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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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1月 30日（星期四）中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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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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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謝同仁撥空參與此會議，今日會議主要是為了審議「107年度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自 107年度起，教育部推

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因此於 107 年度獎勵補助政策及支用計畫書格式

做了相當大幅度的變動，107年度支用計畫書須與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及高

教深耕計畫鏈結，因此有別於以往敘寫方式，再次感謝各位同仁的辛勞。 

秘書室 薄榮薇委員補充： 

1. 教育部於本年 11月 23日發布「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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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發布 107 年度支

用計畫書格式，12月 8日為報部繳交期限。 

2. 本次與以往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本期支用計畫書需鏈結深耕計畫，

其中校務發展計畫書及高教深耕計畫皆為本次計畫之必要附件

(深耕計畫含高教公共附件及本校四件 USR計畫)。 

3. 本期支用計畫書之資本門優先準則擬議：第一準則為全校性統籌

於教學使用之規劃項目為先，例如教務處之教室設備更新案、圖

資處書籍設備等擬購案；第二準則為系科全學制平均註冊率，以

註冊率高者為優先(詳附件 1)，本準則亦提請委員於議案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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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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常

門項目變更案 
圖書暨資訊處 通過 

決議：准予備查。 

四、 討論議案 

(一) 案由一：審議「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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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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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用內容如下表，經費支用明細請參閱「107年度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如附件 2)。 

附表:經費支用內容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勵

補助款

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小計 45,874,437 12,311,909 

26.84% 

58,186,346 
占總金額比率 78.84% 21.16% 

金額 32,112,106 13,762,331 3,135,609 9,176,300 35,247,715 22,938,631 

比率 70.00% 30.00% 25.47% 74.53% 60.58% 39.42% 

備註： 

1.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一點第一條規定：學校應自籌本獎勵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

上額度為配合款。 

2.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二點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含自籌款），應區分

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其經費之使用，應依各

校支用計畫所編列者為準，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

門不得高於百分之七十五，經常門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

經常門及資本門比率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3.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十點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比率之計算，不含自籌款金額；

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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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招生率是否含外加名額？續學率？ 

＊ 秘書室 薄榮薇委員回應：含外加名額，不含續學率。 

＊ 秘書室 薄榮薇委員說明： 

由於本期支用計畫書較往年新增及異動相當多表格(如表四、表五為全

新格式，請詳附件 2)，今年提報總金額為 58,186,346元(含自籌款，

資本門為 35,247,715元、經常門為 22,938,631元)，提請各位委員審

議。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下午 14時 10分） 







 

                                       1                                  保存年限：六個月   

表單編號：1500-1-0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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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4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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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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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同仁來參加今天的會議，今天的會議十分重要，獎補助款之運

用須能發揮最高效益，故須有詳細的討論過程，今天提請各位委員嚴謹

審議本次的獎補助變更案。 

這邊也跟各位報告，今年本校的獎補助款增加了 982萬 6,276元，將近

1千萬元，也是本校首次進入到 5千萬席位，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教育部增加核配經費原因有二，一是校務發展計畫書編撰優秀；二是除

校務發展計畫書編撰優秀外，且執行成效優異。今日的進步是大家的功

勞，這邊再度感謝大家對學校的支持。 

薄榮薇委員補充： 

本校今年的補助款，在各校排名為 15名，補助金額為 5,570 萬 713 元，

金額與排名皆上升兩名。 

主席補充： 

今年排名及金額較去年上升兩名，去年亦較前年上升兩名，本校要持續

不斷往前邁進，雖本校為護理性質學校，無法像工學院能一躍千里的進

步，但期許本校每年皆能往前進步兩~三名，三、四年後能名列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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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會計室 通過 

決議：准予備查。 

四、 討論議案 

（一） 案由一：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教務處)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3月 26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6次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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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數位講桌優先序 1-01：目前全校性一般教室故障率較

高之舊機型計有 5台，故申請變更減少數量，原 25台

更改為 5台。 

(2) 投影機優先序 1-02：目前全校性一般教室故障率較高

之舊機型計有 5台及備品 2台，故申請變更減少數量，

原 25台更改為 7台。 

(3) 新增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麥克風各 3組：為因應推廣

遠距課程教學，故購買以利教學資源充分運用。 

(4) 新增 5幅電動布幕：一般教室損壞時，以利隨即更換。 

(5) 原核定金額共計 292萬 2,500元，變更為 87萬 2,000

元。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一、二。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二：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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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3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共

