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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99999999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444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日期：99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四) 中午 1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5 樓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文弘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委員應出席 16 人，實到 16 人） 

紀錄：李玲玲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    

貳貳貳貳、、、、    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一、 99 年獎補助款執行進度報告：（略） 

二、 100 年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及中長程計畫書（9911 修正版），須於 99/11/30 前報教育部

及管科會審查： 

(一) 作業時程規劃如下： 

序號 日期 作業內容 

1 99/09/28 1.各單位啟動「97-100 中長程計畫」-99 年修訂版作業，請於 99/10/31

前完成，送技合處彙整。 

2.技合處啟動「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經費規劃作業 

2 99/10/14（四） 1. 召開專責會議，討論 100 年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經費規劃事宜。 

2. 依據會議決議，下列各單位開始填報「100 獎補助款」支用項目

明細表： 

（1） 圖書館（附表五、六） 

（2） 學務處（附表七） 

（3） 總務處（附表八） 

（4） 技合處、學務處、人事室（附表九） 

（5） 資圖中心（附表十） 

3. 技合處進行”100 年獎補助款儀器設備經費”規劃試算： 

（1）主要依據”100 獎補助款學校資料表”中之數據資料核算 

（2）另請各單位補充提供”其他績效”之佐證資料 

3 99/10/22 1. 公告「100 年獎補助款」儀器設備經費規劃明細 

2. 各科及中心依據預算經費及單位中長程計畫，開始填報「100 獎

補助款」儀器設備支用項目明細表（附表四）。 

4 99/11/12（五）

前 

各單位繳交「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支用項目明細表，技合處進

行彙整。 

5 99/11/18（四） 1. 召開專責會議審議「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支用項目明細表

內容。 

2. 各單位依據會議決議，進行「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支用項

目明細表修正作業。 

6 99/11/23（二）

前 

各單位「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支用項目明細表修正完成，送技

合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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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作業內容 

7 99/11/26（二）

前 

「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資料彙整完成，上陳校長審核。 

8 99/11/30 前 「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及「97-100 中長程計畫」-99 修訂版，

報教育部及管科會審查。 

(二) 100 獎補助款支用項目明細表提報注意事項： 

1. 務必依據教育部「100 年獎補助款」相關規定辦理（電子檔在 N 槽/技合處/公用/100

獎補助款資料夾，請自行下載參閱）。 

2. 提報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設備時，請特別注意： 

(1) 務必先檢視貴單位之財產清冊（電子檔在 N 槽/技合處/公用/100 獎補助款資料

夾），審慎評估 100 年擬採購之儀器設備，請勿重複購買”非必要”之設備（例

如筆電、數位相機等），亦請避免購買與”教學無直接相關”之設備（ 如冷氣、

電扇、除濕機等）。 

(2) 各「支用項目明細表」之”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中，請務必註明與”單位中長程計畫單位中長程計畫單位中長程計畫單位中長程計畫”

之對應資訊，以便於管科會委員查核。 

(3) 請務必列出欲購買儀器設備項目之「重點規格內容」，儘量不要寫出廠牌名稱，

不可避免時，請加註「含同等級以上」文字，以避免有綁標之嫌，並利於日後

採購作業之進行。 

(4) 採購數量請明確列出”個數”及”單位”，不要以”一式”或”一組”含糊帶

過，因為委員在查核時非常不便，於今年訪視時委員特別指出，請各單位務必

配合。 

(5) 各支用項目要確實訪價，提報”支用明細表”時，請檢附估價單（至少一張，

含廠商聯絡人及用印）。 

(6)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機關綠色採購推動方案」，請各單位辦理 100 年各項資本門

設備採購時，優先採購「環保標章」產品。 

 

參參參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案由案由案由案由：：：：99999999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略） 

    

二二二二、、、、案由案由案由案由：：：：99999999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執行情形及執行情形及執行情形及執行情形及標餘款標餘款標餘款標餘款後續規劃運用後續規劃運用後續規劃運用後續規劃運用，，，，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略） 

    

三三三三、、、、案由案由案由案由：：：：99999999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改善教學物品改善教學物品改善教學物品改善教學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執行情形及結餘款執行情形及結餘款執行情形及結餘款執行情形及結餘款運運運運

用規劃用規劃用規劃用規劃，，，，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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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100100100 年教育部年教育部年教育部年教育部獎補助款獎補助款獎補助款獎補助款「「「「整體經費整體經費整體經費整體經費」」」」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教育部指示，因為國家整體財政經費緊縮，故 100 年獎補助款將會減少 30%左右，故於

進行「100100100100 年支用計畫書」預估版之經費試算時，本校將以教育部核定本校 99 年獎補助

經費 70%的額度（約 1500 萬元）進行試算，避免因預估經費與 100 年教育部核定之經費

落差太大，造成學校作業上的困擾。 

2.依據教育部規定：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補助款總預算（不含自籌款）

70﹪及 30﹪，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另學校須自籌獎補助款 10%

以上為配合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本校自籌款擬以 11﹪比例進行試算，其

中資本門 60%，經常門 40%。 

3.100 年獎補助款整體經費規劃明細表如下：（試算版）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總經費(5)=(3)+(4) 

（獎勵補助款 11﹪） 

7,500,000 7,500,000 15,000,000 1,650,000 16,65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勵款 

（70%） 

自籌款 

（60﹪） 

補助款 

（30%） 

獎勵款 

（30%） 

自籌款  

（40﹪） 

金額 5,250,000 5,250,000 990,000 2,250,000 2,250,000 660,000 

小計 10,500,000 990,000 4,500,000 660,000 

合計 11,490,000 5,160,000 

占總經費比例 69.01% 30.99% 

4.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技合處井主任建議：「100 年支用計畫書」預估版獎補助經費，若能以教育部核定本校 99

年獎補助經費 80%的額度進行試算，較能符合本校 100 年校務發展規劃之需求。 

2.委員均一致同意以教育部核定本校 99 年獎補助經費 80%的額度進行試算。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100 年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預估版經費，修正以教育部核定本校 99 年獎補助經費（＄

21,108,882）的 80%額度進行試算，其中資本門及經常門，依教育部規定各佔獎補助款總

預算（不含自籌款）70﹪及 30﹪，經資門之劃分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2.另學校自籌 100 年獎補助款的 11%為學校配合款，其中資本門佔 60%，經常門佔 40%。 

3.100 年獎補助款整體經費規劃明細修正如下表（預估版）：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總經費(5)=(3)+(4) 
（獎勵補助款 11﹪） 

＄8,443,553 ＄8,443,553 ＄16,887,106 ＄1,857,582 ＄18,74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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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70%） 獎勵款（70%） 自籌款（60﹪） 補助款（30%） 獎勵款（30%） 自籌款（40﹪） 

金額 ＄5,910,487 ＄5,910,487 ＄1,114,549 ＄2,533,066 ＄2,533,066 ＄743,033 

合計 ＄12,935,523 ＄5,809,165 

占總經費比例 69.01﹪ 30.99﹪ 

4.依據此最新版「100 年獎補助款」整體規劃明細，進行後續資本門及經常門之規劃。 

    

    

五五五五、、、、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100100100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規劃如下表：（試算版） 

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獎補助款+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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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5,000 75﹪ $742,500 75﹪ $8,6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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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000 18﹪ $0 0﹪ $1,890,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
﹪【不含自籌款金額】） 

$262,500 2.5﹪ $0 0﹪ $2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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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500 4.5﹪ $247,500 25﹪ $720,000 

合計 $10,500,000 100﹪ $990,000 100﹪ $11,490,000 

2.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因應 100 年獎補助款整體經費規劃修改為「99 年獎補助款」核定經費之 80％比例進行試

算後，資本門規劃明細亦須作同步修正。 

2.委員均一致同意。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預估版）經費規劃明細，修正如下表： 

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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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5,731 75.00% 835,933 75.00% 9,70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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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775 18.00% 0 0.00% 2,127,775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
295,524 2.50% 0 0.00% 2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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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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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944 4.50% 278,616 25.00% 810,560 

合計 11,820,974 100.00% 1,114,549 100.00% 12,935,523 

2.請資本門項目二~四相關單位：圖書館、學務處、總務處依據會議決議之經費額度，規劃

「100 獎補助款」支用項目明細表。 

3.資本門項目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須再依據各科及中心之績效點數，

進行試算後，才能公告各科及中心之「100 年儀器設備」預估經費額度。 

 

 

六六六六、、、、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100100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項目一項目一項目一項目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

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規劃說明： 

（1） 全校重點項目經費：提撥 100 年度"儀器設備"總經費之約 30% 為「全校重點項目」

經費，委由學校核心小組委員配合學校 100 年度重點發展項目，統籌規劃運用。 

（2） 各科基本補助經費：提撥 ”各科及通識中心”各 30 萬元為「基本補助經費」。 

（3） 基本點數經費：100 年度"儀器設備"總經費扣除「全校重點項目經費」及「基本補

助經費」，所餘為「基本點數」總經費，基本點數之核配項目及比例如下表： 

100 年"儀器設備"基本點數經費核配項目及比例 

類別 核配項目及比例 

壹壹壹壹、、、、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30%(30%(30%(30%）））） 1.學生數（15%） 

