

經常門自籌款多數係支用於補助

現 有 教 師 薪 資 （ 支 用 金 額

1.擬增列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自

籌款。 
2.資本門：擬增加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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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名 複審意見 意見回覆 
NT$1,789,370，佔經門自籌款之

70.26%，佔總自籌款之 48.53%），

似難以展現學校配合教育部奬補

助經費之誠意。 

助款資本門自籌款 70 萬元，增購教

學圖儀設備，以展現本校配合教育部

奬補助經費之誠意。。 
3.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增加自籌款

後，比例由 19.5%提升至 23.18%明

細如「附件一」。 
4.經由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決議後執

行。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佔經常門奬

補 助 經 費 由 52.00% 提 高 至

92.00%，且未有任有經費支用於

補助教師薪資，學校用心值得鼓

勵，希於實際執行能予落實。 

遵循辦理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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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四）項規定，學

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費用係以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

備，惟【附表七】優先序 4『電冰

箱』似與社團活動無多大關係，

與教育部鼓勵購置學生社團所需

設備之用意恐有落差。 

1. 訓輔補助款購置資本門設備部份，

悉依本校學生社團添置社團設備相

關規定辦理並以通盤考量社團需求

與全校性通用之原則為之。 
2.  本次購置電冰箱乙案係經由社團負

責人會議通過購置，且可提供學生

會及香草戀人烹飪社與有需求之社

團保存食材之新鮮度與符合實際運

作需求為之，可符合訓輔設備購置

原則之規定。 
 部分資本門需求設備名稱係以模

糊性之教學或教室名稱取代，以

整批方式作單價之預估，實難看

出其預估金額與預算管控之合理

性。如【附表四】優先序 10『兒

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19『產

學合作中心設備』…等，均無法

由其規格說明看出各該購置細項

之預算與購置數量明細。 

1. 優先序10『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

心』，設備名稱修正為『兒童照護暨

圖書資訊中心設備』，其規格說明修

正，如「附件二」。 
2. 優先序19『產學合作中心設備』，規

格說明修正，如「附件三」。 
3. 經由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決議後執

行。 

 【附表四】優先序 10『兒童照護

暨圖書資訊中心』規格欄中提及

『含…施工』，上述施工、安裝等

工資費用或疑似修繕工程項目，

並不宜以獎補助經費予以補助，

請學校調整以自籌款或自有經費

支應。 

表四優先序 10『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

中心』規格欄中提及第 3 項購置電動

布幕，採購經費即內含安裝及施工

費，故於支用計畫書標明『含施工及

材料』僅為事實呈現。 



16 

【表一】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19.5％） 

總經費(5)=(3)+(4)

10,750,914 8,175,462 18,926,376 3,687,495 22,613,871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60﹪ 獎助款 60﹪

自籌款 
（10 ﹪） 

補助款 40﹪ 獎助款 40﹪ 
自籌款 
（34﹪）

金額 6,450,549 4,905,277 1,140,676 4,300,365 3,270,185 2,546,819 
合計 12,496,502  10,117,369  

占總經費

比例 
5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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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資本門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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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自籌

款金額】） 

9,033,550 80% 960,050 84.17%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

門經費 10﹪【不含自籌款

金額】） 

1,707,876 15% 170,426 14.94%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

門經費 2﹪【不含自籌款

金額】） 

364,560 3% 10,200 0.89%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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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設施等） 

249,840 2% 0 0%  

合計 11,355,826 100.00% 1,140,6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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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經常門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 
＄4,769,447 63% 

研究 
＄476,553 18.71%

1. 研究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專題

研究計畫補助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

師資卓越專案計畫實施要點」辦理，中州專

題預計獎勵件數為 40 案，師資卓越專案預計

獎勵件數為 100 案,專利申請案 50 案。 
2. 教師個人申請案經系中心初審，研發委員會

議審定後，提校教評會議核定補助金額。 

研習 
＄302,822 4% 

研習 
＄30,178 1.18% 

1. 研習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研習獎勵實施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90 案。 
2. 實施之目的再於提昇教師本職水準與教學品

質。 

進修 
＄227,116 3% 

進修 
＄22,884 0.90% 

1.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鼓勵教師利用在職

進修、或出國進修，以逐年提昇助理教授以

上師資之比例。 
2. 進修教師一學年每人補助 4-6 萬元外，並優

先排課及減少在校授課時數，及減少每週在

校天數。(每週在校 2-3 日)。 

著作 
＄757,055 10% 

著作 
＄75,945 2.98% 

1. 著作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學術著作獎勵實施細則」、「中州技術學院教

師競賽暨專利獎勵實施細則」辦理。 
2. 預計獎勵件數為 200 案。 

升等送審 
＄151,411 2% 

升等送審 
＄15,589 0.61% 

1.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外審學者專家審查費

用。 
2. 預定升等送審人 30 次，教授 5 人、副教授

10 人、助理教授 15 人(含新聘)。 

改進教學 
＄378,528 5% 

改進教學 
＄37,472 1.47% 

1. 改進教學獎勵案補助金額依「中州技術學院

教師取得乙級技術士以上證照獎勵實施細

則」、「中州技術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

細則」辦理，預計獎勵件數為 25 案。 
2. 依據「中州技術學院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獎

勵教師進行遠距教學。 

一、改善教學與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不含自

籌款金額】） 

編纂教材 
＄227,117 3% 

編纂教材 
＄22,883 0.90%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實施要點」

辦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材，藉以提

昇教學品質、建置優質數位學習環境，競賽

內容分個人組及團體組，個人組分「簡報」

及「網頁」及「數位教材」三類，團體組需

架設網站教學共同資訊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特優」，未

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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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製作教具 
＄151,410 2% 

製作教具 
＄15,589 0.61%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學媒體製作實施要點」

辦理。 
2. 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學媒體教材，藉以提

昇教學品質、建置優質數位學習環境，競賽

內容分個人組及團體組，個人組分「簡報」

及「網頁」及「數位教材」三類，團體組需

架設網站教學共同資訊平台。 
3. 獎勵方式分「佳作」、「優等」及「特優」，未

獲獎者得擇優補助材料費。 
合計 
＄6,964,906 92% 

合計 
＄697,093 27.36%

 

二、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
經費 5﹪以內
【不含自籌款金

額】） 

＄378,528 5﹪ ＄37,872 1.49﹪ 

1. 預定舉行校內行政人員及相關主管業務研討

會八場次。 
2. 補助行政人員參與校內外業務座談會、研

習、研討會之註冊費及差旅費。 
3. 行政人員進修酌予補助學分費。 

三、學生事務與輔
導 相 關 經 費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不

含自籌款金額】) 

＄227,116 3﹪ ＄22,484 0.88﹪ 

1. 辦理學生社團活動用設備、場地及設施維修

及維護工作。 
2. 鼓勵社團指導教師及學生會幹部參加校外研

習費用。 
3. 績優社團教師獎勵。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 (單價
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 ＄0 0﹪ 

 

五、其他 ＄0 0﹪ ＄1,789,370 70.27﹪

積極延聘優良教師，經費來源大多以學校自行

編列之預算支應。 
上列經常門支用經費如有變動，則召開專責小

組會議討論。 

總計 ＄7,570,550 100﹪ ＄2,546,8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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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工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精密鑄造實驗

設備 

1. 超大型脫臘機：70*58.5*45.5 ㎝，240V/15A 鋼管室

容量：69*48*30 ㎝ 
2. 鑄粉攪拌真空填入機石膏容量：18 ㎏真空度：

10cfm29.5hg(300l/min)最大鋼管：9“ 
3. 超大型噴砂機：52*62*49 ㎝，120v 附噴槍 1 支，噴

嘴(2.2、2.7、3.0、3.5 ㎜)各 1 個 
4. 研磨機(精)：15*18*20 吋，120v 
5. 拋光機：直徑 80*高 60 ㎝，120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30,000
180,000
20,000
65,000
60,000

355,000

學生實習用

/學生實習

研磨成品用

/學生實習

拋光成品用

機電系 教補款 

4 
電腦設備汰舊

換新 
電腦主機含螢幕：CPU 雙核心、液晶螢幕 19 吋寬螢幕

（含裝配電網路與教學廣播系統） 50 台 30,000 1,500,000 電腦教室 電子系 教補款 

7 
網路教學實驗

室教學設備 
原電腦教學設備更新、電腦主機含螢幕：CPU 雙核心、

液晶螢幕 19 吋螢幕（含裝配電網路） 50 組 25,000 1,250,000
網路教學實

驗室教學設

備更新 
資工系 教補款 

18 
RFID 主動式

系統設備 

1. 2.45G 網路型讀卡機、主動式腕帶型電子標籤、白卡

型 2.45G 電子標籤、PDA、CF 雙頻讀卡器 
2. 無線感測網路開發套件 

1 套 402,400 402,400

主動式

RFID 與無

線感測網路

實驗使用 

電機系 自籌款 

9 
可程式控制設

備 控制系統之受控體機構、馬達等。 6 組 150,000 900,000
自動控制實

驗使用 自控系 教補款 

合計  $4,40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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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商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 企業資源規劃中心設備更新 

1. 電腦設備： 
CPU：Intel Core 2 
Dual E6550 
RAM：DDRII 1G 
HD：160G 
光碟機：16x DVD-ROM、20X DVD 燒錄機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8600GT 
保護系統：蓮騰 復活卡 
螢幕：Asus VB191S-G4，需防刮 
2.教學廣播一式 
3.網路及電力佈線 
4.電腦桌椅等辦公室設備 

25 組 33,772 844,300

學生實習

用/學生

考照練習

用 

資管系 教補款 

5 

學生專題研討室 1.電腦設備：雙核心 CPU 1.8MHz 以上等級以上，DDR 
II 667 1G 以上記憶體，160G 以上硬碟，17 吋 LCD
電腦螢幕，含還原卡，螢幕廣播卡 
2.網路及電力配置 

16 台 32,430 518,880

更新與充

實學生專

題研討室

電腦設備

企管系 教補款 

8 

經營策略專業教室與中小企

業專業教室 
1.可攜式無線教學擴音器：內建 UHF PLL 相位鎖定單

頻道 16 組互不干擾頻率接收模組，27W(rms)/4Ω負

荷阻抗輸出功率，內建 12V/2.7AH 充電式電池，可連

續使用約 8 小時。 
2.建議機種：MIPRO MA-101a(紅外線傳輸) 

3 台 11,990 35,970
加強一般

教學輔助

設備 
企管系 教補款 

10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 

1.筆記型電腦：(中信局第一組第 37 項次)，ASUS 
A8T。 
2.液晶投影機：TOSHIBA TLP-X2000(投影機第二組

第 4 項次) 
3.電動布幕：UNOO GFEM-SQ120(布幕第六組第 3

1 套 382,400 382,400

支援教學

活動/輔
導學生技

術練習/
學生教學

幼保系 教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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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項次)(含施工及材料) 
4.嬰兒急救甦醒訓練模型 
5.哽塞娃娃 
6.沐浴娃娃 
7.四面旋轉書櫃：47×48×105 ㎝ 
8.教具櫃(原木)：120×30×75 ㎝ 
9.玩具整理櫃(附籃子)：42×117×33 ㎝ 
10.桌上型旋轉書櫃：39×39×26 ㎝ 
11.增購蒙特梭利教具：0-3 歲項目 

