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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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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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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召開會議是為審議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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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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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準進行規劃，會計室已彙

整各單位資料，請各位委員審閱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內容並惠賜意見。 

              先前審查各單位申請清冊已將不符支用原則之項目刪除，或單價 1 萬元以下

之項目改列為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各單位提出之教學及研究設

備等項目申請，應以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為優先考量，且提出之計畫支用項目

須符合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重點特色，始得參與本獎補助款經費之分配。 

                      

二、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一)案由一：物理治療系 103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物理治療系) 

  決  議：通過。 

(二)案由二：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103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

課外活動組) 

    決  議：通過。 

(三)案由三：研究發展處 103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 

    決  議：修正通過。 

(四)案由四：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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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

研究發展處） 

    決  議：修正通過。 

(五)案由五：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常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案單位：總務

處)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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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由六：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通過。 

(七)案由七：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核定版預算變更案。(提

案單位：會計室) 

    決  議：通過。 

 

三、會議宣達事項： 

（一）根據 102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評報告，審查委員指出本校「改進教學專

題研究計畫補助要點」補助項目中「電腦耗材」之核銷含有非消耗品，依規定不得支

用於隨身碟、鍵盤、滑鼠等非屬耗材項目，提請承辦單位留意，並轉達各系教師知悉。 

（二）依據審查委員意見，功能獨立之資本門設備不能與其他設備包裹成一組(式)項目，提

請單位配合辦理。 

 

四、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議 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提請討論。 (提

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詳見會議資料（附件一：104年支用計畫書經費支用項目表）及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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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發言紀要： 

    (1)會計室吳敏惠組長：本校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申請獎補助總額為

37,740,281 元（補助款金額 13,209,098 元，獎勵款為

24,531,183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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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用比例），本校此次自籌

款提撥金額為 4,754,882 元，佔總預算 12.60﹪，加入自籌款

後，預估總經費為 42,495,163 元。其中資本門 26,895,138 元

（含自籌款 476,941 元），經常門 15,600,025 元（含自籌款

4,277,941 元）。加入學校自籌款後，資本門比例為 63.29﹪，

經常門比例為 36.71﹪。 

 

(2)林冠群委員：經常門部分，「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規劃支用金額為 8,950,000元，「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規劃金額為 373,442元，「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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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及進修」規劃金額為 200,000 元，「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規劃金額為 277,941元（此項由自籌款支應），「其他」

項包括補助「新聘教師薪資」，規劃金額為 1,798,642元，以及資料庫訂

閱費 4,000,000 元（由自籌款支應）。根據前一年各細目執行情形進行

104年支用比例調整，與前一年相較，「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比例提高，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金額則較前一年略為降低。 

 

(3)總務處吳英琡秘書：資本門部分，「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一項比例較前

一年提高，比例為 61.60%，規劃金額為 16,273,537 元；「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佔資本門獎勵補助款 36.40%，規劃金額為

9,616,296 元；「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依規定編列獎勵補

助款 2%經費，規劃金額為 528,364元；「其他」項此次未編列預

算。 

 

  （主席回應：資本門項目涉及財產保存及維護，尤其教學及研究設備、圖書期刊等，

若無報廢之必要，請保管單位愛惜資源，審慎管理及維護單位財產，勿

以空間不足為由，輕易淘汰堪用物品。） 

 

五、臨時動議【無】 

 

六、主席裁示： 

        依照今日會議決議結果填報明年度支用計畫書內容，並於規定期限前報部審查，此

預算為預估金額，確切支用計畫書金額待教育部核定後再行調整。 

 

七、散會（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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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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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3月 26日(星期四)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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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校長至國外出差，故此次會議由本人代為主持。今日會議計有九案，六案

為項目變更案，第七至第九案則因教育部核配本校之整體獎勵補助經費較當

初提送之支用計畫書預估版金額增加 888 萬餘元，故新增及調整資本門、經

常門支用項目內容。請各位委員參閱手中會議資料，並由提案單位依序說明。 

                      

