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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6 年 8 月 2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整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陳文洲 
紀錄：秘書室 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重點為 97 年度獎補助經費運用作業說明，並請主秘就教育部

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做重點摘要報告。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杜主任秘書鳳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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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簡報(如會議資料)。 

(二)齊華強秘書：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作業說明(如會議資料)。 

二、通識中心變更電腦採購數量及單價報告案： 

案由：通識中心陳請變更 96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儀器設備 049-00 

項個人電腦採購數量及單價案。 

說明： 

一、通識中心原申請購買 8 台電腦，為符教學需要，擬以規 

格及總價不變原則下，改為購買 9 台。 

二、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變更前後項目對照表及通識中 

心簽案如附件。 

辦法：提報專責小組會議周知。 

裁示或決議：准予確認存查。 

 



 

三、自由發言： 

(一)張教務長慧文： 

 97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中，有幾項重點請大家注意； 

1.產學攜手專班學生數，加權值以一點二倍計算，進修部未來填

報相關資料時要納入。 

2.部分商業類科系學雜費收費標準比照工業類，如有學生及家長

詢問，要適切予以說明。 

3.評鑑成績獲評三等以下科系組之學校，應優先提報改進計劃審

核通過後，方可申請計畫型獎助項目。 

4.系科本位課程成效亦列為獎補助之項目，內容包含要聘請業界

代表參與課程規劃、依系科內容分析學生就業所需能力，規劃

其就業能力及區分出課程模組並開設與課程模組相關的實務

專題課程，這 3 項都占有配分，本校實務專題亦列為必修課程。 

(二)杜主任秘書鳳棋：  

教育部獎補助的經費愈來愈少，學校亦必須要拿出績效爭取，各

單位在申請採購項目時要謹慎規劃使用，一定要以系上的重要教

學儀器設備為主。 

(三)齊華強秘書： 

教育部規定儀器設備採購單價在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將歸類

至經常門經費支出及結報，96 年度執行清冊業已轉發總務處及

人事室，請參照運用。 

肆、討論事項： 

案由：電子系陳請變更 96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儀器設備 037-00 項 

 數位相機採購規格，敬請審議。 

說明： 

一、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變更前後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一)。 

二、本案依據管科會對本校 96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復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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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辦理(如附件二)。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 

伍、主席結論： 

一、教育部對各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的申請及核配，有一套計算的公

式及標準，下次會議請秘書室將 96 年度獎補助款的分配表發給各

單位參考。 

二、獎補助款的核配基準每年都會調整，各項經費核算所占的比例、加

權也會改變，97 年度更增加了國際化成效、產學攜手及產學合作教

學等核配項目，各系平時在推展各項工作及相關作業時，要注意核

配要點中的規定，以爭取最大的成效。 

陸、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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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6 年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陳文洲 
紀錄：秘書室 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今天要討論 97 年度獎補助款的分配，資料顯示發展儀補有 10 個系提

出申請，希望能夠集中少數幾個系重點補助，並且以採購教學儀器設

備為優先。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杜主任秘書鳳棋： 

各單位規劃之獎補助資料秘書室已彙整中，支用計畫書亦結合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撰擬彙編，各單位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部

份資料秘書室已提出修改建議，請先行參考。 

(二)張教務長慧文： 

1、97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分配原則未變動，各單位均依規定

提出經費申請。 

2、教補款依教育部核配及申請要點區分為補助(占 30%)及獎助

(占 70%)2 部分，其中獎助部分又分為計畫型(占 30%)及績效

型(占 40%)2 種，扣除計畫型獎助外，其餘經費資本門與經

常門分別占總經費之 60%及 40%，另規定資本門應優先支用

於教學儀器設備，並有支用比例之規定。 

3、97 年度資本門經費區分為 3 部分，規劃共同儀補 1000 萬元，

系科儀補 1100 萬元及發展儀補 1200 萬元，其中系科儀補全

數由學校支應，發展儀補經審議後並決議優先補助之系所，



 