演試用 

 12 運籌配送管理平台(Web 版) 

1.平台管理模組 
2.基本資料管理模組 
3.客戶訂單管理 
4.派車配送管理 
5.衛星定位資料轉入 
6.衛星定位系統模擬 
7.配送桌面訊息 
8.配送績效統計配送帳務報表 

1 套 540,000 540,00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教補款 

17 行銷經營體驗實習中心設備 1.教學廣播系統 1 套 90,000 90,00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自籌款 

19 產學合作中心設備 

1. 筆記型電腦 2 台  
2. 數位攝影機 1 台 
3. 數位相機 1 台  
4. 活動式白板 1 面  
5. 雙頻無線教學擴音機 1 台 

1 套 167,950 167,95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自籌款 

合計  $2,57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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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環設學群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 
食品烘焙教室

設備 

攪拌機 
一貫(220Q 攪拌缸，含置機架) 
電烤爐 
3kw 上下火溫度控制(3 層 6 盤) 
發酵箱 
自動溫濕度控制 
冷凍冷藏冰箱 

1200x800x2000cm 

冷藏 2-8
oC, 冷凍-8~-20oC 

工作台 
依現場規格施作(附水槽 2 座) 

2 組 
 

2 組 
 

2 組 
 

1 組 
 

1 組 

21,000

80,000

28,000

60,000

175,000

493,000
食品烘焙教

室設備 保健營養系 教補款 

6 萬能蒸烤箱 10 盤桌上型 1 組 350,000 350,000 團膳實驗室 保健營養系 教補款 

11 
-86℃超低溫

冷凍櫃 
內部容量在 483 公升以上，冷煤 HFC/CFC-FREE，原

廠保固 4 年以上(附件不鏽鋼儲存架及防潮紙盒)。 1 組 290,000 290,000
教學研究設

備 生物技術系 教補款 

13 
PCR(含梯度/
快速 PCR 各

一組) 

具 96 孔盤，溫度可梯度調整(梯度 PCR，4℃/s)，升溫

2.5℃/s 以上，降溫 2.0℃/s 以上。 1 組 350,000 350,000
教學研究設

備 生物技術系 教補款 

14 
電腦相關設備

(含1部彩色雷

射印表機) 

主機螢幕比照中信標 
印表機規格：列印品質 600 x 600 dpi 以上，列印速度(彩
色/黑白)17PPM 以上，100 張多功能進紙匣可用於特殊

列印材質、 250 張可調式進紙匣 2，可使用大部分的

紙張尺寸，選購的 500 張進紙匣 3，可用於 letter 和
A4 尺寸的紙張、250 張上方出紙槽，高速 USB 2.0 連
接埠、HP Jetdirect 高速乙太內接式列印伺服器、選用

10 組 32,500 325,000
教學研究設

備 生物技術系 教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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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802.11b/g 無線區域網路及其他網路配件 

 15 
電腦多媒體教

室設備 

電腦設備(21 組):CPU:Intel Core 2 Dual E6550 
RAM:DDRII 1G 
HD:160G 
光碟機:16x DVD-ROM、20X DVD 燒錄機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8600GT 512MB 顯示晶片組 
保護系統:蓮騰 復活卡 
螢幕:Asus VB191S-G 4:3 螢幕。需防刮 
彩色雷射印表機(一部) 
HP Color LaserJet 2605 

教學廣播系統添購一式 

1 套 799,000 799,000
配合動畫與

數位剪接教

室教學 
視訊傳播系 教補款 

16 
動畫與數位剪

接教室 Maya 軟體更新與 2D 動畫軟體添購 1 套 100,000 100,000
動畫與剪接

軟體更新與

添購 
視訊傳播系 教補款 

20 鐳射測距槍 

測量距離可達：1850m 
精度達到：10cm 
具傾斜角度測量、方位角測量、周長測量、面積測量

功能 

1 組 299,700 299,700
景觀環境分

析及研究 景觀設計系 自籌款 

合計  3,00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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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中信局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伸縮背景骨架 
背板 
伸縮阻隔柱 

W180*H200_300 
W180*H300 
36*105 

9 組 17,000 153,00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教補款 

2 
組合式舞台 W180*D90*H100 10 組 10,800 108,00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教補款 

3 
單槍投影機 2200 流明以上 1 台 53,560 53,56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教補款 

4 
電冰箱 電冰箱，雙門 300 公升(含)

以上 
1 台 10,200 10,200 學生會辦

公室使用

學生會辦公

室使用 
自籌款 

5 
擴音器 Mipro MA-707 擴音機 2 台 25,000 50,000 辦理大型

活動使用

學生會及學

生社團 
教補款 

合   計  374,760    

 









 1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六次會議紀錄 

 
時  間：97 年 10 月 15 日（三） 14：00 
地  點：行政大樓三樓第五會議室 
主  席：彭作奎校長                                                紀錄：張綺嫺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百忙之中抽空參加，今天召開此會議主要是因為有若干議題必須要由專責小

組討論決議做為研發處執行之依據，請研發長開始就議程內容加以說明。 

貳、工作報告 

【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執行現況-研發處校發組報告】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執行現況如附件一。請經費尚未執行完畢項目之執行單位，

儘量於 11 月底前執行完畢。建議事項如提案一。 

【獎補助款資本門採購執行現況-總務處事務組報告】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執行採購時因設備停產、物價波動等

因素以致部份設備規格異動，執行事項如報告案一~二；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標餘款執

行，建議事項如提案二~三。 

報告案一、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執

行採購時因設備停產、物價波動等因素以致部份設備規格異動，報請公鑒。 

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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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報部申請項

目不變，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

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理由應存校備查。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二 

報告案二、教育部 97 年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自籌款經費

流入事宜，報請公鑒。 

說明： 

1.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已敍明採購設備第四項為電冰箱，且由本校編列自籌款配合辦理採購。 

2.案中所需採購電冰箱原編列預算為 10,200 元，但經本校事務組在執行採購過程

中詢價，因物價波動其報價現為 14,800 元，此一採購案經費不足$4,600 元，已

由課指組教學-維護-行政-修膳費項下流入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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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執行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流用原則，提請討論。 

說明： 

1.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經常門執行現況，如附件一。 

2.原則一：執行單位所執行之經常門獎補助款項目，在滿足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規定

比例前題下，於執行中可自行流用調整。97 年度支用計畫書所編列經常門獎補助

款項目，經費不足之項目有「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習項」(執行單位：研發處

技合組)、「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著作項」(執行單位：研發處技合組)，擬建議

以經費流用方式來挹注辦理，經費來源為「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究項」(執行

單位：研發處技合組)。 

3.原則二：支用計畫書所編列經常門獎補助款項目, 請執行單位於 11 月底前執行完

畢。各項次經費執行在已滿足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規定比例前題下，如未能於期限

內執行完畢之經費，建議統一流用至「五、其他」(執行單位：人事室)，挹注新

進教師薪資，由執行單位辦理新進教師薪資核銷。 

4.原則三：支用計畫書所編列經常門自籌款除「五、其他」項外，於 11 月底前未

能執行完畢之經費，建議統一流用至「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研習項」(執行單位：

研發處技合組)，由執行單位辦理教師研習核銷。 

5.經常門獎補助款經費於執行完畢後，向專則小組會議報告支用狀況。 

討論：校長：各執行單位及各位委員有無意見？ 

人事陳主任：依會議決議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教育部 97 年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獎補助經費標

餘款採購項目，提請討論。 

說明： 

1.教育部 97 年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獎補助經

費原預算$261,000元，經事務組招標後決標金額為$150000元，標餘款為$111,000

元。 

2.獎補助款資本門「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獎補助經費標餘款採購項目，

擬增購單槍投影機(中信標)2 台，$107,120 元。此單槍投影機已列報部支用計畫

書「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第三項。 

3.資本門「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獎補助經費共支出 360,680 元，此項

次已達資本門經費 3.18﹪，滿足『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款金額】』之

規定。 

4.獎補助款資本門「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獎補助經費標餘款尚餘$3,880

元，擬流用至資本門「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配合資本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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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標餘款辦理設備採購。 

討論：校長：各位委員有無意見？ 

研發長：單槍投影機已列報部支用計畫書，本標餘款採購無需再報部；本項資本

門獎補助經費執行已達資本門經費 3.18﹪，滿足教育部規定應達資本門經費 2﹪

（不含自籌款金額）之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助經費資本門「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

款，擬增購教學設備案，提請討論。 

說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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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 

2.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助經費資本門「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標

餘款$511,578元及「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獎補助經費標餘款尚餘$3,880

元，共計$515,458 元。因教學需求，擬由保健營養系購置「粗纖維萃取裝置」一

套，規格資料如附件三。 

3. 本教學儀器教補款標餘款擬採購之設備，於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支用計畫書未曾敍明，故本標餘款購置項目、規格及數量需報部審查後始得執

行 

討論：校長：各學群有無意見？ 

研發長：本標餘款採購案，於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

畫書中未曾敍明，故本購置項目、規格及數量需報部審查後始得執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訂「中州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提請討論。 

說明： 

1. 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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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曆年制。 

2.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四。 

3. 經專責小組會議討論通過後，提交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討論：校長：各位委員有無意見？ 

會計主任：我們的人事異動是以學年制，委員成員應以學年制較符合本校人事狀

況。 

研發長：如委員代表採曆年制則較能了解「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整年度的運作過程，建議委員會採曆年制實施。 

林副校長：如周主任所說，我們的人員異動是以學年制，應以學年制較為合適。 

決議：請研發處先收集友校法令，送下次專責小組會議再議。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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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經常門經費支用現況預估報告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資本門 

預匴金額 已支出 餘絀 
備註 

預匴金額 已支出 餘絀 
備註 執行單位 

工學群 

商管學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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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自籌款金額】）
9,033,550 8,521,972 515,458 會議通過 

執行完畢 960,050 1,519,758 -559,708

自籌款增加的

金額, 源於

0521 專責會議

通過自控系購

置設備, 列入

獎補助自籌款
環設學群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應

達資本門經費 10﹪【不含自籌款金額】） 1,707,876 1,707,876 0 已執行完畢 170,426 170,426 0 已執行完畢 圖書館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

經費 2﹪【不含自籌款金額】） 

364,560 253,560 107,120 會議通過 

執行完畢 
10,200 14,800 -4,600

購買冰箱不

足額 4,600

元 , 由學務

處經費流用

配合採購 

學生事務處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

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249,840 249,840 0 已執行完畢 0 0 0   總務處 

合計 11,355,826 10,733,248 622,578   1,140,676 1,704,984 -564,308
資本門自籌

款共增加

564,308 元 
合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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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款 自籌款 
經常門 97 年度

預匴金額 已支出 餘絀 
備註 

預匴金額 已支出 餘絀 
備註 執行單位 

研究  4,769,447 3,489,852 1,279,595 476,553 679,921 -203,368 研發處-技合組 

研習  302,822 508,837 -206,015 30,178 313,954 -283,776 研發處-技合組 

進修  227,116 110,000 117,116 22,884 0 22,884 人事室 

著作 757,055 1,442,800 -685,745 75,945 0 75,945 研發處-技合組 

升等送審 151,411 73,500 77,911 15,589 0 15,589 人事室 

改進教學 378,528 297,600 80,928 37,472 0 37,472 研發處-技合組 

編纂教材 227,117 177,500 49,617 22,883 0 22,883 教務處-課務組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以上【不含自籌款金

