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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103 年度 

目   錄 
年度 次數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主題 

103 第 1 次 102.11.19 103 年度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第

1 次會議 

1. 本校申請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

助整體發展經費案。 

2. 本校申請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

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分配

案。 

3.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

展經費之資本門經費優先序案。 

4. 本校申請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

助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

案。 

103 第 2 次 103.03.13 103 年度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第

2 次會議 

1.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

展經費核配修正案。 

2. 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

體發展經費之【資本門】分配規劃

案。 

3. 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

體發展經費之【經常門】分配案。 

103 第 3 次 103.06.30 103 年度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第

3 次會議 

1.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

展經費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

變更案。 



年度 次數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主題 

103 第 4 次 103.10.02 103 年度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第

4 次會議 

1.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

展經費之資本門經費執行標餘款

分配案。 

2.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

展經費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

變更案。 

103 第 5 次 103.11.11 103 年度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第

5 次會議 

1.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

展經費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

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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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90年 08月 29日行政會議制定 

92年 09月 22日行政會議修正 

93年 02月 23日行政會議修正 

95年 02月 27日行政會議修正 

97年 09月 15日行政會議修正 

97年 10月 27日行政會議修正 

97年 12月 22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二條 

99年 07月 19日行政會議修正；99年 08月 01日正式實施 

100年 12月 26日行政會議修正 

101年 07月 16日行政會議修正 

102年 09月 02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以下簡稱獎勵補助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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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吳鳳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

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專責小組）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圖資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各系(所)代表各一名組成。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內控稽核人員。

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總務長為執行秘書。 

三、本專責小組每學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各系(所)專責小組代表由各學術單位於每年經系(所)務會議推選產生，小組代表

任期一年(曆年度)。 

五、本專責小組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本專責小組成員應出席會議，因公無法出席會議時可委

請他人代理，但代理人員不具表決權。 

六、本專責小組職掌如下： 

（一）審查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申請案，彙編支用計畫書報部。 

（二）審查各單位獎勵補助經費分配案。 

（三）審查因故變更採購案。 

（四）審查其它與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有關的提案。 

（五）監督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成效，並彙整執行清冊經會簽內控稽核人員後

與會計師查核報告報部。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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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蘇校長銘宏 任期：103.01.01~103.01.31

單　位 職　稱 單位代表 備註 職　稱 單位代表 備註

副校長室 副校長 盧維新 當然委員 光電所
教師代表
副教授

劉彥君 推選委員

秘書室
主任秘
書

林文江 當然委員
消防系
(所)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麥守義 推選委員

教務處 教務長 李永振 當然委員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戴國圓 推選委員

學務處 學務長 蔡守浦 當然委員 機械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蔡宗勳 推選委員

總務處 總務長 蕭坤江 當然委員 安管系
教師代表
講師

郭源欽 推選委員

研發處 研發長 黃培堯 當然委員 應遊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趙敦華 推選委員

圖資處 圖資長 詹明傑 當然委員 資工系
教師代表
講師

劉木坤 推選委員

會計室 主任 白純菁 當然委員 資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邱垂鎮 推選委員

人事室 主任 蔡哲修 當然委員 行流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顏思偉 推選委員

通識教育
中心

主任 楊志遠 當然委員
應媒系
(所)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定助 推選委員

休閒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石昌益 推選委員

觀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彰文 推選委員

餐管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杜孟家 推選委員

觀英系
教師代表
講師

廖婉芬 推選委員

應日系
教師代表
講師

鄭惠芬 推選委員

幼保系
教師代表
教授

汪雅婷 推選委員

造型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黃永東 推選委員

單　位

安
全
工
程
學
院

觀
光
餐
旅
學
院

吳鳳科技大學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院校
整體發展經費使用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數
位
管
理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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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蘇校長銘宏 任期：103.02.01~103.07.31

