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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100 學年度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3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4：00 

地點：行政大樓 J402 會議廳 

主席：張委員可立                                     紀錄：楊美琴 

出席：詳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略) 

 

二、提案討論 

 

    案由一：保健營養系 101 年度整體獎勵補助資本門項目變更事宜，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保健營養系) 

    說  明：原編列型號(方型餐盒)之封口機已於教育部特色計畫資本門標餘款購入 1台，

故擬本預算再購入 1台即可符合需求，故將剩餘經費變更購買另一型號(圓型餐

盒)之封口機，以利團膳健康盒餐製作。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保營系董家堯主任：由於申請計劃之時未能確定是否得以審核通過，故兩案同步申請，

此項既已先行接受教育部特色典範計畫之補助故，因此依據現有需

求改採購他項。 

 

    案由二：共同教育中心-語言教育中心 101 年度整體獎勵補助資本門、經常門項目變更事

宜，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語言教育中心) 

    說  明：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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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計畫名稱) 

英文暨外國語

文能力線上教

學課程 

共同教育中

心 
五‐1 

原:E210提升全校 E 化教學與自學環境計畫

變更:  提升全校 E 化教學與自學環境計畫

(B507、B102、B104 及 B109) 

          1.因圖書館收回空間(E210、E109)以便空間整體規劃(目前 E210 及 E109 歸語教中

心使用，但應外系電腦及視聽教室、資管系電腦教室已全部搬遷到 B棟)。 

          2.語教中心將 E210 的經費做為新分配的視聽教室（B507）及三間普通教室(B102、

B104 及 B109)數位化前置設備，以利電腦汰舊改裝為數位化教室，增添 E化空

間。 

          3.原 E210 規格與 B507 教室規格不相同(階梯教室)，故需重新規劃，視聽設備規

劃是參考應外系 B501 的視聽設備。 

          4.資本門、經常門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共教中心鄭富春主任：教學空間規劃原應無涉整體發展獎勵補助項目，但因新分配之

視聽教室與先前使用之教室設備規格有異，為提供學生良好教

學品質，需重新規劃教室視聽設備，第一次提送申請係以電腦

教室具備的線上語言學習功能為考量，設定為電腦教室規格，

後經語言教育中心方淑慧主任參考應用外語系語言教室設

備，認為該種視聽教室更有助於提升學生語言能力(兼具同步

錄音功能)，能提供更優質的語言學習環境，經教師討論實際

需求並與委請採購單位營繕組評估所需預算，尚未超出原計

劃，故提出變更項目案。 

 

    (2)營繕組林清源組長：此案涉及場地搬遷，改換教室之後，場地規格不同，硬體機器設

備雖成本降低，但因另增購課桌椅及裝修工程，整體實略為超出

原有計劃預算，然溢出經費，將由本校學年度校園修繕預算支應。 

 

    案由三：文教事業管理學位學程 101 年度整體獎勵補助經常門項目變更事宜，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文教事業管理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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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Adobe Premiere Pro」軟體原預定要分批購買（整體預算不足），考量套數不

足教學不便，此套軟體暫時借用資管系，教室因應教學所以改購置現階段教學

所需之手提音響。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未通過，決議刪除此項。 

    發言紀要： 

    (1)張可立委員：經採購單位了解，此項目所以申請變更乃因提送計畫項目之時誤植軟體

金額，導致差額過大無法購買，既因人員填報疏失，且金額不高，無法

看出有助提升教學品質之成效(手提音響可由數位講桌設備取代)，建議

刪除此筆，在此也提醒承辦單位應審慎檢視所提送之申請項目內容，避

免此種缺誤情形。原預定購買之「Adobe Premiere Pro」軟體暫自資管

系的資源共享。 

 

    (2)方麗川委員：目前資管系 Adobe 軟體數量尚稱充足，自然可與文教學程分享，但宜

先釐清是否有損害智慧財產權問題，是借予教室使用，抑或涉及安裝？ 

                   另外建議全校各單位或有採購資訊設備需求，可先與資管系討論，避免

錯估金額或購進不符需求之資訊軟硬體設備。 

 

      (王淑軍委員：此軟體為借予教室使用，而非安裝於單位辦公室，故無侵犯智慧財產權

之虞。) 

 

      (張可立委員：同意方委員意見，日後各單位若有採購資訊軟硬體需求，建請知會圖書

館與資管系。) 
 