2.合格專任教師數（10%） 

3.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5%） 

貳貳貳貳、、、、獎勵項目獎勵項目獎勵項目獎勵項目（（（（50%50%50%50%）））） 1.教育評鑑成績：（14%） 

    2.技職教育特色：

（28%） 

（1）學生英語與技能證照成效（12%） 

（2）學生參與競賽得獎件數成效（3%） 

（3）學生參與業界實習及專題成效（5%） 

（4）產學合作成效（5%） 

（5）國際化成效（1%） 

（6）就業比成效（1%） 

（7）產業專班培育成效（1%） 

 3.改善師資成效：

（4%） 

（1）合格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件數（不含以學位送

審） 

（2）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已取得博士學位人數 

（3）實務經驗 

（4）乙級以上證照師資 

（5）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學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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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儀器設備"基本點數經費核配項目及比例 

類別 核配項目及比例 

（6）校內外機構研習件數 

（7）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人數 

（8）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人數 

 4.學輔相關政策績

效（4%）： 

（1）品德教育 

（2）生命教育 

（3）性別平等教育 

（4）服務學習 

叁叁叁叁、、、、計畫型專案項目計畫型專案項目計畫型專案項目計畫型專案項目

(10%(10%(10%(10%））））    

1.特色典範專案計畫（4%） 

2.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4%） 

3.提昇學生外語能力專案計畫（1%） 

4.國際化獎助專案計畫（1%） 

肆肆肆肆、、、、其它項目其它項目其它項目其它項目（（（（10%10%10%10%）））） 1.教師夜間部教學績效（4%） 

2.教師服務績效（6%） 

2.  當”基本點數之核配項目及比例”確認後，技合處將進行”100 年獎補助款儀器設備經

費”規劃試算： 

（1） 主要依據教育部核定之”100 年獎補助款學校資料表”中之數據資料核算 

（2） 另依據各單位補充提供之”其他績效”佐證資料。 

3. 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委員均一致同意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

費規劃原則。 

2.待「100 年儀器設備」預估經費依決議原則試算完成公告後，請各科、中心依據經費額度，

規劃 100 獎補助款「儀器設備」支用項目明細表。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規劃原則，決議

如【附件四】。 

2.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儀器設備」經費依據規劃原則試算後，各科、中心之經費額度核

算一覽表詳見【附件四-1】。 

3.請各科、中心依據分配之經費額度，規劃 100 獎補助款「儀器設備」支用項目明細表。 

    

    

七七七七、、、、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100100100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規劃一覽表，請參閱【附件五】。 

2.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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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經常門至多四分

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2) 其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參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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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勵補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

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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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相關單位補充說明。 

5. 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因應 100 年獎補助款整體經費規劃修改為「99 年獎補助款」核定經費之 80％比例進行試

算後，經常門規劃明細亦須作同步修正。 

2.委員均一致同意。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規劃明細，修正如【附件五-1】。 

2.請經常門支用單位（技合處、學務處、資圖中心、人事室），依據經費額度規劃 100 獎補

助款「經常門」支用項目明細表。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3 時 50 分）    

    



 

 8



 

 9

【附件四】 

100100100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    

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門門門門「「「「項目一項目一項目一項目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規劃說明經費規劃說明經費規劃說明經費規劃說明    

一、 全校重點項目經費： 

提撥 100 年度"儀器設備"總經費之約 30% 為「全校重點項目」經費，委由學校核心小組委

員配合學校 100 年度重點發展項目，全權規劃運用。 

二、 各科基本補助經費： 

提撥各科及通識中心「基本補助經費」每單位各 30 萬元。（共 9 單位） 

三、 基本點數經費： 

100 年度"儀器設備"總經費扣除「全校重點項目經費」及「基本補助經費」，所餘為「基本

點數」總經費；基本點數總經費之核配項目及比例，說明如下： 

100 年"儀器設備"經費核配項目及比例 說明 參考附件 

壹壹壹壹、、、、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

（（（（30%30%30%30%）））） 

1.學生數（15%）    1.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

學生數資料計算（基準日：99

年 3 月 15 日）。 

2.依據各科「實際在籍學生數」計

算核配點數（不加權、不調整）。 

【附件一-A】 

 2.合格專任教師數（10%） 依據 98-2 學期各科及通識中心「應

有」專任教師數計算核配點數 

【附件一-B】 

 3.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

（5%） 

1.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

「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資料

計算。 

2.其他各科、通識中心於前一學年

度中，凡是對於學校有其他「經

費」貢獻的項目，均一併納入計

算。（由各單位另行舉證說明） 

【附件一-C】 

貳貳貳貳、、、、獎勵項目獎勵項目獎勵項目獎勵項目

（（（（50%50%50%50%））））：：：： 

1.教育評鑑成績：（14%） 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評

鑑成績」資料計算。 

【附件二-A】 

 2.技職教育特色：（28%） 【附件二-B】 

 （1）學生英語與技能證

照成效（12%） 

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學

生英語與技能證照」資料計算。 

 

 （2）學生參與競賽得獎

件數成效（3%） 

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學

生參與競賽得獎件數」資料計算。 

 

 （3）學生參與業界實習

及專題成效（5%） 

1.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學

生參與業界實習」資料計算。 

2.實習時數依各科規定轉換為學分

數計算。 

3.另外各科之「專題」學分數亦一併

納入計算。（由各單位另行舉證說

明） 

 

 （4）產學合作成效（5%） 1.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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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儀器設備"經費核配項目及比例 說明 參考附件 

學合作成效」資料計算。 

2.各科、通識中心於前一學年度中，

凡是有其他「產學合作」項目者，

均一併以「件數」計算之。（由各

單位另行舉證說明） 

 （5）國際化成效（1%） 1.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國

際化成效」資料計算。 

2.各單位若均無資料，則以均分計算

之。 

 

 （6）就業比成效（1%） 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料表」中各科

日間部學生「就業比」資料計算。 

 

 （7）產業專班培育成效

（1%） 

本校台德專班核配績效。  

 3.改善師資成效（4%）： 【附件二-C】 

 （1） 合格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件數

（不含以學位送審） 

（2） 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已取得博

士學位人數 

（3） 實務經驗 

（4） 乙級以上證照師資 

（5） 合格專任教師進修學分資料 

（6） 校內外機構研習件數 

（7） 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人數 

（8）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人數 

依據「100 獎補助款資

料表」中「改善師資成

效」資料計算。 

 

 4.學輔相關政策績效（4%）： 

（1）品德教育 

（2）生命教育 

（3）性別平等教育 

（4）服務學習 

由學務處以 4 個項目進

行評比，計算各單位之

基數。 

【附件二-D】 

叁叁叁叁、、、、計畫型專計畫型專計畫型專計畫型專

案項目案項目案項目案項目(10%(10%(10%(10%））））    

1.特色典範專案計畫（4%） 

2.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4%） 

3.提昇學生外語能力專案計畫（1%） 

4.國際化獎助專案計畫（1%） 

由技合處以 4 個項目進

行評比。 

【附件三】 

肆肆肆肆、、、、其它項目其它項目其它項目其它項目

（（（（10%10%10%10%）））） 

1.教師夜間部教學績效（4%） 以 98-2 學期夜間部及

在職專班之「教師教學

時數」及「學生數」計

算核配點數 

【附件四-A】 

 2.教師服務績效（6%） 以 99-1 學期教師兼任

「行政職務」及「導師」

服務績效計算核配點

數 

【附件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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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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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 

附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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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說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說明）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

與 師 資 結 構

（占經常門經

費 30 ﹪ 以 上

【不含自籌款金

額】） 

研究      ＄861,242 研究       17 ﹪ 研究     ＄111,455 研究      15 ﹪ 1.項 目 一 (含 自 籌

款 ) 合 計 ＄

3,759,070元，佔經

常 門 總 經 費 比 例

64.71％。 

2.經費之分配審查

核定皆經本校學術

審查委員會、校教

評會及專責小組審

議通過。 

研習      ＄303,969 研習        6 ﹪ 研習     ＄111,455 研習      15 ﹪ 

進修      ＄253,307 進修        5 ﹪ 進修           ＄0 進修       0 ﹪ 

著作      ＄506,613 著作       10 ﹪ 著作           ＄0 著作       0 ﹪ 

升等送審  ＄202,645 升等送審    4 ﹪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 

改進教學  ＄861,242 改進教學   17 ﹪ 改進教學 ＄445,820 改進教學  60 ﹪ 

編纂教材   ＄50,661 編纂教材    1 ﹪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0 ﹪ 

製作教具   ＄50,661 製作教具    1 ﹪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   0 ﹪ 

小計    ＄3,090,340 小計       61 ﹪ 小計     ＄668,730 小計      90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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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07 5 ﹪ ＄0   0 ﹪ 

1.項 目 二 (含 自 籌

款 )合計＄253,307

元，佔經常門總經

費比例 4.36%。 

2.經費之分配審查

核定皆經本校人評

會議及專責小組審

議通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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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1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33 ﹪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 

1.項 目 三 (含 自 籌

款 )合計＄202,645

元，佔經常門總經

費比例 3.49%。  

2.經費之分配審查

核定經本校學務處

處務會議及專責小

組審議通過。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185,724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3.67 ﹪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0 ﹪ 

小計      ＄202,645 小計        4 ﹪ 小計          ＄0 小計       0 ﹪ 

四、改善教學

之 相 關 物 品

( 單 價 一 萬 元

以下之非消耗

品) 

