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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九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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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地點：行政大樓 J403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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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召開會議是為審議99年支用計畫書與98年支用計畫書變更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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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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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9年支用計畫書】)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劉珮蓁組長：根據往例，教育部獎補助款約至明年三月確定核發金額，本校配合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於十一月底前呈報新年度支用計畫書，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支 

                      用計畫書，大致依照98年度金額規劃，預估補助款金額為 

                      19,011,992元，獎助款為19,363,860元。教育部規定各校至少提 

                      撥獎補助款10%為自籌款，本校增列至21.45﹪，金額為8,232,881 

                      元，故總經費為46,608,733元。 

 

                      99年度起，資本門與經常門依70%與30%的新規定比例分配，加入 

                      學校自籌款後，資本門與經常門比例變為62.36﹪與37.64﹪。詳細 
                      內容委員可參閱手中支用計畫書。 
 

       (2)張可立委員：學校編列預算以學年度規劃，教育部獎補助款則以年度計算，本校 

                      填報支用計畫書的原則為：從全校總預算項目中挑選出適合教育部 

                      獎補助款之項目呈報。惟因學校經費核銷與教育部核銷原則略有出 

                      入，不免產生一些困擾，如資本門項目之認定，教育部規定金額一 

                      萬元以下項目不得認列資本門(以單價來看)，本校將金額三千元以 

                      上項目列作資本門，如此情況無法將部分項目列入獎補助款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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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於本校是從全校總預算項目挑出獎補助款項目，有些系科 

                      於編寫計畫之時不知其項目符合獎補助款支用範圍，而以校定標準 

                      編寫計畫，後被選入獎補助款補助項目，因其編寫內容未盡詳細， 

                      知會系科後未即改善，造成符合獎助款內容之項目因規格問題，最 

                      後仍以校款核銷，建議多向學術單位進行宣導，俾使獎補助款獲得 

                      充分運用。 

 

       (3)廖明一委員：建議參考行政院主計處編列預算的方法，使本校支用計畫書項目內 

                      容切實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另，獎補助項目內容應配合全校整體 

                      發展策略而適度調整，勿一味沿襲舊比例，期使經費得以完善運用。 

 

       (4)林惠賢委員：張委員提到系科應詳盡編寫計畫以符合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規定， 

                      此問題主要在於資本門項目，資本門項目之負責管控單位應設定清 

                      楚之申請流程以防此弊端。 

 

          (劉珮蓁組長回應：整體獎補助款確定核配金額後，會計室即通知教學單位，再依 

                           各學院優先序進行項目分配。金額一萬元以下項目不得列入資 

                           本門之規定亦已行之有年，各單位應皆知悉，本室希望各系科 

                           於填寫計畫之時，盡量符合教育部整體獎補助原則，將計畫編 

                           寫詳細，避免日後之變更困擾。) 

 

       (5)吳忠誠委員：請委員參見支用計畫書第14頁【經費分配流程表】，從表可知本校 

                      經費分配之流程，資本門各項目經審核通過後，交由總務處彙整列 

                      冊。另提醒相關單位，教學卓越計畫之學校相對補助款不可提列在 

                      整體獎補助款中，務請留意。 

 

  (二)案由二：審議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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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評會原核定黃小萍教師之短期進修補助案，後因黃老師亦以同案申請 

                中研院補助，依規定一案不可用二次政府部門補助款，改以校款補助，故 

                調整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獎補助教師「進修」項目之金額。 

            二、原預計98學年新增一名行政職員進修學位費用之補助，但實際上沒有同仁 

                申請，故調整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項目之金額。 

            三、另依台技(三)字第0980160528C號函規定，教師薪資獎助不宜補助於公立 

                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之教師，故原編列於新聘教 

                師薪資中二位屬該類教師之補助金額擬予以刪除。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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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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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林惠賢委員：學院於送出教師進修計畫時，應告知該教師一案不得重複申請，若知 

