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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7 學年度第 5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8 年 3 月 17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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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教育部已核定，共計新台幣 3,270

萬 9,676 元，教育部每年獎補助學校的經費，對學校儀器設備的改

善有很大的幫助，當然這也需要各單位共同的努力爭取績效才能獲

得。 

二、原報部支用計畫書需依核定經費及參考審查意見修正，並依規定時

間連同領據報部請款，本次會議資本門及經常門均提報經費申請及

比例調整修正，各單位新申請採購項目亦提請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請與會委員提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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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華強秘書： 

上次會議紀錄請參閱並確認，另請參考管科會審查意見改進。     

肆、討論（審議）事項： 

提案一 

單位: 資工系 

案由：本校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費支用規劃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 年 2 月 23 日台技（三）字第 0980013616-w 號

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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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 98 年度原預估報部資本門經費為 19,860,847 元（含自

籌款），教育部 98.2.23 核定本校 98 年度資本門經費計

19,625,806元（不含自籌款），加自籌款10％後計 21,588,387

元，經核算資本門尚需規劃 1,727,540 元採購教學儀器設備。 

三、經教務會議討論，初步規劃重點支援資工系及課務組（課務

組原申請 037-00 項單槍投影機 15 台，擬改為申購 28 台以支

援教師授課使用），並將申請經費及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等資

料提送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四、請審議申請經費，採購項目、規格、數量及價格等資料。 

辦法：審議通過後，併修正後支用計畫書依規定報部。 

     附件：98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經費（資工系及課務組）申購教學儀器設 

備規格說明書。 

    林主任獻堂補充說明： 

    資工系本年申請採購之教學儀器設備，主要是未來電資學院人本智慧生

活科技實務中心教學用，請委員支持。 

決議：審議通過。 

   

提案二 

單位:人事室 

案由：98 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 年 2 月 23 日台技(三)字第 0980013616 號函，

98 年度核定本校補助款 1,342 萬 6,650 元整，經常門佔 1,308

萬 3,870 元。 

二、上次會議本室提報 98 年度經常門預算比例分配之決議，並依

教育部補助款之經常門 40%做分配金額如附表一，及經常門經

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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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訂閱費用列入(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三十

以上)“研究＂項目中。 

四、提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實施。 
附件： 

李人事主任少白補充說明： 

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訂閱費用列入“研究＂項目中，是依據教育部規 

定辦理，但並不會排擠原研究項獎助之金額。 

決議:審議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 

     學校每年除有效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外，另外仍會投入約 1,000 萬元經 

費支援教學單位，作為教學經營的基礎，未來會進一步研究，如何將有 

限的資源作更有效的統籌運用，以發揮最大的功效。 

柒、散會。 

 







大華技術學院 
秘書室 

會議記錄 SC0-4-553-01-05, A00
第 1 頁 /共 1 頁

SAWANGSAWANGSAWANGSAWANG

 

 

訂 

線 

裝 

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7 學年度第 6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8 年 5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石慶得 
紀錄：張慈尹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超過二分之ㄧ委員出席，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確認備查。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劉教務長玉山： 

1. 檢送之核配後 98 年度獎補助支用計畫書，經管科會審核完成，審查報

告-核配後複審意見，如附件一。請各單位就核配後複審意見回覆報告。 

2. 原依教育部獎補助款訊息公告，『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訂閱費用』係

填列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須佔經常門總經費 30%以上）』之【研

究】項目。惟配合教育部政策更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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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感謝人事室申覆教育部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扣減案，經教育部審議小組會議討論，決議衡量學校申覆有道理，爰回

復 2.5%績效獎助款計新台幣 50 萬 7,448 元(經常門 20 萬 2,979 元；資本

門 30 萬 4,469 元)。 

4. 報部申請項目不變，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更者，應報本部備

查。尤其報部備查之變更對照表格式請務必以此檔案格式為準。 

5. 修正「99 年度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要點」等相關規

定公聽會會議資料之電子檔，已公告於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資訊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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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獎補助網站下載檔案(http://tvc-fund.yuntech.edu.tw/ 下載專區/表格下

