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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3 年度推動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第一次) 

 

壹、時間：民國 102年 11月 20日 PM 14:30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戴謙 校長                           

肆、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陳賢真 

伍、主席致辭： 

今天邀請大家來主要是要召開獎勵補助款經費，今年獲教育部核配七

仟參佰多萬的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本校獲核配之總金額排名為第

一位，而且是連續四年於 73所私立技專院校中總金額排名第一位，謝

謝大家對於學校共同付出的努力。今年管科會受教育部委託，也於 10

月 18日至本校訪視 10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運用績效，對於訪視

意見，學校應重視並予以修正。希望大家共同努力為明年的獎勵補助

經負創造更高的績效表現，這樣才不會辜負教育部對學校的期望。 

 

陸、業務報告： 

1. 召開此次會議主要是準備提出 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

計劃書，配合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確立各項設備採購品名、

金額、數量、優先序及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相關進度。 

2. 本（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填報方式係依「預

估 102年度核配之獎補助金額」填報。原則上先依 102年度教育部

核定補助款 20,599,280 元，獎勵款經費 52,738,469 元，合計

73,337,749元之金額預估。依據此獎勵補助額度本校需配合自籌款

為 10,839,199元，佔獎勵補助款 14.78%。詳下表說明： 

103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4.78%) 

總經費 

(5)=(3)+(4) 

$20,599,280 $52,738,469 $73,337,749 $10,839,199 $ 84,17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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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

金額與比例，提請討論。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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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不含自籌款金額】） 

$42,000,000 81.81% $3,269,037 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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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00 11.10% ＄300,000 4.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不含自籌款金額】） 

$2,100,000 4.09% ＄304,486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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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424 2.99﹪ ＄3,626,476 48.35﹪ 

合計 $51,336,424 100.00% $7,499,999 100.00%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金額 $14,419,496 $36,916,928 $ 7,499,999 $6,179,784 $15,821,541 $ 3,339,200 

合計 $58,836,423 $25,340,525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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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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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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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

十。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

規定辦理。另自籌款金額之資本門、經常門之分配比例不限。 

決議： 

一、通過以上各編列項目內容項目、金額與比例。 

二、教育部將於 103年 2~3月間核定 103年度獎補助款經費。本案報

部後，將依教育部實際核定之金額調整資本門之各項經費額度及

比例。 

 

 

案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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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案及其優先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有關獎勵補助資本門項目設備，各系所及單位已事先依照單位需

求及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排列優先序。有關教學儀器設備部份，

由各院進行初審排列，再經校內審核後，提送本小組會議審議，

議訂各項分配金額及確立優先順序後，報部申請。 

二、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針對規格的標準化，初次提出時有規

格綁標、指定品牌型號等情形，經過事務組及系所單位再修正，

具體敘明所需規格及功能，避免出現特定廠牌型號資訊。另外配

合校方延長電腦使用年限為6年，也請計網中心審核是否有符合6

年為更新週期原則，確保實際購置之設備功能符合使用，以利後

續辦理採購事項。 

三、本次提報之教學設備清單除經各單位會議審議外並配合本校中長

程發展計畫、各單位發展特色及教學研究重點編列計79項，經費

為$45,269,037元，提請討論設備項目，優先順序及金額。 

 

 討論事項： 

校長 

針對電腦設備審核基制，請計中蘇主任說明一下。 

計網中心蘇主任回應： 

一、本次計網中心編列E201及208電腦開放教室預算約186萬元及更新

語言教室之電腦教室電腦約166萬元。依南臺科技大學第173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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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會議，訂定本校電腦教室更新時程以六年為周期，以避免學生

