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名稱 開會日期 

103 年度第 1 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103/3/5 
103 年度第 2 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103/3/19 
103 年度第 3 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103/05/16 
103 年度第 4 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103/6/18 
103 年度第 5 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103/9/22 
103 年度第 6 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103/11/25 
104 年度第 1 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 104/01/05 

 
  



103 年度出席委員(任期：103.1.1~103.12.31)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專任教師職稱 姓名 
校長 周添城老師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徐嘉惠老師 
副校長 陳義文老師 

(103.7.31 卸任兼商管學院院長) 
理財系/講師 張黎琴老師 

教務處/教務長 林日盛老師 企管系/講師 吳文彬老師 
學務處/學務長 林詩輝老師 國際系/助理教授 丁永康老師 
總務處/總務長 張思誠老師 財金系/講師 陳慧莉老師 
研發處/研發長 鍾志明老師 行流系/助理教授 李泰琳老師 
祕書室/主任秘書 姜麗智老師 觀光系/講師 張雯惠老師 
資圖處/處長 李白峰老師 餐旅系/講師 周莊幼糸老師 
夜間進修部/主任 王世椿老師 旅運系/講師 李菊芬老師 
會計室/主任 鄭智勇老師 應英系/助理教授 逄錦麟老師 
人事室/主任 余瑩瑛老師 資管系/講師 張國珍老師 
體育室/主任 陳寶億老師 資傳系/講師 胡怡凱老師 

商管學院/院長 藍俊雄老師 
(103.8.1 起) 資科系/副教授 劉家驊老師 

資訊學院/院長 周重石老師 商設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 胡毓賢老師 

觀餐學院/院長 李銘輝老師 數位系/講師 
數位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吳明鐘老師(103.7.31 止) 
汪蕓誼老師(103.8.1 起) 

設計學院/院長 葉茉俐老師 時尚系/講師 張清芬老師 

103 年度列席委員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通識中心主任 林建發 資科系主任 陳家堂 稽核組組長 陳敏齡 
理財系主任 何依倫 觀光系主任 樓邦儒 課指組組長 張婷 
企管系主任 陳惠君(103.7.31 卸任) 

吳怡芳(103.8.1 起) 

餐旅系主任 許燕斌 事務組組長 張哲維 

國際系主任 李國豪 旅運系主任 許如碩 環安衛組組長 倪立中 
財金系主任 陳健職 應英系主任 范瑞芬 保管組組長 周文雅 
行流系主任 蔡志明 商設系主任 溫志維 會計室組長 黃心怡 
資管系主任 沈從正 時尚系主任 顏國華 圖書館組長 曲惠君 
資傳系主任 鄭聰興 數位系主任 吳尚樺 校務發展組組長 林怡婷 

 
  



104 年度出席委員(任期：104.1.1~104.12.31)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專任教師職稱 姓名 
校長 周添城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徐嘉惠老師 
副校長 陳義文 理財系/講師 張黎琴老師 
教務處/教務長 林日盛 企管系/助理教授 江育美老師 
學務處/學務長 林詩輝 國際系/講師 陳雅美老師 
總務處/總務長 張思誠 財金系/講師 陳慧莉老師 
研發處/研發長 鍾志明 行流系/助理教授 李泰琳老師 
祕書室/主任秘書 姜麗智 觀光系/教授 張煜權老師 
資圖處/處長 李白峰 餐旅系/教授 王裕泰老師 
夜間進修部/主任 王世椿 旅運系/講師 李菊芬老師 
會計室/主任 鄭智勇 應英系/助理教授 逄錦麟老師 
人事室/主任 余瑩瑛 資管系/講師 張國珍老師 
體育室/主任 陳寶億 資傳系/講師 胡怡凱老師 
商管學院/院長 藍俊雄 資科系/副教授 劉家驊老師 
資訊學院/院長 周重石 商設系/講師 林永雲老師 
觀餐學院/院長 李銘輝 數位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汪蕓誼老師 
設計學院/院長 葉茉俐 時尚系/講師 張清芬老師 

104 年度列席委員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姓名 

通識中心主任 林建發 資科系主任 陳家堂 稽核組組長 陳敏齡 
理財系主任 何依倫 觀光系主任 樓邦儒 課指組組長 張婷 
企管系主任 吳怡芳 餐旅系主任 許燕斌 事務組組長 張哲維 
國際系主任 李國豪 旅運系主任 許如碩 環安衛組組長 倪立中 
財金系主任 陳健職 應英系主任 范瑞芬 保管組組長 周文雅 
行流系主任 蔡志明 商設系主任 溫志維 會計室組長 黃心怡 
資管系主任 沈從正 時尚系主任 顏國華 圖書館組長 曲惠君 
資傳系主任 鄭聰興 數位系主任 吳尚樺 校務發展組組長 林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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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103年度第 1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3年 3月 5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副校長義文 

出 席 者：陳副校長義文、林學務長詩輝、林教務長日盛、張總務長思誠、鍾研發長志明、王

主任世椿、陳院長義文(商管學院)、李院長銘輝(觀餐學院)、周院長重石(資訊學

院)、葉院長茉俐(設計學院)、姜主任秘書麗智(秘書室)、余主任瑩瑛(人事室)、鄭

主任智勇(會計室)、李資訊長白峰(資圖處)、陳主任寶億(體育室)、譚主任經緯(教

資中心)、張黎琴老師(理財系)、吳文彬老師(企管系)、丁永康老師(國際系)、陳慧

莉老師(財金系)、李泰琳老師(行流系)、張雯惠老師(觀光系)、周莊幼糸老師(餐旅

系)、李菊芬老師(旅運系)、逄錦麟老師(應英系)、張國珍老師(資管系)、胡怡凱老

師(資傳系)、劉家驊老師(資科系)、胡毓賢老師(商設系)、張清芬老師(時尚系)、

吳明鐘老師(數位系)、徐嘉惠老師(通識中心) 

列席者： 

1.中心及系科主任：林主任建發(通識中心)、何主任依倫(理財系)、陳主任惠君(企管

系)、李主任國豪(國際系)、陳主任健職(財金系)、蔡主任志明(行

流系)、樓主任邦儒(觀光系)、許主任燕斌(餐旅系)、許主任如碩

(旅運系)、范主任瑞芬(應英系)、沈主任從正(資管系)、鄭主任

聰興(資傳系)、陳主任家堂(資科系)、温主任志維(商設系)、顏

主任國華(時尚系)、吳主任尚樺(數位系) 

2.行 政 單 位：張組長婷(學務處課指組)、張組長哲維(總務處事務組)、周文雅

小姐(總務處保管組)、陳組長敏齡(秘書室稽核組)、黃組長心怡

(會計室)、劉伊珍小姐(會計室) 

請 假：周添城校長、鄭智勇主任、商設系胡毓賢老師、行流系蔡志明主任、資管系沈從正主

任 

應到人數：57人、實到人數：52人、請假 5人 

會議記錄：林怡婷 

一、主席致詞：本年度(103)獎勵補助款核配金額與上年度(102)比較起來減少約 250萬，配合

中長程發展計畫與教學品質的維持及因應獎勵補助款減少，本校提高 103年度學校配合

款，研發處已就修正說明會中決議的方向做成本次會議資料，修正後之經費支用計畫書(草

案)電子檔已於會前發至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成員代表信箱，紙本資料現已放置會場，請與會

代表詳細審查。 

二、工作報告：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查及討論下列事項： 

1.討論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配後之經費支用計畫修訂事項。 

(二)本校「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成員」之教師代表： 

1.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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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及本校「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組織章程」，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專

責小組成員，由各系科及通識教育與語言中心選舉之教師代表如下： 

序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序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1 通識中心 徐嘉惠  9 旅運系 李菊芬 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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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序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2 理財系 張黎琴 連任 10 應英系 逄錦麟 連任 

3 企管系 吳文彬  11 資科系 劉家驊 連任 

4 國際系 丁永康  12 資管系 張國珍  

5 財金系 陳慧莉 連任 13 資傳系 胡怡凱 連任 

6 行流系 李泰琳  14 時尚系 張清芬 連任 

7 觀光系 張雯惠  15 商設系 胡毓賢  

8 餐旅系 周莊幼糸 連任 16 數位系 吳明鐘 連任 

2.任期：自103年01月0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 

3.專責小組成員代表未與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重疊。 

(三)本校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相關事項報告： 

1.教育部來函103年2月7日臺教技(三)字第1030157181N號，核定本校103年度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3,130萬6,726元；含補助經費1,257萬6,770元，獎勵經費1,872

萬9,956元(其中經常門939萬2,018元，資本門2,191萬4,708元)。 

2.依教育部來函規定本案獎勵補助經費核定後須依核定金額及支用計畫書委員審查意見

辦理修正，並於文到30日內(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檢附修正計畫書1份及領據備文報

部請款。 

3.其餘另有相關獎補助重要注意事項宣達，及相關支用計畫書之書審意見如下【表一】

及【表二】，請委員參考。 

【表一】：10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注意事項 

項 次 來文重要事項內容 

(一) 
經常門及資本門各支用項目執行比例應符合要點規定；不符規定者，將

追繳相關獎勵補助款。 

(二) 

本項經費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完竣，未執行完竣者，應敘明原因報本部

核准後，始得展延；其未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應繳回未執行完竣之

經費，其所稱執行完竣，指已完成核銷並付款。 

(三) 
本項經費在當年度12月31日前，尚未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者，應即停止

支用，其已發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應於次年1月15日截止支付。 

(四) 

本項經費配合政府會計年度執行，經常門獎助案件不應於會計年度開始

前即作成傳票並支付款項，核銷不屬於當年度執行案件之費用；未依規

定辦理者，將追繳相關獎勵補助款 

(五) 

經常門獎助案件之審核不甚嚴謹，以致核發金額或案次超過學校自訂辦

法上限，或對不合格案件予以補助，將追繳支用不符學校規定之獎勵補

助款。 

(六) 

接受本項經費薪資補助之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

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立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

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不符規定者，將追繳相關

獎勵補助款。 

(七) 
教師或行政人員進修均應簽訂契約書，以明確規範雙方之權利義務關係

及違反相關規定時之處理。 

(八)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4條之採購案（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且補助金額占

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者）未依規定公開招標、或逕與共同供應契約廠商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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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未透過共同供應契約下訂、或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分批辦理採購等，

均有違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應予改進。 

(九) 未符合政府採購法第4條之採購案，請勿登錄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十) 
本項經費不得支用於工程款項，各類相關文件（含請採購、標案、財產

登錄、會計項目及憑證等）均不得出現「工程」字樣。 

(十一) 
本項經費所購置之各項財產及物品，均應置於校內供師生使用，不得移

置校外。 

 

【表二】：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承辦單位回覆意見(初稿) 

1.獎勵補助經費分配程序大致依相關規範處

理，各經費支用項目多能列示與學校校務

發展計畫之連結說明，並檢附相關組織資

料。 

感謝委員肯定。 

2.資本門經費支用雖已試圖連結中長程發展

計畫（P.32~36），然經檢視學校所提供之

中長程計畫書，相關連結大多空泛而不具

體，究其主因，可能在於缺乏落實中長程

計畫之行動方案，另特色計畫之呈現亦有

強化空間。 

依委員意見檢討改進，本校在規劃

相關發展計畫時，將特別注意相關

管考機制，以強化及落實計畫施行

內容。 

3.學校於 102.11.21 開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紀錄

顯示就此一提案，在 50 分鐘之會議時間

（12:10~13:00）內，即同意通過全部支用

項目額度、比例、優先序等，未見任何調

整或委員討論紀錄。建議專責小組會議紀

錄可適度呈現相關經費分配過程，俾更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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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之專責小組規劃功能。 

依委員意見檢討改進。 

4.【附表四】優先序#18「專業液晶顯示器」

1 組單價高達 NT$150,000 元，惟其規格說

明欄位僅列示購置 17 吋規格，似不甚合

理，有待確認其預估單價或規格說明有無

誤植情形。 

感謝委員指導，正確規格說明如下： 

1.可負責色彩監控且必須提供安全

標準色的鑑定 

2.必須内建影像調整功能：監看影

像時，可隨時調整色彩、對比、

亮度、色相及銳利度，監看每一

個輸入的影像 

3.必須内建子母畫面功能：可同時

掌握二個輸入來源畫面，搭配切

換台的現場活動時，可一組作為

主輸出訊號，另一组預覽影像，

加強工作效率。 

其他基本規格說明如下： 



 4 

審查意見 承辦單位回覆意見(初稿) 

(1)畫面尺寸：17吋 

(2)長寬比：16:9 

(3)色域：1670萬 

(4)解析度：1920*1080 

(5)亮度：300cd/m2 

(6)對比度：600:1 

(7)影像訊號輸入：複合訊號*1、

HDMI*1、Component RGB*1、HD/SD 

SDI訊號*2  

(8)影像訊號輸出：複合訊號*1、

HD/SD SDI訊號*1 

(9)聲音訊號輸入：RCA x 2 (L/R) ；

3.5mm Stereo mini jack x 1 

(10)聲音訊號輸出：RCA x 2 

(L/R)Monitor Out (11)具備 

聲音輸入音量表顯示功能 

(11)需檢附原廠在台服務保證書及

進口完稅證明 

5.學校預計支用 NT$389,660 元於購置單價

1萬元以下非消耗品，惟有關經常門「物品」

之列管，未見於「財產管理辦法」中有所

規範。 

依照委員建議修訂本校財產管理辦

法；本校財物管理辦法已送經 103

年 3月 3日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6.「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占經常門經

費約僅 45.10%，雖無違反規定情形，但恐

較難以符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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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所訂使用原則。 

依委員意見檢討改進。 

7.新聘教師薪資補助約占經常門 28.59%，資

料庫訂閱費約占 17.39%，上述項目總計支

用將近 1/2 之經常門經費，是否因而排擠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經費之規劃

與運用，宜請妥適斟酌考量。 

為提升本校師資素質，及充分發揮

經費運用之效能，本校積極改善師

資結構，除訂有各項獎勵優惠制度

外，並積極延攬具博士學位及豐富

實務經驗之教師，以使本校師資結

構兼具學術與專業水準。具體成果

說明如下： 

1.整體師資結構優質化，本校助理

教授以上師資比例由 99學年之

57.20%成長至今(103 年 3

月)64.59%，師資結構大幅成長。 

2.具博士學位教師逐年提升，本校

具博士學位教師數由 99學年之

109位成長至今之 120 位，目前計

有 25位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中。 

8.「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中，經常門

第 1 優先支用項目為獎助教師研究，約占

經常門經費 17.65%，遠高於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之 0.98%，相對照於以往及預期未來

之良好教學成效，學校似宜適度增加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之預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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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承辦單位回覆意見(初稿) 

3.為提升本校師資結構及強化師資

質量，99~102學年度禮聘具豐富

實務經驗及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專

任專業技術人員共計 19名，以使

本校師資結構兼具學術與專業水

準。 

9.經常門項下預計支用 17.39%之經費於資

料庫訂閱費，比重僅次於新聘教師薪資，

與獎助教師研究預算相當，惟校務發展計

畫書 P.137 顯示，建立特色館藏係 12 項

重點工作之第 9 項，是否確屬本年度需優

先執行事項似有討論空間，宜再審慎評估

其實質效益。 

依委員意見檢討改進。 

10.資本門採購儀器設備之排序原則無法由

計畫書中得知，其優先序似乎以系所為單

位劃分排列，難以確認其優先排序有無全

校整體性考量。建議以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及各系所經費運用成效為採購優先順

序之參考依據，或訂定明確之原則。 

依委員意見檢討改進。 

11.對於無特殊規格需求之相同採購項目，如

個人電腦，建議學校可予集中採購，以爭

取更為優惠之價格條件；另各擬購置項目

之預估價格，宜留意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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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第 8 目規定辦理：

「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銀行聯合採

購標準」。 

1.感謝委員建議，本校因各系所規

格要求不同，將依不同之規格，

向台灣銀行提出集中採購，以爭

取更優惠之價格。 

2.爾後本校擬購置之設備預估單價

參照臺灣銀行聯合採購標準。 

(四)本校 101、102、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項  目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補助款 14,881,281元(45%) 12,392,392元(35%) 12,576,770 元(35%) 

獎勵款 原核定 17,390,375元(55%) 21,420,157元(65%) 18,729,956 元(65%) 

 扣減款 -260,856元 0元 0元 

合 計 32,010,800元 33,812,549元 31,306,726 元 

與前一年度比較 - +1,801,749元 -2,505,823 元 

註：(1)101年度因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有誤，減扣 1.5%獎勵款：260,856 元。 

(2)102年度無扣減款情形。 

(3)103年度的核配金額較 102年度減少約 2,505,823元，經詢問教育部等相關單位

後，均予回覆不提供各校各項指標核配金額，僅知本校在獎勵款項下的辦學成效

績效指標(占獎勵款 42%)，表現上相對於其他學校較差。詳細相關核配指標如附

件，請參閱。 

(五)本校已於 103年 2月 25日召開支用計畫修正說明會議，針對本校「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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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補助款」核配金額及委員審查意見，進行說明、分析與討論。會議記錄如附件。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審議本校「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正版)」，請討論。 

說明： 

(一)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之預算數區分為：補助款占 35%(原 45%)、獎勵款

占 65%(原 55%)。 

(二)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編審作業時程、經費分配原則、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召開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各院規劃協調會。(102年 10月 24日，

星期四) (參加人員：研發處單位主管、各院院長) 

↓ 

召開「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編列說明會議」。(102年 10月 28日，

星期一) (參加人員：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主管、教學單位主管、各單位助理) 

↓ 

經費分配原則： 

1.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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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部

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 

2.須與本校中長程發展目標及重點特色相互對應。 

3.資本門占：70%，經常門占：30%。 

4.學校須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 10%以上額度為配合款；學校自籌不限定經常門及資

本門的比例。 

5.資本門獎補助經費： 

(1)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並以系科、中心及資訊圖書處為優先。 

(2)發揮學院整合功能，統籌規劃所屬各系所分配經費，使有限經費達到最大

效益及資源共享。 

(3)103年起各系儀器設備經費由院長召集院內各系，依據院務及各系發展目

標研議 103~105 學年度教學儀器及空間配置整體經費之分配與使用規劃，

並提出支用計畫說明。103年度 4院總預算以 2,400萬元為原則(其中 300

萬為標餘款)。)各院提出之支用計畫將由本處召開協調會議審議，並依據

學校及學院整體發展重點，排出優先順序。 

(4)自 102年度起，各學院所分配之經費額度，已含各系更新或建置教學電腦

軟硬體設備所需之經費。 

6.經常門獎補助經費以獎補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職員進修研習、新聘教師薪資為主。 

 

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1.請依據會議所提供表單格式填寫(經資門各項需求明細表、資本門效益評估表)。 

2.各項採購規格及單價請以依照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為優先。 

3.資本門效益評估表： 

(1)儀器設備符合規劃原則 

(2)支援系所課程關聯性 

(3)本項儀器設備是否與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相關？預期件數？ 

(4)本項儀器設備本項是否提供學生專題 / 實習設備相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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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項儀器設備本項是否提供學生專業技(藝)能競賽相關使用？ 