載/99 年公聽會會議資料、99 年獎補助公聽會簡報)。 

 

二、各單位就核配後複審意見報告： 
核配後復審意見-各單位意見回覆 

1. 獎助教師薪資約佔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比例高達 49%，全數擬用於現有教師薪

資，金額高達 NT$6,411,096 元，是否真有助於提升學校之教學品質與師資結構，

有待商榷。 

人事室李主任少白： 

本校 98 年擬新聘教授師資 4位，已編列獎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465040（占 3.5％）。

獎補助現有教師薪資已調降為 NT$5,514,044 元(占 41.5%)。 

本校「提升師資素質獎補助實施要點」由校教評會逐年依相關規定、學校發展及教師

意見等檢討修訂，除善用教育部獎補助款（含自籌款）獎補助教師進修、研究、研習、

升等、發表著作、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外，另編列有專款，近 3年平均

每年編列專款約 220 萬，獎補助教師執行「產學合作之建教合作計畫」，以提昇教師

實務教學與研究能力，成效良好。97 年獲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96 年)技職體系

「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率」進步學校第一名。近三年全校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百

分比已提升 12％（95 年為 33.8％，98 年 5 月為 45.5％）。98 年申請改名科大時之受

評系科均為一等。 

本校目前受限於人事費占學雜費約 80％之現況，將持續努力提昇辦學績效，加

強招生宣導，期能提高新生報到率與在校生註冊率，以改善財務，進而提高教師「改

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獎補助，以利學校長遠發展。 

2. 資本門設備購置目前尚未見標餘款之規劃，未來執行時宜請留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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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一)項第 5款之相關規定。

林總務長健毓： 

建議使用標餘款請購時，應一併檢附相關會議記錄及/或報部核備文件，始與進

行請採購作業。 

3. 獎補助款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所佔比例僅 46%，相較於其他學校實屬偏

低；而且由[附表九]之內容說明得知，經常門研究項經費尚包含一年期之電子資

料庫訂閱費，將嚴重壓縮實質用於獎補助教師進行產學合作或學術研究之經費，

此種經費運用方式能否有助於提升期師資結構，仍待觀察。 

人事室李主任少白： 

本校一向注重獎補助教師進行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除善用教育部獎補助款（含

自籌款）外，另編列有專款，近 3年平均每年編列專款約 220 萬，獎補助教師執行「產

學合作之建教合作計畫」，以提昇教師實務教學與研究能力，成效良好。97 年獲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評鑑(96 年)技職體系「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率」進步學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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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近三年全校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百分比已提升 12％（95 年為 33.8％，98 年 5

月為 45.5％）。 

4. [附表九]經常門經費規劃明細表優先序#010-00，編列有聘請專業社團老師教學費

用，但未見其預算額度，未來於時際執行如有該項目，宜請留意不得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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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五)項第 4點所

規定之 1/4 上限。 

人事室李主任少白： 

依規定辦理。 

5. [附表四]資本門擬購置儀器設備 P.3，「教學投影設備」之優先序為

『020+A17-00』，與其它儀器設備之優先序呈現方式不甚相同，是否有其他特殊滿

意?抑或純係誤植? 

杜主任秘書鳳棋： 

+A17 為誤植資料，請於修正後支用計畫刪除之。 

6. [附表四]資本門擬購置儀器設備優先序#001-00 及#002-00 均係『電腦』，規格說

明同為『主機 CPU:Intel Core2 Duo E7200…免 OS』，使用單位亦均為『自工系』，

但預估單價卻分別為 NT$23,500、17,500 元，建議針對纇似設備之採購金額或規

格說明的合理性宜再加強注意，以更強化採購效能。 

自工系曾主任慶祺： 

自工系提報設備名稱分別為個人電腦與電腦主機，個人電腦規格中包含 19＂螢

幕，電腦主機規格中則不含螢幕。 

7. 目前獎補助款資本門有部分擬購置設備項目(如：[附件四]優先序#038-00、

042-00、045-00、046-00)之預算單價僅略高於或等於 NT$10,000 元，實際執行時

應請留意，若屆時購買單價低於 NT$10,000 元，即需依行政院所頒行之「財務標

準分類」改制經常門項下：同時，並應注意切勿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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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 