原則上請各系提出申請需求說明以爭取經費。 

4、96 年度系科儀補請依規定時程採購，其中申請專案評鑑之

單位另外提撥專案經費支應，但不會影響其他單位既有之補

助。 

5、97 年度資本門發展儀補目前是依據各系申請表及所填實驗

室設備之完整性及未來發展做排序，請大家參考，共同儀補

申報額度與去年差不多，僅體育教育中心超過去年額度 20%。 

(三)李主任少白: 

     1、經常門 97 年度預估運用計劃請參閱會議資料第 2 頁預算比        

例分配表，各項目分配之比例是以 96 年度預算為參考預估

編列，共計有 5大項，其中教育部自 96 年起增加了學生事

務與輔導相關工作，需占經費 2%以上，，另學校自籌 10%的

額度為配合款，亦納入比例分配。 

     2、在支用計畫中經常門增加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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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單位採購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物品，必須由經常門經費來支出。 

     3、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項中區分為 8個分項，其中研究項之

支出有所限制，如果研究計畫已獲政府補助，則不得重覆申

請教育部獎補助（校訂之相關獎助，應以自籌款獎助）。 

二、單位報告： 

  (一)王主任慧君: 

        本系新成立之物流及倉儲實驗室，是依據系中長程發展計畫所

擬之規劃，符合本系發展特色，屬重點發展且規劃為教學型之

實驗室，預估申請金額為 450 萬元，請大家能支持本系所提之

申請。 

    (二)曾主任慶祺: 

         機電所去年未爭取到經費，今年再度提出申請，本所規劃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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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項目與中長程發展方向相結合，重點放在較高階之精密機

械，在使用上與教學、研究都相關聯且可支援業界服務，希望

委員能支持機電所的申請。 

   (三)黃主任明堆: 

         本系申請項目主要為模考題庫、投資分析、統計分析軟體及風

控、股市資料庫等，這些設備與原有之實驗室設備形成配套之

需求，使運作能更為順暢。 

   (四)彭主任士榮: 

         電腦與通訊模擬實驗室為新設，符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更

與本系發展重點特色結合，空間已建置完成，為重點教學型實

驗室，預估申請 550 萬採購相關專業機儀設備。 

   (五)張教務長慧文: 

         本次申請發展儀補之系所較多，但原則上希望能支援新成立之

重點實驗室。 

   (六)林主任獻堂: 

         電子系原已申請「教育部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暨推動技

專校院整合案計畫」，本計劃有其延續性，仍需補充儀器設備，

另新設之實驗室亦需強化教學功能，提出約 81 萬元的設備採

購。 

(七)主席: 

      一、96 年度起規定經常門經費要提撥 2%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工作，學務處要依規定支用。 

      二、資本門發展儀補各單位都有需求上的考量，但原則上希望

能依排序優先支援電通系、行管系資工系及機電所為主，

財金系之需求建議由系科儀補支應。 

 

肆、討論(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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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97 年度資本門各單位申報經費額度、項目、規格、單價等核對及發

展儀補優先序審議。 

決議：1、發展儀補優先支援電通系、行管系、資工系及機電研究所，

共同儀補同意各單位申請額度。 

      2、各項儀器設備項目規格及數量等資料請再修正補強。 

 二、97 年度經常門經費運用計畫審議。 

  決議：原則同意經常門預算比例之分配、並授權人事室依實際情況需求

再做微調。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 

一、經常門預估編列之比例，原則上比照 96 年未變動，如果有不滿一

萬元之儀器設備須置於經常門支出。 

   二、未申請到發展儀補之單位，如果採購之設備確實具發展特色，學校

仍會考量支援經費。 

   三、行管系請考量再行規劃調整，以符合不同時期之需求及發展。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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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6 年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陳文洲 
紀錄：秘書室 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今天會議要討論標餘款的支用案，電通系提出設備規格之變更及相關

資料之審議，早上行政會議還提醒各單位在申請採購儀器設備時，ㄧ

定要押日期及做好驗收作業等規定，各單位要多加注意。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杜主任秘書鳳棋： 