抱怨電腦老舊問題。 

二、各院專業性電腦課程所需之軟硬體由院整合及管理，並定期更新

相關設施(以六年為周期)，本次企管系、電子系及資傳系提報電

腦教室不符合 6年更新原則。 

企管系代表汪老師回應： 

一、當初 S309教室的電腦於明年 2014/7/31將屆 5年的使用年限，由

於早期的硬體規劃乃採用當時的 5 年使用年限標準規劃，因此目

前的硬體僅能使用 Window XP 作業系統。由於作業系統於近幾年

有大幅度改版，因此本系進行明年度的設備採購規劃之際，本系

教師一致建議與同意更新 S309教室的電腦，以利本系的各項電腦

相關的教學。這樣不僅可以提升教學效率也可提升本系學生的向

心力。原有 S309的舊電腦將規劃提供給本系碩士班研究室使用，

同時也會提供給本系有需求的老師，在教師研究室中作為另一部

的資料輸入設備，讓學生與老師共同合作進行技術論文的撰寫。 

二、為了配合校方延長電腦使用年限為 6 年，同時也希望作為本系主

要實習設備的電腦硬體，能在未來的 6 年使用期間都能維持一定

的執行效能。電腦設備的規格變化日新月異，目前的硬體規格最

慢每兩年都會被汰舊換新。本系因此在經費許可的範圍內，規劃

目前較為新穎且效能可以持久的設備規格，期能在採購後的 6 年

使用期間，硬體的運作效能不會因軟體的變化而有大幅的下降，

進而維持學生對設備使用的滿意度。 

電子系代表謝老師回應： 

一、電子系原本 P503 電腦教室主機並沒有淘汰，而且移至其它電腦

教室 (S609) 繼續使用。 

二、本年度 P503 更新機主要是為了要與恆逸資訊合作，開設國際認

證班 RHCE - 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課程，並作為考場而

準備。RHCE 是 Linux 最大廠商紅帽公司 (Red Hat) 所主推之專

業認證，也是教育部所認可之中、高階國際證照之一，截至目前

為止全南臺取得 RHCE 認證工程師資格的學生全部都是電子系的

學生，也是使用目前 P503 資源所訓練出來的。有鑑於近幾年學

校對高階證照要求愈來愈高，因此我們希望將 P503 教室全部翻

新，作為南臺唯一一間專業 Linux 訓練教室以利 RHCE 證照班開

課及學生取得證照。由於 RHCE 訓練教室及考照教室的要求較一

般教室高，因此必須先內部進行更新才可以進行下一步合作。 

三、除了電腦設備外，我們今年還提出一個教學廣播平臺的需求，最

主要的原因是之前的教學廣播平臺是針對 CRT 螢幕，由於目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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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清規格的 LCD 螢幕，因此在顯示上有時候會有畫面無法出來

的情況。 

四、除了 Linux 訓練外，P503 亦是每年一次奇景盃決賽場地，由於

目前 P503 電腦已略顯老態，在今年執行奇景盃時遇上一些問題，

因此為了明年能順利舉辦奇景盃，我們亦必須先進行電腦升級才

行。 

資傳系代表陳老師回應： 

一、本系 L505 教室之電腦購置於 99 年 5 月，至明年 103 年 7 月將使

用滿 4 年，因為早期購買時以一般硬體規格設置，符合當時教學

軟體之需求，且以當時 5年使用標準規劃，而本系所使用之繪圖、

3D 及剪輯軟體於這 4 年版本大幅升級，原規劃之硬體已不敷驅

動，系上學生也多次反應，因效能不足，課堂上練習受限很多，

且於課後要練習及做作業無法使用，有鑑於此，經過本系教師討

論與建議，利用明年度的設備採購，規劃更換較高規格之電腦，

以提升教學效率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因 L505現有之電腦設備尚未達使用年限，而本系新聞製播中心的

電腦過於老舊，已超過 6年使用年限，故規劃將 L505之舊電腦更

換至新聞製播中心，以促使新聞中心維持正常運作，另也規劃部

分將教師研究室較老舊之電腦做更換，以符合老師進行論文製作

的需求，也將規劃部分提供給研究生申請，做為研究與論文撰寫

使用。 

 

決 議： 

一、學校電腦設備集中採購，由計網中心統一採購規格，目前各單位

採購的電腦符合學校高階、中階、低階三種電腦及螢幕規格。各

單位執行獎補助款要統購的電腦就只能參考總務處公告的高階、

中階、低階三種規格，特殊規格就要另外提出說明。 

二、優先序針對電腦設備規格的標準化，請計網中心協助相關規格需

求明確一致，功能再補強說明。另外提報優先序有規格綁標、指

定品牌型號等請再修正以符合採購法之規定。 

三、資本門項目部份依各系所單位實際需求排列獎補助優先順序後之

金額及比例，各項比例符合教育部規定。 

四、餘照案通過，同意編列優先序共 79 項設備，總經費 45,269,037

元，符合預算經費。 

五、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共 23項設備，排序於原

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 2,949,9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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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本校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資本門圖書教學媒體」購置項目為中、日、西文圖書(含電子書)、

視聽資料等項目。 

二、圖書館提出之圖書軟體教學資源相關資料詳如附件表列。 

 

決議：圖書館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經費

全體出席代表同意圖書館規劃案，編列600萬元經費。 

 

 

案由四：本校 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金額

與比例(分資本門及經常門)，提請討論。 

說明： 

 一、學務處提出之學輔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

備），係先公告給各社團針對活動需求提出設備，經過學生自治會

及學生議會兩單位共同召開會議審查優先順序再提報到專責會

議。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經常門部份詳如下列說明。 

項目 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 

學生社團結合服務學習觀

摩暨實作訓練活動 

1.學生社團結合服務學習績優學

校觀摩。 

2.社團活動結合服務學習實作訓

練活動。 

230,000 

全國績優社團評鑑參訪觀

摩暨交流學習活動 

1.全國績優社團評鑑觀摩。 

2.績優社團學校參訪交流。 
230,000 

外聘社團專業指導老師課

程鐘點費 

聘請校外專業社團指導老師，強

化學生社團專業能力。 
140,000 

學生社團簡介設計編印 
編印學生社團簡介或手冊，提升

學生參與社團活動資訊與意願。 

150,000 

(配合款) 

改善學生事務與輔導之相

關物品 

1.改善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小型

設備。 

2.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74,188 

合           計 92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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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配合健全學生輔導機制與社團多元活動方式，同意編列學

生事務及訓輔設備約240萬元經費。 

二、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工作照案通過編列75萬元。 

三、 另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共 7項設備，排

序於原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計 362,460元。 

 

 