林總務長健毓： 

依規定辦理。 

劉教務長玉山： 

過濾後，盡可能編列入「其他」項。 

8.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條第(四)項之

規定，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宜用於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附表

七]優先序#009-00『條碼資產管理設備』似純係供課指組作為行政管理之用,其購

置是否與法規之精神相符，有待商榷。 

徐學務長元佑： 

009-00『條碼資產管理設備』係由學生會主動提請購，學生社團活動之器材設備由學

生會自行管理，由於設備過多希望藉由該項設備來管理，社團提列之購買設備項目，

經學生會會議通過，再提報學務處處務會議，其會議紀錄皆記載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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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議可將預估數及平均單位補助金額列示於[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中以利日後執行與控管。 

人事室李主任少白： 

[附表九]已列示經費需求項目之預估金額。 

10.學校於[附件九]經常門經費規劃明細表優先序#002-00 及 009-00，列有舉辦相關

研討(習)會之經費，於實際執行時，請注意該項經費之支用應依「教育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改進方案」之相關

規定辦理。 

人事室李主任少白： 

依規定辦理。 

補充說明： 

研發處連組長誠賢： 

正修科大蕭校長去年訪視建議：出國參加研討會(習)，研議是否納編實質研究補助。 

劉教務長玉山： 

過濾後，購買單價低於 NT$10,000 元，盡可能編列入「其他」項。 

劉教務長玉山： 

[附表九]對應措施，採管科會建議方式來改善、修正。 

 

肆、討論事項：        

【提案一】圖資中心 

案由：本校 98 年度整體經費發展獎補助支用計畫資本門圖書軟體教學資源

經費標餘款支用案，提請討論。 

說明：一、依照 97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圖書軟體教學資源經費標餘款案例

辦理。 

二、目前已知 98 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圖書軟體教學資源各項採購項

目訪價後，預估將結餘款新台幣 364,880 元。 

三、為維持圖書總經費穩定成長趨勢及符合獎補助款規定，建請同意

將 364,880 元標餘款全數專款專用，增購中文圖書、西文圖書及

非書光碟資料。 

辦法：討論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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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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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人事室 

案由：修正 98 年度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提請審議。 

說明：一、本校申覆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扣減案，

依據教育部 98 年 5 月 13 日台技(三)字第 0980081253-1 號函，

決議核配本校 50 萬 7,448 元整，經常門 20 萬 2,979 元；資本門

30 萬 4,469 元。 

  二、依教育部補助款之經常門 98 年度教育部補助經費預算比例分配

如附件一，40%做分配金額如附件二，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

表如附件三，預期實施成效如附件四。 

  三、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訂閱費用列入“其他＂項目中。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實施。 

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李主任少白補充說明： 

本案按往年總預算編列法，往後依管科會意見來修正。 

 

石校長建議： 
1. 對於複審意見宜確實檢討，並詳細回覆，並確實執行，以確保績效。 
2. 款項分配用途，著重建立完整制度。建議可分基本額度(如開班數、實

驗室等)、績效額度，各單位可照績效指標自我掌握分配款。 
3. 標餘款分配可就各系績效來分配比例有效運用。可依各單位採購績效，

請購良好之單位、實驗室優先分配。核配後，將標餘款回歸原使用單位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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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臨時動議 

【動議一】石校長 

之前學校用少數款項採購小筆電幫助弱勢生，實質效益大。提請同意

將回復款資本門 30 萬 4,469 元全數充實圖資中心增購；編列報部，利用該

款項申請採購。  

決議：全數委員鼓掌同意通過。 

 