    案由四：101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資本門、經常門經費預算變更案，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總務處) 

    說  明： 

          1.教育部 101 年度核定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部份計 19,130,981 元(與原申請

24,146,341 元，減少 5,015,360 元)，資本門自籌款金額變更為 5,604,588 元(原

申請 1,668,436 元，增加 3,936,152 元)，如【附件四】。 

          2.因核定金額加上自籌款金額比原先申請短少 1,079,208 元，但為維持獎補助經

費原比率，故將部份項目改由校款支付。項目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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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紀要： 

    (1)採購承辦人張惠玲專員：就資本門項目調整情形向委員作一簡單說明，由於教育部核

定金額較申請金額為低，資本門遂依核定金額將原先列為獎

補助款項目調整至自籌款項目(維持原自籌款比例，不足經

費由校款支應)。教學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整體金額(獎

補助款+自籌款)由 18,445,377 元($17,506,097+$939,280)

降至 18,366,169 元，減少 79,208 元，「圖書館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由 6,619,000 元($6,157,317+$461,683)

降至 5,619,000 元，減少 1,000,000 元。 

 

    (2)趙慶光委員：計畫項目雖主要考量優先序，亦應一併檢視是否公平分配各系/單位，

經費之挹注除直接影響系科發展，亦隨之影響往後科大評鑑成績，應通

盤考量之，建議每年予系科採構經費(教學資本門)應求微幅成長。 

 

      (張可立委員：經費分配雖力求公平，仍不免須先考慮採購使用之優先急迫性，例如解

決弱勢系科提升設備的燃眉之急，然至少將盡力維持系科每年所得經費

之平準，並參考各系評鑑成績與意見，列入預算會議之檢討。) 

 

    案由五：審議 101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預算變更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人事室) 

    說  明：依核定之 101 年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獎勵補助經費及實際預估執行情形，調整經

常門經費獎助款及自籌款之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如【附件六】及【附件七】。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採購承辦人張惠玲專員：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869,115 元及資料庫 450 萬元改由校款支付，「改善教

學相關物品」一項由 1,171,915 元調整為 302,800，減少

869,115 元。 

 

     (2)蘇基福委員：經常門部分由人事室彙整，教育部核定款與先前所送支用計畫書，經

常門部分約短少兩百餘萬，本室據此調整經常門分配比例，調整原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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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量維持「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並將「其他-補助現有教師薪

資」一項降至零，細項調整比例及金額請參會議資料附件七。 

 

    案由六：審議教育部 101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正。(提

案單位：會計室) 

    說  明： 

          1.依教育部 101 年 1 月 20 日來函辦理。教育部核定本校 101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為

2,732 萬 9,973 元。(含經常門經費 819 萬 8,992 元，資本門經費 1,913 萬 0,981

元) 

          2.本校依核定金額調整分配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變更後金額見 101 年度支用計

畫書經費支用總表【附件八】及「101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

費支用計畫書（核配版）」。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會計室季明禮組長：本校 101 年度原支用計畫書申請金額為 34,494,773 元，教育部實際

核配金額為 27,329,973 元，差額約 716 萬，綜合前述資本門及經常

門調整經費與修正案後，新版支用計畫書金額、比例彙整如附件八。 

 

三、臨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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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101 學年度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10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4：00 

地點：F104 會議廳 

主席：張主任秘書可立                                紀錄：楊美琴 

出席：詳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 

        本次為 101 學年度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日前徵詢全校各單位經費變更之需求，計

有四項變更，故召開本次會議，接下來請提案單位依序說明。 

 

二、提案討論 

 

    案由一：老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101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變更

事宜，提請追認。（提案單位：老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說  明： 

一、原申請項目為「噴霧器」，因原產品己停產，故變更申請項目為「超音波噴霧器」，

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一。 

二、此案因需求及執行時限較為緊迫，又適逢期末期間，難以覓得所有委員共同開

會時段，故採書面審查方式，已於 101 年 6 月 26 日經 100 學年度專責小組委員

書面審查通過(100 學年度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臨

時會議)，提請追認。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蔡家梅委員：由於原先預計購買之噴霧器類型業已停產，無法訂購，因此改採購效

能更佳之噴霧器以供本學程所需。 

 

     (2)採購承辦人張惠玲專員：本案僅變更規格，未更動金額，依實際採購情形提出項目

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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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休閒與遊憩事業管理系 101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變更

