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部公文編號：0500-K-97-0011 

 1

輔 英 科 技 大 學 

九十六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七年四月一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地點：行政大樓 J403會議室 
主席：張副校長可立                                紀錄：楊美琴 
出席：詳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 
        本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所支項目，先前已經過校內相關程序的計畫審核，確定 

    其優先順序，並彙整計畫書提交本小組審核通過報部(可參見前會議記錄)。 

 

        但本次教育部核定經費較之前預估減低約一千四百餘萬元，資本門執行項目依其計 

    畫審定優先序在後者順序刪除；優先序相同者(經常門)，則按相同比例斟酌遞減，並參 

    考教育部對本校計畫書審查意見，予以修正內容。 

 

        資本門項目經費比例，各計畫案中可概分「基礎教學設備」與「發展特色教學設備」， 

    其比例約為57%：43%，希望可以優先「持續改進學校教學設施與設備」，做好教學基礎 

    的部份，再談發展特色。對此原則若有更好的建議，請委員提出討論。 

 

        除了各院系的基本設備外，本年度的43%經費「發展特色教學設備」，各系院多以e 

    化為方向，如課程e化教學品質計畫，或臨床情境模擬計畫，全校性e化設備提升計畫 

    則有「強化網路教學環境支援計畫」，這些可視為本年度重點發展特色。而未來教育部若 

    無其他獎補助款，本校今年度亦將以校款發展相關之兩項計畫設備： 

        (1)強化資通安全防禦措施─建置侵偵測系統與使用認證機制 

        (2)提升e化教室設備─數位資訊化講桌建置。 

 

        經常門項目則依教育部之規範與要求，之前已由各相關單位討論分配，並由本小組 

    委員開會同意其比例。本次僅依比例縮減，不再說明其分配原則。 

 
二、提案討論 
 
(一)案 由 一：審議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教學資本門變更案。(提案單位：醫學與健康學 

              院) 

    說    明： 

            一、保健營養系於學術提升計畫-校內品質提升計畫中所提之「健康飲食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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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與檢驗」專業學術提升計畫，申請採購組合式傳統索式油脂萃取裝置 
                一組因文書作業錯誤而誤植數量，採購組數應為兩組，擬申請准予變更以 
                維持計畫執行之成效。(詳【附件一】) 
            二、醫事技術系於學術提升計畫-校內品質提升計畫中所提之「臨床血液學實驗 
                教學設備」專業學術提升計畫，資本門申請採購明細詳【附件二】，因考量 
                教師專業課程發展之重要性，優先執行採購血液抹片 e化顯微教學系統， 
                並暫緩執行採購全自動血球計算分析儀、血液抹片教學系統等儀器，以維 
                持計畫執行之成效。 
            三、院務會議紀錄詳【附件三】，敬供委員參考。 

 

    決    議：(一)保營系變更一案准予通過，日後各單位編寫計畫書時，宜謹慎填寫，校 

                  正後始送出資料，力求避免文書失誤。 

              (二)醫技系變更一案准予通過，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考量其 e化專業 
課程發展之需求，准予變更支用項目。 

 

    發言紀要： 

    吳忠誠委員：提案順序應為學院變更支用項目之提案置於資本門經費項目調整案之前， 

                建議將會議資料第四案「審議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教學資本門變更案」 

                (提案單位：醫學與健康學院)移前。 

    (主席回覆：依委員意見調整提案順序。) 

 
  (二)案 由 二：審議97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修正。(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 
              一、依教育部97年3月3日來函辦理。教育部核定97年獎補助款總計3,844 

                 萬2,375元。(含經常門1,537萬6,950元，資本門2,306萬5,425元) 

              二、本校依核定金額調整分配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詳見97支用計畫書經費 

                  支用總表【附件四】。 

 

      決    議：准予通過。若本校整體獎補助款之申覆案通過，屆時依實際核配金額再次 

                調整支用計畫書。 

 

發言紀要： 

(一)王淑軍委員：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分為補助款與獎助款兩項，兩者所支用之範圍是 

                否有所界定？ 

   (劉珮蓁組長回覆：補助款與獎助款為因兩者核配之指標不同故有所分別，但實際 

                    經費運用並無限制何項必須支用補助款或獎助款，僅規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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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須佔總經費之60%，經常門須佔總經費之40%。) 

(二)主   席：為求經費之確實掌控，各單位編列自籌款預算時，宜斟酌實際需求，避 

             免浮編之弊。 

     

  (三)案 由 三：審議97年度整體發展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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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部97年度核定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部份計23,065,425元，故資本門 