【動議二】圖資中心傅組長美靜 

圖書館 98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總

價計算錯誤少計 40 元，應為總價 2,000,040 元。擬將 40 元調整採購圖書自

動化設備(附表五)002-00 項監視系統數位錄影主機，單價調整為 59,960 元

(圖書館申請總經費未改變)，擬變更原申購之設備規格，敬請追認。 

決議：追認通過 

 

【動議三】自工系曾主任慶祺 

自工系原規劃採購項目序號 002-00 電腦主機，因該項設備總價計算錯

誤多寫了 10 萬元， 擬將 10 萬元調整採購該系 001-00 項個人電腦，數量變

更為 40 台、單價調整為 23,500 元(自工系申請總經費未改變)，因報部在即，

臨時發現錯誤，未及開會審議，故已先行調整資料，敬請追認。 

決議：追認通過 
 

【動議四】劉教務長玉山 

依據教育部 98 年 5 月 13 日台技(三)字第 0980081253-1 號函，原報部

支用計畫書需依爰回復 2.5%績效獎助款修正計畫書。修正後支用計畫，含

核配後審查意見及提會內容，並依規定連同領據報部請款。 

決議：同意修改完成後，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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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主席結論 

教補款經費權責落於研發處來統籌，工作更周延、更超然。教補款之分

配方式，將邀請專人報告並經討論後再決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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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8 年 10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石慶得 
紀錄：張慈尹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主要討論 98 年度獎補助教學儀器設備標餘款，期能妥善運

用，為全校性利用性質的為第一優先序考量。敬請各單位爭取到之經費

能有效利用；發揮最大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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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98 年度獎補助教學儀器設備標餘款，總計$1,725,079 元。 

二、委員就會議提出意見： 

電子系李金川老師： 

1. 申請單位請註明申請設備的放置處所。 

2. 在全校資源共享的目標下，承辦的業務單位是否事先了解各單位所申請

的設備，在該單位已有該設備的數量與使用情形。 

3. 建議保管組建立全校財產分類資料庫，在每次開會前提供給專責小組會

議委員參考。期使全校的所有設備與資源能達最大使用效益，並可節省

不必要的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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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申請單位能附上訪價資料兩份以上，供小組會議委員參考。以避免標

餘款過多而被列為訪視的缺點。 

5. 請業務單位提供去年度經費稽核小組會議紀錄，供專責小組會議委員參

考。以期落實經費稽核小組會議與專責小組會議的橫向連結。 

主席： 

1. 請採購單位建立訪價機制。 

2. 經費分配方式研發處已積極擬定。 

3. 往後採購資訊設備需經由圖資中心審核。目的是了解全校資訊設備資

源，有效利用分配，避免資源不必要之浪費。 

4. 標餘款分配，請委員同意延長期限至本月底前，讓工程學群、各中心、

圖資處提出詳細計劃案於下次專責小組會議評定。 

何總務長： 

1. 本單位已建立優良廠商。 

2. 訪價訂定合理價格，避免標餘款過剩。 

3. 請購單位填寫採購單請註明經費來源。 

 

肆、討論事項： 

【提案一】電通系 

案由：更正 98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11-00~#015-00

及#017-00 規格，提請審議。  

說明：依(98)管科發字第 2030302 號函，謹遵委員核復後複審意見：設備規

格說明略顯簡略，未來執行上可能不易追蹤及管考成效，惟規格變

更。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相關作業規定存校備查。 

附件：98 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二，第 1~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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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圖資中心 

案由：更正 98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 #066-00 規

格，提請審議。 

說明：圖資中心採購小筆電惟廠商已無當時所得標規格產品，願自負虧額

交給本校等級更高之小筆電，惟規格改變。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相關作業規定存校備查。 

附件：98 年度獎補助經費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二，第 5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圖書館 

