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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第 1 次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錄 

時間：103 年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點 

地點：行政大樓 10 樓會議室 (03A-1004) 

主席：林春財總務長                                               記錄：張簡香君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好，感謝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本次會議。本校「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將於 11 月 30 日報部申請，今日召集各位委員開會，主要議

題為討論計畫內所列經費支用項目、經費編列及比例分配是否得宜，首先請承辦單位先

進行工作報告。 

貳、工作報告 

一、關於教育部「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相關作業說明如下： 
(一) 「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作業，主要時程說明

如下： 

作業事項 單位 辦理期程 

104年度獎勵補助要點公聽會 103.2.24 

104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基本資料表」

填寫及審查 

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工

作小組 103.6.24-10.24 

104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

畫書」繳交 
各申請學校 103/11/3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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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申請學校應於 103 年 11 月 30 日前送交「104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

畫書」報部審查。 

二、本校「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經費申請共計新台幣 8,712 萬

元（詳如支用計畫書草案），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編列比例如下： 

               104年度獎勵補助款經費明細(預估版)            單位/元 

補助款(1) 獎勵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規定須佔獎勵補助款 10%

以上，本校自籌款 20%） 

總經費 

(5)=(3)+(4) 

25,410,000 47,190,000 72,600,000 14,520,000 87,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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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預估版)經費項目分配比

例（詳如支用計畫書草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104 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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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補助經費之分配（不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

占總預算 70%及 30%；其經常門、資本門之劃分，應依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財

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另學校應自籌獎勵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

款，其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例。 

(二) 本校「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自籌款配合比例為 20%，

總經費之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比例如下： 

1.總經費支用比例                                                 (單位/元)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金額 17,787,000 33,033,000 10,164,000 7,623,000 14,157,000 4,356,000

小計 50,820,000 10,164,000 21,780,000 4,356,000

合計 60,984,000 26,136,000 

占總經費 

比例 
70% 30% 

2.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勵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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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90,000 80.7% 3,664,000 36% 附表四

圖書館自動

化設備 
2,600,000 5.1% 0 0% 附表五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6,000,000 11.8% 0 0% 附表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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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8,600,000 16.9% 0 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應達

資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款金額】）
1,230,000 2.4% 0 0%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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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6,500,000 64% 附表八

總 計 50,820,000 100% 10,164,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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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項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編纂教材 1,000,000 4.6% 0 0% 

製作教具 1,180,000 5.4% 0 0% 

改進教學 2,000,000 9.2% 0 0% 

研究 6,000,000 27.5% 2,756,000 63.3% 

研習 600,000 2.7% 0 0% 

進修 0 0% 100,000 2.3% 

著作 2,800,000 12.9% 0 0% 

升等送審 500,000 2.3% 0 0%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不含自籌

款金額】） 

小計 14,080,000 64.6% 2,856,000 65.6% 

附表九

外聘社團指導教

師鐘點費 
300,000 1.4% 0 0% 

其他學輔工作經

費 
900,000 4.1% 0 0%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不

含自籌款金額】） 小計 1,200,000 5.5% 0 0% 

附表九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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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2.3% 0 0% 附表九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500,000 2.3% 500,000 11.5% 附表十

新聘教師薪資(2 年內) 4,500,000 20.7% 1,000,000 22.9%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料庫訂閱費 1,000,000 4.6% 0 0%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五、其他 

小計 5,500,000 25.3% 1,000,000 22.9% 

附表九

總 計 21,780,000 100% 4,356,000 100%  

 
決  議：本項提案如支用計畫書草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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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資本門之支用項目與優先順序（詳如支用計畫書草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本項目編列總金額為 60,984,000 元，分別為獎補助經費 50,820,000 元，自籌款

10,164,000 元，經費規劃說明如下： 

(一)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編列總金額為 44,654,000 元，分別為獎補助經

費 40,99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資本門整體經費 80.7%)，自籌款 3,664,000 元。

請參閱「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二)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編列總金額為 8,60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

資本門整體經費 16.9%，分別為「圖書館自動化設備」2,600,000 元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6,000,000 元，請參閱「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

設備規格說明書」與「附表六-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三)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經費為 1,23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資本門整體經費

2.4%。請參閱「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四) 其他項目編列總金額為 6,500,000 元，擬執行項目有空調負載監測及控制節能系

統與照明監控節能系統，請參閱「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

書」。 

決  議：本項提案如支用計畫書草案，照案通過。 

 

案由三：經常門之支用項目與優先順序（詳如支用計畫書草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本項目編列總金額為 26,136,000 元，分別為獎補助經費 21,780,000 元，自籌款

4,356,000 元，計有「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及「其他」等五大項，請參閱「附表九-經常

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當中「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項目，為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物品，「物品類別」分

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請參閱「附表十-經

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決  議：本項提案如支用計畫書草案，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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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第 2次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時間：104年 3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點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會議室 (03A-1004) 
主席：游步平副校長                                        記錄：張簡香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本校 104年度獲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共 6,689 萬 3,655元，包含補
助經費 2,205萬 7,416元，獎勵經費 4,483萬 6,239 元。另外，本校亦編列 1,340 萬 6,345元(佔
獎勵補助經費 20%)做為配合款，總經費合計為 8,030 萬元整。 

