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設計學院 104 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3年 11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10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如簽到單) 

四、主席致詞：本次會議關於本校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之編列，

敬請各位委員審議。 

五、各單位報告：本校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編列，提請審議。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資本門、經常門分配

比例暨相關事宜。 

說  明： 

一、依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理，依規定 104年度

不含自籌款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附件一。 

二、因目前教育部尚未公佈獎補助經費金額，以 103年度獎補助經

費做規劃，自籌款由 13％提升為 20％，如附件二。 

決  議： 

   一、依教育部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一條第三項規定本年度支用

計畫書應於11 月30 日前報部審核。 

二、茲因獎補助款尚未核定，經討論後依去年度經費為依據，各 

項比例除依教育部各項規定辦理外，自籌款佔20％，分配仍 

維持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 

提案二：提請審議 104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部分各單位與

中長程計畫配合及優先順序案。 

說  明：延續 103年度之規劃，各單位依發展重點特色提出 104年度之

需求預期成效及相關設備規格表，經由業務單位初審，製表送



本會審議；另經費分配由行政會議及群長會議決議除每系科購

置設備基本額外，依學群整合數、發展類組特性給予數，如附

件三、四。 

決  議：一、104學年度資本門含學校經費以貳仟肆佰萬元為基準。 

二、經專責小組代表審議後各單位所提設備均符合中長程發展計

畫。 

        三、有關獎補助資本門項目設備，各系所及單位已事先召開系務

會議依照單位需求及中長程發展計畫安排優先序。整體之優

先序則依各系優先序交差排列編列全校之優先序，相關教學

設備 14,430,962元，分配比例佔 84.52%（不含自籌款，合乎

申請原則）。 

四、學生事務以學生社團設備為主40萬佔2.31％（不含自籌款，   

合乎申請原則） 

五、圖資處以中西文圖書為主軸共228萬元，分配比例佔13.17％

（不含自籌款，合乎申請原則） 

六、校園安全共計40萬，學校自籌40萬分配比例佔自籌款11.55%。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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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及使用本獎勵補助經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學校應自籌本獎勵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度為配合款。 

2.各校應成立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學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成員應包括各

科系（包括共同科）代表，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但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不得擔

任之。 

3.各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彙整次年度經費支用計畫連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請採購規定及

作業流程等資料各一份報本部審查。 

4.修正後經費支用計畫書應於收到本部審查意見一個月內報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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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購置之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其使用年限及報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另當年度所購置儀器設備等資本門之設備，學校應善盡保

管之責，不得處置或變賣。 

7.各校應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由總務單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據以執行本獎勵補助經費，並由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負責監督。 

8.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案應上網公開招

標，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 

9.本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10.學校依「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規定向本部提報停辦計

畫，經本部審核通過後，得以當年度本獎勵補助所核定經費支應教師離退或學生轉

介等停辦計畫所需經費。 

（二）本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包括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

算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其經費之使用，應依各校支用計畫所編列者為準，

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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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

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主計處發

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但因

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

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並報本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 

（四）本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

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六十；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



備應達百分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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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達百分之二；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應加強

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

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購置固定資產，其單價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且耐用年限超過二年者，應列作資本門支出。 

（五）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 

1.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

之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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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

位)、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其用途不得用於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訂閱費用，

該費用應由其他經常門經費支付。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

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2.本獎勵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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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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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勵辦法，經學校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

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且依相關法令公開審議並確實執行，不得僅適用

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4.各校依其獎勵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得於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百分之五以內支

用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5.各校應於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

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

支用比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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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各校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項目及基準應參考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

類及執行標準表之規定列支，獎勵補助案件應依據事實建立審核機制，並有具體

成果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7.各校提撥本獎勵補助經費之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

作，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六）本獎勵補助經費之核銷方式： 

1.本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採專款專帳管理，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料依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六章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以

備查核。 

2.各校應於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將本獎勵補助經費使用情形（即執行清冊）、會

議紀錄（包括專責小組、期中稽核紀錄、公開招標紀錄及簽到單）與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彙整書面報告一份，送交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專案查核並出具稽核報告