案由五：本校 103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需求其

他項目（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其他

永續校園綠化等）設備規格說明書，提請討論。 

  說明： 

    一、計網中心針對校園資訊安全編列機架式高階FC to SATA/SAS

磁碟陣列儲存系統及磁碟陣列儲存系統容量擴充兩項設備

約216萬元。主要為擴充雲端服務之儲存空間，可容納更多

的雲端虛擬主機，並以SSD硬碟加速雲端虛擬主機的存取速

度。儲存空間備援主機作業系統版本至8.0以上，並提昇可

用度、提高I/O效能。 

    二、總務處針對校園安全『女廁緊急求救系統及整合監視器畫面

至校安中心』編列255萬4仟元。主要為強化女生廁所緊急事

故處理時間，將原本只有單純對話系統提升為具備影像系統，

在緊急事故時更能掌握現場狀況，以維護師生安全。另更新

監視器主機，將畫面連至校安中心監看，強化事故預警能力，

增進事故處理效率，提升校園安全。 

    三、總務處針對校園安全『H2緊急求救系統及消防發報系統建置』

編列44萬6仟元。用以強化女生廁所安全，預防學生在電梯

中被困事件發生，減少火災災害，提升事故發生應變時間，

以維護師生及校園安全。 

討論事項： 

  圖書館館長： 

圖書館內之廁所有設置呼救系統，是否會和這套系統做連結。 

總務長： 

因為各棟呼救系統可以直接傳達到總務處值班處，是兩套系

統並未做連結。本項校園安全緊急呼救裝置會結合校安中心

及總務處監控主機，在遠端有緊急狀況可以有呼救器及影像

單向傳輸。目前規劃各棟約 20個點。預計設置在前後門或各

辦公室，遇到狀況可及時傳達到校安中心及總務處值班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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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為滿足數位教學、多媒體教學及雲端運算研究等教學研究高速傳

輸需求及維護師生校園安全。通過本項提案規劃。 
 

 

案由六：本校 103年度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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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師資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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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經

常門經費5%以內)，及其他(如增聘教師或現有教師補助等)。 

二、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業經參

酌102年度實際執行情況，編列如附件表列。 

三、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編列比例達75.22%，高於教育部規定30%以上，

另外行政人員研習近年有反應不要編列太高（占經常門經費5%以

內）。 

 

決   議： 

    一、照案通過，各項經費編列皆符合教育部經常門比例規定。 

    二、請各單位將本學年度要舉辦之研討會送至人事室彙整，未來將依

據各單位之申請來審核。希望各單位除了運用獎勵補助款經費舉

辦研討費，尚能向外爭取其他經費來源。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 

 

   一、電腦設備集中管理請計中主任結合學校現有電腦再做規劃統籌。 

   二、編列之預算請吳副校長會同相關單位再檢討修正規劃。 

   三、其餘案由各單位依規定提出申請。今日會議到此結束。 

 

 

拾、散會。（PM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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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3 年度推動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第二次) 

 

壹、時間：民國 103年 3月 12日 AM 10:00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戴謙 校長                           

肆、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陳賢真 

伍、主席致辭： 

今天邀請大家來主要是要召開獎勵補助款經費，今年獲教育部核配七

仟陸佰多萬的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本校獲核配之總金額排名為第

一位，而且是連續五年於 73所私立技專院校中總金額排名第一位，謝

謝大家對於學校共同付出的努力。希望大家共同努力為明年的獎勵補

助經負創造更高的績效表現，本校的學生數、師資等基本數量能高，

補助經費相對高，在與同儕學校互評比較下，本校應該隨時警剔，注

意量能提昇，並善盡獎勵補助經費資源運用，這樣才不會辜負教育部

對學校的期望。 

 

陸、業務報告： 

會計室主任： 

1.本校於 1 月 29 日接獲教育部核定本年度「103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補助經費 30,803,801 元及獎勵經費

45,342,771 元，共計 76,146,572 元。於 73 所私立技專院校中，本

校獲核配之總金額排名為第一位。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感謝全校各

單位的同仁和本委員會全體委員的鼎力協助，讓本校有卓越的成果表

現。 

2.上次(102/11/20)開會討論之經費支用總經費為 84,176,948元。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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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重點乃依教育部核定 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修正本校支用計畫書，並於文到後 30日內函送教育部。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

書面審查意見，提請 討論。 

  說明：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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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審查意見及各單位回覆說明如附件資料所示，請各位委員參閱並

提供意見。 

  決議： 

一、請各院院長針對各系欲達成目標及規劃未來年度發展策略經費規

劃，內容要充份結合各系資本門獎補助運用，並能與學校中長程

計畫具體連結。 

二、針對本校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之審查，依審查委員的意見，擬聘

請校外委員擔任審查委員，請教務處規劃相關作法並修正本校「獎

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執行要點」。 

三、有關證照取得總張數方面， 101年較 100年明顯下降，本校應重

視此警訊，請教發中心留意並加以改善。 

 

案由二：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支用規劃，提請討論。 

103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 

(1) 

獎勵款 

(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5%) 

總經費 

(5)=(3)+(4) 

$30,803,801  $45,342,771  $76,146,572  $11,421,825  $87,568,397  

 
 
 
 
 
 
 
 
 

項目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金額 $21,562,661  $31,739,939  $8,925,272  $9,241,140  $13,602,832  $2,496,553  

合計 $62,227,872  $25,340,525  

占總經費 

比例 
7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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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教育部實際核定之金額調整各項經費額度及比例。資本門與經

常門之分配規劃如上表。 

二、依教育部規定，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前段經常門預算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不得高