單　位 職　稱 單位代表 備註 職　稱 單位代表 備註

副校長室 副校長 盧維新 當然委員 光電所
教師代表
副教授

劉彥君 推選委員

秘書室
主任秘
書

林文江 當然委員
消防系
(所)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麥守義 推選委員

教務處 教務長 李永振 當然委員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戴國圓 推選委員

學務處 學務長 蔡守浦 當然委員 機械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朱俊儀 推選委員

總務處 總務長 蕭坤江 當然委員 安管系
教師代表
講師

郭源欽 推選委員

研發處 研發長 黃培堯 當然委員 應遊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趙敦華 推選委員

圖資處 圖資長 詹明傑 當然委員 資工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陳木中 推選委員

會計室 主任 白純菁 當然委員 資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邱垂鎮 推選委員

人事室 主任 蔡哲修 當然委員 行流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顏思偉 推選委員

通識教育
中心

主任 楊志遠 當然委員
應媒系
(所)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謝定助 推選委員

休閒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石昌益 推選委員

觀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彰文 推選委員

餐管系
教師代表

講師級專案教師
杜孟家 推選委員

觀英系
教師代表
講師

廖婉芬 推選委員

應日系
教師代表
講師

鄭惠芬 推選委員

幼保系
教師代表
教授

汪雅婷 推選委員

造型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級專案教師

黃永東 推選委員

吳鳳科技大學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院校
整體發展經費使用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單　位

安
全
工
程
學
院

數
位
管
理
學
院

觀
光
餐
旅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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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蘇校長銘宏 任期：103.08.01~103.12.31

單　位 職　稱 單位代表 備註 職　稱 單位代表 備註

副校長室 副校長 盧維新 當然委員 光電所
教師代表
副教授

劉彥君 推選委員

秘書室
主任秘
書

林文江 當然委員
消防系
(所)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麥守義 推選委員

教務處 教務長 李永振 當然委員 電機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戴國圓 推選委員

學務處 學務長 蔡守浦 當然委員 機械系
教師代表
講師

朱俊儀 推選委員

總務處 總務長 蕭坤江 當然委員 安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郭源欽 推選委員

研發處 研發長 汪楷茗 當然委員 應遊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趙敦華 推選委員

圖資處 圖資長 詹明傑 當然委員 資工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陳木中 推選委員

會計室 主任 王伯宙 當然委員 資管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邱垂鎮 推選委員

人事室 主任 蔡哲修 當然委員 行流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顏思偉 推選委員

通識教育
中心

主任 楊志遠 當然委員
應媒系
(所)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翁富美 推選委員

休閒系
教師代表
助理教授

石昌益 推選委員

觀管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陳彰文 推選委員

餐管系
教師代表

講師級專案教師
杜孟家 推選委員

觀英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謝惠玲 推選委員

應日系
教師代表
講師

鄭惠芬 推選委員

幼保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

賴羿蓉 推選委員

造型系 教師代表
副教授級專案教師

黃永東 推選委員

吳鳳科技大學103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院校
整體發展經費使用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單　位

安
全
工
程
學
院

數
位
管
理
學
院

觀
光
餐
旅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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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開會地點：文鴻樓一樓會議室 
主    席：蘇校長銘宏 
出    席：盧維新、林文江、李永振、蕭坤江、黃培堯、詹明傑、白純菁、蔡哲修、楊志遠、 
          劉彥君、麥守義、戴國圓、蔡宗勳、郭源欽、趙敦華、劉木坤、邱垂鎮、顏思偉、 
          謝定助、石昌益、陳彰文、杜孟家、廖婉芬、鄭惠芬、黃永東 
未 出 席： 
請    假：蔡守浦(梅健章代)、汪雅婷 
記    錄：陳榮宗 
 
壹、宣讀上次會議紀錄：上次會議紀錄確認無誤。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申請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申請，規定應於 11 月 30 日前提

出經費支用計畫書報部審查。因此，本次會議主要討論 103 年度各單位之教育

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分配案，並據此結論向教育部提出本校 103 年度獎勵

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劃書。 
二、本校擬向教育部申請整體發展經費為 4,000 萬元，本校自籌款為 500 萬元，總

