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技術學院九十二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時間：92年04月17日 

地點：行政大樓第五會議室 

主席：柴雲清 

出席人員：各系代表 

一、業務單位報告： 

 

（一）九十二年度三月二十七日教育部訊息公告請各校於四月二十一日前

送九十二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連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報部，因故展

延，送件時間將俟預算解凍後始正式行文各校報部。 

（二）本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與承辦單位雲林科技大學連繫，本校

今年分配為獎助款為新台幣26,932,238元整，補助款為新台幣

26,365,782元整，自籌款為新台幣2,664,901元整，九十二年度本

校整體發展獎補助款項為新台幣55,962,921元整。 

（三）本年度整體發展獎補款之分配為資本門60﹪，經常門40﹪為原則，

教育部規定資本門與經常門不得留用；依上述之原則，本年度本校整

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區分如下： 

  資本門為新台幣：33,577,753元整。 

  經常門為新台幣：22,385,168元整。 

（四）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館期刊、教學媒體及訓輔相關設備設備須佔資本

門經費之中10﹪，因此本校圖書相關經營為新台幣3,357,775元整；

教學儀器設備經費為新台幣30,219,978元整。 

（五）教育部規定，本項經費經常門用以改善教學及教師結構，本校九十二

年度經常門經費為新台幣22,385,168元整；分配及支用狀況如後附

之附表一及附表二，請參閱。 

（六）教育部對於經常門經費使用狀況有明文規定，各項補助案件須有具體

成果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請各系主任及代表轉告所屬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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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佔經常門經費之比例 內容說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研究 266萬    ( 10.23 ﹪) 
 
 
 
 
 

 

一、依據本校專題研究申請要點及提昇

教師素質獎助原則：鼓勵教師專題

研究計畫提案申請補助，並循有關

程序審核，每一個案至多不超過 15

萬元(指定專案，經核定後可酌予增

加補助 )，核定後於每年度 10月前

完成結報核銷。  

預定 55案。  

研習 72萬     ( 2.77﹪) 
 
 
 
 
 
 

 

一、辦理提升教學品質研討會 6案，每

案以 10萬元計。  

二、各系科教師校外研習：每系科中心

教師數至少 20%人次。  

總計約 50 人次，每人次 3000 元計(含

差旅、報名費⋯等)請各系科以教學實

際需要陳核。  

進修 52萬      ( 2 ﹪) 
 
 
 
 
 

一、教師進修辦法相關規定 

二、補助部分註冊費用或相關代課鐘

點。  

三、優先配課及減少在校授課時數和減

少每週在校天數（每週在校 2∼3

天）  

著作 128萬 1145元  ( 4.94 ﹪) 
 
 
 

一、獎勵教師著作、發表論文、外審費

用及獎勵等。以提升教師研究水準

與教學品質。  

二、依相關教師獎勵辦法辦理。 

升等送審 45萬   ( 1.73 ﹪) 
 
 

著作升等教授預定 3人、副教授 9人(含

學位升等 ) 助理教授 8-12 人（含新

聘），補助相關升等費用。  

改進教學 30萬    ( 1.15 ﹪) 
 

辦理教師製作改進教學相關競賽 2 次

(每學期一次)獎助參加人員製作材料費

用及提供優良作品獎勵。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占經常門總經

費 20﹪以上） 

 

合計 5,931,145     (2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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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經費 5﹪以內） 

         52萬       2  ﹪ 

 

一、依教職員研習獎勵辨法相關規定及

獎助原則辦理。  

二、參與研習經核定後檢據辦理補助。 

三、進修比照教師進修辦理補助。  

三、其他（如補助現有

教師薪資等） 

19,548,855         75.18 ﹪ 
一、91下新聘助 8人：  

王得安 310、楊政穎 350、陳冠仲 310、

龍紫君 310、蕭金財 310、李丙生 310、

廖梨月 310、陳晉照 310 

二、92上新聘助理教授 8-12人  

三、91下  正 1人、副 10人、助 2人  

王行達 500、黃宗柱 450、陳志誠 475、

黃永發 550、林佑祥 680、林熊徵 350、

林炎成 370、施能義 575、呂俊鋒 500、

洪新來 625、鄭朝旭 370、管秋雄 475、

張廖麗珠 410 

四、92上  正 1人、副 10人、助 2人  

王行達 525、黃宗柱 475、陳志誠 500、

黃永發 575、林佑祥 710、林熊徵 370、

林炎成 390、施能義 600、呂俊鋒 525、

洪新來 650、鄭朝旭 390、管秋雄 500、

張廖麗珠 430 

五、6959340(新聘) 

