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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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 1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 

 

崑山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 1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 

 

會議時間：102 年 11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03 時 30 分 

地    點：行政中心 7 樓會議室 

主    席：黃副校長 國賢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錄：廖莉娟 

 

壹、 主席致詞 

一、 103年度起有關整體發展獎補助或其他補助經費需購置設備者，

請於會計室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採購點單。 

二、 各項設備規格請務必確認無誤，並符合編列規定。 

貳、 業務報告 

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作業比照102年度模式，須先預估

獎勵補助經費預算，並於本(102)年11月30日前彙編支用計畫書報部審核，

俟教育部公布實際核定之獎勵補助款後，再據以修訂支用計畫書。 

本次會議主要討論103年度申請教育部獎勵補助款預估額度、經常門

及資本門各項目規劃金額與各系教學儀器設備分配比例，並審核各單位

預算書與中程發展計畫關聯度。獎勵補助各項支用細項內容及各教學單

位設備優先序等事項，將待下次會議再進行規劃討論。 

 

參、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發處 

事由：103年度資本門經費規劃方向、原則及重點注意事項。 

說明： 

一、 經費區分：整體資本門經費區分為教學研究設備、圖書資源、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及其他（省水器材及環保設施等）設備

等四大區塊。 

二、 圖書資源：由圖書館統籌各院系經費，依照師生需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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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項目，本項經費應達資本門經費10%（不含自籌款）。 

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由學務處依據社團等需求及經費額度

規劃採購項目，此項經費應達資本門經費2%（不含自籌款）。 

四、 教學研究設備：本項經費應佔資本門經費至少60%（不含自籌

款），原則以充實各系（通識教育中心）教學研究軟硬體設備

為優先，尤其是單位教學發展重點項目，並配合本校中程發

展計畫及學校發展重點特色領域編列，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送院整合，再送會計室轉研發處彙整送交專責小組會議討

論。 

五、 其他（省水器材及環保設施等）設備：由總務處及環安中心

配合環保教育需求進行規劃。教育部獎勵補助申請要點指出，

各校於購置教學儀器設備（包括教學研究設備、圖書資源及

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後，應加強辦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及

環保廢棄物處理等相關設施。 

六、 購置固定資產，其單價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且耐用年限超過二

年者，應列作資本門支出。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事由：103年度經常門經費規劃方向、原則及重點注意事項。 

說明： 

一、 規劃依據教育部之規定項目及經費比例辦理。 

二、 教育部規定經費區分5個項目，包括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行

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改

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及其他（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

等）。 

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由學務處統籌規劃，經費應大於經

常門經費2%（不含自籌款），其中至多1/4得用於部分外聘社

團指導老師之鐘點費。 

四、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經費由人事室統籌規劃，經費應大於經

常門經費30%（不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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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僅限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由各教

學單位提出需求，研發處彙整，送人事室納入規劃考量。 

六、 行政人員研習進修、新聘教師及現有教師薪資等皆由人事室

統籌規劃。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103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預估，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校102年獲得之補助款為15,947,864元，獎勵款為50,721,913

元，合計66,669,777元。 

二、 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尚未公布，建議以去年額度成長5﹪為支

用計畫書編列依據，即補助款為16,745,257元、獎勵款為

53,258,009元，合計70,003,266元。 

三、 依據說明二獎勵補助額度，本校需自籌獎勵補助經費10%以上

為配合款，另配合過去委員書審意見表示本校自籌款相較各

校平均值略低，本校102年自籌款編列比例為12%，建議103

年編列自籌款10,500,490元，佔獎勵補助經費約15%。 

四、 本校103年度預估額度如下表所示。 

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費明細 

年度 補助款(1) 獎勵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勵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03 ＄16,745,257 ＄53,258,009 ＄70,003,266 ＄10,500,490 ＄80,503,756

擬辦：討論通過後，據以編列支用計畫書。 

決議：照案通過，以去年額度成長5%為預估經費，自籌款以獎勵補助

款15%比例編列，且得依後續規劃之教學儀器設備作適當調整，

使經費規劃與預算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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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預估經費自籌款分配資

本門及經常門比例，提請 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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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第(二)項之規定，本獎勵補助經費之分配（不

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70﹪及30﹪，

如有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列於支用計畫中。 

二、 自籌款之分配比例教育部沒有規定，由各校自行決定。 

三、 本校自籌款分配資本門及經常門之比例，提出方案如下表，

提請討論。 

 

擬辦：依據決議規劃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 

決議：照案通過，配合獎勵補助款資本門與經常門比例70：30分配，

並考量學校整體發展及過去經驗，規劃15%自籌款以上表比例

分配至資本門及經常門，另配合資本門設備規劃情形，後續得

增籌配合款，以使經費規劃與預算相符。 

 

【提案三】 

案由：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預估經費「資本門」各

項分配案，提請 討論。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勵款 

70﹪ 

自籌款 

（5﹪） 

補助款 

30﹪ 

獎勵款 

30﹪ 

自籌款 

（95﹪） 

金額 ＄11,721,680 ＄37,280,606 ＄525,025 ＄5,023,577 ＄15,977,403 ＄9,975,465

合計 ＄49,527,311 ＄30,976,445

占總經費

比例 
61.5﹪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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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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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第(四)項之規定，教育部獎勵補助款資本門 

經費分配比例原則及各項業管單位如下表： 

二、 資本門經費分配項目、金額及比例，建議如附件第1頁【附

件一】。 

擬辦：討論通過後，細項內容由各業管單位統籌規劃，提報下次專責

小組會議討論。 

附件：一、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決議： 

一、 資本門圖書教學媒體之獎勵補助款539萬0,251元，不含自籌款

佔獎勵補助經費11%，符合編列相關規定。 

二、 資本門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之獎勵補助款調整為112萬

2,152元，不含自籌款佔獎勵補助經費2.29%，符合編列相關規

定。 

三、 為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教學儀器設備後，應加強辦

理全面採用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

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

本校針對永續環境綠化及校園安全設備編列其他項目為300

項目 
應占教育部獎勵補助 

資本門經費之比例原則 
（不含自籌款） 

業管單位 

1.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 10%以上 圖書館 

2.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2%以上 學務處 

3. 各所系科中心教學及研究設備 60%以上 
各院系所中心 

（研發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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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空間設施、其他永續校園綠化

等相關設施） 
-- 

總務處、 

環安中心 

總合計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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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不含自籌款佔獎勵補助經費6.12%。  

四、 調整後之資本門教學研究設備獎勵補助款為3,948萬9,883元，

不含自籌款佔獎勵補助經費80.59%。 

五、 資本門各項預算細項內容及確定金額將由各業管單位統籌規

劃後，再提報下次專責小組會議討論。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預估經費「經常門」各

項分配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經常門經費支用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教育部獎勵補助

款經常門經費30%以上）、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5%以內），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2%以上）及其他（如

增聘教師或現有教師補助等）。 

二、 103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經常門分配項目、金額與比例，建議

如附件第2頁【附件二】。 

擬辦：討論通過後，細項內容由各業管單位統籌規劃，提報下次專責

小組會議討論。 

附件：二、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決議： 

一、 為強化本校學生服務學習相關領域之學習發展，豐富學生學

習的對象、深度與廣度，使學生學習成效從單純的理論知識

提升到全人生命的發展，擬調整經常門項下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之規劃，以落實教育部服務學習方案之政策推動。 