                     該教師有向他處申請經費之打算，學院亦不應將其列入整體獎補助進 

                     修項目，以免造成無法核銷情事。建議修訂教師短期進修辦法，於辦 

                     法中言明學院所送之進修計畫，教師不可在外重複申請補助，否則核 

                     定通過後不予補助。 

 

      (2)張可立委員：請人事室修訂教師短期進修辦法，提送行政會議審議討論。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上午十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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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九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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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行政大樓 J402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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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召開會議是為審議99年支用計畫書變更案，今天計有9項提案，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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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99 年度整體獎補助資本門、經常門項目變更事

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說  明：99 年度教學類「學術提升－校內品質提升」興建自學教室經費，
原規劃自學中心於 B 幢 315 教室，為能妥善利用自學中心空間與
設備，因此將原空間規劃為一個主要自學空間與兩間自學討論室，

主要自學空間可供學生使用電腦自我學習之用，另兩間自學討論

室，可供學生自學時需討論使用。因此新增所需資訊設備、空間規

劃與安全設施相關費用。並調降電腦相關經費，使該計畫總經費不

變，詳如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張可立委員：根據提案資料，本案總經費不變，調整數量與規格，請說

明調整情形。 

    (2)王淑軍委員：電腦是否為五年保固？ 

    (2)資管系曾國尊主任：本院原規劃之自學中心電腦教室，經實地勘查後，

認為仍有相當空間可利用，當初規劃排列61台電腦

稍嫌空曠，為充分利用空間資源，決定重新規劃為

一大間與兩小間，作為一個主要自學空間(放置 61

台電腦)與兩間學生自學討論室(各放置 5 台電

腦)。電腦總數量由61台增加至71台。電腦均為五

年保固，單價原選擇31,300元之配備，在符合使用

需求的前提之下，稍微調降電腦規格，將金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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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8,735元，並減少嵌入式開發平台至15套(原為

20 套)，及增購防盜監視器材。評估調整項目後，

略低於原規劃之總經費，詳細調整之細節，請各委

員參閱變更對照表。 

     

(二)案由二：健康休閒管理系申請 99 年度教學資本門、經常門項目變更事宜，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休閒管理系) 

    說  明：1.申請變更「建置專業調酒餐服實習教室乙案」，因應學生課程實

務操作需求而必須採購各項專業調酒設備，故變更原項預估總

價，經詢問專業教師及業界先進指導，增加各項實習專用設施以

提供給本系學生練習實務操作內容，以增進學生未來在產學合作

方面，於業界合作關係更加緊密熟稔，也有利於學生未來在相關

產業發展。 

    2.依據支用計畫書教育部審查委員意見「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項目中，預估單價多為NT$10,000元，易使人產生預估單價不甚

確實之疑慮」，故變更磨豆機單價與規格。 

            3.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資管系曾國尊主任：反映市場價格，故健康休閒管理系調整磨豆機單價

與規格。 

 

(三)案由三：保健營養系申請99年度教學資本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保健營養系) 

    說  明：因應HACCP團膳實驗室溫濕度之管控需符合HACCP認證規定，故變

更為較高效能高品質之除濕機以維護環境濕度，因此亦變更預估總

價，詳如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四)案由四：應用外語系99年度教學資本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應用外語系) 

    說  明：1.經與營繕組溝通協調後，同意將現放置體育館之鋼琴移轉予本系

新建小劇場使用，故原優先序0081-00之鋼琴則不購置，擬將該

項設備採購經費(95,242元)移轉予新建小劇場裝潢吸音設備，

此項由校歀支付並不列入支用計畫書支用項目。 

    2.依據支用計畫書教育部審查委員意見「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項目中，預估單價多為NT$10,000元，易使人產生預估單價不甚

確實之疑慮」，故變更監聽揚聲器與控制室主動式監聽揚聲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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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3.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郭詩憲委員：此架鋼琴平時放置體育館供學生活動使用，若移轉至應用