                  自籌款部份亦減少476,178元，以平衡獎補助款與自籌款之比例。 

          二、因自籌款與補助款經費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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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准予通過。 

 

      發言紀要： 

(一)陳英輝委員：本校為技職體系的學校，應以學生專業證照之取得為重要努力方向， 

               使得畢業學生在職場具有充分競爭力，建議學校對於學生考取證照這 

               方面，規劃各種學制考取證照之年級進度表，並提撥經費補助證照考 

               試費用，鼓勵學生精進個人能力。運用於教師能力培養之相關補助， 

               應考量何種方式較有助於教學品質之提升，而非僅補助各種研討會， 

               疏於檢討實際成效。 

               另外，獎補助款之項目編列，應配合學校近中程發展計畫，而當初為 

               繳交近中程發展計畫之相關資料，院內召開多次討論會議，擬定詳盡 

               之內容供學校審核，至今未有完整核定之內容供學院參照辦理，建議 

               學校可加強近中程發展計畫之制定情形，儘早將近中程發展計畫討論 

               之結果知會學院，俾便各項經費之編列。 

 

    (主席回覆：同意陳委員建議，校方致力辦學培養學生，乃期望學生畢業後能有一 

               技之長，充實之課程亦須搭配取得專業證照的要求，方能對學生有最 

               大助益。 

               近中程發展計畫一事將於下次行政會議上轉達委員意見，提出檢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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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謝謝提醒。) 

 

(二)賴進興委員：配合教師的各種需求，教務處除規劃研討會之補助，對於教師之實 

                務研習及進修、獎勵教師考取專業證照等，均有相關措施可精進教 

                師能力，各位可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三】第5、6頁之4至6點所述。 

                至於學生證照一項，先前本人亦曾與學務長討論，詳細內容待擬定， 

                經費來源可考慮從學校編列之學生獎助學金中挪出固定比例支用， 

                而教育部獎補助款目前著重於提昇教師能力，特此說明。 

 

(三)盧力華委員：學務處亦希望能多多提供學生考取證照之補助，但礙於整體經費有 

                限，獎助學金不足，故至今仍無法實施，若教學經費能撥專款支應， 

                則可提高對學生的補助，強化辦學績效。 

 

(四)李皎正委員：研發處之國際合作組每年須提出國際化之績效，如不同程度之英語 

                能力檢定成果等，故自然樂見學校補助學生考取證照之費用，鼓勵 

                學生提升個人能力，根據不同的考試，斟酌給予各種獎助，目前學 

                校僅補助菁英學程學生，建議可擴大辦理，制定相關辦法，形成良 

                好之考照風氣。 

 

(五)主    席：教育部相當鼓勵學生考取各項國際證照，亦有補助經費供各校申請， 

如文藻去年曾獲得五百餘萬之證照通過費用補助。學校應公平對待所 

有學生，而非僅有少數資優學生受惠，先前得知資管系考取IC3之成 

績斐然，獲得全國第二名的佳績，故本校應更積極爭取相關資源，鼓 

勵學生考取證照。 

 

      (六)呂桂雲委員：補助學生方面，建議不僅限於考取證照，其他包括學生參與國際研 

討會之專題研究等費用，皆可列入補助考量。 

 

  (四)案 由 四：審議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常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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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教育部97年度核定獎補助經費經常門部分計15,376,950元(與原申請 

                 21,290,353元，減少5,913,403元)。 

             二、依核定金額調整經常門經費，變更後各項經費及比例如【附件六】，並 

                 刪除自籌款749,278元【附件七】。 

 

      決    議：准予通過。 

 

      發言紀要： 

林惠賢委員：經常門調整的原則為：考量下學期各項教師進修之申請金額數少，原始 

編列的預算有相當餘額，故調降補助教師進修的經費比例，再與其他項 

目金額同步縮減約為原編列之85%，以配合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核定款降 

低之情形。至於薪資一項，遵照教育部審查意見，希望降低學校補助教 

師薪資比例，故將其調降為經常門經費之42%左右。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三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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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九十六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十分 
地點：行政大樓 J402會議室 
主席：張副校長可立                                紀錄：楊美琴 
出席：詳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 
    今天的會議計有兩案，第一案為 97年的支用計畫書審議案，第二案為圖書館採購展延 
    案，請各位參閱手中提案資料，提出審核意見。 
 