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

規定辦理。 

三、應編列自籌款為 10﹪以上，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決 議：依教育部規定，學校須提撥獎補助款之 10％以上為自籌款。依

據此獎勵補助經費本校配合自籌款為 11,421,825 元，佔獎勵補

助款 15.00%，整體執行經費總計新台幣 87,568,397元。依決議

規劃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 

 

案由三：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提請討論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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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不含自籌款金額】） 

$43,716,176 82.02% $4,957,210 55.54% 詳說明及附表四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經 10﹪ 

【不含自籌款金額】） 

$5,950,000 11.16% $250,000 2.80% 

提報之資本門設備

乃依據 102.11.20

召開 103年度推動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

體發展經費第一次

專責小組會議決議

通過，無變動。 

(詳附表五~七)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

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2﹪ 

【不含自籌款金額】） 

$2,100,000 3.94% $304,486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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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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424 2.88% $3,413,576 38.25% 

提報之資本門設備

乃依據 102.11.20

召開 103年度推動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

體發展經費第一次

專責小組會議決議

通過，無變動。 

(詳附表八) 

合計 $53,302,600 100.00% $8,925,272 100.00% 
 

 

說 明： 

   一、提報之資本門設備優先序乃依據 102年 11月 20日專責小組會議決

議辦理(預估核定資本門 51,336,424元、自籌款 7,499,999 元)，

惟因教育部核定額度較上年度增加，擬追加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補助及配合款金額，其餘不變動。 

二、依教育部規定，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研究設備至少佔資本門 60％；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達 10％；學生事務與輔導設備應達 2％；另加強省水器

材與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等。 

   三、針對各系教學及研究設備提報電腦更新(詳附件資料)，請各系應撙

節預算，應依其可用度來評量，不以年為依據而作為參考時限。電

腦更新將每年提檢討呈核。 

   四、調整後各項比例符合教育部規定。 

五、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標餘款購置項目，排序於原列標餘款購置項

目之後。 

六、103 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經費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尚未發生債務

或契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用，其已發生之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

(係指已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驗收完成並做應付傳票)，應於次年一

月十五日截止支付。 

 

討論事項： 

  校  長： 

經費有沒有用在刀口上。不要讓經費分配大者衡大，有大系小系之

分。讓資源能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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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電腦設備績制的評估，部份系所申請數量過多，是否規劃更

新，目前學校政策請計網中心集中管理結合學校現有電腦再做規劃

統籌有無落實。 

  計中主任回應： 

       目前電腦設備針對全校共同使用部份(普通教室)係由計網中心統

一管理，如附表四優先序8編列的66台，置於計中電腦教室統一管

理。專業教室部份仍由系所專業使用規劃。這部份會再與各院及計

網中心加強溝通，使資源做最有效利用。 

   校   長： 

       針對專業特殊型的電腦部份，還是由系所自行管理，但要有審核機

制，而不是像現在任由各系所提出需求，要有整體性規劃，應依其

可用度來評量，不以年為依據而作為參考時限。 

 

   行政副校長： 

       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要點(草

案)，針對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學校自訂含各質與量的績效指標，

並建立管考機制)占辦學特色36%，列入評分項目。請各院、系針對

資本門採購設備與中長程發展計畫之間的關聯性，要能接軌呈現特

色。 

 

決 議： 

   一、支用計畫書各項採購設備規格應具體敘明，不應綁定廠牌、型號，

部分預計採購項目之規格說明出現特定廠牌型號資訊，應以同等品

字樣說明。 

二、支用計畫各項設備規格說明書的表頭"附錄頁次"一欄，直接改成中

長程頁次，可明確對應學校各項採購符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三、每季召開經費管考會議，針對各項經費執行項目進度追蹤管考。 

四、請總務處針對校內採購流程製定標準 SOP作業程序，於 3月底前提

具體要領及流程呈核，避免各單位重複犯相同的缺失，降低退件率。 

 

 

案由四：本校 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 

比例，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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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提報之經常門經費乃依據102年11月20日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預估核定經常門 22,001,325元、自籌款3,339,200元)，惟因教育

部核定額度較上年度增加，擬調整其他項目-資料庫訂閱費補助款

及配合款金額，其餘不變動。 

   二、調整後各項比例符合教育部規定。 

   三、本校近三年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經費均投入約1660多萬元，在經常

門經費規劃與運用上，仍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經費為優

先考量。 

決 議： 

   一、規劃案中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相對於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        

比率已達72.45%。 

   二、請人事室依技職校院列五名學校，針對獎勵補助經常門支用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與其他(新聘、現有教師薪資)支用金額與比例做各項

分析比較，提報呈核。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略 

 

 

拾、散會。（AM 11：50） 

 

 

 

 

 

 

 

 

 

 

 

16



※附件資料 

◎１０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書面審

查意見各單位回覆意見。 

審查意見【02】南臺科技大學 回覆意見 

1. 學校預估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為

NT$73,337,749 元 ， 自 籌 款 預 計 編列

NT$10,839,199 元（約占 14.78%），總計

NT$84,176,948 元，經、資門獎勵補助款分

別占總預算 30%、70%，其中有關總經費之規

劃與運用： 

(1) 經常門經費主要用於研究、研習（研討

會），分別占經常門經費 14.21%、18.94%，

著作獎勵編列 NT$950,000 元，約占經常門

3.75%，顯示學校雖重視研究投入，但其產

出成果仍有提升空間。另新聘教師薪資與現

有教師薪資（係支用於現任教師升等改聘後

之薪資差額）及資料庫訂閱費合計約占

28.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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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約占經常門經費 