二、 經常門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之獎勵補助款調整為110萬

元，其中55萬元重點使用於學生國內服務學習相關活動，並

由服務學習中心統籌規劃，用於學生國內志工服務學習相關

研習活動經費使用。 

8



102 學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 1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 

 

三、 經常門支用項目及比例調整如附件二所示，細項內容及確定

金額將由各業管單位統籌規劃後，再提報下次專責小組會議

討論。 

 

【提案五】 

案由：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分配比例，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資本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分配原則，請參

閱前述業務報告。 

二、 本校教育部獎勵補助款及學校年度預算是採統籌規劃、分開

使用之方式進行，以有效經費運用。各單位預算分成二部份，

分別為基本數及績效數。基本數依各單位之規模比例分配，

績效數則由單位產學合作計畫、推廣教育、專利、技轉、論

文、學生參與業界實習、學生校外競賽、學生證照、國際化

及學生就業成效等項目評分計算。依據102學年度預算編審委

員會審核結果，先預估各院及通識中心103學年度之設備預算，

各系所設備預算則由院整合規劃後編列，金額如附件第3頁

【附件三】所示。 

三、 配合申請教育部103年度獎勵補助經費，本校資本門「各所系

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支用項目預估金額，擬依附件第3

頁【附件三】所示之比例，作為本校103年度獎勵補助款資本

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分配比例。 

擬辦：討論通過，依分配比例挑選各單位預算編列項目，並納入獎勵

補助教學研究採購設備，其優先序重點項目排列由下次專責小

組會議進行討論。 

附件：三、本校103年度各系所中心設備預算比例表 

決議：照案通過，依決議之資本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支用項目預估經費，比例分配挑選各單位預算編列項目，並納

入獎補助教學研究採購設備，其優先序排列列入下次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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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進行討論。 

 

【提案六】 

案由：各單位預算計畫設備項目與學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關聯程度審

議，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校各單位之預算乃兼採由上而下之統籌分配及由下而上之

零基預算原則辦理。各院系在有限的預算下，依據學校發展

策略、學校發展特色領域及單位教學研究重點，規劃教學研

究設備。 

二、 教學研究設備應依據單位教學研發重點項目，並配合本校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及重點特色領域規劃，以使經費作最有效之

運用，各系所（中心）103學年度預算支用計畫詳細資料如附

件第4頁【附件四】所示。 

擬辦：請各專責委員審議單位預算計畫與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關聯

性，以利後續列入獎勵補助支用項目。 

附件： 

四、各系所(中心)103學年度設備預算計畫書(P.4-44) 

五、崑山科技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一覽表(P.45-46) 

討論：(摘錄) 

一、 副校長：各單位設備預算如涉及工程或非教學用途者，將無

法列入獎補助採購設備；設備之項目名稱如有廠牌、規格等

內容之情形者請務必修改。設備清單尚有空白處，請務必再

次檢視。 

二、 副校長：部分設備列入學校統一規格(如：個人電腦、筆記型

電腦、單槍投影機等)。如系所有特殊要求，請於備註中提出

說明，將另案處理。 

三、 企劃推展組：附件四標題中「對應中長程發展計畫之內涵」，

為今年新增項目。請各專責委員一一檢視各單位所提教學儀

器設備之相關內容，應與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及校發展重點

特色領域相互勾稽。相關資料可至秘書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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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依規定“資本門＂採購項目其單價應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且

耐用年限超過二年者，故如有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將移至“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下。 

二、 各系所(中心)規劃之設備儀器中，如屬行政用途或工程建築類

而非教學研究目的者，皆不得納入獎補助採購設備。 

三、 系所(中心)規劃建置特色專業教室所需之儀器設備需由院統

籌整併，以避免資源使用率過低及維護成本的浪費。 

四、 各系所(中心)規劃之儀器設備配合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主

要以改進教學課程、落實專業證照化及改善教學資源環境為

獎補助設備重點考量，以期提升學生專業競爭力，落實本校

培育學生成為新世紀優質人才的終極目標。 

五、 各系規劃之設備如為一般共通性項目，如個人電腦、單槍投

影機、印表機及數位講桌等等，若無特殊專業教學需求，將

由研發處統一項目名稱、規格及單價，以有效運用獎勵補助

經費。 

六、 確定報部版本之設備項目內容再提報下次專責小組會議討論

定案。 

 

【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貿系 

案由：國貿系擬變更本(102)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A023項平板電腦採購項目，提列規格市售已無原

規劃之內容，故擬申請變更規格，其餘單價、總價不變，變

更項目對照表如附表2所示。 

二、 已於102年9月23日經國貿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國貿系變更理由對照表如附表2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請採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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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貿系變更理由對照表                 (附表2)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理由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A
0 
2 
3 

平板 

電腦 
1. 中央處理器： 

Intel Atom 

 1.6GHz( 含 ) 以

上，或 VIA 系列

(含 )以上，或

Dual-core 

中 央 處 理 器

1.4GHz( 含 ) 以

上。 

2. 主記憶體：提供

2G(含)以上(如

中央處理器設計

為 不 用 主 記 體

時，則主記憶體

需求為０GB)。 

3. 內建 EMMC 或 SSD

儲存空間個含)

以 上 ， 提 供

32GB(含)以上。 

4. 彩色螢幕：提供

9.7 吋(含)以上

彩色觸控螢幕。 

3
台 

16,00
0 

48,000 平板

電腦

1. 中央處理器： A6X

雙核心(含)以上，內

建 16GB(含)以上儲

存空間。 

2. 彩色螢幕：提供 9.7

吋(含)以上彩色觸

控螢幕。 

3. LED 背光支援 2048 x 

1536 像素，解析度 

264 ppi。 

Multi-Touch IPS 面

板，Retina 顯示器

作業系統: Mac OS X 

v10.6.8 以上。 

4. 前 120 萬 後 500 萬 

畫素 拍照鏡頭支援

FULL HD 1080P 錄

影。 

3
台 

16,00
0 

48,000 目前市售

規格已無

原規劃內

容，擬申

請變更規

格，以利

購買。 
 

原項目金額小計 48,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48,000  

【提案八】             提案單位：視訊系 

案由：視訊系擬變更本(102)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A102~A105項電腦廣播教學系統、無線擴音廣播

系統、自動穩壓器及無網管交換器採購項目，因規劃改建電

腦教室計畫取消，已無採購需求。為有效運用經費，擬將原

項目變更為「高畫質攝影機」1台及「個人電腦」2套，以因

應視影攝影及剪接原理教學課程使用，變更後總價維持不變，

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表3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2年8月15日經視訊系設備管理會議決議，再送交

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視訊系變更理由對照表如附表3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請採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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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系變更理由對照表                     (附表3)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理由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A
1 
0 
2 

電腦 
廣播 
教學 
系統 

1. 可提供至少 60 台

(含)以上之電腦,
提供廣播教學功

能。 

2. 系統包含電腦廣

播訊號增益器、

老師端控制盒、

學生端控制盒等

組件。 

1
組 

135,0
00 

135,00
0 

高畫

質數

位攝

影機

影像格式：HD_MPEG-4 

AVC/H.264 

(AVCHD)/SD_MPEG-2 PS

聲音格式： 
HD：線性 PCM 雙聲道、

16 位元、48kHz /杜比數

位雙聲道、16 位元、

48kHz 
SD：杜比數位雙聲道、

16 位元、48kHz  
個人電腦規格:  