＄101,323  2﹪ ＄0   0 ﹪ 

1.項 目 四 (含 自 籌

款 )合計＄101,323

元，佔經常門總經

費比例 1.74%。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962,565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19 ﹪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0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0 ﹪ 
1.項 目 五 (含 自 籌

款 ) 合 計 ＄

1,492,820元，佔經

常 門 總 經 費 比 例

25.70%。 

2.經費之分配審查

現有教師薪資 

＄405,291 

現有教師薪資 

            8 ﹪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50,661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1 ﹪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74,303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10 ﹪ 

其他           ＄0 其他        0 ﹪ 其他          ＄0 其他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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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1,418,517 小計       28 ﹪ 小計          ＄0 小計       0 ﹪ 

皆經本校人事室處

務會議、校教評會

及專責小組審議通

過。 

總計 ＄5,066,132         100﹪ ＄743,033 
        100

﹪ 

經常門(含自籌款)

總計＄5,809,165元 

註七：『『『『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 30%支應，

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勵補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

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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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十一：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比例)。 

註十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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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經常門至多四分之一可用

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獎勵補助款金額，不含自籌款金額) 

2. 其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參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

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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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99999999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5555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日期：99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四) 中午 12:00  

地點：行政大樓 5 樓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文弘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李玲玲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    

    

貳貳貳貳、、、、    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前次會議追蹤： 

一、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提報作業： 

1.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運用規劃，業經 99 年 10 月 14 日 99 年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討論

通過，含： 

（1）100 年整體經費規劃（預估版）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總經費(5)=(3)+(4) 
（獎勵補助款 11﹪） 

＄8,443,553 ＄8,443,553 ＄16,887,106 ＄1,857,582 ＄18,744,688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70%） 獎勵款（70%） 自籌款（60﹪） 補助款（30%） 獎勵款（30%） 自籌款（40﹪） 

金額 ＄5,910,487 ＄5,910,487 ＄1,114,549 ＄2,533,066 ＄2,533,066 ＄743,033 

合計 ＄12,935,523 ＄5,809,165 

占總經費比例 69.01﹪ 30.99﹪ 

（2）100 年資本門經費規劃（預估版） 

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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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5,731 75.00% 835,933 75.00% 9,70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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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775 18.00% 0 0.00% 2,127,775 

三、教學研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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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24 2.50% 0 0.00% 2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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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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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944 4.50% 278,616 25.00% 810,560 

合計 11,820,974 100.00% 1,114,549 100.00% 12,935,523 

（3）100 年各科「教學儀器設備」經費規劃（預估版，將於提案四中說明） 

（4）100 年經常門經費規劃（預估版，將於提案五中說明） 

2.各獎補助款支用單位依據 100 年獎補助經費規劃額度，提報 100 年獎補助款支用明細，

將於本次會議中進行討論與確認。 

二、99 獎補助經費執行進度：（略） 

 

參參參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設備支用項目明細，提請確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經費共

計＄2,127,775，規劃如下（詳【附件一】）： 

(1) 圖書館自動化經費＄887,775 元 

(2)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經費＄1,240,000 元 

2. 請圖書館說明。 

3.3.3.3. 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資圖中心：配合本單位中長程計畫：推廣圖書資訊數位化，訂定圖書館館藏之流通

政策，控管相關物件之流通，購置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照案通過：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經費共計＄2,127,775，規劃明細詳【附件一】，含： 

1.圖書館自動化經費＄887,775 元 

2.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經費＄1,240,000 元 

 

 

二二二二、、、、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支用項目明

細，提請確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經費 

＄295,524。 

2. 支用項目明細，詳【附件二】，請學務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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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 學務處：配合本單位中長程計畫：輔導學生社團教學、練習、演出、比賽等活動，

購置訓輔相關設備。 

2. 設備規格中，若因特殊需求而必須列出廠牌、型號為指標時，請務必加註”含同

等級以上”敘述，以避免有”綁標”之嫌，並有助於後續採購作業之進行。 

3. 請於數量欄位，加註”單位”名稱。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修正後通過：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經費＄295,524，規劃明細詳【附件二】。 

    

    

三三三三、、、、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四：其他」支用項目明細，提請確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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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經費＄810,560。 

2. 支用項目明細，詳【附件三】，請總務處說明。 

3.3.3.3. 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 總務處：配合本單位中長程計畫：透過節費措施，以撙節經費負擔，購置節電

照明系統裝置於教室，以達節電目的。 

2. 委員均同意。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照案通過：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四：其他」設備經費＄810,560，規

劃明細詳【附件三】。 

 

 

四四四四、、、、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各科教學儀器設備」」」」支用項目明細，提

請確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1.1.1. 100 年獎補助款各教學單位之儀器設備總經費(＄9,701,664)規劃及全校優先序一

覽表，如下：    

優先序 類別 科別/單位 經費 備註 

1-1 
全 校 重 點 項目 -

電腦專業教室 
資圖中心 2,820,420 

原規劃經費 2,200,000 加入

國貿科歸還之 620,420 元額

度 後 ， 合 計 總 經 費 為 ＄

2,820,420    

1-2 
全 校 重 點 項目 -

高齡運動研究中
健管科 70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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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類別 科別/單位 經費 備註 

心 

2-護 一般系科獎補助 護理科 1,258,308     

2-幼 一般系科獎補助 幼保科 954,376     

2-資 一般系科獎補助 資管科 809,588     

2-企 一般系科獎補助 企管科 
807,537 

626,737 

國貿科於「99 年獎補助款」

標餘款中，已先支用 620,420

元進行「99 諮詢輔導訪視」

缺失改善作業，故於 100 年

須將此經費歸還原「99 標餘

款」支用單位：資圖中心統

籌規劃運用。    
2-國 一般系科獎補助 國貿科 

439,620 

0 

2-應 一般系科獎補助 應外科 675,875     

2-動 一般系科獎補助 動畫科 725,094     

2-健 一般系科獎補助 健管科 494,992     

2-通 一般系科獎補助 通識中心 593,021     

2-企-台德 特殊專班獎補助 台德專班 41,016     

合計 9,701,664     

2.2.2.2. 請各單位說明「100 年獎補助款」教學儀器設備支用項目內容，參閱【附件四】。    

3.3.3.3. 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 各單位說明依據中長程計畫，須建置之教學儀器設備支用項目內容。 

2. 設備規格中，若因特殊需求而必須列出廠牌、型號為指標時，請務必加註”含同

等級以上”敘述，以避免有”綁標”之嫌，並有助於後續採購作業之進行。 

3. 數量欄位，請加註”單位”名稱。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修正後通過： 

1.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各科教學儀器設備」」」」總經費＄9,701,664。 

2.各科/中心教學儀器設備經費一覽表： 

優先序 類別 科別/單位 經費 

1-1 全校重點項目-電腦專業教室 資圖中心 2,820,420 

1-2 全校重點項目-高齡運動研究中心 健管科 702,237 

2-護 一般系科獎補助 護理科 1,258,308 

2-幼 一般系科獎補助 幼保科 954,376 

2-資 一般系科獎補助 資管科 809,588 

2-企/國 一般系科獎補助 企管科 626,737 

2-應 一般系科獎補助 應外科 675,875 

2-動 一般系科獎補助 動畫科 725,094 

2-健 一般系科獎補助 健管科 494,992 

2-通 一般系科獎補助 通識中心 593,021 

2-企-台德 特殊專班獎補助 台德專班 41,016 

合計 9,701,664 

3.各科/中心教學儀器設備支用項目明細表詳【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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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支用規劃，提請確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1.1.1. 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5,809,165（支用項目金額比例表，詳【附件五-1】），

需求項目明細表，詳【附件五-2】。    

2.2.2.2. 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中「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明細表，詳【附件五-3】。    

3.3.3.3. 請相關單位（技合處、學務處、資圖中心、人事室）說明。    

4.4.4.4. 請討論。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00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支用單位（技合處、學務處、資圖中心、人事室）

均分別說明配合單位中長程計畫之「經常門」支用規劃內容。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照案通過： 

1. 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總經費＄5,809,165，支用項目金額/比例表，詳【附件五-1】。 

2. 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需求項目明細表，詳【附件五-2】。 

3. 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

細表，詳【附件五-3】。 

 

 

六六六六、、、、案由案由案由案由：：：：99999999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改善教學物品改善教學物品改善教學物品改善教學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支用項目變更申支用項目變更申支用項目變更申支用項目變更申

請案請案請案請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略） 

 

 

七七七七、、、、案由案由案由案由：：：：99999999 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節餘款流用案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節餘款流用案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節餘款流用案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節餘款流用案，，，，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提請審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略））））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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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五及附表六  

【附件二】：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七 

【附件三】：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八 

【附件四】：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四 

【附件五-1】：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三 

【附件五-2】：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九 

【附件五-3】：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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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100100100100 年第一次會議年第一次會議年第一次會議年第一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日期：100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5 樓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文弘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譚仁傑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因為獎補助款經費有限，請各單位均能以具重要性、共通性和急迫性之設備為原則，並

配合全校「健康服務」之發展特色進行整體經費之規劃運用。 

貳貳貳貳、、、、    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一、 前次會議追蹤：99 年獎補助款已於 99/12/31 執行完畢，書面審查資料於 100/02/25 報