二、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案由一：審議 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  議：通過。 

 

三、提案討論 

(一)案由一：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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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1月 23日 103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及 103年 12月 3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學程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教學設備擴充升級汰換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 

(一)「移動式擴音音箱」更改原因為：更改之規格功能及擴音效果更佳，故單

價由 31,000元改為 33,000元。 

(二)『穿戴型褥瘡護理模型』因規格誤植為「褥瘡解剖說明模型」之規格，故

須更正。 

(三)「高爾槌球」更改後規格增附中文教育訓練 5段影片 VCD:含短片、規則說

明、分數計算方式、擊球技巧與擊球實況等分段教學，經詢價格可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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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0元，且規格更完整。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蔡家梅委員：本系申請之「移動式擴音音箱」因更改規格功能，單價增加 2,000 元，

而「高爾槌球」因目前價格調降，較原詢價金額減少 2,000元，故兩項

變更後，總金額不變。 

 

(2)主席：日前學校董事曾建議，在老年化的趨勢之下，護理照護方面，未來將逐步發展

為雲端科技的預防醫療照護模式(預防醫學可節省緊急醫療之支出)，本校作為

護理專業之教育單位，護理及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等科系可朝此方向規畫，

購置教學研究相關設備，提供更先進的護理服務以符時代需求。 

 

(二)案由二：保健營養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保健營養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11日 103學年第 5次院務會議及 104年 2月 26日 103學

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變更如下： 

        (一)計畫名稱：充實 HACCP團膳實驗室食安設備，與團膳業實務接軌計畫。 

            1.變更項目與原因： 

                  (1)滅菌電解水機：原團膳實驗室擬購置「滅菌電解水機」供團膳實驗課

程及專題研究等使用，但經深入了解，各廠家新發展之機型尚未成熟

穩定，恐日後需支應過高耗材費用，故擬先以直接向廠家購買滅菌電

解水，不買機台；並將原申請項目改申購具多元用途的「過熱水蒸氣

烘烤麵包微波爐」2台。 

(2)原教學資本門經費預算核定總金額與變更後金額不變。 

(二)計畫名稱：新增食品加工、烘焙與生機飲食教學設備，促進學生實務增能計

畫。 

1.變更項目與原因： 

(1)經濟型開門式蒸箱：原基於節能及安全性考量，擬購置電器式蒸箱，

現因電器式蒸箱調漲為 98,000元，為配合預算，故擬變更規格，購買

燃氣式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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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口機：本設備需求為特殊規格，為利於課程使用、促成新產品研發

並使專題生有實際產出，需就原杯型規格(圓型)改造為方型規格，目

前改造價格已調漲為 45,000元，故價格調整由一台 35,000元改為

45,000元。 

      三、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李政達主任：滅菌電解水機為台大技轉之專利產品，考量目前發展之機型尚未成熟，

先前洽詢之時廠商亦未明確告知耗材問題，經系上相關課程之教師深入

評估，並詢問多家廠商，為免日後負擔過高耗材費用，決定暫不購買機

台。而本系團膳課程因創意料理競賽所需，希望採購「過熱水蒸氣烘烤

麵包微波爐」設備，因此提出原申請項目改申購其他項目之變更。 

                   至於封口機之變更，由圓型規格改造為方型規格需增加 1 萬元預算，考

量方型規格較能節省耗材之使用，故提出變更，請委員予以同意。 

 

(三)案由三：資訊管理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資訊管理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17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及 104年 3月 11

日 103學年度第 22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變更如下： 

(一)計畫名稱：資管系多媒體、行銷暨醫療資訊管理特色提昇計畫。 

1.變更項目與原因：因智慧穿戴教學套件組非需整組合購才得以使用之設

備，因此，拆成四項產品採購(教學及研究設備：智慧型穿戴教學軟體、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智慧型通話定位手錶、智慧型手機、血糖血壓機)。 