顯示器:21.5 吋(含)以

上  

1
台 

178,5
00 

178,5
00

因改建電

腦教室計

劃 取 消 , 

原先規劃

之設備無

採購需求,

擬變更採

購項目。 

個人

電腦

處理器:2.7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5，晶片內

建 6MB 共享 L3 快取 

硬碟:1TB(含)以上 

2
套 

63,25
0 

126,5
00

A
1 
0 
3 

無線

擴音

廣播

系統 

含擴大機、無線麥克

風 2 支、喇叭及吊架。 

1
組 

68,00
0 

68,000

A
1 
0 
4 

自動

穩壓

器 

容量：30KVA(含)以
上；輸入電壓: 3Φ3W 
220V 、 3Φ4W 
110V/190V±15%；輸

出 電 壓 : 3Φ4W 
110V/190V±1%； 
採用電子電路結構，

電子控制板為單獨個

體，附有輸出過高低

壓、欠相及短路保

護。 數位邏輯穩壓方

式及延遲保護功能，

附旁路維修開關。 波
形失真＜1%，效率

95%以上。  
輸入為一組端入連

接，輸出可連接三組

以上。 

1
台 

68,00
0 

68,000

A
1 
0 
5 

無網

管交

換器 

48 埠 10/100/ 
1000Base-T (含以上)  
。 

2
台 

17,00
0 

34,000

原項目金額小計 305,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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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視傳系 

案由：視傳系擬變更本(102)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B12項包裝打版切割機採購項目，需求應為

A1(86x60)誤植A0(92x120)，故擬申請變更規格，其餘單價、

總價不變，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表4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2年6月24日經視傳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

責小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視傳系變更理由對照表如附表4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請採購事宜。 

                            視傳系變更理由對照表                     (附表4)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理由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B 
1 
2 

包裝 
打版 
切割 
機 

平台切割機台工作面

積 92 X 120cm、工作

極速 400 MM/S、最大

工作刀壓 1000 公

克 、 機 器 解 析 度

0.0025 MM、垂直精度

900MM / 0.5MM、尺寸

精度 0.1%、記憶體

2MB。 

1
台 

350,0
00 

350,00
0 

包裝

打版

切割

機 

平台切割機台、工作面

積 86X 60cm、可調式工

作刀壓 20-600 公克 、

垂直精度 

610mm/0.3mm、尺寸精度

0.1%。 

1
台 

350,0
00 

350,00
0 

需求應為

A1(86x60

) 誤 植

A0(92x12

0) 。 

原項目金額小計 35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50,000  

 

【提案十】             提案單位：視傳系 

案由：視傳系擬變更本(102)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B17項防潮箱採購項目，原提報預估單價為

190,000元，係為誤植，應為19,000元，故擬申請變更預估單

價及總價。剩餘款項計171,000元，擬移至A147項全像光源組

件採購項目，以提高設備之規格及雷射光使用之穩定度。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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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合計變更後總價維持不變，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表5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2年6月24日經視傳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

責小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視傳系變更理由對照表如附表5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請採購事宜。 

                     視傳系變更理由對照表                 (附表5)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理由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B 
1 
7 

防潮 
箱 

272 公升（含以上） 1
台 

190,0
00 

190,00
0 

防潮

箱 
272 公升（含以上），箱

體尺寸：W41 x H111 x 

D66 (CM)（含以上） 

1
台 

19,00
0 

19,000 1. 規格補

充。 

2. 提供給

系辦填

報資料

時，將

金額誤

植，應

為

19,000

元，誤

植為

190,00

0 元。 
A 
1 
4 
7 

全像 
光源 
組件 

含氦氖雷射 1 組、光

源空間調制器 6組、

雷射波長：633nm 

、輸出功率：35mW、

光束穩定度：< 0.03 

mrad、縱模空間：165 

MHz、放大倍率 10X 

及 20X、移動行程

10mm 、 解 析 度 ：

0.01mm、(含)以上之

規格 

1
組 

470,0
00 

470,00
0 

全像

光源

組件

紅光半導體雷射 1組  

光源空間調制器 6 組  

大反射鏡座 1 個  

底片架 1 個  

垂直導光鏡組 1 組  

半導體雷射：紅光 、輸

出功率：45mW  

、橫模態：TEM00、 縱

模態：單縱模、光束穩

定度：< 0.01 mrad  

、光束大小：< 1mm  

、光束發散角：< 1.2 

mrad、極化比：100:1  

、同調長度: > 3m  

、放大倍率 10X 及 20X 

、移動行程 10mm、 解析

度：0.01mm 、大反射鏡

座角度可調整(含)以上

之規格 

1
組 

641,0
00 

641,00
0 

B17 防潮

箱價格變

更， 將剩

餘款項移

至 A147 

全像光源

組件，預

估總價自

47 萬變更

為 64 萬

1,000

元，提高

設備之規

格，提高

雷射光使

用之穩定

度。 

原項目金額小計 660,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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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空設系 

案由：空設系擬變更本(102)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提請 

討論。 

說明：照案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請採購事宜。 

一、 原優先序第B29項創意成型系統CuRP採購項目，原設備降價，

故擬變更原設備單價並加購高階規格一台，兩項合計後總價

維持不變，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表6所示。 

二、 原優先序第B32項102-B32  The Leap Motion Controller動作

控制裝置採購項目，原提報規格係誤植，故擬申請變更規格，

其餘單價、總價不變，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表6所示。 

三、 本案已於102年9月12日經空設系設備採購會議決議，再送交

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視傳系變更理由對照表如附表6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請採購事宜。 

空設系變更理由對照表                 (附表6)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理由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B
2 
9 

創意 
成型 
系統 
CuRP 

1. 3D 直接建模 
(DirectModeling)
軟體。 

2. 含螢光綠材料一

捲、5 捲材料及 1
噴頭。 

2
式 

268,0
00 

268,00
0 

創意

成型

系統

CuR
P 
(B29
-1) 

1. 加工範圍 
275mm*265mm*24
0mm。 

2. 3D 專用列印軟體。

3. 3D 實體參數設計軟

體。 
4. 螢光綠材料一捲、材

料 5 捲、噴頭 1。 
5. 教育訓練。 

1
式 

190,0
00 

190,00
0 

因原設備

降價，故而

變更規格

一台原規

格及一台

較高階規

格的。 

創意

成型

系統

CuR
P 
(B29
-2) 

1. 加工範圍 140 mm 
*140 mm *140 mm。

2. 3D 專用列印軟體。

3. 螢光綠材料一捲、材

料 5 捲、噴頭 1。 
4. 教育訓練。 

1
式 

78,00
0 

78,000

B
3 
2 

102-
B32  
The 
Leap 
Motio
n 
Contr
oller

1. 體感控制裝置(10
組)。 

2. 開 發 工 具 套 件

（SDK）。 

1
式 

30,00
0 

30,000 102-
B32  
The 
Leap 
Moti
on 
Cont
rolle
r 

1. Leap Motion  手勢

控制器 。 
2. 支援的 OS 系統。 
3. 支援的編譯器與開

發環境。 
 

1
式 

30,00
0 

30,000 規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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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理由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動作 
控制 
裝置 

動作

控制

裝置

原項目金額小計 298,000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298,000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學務處擬變更本(102)年度獎補助資本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採購規格資料，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學生社團D40短焦投影機採購項目，原申請規格投影亮度：

3500流明/10000 :1(含萬用吊架、影音訊號線配置、網路關機

等裝置) 係為誤植，應為投影亮度：3000流明，故擬申請變

更規格，其餘單價、總價不變，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表7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2年10月21日經102學年度第1學期學生社團申請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置器材、設備修正審查臨時會議決議，