教育部審查，另須於 100/03/30 前將 99 年獎補助款運用績效自評資料送管科會審查，

已請各相關單位積極準備資料，務必於期限前完成。 

二、 教育部於 100/01/31 台技（三）字第 1000135581H 號函公告本校「100 獎補助款」核定

獎補助經費 2,190 萬 7,232 元整（含補助款 1,211 萬 9455 元、獎勵款 978 萬 7,777 元）；

另本校須自籌獎補助經費 10％以上額度為配合款經費。 

三、 100/02/15 管科會公告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表，須依審查意見

進行修正，將於本次專責小組會議中討論。 

四、 「100 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暨領據須於 100/03/17 前報教育部及管科會審查

暨請款。 

參參參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100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核定經費後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100/01/31 教育部公告本校 100 年度獎補助款核定金額為 21,907,232 元（含經常門

6,572,170 元，資本門 15,335,062 元），另學校提撥 11%配合款（2,409,796 元），合計總

經費 24,317,028 元。 

2.100 年度獎補助款核定經費及學校 11%自籌款，經/資門經費分配如下表：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獎補助款 15,335,062 70% 6,572,170 30% 21,907,232 詳【註一】 

自籌款 1,666,763 69% 743,033 31% 2,409,796 詳【註二】 

合計 17,001,825 7,315,203 24,31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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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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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自籌款需為 10﹪以上，本校比例為 11%；（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本校經常門比例 31%，資本門比例 69%） 

3.100 獎補助款經費修正後，較原 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經費共計增加 5,572,340 元(含自

籌款)，其中資本門增加 4,066,302 元，經常門增加 1,506,038 元。 

討 論：委員均一致同意。 

決 議：100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核定經費後修正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100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明細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含自籌款）共計 17,001,825 元，較預估版增額＄4,066,302 元。 

2.100 年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修正如【附件一】。 

【項目一】-儀器設備經費：修正後經費為＄12,747,577 元，較預估版經費增加＄3,045,913

元，後續規劃詳（提案三）。 

【項目二】-圖書設備經費：擬維持原預估版之比例（18%），修正後經費為＄2,760,311

元，較預估版經費增加＄632,536 元，圖書館修正支用明細表（附表五、

六），詳【附件二】。 

【項目三】-訓輔設備經費：擬維持原預估版之比例（2.5%），修正後經費為＄383,377

元，較預估版經費增加＄87,853 元，學務處修正支用明細表（附表七），

詳【附件三】。 

【項目四】-其他經費：擬新增校園安全設備，修正後經費為＄1,110,560 元，較預估版

經費增加＄300,000 元，總務處修正支用明細表（附表八），詳【附件四】。 

討 論： 

1.資圖中心陳主任說明【項目二】-圖書設備經費：提出圖書館自動化構想，擬增設代收

款項服務、門禁讀卡機、條碼刷卡機、代理伺服器及視聽設備等，支用明細表詳【附

件二】。 

2.學務處朱主任說明【項目三】-訓輔設備經費：主要用於社團設備添購，支用明細表詳

【附件三】。 

3.總務處李主任說明【項目四】-其他經費：除原有節能設備外，須建置校園監視系統裝

置，因經費有限，優先加強野聲館周邊區域，維護校園安全，支用明細表詳【附件四】。 

決 議：100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明細修正案，經各委員確認後，照案通過： 

1.【項目二】-圖書設備經費：支用明細表（附表五、六），修正如【附件二】。 

2.【項目三】-訓輔設備經費：支用明細表（附表七），修正如【附件三】。 

3.【項目四】-其他經費：支用明細表（附表八），修正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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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100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經費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含自籌款）【項目一】-儀器設備經費共計 12,747,577 元，較預

估版增額＄3,045,913 元，規劃原則： 

（1）100 年獎補助款儀器設備經費各單位原預估版經費不作變更，詳如下表： 

優先序 類別 科別/單位 預估版經費 

1-1 全校重點項目-電腦專業教室 資圖中心 2,820,420 

1-2 全校重點項目-高齡運動研究中心 健管科 702,237 

2-護 一般系科獎補助 護理科 1,258,308 

2-幼 一般系科獎補助 幼保科 954,376 

2-資 一般系科獎補助 資管科 809,588 

2-企/國 一般系科獎補助 企管/國貿科 626,737 

2-應 一般系科獎補助 應外科 675,875 

2-動 一般系科獎補助 動畫科 725,094 

2-健 一般系科獎補助 健管科 494,992 

2-通 一般系科獎補助 通識中心 593,021 

2-企-台德 特殊專班獎補助 台德專班 41,016 

預估版經費合計  9,701,664 

（2）100 年獎補助款儀器設備經費修正後增加經費＄3,045,913 元(含自籌款)，擬依據各

科/中心專案申請之"系科發展實際需求"項目急迫性，於獎補助款預算範圍內酌予補

助。 

2.100/03/07 彙整各單位"系科發展實際需求"項目申請案，經學校核心小組初審後，決議依

據"系科發展實際需求"優先序（詳【備註】）給予不同層級之補助經費（參閱【附件五】）。 

【備註】"系科發展實際需求"優先序如下： 

（1）全校性需求項目 

（2）教學基本需求項目 

（3）其他需求項目 

3.請各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之”修正後經費”，修正”100 年獎補助款儀器設備經費明細內

容”(附表四)，並授權「專責小組」委員代表進行審核與全校排序作業。 

討 論： 

1.井副校長建議：各科設備使用，務必以學生受益為優先，購置價格高之設備規格明細

一定要再三確認。 

2.獎補助款支用項目不可支付”工程”相關費用，另凡是與”教學”無直接相關之項

目，請勿列入。 

決 議： 

1.100 年獎補助款各單位修正後”儀器設備”項目優先序暨經費一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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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年獎補助款各單位修正後”儀器設備”支用明細表（附表四）詳【附件五-1】。 

 

 

案由四：100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明細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含自籌款）共計＄7,315,203 元，較預估版增額＄1,506,038 元。 

2.100 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修正如【附件六】。 

3.100 年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修正如【附件七】。 

4.100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修正如【附件八】。    

討 論： 

1. 校長指示：為配合全校「健康服務」發展特色，建請學務處多辦理與「健康服務」

相關之演講活動。 

2. 學務處朱主任說明訓輔相關活動經費編列內容，詳【附件七】。 

3. 資圖中心陳主任說明”100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支用明細內容，詳【附件八】。 

決 議：100「經常門」經費明細修正案經各委員確認後通過： 

1. 100 年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附表三），修正如【附件六】。 

2. 100 年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修正如【附件七】。 

3. 100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附表十），修正如【附件八】。 

 

優先序 類別 科別/單位 預估版經費 
系科發展需求 

額外補助經費 
合計經費 

001 
全校重點項目- 

電腦專業教室 
資圖中心 2,820,420 795,913 3,616,333 

002 
全校重點項目- 

高齡運動研究中心 
健管科 702,237 - 702237 

003 一般系科獎補助 護理科 1,258,308 350,000 1,608,308 

004 一般系科獎補助 幼保科 954,376 300,000 1,254,376 

005 一般系科獎補助 資管科 809,588 350,000 1,159,588 

006 
一般系科獎補助 企管/國貿科 626,737 250,000 876,737 

特殊專班獎補助 企管/台德專班 41,016 - 41,016 

007 一般系科獎補助 應外科 675,875 300,000 975,875 

008 一般系科獎補助 動畫科 725,094 500,000 1,225,094 

009 一般系科獎補助 健管科 494,992 200,000 694,992 

010 一般系科獎補助 通識中心 593,021 - 593,021 

修正版 經費合計 9,701,664 3,045,913 12,74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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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本校「100 年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業經管科會委員審查完畢，「審查意見表」中

委員建議事項須提改善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1. 100/02/15 管科會公告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之審查意見。 

2. ”審查意見表”中所提到之”待改進事項”，須依委員建議進行修正，請相關單位研

擬改善策略，彙整如【附件九】。 

討 論： 

1.校長指示審查意見之回覆應求具體可行。 

2.井副校長指示針對 A 委員第 4 點意見“資本門、經常門各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

劃之關聯性仍有加強空間，除表列說明外，建議可依中長程目標→近程目標→年度發

展重點→支用計畫之層次依序展開規劃，以使整體計畫內容更具系統性且有脈絡可

循”，各單位應依據委員建議，研擬具體策略，提單位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相關資

料存校備查，待委員蒞校訪視時，再請委員檢核。 

決 議： 

1. 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審查意見之學校改進說明，詳【附件九】。 

2. 各單位務必依據改進說明，確實執行改善作業，以備委員查核。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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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五及附表六  

【附件三】：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七 

【附件四】：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八 

【附件五-1】：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四 

【附件六】：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三 

【附件七】：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九 

【附件八】：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規劃具體措施-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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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100100100100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預估版預估版預估版））））    

書面審查意見書面審查意見書面審查意見書面審查意見----改進說明改進說明改進說明改進說明    

審查意見【60】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相關單位改進說明 

 委員 A 

1. 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預計支用占經常門獎勵

補助款 17.00%、1.00%、1.00%，3 者合計約占 19%，如

能確實達成，對於教學品質之提升應有實質助益。 

- 

2. 學校編列約 2.15%（自籌款金額納入計算）經常門經費

用於 1 年期資料庫訂閱，有關資料庫之延續性亦宜酌加

思量。 

本校歷年來皆持續編列預算訂閱全

校使用率較高的資料庫，如：CEPS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等。同時並參加

技專聯盟，聯合訂閱各類常用資料

庫。嗣後，將依委員建議，選擇全校

性資料庫訂閱時將審慎考慮延續性

問題。 

3. 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19.00%擬規劃用於新聘教師薪資補

助，而學校現有專任師資中助理教授級以上比例為

21.98%（專任講師 61 位），建議實際執行時能以新聘高

階專業師資為主，並設法留住高階師資或鼓勵講師進修

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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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第(五)項第 1 款所規範