(二)計畫名稱：全校性資訊能力之電腦教室設備更新。 

1.變更項目與原因：變更其中一項設備「網路交換器」，原教學資本門經費

預算核定該項金額不變下，提高產品規格由兩台 48 switch變更為三台

26TC 10/100/100Mbps switch。。 

      三、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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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楊鎮維主任：本系請購之「智慧穿戴教學套件組」實由四項產品組成，依據支用計畫

書填報規定，功能獨立之資本門設備不可與其他設備包裹成一組項目，

故將申請項目拆分為四，項目分列後，單價低於一萬元之「智慧型通話

定位手錶」、「智慧型手機」、「血糖血壓機」三項，改列「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項下。 

                   「網路交換器」之變更，係本系為提高網路傳輸速度，故提高產品之規

格。 

 

(四)案由四：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17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及 104年 3月 6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文創設計專業教室教學設備計畫及發展國際化課程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 

(一)「繪圖機」所開設的規格無法以原編列之預算購買，故衡量需求後，由原

70,000元提高為 73,177元。 

(二)因應上述之預算改變，故降低「多功能事務機」購買之預算(由原 7,000元

降低為 3,823元)，並從規格中刪除傳真功能。 

(三)「觸控式螢幕」因衡量教學需求後，將安裝方式改為移動式，並變更規格為

65吋觸控螢幕。 

(四)原教學資本門經費預算核定總金額與變更後金額不變。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鄭弼洲老師：本人代替主任出席會議說明此項提案，本系共有三項變更：「繪圖機」

因當初預估金額偏低，因此增加 3,177元之預算，超出預算之部分，調

降「多功能事務機」之規格以吸收不足經費。70 吋「觸控式螢幕」因

採購金額超出原預算，故將規格調整為 65 吋，規格調整後價格低於原

申請金額，為使設備效益更高，將安裝方式改為移動式，安裝方式更改

後之價格與原申請金額一致。 

 

    (2)主席：「多功能事務機」規格調降後是否影響單位需求？3,823 元之定價，是否為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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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補足「繪圖機」增加之金額而產生的價格？若為配合預算數字，恐造成日後

購買同款產品，計畫書項目所列價格卻不同之狀況，提請請購單位注意避免。 

 

       (鄭弼洲老師：「多功能事務機」僅少一項傳真功能，影響不大。) 

 

       (採購承辦人張惠玲專員：3,823 元之定價確為共同契約產品之定價，並未因配合預

算數字而更動。) 

 

    (3)林冠群委員：「繪圖機」所列規格為 Windows XP/Vista 作業系統，目前 XP 系統已停

止服務，請確認規格內容是否無誤。 

 

       (王淑軍委員：應有其他作業系統可相容及支援。) 

 

       (主席：請與廠商確認與要求作業系統之運作無礙。) 

 

(五)案由五：幼兒保育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幼兒保育系)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17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及 104年 3月 17

日 103學年度第 10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教保大樓休憩角落空間建置。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原本系申請「師生休憩互動學習桌椅」規格尺寸為自行模擬

尺寸，後因請廠商提供本系教學大樓走廊可放置之適合尺寸，故提出變更。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王瑞宏主任：因當初並未實地精準丈量尺寸，執行項目採購時產生誤差，故依適合尺

寸提出變更。 

 

(六)案由六：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17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及 104年 3月 6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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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名稱：休憩產業調飲服務管理建置計畫、基本教學設備汰舊換新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因「桌椅組」由營繕組實地訪價後，實際價錢與初估價錢有

落差，故變更桌椅組價錢，餘額則新增電腦設備及單槍投影機設備，作為校內

實習使用。「蛋糕櫃」變更尺寸規格，符合實際場域之需求。「烤箱」正式詢價

時廠商無該尺寸烤箱，故變更為相同等級之烤箱。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張可偉委員：本案設備用於本系實習旅行社咖啡廳(實習課程)，因請購與預估時發現

價格或尺寸之誤差，因此提出變更，變更後總金額不變。 

 

