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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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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地點：圖書館七樓會議室 

主席：顧志遠委員（召集人）                                  紀錄：陳碧雲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本次專責小組會議應到委員人數 35 人，已簽到人數 34 人，請假 1 人，依據本小組設置要

點第 5 點，已達三分之二法定開會人數 24 人，宣布開會。 

 

一、 主席致詞 

本次召開會議是為審議 106 年度支用計畫書，教育部每年透過此計畫補助學校經費；為

使經費能有效及公平地運用，計畫內容必須經過專責小組審議以示嚴謹，先請相關業務承辦

單位說明內容，再請各位委員提出審閱意見。 

 

二、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案 

序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1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

門項目變更案 

高齡及長期照護

事業系 
通過 

2 保健營養系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

案 
保健營養系 通過 

3 環境與生命學院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

變更案 
環境與生命學院 通過 

4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

門項目變更案 

休閒與遊憩事業

管理系 
通過 

5 學務處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學務處 通過 

6 教務處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教務處 通過 

7 護理學院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護理學院 通過 

8 健康美容系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

案 
健康美容系 通過 

9 醫學與健康學院 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

變更案 
醫學與健康學院 

通過/ 

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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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議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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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會議說明資料及106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秘書室報告】 

秘書室 薄榮薇委員： 

秘書室承辦業務部分，先向主席及各位委員報告。 

(1) 106 年教育部整體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彙整完成，共計 152 頁。本次主要審議的重

點是在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的經費與比例，請會計室報告說明；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

項目、金額與比例，請總務處報告說明；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請

人事室報告說明。 

(2) 另外本年度在彙整資料與參考 104 年度支用計劃書審查意見時(第 13 點及核定版第 6

點)，委員表示對於本校研究項目的比例偏高，建議學校應妥適評估經費配置的合理性。

而檢視 106 年計劃書附表三經常門「研究」單一項目的比例高達 42.10%，與 105 年支用

計畫書附表三中「研究」僅 27.52%相較，升幅 14.58%，確實需要留意經常門各項目的經

費比例配置是否適當，提請委員討論或請主席最後裁示。 

(3) 以下謹分三個子題，呈請本小組分別進行審議。 

 

【審議子題一】106 年支用計畫書經費與比例分配 

1.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會計室報告說明) 

【討論發言紀要】 

(1) 會計室張達人委員： 

本室彙整經常門與資本門並參照 105 年核定版資料後，預估版 106 年度教育部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總額為 44,5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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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此次自籌款提列金額為

5,277,417 元，佔總預算 11.84﹪，加入自籌款後，計畫總經費為 49,585,336 元。 

其中，資本門獎勵補助款 31,206,643 元(規定佔獎補助款 70%)，自籌款 869,567

元(佔自籌款 16.48%)，合計資本門經費 32,076,210 元；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13,374,276

元(規定佔獎補助款 30%)，自籌款 4,407,850 元(佔自籌款 83.52%)，合計經常門經費

17,782,126 元。計畫總經費資本門比例為 64.33﹪，經常門比例為 35.67﹪，符合教

育部規定。 

(2)顧志遠召集人： 106 年所規劃的經費比例請再補充說明差異。 

(3)會計室張達人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請參考秘書室會議資料 p10「近三年本校整體獎補助經費規劃

比較表」，106 年預估版與 105 年核定版差異，在於 106 本校自籌款整體略增 2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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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而自籌款分配於經資門與 105 年亦有較大差別，105 年多用於經常門項目的支出，

佔自籌款 96.65%；而 106 年經常門自籌款規劃於總經費佔比則下降至 83.52%，資本門

自籌款規劃於總經費佔比則上升至 16.48%，主要新增於資本門「學輔相關設備」社團

經費的挹注及「其他」校園實習實驗室安全設備之支出。 

(4)顧志遠召集人： 

所以本專責小組應著重在那些比例的決策調整？ 

(5)張可立副召集人： 

主席，請參閱第 10 頁近 3 年規劃比較表，基本上資本門總比例應小於 75%，經常

門不能小於 25%。以此觀之，我們過去 3 年資本門皆在 65%上下，經常門在 35%左右，

所以 106 年資本門 64.33%與經常門 35.67%比例的規劃是 OK 的。 

再就經常門 35.67%的部分而言，剛剛主秘的報告經常門中的各項，也就是附表三

的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配置，「研究」單一項目金額 560 餘萬元，比例已

經佔經常門高達 42.10%，是 104 年教育部審查意見所提研究比例過高問題，需要我們

留意與作決策調整之處；或者依秘書室的建議：將「研究」42.10%的規劃視為校務規

劃的重要發展方向，經過本小組或提請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作成決議，以備未來教

育部審查計畫書委員有意見時合理的回應依據。 

(6)顧志遠召集人：先請研發長提出這部份的規劃說明與意見。 

(7)研發處謝秀芳委員： 

主席、副校長、各位委員，經常門「研究」項下之 105 年與 106 年的規劃差異在

於 106 年度經常門刪除「著作」項目，將原有子項調整歸併於「研究」項下執行；又

因 105 年「改進教學」一項，106 年將名稱變更為「推動實務教學」，故 105 原在「改

進教學」項下的「推動教師研發社群」及「補助教師參與專業競賽」，106 年已不適宜

歸類「推動實務教學」，故整併為「研究」項下的子項目。另配合校務發展計畫，本校

於 106 年期能強化「教師專利申請」、「研發成果補助」、「衍生企業創業輔導」等面向，

故實際研發類經費預算比 105 年僅增加 12 萬元，故比例提升至 42.10%肇因於項目的

調整。若今天裁示或決議作調整，本處將配合調整，但研發處的立場希望經費的調整

仍能保留在教師專利、研發成果、衍生企業方面的獎勵補助，以利教師的研發產合能

量獲得較充裕的支持。 

(8)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補充研發長說明，因為 106 年項目分類的不同，導致 105 年度「著作」項下的類