六、12589515(現有)  共 19,548,855 

總計 26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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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
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備註 

 一 
  

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 
      

  
  

 (一 )獎助教
師研究 

1、依教師個人專長，提出相關研究
計劃，結合實務操作，檢驗理論的

可行性。 

2、依本校提升教師素質獎助原則，
每一個案最高補助 15 萬元為上
限，指定專案至多不超過 20萬元，
預定全年度獎助 55案。 
3、教師個人申請案經系中心審定，
外審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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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萬   

  
  

 (二 )鼓勵教
師著作及升

等送審 

1、獎助教師年度著作、論文、預定
獎助 70人次。 
2、補助著作，升等材料費用論文發
表註冊費及外審學者專家審查費

用。 

3、預定升等送審人次，教授 3人、
副教授 9 人、助理教授 8-12 人(含
新聘) 

 173萬   

  
  

 (三 )鼓勵教
師進修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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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年提升助理教授師資之比例。 

2、進修教師預定年度內維持 35%
的比例(92年度進修人數 52人)。 
3、進修教師每人補助 1-2萬元外，
並優先配課及減少在校授課時數，

和減少每週在校天數。(每週在校
2-3日)。 
4、辦理與教師教學相關研討會或研
習，預定辦理 6 場次每場次補助
5-10萬，邀請校內外人士參加。 
5、鼓勵教師參加校外教學研討會及

12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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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活動，補助報名費，支付差旅

費用等。 

6、辦理校外人士到校演講，由各系
中心依需要提出申請補助相關請座

鐘點費及交通費用等。 

  
  

 (四 )教學獎
助 

1、辦理媒體製作比賽，每學期一
次，年度內辦理二次，補助參加人

員製作材料費用每人 2-3 千元，預
定支用 15萬元。 
2、媒體製作比賽特優 1-3名獎勵，
年度內預定給獎 6 人次獎金預定 9
萬元。 

3、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助預定
6萬元。 

30萬   

 二 
  

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1、舉行校內行政人員及相關主管業
務研討會二場次。 

2、補助相關業務研討差旅費用等。 
3、行政人員進修酌予補助有關費
用。 

 52萬   

 三 補助學校現
有教師薪資 

1、補助現有教師薪資計教授 1人、
副教授 10人、助理教授 2人。 
2、年度內新聘教師薪資計助理教授
91學年度第二學期 8人，92學年度
第一期 8-12人。 

1,955萬    

 四 
  

其他 1、上列各項經費需求如有餘額優先
做為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用。 

2、獎助教學著作為最優先，升等及
研討活動次之。 

3、超支經費由學校配合款項列支。 

   

合        計 
 2,600萬    

 

 

二、討論事項： 

提案：針對九十二年度資本門所提之優先序及擬購置項目，請討論。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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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支用優先順序原則如下： 

1. 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及各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 

2.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及訓輔相關設備等之設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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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各系所填寫之附表四金額如下表，扣除圖書經費後，本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為新台幣30,219,978元整，各系目前提出之金額為新台幣38,818,100

元整，超出新台幣8,598,122元整，請各位代表討論擬提列於教育部整體發

展獎補助之優先序（須吻合本校及各系之中長期發展計劃）： 

系所名稱 附表四之金額 原本建議之金額備註 

電機工程系 3454000 250-290萬元 

景觀設計系 3245000 130-150萬元 

電子工程系 2512000 250-290萬元 

國際貿易系 2900000 130-150萬元 

資訊管理系 1500000 130-150萬元

該系九十一年度部份跟

國際貿易系合併購置一

間電腦教室 

視覺傳播系 1548000 130-150萬元 

資訊工程系 2500000 230-250萬元 

自動控制系 3108000 230-250萬元 

機械工程系 3030000 250-290萬元 

應用外語系 773400 130-150萬元 

企業管理系 1573000 130-150萬元 

生物技術系 2402400 130-150萬元 

圖資處圖書

館 
700000 110萬元 

學務處 9572300 1000萬元 

總計 38818100

※ 後附所有系之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電機系呂俊峰主任發言：針對本系超出之金額部份，將頻譜分析儀部份排在最