『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

之精神。 

學校規劃教師薪資補助，均以新聘高

階師資為主，另鼓勵講師進修學位以

提升本校師資結構，本校將盡全力達

成計畫目標，並確實依據教育部規定

辦理。 

4. 資本門、經常門各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

聯性仍有加強空間，除表列說明外，建議可依中長程

目標→近程目標→年度發展重點→支用計畫之層次依

序展開規劃，以使整體計畫內容更具系統性且有脈絡

可循。 

各獎補助款支用單位應依據委員建

議，研擬具體策略，提單位會議討論

通過後實施，相關資料存校備查，待

管科會委員蒞校訪視時，再請委員檢

核。 

5. 分配原則中有關各系科（中心）教學及研究設備之規

劃，計有重點項目、各科基本補助經費及基本點數 3

項，建議可適度納入系科發展實際需求略作彈性調

整，俾更符合年度經費運用需求，並發揮學校整體發

展特色。 

100 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中，已依委員

意見納入系科發展實際需求經費作

彈性調整，以更符合年度經費運用需

求，並發揮學校整體發展特色。 

6. 【附表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中，各支用項目之規

格及用途說明宜確實載明清楚，勿以金額小而予忽視

（如：優先序#6 之『迷你電腦』所列規格為『迷你型

100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附表

十-修正版），已依委員建議進行修

正，詳列各項物品規格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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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60】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相關單位改進說明 

電腦』），俾供確認該品項是否與教學活動相關，並利

實際採購作業之進行。 

7. 總獎勵補助經費經、資門之金額及比例符合教育部

30%、70%之分配規定，各經費規劃支出項目比例亦符

合相關規定；自籌款比例雖僅略高於 10%之下限規定

（11.00%），惟大部分規劃於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之

採購、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未用於教師

薪資補助，學校用心尚值肯定。 

- 

 委員 B 

1. 學校已依 99.2.1 以台高(四)字第 0990006478C 號令，逐步

廢除經費稽核委員會，並提出內控稽核小組名單，惟目

前尚未見相關之內部控制制度實施作業，提醒學校儘速

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

法」，掌握時限完成相關運作機制之建立。 

擬規劃制訂「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

校內部稽核實施辦法」，待提相關會

議討論通過後，即可正式實施。 

2. 教學及研究設備之預估支用金額約占資本門獎勵補助

款 75.00%，圖書館自動化及教學媒體等規劃約 18.00%，

如能落實執行，對於教學效果之提升及教學設備之充實

應能產生一定成效。 

- 

3. 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預計支用各占經常門 0.87%（自籌

款金額納入計算），兩者合計僅約 1.74%

（=(50,661+50,661)÷5,809,165），尚不及行政人員研習及

進修所編列之 4.36%，學校獎勵補助經費各項目支用比

例雖均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十點相關規定，惟有關編纂教材

及製作教具方面之鼓勵似仍有加強空間，俾更有利於教

學品質之提升。 

已依據委員建議，調整編纂教材及製

作教具百分比，修正後比例各為

2%，並請教師著力於編纂教材及製

作教具，以提升教學品質。 

4. 依支用計畫書【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

比例表】之規劃，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經費預估占經常

門 4.36%（含自籌款計算），而獎勵補助教師研習、進修

2 項目合計僅占 11.51%（=(415,424+253,307)÷5,809,165），

相對比例略顯失衡，亦與『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

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精神不甚相符。 

100 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中，已調升

教師研習之獎補助比例為 8%，並調

降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之比例為

2%，以與『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

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精神

相符。 

5.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部分項目內含多項設備採購，且各項設備勿需搭配即

可（研發中心）獨立使用，如：優先序#2-應-1、2-動-2、

2-健-1~4、備-1…等；非屬整組設備（需整組搭配方能

使用之設備）之採購項目應單獨條列其名稱、規格、

單價及數量等資訊，不應以『組』或『式』之方式籠

100 支用計畫書修正版中，（附表四）

教學儀器設備明細表已依委員意見

進行修正，另各支用項目之採購優先

序亦修正為以流水號方式呈現，以利

委員查核，詳見本校「100 支用計畫

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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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60】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相關單位改進說明 

統列舉；另各支用項目之採購優先序建議以流水號方

式呈現，如：001、002、003…等以此類推，以利查找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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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100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二二二二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日期：100年 6月 9日(星期四) 中午 12:10 

地點：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文弘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譚仁傑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 

 

貳貳貳貳、、、、    業業業業務報告務報告務報告務報告 
一、前次（100年度第 1次）專責小組會議追蹤： 

1.「100年度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於 100/03/15陳報教育部審查暨請款，同

份資料另送管科會審查。 

2. 100/03/29：教育部核撥 100 年度獎補助款，目前動支作業進行中。 

二、100/05/04管科會公告本校「100年度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複審意見報告，

有關委員之審查意見，已請相關單位研擬改善策略，將於本次專責小組會議中討論。 

 

參參參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100年度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複審意見報告，須依審查意見進行修正，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0/05/04管科會公告本校「100年度支用計畫書」核定經費後修正版複審意見報告。 

二、已請相關單位針對委員之審查意見，研擬改善策略，彙整資料詳【附件一】，請相關

單位說明。 

討 論： 

一、根據第 4點審查意見，資圖中心須加註購置技專聯盟之何項資料庫。 

二、根據第 5點審查意見，定義「校內教師」為本校專任、兼任及約聘教師而言。 

三、根據第 13點審查意見，請動畫科將附表四 008-1項專業教室「安全」監視系統改為

專業教室「教學」監視系統，以避免與校安設施混淆。 

四、根據第 14點審查意見，修正「行政人員在職研習暨進修補助辦法」之條文。 

五、彙整修正後內容，做成會議紀錄。 

決 議： 

一、本校「100年度支用計畫書」委員複審意見之「學校修正說明」修正後通過，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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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案由二：100年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擬申請規格、數量變更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00年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擬申請規格、數量變更之項目： 

一、資本門項目一：教學及研究設備（100 支用計畫書「附表四」），申請變更的單位

及項目如下： 

1.健管科：優先序 002：建置高齡健康產業服務人才培育特色課程相關設備（細

項 3、6） 

優先序 009-1：高齡者體驗組（細項 3） 

共 2筆。 

2.護理科：優先序 003-4：C1120 病人單位設備組 

優先序 003-13：口腔清潔牙齒模型組 

優先序 003-15：活動輔具組 

優先序 003-16：病人單位抽吸設備組 

優先序 003-21：胎兒子宮胎盤實習助產模型 

共 5筆。 

3.幼保科：優先序 004-1：A103 幼兒體能律動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優先序 004-3：教師教學研究用電腦設備 

優先序 004-4：幼保資源中心學生自學設備 

優先序 004-6：生理教學儀器設備組 

共 4筆。 

4.企管科：優先序 006-2：課程相關設備（細項 1、3） 

優先序 006-4：擴增 E化教室設備（細項 4、5） 

優先序 006-6：擴增國際商務研討教室設備 

共 3筆。 

5.動畫科：優先序 008-1：專業教室安全監視系統，共 1筆。 

6.通識中心：優先序 010-3：教學電腦，共 1筆。 

7.資圖中心：新增優先序 011-1：C5030 普通教室 e化教學設備一組（原化學實驗

室變更為普通教室），共 1筆。 

各單位「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二】，請各申請單位說明。 

二、資本門項目三：訓輔相關設備（100 支用計畫書「附表七」），申請變更的項目如

下： 

1.優先序 1：展示設備組 

2.優先序 7：掃描器 

訓輔相關設備「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三】，請學務處說明。 

三、資本門項目四：「其它」設備（100支用計畫書「附表八」），申請變更的項目如下： 

1.優先序 1：節電照明系統設備因目前單位價格下降，故可於預算內增購 7 組，

由原 64 組變更為 71 組。 

2.優先序 2：校園環境安全設備中細項（2）「紅外線夜視攝影機」因目前單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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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每台＄14063 元較原預算金額每台＄12625 為高，但因本項目細項（1）「網路

數位監錄主機 19 吋機櫃」目前單位價格下降，會有節餘款，故擬申請於預算內，

調高細項（2）「紅外線夜視攝影機」單位價格。 

「其它」設備「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四】，請總務處說明。 

討 論： 

一、依變更項目由各單位逐一說明。 

二、通識中心：優先序 010-3 教學電腦項目擬用單位標餘款增購 2 台螢幕，但因螢幕

單價均低於一萬元，不符資本門設備之規定，故此案不通過。 

決 議： 

一、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變更申請案，除通識中心（010-3）變更案因單價低於

一萬元，不符資本門設備規定，故不予通過外，其餘變更案於 100 年預算內，均

照案通過。 

二、100年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變更對照表詳見： 

【附件二】：資本門項目一：教學及研究設備項目變更對照表 

【附件三】：資本門項目三：訓輔相關設備項目變更對照表 

【附件四】：資本門項目四：「其它」設備項目變更對照表 

案由三：100年獎補助款-經常門擬申請項目變更及經費流用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0 年獎補助款「改善教學物品」（100 支用計畫書「附表十」），申請變更的項目如