(6)本項儀器設備本項是否協助產學合作應用相關？預期件數？ 

4.各學院、系所提編之計畫須對應中長程發展計畫(請註明對應中長程系所發展計

畫項目名稱、計畫書之頁次) 

5.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不得用於購置行政辦公用或教師個人或教師研究室

使用之圖、儀設備。 

6.所購置資本門儀器設備之單價金額須達 10,000元以上。(盡可能延長設備之保固

期限) 

7.請依重要性排列支用計畫項目之優先順序。 

8.各系提編之計畫須送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9.依教育部規定：報部申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其會議紀錄（含簽到單）、變更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10.配合年度預算編列與執行，將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收入數與支出項目編列於年

度預算內。 

↓ 

各系、所之「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門經費需求規格明細表」，須經系(所)

務會議審議及院務會議通過。 

↓ 

各單位─經、資門經費需求規格明細表(含系及學院)、資本門效益評估表，擲交研

發處彙整。(102 年 11月 8日前，星期五) 

↓ 

召開「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以審議「103年度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102年 11月 21日，星期四) 

↓ 

各單位依據審查小組意見，修正支用計畫。(102年 11月 22日~25日) 

↓ 

研發處彙整支用計畫。(102年 11月 26日~28日) 

↓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及管科會。(102年 12

月 2日報部) 

↓ 

教育部公布「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結果」，並核定「35%

補助款+65%獎勵款」。(103年 02月 07日) 

↓ 

針對審查委員之「書面審查意見」及實際核定金額，召開「修正 103年度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說明會議」。(103年 02月 25日) 

↓ 

召開「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以審議修正後之「103年度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103年 03月 05日) 

↓ 

修正後之「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及管科會。(103

年 03月中旬以前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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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修正支用計畫之理由及依據： 

1.依據教育部實際核配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金額。 

2.(102年 11月底預估版)支用計畫之書面審查意見。 

3.依據上次【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正說明會(103.2.25)】之

決議事項： 

(1)因應核定款項減少，有鑒於教學單位為學校發展根本，因此為確保教學單位能配

合中長程發展計畫進度，103年度本校提高學校配合款至 20%左右。 

(2)學校配合款則全數投入資本門。 

(3)經常門部份，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調整。 

4.資本門占：70%，經常門占：30%。 

5.經費額度不增加之情況下，各院、系所需之電腦軟硬體設備，請在經費額度內調整

購置，且資本門及經常門預算不能流用。 

(四)依據上述說明，各經費調整後資料如下說明： 

1.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相關修正後資料如支用計畫書 P66。 

2.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相關修正後資料如

支用計畫書 P67。 

3.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相關修正後資料

如支用計畫書 P68，另經常門各項目詳細預估支用內容請參考計畫書 P99-P102。 

(五)各項經費修正前後對照表如【對照表一】【對照表二】【對照表三】【對照表四】【對照

表五】，請參閱。 

(六)支用計畫書修正討論相關事項已於修正說明會(103.2.25)後請各單位主管協助轉達，

亦於會前寄送電子資料至各委員信箱，請各位委員代表審議各支用項目、支用金額及

比例是否適當，並提供修正建議。 

討論： 

(一)本年度(103)獎勵補助款核配金額與上年度(102)比較起來減少約 250萬，為維持一致

的教學品質，本次特別增加學校配合款的挹注，且將配合款全數注入資本門的配置中，

調整後的各項比例皆符合相關規定。 

(二)優先次序的排列規則是以配合學校發展特色及提升最大的整體教學效果為考量，特殊

課程的教學支援會依其產生的教學成效進行考量，特別在本校改名科大後，資本門的

運用都以學院整合角度進行考量。本年度的優先次序都已在院長協調會議中說明，由

各學院依其特色進行整合，且確認皆在前次專責小組會議中都已通過。 

(三)經常門使用配置上，依審查意見進行調整，預估版支用計畫書附表三在教材編纂、教

具製作上僅編列 20 萬，在維持總金額不變之下修正為 50萬，其餘項目均在規定原則

內調整。 

(四)依據研發處彙整資料所示，本校自籌款比例，及自籌款運用於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為： 

1.重新規劃後之自籌款比例占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約 20.12％，符合教育部規定之比

例。 

2.自籌款中之資本門比例占自籌款約 100%，經常門部份占自籌款約 0%。 

3.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附表三(經常

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各項比例皆符合教育部規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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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各委員分工檢視後所發現的支用計畫書問題，請研發處再做修正或再做確認。 

頁碼 檢視問題 會後處理狀況 

P1 
請再確認師資結構相關資料是否正確 人事室已提供最新資料並

予協助修正。 

P4 
新無線網路範圍涵蓋區圖示編號是否有

誤請確認。 

詢問資圖處後確定有誤，

已修正。 

P15 
學校有中程發展計畫？請確認是否為筆

誤 

研發處確認為筆誤並已修

正。 

P58-59 
請再次確認產學合作案及相關補助的人

數是否已有最新資料。 

研發處已提供最新資料並

予協助修正。 

P40 
序號 5獎勵著作與學校發展規劃之關聯

性請確認是否為系上版本 

此為筆誤，已修正。 

P37 

因應實際核配金額的改變，圖書資源佔

用比例是否應隨之變動？ 

各相關因核配金額及比例

調整確認後之數據已全數

修正。 

P42 

原有之「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款資本

門經費分配額度規劃表」因本校改名科

大後，資本門的運用都以學院整合角度

進行考量。且優先次序都已在院長協調

會議中說明，由各學院依其特色進行整

合，餘各單位之資本門需求皆依實際需

求提出申請，經費規劃專責小組亦在會

議中充分討論並依教育部規定各項比例

原則進行分配，感覺本表形式意義大於

實質意義，建議從經費分配原則第 7點

刪除之。 

已移除「103 年度整體發展

獎勵補款資本門經費分配

額度規劃表」 

P88 
優先序#48的規格說明是否有指定產品

之慮？請與請購單位確認後逕行修正 

經向資管系確認後，已修

正規格說明。 

P96 

除濕防潮設備的用途說明為社團活動使

用，以此用品的用途而言，似乎較為不

妥，是否與請購單位確認實際用途後逕

行修正。 

經向學務處確認後，已修

正用途說明為：社團器材

使用。 

決議： 

一、部份資料請研發處修正或向各單位確認後直接修改支用計畫書。 

二、以上資料修訂完成後，請研發處依後續作業程序辦理報部等事宜。 

 

提案二 

案由：審查資傳系申請變更 103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資本門」設備細項

內容。 

說明： 

(一)申請項目變更事項係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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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項第五點中「5.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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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之規定辦理。 

(二)資傳系擬申請變更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理由說明詳如【表三】所示。 

討論： 

(一)資訊學院院長： 

本項目為本院攝影棚導播使用之優先序#18專業監視設備，在預估版需求表中的「項

目名稱」及「規格」填寫上確實較為簡略，因此提出項目名稱及規格內容修訂申請，

請參閱並惠予通過。 

(二)主席： 

這是為因應審查意見所做回覆，並確實已經就實際採購需求內容提出說明，請審查。 

決議： 

通過優先序#18「項目名稱」及「規格」內容申請案。 

 

提案三 

案由：審查資管系申請變更 103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資本門」設備細項

內容。 

說明： 

(一)申請項目變更事項係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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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項第五點中「5.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

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之規定辦理。 

(二)資管系擬申請變更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理由說明詳如【表三】所示。 

討論： 

(一)資訊學院院長： 

本院支用計畫書原規劃資管系的行動照護裝置經再三研議，擬請由附表四-1預備計畫

(標餘款)與列入附表四的優先序#41(投影機)對換。相關資料如【表三】，請參閱並惠

予通過。 

(一)主席： 

本案若已確實經過院內妥善研議，且確實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之調整，請委員審

查。 

決議： 

通過後之附表四優先序#41項目名稱為行動式安全照護裝置，附表四-1預備計畫(標餘款)

優先序#7項目名稱為投影機，但請研發處務必再確認上述異動內容的完整性。 

 

提案四 

案由：審查總務處及資圖處申請變更 103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資本門」

設備細項內容。 

說明： 

(一)申請項目變更事項係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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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項第五點中「5.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

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

變更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之規定辦理。 

(二)總務處及資圖處擬申請變更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理由說明詳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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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一)總務處事務組長： 

總務處經過寒假盤整後，發現現有投影機及筆記型電腦的使用率可以再提高，另一方

面為配合此次獎勵補助款核配金額調降，維持對學生的優良服務提升校內資訊網路品

質，因此擬將取消原申請採購之投影機及筆記型電腦採購案，並減少資訊講桌購置量。 

(二)資圖處處長： 

因應學生住宿需求提升，及校內師生對資訊網路愈來愈大量的需求，以目前現有設備

實已不敷所需，隨時可能造成瓶頸。為建構資訊化校園，營造優質效能環境，本處積

極規劃改進網路建設，以落實本處重點執行『策略 5-校園網路』之發展目標 

(三)主席： 

因皆為全校性規劃事項，相關審查資料詳如【表三】，請委員進行審查 

決議：通過總務處及資圖處的變更申請案，資圖處申請新增的四案優先序，直接由原總務

處取消請購的優先序#59、#60開始編列。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103年 3月 5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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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一】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修正對照表 

版 本 補助款(1) 獎勵款(2) 
獎補助款小計 

(3)=(1)+(2) 

自籌款(4) 

(占獎勵補助款：10%以上) 

總經費 

(5)=(3)+(4) 

原預估 

申請經費 

(102年 11月) 

11,900,000 22,100,000 34,000,000 
6,000,331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17.65% 
40,000,331 

核定後 

修正經費 

(103年 3月) 

12,576,770 18,729,956 31,306,726 
7,885,623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0.12% 
39,192,349 

 

【對照表二】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修訂對照表 

版本 原預估申請經費 核定後修正經費 

獎補助款 

(占獎補助款比例) 

自籌款 

(占自籌款比例) 
小 計 

獎補助款 

(占獎補助款比例) 

自籌款 

(占自籌款比例) 
小 計 

資本門 
23,800,000 

(70%) 

6,000,331 

(100%) 
29,800,331 

21,914,708 

(70%) 

7,885,623 

(100%) 
29,800,331 

經常門 
10,200,000 

(30%) 

0 

(0%) 
10,200,000 

9,392,018 

(30%) 

0 

(0%) 
9,392,018 

合 計 
34,000,000 

(100%) 

6,000,331 

(100%) 
40,000,331 

31,306,726 

(100%) 

0 

(100%) 
39,192,349 

 

【對照表三】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項目經費修訂對照表 

項    目 
修正 

前後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至

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不含自籌款

金額】） 

修正前 19,607,623 82.38% 4,060,331 67.67% 

修正後 18,817,331 85.87% 5,685,623  72.1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應達資本門經費 10﹪【不含自

籌款金額】) 

修正前 3,365,577 14.14% 1,900,000 31.66% 

修正後  2,230,577  10.18% 2,200,000  27.9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

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修正前 490,800 2.06% - 0.00% 

修正後 490,800 2.24% - 0.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

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

設施。） 

修正前 336,000 1.41% 40,000 0.67% 

修正後 376,000 1.72%  0.00% 

合  計 
修正前 23,800,000 100.00% 6,000,331 100.00% 

修正後 21,914,708 100.00% 7,885,623 100.00% 

 



 13 

 

【對照表四】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項目經費修訂對照表 

項  目 
修正 

前後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 額 比 例 金 額 比 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

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 

編纂教材 
修正前 100,000 0.98%   0.00% 

修正後 300,000 3.19%   0.00% 

製作教具 
修正前 100,000 0.98%   0.00% 

修正後 200,000 2.13%  0.00% 

改進教學 
修正前 1,050,000 10.29%   0.00% 

修正後 850,000 9.05%  0.00% 

研究 
修正前 1,800,000 17.65%   0.00% 

修正後 1,700,000 18.10%  0.00% 

研習 
修正前 700,000 6.86%   0.00% 

修正後 700,000 7.45%  0.00% 

進修 
修正前 200,000 1.96%   0.00% 

修正後 150,000 1.60%  0.00% 

著作 
修正前 300,000 2.94%   0.00% 

修正後 300,000 3.19%  0.00% 

升等送審 
修正前 350,000 3.43%   0.00% 

修正後 400,000 4.26%  0.00% 

小計 
修正前 4,600,000 45.10%   0.00% 

修正後 4,600,000 48.98%  0.00%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修正前 50,000 0.49%   0.00% 

修正後 50,000 0.53%  0.00%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修正前 170,000 1.67%   0.00% 

修正後 170,000 1.81%  0.00% 

小計 
修正前 220,000 2.16%   0.00% 

修正後 220,000 2.34%  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額】） 

修正前 300,000 2.94%   0.00% 

修正後 300,000 3.19%  0.0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修正前 389,660 3.82%   0.00% 

修正後 389,660 4.15%  0.0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

內) 

修正前 2,916,128 28.59%   0.00% 

修正後 2,108,146 22.45%  0.00% 

現有教師薪資 
修正前      0.00% 

修正後    0.00% 

資料庫訂閱費 修正前 1,774,212 17.3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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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1,774,212 18.89%  0.00% 

軟體訂購費 
修正前      0.00% 

修正後    0.00% 

其他 
修正前      0.00% 

修正後    0.00% 

小計 
修正前 4,690,340 45.98%   0.00% 

修正後 3,882,358 41.34%  0.00% 

總  計 
修正前 10,200,000 100.00%   0.00% 

修正後 9,392,018 100.00%  0.00% 

 

【對照表五】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項目採購項目調整 

項目 
修訂前 修訂後 支用計畫書頁

碼(修正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不含

自籌款金額】） 

60 23,667,954 62 24,502,954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應達資本門經費 10﹪【不

含自籌款金額】) 

6 5,265,577 6 4,430,577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

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

額】) 

8 490,800 8 490,8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

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

等相關設施。） 

4 376,000 4 376,000  

合  計 78 29,800,331 80 29,8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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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各資本門使用單位擬申請變更之資本門項目對照表及理由說明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事項 變更原因說明 

18 
專業液晶

顯示器 

17吋 HD/SD-SDI                              

長寬比：16:9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度：600:1 

1 組 150,000  150,000  
資傳

系 
18 

專業液晶

監視器 

(1)畫面尺寸：17吋 

(2)長寬比：16:9 

(3)色域：1670萬 

(4)解析度：1920*1080 

(5)亮度：300cd/m2 

(6)對比度：600:1 

(7)影像訊號輸入：複合訊號*1、

HDMI*1、Component RGB*1、

HD/SD SDI訊號*2  

(8)影像訊號輸出：複合訊號*1、

HD/SD SDI訊號*1 

(9)聲音訊號輸入：RCA x 2 

(L/R) ；3.5mm Stereo mini 

jack x 1 

(10)聲音訊號輸出：RCA x 2 

(L/R)Monitor Out 

(11)具備 聲音輸入音量表顯示

功能 

(12)需檢附原廠在台服務保證書

及進口完稅證明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總價 

■其他細項： 

  用途說明

(詳述於變更

原因說明欄) 

使用單位檢討後，依 103年

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

意見進行詳細的規格說

明。並確認原項目名稱為誤

植為「專業液晶顯示器」，

正確應為：「專業液晶監示

器」 

用途說明變更：專業廣播監

視器，負責色彩監控，提供

安全標準色的鑑定。内建影

像調整功能。監看影像時，

可隨時調整色彩、對比、亮

度、色相及銳利度，監看每

一個輸入的影像。内建子母

畫面功能，可同時掌握二個

輸入來源畫面，搭配切換台

的現場活動時，可一組作為

主輸出訊號，另一组預覽影

像，加強工作效率。 

41 
單槍投影

機 

流明數：5000流明以上 

解析度：需可至

1600*1200 UXGA 

2 台 50,000  100,000  
資管

系 
41 

行動式安

全照護裝

置 

1.提供多人使用 

2.使用藍芽或WIFI技術連接生理

量測設備 

3.透過GPRS/GPS可提供定位及求

救訊息上傳 

4.透過 WIFI/3G與雲端照護服務

平台連結 

5.生理量測設備包含體溫、血壓

及血糖計 

 -   -   -  -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總價 

其他細項： 

使用單位檢討後，為符合學

院發展計畫調整，將原放在

標餘款優先序第 7項之項目

與優先序 41做交換。 

58 
數位多功

能講桌 

鋼板製造，烤漆塗裝 

鍵盤滑鼠架、前後門板

具防盜門鎖、中央控制

系統 

27 台 49,900  1,347,300  
總務

處 
58  -   -  21 台 49,900  

1,047,90

0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總價 

其他細項： 

使用單位檢討後，為符合學

院發展計畫調整，將原放在

標餘款優先序第 7項之項目

與優先序 41做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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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

單位 
變更事項 變更原因說明 

59 
筆記型電

腦  

一般型 Mobile Core i5 

 2.6GHz  (15吋) 
25 台 28,678  716,950  

總務

處 
59 

宿舍網路

伺服器負

載平衡設

備 

處理器 Processor: Intel dual 

core (total 4 processing 

cores), 記憶體 Memory: 8GB, 

硬碟 Hard Drive: 500GB, Max 

SSL, Max Comp 

1 台 551,500  551,500  
資圖

處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總價 

■其他細項： 

學生在學校環境進行研究

或是在男女宿舍學習功

課，往往會需要使用網路平

台，因此可能造成瓶頸。為

建構資訊化校園，營造優質

效能環境，本處積極規劃改

進網路建設，以落實本處重

點執行『策略 5-校園網路』

之發展目標 

60 
單槍投影

機 

流明數：4000流明以上 

解析度：1024*768 XGA 
2 台 26,923  53,846  

總務

處 
60 

校園網路

骨幹設備

備援分流

模組 

Global Traffic Manager Module 

License 

廣域流量管理模組 

1 個 551,500  551,500  
資圖

處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總價 

■其他細項： 

 -   -   -   -   -   -   -   -  61 

校園網路

存取控制

模組 

Access Policy Manager Module 

License 

存取政策管理模組 

1 個 451,230 451,230 
資圖

處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總價 

■其他細項： 

 -   -   -   -   -   -   -   -  62 報表系統 
校園網路伺服器負載平衡設備報

表及效能管理系統 
1 個 350,966 350,966 

資圖

處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總價 

■其他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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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103年度第 2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3年 3月 20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周校長添城 