額】） 

製作教具 151,410 29,500 121,910 15,589 0 15,589 教務處-課務組 

  合計  6,964,906 6,129,589 835,317 697,093 993,875 -296,782 合計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不含自

籌款金額】） 

  378,528 151,407 227,121

1.經常門補

助款, 請執

行單位於 11

月底前執行

完畢。  

 

2.各項次經

費執行在已

滿足教育部

獎補助款之

規定比例前

題下，如未

能於期限內

執行完畢之

經費，建議

統一流用至

「五、其他」

項下溢助新

進教師薪

資，擬由執

行單位辦理

新進教師薪

資核銷。 

37,872 0 37,872

經常門自籌

款除其它項

外，於 11 月

底前未執行

完畢之金

額，統一流用

至研習項下

支用。 

人事室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占
經常門經費 2%以上【不含自籌款

金額】) 
  227,116 50,900 176,216 預計 12/15

前執行完畢 
22,484 0 22,484 預計12/15前

執行完畢 
學務處-課指組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 0  0 0 0   

五、其他   0 0 0  1,789,370 0 1,789,370 人事室 

總計   7,570,550 6,331,896 1,238,654  2,546,819 993,875 1,552,944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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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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單位 
修改

說明

1 
精密鑄造

實驗設備 

1. 超大型脫臘機：

70*58.5*45.5 ㎝，

240V/15A 鋼管室容

量：69*48*30 ㎝ 

2. 鑄粉攪拌真空填入機

石膏容量：18 ㎏真空

度：

10cfm29.5hg(300l/min)

最大鋼管：9“ 

3. 超大型噴砂機：

52*62*49 ㎝，120v 附

噴槍 1 支，噴嘴(2.2、

2.7、3.0、3.5 ㎜)各 1

個 

4. 研磨機(精)：15*18*20

吋，120v 

5. 拋光機：直徑 80*高 60

㎝，120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1 台

30,000

180,000

20,000

65,000

60,000

355,000

1.超大型脫臘

機 34,000 

2. 鑄粉攪拌真

空填入

機:190,000 

4. 研磨機

(精)71,000 

5. 拋光機

40,000 

機電系
單價

修改

2 

企業資源

規劃中心

設備更新 

1. 電腦設備： 

CPU：Intel Core 2 

Dual E6550 

RAM：DDRII 1G 

HD：160G 

光碟機：16x DVD-ROM、

20X DVD 燒錄機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8600GT 

保護系統：蓮騰 復活卡

螢幕：Asus VB191S-G4，

需防刮 

2. 教學廣播一式 

3. 網路及電力佈線 

4. 電腦桌椅等辦公室設

備 

25 組 33,772 844,300
螢幕：

AcerAL1916W 
資管系

廠牌

修改

9 
可程式控

制設備 

控制系統之受控體機

構、馬達等。 
6 組 150,000 900,000 單位:套 自控系

單位

修改

10 

兒童照護

暨圖書資

訊中心 

1. 筆記型電腦：(中信局

第一組第 37 項次)，

ASUS A8T。 

2. 液晶投影機：TOSHIBA 

TLP-X2000(投影機第

二組第 4 項次) 

3. 電動布幕：UNOO 

1 套 382,400 382,400

1.筆記型電

腦：(中信局第

一組第 37 項

次)，ASUS 

A8N。 

幼保系

原規

格停

產,型

號修

改。

附件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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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EM-SQ120(布幕第

六組第 3 項次)(含施工

及材料) 

4. 嬰兒急救甦醒訓練模

型 

5. 哽塞娃娃 

6. 沐浴娃娃 

7. 四面旋轉書櫃：

47×48×105 ㎝ 

8. 教具櫃(原木)：

120×30×75 ㎝ 

9. 玩具整理櫃(附籃

子)：42×117×33 ㎝ 

10.桌上型旋轉書櫃：

39×39×26 ㎝ 

11.增購蒙特梭利教具：

0-3 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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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營養系「粗纖維萃取裝置」 

全套包括: 

        A. 1020 熱萃取裝置.......................1 台 

        B. 1021 冷萃取裝置.......................1 台 

        C. 水流抽氣裝置..........................1 個 

熱萃取裝置包括: 

     a) 轉移器.......................................1 個 

     b) 溶劑瓶.......................................2 個 

     c) 噴水裝置.....................................1 個 

     d) 燒杯.........................................1 個 

     e) 漏斗.........................................1 個 

     f) 水抽氣器.....................................1 個 

     g) 消泡劑.......................................1 瓶 

     h) 連接管 (Neoprene *6/12 mm) L=1 m.............2 支 

     i) 連接管 (PVC *8/11 mm) L=2 m..................3 支 

     k) 坩鍋握持架 (可放六只坩鍋)....................1 個 

     l) 坩鍋支架 (可放六只坩鍋)......................1 個 

     m) 坩鍋 # P2 (一組有六只).......................2 組 

     n) 操作手冊.....................................1 本 

規  格: 

     1. 整體化的萃取與過濾, 清洗 (根據 Weende 方法). 

     2. 不須要作樣品的轉移, 及沒有樣品的漏失. 

     3. 同時可以處理六個樣品. 

     4. 樣品重: 0.5～3 g (一般 1 g). 

     5. 測試範圍: 0～100% 

     6. 再現性: 在於 1～30% 纖維優於±1% (相對性). 

     7. 精確度: 相對 0.1% 

     8. 每天分析能力: 高至 36 個分析. 

     9. 電源: AC 220V 

    10. 冷凝水消耗量約 2 l/min. 

    11. 具加熱能量調整器. 

    12. 樣品的取放: 油壓式並 Lock 裝置. 

        13. 具 Pressure 裝置, 用於過濾時將樣品打散, 易於過濾. 

        14. 具撥桿式 CLOSED, VACUUM, PRESSURE, REST 獨立控制功能. 

    15. 經 A.O.A.C.認可,並具 ISO 9001 國際品管認證合格. 

附件三 



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原因 

二、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由下

列人員組成： 

    校長、副校長、行政與學術

單位一級主管、暨各系（含

通識教育中心）各推舉非兼

任行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代表

一人組成之。任期一年，採

學年制，連選得連任之。 

三、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任委

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

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研究發展

處長兼任之，事務性工作由

總務處採購組協助處理。 

 

二、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由下列

人員組成： 

    校長、副校長、行政與學術單

位一級主管、暨各系（含通識

教育中心）各推舉非兼任行政

職務之專任教師代表一人組

成之。任期一年，採曆年制，

連選得連任之。 

三、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

行秘書一人由研究發展處長

兼任之，事務性工作由總務處

採購組協助處理。 

 

採曆年制，委員方可了

解整年度運作過程，業

管單位建議採曆年制

實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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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錄 

時  間：97 年 11 月 24 日（一） 14：00 
地  點：行政大樓三樓第五會議室 
主  席：彭作奎校長                                                紀錄：張綺嫺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百忙之中抽空參加，今天召開此會議主要是審查 98 年度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

以及修訂本校專責小組設置要點，請研發長開始就議程內容加以說明。 

貳、工作報告 

報告事項一：(研究發展處校發組) 

案由：「98 年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佐證資料查核」訪視案。 

說明：教育部委托雲科大獎補助工作小組於 97 年 10 月 20 日蒞校辦理「98 年私立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配佐證資料查核」訪視，結果詳如附件一。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研究發展處校發組) 

案由：重申資本門採購單價規範。 

說明：行政院於 90 年 12 月 7 日以台九十處會二字第 0 九一九四號函發布之研商財物標準分

類相關事宜會議紀錄規範: 

1. 適用「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國營事業，整批購買，每件單價雖未超過新臺幣

一萬元，但總價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在二年以上者，仍應以財產列管。 

2. 不適用「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機關，整批購買，每件單價如未超過新臺幣一

萬元，不以財產列管。』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97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購置太陽能路燈，經費不足由營繕組預算配合支應，報請公鑒。 

說明：97 年度獎補助款購置太陽能路燈一案，校園整體需求共 6 組，所需經費合計$480,000
元，教育部補助款$249,840 元，不足經費$230,160 已由學校經費支應，並納入 97 年

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學校配合款。 
決定：洽悉。 



2 

 

報告事項四：(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執行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報告。 

說明：97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獎補助款 227,116 元、自籌款 22,484
元，預計 97 年 12 月中依法執行完畢，已執行及執行中之工作規劃。 

一、經常門：經費共249,600元 

1. 已執行50,900元。 

2. 餘198,700元，預計12/15前核銷完畢。 

二、資本門：經費共374,760元 

1. 報部項目： 

(1) 伸縮背景骨架、背板、伸縮阻隔柱    

(2) 組合式舞台    

(3) 單槍投影機     

(4) 電冰箱 

(5) 擴音器    

2. 標餘款111,000元，預計另增購2台單槍投影機，規格以報部項目(3)為主。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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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研究發展處) 

案由：中州技術學院「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分配比例及資本門編列順序，

提請討論。 

說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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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第(一)項第3條

規定，各校應於 97 年 11 月 30 日前，彙整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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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簽到單）、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

程等資料各一份報本部審查。 
二、 98 年度經費支用計畫資本門及經常門等各項預算及明細規劃如附件二【表一】至【表

四】、【表六】至【表八】。 
討論： 

黃副校長：支用計劃書內系發展方向需與系所採購重點設備聯結，內容要相呼應，前後品項

要一致，均相互吻合。 

會計主任：若干電腦軟設備如不是用於教學，最好不要列入支用教補款。另外有些學校的做

法是單價不達 2 萬設備不列入支用教補款，因在採購時，單價往往會壓低，恐低

於 1 萬元以下。 

總務長：項目名稱是保管組編列財產名稱之依據，請各單位特別注意。有部分單位之項目名

稱無法完整編列財產名稱。 

校長：附表四之項目名稱是財產名稱，詢價結果單價未超過 2 萬元以上不列入，用途一率用

於教學上，且需於中程計劃書吻合。 

決議：請各單位將設備項目及規格具體填寫清楚，下次會議再審查。 

提案二：(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中州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中州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如

附件三。 
二、 經專責小組會議討論通過後，提交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討論： 

研發長：修正內容是將事務性工作由總務處採購組協助處理，改為研發處校發組。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意見？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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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 

總務處事務組報告 

一、因部分單價均不及「財產」標準，無法以財產列帳。 

二、資本門之「一、各所系科之教學及研究設備」部分將減少 19 萬 1,025 元，補增購自控系教學圖儀設備可程式控制設備-直流伺服馬達系

統，以支出分攤表調整奬補款及配合款之分配。 

三、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共計 19 萬 1,025 元，其中 18 萬 3,025 元調整至經常門；8仟元學務處課指組添購組合式舞台-推車，由本

校自有經費支應。 

四、經建議調整至教補款經常門「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部分，金額將增加 18 萬 3,025 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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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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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表（＊根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細說明，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

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計劃書)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企業資源規劃中心設備更新-全套式電腦辦公桌 1 4,690 4,690 