外語系，則如何提供學生活動使用？ 

    (2)張惠玲小姐(採購承辦人)：此架鋼琴財產登記於總務處營繕組，長期放

置體育館，無人擔負保管維護之責，又考量

使用率較低，故移轉至應用外語系使用與保

管，以增加使用效益。 

    (3)張可立委員：移轉後若造成學生活動使用不便，請依學校程序另行申請

採購，或可考慮向廠商租用。 
 
(五)案由五：幼兒保育系申請99年度教學經常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幼兒保育系) 

    說  明：依據支用計畫書教育部審查委員意見「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項

目中，預估單價多為NT$10,000元，易使人產生預估單價不甚確實

之疑慮」，故變更熱水器單價與規格，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六)案由六：人文與管理學院申請99年度教學經常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文與管理學院) 

    說  明：依據支用計畫書教育部審查委員意見「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項

目中，預估單價多為NT$10,000元，易使人產生預估單價不甚確實

之疑慮」，故變更液晶顯示器單價與規格，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  議：通過。 

 

(七)案由七：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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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99年度核定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部份計27,028,072元(與

原申請26,863,096元，增加164,976元)，資本門自籌款金額變

更為1,764,768元(原申請2,202,801元，減少438,033元)。變

更對照表如【附件七】。 

            2.原優先序 0081-00「鋼琴」不購置刪除(見應外系提案)，故

0082-00項之後項目優先序碼調整。 

            3.依據97年度計畫書審查意見(98年5月複審意見)，資本門設備

購置需有標餘款之規劃，否則要繳回。故新增標餘款購置項目(新

優先序 0107-00)，總金額為 1,670,820 元，標餘款金額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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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整體獎補助經費中。 

            4.項目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八】。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張可立委員：所訂標餘款之金額，乃取歷年之平均值，且不列入99年度

整體獎補助經費之中。自籌款分為資本門與經常門項目，

先前學校作法為：若資本門剩餘標餘款，則流用至經常門。

由於審查委員不贊同此作法，認為資本門經費應用於資本

門，不可流用至經常門，故規劃標餘款採購項目因應此情

形。 

    (2)張惠玲小姐(採購承辦人)：此標餘款預計採購e化講桌，供全校普通教

室教學使用。 

 

(八)案由八：審議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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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核定之99年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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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及附件十】。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林惠賢委員：經常門提高「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項目金額，兩項

各提高八萬元，以鼓勵教師申請。另外，附件十的自籌款

項目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金額與比例亦有變動，較原規劃增加。 

    (2)張可立委員：依照本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委員意見，提高「編纂教材」

與「製作教具」項目之補助，並降低「新聘教師薪資」項

目之比例。 

                   之前「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項目比例較低，是否也

意味教師參與情形不理想，故教務處申請金額偏低；或因

承辦單位教務處申請金額偏低，故教師參與度不高？此部

分請教務處多加宣傳及鼓勵教師參與。 

 

(九)案由九：審議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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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教育部99年1月22日來函辦理。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九年度

獎補助款3,861萬1,532元。(含經常門經費1,158萬3,4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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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2,702萬8,072元) 

            2.本校依核定金額調整分配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變更後金額見

99支用計畫書經費支用總表【附件十一】及「九十九年度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正版）」。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吳忠誠委員：提醒各單位委員，若因故必須變更支用計畫書，請依學校

規定程序，先提送系務會議，再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專

責小組會議審議，系務與院務會議紀錄須清楚標明「變更

通過」文字，以利後續作業。 

    (2)資管系曾國尊主任：院系於提出項目申請之時，乃就當時設備預估，當

採購申請案核定之時，往往發現原申請項目已為舊

款，如欲改買新型設備必須提出變更(資管系常有此

問題，電腦機型不斷更新)，造成行政困擾，有無其

他折衷方式可解決？ 

    (3)張惠玲小姐(採購承辦人)：建議提出申請案時，於規格上註明「○○規

格以上」文字，即可依現況採購新款設備。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四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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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九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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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二時 
地點：行政大樓 J402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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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召開會議是為審議99年支用計畫書項目變更，今天計有5項提案，現

