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英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93年 4月 22 日奉校長核定 

93年 6月 9日九十二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 11月 8日 95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5月 16日 95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3月 11日 97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日 98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1月 3日 99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5月 18日 99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2月 28日 100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5日 101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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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成立「運

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審議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相關事宜。 

二、本小組召集人由校長擔任，副召集人由行政副校長擔任。由當然委員與選任委員組成。

惟專責小組委員不宜同時兼任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院

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主任、教學卓越發展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人

事主任、會計主任。 

(二)選任委員： 

      1.由各院(中心)所屬之系、學程、中心、組自行選舉講師(含)以上之專任教師乙名擔

任。 

      2.選任委員選舉過程應採教師公開投票形式為之，選舉細則則由各院(中心)所屬之

系、學程、中心、組自訂之。 

      3.票選委員按得票數多寡依序當選，並得於當選委員名額之外，另取乙位候補委員。 

      4.若當選委員因故放棄或中途出缺時（應有放棄聲明書），則得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5.當選委員應依法視為個人榮譽及基本職責之一，履行其相關義務，並視同重要之學

校服務。 

三、本小組委員任期一年（學年度），連選得連任；均為無給職。 

四、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審核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資本門、經常門比例分配。 

(二)研議、審核支用計畫分配之合理性及變更事項。 

(三)檢討預算執行之績效。 

(四)其他與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相關事項審議。 

五、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主持，三分之二委員出席，二分之一委員始得決議。其行政事務、

會議紀錄等則由秘書室協辦之。 

六、本小組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其行政事務、會議紀錄等則

由秘書室協辦之，並得邀請與審議事項有關之人員列席報告說明。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輔英科技大學 

101 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專責小組名單 

召集人：張主任秘書可立 

一、當然委員 

職稱/單位 委員姓名 職稱 職級 

教務處 陳昌裕 教務長 教授 

學務處 曾維昌 學務長 副教授 

總務處 陳紹廉 總務長 副教授 

研發處 蔣立中 研發長 副教授 

醫學與健康學院 陳中一  院長 教授 

護理學院 謝秀芳  院長 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 賈澤民  院長 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 王淑軍 院長 副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 鄭富春 主任 副教授 

教學卓越發展中心 陳昌裕 主任 教授 

秘書室 張可立 主任秘書 副教授 

人事室 蘇基福 主任 助理教授 

會計室 季明禮 
組長 

(代會計主任) 
組長 

圖書館 方麗川 館長 副教授 

 

二、選任委員(教師代表) 

職稱/單位 委員姓名 職級 

護理學院-護理系 方月燕 助理教授 

護理學院-助產系 吳惠娟 講師 

護理學院-健康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楊招瑛 助理教授 

護理學院-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蔡家梅 講師 

醫學與健康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曹德安 副教授 

醫學與健康學院-物理治療系 吳姵蓉 講師 

醫學與健康學院-保健營養系 王志傑 教授 

醫學與健康學院-健康美容學位學程 陳雪君 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趙慶光 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職業安全衛生系 黃麗珍 講師 

環境與生命學院-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林振興 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生物科技系 王翠霞 講師 

人文與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 張簡文添 副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葉淑杏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幼兒保育系 曹純瓊 副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應用外語系 陳甄儀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廖建興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張鈺珮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鄭弼洲 助理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人文與社會組 蘇嘉宏 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自然科學組 林冠群 副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教育組 包怡芬 講師 

共同教育中心-語言教育中心 彭美惠 講師 

註：物理治療系吳慧芬委員自 101學年第二學期更名為吳姵蓉。 



   

輔英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專責小組名單 

 

◎召集人：許淑蓮校長 

◎副召集人：張可立副校長 

一、當然委員：16位 

職稱 委員姓名 職級 

校長 許淑蓮 教授 

行政副校長 張可立 副教授 

教務長 陳昌裕 教授 

學務長 何詠碩 副教授 

總務長 陳紹廉 副教授 

研發長 蔣立中 副教授 

醫學與健康學院院長 陳中一  教授 

護理學院院長 謝秀芳  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院長 賴進興 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院長 王淑軍 副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鄭富春 副教授 

教學卓越發展中心主任 楊婉萍 助理教授 

秘書室主任秘書 蘇基福 講師 

人事室主任 林冠群 副教授 

會計室主任 季明禮 主任 

圖書館館長 方麗川 副教授 

 

二、選任委員(教師代表)：23位 

單位 委員姓名 職級 

護理學院-護理系 郭倩琳 副教授 

護理學院-助產系 邱宜令 講師 

護理學院-健康事業管理系 呂桂雲 副教授 

護理學院-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蔡家梅 講師 

醫學與健康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葉耀宗 副教授 

醫學與健康學院-物理治療系 張薰文 講師 

醫學與健康學院-保健營養系 王志傑 教授 

醫學與健康學院-健康美容學位學程 陳雪君 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趙慶光 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職業安全衛生系 鄭文熙 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潘文彬 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學院-生物科技系 廖明一 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 張簡文添 副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葉淑杏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幼兒保育系 林秀慧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應用外語系 簡綺瑩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葉富豪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張鈺珮 助理教授 

人文與管理學院-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傅正玲 副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人文與社會組 陳俊華 副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自然科學組 郭世明 講師 

共同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教育組 林澤民 副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語言教育中心 彭美惠 講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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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4：00 

地點：J402 會議廳 

主席：曾維昌委員(代)                                紀錄：楊美琴 

出席：詳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 

        現場人數已達召開會議規定人數，開始今日的會議。今天因召集人主任秘書張可立委員公

差，故由本人代為主持此次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會議。本次召開會議是為

審議 102年支用計畫書支用比例、項目及內容，依據教育部規定，學校須於 11月底前呈報新

年度支用計畫書，會計室已彙整各單位資料，現請相關單位依序說明。新年度支用計畫書待教

育部核定補助金額後，將再進行金額與項目調整。請各位委員就手中資料審閱並惠賜意見。 

 

二、提案討論 

 