再送交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學務處變更理由對照表如附表7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請採購事宜。 

               學務處變更理由對照表                 (附表7)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理由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D 
4 
0 

短焦 

投影 

機 

1. 解析度：1024 x 
768 (XGA) 。 

2. 投影亮度：3500
流明/10000 :1  
(含萬用吊架、影

音訊號線配置、

網路關機等裝置) 
(含以上) 。 

1
台 

31,27
5 

31,275 短焦

投影

機 

1. 解析度：1024 x 768 

(XGA)。 

2. 投影亮度：3000 流明  

(含以上)。 

1
台 

31,27
5 

31,275 原申請規

格投影亮

度：3500

流 明  

/10000 :

1(含萬用

吊架、影

音訊號線

配置、網

路關機等

裝置) 係

為誤植，

應為投影

亮 度 ：

3000 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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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理由
優

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項目

名稱
規格 

數

量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明，故提

請更改。

原項目金額小計 31,275 變更項目金額小計 31,275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學務處擬變更本(102)年度獎補助資本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申請使用單位，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優先序第E01筆記型電腦項設備擬申請變更申請使用單位，

其變更對照及原因說明如附表8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2年10月21日經102學年度第1學期學生社團申請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置器材、設備修正審查臨時會議決議，

再送交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學務處變更理由對照表如附表8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請採購事宜。 

學務處變更理由對照表                 (附表8)  

優先

序 
項目名稱 

原申請項目 擬變更項目 
變更原因說明 

使用單位 使用單位 

E01 筆記型電腦 課指組(蒲公英課輔幼幼社) 課指組(韓國流行舞蹈社) 原申請規格投影亮

度 ： 3500 流 明  

/10000 :1(含萬用

吊架、影音訊號線

配置、網路關機等

裝置) 係為誤植，

應為投影亮度：

3000 流明，故提請

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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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臨時動議 

陸、 主席結論 

柒、 散會(17:2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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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 2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 

會議時間：102 年 11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    點：行政中心 7 樓會議室 

主    席：黃副校長 國賢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錄：廖莉娟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報告： 

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作業比照102年度模式，須先預

估獎勵補助經費預算，並於本(102)年11月30日前彙編支用計畫書報部

審核，俟教育部公布實際核定之獎勵補助款後，再據以修訂支用計畫

書。 

本次會議主要依據前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之103年度申請教育部

獎勵補助款預估額度、經常門及資本門各項目規劃金額與各系教學儀

器設備分配比例，討論獎勵補助各項支用細項內容及各教學單位設備

優先序排列等事項。 

 

參、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 

事由：提升整體採購效率報告。 

說明： 

一、 現在網路發達資訊公開，廠商為了自身利益也都會參加相關

採購法課程，各單位採購通用設備時規格明細表請參考中信

局訂定規格之規範，切勿以獨家產品規格綁標，以免遭廠商

異議或申訴，致延誤採購作業時效。 

二、 各單位填製底價建議表時，請詳述單價分析資料，以利作為

底價核定之參考。若該購案前次已開過標，但未決標，填寫

建議底價時勿高於前次開標廠商減價後之金額。 

三、 請採購部分作業流程（含請購、採購、開標、等標、合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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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履約保證作業、交貨期限及驗收…等）均需作業時間，

請各單位儘早提出請購，避免因時間緊迫，來不及結案而造

成作業上之困擾。 

四、 購買餐盒、西點請依「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或團體生

產物品及服務辦法」，優先向身障團體購買。 

五、 同質性財物請購，請請購單位併案填製請購單，以節省作業

時效。 

六、 上述事項，請各單位配合，期能有效提升整體效率。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事由：102年度經常門經費執行報告。 

說明：檢討經常門經費執行成效，第1頁【附件一】。 

附件：一、102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經常門執行情形(P.1)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會計室 

事由：102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月報表。 

說明：每月10日前依經費支用計畫書各項經費需求項目，統計累計至

上月底執行狀況，提供各相關單位參考，以便即時追蹤異常情

形，第2頁【附件二】。 

附件：二、102年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月報表(1021031)(P.2)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各系(含通識中心)代表 

事由：102年度設備採購執行進度及採購後運用情形。 

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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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規定，獎勵補助經費所稱執行完竣，指當(102)年12月31日前

應核銷完畢並付款，目前尚未執行完竣者，敬請務必加強留意

追蹤所屬採購設備執行狀況，第3頁【附件三】。 

附件：三、102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設備採購進度報告表(P.3-9)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預估經費「資本門圖書

教學媒體、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及其他節能環保相關設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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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前次專責小組會議(102/11/7)決議之「資本門」預估經費

各項分配比例及金額辦理，細項內容由各業管單位統籌規劃

後，提報本次會議討論。 

二、 資本門「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等」購置項目為電子書、視聽

資料(VCD/DVD/VOD等)及數位學習課程、西文圖書及中文

圖書等項目，經費為539萬0,251元，詳如第10頁【附件四】。 

三、 學務處規劃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共37項，經費為112

萬2,152元。另為有效經費運用，編列採購節餘款購置項目共

37項，經費為107萬7,111元，詳如第12頁【附件五】。 

四、 配合環保教育節能及校園安全設備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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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由總務處、環安中心及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統籌規劃經費為318萬5,000元，詳如第29頁【附

件六】。 

擬辦：討論通過，彙入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 

附件：四、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P.10~11) 

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P.12-28) 

六、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P.29~32) 

討論： 

環安中心：冷卻水塔(附變壓器)原編列金額為385,000元，與廠商討論

後，擬變更設備並調整金額為470,000元，故擬再增加

85,000元擬請長官同意。 

副校長：此項同意增加，並擬由學校增籌配合款支用，並請於會後再

修正設備規格，回傳企劃推展組。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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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軟體教學資源依圖書館規劃項目辦理，經費為539萬0,251元，

由獎勵補助經費支應。 

二、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依學務處規劃項目辦理，共計

D01-D36等36項，經費為112萬2,152元；為有效運用經費，

編列E01-E37等37項共107萬7,111元，作為本項節餘款購置項

目。另對於項目相同設備（如數位相機、筆記型電腦、單槍

投影機等），一律參照臺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採購標準並統

一採購，以達經費效用最大化。 

三、 配合環保教育節能及校園安全需求，由總務處、環安中心及

學務處生輔組規劃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327萬元購置相

關設備，其中300萬元維持前次會議決議，由獎勵補助經費

支應，餘27萬元則由學校增籌配合款支用。本項後續執行如

有節餘款，則併入資本門教學研究設備項目辦理。 

【提案二】 

案由：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資本門「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項目及優先序排列原則，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前次專責小組會議(102/11/7)決議之資本門「各所系科中

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支用項目預估經費，比例分配金額挑

選各單位預算編列項目，並納入獎勵補助教學研究及節餘款

採購設備，詳如第33頁【附件七】。 

二、 提報項目之優先順序排列方式，建議依序原則為：(1)提升學

生專業競爭力及團隊合作素養﹝115﹞、(2)落實專業證照化

﹝122﹞、(3)推動產業專班、校外實習與就業學程﹝123﹞、 (4)

更新教學設備及充實圖書資源﹝214﹞、(5)提升學生基本及實

務能力﹝114﹞、(6)強化學生通識知能﹝112﹞、(7)加強空間

整合及校園人文環境以創造優質校園﹝216﹞。 

擬辦：提報項目及優先序排列討論通過，彙入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

部。 

附件：七、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P.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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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凡共通性設備項目（如個人電腦、數位相機、數位講桌及單