下： 

護理科：擬新增「口腔清潔牙齒模型組」1筆資料，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五】。 

二、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項目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各細項支用金額，須依各細

項實際支用情形，進行流用，詳見【附件六~七】。 

三、請相關單位說明。 

討 論： 

一、護理科：因支用計畫書中原附表四-優先序 003-13「口腔清潔牙齒模型組」以"一式

"設備列計，但因單項價格低於一萬元，不符獎補助款資本門規定，故須改由經常門

-改善教學物品經費支用。 

二、因 100 年獎補助款－「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兩項申請案未若預期估計數，預算經

費會有結餘，故擬流用至「改進教學」項目。 

決 議：經委員討論後同意，准予： 

一、護理科：於預算範圍內，由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增購「口腔清潔牙齒模型組」

設備，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五】。 

二、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兩項得依實際執行狀況，將結餘經費流用至改進教學項目，詳

見【附件六】、【附件七】。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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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校名稱：【60】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審查意見【60】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修正說明 

1. 學校支用計畫書各附表所列金額有部分不一致之

處，如： 

‧ P.222【附表九】所列 1 年期資料庫訂閱費金額

為 NT$132,645 元，而 P.190【附表三】該項之

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合計數為 NT$132,595 元

（=65,722+66,873）。 

‧ P.221~222【附表九】各項目加總金額為

NT$7,315,253 元，與其所列合計數 NT$7,315,203

元不一致。 

1. P.222【附表九】所列 1 年期資料

庫訂閱費金額 NT$132,645 為誤

植，應修正為 NT$132,595。 

2. 1 年期資料庫訂閱費金額修正

為 NT$132,595 元後，P.221~222

【附表九】各項目加總金額

NT$7,315,203 為正確金額。 

2. 依學校核配版支用計畫書，僅計獎勵補助款而言，

經常門、資本門分別占 30%、70%，各支用項目規劃

比例均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十點相關規定。整體經

費支用規劃大致說明如下： 

‧ 自籌款占 11.00%，低於 14.45%之平均比例，其

中 30.83%編至經常門、69.17%為資本門。經常

門主要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未支用

於現有教師薪資補助；資本門大部分運用於教

學及研究設備。 

‧ 經常門加計自籌款後占總額 30.08%，其中

66.64%規劃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尚值

肯定。就經費規劃層面而言，研究相關獎助約

占經常門 27%（著作 8.98%+研究 17.70%）、教

師專業成長約占 15%（研習 8.71%+進修 4.49%+

升等送審 1.80%）、教學改善方面則約 25%（改

進教學 21.37%+編纂教材 1.80%+製作教具

1.80%）。由此可見，學校挹注較多經費於研究

支援及教學改善，惟其中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均僅約 1.8%，是否足敷所需，值得進一步觀察。 

‧ 資本門加計自籌款後占總額 69.92%，其中

74.98%規劃於各單位教學及研究設備、16.24%

於圖書館自動化及教學軟體等。大致能以教學

及研究設備為優先考量，如能落實執行，對於

教學效果之提升及教學設備之充實應能產生一

98 年申請之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

的案件為 0 件。99 年申請的編纂

教材及製作教具各為 1 件，經費為

120,882。今年經費參考前兩年調

整比例，又校內教師申請僅編纂教

材 1 案，故經費尚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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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效。 

3. 依支用計畫書【附表九】說明內容，部分獎勵補助

項目之歸類似不甚合宜，如：優先序#6『改進教學』

中之獎勵教師取得專利應屬於『研究』項目。 

依據委員意見於專責會議中提出

修正。將優先序#6『改進教學』

中之獎勵教師取得專利更改為『研

究』項目。 

4. 經常門編有『1 年期資料庫訂閱費』，但未於【附表

九】中明確描述其支用內容為何（內容說明欄僅表

示用於購買 1 年期的資料庫），無法得知係用於購置

何種資料庫，以致未能瞭解其所編金額之合理性。 

依據委員意見於附表九中詳列資

料庫內容說明： 

持續訂閱全校使用率最高的資料

庫-CEPS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資

料庫(每年約 24 萬元)，將由 100

獎補助款支用 132,595元，不足經

費將由校內經費支付。 

5. 經常門獎勵補助款中列有經費補助校內自辦教師研

討或研習活動，宜請留意所辦活動之參與對象應以

校內教師為主，以符合「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十點

第(五)項第 1 款『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為主』之規範。 

將於會議中提醒各支用單位辦理

教師研討或研習活動，務必依據教

育部規定辦理。 

6. 依 P.221【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內

容說明所列預估案次、人次，研究項目平均每案獎

助金額約 NT$51,778 元、著作約 NT$16,430 元、改進

教學約 NT$29,492 元，而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平均

每案高達約 NT$65,722 元，甚至為進修項目

NT$32,861 元的 1 倍之高。如學校所列預估數字係真

實反映現況，則其所訂獎勵金額度能否與教師實質

付出之心力及創造之價值相對應，似有斟酌空間。 

經全盤考量後，已依教師研究、改

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之實

際申請案件數調整獎助金額，以期

與教師實質付出之心力及創造價

值相對應，務使分配公平。 

7. 資本門部分儀器設備規格說明稍顯簡略或籠統，未

來執行可能不易追蹤及管考成效，如：【附表四】優

先序#001-4-1、002-1~4…等。 

日後提報將依委員意見逐項詳列

設備規格。 

8. 學校資本門擬採購之資訊設備能考量「核配及申請

要點」第十點第(一)項第 8 款規定，『參照臺灣銀行

聯合採購標準』辦理，其出發點尚值稱許，惟部分

資訊設備規格僅以『共同供應契約第○組第○項』

等類似字樣帶過，如：【附表四】優先序#001-4-2~3、

005-1、006-4-1、備-1…等，恐顯過於簡略，建議宜

依採購標的之功能或效益明確訂定所需規格條件，

俾利實際採購作業之進行。 

日後提報將依委員意見詳列設備規

格條件以利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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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表四】優先序#備-1 之數量列為『1 式』，惟其

規格內容表示包含 76 部相同設備（LCD 螢幕），請

學校確實列示數量、預估單價等資訊，俾未來財產

管理能符合一物一號原則。另優先序#002-3、

009-1-2…等亦為類似情形。 

日後提報將依委員意見以一物一

號原則建立財產，以便妥善管理。 

10. 部分採購項目內含多項設備採購，且各項設備勿需

搭配即可獨立使用，如：【附表四】優先序#004-1-2、

008-2、008-4、009-2~4…等，並不宜以整組設備列計。

非屬整組設備（需整組搭配方能使用之設備）之採

購項目應單獨條列其名稱、規格、單價及數量等資

訊，不應將可個別獨立使用之物品及設備以『1 式』

或『1 組』之方式籠統列舉。 

該類設備皆具有不可分割與獨立

糸列功能與特性，故以一式列之。 

11. 依【附表四】優先序#001-2『網路資安設備』所列規

格，難以判斷是否需耗費高達 NT$1,310,000 元之經

費預算，針對如此高單價之採購項目，學校應能提

供足資確認其價格合理性之功能說明。 

本校原有網路防火牆設備為 91 年

採購，至今已使用近 10 年，已不

敷現今網路技術與終端設備高速

發展的使用需求，亦無法維持校內

數位教學網路環境的品質及資安

等級要求。採購此項設備除了提供

校園數位教學網路環境的穩定及

資安品質外，同時亦提供 IPv6 功

能，以便本校校園網路順利連接下

一代學術網路。 

12.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中，部分採購項目之規格

說明欄位出現特定廠牌型號資訊，如：【附表四】優

先序#001-1~3、001-4-4、006-4-6、008-8…等，建議

宜依採購標的之功能或效益訂定規格條件，避免令

人產生獨厚特定廠牌之疑慮。另優先序#004-2-3『單

槍投影機』規格說明最末列所述『Opioma』似為

『Optoma』之誤植。 

日後提報將依委員意見詳列規

格，於特定品牌後附註「含同級或

以上規格」」」」。另優先序#004-2-3 原廠

商提供項目『Optoma』誤植為

『Opioma』。 

13.【附表四】優先序#008-1『專業教室安全監視系統』

似與教學或研究儀器設備無直接相關，如屬於「核

配及申請要點」第十點第(四)項所規範之校園安全

設施，請改列於【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

目規格說明書】中。 

本校數位影視動畫科之專業課程

採分組實作教學，包括棚內多機拍

攝組、實景搭設組、收音組、後製

組等，分別在實習片場內的各區域

操作。此項設備能讓任課老師有效

掌握片場內各組學習之情境及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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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備操作之管理，讓學生專注課

程，提高教學品質。有鑒於委員意

見，已將名稱變更為『專業教室教

學監視系統』，以避免混淆。 

14. 學校所附「行政人員在職研習暨進修補助辦法」，開

宗明義第一條即提及法源為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惟

該注意事項已於 95.7.26 納入「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加以規範，

且該要點名稱中之『獎補助』字樣亦已於 99.6.28 改

為『獎勵補助』，請留意更新。 

將依據委員意見，提報行政會議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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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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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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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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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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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附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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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說明（分配
原則、審查機制