    (2)葉富豪委員：請確認電腦規格是否有誤，優先序 28-08電腦規格為 4GB+4GB，是資料

誤植應為 4G，或請購需求確為 8G，優先序 28-09 亦為電腦，所列規格

則為 4G，兩項電腦請購規格不同，故請單位再作確認。 

 

      (總務處吳英琡秘書：原預估規格為 4G，之後單位提出增加 4G之需求，故請廠商再次

報價(增加 4G價格為 1,523元)，所列規格確認無誤。) 

 

(七)案由七：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常門經費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總務處)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4日 103學年度第 6次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二、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核定金額較支用計畫書報部初版預估金額增加 622 萬 2,475

元，故資本門經費調整(獎勵補助款由 2641萬 8,197元增加至 3,264萬 672元，

自籌款由 47萬 6,941元增加至 150萬 3,062元)，變更情形如下：  

     (一)教學及研究設備新增如下：優先序37-00至優先序43-02。 

     (二)(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新增如下：優先序13-00至優先序16-00。 

     (三)學輔相關設備新增如下：優先序4-01與4-02。 

     (四)標餘款項目新增與優先序調整：新增43-01與43-02項，原優先序37-00至

47-00變更為優先序44-00至54-00。 

    三、依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委員意見：資本門經費以教學研究設備優先規劃)。故

圖書期刊金額由 150 萬元調降為 75 萬元(支用比例由 37.18%→27.09%)，調降

金額 75萬元改由校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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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件七，資本門與經常門變更對照表如

附件八。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總務處吳英琡秘書：因應資本門核配金額較預估金額增加 622萬 2,475元，規劃「教

學及研究設備」項目新增 51 項，單價 1 萬元以下之「改善教學

相關物品」(列於經常門)新增 17 項，學輔相關設備新增 2 項，

標餘款項目新增 2項，並依審查委員意見「資本門經費以教學研

究設備優先規劃」，將圖書期刊之中文圖書以教育部獎勵補助款

採購之冊數減少(4,200冊降為 2,100冊)，減少之金額(75萬元)

由校款支應。 

 

    (2)主席：校長原規劃配合學校發展重點及輔助教卓計畫成效增列三項亮點，包括(1)虛

擬攝影棚設備、(2)食材農藥快篩檢驗設備、(3)環湖健身器材設置工程，然第

(2)(3)項目前規劃尚未周延，因此未能於此次變更中認列。增列情形及項目請

林文卿秘書說明。 

 

    (3)校長室林文卿秘書：資本門增核分配情形如下： 

       一、原已列於學校學年度預算核配之項目，依執行之優先序，部分改認列於獎勵補助

款，金額計 392萬 7,820元，包括以下四部分： 

       (一)幼兒保育系專業建置：育兒資源實作演練教室、多元化音樂教學設備、嬰幼兒知

動教室之增購，金額計 93萬 1,970元。 

       (二)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教學設備擴充：用於重建老長照模擬教學及示範中心，金

額計 201萬 3,350元。 

       (三)圖書館之校園活動與學習訊息公播系統：金額計 12萬。 

       (四)提升電子資源檢索教室設備：金額計 86萬 2,500元。 

       二、本次增核預算項目，經審核新申請案，增列金額計 553萬 6,200元，包括以下四

部分： 

       (一)教卓中心「虛擬攝影棚及剪輯室設備」：包括虛擬攝影棚設備、專業攝影器材、

剪輯室設備，金額計 231萬 8,500元。 

       (二)資管系「資訊教室更新汰換 B416(國考教室)」：金額計 307萬 2,000元。  

       (三)體育室「健康運動菁英計畫」：購買氣墊和彈簧床，金額計 9萬元。 

       (四)課外組「提昇藝文性社團教學設備」：增購樂器小號和鼓，金額計 5萬 5,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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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增列項目金額共計 946萬 4,020元，其中 622萬 2,475元用於資本門之新增經費，

其餘則為本校自籌款及校款支出。 

 

