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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A214 室) 

主席：王校長駿發                                                記錄：李則誠 

出席：當然委員 

黃國光委員、郭代璜委員、王宗松委員、邱懋峮委員、謝屏雲委員、馮靜安委員 

劉財龍委員、丁文養委員、許慶聞委員、陳福安委員、李耀奎委員、郭朝坤委員 

黃鼎倫委員 

系所委員 

莊聲宏委員、賈宜琛委員、邱俊彥委員、洪堂耀委員、洪淑君委員、吳懷慧委員 

連和吉委員、李宜錫委員、郭欣易委員、仲崇毅委員、許嘉裕委員、黃薰慧委員 

謝宗翰委員、蘇玉生委員、李傑琦委員、林婉玉委員、游苑平委員、傅瓊儀委員 

郭晉榕委員、張日高委員、黃棟銘委員 

列席：林啟良組長、陳炎宏組長、李則誠組長、塗麗香小姐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報告： 

三、 工作報告： 

1.上次會議 105.9.21 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件_工作報告(P3)。 

2.106 年 2 月 23 日教育部來文核定本校 106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共計新 

  臺幣 29,134,867 元（經常門 8,740,460 元，資本門 20,394,407 元），如附件一公文(P4~P7)。 

 

四、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一：提請審議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核配規劃案。 

說  明：依 105.9.21 專責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之經費規劃比列進行調整 106 年度核配金額後，如 

        附件二(P8~P9)。 

        1.總經費：106 年度獎勵補助款 29,134,867 元，提列自籌款 15%為 4,370 ,233 元，總計          

         33,505,100 元。 

        2.資本門與原規劃減少約 470 萬，包含(1)圖書原 20%調減至 15%減少約 250 萬(2)學輔設 

         備 10%調減至 7.5%減少約 130萬(3)各院依原比例調減約 40萬(4)校級設備減少約 50萬。 

        3.經常門與原規劃減少約 200 萬，包含(1)刪除著作獎勵 120 萬(2)刪除學術及產學優良獎  

         勵 48 萬(3)研究中心獎勵增加 15 萬(4)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減少 40 萬(5)行政人員 

         進修與研習減 7 萬。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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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二：提請審議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及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案。  

說  明：1.資本門設備為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程度達 2 年以上之設備，依預算規劃所提列設備如 

         附件資料庫。 

        2.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為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物品，依預算規劃所提列物品如 

         附件資料庫。 

        校資本門設備 

校級教學及研究設備/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校園安全相關設施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院資本門設備/經常門物品 

藥學暨健康學院-資本門設備及經常門物品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資本門設備及經常門物品 

休閒暨餐旅學院-資本門設備及經常門物品 

人文暨社會學院-資本門設備及經常門物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三：提請審議 106 年度「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及學校回應說明。 

說  明： 106 年度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及學校回應說明如附件三(P10~P15)。 

決  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  會：17:0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THfzRdup0MCqSX1VmeC6k8875UmGbX9oHqvUZzzWeUo/edit#gid=1115018477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THfzRdup0MCqSX1VmeC6k8875UmGbX9oHqvUZzzWeUo/edit#gid=1115018477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RYSHh8L_amfI_UxVDFGaiS8RkjUSu6usuTs0ibGmtQ/edit#gid=1231550708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PsSxss4mqOymr_nOJUa6FQTLEMyXIlBX-1TjhqAtco/edit#gid=842411202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U29ZGBhSqbK_MGEuxCjwTQeaxMWh5w_dBjSaq6JgUKc/edit#gid=842411202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0L_8rPwMlVIqHxfHtQAFUG9iWLkoU7Jche61henBvnc/edit#gid=842411202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afRDHWE3JNWy9dNVmiz_Ftz40heu-7Y8oq4UkfUdOLM/edit#gid=8424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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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_工作報告 