    案  由：審議 102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詳見會議資料（附件一：102 年支用計畫書經費項目表）及 102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決  議：修正通過。依下列原則進行內容修正： 

    (一)資本門、經常門之支用項目不變，修訂經常門支用項目之優先序，將「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項下之「進修」項目置前，其餘項目依照所佔比例高低排序。 

(二)自籌款比例調整為 23.44%，金額為 6,406,100元。 

(三)調整自籌款金額後，支用計畫書總預算金額為 33,736,073元。 

 

    發言紀要： 

     (1)會計室陳貞瑾組長：102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係依照前一年度支用計畫書金額

規劃，預估補助款金額 21,989,396元，獎勵款為 5,340,577元，總

預算 27,329,973元。其中資本門 19,130,981元，佔總預算 70%，經

常門 8,198,992元，佔總預算 30%，符合教育部規定比例。教育部規

定各校至少提撥獎勵補助款之 10%為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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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用比例），本校此次自籌款金額為 9,306,100元，佔總預算 34.05

﹪，全數編列於資本門項目，預估總經費為 36,636,073元。 

                          加入學校自籌款後，資本門與經常門比例為 77.62﹪與 22.38﹪。 

 

     (2)曾維昌委員：經常門支用項目第一項「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目前項目支用排序為進修、

研究、著作、升等送審、研習、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建議依重

要性或所佔比例高低來調整項目序位以符優先序概念。 

 

(蘇基福委員回應：本校整體預算來源大致分為校款及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兩方面，因此教

育部獎勵補助款項目與校款預算項目依附連結關係甚為緊密，而經常

門各項目原本即為學校每年固定支出項目，若獎補助款不足則由校款

支出，其項目優先序並不影響執行與否。另外，由於支用計畫書附表

三中註六寫明「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

學位。」因此人事室彙整資料時，將「進修」一項置前，以突顯本校

改善師資結構之辦理成效，其餘項目則未特意排序。) 

 

        (方月燕委員回應：從計畫項目內容來看，「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所佔比例最高，經費運

用似偏重教師而輕學生，「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一項僅佔經常門

2%，資本門亦僅編列 2%獎勵補助款以及學校自籌款 1.3%用以採購學生

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此部分稍嫌不足，以現今成果導向的評鑑趨勢，

學生表現亦為一重要指標，故建議挹注更多資源在學生身上，提高此

項目之經費比重及執行優先序。另外，在經費分配方面亦應考量前年

執行成效來調整其預算比例。) 

 

(行政副校長室陳碧雲秘書回應：就教育部補助的立場而言，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著重「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規定應佔經常門經

費 30%以上，將其列於第一項目，分配經費較多，也包

含最多項目，包括進修、升等送審、研究等等。「學生事

務及輔導相關工作」一項於整體發展獎勵經費中雖佔較

低比例，然另有一筆教育部「學輔專帳」款項可供支用

學生事務，每年約兩百餘萬，學校也相對提撥一定比例

之自籌款，總計約有四、五百萬之學生活動事務經費。

從學校整體預算觀之，學生事務經費來自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款及學輔專帳款項，並未排擠學生活動事務經費項

目。) 

 

(蔣立中委員回應：經費規劃方面，各單位各有其需求與偏重項目，均希望獲得足夠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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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然此案首先應回歸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之執行精神，思考此筆

款項的計畫目標、欲達到的成效為何，其次，近年教育部獎勵補助款

之分配趨勢為獎助大於補助，即學校須有可供認同之成果始能爭取更

多經費，因此若學校推動之各項事務無利於突顯獎補助款辦理成效，

則恐將影響學校所獲得之經費不斷萎縮。) 

 

(曾維昌委員總結：綜合委員意見，依照以下三原則修訂目前經常門支用項目： 

1.經常門支用項目不變。 

2.重點項目優先排序，將「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下之「進修」

項目置前。 

3.其餘項目依照所佔比例高低排序。) 

 

(3)張簡文添委員：資管系電腦教室部分設備已老舊不堪使用，例如 B413電腦教室，上次科大

評鑑委員亦對此提出意見，建議優先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項改善電腦教

室設備，以提供較優質之全校資訊能力課程教學環境。 

 

(校長室林文卿秘書回應：關於電腦教室的設備汰換問題，學校近年已規劃依序分批更新

各電腦教室之電腦設備，並由各系科自行提出所需規格，以資

管系八間電腦教室來看，目前僅剩一間為 2008年設備，明年始

屆使用年限，其餘均已進行更新事宜，張簡委員所提之 B413

電腦教室將於這個月發包工程，下一間更新之電腦教室為

B417。) 

 

(4)校長室林文卿秘書：102年度編列之自籌款比例高達 34.05﹪，若學校所獲得之獎補助款高

於支用計畫書申請金額，則相對提撥之自籌款亦隨之提高，恐造成學校

預算負擔，此比例是否合宜懇請委員審議，建議與前年之比例持平。自

籌款金額若降低，僅代表刪除項目不報列於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中，而

另由校款支應，並不影響其執行。 

 

    (吳慧芬委員回應：若調整自籌款比例，調降哪個項目較為合適？) 

 

(採購承辦人張惠玲專員回應：本校自籌款全數用於資本門項目，其中「四、其他」所佔

比例最高(佔 67.6%，金額為 6,290,000 元)，若委員決議

調降自籌款比例，建議自此項調整。若刪除此大項最末四

項，即校園服務伺服器虛擬化計畫與建置學術雲端整合系

統計畫項目，則自籌款比例變更為 21.24%，金額為

5,806,100 元，若刪除最末三項，自籌款比例變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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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4%，金額為 6,406,100 元，兩者均近似於前年自籌款

比例，提供委員參考。) 

 

(陳紹廉委員回應：刪除最末四項後，自籌款比例更為 21.24%，最接近去年自籌款比例

21.59%。) 

 

(行政副校長室陳碧雲秘書回應：建議微幅提升，勿低於去年學校自籌款比例較為理想。) 

 

