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 103 學年度 第 2次專責小組委員會 會議記錄 

時間：103 年 11 月 11 日 10：00 

地點：卓越廳 

主席：曾慶瀛 校長                                                    記錄：賴文琪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早安，現在召開 103 學年度第 2 次專責小組委員會議。再重申一次，請各主管

開會務必準時。請研發處報告。 

貳、工作報告 

    校長、各位委員，本次專責小組會議共有 8 案，攸關 104 年度獎勵補助款支用計畫書相關

經費提列有 6 案，其中 2 案為執行 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經費相關流用案，以上議案需討論，據

此召開此次會議。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校企組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支用計畫書經費分配比例，提請

討論。 

說明： 

1. 104 年度經費支用規定資本門 70﹪及經常門 30﹪【見 P7 附表一】、資本門經費支用項

目、金額與比例表【見 P8 附表二】、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見 P9 附

表三】。請討論。 
討論：各位委員針對 104 年獎勵補助經費之編列及需求有無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校企組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系所教學及研

究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及設備規格，提請討論。 

說明： 

1. 各學院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資本門經費需求預算編列分配與排序【如 P10 附表四】。 

2. 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採購項目優先序及設備規

格，請討論。 
討論： 
校長：各位委員針對 104 年獎勵補助經費之系所採買設備有無意見？提醒設備規格切忌有綁標

之虞，詢價務必確實。各位委員有無意見？請陳主任說明。 
會計室陳主任：提醒各系所規劃設備後，於明年編列 104 年概算時記得編列擬作工作經費。 
校企組陳組長：建議須以教學研究為重點，放置空間也應該先行規劃。 
校長：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

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提請討論。 

說明：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如 P30

附表七】，提請討論。 

討論：各位委員針對 104 年獎勵補助經費－課指組之編列有無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請照案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圖資處圖書組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

自動化設備及軟體教學資源，提請討論。 

說明： 

1. 10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之圖儀經費擬用採購圖書自動化、西文圖書、中

文圖書、期刊、多媒體【如 P28-29 附表五、六】。 

2. 104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及圖書資源，請討論。 

討論：各位委員針對 104 年獎勵補助經費－圖資處之編列有無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請照案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提請

討論。 

說明： 

1. 為有效利用水資源，收集雨水，用於校園花草樹木澆灌，預計建置『雨水回收系統』，

預估經費約 735,000 元。 

2. 為達到環保節能之目的，預計在校園各空間建立『室內空調溫度控制系統』、『電源刷

卡控制系統』，以有效管制空間空調溫度，預估經費約 1,265,000 元。 

3. 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如 P32 附表八】，提請討論。 

討論：各位委員針對 104 年獎勵補助經費－營繕組之編列有無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請照案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中州科技大學「10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事

物項目，提請討論。 

說明： 

1. 為改善教室中之照明與達到節約能源之效，持續針對校內各大樓主要之公共教室進行

教室照明燈具設備之汰換。 



2. 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如 P33 附表十】，提請

討論。 

討論：各位委員針對 104 年獎勵補助經費－營繕組之編列有無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請照案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103 年度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資本門-『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經費流用，提

請審議。 
說明： 

1. 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理，經費執

行使用說明如下： 

優先序 項目 預算金額 支出 餘絀 

7 影音設備 100,000 90,000 餘 10,000

 合計 100,000 90,000 餘 10,000

2. 課指組執行 103 年度「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餘額 10,000 元整，擬流用至

「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3. 經費流用後，均符合教育部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應達資本門經費比

例之規定。 
討論：各位委員有無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發處校企組 
案由：103 年度經常門經費流用，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理，經費執

行使用說明如下： 
  獎補助款 流用後 配合款 

項目 流用前 流用後 
增減 

比例 流用前 流用後 
增減 

編纂教材 310,000 310,000 0 6,200 6,200 0

製作教具 9,000 9,000 0 180 180 0

改進教學 1,553,428 1,552,642 - 786 567,408 567,408 0

研究 2,696,572 2,606,478 - 90,094 314,222 314,222 0

研習 800,000 545,754 - 254,246 206,844 206,844 0

進修 200,000 104,301 - 95,699 2,500 2,086 - 414

著作 1,050,000 1,035,000 - 15,000 18,300 18,300 0

升等送審 200,000 57,000 - 143,000

 

0 0 0

小計 6,819,000 6,220,175 - 598,825 70.01% 1,115,654 1,115,240 - 414

學生事務與輔導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400,000 400,000 0 4.59% 0 0 0



  獎補助款 流用後 配合款 

項目 流用前 流用後 
增減 

比例 流用前 流用後 
增減 

行政人員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

經費 5%以內【不

含自籌款金額】） 

200,000 160,310 -39,690 1.84% 1,500 2,285 + 785

改善教學相關事

物 
549,794 324,098 -225,696 3.72% 0 0 0

新聘教師薪資 743,947 1,608,158 +864,211 19.83% 137,879 137,508 - 371

合計 8,712,741 8,712,741 0 100.00% 1,255,033 1,255,033 0

二、執行 103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各項餘絀共計 864,211 元整，擬流用至「新聘教

師薪資」。 
三、執行 103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配合款-「教師進修」餘絀 414 元整、「行政人員

研習及進修」不足 785 元整，擬由「教師進修」餘絀 414 元及「新聘教師薪資」流

用 371 元整至「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項。 
四、各項經常門經費流用後，均符合教育部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應達經

常門經費比例之規定。 
討論：以上經費流用比例皆符合規定。各位委員有無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長 
案由：獎勵補助款經常門、資本門經費執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有關 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教師獎勵的部份，約於 11 月底開立傳票，12 月可以

入帳；而系所執行之資本門的部份多已進行採購，待驗收、核銷，標餘款項目也都持

續追蹤作業進度中。 
二、另外，於執行資本門時有以下 2 個建議： 

1. 去年編列資本門時，圖書館、學務處、總務處的部份經費比例皆已提高，建議其執

行後之標餘款皆流回系所教學設備繼續執行。 
2. 設備採購時，皆請使用單位多次確認招標規格內容，因反覆執行採購作業，皆浪費

人力、時間，建議當執行設備採購經過 4 次流標後，若仍無法完成採購程序，則取

消該項設備之執行，並依照標餘款採購優先序繼續進行採購作業。 

討論：各位委員針對研發長所提建議有無意見？若沒有任何意見，請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伍、結論 

1. 詢價務必確實 
2. 規格勿有綁標之嫌 
3. 若需泥作之工程費用，請各單位記得編列校內經費，設備放置空間、保管機制應先規劃。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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