整體而言，本校獲教育部補助經費減少 115萬 5,836元，獎勵經費增加 680萬 4,144元，
整體經費較去年增加 5百多萬，成長 9.2%，顯示本校推動的「務實創新‧追求卓越」之理念

及各項創新的辦學績效，獲得教育部高度肯定。 

未來亦請各單位持續善用教育部補助與獎勵經費，建構優良的教學與學習環境、增購相

關圖儀設備、整合規劃各項全校/整體性教學品質提升機制，辦理各項提升學生事務，有效展
現學校創新務實特色，提供學生一個不設限的學習環境，以達「教學卓越、產學典範、永續

發展」之目標，培育具有創新、人文與科技之實務技術人才。 

貳、 工作報告 

一、 已於 104年 3月 9日校務會議中提案修訂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
專責小組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二、 本校 104年度獲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共 6,689 萬 3,655元，本
校亦編列 1,340萬 6,345元(佔獎勵補助經費 20%)做為配合款，總經費合計為 8,030
萬元整。計畫管理處已依教育部核定金額與台評會 mail 之「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書面審查意見，修正獎補款計畫書內容，書面審查意見回覆

內容如【附件二】。 

三、 本次修正支用計畫書經費支用項目、金額、數量，係包含本校 103 學年度下學期、104
學年度(上、下學期)之擬購置之儀器設備經費項目。敬請委員審議本次修正支用計畫
書內容、經費支用項目、金額、數量、優先序等項目，俾便於 4月 8日前將核定版支
用計畫併同領據報部請款。 

四、 計畫管理處將依據本次會議決議，將 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 8,030萬元(含配合款)，依優先序分為 103學年度下學期、104 學年度上學期填
報於本校會計預算系統上，再由各執行單位進行動支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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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104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費項目分配比例（詳

如核定版支用計畫書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 104 年度獲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共 6,689 萬 3,655 元，
包含補助經費 2,205 萬 7,416 元，獎勵經費 4,483 萬 6,239 元。另外，本校亦編列
1,340萬 6,345 元(佔獎勵補助經費 20%)做為配合款，總經費合計為 8,030萬元整。 

二、 依據教育部「10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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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

預算 70%及 30%。總經費之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比例如下： 

總經費支用比例                                                     (單位/元) 

104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規定須佔獎勵補助款

10%以上，本校自籌款
20%） 

總經費 
(5)=(3)+(4) 

22,057,416  44,836,239  66,893,655  13,406,345  80,300,000 

 

 資本門(70%) 經常門(3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金額 15,440,191  31,385,368  9,384,441  6,617,225  13,450,871  4,021,904  

小計 46,825,559 9,384,441 20,068,096 4,021,904 
合計 56,210,000 24,090,000 

占總經費 
比例 

70% 30% 

 

決  議： 

一、 教育部規定自籌款需佔獎勵補助款 10%以上，本校編列 20%，符合教育部規定。 
二、 通過以上編列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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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資本門之支用項目與優先順序（詳如核定版支用計畫書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項目編列總金額為 56,210,000 元，分別為獎補助經費 46,825,559 元，自籌款

9,384,441 元，提報之資本門優先序主要係依 103 年 11 月 26 日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決議內容。  

二、 依教育部核定經費，調整除「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外之項目金

額，主要原因包括：依委員意見重新調整電腦購置數量、調整採購規格與金額、

增加預算改進學生社團活動相關設施。 

三、 103 學年度下學期調整說明詳如【附件三】、【附件四】，104 學年度調整說明詳如
【附件五】，104 年度資本門整體經費規劃如下表：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單位/元) 

項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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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22,659 78.4% 3,884,441 41.4%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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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2,600,000 5.6% 0 0% 附表五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6,000,000 12.8% 0 0% 附表六 

小計 8,600,000 18.4% 0 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
款金額】） 

1,502,900 3.2% 0 0%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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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5,500,000 58.6% 附表八 

總 計 46,825,559 100% 9,384,441 100%  

決  議： 

一、 本次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由原編列之 2.4%增加為 3.2%，期望能有效改進學生
社團活動相關設施。 

二、 優先序 A-104-184 PowerChoice決策支援分析系統與優先序 A-104-192 旅行業帳會
管理系統，金額與原預估版支用計畫書編列之金額差異過大，請確認其規格以及

是否符合資本門規定後再編列於修正計畫書中。 
三、 通過以上編列資本門之項目、金額與比例。 

案由三：經常門之支用項目與優先順序（詳如核定版支用計畫書草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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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本項目編列總金額為 24,090,000 元，分別為獎補助經費 20,068,096 元，自籌款

4,021,904 元，提報之資本門優先序主要係依 103 年 11 月 26 日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決議。 

二、 依教育部核定經費，調整包括：調降「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新聘教師薪資」項目金額。另外，為了協助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以

及改善各系所教學相關物品，提高「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與「改善教

學相關物品」項目金額，經常門經費規劃如下：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單位/元) 