槍投影機等）之規格、單價等內容，如無特殊需求（如專業

級特色教學設備之需），一律參照臺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採

購標準並統一採購，使不致發生相同項目與規格內容，但單

價卻差異極大之情事發生。 

二、 本項教學研究設備規劃優先序原則如下： 

1.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1)提升學生專業競爭力及團隊合作素

養﹝115﹞、(2)落實專業證照化﹝122﹞、(3)推動產業專班、

校外實習與就業學程﹝123﹞、 (4)更新教學設備及充實圖

書資源﹝214﹞、(5)提升學生基本及實務能力﹝114﹞、(6)

強化學生通識知能﹝112﹞、(7)加強空間整合及校園人文環

境以創造優質校園﹝216﹞。 

2. 學校發展重點特色領域：(1)綠色(能源)材料及技術[代碼F2]、

(2)數位生活科技[F5]、(3)文化創意、影音互動媒材設計及

整合[F6]、(4)現代化企業管理與行銷[F7]、(5)保健科技[F3]、

(6)奈米科技及光電應用[F1]、(7)微精密製造[F4]及(8)深化人

文素養與強化語言能力[F8]。 

三、 為有效整合各單位資源，請各院務必確實規劃所屬各系之

「共同實驗室」採購設備項目，以有效運用經費。 

四、 本項共計規劃優先序A1-001至A1-066項教學研究設備，所需

預算為11,907,666元，預計於102年12月初開始採購；另

A2-001至A2-102項教學研究設備，所需預算為27,837,272元，

預計於計畫核定後開始採購，所需預算共計39,744,908元，

超出預估本項教育部獎補助經費255,025元，將由學校增籌配

合款辦理。另為有效經費運用，編列節餘款購置項目B01至

B54項設備，如附件七所示。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

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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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依據前次專責小組會議(102/11/7)決議之「經常門」預估經費

各項分配比例及金額辦理，細項內容由各業管單位統籌規劃

後，提報本次會議討論。 

二、 經常門經費支用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教育部獎勵補助

款經常門經費30%以上）、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5%以內），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占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2%以上）及其他（如

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及資料庫訂閱費等）。 

三、 103年度教育部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與金額，編列如

第100頁【附件八】。 

擬辦：討論通過，彙入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 

附件：八、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P.100~P.109) 

決議： 

一、 規劃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17,220,000元用於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構，另學校自籌款4,075,000元亦規劃於本項下支

用。 

二、 規劃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561,330元作為行政人員

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支用項目。 

三、 規劃教育部獎勵補助款經常門經費110萬元作為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費支用項目，其中55萬元由服務學習中心規劃使

用於學生志工研習相關活動，另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規劃

550,000元，佔本項約11%，符合教育部規定。 

四、 同意辦理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非消耗品）

購置項目金額計119,650元，優先序排列原則依提案二決議事

項辦理。 

 

伍、 臨時動議 

陸、 主席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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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散會(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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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 102學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第 3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 

會議時間：103年 02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09時 10分 

地    點：行政中心 7樓會議室 

主    席：黃副校長 國賢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廖莉娟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報告：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額度業已公告(103/01/29)，本次會議

重點乃依獎勵補助款額度及委員審查意見修正本校支用計畫書，並於公告

後30日內函送教育部及管科會(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參、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發處 

事由：本校10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執行情形。 

說明： 

一、 本校10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已於102年12月31日規

定期限內全部執行完竣，並依規定於103年3月3日前將執行清冊函

送教育部及上傳教育部財務資訊系統。 

二、 102年執行成果概要如【附件一，第1頁】所示。 

附件：一、本校10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執行情形表(P.1)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發處 

事由：本校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額度。 

說明：依據教育部民國103年1月29日臺教技(三)字第1030015718B號函，本

校經費核定情形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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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本校102及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核定表 

                                                                  (單位：元) (表1) 

項目 103年度 102年度 備註 

(1)補助款 29,667,595  15,947,864   

(2)獎勵款 40,321,004 50,721,913   

(3)獎勵補助款>=(1)+(2) 69,988,599 66,669,777  增加 3,318,822元 

(4)自籌款  >=(3)*15% (維持 15%)10,498,290 (12%)8,018,404 
維持 102/11/19規

劃預算時決議

15%。 

(5)總經費  >=(3)+(4) 80,486,889 74,688,181  增加 5,798,708元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研發處 

事由：教育部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

見。 

說明：教育部委託管科會邀請不同領域專家學者審查本校103年度整體發

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其審查意見如【附件二，第

2~3頁】所示。 

附件：二、103年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

(P.2-3) 。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本校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比

例分配，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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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第(二)項之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包括自籌款）應

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70﹪及30﹪，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

更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 

二、 依規定學校應編列本獎勵補助經費1/10以上額度為配合款，但不限

定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之比例分配，由學校自行決定。 

三、 本專責小組於前次會議(102/11/19)規劃預算時決議，擬編列15%為

學校自籌款。 

四、 本(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規劃建議如表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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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5%）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95%） 

金額 $20,767,317 $28,224,702 $536,092 $8,900,278 $12,096,302 $9,962,198 

合計 $49,528,111 $30,958,778 

占總經費比

例 
61.53% 38.47% 

擬辦：依據決議規劃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 

決議：照案通過，依前次會議決議，規劃15%為本校自籌款，並挹注於經

常門經費$9,962,19元(95%)，用以編列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教師

薪資差額(含新聘教師、現有教師及升等教師)及電子期刊資料庫訂

閱；資本門經費$536,092元(5%)，用以編列省水設備及校園環境安

全設備。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

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經常門經費支用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占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經

常門經費30%以上)、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教育部獎勵

補助款經常門經費5%以內)，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占教育部

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2%以上)及其他(如授權年限2年以內之電

子資料庫訂閱費、增聘教師或現有教師補助等)。 

二、 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編列

如【附件三，第4頁】及【附件四，第5~10頁】所示。 

三、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明細表，如【附件五，第11頁】

所示。 

擬辦：討論通過，彙整於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 

附件：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P.4) 

四、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P.5-10) 

五、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明細表(P.11)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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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酌102年度本校獎勵補助經常門執行狀況，以及教育部核定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規劃經費$17,220,000元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項目(佔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82.01%)，另規劃學校自籌款經費

$4,043,000元於本項下支用。 

二、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原規劃獎勵補助款經費$1,100,000元，其

中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規劃經費$100,000元(佔獎勵補助經常門經

費0.48%)，其他學輔工作經費$1,000,000元(佔獎勵補助經常門經

費4.76%)，符合教育部規定。另依學輔中心再提，需增加經費

$150,000元至$200,000元，用於原住民資源及服務學習相關課程使

用，擬於自籌款中其他部分挪$200,000元使用。 

三、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經費規劃$556,930元(佔獎補助經常

門經費2.65%)，符合教育部5%以內規定。 

四、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購置項目規劃經費

為$119,650元。 

五、 其他部分規劃新聘教師薪資獎勵補助款經費$2,000,000元(佔獎勵

補助經常門經費9.53%)自籌款經費$800,000(原$1,000,000元，挪用

於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現有教師薪資自籌款經費

$2,399,198元、資料庫訂閱$2,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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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圖書館、學務處、環安中心 