由提案單位依序說明，請各位委員參閱手中之會議資料。 

 

二、提案討論 

(一) 案由一：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99年度整體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變更事宜，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說  明：依據審查意見「優先序 0024-00 雷射粒徑分析儀所列規格難以判

斷是否需耗費高達 NT$950,000元之經費預算；對於單價相對較高

之設備，希能提供足資確認價格合理之規格說明」，故提供較充分

之規格，以確認價格合理性，詳如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應化系何詠碩主任：依據委員審查意見，將請購項目「雷射粒徑分析儀」

的詳細規格、所採用的技術等功能填寫更為詳盡，

以確認價格之合理性，故提出變更，其金額並無變

動。 

    (2)張可立委員：提醒各請購單位填寫申請項目之規格時，應以需求規格與

功能為重點，不得指定特定廠牌，若採購項目僅一家廠牌

足以符合需求，亦應詳盡說明。 

     

(二) 案由二：健康休閒管理系申請99年度教學資本門、經常門項目變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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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休閒管理系) 

     說  明：為完善設備增購、提高將來學生的使用率、配合業界教師教學設

備，因而決議變更設備購買品項，以更符合貼近實務操作課程利

用，詳如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健管系謝天智主任： 

       本系此次項目變更調整情形說明如下： 

       1.全自動咖啡機3台共15萬(5萬/台)變更為2台6萬(3萬/台)，在經

費有限的情況下，且不影響課程需求，將此項部份經費移至其他經費

不足之處，在本系教師討論後及業界教師建議之下，本系所需機種規

格，預估單價3萬，數量2台即可滿足課程需要。 

       2.美式咖啡機3台9萬(3萬/台)變更為1台單孔半自動研磨咖啡機13

萬5千，變更原因說明：係因考量到學生未來的就業需求、提供學生

考取執照練習使用及飲料與調酒實務課程需要等，在經費有限的情況

下，先行考量購買對學生及課程最有利之使用設備(美式咖啡機為備用

選擇，學習操作半自動研磨咖啡機也是目前未來就業市場的趨勢)。然

而在經費有限下，僅能先購入單孔半自動自動研磨咖啡機壹台，待日

後再逐年編列算購買。由美式咖啡機變更為單孔半自動研磨咖啡機，

則因經諮詢本系教師、業界教師及參考相關科系的專業教室建置規劃

後(高雄餐旅學院、美和技術學院等)，決議購買對於學生實務操作練

習及協助未來考取專業調酒證照更有助益的設備，而此項設備也是考

取國家級調酒證照實作考項之ㄧ。然因該設備規格為專業營業用且單

價不斐，因此在日後儀器的保養維護及清潔整理、廠商的售後服務品

質也是本系在購買此項設備上的考量一大重點。 

       3.雙孔半自動研磨咖啡機3台18萬(6萬/台)變更為1台19萬，變更說

明如下：係因原預估單價錯誤，原預估單價6萬壹台，市面上不論台

製或其他產地製造，皆無法購得，因而提請討論變更此項設備，經諮

詢業界教師、參考相關科系之調飲教室的建置及規劃(高雄餐旅學院、

美和技術學院等)及經本系教師討論後，建議購買義製營業用機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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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學生未來的就業需求、學生考取國家級證照實務操作練習、飲料