2 企業資源規劃中心設備更新-人體工學辦公椅 1 1,472 1,472 

3 企業資源規劃中心設備更新-OA-140 辦公桌 12 3,496 41,952 

4 企業資源規劃中心設備更新-人體工學塑鋼折合椅 

電腦桌椅等辦公室設備 

24 518 12,432 

學生實習

用/考照練

習用 
資管系 

 

5 異物哽塞娃娃模型 4 5,500 22,000

6 嬰兒沐浴娃娃模型 

哽塞娃娃 
沐浴娃娃 
四面旋轉書櫃：47×48×105
㎝ 4 3,000 12,000

支援教學

活動/輔導

學生技術

練習/學生

幼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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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計劃書)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7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水平積木 1 1,469 1,469 

8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可愛動物

1.2.3 1 810 810 

9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幾何圖形變

化組 1 1,000 1,000 

10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啟蒙遊戲配

對組 1 840 840 

11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立體衣飾框

球 1 1,250 1,250 

12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觸覺配對盤 1 500 500 

13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男生人體拼

圖 1 250 250 

14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女生人體拼

圖 1 250 250 

15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手眼協調螺

絲組 1 850 850 

16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0-3 歲螺絲配

對組 1 500 500 

17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迴轉套環組 1 800 800 

18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木條滾筒內

附鈴鐺 1 450 450 

19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階梯幾何格 1 650 650 

20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造型衣夾:24
支 

教具櫃(原木)：120×30×75
㎝ 
玩具整理櫃(附籃子)：
42×117×33 ㎝ 
桌上型旋轉書櫃：39×39×26
㎝ 
增購蒙特梭利教具：0-3 歲

項目 

1 180 180 

教學演試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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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計劃書)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1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動物衣夾板 1 800 800 

22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曬衣夾 1 1,200 1,200 

23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三體六色大

木珠 1 850 850 

24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0-3 歲圓形崁

板 1 750 750 

25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0-3 歲圓形崁

板 1 600 600 

26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0-9 歲字型配

對組 1 400 400 

27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汽車穿線板 1 250 250 

28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瓢蟲穿線板 1 250 250 

29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動物穿線板 1 400 400 

30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洞洞穿線板 1 350 350 

31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環形體水平

套入組 1 600 600 

32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環形體直立

套入組 1 550 550 

33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蟲蟲吃葉子 1 100 100 

34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房子穿線板 1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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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計劃書)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5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相關性迷宮 1 400 400 

36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運珠筆磁鐵

遊戲組 1 1,000 1,000 

37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穿線鞋 1 400 400 

38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正方體直立

套入組  1 700 700 

39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三根敲打台 1 180 180 

40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四跟敲打台 1 200 200 

41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物體慣性盒:
抽屜式 1 950 950 

42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圓柄腕拉抽

屜組 1 1,100 1,100 

43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毛線球投入

盒 1 950 950 

44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多功能智慧

盒 1 400 400 

45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槌台 1 200 200 

46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打磚人 1 200 200 

47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幾何學立體

投影盒(五箱) 1 3,500 3,500 

48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幾何學立體

投影盒(兩箱) 1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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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計劃書)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9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魚形牙籤組 1 1,000 1,000 

50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物體慣性盒:
托盤式 1 1,100 1,100 

51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蒙特梭利教具-木製啟蒙拼

圖組 1 850 850 

52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四面迴轉式書架 2 6,500 13,000 

53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凸三邊教具櫃 4 3,500 14,000 

54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玩具整理櫃 4 2,550 10,200 

55 兒童照護暨圖書資訊中心-桌上型旋轉書架 6 2,000 12,000 

56 產學合作中心設備-白板 活動式白板 1 7,000 7,000 
改善教學

設備 行管系 
 

合   計   183,025    

決定：洽悉。 

肆、 散會：15時 45 分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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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2010  中州技術學院 

97 年 10 月 20 日至貴校進行資料之查核，訪視結果如下表： 

如有進一步說明或證明文件，請於 97 年 11 月 14 日前（以郵戳為憑）寄出，並將要檢附

之資料及說明以發文方式報部(正本給教育部，副本寄至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獎補助工作小

組)。若未能在時間內提出說明或證明文件，將不納入獎補助款計算。 

問題表內有(一)請貴單位說明或補件，如無進一步說明或補件，將直接刪除或更正。 

(二)不符獎補助辦法規定，將直接刪除。 

(三)報部 vs.檢附資料，不符，係依佐證文件直接修正。 

發文日期：97 年 1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州奎研字第 0970008146 號) 

表 2-1  95 學年度下學期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學生英語檢定通過人數明細表 

a、通過人數漏報，共計 2 筆，應新增： 

1.四技(日)，資訊管理(科技)學系，通過人數「3」。 

2.四技(日)，景觀設計(與管理)學系，通過人數「2」。 

【來文無說明，以上 2 筆，予以新增】 

依規定「更正或新增以不超過原填報人數」為原則，故計算獎補助核配之修正以不超過原

報部為主。但為表達資料之完整性，故獎補助資料庫仍會新增其人數。 

 

表 2-3  95 學年度下學期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學生通過技能檢定之持有證照明細表 

a、貴校於 97/10/01 發文刪除，發文字號：州奎研字第 0970006828 號，共計 8 筆： 

1. 資訊工程學系，四技進修部，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丙級，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1 張。 

2. 資訊工程學系，四技（日），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丙級，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20 張。 

3. 資訊工程學系，四技進修部，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8 張。 

4. 資訊工程學系，四技（日），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10 張。 

5. 資訊工程學系，二技（日），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乙級，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6 張。 

6. 資訊工程學系，四技（日），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乙級，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5 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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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訊工程學系，二專（日），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網路架設，丙級，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4 張。 

8. 資訊工程學系，四技（日），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網路架設，丙級，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41 張。 

b、張數漏報，共計 2 筆，應新增： 

1.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四技進修部，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數值控制

銑床工，丙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原報部總張數為「3」，應更正為「4」。 

2.自動化(控制)工程系，四技(日)，政府機關，中華民國技術士-氣壓，乙級，行政院勞工

委員會，原報部總張數為「27」，應更正為「34」。 

【來文無說明，以上 2 筆，予以更正】 

c、證照名稱有誤，共計 3 筆，應更正： 

1.企業管理學系，二技進修部，其他，一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1，原報

部證照名稱為「企業電子化規劃師」，應更正為「企業電子化助理規劃師」。 

2.企業管理學系，四技進修部，其他，一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1，原報

部證照名稱為「企業電子化規劃師」，應更正為「企業電子化助理規劃師」。 

3.企業管理學系，四技(日)，其他，一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10，原報部

證照名稱為「企業電子化規劃師」，應更正為「企業電子化助理規劃師」。 

【來文無說明，以上 3 筆，予以更正】 

d、發照單位名稱有誤，共計 4 筆，應更正： 

1.企業管理學系，進修專校，其他，金融市場常識與職業道德，專業技能，1，原報部發

照單位為「台灣金融研訓院」，應更正為「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2.企業管理學系，二技在職專班，其他，金融市場常識與職業道德，專業技能，2，原報

部發照單位為「台灣金融研訓院」，應更正為「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3.企業管理學系，二技(日)，其他，金融市場常識與職業道德，專業技能，17，原報部發

照單位為「台灣金融研訓院」，應更正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4.企業管理學系，四技(日)，其他，金融市場常識與職業道德，專業技能，9，原報部發

照單位為「台灣金融研訓院」，應更正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來文無說明，以上 4 筆，予以更正】 

 

表 2-4  95 學年度下學期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學校鼓勵學生專業證照取得之經費明細表 

a、與報部不符，共計 5 筆，應更正： 

1.應用外語系，原報部獎助經費「$9,605」，應更正為「$7,655」。 

2.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原報部獎助經費「$137,970」，應更正為「$13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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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工程學系，原報部獎助經費「$11,225」，應更正為「$60,150」。 

4.自動化(控制)工程系，原報部獎助經費「$205,045」，應更正為「$203,495」。 

5.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原報部獎助經費「$66,520」，應更正為「$62,347」。 

【來文無說明，以上 5 筆，予以更正】 

依規定「更正或新增以不超過原填報金額」為原則，故計算獎補助核配之修正以不超過原

報部為主。但為表達資料之完整性，故獎補助資料庫仍會更正其金額。 

 

表三  95 學年度下學期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學生參與競賽得獎件數明細表 

a、非採計日期，共計 2 件，應刪除： 

1. 視訊傳播(設計)系，全國，教育部，2006 第二屆全國技專校院電腦動畫競賽，培訓

參賽國外影展組，優勝，原報部結束日期為 2007/05/18，經實際查核為 2006/12/29，

非採計時間，予以刪除。 

2. 視訊傳播(設計)系，全國，教育部，2006 第二屆全國技專校院電腦動畫競賽，動畫

競賽，佳作，原報部結束日期為 2007/05/18，經實際查核為 2006/12/29，非採計時間，

予以刪除。 

【來文無說明，以上 2 筆，予以刪除】 

表四  95 學年度下學期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學生參與業界實習時數明細表 

a、非採計期間，共計 3 筆，應更正： 

1.生物技術系，原報部大學部日間部時數為「2,432」，應更正為「1,528」。 

2.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原報部大學部日間部時數為「7,680」，應更正為「440」。 

3.資訊工程學系，原報部大學部日間部時數為「120」，應更正為「54」。 

【來文無說明，以上 3 筆，予以更正】 

 

表五  96 學年度專任師資名冊 

a、職級、證書字號有誤，共計 5 名，應更正： 

1.梁輝正，一般教師，助理教授，審定合格，2006/08/01，(微)電子(工程)學系，原報部證

書字號為「助字第 004219 號」，應更正為「助理字第 004219 號」。 

2.許榮富，一般教師，助理教授，審定合格，2006/08/01，(微)電子(工程)學系，原報部證

書字號為「助字第 018986 號」，應更正為「助理字第 018986 號」。 

3.余重信，一般教師，助理教授，審定合格，2007/08/01，資訊管理(技術)學系，原報部

證書字號為「助字第 010443 號」，應更正為「助理字第 010443 號」。 

4.許順發，一般老師，審定合格，助字第 022097 號，2007/08/01，資訊管理(技術)學系，

續聘，原報部職級為「講師」，應更正為「助理教授」，原報部證書字號為「助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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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97 號」，應更正為「助理字第 022097 號」。 

5.陳鉅昌，一般老師，助理教授，審定合格，2007/08/01，資訊管理(技術)學系，原報部

證書字號為「助字第 010445 號」，應更正為「助理字第 010445 號」。 

【來文無說明，以上 5 名，予以更正】 

 

表六 96 學年度兼任師資名冊 

a、證書字號有誤，共計 1 名，應更正： 

1.楊清榮，講師，2008/02/01，資訊管理(技術)學系，原報部證書字號為「助理字第 019764

號」，應更正為「講字第 063670 號」。 

【來文無說明，以上 1 名，予以更正】 

 

表九 具有兩年以上業界工作實務經驗之專任師資名冊 

a、非業界實務經驗，共計 1 名，應刪除： 

1.李丙生，副教授，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2000/08/01，2002/07/31，生物科

技系。 

【來文無說明，以上 1 名，予以刪除】 

b、業界實務經驗累計未達 2 年，共計 10 筆，應刪除： 

1.李彥希，助理教授，審定合格，大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景觀設計(與管理)學系，原報