(曾維昌委員總結：考量各項目支用需求，徵詢在場委員意見，決議調降「四、其他」自

籌款金額從 6,290,000 元降至 3,390,000元，將整體自籌款比例修正

至 23.44%，金額為 6,406,100元。) 

    

三、臨時動議【無】 

 

四、主席裁示： 

        依照今日會議決議結果修改填報支用計畫書內容，並於規定期限 11月 30日前報部審查，

此預算為預估金額，確切之支用金額待教育部核定後再行調整。 

 

五、散會（下午五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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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2 年支用計畫書經費項目表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金額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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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款 34.05﹪） 

總經費

(5)=(3)+(4) 

$21,989,396 $5,340,577 $27,329,973 $9,306,100 $36,636,073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10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0﹪） 

金額 $15,392,577  $3,738,404  $9,306,100  $6,596,819  $1,602,173  $0  

合計 $28,437,081 $8,198,992 

占總經

費比例 
77.62﹪ 22.38﹪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

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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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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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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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9,961 72.5％ $1,777,120 19.1％ 

請另填寫附表四 

預算項目總計 

15,64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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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請另填寫附表五、

六 

預算項目總計 

6,000,000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4,878,400 25.5％ $1,121,600 12.0％ 

小計 $4,878,400 25.5％ $1,121,6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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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620 2.0％ $117,380 1.3％ 

請另填寫附表七 

預算項目總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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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0,000 67.6％ 

請另填寫附表八 

預算項目總計 

6,290,000 

總 計 $19,130,981 100.0％ $9,306,100 100.0％ 
預算項目總計 

28,437,081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

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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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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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22% $0 0%  

製作教具 $80,000 0.98% $0 0%  

改進教學 $1,500,000 18.29% $0 0%  

研究 $2,000,000 24.39% $0 0%  

研習 $900,000 10.98% $0 0%  

進修 $780,000 9.51% $0 0%  

著作 $800,000 9.76% $0 0%  

升等送審 $144,000 1.76% $0 0%  

小計 $6,304,000 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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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鐘點

費 

$40,995 0.5% $0 0%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122,985 1.5% $0 0%  

小計 $163,9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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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 $0 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2 年內) 
$1,431,012 17.45% $0 0% 

 
現有教師薪

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

費 
$0 0% $0 0%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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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8,198,992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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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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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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日前教育部已核定本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今日會議乃據核定金額審議 102年支用計畫書調整變更案，此外，計有三項計畫

經費項目提出變更，接下來請提案單位依序說明。 

 

二、提案討論 

 

    案由一：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102年度整體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說  明： 

一、計畫名稱：建立文教校園、促進產學實務學習計畫。 

二、變更項目與原因：原預算編列攝影機 150,000元，當時詢價時間為 101年 10月，與

採購時間(102年 3月)已相隔約 5個月，現因物價上漲，導致無法以原預估之金額

採購，故由原申請金額 150,000元變更為 159,000元。 

三、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鄭弼洲委員：由於提出經費需求與採購時間相隔 5 個月，經物價變動，已無法維持

原詢價金額，因此調升項目金額至 159,000 元，考量本學位學程確有

其實際教學需求，請各委員予以同意增列金額採購此項目。 

 

     (2)方月燕委員：查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請購之攝影機，規格內容僅列附加配備如充

電器、鏡頭蓋、遙控器、電池等物，未載明攝影機本體規格(如鏡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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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應增修其規格內容為宜。 

     (主席裁示：同意方委員建議，請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增修攝影機之規格內容。) 

 

    案由二：幼兒保育系 102年度整體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幼兒保育系)  

說  明： 

    一、計畫名稱：精進課程教學、建立本系特色-A004 幼兒玩(教)具製作室(玩具設計與製

作)計畫。 

二、變更項目與原因 

(一)由於 A004幼兒玩(教)具製作室空間較大，為方便左右兩側學生學習，故將數位

教學顯示器從原申請 47型改採購 55型(規格異動，金額不變)，以滿足同學上

課需求。 

(二)原編列之 3D雕刻機，採削去原理設計，不僅頗為耗材，而且容易造成空氣污染，

不符環保需求。為顧及師生健康、減低耗材使用及製造多色的 3D模型，改採購

「3D立體塑模機」，規格異動外，金額由原 52,000元變更為 87,800元。 

三、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王瑞宏主任：本系擬變更兩項，數位教學顯示器一項乃因市場競爭激烈，產品售價

降低，又考量本系 A004幼兒玩(教)具製作室空間較大，故維持原申請

金額之情況下，擬將 47 吋顯示器改購為 55 吋，預估變更後將更有助

提升學習品質。3D雕刻機一項則如提案說明，採購時評估汙染較少、

功能較優之 3D立體塑模機更適宜師生使用，基於耗材及環保考量，擬

改採購先進機型，所需等級較前提升，故所需經費提高至 87,800 元，

請委員予以同意本系追加 35,800 元經費。(追加之經費由本校整體獎

勵補助經費之自籌款支應。) 

 

 (2)主席：改購新型 3D立體塑模機固然可降低空污情況，然需求單位採購時，亦應一併

考量先進機型之所用耗材價格，是否高於 3D 雕刻機之耗材價格，以掌控整體

實際成本支出。 

 

 (3)鄭弼洲委員：削去原理設計之 3D 雕刻機與 3D 立體塑模機相較，立體塑模機似更容

易於製作過程中因加熱而產生有害氣體，是否反而有損害人體健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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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蔣立中委員回應：塑料於加熱過程中確會產生少許揮發性物質，然不管為何種機型，

耗材為塑料者均無可避免。) 

 

  (主席回應：基於課程製作而有使用塑模機之需求，為維護師生健康，請使用單位留意

器材擺放位置是否通風良好，以及加強宣導施作防護事宜(如配戴口罩)。) 

 

案由三：應用外語系 102年度整體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應用外語系) 