出 席 者：陳副校長義文、林學務長詩輝、林教務長日盛、張總務長思誠、鍾研發長志明、姜

主任秘書麗智、李資訊長白峰、王主任世椿、鄭主任智勇、余主任瑩瑛、譚主任經

緯、陳主任寶億、李院長銘輝、周院長重石、葉院長茉俐、徐嘉惠老師(通識教育中

心)、張黎琴老師(理財系)、吳文彬老師(企管系)、丁永康老師(國際系)、陳慧莉老

師(財金系)、李泰琳老師(行流系暨研究所)、張雯惠老師(觀光系暨研究所)、周莊

幼糸老師(餐旅系)、李菊芬老師(旅運系)、逄錦麟老師(應英系)、張國珍老師(資管

系)、胡怡凱老師(資傳系)、劉家驊老師(資科系暨研究所)、胡毓賢老師(商設系)、

張清芬老師(時尚系)、吳明鐘老師(數位系)。 

列席者： 

1.中心及系科主任：林主任建發、何主任依倫、陳主任惠君、李主任國豪、陳主任健

職、蔡主任志明、樓主任邦儒、許主任燕斌、許主任如碩、范主

任瑞芬、沈主任從正、鄭主任聰興、陳主任家堂、温主任志維、

顏主任國華、吳主任尚樺。 

2.行 政 單 位：陳組長敏齡、張組長婷、李組長永翔、張組長哲維、倪組長立中、

周組長文雅、黃組長心怡、林組長怡婷、張惠萍小姐、周昭吟小

姐。 

請 假：陳副校長義文、張總務長思誠、陳慧莉老師(財金系)、林主任建發、樓主任邦儒、許

主任燕斌、許主任如碩、顏主任國華、李組長永翔、張組長哲維、張惠萍小姐 

出席應到人數：32人、實到人數：29人、請假 3人 

列席應到人數：26人、實到人數：18人、請假 8人 

會議記錄：林怡婷 

一、主席致詞：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來自於政府的預算，所以在執行時必頇要嚴謹，因為審查

及訪視委員對於過去的支用情形有一些建議，因此我們今天的會議在於將支用程序更為完

備。 

二、工作報告：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查及討論下列事項： 

1.討論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異動及執行進度回報方式 

(二)教育部來函 103 年 3 月 1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30034911 號，業已撥付所請領 103 年度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下同)3,130 萬 6,726 元(含經常門 939 萬

2,018元及資本門 2,191萬 4,708元)。 

(三)會計室預計在四月初完成請購系統預設資料導入作業，若有執行單位需要在四月前執行

請購作業者，請電洽會計室，若否請各單位即日起密切注意會計室 EMAIL 通知，並依本

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執行。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修正「醒吾科技大學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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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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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第一款第

五項規定：在維持總金額不變原則下，報本部項目、規格、數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

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

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二、因現行制度未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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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之精神，為免影響當年度的執行績效及次年度的獎補款核配事項，研發處擬

自 103年度起新增「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異動申請表」的使用。 

三、填表時間：如有急迫且重大的變更，應向研發處提出召開臨時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之需求，由研發處在兩周內召開該會議，以進行討論。 

四、提案單位(教學單位請以學院為代表)之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成員需出席經費規劃專責小

組會議，進行詳細說明並交由大會討論，若因故未能出席者，應在會議開始前三天向

研發處報備，並指定其他經費規劃專責小組系科代表出席說明(行政單位則指定人員列

席說明)，若未有代表現場說明者，視為放棄該次提案。若異動事項涉及其他相關單位

者，亦依此原則推派或指定系科代表說明。 

五、原採購「項目名稱」不變，因停產或功能升級等各種原因，原功能用途不變，僅在原

規格基礎上提升或新增功(效)能者，備齊單位會議紀錄、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後，

可由研發處代為說明。 

六、為因應相關採購規定及核銷結報程序所需時間，當年度經費異動最後一次提案應在每

年九月三十日(含)前提出。 

七、因應相關表單新增，配合修正「醒吾科技大學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

用辦法」的附錄一「醒吾科技大學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規定及原則」第參點。 

八、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陳報教育部核定後，所有變

更皆需在維持總金額不增

加原則下提出，『項目』或

其他功能用途異於原核定

內容者，需要經各統籌規劃

單位審核並由經費規劃專

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後方

可為之。唯在原採購項目，

因停產或功能升級等各種

原因，原功能用途不變，僅

在原規格基礎上提升或新

增功(效)能者，由各需求單

位相關組織逕行審核後，將

相關行政文件(含會議紀

錄、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

由)送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備審。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

部核定後，所有變更皆需在維持總金

額不增加原則下提出，『項目』或其

他功能用途異於原核定內容者，需要

經各統籌規劃單位初審後，填妥「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異動申請表」送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

議審查通過後方可為之。 

唯在原採購項目，因停產或功能升級

等各種原因，原功能用途不變，僅在

原規格基礎上提升或新增功(效)能

者，由各需求單位將相關文件(含會

議紀錄及「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異動申請表」)備文陳請

核定後即可逕行後續請購流程。 

因應相關表單

新增，配合修

正 

討論： 

會計主任：在過去我們的變更都是憑證已經入到了會計室以後，我們統一做清冊及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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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獎補款的訪視過程中，訪視委員說明我們學校的狀況：有某項新增請購

項目，是在 9月就購買了，但是卻遲到 12月才統一做變更，這是不符合經費

使用原則的。爾後應該是只要是項目的變更，就要在事前提出申請。 

研發長：因為今年業務轉到研發處來執行，研發處負責支用的規劃、執行跟審查，會計室

應該就是在審計的部份上把關，在採購項目上如果沒有經過變更程序，跟原項目

不合，研發處與總務處應該就要直接打回。在上次修改辦法時是說項目名稱或用

途如果不變，而因為原規格停產或有最新型號規格出現，只有這個狀況才能備查，

其他的只要買的項目跟用途是不同的，一定要事先申請，必要時我們會盡快召開

這個經費專責委員會，經委員會通過以後才能進行購買，這樣才會讓我們的程序

更完整。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新增表單「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執行狀況回報表」 

說明： 

一、為有效管理本校各單位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狀況，煩請各執行單位(教學單位請

以院為代表)協助填報本表。 

二、填報時間為每月一日及十五日。若遇假日則順延。 

三、本表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在執行當年度經費期間重覆使用。 

討論： 

研發長說明：由於 103年度獎補款的錢已經核撥，過去因為沒有實際管控執行的進度，所

以在執行獎勵補助經費時常發生採購進度落後的情形，有時候甚至會壓到九月以後才

執行，因而對總務處造成很大的執行壓力，因為會面臨到有些案件需要公開招標，需

要多少公告時間，但因為時間來不及，就常需要改採用限制性招標或是其他較簡便的

方式，雖然理由是合法，但是也容易產生漏洞；如果大家執行的時間都壓在很後面的

時候，執行上就會很容易有疏失的地方。而且過晚採購，會影響到執行的成果。因此

本處希望能從今年起管控進度，希望在八月的時候能大致完成，九月後各單位就能開

始產生成果。 

校長：如果團隊當中有人未依照時程來進行，一定會影響整個管控執行的績效成績。獎勵

補助款的業務會移交至研發處來，所以務必要請所有的單位大家一起配合，如果真的

有執行上的困難，就請研發處依優先序，後補名單的項目趕緊遞補到前面執行，因為

如果沒有辦法如期執行，也會變成我們行政作業上的一個缺失，遞補作業的啟動，可

以讓我們爭取到的獎補助款如期達成，但一定要按照教育部的相關規範來做，以後獎

勵補助款在執行上要用比較嚴謹的態度，政府寶貴的預算跟資源，也要用到提升教學、

研究能量。這才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款一個重要的目標。 

決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主任祕書：稽核組在稽核獎補款經費作業的時候，除了今天議題討論的問題之外，另外發現幾

個問題也要提醒注意： 

1.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要項中，其中有一稽核要項為：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金額差異幅度應在合理範圍(本校定為 20%內)，但我們常

在稽核作業過程中，發現常超過此一合理範圍，請各單位在提異動申請時除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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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異動外，也要特別注意金額的異動幅度。 

2.由於獎補款專責小組成員的任期為年度制，稽核組在進行內部稽核時發現有部份

系科在選舉推派經費專責小組代表的時間過早，常在學年結束，也就是六七月時，

即選出半年後的經費專責小組代表，這個作法似會造成後續專責小組代表成員模

糊掉了自己應執行任務的期程，麻煩各單位在推派經費專責小組代表時間上，也

要多多注意這一點。謝謝！ 

研發長說明：其實就整個執行的時程來說，可能學年度制較符合整個執行的時程，因為通常都

在 10月、11月的時候規劃下一年度的預算，而最後一次的預算變更是在隔年的 9 月，

因此建議詳細討論後，如有變更，再於下次會議中提案。 

校長：基本上這些應該是訪視時委員給稽核組的意見，往後經費專責小組的開會，一年不要只

有一次，在隨著案子的執行，我們應該要落實每一次的會議討論，這也是委員期待的。

如果沒有其他臨時動議，會議就到這裡結束。 

 

五、散會：103年 3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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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異動申請表 

說 明 

一、申請前請注意：獎補款實地訪視/書面審查訪評重點事項： 

資本門各支用項目執行與(核定後)原計畫之相符程度 

原報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是否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表)、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是否存校備查？ 

二、當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計畫報部核定後，使用單位若欲做異動，需提出顯見之重要事由，並經「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後方可異動，以免

影響當年度的執行績效及次年度的獎補款核配事項。如有急迫且重大的變更，應向研發處提出召開臨時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之需求，由研發

處在兩周內召開該會議，以進行討論。 

三、提案單位(教學單位請以學院為代表)之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成員需出席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進行詳細說明並交由大會討論，若因故未能出席

者，應在會議開始前三天向研發處報備，並指定其他經費規劃專責小組系科代表出席說明(行政單位則指定人員列席說明)，若未有代表現場說

明者，視為放棄該次提案。若異動事項涉及其他相關單位者，亦依此原則推派或指定系科代表說明。 

四、原採購「項目名稱」不變，因停產或功能升級等各種原因，原功能用途不變，僅在原規格基礎上提升或新增功(效)能者，備齊單位會議紀錄、

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後，可由研發處代為說明。 

五、為因應相關採購規定及核銷結報程序所需時間，當年度經費異動最後一次提案應在每年九月三十日(含)前提出。 

六、本表單請需求單位透過請購系統中的「預算變更申請作業」產生，並請輸出紙本陳報相關單位用印。 

填 表 

提案單位： 

提案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資本門經常門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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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理由： 

變更後與本校或該單位之中長程計畫發展之關聯(請填寫計畫書內相關頁數)： 

變更後預期效益： 

變更後存放地點： 

是否檢具相關會議紀錄：是否 

 

提案單位承辦人(分機號碼) 提案單位主管 研發處承辦人 研發長 會計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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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執行狀況回報表 

一、為有效管理本校各單位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使用狀況，煩請各使用單位(教學單位請以院為代表)協助填報本表。填報時間為每月一日及十五

日。若遇假日則順延。 

二、若某一採購項目憑證已送出，則無需再回報此項目。 

三、本表由研發處統一收集管理，每月(每週)重覆使用至本頁之採購項目憑證送出為止 

四、八月一日若各單位(教學單位以院為主)採購項目執行進度尚未到事務組的項目未達採購項目總數的七成者且未說明有力理由者，則研發處將彙

整所有資料後，陳報相關單位以利後續工作安排進行。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請購單日期 

(學院/行政單位) 

請購單處理狀況說明 

(總務處) 

交貨狀況 

(學院/行政單位) 

驗收單

日期 

採購合約

日期 

憑證

日期 

   預計日期： 

實際送出： 

請在下列專欄中回覆

訊息 

    

保管組：請購單資料調整中(日期：                                                                                               ) 

OK，已轉事務組 

事務組：上級核定中(轉交上級日期：           上級預計核覆日期：               ) 

招標公告中(公告日期：       )(若有流標等狀況請說明在此：                                                               ) 

OK，已回復請購單位可做後續採購交貨事項。(通知日期：       )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使用單位 
請購單日期 

(學院/行政單位) 

請購單處理狀況說明 

(總務處) 

交貨狀況 

(學院/行政單位) 

驗收單

日期 

採購合約

日期 

憑證

日期 

   預計日期： 

實際送出： 

請在下列專欄中回覆

訊息 

    

保管組：請購單資料調整中(日期：                                                                                               ) 

OK，已轉事務組 

事務組：上級核定中(轉交上級日期：           上級預計核覆日期：               ) 

招標公告中(公告日期：       )(若有流標等狀況請說明在此：                                                               ) 

OK，已回復請購單位可做後續採購交貨事項。(通知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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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103年度第 3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3年 5月 6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5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周校長添城 

出席者：陳副校長義文、林學務長詩輝、林教務長日盛、張總務長思誠、鍾研發長志明、姜主任秘書

麗智、李資訊長白峰、王主任世椿、鄭主任智勇、余主任瑩瑛、陳主任寶億、李院長銘輝、

周院長重石、葉院長茉俐、徐嘉惠老師(通識教育中心)、張黎琴老師(理財系)、吳文彬老師

(企管系)、丁永康老師(國際系)、陳慧莉老師(財金系)、李泰琳老師(行流系暨研究所)、張

雯惠老師(觀光系暨研究所)、周莊幼糸老師(餐旅系)、李菊芬老師(旅運系)、逄錦麟老師(應

英系)、張國珍老師(資管系)、胡怡凱老師(資傳系)、劉家驊老師(資科系暨研究所)、胡毓

賢老師(商設系)、張清芬老師(時尚系)、吳明鐘老師(數位系)(共計 31人)。 

列席者： 

1.中心及系科主任：林主任建發、何主任依倫、陳主任惠君、李主任國豪、陳主任健職、蔡

主任志明、樓主任邦儒、許主任燕斌、許主任如碩、范主任瑞芬、沈主

任從正、鄭主任聰興、陳主任家堂、温主任志維、顏主任國華、吳主任

尚樺。(共計 16人) 

2.行 政 單 位：陳組長敏齡、張組長婷、張組長哲維、倪組長立中、周組長文雅、林組

長怡婷、劉伊珍小姐(共計 7人) 

請 假：陳副校長義文、李院長銘輝、胡怡凱老師(資傳系) 、蔡主任志明、沈主任從正、許主任燕

斌、許主任如碩 

出席應到人數：31人、實到人數：28人、請假 3人 

列席應到人數：23人、實到人數：19人、請假 4人 

會議記錄：林怡婷 

一、主席致詞：獎補款目前已進行到執行的階段，今天會議最主要的目的是有些項目要做調整，因此

召開會議做討論。 

二、工作報告：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查及討論下列事項： 

1.設計學院變更申請案 

2.標餘款使用討論案 

(二)教育部來函 103年 3月 1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30034911號，業已撥付所請領 103年度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下同)3,130萬 6,726元(含經常門 939萬 2,018元及資

本門 2,191萬 4,708元)。 

(三)截至 5月 5日為止，各單位執行狀況如下表，請參閱： 

 資本門 

件數 

經常門 

件數 

經費 

合計 

已執行 

件數 

已執行 

金額 

變更 

件數 

變更金額 未執行 

金額 

執行率 

(件數) 

執行率 

(金額) 

觀餐學院 14 1  3,917,730  2  1,831,689   -     -     2,086,041  13% 47% 

資訊學院 21   6,806,000  3  561,000   15 6,061,000   6,245,000  14% 8% 

設計學院 13 16  5,908,260  17  640,060   5 4,770,000   5,268,200  59% 11% 

商管學院 6   4,743,124  6  4,743,124   -     -     -    100% 100% 

通識中心 1   200,404  1  200,404   -     -     -    100% 100% 

資圖處 12   6,575,773  8  5,175,773   -     -     1,400,000  67% 79% 

課外組 8   490,800  8  490,800   -     -     -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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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5   500,000  5  500,000   -     -     -    100% 100% 

總務處 1   1,047,900  0  -     -     -     1,047,900  0% 0% 

合計 81 17  30,189,991  50  14,142,850   -     -     16,047,141  51% 47% 

(四)依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規定，因其符合「…在原採購項目，因停

產或功能升級等各種原因，原功能用途不變，僅在原規格基礎上提升或新增功(效)能..」，備

文請購者有： 

1.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報部文件附表四優先序 1、3~9共 8項項目的使用單位由「設計學院」

變更為「商業設計系」。 

2.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報部文件附表八優先序 1，主機監控器(含螢幕)做規格提升變更。 

3.資訊學院資訊傳播系，報部文件附表四優先序 13~26、優先序 40共 15項項目做規格提升變

更。 

以上 3案相關文件如附件。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經費變更申請案 

說明：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原規格 變更規格 變更原因 其他變更 

1 繪圖用個

人電腦 

21.5 吋 iMac2.9GHz 四

核心處理器 Intel Core 

i5 處理器 6MB L3 快

取，8GB(2 條

4GB)1600MHz DDR3

記憶體，21.5 吋 LED

背光顯示器搭載 IPS

技術 1920x1080 顯示

器，1TB (5400-rpm) 

硬碟，配備 512MB 

GDDR5 記憶體的

NVIDIA GeForce GT 

650M 繪圖處理器。 

21.5吋 2.9GHz四核心處

理器 Intel Core i5處理器

6MB L3 快取，8GB(2 條

4GB)1600MHz DDR3 記

憶體，21.5 吋 LED 背光

顯示器搭載 IPS 技術

1920x1080 顯示器，1TB 

(5400-rpm) 硬碟, 配備

1GB GDDR5 記憶體的

NVIDIA GeForce GT 

750M 繪圖處理器，三年

保固全方位服務專案。 

依照資圖處建

議延長保固時

間至三年，且

顯示卡原廠升

級為 1GB。  

數量不變。 

單價變更： 

48,000 

54,000 

總價變更： 

2,688,000 

3,024,000 

3 多媒體影

像設計軟

體 

Adobe CS6 Master 

Collection for Mac 英

文版教育授權.含安裝

軟體。(57 Users)。 

Adobe CS6 Master 

Collection for Mac 英文

版教育授權 63 套授權。 

變更授權人數

為 63 人，價格

調整為 174,600

元。 

單價及總價

變更： 

1,995,000 

1,746,000 

4 3D 數位

投影機 

0.65"DLP chip x1 顯示

技，1280*800(WXGA)

解析度，4000 流明度 

，對比度 2200:1，鏡

頭：光圈數 F2.5to2.7，

光圈

Manual,x1.50(f=21.0to

調整採購項目，將經費

轉入繪圖用個人電腦。 

因應校內空間

規劃及他項設

備調整，故取

消此項設備之

採購。 

取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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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原規格 變更規格 變更原因 其他變更 

24.2mm)，對焦

Manual，畫面尺寸

40"(102cm)to500"(1.27

0c,)，投影距離

40"(1.2to1.4m),100"(3.

0to3.4m),500"(14.9m) 

輸入端子：HDMI 1,電

腦/合成影像 mini 

D-sub 15 pin 

2,S-Viodeo，

Video(RCA)1,Audio3.