後，連同前一學年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

及財務報表附註)備文報本部，俾便考核運用成效。同份資料應公告於本部及各

校網站，未公告上網之學校，不予核配獎勵補助經費。 

（七）獎勵、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完竣，未執行完竣者，應敘明原因報本部核

准後，始得展延；其未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應繳回未執行完竣之經費，其所



稱執行完竣，指已完成核銷並付款。 

（八）獎勵、補助經費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尚未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

用，其已發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應於次年一月十五日截止支付。 

（九）獎勵補助申請資料應據實填報，有造假不實者，除依法究辦外，全額扣除該年度

獎勵補助款。經費之支用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不符規定者，本部應予以追繳。 

（十）本獎勵補助經費比率之計算，不包括自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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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經費支用內容 

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20%） 

總經費

(5)=(3)+(4) 

＄7,940,512 ＄16,789,433 ＄24,729,945 ＄4,945,989 ＄29,675,934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0%） 

金額 ＄5,558,359 ＄11,752,603 ＄3,462,192 ＄2,382,153 ＄5,036,830 ＄1,483,797 

合計 ＄20,773,154 ＄8,902,780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

多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如

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

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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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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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0,962 84.52﹪ ＄3,062,192 88.45% 

請另填

寫附表

四 

二、圖書館自動化

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

（應達資本門

經費 10%【不含

自籌款金額】） 

圖書館自

動化設備 
＄0 0﹪ ＄0 0% 

請另填

寫附表

五、六 

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2,280,000 13.17﹪ ＄0 0% 

小計 ＄2,280,000 13.17﹪ ＄0 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

含自籌款金額】） 

＄400,000 2.31﹪ ＄0 0﹪ 

請另填

寫附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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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400,000 11.55% 

請另填

寫附表

八 

總 計 ＄17,310,962 100﹪ ＄3,462,196 100﹪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但因

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

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

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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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時間：103年 11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10點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 主席致詞：本次會議提請審議本校 104年度整體發展支用計畫

書及相關資料。 

五、 各單位報告：本校 104年度整體發展支用計畫書將於 11月 30

日前報部，相關資料如附件提請審議。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4年度整體發展支用計畫書及相關表件案。 

說明： 

一、 經本年度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本年度規劃經費支用內 

容如附表一。 

二、 經本年度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 

金額分配表如附表二。 

三、 經 103年 11月 26日(星期三)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校 

 教評會議決議，經常門各項分配比例如附表三。 

四、 支用計畫書及相關表件如附件。 

決議：經討論後通過支用計劃書，請各相關業務單位做最後確認及

文字修飾後用印報部。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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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104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20%） 

總經費

(5)=(3)+(4) 

＄7,940,512 ＄16,789,433 ＄24,729,945 ＄4,945,989 ＄29,675,934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0%） 

金額 ＄5,558,359 ＄11,752,603 ＄3,462,192 ＄2,382,153 ＄5,036,830 ＄1,483,797 

合計 ＄20,773,154 ＄8,902,780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

算至多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更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

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

規定辦理。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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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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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0,962 84.52﹪ ＄3,062,192 88.45% 

請另

填寫

附表

四 

二、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應達資本

門經費 10%【不

含自籌款金

額】） 

圖書館自

動化設備 
＄0 0﹪ ＄0 0%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六 

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2,280,000 13.17﹪ ＄0 0% 

小計 ＄2,280,000 13.17﹪ ＄0 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不

含自籌款金額】） 

＄400,000 2.31﹪ ＄0 0﹪ 

請另

填寫

附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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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400,000 11.55%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 計 ＄17,310,962 100﹪ ＄3,462,196 100﹪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

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

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

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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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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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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00 3.39% $0 0% 
分配原則： 

1. 現階段以鼓勵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
教學為優先，此三子項約佔項目（一）獎勵補
助款 32.3%，期以提升教師教學績效。 

2. 每年編列項目（一）獎勵補助款 10%以上(擬修
訂辦法)，鼓勵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103 年
度編列 55 萬元，11%），期鼓勵現有教師累積
研究成果以增進論文之發表。 

3. 在職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三子項約佔項目（一）
獎勵補助款 20.1%，若教師申請情形踴躍而致
經費不足，另籌學校經費支應。 

4. 研習子項約佔項目（一）獎勵補助款 17.6 %，
內含教師參加研習、各單位辦理研討會二部
分，分配優先次序較其他子項為後，若經費支
用不足則以學校經費支應。 