說  明： 

    一、計畫名稱：發展學系優勢特色-職場情境模擬教室計畫。 

二、變更項目與原因 

(一)原編列「丙級國貿業務技士軟體」原預定十萬元購買，因軟體漲且情境教學教

室設備尚未完善，改採購丙級國貿業務技士相關書籍。 

(二)原編列「TKT 教學軟體」原詢價之廠商其軟體及書籍於本學期已經停產且無庫

存，故改採購情境教室改善相關物品(電腦)。 

    三、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林顯全主任：原編列「TKT 教學軟體」於詢價之時仍有出產，至採購時，廠商始告

知本學期已經停產亦無庫存，以致無法執行原申請項目，為配合職場情

境模擬教室計畫之實施，因此改購電腦等相關設備。至於原編列「丙級

國貿業務技士軟體」一項，場地設備因故未能於短期建置完成，本系評

估場地設備完工之前，不宜先行採購所需軟體(考量搭配使用問題)，故

改為採購丙級國貿業務技士相關書籍。 

 

(2)蔣立中委員：採購之軟體為丙級檢定所用，似有等級稍低之嫌。此外，依附件三資料

所示，金額 10萬元「丙級國貿業務技士軟體」變更為金額 2萬 5000元

電腦，金額是否落差過大？ 

 

(林顯全主任回應：考量丙級技士軟體可適用於多數學生，故優先採購丙級軟體，日後本

系亦將評估學生學習情形，鼓勵學生朝向乙級發展。) 



 4 

 

(採購承辦人張惠玲專員回應：應用外語系此筆經費除改購 2 萬 5000 元之電腦，尚有學

生課桌椅一批，由於課桌椅單價低於一萬元，依規定歸入

經常門，故未列於此資本門變更案內容中，該系改購之課

桌椅項目請參見附件五：經常門需求變更項目對照表。)  

 

案由四：102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常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總務處) 

說  明： 

    一、教育部 102年度核定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部份計 28,207,861元(與原申請 19,130,981

元，增加 9,076,880元)，資本門自籌款金額變更為 2,101,524元(原申請 6,406,100

元，減少 4,304,576元)，如附件四。 

    二、因核定金額加上自籌款金額比原先申請增加 4,772,304 元，又依照支用計畫書書面

審查意見調整項目，經各使用單位重新編列，資本門、經常門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採購承辦人張惠玲專員： 

       教育部核定金額較本校原申請金額增加，資本門增加經費至28,207,861元(原申請

19,130,981元，增加9,076,880元)，增加之經費所支用項目包含下列五類： 

 

       1.業已核定列入本校101學年教學資本門之項目，但未列支於102年支用計畫書(預估

版)者：含圖書館自動化設備328,000元、雲端設備2,500,000元、健美學程防潮箱

21,980元。 

       2.原列支於102年支用計畫書(預估版)之標餘款項目：護理學院計畫789,780元。 

       3.化材系專案簽核之乙丙級場地認證項目450,000元。 

       4.滿足學輔經費應達2%要求之追加項目：無線對講機64,800元。 

       5.剩餘金額採購數位講桌，以精進教學品質。 

 

       此外，計畫標餘款亦優先購置數位講桌。 

 

    (2)蔣立中委員：本校資本門項目之運用有分散各系之情形，各系資源不夠透明，亦少相

互流通，從整體資源考量，建議應統籌規劃，進行全校資源整合及管理，

避免重複採購之浪費，以有效發揮經費最高效益。 

    (主席回應：蔣委員之建議涉及全校整體資源規劃，暫無法在此次會議一併討論，同時應

考量各系自有其特殊性需求，未必適用統一集中管理方式。因此請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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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總中心等相關單位蒐集詳細資料後，進行學校資源調查與評估，再從長

計議。) 

 

    (林振興委員回應：蔣委員之建議確有難行之處，以化材系為例，本系面對相關計畫申請

及評鑑制度，時常須配合採購機台達規定數量及擺放位置要求，有獨

立設置需求以突出學系特色，不宜與他系共用。) 

 

    案由五：審議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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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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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基福委員： 

      本校依據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金額，按規定比例進行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調整，經常

門部分，大致調整情形說明如下： 

       

      1.「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下之「研究」，由 2,000,000 元提高至 3,630,000 元。 

      2.「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一項，調整經費以符合 2%比例之編列規定。 

      3.「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一項，維持原訂金額，經常門總經費增加，故該

項比例相對降低。 

      4.「其他」一項，扣除上述增加經費，其餘用於「新聘教師薪資」。 

 

案由六：審議教育部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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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

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2 年 2 月 8 日來函辦理。教育部核定本校 102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為 4,029

萬 6,944 元。(含經常門經費 1,208 萬 9,083 元，資本門經費 2,820 萬 7,861 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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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支用計畫書

經費支用總表(附件八)及「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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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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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1)陳貞瑾組長：本校獎勵補助經費業經教育部核定，總金額較原支用計畫書(預估版)

增加 1,296 萬 6,971 元，其中資本門項目增加 907 萬 6880 元，經常門

項目增加 389 萬零 91 元，資本門及經常門增修項目由會計室彙整如會

議資料(核配版支用計畫書)，請委員審閱。 

 

三、討論事項 

    本校共同教育中心提出之「推動『中國語文能力』課程新計畫──厚植關懷教養的讀寫

能力」計畫，近日榮獲教育部核定補助第二期款(金額 241萬 9103元)，其計畫辦理成果出色，

可展現本校辦學特色，適可增補支用計畫書「最近 3 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一項，故擬將此

成果列入支用計畫書內容，增列說明如下： 

    本校積極提升學子語文能力，近年致力推動中文必修課程─「中國語文能力」課程精進

與革新，持續深耕有成。共同教育中心申請教育部 100 年度「強化台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

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程計畫」，本校以「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 A 類：

推動『中國語文能力』課程新計畫─厚植關懷教養的讀寫能力」計畫(計畫期程：

100.8.1~102.1.31)，獲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2,333,278元，102年度再獲第二期計畫核定補

助金額 2,419,103元(計畫期程：102.2.1~103.1.31)，為科技大學中少數獲補助學校。(支用

計畫書頁 25) 