上次會議 105.9.21 決議案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執行單

位 

一 

提請審議105年度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

本門】變更項目、規格

、數量、單價及總價      

        案。 

變更項目 5 案照案通過。 已完成購置。 研發處 

二 

提請審議 105 年度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

常門】改進教學相關物

品新增購置案。 

第 1 案申請單位：電子商務創新應

用學士學位學程，需求經費 153,210

元。 

第 2 案申請單位：數位多媒體設計

系，需求經費 96,900 元。 

第 3 案申請單位：時尚美容應用

系，新增鑽石微雕機及超聲波導入

儀經費 40,000 元。總計新增購置金

額 290,110 元，經費來源由 105 年

度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4-6 研

究中心獎勵補助項下流用。 

已完成購置。 研發處 

三 

提請審議 105 年度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

本門】新增購置案。 

新增購置藥學系設備照案通過。 已完成購置。 研發處 

四 

提請審議106年度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

門及經常門規劃案。 

1、總經費：預估 106 年度獎勵補助

款 35,000,000 元，提列自籌款 15%

為 5,250,000 元，總預算為

40,250,000 元。資本門占比例 70%

為 28,175,000 元，經常門占比例                   

30%為 12,075,000 元。 

2、資本門：校分配款占 50%為

14,087,500 元，院分配款占 50%為

14,087,500 元。 

3、經常門：依 105 年度經費比列分

配，增減規劃為(1)減少 3-6 改進教

學相關物品 190,000 元(2)減少 4-6

研究中心獎勵補助 500,000 元。 

已完成預估版

支用計畫報

部。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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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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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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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計畫 

106 年度【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學校回應說明 

學校名稱：大仁科技大學 

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參考

文件 

1.校務發展計畫列有五大主軸計畫共 28 項子計

畫，各單位資本門採購案所連結之校務計畫為其

中 6 項子計畫－A1、A2、A4、B3、D2、D4；

經常門規劃係與 A1、A3、B3、C2、D3 等 5 項

子計畫有關。惟由學校相關說明中無法瞭解其經

費配置情形，致難以知悉獎勵補助款運用與各項

主軸計畫之具體關聯性。  

企劃組 

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總目標為藥健幸福

創新與實踐的典範科技大學。五主軸計畫分

別為 A、建構實務學習情境，落實幸福學習

成效 B、強化幸福學輔工作，形塑全人發展

C、強化藥健幸福產研能量，擴大產學合作

面向 D、建構友善優質校園，營造幸福大學

環境 E、提升學校聲譽，形塑幸福大學典範。 

資本門採購案為 A1.持續優化教學資源、A2.

強化與產業連結之課程及 A4.厚植學生實務

操作能力為各院系所教學設備持續擴增及

更新，約佔資本門 62.03%。B3.強化社團服

務功能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約佔資

本門 11.50%。D2.提升優質校園安全與健康

環境為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約佔資本

門 3.47%。D4.深化校務資訊化為強化校務

資訊 M 化與師生行動學習之便利性，對於

現有之網路系統汰舊換新，以利全校師生能

有更快捷之網路學習環境。 

經常門 A1 持續優化教學資源及 A3 精進教

師教學與實務知能為規劃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之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及推動實務教學

等，佔經常門約 12.65%。B3 強化社團服務

功能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佔經常門

約 3.81%。、C2 推動產學合作為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之研究佔經常門約 41.95%。D3 優

化行政服務品質為規劃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佔經常門約 0.95%。 

支用計

畫 書

( 預 估

版 )P23

~30P57

~58 

2.p.14～21 列有各學院 106 年度重點規劃事項，

惟相關內容未整合於校務發展計畫，或說明與校

務發展規劃之具體關聯性，較顯美中不足。  

企劃組 

106 年度各學院發展重點規劃事項大部分著

重於設備持續改善計畫，未來於校務發展計

畫中將納入設備細項敘明，以彰顯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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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擴增及改善教學設備。 

 

3. 105 年 3 月 9 日專責小組會議紀錄之事務組回

應提及：學校已「參酌『政府採購法』第 49 條

之精神，明訂『公開取得』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

報價或企劃書，確保採購資訊之公開、透明」，

惟支用計畫書所附 p.45～46 之採購作業說明與

p.47～49 之「採購實施要點」，並未見「公開取

得」相關規定。 

事務組 

將進行修正[採購實施要點]及[採購作業說

明]，增加公開取得報價相關規定。 

 

 

 

 

4.105 年 9 月 21 日專責小組會議紀錄顯示，各項

提案多僅記載案由、說明與決議，且其決議皆為

「通過」。獎勵補助經費之挹注對學校發展有正

面助益，建議學校鼓勵委員充分討論，實質審查

經費規劃與檢討成效，並將討論內容作成詳實紀

錄，以使經費分配發揮最大效果，俾彰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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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1)款第 2 目所訂之專責小