部 起 始 日 期 、 終 止 日 期 「 1995/09/13 ， 1996/08/30 」， 應 更 正 為 「 1995/08/11 ，

1995/08/30」，未達 2 年以上，應刪除。 

2.李彥希，助理教授，審定合格，巨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1995/09/13，1997/02/28，景

觀設計(與管理)學系。 

3.梁大慶，助理教授，審定合格，正陽營造有限公司，1997/09/03，1997/12/09，景觀設

計(與管理)學系。 

4.梁大慶，助理教授，審定合格，易承工程顧問有限公司，1998/01/09，1998/07/31，景

觀設計(與管理)學系。 

5.梁大慶，助理教授，審定合格，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02/06/15，2003/07/31，景

觀設計(與管理)學系。 

6.陳世寬，副教授，審定合格，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1987/10/21，1988/03/01，電機(與

控制)工程學系。 

7.陳世寬，副教授，審定合格，交通部南投電信局，1992/07/28，1993/08/02，電機(與控

制)工程學系。 

8.丘紀芸，講師，審定合格，東麒股份有公司，1991/12/31，1992/02/28，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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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丘紀芸，講師，審定合格，弘益紙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10/12，1993/08/31，應用外

語系。 

10.丘紀芸，講師，審定合格，慶澧股份有限公司，1995/07/14，1995/10/03，應用外語系。

【來文無說明，以上 10 筆，予以刪除】 

經系統人員至資料庫查詢李彥希教師相關資料後，發現該名教師仍有其他相關業界實務經驗，故李彥希老

師之資料，業界實務經驗滿兩年以上，予以列計。 

 

表十七  產學合作明細表 

a、非認列期間，共計 1 筆，應刪除： 

1.黃萬傳，行銷(與)流通管理系，消費者對果菜產銷履歷關鍵需求項目之研究，政府部會

其他案件(不含政府委訓計畫、政府產學計畫案、國科會及教育部的所有案件)，農

委會，97 農科-5.1.2-糧-Z1(6)，$650,000，原報部執行起始日期 2008/01/01，經實際

查核為 2008/04/08，非採計時間。 

【來文無說明，以上 1 筆，予以刪除】 

b、計劃經費(金額)需提出佐證文件說明，共計 1 件，請補件，若無補件，予以刪除： 

1.陳冠仲，生物技術系，96 學年度教育部技專校院與高職含綜高建立策略聯盟計畫，教

育部其他案件(不含計畫型獎助案、委訓計畫及產學計畫案)，中州技術學院，

2007/08/01，CCUT-教-9607，$990,000。（訪視當天僅提供教育部補助$891,000 佐證

文件，學校相對配合款需提供佐證文件，俾利確認金額） 

【已來文補件說明，以上 1 件，予以認列】 

表二十三 95 學年度下學期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招收外籍、雙學位及交換學生數 

a、請提供該名學生簽證資料，說明為外國學生，共計 1 名，請補件，若無補件，予以刪除：

1. 四技(日)，保健營養(生技)學系，李亨淑，臺灣，中華民國，韓國，2007/08/01，全

額自費就讀外籍學生。 

【已來文補件說明，仍未提供簽證，學校說明該名學生非以外國學生身分來台且簽證上註記代碼非為 FS，

故該名學生，予以刪除】 

壹、補助款基本資料統計表/二、教學資源投入統計表： 

a、學雜費總收入，原報部「$440,741,524」，應更正為「$436,540,087」。 

【來文無說明，以上 1 筆，予以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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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下列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98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助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31,320,000 ＄22,680,000 ＄54,000,000 ＄5,400,000 ＄59,40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10﹪）

補助款 獎助款 自籌款  

（10﹪） 
金額 ＄18,792,000 ＄13,608,000 ＄3,240,000 ＄12,528,000 ＄9,072,000 ＄2,160,000

合計 ＄35,640,000 ＄23,760,000 

占總經

費比例 
60﹪ 4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不含計畫型獎助）60﹪及 40﹪。前段經

常門預算得流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百分之六十五，經常

門不得低於百分之三十五。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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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否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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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自籌款金額】） 
＄25,920,000 80﹪ ＄3,240,000 100﹪ 註二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

經費 10﹪【不含自籌款金額】） 
＄4,860,000 15﹪ ＄0 0﹪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款金額】） 
＄972,000 3﹪ ＄0 0﹪ 註四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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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00 2﹪ ＄0 0﹪ 註五

合計 ＄32,400,000 100﹪ ＄3,240,000 100﹪  

註一：請詳細敘明理由。本項獎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利

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

准後，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

得優先支用本項獎補助經費。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

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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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說明） 

研究＄4,320,000 20% 研究＄561,600 26% 
研習＄864,000 4% 研習＄561,600 26% 
進修＄648,000 3% 進修＄0 0% 
著作＄3,672,000 17% 著作＄0 0% 
升等送審＄432,000 2% 升等送審＄0 0% 
改進教學＄432,000 2% 改進教學＄0 0% 
編纂教材＄432,000 2% 編纂教材＄0 0% 
製作教具＄432,000 2% 製作教具＄0 0%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
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上
【不含自籌款金

額】） 

合計＄11,232,000 52% 合計＄1,123,200 52% 

1. 分配原則：各項

經費分配參酌本

校前一年度使用

情形及預估本年

度規劃執行。本

項經費以公平、

公開、公正為原

則，明訂相關獎

助辦法，以 mail
告知申請教師審

議結果，並公告

於本校網頁。 
2.審查機制：由各

系院初審後送校

教評會複審再經

專責小組會議進

行審議，各獎補

助案件依據獎助

辦法進行。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不含自

籌款金額】） 

＄1,080,000 5﹪ ＄108,000 5﹪ 

1. 分配原則：本項

經費之使用辦法

經學校行政會議

審核通過並公告

周知，適用學校

全體專任職員，

本公平、公開、

公正之原則運用

之。 
2.審查機制：各項

獎補助案件依據

事實建立審核機

制，並有具體成

果留校備供查

考。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 (占經
常門經費 2%以
上【不含自籌款金

額】 

＄648,000 3﹪ ＄64,800 3﹪ 

依據教育部規定提

撥 2％以上支用。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
物品 (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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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0 0﹪ ＄0 0﹪  

六、新聘教師薪資 ＄8,640,000 40﹪ ＄864,000 40﹪ 

1. 分配原則：以增

聘助理教授級以

上為優先。 
2.審查機制：教師

敘薪皆比照公立

學校，依規定年

資提敘與晉級。

七、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總計 ＄21,600,000 100﹪ ＄2,160,000 100﹪  

註七：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八：請另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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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表（附表十） 
註九：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四

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參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3.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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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伺服控制實驗 

1. 交流感應馬達控制模組 
(1) 交流伺服馬達驅動器  
(2) 交流伺服馬達實驗平台 
(3) AD/DA 伺服控制卡 

2. 無刷伺服馬達控制模組 
(1) 無刷伺服馬達驅動器 
(2) 無刷伺服馬達實驗平台 
(3) AD/DA 伺服控制卡 

3. 溫度控制模組 
(1) K、J 熱電耦 
(2) 熱電耦放大器 
(3) 溫度感測平台 
(4) AD/DA 伺服控制卡 

4. 液位流量控制模組 
(1) 流量感測器放大器 
(2) 液位壓力感測器 
(3) 流量⁄流速感測器 
(4) 流水泵浦 
(5) 儀表放大器 
(6) AD/DA 伺服控制卡 

1 
 
 

1 
 
 
 

1 
 
 
 

1 
 
 
 
 

240,000

240,000

150,000

270,000

900,000

伺服控制實驗室，黃俊龍

老師，控制工程實習、電

動機控制實習等課程使

用，每學年使用班級 6 班，

約 240 人次 

自控系 

 

2 電腦軟體 SPSS Statistics Base 17.0 教育網路版 60 人 1 882,000 882,000
加強專業教室軟體設備，

師生研究工具 行管系   

3 
冷螢光數位影像

分析儀 

型號：Kodak Gel Logic 1500 Imaging System 120V含

Gel Logic 1500 image-capture hardware、Gel Logic 
1500 camera assembly 等13項配備 

1 800,000 800,000 產學合作實驗室用 保營系  

4 
多功能望遠鏡測

距儀 量測距離 500m 以上 2 50,000 100,000 教學用 景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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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5 精密聽力檢測儀 

1.Full battery-powered portability  
2.Silent pushbuttons, rotary intensity control 
3.Compact, lightweight and durable 4.Ranges:250 to 
8000 Hz, - 10 to 90 dB 

1 347,953 347,953
兒童發展檢測工具/加強教

學輔助設備 幼兒保育系   

6 
遠端控制實驗模

組 

1. RS-232/RS-485 轉換器 
2. 繼電器輸出模組 
3. 數位輸入/輸出控制器 
4. 類比輸入顯示器 
5. K 型溫度感測器 

20 30,000 600,000

自動化實驗室，鄭合志老

師，遠端監控課程使用，

每學年使用班級 3 班，約

120 人次 

自控系 

 

7 
全功能視力檢測

儀 

1.高度可調：成人/小孩適用,站姿/坐姿 2.可測近/遠視

力 3.全功能控制面版(I 400 型) 4.便利可攜式設計 5.
內建紅外線頭靠感測裝置 6.週邊視力測試

(i400,i250) 7.可測視力,眼部肌肉平衡、立體感 

1 347,777 347,777
兒童發展檢測工具/加強教

學輔助設備 幼兒保育系   

8 繪圖電腦主機 

規格明細如下： 
1. 處理器：雙核心 AMD Opteron™ 處理器，AMD 

Opteron 1212 2.0GHz(1 MB L2 快取) 
2. 晶片組：AMD 690G with ATI Radeon X1250 
3. 記憶體：2GB DDR2-667 non-ECC；4 個 IMM 插

槽，最大可支援 4G DDR2-667 ECC RAM 
4. 擴充介面：PCI-Express x16*1、PCI-Express x4 

*1、PCI *2 
5. I/O 埠：前端：耳機、麥克風、USB 2.0；後端：

USB 2.0、標準序列埠、RJ-45 LAN、音效輸入、

音效輸出； USB 2.0 (內部) 
6. 音效介面：整合式 HD Audio (Realtek ALC260) 
7. 網路介面：整合式 Broadcom 5755 Netxtreme 

Gigabit PCIe LAN 
8. SATA 埠：4 Channel SATA 3.0 Gb/s Controller 
9. 磁碟陣列模式：SATA 磁碟陣列 RAID 0，1 
10. 軟碟機：1.44MB / 3.5" 
11. 硬碟機：SATA 160GB 7200 rpm HDD 
12. 光碟機：16X DVD-ROM 

41 45,000 1,845,000

(1)【電腦輔助設計】作為

規劃，以 CAD 為主軸做

為發展特色，並與【電

腦輔助分析】相結合，

達到設計實務。 
(2)輔導【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電腦輔助立體製

圖】術科技能檢定。 
(3)開設相關課程，【勞委會

委訓案】、【規廣教育中

心非學分班】、【產業培

育人才方案】等，配合

政府相關單位或學校內

部活動辦理。 
(4)使用課程方面，日夜產

攜皆有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一)、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二)，電腦輔助立體製

