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設計大學 107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議程 

紀錄：林雅意 

一、 時間：106年 11月 13日(星期一)下午 04時整。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7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經費支用擬定，依規定分配及提出申請。 

四、 上次會議紀錄報告：無 

五、 各單位報告：依據教育部 107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以及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

本門分配辦法」編列。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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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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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支用計畫書應於 106年 11月 30日

前報部審核，本校 107年度支用計畫書經費編列，依

要點規定編列經費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詳

附件一。 

 (二)、107年度資本門經費依據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

費資本門分配辦法」編列，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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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比

例，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佔 80.9％【應至

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圖書館

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佔 16.7％【應達資本門

經費 1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學生事務及輔導相

關設備佔 2.4％【應達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詳附件二。 

(三)、經常門經費編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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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比例，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佔獎補助款 87.92％【應達經常門經費 50%以

上(不含自籌款金額）】、學生事物與輔導相關工作佔

2.52％【應達經常門經費 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佔 4.20％【應於經常門

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額）】、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佔 0.51％、其他佔

4.85％，詳附件三。 

決  議： 通過本校107年度資本門經費編列及內容。 

     

七、 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附件一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參考附表 6：107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情形一覽表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勵補助款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小計 $23,809,523 $4,761,905 

20% 

$28,571,428 

占總金額比率 83.3% 16.7% 

金額 $16,666,666 $7,142,857 $3,333,334 $1,428,571 $20,000,000 $8,571,428 

比率 70% 30% 70% 30% 70% 30% 
備註： 

1.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一點第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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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二點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含自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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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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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總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十點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比率之計算，不含自籌款金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二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參考附表 8：107 年度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1) 
$13,486,666 80.9% $2,433,334 73.0%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占資本門經費 10%以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2~13)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500,000 3.0% $0 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2,280,000 13.7% $0 0.0% 

小計 $2,780,000 16.7% $0 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4) 
$400,000 2.4% $0 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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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5) 
$0 0.0% $900,000 27.0% 

總 計 $16,666,666 100% $3,333,334 100% 

備註：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率。 

 



 
 

附件三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參考附表 9：107 年度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占

經常門經費 50%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編纂教材 $300,000 4.20% $0 0.00% 

製作教具 $60,000 0.84% $0 0.00% 

推動實務教學 $1,800,000 25.20% $100,000 7.0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

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 
$2,400,000 33.60% $100,000 7.00%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度

實務研習) 
$1,500,000 21.00% $0 0.00% 

進修(備註 1) $20,000 0.28% $0 0.00% 

升等送審 $200,000 2.80% $0 0.00% 

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備註 2) $0 0.00% $0 0.00% 

小計 $6,280,000 87.92% $200,0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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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0.63%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備註

3)(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6)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135,000 1.89% $0 0.00% 

小計 $180,000 2.52% $0 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

額】) 
$300,000 4.20%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7) $36,400 0.51% $0 0.00% 

五、其他 

當年度新聘(一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備註 4) $346,457 4.85% $728,571 51.00% 

資料庫訂閱費(備註 5)(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8) $0 0.00% $500,000 35.00% 

軟體訂購費(備註 5)(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9) $0 0.00% $0 0.00%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其他(備註 6) $0 0.00% $0 0.00% 

小計 $346,457 4.85% $1,228,571 86.00% 

總 計 $7,142,857 100.00% $1,428,571 100.00% 

備註： 

1. 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2. 已申請「提升兼任師資待遇成效」獎勵經費並獲核定之學校，所獲核定之經費得用於支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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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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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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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之使用說明 D2，經常門得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

單價在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4. 本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當年度新聘(一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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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授權使用年限在2年以下之「資料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6. 為保障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各校依本部104年6月17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

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認定校內兼任助理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並依學習或僱傭等不同關係設計相關配套措施（包

含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符合上開處理原則有關學習型助理之獎助金或勞僱型助理支薪資及勞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得列入經常門

「其他」項下。 

7. 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 

8. 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率。 

 

 

 

 