65.31%，略有助於提升教學士氣、改善師資

結構及教學成效。另以比例結構觀之，研究

與著作成果獎助約占 17.96%（研究 14.21%+

著作 3.75%），教師成長方面約占 22.89%（研

習 18.94%+進修 0%+升等送審 3.95%），教學

改善方面約占 24.47%（改進教學 16.57%+編

纂教材 6.71%+製作教具 1.18%）。就整體經

費配置而言，主要著重於教學成效提升，大

致能與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產業最佳合作

夥伴」之定位相符。 

 

(3) 資本門經費規劃主要依 103 年度發展

重點及方向，購置實習、實務及技能養成之

實驗室軟硬體設施。整體看來，應有助於增

進學生實作能力與學習成效，並產生建立特

色之效益。 

回應第(1)點 

委員從經費預算編列對本校在研究部分投

入比例，與著作獎勵僅編列 95 萬元，就產

出而言似乎未見應有之績效，提出建議。此

乃 101 年起教育部推動[延攬及留住大專校

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及國科會補

助特殊優秀人才等獎勵案，本校配合訂定相

關獎勵辦法[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秉持

教師研究績效不重複獎勵原則，獎勵辦法中

規定[凡經由本辦法獲獎勵之教師，不得再

以受獎期間產出之期刊論文、研究計畫、產

學合作計畫請領校內其他獎勵]，因而衝擊

教師申請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之著作及

其他有關獎勵案，雖然本校 99-101 年教師

發表在期刊論文篇數從 370 篇上升至 430

篇，平均每年增加 30 篇，但著作獎勵申請

案卻從 100年編列執行 210萬元之獎勵金至

102 年申請之獎勵金約剩 110 萬，每年減少

約 50 萬，故在經費編列也依現況適度調降。 

新聘教師薪資與現有教師薪資（係支用於現

任教師升等改聘後之薪資差額）及資料庫訂

閱費合計約占 28.67%，其中新聘教師薪資與

現有教師薪資僅占 9%，然資料庫訂閱費合計

雖占 19.67%，但其對提升教師研發或研究等

專業成長仍有相對之助益，感謝委員提醒，

本校在經常門經費規劃與運用上，仍以「改

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經費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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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02】南臺科技大學 回覆意見 

2.學校對於獎勵補助經費分配訂有相關核

配機制，經費分配程序係由下而上，由使用

單位提出需求，經儀器設備採購與管理委員

會審議是否符合系所發展特色，再提支用計

畫書經專責小組審議是否符合校務發展中

長程規劃。資本門購置項目雖可連結至中長

程發展計畫相關頁碼，惟與系所中長程發展

計畫之間的關聯性則較為薄弱，可再設法補

強。  

擬增列委員之意見，加強各教學單位資本門

購置項目與系所中長程發展計畫之間的關

聯性與未來年度經費運用的規劃，納入本校

新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規劃方向。 

3.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結合 SWOT 分析，規

劃發展策略，學校並根據未來學生來源預

估，進行未來 4年的財務規劃，以作為未來

發展參考。然鑑於少子化、技職教育發展隱

憂及經濟不景氣可能帶來的校務經營衝

擊，建議學校可思考發展不同學生來源的可

能情境，審慎規劃財務，結合校務發展規劃

與系所特色發展，以更完善因應未來可能面

臨的多方面挑戰。  

感謝委員提醒，擬請相關單位針對不同學生

來源的可能情境，審慎規劃財務，並將委員

之意見，納入本校新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規劃

方向。 

4.學校已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設置內部稽核人

員，實際執行稽核業務時，宜請留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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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目及第 8目規定，確保內部稽核之獨立性

與客觀性。  

感謝委員提醒，本校依規定辦理。 

5.有關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之審查，係由各

院及通識中心分別推薦助理教授以上專任

教師 3 人，教務處彙整呈校長遴選 7 人組

成審查委員會。建議可考量適度導入外審機

制（如審查小組納入部分外審委員，或由校

外委員先行審查等方式），以更符合公平、

客觀原則。 

教務處課務組將依委員意見，聘請校外委員

擔任審查委員。相關作法將修正於本校的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執行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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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02】南臺科技大學 回覆意見 

 6. 99~101年度，產學研究之執行成效與金

額、專利通過件數、競賽獲獎件數等，成果

優異且有顯著成長；惟證照取得總張數方

面， 101 年較 100 年明顯下降，此一發展

是否為一警訊，學校宜加以留意。 

 

本校長期以來以多元機制，協助學生取得專

業證照，含開設證照輔導課程、提供證照獎

勵、及訂定專業證照畢業門檻等，使學生取

得證照數能逐持續逐年提升，並於 100年度

達一高峰點。惟 101年度有下降之現象，本

校已進行多次檢討，並列為重要改進事項。

為此，本校已規劃重新修訂獎勵辦法，強化

學生專業證證與未來就業之相關性，從鼓勵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中，引導學生之專業技能

發展與就業緊密結合。 

 

 