項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占
經常門經費

30%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編纂教材 700,000 3.5% 0 0% 

附表九 

製作教具 1,000,000 5.0% 0 0% 
改進教學 2,000,000 10.0% 0 0% 
研究 6,000,000 29.9% 1,556,000 38.7% 
研習 600,000 3.0% 0 0% 
進修 0 0% 100,000 2.5% 
著作 2,600,000 12.9% 0 0% 
升等送審 500,000 2.5% 0 0% 

小計 13,400,000 66.8% 1,656,000 41.2%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占經
常門經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250,000 1.2% 0 0% 

附表九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750,000 3.7% 0 0% 

小計 1,000,000 4.9% 0 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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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1.5% 0 0% 附表九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800,000 4.0% 500,000 12.4%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3,568,096 17.8% 1,865,904 46.4% 

附表九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1,000,000 5.0% 0 0%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4,568,096 22.8% 1,865,904 46.4% 
總 計 20,068,096 100% 4,021,904 100%  

決  議： 

一、 本次改善教學相關物品由原編列之 2.3%增加為 4.0%，以協助各系所有效改善教學物
品。 

二、 通過以上編列經常門之項目、金額與比例。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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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104.3.9 修正)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正修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

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

小組設置要點 
新增文字以符合教

育部經費名稱 

一、為妥善規劃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並配合整體校務發

展計畫，本校依照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及申請要點及相關規

定，特設正修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

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 

一、為規劃及審核教育部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有關事宜，特依教育

部相關規定設置獎勵補助經費專

責規劃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新增文字以符合教

育部經費名稱並修

正小組名稱 

二、本小組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 副校長、教務、總務、學務、研發、圖

書資訊、人事、會計、計畫管理處單位

主管及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二） 各系所(學程)、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

育中心選任教師代表各一人為選任委

員。選任委員應由各系所中心會議推舉

產生，任期為二學年度，得連任之，連

任以一次為限。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擔任，小組委

員不得同時擔任本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二、本小組置委員數人，為無給職，

由教務、總務、學務、研發、圖

書資訊、人事、會計、計畫管理

處單位主管及各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之）、各系

(學程 )教師代表為選任委員組

成，總務長為召集人。其中教師

代表由各系（含通識教育中心）

推選一名，須未兼任任何行政職

務，其任期二年，得連任之，連

任以一次為限。以上委員不得同

時擔任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1. 第二點下增列第

一款與第二款，以

完整敘述委員組

成方式。 
2. 新增列副校長為

當然委員 
3. 新增列師資培育

中心需推舉選任

委員，並依委員意

見新增列各系所

中心選任委員推

舉方式 

三、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 依教育部規定編列資本門及經常門之一

定比例，配合學校整體校務發展計畫，

審核各單位所提之需求，進行獎勵補助

經費分配原則、規劃支用項目、規格、

優先順序及經費分配等事宜，規劃年度

支用計畫書。 

（二） 審核申請採購內容(項目、規格、數量及

細項)變更等事宜。 

（三） 其他與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

相關事項之審議。 

三、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1.依教育部規定編列資本門及經

常門之一定比例，配合學校校務

發展計畫，審核各單位所提之需

求，進行獎勵補助經費支用項

目、規格、優先順序及經費分配

比例等事宜，規劃年度支用計畫

書。 
2.審核申請採購內容 (項目、規

格、數量及細項)變更等事宜。 

1. 依委員意見修正

要點第三點之第

一款，新增列「經

費分配原則、規劃

支用項目」說明。 
2. 新增列要點第三

點之第三款，以完

備規範專責小組

之職掌。 

四、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議決

事項應有二分之一出席委員以上同意。 
四、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議決事項應有二分之一出席

委員以上同意。 

無修正 

五、本小組依據職責需要或遇有重要事項時，

得召開小組會議並作成會議紀錄備查。 
五、本小組每年度開會三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 
修改文字，依執行情

形召開會議。 

六、本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 
六、本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

關人員列席。 
無修正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無修正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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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 

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88.11.30；92.08.04；94.09.06；95.06.26；98.07.20；100.07.28；102.7.30；104.3.9 校務會議通過 

一、 為妥善規劃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並配合整體校務

發展計畫，本校依照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及申請要點及相

關規定，特設正修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 

二、 本小組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 副校長、教務、總務、學務、研發、圖書資訊、人事、會計、計畫管理處單位

主管及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二） 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選任教師代表各一人為選任委員。選任

委員應由各系所中心會議推舉產生，任期為二學年度，得連任之，連任以一次

為限。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擔任，小組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

員。 

三、 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 依教育部規定編列資本門及經常門之一定比例，配合學校整體校務發展計畫，

審核各單位所提之需求，進行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規劃支用項目、規格、

優先順序及經費分配等事宜，規劃年度支用計畫書。 

（二） 審核申請採購內容(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等事宜。 

（三） 其他與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相關事項之審議。 

四、 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議決事項應有二分之一出席委員以上同意。 

五、 本小組依據職責需要或遇有重要事項時，得召開小組會議並作成會議紀錄備查。 

六、 本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回應說明】 

# 委員意見 本校回應說明 

1 

學 校 預 估 104 年 度 獎 勵 補 助 款

72,600,000 元，配置自籌款 14,520,000
元，比例約為 20%，遠高於教育部規定

之 10%下限比例，顯示學校對本計畫經

費之重視。 

感謝委員肯定。 
本校 104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獲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共 6,689 萬 3,655
元，依規定需編列獎勵補助經費 1/10 以上額度為學