同教育中心基本能力教育組組務會議會議通過，且已陳請

共教中心主任核可，將於會後再於共教中心會議追認之。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序次 項目 變更原因 

1 檢定軟體 

原泰語檢定軟體業於 107 年 1 月由「教育部補助

技專校院辦理開設東南亞語言課程」計畫支應，

擬改購目前有需求且欠缺之越語檢定軟體，故調

整變更設備項目規格。 

2 

英文線上教

學資源或檢

測題庫 

配合 106-2 規劃開設分級英檢多益課程，將全民

英檢題庫變更為英檢多益題庫，除提供多益全真

題庫 4 回外，還須提供由此四回全真題庫按初、

中、高三級不同程度重新編撰的練習題，以更符

合老師分級教學與學生自我練習之需求，故調整

變更設備項目規格。 

※變更後之預算金額（15萬元）不變。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三。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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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請教這兩套軟體的使用地點為何？ 

語教中心胡娟暐主任： 

英文線上教學資源或檢測題庫為線上使用，檢定軟體則為單機板，

同學須至語教中心借用光碟練習，並可增加學生前往語教中心次

數、時間，加強與學生互動。 

副校長張可立委員：上述兩套軟體是否有使用年限？ 

語教中心胡娟暐主任：無使用年限。 

 

（三） 案由三：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護理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護理系 107年 3月 15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及護理學院 107年 3月 16日 106學年第 2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優先序 6-02「醫護模擬人」，內建溝通技巧程式軟體，

具執行口鼻插管、CPCR評估及血壓測量並設置呼吸頻

率等功能，目前醫護模擬人已停產，故擬在原預算核

定該項金額不變下，變更申購其他款式(規格)之醫護

模擬人。 

(2) 優先序 6-04「抽痰訓練模型」，半側模型具觀察窗可觀

察導管位置，具逼真的解剖結構等功能，目前抽痰訓

練模型已停產，故擬在原預算核定該項金額不變下，

變更申購其他款式(規格)之抽痰訓練模型。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四。 

 

決 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四：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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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 107年 3月 30日 106學年第 2次院務會議及 107

年 3月 16日 106學年第 1次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優先序 9-02「半自動罐裝充填機」，原申購機型已停止

生產，故改申購機型其操作功能與功效與原機型相當

並能符合教學需求。 

(2) 優先序 9-03「超音波骨質密度儀」，原申請規格之檢測

時間：≦1秒，市佔率並不高，考量到其耐用度及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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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問題，欲申請變更為檢測時間：≦10秒，其市佔

率較高，且耐用度、穩定性較佳之超音波骨質密度儀。 

(3) 優先序 9-05「麵食工作台」，原申請設備規格未含周邊

設備。 

(4) 優先序 10-00「雷射印表機」，原申請之規格已停產無

法採購，變更請購規格以符合現行彩印機 MODE。 

(5) 以上項目原教學資本門經費預算核定總金額與變更後

金額不變。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五。 

 

決議：照案通過。 

 

（五） 案由五：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常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保健營養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4日 106學年第 3次院務會議及 107

年 4月 23日 106學年第 2次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優先序 5-00「電子磅秤」，原申購機型已停止生產，故

改申購機型其操作功能與功效與原機型相當並能符合

教學需求。 

(2) 原教學資本門經費預算核定總金額與變更後金額不

變。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六。 

 

決 議：照案通過。 

 

（六） 案由六：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3月 30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

會議及 107年 3月 6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

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電腦：因原採購項目金額，廠商報價過高。經協調後，

調整變更採購規格，以符合報價金額與報部金額相同。 

(2) 相機鏡頭：原設備項目「相機鏡頭」所開設之規格，

不得整併成一規格採購，需拆成三筆項目（規格）分

別採購。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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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七） 案由七：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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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4月 18日 106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

會議及 107年 4月 16日 106學年度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電力分析儀因目前部分設備已停產，故

提變更案。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八。 

 

決 議：照案通過。 

 

（八） 案由八：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健康事業管理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健康事業管理系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臨時