別，像「教師專利申請」、「研發成果補助」等子項目，在 106 年度，因「著作」類別

的取消歸併入「研究」；而原先 105 年是歸屬於「改進教學」(106 改為「推動實務教

學」)的「推動教師研發社群」及「補助教師參與專業競賽」兩子項，106 年度也歸併

入「研究」類別。再加上研究今年又增併了「獎勵教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

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等子項，致使「研究」的比例由去年 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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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 42.10%。 

(9) 副召集人張可立委員： 

若類別下的子項目的名稱是本校可自行歸併，建議將「研究」類別下的執行項目

都列出，包含去年研發處列入「改進教學」內的項目，那行政歸類是學校的事，研究

的比例雖然是 42.10%，但審查委員一看便能清楚其中內涵而非只有研究的比例金額。 

(10) 人管學院翁瑞霖委員： 

會議資料中列出的委員審查意見第 13 點，整段重點似乎並非本校研究經費或比例

太高的問題，而是本校研究獎勵注重過程導向，而不是成果導向(著作獎助)，委員意

見為「在研究成果發表上之配置比例相對較低，建議學校再妥適評估經費配置的合理

性」。所以似乎本校應注意的是經費應挹注於「研究成果」導向，才能符合委員期待。 

(11)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上述問題導因於本校研發處的校務計畫策略，本校經費大部份是投入於鼓勵補助

老師的研究過程，也備有獎勵老師研究成果辦法，但因產學合作案件數、科技部計畫

案通過率或發表論文等成果相對於一般大學少，所以獎勵成果部份的經費成效較少。

除非研發處今年以政策導引相關辦法修訂，否則會有執行困難。 

(12) 顧志遠召集人： 

確實本校過去多以補助過程為主，因為獎勵案件實際不可能那麼多。那如何回應

教育部的這個問題呢？請人事室林主任說明。 

(13)人事室林冠群委員： 

今年經常門的項目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所佔比例為 73.85%，相較去年 85.30%，

降低了 10 餘%，主要是在於項目內涵的更動，致使研究項目變成高達 42.10%。我個人

建議：可將目前研發處在校務計畫中「研習」也納入「推動實務教學」項目中。例如：

教務處所訂的「教師研習經費補助要點」，將研習法規條件放寛，即可將目前研發處相

關的執行項目併計入「推動實務教學」，也讓 105、106 之間的經常門同項目比例差異

縮小。 

(14)顧志遠召集人： 

林主任的意見是為了避免研究一項金額從 360 萬一下到 560 萬膨脹太多，尤其執

行內容又比較傾向 104 審查委員所提缺失：有太多的「過程導向」補助，所以建議將

研究項下的項目調整到推動實務和研習兩項目。請問承辦單位，可不可以作這樣調整

(執行項目)？請會計室說明。 

(15)會計室劉珮蓁組長： 

這還是需要看項目執行辦法的性質，是適合放在推動實務教學還是研究的項目

下，基本上教育部是依照本校辦法做為項目歸類的屬性評比的標準。 

(16)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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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建請參考會議資料，104 年委員審查意見針對本校經常門獎勵

補助教師相關辦法超過 20 種，認為「是否因(過多)而造成老師的困惑，間接導致獲得

獎勵補助教師占比呈現下滑情形」，本校回應將檢視整併相關辦法，故未來不宜再創立

新的辦法。建請教務處調整教師研習辦法第二條，…參加「與教學科目相關」之國內

外各公、私立機構團體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或研習班，修訂為參加「與專任教師知能成

長相關」…，避免窄化教師研習範圍，以利實際教師申請運用經費，擴大包含教師專

業成長、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的經費項目，但本次修訂仍需依相關程序提送校教

評會通過。 

◎主席裁示： 

各位委員有何意見？本會在此做成決議，請教務處依主任秘書意見修正「本校教師研

習經費補助辦法」。並依人事室林主任意見，請秘書室與會計室將支用計畫書中研究項辦

法屬性符合「推動實務教學」或「研習」者重新歸類配置。 

 

2.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總務處報告說明) 

【討論發言紀要】 

總務處張惠玲組長： 

總務處彙整之全校資本門項目經費報告：就 105 學年教學資本門各單位所編列之

項目，並依教育部規定區分為四大項，第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

合計 20,096,210 元(含自籌款比例佔資本門 62.65%)；第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經費合計 10,486,300 元(含自籌款比例佔資本門 33.14%)；第三、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經費合計 1,200,000 元(含自籌款比例佔資本門 3.74%)； 

第四、其他，經費合計 150,000 元(含自籌款比例佔資本門 0.47%)；預算項目資

本門總計 32,076,210 元。所有比例均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 

◎主席裁示 

各位委員是否還有其他問題需要詢問承辦單位?在此做成決議，本會確認總務處彙整

所提之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 

 

3.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人事室報告說明) 

【討論發言紀要】 

(1) 人事主任林冠群委員： 

向各位委員報告，除了剛才報告的「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大項內的項目內涵與

比例調整之外，106 年經常門第五項其他「補助新聘教師薪資」為 2,569,610 元，比

例 19.21%，較去年 1,036,610 元，比例 7.75%，金額增加 150 萬餘元，比例也提高 10%

以上，雖仍在教育部規定的範圍之內，但教育部審查委員可能會對此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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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經費比例原因為第一大項「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的整體成效預估金額下

降 12%，若無符合其他大項之經費運用，則按規定歸入其他項，這是教育部不樂見的

情況。尤其推動實務教學和研習兩項，下降金額頗多，希望透過剛剛主席的裁示調整

研究一項，可以讓比例較為符合教育部期待。若能透過教務處法規修訂後政策的推動，

使得教師研習報支範圍擴大或推動實務教學執行成效變得更好，或許最後 106 執行成

果結報核銷時，即可將補助教師薪資的支出比例下修調降。 

(2)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主席，教師研習經費的執行，這兩年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在教務處鼓勵教師校外