       (主席：電腦教室整批汰換之電腦若狀況良好，可作為教職員、專題教室或學生社團

之置換備品，以減少資源之浪費。日後請總務處留意保管從電腦教室汰換之

堪用電腦，避免直接報廢，及清查學校單位過於老舊之電腦設備，以便資源

之流通運用。) 

 

(八)案由八：審議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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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核定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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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增加 297萬 9,798元。 

       二、獎補助款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九，自籌款經費支用項目、

金額與比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十，經常門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十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林冠群委員：因應經常門經費增加，調整項目金額比例，主要增加於研究、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以及由學務處業管之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經常門自籌款主要用於「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由總務處業管)，金額增加為 59萬 964元。 

 

    (2)主席：此次經常門項目經費之增加，可分為兩部分規劃： 

       一、「研究」、「著作」項目主要由蔣立中委員規劃統籌，研發處執行，此次增加 130

萬，調整情形如下： 
項目 內容說明 原核定金額 調整後金額 增加金額 

研究 

補助教師發展特色研發計畫 1,000,000 1,400,000 400,000 
獎勵教師爭取參與校外研究計畫 1,000,000 1,300,000 300,000 
推動教師研發社群 900,000 1,400,000 500,000 
補助先期產學合作計畫 600,000 600,000 無增加經費 
補助教師參與專業競賽 200,000 300,000 100,000 
獎勵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績優教師 30,000 30,000 無增加經費 

著作 獎勵教師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 800,000 800,000 無增加經費 
  4,530,000 5,830,000 增加 130萬元 

        

       二、以下項目主要由陳昌裕委員規劃統籌，教卓中心執行，此次增加 135萬 7,606元，

新增及調整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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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說明 
原核定金額 

 
調整後金額 增加金額 

 
 

改進 
教學 

改進教學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 400,000 630,000 230,000 
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 250,000 742,820  492,820 
教師基礎教學能力認證 0(此次新增) 278,736 278,736 
獎勵優良教師 240,000 240,000 無增加經費 
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160,000 249,800 89,800 

研習 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能力 200,000 200,000 無增加經費 
提升實務課程教學效能工作坊 200,000 200,000 無增加經費 
提升教師實務研習  700,000 700,000 無增加經費 
提升學術交流活動 200,000 200,000 無增加經費 

編纂 
教材 

教材製作競賽 
補助教師編撰創意教材製作費、教材認證費 
辦理教材競賽費 

190,000 253,000 63,000 

獎勵數位教材製作暨認證 300,000 300,000 無增加經費 
建立實務教材/教案數   
補助教材/教案製作費 0(此次新增) 50,000 50,000 

教具研
製(含教
學檔案 

教具研製競賽 70,000 105,000 35,000 
教學檔案競賽 30,000 48,320 18,320 
特色教學 (GBS、PBL、翻轉情境差異多元評
量創新創意 )教學案 
補助教師教案編撰製作費 

0(此次新增) 100,000 100,000 

 總計 2,940,000 4,297,676 1,357,676 

 

    因應經常門獎補助教師之經費成長，請業管單位及早宣達相關獎補助措施，鼓勵更多教

師參與，以提高經費執行成效。 

 

(九)案由九：審議教育部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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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2月 16日來函辦理。教育部核定本校 104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為

4,662萬 9,531元。(含經常門經費 1,398萬 8,859元，資本門經費 3,264萬 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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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支用計

畫書經費支用總表(附件十二)及「104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支用計畫書（核定版）」。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張達人委員：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獲教育部核定 4,662萬 9,531元，本校

將自籌款增至 609 萬 4,026 元(比例為 13.07%)，合計總經費為 5,272

萬 3,557元，各項所佔比例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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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時動議【無】 

 

五、主席裁示： 

        依照今日會議決議結果填報 104年度支用計畫書內容，並於規定期限前報部審查。 

 

六、散會（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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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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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6月 8日(星期一)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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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今日不克出席，故此次會議由本人代為主持。今日會議計有九案，請各