1、採購儀器設備要儘早提出申請，以避免壓縮驗收及後續行政

作業時程。 

2、申報採購實驗室課桌椅及裝修工程，原則上以學校經費支

應，獎補助款儘量以購買教學儀器設備為主。 

3、今年的標餘款建議教務長衡量，規劃支援確實有需求的單

位，才能發揮更大的功效。 

4、為使實驗室管理老師了解獎補助經費申報及採購相關作業流

程，建議於寒假前辦理講習。 

(二)張教務長慧文： 

1、請參閱各單位申報資料，部分單位在上次會議後仍做了調

整，共同儀補及發展儀補共計約 2500 多萬。 

2、訪價要仔細才不會有太大的價格落差，實驗室的管理老師除

非是新手，否則都應該很了解獎補助經費申報及採購作業流

程，應該針對新上任管理實驗室之老師辦理講習。 



 

(三)李主任少白： 

     經常門 96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審查，昨天校教評會才討論，將 

於下次會議一併提報。 

    二、各單位 97 年度資本門申報經費、項目等資料核對及審議。 

審議結果：部分採購項目、規格及文字修正，餘審議通過。  

  三、委員意見交流：   

      李委員金川： 

    男生第 3 宿舍學生反應，衛浴設備老舊且易故障，夏天宿舍悶熱， 

是否可裝冷氣空調，建議加以改善。 

肆、討論事項： 

案由：電通系陳請變更 96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儀器設備 010-00 項電 

腦專用桌組採購規格。 

說明：一、電通系 96 年度原擬採購儀器設備 010-00 項電腦專用桌組 56

張(含折疊座椅及主機架)，為配合實驗室教學需要，擬變更原

申購之設備規格。 

      二、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變更前後項目對照表如附件。 

辦法：敬請同意追認。 

  決議：照案追認通過。 

伍、臨時動議： 

     案由：96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資本門標餘款支用案，提請討論。 

     說明：ㄧ、本校 96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儀器設備採購金額預估結餘            

1,096,538 元(如附件一總務處採購組 96.11.14 提供之數據)。 

           二、因作業時間緊縮，不及通知各單位提出經費申請。 

           三、為爭取作業時效，擬先提請本次會議討論支用方案。 

     辦法：討論確定補助單位及額度後，採購項目規格說明書及預期成效依

規定報部備查並於下次會議提案追認。 

     決議：本案授權教務長儘速協調各單位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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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主席結論： 

一、各單位儀器設備之採購要注意時程的掌握，應儘早作業，標餘款之

運用仍有許多後續行政工作，請教務長儘快協調規劃辦理。 

   二、請秘書室籌畫辦理實驗室管理老師工作講習。 

   三、男生宿舍是否加裝冷氣及衛浴設備檢修問題，請總務處進行了解並 

       處理。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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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5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7 年 5 月 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陳文洲 
紀錄：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程序中有兩個議題要討論，第一項是追認 97 年度修正後支用

計畫書，其次是圖書館軟體教學資源經費標餘款支用案，此外也請秘

書室就本年度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提出報告。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確認備查。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杜主任秘書鳳棋： 

 1.97 年度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見報告：如會議資料。 

2.97 年度教育部核定本校獎補助款約 2966 萬元，原本應有 3204

萬元，但因行政缺失被扣減 238 萬元，整體而言學校的成績還算

在中上，這是各單位共同努力所獲得的成果。 

3.審查委員希望學校在修正支用計畫時，先提專責小組討論，因此

今天將修正後支用計畫提案追認。 

4.獎補助款爭取不易，必須有效運用，申請採購項目應是透過單位

討論的共識才能發揮最大效益，學校在採購物品時也都盡量壓低

價格，能省就省，希望各單位要配合學校開源節流。 

    二、自由發言： 

        (一)王慧君委員： 

本系原擬採購之行銷軟體及航網船期平台，資料顯示改由系科

儀補款支應，是否會以原補助系科儀補之經費支出，或學校以

額外補助方式支援，另可否將這兩項設備和報部之第 22 項類



 