 

審查機制： 

1. 經費分配經校教評會、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 各子項實際執行情形依據校訂相關作業要點辦
理，皆須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核銷，專題研
究訂有外審制度。 

3. 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4. 專責小組委員與內部控制稽核人員不重疊。 

製作教具 $53,000 0.66% $0 0% 

改進教學 $1,288,000 15.92% $0 0% 

研究 $1,500,000 18.54% $0 0% 

研習 $880,000 10.88% $0 0% 

進修 $167,000 2.06% $0 0% 

著作 $700,000 8.65% $0 0% 

升等送審 $138,000 1.71% $0 0% 

小計 $5,000,000 61.80% $0 0%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占經

常門經費 2%以

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 

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

鐘點費 

$54,000 0.67% $0 0% 分配原則： 

至多扣除四分之一經費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
師之鐘點費，所餘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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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機制：。 

1. 經費分配經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 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經學務會議、行政會議審
議，實際執行情形依據校訂相關作業要點辦理。 

3. 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176,000 2.18% $0 0% 

小計 $230,000 2.84% $0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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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85% $0 0% 

分配原則： 

現階段以鼓勵行政人員參加電腦研習、行政業務
研習，以達成校務行政電腦化、提昇行政人員業
務能力為目標。依規定每人每年得申請二次獎助。 

審核機制： 

1. 經費分配經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 實際執行情形依據校訂相關作業要點辦理，經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核銷。 

3. 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 $159,600 15.17% 
審核機制： 

1.經費分配經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五、其他 

新聘教師
薪資(2 年
內) 

$2,710,757 33.50% $392,199 37.29% 
分配原則： 

102 學年度新聘助理教授 1 名，103 學年度預定新
聘 3 位教師。 

審查機制： 

1.經費分配經校教評會、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增聘教師作業依據校訂教師聘任辦法辦理。 

3.經費之結案提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電子期刊審核機制： 

1.經費分配經專責小組審查通過。 

2.採購會議、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3.經費之結案經內部控制稽核人員稽核。 

現有教師
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
閱費 

$0 0% $500,000 47.54% 

軟體訂購
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2,710,757 33.50% $892,199 84.83% 

總 計 $8,090,757 100% $1,051,799 1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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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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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八：授權年限 2 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項目（應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

項」下。 

註九：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

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註十：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

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限獎勵補助款，不含自籌款）。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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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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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紀錄：陳振誠 

一、 時間：104年 03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3點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針對本校今年度獲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經費，與支用

計畫書略有差異，敬請討論修正計畫書。 

四、 各單位報告：本校今年度獲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

核定減少許多，調整計畫書內容，提請審議。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

修正計劃書內容。 

說明： 

(一)、 依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40225081U 號函辦理。 

(二)、 因本校 103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 50%，依教育部獎勵補

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要點規定，獎勵款不予

核配 50%(扣減獎勵經費 7,550,222)。本校核定經常門

5,240,984 元、資本門 12,228,962 元，合計為

17,469,946 元。本校擬提 20％做為配合款 3,493,989 

元，總計為 20,963,935 元。 

(三)、 修正經費支用內容(如附件一)、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

與比例表(如附件二)、104年度本校各系科中心資本門經

費預算表(如附件三)。 

決議： 

(一)、通過 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修正計

劃書支用內容，因應本校遭扣減獎勵經費部分，各系

(科)、中心之資本門經費予以等比例調整，各系(科)、中



心經費儘速協調後，確認編列之支用經費。 

(二)、業經討論審議後，為重視教學研究單位購置設備及相關教

學研究，同意本次配合款定為 20％以上，支用內容項目詳

如修正計畫書。 

六、 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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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時間：104年 11月 09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4年度獎補助經費執行已至年度完成階段，相

關規格細項變更，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辦法執行。 

四、 各單位報告：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設

備經費其規格細項因系科發展調整與採購經費等因素，提請變

更。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

門設備經費規格細項變更。 

說明： 

104年度獎補助經費規格細項變更，電腦割字機(流設系)、3D流

體計算模擬軟體(室設系)、單槍投影機(表演學程)、錄音設備(表

演學程)，主要因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格，擬請同意變更。 

 

決議：通過 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設備

經費規格細項變更。 

 

六、 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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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4年度獎補助經費規格、細項變更對照表 

優先

序 
設備名稱 原申請規格 

數

量 
變更事項 變更原因 使用單位 

66 
電腦割字

機 

最大進紙幅寬 135cm，實割尺寸

125 x ∞ cm，刀壓 0～600公克，

保固 2年，割反光紙功能，設備

包含割字機.鋼刺輪（厚紙專用）.