經費共計 4,500 萬元。依教育部規定獎勵補助資本門與經常門的比率為 70%：

30%分配，因此，資本門經費為 2,800 萬元，經常門經費為 1,200 萬元。另本

校自籌款經費分配為資本門 350 萬元，經常門為 150 萬元。故本校 103 年度教

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資本門經費為 3,150 萬元，經常門經費為 1,350 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申請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分配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依提案一之說明二，資本門經費佔 70%，故資本門經費為 3,150 萬元。 
        二、依據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經費規劃暨運用審查小組會議建議， 
            資本門經費分配如下，並提送本專責小組審議： 

(一) 校發展特色經費：580 萬  

1. 乙級檢定或國際證照教室： 
(1) 建構「太陽光電技術專業訓練場」：150 萬。 

(2) 建構「自來水管配管訓練場/檢定場」：200 萬。 

2. 高效率績效教室：建置「創意設計教室」：230 萬。 
(二) 新設系所及發展成長系所教學設備經費:670 萬 

1. 新設系所教學設備經費:造型系(70 萬)、應媒系所(100 萬)及觀光系(100

萬、250 萬)，總計 5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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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成長系所教學設備經費:行流系(100 萬)、應遊系(50 萬)，總計 150

萬。 

(三) 學院基礎教學設備經費:1‚130 萬(觀光餐旅學院:450 萬、安全工程學院:350
萬、數位管理學院:330 萬) 

1. 院級的資源整合教室: 

(1) 觀光餐旅學院營造特色專業「中式、日式茶道教室」:150 萬 
(2) 觀光餐旅學院儀態訓練教室設備添購:75 萬 

2. 系(所)基礎教學設備 

(1) 安全工程學院：總計 350 萬 
(2) 數位管理學院：總計 330 萬 

(3) 觀光餐旅學院：總計 225 萬 

(四) 圖書館經費:650 萬 
(五) 學輔經費:70 萬 

(六) 通識中心設備經費:50 萬 
 
         詳見附件 1：103 年度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分配規劃統計表 
 
討  論：邱垂鎮委員：1.新設系所經費補助幾年?何謂新設系所的定義? 

                    2.發展成長系所的模式如何定義? 
回  覆：蕭坤江委員：1.新設系所經費補助 4 年，第 5 年起不能再以新設系所方式申請補助；

所謂新設系所是新成立的學術單位，經費為輔助新設系所之基礎教

學設備不足，故由新設系所擬定計畫書並配合學院中長程計畫，建

置規劃空間和設備需求。 

2.發展成長系所指系所名稱變更且課程必需達到 50%以上修訂者才符

合發展系所的定義，經費為申請補助系所教學設備，故由發展成長

系所擬定計畫書並配合學院中長程計畫，建置規劃空間和設備需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資本門經費優先序案，提請審議。 
說 明：資本門經費優先序原則建議如下： 
        一、校發展特色經費 
        二、新設系所及發展成長系所教學設備經費 
        三、學院基礎教學設備經費 
        四、通識中心設備經費 
        
        詳見附件 1： 103 年度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分配規劃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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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本校申請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依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分配原則經常門佔 30%，故分配 1,350 萬(若將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及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納入計算，

則經常門經費為 15,894,210 元)。 
二、經常門經費分配如下： 

(一) 獎助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經費 9,600,000 元 

(二) 獎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240,000 元 
(三) 獎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400,000 元 

(四) 獎助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2,394,210 元 

(五) 獎助新聘教師薪資 2,454,840 元 
(六) 獎助現有教師薪資 805,160 元 

(七) 1 年期資料庫 0 元 
 

詳見附件 2：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 點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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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3 年度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分配規劃統計表     
102.11.19 

項目 計畫名稱 附表四 
附表十 

(1萬元以下) 

資料庫 

(1 年期以下) 
合計 

建請 

優先序 

校發展特色 

      經費 

(3,500,000) 

安全工程學院 
建構「自來水管配管
訓練場/檢定場」 

1,934,200  65,800    2,000,000 2 

安全工程學院 
建構「太陽光電技術
專業訓練場」 

1,500,000  0    1,500,000 1 

數位管理學院 
建置「創意設計教室」 

2,020,000  280,000    2,300,000 3 

小計 5,454,200  345,800  0  5,800,000    

新設系所教

學設備經費 

(5,200,000) 