神經網站軟體交換。 

        (二)韋孟育委員： 

改列系科儀補之項目是否會占用原系科儀補款額度，或是學校

另外支援經費採購。 

        (三)杜鳳棋委員： 

1.儀器設備申請採購原則上都尊重系科意見，如果要變更申請

採購項目，只要經專責小組討論審議通過，秘書室會協助辦

理並依規定報部備查。 

2.請總務處研究採購電腦盡量將規格統一，並集中向中信局採

購，以壓低價格節省公帑。 

        (四)沈雍超委員： 

審查委員認為圖書館購買圖書期刊、教學媒體之經費占資本門

30%的比率，相較他校頗為特別，且認為電子資料庫一年簽一

次約且無光碟，似宜歸類於經常門其他項較妥，這是否代表要

刪減軟體教學資源之經費，如果將電子資料庫歸類至經常門，

占資本門比率自然會降低，不過這非圖資中心所能決定。 

        (五)杜鳳棋委員： 

圖書軟體資源經費依規定不得低於資本門經費的 10%，委員認

為支用比率與他校相較頗為特別，並不代表為缺點，學校應依

據實際需求整體考量，至於電子資料庫是否歸類至經常門，建

議於明年度獎補款申請時納入討論，今年暫不更動，目前教育

部獎補款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明定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等均列為資本門項目。 

肆、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提報本校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修正

後支用計畫書附表一至八等資料，如附件，敬請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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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本校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原預估報部金額為新台

幣 4205 萬 9683 元（含自籌款 10％）。 

二、教育部 97.3.3 台技（三）字第 0970026086-G 號函，核定

本校 97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共計

新台幣 2965 萬 8972 元整（含經常門 1,186 萬 3,589 元，

資本門 1,779 萬 5,383 元，不含自籌款 10％）。 

三、為求時效循例簽請人事、會計單位，依核定經費先行調整

修正資本門及經常門支用項目及額度，並於 97.3.26 陳核

報部，修正後儀器設備等規格說明書亦轉發各申請單位依

規定採購。 

辦法：敬請追認。 

附件：97 年度修正後支用計畫書附表一至八經費支用內容等規格說

明書表件（含調整後教補款改為系科儀補款資料）。 

決議：追認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校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資本門軟體教學資源經

費標餘款支用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97 年度資本門附表六軟體教學資源已採購完畢，原申請

採購總經費新台幣 5,770,000 元整，因受廠商低價搶標及

新台幣匯率升值影響，預估結餘 850,000 元。 

二、為維持圖書總經費穩定成長，建請同意將 850,000 元標餘

款專款專用，增購各系所西文圖書、中文圖書及非書光碟

等資料。 

辦法：討論通過後呈報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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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7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標餘款增購項目）規

格說明書。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 

陸、主席結論： 

一、學校預估報部的經費支用計畫書，一般而言都會超過教育部實際

核定之額度，必須依實際補助經費調整修正後再次報部，修正後

改列為系科儀補款的項目，原則上學校會另外支援經費採購，不

會占用原補助各系的系科補助款。 

二、電子資料庫今年仍依規定置於資本門，明年再討論是否更動。 

三、學校未來規劃將產學合作研究獎助之經費，編列部份納入整體發

展獎補助款經常門支用，以提高教師教學研究經費的比例。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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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6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7 年 7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陳文洲 
紀錄：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一、今天會議有二個議案，行管系申請變更採購項目及資工系變更採

購規格，在討論前也請各系代表提醒系主任注意本年度儀器設備

的採購時程。 

二、ISO 9001 工作的推動要落實到各系，各項簽、函(稿)、會議資料、

紀錄、表、單等文件，都要依規定格式作業。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確認備查。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杜主任秘書鳳棋： 

1.今天會議重點主要是討論行管系申請變更 97 年度獎補助 

經費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採購項目及資工系陳請追認變

更儀器設備採購規格，依規定都需提專責小組審議及追

認，請委員提出意見並請申請單位於討論議案時提出說

明。 

2.97 年度發展儀補及共同儀補採購項目請各申請單位盡速

依程序辦理採購。 

     (二)齊華強秘書： 

              秘書室預訂於 8月下旬召開 97學年度第 1次專責小組會議， 

討論 98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相關作業，請各單位及早

規劃。 

肆、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行管系陳請變更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

優先序 022-00 採購項目，提請審議。 

說明：行管系 97 年度原申請採購教學儀器設備 022-00 項類神經網路軟

體，為配合專業課程教學及建立專業實驗室之需要，擬改為採購

倉儲管理專業系統軟體。 

辦法：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備查。 

附件：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變更前後項目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資工系陳請變更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