二、提案討論 
  (一)案 由 一：審議97年度本校申請教育部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 
                (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詳見會議資料附件一、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主    席：關於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大致依照 96年度規劃，將資本 
                門與經常門依60%與40%的比例分配，加入學校自籌款後，資本門與經常門比 
                 例變為64.09%與35.91%，經常門部分較去年略有增加，此乃依規定一萬元 

以下之項目應列入經常門物品，故有此調整。 

 

  (二)案 由 二：96學年度教學資本門圖書經費預算展延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    明： 

           1.圖書館例行採購Elsevier出版社電子期刊資料庫(SDOL)供全校師生使用。 

             該資料庫收錄內容質量豐富，具有一定學術水準及評價，本校師生使用率 

             高(附件三)，對於學術研究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資料庫。 

 

           2.但Elsevier出版社多年來對臺灣地區採取高價販售政策，所訂立之合約 

             條款亦不甚公平合理，本校2007年所支付該出版社紙本及電子期刊資料 

             庫(SDOL)總金額高達美金72,830.37元(折合臺幣近2,400,000元)，幾達 

             本館圖資總經費20%，對本館而言，是一項沈重的經費負擔。而Elsevier 

             新合約中仍然蠻橫的要我們每年付至少7∼8%的漲幅，同時不得刪訂紙本 

             期刊並維持至少5%的漲幅(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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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館考量全校師生對於該資料庫學術研究資源的倚重，但又對於該資料庫 

             計價模式及合約條款頗感不甚公平合理。同樣地臺灣地區現大部份 

             Elsevier用戶正面對相同的難題。因此，目前全臺灣所有大專院校及用戶 

             共同委託臺大圖書館項潔館長協助，與該公司洽談2008年新約，冀能獲 

             得對臺灣各館較公平而合理的採購價格(附件五)。 

 

           4.惟談判需要全體用戶團結一致方能取得較好條件及價格，目前為談判成功 

             與否關鍵時機，本館為配合該項作業，實無法於本學期學校規定時程內即 

             時辦理該資料庫採購案。 

 

           5.敬請  同意該案採購經費暫予保留及展延至96學年下學期辦理，俟臺灣 

             地區新約確定後再行辦理採購事宜。變更項目請見【（附件六）資本門經 

             費需求變更項目前後對照表】。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王淑軍館長：此案經委員同意後向教育部辦理展延，若未獲同意，則將另提請召開專 

                  責小組會議變更執行項目，將經費使用於其他需要的資源。這段期間讀 

                  者仍可使用中研院SDOS Server中1995-2007年的電子期刊全文，並不 

                  影響其使用權益。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十二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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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九十六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十時 
地點：行政大樓 J403會議室 
主席：張副校長可立                                紀錄：楊美琴 
出席：詳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 
        今日邀集各位開會，乃因本校先前向教育部申覆獎補助款凍結一案已獲通過，將原 

    先扣除之經費同意發還本校，整體獎補助款較前增加三百九十餘萬，故召開專責小組會 

    議討論97年度支用計畫書之修正。 

 

        配合獎補助款增加，自籌款經費也隨之提高，比例為整體經費之18%。去年自籌款 

    編列20%，實際執行16%左右，支用情形不盡理想，請各單位依照支用計畫書自籌款所編 

    列項目，審慎配合執行。 

 

        增加此筆經費後，本校所得獎補助款為全國排名第14名，較往年相比仍有退步。 

 
二、提案討論 
 
(一)案 由 一：審議九十七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修正。(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 

            一、依教育部97年 6月 10日來函辦理。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七年度獎補助款 
                4,237萬 6,030元。(含經常門經費 1,695萬 0,412元，資本門經費 2,542萬 
                5,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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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支用計畫 

                書經費支用總表【附件一】及修正後支用計畫書。 

 

    決    議：准予通過。 
 

    發言紀要： 

    (一)許副校長： 

            97年度獎補助款較 96年度減少約一千萬元，當學校總收入減少，其他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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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人事等各類經費應同幅度縮減以求公平性，若皆由教學類經費吸收短缺部分， 
        恐造成事務運作困難，影響執行品質。 
         
        (劉珮蓁組長回應：第一版 97年支用計畫書乃依據 96年計畫書(獎補助款五千三百 
                         萬元)編訂，今年較去年獎補助款降低一千萬元，學校將教育部 
                         獎補助款多用於教學類，故當經費減少，影響教學類較為明顯， 
                         而下學年度本校將調漲學雜費用，目前擬將調漲的金額全數或部 
                         分撥至教學類使用，相信可改善教學類經費不足狀況。) 
 
        (主席回應：因應獎補助款減少，各項經費均應依比例減少，而非由教學類全數吸收， 
                  建議會計室應更公平分配預算經費之使用。) 
 