東方設計大學 107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紀錄：林雅意 

一、 時間：106年 11月 27日(星期一)下午三時三十分。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次會議召開討論本校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支用計畫書及相關表件，請專責小組委員針對所提支用內容進行審議。 

四、 上次會議決議： (一)、通過本校 107 年度支用計畫書經費編列，依要點規定編列

經費資本門 20,000,000 元(佔 70％)、經常門 8,571,428 元(佔 30％)。 

五、 各單位報告：依據教育部 107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以及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辦法」編列。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本校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

畫書及相關表件。 

說  明： 

（一） 本校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

應於 107年 12月 08日前報部審查。(附件一至附件三) 

（二） 本校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

之辦學特色自選指標部分，本校以產學合作及技術研發成效(50％)、提

升學生就業成效(30％)及國際化成效(20％)作為自選指標。 

（三） 本校 107年度支用計畫書及相關表件編列內容，詳如附件四。 

 

決  議： 通過本校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書，辦學特色自選指標部分，本校以產學合作及技術研發成效(50％)、提

升學生就業成效(30％)及國際化成效(20％)作為自選指標，於期限內提出

申請。 

 

七、  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附件一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 

參考附表 6：107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情形一覽表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勵補助款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小計 $23,809,523 $4,761,905 

20% 

$28,571,428 

占總金額比率 83.3% 16.7% 

金額 $16,666,666 $7,142,857 $3,333,334 $1,428,571 $20,000,000 $8,571,428 

比率 70% 30% 70% 30% 70% 30% 
備註： 

1.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一點第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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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二點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含自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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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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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總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項第十點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比率之計算，不含自籌款金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二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 

參考附表 8：107 年度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1) 
$13,486,666 80.9% $2,433,334 73.0%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占資本門經費 10%以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2~13)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500,000 3.0% $0 0.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2,280,000 13.7% $0 0.0% 

小計 $2,780,000 16.7% $0 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4) 
$400,000 2.4% $0 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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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5) 
$0 0.0% $900,000 27.0% 

總 計 $16,666,666 100% $3,333,334 100% 

備註：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率。 

 



 
 

附件三 (10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 

參考附表 9：107 年度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改善教學、教師

薪資及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費

50%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備註 1) $276,457 3.87% $0 0.00%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備註 1) $0 0.00% $728,571 51.0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備註 1) $0 0.00% $0 0.00% 

編纂教材 $300,000 4.20% $0 0.00% 

製作教具 $60,000 0.84% $0 0.00% 

推動實務教學 $1,800,000 25.20% $100,000 7.0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

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 
$2,400,000 33.60% $100,000 7.00%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1,500,000 21.00% $0 0.00% 

進修(備註 2) $20,000 0.28% $0 0.00% 

升等送審 $200,000 2.80% $0 0.00% 

小計 $6,556,457 91.79% $928,571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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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0.63%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備註 3)(請另

填寫參考附表 17)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135,000 1.89% $0 0.00% 

小計 $180,000 2.52% $0 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300,000 4.20%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8) $106,400 1.49% $0 0.00% 

五、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備註 4)(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9) $0 0.00% $500,000 35.00% 

軟體訂購費(備註 4)(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9) $0 0.00% $0 0.00% 

其他(備註 5) $0 0.00% $0 0.00% 



 
 

小計 $0 0.00% $500,000 35.00%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備註 6) $0 $0 0.00% $0 

總 計 $7,142,857 100.00% $1,428,571 100.00% 

備註： 

1. 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2. 已申請「提升兼任師資待遇成效」獎勵經費並獲核定之學校，所獲核定之經費得用於支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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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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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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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之使用說明 D2，經常門得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

單價在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4. 本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當年度新聘(一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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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授權使用年限在2年以下之「資料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6. 為保障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各校依本部104年6月17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

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認定校內兼任助理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並依學習或僱傭等不同關係設計相關配套措施（包

含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符合上開處理原則有關學習型助理之獎助金或勞僱型助理支薪資及勞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得列入經常門

「其他」項下。 

7. 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 

8. 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率。 

 

 

 

 

 