組規劃審議功能。  

企劃組 

專責小組會議之提案討論，均於會中與各委

員充分討論，實質審查經費規劃與檢討成

效，惟未將討論內容呈現文字並作成紀錄，

未來將依委員意見進行改善。 

 

 

5.經檢視學校所提供之專責小組組成成員資

料，部分內容尚待討論與釐清：  

(1)105 年 9 月 21 日專責小組會議應出席 36 人、

實際出席 19 人（p.35 簽到單顯示教務長、教學

發展中心由同一人兼任，且相關欄位均有簽到，

因此僅計 1 人），與學校「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第 8 條「會議召開時，應有全體成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之規定不符。  

(2) 「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其成員包

含「各系所推舉代表」，並未納入「通識教育中

心」，105 年度相關會議簽到單亦顯示推選成員

中未包括該中心代表，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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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1)款第 2 目規定之意旨不符。  

(3) 106 年度成員名單中包含「通識教育中心」

推舉代表，然而「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第 2 條尚

未配合修正，相關規範與實施有不一致之處。  

企劃組 

(1)105 年 9 月 21 日專責小組會議應出席 36

人實際出席為 25 人，是否遺漏未簽將進行

補正改善。 

(2)原「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其成

員包含「各系所推舉代表」並未納入通識教

育中心，惟於前次 104.11.12 統合視導委員

建議納入，實際運作後與本校現況人文學院

院長兼任通識中心主任重疊，將依「專責小

組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各系所推舉代表不

納入通識教育中心為主。 

 

 

105 年

度專責

小組第

2 次會

議簽到

單 

6. 根據 105 年 10 月 7 日修訂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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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規定，經常門「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之使用原則有重大調整情形，惟未

見於專責小組會議中有所討論或因應，其規劃功

於 106.3.8 召開 106 年度專責小組第 1 次會

議討論將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

著作獎勵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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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仍待彰顯。  

7.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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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規

定，106 年度教育部已將著作獎勵排除於「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之外，學校【附表九】優

先序#4 卻仍將「論文」發表獎勵列入，有違教

育部相關規定。  

產學組 

敬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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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規定，提報本校專責小組會議，刪除 106

年度著作獎勵項目。 

 

8.p.30、55 所列經常門支用項目及預期成效等內

容，仍提及教師「著作」獎勵，由於論文發表獎

勵已非「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之一，建議

學校妥適調整相關文字說明，以符合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之原意。  

產學組 

敬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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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規定，提報本校專責小組會議，刪除 106

年度著作獎勵項目並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9.於著作獎勵與技專校院「務實致用」特色之發

展理念較難以契合，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項下之獎勵補助款支應恐有不宜。學校如擬以本

計畫相關經費支用「著作」獎勵，建議改列於其

他項下，並以自籌款支應。  

產學組 

敬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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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規定，提報本校專責小組會議，刪除 106

年度著作獎勵項目。 

 

10.【附表九】優先序#4「研究」編列獎勵補助

款 4,405,000 元、自籌款 1,575,000 元，論文發表

獎勵金若確由「研究」項下之獎勵補助款支應，

應予扣除，並重新計算經常門各支用項目所占比

例，以資確認是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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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相

關規定。 

產學組 

敬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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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規定，提報本校專責小組會議，刪除 106

年度論文發表獎勵項目。 

 

11.【附表三】編列「推動實務教學」預算 1,098,000

元，惟學校現行相關獎勵補助機制，對於實務教

學理念尚未能特別加以著墨。建議妥適修訂相關

條文內容，有效融入實務教學，以符教育部獎勵

推動實務教學之意旨。 

1.研發處於 106.3.8通傳整體發展經費相關

執行單位，提供核配及申請要點修正規

定，修正辦法以符合現況需求及支應依據。 

2.教發中心於106.3.10將目前各系擬辦理活

動通傳給各院院長彙整並確認，尤其必須

針對各子計畫主軸之發展策略鏈結招生與

續學率，希望善用南資計畫經費來確實提

升教學品質與優化學習環境，來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為銜接明年技職深根計畫，本

期南資計畫特色亮點將注重創課創業基地

之建置(達到技術扎根、技能淬鍊、職業接

軌)、校務研究事務之推動、教師教學評量

與學生學習成效之展現。 

 