校配合款。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及學校整體經費與

提升教學研究相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編列配合款

1,340 萬 6,345 元(佔獎勵補助經費 20%)，期能有效

強化本校教學及師資結構、教學及研究設備，提升

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2 

計畫總經費預算 87,120,000 元，經常門

編列 26,136,000 元，能以「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為主，約占 64.80%；其次為

新聘教師薪資 21.04%。資本門編列

60,984,000 元，預計支用 73.22%於教學

及研究儀器設備，並投入 14.10%於圖書

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資源，能以

教學研究設備優先規劃。 

感謝委員肯定。 
本校「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經常門經費主要執行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資本門經費主要執行於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提升教學研究相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 
未來，將持續善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與本校各

項計畫，經費使用以「相輔相成，能使計畫成效達

到倍增效果」之規劃為主，以強化學校產學實務連

結，帶動實務教學，提升產學無縫接軌培育人才之

效益。 

3 

學校「稽核小組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

「小組置召集人 1 人」，學校所檢附之 3
位兼任稽核人員名單，並未列明召集

人，是否已依學校規定辦理尚待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 
本校稽核人員均依本校「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規定辦理，已修正附件 P.51，並於稽核人員名單中

註明召集人。 

4 

支用計畫書 pp.76~115【附表四】顯示，

104 年度個人電腦（含筆記型電腦）採

購金額達 14,026,400 元，約占資本門教

學研究設備預計總支出 44,654,000 元之

31.41%；學校 102 及 103 年度電腦採購

金額分別為 4,786,360 元、10,871,900
元。為使資源作更有效之運用及凸顯資

本門經費使用特色，建議學校重新審視

電腦設備之採購政策及其購置之必要

性，對於電腦之更新宜有妥善規劃，並

評估原有設備是否確實不適用，以將有

限資源投入於核心用途，充分發揮硬體

之功能。 

感謝委員指導。 
為使資源作更有效之運用及凸顯資本門經費

使用特色，本校已重新審視電腦設備之更新採購，

請各系所依可用度重新評量與檢討，除保留必要的

汰換，104 年度個人電腦（含筆記型電腦）採購金

額，已調整為 9,028,600 元。 
未來將更審慎評估與妥善規劃使資源做更有

效率的運用，各學院教學空間與設備將規畫以院為

單位，讓各系所可以相互使用專業教室與電腦教

室，提升教學空間使用率。此外，整合校內相關計

畫(如：獎補款經費、校務發展、校內儀器設備等)，
進行綜合性整體規劃，充分發揮硬體之功能，進一

步提升與改善校內教學空間與儀器設備。 

【附件二】 



# 委員意見 本校回應說明 

5 

學校 104~105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以校訓

及經營理念，展開 8 項發展策略，再將

8 項策略推導成行動方案，敘述堪稱深

入，而且大部分行動已訂定量化指標，

惟仍建議適度佐以質化的思考，如： 
(1) p.15 工作重點 1.1.3「推動業師協同教

學」除課程數、教師數等指標外，或可

就 PDCA 管理循環的角度，確保業師教

學品質，以及其授課內容與各系所教學

宗旨、課程開設目標的吻合性。 
(2) p.27 工作重點 3.3.1、3.3.2 有關「營

建中心」及「電機中心」之預期質量化

成效內容，亦可補充表中所述之量化指

標倘落實化，預期對學校教學、研究或

服務所能產生的價值。 
(3) p.29 工作重點 3.6.3「辦理學生全面校

外實習」除強調 100%校外實習外，如何

落實實習課程原訂目標之質化思考，亦

宜適度呈現，以避免落入數字成果的迷

思。 

感謝委員指導。 
(1) 本校聘任具實務經驗之產業界專家進行教學，

產業界專家遴聘資格與辦法皆依據本校「產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辦理，授課教師與

產業界專家需透過本校「產業界專家教學線上

填報系統」，授課教師線上填寫業師簡歷、授課

大綱後，由各系主任與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審

查。各教學單位於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或

「鐘點演講」授課結束後，將授課教材與授課

內容等資料彙編成「成果報告書」。 
    未來，將持續依照本校教學品保機制與

PDCA 管理循環角度持續改善，並透過問卷調

查方式，定期了解業界教師授課情況，以確保

教學品質。 
(2) 本校「營建中心」與「電機中心」之量化指標

落實時，藉由中心與業界交流更加密切，能開

創教師產學合作契機、提升教師研發成果、增

加教師實務研習機會，亦能網羅業師協助本校

執行業師協同教學、千人業師等教學計畫，並

由業師共同指導學生進行專題製作，將研發成

果轉化為教材應用於相關課程。 
(3) 本校校外實習課程目標在於： 
1. 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2. 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及學生就業機會。 
3. 減少企業職前訓練成本，儲值就業人才。 
為有效追蹤實習課程學習成效，本校作法如下： 