案由：本校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購置「資本門圖書教學

媒體、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及其他節能環保相關設備經費」項目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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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第(四)項，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限制

如下表所示： 

(表3) 

 

 

 

 

 

 

二、 圖書館規劃之購置內容如【附件六，第12頁】，包括中文圖書、西

文圖書、電子書、視聽資料(VCD/DVD/VOD等)及數位學習課程等

項目，經費為539萬0,251元。 

三、 學務處規劃之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如【附件七，第13~22頁】，

共31項，經費為112萬2,152元。另為有效經費運用，編列採購節餘

款購置項目43項，經費為126萬0,711元。 

四、 配合環保教育節能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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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由總務處、環安中心及學務處統籌規劃經費為361萬1,800

元，並依原預算規劃分配，其中獎勵補助款經費為307萬5,708元，

餘53萬6,092元由學校增籌配合款支應，詳如【附件八，第23~25

頁】。 

     擬辦：討論通過後彙整於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 

附件：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P.12) 

           七、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P.13-22) 

           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P.23-25)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各項比例均依教育部規定，圖書軟體教學資源佔獎

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不含自籌款)11%、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項目 
應占教育部獎勵補助資本門經

費之比例原則（不含自籌款） 
業管單位 

1.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等設備 
10%以上 圖書館 

2.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2%以上 學務處 

3. 各所系科中心教學及研究設

備 
60%以上 

各院系所中心 

(研發處彙整) 

4. 其他（省水校安環保廢棄物處

理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 

總務處、環安中心 

學務處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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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2.29%。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

編列，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項提報之教學儀器設備清單乃依據本小組102.11.19會議決議辦

理，惟因教育部核定經費比預估版減少，故由原先編列之設備項

目移轉至節餘款購置項目依序調整至預算採購項目，如【附件九，

第26~87頁】所列。 

二、 為發展學校時尚展演事業學位學程，擬再新增節餘款購置項目。 

三、 配合本次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委員審查意見，備註處

標註本校統一規格購置之項目並說明特殊規格之原因。  

四、 資本門經費分配項目、金額及比例，如【附件十，第88頁】所示。 

擬辦：討論通過，彙整於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 

附件：九、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P.26- 87) 

      十、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P. 88) 

決議： 

一、 照案通過，請各單位規劃設備項目，請再次檢視設備內容是否無

誤或須再加強，並於指定時間回覆研發處，以俾後續報部事宜。 

二、 凡臺灣銀行共同契約提供之採購項目者，如無特殊原因，皆依照

本校提供之統一規格採購，同一採購項目，標註於備註欄中。 

 

伍、 臨時動議 

陸、 主席結論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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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 

崑山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第 4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民國 103 年 6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行政中心 7 樓會議室 

主    席：黃國賢副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趙怡真 

壹、 主席致詞： 

再次向各專責委員重申，並請加強向所屬單位宣導，往後規劃各項獎

補助設備時，務必依照相關規定編列，例如規格中不可有“工程＂或“施

工＂等字眼、設備單位統一等等，以免爾後為了某項設備，必須再召集各

委員開會，所以請各單位務必嚴格把關。 

貳、 業務報告（略） 

參、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發處 

事由：102學年度第3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錄(103/2/26)。 

說明：依據本校會議規範辦理。 

附件：本校102學年度第3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情形(如附表1) 

附表1：102學年度第3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 

項次 案由 決議 

第一案 103 年度教育部

整體發展獎勵補

助本校自籌款、資

本門及經常門比

例分配討論案。 

照案通過，依前次會議決議，規劃15%為本校自籌款，並挹注

於經常門經費$9,962,19元(95%)，用以編列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教師薪資差額(含新聘教師、現有教師及升等教師)及電子

期刊資料庫訂閱；資本門經費$536,092元(5%)，用以編列省水

設備及校園環境安全設備。 

第二案 103 年度教育部

整體發展獎勵補

助經常門經費支

用項目、金額與比

例討論案。 

一、參酌102年度本校獎勵補助經常門執行狀況，以及教育部

核定103年度獎勵補助款，規劃經費$17,220,000元用於改

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 ( 佔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

82.01%)，另規劃學校自籌款經費$4,043,000元於本項下

支用。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原規劃獎勵補助款經費

$1,100,000元，其中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規劃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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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 

項次 案由 決議 

$100,000元(佔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0.48%)，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1,000,000元(佔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4.76%)，符合

教育部規定。另依學輔中心再提，需增加經費$150,000
元至$200,000元，用於原住民資源及服務學習相關課程使

用，擬於自籌款中其他部分挪$200,000元使用。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經費規劃$556,930元(佔獎

補助經常門經費2.65%)，符合教育部5%以內規定。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購置項目

規劃經費為$119,650元。 

五、其他部分規劃新聘教師薪資獎勵補助款經費$2,000,000
元(佔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9.53%)自籌款經費$800,000(原
$1,000,000元，挪用於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現有教

師薪資自籌款經費$2,399,198元、資料庫訂閱$2,500,000
元。 

第三案 本校 103 年度教

育部整體發展獎

勵補助經費購置

「資本門圖書教

學媒體、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及其

他節能環保相關

設備經費」項目討

論案。 

照案通過，本案各項比例均依教育部規定，圖書軟體教學資

源佔獎勵補助款資本門經費(不含自籌款)11%、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設備佔2.29%。 

第四案 本校 103 年度教

育部整體發展獎

勵補助款「資本門

教學儀器設備」編

列討論案。 

一、照案通過，請各單位規劃設備項目，請再次檢視設備內

容是否無誤或須再加強，並於指定時間回覆研發處，以

俾後續報部事宜。 

二、凡臺灣銀行共同契約提供之採購項目者，如無特殊原

因，皆依照本校提供之統一規格採購，同一採購項目，

標註於備註欄中。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經費核定版)
審查意見，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校103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經費核定

版)審查意見暨相關單位回覆說明如附件一所示。 

二、 請各位委員參閱並提供意見，以辦理後續事宜。 

擬辦：依決議辦理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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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3年度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P.1~2) 

決議： 

一、 各單位規劃之設備請務必依照教育部規定編列，將來如有問題則

是各教學單位必須承擔的責任。 

二、 本年度各單位在規劃採購項目時，務必再提醒凡以獎勵補助經費

所購置之財物，不應該放在對外收取費用的場所，請務必小心留

意，也請總務處驗收時特別留意，以及研發處再特別宣導。 

三、 學校以獎勵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物，例如像放在實習旅館、實習

咖啡屋這些收費的場所，像原本這些場所都有對外收取服務費、

清潔費等等，那用獎補助經費買來的財物就不應該放在這類地

方，今年在編列下年度經費時會再特別提醒各單位。 

四、 有一些回覆的單位今天都沒有出席，今天沒有到的單位，將來如

有需要變更的設備，將取消他們的採購權，改由其他單位設備遞

補。 

 

【提案二】         提案單位：工學院(材料系/機械系/光電系/環工系/電子系/電機系) 

案由：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因本(工學)院共同實驗室及相關系所之迫切教學需求考量(基礎儀

器分析、基礎量測實驗教學使用)，擬變更優先序第A1-010項「基

礎電學量測設備(電機系)」採購項目，將原列於遞補設備之優先序

第B15項「快速磨釉機(材料系)」、第B38項「示波器(機械系)」、第

B39項「示波器(光電系)」、第B42項「火焰離子偵測器(環工系)」
及第B65項「示波器(電子系)」變更至本(A1-010)項優先採購，並

新增電機系乙採購項目，總金額維持不變，其變更項目對照如附

件二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3年5月14日經工學院院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二、工學院變更理由對照表(P.3~4)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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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電機系 