    (二)盧力華委員：學務處弱勢助學措施，96年約需兩千萬經費，過去以學雜費收入之 
                    3%(2700萬至 3000萬左右)為編列上限，此本應與整體獎補助款無涉， 
                    但由於許副校長統籌規劃教學類經費之使用，助學措施亦編於教學類 
                    項目中，故當教學類經費減少，弱勢助學措施增加的情況之下(去年增 
                    加至學雜費之 4.69%)，事務運作較為吃力，建議學校可將助學措施項 
                    目另行專款支用。 
 
        (主席回應：弱勢助學措施專款使用的可行性，會後請會計室開始進行評估。) 
 
  (二)案 由 二：審議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教育部97年度核定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部份計25,425,618元(與原申請 

                  23,065,425元，增加2,360,193元)，故資本門自籌款部份亦增加708,057 

                  元，以平衡獎補助款與自籌款之比例。 

 

              二、因自籌款與補助款經費增加，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准予通過。 

 

發言紀要： 

      許副校長：資本門增加兩百餘萬，挑選新增項目的標準為何？資本門新增項目七項中， 

                職安系佔四項，公平性略顯不足。日後若有新增項目，亦請各單位先知會 

                本室，避免產生未經核定的計畫項目或重複核給單位經費。 

 

      (吳忠誠委員回應：資本門挑選新增項目之標準，為排除工程配合款與較為零碎的支用 
                       項目後，係依 96學年第二學期各院系所提計畫排定之優先序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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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金額之項目，優先選出教學所需之專業儀器設備，所選項目均 
                       已核定通過。) 
 
      (主席回應：日後資本門項目若有調整，請各單位應先經許副校長室評估核可，確認是 
                 否為校內預算內之項目，並考量優先序與公平性，再送總務處進行彙整。) 

 

  (三)案 由 三：審議97年度整體發展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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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97年度重新核定獎補助經費經常門部分計16,950,412元(較97 

                  年3月原核定之15,376,950元，增加1,573,462元)。 

 

              二、依重新核定之金額調整經常門各項經費，變更後各項經費及比例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准予通過。 

 

      發言紀要： 

      (一)主      席：經常門項目支用過程中，若察覺進修、升等送審等項目，不如當初 

                      預估，而有剩餘經費無法支用完畢，應及早將經費流用至其他項目， 

                      如研習、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避免將剩餘經費全數撥至補助薪 

                      資項目。 

 

      (二)林惠賢委員：各單位修正經常門項目之前應先經許副校長室核可，確認預算內容 

                      符合年度預算與學年度預算再送至人事室彙整。 

 

          (主席回應：日後請各單位送修正資料前先經許副校長室核可，確認無誤再送至人 

                     事室彙整，並請人事室製作年度與學年度預算大表之表單，供各單位 

                     對照以填報許副校長室。)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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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九十七學年度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一時 
地點：行政大樓 J403會議室 
主席：張副校長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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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支用計畫書與 97年支用計畫書修訂案，現請提案單位依序 
    說明，請各位委員參閱手中之會議資料。 
 
二、提案討論 
  (一)案由一：審議98年度本校申請教育部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 

              (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詳見會議資料附件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劉珮蓁組長：98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書，大致依照97年度規劃，將資本 

                     門與經常門依60%與40%的比例分配，加入學校自籌款(比例佔整體之  

                     19.32%)後，資本門與經常門比例變為64.88﹪與35.12﹪。 
 

                     另外，原先學校自籌款皆編列於資本門下，新年度則依教育部規定， 

                     將金額一萬元以下之資本門項目列入經常門自籌款，金額為 809,500 
                      元。(依照本校規定，金額達三千元以上之項目列入資本門，教育部 
                     則定義金額一萬元以下項目應列入經常門，故有此調整。) 
 

       (2)張可立委員：鑒於資本門自籌款執行成效不盡理想，日後相關單位規劃支用計畫 

                      書項目之時，自籌款應取歷年平均值作編列，較能符合實際運作情 

                      形，避免浮編之弊。 

 

  (二)案由二：環境與生命學院97年度教學資本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環境與生命學院) 

      說  明： 

             1.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之九十七學年度第二階段教學資本門核定經費「材 

               料科學實驗教學計畫設備申請計畫」設備，項目中「分析軟體」為材料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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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需用之晶粒粒俓分析軟體，近期擬請購經詢價發現已沒有原擬請購之版 