圖(一)、電腦輔助立體製

機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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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3. 繪圖卡：NVIDIA Quadro FX370 128MB GDDR3 
PCI-E 

14. 網 路 卡 ： Integrated Broadcom 5755 
10/100/1000Mbps Gigabit 網路 

15. 機殼：3 組 5.25 吋擴充槽、2 組 3.5 吋內置式擴充

槽、1 組 3.5 吋 floppy drive 
16. 滑鼠鍵盤：光學滑鼠鍵盤組 
17. 電源供應器：直立式 300W，主動功率因素修正、

80 Plus Efficient 

圖 

9 
全自動四種溶媒

梯度變化裝置 

包含： Autosampler（Cooling model, 50 vails） 
1. Low-pressure Gradient Unit, 4-solvent 
2. 4 channel Degasser 

1 700,000 700,000 中程發展計畫_教學用途 生物技術系 
 

10 
網路應用教學平

台 

Zigbee 通訊平台(5 組) 
紅外線/Zigbee 通訊平台(5 組) 
無線 ZigBee 定位通訊平台 
無線 ZigBee 定位通訊平台軟體 
雙埠乙太網路轉換器 

4 
4 
4 
1 

25 

440,000
440,000
440,000

97,500
82,500

1,500,000
搭配課程::無線網路通訊,
網路設計與規畫,網路通訊

協定,網路程式設計 
資工系 

 

11 教學軟體-ERP 鼎新 ERP- WorkflowERP 大專院校軟體授權服務 22
模組套餐 1 630,000 630,000

採購企業資源規劃教學軟

體，配合企業資源規劃概

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並輔導學生報考企業資源

規劃師證照考試。 

企管系 

  

12 錄音器材 碳纖維收音 BOOM 桿 
含遮風罩組 1 100,000 100,000 教學設備 視訊傳播系 

 

13 發酵槽 

槽體：MG-500V 
底座：MG-1000S 
工業級觸控式數位監控器： FC-1000 
電極及附件(METTLER TOLEDO/Ingold Type或同

級) 
冷卻循環機 

1 500,000 500,000產學合作實驗室用 保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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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空壓機(無油式靜音型附儲氣槽) 

14 電腦軟體 Adobe Flash 及 Photoshop 最新版本(含相關延伸套

件) 50 18,000 900,000
供教學、研究與學生專題

使用 資管系   

15 感測實驗平台 

1. 感測開關應用模組 
2. 光感測器應用模組 
3. 溫度感測與溫控應用模組 
4. 磁性感測元件應用模組 
5. 音波與振動感測器應用模組 
6. 氣體濃度(瓦斯)與(酒精)感測應用模組 
7. 旋轉感測方法應用模組 
8. 距離(位移)感測器應用模組 
9. 重量與壓力感測器應用模組 
10. 液面高度感測應用模組 

25 38,000 950,000

感測與轉換器/約 120 人 
感測與轉換實習/約 120 人

感測實習/約 30 人 
 
 

電子系 

  

16 電腦軟體 Lisrel 8.8 with manual 線性結構分析軟體，教育版

--37 人版 1 212,757 212,757
加強專業教室軟體設備，

師生研究工具 行管系   

17 
並聯型太陽能發

電教學平台 

1. 發電設備(含光電板 2~3kW、直交流轉換器 2~3kW)
2.  配電與負載設備 
3. 監測分析設備(含軟體) 
4. 結構支撐架座與基礎 
5. 充電控制器/直交流轉換器 

1 1,600,000 1,600,000

一般教學(能源科技應用3
班120人/年、電機機械3班
120人/年、電力系統3班120
人/年，合計360人/年),大學

生專題與教師研究使用 

電機系 

電機

機械

與電

動機

控制

實驗

室 

18 3D數據手套 (左手 ): 5DT Data Glove 5 Ultra 1 85,000 85,000 教學用 景觀系 
 

19 
數位電路實驗器

主機及模組 

一、數位電路實驗器主機及模組。各 25 套,單價$39,000 
1、主機規格：  
主機包含以下部份及功能 
(1) 直流電源供給 
(2) 交流及時序脈波信號產生器 
(3) 3 1/2 位數字式直流電壓、電流錶 

1 1,000,000 1,000,000

電子電路實習/約 120 人

數位邏輯設計/約 120 人

邏輯設計實習/約 120 人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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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 LED 指示器 
(5) 邏輯準位開關 
(6) 脈波信號開關 
(7) 邏輯準位指示器 
(8) 數字顯示器                                     
2、模組規格: 
(1) 近接、光電控制實驗 
(2) 水位控制裝置 
(3) 電晶體放大電路 
(4) 電晶體耦合串級放大電路實驗 
(5) 達靈頓、FET 實驗 
(6) 運算放大器實驗 
(7) 基本邏輯閘實驗模組 
(8) 組合邏輯電路實驗模組 
(9) 時脈產生電路實驗模組 
(10) 正反器電路實驗 
(11) 計數器、跑馬燈、紅綠燈電路實驗 
(12) 轉換電路實驗及綜合實作應用電路練習模組 
二、萬用 IC 燒錄器 1 套,單價$25,000 
萬用型 IC 燒錄器，運用 USB 介面，支援 EPROM 和 
FLASH 快速燒錄功能。運用 USB 介面，支援 EPROM 和

FLASH 快速燒錄功能。 

20 桌上型電腦 主機 Pentium Dual-Core 2.0GHz 以上、液晶螢幕 17
吋彩色螢幕 以上 12 28,500 342,000

加強專業教室硬體設備支

援教學活動/教師研究/輔
導學生技術練習 

行管系   

21 
桌上型冷凍離心

機 

.Max rpm：15,000rpm。 
3.Max RCF(xg):21,900xg 直接可顯示。 
4.驅動馬達:Inverter 無碳刷馬達。 
5.旋轉範圍:300~15000rpm。 
6.定時器：5-55 秒/1- 99 分與自由設定。 
7.加/減速度控制:各4 段控制。 
8.Pulse 即時Max 速度控制:內附。 
9.無論每支1.5ml, 10ml, 30ml, 50ml, 80ml 等轉盤,其

1 300,000 300,000 中程發展計畫_教學用途 生物技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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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最高轉速皆可達15000rpm。 
10.轉盤可直接放入與取出,不須任何板手工具旋緊或

押卡榫,避免軸心螺紋壞掉及費時。 
11.五種音樂聲選擇。 
12.附轉盤自動辨識系統。 
13.採Jog dial 方式key-in 。 
14.共有17 種轉盤可選擇。 
附件: 

. T15A39 角 型 轉 盤 ………………1 座

(1.5mlx24PCS, 15000rpm (21,500xg)) 
. T15A41 角 型 轉 盤 ………………1 座

(50mlx4PCS/15mlx4PCS, 15000rpm (22,200xg)) 
. 50TA30Adaptor…………………1組 (30mlx4PCS)

22 攝影器材 

HDV 以上規格攝影機 
3CCD,具 HDV 1080i 數位錄影格式 
三腳架 
(含週邊配件) 

1 1,025,000 1,025,000 教學設備 視訊傳播系 

 

23 
自動身高體重量

測儀 

1.體重極限達到 225 公斤，每一遞增刻度為 100 公克

2.用聲納量身高，從零到 200 公分，每一遞增刻度為

一公分 3.自動校正系統 4.列印報告顯示體重、身

高、BMI 值 5.無噪音熱感應式印表機，列印後自動

裁切報告紙 

1 342,274 342,274
兒童發展檢測工具/加強教

學輔助設備 幼兒保育系   

24 3D 電腦繪圖軟體 SolidWorks 2009 版本 40 8,000 320,000

(1)電腦輔助設計】作為規

劃，以 CAD 為主軸做為

發展特色，並與【電腦

輔助分析】相結合，達

到設計實務。 
(2)輔導【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電腦輔助立體製

圖】術科技能檢定。 
(3)開設相關課程，【勞委會

委訓案】、【規廣教育中

機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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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心非學分班】、【產業培

育人才方案】等，配合

政府相關單位或學校內

部活動辦理。 
(4)使用課程方面，日夜產

攜皆有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一)、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二)，電腦輔助立體製

圖(一)、電腦輔助立體製

圖(二)。 

25 
活動角度量測儀

(含軟體) 

測試範圍 低閥值：0.8lb-20lb 以 0.2lb 增加 ；高閥

值：1lb-100lb 以 1lb 增加 ROM：0～360 度 解析

度：0.1 度 
1 142,571 142,571

兒童發展檢測工具/加強教

學輔助設備 幼兒保育系   

26 

CAE 實驗室:智慧

型控制設備（數位

訊號處理系統、智

慧型控制系統） 

ANSYS Academic Teaching Advanced(50 tasks) 買斷

與一年維護 1 932,142 932,142

負責教師：朱正民、郭宗

祥老師。課程：專題製作

電腦輔助力學分析，電腦

輔助熱流分析。班級：機

電系三四年級、自控系四

年級與研究生做分析使

用，約 200 人次使用/年。

分析功能：包括了結構分

析、熱傳分析、流體分析、

高低頻電磁場分析、聲場

分析等。 

工研所 

 

27 
GPS 衛星定位相

機 
800 像素以上 
含地圖定位軟體 3 50,000 150,000 教學用 景觀系 

 

28 伺服機構 
1. AC，DC，步進馬達 
2. 直線運動機構 
3. 旋轉運動機構 

1 700,000 700,000

伺服機構實驗室，楊政穎

老師，自動化機構設計課

程使用，每學年使用班級 3
班，約 120 人次 

自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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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9 
握捏力評估儀(含
軟體) 

1.兩種評估測試功能：握力、捏力 2.捏力及握力五段

調整 3.可以磅或牛頓為測量單位 4.握力測試：最大

握力測試、手部握力疲勞測試、五種姿勢握力測試、

快速調整握力測試 5.捏力測試：key pinch, palmar 
pinch, tip pinch 6.可單獨使用或合併軟體使用 

1 143,947 143,947
兒童發展檢測工具/加強教

學輔助設備 幼兒保育系   

30 3D 立體掃描器 NexEngine Desktop 3D Scanner Include 3D Scanner 
PowdePen,Painpens, ScanStudio Sofware 1 215,000 215,000 教學用 景觀系 

 

31 -80oC冰箱 

型號：MDF-U73V 
外尺寸：1010x875x2010mm 
內尺寸：870x600x1400mm 
溫度範圍：-500C to -860C  
電源：220/60Hz 

1 400,000 400,000產學合作實驗室用 保營系 

 

32 
教學軟體-CRM
升級 CRM 升級 V-Point CRM 大專院校版 1 336,000 336,000

採購顧客關係管理教學軟

體，配合學群發展 CRM 學

程課程規劃 
企管系 

  

33 
模擬追日太陽能

發電教學平台 
1. 自動追蹤傳動機構 
2. 監視軟體. 1 400,000 400,000

一般教學(能源科技應用3
班120人/年、電機機械3班
120人/年、電力系統3班120
人/年，合計360人/年),大學

生專題與教師研究使用 

電機系 

電機

機械

與電

動機

控制

實驗

室 

34 專業教室桌椅 折合式會議桌 W1800*D450*740mm 1 40,000 40,00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硬體設