研習的政策下，校內另有教學卓越計畫與實務增能計畫的執行，三個管道教師皆能申

請研習的經費補助，故而使本校整體獎補助的研習項目執行經費較為不足，本會可建

請教務處強化教師研習的政策推動，努力提升獎補助經費的執行績效。 

(3) 學務處林惠賢委員： 

主席，秘書室所附會議資料 105 年支用計畫(核定版)教育部審查意見中，有許多

的意見回應說明並不適當，例如第 12 點「【附表九】優先序#17「改進教學」係依學校

「優良教師獎勵辦法」核定相關獎勵金，惟該辦法第 3 條所訂獎助種類涵蓋教學、輔

導、服務、研究，實際上僅第 1 款「教學優良獎」與改進教學屬性相關，其餘輔導、

服務、研究優良獎以該項經費支應之妥適性，似有斟酌空間。」本校回應是未來會予

以調整，但似乎目前也未有調整。而 106 年研究類項目便可將「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中研究優良獎勵獨立出來，使其符合研究成果導向的獎勵性質，也可對第 12 點審查意

見有實質的回應。 

◎主席裁示： 

好，若各位委員無其他意見，此議題討論就告一段落。同意教務處的相關法規修訂與

經常門項目經費的再作調整。 

 

【審議子題二】前一年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應與本(106)年度計畫書之改進情形 

【討論發言紀要】 

(1)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這部分的內容請參閱準備的會議資料 p11~p19，第 11 頁先做了

意見的四類歸納和說明，詳細的內容是從第 13 頁開始的意見表列，秘書室也請各單位

做了一些初步的回應和彙整，請各位委員審閱並提供意見，以俾修正。 

(2) 顧志遠召集人 

會議資料第 13 頁到第 19 頁，共有 15 項審查意見，各單位已對審查意見做了回應

說明，請各位委員對這些回應提出意見，以供秘書室最後修正或請各單位再作補充。  

(3)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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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第 17 頁審查意見 10：學校 103、104 年度資本門經費用於「電腦周邊及電子

化教學設備」…經費占資本門經費比例頗高，105 年度學校在此方面之投入亦不低，

建議學校統計歷年資料並作適當分析，針對電子產品之採購與維護擬定整體性策略，

以達經費有效運用之目標。針對以上意見，總務處提出了 104~106 年的統計表及經費

增減的分析說明，做為擬定整體性策略參考，請各位委員參見會議資料第 12 頁，並提

供意見。 

(4) 副召集人張可立委員： 

總務處之統計分析表，只有對金額、比例增減說明，並未回答審查意見 105 年投

入不低的理由。依總務處的「104~106 年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

統計」，105 年增加最多者為數位講桌 18 台，經費 1,577,466 元，理由應是本校校務

規畫普通教室全面數位化，所以必須做的設備採購。 

(5) 總務處吳英琡秘書： 

本項審查意見，總務處是對全校提出的需求作採購統計與比較，至於本校的全年

度電腦、電子產品的政策及預算擬定，權責不在總務處，所以總務處無法回應。 

(6) 圖書暨資訊處蘇基福委員： 

本處今年目前正依總務處財產保管系統資料，對全校性電腦及資訊設備作全面性

數量與使用狀況的清查，待完成後將依數據提出本校整體性的採購政策與預算建議。 

(7) 護理學院吳宏蘭委員： 

查閱這 15 項意見，與本院相關的有第 7 項護理系與第 8、9 項健管系的問題回應，

其中健管系回應並不適當也太冗長，無法精簡回應說明委員所提問題，應作修正。 

(8)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另外請委員參考第 15 頁第 6 項資本門各採購項目優先序之排列問題，審查意見認

為我們 105 的排序意涵不清，所以 106 年支用計畫書資本門項目秘書室和總務處也針

對這項缺失做了改善，請總務處說明。 

(9) 總務處吳英琡秘書： 

本處依 105-107 年校務發展計畫書各單位策略以規劃「106 年度支用計畫書【資

本門】優先序準則」如下附表，請參閱。 

一、將支用項目依財產分類標準分為 8 類，依項目類別做為採購優先序排序之第一準

則，因本校校務目標以提升教學品質為核心任務，故本處擬排序以儀器設備為優

先，而電腦軟體與教學設備類再排其後，資本門優先序準則列示如下表： 

項目 類別 優先序準則 

教學及儀器設備 

儀器設備-醫療 1 

儀器設備-模型 2 

儀器設備-檢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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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類別 優先序準則 

教學設備-電腦 4 

電腦軟體 5 

教學設備-視聽 6 

儀器設備-其他 7 

教學設備-其他 8 

圖書館自動化 

─ ─ 圖書及期刊 

其他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實習實驗物品 1 

資訊器材 2 

其他非消耗性物品 3 

二、同類別之設備再以校務發展計畫書之目標為優先序排序之第二準則。如校務目標

1-1-1 → 2-1-1 → 3-1-1→ … → 1-2-1 → 2-2-1 → …，以此類推。 

三、若有數個系科項目對應相同之校務目標，則以系科之招生率為其優先序之第三準

則。招生率高之科系排其優先。 

◎主席裁示： 

請委員參考總務處擬列的優先序資料及說明，本校規劃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係連結校

務計畫，據此原則回應教育部審查意見。本會在此通本案，也同意總務處 106 年的整體發

展獎補助優先排序準則，即依此回應第 6 項審查意見。其餘各項文字上的回應說明也請秘

書室依上述討論一併重新檢視修正回覆文字的妥適性。 

 