東方設計大學 107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 

紀錄：林雅意 

一、 時間：107年 04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已

核定，依規定修正計畫書內容與執行 

四、 各單位報告:本校 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

核定共計新臺幣 1,826萬 9,618元，依核定經費調整支用計畫

書(核定版)並報部後執行。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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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業經教育

部審議於 107年 04月 11日(臺教技(三)字第 1070494032F號

函) 核定共計新臺幣 1,826萬 9,618元（經常門 548萬

0,885元，資本門 1,278萬 8,733元，因 106學年度全校新

生註冊率未達 70%，減計獎勵經費 30%，計 386萬 1,183元） 

(二)、 本校 107年度經常門分配與資本門分配經常門(含自籌款)共

6,577,062元、資本門(含自籌款)共 15,346,480元，編列經

費、修正支用計畫書等資料，如附件所示。 

決議：通過本校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支用計畫書(核定版)，相關獎助辦法依規定適時調整。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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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經費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勵

補助款

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小計 $18,269,618 $3,653,924 

20% 

$21,923,542 

占總金額比率 83.30% 16.70% 

金額 $12,788,733 $5,480,885 $2,557,747 $1,096,177 $15,346,480 $6,577,062 

比率 70% 30% 70% 30% 70% 30% 
        

備註： 

1.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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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二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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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3.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點第十款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比率之計算，不含自籌款金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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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核定經費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1) 
$10,666,252 83.40% $800,228 31.29% $11,466,480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占資本門經費 10%

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2~13) 

圖書館自動

化設備 
$500,000 3.91% $0 0.00% $500,000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1,322,481 10.34% $957,519 37.44% $2,280,000 

小計 $1,822,481 14.25% $957,519 37.44% $2,780,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

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4) 
$300,000 2.35% $0 0.00% $300,0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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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5) 
$0 0.00% $800,000 31.28% $800,000 

總 計 $12,788,733 100% $2,557,747 100% $15,34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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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核定經費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改善教學、教師薪

資及師資結構 (占經

常門經費 50%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備

註 1) 
$274,485 5.01% $296,177 27.02%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備註 1) $0 0.00% $0 0.0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備註 1) $0 0.00% $0 0.00% 

編纂教材 $500,000 9.12% $0 0.00% 

製作教具 $130,000 2.37% $0 0.00% 

推動實務教學 $1,500,000 27.37% $0 0.0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

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

升等機制) 

$1,700,000 31.02% $300,000 27.37%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

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800,000 14.60% $0 0.00% 

進修(備註 2) $40,000 0.73% $0 0.00% 

升等送審 $150,000 2.74% $0 0.00% 

小計 $5,094,485 92.95% $596,177 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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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0.55%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備註 3)(請另填寫參考

附表 17)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150,000 2.74% $0 0.00% 

小計 $180,000 3.28% $0 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100,000 1.82%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

另填寫參考附表 18) 
$106,400 1.94% $0 0.00% 

五、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備註 4)(請另填寫

參考附表 19) 
$0 0.00% $500,000 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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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訂購費(備註 4)(請另填寫參

考附表 19) 
$0 0.00% $0 0.00% 

其他(備註 5) $0 0.00% $0 0.00% 

小計 $0 0.00% $500,000 45.61%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備註 6) $0 $0 0.00% 0.00% 

總 計 $5,480,885 100% $1,096,177 100% 

 

備註： 

1. 本獎勵補助經費得用於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及提高現職教師薪資待遇所需經費(包括提高現職教師薪資所需

經費及彈性薪資，不包括現職教師薪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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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護理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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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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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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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之使用說明 D2，經常門得購

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單價在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4. 授權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下之「資料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項

目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5. 為保障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各校依本部 104年 6月 17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

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認定校內兼任助理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並

依學習或僱傭等不同關係設計相關配套措施（包含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符合上開處理原則有關學習型助理之獎

助金或勞僱型助理支薪資及勞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得列入經常門「其他」項下。 

6. 已申請「提升兼任師資待遇成效」獎勵經費並獲核定之學校，所獲核定之經費得用於支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7. 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