後，如有多餘之經費將本系之部份列入第一優先考慮項目，或是由學校經費支應。 

主席裁示：針對呂主任之發言，針對未排入優先序之教學儀器項目，如果不足之

部份，由學校之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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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控系邱創標主任發言：本系超出部份由本系優先序後面刪除回來，因此本系所

提出之第6、7、8、9項刪除，以吻合學校經費分配比例原則。 

主席裁示：針對自控系刪除之項次為軟體為大部份，建議圖書資訊處在本年度購

置軟體設備時，列入考慮。 

資管系陳彥佑主任發言：本系所提出之軟體授權方案是否可由圖書資訊處所編列

之經費支應，因本系九十一年度已先支用國際貿易系之經費額度，如可支應該項

購置案，本系今年之優先序可調整硬體設備為優先。 

主席裁示：本校圖資處所有之電腦費用均用為本校之電腦相關教學設備，請圖資

處研究辦理，是否可按照受微軟的CA方案採年度授權。 

電子系黃宗柱主任發言：針對各系之分配比例，如果經費不足，跟他系挪用分配

金額時；可以在會議上做成記錄，以做為佐證，避免因各任主管交接時導致他系

不認可該項支出。 

主席裁示：黃主任之建議很好，各系之獎補助核配金額流用，須經一定之公開程

序做出決定，往後如有經費流用狀況，可在此做出決定。 

機械系黃立任主任發言：因本項需調整經費費用較高，因此將優先序第三項之真

空爐移至優先序最後，本項決定為經本系通過之決定。 

主席裁示：請會議記錄加以紀錄，針對移動優先序之部份，盡量吻合該系之分配

金額，不足由校內之經費加以補充。 

生技系張佑安主任發言：本系超出部份，本系經開會針對本系之中長期發展加以

考慮後，所以本系會將優先序送達給匯整單位。 

主席裁示：請張主任針對該系之優先序調整後送總務處匯整。 

主席指示：針對本校之新成立之五個系所，自控系、資訊工程系及視訊傳播系等

為新成立之系所，故需要有比較大量之資金需求，故有相關電腦設備部份，如未

能排入整體發展獎補助款項，圖書資訊處統籌分配所有電腦相關費用時，請多加

以納入各系之電腦相關需求；另資源需要多重覆利用，避免資源閒置，造成設備

利用率過低之狀況，建議教務系統搭配學校中長期發展計劃，規劃學群之架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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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資源重覆購置之情形避免，希望提高資源之最有利之運用。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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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技術學院九十二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時間：92年11月06日 

地點：行政大樓第五會議室 

主席：校長 柴雲清 

出席人員：各系代表 

主席致詞： 

本次業務報告，共包括兩個部份，一部份是討論標餘款項之使用，另一部份是討

論本年度執行之清冊及九十三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學校基本資料表之報部，並且

希望各系能儘早規劃九十三年度之計劃型獎助部份。 

 

業務報告： 

 

（一）九十二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部份執行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圖

書經費，共花費為新台幣3,332,816元整；教學儀器部份共花費

26,822,368元整，原報部清冊部份為新台幣29,988,300元整，標餘

款項為新台幣3,165,932元整。 

（二）本年度整體發展獎補款之分配為資本門60﹪，經常門40﹪為原則，

教育部規定資本門與經常門不得流用；依上述之原則，本年度本校整

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區分如下： 

  資本門為新台幣：33,577,753元整。 

  經常門為新台幣：22,385,168元整。 

（三）依教育部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台技（三）字第0920152723號來文，

教育部要求參酌審查意見併同擬變更項目調整修正原報之經費支用

計劃書，修正後於十二月十九日併同執行清冊繪整報部；針對本校整

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劃審查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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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名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委員一 1. 提供 91-93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 
2. 提供91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名單與會
議記錄，及相關辦法。 

3. 有 2項圖書經費共 70萬元編入系所教學
研究設備。 

4. 無增設系所之規劃、強化現有科系之調
整。 

37 中州技術學院 

委員二 1. 經費分配與規劃合於規定。 
2. 具中程計畫，與支用計畫之關聯性尚稱
良好。 

 