 實習前：完整的職場準備輔導檔案如學生履

歷自傳及媒合面試成果報告。 
 實習中：教師定期輔導訪視紀錄，職場壓力

調適量表調查。 
 實習後：學生實習心得、學生實習滿意度調

查、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及未來留任原實習

單位調查。 
未來，亦將持續透過本校已建置之實習管理平台，

有 效 追 蹤 學 習 成 效 ， 平 台 網 址 ：
http://internship.csu.edu.tw/Login_Semest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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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計畫書 p.45 有關經費分配程序，敘

及「專責規劃小組進行規劃…決議分配

原則、規劃項目、經費、各單位分配額

度…各需求單位根據專責規劃小組之決

議…」，惟經查「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第 3 點有關其職掌規定，僅呈現「配合

學校校務發展計畫，『審核』各單位所提

感謝委員指正。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

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並於職掌規定

之第三點第一款，新增列「經費分配原則、規劃支

用項目」說明。 
此外，關於資本門與經常門之分配原則，本校

說明如下： 



# 委員意見 本校回應說明 

之需求…」，並無前述之「決議分配原

則」、「規劃項目」等功能。另檢閱學校

「提升師資素質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使

用辦法」，其陳述內容不外乎教育部規範

之分配比例；學校如何依其校務發展計

畫研議各處室、學院之經費分配原則，

並據以規劃各年度資本門採購項目與金

額，以及經常門各重點項目預算與內

容，亦無法由 103.11.26 專責小組會議紀

錄得知（會議中係就已分配完成之預估

版支用計畫書進行討論，並未「決議分

配原則」）。 

1. 資本門：係依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由各單位提出

需求，並依本校「年度儀器設備經費編列辦法」

及「儀器設備經費編列審查實施要點」進行審

查，儀器設備經費額度分為基本額度、績效額度

及專案額度，核定項目將依設備屬性規劃於本校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資本門項目。 
2. 經常門：依據本校「提高師資素質獎勵補助經常

門經費使用辦法」為經常門核配之總依據，各項

比例係依前一年度使用情形酌予分配。 
(1) 教師研習及著作經費依前一年度比率分配。 
(3) 教師進修經費依據當年度進修教師人數進行估

算。 
(4) 教師送審經費由人事處依往年送審案件平均值

予以編列。 
(5)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經費經三級教評會審查程序

辦理。 
(6) 研究及改進教學依前一年度使用狀況估算編列。 
(7) 在 5％以內支用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另提撥 2％以上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8) 各單位改善教學且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納入本項經費。 
未來，本校將修訂本校「提高師資素質獎勵補

助經常門經費使用辦法」，增列經費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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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提供之 103.11.26 專責小組會議

簽到單顯示，應出席人員 33 名、缺席人

員 10 名，缺席率將近 1/3（30.3%）。建

議再加強宣導重視專責小組會議之職

能，鼓勵委員積極參與，以充分表達意

見及發揮經費審議功能。 

感謝委員指導。 
日後本校召開規劃專責小組會議時間，會以學

校社團時間為主，儘量於會前先協調委員可出席時

段，避免委員上課時段，並加強宣導、鼓勵委員積

極參與，以充分表達意見及發揮經費審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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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視學校所提供之「補助教師研究實

施要點」，建議可再作如下考量： 
(1) 第 3 點第(1)款第 1 目有關補助項

目，包含「業務費、資料檢索費…研究

設備費等」，其中之「研究設備費」如係

購置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依行政院頒

「財物標準分類」，該費用可能屬於資本

門，將其列於經常門「研究」項下支應

恐有不宜。 
(2) 第 3 點第(1)款第 3 目有關補助金

額，規定「B 類補助金額：每年實際補

助總金額與人數，視當年度預算決定」，

感謝委員指導 
(1) 除「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要點」，本校另訂有「正

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施行細

則」，當中第3點第(4)款中有明確定義「研究設

備費」，僅限於B類計畫之合作企業提供之配合

款者可列研究設備，未以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研

究」項下經費支應。 
(2) 此外，施行細則第2點，亦定義「B類」為：「鼓

勵教師積極申請實務型應用性研究計畫，促進

產學合作，提升產業技術創新及研發能力。」

並定有計畫核定原則： 



# 委員意見 本校回應說明 

其中之「B 類」所指為何，無法瞭解；

此外，該條文內容似有不確定性，是否

可能造成教師申請意願不高，亦值得探

討。 

 根據各審查委員評分結果依排序法統計再排

序，並考慮各院通過率相等原則核定計畫案。 
 依當年度預算經費決定計畫通過件數。 
 計畫經費之核定，分理論性或不須要昂貴消

耗性材料之研究計畫者(上限新台幣6萬元

整)及需昂貴消耗性材料之研究計畫者(上限

新台幣10萬元整)兩種(不含合作企業出資)。 
 每一申請人當年度核定之計畫最多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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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計畫書【附表四】優先序#A-27 項

目名稱為「光譜管實驗」，似非儀器設備

品名，請確認是否為「光譜管實驗器」

或「光譜管實驗組」之誤植。 

感謝委員指正。 
已將支用計畫書【附表四】優先序#A-27 項目名稱

修正為「光譜管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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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各單位所需之電腦及其週邊相關設