鑑費等相關酬勞。 

8. 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率。 





東方設計大學 107 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紀錄：林雅意 

一、 時間：107 年 11月 09 日(星期五)下午 3時整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因執行而變更調

整支用計畫書規格項目與採購經費，本次會議討論規格項目變

更與經費流用。 

四、 單位報告：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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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執行調整與經費流用，提請變更。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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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常門經費變更流用。 

說明：107 年度獎補助經費規格細項變更，主喇叭(表演藝術學

程)、監聽喇叭(表演藝術學程) 、電腦螢幕(表演藝術

學程)、高流明投影機(表演藝術學程)、高階繪圖專用

筆記型電腦（室內設計系）、高階繪圖專用 AIO 觸控電

腦（室內設計系），經常門變更流用項目，以上擬請同

意變更。(詳附件一、附件二) 

決議：通過變更，請依照相關規定執行計畫與經費。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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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東方設計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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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主喇叭 

● -3dB響應頻率：45 Hz ÷ 20000 Hz 

● 最大出力：130 dB 

● 水平覆蓋角度：90° 

● 垂直覆蓋角度：60° 

●  Compression Driver：1 吋, 

1.75" v.c. 

●  Woofer：15吋, 2.5" v.c. 

● 輸入信號：bal / unbal 

● 輸入接頭：XLR-Jack 

● 輸出接頭：XLR 

● 輸入靈敏度：-2 dBu / +4 dBu 

4 

●15 吋主動式揚聲器 

●-3dB 頻率響應需優於 59 

Hz ～ 17 kHz。 

●最大出力 > 1450W(含以

上),Class-D amplifier。 

●水平覆蓋角度 ≥ 90º。 

●垂直覆蓋角度 ≥ 50º。 

●最大音壓  > 136 dB 

Peak。 

●揚聲系統形式為 主動式

15吋,二音路揚聲器。 

●輸入信號為 bal/unbal。 

●輸入接頭需具備 XLR、

1/4” 與 RCA。 

●輸入阻抗優於 20K Ohms 

(balanced),10K Ohms 

(unbalanced)。 

●與現有系統整合並進行音

場調校,調整後參數需儲存

於 Mixer 中,亦或由揚聲器

內建軟體進行調校、儲存,揚

聲器安裝位置與方式需與使

用單位討論,本項目包含：可

調式喇叭架 x 2(最大負重

≥110.132 lbs)、壁掛架 x2、

線材、插座等零件與材料。 

●需有教學課程至少 4 小時

及教學手冊。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表演藝術

學程 

1-2 監聽喇叭 

● -3dB響應頻率：50Hz ÷ 20000 Hz 

● 最大出力：129 dB 

● 水平覆蓋角度：90° 

● 垂直覆蓋角度：60° 

●  Compression Driver：1 吋, 

1.75" v.c. 

●  Woofer：12吋, 2.5" v.c. 

● 輸入信號：bal / unbal 

● 輸入接頭：XLR-Jack 

● 輸出接頭：XLR 

● 輸入靈敏度：-2 dBu / +4 dBu 

● 含喇叭架 

 

●  12吋主動式揚聲器 

●  -3dB 頻率響應需優於 

57 Hz ～ 20 kHz。 

●  最大出力 > 1450W(含

以上),Class-D amplifier。 

●水平覆蓋角度 ≥ 90º。 

●垂直覆蓋角度 ≥ 50º。 

●最大音壓  > 130 dB 

Peak。 

 主動

式 12 吋,二音路揚聲器。 

●輸入信號為 bal/unbal。 

●輸入接頭需具備 XLR、

1/4” 與 RCA。 

●輸入阻抗優於 20K Ohms 

(balanced),10K Ohms 

(unbalanced)。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表演藝術

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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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東方設計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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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與現有系統整合並進行

音場調校,調整後參數需儲

存於 Mixer 中,亦或由揚聲

器內建軟體進行調校、儲存,

揚聲器安裝位置與方式需與

使用單位討論,本項目包含：

壁掛架 x2、線材、插座等零

件與材料。 

●需有教學課程至少 4 小時

及教學手冊。 

39 電腦螢幕 

技術規格 

● 顯示器大小 : 21.5 吋 (對角線) 