5mm minijack 

1,Audio(RCA) 1(L/R), 

〃輸出端子：電腦/合

成影像 mini D-sub 15 

pin 1,Audio3.5mm 

minijack 1(Variable 

audio output),喇叭 5W 

x2，燈泡 330W〃外觀

尺寸

400x100x335mm，重量

5.8KG 

5 電動蓆白

銀幕 

72"*96"/120 吋 調整採購項目，將經費轉

入繪圖用個人電腦。 

因應校內空間

規劃及他項設

備調整，故取消

此項設備之採

購。 

取消採購 

討論： 

設計學院：因在請購時資圖處提醒原請購規格並未將保固納入，因此本單位在考量之後擬將保固

納入，目前詢到的市價保固三年的話，一台約 6千多元，因此預算需要增加 30多萬

元，而現在原規劃到的電腦教室已經有投影機跟電動白幕了，所以我們就不購買了。 

而 ADOBE的軟體因為過去已購買了數套，今年是增加購買授權數，因此在價位及授權

數上都可以再優惠，這樣一來應可在維持總經費金額不變的狀態下，達成增加個人電

腦保固期限的規格需求衍生的經費金額。 

校長：好，提案單位說明完畢了，不知道各位委員是否還有要垂詢的地方？主要是我們要買的設

備需求規格提升了，因此才要做這一次的變更案。 

總務長：為了因應設備相關管理的規定，因此本單位還是會在實際採購時努力的朝不增加費用的

狀況下保固四年的方向做議價採購。 

資圖長：這保固價格應該是未議價的價格，應該有努力的空間。以往校內在採購電腦時候，因維

修保固的考量，因此若是教學單位沒有特殊教學需求，本校皆是採購宏碁電腦，一來可

以增加議價及優惠的空間，二來也可以使校內在個人電腦零件更換上擁有較大的彈性，

而且在大量採購的前提之下，即使已經超過保固期限，宏碁電腦亦能提供相同的保固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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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各教學單位有特殊的教學需求需要購買其他廠牌電腦，因不是大量長期性購買，因此

資圖處較難談到如此優惠的價格，唯站在校方尊重教學需求的立場，亦會尊重專業，而

相關保固及維護費用，校方亦有編列電腦教室實習費供各系使用，是有專款可供使用

的，諒不會造成各系沈重的負擔。 

校長：因應教學的多樣性，總有些比較特殊的規格，就不是類似像宏碁的廠商可以供應，而我們

也應該盡量滿足教學單位的需求；然而在資源的共通性、提高採購上的效率及降低成本追

求對校方有利的立場上，我們也是一同努力。 

那對於商設系提出來的變更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過變更案？ 

決議：通過商設系變更申請案。 

 

提案二 

案由：標餘款異動建議案 

說明： 

1.考量校務發展規劃，校方擬將資訊學院規劃之「教育雲」建置計畫部份設備，以 103年

度獎補款標餘款建置，唯此將影響報部附表四-1(遞補及標餘款優先購買之設備項目)

之優先序。 

2.教育雲部份設備摘要表列： 

序

號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數量 

預估總

價 

預期效益 

1 10G網路交

換器 

8 埠 10Gbps簡單網管交換器 

8個 100/1000/10000Mbps乙太網

路 RJ-45 埠 

1 個支援 10GSFP+光口 

符合協定： 

IEEE802.3u 100BASE-IX 

IEEE802.3ab 100BASE-I 

IEEE802.3z 100BASE-X 

IEEE802.3aq 10GBASE-LRM 

IEEE802.3ae 10GBASE Ethernet 

IEEE802.3an 10GBASE -T 

49,780 2 99,560 交換機分別配置於

目前資管雲與資傳

雲端叢集，提升雲

端叢集網路流量，

改善雲端教室運用

品質，並進行高運

算量軟體服務的測

試與導入。 

2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 輸入*3/USB端子

*1/PC 輸入*1/AV色差*1/有線網

路 RJ45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

平旋轉-90度..+90 度/垂直旋轉

-2 度~+15度) 

24,825 4 99,300 提供網路串流(網

路電視台)與後續

課程發展之平台，

預定分別配置於學

生活動空間，除展

示網路電視台內容

與推播專題、課程

發展外，預期改善

學生活動空間之影

音服務。 

3 平板電腦 內建儲存容量：64G 

10.6吋五點觸控螢幕

(1920*1080) 

NVIDIA Tegra 4 T40 quad-core 

(含)以上等級 CPU 

支援 WIFI無線網路 

21,878 2 43,756 雲端平台除積極建

置雲端教室外，並

開發自備行動裝置

使用功能(BYOD)，

分別以三大系統

(iOS、Android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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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項目名稱 規格 預估

單價 

預估

數量 

預估總

價 

預期效益 

支援 USB3.0 

內建 2G RAM 

Microsoft)的手

機、平板與筆電為

標的，擬補足

Microsoft 平板進

行開發，補充平板

裝置的不足 

3. 附表四-1(遞補及標餘款優先購買之設備項目)摘要：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含

單位) 

使用單位 

1 MiniCallCenter 平

台(10User) 

主管功能、報表功能、軟體電話功能、一般功能、

客服模組功能、外撥模組功能、問卷模組功能、前

端查詢功能、訪員互不干擾功能、現有 10 User移

轉及整合作業 

1 式 行流系 

2 微投影機 WXGA(1280*800)解析度 

500流明ＬＥＤ投影機及 4000:1 對比 

1 台 資傳系 

3 行動式安全照護裝

置 

1.提供多人使 

2.使用藍芽或 WIFI 技術連接生理量測設備 

3.透過 GPRS/GPS可提供定位及求救訊息上傳 

4.透過 WIFI/3G 與雲端照護服務平台連結 

5.生理量測設備包含體溫、血壓及血糖計 

1 套 資傳系 

4 繪圖軟體 Adobe Production CS6 套裝軟體教育版(80 users) 1 套 資管系 

5 平板電腦 Android 4.0 以上 

Dual-core A15 processo 

2GB of system memory and  32GB on-board storage 

memory 

2560*1600 resolution 

Built-in 802.11b/g/n WiFi and Bluetooth 

Back 5MP webcam and front 1.9MP webcam                 

2 台 資傳系 

6 中階繪圖工作站

(含螢幕) 

CPU:Intel 4 核心、記憶體:4GB、HDD:500GB 

7200rpm、19 型液晶螢幕顯示器、還原卡 

6 台 時尚造形

設計系 

7 單槍投影機 流明數：5000流明以上 

解析度：需可至 1600*1200 UXGA 

2 台 資管系 

8 平板電腦 10.1吋 1920*1200pixels 螢幕解析度 

Android 4.1 作業系統 

支援 NFC 的其他裝置，1.5Hz 四核心處理器 

200萬畫素前置相機 

800萬畫素主相機 

2 台 資管系 

討論： 

研發長：在北區教學中心相關計畫的建置討論時，資訊學院有提到教育雲的一個整體概念，在去

年已經先建置大部份的設備，但因為今年北教的計畫資本門有其他的用途，有被拿去其

他用途的優先使用，教育雲的建置尚還缺後續一小部份，而目前雖已經先用一些其他預

算項目暫用支應，但還不確定是否可以全數如期支應，因為我們希望可以把這幾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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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未來若有標餘款時的優先使用項目，而為因應相關的規定，標餘款的使用亦會有使

用的優先次序，所以先做一個優先序次變更的申請，是不是再請周院長再做補充說明。 

資訊學院：資訊學院做補充說明，研發長在幾次的會議討論上都希望這個教育雲的建置應該擴及

全校的使用，資圖處亦為了雲端建置，也配合提供 10G的網路，以目前全校來說的話，是

全校頻寬最寬的專屬網路，但因為光纖網路專屬交換器價格仍然偏高，而從前年開始有銅

纜的 10G網路出來，但因為價格仍然偏高，因此我們當時也只能架 1台交換器。今年因為

10G銅軸交換器已經較便宜，但去年建置的 2朵教育雲因為交換器等設備限制，雖然是 10G

的網路頻寬，但實際的網路使用速度卻僅有 1G，因此這次擬添購 2台 10G 的交換器，若

添加了這 2台交換器，亦可完成校方的期待，讓其他學院一起用相同的速度享受同樣的教

育雲的建設成果。 

資傳的雲端系統甫建成，為了讓學生可以展示 IPTV的作品，因此希望能採購一些較平價

的網路電視以供學生做成品展示使用 

最後，因為做雲端系統要提供到全校來使用，所以我們會希望由老師這邊帶自己的手機或

平板電腦來使用我們的雲端的電腦；我們現在常用的三大平台，目前資訊學院因為

android、IPAD系統較易取得，所以已經完成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測試，但微軟系統因為目

前都是使用筆記型電腦做測試，因此這次想採購微軟系統的平板電腦來做最後的測試設

備。 

校長：因為這是結餘款使用，所以估計必須要到採購到差不多的時候才能知道是否有結餘款的使

用，所以請問在場各位委員，聽完二位的說明後，對於這一項異動案有沒有什麼其他意見

或想法沒有？如果沒有，我們是否就同意這項異動案的通過？ 

決議：通過標餘款異動申請案。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103年 5月 6日(星期二)下午 13時 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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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103年度第 4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3年 6月 18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周校長添城 

出席者：陳副校長義文、林學務長詩輝、林教務長日盛、張總務長思誠、鍾研發長志明、姜主任秘書

麗智、李資訊長白峰、王主任世椿、鄭主任智勇、余主任瑩瑛、陳主任寶億、李院長銘輝、

周院長重石、葉院長茉俐、徐嘉惠老師(通識教育中心)、張黎琴老師(理財系)、吳文彬老師

(企管系)、丁永康老師(國際系)、陳慧莉老師(財金系)、李泰琳老師(行流系暨研究所)、張

雯惠老師(觀光系暨研究所)、周莊幼糸老師(餐旅系)、李菊芬老師(旅運系)、逄錦麟老師(應

英系)、張國珍老師(資管系)、胡怡凱老師(資傳系)、劉家驊老師(資科系暨研究所)、胡毓

賢老師(商設系)、張清芬老師(時尚系)、吳明鐘老師(數位系)(共計 31人)。 

列席者： 

1.中心及系科主任：林主任建發、何主任依倫、陳主任惠君、李主任國豪、陳主任健職、蔡

主任志明、樓主任邦儒、許主任燕斌、許主任如碩、范主任瑞芬、沈主

任從正、鄭主任聰興、陳主任家堂、温主任志維、顏主任國華、吳主任

尚樺。(共計 16人) 

2.行 政 單 位：陳組長敏齡、張組長婷、張組長哲維、倪組長立中、周組長文雅、黃組

長心怡、林組長怡婷 (共計 7人) 

請 假：陳義文、王世椿、周重石、張國珍、李國豪、陳家堂、樓邦儒、顏國華、張哲維 

應到人數：54人、實到人數：45 人、請假 9人 

會議記錄：林怡婷 

一、主席致詞：  

二、工作報告：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查及討論下列事項： 

1.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情形 

2.觀餐學院變更申請案 

3.總務處及資圖處聯合變更申請案 

4.標餘款使用討論案(提案單位：財金系、數位系) 

(二)教育部來函 103年 3月 1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30034911號，業已撥付所請領 103年度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下同)3,130萬 6,726元(含經常門 939萬 2,018元及資

本門 2,191萬 4,708元)。 

(三)截至 6月 17日為止，各單位執行狀況如下表，請參閱： 

 資本門

件數 

經常門

件數 

經費合計 已執行

件數 

已執行金額 未執行金額 執行率(件數) 執行率(金額) 

觀餐學院 14 1 3,917,730 8 2,287,924 1,629,806 53% 58% 

資訊學院 21  6,806,000 20  6,750,000 84,000 95% 99% 

設計學院 11 16 5,908,260 27 5,908,260 - 100% 100% 

商管學院 6  4,743,124 6 4,743,124 - 100% 100% 

通識中心 1  200,404 1 200,404 - 100% 100% 

資圖處 12  6,575,773 11 5,775,773 800,000 92% 88% 

課外組 8  490,800 8 490,800 - 100% 100% 

體育室 5  500,000 5 500,000 -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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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

件數 

經常門

件數 

經費合計 已執行

件數 

已執行金額 未執行金額 執行率(件數) 執行率(金額) 

總務處 1  1,047,900 0 - 1,047,900 0% 0% 

合計 79 17 30,189,991 83 26,548,285 3,641,706 90% 88% 

(四)依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規定，因其符合「…在原採購項目，因停

產或功能升級等各種原因，原功能用途不變，僅在原規格基礎上提升或新增功(效)能..」，備

文請購者有： 

1.資訊學院資訊管理系，報部文件附表四優先序 28，「微投影機」因同規格商品降價，在總預

算不變下，總採購數量由原本 1台變成 2台。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情形。 

說明：依據(103)管科發字第 2030358號來函辦理，各單位回覆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如下

表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1.學校 103 年度獲核配獎勵補助款 NT$31,306,726 

元，自籌款編列 NT$7,885,623 元（約占 25.19%），

總經費計 NT$39,192,349 元，經、資門分別占總預

算 23.96%、76.04%： 

(1)經常門經費主要運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

目，約占 48.98%，惟另規劃高達 41.34%經費

用於其他項下之新聘教師薪資及資料庫訂閱

費，是否因而影響直接投入於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項目之資源，宜請考量。 

(2)資本門經費以教學及研究設備為優先規劃，約

占 82.22%；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約占

14.87%，如能落實執行，應有助於強化教研相

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 

為提升本校師資素質，及充分發揮經費運

用之效能，本校積極改善師資結構，除訂

有各項獎勵優惠制度外，並積極延攬具博

士學位及豐富實務經驗之教師，以使本校

師資結構兼具學術與專業水準。具體成果

說明如下： 

1.整體師資結構優質化，本校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比例由 99學年之 57.20%成長至

今(103年 3月)64.59%，師資結構大幅

成長。 

2.具博士學位教師逐年提升，本校具博士

學位教師數由 99學年之 109位成長至

今之 120位，目前計有 25位教師進修

博士學位中。 

3.為提升本校師資結構及強化師資質

量，99~102學年度禮聘具豐富實務經驗

及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專任專業技術人

員共計 19名，以使本校師資結構兼具

學術與專業水準。 

【回覆單位：會計室、人事室、研發處】 

2.依 102.1.23 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 1020012651 

號函，因應全民健康保險法於 102.1.1 施行，申請

教育部補助計畫如有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

費，得編列「補充保費」並覈實支用。 

上述事項至「以前年度核定」之跨年度計畫及「本

(102)年度」已核定之計畫，得由該計畫相關經費

項下勻支。惟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將依規定辦理。 

【回覆單位：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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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5)款第 1 

目所訂使用原則，該經費支用與「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之精神不符，提醒學校「103 年度以後」核

定之獎勵補助計畫，並「不應」支用於補充保費。 

3.【附表四】優先序#3、8、30…等軟體，有待確認

其授權使用年限是否在 2 年以上；若未達 2 年，

則不符資本門認列原則（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

限在 2年以上），應依「財物標準分類」改列於經

常門其他項之「軟體訂購費」。如有變更經、資門

歸類，並請留意調整後之各項支用比例是否仍符合

要點規定。 

本系 103年獎補款採購之[多媒體影像設

計軟體]與[教學廣播軟體]將準備進行公

開招標,並於招標規格中提出投標商須提

供兩年以上之授權書。【商設系】 

本系 103年獎補款採購之[會計乙檢軟體

三合一]廠商於規格中必須提供兩年以上

之授權書。【回覆單位：理財系】 

4.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第 10 點第(2)款規定，學校因執行教育部計畫所產

生之其他衍生收入，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教

育部；為避免造成後續收入攤提問題，提醒學校以

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物，不應置於對外收取費

用之場所。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將依規定辦理。 

【回覆單位：會計室】 

5.【附表四】優先序#59~62 似屬於校務行政用途，

其購置與教學或研究活動較不具直接相關性，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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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資本門應優先支

用於教學儀器設備」之使用原則不盡相符，以獎勵

補助款（含自籌款）支應恐不甚合宜。 

本校於 101/102學年度已使用獎補款經費

建置醒吾科大教育雲，此雲可運用於數位

課程學習，提供學生於校內、宿舍，甚至

校外都可以進行線上學習，並期達到行動

學習之目標，目前該雲已推廣至校內多門

課程使用，故造成網路分流瓶頸，嚴重影

響學生學習動機，故本校規劃於今年度建

置網路骨幹分流模組與存取控制模組，除

可解決學生連網之負載平衡，亦針對校園

與宿舍作分流控管。經評估，此法預期可

改善校園網路建設，對建構優質資訊化校

園，落實本校中長程計劃發展目標均有助

益，更可建構學生個人自覺學習與落實補

救教學機制，有助於提昇學習成效，並落

實本處重點執行「策略 5-校園網路」之發

展目標。【回覆單位：資圖處】 

6.【附表七】優先序#5 為「防濕防潮設備」，用途說

明欄顯示係供「社團器材使用」，能否具體呼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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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訂之使用原則－「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

之器材設備）」，宜請斟酌考量。 

本項設備為建構學生活動中心(體育中

心)整體音響設備之一部份,因林口天氣

潮濕,為延長機器設備使用壽命,此一防

潮及連續排水設備為整套音響設備中不

可或缺之一部份.故在整體規劃中無法切

割【回覆單位：學務處】 

討論：第 1、2、4屬委員善意提醒，日後在執行相關業務時，應特別注意。 

第 3點：執行單位之回覆與已提供之佐證資料，皆可符合資本門認列原則。 

第 5點：資圖處主張因教育雲為提供學生線上學習使用，因目前使用量倍增，已超過現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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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網路負荷量，因實際為提供教學使用，因此申請使用獎補款經費建置。 

第 6點：如說明。 

研發長：煩請委員仔細衡量上述說明，若最後決議為照案通過，則表示委員對這些說明沒有意

見，那 103年度獎補款各項採購案就繼續進行。若委員們對這些說明有異議，則必須再行討論

相關因應方案。 

校長：請大家仔細檢閱討論，若無異議，則請鼓掌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觀餐學院經費變更申請案 

說明： 

1.擬異動之項目及原因如下表列：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原規格 變更規格 變更原因 

其 他 變

更 

流出金額 

37 中餐爐台 
詳細規格說

明如附件 

取消全部購

買 
考慮專業空間配置 

餐旅系 $400,000 

38 西餐爐台 
詳細規格說

明如附件 
餐旅系 $400,000 

39 工作檯 
詳細規格說

明如附件 
餐旅系 $40,000 

51 
手 提 式 麥

克風 

詳細規格說

明如附件 
取消購買 

因應學院整體規

劃，103 學年度暫不

購置手提式麥克

風。 

旅運系 $33,000 

42 個人電腦 
詳細規格明

如附件 
取消購買 

因應學院整體規

劃，103 學年度暫購

5 台 

旅運系 $192,861 

總計 $1,065,861 

經常門(附表十)：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原規格 變更規格 變更原因 其他變更 流出金額 

17 IBM 桌 
詳細規格明

如附件 
規格異動 因應市場價格調整 餐旅系 156,800 

 

2.擬新增購買之項目、規格、經費如下表列：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高畫質實況

教學攝影系

統 

高 畫 質 攝 影 機 ：

1920(H)x1080(V)(3G-SDI) 、

1/2.8"2.0Megapixel CMOSSensor、彩色 : 

0.1Lux@F1.6, 黑白:0.05Lux@F1.6、光學

放大 20 倍, 數位放大 10 倍, 總倍數 200

倍、寬動態範圍 128 倍&強光抑制功能

(HLC)訊號轉換器：3G-SDI/HD-SDI 轉

1 $261,000 $2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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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HDMI 、

3G-SDI(SMPTE-424M),HD-SDI(SMPTE-2

92M)通訊協定、支援多種 SDI 訊號 Full 

HD 1080P/HD720P@25/30/50/60fps, 

HD1080i@50/60fps、支援多種 HDMI 訊號

Full-HD1080P@25/30/50/60fps,  

HD720P@25/30/50/60fps 、 One Cable 

System 技術,透過同軸纜線傳輸四種訊號

(影像/聲音/電源/控制)3 軸控制鍵盤；(上

下左右,Zoom in/out,並具變速功能),最高

連結 256 支 SpeedDome,128 個預設點, 

LCD , RS-485, PelcoD/P, 28 鍵高畫質影視

錄放影機、2TB 儲存空間 

 投影機 4500 流明 SXGA (含)以上 投影機 2 $120,500 $241,000 

 
電動布幕 電動式 6 呎×8 呎，軸心式管狀馬達 電動

布幕 

2 $12,000 $24,000 

 控制器 9KEY 可程式控制器 2 $10,500 $21,000 

 綜合擴大器 200W+200W 立體 1 $30,000 $30,000 

 