               本及價格(40,000元)，另一符合需求的版本需用經費為120,000元，然而 

               此軟體對材料科學實驗中經金相實驗及奈米粉粒的分析皆為必要教學軟體 

               ，擬調整另兩項擬購置設備「雙盤拋磨機」(調降為150,000元/台)及「筆 

               記型電腦」(調降為34,000元/台)經費，該計畫總經費不變。 

      2.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奉核通過之「水質分析實驗室改建計畫」，已大致完成， 

        唯其中「藥品抽風櫃」項目，並非新購項目而無法動用該經費(160,000元)， 

        因此需進行變更。原案調整如下： 

      (1)在該教學實驗室安裝單槍投影機乙台，以利教師授課教學上之需要 

         (數量：1台，單/總價：63,000元)。 

      (2)將已有的抽風櫃加裝抽風馬達，以更符合教學實驗安全衛生 

         (數量：1台，單/總價：97,000元)。 

      3.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三)案由三：圖書館97年度教學資本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  明： 

            1.依據97年9月17日管科會訪評委員訪視意見，圖書館資料庫使用權限通常 

              為一年，並不適合放置於資本門經費項目(資本門財產保存年限至少二年以 

              上)，宜轉至經常門經費項目。 

    2.經詢問他校圖書館，文化大學、輔大、龍華、南台、文藻等校資料庫皆劃歸 

      於經常門經費項目下。 

    3.採納訪評委員之專業意見，故提請變更，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4.此項變更通過後，支用計畫書附表一資本門與經常門比例變更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王淑軍委員：整筆資料庫金額為441萬，其中773,717元使用獎補助款，其餘使用校 

                  款，就獎補助款部分圖書館提出變更，將其轉至經常門經費項目。 

 

  (四)案由四：審議97年度整體發展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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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獎補助教師「研習」、「進修」、「升等送審」及「改 
進教學」項目之金額。 

            2.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經常門各項經費，變更後各項經費及比例修正對照表如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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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通過。 

      附帶決議：為使整體獎補助經費更完善的運用，請各學院於一週內統計教師實務研習 

                之申請案，交由教務處彙整並審核，俾便後續經費之流用調整。 

 

      發言紀要： 
       (1)劉珮穎組長：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進修」項目金額係評估各院所 
                      繳交之需求資料所編列，然97年度並無教師提出短期進修之申請， 

                      故調整「進修」項目，調整後金額為45,000元，用於補助教師進修 
                      博士學位。 
 

       (2)陳昌裕委員：若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有項目經費剩餘，應優先流用 

                      至項下其他類，如「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如 

此較能符合此項經費編列之美意。 

                      

       (3)蔣立中委員：97年整體獎補助款在「進修」一項有相當大幅度的調整，各位回過 

                      去審視提案一，可以發現98年度支用計畫書在「進修」一項依然編 

                      列至115萬的經費(97年度編列100萬)，97年度已發生溢編之情 

                      事，若實際並無如此需要，是否應修正98年度支用計畫書，或檢討 

                      97年度經費執行情形，避免明年重蹈覆轍，影響整體執行成效。 

 

                      以教師角度看待「進修」補助款執行低落的原因，認為學校應檢討 

                      補助方案是否確實達到鼓勵教師之效果，是否因為執行上的弊病缺 

                      失，如補助之項目內容不盡符合教師需求、宣傳不夠清楚、申請表 

                      單設計不良等等，導致教師申請意願低落。就個人經驗為例，過去 

                      提出申請時，發現學校並無進修的核銷表單，而必須使用教師研習 

                      表單，教師研習之規定無彈性，教師感到相當受限，申請管道不夠 

                      暢通，申請意願自然降低。 

         (劉珮穎組長：在此說明學校並非以研習表單替代教師進修申請表單，而是將補助 

                      教師短期進修視為差旅，故使用出差申請表單核銷。) 

 

       (4)陳桂敏委員：目前已經11月中，若「進修」一項執行情形不盡理想，建議提高「研 

                      習」項目經費，開放各學院老師申請「實務研習」之補助，如此亦 

                      能提高獎補助款之執行成效。 

 

       (5)張可立委員：若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有項目經費剩餘，請教務處先 

                      行調查其他項如「改進教學」、「編纂教材」是否需要支用，先行內 

                      部靈活流用，若仍有剩餘款，始將其移至「其他」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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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之申請，請人事室參考他校作法，檢討本校相關表單之設計， 
                     將出差申請表單與補助進修作區別，並思考如何改進此部分，希望提 
                     高教師申請使用此筆經費，達到改善教學之成效。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二時二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