案由：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專款專用，提請討論。 

說明：為符合相關規定圖書館自動化及軟體學教學資源須占資本門經費比

例 10%。 

辦法：討論通過後，依相關規定作業實施。 

附件：98 年度圖資中心(圖書館)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

書、支用計畫預期成效(如附件三)。 

決議：於下次專責小組會議確認。 

伍、臨時動議 

【動議一】研發處 

大華技術學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核配辦法(草案)。 

決議：全數委員無異議同意通過。 

陸、主席結論 

99 年度教補款經費權責落於研發處來統籌，已試算完成各單位分配款。

未來經費規劃以學群發展為考量，教學單位統一由各學群分配。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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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8 年 11 月 3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石慶得 
紀錄：張慈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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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教務長玉山：  

99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運用作業說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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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8

年 10 月 2 日台技（三）字第 0980160528B 號令修正發布第五點申請

原則及注意事項，調整本點第二項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比

率，占總預算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且規定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

於百分之七十五，經常門不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 

(一) 請各單位承辦人上網至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資訊網

「http://tvc-fund.yuntech.edu.tw/相關辦法/核配標準及相關規定/99

年度」查看。 

(二) 另外 99 年支用計畫書電子檔相關說明已修正，請至

http://tvc-fund.yuntech.edu.tw/核配標準/會議資料及相關文件/99 年

支用計畫書下載檔案參酌。 

二、 本校 99 年度整體發展(不含計畫型獎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訂作業時

程如後。 

項次 作業項目 預訂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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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

一 請各單位依教育部 99

年支用計畫書相關附

表格式，填寫儀器設備

規格說明書及預期成

效，並將書面及電子檔

送教務處彙整。 

11/5(四) 

前 

應填表件： 

1. 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

求各項規格說明(請

依附件範例 Excel 檔

作業)。 

2. 獎補助經費支用預期

成效(請與規格說明

書順序相對應並依附

件範例 Word 檔作

業)。 

二 預定召開 98 學年度整

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 

11/9(一) 1. 各單位申請資料與

彙總資料比對勘誤。

2. 各單位申請經費、項

目、規格、單價等資

料審議。 

三 預定召開 98 學年度整

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 

11/16(一) 1. 各單位申請資料與

彙總資料比對勘誤。

2. 各單位申請經費、項

目、規格、單價等資

料審議。 

3. 經常門經費運用計

畫審議。 

四 彙整各項資料陳核報

部 

11/30(一)

前 

 

    依 98 年支用計畫總額預估編列 99 年支用計畫書 3300 萬元，會後將相

關表件 Email 寄至各單位一級主管信箱，請各單位配合完成各階段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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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審議)事項： 

一、98 年度獎補助教學儀器設備標餘款使用單位。 

(一) 劉教務長玉山： 

    98 年度獎補助教學儀器設備標餘款，總計$1,725,079 元。 

申請單位 金額 提報/使用單位 
工程學群 

綠色能源中心 
50 萬 電機系 

商管學群 
客家文化中心 

40 萬 國貿系 

圖書館 90 萬 圖書館 

    說明：為維持圖書館冊穩定成長，分配標餘款增購圖書及非書光碟等   
資料。 

(二) 主席： 

    核配使用單位以校務發展、重點發展之研究中心為主。由於玻璃創意

中 心多項計畫已獲通過，故將經費讓予其他研究中心申請，在此提出

謹希望鼓勵各單位能對外爭取經費，提高教學研究能力。 

(三) 徐主任聖哲： 

    綠色能源中心分配款項將採購能風光電互補綠能應用教學設備，此標

餘款欲採購之項目非前報部之教學儀器設備項目，會後提交教學儀器設

備規格書及預期成效，經報部核備後，再依法規定進行請購程序。 

(四) 李主任右婷： 

 客家文化中心/4 套電腦+2 台大筆電+2 台小筆電+印表機=約 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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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定一樓 6 層樓(或者其他各棟大樓 1 樓)/裝設虛擬校園導覽用的觸控

式電腦(螢幕約 23000+電腦主機 10000=33000)*6 台=約 20 萬元。 

 電梯中播報英文、日文、客家新聞的部份(含裝設)3 萬元。 

      商管學群合計約為 40 萬元(已詢價過) 