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優先序 17-01「雲端伺服器」，因本次共購買三套

生醫訊號檢測設備，需配置三台雲端伺服器，故更

改伺服器規格及數量。 

(2) 優先序 17-03「八通道無線腦波帽」，原系統開發

廠商經營團隊解散，因健康資料分析、健康事業資

訊系統等課程教學需求，改採購「腦波資料收集系

統」。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九。 

 

決 議：照案通過。 

 

（九） 案由九：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健康美容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16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

會議及 107年 4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因 

21-00 洗衣機 
因當初廠商提供之規格誤植，故變更項請

購規格，以符合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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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因 

22-01 頭皮檢測儀 

本設備需求包含「頭皮育毛養髮皮膚虹膜

檢測系統」及「專用電腦」，二項設備非

整組認列，故變更項目名稱及規格，符合

實際場域之需求。 

改善教學

相關物品

9-00 

乾衣機 

原申請之規格已停產無法採購，故變更項

目名稱及請購規格，以符合教學需求。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十一。 

 

決 議：照案通過。 

 

（十） 案由十：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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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18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臨時

院務會議及 107年 4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

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精密天秤，因規格不符合綠色實用化學實驗，實務

專題實作（一）（二）所需稱重的精密度。 

(2) 原料糖化破碎機、發酵儲酒槽、液態發酵槽、過瀘

機，因原本設備規格無法使用，無冷卻恆溫設備。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二。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 案由十一：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休憩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3月 30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

會議及 107年 3月 22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

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烘豆機：因原物料上漲且原規格廠商無法出貨。 

(2) 玻璃展示冰箱：因原物料上漲且原規格廠商無法出

貨。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三。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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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案由十二：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04月 19日 106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中心

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拳擊擂台及固定型速度球板架-學校承辦 108年全

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拳擊項目空間規劃問題，暫不請

購。 

(2) 因學校成立國民運動中心，將此筆經費改購置有關

「體適能相關器材」，變更後預算金額(56萬 3,000

元)不變。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四。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副校長張可立委員： 

重量訓練的下方正好是飛輪教室，近日施工時發現，進行重訓時之

聲響會傳送到正下方的飛輪教室，請問這次購置項目，能否加強隔

音設備？ 

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林献巃主任： 

此次變更採購可改善硬舉時所發出聲響問題。 

 

（十三） 案由十三：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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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13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學務

處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原申請爵士鼓組規格停產，建議採購新

規格爵士鼓組，以利採購。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五。 

 

決 議：照案通過。 

 

（十四） 案由十四：審議 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預算變更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1. 107年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核定金額為

3,899萬 499元。依核定之獎勵補助經費及實際預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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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調整資本門經費，共增加新台幣 596萬 6,299元(獎

勵補助款增加 687萬 8,393元、自籌款減少 91萬 2,094

元)。 

2. 本次資本門辦理變更項目之金額減少 222萬 8,150元，新

增項目之金額增加 819萬 4,449元，新增項目及優先序說

明如下表： 

優先

序 
支用項目 

編列

單位 
預估金額 

預計採

購月份 

支用計畫書

優先序碼 

1 
H205飛輪教室

影音設備 

體健

中心 
630,100 7月 #32 

2 
攜帶式變頻數

位超音波機 

助產

系 
500,000 7月 #33 

3 
虛擬實境(VR)

軟硬體設備 

圖資

處 
2,818,000 7月 #34 

4 
體適能輕適能

器材 

體健

中心 
421,500 7月 #35 

5 全身律動器材 
體健

中心 
180,000 7月 #36 

6 護理練習模型 
護理

系 
835,904 10月 #37 

7 
中正堂舞台及

影像設備 

學務

處 
2,189,400 10月 #38 

8 
中正堂音響設

備 

學務

處 
904,000 10月 #39 

9 學輔相關設備 學務

處 

619,545 
10月 #10-#17 

說明：優先序 8「中正堂音響設備」為標餘款項目，不列入資本門經費支

用總金額中。 

3.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各

所系科

中心之

教學及

研究設

備 

修

正 
26,610,689 68.25 818,280 36.80 27,428,969 

原

來 
20,872,869 65.00 1,209,346 38.57 22,082,215 

差

異 
5,737,820 3.25 (391,066) (1.77) 5,346,754 

二、圖

書館自

修

正 
8,600,000 22.06 515,500 23.19 9,1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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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動化及