案由：電機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報優先序第A2-029及A2-101項「類比控制系統」之規格產品已

停產，故擬申請變更採購項目，總金額仍維持不變，其變更項目

對照如附件三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3年6月16日經電機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三、電機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5) 

討論(摘錄)： 

電機系代表：本系原本規劃的設備「類比控制系統」，因為日前採購經詢

價時發現，原本規劃的規格設備已經停產，而新規格的設備價格是原本預

算的二倍多，所以經原有預算考量下，擬變更先採購該實驗室其他也需更

新的設備。 

黃副校長：那原本規劃採購的類比控制系統不買了，如此會不會影響類比

系統實習的教學？ 

電機系代表：本來規劃買的這個設備，就是要逐步更新的，但因價格實在

差異太大，目前本系沒有足夠的預算購買新規格的設備，加上舊的目前還

堪用，所以才計畫先更新同樣是那間實驗室的其他設備，比如那間實驗室

的電腦已用了超過十年。 

黃副校長：雖然超過十年但還是可以使用，但「類比控制系統」是否對於

教學是更急需的改善的設備？ 

電機系代表：現在原有的類比控制系統功能大致都可以用，只有部份少數

幾套功能已無法使用，如果要在預算內更新的話，必須考慮全面性的更換

全套版本。 

研發處：規劃的設備與變更的項目仍應與教學直接連結為主要考量。 

黃副校長：建議仍以教學最急迫重要的為第一優先，電腦似乎不比類比控

制系統的教學需求迫切。 

決議：本案暫緩變更，請電機系再詳細評估教學需求後另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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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運休學程 

案由：運休學程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提請 討

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A1-030項「GPS心跳值偵測器」之規格誤植，其變更

項目對照如附件四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3年5月26日經運休學程學程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

小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四、運休學程變更理由對照表(P.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幼保系 

案由：幼保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等細項，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B34項「嬰兒甦醒急救模型」之報部規格已停產，新產

品因規格較優導致單價提高，故擬變更規格、單價及數量等細項

資料，其總金額仍維持不變，變更項目對照如附件五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3年6月10日經幼保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五、幼保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7) 

決議：照案通過。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主席結論(略) 

柒、 散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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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 103 學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第 1 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民國 103 年 9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行政中心 7 樓會議室 

主    席：黃副校長 國賢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趙怡真 

壹、 主席致詞： 

本校獎勵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討論的議題都攸關各單位的權益，也是經

費執行成效相當重要的一環，因此請各單位代表對於每次召開的專責會

議，都能盡可能排除萬難出席與會，請各單位（尤其本學年度是新選的代

表）務必留意，以瞭解本專責小組運作模式。 

貳、 業務報告（無） 

參、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發處 

事由：102學年度第4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紀錄(103/6/25)。 

說明：依據本校會議規範辦理。 

附件：本校102學年度第4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情形(如附表1) 

附表1：102學年度第4次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 

項次 案由 決議 

第一案 本校 103 年度教

育部整體發展獎

勵補助經費支用

計畫書(經費核定

版)審查意見，提

請 討論。 

一、各單位規劃之設備請務必依照教育部規定編列，將來如

有問題則是各教學單位必須承擔的責任。 

二、本年度各單位在規劃採購項目時，務必再提醒凡以獎勵

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物，不應該放在對外收取費用的場

所，請務必小心留意，也請總務處驗收時特別留意，以

及研發處再特別宣導。 

三、學校以獎勵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物，例如像放在實習旅

館、實習咖啡屋這些收費的場所，像原本這些場所都有

對外收取服務費、清潔費等等，那用獎補助經費買來的

財物就不應該放在這類地方，今年在編列下年度經費時

會再特別提醒各單位。 

四、有一些回覆的單位今天都沒有出席，今天沒有到的單

位，將來如有需要變更的設備，將取消他們的採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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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案由 決議 

改由其他單位設備遞補。 

第二案 擬變更 103 年度

獎勵補助資本門

設備採購項目，提

請 討論。 

照案通過。 

第三案 電 機 系 擬 變 更

103 年度獎勵補

助資本門設備採

購項目，提請 討

論。 

本案暫緩變更，請電機系再詳細評估教學需求後另案處理。 

第四案 運休學程擬變更

103 年度獎勵補

助資本門設備採

購規格，提請 討

論。 

照案通過。 

第五案 幼 保 系 擬 變 更

103 年度獎勵補

助資本門設備採

購規格等細項，提

請 討論。 

照案通過。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工學院(材料系/機械系/光電系/環工系/電子系/電機系) 

案由：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因本(工學)院共同實驗室(普通化學實驗室)之教學課程(普通化學

實驗課)有迫切之教學需求，擬變更優先序第A2-112項「網路集線

器(機械系)」採購項目，將原列於遞補設備之優先序第B40項「桌

上型酸鹼度計(工程學院各系共同實驗室-環工系管理)」變更至本

(A2-112)項優先採購，總金額維持不變，其變更項目對照如附件一

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3年7月17日經工學院院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一、工學院各系共同實驗室變更理由對照表(P.1)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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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電機系 

案由：電機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及規格，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報優先序第A2-029及A2-101項「類比控制系統」之規格產品停

產，故擬申請變更採購項目為「模組式直流伺服馬達控制發展教

學實驗器」，此項設備可替代原規劃「類比控制系統」之教學功能；

另優先序第A2-035項「示波器」之規格誤植修正，以上變更項目

後總金額仍維持不變，其變更對照如附件二所示。 

二、 本案於103年7月18日經電機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組

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二、電機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財金系 

案由：財金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B25項「全民財經檢定衝刺包」因廠商未告知該系統之

使用年限僅半年，不符資本門使用年限2年以上之規定，故擬申請

變更採購項目，其變更對照如附件三所示，總金額仍維持不變，

而原規劃之項目將另籌經費購置。 

二、 本案已於103年6月19日經財金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三、財金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3) 

討論(摘錄)： 

財金系代表：本系在規劃採購時，廠商當時是告知可使用2年以上的，但

當總務處進行採購時，廠商卻因市場改變，告知系統只能用半年，因此不

符合資本門規定，所以才提案變更為「筆記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主要提

供本系專題學生在跑數據時，能因電腦效能而增加其專題效益，另外原本

規劃的「全民財經檢定衝刺包」將另籌經費購置，以符合教學需求。 

黃副校長：請教財金系現在系上是否已有相同等級的筆記型電腦，如果足

夠提供學生使用，則不應再提出請購。 

44



 

第 4 頁 

財金系代表：本系目前的筆記型電腦設備大部份都已到將近要汱換的年

限，加上本系學生有專題研究的需求，在作研究時都需要跑大量的資料

庫、數據等，所以的確需要比較高規格的設備來支應。 

保管組代表：財金系目前已有的筆記型電腦中，有將近八成都已4~5年之

久。 

決議：同意變更項目。 

【提案四】                              提案單位：空設系 

案由：空設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等細項，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A2-080項「高階繪圖專用電腦工作站組」之部份規格

漏列，故擬增列規格內容，變更對照如附件四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3年7月24日經空設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四、空設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資管系 

案由：資管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B47項「廣播聚焦系統」之規格誤植，故擬修正規格，