造型系 
「專業教室增購設
備」 

300,000  400,000    700,000  5 

應媒系所 
「數位攝影棚與多媒
體認證教室」之擴充
計畫 

1,000,000  0    1,000,000  4 

觀光系 
建置「博奕暨會展模
擬教室」 

850,000  150,000    1,000,000  6 

觀光系 
建置「艙服情境教室」 

2,032,000  468,000    2,500,000  7 

發展成長系

所教學設備

經費 

(1,500,000) 

行流系 
建置「市場調查模擬
教室」 

1,000,000  0    1,000,000  9 

應遊系 
「遊戲特色教室設備
添購」 

398,000  102,000    500,000  8 

小計   5,580,000 1,120,000 0 6,700,000   

安全工程學院

基礎教學設

備經費

(3,500,000) 

機械系 733,000  0  0  733,000 

12 

電機系 718,000  0  0  718,000 

安管系 530,000  0  0  530,000 

消防系所 980,000  0  0  980,000 

光電所 539,000  0  0  539,000 

小計 3,500,000  0  0  3,500,000   

數位管理學院

基礎教學設

行流系 356,190  303,810  0  660,000  
13  

資管系 556,000  104,000  0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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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經費

(3,300,000) 

資工系 636,000  24,000  0  660,000  

應遊系 567,500  92,500  0  660,000  

應媒系所 660,000  0  0  660,000  

小計 2,775,690  524,310  0  3,300,000    

觀光餐旅學院

系基礎教學

設備

(2250,008) 

幼保系 88,500  141,500  0  230,000  

14  

觀光系 370,000  0  0  370,000  

休閒系 310,500  19,500    330,000  

應日系 284,000  36,000  0  320,000  

觀英系 203,800  16,208    220,008  

餐管系 517,000  33,000    550,000  

造型系 230,000  0  0  230,000  

觀光餐旅學院 

院資源整合

教室

(2250,000) 

應日系 
營造特色專業「中‧日

式茶道教室」 
1,491,000  9,000  0  1,500,000  10  

造型系 
「儀態訓練教室」 

669,000  81,000  0  750,000  11  

小計 4,163,800  336,208  0  4,500,008    

小計：   10,439,490  860,518  0  11,300,008    

全校性教學

相關經費 

圖書館(自動化)表

五 

圖書館(圖.期)表六 

83,600  16,400    100,000   

6,400,000    0  6,400,000   

學輔表七 700,000      700,000   

通識教育中心 448,500  51,492    499,992 15 

小計：   7,632,100  67,892  0  7,699,992   

總計   29,105,790  2,394210  0  3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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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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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1.7%   0.0%  
製作教具 100,000  0.8%   0.0%  
改進教學 600,000  5.0%   0.0%  
研究 1,000,000 8.3% 500,000  12.8%  
研習 1,900,000 15.8% 400,000  10.3%  
進修 500,000  4.2%   0.0%  
著作 1,250,000 10.4%   0.0%  
升等送審 300,000  2.5%   0.0%  
學校自辦研

習活動 
2,250,000  18.8% 600,000  15.4%  

小計 8,100,000  67.5% 1,500,000  38.5%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占經

常門經費2%以

上【不含自籌款金

額】）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60,000  25.0% 0  0.0%  

其他學輔工

作經費 
180,000  75.0% 0  0.0%  

小計 240,000  2.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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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3.3% 0  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2,394,210  61.5%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 

(2年內) 
2,454,840  20.5% 0  0.0% 

 

現有教師薪

資 
805,160  6.7% 0  0.0% 

資料庫訂閱

費 
  0.0% 0  0.0%  

軟體訂購費   0.0% 0  0.0%  
其他      

小計 3,260,000  27.2% 0  0.0%  
總 計 12,000,000  100.0% 3,894,2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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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中午 12：15 
開會地點：文鴻樓一樓會議室 
主    席：蘇校長銘宏 
出    席：盧維新、林文江、蕭坤江、詹明傑、白純菁、蔡哲修、楊志遠、 
          劉彥君、麥守義、戴國圓、朱俊儀、郭源欽、趙敦華、陳木中、 
          邱垂鎮、顏思偉、謝定助、石昌益、陳彰文、杜孟家、廖婉芬、 
          鄭惠芬、汪雅婷、黃永東 
請    假：李永振(張耿魁代)、蔡守浦(梅健章代)、黃培堯(陳清華代)  
記    錄：陳榮宗 
壹、宣讀上次會議紀錄：103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確認無    
 誤。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 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核配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9 日臺教技(三)1030157181 號函說明，本

