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設計學院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東方設計學院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紀錄:陳振誠 

一、 時間：104年 11月 09日(星期一)下午五時整。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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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報告：依據教育部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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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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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支用計畫書應於 104年 11月 30日前

報部審核，本校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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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

擬以 104年度獎補助經費為基礎規劃編列，自籌款擬佔

20％。資本門預算部分，依據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

費資本門分配辦法」編列，業經 11月 03日學群群長會

議及 11月 04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各單位資本門經費

編列詳附件二。 

決  議：本校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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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部分(含自籌款)

編列20,000,000元、經常門部分(含自籌款)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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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1,428元，自籌款編列4,761,905元佔獎勵補助款20

％。 

    

提案二：提請審議本校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與

經常門之經費分配。 

說  明： 

(一)、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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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附件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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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8％【應達經常門經費 30%以上】、

學生事物與輔導相關工作佔 2.52％【應達經常門經費

2%以上】、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佔 2.1％【應於

經常門經費 5%以內】，詳附件四。 

決  議： 

(一)、資本門經費編列部分，同意各系科中心教學及研究設備之

編列，至少占資本門經費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同

意圖書期刊編列278萬元，達資本門經費10%以上(不含自

籌款金額），同意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編列40萬元，達經

常門經費2%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二)、經常門經費編列部分，同意編列項目，改善教學與師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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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5,669,756元，符合佔經常門經費30％以上，學生事務

工作編列8萬元，符合佔經常門經費2％以上，行政人員

研習及進修編列15萬元，符合佔經常門經費5％以內，其

他經常門經費同意編列。 

(三)、同意本校105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

之經費分配，後續支用計畫編列及經費調整，於下次專

責小組會議審議。 

  

六、 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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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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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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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東方設計學院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附件四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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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紀錄：林雅意 

一、 時間：104年 11月 23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次會議召開討論本校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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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資本門、

經常門分配比例，決議照案通過。提案二、本校 105 年度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之經費分配，決議照案通過。 

五、 各單位報告：：依據教育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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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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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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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11月 30日前報部審查。 

（二） 經本年度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本年度規劃經

費支用內容如附件一。 

（三） 經本年度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資本門、經常門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分配表如附件二。 

（四） 支用計畫書及相關表件如附件三。 

決  議： 

(一)、支用計畫書之規格說明及預期成效，部分資料需修改及補

充詳細說明後通過，另執行進度應加強控管，以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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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經費之申請與支用。 

(二)、經討論後通過支用計畫書，請各相關業務單位做最後確認 

及用印報部。 

  

七、 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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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10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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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104.11.23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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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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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03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4時 30分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5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已獲核定，依據教

育部及本校相關經費支用規定，提出經費修正，以擴大獎勵補助

經費效益。 

四、 各單位報告：本校於 104年 11月 30日提出 105年度「教育部獎

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業經教育部審議，於 105年

02月 24日核定獎勵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1,951萬 6,732元。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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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104年 11月 30日提出 105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

支用計畫書」，業經教育部審議，於 105年 02月 24日(臺教技(三)

字第 1050247572H號函)核定獎勵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1,951萬

6,732元(經常門 585萬 5,020元、資本門 1,366萬 1,712元)，

其中因 104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 60％(不含進修學院及進修

專校)，依規定不予核配獎勵經費 30%，計 428萬 7,158元。本

校擬提 20％做為配合款 3,903,347 元，總計為 23,420,079 

元。 

(二)、 依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辦法」之資本門經費

預算分配標準，進行 105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及學校資本門

經費預算編列。 

(三)、 修正經費支用內容(如附表一)、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

例表(如附表二)、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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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 105年度資本門預算編列(如附表四)。 

決議：審議通過，儘速將本校 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

款經費修正計劃書(核定版)報部，經費支用依相關規定確實執行。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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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105.03.11)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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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6,693 ＄11,710,039 ＄19,516,732 ＄3,903,347 
＄

23,4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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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685 $8,197,027 $2,732,343 $2,342,008 $3,513,012 $1,171,004 

合計 ＄16,394,055 ＄7,02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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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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10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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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1,712 80.4% $1,332,343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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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8.3% 

請另填寫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2,280,000 16.7% 0 0% 

小計 $2,280,000 16.7% $500,00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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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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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 32.9% 
請另填寫附表

八 

總 計 $13,661,712 100% $2,732,3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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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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10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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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8.54% $200,000 17.08%  

製作教具 $26,000 % $0 0%  

改進教學 $1,140,000 % $200,000 17.08%  

研究 $1,700,000 % $200,000 17.08%  

研習 $840,000 % $0 0%  

進修 $80,000 % $0 0% 
（註

六） 

著作 $700,000 % $0 0%  

升等送審 $130,000 % $0 0%  

小計 $5,116,000 87.38% $600,000 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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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0 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135,000 2.31% $0 0%  