位委員參閱手中會議資料，並由提案單位依序說明。 

                      

二、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1.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老人

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2.保健營養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保健營養系)  

  3.資訊管理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資訊管理系)  

  4.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文教事業管

理學位學程)   

  5.幼兒保育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  

  6.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休閒與遊憩

事業管理系)  

  7.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常門經費變更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8.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9.10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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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九案皆照案通過。 

 

三、工作報告 

    教育部於 5 月 26 日舉行「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運用績效研討會」，

進行內部控制、提升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執行績效策略、計劃書審查及訪評意見等面向說明，

秘書室將印送該研討會手冊資料，供業務相關單位參辦。 

 

四、提案討論 

(一)案由一：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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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5 月 28 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及 104年 5月 11

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4次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文創設計專業教室教學設備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 

(一)原「工作桌」預算不足，考量教學空間及需求後，擬將原設備規格中的 H2

工具櫃刪除，以利現階段教學之進行。 

(二)原教學資本門經費預算核定總金額與變更後金額不變。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宋邦珍主任： 

       因編列之預算不足購買工作桌，不影響需求之情況下，捨工作桌附加配置之 H2工具

櫃(桌下抽屜櫃)以符預算，其餘規格無調整。  

 

(二)案由二：生物科技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生物科技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6 月 4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臨時院務會議及 104年 6月 3

日 103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加強實務課程與生技產品開發與生技檢驗技術職能結合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生物科技系於 104年度教學資本門申請申購教具模組櫃，其經

費及數量預估錯誤，在規格不變之下，因應實際需求，擬申請變更數量為 3 組，

單價改為 32,000元，故總價為 96,000元。(原【數量/單價/總價】：2組/50,000

元/100,000元)。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營繕組林清源組長： 

       該單位原請購 2 組，單價 50,000 元之教具模組櫃，因估價較為寬鬆，其申請經費足

夠購買 3組，故單位變更請購數量及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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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三：學務處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

處)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 年 5 月 12 日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10 次處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提昇藝文性社團教學設備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原提出筆記型電腦規格已停產，另提出符合採購金額規格之

筆記型電腦替代。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修正通過。規格修改為 i5-5200U、 1TB、 獨顯 2G。 

 

發言紀要： 

    (1)何詠碩委員： 

       此筆電提供學生社團校外服務及活動使用，因原申請之規格已停產，故經採購單位建

議，在不增加預算下，調整項目規格。 

 

    (2)主席：規格未填寫廠牌，不清楚效能如何，請資訊領域的委員協助檢視。 

 

       (營繕組林清源組長：依規定不得標明廠牌，以共同供應契約一覽表所列為基準進行

採購，今年較無停產問題，效能應差異不大。) 

 

    (3)張簡文添委員： 

       採購規格列有外接硬碟 500G 加 250G，目前 250G 外接硬碟已不易購得，請確認此規

格是否正確。變更規格後之電腦效能(i5-3230M)不如原申請規格好，似為不妥。 

        

       (何詠碩委員：以電腦效能優先，若提高電腦等級，容量可降為 500G亦可。蘇主秘告

知最近秘書室新購一台電腦，效能較佳，價格與此相當，規格為

i5-5200U、 1TB、獨顯 2G，不妨比照此規格採購。) 

 

(四)案由四：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05月 27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及 104年 04月

15日 103學年度第 9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環工實務操作自學課程系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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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Acer Aspire Switch 11 已停產 ;ASUS Transformer book T100

超出預算無法購置。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通過。 

 

(五)案由五：應用外語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應用外語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 年 5 月 28 日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及 104 年 4 月 23

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基本教學設備汰舊換新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 

(一)原編列攝影機規格因其項目含腳架已超出原預算金額，故建議將該項目油壓

大型三段式腳架刪除，以符合預算金額。 

(二)原教學資本門經費預算核定總金額與變更後金額不變。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應用外語系林顯全主任： 

       由於攝影機超出原預算金額，故刪減腳架配備以符預算。腳架可暫用尚未損壞之舊腳

架，待新學年度再編列經費採購新腳架。 

 