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共計為 2,923 萬 0,496 元整(經常門

經費 876 萬 9,194 元，資本門經費 2,046 萬 1,347 元)。 
二、本校擬提撥配合款 476 萬 9,504 元(16.3%)，故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總計為 3,400 萬元。 
三、依教育部經常門：資本門=30%：70%的分配原則，經常門為 1,020

萬元、資本門為 2,380 萬元，詳如附表一：103 年度獎勵補助整體發

展原規劃經費及核定經費對照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資本門】分配規劃案，

提請審議。 
說 明：一、依提案一之說明三，103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資本門經

費為 2,380 萬元。 
二、資本門經費分配規劃，詳如附表二：103 年度整體發展資本門原規劃

經費及建議對照表。 
討  論：蕭坤江委員:本案經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經費規劃暨運用審         

查小組會議相關人員與會討論結果，建議資本門經費分配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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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詳如附表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經常門】分配案，提請

審議。 
說 明：一、依提案一之說明三，103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經常門經

費為 1,020 萬元，若將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及一年內到期之電

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納入計算，則經常門經費為 11,727,718 元。 
二、經常門經費分配如下： 

(一) 獎助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經費 6,528,851 元 
(二) 獎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200,000 元 
(三) 獎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400,000 元 
(四) 獎助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1,527,718 元 
(五) 獎助新聘教師薪資 2,454,840 元 
(六) 獎助現有教師薪資 616,309 元 
(七) 1 年期資料庫 0 元 

 
三、經常門經費分配規劃，詳如附表三：103年度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

金額與比例表。 
討  論：主席: 附表三中之五、其他項之資料庫訂閱費為 0 元，請說明。 
回  覆：詹明傑委員：從今年開始，統一由圖資處採購 2 年期之電子資料庫，故                    

不再編列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 
決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 點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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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吳鳳科技大學 
103 年度獎勵補助整體發展原規劃經費及核定經費對照表 

項目 原規劃經費(元) 核定經費(元) 備註 

獎勵補助經費 4,000 萬 2,923 萬 0,496 資本門經費 2,046萬 1,347元

經常門經費 876 萬 9,149 元 

學校配合款 500 萬 476 萬 9,504  
 

總經費 4,500 萬 3,400 萬  

資本門經費 3,150 萬 2,380 萬 總經費之 70% 

經常門經費 1,380 萬 1,020 萬 總經費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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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吳鳳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整體發展資本門原規劃經費及建議對照表 

項次 原規劃經費 建議經費 備註 

一、校發展特色經

費 580 萬 450 萬 

1.乙級檢定或國際證照教室： 
(1)建構「太陽光電技術專業訓

練場」：110 萬(-40 萬)。 
(2)建構「自來水管配管訓練場/

檢定場」：160 萬(-40 萬)。 
2.高效率績效教室： 
建置「創意設計教室」：180   
萬(-50 萬)。 

二、新設系所及發

展成長系所教

學設備經費 
670 萬 500 萬 

1.應媒系：75 萬(-25 萬) 
2.造型系：50 萬(-20 萬) 
3.觀光系：260 萬(-90 萬) 
4.應遊系：40 萬(-10 萬) 

 5.行流系：75 萬(-25 萬) 

三、學院基礎教學

設備經費 1,130 萬 850 萬 

1.安全工程學院：260萬(-90萬) 
2.數位管理學院：250萬(-80萬) 
3.觀光餐旅學院：340 萬(-110  
萬) 

四、圖書館經費 650 萬 510 萬 (-140 萬) 

五、學輔經費 70 萬 50 萬 (-20 萬) 

六、通識中心設備

經費 50 萬 20 萬 (-30 萬) 