◎超過六年電腦教室更新情形。（已編列於103年獎補助款） 

年份 系所 教室編號 規格配備 數量 購買日期 

94 電機系 B304 ASUS_P43.0/80GBHD/512MBRAM\ 41 2005/12/1 

96 國企系 S509 ASUA AS-D772另含還原卡 42 2007/9/1 

96 資工系 C301 AS-D792 Intel Core 2 Quad Q6600 57 2007/12/1 

96 電子系 P203 ASUS AS-D772 64 2007/10/24 

96 語言中心 S311 
另含耳機麥克風擴充槽 IBM 

MT-M8327-DG9 
62 2007/5/30 

96 應用英語系 N406407 
Think Centre A53/INTEL Celeron 

3.2GHz 
36 2007/3/30 

97 行流系 T214 ASUS D762/120GHD/512MBRAM 40 2008/3/7 

97 

計網中心 

E0201 
CPU：E4500 2.2G RAM：1.5GB HDD：

165GB 
28 2008/5/20 

97 E0208 
CPU：E4500 2.2G RAM：1.5GB HDD：

165GB 
33 2008/5/20 

97 財金系 S409 ASUS AS-D560 Intel Core 2 Duo E4600 67 2008/5/15 

97 會資系 L508 ASUS AS-D777 含還原卡 60 2008/12/1 

97 應用英語系 N305 Lenovo_Intel Core 2 Dual 1.86GHz 58 2008/5/6 

19



20



103 年度南臺科技大學 

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 

壹、時間：民國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PM 2:00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L007） 

參、主席：戴謙   校長                   

肆、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陳賢真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 

    會計室主任： 

     召開本次會議主要是要討論部份單位申請項目變更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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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
第 5 點之規定，在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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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需

報教育部核准。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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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 討論。 

說明：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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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書審查意見如附件一所示，請各位委員參閱並提供意見，以辦

理後續事宜。 

決議： 

一、針對相同採購品項，其預估金額或規格說明之合理性宜再加強注

意，請各單位於規劃時應加強設備屬性及規格之說明。日後各單

位提列資本門項目時，請各單位務必將「規格」說明完整，未能

配合之單位請業務單位予以退回並補充完整時才收件，避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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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之缺失。 

二、針對審查意見第8點【附表四-1】優先序#17「智能旅館鎖

系統」，擬刪除工程名稱。 

     三、針對校園安全設備「H2緊急求救系統及消防發報系統建置」

所列規格已做詳細規格補充，如附件二所示。另本校針對

一佰萬元以上之採購案，經動支校長簽核完後須再送貴儀

小組審核規格。 

四、本案依各單位所回覆內容辦理及調整各項表單，依決議辦

理後續事宜。 

  

案由二：行流系擬變更本(103)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行流系） 
  說明： 
    一、行流系林志鴻老師所提出的資本門教學研究設備『物流雲端

資訊整合資料庫』，原訂以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購買，因廠商

仍在修改此軟體功能，無法確定能如期於 12月底交貨及驗

收，為免影響獎勵補助款執行成效，因此改由學校經費支應，

以滿足設備規格之規範。 

    二、該軟體目前已開發功能:  

(1)支援單台伺服器上多種資料庫運作，仍可監控。如一台伺服

器上同時運作 SQL Server 2000及 SQL Server 2005。 

(2)本機代理程式(Agent)支援網路斷線時可持續監控；網路恢

復後，該段時間的監控記錄同步至收集監控記錄的設備中，

且 Agent保存監控記錄的容量可自行設定。 

(3)需協助物流車隊管理功能與模組開發。 

     尚未開發完成的功能: 

(1)需有管理介面，提供，「角色分權管理」之功能。 

(2)管理介面之操作需紀錄，如使用者登入、登出、修改政策、

設定報表等操作。 

(3)依據個別帳號(OS/OB User)的本機操作及遠端操作，設定不

同的監控條件。 

(4)可紀錄資料庫傳回前台應用程式的資料(Response Data)，

並可選擇需要紀錄的欄位。 

     目前尚有多項功能還在開發中，無法於 12月底前完成，將此軟

體交貨驗收期限展延至 104年 5~6月，以確保功能完整性。 

三、本案已於 103年 10月 17日經行流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

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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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為使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能發揮最大功效，通過上述提出之變更申

請。 

 
案由三：餐旅系擬變更本(103)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採購項目，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餐旅系） 
  說明： 
    一、餐旅系 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所提出的資本門教學研究設備

優先序 96#全自動洗碗機與高溫殺菌機，因本學期飲料調製乙級訓練

班報名學生人數未達開班人數，因而取消開班，故該設備暫無急迫性，

擬建議暫緩執行。 

二、本案已於 103年 10月 1日經餐旅系系務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

小組會議審議。 

決議：為使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能發揮最大功效，通過上述提出之變更申

請。 
 
 
案由四：學務處擬變更(103)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採購，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學務處原編列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56項優先序及標餘款 7項

採購案，依計劃執行 55項設備採購及標餘款 5項採購案金額共計

2,436,680元。 

二、其中編列優先序#47單車組，因今年單車社招生不佳，購買該設

備後無法有效運用且社團空間有限無法妥善存放，待社團內外部

問題解決後再提出社團相關設備申請，故擬不執行。 

三、上述變更案於 103年 6月 4 日經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社團審

議小組會議第 1次臨時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決議：通過上述提出之變更申請。 

 