圖書期

刊、教

學媒體 

原

來 
7,346,994 22.88 1,768,506 56.40 9,115,500 

差

異 
1,253,006 0.82 (1,253,006) (33.21) 0 

三、學

生事務

及輔導

相關設

備 

修

正 
779,810 2.00 639,735 28.77 1,419,545 

原

來 
642,243 不變 157,757 5.03 800,000 

差

異 
137,567 0 481,978 23.74 619,545 

四、其

他 

修

正 
3,000,000 7.69 $250,000 11.24 3,250,000 

原

來 
3,250,000 10.12 0 0 3,250,000 

差

異 
250,000 2.43 250,000 11.24 0 

總 計 

修

正 
38,990,499 100 2,223,515 100 41,214,014 

原

來 
32,112,106  3,135,609  35,247,715 

差

異 
6,878,393  (912,094)  5,966,299 

說明：括弧()，表示金額減少。 

4.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六。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 

本次獎補助金額比預期增加一千萬，故依本校優先序新增設備項目

如附，請圖資處補充說明金額較大之VR項目。 

圖書暨資訊處蘇基福委員：整體教室規劃如下說明，空間至少須三

乘二，依現有電腦教室空間安排，人數設定為20人左右，以利教學

品質的控管。因VR主要注重在3D方面的設備，對於顯卡的要求較高，

故電腦的配備金額較高，其次為VR頭盔設備及其他軟體。軟體方面

除了製作VR相關軟體，亦編列可快速製作出VR效果之軟件，以增強

學習曲線、降低學生學習之入門門檻。 

主席：請教有哪些課程可配合？ 

圖書暨資訊處蘇基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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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資科管系有部份3D相關課程可配合，亦可延伸至其他科系的應

用面課程。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補充說明，目前護理系郝德慧老師已將護理資

訊相關的體感VR 融入課程之中，未來擬評估能否結合各院VR相關課

程後，轉換成專門課程。 

研究發展處何詠碩委員： 

是否能發展為VR體驗？ 

圖書資訊處蘇基福委員： 

目前購置之規格可配合多種深淺不同之課程運用，可發展VR體驗，

例如校園導覽、學生體驗等。 

人事室林冠群委員：目前設備可否升級處理MR？ 

圖書資訊處蘇基福委員： 

MR部份主要與軟體有關，目前設備如進行軟體升級即可處理MR。 

 

（十五） 案由十五：審議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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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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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萬 7,883

元。 

2. 調整項目如下： 

(1) 依預估版審查意見「有關教師「進修」項目僅編列

5萬元，占經常門之 0.36％，恐不敷所需」，針對

教師「進修」項目，擬調整補助款經費為 80萬元。 

(2) 增列「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補助款經費：219

萬 7,883萬元。 

(3) 調整「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與「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之自籌款經

費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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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經常門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十八。 

 

決 議：照案通過。 

 

（十六） 案由十六：審議教育部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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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4月 11日來函辦理。教育部核定本校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為 5,570萬 713元 (其中含經常門

1,671萬 214元，資本門 3,899萬 499元) ，較 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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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982萬 6,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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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用計畫書各項金額及比例如下表，並參閱「107年度整

體發展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含附表)」。 

107年度經費支用預估情形一覽表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勵補

助款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小計 
55,700,713 

(45,874,437) 

11,978,715 

(12,311,909) 

21.51% 

(26.84%) 

67,679,428 

(58,186,346) 占總金額

比率 

82.30% 

78.84% 

17.70% 

21.16% 

金額 
38,990,499 

(32,112,106) 

16,710,214 

(13,762,331) 

2,223,515 

(3,135,609) 

9,755,200 

(9,176,300) 

41,214,014 

(35,247,715) 

26,465,414 

(22,938,631) 

比率 
70.00% 

(70.00%) 

30.00% 

(30.00%) 

18.56% 

(25.47%) 

81.44% 

(74.53%) 

60.90% 

(60.58%) 

39.10% 

(39.42%) 

備註：粗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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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案由十七：審議教育部 107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

見。(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依教育部 107年 4月 11日來函說明，本校 107年度整體