4K 顯示器，採用 IPS 技術 

● 解析度 : 解析度 4096 x 2304，

支援千萬種顏色 

● 亮度 : 500 cd/m² 

● 色域 : P3 廣色域 

● 連接埠 : 一個 USB-C、三個 USB-

C (USB 2，480 Mbps) 

● 電力傳輸 : 透過 USB-C 提供主機

最高可達 60W 的電力和充電功率 

● 揚聲器配置 : 立體聲 

● 電源 : 內建電源供應器 

● 高度 : 38.8 公分±5% 

● 寬度 : 50.5 公分±5% 

● 深度 : 21.9 公分±5%(含支架)，

4.4 公分±5%(不含支架) 

● 重量 : 5.6 公斤±5% 

系統需求 

● 作業系統 : macOS Sierra 

10.12.1 或後續版本 

● 連線 : 具有 USB-C 的 Mac 

2 

1.技術規格 

●  螢幕尺寸：24.5吋 

●  畫面比例：16:9 

●  最高解析度：1920 x 1080 

●  亮度：400 nits (尼特) 

●  對比：2000000:1 

●  反應時間：1 毫秒 

●  訊號接頭：DP1.2、HDMI1.4、4 個 USB3.0、音訊輸出 

●  配件：DisplayPort 纜線,電源線,TPYE-C TO HDMI轉接器，

MINDP to HDMI轉接器，HDMI纜線 

● 保固:3年媒體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表演藝術

學程 

40 
高流明投

影機 

●  投影方式：RGB三片 TFT LCD 同時

聚合呈像投影 

● 液晶板-尺寸：三片 0.76 吋 TFT 

LCD with MLA 

● 液晶板畫素數：2,304,000dots 

1 

1.規格 

投影型式：RGB三片TFT LCD。 

電源規格：AC 110V～120V/AC 

200V～240V。 

畫素數：2,304,000*3畫素

(含)以上。 

輸出亮度：白色亮度、彩色亮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表演藝術

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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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東方設計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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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x1200) x3 

● 投影亮度-白色亮度：4800 流明 

● 投影亮度-彩色亮度：4800 流明 

● 解析度-標準解析度：WUXGA 

1920x1200 

● 解析度-支援解析度：UXGA 

1600x1200 / SXGA 1280x1024  

● 解析度-HDTV相容性：480i~1080P 

● 視訊畫素：掃描密度 1200 條 

● 投影畫面尺寸：50”~300” 

(1.46m~14.79m) 

● 投射方式：前投、背投、天花板前

投、天花板背投 

● 相容性-視頻相容性：適用於 NTSC 

/ PAL / SECAM 系統 

● 相容性-電腦相容：適用於 PC / 

UXGA / SXGA / XGA / SVGA / VGA 

● 聲音輸出：內建 16瓦喇叭 x1 

● 輸入端子(1) 映像(RGB) D-sub 

15pin x2、(2) 映像(數位) HDMI 

x2，MHL x1 ( 與 HDMI 1共用介面) 

(3)映像 D-sub 15pin x1、(4) 聲音 

立體聲迷你插孔 x2  

● 明暗對比度：10000：1(Auto 

iris : on)  