說明）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與
師 資 結 構
（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
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 

研究     ＄1,182,991 研究     18 ﹪ 研究   ＄111,455 研究    15 ﹪ 1.項 目 一 (含 自 籌

款 ) 合 計 ＄

4,874,919元，佔經

常 門 總 經 費 比 例

66.64％。 

2.經費之分配審查

核定皆經本校學術

審查委員會、校教

評會及專責小組審

議通過。 

研習      ＄525,774 研習      8 ﹪ 研習   ＄111,455 研習    15 ﹪ 

進修      ＄328,609 進修      5 ﹪ 進修         ＄0 進修     0 ﹪ 

著作      ＄657,217 著作     10 ﹪ 著作         ＄0 著作     0 ﹪ 

升等送審  ＄131,443 升等送審  2 ﹪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 

改進教學 ＄1,117,269 改進教學 17 ﹪ 改進教學 445,820 改進教學 60 ﹪ 

編纂教材  ＄131,443 編纂教材  2 ﹪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0 ﹪ 

製作教具  ＄131,443 製作教具  2 ﹪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 0 ﹪ 

小計    ＄4,206,189 小計     64 ﹪ 小計   ＄668,730 小計    90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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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43 2 ﹪ ＄7,430   1 ﹪ 

1.項 目 二 (含 自 籌

款 )合計＄138,873

元，佔經常門總經

費比例 1.90%。 

2.經費之分配審查

核定皆經本校人評

會議及專責小組審

議通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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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3 ﹪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 
1.項 目 三 (含 自 籌

款 )合 計 ＄ 262,887

元，佔經常門總經

費比例 3.59%。  

2.經費之分配審查

核定經本校學務處

處務會議及專責小

組審議通過。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242,887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3.7 ﹪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0 ﹪ 

小計      ＄262,887 小計      4 ﹪ 小計         ＄0 小計     0 ﹪ 

四、改善教學之
相 關 物 品
( 單 價 一 萬
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131,443 2 ﹪ ＄0   0 ﹪ 

1.項 目 四 (含 自 籌

款 )合 計 ＄ 131,443

元，佔經常門總經

費比例 1.8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1,248,712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19 ﹪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0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0 ﹪ 

1.項 目 五 (含 自 籌

款 ) 合 計 ＄

1,907,081元，佔經

常 門 總 經 費 比 例

26.07%。 
2.經費之分配審查

皆經本校人事室處

務會議、校教評會

及專責小組審議通

過。 

現有教師薪資 

＄525,774 

現有教師薪資 

          8 ﹪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薪資 

         0 ﹪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65,722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1 ﹪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66,873 

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9 ﹪ 

其他           ＄0 其他      0 ﹪ 其他        ＄0 其他     0 ﹪ 

小計    ＄1,840,208 小計     28 ﹪ 小計    ＄66,873 小計     9 ﹪ 

總計 ＄6,572,170        100﹪ ＄743,033       100﹪ 
經常門(含自籌款)

總 計 ＄ 7,315,2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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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 30% 

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勵補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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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十一：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比例)。 

註十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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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經常門至多

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獎勵補助款金額，不含自籌

款金額) 

4. 其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參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5.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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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獎助教師研究  

1. 預計補助教師研究案整合型計畫 5 案；個別型計畫 15

案 

2. 預計獎助產學合作案之成果 5 案 

1,294,446 （含自籌款＄111,455） 

2 獎助教師研習 
1. 補助教師參加與教學有關研習會或研討會預計 40 人次 

2. 辦理與教學相關之研習會預計 2-3 場次 
637,229 （含自籌款＄111,455） 

3 獎助教師進修 補助教師博士班進修預計 10 人次 328,609  

4 獎助教師著作 
獎助教師在學術期刊或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原創性專

文、出版專書等預計 40 人次 
657,217  

5 獎助教師升等送審 預計補助專任教師辦理升等外審預計 8 人次 131,443  

6 獎助教師改進教學 

1. 教學方法之研究與革新等之補助案預計 20 案（改進教學

辦法獎補助第三類） 

2. 競賽、專利與證照等之獎勵案預計 30 件（改進教學辦法

獎補助第四類） 

3. 獎助優良教師獎勵案 3 名（改進教學辦法獎補助第一類） 

1,563,089 （含自籌款＄445,820） 

7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 
教學媒體製作之補助預計 2 案（改進教學辦法獎補助第二

類） 
13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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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8 獎助教師製作教具 革新教具之補助預計 2 案（改進教學辦法獎補助第二類） 131,443  

9 
獎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1. 補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20 人次 

2. 補助行政人員進修 5 人次 

3. 辦理行政人員教育訓練之研習會約 1 至 2 場次 

138,873 （含自籌款＄7,430） 

10 
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 

1.落實品德教育、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等公民教育活動 1 場 

2.落實服務學習活動約 5 場 

3.辦理生命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 2 場 

4 校園基本救命術推廣活動約 1 場 

5.社團指導老師費用約 4 人次 

6.建立校園核心價值塑造優質校園文化 3 場 

7.辦理學生尿液篩檢及菸害防治春暉專案活動各 1 場 

262,887  

11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詳見(附表十)說明 131,443  

12 其他 

1. 預計補助增聘教師薪資預計 2-3 人次 

2. 預計補助現有教師薪資預計 1-2 人次 
1,774,486  

補助資圖中心--資圖組購買一年期的資料庫 
132,645 

132,595 

（含自籌款＄66,873） 

資料誤植，已修正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7,315,203 （含自籌款＄743,033） 

註一：本表請填列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

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若有編列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

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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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100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三三三三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日期：100年 10月 7日(星期五) 上午 11:00 

地點：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文弘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譚仁傑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 

 

貳貳貳貳、、、、    業業業業務報告務報告務報告務報告 
一、100 年獎補助款執行進度報告： 

1. 100 年獎補助款務必於 100/12/31 前執行完畢(資本門須完成驗收，經常門須完

成付款)，否則將視為”未執行”，未執行經費須退還教育部。 

2.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採購作業進行中，請各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單位將已執

行完成項目，儘速於一週內完成核銷。 

3. 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 

(1) 100 年度核定之研究案（整合型及個別型）及改進教學案（改進教學及編纂

教材已公告，並請各計畫主持人於 100 年 11 月 11 日前檢附相關之合格單

據，依據核銷流程送至技合處辦理核銷相關事宜。 

(2) 100 年度有關教師研習、進修、著作及證照等相關經常門申請案件，訂於

100 年 10 月 28 日完成收件，各項申請案件陸續統計中，預計於 100 年 11

月中旬召開學審會審查，之後再送校教評會核定。 

二、101 年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及中長程計畫書（10011 修正版），須於 100/11/30 前

報教育部及管科會審查：（略） 

三、教育部９９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報告已於 10/6 寄到：（略） 

 

參參參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100100100100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擬申請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支用項目變更的單位:資圖中心、護理科、資管科、

應外科、健管科、通識中心，各單位「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一】。 

2.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變更案通過後，待全部資本門項目採購完成，若仍有標

餘款，擬由學校統籌規劃運用，請資圖中心備妥附表四-儀器設備”備用項目”明細

表，俾便依標餘款額度及備用項目優先序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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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各相關單位說明。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1.委員指出健管科、通識中心之變更對照表須修正處。 

2.應外科： 

（1）100年獎補助款建置「英語實驗劇場」已近完工階段，礙於經費限制，須分 2~3

年才能建置完備，為維護英語實驗劇場環境及教師教學使用，擬依專業教室管

理方式要求學生脫鞋進入，但因經費不足，無法於第一階段採購鞋櫃，故擬以

100年本科標餘款增購鞋櫃 2個；本科 101 獎補助款標餘款預估約＄30,875 元，

增購鞋櫃 2個約 4萬元，超額部分擬預支本科 101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額度。 

（2）另為提昇學生英語戲劇學習成效及多元學習並納入全校通識英文教學活動，極

須再增購「多功能活動舞台桌組」，約需＄3萬元，擬先預支本科 101年獎補助

款額度。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1.資圖中心、護理科、資管科：變更案照案通過，變更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2.健管科、通識中心：變更對照表修正後通過，詳如【附件一】。 

3.應外科：僅通過第一項變更申請案，新增”階梯式鞋櫃”2 個，應外科於完成鞋櫃

採購案後，若總經費超出 100 年應外科預算，則”超額部分”將先由學校 100 年獎

補助款資本門標餘款支付，但應外科須於 101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預算中扣除「100

年獎補助款」之透支金額，歸還給學校，修正後變更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100100100100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改善改善改善改善教學物品教學物品教學物品教學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支用項目支用項目支用項目支用項目

變更申請案變更申請案變更申請案變更申請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中之部份項目因單價低於 1萬元，不符獎補助款資本門規定，

故需改以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經費進行採購。 

2.擬申請 100 年獎補助款「改善教學物品」項目變更的單位:資圖中心、護理科、健管

科，各單位「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二】。 

3.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變更案通過後，待全部「改善教學物

品」項目採購完成，若總金額超出預算經費，擬由 100 獎補助款資本門中之”學校

自籌款”部份流用之。 

4.請各相關單位說明。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1.委員指出健管科之變更對照表須修正處。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1.資圖中心、護理科之變更案照案通過，詳如【附件二】。 

2.健管科之變更對照表修正後通過，詳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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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101101101101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整體經費整體經費整體經費整體經費」」」」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略）    