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已彙整回覆如附件十九。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下午 13時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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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06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2：00至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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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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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報告： 

(一) 本校已於 106年 5月 31日接受教育部委託雲科大獎補助小組辦理

之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料查核訪視作業，本次訪

視時委員有提出少數修訂建議如下說明： 

1. 產學合作明細表：填報獎補助資料庫時係以合約金額、時程為依

據報部，現依後續執行結果作部分案件金額及時程之修訂。 

2. 國際化成效表：填報獎補助資料庫時係以「地點」為依據報部，

現依當日委員指導以「趟次」為依據修訂人數及金額。 

3. 整體教學資源投入統計表：學雜費收入誤含教育部補助之經費，

故修正。 

4. 學生就學輔助金明細表：補助金歸類認知問題，故調整歸類。 

(二) 以上修正皆不影響本校今年獎補助核配金額，特此說明。私立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料查核訪視作業之審查意見亦於 6

月 15日回復後已修正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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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 教務處 通過 
二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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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護理系 通過 
四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保健營養系 通過 
五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常門項目變更案 保健營養系 通過 
六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通過 
七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通過 
八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健康事業管理系 通過 
九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 健康美容系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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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十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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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休憩與遊憩事管理系 通過 
十二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 通過 
十三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學務處 通過 

十四 
審議 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經
費預算變更案 

總務處 通過 

十五 
審議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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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審議教育部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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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審議教育部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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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通過 

決 議：准予備查。 

四、 討論議案 

（一） 案由一：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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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5月 7日 106學年第 2學期處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優先序 1-01「數位講桌」：配合新型數位講桌規格。 

(2) 優先序 1-04「筆記型電腦」：配合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

作使用，變更筆記型電腦規格。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一。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二：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1)，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6月 6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

議及 107 年 4 月 24 日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

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相機鏡頭、電子閃光燈 

(1) 優先序 12-03「相機鏡頭」：原規格所載 Sidande，為

廠牌型號，非儀器規格，今申請變更，補充正確規格，

以利符合採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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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電子閃光燈」：原規格所載 DF 

800，為廠牌型號，非儀器規格，今申請變更，補充正

確規格，以利符合採購程序。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二、三。 

 

決 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三：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2)，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

會議及 107年 6月 11日 106學年第 9次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優先序 項目名稱 原因 

12-04 情境教室中控系統 原相關採購案已不符本系發展

需求。結論：更新採買設備，

以符本系發展需求。 

※變更後之預算金額（450,000

元）不變。 

12-05 RFID門禁控制系統 

12-06 智慧型電力監控系統 

12-07 智慧型環境監控系統 

12-08 窗簾控制系統 

12-09 情境燈控制系統 

12-10 網頁控制系統 

改善教

學相關

物品 

指向性麥克 

(1)原規格 Saramonic Vmic 非

規格項目，故變更正確規格。

(2)原項目名稱：「指向性麥克」

非正確名稱，故變更正確項目

名稱：「指向性麥克風」。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二、三。 

 

決 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四：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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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 107年 6月 6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

議及 107 年 5 月 11 日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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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 26-02「玻璃展示冰箱」：因原規

格停售，故更新規格。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四。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案由五：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幼兒保育暨產業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6月 6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

議及 107年 5月 3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

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優先序 29-00「除濕機」：因單位書寫錯誤，由 cm變更

為 mm。 

(2) 攪拌機：因當時網路尋價金額與現廠商報價金額有落

差。經協調後，調       整變更採購規格及數量，以

符合報價金額與報部金額相同。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五、六。 

 

決 議：照案通過。 

 

（六） 案由六：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04月 25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中

心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優先序 36-01「全身垂直律動機」：因應樂齡健身需求，

故改添購功能提升為坐椅、站立兩用之機型。 

(2) 並為提升國民運動中心服務項目內容，增添多元健康

服務器材，故改添購雙頻道雷射治療儀。 

※變更後之預算金額（150,000元）不變。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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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案由七：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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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6 月 15 日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6 次院務

會議及 107年 6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 22-02「電腦」因原設備停產，

故變更項目規格，以符合教學需求。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八。 

 

決 議：照案通過。 

 

（八） 案由八：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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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6 月 20 日 106 學年度護理學院第五次院