● 周邊對應中心亮度比：86%  

● 色彩重現：10bit、Up to 1.07 

billion colors 

● 有效掃描頻率範圍 (類比)：水平- 

15~92KHz ，垂直- 50~85Hz 

● 有效掃描頻率範圍 (數位)：水平- 

15~75KHz ，垂直- 24 / 30 / 50 / 

60 Hz 

● 含壁掛式 100吋銀幕，含安裝 

度 5000流明(含)以上。 

解析度：標準：WUXGA 1920 X 

1200(含)以上、支援UXGA 

1600 X 1200(含) 以上。 

明暗對比度：15000:1(含)以

上。 

視訊畫素：掃瞄密度1200條

(含)以上。 

鏡頭放大比：1:1.6。 

投影畫面：50~300吋（含）以

上。 

焦距: F1.50~2.0 

投影方式：懸掛前投、懸掛後

投皆可適用。 

視頻相容性：適用於

NTSC/PAL/SECAM系統。 

電腦相容：適用於

PC/UXGA/SXGA/XGA/SVGA/VGA

。 

控制埠：具有RJ45 或 

RS232 。 

輸入訊號： 

RGB：D-SUB 15pin 2組(含)以

上 

HDMI:2組(含)以上 

MHL:1組(含)以上(可共用

HDMI) 

Video：RCA端子一組或S端子

一組(含)以上。 

支援訊號自動搜尋功能，辨識

訊號來源。 

無線遙控器：隨機附贈無線遙

控器。 

燈泡時數: Eco模式10000小時

(含)以上’ 

安全裝置：過熱自動斷電保護

裝置。 

鏡頭具備ZOOM及FOCUS調整功

能。 

無線網路投影:支援同投影機

品牌之無線網路投影模組 

支援Miracast/ screen 

mirroring 

梯形修正:內建梯形修正正負

30度(含)以上功能，並支援自

動梯形修正。 

內建投影畫面局部放大功能。 

重量:4.8kg(含)以下 

2.含壁掛式100吋投影幕。 

3.含安裝、配線及所需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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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東方設計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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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交貨驗收時，得標廠商需附

下列證明文件： 

(1)交貨時須檢附原廠出廠證

明及原廠授權經銷保固證明，

若為進口貨，則須另檢附海關

進口報單或海關進口證明。 

(2)交貨時需附台灣原廠出廠

暨保固證明書。 

44 

高階繪圖

專用筆記

型電腦 

Intel i7-7700HQ 

GTX 1050-4G獨立顯示卡 GDDR5 

128G SSD+1T 7200轉 硬碟 

8G Ram DDR4（記憶體插槽 2，佔 1，

可擴充至 16G） 

15.6吋 Full HD霧面螢幕 1920x1080

解析度以上 

DVD燒錄機 

USB 3.1(Type-C)  1個 

USB 3.0  2個 

USB 2.0  1個 

HDMI, 耳機輸出, 麥克風輸入, LAN 

RJ-45 port 

HD 網路攝影機 

無線網路 

藍牙 4.0 

背光鍵盤 

Win10 

滑鼠 

變壓器+電源線 

原廠包 

重量約 2.6公斤以下 

至少保固兩年 

或以上規格            

21 

1. 螢幕：15.6吋 FHD IPS 

(1920x1080)  

2. 處理器：Intel Core i7-

8750H 六核心 2.2 GHz (9M 

Cache, up to 4.10 GHz)  

3. 記憶體：8GB DDR4-2400,

最大可擴充至 32GB  

4. 硬碟：256GB M.2 SSD+ 

1TB 5400轉  

5. 顯示卡：NVIDIA GeForce 

GTX1050Ti GDDR5 4G獨顯  

6. 作業系統：Windows 10 

Home  

7. 網路攝影機：HD type 

(30fps@720p)  

8. 有線網路：Gb LAN  

9. 無線網路：802.11 ac Wi-

Fi  

10. 藍芽：Bluetooth v5.0  

11. 音效：2 x 2W Speaker  

12. 音源插孔 :1x Mic-in，

1x Headphone-out  

13. 連接埠：1 x Type-C 

USB3.1 Gen1 ，．3 x Type-A 

USB3.1 Gen1 ，．1 x HDMI  

14. 電池：3 Cell / 120W  

15. 保固: 2年，驗收時須檢

附原廠連帶保固證明書正本，

以維護本單位權益。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室內設計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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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東方設計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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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高階繪圖

專用 AIO

觸控電腦 

螢幕：  

．23.8” UHD 3840×2160 LED-

backlit  

．觸碰：10點觸控  

主要規格： 

．處理器：Intel Core i7-7700T, 

(2.9GHz, 8M Cache, up to 3.8GHz)  