手提式電腦一式、IP分享器，割

字軟體.刀座.筆座.割字刀 20

支.傳輸線.電源線.說明書 

1 

最大進紙幅寬135cm，實

割尺寸125 x ∞ cm，刀

壓0～600公克，保固2

年，設備包含割字機.鋼

刺輪（厚紙專用），割字

軟體.刀座.筆座.割字刀

20支.傳輸線.電源線.說

明書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流設系 

94 

3D流體計

算模擬軟

體 

1.PHOENICS一年維護與技術支

援費  

For License License License 

-Windows 7 64bit PC version 1

套  

2.數量 : 1/年，5users 

1 

1.WindPerfectDX-2016

風環境功能教育版軟體

75萬網格軟體乙套(永久

版)。 

2.需提供至少技術支援

一年。 

3.教育研習一日四小時

(含軟體安裝) 

4.前處理、後處理操作手

冊。 

5.教學PDF一式。 

6.軟體保固二年。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室設系 

99 
單槍投影

機 

5000流明以上之全彩高畫質投

影機（含螢幕及基本配備） 
1 

1. 投影型式：RGB三片

0.78TFTLCD 

2. 液晶板-畫素數：

2,304,000畫素含以上 

3. 輸出亮度：ANSI 480

流明(含)以上。 

4. 解析度：標準：WUA 

1920*1200(含)以上、支

援 UXGA 1600 X 1200(含)

以上。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表演學程 



5 
 

101 錄音設備 

主動式監聽喇叭+封閉式監聽耳

機+ USB錄音介面+真空管麥克風

+麥克風前級放大器 

1.主動式監聽喇叭：2路雙推挽

同軸近場監聽設計。 

2. 封閉式監聽耳機：阻抗：64 

Ohm； 重量：220 g  負載：500 mW  

b. 插頭：3.5 / 6.3 mm立體聲。 

3. USB錄音介面：18 組輸入 / 

18組輸出。 

4. 真空管麥克風：頻率響應： 

20Hz - 20KHz  

5.麥克風前級放大器：a. 最大麥

克風增益: 57dB。 

1 

1.專業錄音真空管麥克

風 

2.專業錄音麥克風 

3.麥克風專用聲學學障

板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表演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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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時間：105年 02月 22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整。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4年度獎補助經費執行已完成，計畫經費依教

育部及本校相關辦法執行，詳細執行清冊及財務報告等需公開及

核報教育部。 

四、 各單位報告：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已完成核

銷及填報執行清冊等相關財物公開要求，本次會議提請審議核銷

執行情形及說明。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4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核銷事宜。 

說明： 

一、 本校 104年度獲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分別為：補助款

9,004,784元、獎勵款 8,465,162元，合計 17,469,946

元。學校自籌款依規定至少為 10％，本校 104年度自籌款

為 5,897,626元佔 33.76％，符合規定並依教育部使用原

則及相關規定執行辦理，合計總經費 23,367,572元。 

二、 資本門部分，均公開招標議價後依優先順序購置教學及研

究設備項目 10,683,921元(不含自籌款) 佔 87.37％(符合

≧60％)，圖書館自動化與圖書期刊等項目 1,284,041(不

含自籌款) 佔 10.5％(符合≧10％)，學輔相關設備項目

261,000元 (不含自籌款) 佔 2.13％(符合≧2％)，其他項

目為 0％。以上比例計算不含自籌款，均符合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使用原則規定。 

三、 經常門部分，均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獎助規定辦理，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 3,530,889元(不含自籌款)佔 67.37%(符

合≧30％)，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180,000(不含自籌

款)佔 3.43%(符合≧2％)，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97,520元(不含自籌款)佔 1.86%(符合≦5％)，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佔 0％，增聘師資與

現有教師薪資 1,432,575元佔 27.34％，其他(資料庫訂閱

費軟體訂購費)佔 0％，以上比例計算不含自籌款，均符合

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原則規定。 

四、 相關經費核銷及執行清冊詳附件。 

 