【審議子題三】其他支用計畫內容之審議 

【討論發言紀要】 

(1) 醫技系陳昌裕委員 

主席，今天我們在此主要是審查 106 年支用計畫書，而依去(105)年的計畫書審查

意見，整體來看我們今年(106)的規劃內容是否仍有改善空間，或需避免 105 年審查所

提的缺失。而剛剛我們也看了 105 年各單位的意見回應，很多是虛答，恐怕難以在 106

年的計畫書執行中落實。 

(2) 顧志遠召集人 

謝謝陳教授的意見，這部分落實改善 105 年審查意見回應，請問秘書室是否在 106

年的計畫書內容規劃中作了具體改善？ 

(3)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報告主席，剛才總務處所報告的資本門採購優先序原則，即是經過多次跨單位會

議討論後，應落實改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委員審查意見—例如：資本門的採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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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未能顯現在校務計畫中，本次經費規劃係依各單位的近中程校務計畫的核心價值，

做優先序的準則。另外，本校往年的校務計畫書內容與支用計畫書的鏈結不足，也是

審查委員詬病多年的執行缺失，今年針對近中程校務計畫書修訂，秘書室也加強審視

院、系所提各單位校務計畫與校務主軸計畫之間的聯結和各經費項目的鏈結說明，並

確實改善 106 年度整體獎補助的規劃與 105-107 年度近中程校務計畫的相關性。 

 

決  議：提案一經費支用內容及資本門各項經費同意通過，經常門比例會後修正後通過。 

 

四、臨時動議： 

案由一：ScienceDirect(SDOL)資料庫採購申請展期。(提案單位：圖書暨資訊處) 

說  明： 

一、 因 SDOL 每年訂費漲幅大，CONCERT 向 Elsevier 爭取重新制定計費機制，截至 105

年 11 月 16 日止，雙方仍未有共識。 

二、 本校於 104 年度因訂購 SDOL 支付 Elsevier 費用如下表: 

項目 金額 

SDOL 資料庫 1,713,806 元 

綁約期刊(37 種) 1,220,300 元 

合計 2,934,106 元 

1. 104 學年度佔電子資源執行經費 38.08%（總金額 4,499,564 元）；佔西文期刊執行經

費 19.07%（總金額 6,400,000 元）。 

2. 105 學年度依往年漲幅約 8%預估，訂費約 188 萬元，佔電子資源經費（預算 4,275,000

元）44.09%; 西文期刊經費(預算 6,000,000 元)21.96%。 

 

【討論發言紀要】 

(1) 圖書暨資訊處蘇基福委員： 

本案為 105 年支用計畫書預算，因牽涉全國大專校院委託 CONCERT(屬於科技部下

的公司)共同議價採購，今年因故（參提案說明資料）無法順利議價完成， CONCERT

已取得教育部同意執行延長，展延日期預計至 106 年 3 月 15 日。程序上須提請專責小

組同意後，報教育部核備。 

(2) 會計室張達人委員： 

本案經費來自教育部，屬於補助費，教育部採曆年制，年終期限是 12 月 31 日，

期限是辦理保留預算或其他，應由教育部公文告知本校。所以展延同意案應是教育部

的權限，並非專責小組的權責，本案建請應報請教育部同意。 

(3) 圖書暨資訊處蘇基福委員： 

本校專責小組同意是程序上的步驟，之後還是須函報教育部同意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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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會同意此經費執行展延案，並請相關業務單位依規定報請教育部同意。 

 

五、主席裁示： 

請主任秘書會後依照今日會議提案一與臨時提案之決議結果，協調 106 支用計畫書經常

門項目調整與報教育部申請 105 期刊資料庫採購展延案，並於規定期限前報部審查。 

 

六、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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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4月 5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地點：圖書館七樓會議室 E705 

主席：顧志遠委員(召集人)                             記錄：袁雅倩 

出席：詳簽到單 

 

一、 本次專責小組會議應到委員人數 34 人，已簽到人數 32 人，依據本小組設

置要點第 5點，已達三分之二法定開會人數 22 人，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一) 非常感謝同仁們百忙之中參加此次會議，針對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可由兩個指標來檢視，其一為校務發展計畫書是否進步，其二為

核配金額有無增減。本校為技專校院中，少數兩項指標皆為正面之

學校，今年核配金額增加，亦表示教育部對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之特

色及內容給予肯定。 

(二) 本校本年度於私立科技大學之核配金額排名第 17 名，獎補助款分為

獎勵經費及補助經費，其中補助經費係依學生人數作為核配基準，

本校學生數雖非私立科技大學中之佼佼者，但核配金額優於其他大

規模之學校，顯示教育部認同本校今年度的校務發展計畫。 

(三) 教育部重視校務發展計畫，除審視計畫外，亦審視各指標的執行狀

況，故本校嚴謹地執行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程

序，為使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能有效運用，故召開此次會議請委

員們審議變更案。感謝各位同仁不辭辛勞的努力，才能使本校 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提升，並呈現輔英的特色。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補充說明，本校 106 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在 70

所技專校院中(45 所科技大學、14 所技術學院、11 所專科學校)，

於技專校院及科技大學之核配金額排名皆為第 17 名，核配金額及排

名績效均上升。) 

 

三、 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報告： 

(一) 案由一：審議 106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



內部公文編號：H1060406024 

 

                                       2                              保存年限：六個月   

表單編號：1500-1-02-0703

畫書，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  議：通過報部。 

 

四、 討論議案 

(一)  案 由：圖書暨資訊處圖書服務組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與經

常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圖書暨資訊處圖

書服務組)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2月13日105學年度第3次圖書暨資訊處處務會議通

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圖書館自動化-優先序2「電腦」：考量延長電腦之使用年限，