備數量龐大，實際採購時若「無」特殊

規格或功能之考量，建議可依使用需求

統籌規劃，分等級進行統一採購，以取

得更優惠之價格條件及有利後續維修工

作之處理。 

感謝委員指導。 
相同規格之採購項目將由本校總務處集中採購。屬

於「臺灣銀行聯合採購標準」者，其預估價格均依

公告金額編列與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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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計畫書編列之部分儀器設備，其規

格說明有過於簡略之虞，恐不利於後續

採購作業之執行，如【附表四】優先序

#A-83「吐司切片機」之規格僅填「含置

放車」；#A-138「智慧型機器人機構模組」

之規格僅填「機器人控制模組」…等。

針對各採購項目宜詳實敘明所需規格、

功能、效益及特性等，以為採購時之依

據，進而確保實際購置之設備符合使用

單位需求。 

感謝委員指正。 
已補列採購規格，如支用計畫書【附表四】優先序

#A-83「吐司切片機」之規格為「1.尺寸：宽 472×
深 720×高 720mm±5% 2.电压:單相 3.含不鏽鋼置放

車」；#A-138「智慧型機器人機構模組」之規格「含

伺服馬達×15 個、連接器、機器人遙控器、HV-電
池-9N-800mAh、機器人各部位機構零件」。 

 



【附件三】

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
本校自籌款

國企系 300,000 300,000
數位系 506,759 506,759
機械系 112,000 112,000
觀光系 817,500 605,500 212,000
體育室 349,441 349,441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72,000 72,000

進修部學務組 200,900 200,900
1,797,159 561,441

妝彩系 262,800
原編列103學年度下學期本校自付款預算，

未納入編列至104年度獎勵補助支用計劃

書。(擬增列至支用計畫書)

正修科技大學

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

(103學年度)資本門經費追加一覽表

擬追加於103下學期本

校預算金額

納入104年度支用計畫書編

原因說明

2,358,600
總額(不含妝

彩系金額)
2,358,600

擬追加預算改進系所相關教學設施。

擬追加預算改進學生社團活動相關設施。



【附件四】

原本校會計預

算

104年度支用計

畫書報部部份

企管系        1,148,270             1,148,500 230  調整升級採購規格故採購金額擬增加。

通識中心           100,000                100,000 0
創意學程             81,600                  81,600 0
資工系        1,332,000             1,350,000 18,000  調整升級採購規格故採購金額擬增加。

資管系           556,000                556,000 0
電子系        1,228,900             1,136,900 -92,000  共約價格調整故採購金額擬減少。

電機系           995,300                995,300 0
數位系             68,000                  68,000 0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497,650                589,500 91,850

 委員審查意見建議學校可集中採購以爭

取更為優惠之價格條件，故原104學期購

買的儀器設備合併至103下學期統一採

購。

機械系           630,000                780,000 150,000

 委員審查意見建議學校可集中採購以爭

取更為優惠之價格條件，故原104學期購

買的儀器設備合併至103下學期統一採

購。

應外系             58,000                  46,000 -12,000  共約價格調整故採購金額擬減少。

總額        6,695,720             6,851,800 156,080

103學年度下學期

增減金額 原因說明

正修科技大學

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

(103學年度)資本門經費調整一覽表



【附件五】

原申請內容 預估金額 擬變更後內容 預估金額 變更原因 增減金額

數位討論桌 1,071,300
單槍投影機 23,000

動畫渲染軟體 336,000
電磁波及氡氣測定

器
156,000

形狀判別與傳送整

合控制系統
158,000

顏色辨別與姿勢調

整整合控制系統
158,000

姿勢判別與換向整

合控制系統
158,000

材質分揀與加工整

合控制系統
158,000

重量感測整合控制

系統
158,000

彩色雷射複合機 15,000 十倍光學變焦鏡頭 24,200 原申請物件已於103學年度採購。

數位相機 99,800 數位相機 90,600 經訪價後，可以較優惠價格購買。

單槍投影機 92,000 單槍投影機 46,000 重複購買，變更數量

教學廣播設備 144,000 教學廣播設備 72,000 重複購買，變更數量

快速球型攝影機 86,800 掃描器 13,000 重複購買，本次不需購置

掃描器 18,800 義式咖啡機 205,000 增購教學設備

個人電腦主機 1,100,000 個人電腦主機 1,080,000
單槍投影機 120,000 單槍投影機 23,000
旅行業帳會管理系

統
75,000 旅行業帳會管理系

統(Web版本)
146,000

PowerChoice決策

支援分析系統
39,900 PowerChoice決策

支援分析系統
85,900

金額分配至新購投影機。

餐飲系 -5,600

數位討論桌 1,095,000 -700企管系

正修科技大學

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

(104學年度)資本門變更項目對照一覽表

經費調整觀光系 0

動畫渲染軟體 492,000 配合電腦硬體設備增加提昇，調整購買

軟體套數，滿足教學需求。
0建築系

增加機電整合實驗機台數量，提高學生

實作經驗。

電動機控制系統實

習設備
790,000電機系 0

0數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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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第 3 次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時間：104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3 點 1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會議室 (03A-1004) 
主席：游步平副校長                         記錄：郭祉妘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今日召開本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主要為本校各單位系所申請變更作業，