 

決  議：同意，此外本校在「提升外語能力」方面亦有相當成效，歷年均獲專案計畫補助，

此部分亦可增述。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二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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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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                     記錄：楊美琴 

說明：本次會議因提案之項目執行時程較為迫切，又逢期末期間，難以覓得所有委員共

同開會時段，考量下列兩項提案係因項目更名，以及配合支用計畫書審查委員意

見修正而提送本小組審議，並無重大變動，故採取書面會簽方式審議。 

 

提案事項： 

 

案由一：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102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說  明：優先序#0020-04「麥克風音箱」項目於申請採購時發現正確名稱應為「麥克風

組」，故提出項目名稱變更，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收回審查回覆表 37份，39位委員中，37位委員表示同意，超過二分

之一委員，此案予以通過。) 

 

案由二：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10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說  明： 

依據 10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委員之審查意見：「優先序#0012-03「噪

音與振動污染危害分析設備」似包含部分可單獨使用之細項設備，如：噪音計、

位移振動計、噪音計音量校正器、資料紀錄器…等，是否屬於「整組設備（需

整組搭配方能使用之設備）」，有待進一步釐清與確認，#0012-04~06亦為類似

情形。」故本系為教師授課教學需要與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規定，將優先序

#0012-01至 06項目非需整組合購分項列出，部份項目改列為校款支應，部份

項目名稱、規格、單價、總價變更，變更情形如下： 

 

        (一)原優先序#0012-01：「地下水含水層及抽水操作模型」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蠕動幫浦、手提式電導度計。 

            2.校款支應項目：玻璃水箱組、高嶺土、石英砂、展示架。 

        (二)原優先序#0012-02：「家用淨水器組裝、測試訓練模型」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攜帶型水質檢測儀、攜帶式多參數比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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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款支應項目：無。 

        (三)原優先序#0012-03：「噪音與振動污染危害分析設備」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噪音計、位移振動計。 

            2.校款支應項目：噪音計(與上列之噪音計不同型號，單價低於一萬元)、

噪音計音量校正器、記錄軟體、多功能環境參數檢測儀。 

        (四)原優先序#0012-04：「健康物理環境管理系統模組」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無。 

            2.校款支應項目：紡織品纖維介質組、泥炭土介質組、水草土介質組、水

陶石介質組、植栽、角鋼支撐架、隔板、角鋼滾輪支撐架、告示說明牌。 

        (五)原優先序#0012-05：「廢水混凝膠凝沉澱處理程序模型」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攪拌器、馬達。 

            2.校款支應項目：混凝池、膠凝池、沉澱池、工具組、收藏箱。 

        (六)原優先序#0012-06：「空氣污染控制系統模型」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馬達。 

            2.校款支應項目：空氣污染物產生器、過濾式除塵器、重力沈降室、洗塵

塔器、系統拆解與組裝工具、收藏箱。 

        (七)變更前後項目名稱、單價、總價與詳細規格，見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收回審查回覆表 37份，39位委員中，37位委員表示同意，超過二分

之一委員，此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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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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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地點：J402 會議室 

主席：張可立委員(副召集人)                                紀錄：楊美琴 

出席：詳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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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學校

應於 11 月底前，彙整下一年度經費支用計畫連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等資料

報部，日前已通知各業管單位著手準備 103 年度支用計畫書相關資料，為顧

及報部時程，懇請各學術、行政單位協助配合。 

              本次為 102 學年度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計有二項追認案、三項變更案，以

下請提案單位依序說明。 

                      

二、提案討論 

(一)追認案 

    案由一：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102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追

認。（提案單位：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說  明： 

一、優先序#0020-04「麥克風音箱」項目於申請採購時發現正確名稱應為「麥克風

組」，故提出項目名稱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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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提案係因項目更名而提送本小組審議，並無重大變動，故採取書

面會簽方式審議。此案已於 102 年 6 月 28 日經 101 學年度專責小組委員書面審

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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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

議)，提請追認。 

 

    決  議：通過。 

 

    案由二：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10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追認。（提案

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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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據 102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委員之審查意見：「優先序

#0012-03「噪音與振動污染危害分析設備」似包含部分可單獨使用之細項設備，

如：噪音計、位移振動計、噪音計音量校正器、資料紀錄器…等，是否屬於「整

組設備（需整組搭配方能使用之設備）」，有待進一步釐清與確認，#0012-04~06

亦為類似情形。」故本系為教師授課教學需要與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規定，將

優先序#0012-01至 06項目非需整組合購分項列出，部份項目改列為校款支應，

部份項目名稱、規格、單價、總價變更，變更情形如下： 

        (一)原優先序#0012-01：「地下水含水層及抽水操作模型」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蠕動幫浦、手提式電導度計。 

            2.校款支應項目：玻璃水箱組、高嶺土、石英砂、展示架。 

        (二)原優先序#0012-02：「家用淨水器組裝、測試訓練模型」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攜帶型水質檢測儀、攜帶式多參數比色計。 

            2.校款支應項目：無。 

        (三)原優先序#0012-03：「噪音與振動污染危害分析設備」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噪音計、位移振動計。 

            2.校款支應項目：噪音計(與上列之噪音計不同型號，單價低於一萬元)、噪音

計音量校正器、記錄軟體、多功能環境參數檢測儀。 

        (四)原優先序#0012-04：「健康物理環境管理系統模組」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無。 

            2.校款支應項目：紡織品纖維介質組、泥炭土介質組、水草土介質組、水陶石

介質組、植栽、角鋼支撐架、隔板、角鋼滾輪支撐架、告示

說明牌。 

        (五)原優先序#0012-05：「廢水混凝膠凝沉澱處理程序模型」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攪拌器、馬達。 

            2.校款支應項目：混凝池、膠凝池、沉澱池、工具組、收藏箱。 

        (六)原優先序#0012-06：「空氣污染控制系統模型」 

            1.資本門教學設備項目：馬達。 

            2.校款支應項目：空氣污染物產生器、過濾式除塵器、重力沈降室、洗塵塔器、

系統拆解與組裝工具、收藏箱。 

        (七)變更前後項目名稱、單價、總價與詳細規格，見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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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提案係因配合審查委員意見修正而提送本小組審議，並無重大變