將部分硬體升級，並改為非觸控式螢幕。 

(2) 圖書館自動化-優先序3「電子資源探索服務平台」：變更項

目名稱(改為「集中式電子資源查詢暨管理平台」)與規格，

以符合採購項目內容，並一併修正單價由65萬變更為60萬。 

(3) 圖書期刊-優先序2「中文電子書」：原經常門電子資料庫優

先序2「HyRead中文電子書資料庫」、優先序6「臺灣學術電

子書暨資料庫聯盟」電子書改為終身授權，因此移至資本門

支用。故項目名稱改為「電子書」，規格由「100冊電子書」

變更為「11,000冊中西文電子書」，單價由20萬變更為82萬。 

(4) 圖書期刊-優先序7「VOD公播影片」：將原欲採購之30種單片

公播影片，改購套裝影片(約600部影片)，以增加館藏量及

提昇使用率。故項目名稱改為「影音資源」，單價由20萬變

更為25萬。 

(5) 經常門電子資料庫-優先序2「HyRead中文電子書資料庫」：

為終身授權之電子書，故移至資本門支用。 

(6) 經常門電子資料庫-優先序5「ScienceDirect(SDOL)全文檢

索資料庫」：由CONCERT協助與廠商進行價格談判，廠商將漲

幅縮減。故單價由1,885,000元變更為1,750,000元。 

(7) 經常門電子資料庫-優先序6「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

盟」：為終身授權之電子書，故移至資本門支用。 

(8) 經常門電子資料庫-優先序8「快刀中文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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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預估使用點數額度可延用至2018年，故此項目刪除。 

(9) 經常門電子資料庫-優先序9「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因

使用率高，故新增購置。 

(10) 經常門電子資料庫-優先序10「NursingReferenceCenter實

證護理臨床照顧資料庫」：配合護理系教學課程需要，故新

增購置。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1. 圖書暨資訊處蘇基福委員： 

(1) 第(5)項及第(7)項原列在經常門，但因皆為終身授權，獎補

助歸類為資本門，故將此兩項共計62萬費用，挪至第(三)項

圖書期刊經費合併(費用由20萬變更為82萬)。 

(2) 資本門項目變更如下，第(1)項電腦因硬體規格升級調整，經

費無變動。第(2)項詢價後，單價由65萬變更為60萬，5萬之

額度調整至第(4)項VOD公播影片。 

(3) 經常門項目變更如下，第(6)項「ScienceDirect(SDOL)全文

檢索資料庫」價格談判後減少了135,000元。第(8)項「快刀

中文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軟體」預估使用點數額度可延用至

2018年，故刪除此項目，多餘之經費轉移增購第九項及第十

項資料庫。 

2. 主席裁示： 

提醒各單位申請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項目變更時，請務必經相

關會議評估程序，以符合教育部及本校經費管控標準。 

 

(二)  案 由：共同教育中心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3月7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共同教育中心會議

及106年2月17日105學年度第2學年第1次基本能力教育組組務會

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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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先序8-03「TRX懸吊系統」、優先序8-05「啞鈴組」及優先

序8-08「固定式隔網」等3項，因以其他經費購置，或擬優先

購置其他專項運動課程所需器材而暫緩購置。 

(2) 新增「多功能電子計時器」、「高壓洗淨機」與「獨木舟」等3

項，以因應105-2特色專項運動課程教學所需。 

(3) 依據106年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各項預計採購設備

之規格需求，…有過於簡略之虞，…要求使用單位具體表達

所需規格」，故補充優先序8-07「深蹲架」規格內容。 

(4) 變更項目之預算金額91,800元維持不變(預算金額不含深蹲

架)。 

4.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三)  案 由：護理系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護理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3月17日105學年第4次護理學院院務會議及106年2

月13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1次護理系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2-09「男性導尿模型」，側面1/3採透明

壓克力設計已停產，目前男性導尿模型均無此設計，故擬在原預

算核定該項金額不變下，改申購其他款式(規格)，擬將採購單價

與數量由原單價35,000元購買3具，變更為單價52,500元購買2具。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四)  案 由：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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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106年3月27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1次人文與管理學院院

務會議及106年3月8日105學年度第7次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事

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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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4-03「筆記型電腦」考量教學及未來使

用需求，擬改選用系統較為穩定的商用筆電。記憶體提升為8GB, 

CPU為最新一代i5-7200u，變更後之預算金額不變。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案 由：應用外語系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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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106年3月27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1次人文與管理學院院

務會議及106年3月08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應用外語系系務

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4-04「筆記型電腦」變更規格，變更後

的筆記型電腦規格較符合本系授課需求。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六)  案 由：資訊管理系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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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106年03月27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1次人文與管理學院院

務會議及106年03月14日105學年度第11次資訊管理系系務會議通

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4-06「電子商務伺服器」，因部分零件已

停產故變更規格內容。優先序6-08「單眼數位相機」，因原預估金

額未估入「18-55mm鏡頭等」選配品，故變更規格內容。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 議：照案通過 

 

(七)  案 由：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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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3月13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1次臨時環境與生命學

院院務會議通過及106年3月6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2次應用化學及

材料科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7-08「液壓榨油機」，因配合系研發成果

專利應用於機台規格修正，增加超音波機構，以輔助榨油之過程，

提高壓榨效能及優化產品品質，機台性能人機介面操作更能展現

教學成效。除了規格變更外，項目名稱亦一併變更為「超音波輔

助螺旋式壓榨油機」。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七。 

 

決 議：照案通過。 

 

(八)  案 由：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

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3月13日105學年第3次醫學與健康學院院務會議通

過及106年2月21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1次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系

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及原因如下，變更後預算金額維持150,000元不變。 

原項目名稱 
變更後 

項目名稱 

變更後

數量 
原因 

溼式轉漬器 

(優先序

3-05) 
垂直電泳槽 2 台 

1. 原申請項目之預估單價

應包含供蛋白質分析之

電泳槽，因申請時有遺

漏，故申請規格更正。 

2. 變更後之垂直電泳槽及

電源供應器，更適合供二

技臨床生化實驗及實務

專題學生使用。 

3. 各細項設備，須個別編列

財產，故將細項設備分別

編列。 

電源供應器

-基本型 
1 台 

電源供應器

-高電流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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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八。 

 

決 議：照案通過。 

 

(九)  案 由：保健營養系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資本門與經常門項目

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保健營養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3月13日105學年第3次醫學與健康學院院務會議通