備 企管系 
  

35 AutoCAD 2009 AutoCAD 2009 版本 40 20,000 800,000

(1)【電腦輔助設計】作為

規劃，以 CAD 為主軸做

為發展特色，並與【電

腦輔助分析】相結合，

達到設計實務。 
(2)輔導【電腦輔助機械製

機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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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圖】、【電腦輔助立體製

圖】術科技能檢定。 
(3)開設相關課程，【勞委會

委訓案】、【規廣教育中

心非學分班】、【產業培

育人才方案】等，配合

政府相關單位或學校內

部活動辦理。 
(4)使用課程方面，日夜產

攜皆有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一)、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二)，電腦輔助立體製

圖(一)、電腦輔助立體製

圖(二)。 

36 5 公升發酵槽組 

1. 槽  體:  MG-500V 
2. 底  座:  MG-1000S 
3. 工業級觸控式數位監控器  FC-1000 
4. 電極及附件 

A. pH電極 :METTLER TOLEDO/Ingold Type或同

等級 
B. DO電極 :METTLER TOLEDO/Ingold Type或同

等級 
C. Anti-Foam電極 
D. 溫度電極:PT100Ω 
E. 加葯加料瓶x4瓶 /套(250ml/瓶),附0.2μm PTFE 

Millipore過濾器(ψ30)x4件 
F. 尾氣緩衝瓶x1瓶 / 套(250ml/瓶),附0.2μm PTFE 

Millipore過濾器(ψ60)x1件 
G. 附件及文件:保固書、出廠證明、操作手冊、設

備外型圖、電器迴路圖..等 
H. 維護手工具包乙式 

1 450,000 450,000 中程發展計畫_教學用途 生物技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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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7 

模流分析軟體－

Moldflow 公司教

學版（學生版）

MPI6.2 版 

Moldflow MPI 教育版 
具有完整的前處理功能 Midleplane, fusion(dual 
domain), 3D。 
包含充填、保壓、冷卻、翹曲變形等分析模組。 
前處理不須要外掛其它軟體, 可直接提供後處理程

式分析。 

25 20,000 500,000

(1)配合塑膠射超高速薄殼

射出成型技術的發展趨

勢而規劃，對於機電系

在系科本位課程的訓練

與產學合作的發展有很

大助益。 
(2)更新現有 MPI5.0 版

本，增加 , fusion(dual 
domain), 3D 網格功能。

(3)開設相關課程- 
a.電腦輔助模流分析 日
大三下 3 小時、夜大三

下 3 小時、產四技大三

下 3 小時（預計一班 40
人） 

b.射出成型實務 日大四

上 3 小時、夜大四上 3
小時、產四技大四上 3
小時（預計一班 40 人）

(4)使用時數方面，每週 9
小時，使用人數預計每

週約 120 人。 

機電系 

 

38 
教學軟體-TOP 
BOSS 升級版 TOP-BOSS 企業模擬競賽管理系統升級版 1 200,000 200,00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軟體設

備 企管系 
  

39 燈光器材 HMI1.2K PAR 燈光組(含週邊配件) 1 912,000 912,000 教學設備 視訊傳播系 
 

40 建材室展示架 木質層板 1 500,000 500,000 教學用 景觀系 
 

41 雷射印表機 A4/A3/，記憶體 128MB，可擴充至 512 MB 以上，

列印速度 40PPM，可支援網路列印功能) 2 96,000 192,000 加強專業教室之硬體設備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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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2 彩色數位示波器 

1. 100MHz ，2 通道 

2. 4 kpts 記憶體深度 ,1 GSa/s 取樣率 

3. PC 的標準  USB 裝置連接能力，以及選購的

GPIB 和 RS-232 連接能力 

4. 進階的觸發功能，包括信號緣、脈衝寬度，以及可

選擇的掃描線視訊  

5. 遮罩測試、序列模式和延遲的掃描 

6. 20 組自動量測 , 4 組數學函數，包括 FFT 

10 45,000 450,000
嵌入式系統課程、專題製

作、校外競賽等教學研究
資工系 

 

43 電腦軟體 Adobe Dreamweaver 、Fireworks 及 Acrobat 最新版

本(含相關延伸套件) 50 16,300 815,000
供教學、研究與學生專題

使用 資管系   

44 
TLC 照片用紫外

燈座 

採用全封閉暗箱設計，可在明室觀察，拍攝；● VK00L
太空膜紫外防護蓋安全觀察窗，確保操作人員的健

康；● 紫外透射濾光片經特殊處理，觀察時無燈管

陰影，背景清晰；● 內置反光裝置，使紫外線照光

更均勻，提高檢測靈敏度；● 環境溫度：5~40℃，

相對濕度：≤80%；● 電源電壓：220±11V● 儀器外

形尺寸（長×寬×高）：380mm×360mm×530mm。可

選擇200x150mm、250x150mm、200x250mm三種規

格紫外濾光片\可選擇254nm、312nm、365nm三種波

長燈管。 

1 30,000 30,000 中程發展計畫_教學用途 生物技術系 

 

45 電腦軟體 
供應鏈、產品設計暨客戶價值鏈分析軟體 Process 
Wizard - 教育單機版 Supply Chain Operations 
Reference（SCOR） 

1 198,200 198,200 供應鏈課程教學運用 行管系   

46 
植栽苗圃滴灌系

統 自動噴灌 1 264,429 264,429 教學用 景觀系 
 

47 
貝萊式嬰幼兒發

展評量表 Bayley Scale of Infant Development, BSID 第三版 1 129,672 129,672
兒童發展檢測工具/加強教

學輔助設備 幼兒保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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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8 電腦 雙核心、HD250G 以上 60 20,000 1,200,000 教學用 景觀系 
 

49 主題統覺測驗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1 21,735 21,735
兒童發展檢測工具/加強教

學輔助設備 幼兒保育系   

50 發酵槽 

槽體：MG-500V 
底座：MG-1000S 
工業級觸控式數位監控器： FC-1000 
電極及附件(METTLER TOLEDO/Ingold Type或同

級) 
冷卻循環機 
空壓機(無油式靜音型附儲氣槽) 

1 500,000 500,000產學合作實驗室用 保營系 

 

51 兒童功能評量表 Movement ABC II 1 29,634 29,634
兒童發展檢測工具/加強教

學輔助設備 幼兒保育系   

52 軟體更新與添購 Maya 3D 軟體續約、數位錄音與繪圖軟體採購 1 100,000 100,000 教學設備 視訊傳播系 
 

53 單槍投影機 4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1 95,000 95,00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軟硬體

設備 企管系 
  

54 
電動珠光投影布

幕 電動式 120 吋/側掛同步碼達 3 17,000 51,000 加強一般教學輔助設備 企管系 
  

55 
雙簡報分享器含

矩陣 

1. 可一台 PC/NB 上連接多螢幕。2. 可同時呈現多份

不同內容的 PPT 簡報。3. 可在一台 PC/NB 上，將一

份 PPT 簡報的不同頁同時呈現在多個螢幕上，並同

步呈現及時修改的結果。4. 可立即以跳躍方式將任意

視窗搬移到任一螢幕上，節省滑鼠或鍵盤拖曳時間。

5. 提供 USB 介面顯示卡，支援隨插即用，支援

1280*1024 解析度，並提供 WindowsXP 作業系統驅

動程式。 

1 43,000 43,00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硬體設

備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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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56 電腦軟體 Adobe Premiere Pro CS4 23 16,000 368,000
供教學、研究與學生專題

使用 資管系   

57 電腦軟體 

Logical Decisions V6 軟體教育單機版；具 AHP 和

SMART(簡易多屬性評等技術 )手法；教師版貳套含

軟體安裝光碟及手冊；教學版--軟體安裝光碟及手冊

一套、中文工具書 10 本；授權書一份：授權 50 人使

用 

1 295,200 295,200
行銷研究課程教學與研究

運用 行管系   

58 桌上型電腦 主機 Pentium Dual-Core 2.0GHz (含)以上 
液晶螢幕 17 吋彩色螢幕 (含)以上 20 27,012 540,240

支援教學活動/教師研究/
輔導學生技術練習 幼兒保育系 

  

59 實物投影機 

1. 12 倍光學鏡頭。 
2. 畫面更新頻率 24 張/秒。 
3. 支援高解析度圖檔 1024*768。 
4. 內建 64 張畫面記憶体。 
5. 攝影機鏡頭可旋轉-90~+90 度。 
6. 可提供立即縮放以符合 A4/A5 長寬。 
7. 同時顯示即時影像及預存影像。 
8. 內建網路連接埠可遠端連線。 

5 48,400 242,00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硬體設

備 企管系 

  

60 電腦軟體 
MATLAB，Curve Fitting Toolbox、Optimization 
Toolbox、Statistics Toolbox，Concurrent All Platform
網路授權 1 人用教育版(含一年免費版本更新) 

1 72,500 72,500
物流與供應鏈最佳化研究

用 行管系   

61 電動布幕 電動式 84 吋×84 吋(含)以上 1 15,700 15,700
支援教學活動/鍵盤專業教

室 E 化 幼兒保育系 
  

62 液晶投影機 2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1 21,212 21,212
支援教學活動/鍵盤專業教

室 E 化 幼兒保育系 
  

63 
專業教室網路設

備 HUB-24PORT+吊壁式機櫃 1 15,857 15,857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硬體設

備 企管系 
  

64 電腦軟體 Expert Choice 11.5 AHP 專家決策分析軟體；For 25 
Participant；分析 25 個專家決策；教育單機版 1 80,200 80,200 管理領域研究用 行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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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5 
台灣經濟新報資

料庫 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1 157,500 157,500
配合學生專題研究課程，

熟悉資料庫應用 企管系 
  

66 
財經證照模考系

統昇級軟體 線上財金證照模考系統-題庫系統昇級 1 80,500 80,500
加強相關專業教室軟體設

備 企管系 
  

合   計  29,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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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餘款】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桌上型電腦 
雙核心 CPU、2G-RAM, SATA 硬碟 250G 以上、nVidia
顯卡(1G RAM)、讀卡機、DVD 燒錄機、機、 17 吋

以上液晶螢幕 
5 50,000 250,000

供研究人員作研

究使用 
產業科技研發

設計中心  

2 麥克風擴音器 無線 4 20,000 80,000
支援教師教學活

動 商管學群各系  

3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L-2130雙推桿幫浦 
四溶媒梯度混合裝置 
L-2200自動取樣器 
RI偵測器型號：L-2490 
測量方式：Deflection Type 
折射率範圍：1-1.75RI 
螢光偵測器型號：L-2485 
光學系統：機械刻痕及無吸收差凹面繞射Grating 設

計 
波長範圍：EX200-850nmEM250-900nm 
光源：Xe Lamp & Hg Lamp 

1 1,300,00
0

1,300,
000

產學合作實驗室

用 保營系  

4 蛋白質純化工作站 

AKTApurifier UPC10 
所有管線為PEEK材質,不會與樣品產生生物性反應

Including: 
(1) UNICORN Control System 控制系統 
規格: 
* 一套軟體可同時控制四台系統 
* 內建所有預注層析管柱之實驗程式 
* 自動調緩衝液之 pH 值與鹽濃度 
* 一次自動連續測試多種條件 
如 pH 值、流速、鹽梯度長度、樣品量等 
* 多功作業環境, 可同時進行編寫程式, 執行程式, 
分析數據 