案由五：學務處擬變更(103)年度獎勵補助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採購細

項，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學務處原編列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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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優先序採購案，依計劃執行 15項採購金額共計 362,800元。 

二、其中優先序#11伸展彈力帶為進口品，因社團人數不多，訂購數

量無法達到廠商出貨標準，且該設備為特殊運動用品，不能單獨

出貨，故擬不執行。 

三、上述變更案於 103年 6月 4 日經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社團審

議小組會議第 1次臨時會議決議，再送交本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決議：通過上述提出之變更申請。 

 

 

案由六： 103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修正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

提請討論。（詳附件變更對照表。）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103 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原編列

16,550,000 元，占經常門比例 72.45％。執行至 103.10.09 止，已

執行 13,408,947 元（執行率 81%），目前尚有「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及「研究-專利展品」等項目預定 10 月底召開相關審查會審

核通過發放。配合相關規定、辦法修訂及實際執行後，變更計劃編

列，變更內容詳列如附件三。 

 二、在預算總金額不變情形下，經常門經費支用各項目依實際執行後，

如無法達到原編列預算時，預算剩餘金額將調整至其他[教師薪資]

項下。 

決議：依決議照案通過經常門經費支用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各項調整。

各項經費編列皆符合教育部經常門比例規定。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略 
 
 
拾、散會  ( PM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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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改進意見

3
行銷決策

軟體

1.具備分析2種(含)以上

市場和3種(含)以上產

品的企業模擬經營功

能

2.具行銷決策功能，決

策項目包含:銷售計

畫、生產計劃、人事

計劃、財務計畫

    1 套   180,000    180,000 行流系

4
決策分析

系統軟體

1.提供AHP(層次分析)

等決策分析功能。

2.可以結合微軟Project

軟體。

3.可結合資料庫。

4.可安裝在電腦教室最

少25部PC。

    1 套     70,000      70,000 行流系

12 吊鈸

20”、ZILDJIAN

專業樂團型、交貨時

審原廠出廠證明

    1 面     23,000      23,000 國樂社

19 還原電窯

1.可使用內徑：寬

30CM，高37，深

40CM。2.測開式，省

能源陶瓷纖維爐門。3.

瑞典KANTHAL

APM4.0mm頂級電熱

線。5.日本ISOLITE

1400℃斷熱磚。6.德國

進口高溫瓷管+懸吊式

電熱。7.開門自動斷電

保護裝置。8.頂級粉末

塗裝烤漆表面。9.單向

，電壓220V，電流

30A。10.還原瓦斯管系

統。11.全自動排氣管

系統。12.兩組八段自

動程式控溫。13.還

原、氧化選擇系統。

14.爐頂採用s304防鏽

不鏽鋼板。

1    台 70,000         70,000 陶瓷藝術社

3 打擊樂器

含高音手鑼(20.5CM)

小京鈸(15CM),虎音鑼

(33CM)高音低梆子,武

漢響銅製附鑼槌

    1 套     13,000      13,000 國樂社

支用計畫書

附件一. 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助補助經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

2. 【附表四】優先序#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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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委員提醒，優先

序#3、4…等軟體其授

權使用年限皆在2 年以

上，本校均依相關規

定辦理，歸類於資本

門無誤。

3. 部分預計採購項目之規

格說明出現特定廠牌型號

資訊，且無允許同等品字

樣，如：【附表七】優先

序#12、19…等。建議宜

依採購標的之功能或效益

訂定規格條件，避免規格

過於僵硬而缺乏彈性。

1.謝謝委員指教，本校

將注意申請採購項目

之規格說明表述(或允

許同等品字樣)。

2.爾後將持續輔導需求

社團學生代表，續依

採購標的之功能或效

益訂定相關規格條件

，避免規格列舉過於

僵硬而缺乏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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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改進意見

19 還原電窯

1.可使用內徑：寬30CM

，高37，深40CM。2.測

開式，省能源陶瓷纖維

爐門。3.瑞典KANTHAL

APM4.0mm頂級電熱線。

5.日本ISOLITE 1400℃斷

熱磚。6.德國進口高溫瓷

管+懸吊式電熱。7.開門

自動斷電保護裝置。8.頂

級粉末塗裝烤漆表面。9.

單向，電壓220V，電流

30A。10.還原瓦斯管系

統。11.全自動排氣管系

統。12.兩組八段自動程

式控溫。13.還原、氧化

選擇系統。14.爐頂採用

s304防鏽不鏽鋼板。

1    台 70,000         70,000 陶瓷藝術社

20

2HP四軸

真空式練

土機

1.出土口徑：80mm。2.傳

動馬達：2HP、單相／三

相、220V、60HZ。3.真

空幫浦：1/2HP、單相／

三相、220V、60HZ。4.

出土量：約250KG/H。5.