過及106年2月17日105學年度第7次保健營養系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資本門-優先序3-01「凱氏氮分解裝置」： 

食品分析與微生物實驗室-C402擬購置凱氏氮分解裝置設備

供食品檢驗分析實驗、乙級食品技術士考照及專題研究等使

用。然因今年度該物品調漲，原編列預算不足，擬將原每組8

支分解管變更為每組6支，及變更每組分解裝置均含：(1).消

化管抽氣罩1組。(2).消化管架(Rack system)1組，250 mL消

化管用。(3).抽氣罩及消化管架之固定架1組之安全配備。變

更規格將有利於課程使用並促進實驗進行，使實驗課程及乙

級食品技術士考照等課程學生能夠實際學習與有成果產出。 

(2) 經常門(改善相關物品)-優先序3-04「無線麥克風組」： 

特殊餐飲烘焙實驗室擬購置麥克風供食品加工與實習、膳食

療養實驗、烘焙學與實習及專題研究、碩士論文等課程使用。

原預估單價無法購買原有之規格，為利於課程使用並促進實

驗進行，擬變更單價及規格，原單價4,000元、購置2組，變

更為單價8,000元、購置1組。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九。 

 

決 議：照案通過。 

 

(十)  案 由：教務處課務註冊組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

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註冊組)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2月23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1次教務處處務會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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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優先序6-14「數位講桌」電腦還原軟體，圖資處資訊服務組

建議改採其他方式進行系統保護，故「還原軟體」不購入。

單價、數量、總價則由【90,000元、25台、2,250,000元】變

更為【89,500元、25台、2,237,500元】。 

(2) 優先序6-15「投影機」光源保固，原廠修正為1萬小時或5年(已

先達到者計算)，故修正光源保固期間之規格。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十。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  案 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

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3月3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2次學務處處務會議通

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學輔相關設備-優先序8「相機」： 

1-1 因原定參考機型規格具有GPS功能(引用網路PCHOME規

格表)，但經廠商查詢，原廠規格並未提供GPS功能，

實為網路誤植，且取消此規格並不影響社團使用。 

1-2 原定需配有原廠專用背包，經查原廠並未配置專用背

包，故變更為「專用背包」(不指定原廠)。 

(2) 學輔相關設備-優先序11「學生社團管理系統」：改由校款

支應。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十一。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1. 學務處林惠賢委員： 

第(2)項優先序11「學生社團管理系統」改由校款支出後，經費

支用比例是否符合獎補助辦法規定？(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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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應達資本門百分之二比例) 

(總務處吳英琡秘書回應：扣除後亦符合規定) 

 

(十二)  案 由：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變更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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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萬5,463元，故資本門經費調整，獎勵補助款由3,120萬

6,643元調整至3,211萬2,106元(增加90萬5,463元)，自籌款由

86萬9,567元調整至108萬1,204元(增加21萬1,637元)，新增項

目如下： 

(1) 教學及研究設備：新增優先序6-16至6-21、7-14、7-15、

8-13至8-15，共11項，合計90萬9,600元。 

(2) 標餘款項目：新增優先序1至7，共7項，合計24萬780元。(標

餘款項目預算不列入支用計畫書預算金額中) 

2. 106年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各項預計採購設備之規格需

求，部分使用單位則有過於簡略之虞…，建議學校宜通盤檢視，

並統一要求使用單位具體表達所需規格。」故將優先序8-02「氣

體鋼瓶戶外儲存櫃」與優先序8-07「深蹲架」(該項列於本次會

議共教中心提案中)規格補充。 

3.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件十二，資本門變更對

照表如附件十三。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1.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補充說明如下，第(1)(2)項主要使用於健美系教學空間整修(教

室及情境教室、模擬教室的教學設備使用)，及資管系專題教室

因應特色需求增加設備(行動攝影棚、燈罩組大約10萬到20萬左

右)，提請各委員審議。 

2. 主席： 

針對第2點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提到需具體表達規格

處，是否只針對8-02及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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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吳英琡秘書回應： 

委員審查意見中指名的僅有8-07「深蹲架」，經整體審視後，

僅8-02「氣體鋼瓶戶外儲存櫃」及8-07「深蹲架」需補充規格) 

 

(十三)  案 由：審議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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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核定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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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388,055元。 

2. 另依預估版審查意見，有關編列「研究－獎勵教師學術及專業

研發成果」500,000元，審查機制提及「獎勵著作經費」，顯示

其支用仍涉及論文發表獎勵，本經費已由研發處刪除並調整部

分金額至其它支用項目。 

3. 獎補助款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十四，

經常門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十五。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1.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此次106年獎補助已將「獎勵教師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項目移

除，未來本校對於著作發表之獎勵款項將由校款支出。 

2. 主席： 

雖今年度獎補助已將「獎勵教師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項目移

除，但為鼓勵同仁們發表論文，獎勵款項將改由校款支出，並

列為下年度校預算編列項目。 

 

(十四)  案 由：審議教育部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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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教育部106年2月23日來函辦理。教育部核定本校106年度獎勵

補助經費為4,587萬4,437元 (其中含經常門1,376萬2,331元，

資本門3,211萬2,106元) ，較105年度增加129萬3,518元。 

2. 本校依核定金額調整分配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變更後之支用



內部公文編號：H1060406024 

 

                                       11                              保存年限：六個月   

表單編號：1500-1-02-0703

計畫書各項金額及比例如下表，並參閱「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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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獎勵補助款(1) 

自籌款(2) 

佔獎勵補助款 10.61% 

(11.84％) 

 

總經費(3)=(1)+(2) 

$45,874,437 

($44,580,919) 

$4,869,054  

($5,277,417) 

$50,743,491  

($49,858,336)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22.21%  

(16.48％)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77.79%  

(83.52％) 

金額 

$32,112,106 

($31,206,643

) 

$1,081,204    

($869,567) 