事宜，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休閒與遊憩事業管理系） 

說  明：原申請項目「展示櫃」與「床邊櫃」因原床頭方向作調整，故部份木櫃作規格

異動，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王淑軍委員：本案未更動總金額，乃因配合實際施作之需要，調整規格內容。 

 

(2)張可立委員：各單位執行經費時，時因尺寸細微變更而必須變更計畫書內容，在不違

反教育部相關規定的情況之下，建議日後採購單位可於計畫書中加註允

許誤差值(如±10cm 或±5%)，使施作有較大之彈性。 

 

(採購承辦人張惠玲專員回覆：目前教育部並未明言規定計畫書中規格內容之書寫方

式。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

○七九六六號函釋：「機關辦理採購，宜由規劃、設計、

需求或使用單位訂定採購標的之規格」。採購項目規格

之訂定，應以達成使用單位於功能、效益或特性等需求

所必需者為優先考量，規格表各項數據應考量些許差

值，因此若能加註允許施作尺寸誤差值，較利於實際施

作。)  

 

案由三：共同教育中心 101 年度整體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項目變更事宜，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說  明：全校性電腦教室(B413)教學資本門規格變更原因如下 

        一、因電腦硬體設備更新速度極快，當時提出之設備已不敷現在教學需求，因此經

資管系設備採購小組決議擬變更硬體設備之規格。 

        二、廣播教學系統僅單價調整，規格並未變動。 

      三、本案總額共 2,475,000 元並未超支，無需追加預算（總額 2,475,000 元包含 100

學年教學資本門列支 101 年度獎勵補助標餘款 971,665 元及 101 學年度資本門

核配金額 1,503,335 元）。 

  四、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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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1)鄭富春委員：電腦硬體設備方面，共同教育中心為提供學子更優質之教學環境，依現

況提升電腦設備等級；廣播教學系統則搭配前項採購，議價降低採購金

額，故提出兩項變更。 

               另提出一點建議，目前全校資訊能力課程歸入共同教育中心，然共教中

心不若資管系熟悉資訊相關設備，因此，日後全校資訊相關設備是否可

請資訊系(人文管理學院)協助編列該類經費項目，將此項目獨立出來，

專設於人文管理學院經費之下，較能據其專業進行完善合理之採購。 

 

(2)張可立委員：電腦設備日新月異，其他教學單位執行計畫亦時有設備版本更新之困

擾，共教中心一年前提出之項目規劃已不敷現況所需，為能使經費充分

發揮，應配合目前市場產品調整計畫項目之規格內容。至於鄭委員所提

全校資訊設備項目請資管系協助編列之建議，不僅關乎教育部獎勵補助

經費，更涉及本校學年度預算，尚須呈報校長再行商議，故會後另將鄭

委員之意見轉呈校長知悉。 

 

(3)蘇基福委員：查看附件之變更對照表，此案原編列金額為 2,240,170 元，變更後金額

為 2,475,000 元，經費是否超支？ 

 

(採購承辦人張惠玲專員回覆：本案經費來源為 101 年度整體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標

餘款)及本校 101 學年度資本門經費，如提案說明三所

示，並未更動獎勵補助經費之使用金額。) 

 

(會計室陳貞瑾組長回覆：即增加的經費由校款支出，由校款支出的部分業已經校長核

定。) 

 

(4)王淑軍委員：電腦設備版本更新速度極快，採購單位時常因此未能採購預計採購之規

格，然實際採購金額理應與原計畫大致相同(考量市場價格波動不至於

太大)，此案不僅變動規格，也超出原先預估金額，日後宜更審慎控制

預算，亦應具體說明提升設備規格後預計達成之教學成效。 

 

案由四：101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變更事宜，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總務處) 

說  明：依據核配版委員審查意見：「支用計劃書【附表四】優先序 0005-00 所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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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說明」欄內容，似與教學或研究無直接相關，而較屬於校園資訊系統，似以

列入【附表八】之【資本門-其他】項目較為合宜。」故將優先序 0005-00「建

構校園服務伺服器虛擬化」項目，改由【資本門-其他】項目支應，變更對照表

如附件四，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三、臨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四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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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臨時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6 月 26 日（星期二）                     記錄：楊美琴 

說明：本次會議因執行時限較為緊迫，又適逢期末期間，難以覓得所有委員共同開會之

時段，故採書面審查方式進行。 

 