軸心：四軸心、葉片厚

度6mm。6.真空室：主真

空室及副真空室共計3

處。7.特性：  (1)長時間

沒有進土時，真空不

破。  (2)土心緊實。  (3)

本機種最適合安裝模具

    1 台 90,000         90,000 陶瓷藝術社

64路高畫質NVR數位

錄影主機
 1 組     78,000      78,000

高畫質戶外型紅外線

網路攝影機
3    組 6,400      19,200    

攝影機組 16埠

10/100M集線交換器
 3 組     38,600 115,800  

讀卡機及磁力鎖組  1 組     26,000      26,000

讀卡機及磁力鎖組  8 組     17,000    136,000

門禁管制系統主機  1 組     29,000      29,000

消防無線發射警報系

統
 1 組     42,000      42,000

17
智能旅館

鎖系統

感應式旅館系統，含

機械鑰匙、製卡機、

感應卡、擷取記憶

卡、software for Hotel

use及系統安裝等工

程。

   14 組     20,000    280,000 餐旅系

8. 依教育部102.2.8 臺教

技(三)字第1020023625 號

函，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

支用於工程款項，各類請

採購、標案、財產登錄、

會計項目及憑證等相關文

件均不得出現「工程」字

樣；經查發現【附表四-

1】優先序#17「智能旅館

鎖系統」，其規格說明包

含「工程」之描述

內容，恐不甚妥適。

感謝委員建議，已將

規格部分進行修正

為：

感應式旅館系統，含

機械鑰匙、製卡機、

感應卡、擷取記憶

卡、旅館使用軟體及

系統等設備。

6. 【附表七】優先序#3

「打擊樂器」似包含部分

可單獨使用之細項設備，

如：高音手鑼、小京鈸、

虎音鑼…等，是否屬於

「整組設備（需整組搭

配方能使用之設備）」

，有待進一步釐清與確

認；另優先序#19、20…

等亦為類似情形。

謝謝委員指教。本項

器材係採購整套打擊

樂器，因應樂曲演奏

之需，將數個大小不

一、不同音高的樂器

組合起來，俾利同時

進行演奏運用，皆是

以打擊樂器見長，故

是屬於「整組設備（

需整組搭配方能使用

之設備）」。

支用計畫書

7. 【附表八】優先序#5

部分物品預估單未達1 萬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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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物品變更為

正確歸類後，並請留意調

整後之各項支用比例是否

仍符合要點規定。

感謝委員建議，已針

對預估單價未達1 萬元

之物品規格再修正，

符合資本門認列原

則。（單價1 萬元以上

且耐用年限在2 年以

上）。詳變更項目對

照表。

5 校園安全設備

H2緊急

求救系統

及消防發

報系統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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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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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網路連線錄影主機 20 組   24,000     480,000 全校 網路連線錄影主機 20 組   24,000     480,000 全校

女廁緊急求救雙向

影音監控伺服器
27 組 50,000    1,350,000 全校

女廁緊急求救雙向

影音監控伺服器
27 組 50,000    1,350,000 全校

廁所緊急呼救錄影

錄音裝置雙向語音
4 組   75,000     300,000 全校

廁所緊急呼救錄影

錄音裝置雙向語音
4 組   75,000     300,000 全校

紅外線攝影機 27 組   14,000     378,000 全校 紅外線攝影機 27 組   14,000     378,000 全校

4
監視器拉至校安

中心系統建置
整合系統程式軟體 1 組   46,000       46,000 全校 整合系統程式軟體 1 組   46,000       46,000 全校

64路高畫質NVR數位

錄影主機
1 組   78,000       78,000 H2棟

64路高畫質NVR數

位錄影主機
1 組   78,000       78,000 H2棟

高畫質戶外型紅外

線網路攝影機
3 組 6,400    19,200      H2棟

攝影機組

16埠10/100M集線交

換器

3 組   38,600 115,800    H2棟

讀卡機及磁力鎖組 1 組   26,000       26,000 H2棟 讀卡機及磁力鎖組 1 組   26,000       26,000 H2棟

讀卡機及磁力鎖組 8 組   17,000     136,000 H2棟 讀卡機及磁力鎖組 8 組   17,000     136,000 H2棟

門禁管制系統主機 1 組   29,000       29,000 H2棟 門禁管制系統主機 1 組   29,000       29,000 H2棟

消防無線發射警報

系統
1 組   42,000       42,000 H2棟

消防無線發射警報

系統
1 組   42,000       42,000 H2棟

  3,000,000   3,000,000

 135,000

103年度獎補助經費變更項目對照表

整合女廁緊急

求救系統及監

視器拉至校安

中心

攝影機組

16埠10/100M集線交

換器(含紅外線網路

攝影機、戶外型紅

外線網路攝影機)

3 組  45,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學校名稱：南台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H2棟

依審查意見修

正規格。

4

H2緊急求救系

統及消防發報

系統建置

3
整合女廁緊急求

救系統

5

H2緊急求救系統

及消防發報系統

建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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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修正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至 103.10.09 

內容說明 修正前 修正後 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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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0 1,700,000 - 

製作教具 300,000 100,000 - 

改進教學 4,200,000 4,400,000 3,942,840 

研究 3,600,000 3,750,000 2,818,239 

研習 

(研討會) 
3,000,000 2,700,000 2,664,000 

研習 

(出差) 
1,800,000 1,600,000 1,533,705 

著作 950,000 1,400,000 1,385,500 

升等送審 1,000,000 900,000 664,000 

小  計 16,550,000 16,550,000 13,00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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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 750,000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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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500,000 265,789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74,188 180,000 181,896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1,566,337       2,360,525 依經常門其他項目

實際執行數調整 

現有教師薪資 700,000    0 

資料庫訂閱費 

(1年期) 
5,000,000 5,000,000 

6,244,118 

依實際執行金額,

餘列學校配合款 

小計 7,266,337 7,360,525 
 

總        計 25,340,525 25,3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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