務會議及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系

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配合 D110A建置重症加護病房，將 1.優先序 37-01「靜

脈注射及抽血模型」、2.優先序 37-05「電腦」及 3.優

先序 37-06「護理擬真情境模擬軟體」變更購買懸吊系

統-吊塔。 

(2) 原「靜脈注射及抽血模型」、「電腦」及「護理擬真情

境模擬軟體」已改編列在 107學年度教學資本門。 

※變更後之預算金額（339,904元）不變。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九。 

 

決 議：照案通過。 

 

（九） 案由九：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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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6月 7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3次臨時院

務會議及 107年 6月 4日 106學年度第 3次臨時系務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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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項目與原因：優先序 25-00「果醋製造設備」，因鋼材

原物料及控制原組件漲價，原編預算無法購買，故變更購

買「真空冷凍乾燥機」、「可分離式四歧管座」、「油迴轉式

真空幫浦」、「低溫恆溫水槽」，為了配合大一綠色實用化

學實驗，大二有機化學實驗，分析化學實驗，大三實務專

題實作（一）（二）等課程教育目標之核心能力專業實務

技能訓練所需之儀器設備。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 

 

決 議：照案通過。 

 

（十） 案由十：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常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6月 7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3次臨時環

境與生命學院院務會議及 107 年 5 月 14 日 106 學年第 4

次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 

(1)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數位功率鉤表」、「風量風速溫度

計」及「照度計」三項產品規格部分拿掉國別、廠牌、

型號。 

(2)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程控校正器」因目前課程程考量

調整，故變更購買「顯微鏡 CCD轉接頭」。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一。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 案由十一：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圖資處資訊技術組）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第 8 次圖書暨資訊處

處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VR 虛擬實境電腦教室相關設備(優先序

34-01~08)，因原規劃偏重程式教學與開發部分，為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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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及虛擬實境體驗，縮短與職場就業距離，增修 VR 實

作體驗相關設備。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二。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主席：因此案金額較大，期能發揮最高效益，請問上述設備未來將

如何支援各系所教學運用？  

圖資處蘇基福委員：目前預計將課程分為技術面及體驗面兩面向，

後續課程及教材開發尚在規劃中。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補充：本校護理院系的張曉雲院長、方月燕主任、

郝德慧老師等人，皆有計畫案與 VR相關。 

 

（十二） 案由十二：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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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 107年 6月 7日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4次學務處

處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學輔相關設備優先序 17「筆記型電腦」，

因原建議規格之筆記型電腦因廠商表示已停產，故變更為

較新規格以利採購。 

3.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三。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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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案由十三：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預算

變更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1. 資本門自籌款核定金額為 222萬 3,515元，調整後減至 221

萬 5,015元；經常門自籌款核定金額為 975萬 5,200元，

調整後增至 976萬 3,700元，上述調整金額共 8,500元。 

2. 依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將非需整组合購分項列出。」

為回應委員意見，故將部份項目改由經常門自籌款支應，

變更如下： 

(1) 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序 34，其中 8,500元改列為改善

教學相關物品，並以經常門自籌款支應。 

(2) 變更對照表如附表十二。 

2. 上述分項經費調整如下： 

(1) 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 

i. 金額由 222 萬 3,515 元調降為 221 萬 5,015 元（比

例由 36.80％調降為 36.56％），調降金額 8,500元。 

ii.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表十四。 

(2) 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i. 金額由 30萬 9,400元增加為 31萬 7,900元（比例由

3.17%增加為 3.26%），增加金額 8,500元。 

ii.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修正對照表如附表十五。 

3. 變更後之支用計畫書自籌款各項金額及比例如下表：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修正自籌款 原自籌款 修正自籌款 原自籌款 

金額 2,215,015 2,223,515 9,763,700 9,755,200 11,978,715 

比例 18.49% 18.56％ 81.51% 81.44% 100% 
備註： 

1. 底線表示變更後之金額或比例。 

2. 詳如附表十六。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下午 13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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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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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0月 9日（星期二）中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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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人，已簽到人數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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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人，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委員百忙中抽空於中午時段來開會，各委員係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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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點所

產生，桌上之聘書為學校的誠意，礙於時間因素不一一複誦委員姓名。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為政府補助予學校之款項，除希望使用單位