優先序 025-00 及 031-00 項投影銀幕採購規格，敬請追認。 

說明：資工系 97 年度採購教學儀器設備 025-00 及 031-00 項投影銀幕，

為配合實驗室教學需要，擬變更原申購之設備規格。 

辦法：敬請追認。 

附件：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變更前後項目對照表。 

決議：追認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 

    類神經網路軟體對學生使用而言似乎難了一點，如果用在老師研究上

可能不錯，各單位在規劃申請採購儀器設備前應審慎討論評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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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7 學年度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6 年 10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徐元佑 
紀錄：秘書室 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98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依規定於 11 月底前需陳報教育部，今天 

召開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有幾個議題要報告及討論，請依程序開始。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確認備查。 

叁、報告事項 

工作報告： 

一、齊秘書華強： 

    97 年度支用計畫書教育部書面審查（複審）意見報告：（如會            

議資料）。 

二、劉教務長玉山： 

    （一）各單位申請教育部 98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經費，區分為共同          

儀補和發展儀補兩部分，系科儀補經費原則上由學校經費支      

應。近年來生源減少，各校招生人數普遍下降，收入及預算  

          都跟著降低，整體大環境益發艱困，學校必須開源節流，但 

          辦學績效及設備仍需維持一定的水準，因此 98 年度獎補助儀  

          器設備分配款經整體考量，規劃系科儀補編列 1100 萬元、共 

          同儀補 703 萬元及發展儀補 1255 萬元。 

    （二）系科儀補原則上是滿足系科運作的基本需求，共同儀補為補

助教學支援單位，發展儀補則是朝發展重要特色，集中重點

補助部份系科為主，並提報專責會議討論決議。 

    （三）今年大部分系科都提出發展儀補申請，申請總金費超出學校 

          原規劃額度甚多，經考量學校未來將朝 3 個學群（院）發展， 



 

         因此日前教務處召開臨時教務會議，先期請各學群討論規劃 

         分配經費的原則，再提專責會議討論，目前各學群共有 6 個 

         系提出發展儀補申請，請參考會議資料。 

   （四）共同儀補方面原本圖書館申請 760 多萬元，但因教育部公告規 

         定並建議電子期刊及電子資料庫需移至經常門支出，因此共同 

         儀補和發展儀補申請經費再予調整，將於後面議程討論決議。      

三、李人室主任少白：       

    請先參閱人事室印發之經常門經費分配比例表，等討論（審議）事

項時再報告 。    

四、何組長玉霞：                                                       

    97 年度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約有 87 萬元標餘款，請委員參閱附表資

料，另電算中心尚未完成儀補採購請儘速辦理。 

肆、討論（審議）事項：  

   一、98 年度資本門發展儀補各單位申請經費額度、項目、規格、單價等   

       核對（審議）及優先序討論。 

（一） 杜主任秘書鳳棋：                                           

提報各單位申請經費規格說明書項目、名稱、規格等初步審查

建議（如會議資料）。 

       （二）主席：                                                       

      請各單位申請採購儀器設備時，一定要以最合理的價格購 

             買最需要的設備為原則，要將每一分錢發揮最大的效益。 

（三）彭主任士榮：                                            

      主任秘書建議為節省經費個人電腦可能統一採購，但請注意本 

系申購之個人電腦要含還原卡，至於電腦專用桌椅及公文櫃會 

             調整至系科儀補採購。 

（四）李主任一忠： 

      本系今年爭取分配的經費較少，希望在 99 年度時能加重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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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系的需求。 

（五）劉教務長玉山： 

             報告共同儀補圖書館申請經費之調整，及發展儀補各系科規劃 

經費調整後分配建議。             

決議：發展儀補 98 年度規劃補助單位優先序為自工系、電機系、電子系、 

電通系、資管系及外語系等 6 個單位，共同儀補除圖書館及電算中  

       心申請經費調整外，餘各單位維持不變。 

二、98 年度經常門經費運用計畫審議： 

    李主任少白： 

    98 年度經常門經費之規劃原則上參考去年之比例，另今年圖書館 1 年期 

內之電子期刊及資料庫經費依規定調整至經常門支用，目前預估分配之 

比例請參考分配表，在改善師資結構的比例約佔 46％，行政人員研習進 

修占 3％、學生事務與輔導占 2％，獎助教師薪資占 49％。 

決議：原則同意經常門預估預算分配比例，並依實際情形做必要之調整。 

三、行管系修正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 021-00

項NS航網貨況管理平台，名稱更正為貨況管理平台報告。 

   王主任慧君： 

   本系疏乎將NS航網公司名稱置入採購項目造成困擾，在此特別提出報

告，本項目名稱更正為貸況管理平台。 

四、提案討論： 

    案由：陳請變更 97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設備優先序 009-00 項戶外露營器具規格，敬請追認。 