．記憶體：DRAM DDR4 8G *2  

．硬碟：1TB (5400RPM)  

．顯示介面：NVIDIA® GeForce® GTX 

1050 4G 獨顯 

．光碟機  

．作業系統：Windows 10  

其他規格： 

．網路：10/100/1000Mbps  

．無線網路：802.11ac+Bluetooth 

4.1 (Dual band) 2*2  

．電源規格：180W Power Adaptor  

連接介面： 

．1x Headphone、1x Microphone、1x 

HDMI in、1x HDMI out 、1x Power 

Input、1x LAN、1x Kensington lock 

slot、1x 2-in-1 card reader、1x 

USB2.0 、4x USB 3.1 Gen 1、1x USB 

3.1 Gen 2 Type-C  

機殼規格： 

．尺吋：585(W) x 434(H) x 

52~190(D) mm  

．重量：7.3kg 

其他配件：鍵盤、滑鼠、變壓器、電

源線 

至少保固三年 

2 

1. 處理器：Intel Core i7-

8750H  

2. 記憶體：DRAM DDR4 8G*2 

3. 顯示器：23.8 吋 FHD 

1920X 1080  

4. 觸碰功能:多點觸碰 

5. 顯示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GDDR5 4GB 

6. 硬碟：1TB 5400RPM + 

SATA3 256G M.2 SSD 

7. 網路：10/100/1000Mbps 

8. 無線網路：802.11ac + 

BT5.0 (Dual band) 2*2 

9. 傳輸介面：Side I/O 

Port：1x USB 3.1 Gen 2。

Back I/O Port：1x 

Headphone / 1x Microphone 

/ 1x HDMI out / 1x Power 

Input / 1x LAN / 1x 

Kensington lock slot / 1x 

2-in-1 card reader / 1x 

USB2.0 / 1x USB 3.1 Gen 2 

10. 作業系統：Windows 10 

(64bit) 

11. 電源：180W AC Adapter 

12. 保固 3年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室內設計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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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原支用計劃書經費表)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核定經費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改善教學、

教師薪資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 50%以

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 $274,485 5.01% $296,177 27.02%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0 0.00% $0 0.00% 

編纂教材 $500,000 9.12% $0 0.00% 

製作教具 $130,000 2.37% $0 0.00% 

推動實務教學 $1,500,000 27.37% $0 0.0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

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

制) 

$1,550,000 27.37% $300,000 27.37%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

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800,000 14.60% $0 0.00% 

進修 $40,000 0.73% $0 0.00% 

升等送審 $150,000 2.74% $0 0.00% 

小計 $4,944,485 89.30% $596,177 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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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0.82%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135,000 2.46% $0 0.00% 

小計 $180,000 3.28% $0 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250,000 4.56%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106,400 1.94% $0 0.00% 

五、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 $0 0.00% $500,000 45.61%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其他 $0 0.00% $0 0.00% 

小計 $0 0.00% $500,000 45.61%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0 $0 0.00% 0.00% 

總 計 $5,480,885 100% $1,096,1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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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變更支用計劃書經費表)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核定經費(變更)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改善教學、

教師薪資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 50%以

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 $549,700 10.03% $369,252 33.69%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0 0.00% $0 0.00% 

編纂教材 $294,000 5.36% $0 0.00% 

製作教具 $130,000 2.37% $0 0.00% 

推動實務教學 $1,403,892 25.61% $0 0.0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

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

制) 

$1,909,498 34.84% $299,285 27.30%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

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766,727 13.99% $0 0.00% 

進修 $0 0.00% $0 0.00% 

升等送審 $24,000 % $0 0.00% 

小計 $5,077,817 92.65% $668,537 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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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0.82% $0 0.0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135,000 2.46% $0 0.00% 

小計 $180,000 3.28% $0 0.0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

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124,118 2.26%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98,950 1.81% $0 0.00% 

五、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 $0 0.00% $427,640 39.01%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其他 $0 0.00% $0 0.00% 

小計 $0 0.00% $427,640 39.01%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0 0.00% $0 0.00% 