能珍惜資源，達成此經費運用之最大效益外，也麻煩在座委員能給予使

用單位意見，讓此經費的運作更為嚴謹，在此再次感謝各委員參加此會

議。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補充： 

在座有許多委員為第一次參加專責小組會議，在此先向各委員報

告，本校申請 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業經教

育部核定金額為 5,570萬 713元，本校相對應配合自籌款部分為 17.70%

共計 1,197萬 8,715元，本次會議係為 107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支用計畫書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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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教務處 通過 

二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1)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通過 

三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2)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通過 

四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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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項目變更案 幼兒保育暨產業系 通過 

六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 通過 

七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健康美容系 通過 

八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護理系 通過 

九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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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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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十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常門項目變更案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通過 

十一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圖資處資訊技術組 通過 

十二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案 學務處 通過 

十三 
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經

費預算變更案 
總務處 通過 

決議：准予備查。 

四、 討論議案 

（一） 案由一：學務處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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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案業經 107年 9月 11日 107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學務

處務會議、107年 10月 8日 107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學務

處務會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38-07至 38-14項目已不符合學校發展

需求，更新採購項目為 38-15，以利學生活動使用；另使

用標餘款，新增採購 39-06至 39-14項目以整合舞台之音

響、燈光、布幕、字幕機等之功能，使操作使用更為便利。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護理系鄭志敏委員： 

優先序38-14之規格，似乎直指iPad，為何不明寫iPad？且價位

亦高於目前市場行情，試問此項目以及其他項目當初審議過程。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回覆： 

首先，鄭委員所指優先序38-14項目係原申請項目，該項目金額

則為106年11月報部時之市場定價，而非現今市價；另針對委員

所提出金額審議之疑慮，本校各式採購案皆依法行事，若採購金

額達政府規定金額，則依政府採購法辦理，除公開招標外，亦須

經過本校採購委員會審議；未達政府規定金額，校內亦有相關流

程控管，例如：至少須檢附1家廠商估價單等。 

副校長室張可立委員補充： 

由於部分委員係第一次參加此會議，在此說明本校在使用整體發

展獎勵補助經費上，除依循「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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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為母法外，亦須符合各項相關辦法辦

理，其中「政府採購法」第26條有明列「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

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

準者，應從其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

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

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

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

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

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

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故規格中不得明列廠

牌。 

秘書室薄榮薇委員補充： 

誠如副校長所說，部分委員係第一次參與專責小組會議，這邊向

各位報告，專責小組委員之職責可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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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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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目的係提請各委

員審議本次變更項目之規格、合理性等。 

圖書暨資訊處蘇基福委員： 

優先序38-15規格內所提到的作業系統已非目前主流，甚至部分

已無法使用，是否請使用單位再確認？ 

 

（二） 案由二：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107年度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07年 10月 3日 107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

會議及 107年 10月 1日 107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

議通過。 

2. 變更項目與原因：配合下水道設施操作機電設備考場崗位

增加，使用標餘款增購考場設備，新增採購 40-01至 40-05

項目，從現有的四個崗位提升到八個崗位，以利辦理勞動

部證照考試。 

3. 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內部公文編號：H1071015120 

 

                                              4                               保存年限：六個月   

表單編號：1500-1-02-0703 

決 議：照案通過。 

 

發言紀要： 

護理系鄭志敏委員： 

請問上開項目除了考試外，是否運用於教學上？是否有包含保

固？ 

環境與生命學院賴進興委員： 

除考試外，亦有實習課程。除部分項目為耗材往後需新購汰換

外，其餘則依項目有不同的保固措施。 

 

（三） 案由三：107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變更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1. 變更項目：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序 38-07至 38-14變更為

38-15，如附件一。 

2. 標餘款項目：結算至 107年 9月 21日止（107學年度第 1

學期採購委員會第 3次會議），標餘款合計$815,665，分

配情形如下表，詳細項目如附件二及附件三。 
 時間/項目 標餘款金額 備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執行 488,245  資本門項目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執行 136,104  資本門項目 

電子資料庫 191,316  經常門/其他類，自籌款項目 

合  計 815,665  

學務處標餘款$623,665(39-06

至 39-14 項目) 

環工系標餘款$192,000(40-01

至 40-05 項目)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下午 12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