動，故採取書面會簽方式審議。此案已於 102 年 6月 28日經 101學年度專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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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委員書面審查通過(101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

一次臨時會議)，提請追認。 

  

決  議：通過。 

 

(二)變更案 

案由一：學務處 102年度整體獎勵補助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項目優先序#0020-00無線對講機，因考量需求數量詢價，

以每組 6支計 3組 18支報價，而錯估每組僅能 2支且單價需超過一萬元之資本

門項目規定，爰提項目規格、數量、單價變更，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何詠碩委員：此項目變更並無更動金額，乃因先前申請人員誤以每組 6 支報價(請購

三組，18支)，而無線對講機一組應為 2支，又考量使用單位之需求，

改採購規格較優之無線對講機，在不變更金額之情況下調整採購數量

(一組 2支，採購六組計 12支)，故提出此次變更。  

 

案由二：102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總

務處) 

說  明： 

    一、標餘款項目新增「教學及研究設備」項目─電腦 40組(合計 1,212,000元)、學

輔相關設備項目─半身安妮模型 2台(合計 20,000元)，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四。 

    二、原優先序 0012-01~0012-06 環工系變更案已於 102/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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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議」通過(如追認案之案由

二)。(依委員建議將非需整组合購分項列出後，部分項目改由校款支應，金額

共計 200,275元) 

    三、因上述提案，資本門獎補助款、自籌款與標餘款金額變更表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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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購承辦人張惠玲專員：目前 102 年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已全數執行，標餘款計

1,217,141元，故此次擬新增 B416電腦教室電腦 40套及學

輔相關設備-半身安妮模型 2 具作為標餘款項目，上述項目

預估金額合計為 1,232,000元，詳如附件四變更對照表及標

餘款金額變更表。 

                            資本門獎補助款、自籌款金額變更表，請參見附件五。依據

審查委員意見，移除環工系非屬「整組設備（需整組搭配方

能使用之設備）」之項目(經費計 200,275元)，並優先由自

籌款中調整，故資本門自籌款金額由 2,101,524 元變更為

1,901,249元。 

 

    (2)張可立委員：考量本校為提供考選部作為國家考試之考場，且顧及全校性教學使用之

需求，故標餘款優先採購資管系專業教室之電腦設備應屬合宜。課外活

動組申請之半身安妮模型為學生課外急救訓練所需，評估其需求予以同

意請購。 

 

案由三：審議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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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 10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為 4,029萬 6,944元（含經常門經費 1,208

萬 9,083元，資本門經費 2,820萬 7,861元），本校提撥自籌款 7,096,722元（佔

總經費 17.61％），總經費為 4,739萬 3,666元。 

    二、茲因資本門經費變更(詳案由二)，資本門自籌款自 210 萬 1,524 元降至 190 萬

1,249元，變更後金額及比例請見附件六（102年度支用計畫書經費支用總表）。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會計室張達人組長：此項變更乃因前述資本門之經費變更，故本校資本門自籌款自

210 萬 1,524 元降至 190 萬 1,249 元(自籌款調整後，總經費變

更為 4,719萬 3,391元)，自籌款比例由 17.61%降至 17.11%，仍

符合並高於教育部規定之 10%比例。 

 

    (2)張可立委員：此項調整金額不高，影響自籌款所占比例不大，仍符合本校編列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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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15%~20%之慣例。 

 

  三、其他報告事項 

    (1)會計室張達人組長：依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之申請規定，學校應於 11月 30日前，彙

整次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等資料報部，考量作業時程緊迫，懇請

相關單位配合規劃之時程，儘早提供 103年度支用計畫書所需資

料，俾便辦理後續報部事宜。 

 

    (2)蔣立中委員：學校中長程計畫書內容與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關係密切，故請各單位

協助撰寫或修訂中長程計畫書時，務請具體陳述；協助提供 103年度獎

勵補助支用計畫書內容時，亦請明確對應與中長程計畫書(本學年修改

版)之關聯性，以免造成審核之困擾與延誤時程。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1 時 20 分） 



附件一  102年度獎補助經費項目變更對照表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0020-04
麥克風

音箱

專業無線麥克

風領夾式話

筒、全指向型

話筒、腰上發

射器，採用背

景燈液晶螢幕

，發射功率可

在30mW和

5mW之間選擇

，工作頻段：

806-810MHz ，

尺寸：W63mm

x H82.5mm x

D18.7mm 帶有

Mic/LINE切換

開關

1 16,800 16,800
文教學

程
0020-04

麥克風

組

專業無線麥克

風領夾式話

筒、全指向型

話筒、腰上發

射器，採用背

景燈液晶螢幕

，發射功率可

在30mW和

5mW之間選擇

，工作頻段：

806-810MHz ，

尺寸：W63mm

x H82.5mm x

D18.7mm 帶有

Mic/LINE切換

開關

1 16,800 16,800
文教學

程

設備名稱誤植，

正確名稱：麥克

風組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單位名稱：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16,8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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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單位名稱：環工系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1