(六)案由六：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5月 28日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及 104年 5月 15

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名稱：休憩產業調飲服務管理建置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因蛋糕櫃由營繕組實地訪價後，實際價錢超過估價，故變更

蛋糕櫃規格。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  議：修正通過。將蛋糕櫃經費由 40,000元提高至 45,000元，維持原規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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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1)張可偉委員： 

       因實際價錢超過當初估價，無法以原預算購買，故本系調小蛋糕櫃規格以符預算。 

 

    (2)王淑軍委員： 

       依變更對照表，項目規格變更後，溫度、濕度及耗電量等資訊未標明，請確認是否沿

用變更前之規格。 

 

    (3)主席： 

       經詢採購單位，蛋糕櫃實際價錢僅超出預算 5,000元，經在場委員討論，考量單位需

求，決議無須調整蛋糕櫃規格，增加 5,000元經費予以採購原款式。變更對照表規格

疏漏之處，包括溫度、濕度及門數，請補齊相關資訊。 

       

(七)案由七：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經常門項目變更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06月 03日 104學年度第 4次學程會議通過，且已陳請院長核

可，將於會後再於院務會議追認之。 

 二、計畫名稱：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教學設備擴充計畫。 

 三、變更項目與原因 

      (一)本學年(103)原已規劃編列完成之「高齡情境模擬」空間擴充部分重點設備

項目，唯期使該空間建置更臻完善周全，以及嘗試注入創新雲端照護系統等

相關構想，故結合「技職再造」及「教學卓越」等計畫之執行，亟需整合，

重新做一完整妥適的規劃與經費運用。 

      (二)另本系於 5月 27日辦理自評，委員針對空間及設備提出相關建議，亦併同

考量，以因應正式評鑑，故擬暫緩該次執行，俾以重新檢視周全規劃。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七。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李昭螢主任： 

      「高齡情境模擬」空間起初編列經費約 70萬，僅能擴充部分設備，後本系再次提出計

畫，希望學校挹注更多經費以完善此空間，隨著「技職再造」及「教學卓越」等計畫

之執行，以及學期初校長指示希望能加入雲端照護系統，加上 5月 27日本系辦理自評，

委員針對空間及設備亦提出相關建議，為使經費運用及空間設備更臻完善，需要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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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源，通盤考量，因此擬暫緩執行此部分項目(自 104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計畫書中

刪除)。 

 

    (2)主席： 

       雲端照護系統為本校董事所提之建議，在老年化的趨勢之下，應提供更先進的護理服

務以符時代需求。此系統跨及各領域專業，不應僅以現有、既知的粗淺資訊科技認知

去建置，宜多方徵詢國內相關領域專家意見，瞭解目前國內雲端照護的發展情形，例

如淡江大學葛煥昭副校長，其專長為醫學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為理想請益對象。期望

透過高齡情境模擬空間的建置，結合本校老人長期照顧的專業能力及校內資源，務求

產出具有實質內容之成果，例如照護功能的提升，而非淪於表面的資訊系統，失去雲

端照護概念的精神。整體設備所費不貲，若無法一次購足，可配合「技職再造」及「教

學卓越」等計畫經費，漸進式逐年編列預算。 

       請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於 6月底前，提報有關目前世界各國雲端照護的發展情形，

及本校雲端照護之整體構想規劃。 

 

    (3)校長室林文卿秘書： 

       高齡情境模擬空間的建置因需與「技職再造」及「教學卓越」等計畫併同規劃，故暫

緩執行，所釋出之 180 餘萬經、資門經費，由「三安」計畫遞補(此新增項目見案由

八及其附件)。 

 

(八)案由八：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常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4年 5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9次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二、新增項目與原因： 