提案事項： 

 

案由一：老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101 年度整體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更事宜，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老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說  明：原申請項目為「噴霧器」，因原產品己停產，故變更申請項目為「超音波噴霧

器」，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收回審查回覆表 32 份，35 位委員中，32 位委員表示同意，超過二分

之一委員，此案予以通過。) 

 

案由二：101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研究與著作)經費調整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說  明： 

一、為凝聚本校教師之研發能量，以達到形成團隊共同參與研發創作、提昇研發成效之

目的，並因應實際執行研發社群之需求，擬辦理經費調整。 

二、為使教師學術成果獎勵要點（著作）之各項獎勵以更為清晰明確方式分配（論文等

級、貢獻度、展演人數或件數等，以固定金額比例計算），亦為凝聚本校教師之研

發能量，以達到形成團隊共同參與研發創作、提昇研發成效之目的，本校分別於 100

年 10 月 28 日 100 學年度第 1 次研發會議及 100 年 12 月 27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1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教師學術成果獎勵要點（著作）修訂案及推動教

師研發社群實施要點（研究－研發社群）新訂案。 

三、依據教師學術成果獎勵要點（著作），101 年教師學術成果獎勵案執行金額尚餘

422,955 元；依據補助教師執行專題研究計畫要點（研究－專題研究計畫），101 年

度補助教師執行專題研究計畫執行金額尚餘 67,900 元；擬將教師學術成果獎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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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補助教師執行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專題研究計畫）結餘款項共 490,855 元

流入推動教師研發社群（研究－研發社群），鼓勵教師以團隊方式共同參與，並執

行基礎研究，藉以提昇自我研發能量，達到補助教師從事研發之最高效益。 

經費調整如下表： 

 調整比例： 

預算分配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原核定 
金額 

調整後 
金額 

原核定
比例 

調整後
比例 金額 比例 

研究 

補助教師執
行專題研究

計畫 
1,350,000 1,282,100 

18.90% 24.06% 0 0% 
推動教師 
研發社群 200,000 690,855 

著作 教師學術 
成果獎勵 1,000,000 577,045 12.20% 7.04% 0 0% 

合計 2,550,000 2,550,000   0  

 

決  議：通過。(收回審查回覆表 32 份，35 位委員中，1位委員表示不同意，31 位委員

表示同意，超過二分之一委員，此案予以通過。) 

 

委員意見： 

◎陳中一委員：不同意。與友校比較，教師學術成果獎勵金額過低。 

 

◎研發處回覆陳中一委員之意見： 

針對教師學術成果獎勵部份，本校獎勵金分配方式原採預算制，以預算總額全數發

放方式進行，造成不同年度之獎勵金不一致之情事。為實質提昇校內研發能量為能有效

運用獎補助款並對本校學術成果之貢獻度有一致的獎勵標準，本校參考友校補助方式及

金額，針對不同作者貢獻度，重新修訂分配比例及獎勵金額（定額制），並新增其他專

業學會及國際期刊等項目，以擴大獎勵範圍並顧及各領域之均衡；為鼓勵教師帶領學生

參與期刊論文之著作，另增加獎勵之附加條款，希望達到群起效尤的激勵作用，幫助學

校整體學術研究風氣之提升，獎勵之審查以秉持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辦理。目前本

校學術成果之獎勵金論文部份最高可達 30000 元/篇，與它校(如弘光科技大學一致)，

而專利部份本校獎勵金最高可達 60000 元/件(較弘光最高 25000 元/件高出許多)。另外

本校學術成果獎勵尚包括著書、展演等成果，獎勵之範圍遠大於它校。除本項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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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外，學術成果優良之教師亦可以本校之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制度給予彈性薪資獎

勵，為避免重覆獎勵之情形，於本學術成果獎勵訂定獎勵金上限十萬元之限制。 

 

  查本年度教師學術成果獎勵核定人數與往年相較並無太大差異，惟因獎勵制度已採

定額制辦理，以致獎勵金總額未達原預算金額。為使整體獎補助款之運用能推動更多校

內教師參與研究，本年度推動教師研發社群，凝聚本校教師之研發能量。因學術成果獎

勵獲獎之總金額降低，擬將教師學術成果獎勵餘款調整至推動教師研發社群，協助教師

組織同領域或跨領域之教師研發社群，促進教師研發之交流討論，以達到形成團隊共同

參與研發創作、提昇研發成效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