    

    

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101101101101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略）    

 

    

案由五案由五案由五案由五：：：：101101101101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項目一項目一項目一項目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支用規支用規支用規支用規

劃劃劃劃，，，，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略）    

 

    

案由六案由六案由六案由六：：：：101101101101 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年獎補助款「「「「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支用規劃，，，，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略）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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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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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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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100100100100 年第四次會議記錄年第四次會議記錄年第四次會議記錄年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100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四) 上午 11:00  

地點：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文弘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譚仁傑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    

    

貳貳貳貳、、、、    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前次會議追蹤： 

一、101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提報作業：（略） 

二、100 獎補助經費執行進度： 

（一）100 年 10 月 7 日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之”100 年獎補助款支用項目變

更申請案”，目前採購作業進行中。 

（二）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 

截至 100/11/09 止，資圖中心尚有部份項目未動支，請儘速作業，所有項目務

必於 100/12/31 前完成驗收，否則視為未執行，未執行經費須退還教育部。 

（三）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 

1.100 年度已核定之研究案（整合型及個別型）及改進教學案（改進教學及編纂

教材），已於 100 年 6 月 30 日經校教評會核定通過，並公告周知，相關經費核

銷已請教師最遲須於 100 年 11 月 10 日前檢附相關之合格單據，依據核銷流程

送至技合處辦理核銷相關事宜，逾期將不予辦理。 

2.100 年度有關教師申請之獎補助案件，包含教師研習、進修、著作、及證照競

賽等，已於 100 年 11 月 09 日召開學審會進行初審，並將相關初審結果資料送

至校教評會審議核定。 

3.100 年度有關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之案件，已將彙整好之資料送人事室召開人

評會核定。 

4.100 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各項目結餘款經費，將依實際狀況流用。 

 

參參參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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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101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設備支用項目明細表，提請確認。 

（略）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101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支用項

目明細表，提請確認。 

（略）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101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四：其他」支用項目明細表，提請確認。 

（略）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101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各科教學及研究設備」支用項目明

細表，提請確認。 

（略）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101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支用規劃，提請確認。 

（略）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100 年獎補助款「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

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因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尚有標餘款

（約＄28,786），擬增購一台「專業單眼數位相機」供社團活動使用。 

二、若採購後金額超出原 100 年資本門「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預

算，擬先借支 100 年獎補助款標餘款之額度，再於 101 年資本門「項目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預算中扣還給學校。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六】。 

三、請學務處說明。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一、學務處：本（100）年度雖已購置一台「專業單眼數位相機」，但仍不敷使用，

若有 2 個以上社團同時間辦理活動時，則無法同時提供，故擬再增購一台，

以利社團活動能順利進行。 

二、委員均一致同意。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通過 100 年獎補助款「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變更申請案，變

更對照表詳見【附件六】。 



 

 61

二、待完成增購 1台「專業單眼數位相機」採購案後： 

1.若仍有節餘，將由學校統籌運用。 

2.若超出原 100 年資本門「項目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預算時，超

額部分擬先借支 100 年獎補助款標餘款支付，再於 101 年資本門「項目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預算中扣還給學校。    

    

    

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100 年獎補助款「項目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支用項目

變更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資圖中心因實際需求，擬申請變更項目如下： 

1.100 年圖書館自動化設備(附表五)： 

（1）擬變更優先序 2「圖書館自動化期刊管理模組」為「圖書館網站應用整

合系統」。 

（2）初估 100 年本項目尚有標餘款，故擬於 100 年預算內新增一項- 優先序

7「擴充圖書館自動化借還書流通櫃檯電腦設備」1套 

2.100 年圖書期刊、教學媒體(附表六)：擬變更優先序 3「錄影帶、錄音帶等」

之單價及數量。 

以上項目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七】。 

二、請資圖中心說明。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一、資圖中心： 

1.原附表五-優先序 2「圖書館自動化期刊管理模組」功能未能完全符合本校需

求，且廠商賣價過高，將改由本校自行開發；故須變更附表五-優先序 2項目

名稱為「圖書館網站應用整合系統」，將更能符合本館目前需求。 

2.經估算，附表五尚有標餘款，故擬於預算內，增購「擴充圖書館自動化借還

書流通櫃檯電腦設備」1套。 

3.原附表六-優先序 3「錄影帶、錄音帶等」：原預估單價 3000 不足以支應公播

版視聽資料價格，故須調整單價至 4000，數量亦須隨之調整。 

以上項目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七】。 

二、附表五變更案完成採購後： 

1.若仍有標餘款則流用至附表六-優先序 2「西文圖書」項目中。 

2.若超出原預算，擬由附表六標餘款流用或由校內經費另行支付。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通過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支用項目變更申請案，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七】。 

二、附表五、六變更案完成採購後： 

1.若仍有標餘款則依實際需求進行流用。 

2.若超出 100 年預算，擬由校內經費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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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教學及研究設備」執行情形及標餘款後續

規劃運用，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項目中，有些科因部份儀器設

備項目之單價低於 1 萬元，不符合資本門規定，故業經 100 年第二、三次專

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變更處理方式如下：  

1.部份項目變更至”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中支用。 

2.部份項目改由”校內經費”另行支付。 

（相關項目變更對照表詳見 100 年第二、三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二、此外護理科及健管科之 100 資本門-儀器設備項目中，尚有部份項目單價低於

1萬元，不符資本門規定，需作變更申請，說明如下： 

1.護理科：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優先序 003-20 健康評估組，

總價為 144,000 元(12 組)，決議價為 116,280 元(12 組)，故每組單價為

9,690 元，不符資本門規定，須變更至”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中支

付。 

2.健管科：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優先序 009-1 及 009-4，其中

部份設備單價低於 1萬元，不符資本門規定，需作變更申請： 

（1）優先序 009-1：變更至”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中支用。 

（2）優先序 009-4：組合式洗澡洗頭設備組，改由”校內經費”另行支付。 

以上護理科及健管科之變更對照表詳【附件八-1】。 

三、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經費，經上述方式調整後，產生較多節

餘經費，各單位標餘款一覽表詳【附件八-2】。 

四、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標餘款之運用規劃： 

1.部分 100 年資本門標餘款（學校自籌款部份）須流用至”經常門-改善教學

物品”項目以支用前述因”不符資本門規定”而變更至「經常門-改善教學

物品」之採購案，實際流用金額將依實際執行情形而定。 

2.其餘 100 年資本門標餘款，除各科/中心確有特殊需求且經專責小組會議審

議通過者外，原則上將由將學校統籌規劃運用。 

3.100 年資本門標餘款運用規劃-全校共同需求一覽表，詳見【附件八-3】。 

五、請相關單位說明。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一、資管科提出更換電腦教室設備需求。 

二、通識中心朱主任表示，因廠商報價與預估金額落差大，標餘款剩餘較多，擬

增購筆記型電腦 1台。 

三、護理科葉主任希望利用護理科標餘款購置設備（病人櫃）。 

四、資圖中心說明 100 年資本門儀器設備標餘款運用-全校共同需求項目。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63

一、通過護理科、健管科 100 年獎補助款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項目變更

案，變更對照表詳【附件八-1】： 

1.護理科：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優先序 003-20 健康評估組，

變更為”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 

2.健管科：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優先序 009-1 及 009-4，變更

方式如下： 

（1）優先序 009-1：變更至”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中支用 

（2）優先序 009-4：組合式洗澡洗頭設備組，改由”校內經費”另行支付。 

二、100 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標餘款之運用規劃： 

茲因明年為全校性評鑑年，故應以全校性教學設備所需作為優先考量，故 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款將由學校統籌規劃運用，優先

採購（1）第一及第二教學大樓教室電子講桌之電腦更新、（2）先雲廳及康寧

廳等大型教學/會議場所之投影機更新、（3）全校資訊系統之建置等設備，全

校共同需求之標餘款增購項目變更對照表，詳見【附件八-4】。 

三、100 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全部標餘款項目採購完成後： 

1.若 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執行後總金額超出原 100 年預算，

將另由學校經費支付（追加學校自籌款）。 

2.若仍有標餘款，則須退還教育部。 

 

 

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結餘款後續規劃運用，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獎補助教師案件」經學審會討論後，初步估算約有

結餘款 22222222 萬元，確切金額須待校教評會核定各申請案後始得確認；待核定金

額確認後，100 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各項目結餘款，將依據實際執行情形進

行流用。 

二、資圖中心：擬於 100 年經常門預算內，增購全校性需求之「改善教學物品」，

新增項目變更對照表詳【附件九】。 

三、玆因 100 年資本門「項目一：儀器設備」中，有些科之部份設備項目單價低

於 1 萬元，不符資本門規定，故業經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變更至”經常

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中支用，故 100 年「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項目之

經費將超出原預算甚多，擬依下列方式處理： 

1.由 100 年經常門其他項目結餘款流用。 

2.由 100 年資本門標餘款（學校自籌款部份）流用。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一、委員均一致同意。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通過資圖中心於 100 年經常門預算內新增項目採購案，變更對照表詳見【附

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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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 100 年獎補助款經常門各項目結餘款，得依實際狀況流用，若仍有不足

經費，則： 

1.由 100 年資本門標餘款（學校自籌款部份）流用。 

2.另由學校經費支付（追加學校自籌款）。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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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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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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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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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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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