$13,762,331 

($13,374,276

) 

$3,787,850  

($4,407,850) 

合計 
$33,193,310  

($32,076,210) 

$17,550,181                            

($17,782,126) 

占總經

費比例 

65.41%                         

(64.33％) 

34.59%                   

(35.67％) 

備註：底線表核定版之金額及比例；()表原預估版之金額及比例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下午 1時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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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 1 次臨時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月 12 日（星期五） 

地點：【採書面會簽方式審議】 

主席：顧志遠委員(召集人)                             記錄：袁雅倩 

出席：詳簽到單 

 

一、 本次專責小組會議應到委員人數 34 人，已簽到人數 28 人，依據本小組設

置要點第 5點，已達三分之二法定開會人數 23 人。 

二、 討論議案 

(一)  案 由：資訊管理系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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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106年2月13日105學年度第3次圖書暨資訊處處務會議通

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7-11「熱昇華連續供墨印表機」，因細項

設備，可獨立使用，不屬於「整組設備」，為符合「一物一號」之

要求，辦理變更以符合規定，故分項為(1)熱昇華連續供墨印表

機；(2)馬克杯機。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共發出34份審查回覆表，回收28份，28位委員

表示同意，已超過門檻三分之二，本案予以通過。) 

 

(二)  案 由：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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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106年5月2日106學年度第10次學程事務會議通過，且已

陳請院長核可，將於會後再於院務會議追認之。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變更項目：優先序4-03「筆記型電腦」。 

(2) 考量未來與幼兒保育系整併，重新盤點兩系目前的筆電，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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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台改為採買1台。 

(3) 承上，餘下預算擬採購鏡頭、運動攝影機與除濕機3項，變

更後之金額不變。 

4.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共發出34份審查回覆表，回收28份，28位委員

表示同意，已超過門檻三分之二，本案予以通過。) 

 

(三)  案 由：共同教育中心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5月8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2次共同教育中心基本 

能力教育組組務會議通過，且已陳請共教中心主任核可，將於會

後再於中心會議追認之。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優先序 項目 變更原因 

8-04 製冰機 
因該設備項目原核定規格售價調漲，逾核

定經費，故調整變更設備項目規格。 

8-07 深蹲架 
因該設備項目原核定規格售價調漲，逾核

定經費，故調整變更設備項目規格。 

8-06 槓鈴片掛架 105 年教卓計畫已補助，故取消購置。 

8-06 啞鈴放置架 

目前健身房啞鈴放置架不足，啞鈴現多放

置角落，惟易被四處放置影響安全與動

線，故新增購置。 

※變更後之預算金額（116,200元）不變。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共發出34份審查回覆表，回收28份，28位委員

表示同意，已超過門檻三分之二，本案予以通過。) 

 

(四)  案 由：保健營養系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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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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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5月8日105學年度第4次臨時系務會議通過，且已 

陳請院長核可，將於會後再於院務會議追認之。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變更項目：(其他)優先序1「瓦斯安全警報系統」。 

(2) 變更原因：特殊餐飲烘焙實驗室原系統裝設多功能瓦斯安全

警報系統，需有授信總機與配管，由於當初G210未有預設管

路，故過程需有泥作敲牆等工事，另外管線配製會造成明管

從天花板連接至每個瓦斯爐，嚴重影響動線與美觀安全，故

改以一對一瓦斯遮斷警報系統，每個瓦斯爐均裝設，獨立偵

測，不僅解決安全問題，也減少不必要的工事與經費。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共發出34份審查回覆表，回收28份，28位委員表

示同意，已超過門檻三分之二，本案予以通過。) 

 

(五)  案 由：健康美容系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健康美容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5月8日105學年度第13次系務會議通過，且已陳請

院長核可，將於會後再於院務會議追認之。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因 

7-14 
立式蜂巢式

烘乾機 

調整「立式蒸氣護髮機」名稱及規格，

參考市售「立式蜂巢式烘乾機」機型，

原編列舊款規格功能不如新款機型完

善，擬變更採購新款機型。 

8-13 專業造型桌 
因「專業造型桌」實地訪價後與初估規

格有落差，故變更桌椅規格。 

8-14 沖水台 

本設備需求為特殊規格，為利於課程使

用，故變更尺寸規格，符合實際場域之

需求。 

8-15 美甲泡腳椅 因產品名稱誤植，故變更項目名稱。 

標餘款 泰式指壓 為利於課程使用，故變更椅子尺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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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因 

項目 1 兩用床 格，符合實際場域之需求。 

標餘款 

項目 2 
美甲桌 

因「工作椅、貴賓椅｣本設備需求為特殊

規格，為利於課程使用，故變更尺寸規

格，符合實際場域之需求。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共發出34份審查回覆表，回收28份，28位委員

表示同意，已超過門檻三分之二，本案予以通過。) 

 

(六)  案 由：環境工程與科學系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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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106年4月26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且已

陳請院長核可，待提106年5月17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4次院務會議

追認之。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項目：優先序7-01「3D印表機」。 

原因：因核定的3D印表機廠商不生產，需變更規格，另購買

他台。 

(2) 項目：優先序7-13「太陽能光電及智慧環控展示系統。 

原因：為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運用之"一物一號"的採購

原則，將太陽能光電及智慧環控展示系統，分為四個項目(1)

太陽能光電展示系統；(2)智慧環控展示系統；(3)40吋液晶

聯網電視；(4)配電範例展示系統。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 議：照案通過(共發出34份審查回覆表，回收28份，28位委員表

示同意，已超過門檻三分之二，本案予以通過。) 

 

(七)  案 由：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

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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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4月26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且已