(四) 何主任世偉： 

    請各委員同意提撥 10 萬元採購機器人設備。 

(五) 主席： 

    如委員無提出異議，分配款如下： 

申請單位 金額 提報/使用單位 
工程學群 

綠色能源中心 
50 萬 電機系 

機器人設備 10 萬 自工系 

商管學群 
客家文化中心 

40 萬 國貿系 

圖書館 80 萬 圖書館 

 

(六) 劉教務長玉山： 

    敬請提報/使用單位於 11/5(四)將採購規格說明書、成效擲交承辦單位

彙整報核。 

決議：同意標餘款分配比例，圖書館購書超出結餘款之金額由學校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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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臨時動議 

陸、主席結論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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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8 年 11 月 16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石慶得 
紀錄：張慈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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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9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規劃。 

劉教務長玉山：  

一、 國貿系、觀光系、電子系、電通系、電機系、體教中心，尚未將規格

說明書、預期成效書面、電子檔送交承辦單位。 

二、 各單位申請經費、項目、規格、單價等資料審議。請各單位確切補齊

數量單位別、規格；用途說明請統一填寫放置地點，修正過後請於 11/19

前提交研發處。 

肆、討論(審議)事項： 

提案一：99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彙總各單位申

請資料與資料比對勘誤(如附件)，提請討論。 

(一) 劉教務長玉山：預計 99 年整體發展經費 3500+自籌款 350=3850 萬。 

(二) 張學務長慧文：整體發展經費有一定分配比例，如依教務長規劃 3850

萬，按比例分配合算說明如下： 

單位：萬元 
3500 獎補助 

3850 350 自籌(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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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中心 169 
重點計劃 342 
教學儀補 1485 

語言中心 30 
圖資(網路) 110 
課務 120 
學務 54 
圖資-圖書(表六) 480 
圖資(表五) 49 
軍訓 25 

2695 資本門 

共同儀補 868 

勞安 30  

3850 

1155 經常門 
 

決議：各單位依分配比例，剩餘金額撥給圖書館支援購置圖書。修正過後

提請下次會議審議。 

 

提案二：各單位申請經費、項目、規格、單價等資料(如附件)，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過後，提請下次會議審議。 

 

提案三：經常門經費運用計畫(如附件)，提請審議。 

決議：全數委員同意修正過後報部。 

伍、臨時動議 

陸、主席結論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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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8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五）中午 10 時 0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石慶得 
紀錄：研發處 傅彬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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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彬玄秘書： 

99 年度經費支用計畫書各系已呈報並完成彙整，請各委員審議(如附

件)。 

肆、討論（審議）事項： 

提案一：99 年度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彙總各單位申請

資料與資料比對勘誤(如附件)，提請討論。 

(一) 謝振中研發長: 

各單位除了基本配額經費外，若需發展學院或系特色，請寫重點發展

計劃。 

(二) 李金川委員: 

1. 各單位呈報的個人電腦規格與價格不一，請統一規格。 

2. 是否可以參觀獎補助優良的學校？ 

3. 請 3 日前給資料，以便委員們可詳細閱讀。 

(三) 林獻堂電資學群長: 

    支用計畫書的數量與單位兩個欄位請分開，以便用 Excel 計算。 

  (四) 杜鳳棋主任秘書: 

     請建立 SOP 流程，將各單位的表格一致化，1 萬元以下的物品請報經常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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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過後，提請下次會議審議。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 

     一、教育部獎補助改由研發處接手，經辦人員順便轉移。 

     二、圖資中心請統一資訊器材報價。 

三、請提早將會議資料給委員，以便詳細閱讀。 

四、盡量採買教學儀器系統。 

五、重點發展計劃格式由主辦單位設計，請與獎補助格式相同，另外

再加計劃書。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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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第 5 次專責小組會議 
時間：98 年 11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3 時 0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 石慶得 
紀錄：張慈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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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9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規劃。 

肆、討論(審議)事項： 

    案由一：審議本校 99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 

      說明：99 年度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各單位提交規格書、預期成效

如附件。 

    決議：全數委員同意修正過後報部。 

伍、臨時動議 

陸、主席結論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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