與調酒實務課程等課程需要外，另外因此項設備單價不斐，日後設備

的保養及維護清潔、故障率低、鍋爐不易損壞、使用年限長、廠商售

後服務，也是本系考量購買義製半自動咖啡機的重點。 

       4.房務準備車2台4萬6千元(2萬3/台)變更為2台6萬(3萬/台)，補

充詳細規格，並變更金額。原項目為簡易式房務車，為課程所需且顧

及耐用品質故變更為塑鋼材質。 

       5.調酒吧台-吊櫃1座10萬預算不變，但增加吧台吊櫃、收納吊櫃、收

納矮櫃(含壁面面貼黑鏡)1座10萬。 

       6.調酒吧台-調理台1座25萬預算不變，獨立規劃財產，分別為調理台

1座18萬3千元、製冰機1台2萬5千、冰箱1台2萬、RO純水器1

套2萬2千共25萬。 

       7.餐桌組1批6萬6因市場價格變動變更為餐桌組1批8萬，分別為方

餐桌8張1萬6千元，圓餐桌8張3萬6千8百元，會議桌16張2

萬7千2百元。分列後因單價未達10,000元以上，故改列校款。 

       8.【經常門】磨豆機3台2萬8千5百元(9千5百/台)，經本系教師討

論及業師建議後，且不影響課程需求下，可減少購買1台，變更為2

台1萬9千元，並補充規格。 

    (2)廖明一委員：健管系變更之處甚多，下次於提出申請時應審慎評估實際

需求並詳細書寫規格。 

    (3)吳忠誠委員：提醒申請單位於提出項目變更提案時，不論項目規格提升

或降低、預估金額增加或減少，均應說明必須提出變更之

理由，並應陳列相關資料以佐證變更之合理性，而不宜隨

意更動，凸顯當初提出採購申請之疏誤。另，健管系同時

變更數量與金額，請確認市場價格是否相符。 

    (4)張可立委員：由於變動之處甚多，規格說明仍稍嫌簡略，應請申請單位

健管系加強補充規格內容。 

 

(三) 案由三：幼兒保育系申請99年度教學資本門、經常門項目變更事宜，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 

     說  明：為符合實際教學需求，故變更資本門「嬰兒甦醒急救安妮訓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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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與經常門「幼兒甦醒暨異物梗塞處理模型」規格，詳如變更對

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幼保系曹純瓊主任：本項目採購乃為保母技術考試而申請，而今年政府

於考場規格作了部分調整，為因應考試需求，故提

出變更，兩種模型之數量及預估單價均無變動，僅

調整規格內容以符合保母考試使用練習之需求。 

    (2)廖明一委員：變更規格內容第4點註明「不接受大陸製品」，有歧視國別

之嫌，應予刪除較為合適。 

    (3)張惠玲小姐(採購承辦人)：採購項目不得限制國別。 

    (4)張可立委員：若有大陸廠牌與他牌規格相同，皆符合單位採購規格，基

於擔心品質而欲採購他牌者，可於規格內詳細說明預期功

效(如若要求耐用度，可提出測試報告等數據說明他牌較為

適用)，學校本於重視教學理念，將配合單位需求，但不宜

逕自於規格內排除國別。 

   

(四) 案由四：99 年度整體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預算新增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護理學院) 

     說  明：本院護理系創系歷史悠久，現有之示範病室與示範教室的空間設

置與設備均已老舊，使用安全堪慮，避免因為相關設備，如床的

高度不符人體工學，使得學生在技術操作與練習時，身體姿勢不

當，傷害學生身體健康，故新增採購14張病床，總價273,000

元，以改善護理系教學與學習設備。詳如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謝秀芳委員：護理學院目前針對較為老舊之設備分批進行汰舊換新，以

提升學生教學環境品質，先前未及提出申請，故於此次提

出變更，增加採購項目27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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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張可立委員：護理系不鏽鋼病床老舊不敷使用，為符合學生之職場需求，

應採購較能符合現況之病床設備。 
 

(五) 案由五：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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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據審查意見資本門「優先序#0008-00、0029-02、0029-03 等防

盜、監視系統，似與教學或研究儀器設備不甚相關，而較屬於校園

安全設備」，故將此三項改列為支用計畫書中【附表八】資本門經

費需求其他項目。 

          2.因「優先序0029-02、0029-03」改列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

故原「0029-01」優先序變更為「0029-00」。 

          3.依據審查意見，將經常門優先序0010-00「吊架」改由校款支付。

故經常門優先序0010-00之後項目優先序碼調整。 

          4.項目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5.資本門、經常門經費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吳忠誠委員：依照審查委員意見，將優先序#0008-00、0029-02、0029-03