依規定須召集委員召開專責小組會議，待議決後得以進行後續採購事宜，擬申請變更資料如議

程附件，請委員參閱。 

貳、 工作報告 

一、 教育部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獎勵補助工作小組於 9 月 4 日來校，針對「105 年度教育

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學校基本資料表」進行實地資料查核作業，本處

已依據當日委員審查意見，於 9 月 14 日回函(發文字號：正校研字第 1040013312號)檢

送本校審查表佐證文件資料，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獎勵補助工作小組亦於 9 月 16 日電子

郵件通知同意本校進行資料修正。 

二、 截至 9 月 22 日止，本校 104 年度整體經費動支金額為 57,788,187 元、動支率為 71.9%、

實支率為 31.11%，分別為經常門 10,901,815 元、動支率為 45.25%、實支率為 36.4%，

資本門 46,886,372 元、動支率為 83.41%、實支率為 28.85%。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各單位申請教學及研究設備及改善教學相關物品購置之項目規格及經費變更，提

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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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第(一)款之

第 5 目規定，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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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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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單位申請變更之項目說明如下: 

單位 變更項目及原因 相關資料請參閱 

土木系 
A-104-164 因有價格較低且符合規格，擬申請經費變更。 

A-104-178、213 因誤植規格內容，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一 

妝彩系 
A-104-188 為統一教學一致性且支援學生參賽使用，擬申請規格

變更。 

A-104-222 因原規格停產，擬申請規格及經費變更。 

附件二 

時尚系 G-104-9 因原需求變動規格已停產，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三 

通識中心 

A-104-227 因考慮到課程使用的便利性，在未超過預算及規格更

佳的原則下，擬將其中 1 部平板電腦的大小規格由 7.9
吋調整至 9.7 吋，擬申請項目規格變更。 

G-104a-16、18 因進行規格確認比對，經發現只有在內容尺寸上

不一樣，其於規格內容皆一樣，因此可能為作業

上誤植到其它設備規格，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四 

創意學程 A-104-210 因原申請項目價格調整，擬申請經費變更。 附件五 

資管系 A-104-154 因教學服務主體架構調整，急需伺服主機，擬申請項

目規格變更。 
附件六 

電子系 

A-104-151 因規格有「施工」為避免不必要之疑慮將刪除，擬申

請規格變更。 

A-104-161 為符合一般市場商品名稱，擬申請項目名稱變更。 

A-104-170、180、186 因考量工業 4.0 教學與產品更新，調整為

最新規格已符合課程規劃，擬申請項目規

格變更。 

附件七 

圖資處 B-104-1 因委員意見惟規格說明簡略，擬補充說明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八 

數位系 
A-104-215 因原申請項目停產，擬申請項目規格變更。 

G-104-11 因此可能為作業上誤植設備規格，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九 

機械系 A-103-35 因平台高度同等級高度越低越精度好，擬申請規格變

更。 
附件十 

師培中心 A-104-146 因原申請項目停產，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十一 

休運系 A-104-155 因提升規格內容，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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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一、 研發長提出資管系擬變更項目為伺服主機，但因圖資處有提供全校共同使用之雲端伺

服主機，那是否還須購買此項目?  

二、 教務長和研發長針對各單位系所擬變更項目規格，提議有些系所為系務會議通過、有

些為實習設備會議通過辦理變更，是否需要統一由系務會議通過?另生活創意學院院長

補充說明因系務會議皆在期初期末召開，那是否有需因此原由再次召開系務會議，請

各委員考量其時效性。 

決  議： 

一、 因資管系擬申請變更項目伺服主機因 1.原預定購買之虛擬磁碟集中管理軟體(VHD)之
價格，超出原規劃預算過多。2. 配合系所發展"雲端運算和服務"，同意變更。 

二、 尊重各單位系所通過之相關會議，各系所如有必要再提至系務會議追認通過。 

三、 為爭取採購時效及符合教學單位使用需求，本次設備變更採購項目照案通過，敬請採

購單位、各教學單位與業務承辦單位儘速辦理相關程序，並謹慎執行。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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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第 4 次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10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3 點 10 分 

地點：行政大樓 9 樓多功能研討室(03C0904) 

主席：游步平副校長                   記錄：郭祉妘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今日召開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主要是針對本校 104 年

度獎勵補助經費結餘款購置項目之擬定與排序，依規定須召集委員召開專責小組

會議，待議決後得以進行後續採購事宜，結餘款購置項目資料如議程附件，請委

員參閱。 

貳、 工作報告 

參、 討論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

及經常門結餘款採購事宜，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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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點第(一)款之第 5 目規定，在維持總金額不變原則下，報部項目、規格、

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各校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二、 本處依目前計畫執行進度，請各單位提出資本門及經常門結餘款追加購置

項目需求，各單位追加部分資本門依採購金額區分為二梯次，第一梯次將

規劃各單位較急迫的資本門及經常門採購項目，其餘部分得納入第二梯次

或「105 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中，

相關設備明細請參閱附件。 

1 



2 

 

討  論: 

一、黃研發長提出幼保系追加採購項目為飲水機，用途說明是否略為簡略? 