決議：審議後通過，本校 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執行合乎

相關規定，自籌款比例提高至 33.76％，相關資料於規定

期限內進行財物公開並報部。 

 

六、 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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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獎勵補助經費說明 
     

學校名稱 東方學校 

A.補助款金額 B.獎勵款金額 
C.自籌款金額(應≧

10%) 
D.總經費(A+B+C) 

$9,004,784 $8,465,162 $5,897,626 $23,367,572 

      

二、資本門 
     

 資本門經費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1.教學及研究設備 
$10,683,92

1  
87.37% $4,561,429  94.06%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60% 

2.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刊

等 
$1,284,041  10.50% $0  0.0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10% 

3.學輔相關設備 $261,000  2.13% $0  0.0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2% 

4.其他 $0  0.00% $288,000  5.94%   

合計 
$12,228,96

2  
100.00% $4,849,429  100.00%   

資本門獎勵補助款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 70.00% 應介於 70%~75% 

      

三、經常門 
     

 經常門經費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1.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3,530,889  67.37% $200,000  19.08%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30% 

2.學輔相關工作 $180,000  3.43% $0  0.0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2% 

3.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97,520  1.86% $0  0.0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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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0  0.00% $0  0.00%   

5.其他 $1,432,575  27.33% $848,197  80.92% 

含獎助教師薪資、2

年內授權到期之電

子資料庫或軟體 

合計 $5,240,984  100.00% $1,048,197  100.00%   

經常門獎勵補助款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 30.00% 應介於 25%~30% 

經常門支用細項 

支用項目 
執行成果件數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數量 單位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15 案 $137,000  2.61% $0  0.00% 

製作教具 4 案 $21,000  0.40% $0  0.00% 

改進教學 45 案 $963,838  18.39% $100,000  9.54% 

研究 129 案 $1,163,369  22.20% $100,000  9.54% 

研習 40 案 $401,800  7.67% $0  0.00% 

進修 2 案 $75,988  1.45% $0  0.00% 

著作 157 案 $677,894  12.93% $0  0.00% 

升等送審 7 案 $90,000  1.72% $0  0.00% 

小計 $3,530,889  67.37% $200,000  19.08% 

學生事務及

輔導 

相關工作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註 1 3 人 $24,000  0.46%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9 案 $156,000  2.98% $0  0.00% 

小計 $180,000  3.43% $0  0.00% 

行政人員業

務 

研習及進修 

進修 1 案 $30,000  0.57% $0  0.00% 

研習 13 案 $67,520  1.29% $0  0.00% 

小計 $97,520  1.86% $0  0.00% 

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單

價 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

品) 

資訊器材 0 項 $0  0.00% $0  0.00% 

實習實驗物品 0 項 $0  0.00% $0  0.00% 

專業教室物品 0 項 $0  0.00% $0  0.00% 

其他非消耗品 0 項 $0  0.00% $0  0.00% 

小計 $0  0.00% $0  0.00% 

【其他】新

聘教師薪資

教授 0 人 $0  0.00% $0  0.00% 

副教授 0 人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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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項目 
執行成果件數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數量 單位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2年內) 助理教授 2 人 $1,128,779  21.54% $210,315  20.06% 

講師 0 人 $0  0.00% $0  0.00% 

小計 $1,128,779  21.54% $210,315  20.06% 

【其他】 

現有教師薪

資 

教授 0 人 $0  0.00% $0  0.00% 

副教授 2 人 $303,796  5.80% $191,137  18.23% 

助理教授 0 人 $0  0.00% $0  0.00% 

講師 0 人 $0  0.00% $0  0.00% 

小計 $303,796  5.80% $191,137  18.23% 

【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
註 2
 3 項 $0  0.00% $446,745  42.62% 

軟體訂購費 0 項 $0  0.00% $0  0.00% 

其他 0   $0  0.00% $0  0.00% 

小計 $0  0.00% $446,745  42.62% 

        
註 1：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註 2： 
授權年限 2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應

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 3： 
接受薪資獎助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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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經常門經費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

評鑑費。 

 


	104-1專責小組會議紀錄(1031120)
	東方設計學院104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1040311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 會議紀錄
	1041109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1050222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