等防盜、監視系統三項，移自資本門「其他」項目，原表

之優先序亦因此有所調整，原「0029-01」優先序變更為

「0029-00」。 

    (2)張惠玲小姐(採購承辦人)：優先序0010-00「吊架」原預估金額高於一

萬元，評估此項經議價程序後恐低於一萬

元，故改列校款。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三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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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英 科 技 大 學 

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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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地點：行政大樓 J403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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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為本學年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由於本校從二級制改為三級制，故本學年每系

(學程、中心)均有教師代表參與本小組，人數亦較以往增加。本次召開會議是為審議99
年支用計畫書變更案，共計5案，現請提案單位依序說明。 

 
二、提案討論 
  (一)案由一：審議應用外語系99年度教學經常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應用外語系) 

      說  明： 

            一、應用外語系小型劇場原購買沙發連結椅120張，每張座椅單價為2,800元。

於99年7月7日小型劇場開標日發現，營繕組所估物品為塑膠座椅，非擬

購置之沙發連結椅，主任立即於會議上反應並要求營繕組重新估價。經重

新估價後，沙發連結椅每張座椅單價為3,610元，每張座椅單價較原估價

多出810元，且因設置無障礙設施，故可擺放沙發連結椅之數量縮減為118

張，故需進行規格、數量及金額之變更。 

    二、所購置項目之(數量，單價，總價)由原先(120，$2,800，$336,000)變更為

(118，$3,610，$425,980) 

            三、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黃金誠委員：由於塑膠座椅使用效果較差，故改為原擬購置之沙發椅；數量由120

張變更為118張，乃為逃生安全考量，故減少出入口2張椅子。變

更後數量減少，總金額增加。 

 

  (二)案由二：審議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99 年度教學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休

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說  明：為完善設備增購、提高將來學生的使用率、配合業界教師教學設備，因而決

議變更設備購買品項，以更符合貼近實務操作課程利用，詳如變更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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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製冰機：第二次變更，因預算不足，以致無法採購而流標，故申請第三次

報部變更，經廠商及專業師資指導後，確認採購規格為200磅、66*67*98 

                (cm)、電壓110v、生飲水系統，符合40~45位學生同時上課可使用。 

            二、冰箱：原預估容量為200L，不能滿足師生上課需求，考量經費尚可採購容

量520L且符合師生上課需求，故採申請變更之。 

    三、RO 純水器:原申請項目數量為一套，因考量專業半自動咖啡機 2 台皆需接

有穩定的過濾水系統，吧檯部份則需 2 套簡易式過濾水系統，在經專業廠

商、教師討論後，變更總計共4套且不超過預算22,000元。而變更後，4

套單價皆低於10,000元以下，故改列為經常門(學校配合款)。2台半自動

咖啡機使用之RO純水器規格建議如下： 

      1.60加侖、外型尺寸374*250*352、儲水桶280*H430(mm) 

                2.吧檯使用之規格：UF-88 3管W350*D110*H550(mm) 

            四、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二】。 

            五、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此次連同教學資本門校款部份共變更九項(校款變更

床組、床務用具、餐飲用具及餐桌⋯等，因專責小組僅針對獎補助部份，

故校款部份並不提出討論)，整體獎補助金額由原67,000元變更為90,000

元(增加 23,000 元)；校款部份由原 595,000 元變更為 569,750 元(減少

25,250元)。故此次本系教學資本門變更後金額與原核定金額並未增加預

算(尚餘2,250元)。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謝天智主任：本系此次變更三項，其中RO純水器變更後單價低於一萬元，改由校