資本門經費 3,150 萬 2,38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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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03年度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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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4.6%   0.0%  
製作教具 100,000  1.1%   0.0%  
改進教學 400,000  4.6%   0.0%  
研究 750,000 8.6%   0.0%  
研習 700,000 8.0% 400,851  13.5%  
進修 400,000  4.6% 100,000  3.4%  
著作 400,000 4.6%   0.0%  
升等送審 225,000  2.6%   0.0%  
學校自辦研習

活動 
1,823,000  20.8% 830,000  28.1%  

小計 5,198,000  59.3% 1,330,851  45.0%  
二、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

關經費

(占經常

門經費2%

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

額】） 

社團指導教師鐘

點費 
50,000  25.0% 0  0.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150,000  75.0% 0  0.0%  

小計 200,000  2.3%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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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3.4% 100,000  3.4%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

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0.0% 1,527,718  51.6%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年內) 
2,454,840  28.0% 0  0.0% 

 

現有教師薪資 616,309  7.0% 0  0.0% 
資料庫訂閱費   0.0% 0  0.0%  
軟體訂購費   0.0% 0  0.0%  
其他  0.0% 0  0.0%  
小計 3,071,149  35.0% 0  0.0%  

總 計 8,769,149  100.0% 2,958,5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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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開會地點：文鴻樓一樓會議室 
主    席：蘇校長銘宏 
出    席：林文江、李永振、蕭坤江、詹明傑、白純菁、蔡哲修、楊志遠、 
          劉彥君、麥守義、戴國圓、朱俊儀、郭源欽、石昌益、陳彰文、 
          杜孟家、廖婉芬、鄭惠芬、黃永東 
請    假：盧維新、蔡守浦、黃培堯(陸惠玲代)、邱垂鎮、顏思偉(周峰進代)  
未 出 席：趙敦華、陳木中、謝定助、汪雅婷 
記    錄：陳榮宗 
 
壹、宣讀上次會議紀錄：103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確認 
                      無誤。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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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意見報告，提請討論。 
說 明：依 103.5.20（103）管科發字第 2030358 號函說明，請參閱附件一。 
討 論：圖資長詹明傑委員：審查意見第 11 點提及電腦螢幕名稱，經查將依台 

          灣銀行 LP5-101077 電腦設備用品，統一名稱為 
          顯示器。 

決 定： 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

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本案計有消防系、資管系、應遊系及應媒系共 4 個執行單位提出

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已分別經各單位之系務會議通過，

並提出變更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二。 
二、各提出單位之系務會議紀錄經確認後已存查一份於保管組。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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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5 款說明辦理。【九、(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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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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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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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位 意見 附表 優先序 簡略說明

4 四 3-018 規格說明呈現需加強。

6 四 3-018 文字誤植。

資管系 7 四 3-030 一年保固軟體費，不符資本門經費。

應遊系 3 四 2-027 似包含部份可單獨使用之細項設備，是否屬於「整組設備」。

5 四 2-011

5 四 2-017

觀英系 8 四 3-082
規格說明提及臺灣銀行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項次是否有誤植情
形。

用途說明宜具體呈現設備與教學研究之直接關聯性。

消防系(所)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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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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吳鳳 (共 2頁) - 1 

學校名稱：【36】吳鳳科技大學 

經費配置比例符合規定情形經費配置比例符合規定情形經費配置比例符合規定情形經費配置比例符合規定情形 

審查項目 符合情形 

學校自籌款占總獎勵補助經費比例應≧10% ■符合 □不符合 

經常門、資本門各占總獎勵補助經費 30%及 70%（不包括自籌款，以下

各項比例計算亦同）；如有特殊需求須變更經、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

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 

■符合 □不符合 

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

惟重大修繕維護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並經教育部核准後，得於

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符合 □不符合 

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

之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等項目占經常門比例應≧30% 
■符合 □不符合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2% ■符合 □不符合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比例應≦5% ■符合 □不符合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應≦25% ■符合 □不符合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經費比例應≧60% ■符合 □不符合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經費比例應≧10%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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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資