    說明：因提出申請至核准採購時間約一年，原物料價格調漲，原提報預 

          算不足購買需求規格之數量，已依市價變更規格採購。 

    辦法：敬請追認。 

附件：97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 

說明書變更前後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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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追認通過。 

五、97 年度獎補助經費標餘款支用規劃討論。 

   （一）陳委員燕釗： 

         觀光系申請標餘款採購一台單槍投影機。 

   （二）王主任慧君： 

         本系希望在實驗室增購擴音設備及電視購物攝影相關設     

         備，建議以標餘款支應申購。 

   （三）潘主任玲微： 

         建議支援外語系採購一台實物投影機。 

決議：標餘款約 87 萬元，授權教務長協調各單位申購項目，並於下次會議  

      提案討論。 

伍、主席結論： 

      一、97 年度尚未完成儀器設備採購單位請儘速辦理。 

      二、希望各單位在申請採購時，要把握以最合理的價錢購買最需要的  

          儀器設備為原則，不滿一萬元的物品請以系科儀補支應。 

      三、98 年度支用計畫書必須在 11 月底前陳報教育部，請資本門及經 

         費門支用規劃各項資料儘速依作業規定處理，97 年度資本門經費 

         標餘款請教務長多費心，協調各單位擬定申購項目提專責會議討 

         後報部。 

陸、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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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7 學年度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7 年 11 月 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徐元佑 
紀錄：秘書室 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確認備查。 

叁、報告事項 

工作報告： 

一、杜主任秘書鳳棋： 

    1.98 年支用計畫書學校現況總說明，含師資結構、圖書資源、電腦

教室、實驗室等均已經完成撰擬修訂。 

    2.請人事室、會計室協助相關表件之製定，並提供獎助教師相關辦  

      法會議紀錄等資料，祕書室將盡速彙整簽核報部。 

二、劉教務長玉山： 

     1.檢視第 2次申請經費資料，有部分單位稍作微調，但總申請經費

大致符合原規劃額度，原則上資本門方面盡量滿足各申請單位之

需求，也請大家再協助審查。 

     2.電子期刊及電子資料庫因教育部公告規定及訪視委員建議已改

由經常門支出。 

     3.電算中心儀器設備雖然只申報 303,000 元，但實際上大部份申購

經費均由學校經費支援，因此圖資中心實際上支用軟硬體經費並

未比往年減少。 

三、李人事主任少白： 

     1.經常門申報金額預算比例分配於上次會議已確認，俟資本門申報

額度確認後，將依教育部規定之比例計算實際各項目分配金額報

部。 



 

     2.訪視委員建議申請校外研究案未獲獎助經費之教師，可考量以獎

補助款之經費予以補助研究經費(不含工作津貼)，以鼓勵教師研

究。其實本校在產學合作方面已規劃有補助經費，並鼓勵教師積

極申請，但補助項目為工作津貼(不適用教育部獎補助款支用項

目)，人事室請研發處研修本校研究獎補助辦法以鼓勵教師研究。 

二、98 年度資本門發展儀補各單位申請經費項目、規格、單價等資料第二次

核對及審議。 

   （一）王委員頌平： 

         附表七學務處課指組社團申購之 003-00 項，相機、攝影機專業用

腳架組，從單價看為高品質且專業之設備，希望學生能愛惜使用。 

   （二）林委員健毓： 

附表四序號 022-00 項 ERP 電腦軟體，在規格中有鼎新字樣應屬廠

牌名稱，是否符合規定。 

   （三）杜主任秘書鳳棋： 

         1.鼎新應該是廠牌名稱，但其規格因有加註或同等級應合於規定。 

         2.各單位所申請項目中部分屬較專業之儀器設備，在座委員或許也

很難看出所寫規格是否適當或符合需求，請原申報單位要盡量標

示出正確且符合規定及需求之規格。 

肆、討論（審議）事項： 

案由：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支用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97)年度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儀器設備採購金額預估結餘