12.p.54～55 經、資門預期實施成效中，各項計

畫均僅呈現質性敘述，量化檢核指標皆付之闕

如，較不利於評核相關計畫之執行成效。 

企劃組 

經常門之預期成效簡略述於支用計畫書附

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支用計

畫 書

( 預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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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P12

3~126 

13. 「經費支用原則」列有 106 年度資本門各教

學單位之分配原則，惟【附表四】顯示各支用項

目採購優先序係以系所區分，且經檢視 105 年 9

月 21 日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僅說明各大項經費

配置比例，並未見教學 

單位分配原則之討論。學校是否已參酌校務發展

計畫，呈現全校整體性規劃之排序意涵，有待進

一步釐清。  

企劃組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支用

計畫書附表二其中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約佔資本門設備 62.03%(不含自

籌款)，分別為校級設備 18.00%及各院(系所)

設備 50.00%，各設備採購明細將於 106.3.8

專責小組會議中審議。 

 

14.支用計畫書 p.86～87【附表四】資本門部分

支用項目之名稱、規格、預估單價及預估總價出

現亂碼。 

企劃組 

將於支用計畫書修正版進行補正。 

 

15.各項預計採購設備之規格需求，部分使用單

位填寫詳盡，部分使用單位則有過於簡略之虞，

例如：【附表四】優先序#65、66、68、69…等項

目之規格僅填尺寸；優先序#75、76…等項目僅

填電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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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針對高單價設

備），以利經費管考、採購及驗收。 

事務組 

將請申請單位確認該物品的基本規格(至少

三-五項),再由申請單位、事務組、保管組、

企劃組，整合通盤檢討，以利後續作業。 

 

16. 【附表四】優先序#2～5 為校務資訊組、資

訊服務中心購置網路資訊相關設備，所連結之校

務發展計畫包括「D4 深化校務資訊化」、「D4-2

整合行政資訊系統」，似屬於校務行政用途，是

否合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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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4)款之使用原

則，建議學校再詳加評估。 

校務資訊組 

目前已建置完成校務資訊系統2套皆為配合

本校教學行政的重要項目： 

1.學生歷程檔案系統:提供學生記錄實習、

證照、服務、社團、活動、競賽、核心能

力；提供教師記錄教學、研究、服務輔導

相關學術研究與成果，整合分析學習成

效，提升教學品質。。 

2.專案計畫管理系統:提供教師在各項研究

專案計畫的流程簡化，加速各項經費的核

銷運用，增進教師在教學研究上的效率。 

資訊服務中心 

本校著墨於數位學習與行政 e 化不遺餘

力，全校課程依賴本校之數位學習平台與

日俱增為強化校務資訊 M 化與師生行動

學習之便利性，對於現有之網路系統汰舊

換新，以利全校師生能有更快捷之網路學

習環境。 

 

17.【附表四】優先序#36「行銷繪圖軟體」、#38

「影片剪輯軟體」、#41「行銷經營大師」、#42

事務組 

已與申請單位智慧學院確認商品及原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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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大師軟體升級」…等軟體購置項目，均未

載明授權使用年限，無法判定其歸類是否符合

「財物標準分類」之資本門認列原則。  

權使用年限，均可永久授權使用；而「流通

大師軟體升級」項目，軟體升級後學校仍可

永久使用，因此編列在「資本門」。 

18.【附表四】優先序#60「漆彈充氣掩體組」1

組預估單價 180,000 元，其規格說明提及「每組

內含 22 顆充氣掩體」，似顯示有 22 個可獨立操

作使用之相同設備；若確係如此，平均每組單價

約為 8,181 元，未達 1 萬元，不符「財物標準分

類」之資本門認列原則。 

休閒學院 

保管組 

可單獨操作設備，不宜採用一組方式申請，

將請休閒學院更正，依實際購置數量報部，

若單價未達一萬元請勿列入資本門採購。 

 

 

19.部分支用項目對於非主要功能之規格訂定有

過於僵硬、欠缺彈性之虞，例如：【附表四】

優先序#72「義式咖啡機」要求外觀尺寸為「長

820mm、寬 610mm、高 590mm」，且未容許

誤差，恐難以合乎公平合理原則。建議採購

規格之訂定，宜參酌「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

規定，依功能或效益加以訂定，避免引發限

制競爭之疑慮；另有多項設備亦有類似情

形，宜一併檢視並作必要整。 

休閒學院 

事務組 

將請申請單位清楚註明義式咖啡機基本規

格(至少 3-5 項)，關於外觀尺寸部分，註明

容許誤差值，再由申請單位、事務組、保管

組、企劃組，整合通盤檢討，以利後續作業。 

 