本門經費比例應≧2% 
■符合 □不符合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 

1. 支用計畫書部分附表所列數據有不一致處，如：P.69【附表一】經、資門補助款加總為

NT$10,230,673元（=7,161,471+3,069,202），與其合計欄位所列金額 NT$10,230,674元不一

致；經、資門獎勵款加總為 NT$18,999,823元（=13,299,876+5,699,947），與其合計欄位所

列金額 NT$18,999,822元不一致。 

2. 學校 103 年度獲核配獎勵補助款 NT$29,230,496 元，自籌款編列 NT$4,769,504 元（約占

16.32%），總經費計 NT$34,000,000元，經、資門分別占總預算 34.49%、65.51%： 

(1) 經常門經費主要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約占 55.67%，惟另規劃高達 39.22%

之經費用於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及教師薪資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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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3%；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約占

22.82%，如能落實執行，應有助於強化教研相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 

3. 【附表四】優先序#2-027「遊戲主機」似包含部分可單獨使用之細項設備，如：PS4、Xbox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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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部分預計採購項目所列規格說明可再加強其完備性，如：【附表四】優先序#3-018「二氧

化碳鋼瓶稱重裝置」預估單價 NT$24,000 元，規格僅填「荷重 150 公斤以上」…等。建

議宜具體敘明所需規格及功能，以為採購時之依據，進而確保實際購置之設備功能符合

使用單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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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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吳鳳 (共 2頁) - 2 

學校名稱：【36】吳鳳科技大學 

5. 【附表四】優先序#2-011項目名稱為「控溫設備」，用途說明欄表示將作為觀光休閒管理

系「建置博弈暨會展模擬教室」之用，兩者之對應關係未盡明確；另優先序#2-017 亦為

類似情形。建議用途說明宜儘量具體呈現所購設備與教學研究之直接關聯性，以利充分

瞭解其購置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6. 【附表四】優先序#3-018「二氧化碳鋼瓶稱稱稱稱重裝置」，似為「二氧化碳鋼瓶秤秤秤秤重裝置」之

誤植。 

7. 【附表四】優先序#3-030「VMWare vCenter軟體授權」，其規格說明提及「VMWare原廠

一年 5*12 電話支援及保固內軟體免費下載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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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附表四】優先序#3-082「高畫質彩色數位攝影機」，其規格說明提及「中信局第 10 組

第 27 項」，惟目前有關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作業係透過臺灣銀行辦理，請學校確認是否有

誤植情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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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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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部分相同採購項目之名稱略有差異，如：【附表十】優先序#A-005列為「電腦螢幕」，#A-006

列為「液晶顯示器」，#B-011 列為「螢幕」，#C-003 列為「21.5 吋液晶寬螢幕」。建議相

同採購設備之項目名稱宜有一致性，以彰顯學校「統籌規劃」之效能，並利後續之財產

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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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12：50 
開會地點：文鴻樓一樓會議室 
主    席：盧副校長維新 
出    席：林文江、李永振、蔡守浦、蕭坤江、汪楷茗、詹明傑、王伯宙、蔡哲修、 
          楊志遠、劉彥君、麥守義、朱俊儀、郭源欽、陳木中、邱垂鎮、翁富美、 
          石昌益、陳彰文、杜孟家、謝惠玲 
請    假：顏思偉、黃永東 
未 出 席：戴國圓、趙敦華、鄭惠芬、賴羿蓉 
記    錄：陳榮宗 
 
壹、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103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確認 

                  無誤。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資本門經費執行標餘款分配案，提請

審議。 
說 明：一、各單位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資本門經費執行至 103 年 9 月

17 日完成之標餘款為 890,372 元(不包含圖書標餘款 520,817 元)，保管組

並通告各單位於 9 月 17 日前提出獎勵補助整體發展資本門經費標餘款申

請。 
 二、本案計有消防系等 9 個單位提出申請，業經 103 年 9 月 24 日召開之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經費規劃暨運用審查小組會議討論，建議消防系、