陳請院長核可，待提106年5月17日105學年第2學期第4次院務會議

追認之。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項目：優先序7-06「乳狀冰品調和製造設備」。 

原因：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運用之"一物一號"的採購原

則，將乳狀冰品調和製造設備，分為二項(1)乳狀冰品調和

製造機；(2) 乳狀調和原料均質機。 

(2) 項目：優先序7-08「超音波輔助螺旋式壓榨油機」。 

原因：原採購設備已由研究計畫經費購入，故採購證照、實

作、教學設備，以充實技術教學設施。分別為(1)蒸餾鍋；

(2)氣壓填充機；(3)手持式電磁鋁箔封口機；(4)乳化機；

(5)電子天平；(6)電子分析天平；(7)數字顯示型精密搖篩

機。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七。 

 

決 議：照案通過。(共發出34份審查回覆表，回收28份，28位委員

表示同意，已超過門檻三分之二，本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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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1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9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 J402 會議室 

主席：顧志遠委員(召集人)                             記錄：袁雅倩 

出席：詳簽到單 

 

一、 本次專責小組會議應到委員人數 32 人，已簽到人數 28 人，依據本小組設

置要點第 5點，已達三分之二法定開會人數 22 人，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報告： 

序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一 
圖書暨資訊處圖書服務組 106 年度整體獎

勵補助資本門與經常門項目變更案。 

圖書暨資訊處

圖書服務組 
通過 

二 
共同教育中心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

門項目變更案。 
共同教育中心 通過 

三 
護理系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

變更案。 
護理系 通過 

四 
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106 年度整體獎勵

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文教事業管理

學位學程 
通過 

五 
應用外語系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

項目變更案。 
應用外語系 通過 

六 
資訊管理系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

項目變更案。 
資訊管理系 通過 

七 
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106 年度整體獎勵

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應用化學及材

料科學系 
通過 

八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

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系 
通過 

九 
保健營養系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資

本門與經常門項目變更案。 
保健營養系 通過 

十 
教務處課務註冊組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

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教務處課務註

冊組 
通過 

十一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106 年度整體獎勵

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 
通過 

十二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變 總務處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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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案。 

十三 
審議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

費預算變更案。 
人事室 通過 

十四 
審議教育部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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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 通過 

決議：准予備查。 

四、 討論議案 

（一） 案由一：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

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6 年 9月 20 日 106 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

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原申請之工作枱規格太寬會影響技術操

作之便利性；另因目前水槽數量不足以提供學生使用，故

擬增設水槽 2個。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二：職安系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職安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6 年 9月 12 日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提升學生於通風與空調實習、工業安全

與消防實習等課程操作之安全性。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因考量安全上疑慮，會前已先行請教職業安全衛生系鄭主任以及環

境安全衛生中心，本次開出之規格已符合本校設施設備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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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由三：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

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6年 9月 5日 106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中心會

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化游泳池及健身房場地器材，提升體

育教學效率及學生實作機會。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補充： 

本案的變更項目三至五為106年度的標餘款應用。 

 

（四） 案由四：104、105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執行績效檢討案。(提案單位：

秘書室) 

說  明：104、105 年度實際執行與支用計畫對照表變更對照表如附

件四、五。 

 

決議：請人事室針對「進修」項目檢視修訂現行法規後，提送相關

會議審議，並請研議如何強化後續資料繳交之效益。 

發言紀要： 

(1)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請各位委員參見附件四、五，表格灰底處表示支用與執行金額比例

差異大於20%，提請委員討論及提供業管單位作為來年編寫支用計畫

書時參考。 

(2)主席： 

部分項目執行率偏低，如何改善請各委員提供建議。 

(3)人事室林冠群委員： 

針對獎助教師項目，建議業管單位應研擬符合獎補助款支用之新項

目，以提昇「研究」、「改進教學」、「研習」之運用績效，及避免經

費集中流向「新聘教師薪資」，另「進修」項目因補助金額龐大，需

經三級三審通過後方可執行，且須提前半年申請補助，亦為執行績

效偏低因素之一。 

(4)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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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請各業務單位制修訂法規時，先與相關單位溝通協調，以整

體性考量各項目規章政策，再提送相關會議討論，以提升議事

效率。 

○2 各業管單位公布補助項目時，宜明確使申請者知悉可申請之補

助項目。 

○3 提醒各業務單位，獎補助經費之執行與結報，皆須符合規定及

備妥完整文件，以免被列為缺失。 

(5)主席： 

宜檢討現行的政策，請人事室檢視「進修」項目之現行法規作業，

並研議是否能縮短申請時程，以使經費能更有效運用。 

 

 

（五） 案由五：整體獎勵補助經費審查意見回應討論案。(提案單位：秘書

室) 

 

說  明： 

1. 106 年度【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應初稿如附件

六。 

2.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執行績效書審

報告」回應初稿如附件七。 

 

決 議：請相關單位再次檢視，回應內容如有不妥適處，請提供秘

書室更新修正，會後由秘書室彙整後，另案陳核。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下午 1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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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 

第 1 次臨時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1 月 2日（星期四） 

地點：【採書面會簽方式審議】 

主席：顧志遠委員(召集人)                             記錄：袁雅倩 

出席：詳簽到單 

 

一、 本次專責小組會議應到委員人數 32 人，已簽到人數 32 人，依據本小組設

置要點第 5點，已達三分之二法定開會人數 22 人。 

二、 討論議案 

(一)  案 由：圖書暨資訊處106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常門項目變更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圖書暨資訊處) 

說  明： 

1. 本案業經106年10月23日106學年第1學期第2次處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CINAHL Plus with Full Text使用師生反映全文量不足

（768種全文期刊），因此調整採購全文期刊達1,400種之

完整版。 

(2) 因資料庫經費為上年度(105年)預估，但實際費用廠商多

於當年度的10月中旬後才會依照當年的匯率及國外原廠

提供的價格漲幅標準進行報價。因此，Medline with Full 

Text與Nursing Reference Center實證護理臨床照顧資料

庫的報價金額與上年度的預估金額有所落差。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共發出32份審查回覆表，回收32份，32位委員

表示同意，已超過門檻三分之二，本案予以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