其對照表如附件五所示。 

二、 本案已於103年7月7日經資管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組

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請採購程序。 

附件：五、資管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應英系 

案由：應英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 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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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優先序第A2-019項「無線麥克風組」因整併所需已另籌經費購

置，故本項擬不提出採購需求，然在維持資本門總金額不變原則

下，擬請本專責小組討論是否由遞補設備或其他單位急迫需求採

購之。 

二、 本案已於103年9月4日經應英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組

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事宜。 

附件：六、應英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6) 

決議： 

一、 應英系屬民生學院之系所，目前民生學院所屬四大學程正值本校

重點發展階段，本案決議由民生學院統籌本項經費，規劃由所屬

學程有急迫教學需求之設備規劃採購(時尚學程)。 

二、 規劃後之變更對照表如附件六所示，時尚學程因配合電腦輔助時

尚設計課程、電子商務企劃課程、展演企劃等教學課程之需，擬

規劃採購監看電視螢幕，主要配合學生實習伸展台展演活動之

需；另可攜式投影設備，主要用於學生時尚設計及企劃課程。 

【提案七】                              提案單位：企管系 

案由：企管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A2-004項「職能評鑑系統」因使用期限為一年，不符

資本門規定，故本項擬變更採購項目，其對照表如附件七所示，

變更後總金額維持不變，而原規劃之系統將另籌經費購置。 

二、 本案已於103年6月27日經企管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事宜。 

附件：七、企管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7) 

討論(摘錄)： 

企管系代表：當初規劃這個系統時的使用期限是買斷的，但經過一段時間

要實際採購時，廠商因為政策的改變，還有他們在大陸設廠策略的一致

性，所以更改為租金一年一期方式，因此提出變更採購項目，以建置本系

“雲端智慧型未來商店＂教室為主，主要提供學生電子商務、網路行銷、

ERP等課程使用，而且在招生活動上也是以此為觀摩教室。 

研發處代表：這個和前面財金系有相同問題，希望各單位以後能注意，避

免犯這類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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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代表：資本門設備使用年限至少2年以上的這項規定是最基本的標

準，犯這個錯誤很容易造成訪視委員的不良觀感，各單位在規劃時應審慎

再三確認，爾後一定要避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視訊系 

案由：視訊系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規格等細項

資料，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優先序第A2-093項「LED描圖台」因廠商價格調降，不符資本

門標準，故擬變更採購項目，原規劃則另籌經費購罝；優先序第

A2-094項「可調式帶燈翻拍台」因規格漏列致無法完整採購，故

擬修正規格及項目名稱，以完備該教學設備；優先序第B63項「影

音製作軟體」因國外軟體公司變更授權方式為逐期授權，故擬修

正採購規格，以上項目之變更理由對照表如附件八所示，其變更

後總金額維持不變。 

二、 本案已於103年9月12日經視訊系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組會

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事宜。 

附件：八、視訊系變更理由對照表(P.8) 

討論(摘錄)： 

視訊系代表：本系原規劃的「LED描圖台」因為廠商價格調降太厲害，造

成不符合資本門規定，所以擬變更為數位鏡頭組，而原本的描圖台將另外

籌措經費購置；第二項「可調式帶燈翻拍台」因為當初規格漏列，沒有把

翻拍機組最重要的相機感光元件標示上去，造成設備不完整無法使用，所

以修正規格，把完整的規格內容寫上去，這樣整組的設備才是齊全完整可

使用的；最後一項「影音製作軟體」因為國外軟體公司變更授權方式為逐

期授權，不符資本門規定，所以改買相同軟體但主要是音樂、音效編輯後

製的功能，這個部份是買斷的軟體，符合設備財產的標準。 

研發處代表：教育部有明文規定，只要是分年給付的軟體、資料庫，即使

合約期限超過2年，因為學校並未取得產權或永久授權，這類都屬於租金

性質，不符合資本門認列原則。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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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學務處擬變更103年度獎勵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規格等細項資料，

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原規劃資本門其他項目之校園安全設備，因考量需與學校原有警

監系統整合，故擬變更其規格等細項資料，以利整併新、舊系統

資源，滿足校園全面性安全維護上之需求，其變更對照表如附件

九所示，變更後總金額維持不變。 

二、 本案已於103年9月11日經學務處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組會

議審議。 

擬辦：討論通過，依規定辦理後續事宜。 

附件：九、學務處變更理由對照表(P.9-12) 

討論(摘錄)： 

學務處代表：有關原規劃的校園安全相關設備，因後來考量到需要和學校

原有的警監系統作整合，所以規格等細項資料需配合調整，以利整併新、

舊系統的資源，達到校園全面性的安全維護需求。 

黃副校長：這裡面有些修正的數量減少，這樣會不會造成校安設備無法遍

及校園?! 

學務長：其餘尚待購置部份，仍會籌措經費規劃採購。 

電機系代表：變更後規格似乎寫得太明確、太數字化，這樣很容易有綁標

的嫌疑，是否應修正為主要的、重要性規格即可。 

學務處代表：有關個人電腦和液晶電視的部份，目前有的設備等級不夠，

因此需要可以提供校安人員在校園安全維護上的監看、整合與高速資料連

線傳輸使用。 

決議：規格請再修改以符合規定，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 

案由：擬依本(103)年度各單位設備變更情形調整該單位104年度設備經費

預算，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有鑑於歷年來部份單位重複發生設備規劃上之疏失，導致採購困

難需召開會議進行變更討論案，造成行政負擔及教育部記點缺

失，故擬提出檢討方式，力求改善執行成效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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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103)年度各單位變更情形如附件十，擬請討論是否依變更情節

調整其104年度預算(建議如下表)，或有其他改善方案。 

變更情形 變更程度 調整方式 

項目變更案 大 依該項目同等金額扣減下年度

預算 
規格變更案 小 如相同問題重複發生，則依該

項目同等金額扣減下年度預算

其他特殊情形 視變更理由 每年度提出討論 

擬辦：討論通過，依決議辦理後續事宜。 

附件：十、103年度各單位變更情形對照表(P.13-14) 

討論(摘錄)： 

電機系代表：這個提案主要用意是針對未來執行效率的改善，建議是否從

未來開始執行，並且經過全校公告週知後再開始施行?! 

空設系代表：同意以這個方式來檢討改善，但也附議電機系的建議，是否

先提學校行政會議，經過全校各單位主管討論同意後，再從下年度開始實

施?! 

研發處代表：本提案藉由每年度各單位執行情形來檢討，最主要用意是希

望大家能共同省思經費規劃上的謹慎，避免再犯不必要的錯誤。 

決議：本案請研發處於學校行政會議上，以報告案方式公告各單位主管週

知後，再下(104)年度再開始實施。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主席結論 

一、 目前剛好是各單位開始規劃104年度獎補助經費預算時期，請各單位

在規劃採購軟體、系統、資料庫等，務必請廠商提供詳細報價單，

並要求註明使用年限，以確保該項是否符合資本門規定。 

二、 請電算中心、總務處採購組協助提供一般教學設備(如個人電腦、投

影機等等)的高、中、低階規格，給各單位在規劃104年度預算時有

個參考依據，也可以統一本校所提的共同項目的規格。 

柒、 散會（11:16） 

49


	附件2-1-102學年度第1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_20131107(2-19)
	附件2-2-102學年度第2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_20131116(20-27)
	附件2-3-102學年度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_20140314(28-34)
	附件2-4-102學年度第4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_1030626(35-40)
	附件2-5-＊更新＊103學年度第1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_加電機示波器(4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