UHF 變頻式

無線麥克風

組 

含 1 支手握 1 支頭戴式無線麥克風 1 $18,000 $18,000 

 二音路喇叭 CK-K56W 二音路喇叭 2 $10,500 $21,000 

 
EIA標準機櫃

19” 

17U(高:930，寬:560，深:550mm) 1 $20,000 $20,000 

 
高級宴會用

圓型大桌組 

183x76cm(含：2 尺 8 木轉台+鋁製轉圈 4 $10,900 $43,600 

 6 門冷藏冰箱 特製品 烤盤 72*46cm 2 排，40*60cm 1 排 1 $78,000 $78,000 

 6 門冷藏冰箱 烤盤 72*46cm 1 $78,000 $78,000 

 4 門冷凍箱 烤盤 72*46cm 1 $78,000 $78,000 

 
活動吧檯 活 動 吧 檯 長  60cm 寬 160cm 高

FrontBar112cm 高 UnderBar82cm 

2 $81,245 $162,490 

總計   $1,076,090 

經常門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IBM(方圓桌) 

1.摺疊式桌腳 

2.檯面尺寸 90*90*75CM 

3.防火板檯面 

4.腳架使用烤漆折合腳 

5.圓桌展開尺寸為 122*75CM 

6.保固一年。 

15 5,190 7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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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長方桌) 

1.摺疊式桌腳 

2.檯面尺寸 183*61*76CM 

3.防火板檯面 

4.腳架使用烤漆折合腳 

5.保固一年。 

16 4,934.38 78,950 

討論： 

觀餐學院：觀餐學院在執行採購案時發現，原有編列在旅運系的的手提式麥克風、個人電腦、爐

台等，因缺少全面性的統籌規劃，因此我們希望再調整。 

與他校比較起來，我校觀餐學院在硬體設備上落後很多，在這種情況下若再沒有做統籌

規劃，也怕會對招生產生影響，因此我們希望能將所有經費統籌運用，而在與旅運、觀

光、餐旅等各系討論後，我們希望集中火力，將所有經費花在現在更新後的列表上的設

備上，像是原有的冰箱設備都已經使用 10幾年了，冰箱門也無法密閉，不止外觀受影

響，在電力上更是非常耗能。因此我們希望能以院的角度來做整體的統籌規劃，將原本

的部份設備做更動。 

研發長：觀餐學院此次調整並無異動到其他學院的優先序。 

校長：煩請各位委員詳細討論，若無異議，本案就此通過。 

委員：基本上同意觀餐學院之變更案，惟本案流出金額少於需流入之金額

(1,065,861-1,076,090=-10,229)，而提案三(總務處及資圖處之聯合變更申請案)之流

出金額大於所需流入之金額(848,300-835,800=12,500)，建議是否直接與提案三一同討

論，以決定本案不足額之部份應如何因應。 

決議：併提案三討論。 

 

提案三 

案由：總務處及資圖處聯合變更申請案 

說明： 

1. 擬異動之項目及原因如下表列：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原規格 變更規格 變更原因 

其 他 變

更 

流出金額 

58 
數 位 多 功

能講桌 

鋼板製造，

烤漆塗裝 

鍵盤滑鼠

架、前後門

板具防盜門

鎖、中央控

制系統 

原規格不變

更。 

為配合本校中長程

校務發展策略主軸

D- 建構資訊化校

園，營造優質效能

環境，落實本處重

點執行策略 5-校園

網路之發展目標。 

變更原採

購數量為

4 台。 

$848,300 

2.擬新增購買之項目、規格、經費如下表列：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骨幹網路超高

速網路擴充模

組 

40 埠（含）以上光介面 GbE/10GbE 

SPF/SFP+ 

1 $835,800 $835,800 

討論： 

總務處：為了配合資圖處整體網路效能提升案，在雙方聯席會議討論後，擬由總務處調整 103年

度預定採購數位多功能講桌 27台為 4台，餘額擬由資圖處辦理採購。 

委員：因總務處所流出之金額高於資圖處所需流入金額 12,500元，且因整體環境變遷，網路效

能確需要提升方可滿足教學上的需求，因此建議觀餐學院不足之 10,229 元，由總務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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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經費使用，而總務處原預流出之金額建議調整為$846,029，希總務處可於購買議價時

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校長：請各位委員討論，若無異議，本案就此通過。 

決議：總務處最後流出金額為$846,029，同意資圖處在本案所提之採購案，餘額($10,229元)流

入提案二觀餐學院不足之經費，提案二、提案三就此照案通過。 

異動單位 流出金額 流入金額 

觀餐學院(提案二) $1,065,861 $1,076,090 

總務處 $846,029 - 

資圖處 - $835,800 

總計 $1,911,890 $1,911,890 

 

提案四 

案由：標餘款變更申請案 

說明： 

1.本次共 2個申請單位：財務金融系及數位設計系 

2.財金系之申請需求如下： 

申請原因：原設備已損壞不堪使用。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含

單位) 

單價 總價 

 投影機 流明度：4000 流明   解析度：1024x768XGA 1 台 26,923 26,923 

 專業綜合擴大機 320W+320W/4Ω雙聲道 1 台 25,000 25,000 

 UHF可調頻無線電

麥克風組 

ACT-35含兩隻無線手握麥克風 1 台 12,500 12,500 

3.數位系之申請需求如下： 

申請原因：由於課程規劃關係，為提升動畫課程軟體教學品質與應用；及為更完善教學研究發

展提請增加資本門經費需求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3D 動畫軟體 iClone 5 Pro 專業版 65U教育授權 1 式 120,000 120,000 

 專業音響組 12 吋兩音路揚聲器,8U3開活動機櫃,喇

叭腳架 
1 組 37,800 37,800 

4.目前標餘款使用優先序如下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1 10G網路交換

器 

8 埠 10Gbps簡單網管交換器 

8 個 100/1000/10000Mbps 乙太網路

RJ-45 埠 

1 個支援 10GSFP+光口 

符合協定： 

IEEE802.3u 100BASE-IX 

IEEE802.3ab 100BASE-I 

IEEE802.3z 100BASE-X 

IEEE802.3aq 10GBASE-LRM 

IEEE802.3ae 10GBASE Ethernet 

IEEE802.3an 10GBASE -T 

2 台 49,780  99,560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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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2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 輸入*3/USB 端子

*1/PC 輸入*1/AV色差*1/有線網路

RJ45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

轉-90度..+90度/垂直旋轉-2度~+15

度) 

1 台 24,825  99,300  資傳系 

3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 輸入*3/USB 端子

*1/PC 輸入*1/AV色差*1/有線網路

RJ45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

轉-90度..+90度/垂直旋轉-2度~+15

度) 

1 台 24,825  99,300  資管系 

4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 輸入*3/USB 端子

*1/PC 輸入*1/AV色差*1/有線網路

RJ45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

轉-90度..+90度/垂直旋轉-2度~+15

度) 

2 台 24,825  99,300  資科系 

5 平板電腦 內建儲存容量：64G 

10.6吋五點觸控螢幕(1920*1080) 

NVIDIA Tegra 4 T40 quad-core (含)

以上等級 CPU 

支援 WIFI無線網路 

支援 USB3.0 

內建 2G RAM 

2 台 21,878  43,756  資管系 

6 MiniCallCent

er 平台

(10User) 

主管功能、報表功能、軟體電話功

能、一般功能、客服模組功能、外撥

模組功能、問卷模組功能、前端查詢

功能、訪員互不干擾功能、現有 10 

User移轉及整合作業 

1 式 1,200,000  1,200,000  行流系 

7 微投影機 WXGA(1280*800)解析度 

500流明ＬＥＤ投影機及 4000:1 對

比 

1 台 54,000  54,000  資傳系 

8 行動式安全照

護裝置 

1.提供多人使 

2.使用藍芽或 WIFI 技術連接生理量

測設備 

3.透過 GPRS/GPS可提供定位及求救

訊息上傳 

4.透過 WIFI/3G與雲端照護服務平台

連結 

5.生理量測設備包含體溫、血壓及血

糖計 

1 套 100,000  100,000  資傳系 

9 繪圖軟體 Adobe Production CS6 套裝軟體教

育版(80 users) 
1 套 800,000  800,000  資管系 

10 平板電腦 Android 4.0 以上 2 台 20,000  40,000  資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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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使用單

位 

Dual-core A15 processo 

2GB of system memory and  32GB 

on-board storage memory 

2560*1600 resolution 

Built-in 802.11b/g/n WiFi and 

Bluetooth 

Back 5MP webcam and front 1.9MP 

webcam                 

11 中階繪圖工作

站(含螢幕) 

CPU:Intel 4 核心、記憶體:4GB、

HDD:500GB 7200rpm、19型液晶螢幕

顯示器、還原卡 

6 台 54,000  324,000  時尚造

形設計

系 

12 單槍投影機 流明數：5000流明以上 

解析度：需可至 1600*1200 UXGA 
2 台 50,000  100,000  資管系 

13 平板電腦 10.1吋 1920*1200pixels 螢幕解析

度 

Android 4.1 作業系統 

支援 NFC 的其他裝置，1.5Hz 四核心

處理器 

200萬畫素前置相機 

800萬畫素主相機 

2 台 20,000  40,000  資管系 

5.請討論標餘款使用優先順序是否應異動以及異動結果。 

 

討論： 

財金系：本系『4105資產及風險管理實驗室』於民國 89年購置擴大機與投影機等教學設備，而

在 102年編列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預算時，因評估過該批設備雖不時有故障產

生，但維修後尚能勉強使用，故未編列於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預算內。 

然自本學期起，其損壞狀況日益嚴重，甚至常有無法即時維修到可供使用之情況，老師

與學生已多次反應影響上課權益與教學成效，因投影機與擴大機為現今教學必然使用之

設備，為免持續地影響學生授課權利，擬臨時提案至本校獎補款專業小組會議中，期能

使用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標餘款購置，改善專業教室設備並提升課程教學之成效 

數位系：為配合學校紮根影視產業的整體政策，以及年初本系所舉行的人才供需座談會上業者建

議校方能多培育動態腳本設計的人才，而在 103學年度將有相關課程的開設，所以我們

計畫添購 3D動畫的軟體，而音響設備是因為學院常辦理相關活動，學務處雖亦有提供

音響設備可供使用，但因借用率太頻繁，為有更佳的使用品質，所以希望能再新增一套

音響設備。 

研發處：因此二項申請使用的是標餘款，而我們已在 5月 6日的經費專責小組會議上變更過一次

標餘款的採購，每一次的變更案皆會影響到目前的優先序，可能會有設備的採購因此而

受排擠，又因為是標餘款，所以可能會有系科的採購案因此無法執行。因此希望各位委

員能審慎就緊急性、必要性來做討論，並明確決議出標餘款使用的優先序。 

決議：就緊急性及必要性來看，同意排入財金系的標餘款異動案，並將財金系的此三樣設備列入

新優先序 6,7,8項，原第 6~13項優先序，往後排為 9~16項。 

數位系之申請案，本次會議建議至 104年度獎補款會議再做申請。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103年 6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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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103年度第 5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3年 9月 22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鍾研發長志明 

出席者：陳副校長義文、林學務長詩輝、林教務長日盛、張總務長思誠、鍾研發長志明、姜主任秘書

麗智、李資訊長白峰、王主任世椿、鄭主任智勇、余主任瑩瑛、陳主任寶億、藍院長俊雄、

李院長銘輝、周院長重石、葉院長茉俐、徐嘉惠老師(通識教育中心)、張黎琴老師(理財系)、

吳文彬老師(企管系)、丁永康老師(國際系)、陳慧莉老師(財金系)、李泰琳老師(行流系暨

研究所)、張雯惠老師(觀光系暨研究所)、周莊幼糸老師(餐旅系)、李菊芬老師(旅運系)、

逄錦麟老師(應英系)、張國珍老師(資管系)、胡怡凱老師(資傳系)、劉家驊老師(資科系暨

研究所)、胡毓賢老師(商設系)、張清芬老師(時尚系)、汪蕓誼老師(數位系)(共計 32 人)。 

列席者： 

1.中心及系科主任：林主任建發、何主任依倫、吳主任怡芳、李主任國豪、陳主任健職、蔡

主任志明、樓主任邦儒、許主任燕斌、許主任如碩、范主任瑞芬、沈主

任從正、鄭主任聰興、陳主任家堂、温主任志維、顏主任國華、吳主任

尚樺。(共計 16人) 

2.行 政 單 位：陳組長敏齡、張組長婷、張組長哲維、倪組長立中、周組長文雅、黃組

長心怡、曲組長惠君、林組長怡婷 (共計 8人) 

請 假：周添城校長、丁永康老師(國際系) 

應到人數：56人、實到人數：54人、請假 2人 

會議記錄：林怡婷 

一、主席致詞：因為颱風及校內其他活動影響，為了不要耽誤大家太多時間，所以就先由研發處代行

主持。今天主要是做(103 年)整體獎補助款經費規劃最後收尾的調整，再來 10月、11月就要開

始做新的(104)年度的規劃。在今年(103年)經費執行的部份已經都執行的差不多了，因此也產

生了一些標餘款項，原本我們的標餘款也都已經有規劃，但因為我們在 8月的時候參加教育部舉

辦的觀摩會後，發現教育部在獎補款運用的規則上已經做了些變動，在我們參考了弘光科大的支

用計畫書，也發現有些設備的建置在教學上面的解釋是行的通的，於是我們今天邀請了各位委員

來討論，是否我們的標餘款可以回歸到以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角度來做一些次序的變更，特別

是我們現在剛開學，有些設備應該要立即補強的部份，我們也會在提案當中做討論。以下會議開

始。 

二、工作報告： 

(一)新成員介紹：因應 103 學年度人事異動，有 2位新成員加入：商管學院院長藍俊雄老師、數

位系因吳明鐘老師離職，改派汪蕓誼老師代表。  

(二)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查及討論下列事項： 

1.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修訂案。 

2.標餘款使用討論案。 

(三)教育部來函 103年 3月 13日臺教技(三)字第 1030034911 號，業已撥付所請領 103年度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下同)3,130萬 6,726元(含經常門 939萬 2,018

元及資本門 2,191萬 4,708元)。 

(四)截至 9月 19 日為止，各單位執行狀況如下表，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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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

件數 

經常門

件數 

經費合計 已執行

件數 

已執行金額 未執行金額 執行率(件數) 執行率(金額) 

觀餐學院 23 2  3,927,959  25  3,927,959   -    100% 100% 

資訊學院 21   6,806,000  21  6,806,000   -    100% 100% 

設計學院 11 16  5,908,260  27  5,908,260   -    100% 100% 

商管學院 6   4,743,124  6  4,743,124   -    100% 100% 

通識中心 1   200,404  1  200,404   -    100% 100% 

資圖處 12   7,431,573  12  7,431,573   -    100% 100% 

課外組 8   490,800  8  490,800   -    100% 100% 

體育室 5   500,000  5  500,000   -    100% 100% 

總務處 1   201,871  0  -     201,871  0% 0% 

合計 88 18  30,209,991  105  30,008,120   201,871  99% 99% 

(五)第 4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狀況： 

1.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情形如【附

件一】，並將於明年 2月製作獎勵補助款經費執行清冊時一併回覆教育部。 

2.觀餐學院變更申請案：已完成請購系統變更，且已開始進行請購程序。 

3.總務處及資圖處聯合變更申請案：已完成請購系統變更，資圖處已開始進行請購程序。 

4.財金系標餘款變更申請案：已完成請購系統變更，預計於 10月開始進行請購。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修訂案。 

說明： 

1.在 103年 8月 19日於弘光科技大學舉辦之「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運用績效觀摩會」上討論事項中指出以下各重點事項： 

(1)學校應盡量避免購買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在使用認定是否為教學用途上較有爭議之品

項，若教學需要必須購買，則應妥善規劃使用情境，並如實執行之。 

(2)在建置專業教室時，高架地板、網路、電線等佈線工程皆為教學場域之必需項目，因此在

規劃專業教室建置時，相關經費亦可同步規劃之。 

修訂對照表如下： 

醒吾科技大學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規定及原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103年度第 5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103年 09月 22日〉修正提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壹、3 

落實在「教學」方面為主之設備，用

於「行政」之設備不得列入獎勵補助

款。 

落實在「教學」方面為主之設備，用於「行

政」之設備不得列入獎勵補助款。﹝註：列

入獎勵補助款之資本門應以「教學儀器設備」

為優先，有關「電腦設備」應編列較後之優

先序。﹞ 

應以實際教學狀況需求提出規

劃案： 

刪除附註說明 

壹、8 (刪除) 耗材、工程不得列入。 應以實際教學規劃為主 

肆 新增條文 

標餘款處理原則： 

1.各預算項目在議價後之決標金額與預算金

額之差額稱為標餘款，標餘款亦分經常門與

資本門，且不可互相流用。 

2.資本門請購單位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可

新增標餘款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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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規定及原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103年度第 5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103年 09月 22日〉修正提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在備文陳請核定後逕行增加採購數量。 

(1)原採購項目、規格、總價不變。 

(2)原規劃之空間及相關軟硬體資源皆可支

援所增購之設備。 

討論： 

主 席：在第壹條第三款的部份﹝註：列入獎勵補助款之資本門應以「教學儀器設備」為優先，

有關「電腦設備」應編列較後之優先序。﹞，因為我們都是商管或服務的相關領域，其

實電腦設備就是我們的教學設備，如果加上此備註，在規劃面上是比較不利的，因此建

議刪除之。第二點就是在經過獎補款相關說明會後，只要是跟教學相關的必要工程經

費，仍可在支用計畫書中一併做整體性規劃。關於第三點就是新增條文解釋標餘款運用

方式的部份，我們建議只要是在獎補款的運用績效是有正向提升作用的，應該鼓勵相關

單位可利用備文陳核的方式申請數量增加即可，不需要再重新排隊提案再到會議上做討

論。不知道各位委員的意見如何？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標餘款變更申請案 

說明： 

1.至 9月 19日止，已產生的標餘款金額為 1,480,156 元， 

2.目前標餘款使用優先序如【附件二】，已確認執行的金額為 307,039元；待運用額度為：

1,173,117元。 

3.西文紙本期刊至預計結案日止(11月底)估計未能驗收完畢之款項約 273,750 元。 

4.此次申請使用標餘款之採購項目及理由如下： 

案

次 

項目名稱 提案理由 數量

(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提案 

單位 

1 繪圖用個人電

腦 

因本年度上課人數可達 60人，原規劃的

個人電腦數量不足。 

(本項標餘款：279,477) 

5 台 54,000 240,000 商設系 

2 教學廣播軟體 因應前項繪圖用個人電腦增購台數增加

所需(5USER)。(本項標餘款：45,900) 