（四）原報之經費支用計劃書之優先序036國際貿易系之日文輸入法軟

體，因考慮課程之規劃，擬重新變更之。 

（五）原報之經費支用計劃書之優先序040視訊傳播系之專業數位攝影

機，原擬購置SONY DCR-TRV33之等級55部，因考慮專業性及吻合教

學需求，將本項經費併入優先序041項，調整優先序041數量為10

部，用以做為教學需求之使用。 

（六）原報之經費支用計劃書之優先序062、063、064應用外語系擬購置之

數位攝影機及影音光碟機及兒童美語教材及教具，因考慮系所之特色

及資源共用，並且為使學生使用互動式上課教學，改為購置為錄影監

視設備。 

（七）原報之經費支用計劃書之優先序112體育組健身中心擬購置之電視

機，因考慮空間配置及實際需要，擬重新變更之。 

（八）依教育部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台技（三）字第0920162342號來文，

「九十三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學校基本資料表」將

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前報部，如需相關資料敬請各系提供。 

（九）本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常門部份，請於11月底前核銷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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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系主任及代表轉告所有有關教師。 

（十）請各系主任及代表轉告有關教師如碰到相關經常門專案計劃核銷，請

向會計室詢問之，並且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討論事項： 

提案：針對九十二年度資本門標餘款擬購置之項目，請討論。 

討論： 

   

教育部針對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支用優先順序原則如下： 

1. 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及各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 

2.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及訓輔相關設備等之設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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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因此針對上述之原則，建議如下： 

項目建議一：圖書館三套自動化視聽設備，新台幣360000元整。 

說明：圖資處圖書館本年度新改建完成，內部之視聽室共計有七間，本年度

已編列完成四間之圖書館自動化視聽設備，尚欠三間小型視聽室未完成自動

化視聽設備，為使圖書館提高服務品質及效率，因此建議購買三套小型視聽

設備。 

 

項目建議二：資訊工程系購置NetGuru 網路教學實驗設備 ( 教師版 )、

NetGuru 網路教學實驗設備 ( 學生版 )、TCP/IP 實驗教材等網路實驗室教

學設備共計新台幣980000元整。 

說明：提供學生電腦網路教學實際需求，並搭配圖資處電算中心移轉之網路

設備，建構網路實驗教學之骨幹。 

 

項目建議三：應用外語系擬建構外語教學模擬專業教室及美語教學軟體及教

具一套，提供所有應用外語系學生實際外語教學及觀摩之表達環境，共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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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980000元整。 

說明：提供應用外語系學生能有一個全外語教學、觀摩及表達的專業教室，

訓練學生聽說寫的能力，達成應用外語系架構專業環境之中程教學目標。 

 

項目建議四：景觀設計系擬購置學生上課用測量儀器一批，因景觀設計系本

年度教學實際需求，擬購置光學測量儀器用以學生實習課程，共計新台幣

700000元整。 

說明：景觀設計系本年度因經費空間壓縮，原本編列之光學測量儀器一批，

當時自動讓出，因此標餘款項擬將之重新納入，並且提供學生實習課程使用。 

 

項目建議五：企業管理系擬購置攜帶式單槍投影機兩部，共計新台幣200000

元整。 

說明：企業管理系擬購置單槍投影機兩部，用以提供學生上課使用，原編列

之優先序無法納入，標餘款項可將之編入。 

 

上述五項建議項目均為各系之教學使用設備，並且配合各系之發展，共計需

款新台幣3220000元整，標餘款項為新台幣3165932元整，不足部份建議由

學校配合款項下支付。請討論 

 

決議： 

原則上無異議通過，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及各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

備，以學生為購置之出發點。 

 

主席：項目建議一到五項均為各系之教學儀器設備，希望各系往後購置教學

儀器設備儘量以各系中長程計劃作為指標，逐年購入建構屬於自己的系所特

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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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國貿系林有志主任發言： 

商管類系所本年度接受教育部評鑑，各委員均表示系之設備已略為老舊，建

議更新之，請主席是否明年度獎補助款項之優先序將之列為最優先。 

主席指示： 

九十三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核配原則更改，改採計劃型補助，建議商管類各

系是否將考慮學群發展，建議三系共同提出吻合中長程發展計劃之特色計劃

申請計劃型補助。 

企業管理系朱正民主任發言： 

商業系所跟外校合作三年期製商整合計劃，但因該計劃本校之配合款項略嫌

不足，是否可以將本年度獎補助款項提撥部份納入。 

主席指示： 

計劃本身均有提列部份配合款，且補助之來源不同，如因教學實際需購置儀

器設備，並且吻合該系之中長程發展計劃，建議提列校內自有經費去支付本

項經費。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