總 計 $5,480,885 100% $1,096,1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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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常門經費變更前後對照表 

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變更對照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前 變更後 

一、改善教學、

教師薪資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 50%以

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 $274,485 $549,700 $296,177 $369,252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0 $0 $0 $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0 $0 $0 $0 

編纂教材 $500,000 $294,000 $0 $0 

製作教具 $130,000 $130,000 $0 $0 

推動實務教學 $1,500,000 $1,403,892 $0 $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

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

多元升等機制) 

$1,550,000 $1,909,498 $300,000 $299,285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

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800,000 $766,727 $0 $0 

進修 $40,000 $0 $0 $0 

升等送審 $150,000 $24,000 $0 $0 

小計 $4,944,485 $5,077,817 $596,177 $66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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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45,000 $0 $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0 $0 $0 $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135,000 $135,000 $0 $0 

小計 $180,000 $180,000 $0 $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250,000 $124,118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106,400 $98,950 $0 $0 

五、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 $0 $0 $500,000 $427,640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0 $0 $500,000 $427,640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0 $0 $0 $0 

總 計 $5,480,885 $5,480,885 $1,096,177 $1,096,177 

 





東方設計大學 107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紀錄 

 紀錄：林雅意 

一、 時間：108年 01月 14日(星期一)上午 11時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已執

行完畢，本次報告執行總結與成果。 

四、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本校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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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常門經費流用。 

五、 單位報告：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已執行完

成，相關資料將填報執行清冊報部。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 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執行完

成，相關資料將填報執行清冊報部，提請審議。 

說明：107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執行完成，部

分經費因計畫執行變動而調整，詳附件。 

決議： 通過執行經費，依規定檢討執行目標與績效，相關資料

將填報執行清冊報部。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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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核定經費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金額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占獎勵

補助款

比率 

資本門 經常門 

小計 $18,269,618 $3,653,924 

20% 

$21,923,542 

占總金額比率 83.30% 16.70% 

金額 $12,788,733 $5,480,885 $2,557,747 $1,096,177 $15,346,480 $6,577,062 

比率 70% 30% 70% 30% 70% 30% 
        

備註： 

1.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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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點第二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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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3. 依獎勵補助要點第九點第十款規定：本獎勵補助經費比率之計算，不含自籌款金額；各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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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核定經費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1) 
$10,666,252 83.40% $800,228 31.29% $11,466,480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占資本門經費 10%

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2~13) 

圖書館自動

化設備 
$500,000 3.91% $0 0.00% $500,000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1,322,481 10.34% $957,519 37.44% $2,280,000 

小計 $1,822,481 14.25% $957,519 37.44% $2,780,00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

額】)(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4) 
$300,000 2.35% $0 0.00% $300,000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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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填寫參考附表 15) 
$0 0.00% $800,000 31.28% $800,000 

總 計 $12,788,733 100% $2,557,747 100% $15,34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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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經費(含變更對照)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前 變更後 

一、改善教學、

教師薪資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 50%以

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 

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 $274,485 $549,700 $296,177 $369,252 

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0 $0 $0 $0 

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0 $0 $0 $0 

編纂教材 $500,000 $294,000 $0 $0 

製作教具 $130,000 $130,000 $0 $0 

推動實務教學 $1,500,000 $1,403,892 $0 $0 

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

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

多元升等機制) 

$1,550,000 $1,909,498 $300,000 $299,285 

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

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 
$800,000 $766,727 $0 $0 

進修 $40,000 $0 $0 $0 

升等送審 $150,000 $24,000 $0 $0 

小計 $4,944,485 $5,077,817 $596,177 $66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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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45,000 $0 $0 

學輔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 
$0 $0 $0 $0 

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135,000 $135,000 $0 $0 

小計 $180,000 $180,000 $0 $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250,000 $124,118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106,400 $98,950 $0 $0 

五、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 $0 $0 $500,000 $427,640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0 $0 $500,000 $427,640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0 $0 $0 $0 

總 計 $5,480,885 $5,480,885 $1,096,177 $1,09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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