蠕動幫浦

規格 :流量範圍5 ~68L/h (內徑6.35 x 外徑

9.53mm)；流量精度±4%；輸出壓力 max

1.4kg/cm^2；轉速20～270rpm；2組轉

頭；正反向送液；外部尺寸 142mm×

266mm×203mm；重約6kg。

1 台 52,000 52,000 環工系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2

手提式電

導度計

測量範圍:比電導：0.00

mS/cm~200.0mS/cm(5段可自動或手動切

換)、比電阻:0.00~100.00MΩ‧cm、鹽

度：0.0～70.0ppt、TDS：0～2000mg/l、

溫度: -10.0~ +110.0℃；精確度:電導度：±

0.5%(±1 digit)；輸出訊號:RS-232；顯 示

幕:1/2”LCD液晶顯示螢幕；電    源:4x1.5V

電池；保護等級:IP65；(合格認證：CE)；

尺寸:185×98×38cm(L×W×D)；重量0.35公

斤；附件:四極式電導度電極 8-243,手提箱

一只。

1 支 18,000 18,000 環工系

玻璃水箱

組

規格 :玻璃水箱尺寸約為 60cm×30cm×

36cm；玻璃管2支；TF活栓3個；含鑽孔

加工及活栓安裝之工資。

1 組 7,000 7,000 環工系

高嶺土 試藥級 6 公斤 300 1,800 環工系

石英砂 主要成分SiO2，乳白色或無色半透明狀。 80 公斤 17.5 1,400 環工系

展示架
鍍鉻鐵管組合架(含支柱4支、平板2片、

活動輪2個、剎車輪2個)
1 個 1,800 1,800 環工系

數量

10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需求變更項目對照表

說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數量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1

地下水含

水層及抽

水操作模

型

1 組 82,000

1.蠕動馬達*1台

2.壓克力箱

(60cm*30cm*45cm)*1組。

3.Conductivity Sencer*2支

4.皂土(10kg)*1包

5.壓克力管(50cm*ID1cm)*4

支。

6石英砂(50kg)*1包

7. 須附有系統拆解與組裝所

需之工具。

8. 須有收藏箱, 將單元收藏於

箱內。

校款

 環工系82,000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改由校款

支應。

(另依教學指

導需要調整項

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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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數量
說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數量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3

攜帶型水

質檢測儀

1.測量範圍:pH0~14unit;ORP-999~1999mV;

電導度:0~200mS/cm;鹽度:0~70ppt;總溶解

固體:0~100gl。2.溫度:-5~+70.0゜C(溶氧溫

度補償-5~+45.0゜C)。3.解析

度:pH:0.01unit;電導度:0.001~0.1mS/cm(視

範圍而定);鹽度:0.01ppt;總溶解固體:0/001

g/l。゜C:0.1゜C。4.顯示:可同時顯示溫

度、pH,溶氧(mg/l,%),導電度,氣壓等測

值。5.開機自動診誤,具日期及時間顯示。

6.酸鹼度:可做六點校正。7.感度裝置:(1)可

選擇1-4探孔感應器;附加重頭保護套;(2)長

度可選擇1,4,10,20,30公尺。8.具螢幕及按

鍵背光顯示及低電力指示。9.自動關機時

間可調整(0~360分鐘)。10.符合CE認證,並

具防水等級IP67。11.鹽度可自動補償;大

氣壓力自動補償。12.可儲存紀錄2000組

數據,並可透過USB介面與電腦連結做即時

監測記錄。13.電源:2顆C type電池。14.附

件:Probe with 4m cable for DO&COND。

1 台 53,670 53,670 環工系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4

攜帶式多

參數比色

計

1.操作波長:自動選擇。2.操作模式:濃度、

吸收度、穿透度。3.量測單位:µg/L、

mg/L、g/L、ABS、%T。4.讀值記憶:50組

(每組含日期、時間、分析項目、程式號

碼、濃度、吸收)。5.顯示:大型LCD同時

顯示讀值、分析項目及單位。6.內藏90組

以上校正曲線,並提供各方法之準確度、

干擾、樣品存取等應用資料。7.可另外自

設12點以內的校正曲線五組。8.具三種不

同化學形式濃度值轉換功能。9.具省電自

動關機功能。10.具試劑空白調整及標準

液調整功能。11.具低電力指示。12.構造:

符合IP67防塵防水標準。

1 台 45,200 45,200 環工系

環工系

1.顆粒狀活性碳管柱元件4

個。

2.纖維狀活性碳管柱元件4

個。

3.離子交換管柱元件4個。

4.逆滲透管柱元件4個。

5.逆滲透加壓泵4個。

6.附裝備管材及固定架。

7.攜帶型水質檢測儀。

8.攜帶式多參數比色計一

台。

9.附系統拆解與組裝所需之

工具。

10.附收藏箱,所有元件，管材

與工具，必須能全部納入於

收藏箱內。

1 座 98,870 98,870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2

家用淨水

器組裝、

測試訓練

模組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

(另外因為儀

器本身金額較

高，故其他管

柱元件取消刪

除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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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數量
說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數量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5

噪音計

1.符合標準：IEC61672class1。2.A/C噪音

加權。3.內建外部VR校正。4.自動/手動範

圍選擇模式。5.記憶功能:最大/最小/讀值

鎖定，可外接記憶體。6.快/慢-動態顯示

模式(6.1快顯示模式：200ms   6.2慢顯示模

式：500ms)。7. 銀幕背光顯示，易於讀取

，含伸縮腳架。8. 自動模式：30.0-

130.0dB。9. 手動三段範圍：30-80/50-

100/80-130dB。10. 附噪音計專用腳架及

4G-SD卡。(含記錄功能 ; 附收藏箱)。

2 台 10,995 21,990 環工系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6

位移振動

計

 1.頻率響應:10Hz-1kHz。2.符合ISO2954標

準(參考表1，12頁）。3.取樣時間:1秒。4.

數位歸零調整，可外接記憶體。5. 速度:

三種單位顯示mm/s、cm/s、inch/s。6.加速

度:三種單位顯示m/s2、g、ft/s2。7. 位移

量：mm、inch。8. 加速度 (8.1 0.5-

199.9m/s2、0.05-20.39g、2-656ft/s2)。9.

速度(9.1 0.5-199.9mm/s、0.05-19.99cm/s

9.2 0.02-7.87inch/s  9.3 精密度±(5%讀值＋

2D)，校正點50mm/s(160Hz)。10. 位移量

(10.1  0-1.999mm、0-0.078inch  10.2  精密

度±(5%讀值＋2D)，校正點

50mm/s(160Hz)。( 附收藏箱 )

1 台 21,735 21,735 環工系

噪音計

1.符合IEC61672class2規範。2.A/C噪音加

權。3.內建外部VR校正。4.自動/手動範圍

選擇模式。5.記憶功能：最大/最小/讀值

模式。6.快/慢-動態顯示模式 (9.1快顯示模

式：200ms  9.2慢顯示模式：500ms) 。7.