行流系以及資工系之申請案緩議，其餘 6 個單位建議核定金額如下： 
         

申請單位 建議核定金額(元) 
電機工程系 255,000 
應用數位媒體系 120,000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78,000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360,000 
觀光休閒管理系 80,000 
應用遊戲科技系 90,000 
總計 983,000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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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案，提

請審議。 
說 明：一、本案計有電機系、應媒系、造型系、休閒系、觀光系及應遊戲系共 6 個執

行單位提出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已分別經各單位之系務會議通

過，並提出變更項目對照表，詳如附件。 
 二、各提出單位之系務會議紀錄經確認後已存查一份於保管組。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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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5 款說明辦理。【九、(一)5. 在維持總金額不變原則下，涉及

本獎勵補助經費報本部支用計畫書所列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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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請造型系及休閒系將附件變更項目對照表中之使用單位以完整全名表示，並將 
        變更原因說明修潤為更完整，其餘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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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5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開會地點：文鴻樓一樓會議室 
主    席：蘇校長銘宏 
出    席：盧維新、林文江、李永振、蔡守浦、蕭坤江、汪楷茗、詹明傑、王伯宙、 
          蔡哲修、楊志遠、劉彥君、戴國圓、朱俊儀、郭源欽、趙敦華、陳木中、 
          顏思偉、翁富美、石昌益、陳彰文、謝惠玲、鄭惠芬、黃永東 
請    假：麥守義、邱垂鎮、杜孟家(張宏德代) 
未 出 席：賴羿蓉 
記    錄：陳榮宗 
 
壹、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103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確認 

                  無誤。 
                      

貳、 報告事項： 
報告案：總務處 
案 由：教育部對本校執行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實地訪視審查

報告意見，提請討論。 
說 明：依 103.10.08（103）管科發字第 2030422 號函說明，摘錄建議採購單位改進

之審查意見，請參閱附件一。 
 
決 定：洽悉。 
 
參、 提案討論 
提  案：總務處 
案 由：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案，提

請審議。 
說 明：一、本案計有餐管系及造型系共 2 個執行單位提出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

更，已分別經各單位之系務會議通過，並提出變更項目對照表，詳如附件

二。 
 二、各提出單位之系務會議紀錄經確認後已存查一份於保管組。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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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5 款說明辦理。【九、(一)5. 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涉及

本獎勵補助經費報本部支用計畫書所列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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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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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蕭坤江委員:餐管系之中餐及烘焙乙丙級檢定考場均已建置完成，造型系之美容

及美髮乙丙級檢定考場也已通過勞動部審核，本案為補充該 2 系

乙丙級檢定考場之基本設備。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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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技專校院執行１０２年度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計畫 

訪評報告－實地訪視(摘錄)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執行情形與成效審查意見 

6.學校自評表【附表八】資本門採購案件序號 3 顯示，其中優先序#1-005「美髮造型鏡台」

預算金額 NT$38,000 元，實際採購金額 NT$9,700 元；#1-006「美髮造型椅」預算金額

NT$30,000 元，實際採購金額 NT$1,800 元；#1-020「毛巾櫃」預算金額 NT$50,000

元，實際採購金額 NT$8,000 元。預算金額與實際採購金額差距頗大，是否有品質上之疑

慮，宜請留意。 

9.經抽核學校執行清冊及所提供之案件資料，顯示已於年度內完成付款程序，未發現 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超出規定期限情形；惟不少採購案係於 102 年度第 4 季始完成驗收

並登錄財產，經費運用效益有提升空間。 

第參部分、資本門執行情形與成效審查意見 

5.經抽查，部分教學及研究設備係放置於檢定考場使用，如優先序#1-007~012、

1-120~122…等。由於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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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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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檢定考場是否有對外收費行為尚待查證確認。 

6.經抽查，財產報廢單及財產盤點相關表單上，部分經手人員簽章處未能押註日期，以致不

易瞭解其執行程序之合理性。 

8.經抽查優先序#1-002「美髮鏡台組」，整組設備包含抽取式雙面鏡、椅子等多項不同設備，

財產標籤卻僅黏貼於部分物件。整組設備如欲以單一財產編號為之，於財產盤點時整組設

備各分項物件均需納入盤點，而且各分項設備均需黏貼財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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