1 套 24,600 24,600 商設系 

3 數位講桌 經開學前教室整頓後確認已有數間教室

的數位講桌已毀損不堪使用。 

7 台 49,900 349,300 總務處 

4 投影機 因部份投影機老舊且流明數不足，開學

後已有教師反應因亮度不足嚴重影響授

課效果。 

1 台 27,000 27,000 總務處 

5 銷售與物流管

理實習教室 

因 SMILE 中心設備老舊，教學效果不

佳，為配合學校中程發展計畫，擬新建

銷售與物流管理實習教室，以提供學生

1 台 160,000 160,000 行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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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次 

項目名稱 提案理由 數量

(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提案 

單位 

合宜的實作環境。 

6 教學廣播系統 新建置的電腦教室因缺乏本系統，已嚴

重影響教學效果 

1 套 30,000 30,000 理財系 

7 教學廣播系統 新建置的電腦教室因缺乏本系統，已嚴

重影響教學效果 

1 套 30,000 30,000 企管系 

8 教學廣播系統 新建置的電腦教室因缺乏本系統，已嚴

重影響教學效果 

1 套 30,000 30,000 觀光系 

9 教學廣播系統 新升級作業系統的電腦教室因缺乏本系

統，已嚴重影響教學效果 

1 套 30,000 30,000 旅運系 

10 電腦還原系統 新建置的電腦教室因缺乏本系統，已嚴

重影響教學效果 

1 套 61,000 61,000 商設系 

11 個人電腦 原設備老舊不堪使用(94年獎補款購

買)，無法進行語言資訊系統教學 

20 台 19,403 388,060 應英系 

合計  1,372,960  

4.請討論標餘款使用優先順序是否應異動以及異動結果。 

討論： 

主  席：請各申請單位說明。 

商設系：今年新建置的麥金塔電腦教室，因實際選課需求仍不足 5台，想使用標餘款再增購 5台，

第二案亦是同樣情況，另第 9案緣由為資訊教室管理所需故提案。 

總務處：因在開學前做教室整頓確認後，已有數間教室的數位講桌已毀損至影響正常教學，必須

更換；投影機則因開學後老師反應亮度不足，嚴重影響授課效果。 

行流系：因現有的實習環境設備老舊毀損無法使用，因此擬新建銷售與物流管理實習教室以供實

務教學使用。 

理財系：今年度汰換電腦設備時，但因為缺少了教學廣播系統，在教學效果上大受影響，因此提

案增購，以下企管系與觀光系皆為同樣情形。 

旅運系：本系因應教學需求，升級作業系統，因此亦需要同步更新教學廣播系統，故有此需求。 

應英系：語言 B教室因設備老舊不堪使用，嚴重影響教學，故提出申請。 

主  席：參考可使用額度與申請優先順序及原標餘款規劃表後，請會受影響的行流系、資傳系及

資管系針對原規劃標餘款採購項目進行發言。 

行流系：因本系有更緊急需求，故放棄原 Mini Call Center 平台(10User)的申請案，改新建「銷

售與物流管理實習教室」。 

資傳系：本系經評估後仍認為微投影機的採購有必要性及緊急性。 

資管系：本系經評估後仍認為行動式安全照護裝置有必要性及緊急性。 

主  席：各位委員，是否直接就讓提案一跟提案二適用剛通過的第四項的標餘款使用原則？不知

道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建議？如果可以適用，請委員參考附件，以確定下列事項：優先

次序 9的 Mini Call Center 就取消了，以下為建議順序：優先序次 9改的就是總務處

的數位講桌及投影機，10的是行流系的銷售與物流管理實習教室，11~14分別是理財

系、企管系、觀光系、旅運系的教學廣播系統，15資傳系的微投影機，16是資管系的



5 

 

行動式照護系統，17是商設系的電腦還原系統，18是總務處投影機，19是應英系的個

人電腦教室，但請授權沒有一定的台數，視標餘款的金額購買。不知道委員有沒有其他

建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後確定優先序後，會後召集提案單位及總務、會計單位討

論後，決議通過以下事項： 

1.排行優先序 9的總務處數位多功能講桌，因尚未進行請購程序，因此直接增加在原品

項的採購數量為 16台。 

2.附表四-1簡表如下：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1  10G網路交換器 

8埠 10Gbps簡單網管交換器 

8個 100/1000/10000Mbps 乙太網路 RJ-45埠 

1個支援 10GSFP+光口 

符合協定： 

IEEE802.3u 100BASE-IX 

IEEE802.3ab 100BASE-I 

IEEE802.3z 100BASE-X 

IEEE802.3aq 10GBASE-LRM 

IEEE802.3ae 10GBASE Ethernet 

IEEE802.3an 10GBASE -T 

2  台 49,780  99,560  資管系 

2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輸入*3/USB端子*1/PC輸入*1/AV色差*1/有線網路

RJ45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轉-90度..+90度/垂直旋轉-2度

~+15度) 

1  台 24,825  24,825  資傳系 

3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輸入*3/USB端子*1/PC輸入*1/AV色差*1/有線網路

RJ45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轉-90度..+90度/垂直旋轉-2度

~+15度) 

1  台 24,825  24,825  資管系 

4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解析度：1920*1080對比：5000:1輸入端子：HDMI輸入

*3/USB端子*1/PC輸入*1/AV色差*1/有線網路RJ45端子*1(含懸掛式

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轉-90度..+90度/垂直旋轉-2度~+15度) 

2  台 24,825  49,650  資科系 

5  平板電腦 

內建儲存容量：64G 

10.6吋五點觸控螢幕(1920*1080) 

NVIDIA Tegra 4 T40 quad-core (含)以上等級 CPU 

支援 WIFI無線網路 

支援 USB3.0 

內建 2G RAM 

2  台 21,878  43,756  資管系 

6  投影機 流明度：4000流明(含)以上   解析度：1024x768XGA 1  台 26,923  26,923  財金系 

7  專業綜合擴大機 320W+320W/4Ω雙聲道 1  台 25,000  25,000  財金系 

8  
UHF可調頻無線電

麥克風組 

ACT-35含兩隻無線手握麥克風 
1  台 12,500  12,500  財金系 

9 繪圖用個人電腦 21.5吋 iMac2.9GHz四核心處理器 Intel Core i5處理器 6MB L3 快

取，8GB(2條 4GB)1600MHz DDR3記憶體，21.5吋 LED背光顯示器搭

載 IPS技術 1920x1080 顯示器，1TB (5400-rpm) 硬碟，配備 512MB 

GDDR5記憶體的 NVIDIA GeForce GT 650M 繪圖處理器。 

5 台 54,000 240,000 商設系 

10 教學廣播軟體 NETSUPPORTS ASSIST 教學廣播軟體-For iMac，含安裝 1 套 24,600 24,600 商設系 

11 雲端前後台系統 

1.Client Server PC: 

處理器：Intel Core i5以上 

記憶體：4G  

含作業系統、硬體保固期應至少 3年(含零件.人工.及到府等) 

2.POS主機： 

15吋觸控螢幕、CPU1.8GHZ(含)以上、記憶體：2GB 

需含前台管理系統、電子型錢櫃、熱感式出單印表機、及手握影像式

掃描器 

1  套 63,400  63,400  行流系 

12 
營運總部管理系

統 

需含人事管理、權限管理、進銷存管理(含生產)、銷售管理、營業管

理等系統，需含至少 2年保固。 
1  套 96,600  96,600  行流系 



6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13 教學廣播系統 

可透過網路執行以下功能：螢幕廣播與點播、螢幕監控、遠端控制、

線上語音廣播、兩人對話和多人對話、螢幕鎖定、支援 VCD/MPEG/ 

MP3/AVI/WAV/MOV 等視訊格式檔的網路電影廣播、同步文件傳輸、群

組會議、遠端命令、獲取遠端資訊、電子白板、自由的互動式短訊發

送、電子舉手、鎖定學生機的鍵盤和滑鼠、遠端啟動和關機、學生機

同步升級服務、班級管理等功能 

1  套 30,000  30,000  理財系 

14 教學廣播系統 

可透過網路執行以下功能：螢幕廣播與點播、螢幕監控、遠端控制、

線上語音廣播、兩人對話和多人對話、螢幕鎖定、支援 VCD/MPEG/ 

MP4/AVI/WAV/MOV 等視訊格式檔的網路電影廣播、同步文件傳輸、群

組會議、遠端命令、獲取遠端資訊、電子白板、自由的互動式短訊發

送、電子舉手、鎖定學生機的鍵盤和滑鼠、遠端啟動和關機、學生機

同步升級服務、班級管理等功能 

1  套 30,000  30,000  企管系 

15 教學廣播系統 

可透過網路執行以下功能：螢幕廣播與點播、螢幕監控、遠端控制、

線上語音廣播、兩人對話和多人對話、螢幕鎖定、支援 VCD/MPEG/ 

MP5/AVI/WAV/MOV 等視訊格式檔的網路電影廣播、同步文件傳輸、群

組會議、遠端命令、獲取遠端資訊、電子白板、自由的互動式短訊發

送、電子舉手、鎖定學生機的鍵盤和滑鼠、遠端啟動和關機、學生機

同步升級服務、班級管理等功能 

1  套 30,000  30,000  觀光系 

16 教學廣播系統 

可透過網路執行以下功能：螢幕廣播與點播、螢幕監控、遠端控制、

線上語音廣播、兩人對話和多人對話、螢幕鎖定、支援 VCD/MPEG/ 

MP6/AVI/WAV/MOV 等視訊格式檔的網路電影廣播、同步文件傳輸、群

組會議、遠端命令、獲取遠端資訊、電子白板、自由的互動式短訊發

送、電子舉手、鎖定學生機的鍵盤和滑鼠、遠端啟動和關機、學生機

同步升級服務、班級管理等功能 

1  套 30,000  30,000  旅運系 

17 微投影機 
WXGA(1280*800)解析度 

700流明(含)以上 
1 台 54,000  54,000  資傳系 

18 
行動式安全照護

裝置 

1.提供多人使 

2.使用藍芽或 WIFI技術連接生理量測設備 

3.透過 GPRS/GPS可提供定位及求救訊息上傳 

4.透過 WIFI/3G與雲端照護服務平台連結 

5.生理量測設備包含體溫、血壓及血糖計 

1 套 100,000  100,000  資傳系 

19 電腦還原系統 
1.可在電腦系統重新啟動後保證 100% 恢復資料 2.提供密碼保護支

援3.可保護硬碟裝置和分區4.保護 CMOS5.保護硬碟主引導扇區記錄 
1 套 61,000  61,000  商設系 

20 投影機 4000流明(含)以上。 1 台 27,000 27,000 總務處 

21 個人電腦 

1.電腦主機規格如下： 

(1)處理器：Intel Core i5 2.9Ghz 

(2)記憶體：4GB可擴充至 32GB(DIMM*4) 

(3)儲存裝置：(1)讀卡機、(2)硬碟機(1TB)、(3)燒錄光碟機 

(4)作業系統：WINDOWS作業系統 

(5)週邊裝置：鍵盤、滑鼠、網路介面、電源供應器、音效介面及喇

叭 

(6)其他規格說明：可接受同等品或更高規格 

25 套 19,403  485,075  應英系 

22 繪圖軟體 Adobe Production CS6 套裝軟體教育版(80 users) 1 套 800,000  800,000  資管系 

23 平板電腦 

Android 4.0以上 

Dual-core A15 processo 

2GB of system memory and  32GB on-board storage memory 

2560*1600 resolution 

Built-in 802.11b/g/n WiFi and Bluetooth 

Back 5MP webcam and front 1.9MP webcam                 

2 台 20,000  40,000  資傳系 

24 
中階繪圖工作站

(含螢幕) 

CPU:Intel 4核心、記憶體:4GB、HDD:500GB 7200rpm、19型液晶螢

幕顯示器、還原卡 
6 台 54,000  324,000  

時尚造形設計

系 

25 單槍投影機 
流明數：5000流明以上 

解析度：需可至 1600*1200 UXGA 
2 台 50,000  100,000  資管系 

26 平板電腦 

10.1吋 1920*1200pixels 螢幕解析度 

Android 4.1作業系統 

支援 NFC的其他裝置，1.5Hz四核心處理器 

200萬畫素前置相機 

800萬畫素主相機 

2 台 20,000  40,000  資管系 

合   計       2,24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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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時動議： 

主席：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臨時動議？還有沒有什麼想法？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的意見了，現在先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明年的獎補助款分配原則： 

1.以教學為優先，尤其是總體教學環境的提升，研發處將多方參考他校規劃經驗，以本校中長

程發展計畫為依歸，做整體性的規劃。 

2.預計以優先以電腦教室更新為主，104年度會另以觀餐學院專業教室的建置為輔，餘各系的

專業教室暫時不在 104 年度獎補款的規劃範圍內，因為學生在使用後的反應以一般教室跟電

腦教室這 2大塊為主，對於專業教室並沒有什麼抱怨，所以我們將以這 2大教學環境的更新

為優先。 

不知道委員對這樣的想法有沒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將會落實以學生學習為本位，

以實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主，在資料整理完畢後將會再與各學院院長做規劃案的討論。 

決議：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規劃應以總體教學環境提升為主，並以電腦教室、

一般電腦教室的環境改善為重點事項。 

五、散會：103年 9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13時 4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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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1.學校 103 年度獲核配獎勵補助款 NT$31,306,726 

元，自籌款編列 NT$7,885,623 元（約占 25.19%），

總經費計 NT$39,192,349 元，經、資門分別占總預

算 23.96%、76.04%： 

(1)經常門經費主要運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

目，約占 48.98%，惟另規劃高達 41.34%經費

用於其他項下之新聘教師薪資及資料庫訂閱

費，是否因而影響直接投入於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項目之資源，宜請考量。 

(2)資本門經費以教學及研究設備為優先規劃，約

占 82.22%；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約占

14.87%，如能落實執行，應有助於強化教研相

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 

為提升本校師資素質，及充分發揮經費運

用之效能，本校積極改善師資結構，除訂

有各項獎勵優惠制度外，並積極延攬具博

士學位及豐富實務經驗之教師，以使本校

師資結構兼具學術與專業水準。具體成果

說明如下： 

1.整體師資結構優質化，本校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比例由 99學年之 57.20%成長至

今(103年 3月)64.59%，師資結構大幅

成長。 

2.具博士學位教師逐年提升，本校具博士

學位教師數由 99學年之 109位成長至

今之 120位，目前計有 25位教師進修

博士學位中。 

3.為提升本校師資結構及強化師資質

量，99~102學年度禮聘具豐富實務經驗

及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專任專業技術人

員共計 19名，以使本校師資結構兼具

學術與專業水準。 

【回覆單位：會計室、人事室、研發處】 

2.依 102.1.23 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 1020012651 

號函，因應全民健康保險法於 102.1.1 施行，申請

教育部補助計畫如有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

費，得編列「補充保費」並覈實支用。 

上述事項至「以前年度核定」之跨年度計畫及「本

(102)年度」已核定之計畫，得由該計畫相關經費

項下勻支。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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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所訂使用原則，該經費支用與「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之精神不符，提醒學校「103 年度以後」核

定之獎勵補助計畫，並「不應」支用於補充保費。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將依規定辦理。 

【回覆單位：會計室】 

3.【附表四】優先序#3、8、30…等軟體，有待確認

其授權使用年限是否在 2 年以上；若未達 2 年，

則不符資本門認列原則（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

限在 2年以上），應依「財物標準分類」改列於經

常門其他項之「軟體訂購費」。如有變更經、資門

歸類，並請留意調整後之各項支用比例是否仍符合

要點規定。 

本系 103年獎補款採購之[多媒體影像設

計軟體]與[教學廣播軟體]將準備進行公

開招標,並於招標規格中提出投標商須提

供兩年以上之授權書。【商設系】 

本系 103年獎補款採購之[會計乙檢軟體

三合一]廠商於規格中必須提供兩年以上

之授權書。【回覆單位：理財系】 

4.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將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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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點第(2)款規定，學校因執行教育部計畫所產

生之其他衍生收入，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教

育部；為避免造成後續收入攤提問題，提醒學校以

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物，不應置於對外收取費

用之場所。 

【回覆單位：會計室】 

5.【附表四】優先序#59~62 似屬於校務行政用途，

其購置與教學或研究活動較不具直接相關性，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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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資本門應優先支

用於教學儀器設備」之使用原則不盡相符，以獎勵

補助款（含自籌款）支應恐不甚合宜。 

本校於 101/102學年度已使用獎補款經費

建置醒吾科大教育雲，此雲可運用於數位

課程學習，提供學生於校內、宿舍，甚至

校外都可以進行線上學習，並期達到行動

學習之目標，目前該雲已推廣至校內多門

課程使用，故造成網路分流瓶頸，嚴重影

響學生學習動機，故本校規劃於今年度建

置網路骨幹分流模組與存取控制模組，除

可解決學生連網之負載平衡，亦針對校園

與宿舍作分流控管。經評估，此法預期可

改善校園網路建設，對建構優質資訊化校

園，落實本校中長程計劃發展目標均有助

益，更可建構學生個人自覺學習與落實補

救教學機制，有助於提昇學習成效，並落

實本處重點執行「策略 5-校園網路」之發

展目標。【回覆單位：資圖處】 

6.【附表七】優先序#5 為「防濕防潮設備」，用途說

明欄顯示係供「社團器材使用」，能否具體呼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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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訂之使用原則－「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

之器材設備）」，宜請斟酌考量。 

本項設備為建構學生活動中心(體育中

心)整體音響設備之一部份,因林口天氣

潮濕,為延長機器設備使用壽命,此一防

潮及連續排水設備為整套音響設備中不

可或缺之一部份.故在整體規劃中無法切

割【回覆單位：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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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表四-1(標餘款)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使用 

單位 

備註 

1 10G網路交換器 8 埠 10Gbps簡單網管交換器 

8 個 100/1000/10000Mbps 乙太網路 RJ-45埠 

1 個支援 10GSFP+光口 

符合協定： 

IEEE802.3u 100BASE-IX 

IEEE802.3ab 100BASE-I 

IEEE802.3z 100BASE-X 

IEEE802.3aq 10GBASE-LRM 

IEEE802.3ae 10GBASE Ethernet 

IEEE802.3an 10GBASE -T 

2 台 49,780  99,560  資管系 第 3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5/6) 

2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 輸入*3/USB端子*1/PC輸入*1/AV

色差*1/有線網路 RJ45 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轉-90

度..+90度/垂直旋轉-2度~+15度) 

1 台 24,825  24,825  資傳系 第 3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5/6) 

3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 輸入*3/USB端子*1/PC輸入*1/AV

色差*1/有線網路 RJ45 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轉-90

度..+90度/垂直旋轉-2度~+15度) 

1 台 24,825  24,825  資管系 第 3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5/6) 



 

11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使用 

單位 

備註 

4 連網電視 50”液晶電視 

解析度：1920*1080 

對比：5000:1 

輸入端子：HDMI 輸入*3/USB端子*1/PC輸入*1/AV

色差*1/有線網路 RJ45 端子*1 

(含懸掛式掛壁架(承載 45KG/水平旋轉-90

度..+90度/垂直旋轉-2度~+15度) 

2 台 24,825  49,650 資科系 第 3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5/6) 

5 平板電腦 內建儲存容量：64G 

10.6吋五點觸控螢幕(1920*1080) 

