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臨時會議紀錄 

時  間：98 年 5 月 7 日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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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大家午安！ 

今天召開專責小組臨時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要審查本校申請「教育部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

專案補助計畫」--「菇類廢棄物之麥角硫因生物活性開發研究」計畫，此計畫屬於教育部獎

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款項，承蒙教育部補助保營系曾慶瀛和宋祖瑩教授前揭計劃

資本門 230 萬元整。這個計劃的經費審核與運用必須依循「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相關規定執行，應此若是在執行過程中有產生標餘款，該標餘款必需經專責小組

審議購置項目、規格及數量，報部審查後始得運用款項。因此，本次臨時會議即是要審查「菇

類廢棄物之麥角硫因生物活性開發研究」計畫標餘款購置事宜，請委員提出意見討論。 

前天我去參加技專院校的招生策略委員會，全國一、兩百多位校長參加，大家對我們中

州進步的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我們麒麟快訊，有很多的校長都收到，稱讚本校校務推動非

常的活絡而且內容報導很吸引人，也藉由這個機會跟各位分享。 

貳、工作報告 

【研發處報告】 

一、 本校於 97 年 11 月 10 日發文申請「教育部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專案補助計畫」乙案，

業經教育部 97 年 11 月 28 日台技(三)字第 0970233152-N 函核定補助本校保營系曾慶瀛

和宋祖瑩教授「菇類廢棄物之麥角硫因生物活性開發研究」計畫新台幣 230 萬元整(資
本門)，外加學校配合款 23 萬元整（10％），共計 253 萬元整。計劃期程自 97 年 12 月

1 日至 98 年 6 月 30 日止。 
二、 本案係屬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專案補助計畫案，其成效管考機制須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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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辦理。 

三、 依 98 年 3 月 31 日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運用績效研討會之「私立

技專院校獎補助款預算執行注意事項」規定，標餘款處理原則如下：經費支用計畫各

申請項目之採購案若有標餘款者，該剩餘款項若用於經教育部備查之經費支用計畫以

外之項目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增列項目及理由

應報教育部備查。 

【專案計畫主持人報告】 

一、 本校申請「教育部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專案補助計畫」，承教育部補助 230 萬元，加

上學校配合款 23 萬元(10%)，本計畫共獲得 253 萬元的補助。 

二、 其中 230 萬元為資本門，擬用來購買超臨界萃取設備及其幫浦和落地式冷凍乾燥機等

儀器設備，計畫購買金額依次分別為 148.5 萬元、30 萬元及 51.5 萬元。超臨界萃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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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幫浦設備由聯盛科技公司得標，得標金額為 156.8 萬元，標餘款為 21.7 萬元，落地

式冷凍乾燥機由尚偉公司得標，得標金額為 50 萬元，標餘款為 1.5 萬元，因此共有 23.2
萬元之標餘款。 

三、 標餘款擬增購高壓送液定量幫浦及 2 根 C18 分離管柱 (含 1 個 C18 precolumn 及接頭)，
計畫購買金額分別為 19.8 及 3.4 萬元，總計 23.2 萬元。高壓送液定量幫浦預計可增加

超臨界萃取設備之含溶劑樣品的萃取功能，增加該設備的萃取能力。C18 分離管柱則

可取代舊有的分離管柱，增加高壓液體層析儀的分離與分析效果，提高分析樣品的準

確度，減少實驗誤差。 

參、提案討論 

一、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專案補助計畫-「菇類廢棄物之麥角硫因生物活性開發研究計畫」

研究設備費標餘款採購項目，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私立技專院校獎補助款預算執行注意事項」之標餘款之處理原則，經費支用

計畫各申請項目之採購案若有標餘款者，該剩餘款項若用於經教育部備查之經費

支用計畫以外之項目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錄（含簽到單）、

增列項目及理由應報教育部備查。 

(二) 補助計畫設備費原預算 2,300,000 元，經事務組招標後決標後兩案共計金額為

2,068,000 元，標餘款為 232,000 元。 

已購設備 計畫經費(萬元) 得標廠商 得標金額(萬元) 標餘款(萬元) 
超臨界萃取設備

(含 pump) 
178.5 聯盛科技公司 156.8 21.7

落地式冷凍乾燥機 51.5 尚偉公司 50 1.5
合計 230  206.8 23.2

(三) 因應計畫需要，擬以標餘款購置高壓送液定量幫浦與 2 根 C18 分離管柱，標餘款

之購置依優先序先後執行，儀器設備規格說明如附件一。 

優先序 擬購設備 計畫金額(萬元) 購買原因 對計畫執行之幫助 

1 高壓送液定量幫浦 198,000 增加溶劑萃取的功能 增加樣品的萃取效果 

2 
2 根 C18 分離管柱 
( 含 1 個 C18 
precolumn 及接頭) 

34,000
原有分離管柱，分離效

果不佳。 

增加樣品分離效果，提高

分析的解析度，減少實驗

誤差。 

合計 23.2 萬元

 



 2

討論： 

總務長蕭金財：附件一中之優先序 2 項目名稱「C-18 管柱」，建議更改為數量 1、預估單價

34,000 元及預估總價為 34,000 元。 

校長:規格寫的那麼細，有無綁標嫌疑？ 

計畫主持人宋祖瑩：沒有。 

校長:其他委員有無意見? 

研發長鄭朝旭：附件一中之優先序 1項目名稱「高壓送液定量幫浦」，建議將規格中之專利型

脈波消除裝置之專利型三字刪除。 

校長:假如再有標餘款如何處理？ 

總務長蕭金財：這已是標餘款招標案，在招標文件上必需要特別說明若仍有標餘款，則處理

方式為何。 

決議：依上述意見，修正後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如附件一，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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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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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送液

定量幫浦

脈波消除裝置(與主機一体,因空間

有限不得額外加裝) 

數位式設定流速 

流速:0.01~9.99ml/min 

顯示:LED 數位式顯示 

壓力:6000psi 

幫浦頭:SUS316(須能耐有機溶劑) 

準確度: ±2% 

精密度: ±0.2%RSD 

具推桿自動清洗裝置延長密墊壽命

尺寸: 5.5＂H * 10.4＂W * 17.5＂D

重量: 24pounds(12Kg ) 

電源: 110V/60Hz 

須與原有超臨界萃取設備相容 

1 198,000 198,000

1. 增加含溶劑樣品的萃

取功能。 

2. 增加樣品的萃取效果。

保營系 教補款 

2 C-18 管柱
250*4.6mmφ5μm particle size 

Pre-columns kit 
1 34,000 34,000

增加高壓液體層析儀的

分離與分析效果，提高分

析樣品的準確度，減少實

驗誤差。 

保營系 教補款 

合   計  23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