20.【附表四】優先序#119 項目名稱列為「CD 

PLAYER」；【附表五】優先序#2 項目名稱列為

「RFID Mapping Reader」，考量「教育部獎補助

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 7 點：

「所附單據…品名中、英文名稱均須註明清楚」

之規定，建議項目名稱以中文呈現為宜，以利後

續經費核銷。  

企劃組 

已請申請單位更正「CD PLAYER」為光碟

播放機，「RFID Mapping Reader」為 RFID

晶片轉讀板。 

 

21.【附表四】優先序#122、124 分別為應用外語

系採購防潮箱及吸塵器，用途說明呈現「外語傳

播教學與實作」，其關聯性為何無法理解，相關

設備購置之必要性有待釐清。 

人文暨社會學院 

將請申請單位清楚註明用途說明，再由申請

單位、事務組、保管組、企劃組，整合通盤

檢討，以利後續作業。 

 

22.【附表四】優先序#144「遺體化妝設備」內

含諸多勿需搭配即可獨立操作使用之設備，如四

層櫃、水氧機、遺體 SPA 沐浴組…等，不應以 1

組之方式籠統概括；另優先序#145、146 宜明亦

為類似情形。列各項採購設備之名稱、規格、數

量、預估單價、預估總價等資訊，以資判別其歸

類是否合乎「財物標準分類」之資本門認列原

則，並利未來採購、驗收及財產保管。 

人文暨社會學院 

保管組 

可單獨操作設備，不宜採用一式或一組方式

申請，將請人文暨社會學院更正，將購置品

名，規格各項目分列報部。 

 

23.【附表六】優先序#1、4 之購置內容均包含「電

子版」，但皆未載明電子資源授權狀況，有待瞭

解其授權使用年限是否在 2 年以上，以資判定其

圖書資訊館 

優先序#1、4 之購置內容所含「電子版」，均

為授權使用年限為 2 年以上，具永久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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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是否符合「財物標準分類」相關規定。  之資源。 

24.【附表九】優先序#10 內容說明顯示擬增購 5

種資料庫，惟【附表十二】需求明細表中僅呈現

2 種資料庫續訂費用，兩者所述有不一致情形；

此外，前者連結之校務發展計畫為「A1-2 增購

數位軟體」，後者為「A1-4 增購圖書期刊」，亦

有差異。另校務發展子計畫 A1-2 為「建置實作

及翻轉教學設備」，並非「增購數位軟體」。  

企劃組 

【附表九】及【附表十二】需求明細表中更

正為「A1-3 增購數位軟體」。 

 

25. 根據校務發展計畫 p.51，子計畫 A1-2 為「建

置實作及翻轉教學設備」，A1-3 為「增購數位軟

體」；惟 p.27～28「人文暨社會學院」部分計畫

與校務發展之關聯列為「A1-2 增購數位軟體」，

有待學校進一步釐清其正確性。 

企劃組 

將更正為「A1-3 增購數位軟體」。 

 

26. 學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涉及論文發

表獎勵，惟 106 年度教育部已將著作獎勵排除於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之外，建議學校評

估相關條文是否配合修訂。  

產學組 

1.敬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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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規定，提報本校專責小組會議，刪除 106

年度著作獎勵項目。 

2.修訂「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 

 

27. 經常門獎勵補助相關辦法宜因應現況適時

更新，例如：國科會已於 103 年升格科技部，而

學校所附 105 年 6 月 15 日修訂版「教師研習、

研討暨取得證照獎補助要點」第 5 點仍列為「國

科會」。  

人發處 

將進行修正為「科技部」。 

 

28. 學校並未依「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資訊

網」公告之支用計畫書格式，提供「內部控制制

度中有關獎勵補助經費收支、管理、執行及記錄

之作業規範」；【附表九】亦未依新版格式填寫。  

企劃組 

將進行修正並於支用計畫書(修正版)補齊

「內部控制制度中有關獎勵補助經費收

支、管理、執行及記錄之作業規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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