NVIDIA Tegra 4 T40 quad-core (含)以上等級 CPU 

支援 WIFI無線網路 

支援 USB3.0 

內建 2G RAM 

2 台 21,878  43,756  資管系 第 3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5/6) 

6 投影機 4000ANSI，台銀共同契約第 1 組第 7項。含附加

項目安裝及位置移動 

1 台 26,923 26,923 財金系 第 4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6/18) 

7 專業綜合擴大

機 

320W+320W/4Ω雙聲道 1 台 25,000 25,000 財金系 第 4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6/18) 

8 UHF可調頻無線

電麥克風組 

ACT-35含兩隻無線手握麥克風 1 台 12,500 12,500 財金系 第 4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6/18) 

9 MiniCallCente

r平台(10User) 

主管功能、報表功能、軟體電話功能、一般功能、

客服模組功能、外撥模組功能、問卷模組功能、

前端查詢功能、訪員互不干擾功能、現有 10 User

移轉及整合作業 

1 式 1,200,00

0  

1,200,00

0  

行流系 原訂 

10 微投影機 WXGA(1280*800)解析度 

500流明ＬＥＤ投影機及 4000:1 對比 

1 台 54,000  54,000  資傳系 原訂 

11 行動式安全照 1.提供多人使 1 套 100,000  100,000  資傳系 原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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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含單

位) 

單價 總價 使用 

單位 

備註 

護裝置 2.使用藍芽或 WIFI 技術連接生理量測設備 

3.透過 GPRS/GPS可提供定位及求救訊息上傳 

4.透過 WIFI/3G 與雲端照護服務平台連結 

5.生理量測設備包含體溫、血壓及血糖計 

12 繪圖軟體 Adobe Production CS6 套裝軟體教育版(80 

users) 

1 套 800,000  800,000  資管系 原訂 

13 平板電腦 Android 4.0 以上 

Dual-core A15 processo 

2GB of system memory and  32GB on-board 

storage memory 

2560*1600 resolution 

Built-in 802.11b/g/n WiFi and Bluetooth 

Back 5MP webcam and front 1.9MP webcam                 

2 台 20,000  40,000  資傳系 原訂 

14 中階繪圖工作

站(含螢幕) 

CPU:Intel 4 核心、記憶體:4GB、HDD:500GB 

7200rpm、19 型液晶螢幕顯示器、還原卡 

6 台 54,000  324,000  時尚造形設計系 原訂 

15 單槍投影機 流明數：5000流明以上 

解析度：需可至 1600*1200 UXGA 

2 台 50,000  100,000  資管系 原訂 

16 平板電腦 10.1吋 1920*1200pixels螢幕解析度 

Android 4.1 作業系統 

支援 NFC 的其他裝置，1.5Hz 四核心處理器 

200萬畫素前置相機 

800萬畫素主相機 

2 台 20,000  40,000  資管系 原訂 

 









1 

 

醒吾科技大學 103年度第 6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3年 11月 25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副校長義文 

出席者：陳副校長義文、林學務長詩輝、林教務長日盛、張總務長思誠、鍾研發長志明、姜主任秘書

麗智、李資訊長白峰、王主任世椿、鄭主任智勇、余主任瑩瑛、陳主任寶億、藍院長俊雄、

周院長重石、葉院長茉俐、徐嘉惠老師(通識教育中心)、張黎琴老師(理財系)、吳文彬老師(企

管系)、陳慧莉老師(財金系)、李泰琳老師(行流系暨研究所)、張雯惠老師(觀光系暨研究所)、

周莊幼糸老師(餐旅系)、李菊芬老師(旅運系)、逄錦麟老師(應英系)、張國珍老師(資管系)、

劉家驊老師(資科系暨研究所)、胡毓賢老師(商設系)、張清芬老師(時尚系)、汪蕓誼老師(數

位系)(共計 32人)。 

列席者： 

1.中心及系科主任：林主任建發、何主任依倫、吳主任怡芳、李主任國豪、陳主任健職、蔡

主任志明、樓主任邦儒、許主任燕斌、許主任如碩、范主任瑞芬、沈主

任從正、鄭主任聰興、温主任志維、顏主任國華、吳主任尚樺。(共計

16 人) 

2.行 政 單 位：陳組長敏齡、張組長婷、張組長哲維、倪組長立中、周組長文雅、黃組

長心怡、曲組長惠君、林組長怡婷 (共計 8人) 

請 假：周添城校長、李院長銘輝、丁永康老師(國際系)、胡怡凱老師(資傳系)、陳主任家堂 

應到人數：56人、實到人數：51人、請假：5人 

會議記錄：林怡婷 

一、主席致詞：這是我們第 6次的整體獎補助款的討論會議，因為所有的經費都有它的限度，所以對

於可以運用的每一分錢都必須要很謹慎的運用，也因此在使用上必須排列它的優先順序，而這些

優先順序的排列也是反應了學校對於各院各系的發展順序，因此等會兒的討論過程，請各系各單

位的代表老師盡量發言，若有什麼想法的話請不吝提出，一同討論，希望今天的討論結果都能符

合各位代表的期待，但我們也都曉得，因為資源有限必須有所取捨，因此對於討論結果不完美之

處也請大家能多多包涵，好，那我們會議開始。 

二、工作報告：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查及討論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二)教育部來函 103年 3月 13日臺教技(三)字第 1030034911 號，業已撥付所請領 103年度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下同)3,130萬 6,726元(含經常門 939萬 2,018元及

資本門 2,191萬 4,708 元)。 

(三) 截至 11月 24日為止，103年度獎補助款尚未完成驗收的單位與進度如下，請表列各單位務

必在 12月 10日前驗收完畢，以避免影響在教育部規定期限內(12月 31 日)辦理結案事宜： 

請購單位 請購單號 品名 請購金額 驗收估計日 備註 

應英系 1031027003 個人電腦 485,075   招標中 

總務處 1031028002 投影機 26,923   開標中 

總務處 1031001016 數位多功能講桌 798,400   開標中 

商設系 1031008005 繪圖用個人電腦 270,000   開標中 

商設系 1031002004 教學廣播軟體 24,600  11月 26進貨

後，待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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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單位 請購單號 品名 請購金額 驗收估計日 備註 

商設系 1031002004 電腦還原系統 61,000  已進貨，待安裝 

資管系 1030523004 行動式安全照護裝置 100,000   11月 28日到貨 

資科系 1030905001 個人電腦(含螢幕) 245,000   與廠商聯絡進貨

中 

資科系 1030905001 筆記型電腦 250,000   與廠商聯絡進貨

中 

資圖處 1030625001 中文圖書 300,000 12月 1日   

資圖處 1030909002 中文圖書 20,000 12月 1日   

資圖處 1030911002 視聽資料 55,000 12月 1日   

理財系 1030930008 教學廣播系統 28,000 11月 27日   

企管系 1030827004 教學廣播系統 28,000 11月 26日  

行流系 1031003003 雲端前後台系統 63,400 12月 1日   

行流系 1031014002 營運總部管理系統 96,600 12月 1日   

餐旅系 1030709002 活動吧檯 162,490 12月 10日   

餐旅系 1030709001 高級宴會用圓型大桌組 43,600 12月 10日   

餐旅系 1030828001 IBM 桌(長方桌) 49,340 11月 30日   

餐旅系 1030828001 IBM 桌(長方桌) 29,610 11月 30日   

餐旅系 1030801001 IBM 桌(方圓桌) 77,850 11月 30日   

旅運系 1030916001 個人電腦 97,015 11月 26日   

旅運系 1030930007 教學廣播系統 28,000 11月 26日   

財金系 1031008006 投影機 26,923 11月 26日   

財金系 1031008006 專業綜合擴大機 25,000 11月 26日   

財金系 1031008006 UHF可調頻無線電麥克

風組 

12,500 11月 26日   

時尚系 1030424006 高畫質實況教學攝影系

統 

200,000 11月 26日   

(五)第 5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狀況： 

1.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已修訂完畢並完成公告。 

2.商設系、行流系、理財系、企管系、觀光系、旅運系、應英系、總務處標餘款申請案已完

成變更並皆已進行請購。 

3.臨時動議之決議為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規劃應以總體教學環境提升

為主，並以電腦教室、一般電腦教室的環境改善為重點：本次之規劃將反應在此次的計畫

書各部份的撰寫上，請委員一同討論。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審議「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說明： 

(一) 支用計畫書主要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本文，其包括：學校現況、支用計畫與學校整

體發展規劃之關聯性、經費支用原則、以往執行成效，及預期成效等五個構面，資料請各位委員

參閱支用計畫書第 1頁到第 50頁，資料如現場陳列，請審查。 

(二) 支用計畫書的第二部份則為 10張附表，教育部的獎勵補助款概分為經常門與資本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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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表一的部份就是先決定經常門與資本門的分配數，在 104年度本校預計向教育部申請整體發

展獎勵補助經費 40,001,908 元(含自籌款 7,001,908元)如附表一，其中資本門 30,101,908元，經

常門 990萬元，資本門與經常門(不含自籌款)之比例分配為 70%與 30%。本次學校自籌款 7,001,908

元，占獎勵補助經費比例為 17.50%，符合教育部自籌款應占 10%以上規定。 

討  論： 

副校長：支用計畫書已陳列在現場，請各位委員開始審查。我們今年度的獎補助款申請數大致比

照 103年度的經費額度申請，分配比例上也大致於 103年度的相同，這部份我們請研發處

補充說明。 

研發長：因為實際的核定金額必須等教育部核定下來才會明朗，在 104 年度的獎勵補助款來說我

們是以 3,300萬申請，去年核定金額是 3,100 萬，近年的獎補助款核配指標因為一直處於

不斷調整的狀態，雖然這些年來經過全校師生的努力，我們在各項指標上皆有大幅成長，

但因行政配合度的比例突然拉高，所以我們在估算上採較保守的預估方式，規劃大致上是

與 103年度相同的，以上說明。 

副校長：好，謝謝研發處的說明，不曉得各位委員在這個提案上有沒有什麼意見？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請審議「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資本門運用計畫(如附表二)。 

說明： 

(一) 附表二分成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 2個部份，其中獎勵補助款為 2,310萬，分配如下： 

1.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分配比例為：79.36%。(教育部規定至少應占 60%) 

2.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分配比例為：10.38%。(教育部規定應達 10%) 

3.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分配比例為：2.17%。(教育部規定應達 2%) 

4.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

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分配比例為：8.1% 

(二) 本校自籌款部份規劃 700萬投入於資本門，分配比例符合教育部規定，其餘詳細說明請見附

表二。 

(三) 各項資本門細項規劃包括： 

1.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由各個教學單位、資圖處、

總務處、體育室提出的教學儀器設備申請明細，採購項目共計 97項，經費總計 22,233,486

元，詳見「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2. 「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由資圖處提出之圖書館自

動化設備申請明細，採購項目共 5項，經費總計為 49萬 7,409元。 

3. 「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由資圖處提出之各項軟體教學

資源(中西文圖書、期刊、電子書等)需求表，經費總計為 500萬元整 

4. 「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由學務處提出之各

項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需求，經費總計 50萬 1,013元。 

5. 「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由總務處提出之各項有關省水器材、

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無障礙空間、永續校園綠化等項目之需求表，

經費總計為 187萬元整。 

請審議。 

討  論： 

副校長：我們在提案一的時候已經通過了經常門跟資本門的分配數，現在就是討論資本門的分

配，教育部在每項的分配數上都有一定的要求，而在附表上的各項分配比例上也都是符

合教育部的規定，所以在這裡不曉得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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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長：研發處補充說明，依本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及運用辦法，附表五、六是由資圖

處提出的規劃需求、附表七是由學務處提出的規劃需求、附表八是由總務處提出的規劃

需求，不曉得在這四張附表上的規劃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若沒有意見，我們就再往下

討論。 

再來就是附表四各系教學研究設備 2200多萬的經費部份，依第 5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臨時動議的決議事項，未來資本門的運用，首先要強調的就是電腦教室的環境改善，未

來電腦教室的改善將朝大型化，這次預計規劃更新 4間電腦教室，這次規劃的電腦教室

容量最少是 72人，最多可達 80人，這是考量到未來班級學生人數將會超過 60人以上

的原因。 

第 1間是在商管學院的 4510教室，這是可容納 80人的教室，第 2間是資訊學院的 I303

教室，這間教室上次更新的日期是在 97年度設備已老舊不堪，第 3間則是由原語言 A

教室及語言 B教室所改建，這是因為這 2 間教室的空間相對較大，可容納人數也較多，

而這 2間過去是稱為語言教室，但在長期評估之後，語言教學其實並不侷限於一定要在

語言教室才能教學，此二間教室在更新之後就是電腦教室，若將來有語言上的資訊教學

需要，亦可藉此二間教室使用。因為現在的電腦功能強大，且均具備多媒體影音功能，

因此將來在教室分類上，亦不會再出現語言教室這個名詞，而均以電腦教室做為統稱。

此二間教室未來除了可支援觀餐學院的課程使用外，亦可支援資訊學院及數位學院的教

學需求。 

未來電腦教室的改善除了朝大型化做改善外，另一個趨勢就是高級化、專業化，所謂高

級化就是我們在電腦規格的規劃上，將以能施行諸如動畫繪製、影音後製等資源負載較

重的課程教學為規劃目標，未來我們希望能杜絕只有某些教室才能安排少數專業課程的

狀況，希望能藉此提高各專業教室的使用率。 

因為在教育部獎補款相關會議上，計畫主持人有提到只要是專業教室建置絕對相關的部

份，均可呈報在支用計畫書中，因此本次在附表四的部份亦規劃了資訊地板的需求。 

這四間教室總規劃約 1400萬左右的經費，未來我們將會視獎補款實際挹注的狀況，以

每間教室使用 4-5 年為一個週期，逐步更新全校的電腦教室，，希望能藉此讓學生在使

用電腦教室的滿意度上能大幅提升。 

再來是設計學院的規劃上，因為過去在時尚系資本門投入相對較少，而時尚系在明年新

生班又會增加 1班，隨著自然增班，以及教學設備的特殊性，因此今年也編列了相當的

預算以強化其教學的效果。 

最後是觀餐學院，亦是因為過去 1、2年間資本門投入相對較少，所以這次在觀餐學院

的四間教室裡面都增加高畫質的攝錄系統及投影設備及多媒體導覽系統，這部份對於觀

餐學院未來的教學品質提升上有相當大的幫助。 

基本上整個 2200 萬系科的規劃是以這些為主，其他的需求的部份我們就列在標餘款的

部份，未來我們再視實際核定金額及標餘款產生的狀況逐步進行討論採購。以上為資本

門規劃的說明。 

副校長：以上說明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想法要溝通的？ 

理財系張委員：電腦教室在大型化專業化的規劃過程中，是否有考慮到階梯教室的建置以及大型

電視同步廣播的問題？ 

研發長：有的，這次在長型教室規劃上，是有規劃階梯教室的，且皆有規劃到教學廣播系統。 

副校長：好，那針對以上說明，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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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請審議「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經常門規劃項目。 

說明： 

(一) 經常門經費全數來自獎勵補助款共 990萬(如附表三)，共有五個分項 

1.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其分配比例為：47.47%。(教育部規定應占 30%以上) 

2.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分配比例為：2.22%。(教育部規定應占 2%以上) 

3.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其分配比例為：2.02%。(教育部規定應在 5%以內) 

4.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其分配比例為：6.08% 

5. 其他，其分配比例為：42.21% 

(二) 本表之分配比例皆符合教育部規定，其餘說明請詳見「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

表」、「附表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請審議。 

討  論： 

副校長：本提案主要是經常門的規劃說明，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指教？ 

研發長：在經常門的編列的比例上與以往是相同的，在改善教學這一塊上的分配比例也極高，請

各位老師多多申請。 

副校長：好，那針對以上說明，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103年 11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13時 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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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104 年度第 1 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4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周校長添城 
出席者：陳副校長義文、林學務長詩輝、林教務長日盛、張總務長思誠、鍾研發長志明、姜主

任秘書麗智、李資訊長白峰、王主任世椿、鄭主任智勇、余主任瑩瑛、陳主任寶億、

藍院長俊雄、李院長銘輝、周院長重石、葉院長茉俐、徐嘉惠老師(通識教育中心)、
張黎琴老師(理財系)、江育美老師(企管系)、陳雅美老師(國際系)、陳慧莉老師(財金

系)、李泰琳老師(行流系)、張煜權老師(觀光系)、王裕泰老師(餐旅系)、李菊芬老師(旅
運系)、逄錦麟老師(應英系)、張國珍老師(資管系)、胡怡凱老師(資傳系)、劉家驊老師

(資科系)、林永雲老師(商設系)、張清芬老師(時尚系)、汪蕓誼老師(數位系)(共計 32
人)。 

列席者： 
1.中心及系科主任：譚主任經緯(教資中心)、林主任建發(通識中心)、何主任依倫(理財

系)、吳主任怡芳(企管系)、李主任國豪(國際系)、陳主任健職(財
金系)、蔡主任志明(行流系)、樓主任邦儒(觀光系)、許主任燕斌(餐
旅系)、許主任如碩(旅運系)、范主任瑞芬(應英系)、沈主任從正(資
管系)、鄭主任聰興(資傳系)、陳主任家堂(資科系)、温主任志維(商
設系)、顏主任國華(時尚系)、吳主任尚樺(數位系)(共計 17 人) 

2.行 政 單 位：張組長婷(學務處課指組)、張組長哲維(總務處事務組)、周文雅小

姐(總務處保管組)、陳組長敏齡(秘書室稽核組)、黃組長心怡(會計

室)、劉伊珍小姐(會計室)、曲組長惠君(資圖處)(共計 8 人) 
請假：張組長哲維(總務處事務組) 
應到人數：57 人、實到人數：56 人、請假：1 人 
會議記錄：林怡婷 
一、主席致詞：感謝大家踴躍的出席，103 年度獎補款進度已全數執行完畢，只是在進行結案

時發現在資本門有超支的狀況，主要是針對這一塊進行討論，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工作報告。 
二、工作報告： 

(一)開會事由：本次會議主要審查及討論下列事項： 
1.討論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執行情形。 

(二)本校「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成員」之教師代表： 
1.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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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及本校「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組織章程」，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專

責小組成員，由各系科及通識教育與語言中心選舉之教師代表如下： 
序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序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1 通識中心 徐嘉惠 連任 9 旅運系 李菊芬 連任 
2 理財系 張黎琴 連任 10 應英系 逄錦麟 連任 
3 企管系 江育美  11 資科系 劉家驊 連任 
4 國際系 陳雅美  12 資管系 張國珍 連任 
5 財金系 陳慧莉 連任 13 資傳系 胡怡凱 連任 
6 行流系 李泰琳 連任 14 時尚系 張清芬 連任 



 2 

序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序號 單位 姓名 備註 
7 觀光系 張煜權  15 商設系 林永雲  
8 餐旅系 王裕泰  16 數位系 汪蕓誼 連任 

2.任期：自104年01月0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 
3.專責小組成員代表未與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重疊。 

(三) 「104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經 103 年度第 6 次經費專責小組會議討

論通過後，已於 11 月 28 日完成報部。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討論本校「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執行情形。 
說明： 
實際執行金額為 39,562,573，比原規劃金額(39,192,349)增加 370,224 元，詳如下表與附件。 