銀幕背光顯示，易於讀取。8.自動模式：

30.0-130.0dB。9.手動三段EXCEL單機紀

錄範圍：30-80/50-100/80-130dB。10.自動/

手動記錄功能。11.可記錄10萬筆資料，

同時紀錄日期時間。12.附噪音計專用腳

架及4G-SD卡。(含記錄功能 ; 附收藏箱)

2 台 7,215 14,430 環工系

噪音計音

量校正器

 1.輸出音壓強度(1.1 94dB±0.75dB、114dB

±0.9dB)。2.總諧波失真(2.1 94dB±2%、

114dB±5%)。3.輸出頻率：1000Hz±5%。

4.可校正1英吋及0.5英吋麥克風頭。5.內

建電力不足指示功能。6.尺寸：直徑

50mm*82mm長。

1 台 5,565 5,565 環工系

記錄軟體 專用記錄軟體, 附專用USB儀表線4組 1 套 5,880 5,880 環工系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3

噪音與振

動污染危

害分析設

備

1.噪音計*2台。

2.位移振動計*1台。

3.噪音計音量校正器*1台。

4.資料紀錄器*1台。

5. 須有收藏箱, 將單元收藏於

箱內。

1 組 75,000 75,000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改由校款

支應。

(另依教學指

導需要調整項

目內容)

校款

環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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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數量
說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數量

多功能環

境參數檢

測儀

五合一環境量測功能：風速/溼度/照度/溫

度/噪音。
1 台 5,400 5,400 環工系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3

噪音與振

動污染危

害分析設

備

1.噪音計*2台。

2.位移振動計*1台。

3.噪音計音量校正器*1台。

4.資料紀錄器*1台。

5. 須有收藏箱, 將單元收藏於

箱內。

1 組 75,000 75,000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改由校款

支應。

(另依教學指

導需要調整項

目內容)

校款

環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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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數量
說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數量

紡織品纖

維介質組
100cmX100cm 1 組 2,000 2,000 環工系

泥炭土介

質組
90cmX90cm 1 組 10,000 10,000 環工系

水草土介

質組
90cmX90cm 1 組 9,000 9,000 環工系

水陶石介

質組
L80cmXW60cmXH90cm 1 組 13,000 13,000 環工系

植栽 3吋苗盆 210 盒 50 10,500 環工系

角鋼支撐

架
100cmX100cmX30cm 1 座 900 900 環工系

隔板 L100cmXW90cmXT8cm 4 組 2,000 8,000 環工系

角鋼滾輪

支撐架
50cmX50cmX50cm 4 座 4,900 19,600 環工系

告示說明

牌
45cmX68cmX150cm 1 個 2,000 2,000 環工系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7

攪拌器
可調轉速且轉速範圍大於50 rpm、攪拌扭

輸出15W以上
2 台 16,000 32,000 環工系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8

馬達
可調流量馬達;流量可控制且需達0.5 L/min

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環工系

混凝池 長、寬、高：15cm、15cm、15cm以上 1 座 5,000 5,000 環工系

膠凝池 長、寬、高：10cm、10cm、10cm以上 1 座 4,000 4,000 環工系

沉澱池 長、寬、高：15cm、15cm、15cm以上 1 座 6,000 6,000 環工系

工具組
系統拆解與組裝所需之工具：5種尺寸以

上之螺絲組裝扳手。
1 組 2,000 2,000 環工系

收藏箱
將單元收藏於箱內 ：長、寬、高：

50cm、50cm、50cm以上。
1 式 8,000 8,000 環工系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4

健康物理

環境管理

系統模組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並改由校款

支應。

(另依教學指

導需要調整項

目內容)

校款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5

廢水混凝

膠凝沉澱

處理程序

模型

1 組 82,000  環工系

校款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改由校款

支應。

1.垂直綠化裝備*4組(4種栽培

介質)。

2.吸音隔板*1組

3.輕骨材隔間版*1組。

4.預鑄式智慧型建材隔板*1

組。

5.需有一產品說明告示牌。

75,000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

1 組 75,000  環工系

1.混凝池1座。

2.膠凝池1座。

3.沉澱池1座。

4.攪拌器2組。

5.可調流量馬達1座。

6.須附有系統拆解與組裝所

需之工具。

7.須有一收藏箱, 將單元收藏

於箱內。

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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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數量
說明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數量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9

馬達
可調流量抽氣馬達;流量20cfm以上，可調

速，防水氣與指定管徑之管線連接。
1 台 25,000 25,000 環工系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

空氣污染

物產生器

粒狀物產生率1mg/s，含抽氣罩與指定管

徑之管線連接。
1 座 7,000 7,000 環工系

過濾式除

塵器

15cm*15cm*15cm，含指定管徑之管線連

接。
1 台 10,000 10,000 環工系

重力沈降

室
20cm*10cm*5cm，指定管徑之管線連接。 1 座 10,000 10,000 環工系

洗塵塔器
直徑15cm*高20cm，指定管徑之管線連

接。
1 座 12,000 12,000 環工系

系統拆解

與組裝工

具

長x寬x高=450x200x30mm, 含50件以上常

用綜合工具。
1 組 10,000 10,000 環工系

收藏箱 鋁製20cm*15cm*30cm 1 個 8,000 8,000 環工系

494,870 494,870變更項目金額小計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82,00082,000座1

1.空氣污染物產生器*1座。

2.過濾式除塵器*1座 。

3.重力沈降室*1座。

4.洗塵塔器*1座。

5.可調流量抽氣馬達*1座 。

6.須附有系統拆解與組裝所

需之工具。

7.須有一收藏箱, 將單元收藏

於箱內

空氣污染

控制系統

模型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0012-06
校款

依委員建議修

正，將非需整

组合購分項列

出，改由校款

支應。

 環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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