873,435 元。 

二、各單位依需求提出申請採購項目預估總價合計 902,950 元

（含非原申請單位）。 

三、提請討論。 

辦法：請審議採購項目、規格、價格等資料，決議後陳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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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總務處採購組依相關規定作業。 

附件：97 年度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儀器設備採購金額預估結餘統計表及申

請97年度獎補助資本門經費標餘款採購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決議： 

一、B009-00 項個人電腦名稱修訂為電腦主機。 

二、同意電機系申請之 B009-00 項電腦主機因實驗室實際需求，

申請數量增加為 40 台，本項目總價修正為 680,000 元整。 

三、本案修正後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 

柒、主席結論： 

    1.秘書室在會前針對各單位申請採購之項目，已做了許多規格上的審核

協助，但希望委員、系上老師也能加強相關資訊的了解，以協助採購

及審核各項儀器設備規格等資料。 

    2.學校每年除了申請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外，亦規劃有其他補助

經費，不論是對系科儀器設備的基本補助，或是針對申請計畫型獎助

案的配合款，及對特殊有需要單位之專案補助，學校ㄧ直以來都非常

有系統的補助規劃，希望能不斷強化各單位教學及研究的能量。 

    3.97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規劃非常感謝委員們的協助、審議及核對各項

資料，請秘書室彙整所有文件後依規定時程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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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7 學年度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7 年 12 月 1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代理校長 徐元佑 
紀錄：秘書室 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確認備查。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齊華強秘書： 

98 年度經費支用規畫經上次會議完成第 2 次審議定案後，已彙整相 

關資料，於 97 年 11 月 24 日將支用計畫書陳報教育部及管科會審查， 

請參閱會議資料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 

金額比例表及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比例表各項報部統 

計資料，俟教育部核定本校 98 年度獎補助款後，再召開會議修正支 

用計畫書另案報部。     

二、行管系變更儀器設備採購規格報告： 

王主任慧君： 

本系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儀器設備 B003-00 

項數位式DVCAM錄放影機，原採購規格為Dsr-11 型或同級品，因與實 

驗室設備系統需求不相容，改為採購BR-DV3000之規格，原規格已 

註明或同級品，仍提專責會議報告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肆、討論（審議）事項： 

提案一 

單位: 資工系 

案由：資工系陳請變更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標餘款）教學



 

儀器設備 B008-00 項採購規格、數量及價格，敬請追認。 

說明：資工系原申報採購儀器設備 B008-00 項 Adobe Flash 專業版，為配

合實驗室教學需要，擬變更原申購之設備規格、數量及價格。 

辦法：敬請同意追認。 

附件：97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標餘款）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變更

前後項目對照表。 

決議：追認通過。 

   

提案二 

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 97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支用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項獎補助款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百分之三十以上

經費獎補助教師研究、進修、著作、升等、研習、改進教學、編纂

教材、製作教具等用途，百分之五以內用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活動，百分之二以上用在學生事務與輔導。 

二、97 年度各系(中心、室)呈報教師行政人員獎補助各項，業經各系

教評會議初審及校教評會議複審以及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經行政

會議複審，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經各級委員會審核通過，

各項經費核支提請本次專責會議審核。 

三、提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作業程序辦理。 

附件:97 年度經常門獎助教師研究進修等八項，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及學

生事務與輔導經費支用總表。 

決議:審議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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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主席結論： 

     一、各單位採購儀器設備應儘早辦理，尤其當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之支

用，有執行時效之規定，必須在 12 月 31 日前執行完畢，如未執行

完畢，依規定要繳回教育部，本校往年均要求在 9 月底前完成採購，

並於專責小組會議討論標餘款之支用規劃，俾有充裕時間辦理後續

採購及結報事宜。 

     二、97 年度標餘款採購項目，請權責單位督導儘速辦理，秘書室需彙

整年度所有相關資料（含資本門及經常門執行清冊）陳報教育部部

及管科會。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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