           (一)為落實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加速提升本校健康特色及健康產業關鍵優質技

術，並配合檢測技術學分(學位)學程及取得外界認證需求，本校擬建置聯合

檢測分析實驗室，並規劃聯合檢測分析實驗室空間及軟、硬體配置，進而構

築儀器設備管理使用規範，並選派專責人力進行儀器操作維護、實驗室安全

管理、品保品管能力訓練，以期發揮各項儀器設備之最大綜效。透過專責人

員訓練及品保、品管系統建置，取得食品藥物管理署或 TAF系統，並至少十

項專業檢驗技術認證通過，以維聯合檢測分析實驗室永續運作。 

(二)上述結合本校保營、醫檢、化材、健美、環工、生科等系之檢驗專長教師與

設備資源，共構三安檢驗分析實驗室，建立食品、材料、環境樣本之特定檢

驗項目，並規劃通過 TAF認證，做為產業界品管檢驗實驗室，建構三安檢驗

特色。並統整檢驗課程規劃學分學程，培養檢驗分析專才。 

(三)再者因近來食品安全問題頻傳，亦符教育部推動及本校教育責任，在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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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分，期培養學生具備食品安全知識、型塑學生正確道德觀念並端正食品

產業風氣，本校將食品安全議題納入學校課程發展需求並持續推動。 

(四)綜上，擬新增項目為優先序 43-01至 43-05，五項，計 1,838,500 元與標餘

款項目 44-01至 44-06及學輔 5-00，七項，計 1,204,200元。 

三、標餘款項目優先序調整：原優先序 43-01至 54-00變更為優先序 45-01至 56-00。 

四、因上述提案，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件八，資本門變

更對照表如附件九。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總務處吳英琡秘書： 

       資本門新增項目包括研發總中心五項，計 183萬 8,500元，扣除暫緩執行之老人長期

照顧學位學程「高齡情境模擬」空間「資本門」項目(提案七)180萬 4,950元，生物

科技系項目降低 4,000 元(提案二)，及增加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蛋糕櫃」5,000

元(提案六)，整體資本門經費增加 3萬 4,550元。 

       經常門部分，扣除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高齡情境模擬」空間「經常門」項目(提

案七)，減少 6,000元。 

 

(九)案由九：審議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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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為 4,662 萬 9,531 元（含經常門經費 1,398

萬 8,859 元，資本門經費 3,264 萬 0,672 元），本校提撥自籌款 609 萬 4,026 元（佔

總經費 13.07％），總經費為 5,272萬 3,557元。 

       二、茲因資本門經費變更，資本門自籌款自 150萬 3,062元增加至 153 萬 2,612 元。

以及經常門經費變更，經常門自籌款自 459萬 0,964元降至 458萬 4,964元，變

更後金額及比例請見附件十（104 年度支用計畫書經費支用總表）。 

 

    決  議：修正通過。因應第六案金額調整，資本門自籌款自 150 萬 3,062 元增加至 153

萬 7,612元。資本門、經常門金額及比例修正如下表： 

 

104 年支用計畫書經費支用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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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款 13.13﹪） 

(原支用計畫書 13.07％) 

總經費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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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2,299 

 

$29,117,232 

 

$46,629,531 

 

$6,122,576 

原支用計畫書

$6,094,026 

$52,752,107 

原支用計畫書

$52,723,557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25.11﹪） 

原支用計畫書

24.66％)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4.89%）  

原支用計畫書

為 75.34％) 

金額 $12,258,609 

 

$20,382,063 

 

$1,537,612 

原支用計畫書 

$1,503,062 

$5,253,690 

 

$8,735,169 

 

$4,584,964 

原支用計畫書

$4,590,964 

合計 $34,178,284 

原支用計畫書$34,143,734 

$18,573,823 

原支用計畫書$18,579,823 

占總

經費

比例 

64.79﹪ 

原支用計畫書 64.76％ 

35.21﹪ 

原支用計畫書 35.24％ 

 

五、臨時動議【無】 

 

六、主席裁示 

    請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於 6 月底前，提報有關目前世界各國雲端照護的發展情形，及

本校雲端照護之整體構想規劃。 

 

七、散會（1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