1 1,550,000 1,550,000
中程發展計畫_教

學用途 生物技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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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 Pump P-903 高精準幫浦 
規格: 
* 形成精準之梯度 
設計結合針筒 (syringe) 式與傳統活塞 (piston) 式

幫浦優點 
形成精準梯度 
* 流速範圍 
水平梯度 : 0.001 - 10 ml/min 
直線與階梯式梯度 : 0.001 - 10 ml/min 
* 流速調整最小間隔 : 0.001 ml/min 
* 耐壓度範圍 : 0 - 25 MPa (3625 psi) 
* 幫浦內體積 : < 600 ul 
* 最大黏稠度 : 5 cp 
(3) Monitor UPC-900 
紫外光, 離子強度,酸鹼值檢測器 
規格: 
紫外光檢測器 
* 靈敏度範圍: 0.001 - 2 AU 
* 偵測波長 : 280, 254 mm 
* 測量值單位 : 吸光值 
* 流動比色槽 : 光徑 5 mm, 內體積 24 ul 
* 吸光值歸零 : 吸光值自動歸零 
離子強度檢測器 
* 檢測範圍 : 1 uS/cm - 999.9 mS/cm 
* 檢測範圍設定 : 任意範圍 
(4) Motor Valve 電動閥門 
包含: 
Injection Valve INV-907: 樣品注入閥門 
SV-923 分液收集閥門 
2 Fraction Collector Frac-920 
全自動控制分液收集器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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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 可由電腦軟體全自動控制 
* 多種收集方式可依實驗需要 
以固定體積或時間的方式進行收集 
可依吸光值基準(UV Level)或 吸光值斜率變化(UV 
Slope Change) 做單峰收集 
* 可根據紫外檢測器輸入之訊號 
待有樣品被溶洗出,才進行收集 
* 收集管數 : 95 (收集管內直徑 18 mm) 
* 具tube sensor,預防sample流失 
3 Refractive Index (RI) detector 1 
* Flow cell type : 2 chamber-type 
* Measuring method: Deflection type 
* Refractive Index range: 1.00 to 1.75 
* Measuring range: '0.25 to 512 micro-RIU 
* Drift :0.2micro-RIU/h 
* Linearity range: 600micro-RIU 
製造商：GE Healthcare Biosciences 
儀器保固一年 

5 筆記型電腦 

處理器：Core 2 Duo(2.4 GHz) 
硬碟：320 G、憶體：4096MB 
光學儲存：DVD Super Multi with DL（DVD+/-RW、

DVD-RAM） 
無線網路：802.11a 無線網路, 802.11b 無線網路, 
802.11g 無線網路, 802.11n draft (MIMO), BlueTooth 

1 75,000 75,000
支援教學活動/教
師研究/輔導學生

技術練習 
商管學群各系  

6 觸控螢幕 

1. 顯示器類型：TFT LCD 
2. 顯示器色彩：64K 色 
3. 顯示器尺寸：5.7 吋 
4. 像素數：320 × 240 

8 25,000 200,000

系統整合實驗

室，邱創標老師，

人機介面圖形監

控課程使用，每學

年使用班級 3 班，

約 120 人次 

自控系  

7 液晶投影機 2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2 40,000 80,000
支援教學活動/學
生技術練習 商管學群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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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8 

MathModelica 
System Designer 
(MathModelica 系統

設計師) 

MathModelica System Designer 
(系統設計師標準版) 1 $150,000 $150,000

負責教師：朱正民

老師。 
課程：高等工程數

學、系統動態分析

教學用，專題製

作。 
班級：研究生、機

電系四年級、自控

系四年級做建模

分析使用，約 50
人次使用/年。 

工研所  

9 雷射印表機 A4/A3/，記憶體 128MB，可擴充至 512 MB 以上，

列印速度 40PPM，可支援網路列印功能) 2 182,000 182,000
加強商管專業教

室之硬體設備 商管學群各系  

10 光電元件模擬器 

1.模板 
(a) 發光二極體、受光二極體、光電晶體、光電池、

光耦合器、光遮斷器等光電元件實驗電路。 
(b) 光纖通信系統實驗電路。 
(c) 可提供 18 項光電實驗電路以上。 
(d) 其他可供給實驗電路的連接線端子及配備。

2.電源供應主機 
(a) AC 110V/60Hz 
(b)DC 12V/0.2A；5V/1A 
(c) 其他可供給實驗電路的連接線端子及配備。 

15 35,000 525,000

光電元件實習/約
46 人 
光電子學/約 90 人

近代光電顯示工

程導論/約 90 人 
光電量測摡論/約
46 人 

電子系  

11 單槍投影機 4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1 95,000 95,000
加強商管相關專

業教室軟硬體設

備 
商管學群各系  

12 印表機 A4 規格雷射印表機 
（具有網路功能） 1 20,000 20,000

供研究人員列印

用 
產業科技研發

設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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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購置內容 ( 請勾選 )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001  ˇ     批 1 2,660,000 2,66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002 ˇ      批 1 900,000 9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003   ˇ    批 1 1,300,000 1,3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合    計 批 3 4,860,000 4,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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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

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硬碟式數位攝影機 

180 萬相素以上攝影機 
含腳架 長效性電池 
硬碟 30G 以上 
(同等或以上) 

3 40,000 120,000
供晨曦社/夜
間學聯會/藍
暉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2 筆記型電腦 Asus A8E (同等或以上) 3 40,000 120,000
供夜間學聯

會/卡拉社

OK 使用 
學生自治會  

3 電腦 

CPU: Intel Core 2 Dau E8300 
RAM: DDR2 1G 
HD:160G 
光碟:16X DVD-ROM 
軟碟:3.5 吋軟碟機或讀卡機 
LCD:19 吋 寬螢幕 
(同等或以上) 

4 25,000 100,000

供天使家族

/ACG 動漫社/
春暉社/海洋

燈光使用 

學生自治會  

4 擴大機揚聲器(多功能) LANEY AH200 
(同等或以上) 1 22,500 22,500

供熱門音樂

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5 彩色雷射印表機 HP Color LaserJet 5550dn 

(同等或以上) 2 80,000 160,000
供晨曦社/海
洋燈光企業

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6 液晶電視 40 吋 sony kdl-40v4000 
(同等或以上) 2 100,000 100,000

供卡拉 OK 社

及其他社團

使用 
學生自治會  

7 DVD 伴唱機 音圓雙子星 
(同等或以上) 1 28,000 28,000

供卡拉 OK 社

及其他社團

使用 
學生自治會  

8 喇叭 TDF-OK89 
(同等或以上) 1 15,000 15,000

供卡拉 OK 社

及其他社團
學生自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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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

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使用 

9 擴大機 AUDIO-KING 
P3S (同等或以上) 1 18,000 18,000

供卡拉 OK 社

及其他社團

使用 
學生自治會  

10 爵士鼓 
DIXON 高級懸吊烤漆 
1325 紫色+SABIN AAX 
(同等或以上) 

1 42,500 42,500
供熱門音樂

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11 獅鼓 直徑：約 2.2 台尺 1 25,000 25,000
供國粹民俗

文藝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12 劍道護具 6mm(整套：頭部、手、胸、腰部) 3 15,000 45,000
供劍道社使

用 學生自治會  

13 擴大機揚聲器(主吉他)  1 29,000 29,000
供熱門音樂

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14 官將首配件(全套) 衣服和武器 1 20,000 20,000
供國粹民俗

文藝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15 擴大機揚聲器(伴奏吉他)  1 19,500 19,500
供熱門音 1 樂

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16 三太子神將 高：6 台尺半 1 35,000 35,000
供國粹民俗

文藝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17 擴大機揚聲器(貝斯)  1 26,000 26,000
供熱門音樂

社使用 學生自治會  

18 雷射印表機 A4(網路型) 1 46500 46500  學生自治會  

合   計  9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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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校園監視系統 

1. 1.4 路影像伺服器. 
2. 採用 MPEG-4 ASP 影像壓縮格式. 
3. 每路均可達到 CIF (352*240)解析度,每秒 30 張圖像 
4. 每路影像壓縮均內含數位時間碼,以利檔案管理與分析. 
5. 提供硬體位移偵測功能,以便後端管理軟體即時錄影監測

功能. 
6. 具備双向語音傳輸功能. 
7. 提供 2 個 Alarm Input 與 2 個 Alarm output,以便現場應用. 
8. 提供 RS-485 or RS-232 or RS-422 埠. 
9. 提供 WAN 與 LAN 共 2 個網路埠. 具備 Failover 功能. 
10. 10. 通 訊 協 定  TCP ,UDP ,IP ,HTTP,DHCP, PPPOE ，

SMTP,RTP,RTSP. 

1 328,000 328,000
強化校園安全

管理 總務處  

 
增設太陽能路燈

（四組） 

A.太陽電池模板   
(1) 材質:單晶矽材質以上   
(2) 單片功率≧85W，系統電壓 12V 發電電壓 Vmp：≧

17.4V、發電電流 Imp：≧5.02A。  
(3) 模板轉換效率: 16%以上(模板額定功率與模板面積之比

值)  
(4) 長期保固期限：其輸出功率(Pmax) 20 年內不得小於額定

功率之 80%。  
(5) 品質認證: 通過 UL1703 國際標準認證    
(6) 尺寸: 長*寬*高(mm) 1007×652×58  重量: 8.3kg (約)  
(7) 接線盒：IP65 防水防塵等級、內附 bypass diode。 
B.路燈支架  
(1) 直徑 138mm 以上鍍鋅鐵管，白色烤漆  
(2) 太陽能版支架，電器控制/電池箱體 
(3) 底部基礎螺絲 

4 80,000 320,000
強化校園安全

管理 總務處  

合   計  6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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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原因 

三、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行秘

書一人由研究發展處長兼任之，事

務性工作由總務處採購組協助處

理。 

三、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任委

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

行秘書一人由研究發展處長兼任

之，事務性工作由研發處校發組

協助處理。 

1. 因執行祕書由研發長

兼任，事務性工作亦

一併交由研發處校發

組處理為佳。 

2. 本校因組織調整，已

無採購組。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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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91.08.29 九十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行政會議審議 

94.03.30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行政會議審議 

94.06.22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審議 

94.06.24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審議 

96.10.31 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行政會議修訂 

一、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辦法及注意事項」規定，特成立「中

州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專責小組」（以下簡稱獎補助款專責小組）。 

二、 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由下列人員組成： 

校長、副校長、行政與學術單位一級主管、暨各系（含通識教育中心）各推舉非兼任行

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代表一人組成之。任期一年，採學年制，連選得連任之。 

三、 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研究發展處長

兼任之，事務性工作由研發處校發組協助處理。 

四、 獎補助款專責小組主要職責如下： 

（一）規劃及審核各單位所提申請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計晝項目、規格、優先序、金額與

學校中長程發展之配合性等。 

（二）審核各單位所申請設備變更規格、項目、數量、名稱之理由或原因。 

（三）審核獎補助款核銷之項目、數量、規格、金額。 

（四）審核經常門改善師資獎助經費等核銷之相關事項。 

（五）其它與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相關事項之審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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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