 補助款(1) 獎勵款(2) 獎補助款小計 

(3)=(1)+(2) 

自籌款(4) 
(占獎勵補助款：10%
以上) 

總經費 

(5)=(3)+(4) 

規劃數 12,576,770 18,729,956 31,306,726 7,885,623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0.12% 39,192,349 

執行數 12,576,770  18,729,956 31,306,726 8,255,847 
占獎勵補助總預算約 20.87% 39,562,573 

 
  獎補助款 

(占獎補助款比例) 
自籌款 
(占自籌款比例) 

小 計 

資本門 規劃數 21,914,708(70%) 7,885,623(100%) 29,800,331 
執行數 21,914,708(70%) 8,255,847(100%) 30,170,555 

經常門 規劃數 9,392,018(30%) 0(0%) 9,392,018 

執行數 9,392,018(30%) 0(0%) 9,392,018 

下表為資本門各項支用資訊，各項占比皆符合教育部規定，請參閱。 
項    目 修正 

前後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至

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不含自籌款

金額】） 

規劃數 18,817,331 85.87% 5,685,623  72.10% 

執行數 18,653,744  85.12% 6,639,356  80.42%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費 10﹪【不含自籌款

金額】) 

規劃數  2,230,577  10.18% 2,200,000  27.90% 

執行數 2,414,364 11.02% 1,616,491 19.58%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

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規劃數 490,800 2.24% - 0.00% 

執行數  479,000  2.19% - 0.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

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

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規劃數 376,000 1.72%  0.00% 

執行數  367,600 1.68%   

合  計 規劃數 21,914,708 100.00% 7,885,62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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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修正 

前後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執行數 21,914,708 100.00% 8,255,847  100.00% 

經常門總執行數與規劃數相符，資本門執行數比原規劃數增加 370,224 元，擬由校內自籌

款因應，會計室將依討論結果製作執行清冊，並將清冊交由稽核組審核。 
討論： 
研發長：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執行數比原規劃數多支出了 370,224 元，按照規定應召開會議

跟各位代表報告因應的措施，因為自籌款的比例增加其實也對學校在執行獎補款的

績效上亦有加分的影響，所以本次溢支的部份校方同意以自籌款因應，因此請各位

代表就此議題進行討論。 
校長：各位代表是否有垂詢的意見？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優先序 13~26 「3D 虛擬攝影棚主機」等 14 項執行成效討論案 
說明：優先序 13~26 「3D 虛擬攝影棚主機」等 14 項採購案，因原支用計畫預算數與實際

執行數差異較大，採購單位已於日前提出差異說明如附件，請討論。 
討論： 
資傳系：優先序 15.16.17.21 項為配合優先序 13 虛擬攝影棚主機之運作環境而做的調整，

而優先序 14 則是因應大環境改變，響應政府推動 3D、4K 產業技術，修正為 4K
高畫質攝影機以提供學生實習、產學合作之用，以利與產業接軌。各項差異說明

如附件說明。 
會計主任：相關人員亦已為建置完善的攝影教學空間做了最大的努力，唯仍有部份的採購

金額與原支用計畫預算金額差異較大，但在採購過程中盡皆符合相關規定，且

亦已完成付款作業，請與會代表討論。 
總務處：申購單位(資傳系)以教室發展主題(綠棚)建置需求，填寫子項目明細及規格書進行

請購程序，經公開招標後，由全國各家廠商進行投標，經開標會議，由符合子項

目品名、規格及數量且總標價低於底價之最低價廠商為得標商，依投標商之標價

清單各子項目單價填入請購單中，因申購單位預算參考評估項目及得標商所提供

設備價金有所差異，產生執行經費數與預算數之差異，係因執行經費數是以標價

清單上各項設備之單價，扣除減價金額之比例得出，故有此差異較大的狀況出現。

以上說明。 
校長：各位代表是否有垂詢的意見？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代表皆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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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修正本校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規定及原則 
說明： 

醒吾科技大學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規定及原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104年度第 1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104年 01月 05日〉修正提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

條 

一、 

一、教學儀器設備：由校、

院、系等三級單位統籌

規劃及分配，做為學校

重點發展計畫支用。 

一、 教學儀器設備：扣除中心(如通識教

育中心、體育室等)之設備經費需

求，其餘相關經費分配之原則及方向

如下： 

1.每系所之儀器設備費（含獎勵補

助款及學校自籌款）全數由學院

統籌規劃及分配，做為院重點發

展計畫支用。 

2.依各系所提出之需求規劃，先經

學院審核通過後，再經由專責小

組審核通過後，做為本年度分配

依據。 

3.其他：其他由經費規劃專責小組

另行規劃之分配原則。 

為使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推行可針

對有限資源進行最佳配置，以創造院系

特色發展為主要重點，因此自 104年度

(含)起由校、院、系三級分層依序進行

統籌規劃。 

 
討論： 
研發長：為使有限的資源做最充分的配置運用以及有效提升行政效率，創造院系特色發展

重點及符合現行做法，擬修改本條文，請代表就此議題進行討論。 
校長：各位代表是否有垂詢的意見？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104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12 時 45 分



 5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執行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修正對照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單價 總價 
用途說明 採購單位 差異說明 

預估版 提升後(修正版) 預估版 執行數 預估版 執行數 

13 3D 虛擬攝

影棚主機 
本體為一台工作站電腦，約

19"標準機櫃的寛度 , 約
9RU 高，內含模組功能如下： 
1.雙機單通道 HD 虛擬攝影

棚系統模組：內含虛擬處理軟

體及訊號輸出/輸入介面 
2.HD Chroma Key 去背機模

組：主要功能：進行影像去背

功能 
3.多路數位 HD 程式控制切

換器模組：主要功能 :可進行

兩機前景畫面影像訊號切換 
4.Audio Delay 聲音延遲模

組：主要功能 :影像經過較多

處理程序，若聲音訊號產生不

同步的情況時，可使影音能同

步 
5.機械式追蹤系統感應器(雙
機)主要功能：本設備使用機

械式定位所以會有定 

本體為一台工作站電腦，可支援 2 個以

上高畫質輸入源(ATA)，內建觸控式導

播機，可快速 CUT 切換和 3D 運鏡切

換，並支援多種即時轉場。 
內建虛擬鏡位焦距調變功能(defocus 
model) 
內建模組功能如下： 
1.需支援 2D PGM-OUTPUT 即時切換

立體 3D 視訊. 
2.內建 HD Chroma keyer 
3.內建 3D 虛擬運鏡定位系統，可預設

9 個攝影機位 
4.輸出監看 15”HD Monitor 
x2(Panasonic;BT-L1500PX) 
5.支援 3DMAX MAYA 場景設計匯入  

1 套 2,850,000  2,388,501  2,850,000  2,388,501  虛擬背景合

成,影像去

背,動態運算 

資傳系 搭配 15-17、21
項等設備使用，

採用高效率主機

為運算核心，捨

棄傳統多系統整

合類型，相較傳

統虛擬棚系統少

掉較多設備，單

主機就能整合各

種影像處理功

能。且降低傳統

硬體影像處理效

果。 

14 高階肩上

型專業攝

影機 

鏡頭：1/3 英吋 17 倍 HD 光學

變焦鏡頭，1/3 英吋 Bayonet
形式鏡頭接環 
影像裝置：1/3 英吋 
Progressive 220 萬 3MOS 影

像感應器 
 LCD 液晶螢幕 

1.4k 攝影機 A(PMW-F55)  
(1.1)成像元件採用單片 SUPER 35MM 
CMOS 感光元件 
(1.2)有效畫素達890萬以上,靈敏度T13 
2.4k 攝影機 B(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4K)  
(2.1)感光元件：Super 35 (21.12mm x 
11.88mm)。 
(2.2)拍攝解析度支援：3840 x 
2160p23.98 等 
3.含攝影機承架組(1 套) 
4.含重型攝影機腳架(1 套)2 支 A:Libec 
RHP85;B:Libec TH950 

2 組 517,000  950,425  1,034,000  1,900,849  攝影棚內用

攝影機,影像

拍攝,包含鏡

頭控制器 

資傳系 原 102 年提報時

高階攝影機以

HD 為主，執行

時配合大環境改

變，且因應政府

推動 3D、4K 產

業技術，修正為

4K 高畫質攝影

機以提供學生實

習、產學合作之

用，以利與產業

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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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執行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修正對照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單價 總價 
用途說明 採購單位 差異說明 

預估版 提升後(修正版) 預估版 執行數 預估版 執行數 

15 數位影像

視訊效果

選擇器 

影像格式：HD/SD 格式可選

擇 
內部訊號處理：4:2:2:4Digital 
Component 
量化：HD/SD SDI，10bit  
Reference 輸入輸出：具 B.B
或 Tri-Sync 之輸入(出)端   
具二個靜態影像儲存及

Input/Store 並支援 CG-Wipe
功能 

1.具有影像輸入:8 路 
2.具有影像輸出:6 路 
3.支援 4K to HD Down 
Conversion:program x 1 
4.具有顯示介面功能:Minimum monitor 
resolution of 1366 x 768. 
5.具有 Media Players:2 
6.支援 Channels:Fill and key for each 
Media Player. 
7.支援 Media Pool Still Ima 

1 套 688,000  64,987  688,000  64,987  導播機視訊

切換,影音訊

號處理,影音

訊號錄製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採用新

型態數位導播界

面，無需舊式機

械式介面控制，

舊式解析度支援

HD 畫質，新型

態數位導播界面

最高可支援 2K
以上解析度。 

16 機架型硬

碟式錄放

影機 

影像訊號輸入(出)： 
數位：HD/SD-SDI  x 2 
SMPTE-259/292/296  HDMI 
x 1 
類比：SD/HD 
Component(3xBNCS) 
具時間顥示及 Super Out 功能 
影像取樣：10bit 
具間隔錄影功能                                

1.支援 SDI 影像輸入: 1 x 10-bit 
SD/HD/3G-SDI switchable. 
2.支援 SDI 影像輸出: 2 x 10-bit 
SD/HD/3G-SDI switchable.1 x 10-bit 
SD/HD/3G-SDI witchable Loop Output. 
1 x 10-bit SD/HD/3G-SDI switchable 
Monitor Output 
3.電腦控制介面: 1 x Mini-B type US 

1 組 250,000  58,618  250,000  58,618  導播機視訊

切換,影音訊

號處理,影音

訊號錄製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提供可

同時 2 路訊號側

錄，可側錄格式

提升至 3G-SDI
數位 3G 介面，

可側錄3D畫面。 

17 多功能訊

號處理器 
影像訊號格式：HD/SD                          

影像處理：4:2:2digital 
component                                                                                       
量子化：3G/HD/SD-SDI:10bit                                                                                  

支援: HDMI/DVI/VGA/CVBS and SDI 
(3G/HD/SD) to SDI converter with 
scaler.支援:Auto sensing of 
HDMI/DVI/VGA/SDI/CVBS input 
signals 
1.含 SDI 同步訊號產生器 
2.含 SDI 訊號延伸轉換器 

1 組 180,000  64,689  180,000  64,689  導播機視訊

切換,影音訊

號處理,影音

訊號錄製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提供廣

電等級訊號轉換

器，數位類比轉

換，自動偵測訊

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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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專業液晶

監視器 
(1) 畫面尺寸：17 吋 
(2) 長寬比：16:9 
(3) 色域：1670 萬 
(4) 解析度：1920*1080 
(5) 亮度：300cd/m2 
(6) 對比度：600:1 
(7) 影像訊號輸入：複合訊號

*1、HDMI*1、Component 
RGB*1、HD/SD SDI 訊號*2  
(8) 影像訊號輸出：複合訊號

*1、HD/SD SDI 訊號*1 
(9) 聲音訊號輸入：RCA x 2 
(L/R) ；3.5mm Stereo mini 
jack x 1 
(10) 聲音訊號輸出：RCA x 2 
(L/R)Mo 

1.具有面板型式:OLED panel 
2.面板尺寸(diagonal):Approx. 
419.7mm(16 5/8 inches)  
3.具有 Effective picture size (H x 
V):Approx. 365.8mm × 205.7mm(14 
1/2 × 8 1/8 inches) 
4.具有支援解析度 (H x V):1920 x 1080 
pixels (Full HD) 
5.支援畫面比例:Aspect:16:9 
6.具有音頻監聽介面:Stereo mi 

1 組 150,000  169,186  150,000  169,186  專業廣播監

視器，負責

色彩監控，

提供安全標

準色的鑑

定。内建影

像調整功

能。監看影

像時，可隨

時調整色

彩、對比、

亮度、色相

及銳利度，

監看每一個

輸入的影

像。内建子

母畫面功

能，可同時

掌握二個輸

入來源畫

面，搭配切

換台的現場

活動時，可

一組作為主

輸出訊號，

另一组預覽

影像，加強

工作效率。 

資傳系 專業廣電級

OLED 面板，提

供比原規劃高等

級面板，提供專

業製作時的較

色，與訊號分

析。 

19 液晶電視 55 吋 解析度：Full HD 
1920*1080                                                                                                                                                                                               
影像處理器：雙 XD 引擎                             

1.Full HD1080P 高畫質  
2.被動式 3D  
3.側光式 LED 背光 
4.SimulView 享受專屬的全螢幕遊戲

畫面  
5.Motionflow XR 240 流線影像  
6.24p 真實影音還原科技  
7.2D 轉 3D 功能  
8.內附四副 3D 眼鏡 

1 組 55,000  62,698  55,000  62,698  導播機視訊

切換,影音訊

號處理,影音

訊號錄製  

資傳系 提供SONY原廠

面板主機，支援

FULL HD 3D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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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液晶電視 42 吋 解析度：Full HD 
1920*1080                                                                                              
自動影像控制：7 Modes                                                                                                       
內建 Miracast(Wi-Fi Di 

1.螢幕尺寸： 42 吋 
2.背光系統： LED  
3.螢幕比例： 16:9  
4.面板解析度： 1920 x 1080  
5.視訊盒接收端子： 類比(有線)/數位

(無線) 

1 組 35,000  38,813  35,000  38,813  導播機視訊

切換,影音訊

號處理,影音

訊號錄製  

資傳系 奇美台灣 LED
面板 

21 攝影棚燈

光設備組 
冷光燈具: 
Ｕ型日光燈管型，4 管式（含

燈具固定座）無段式調光 
中型氣壓燈架: 
最低高度：3.9'   最高高度：

8.95'   收合長度：3.27'  最
大承載重量：4.5 1bs(2.2kg) 
1.5"吋 L 型圓弧背景燈光(掛
圖)桿 
1.5"吋鋼管頂吊式燈光棚架

組 

1.高功率單色洗牆燈 高功率 LED 色
溫 3000*10 
2.高亮度單色投射燈 高功率 LED 色
溫 3000*4 
3.高功率全彩洗牆燈 高功率 LED 
RGB*4 
4.高亮度單色投射燈 高功率 LED 色
溫 3000*4 
5.追蹤電腦燈（360 度）高功率 LED 
RGB*1 
6.扇形變色燈（360 度）高功率 LED 
RGB*1 
7.8 頭光束燈（270 度）（RGB 色光*1 
8.噴煙機效果機(Antari W-508)*1 
9.DMX 電腦記憶燈光控制器

(ELATION DMX-200 OPERATOR)  

1 組 394,000  1,094,730  394,000  1,094,730  攝影棚燈光

及調光設備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提供台

製 LED 光原登

具，替換傳統式

高耗能燈具，

LED 光源能提

供高效能光源與

電源效率，且配

合(13 項)主機效

能提升，拓展燈

光整合控制，開

發虛擬燈光整合

課程。 

22 專業混音

機 
12 軌道輸入，4 軌麥克風輸

入，4 組立體輸入軌道 
內建 Talk back 對講麥克風 
3 段式音質等化器調整 
2 組輔助輸出入迴路                                                                                                     

1.混音頻道:8 Mono + 4 Stereo 
2.群組:4 
3.輔助音源 (AUX): 3 (Incl. 1x Effect 
send) 
4.主混音:Stereo 
5.輸入頻道功能: CH1-6: HPF, 
Compressor, 3-band mid-sweep PEQ, 
Intert I/O; CH7-8: HPF, 3-band 
mid-sweep PEQ, Intert I/O; CH9-16: 
HPF, 3-band PEQ 
6.快取處理器: SPX 

1 組 100,000  17,516  100,000  17,516  攝影棚麥克

風系統,收音

及錄音設備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數位音

源已取代傳統類

比音源，無需複

雜的混音設備。 



 9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執行 103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修正對照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含單位) 

單價 總價 
用途說明 採購單位 差異說明 

預估版 提升後(修正版) 預估版 執行數 預估版 執行數 

23 監聽喇叭 內建 20W 輸出功率之擴大器  
兩組 LINE 輸入通道，具備平

衡式 XLR，平衡式 Phone 與

非平衡式ＲＣＡ輸入端子(含
以上規格) 

1.3 吋 2 音路，絲質高音單體，玻璃纖

維低音單體 
2.內建 20W 數位功率放大器 
3.頻率響應範圍：110 Hz – 20kHz  
4.訊噪比：90dB  
5.音源輸入：RCA*1，3.5mm mini stereo 
phonejack*1 

2 顆 12,000  6,569  24,000  13,137  攝影棚麥克

風系統,收音

及錄音設備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錄音室

等級監聽喇叭 

24 監聽耳機 頻率範圍：10-20, 000Hz 
靈敏度：106dB/W/m 
阻抗：63 ohm(含以上規格) 

1.型式:密閉動態式 
2.驅動單元:φ40mm，釹鐵硼磁鐵，

CCAW 音圈 
3.輸出感度: 100dB/mW 
4.響應頻率: 20～20,000Hz 

2 組 11,000  3,583  22,000  7,166  攝影棚麥克

風系統,收音

及錄音設備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調整。 

25 無線電麥

克風組 
頻率範圍：794-805 MHz 
具 63 組(含)以上之頻率選擇 
頻率響應：20Hz-20kHz 

1.提供電容式拾音頭，模式支援：

Supercardioid / lobar 
2.頻率響應範圍 90 至 20,000 Hz 
3.阻抗：144Ω 
4.訊噪比達 79dB 
5.感度達：-36.0 dBV/Pa 
6.AT8015 配備麥克風原廠之槍型麥克

風保持架(Grip Mount)，3.6m 可調麥克

風桿 

4 組 30,000  5,474  120,000  21,895  攝影棚麥克

風系統,收音

及錄音設備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可內建

電池無需另外提

供幻象電源 

26 Intercom
對講主機

組 

接收機: 
可同時連接 8 組子機作業，4
組子機為標準配備 
可選擇單獨或多部子機通話 
子機半雙工通話系統、按鍵控

制通話功能(含腰掛發射器) 

1.主機可同時連接 20 組子機作業，4 組

子機為標準配備 
2.主機及子機具備 AB 兩群組，並可 AB
組結合 
3.子機可切換麥克風開關，並可調整耳

機音量 
4.配備單耳耳機麥克風 

1 組 93,000  17,215  93,000  17,215  攝影棚麥克

風系統,收音

及錄音設備 

資傳系 與13項(3D虛擬

攝影棚主機)相
互配合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