款支付；製冰機原估價25,000元，後得知該機型已無生產，同時考

量上課需求，故變更規格，金額提高至48,000元；冰箱方面，金額

不變，將採購規格200L改為520L。本系預算於校款部分尚餘約25,000

元，可支用於新型製冰機較原預算超出之23,000元。其餘如會議資

料所示。 

 

      (2)吳忠誠委員：提案說明不宜以與廠商之討論作為項目變更理由說明，而應以「學校

正式會議(如系務會議)討論通過」為準，以免有圖利廠商之嫌。 

      

      (3)張可立委員：同意吳委員意見，廠商雖可提供專業諮詢，然提案變更內容須經學校

正式會議審核始可通過，提案單位應審慎提報變更理由之說明。 

 

  (三)案由三：審議幼兒保育系申請99年度教學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 

      說  明：為符合實際教學需求並配合保母專業市場規格，故變更資本門「儲物櫃」與

資本門「實習台」規格，詳如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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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黃金誠委員：配合保母專業市場規格，將儲物櫃與實習台兩項目規格變更，變更後，

總金額不變。 

    

      (2)吳忠誠委員：項目規格應標示正確清楚，實習台原申請規格為長2100cm，單位cm

應為mm，請單位於申請項目時仔細確認內容，避免為此瑕疵提出變

更案。 

 

  (四)案由四：審議生物科技系99年度教學資本門項目變更案(提案單位：生物科技系) 

      說  明：生物科技系於99年度教學資本門申請申購冷氣機，其規格及經費預估錯誤，

擬申請變更取消，變更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林雅菁主任：原申請冷氣機一台，後因管線問題，無法直接裝置冷氣機，必須配合

工程運作，連同工程全部估算後超出申請金額甚多(需20餘萬)，故

擬於次年度重新提出項目申請，此項目擬先取消。 

 

      (2)廖明一委員：為維護學生教學環境之舒適品質，若金額不高，此案是否可優先以標

餘款或校款支應。 

 

         (採購承辦人張惠玲小姐回應：目前標餘款約50餘萬，已於上學年之專責會議決議

用於購置e化資訊講桌，無法再挪至他用。) 

 

         (陳碧雲秘書回應：本校全校教學資本門項目之預算經費規劃，由校長室初步調節、

控管各單位之經費分配，故若此案有其他變更建議，因需增加

校款部分支應，故須先經過校長室審核通過、同步調整全校預

算項目，方可提送專責會議討論。) 

 

         (張可立委員回應：此項冷氣裝置必須配合工程而超出原申請預算，今委員手上無

詳細資料(項目經費增加後的規格、金額等內容)，亦未經過校

長室審核通過，故無法逕行同意增加預算，僅能就此案同意撤

消冷氣機項目。若單位有新的變更內容，請先提送校長室審理，

再於下次專責小組會議討論。) 

 

  (五)案由五：審議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常門經費預算變更案(提案單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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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 

      說  明：因上述提案，故資本門、經常門自籌款金額變更為1,871,768元、6,238,080

元(原申請1,950,768元、6,126,100元)。變更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通過。 

 

      發言紀要： 

      (1)賈澤民委員：若有實際需求，現是否能再增加預算項目？ 

         (採購承辦人張惠玲小姐回應：99年度屬於環境與生命學院之整體獎補助項目均已

申請完畢，賈院長是否欲詢問100年度之項目？若

為100年度，則須至100年1月方可提出申請，依

據教育部規定，學校不可提前支用教育部整體獎補

助經費。) 

 

         (黃金誠委員回應：經費不足，無法顧及全校各處，例如視聽教室E109之耳機多有

損壞，為維護教學品質，應及早汰換。) 

 

         (張可立委員回應：由於整體經費有限，若設備場地老舊而欲更新，卻因經費不足

無法即刻實行，請單位秉持惜物原則，堪用者則修復使用，依

學校經費規劃逐步更新。耳機等耗材問題於會後進一步了解情

形，若有影響教學品質情事，則儘早更換，恢復其視聽功能。)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上午十時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