 

決  議： 

一、請幼保系針對此項目再提出補充說明。 

二、為爭取採購時效及符合教學單位使用需求，本次結餘款經費設備採購項

目照案通過，且授權於業務承辦單位，依結餘金額大小酌予調整優先序，

敬請採購單位、各教學單位與業務承辦單位儘速辦理相關程序，並審慎

辦理。 

 

肆、 臨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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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第 3 次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1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會議室 (03A-1004) 

主席：游步平副校長                                            紀錄:謝采穎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會議，今日議程有二項提案，第一項為圖資處 104 年度申請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購置之項目規格變更，另一項為各單位 105 年度申請各

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購置之項目規格及經費變更，將請提出變更需求的單位提出變

更原因說明，待本次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後，得以進行後續採購事宜，擬申請變更資料如議程

附件，請委員審閱。 

貳、 工作報告 

一、 教育部業於 105 年 4 月 12 日來函通知(發文字號：臺教技(三)字第 1050047805 號)，
本校「105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共計新臺幣 7,206 萬 6,370 元，

業已撥付本校。 

二、 本校 104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總經費 8,030 萬元，已大部份執行

完畢，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中「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採購之「自

助借/還書機」項目編列經費 2,077,500 元，因得標廠商經五次查驗作業均無法履約交

貨，致本校無法如期完成驗收與付款作業，故申請展延乙案，業經教育部 105 年 1
月 12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50000049 號函，同意計畫執行期程延長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然該廠商並提出申訴審議，原訂於 105 年 5 月 20 日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召開「自助借/還書機」採購申訴案第一次預審會議，因故取消，並延期暫訂於 105
年 6 月 20 日進行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開「自助借/還書機」採購申訴案第一次

預審會議。因本案結案時程冗長，預估無法於 105 年 6 月 30 日前執行完畢，擬提專

責小組變更採購項目。 

三、 105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本次有 4 個教學

單位所購置「教學及研究設備」、「軟體教學資源」之項目規格已無法符合目前需求，

擬提請變更。 

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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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有關圖書資訊處 104 年度申請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購置之項目規格

變更，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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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第(一)
款之第 5 目規定，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

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二、 申請變更之項目：原項目 B-104-1 因超過履約期限，廠商無法履行合約，並與廠商

解約，故擬變更採購項目，如附件ㄧ。 

討  論：圖資處 104 年度採購自助借/還書機擬變更為 17 項採購項目，請確認與 105 年度所

購置項目是否有重複購置情況。 

決  議： 

一、 圖資處於 105 年度擬購置「數位教材書櫃 APP」、「圖書」、「非書資料」項目，與

104 年度變更經費項目並無重複購置情況。 

二、 請圖資處增列「非書資料」項目金額，如有結餘款再由該項追加購置。 

三、 對廠商沒收的違約金或延伸的相關款項需要於結案時一併繳回教育部。 

四、 本次設備變更採購項目照案通過，為爭取採購時效及符合教學單位使用需求，敬請

採購單位、教學單位與業務承辦單位儘速辦理相關程序，並嚴謹執行。 

案由二：有關各單位 105 年度申請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購置之項目規格及經費變

更，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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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第(一)
款之第 5 目規定，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

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二、各單位變更之項目說明如下： 

單位 變更項目及原因 
相關 
附件 

機械工

程系 
A-104a-32 因誤植規格內容，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二 

工業工

程與管

理系 

A-104-38 因原規格已停止代理並且停產，擬申請規格及經費變  
更。 

A-104a-66 因原規格已停產，擬申請規格及經費變更。 

A-104a-83 因原規格已改版並且停產，擬申請規格及經費變更。 

A-104a-103 因原規格價格提高，擬申請經費變更。 

附件三 

餐飲管

理系 
A-104a-60 因原需求變動規格內容，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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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

育中心 
C-104-1 因原部份規格已絕版，擬申請規格變更。 附件五 

討  論： 

一、 工管系因原先採購規格項目已停產，所以無法購置，已重新提出變更規格，但

高於原規劃經費，是否會造成整體經費過高，請討論。 

二、 工管系此次採購項目規格似有欠缺彈性引發限制競爭之疑慮。 

三、 採購項目之規格陳述分式宜具一致性，為不特定廠商之技術規格，具體敘明所

需規格及功能，可參酌「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依功能、效益或特性等

需求加以訂定，避免過於僵硬、欠缺彈性以及引發限制競爭之疑慮，但也不宜

過於簡略，俾便做為採購之依據，進而確保符合使用單位需求。 

決  議： 

一、 工管系提出的項目先行暫緩變更項目，針對此次變更項目規格與經費，請重新

研擬後再提出說明，並於下次專責小組會議再行審議，其餘 3 個教學單位所提

設備採購項目照案通過。 

二、 本次設備變更採購項目機械系、餐飲系、師培中心等教學單位照案通過，為爭

取採購時效及符合教學單位使用需求，敬請採購單位、各教學單位與業務承辦

單位儘速辦理相關程序，並嚴謹執行。 

肆、 臨時動議：土木系莊老師提議下次會議時，請有提案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說明，

獲委員一致同意通過是項臨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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