小計 $180,000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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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71%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0 0% $0 0% 

請另填

寫附表

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459,020 7.84% $71,004 6.06%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0 0% $500,000 42.7% 
（註

七）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註十二） $0 0% $0 0%  

小計 $459,020 7.84% $571,004 48.76%  

總 計 $5,855,020 100% $1,171,0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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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5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 10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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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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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1月 09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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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會議決議：本校 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

費修正計劃書(核定版)審議通過，儘速報部且經費支用依相關規

定確實執行。 

五、 各單位報告：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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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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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獎補助經費規格細項變更，高階繪圖電腦(流設

系)、CNC電腦數位控制系統(室設系)、3D立體塑模機(美

妝系)，主要因配合實際需求調整規格。另影音錄影主機

(餐飲系)、現場收音麥克風組(餐飲系) 使用其他計劃經

費購置，以上擬請同意變更。(詳附件一) 

 

決議： 同意變更設備經費規格細項。 

 

七、 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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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方設計學院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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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高階繪圖

電腦 

螢幕：23型 Full HD 1920 x 1080 

IPS面板 10點觸控  

•處理器：Intel Core i7-4500U 

(1.8 GHz)  

•記憶體：4GB DDR3  

•硬碟：1TB 硬碟  

•顯示介面：NVIDIA GeForce 

GT740M 1GB獨顯  

•光碟機：SuperMulti DVD 燒錄

機  

•作業系統：Windows 8.1 (64bit)  

•網路介面：無線網路 802.11 

b/g/n  

•其他：USB3.0、HDMI in+out、

藍芽 BT4.0  

•保固：三年保固(含零件)等以

上規格 

 

1 

1. 螢幕：21.5" FHD  

1920X 1080 LED-backlit  

2. 處理器：Intel Core  

i5-6200U (2.3GHz/2.8GHz)  

3. 記憶體：8G (4Gx2) 

DDR4 2133MHz  

4. 硬碟：SATA 1TB  

5400RPM 2.5' HDD  

5. 顯示介面：NVIDIA®  

GeForce® 930MX (N16S-GMR) 獨顯 

6. 作業系統： 

Windows 10 home (64bit)  

7. 音效： 

Sonic Master Premium  

8. 網路：10/100/1000Mbps  

9. 無線網路： 

802.11AC + BT 4.0  

10. 連接介面: 

1x Headphone、1x Microphone、 

1x HDMI out、1x Power Input、 

1x LAN、 

1x Kensington lock slot、 

1x 2-in-1 card reader、 

2x USB2.0、4x USB3.0  

11.具還原功能: 

12.保固:三年。 
 

因應市場

規格調整

需求 

流設系 

48 

CNC電腦

數位控制

系統 

機械規格： 

1.龍門型：龍門動柱式 

2.本體結構:人造花崗岩鋁合金

複合材料本體 

3.X軸行程：700mm(含)以上 

4.Y軸行程：380mm(含)以上 

5.Z軸行程：180mm(含)以上 

6.第四軸行程:250mm(含)以上 

7.三軸滾珠螺桿：鍍鉻處理直徑

15mm,節距：Pitch 4mm (含)以上 

8.線性滑軌：鍍鉻處理 20×

20mm(X，Y)軸(含)以上 

9.四軸機械解析

度:0.002mm/step 

10.軸體解析度:0.001mm/step 

1 

工作抬面:550mmx420mm 

x155mm(士l0mm) 

實際工作範

圍:500mm( X)x400mm(Y )x 

155mm (Z) (士10mm ) 

操作速率:7.5m/min(最高可

達) 

軟體解析度: RML- l: 

0.0lnun/step、NC碼0.001mm/s 

tep 

機械解析度:0.00lmm 

軸加速度:0.2G、0.1G、0.05G 

距離精度:士0.1mm/300mm (無

負載時) 

重複精度:士0.05mm(無負載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室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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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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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刀具型式：標準型銑刀 

12.筒夾型式：ER型 

13.控制器需求:(1)不含主軸需

能四軸同動控制 

(2)背光式按鍵模組 20KEY以上-

旋轉式第二輸入面板機箱 

(3)15吋工業觸控螢幕 

(4)螢幕面板控制-支援多段速度

控制(0.001/0.01/0.1mm) 

(5)機械式量刀器-自動刀長感測

並自動補償至控制器 

14.主軸控制:能由軟體與第二輸

入面板操作控制 

15.臥式主軸:90 度臥式主軸機

構可與第四軸旋轉軸配合使用 

16.主軸轉速：6000~24000rpm 

17.主軸馬力:1HP 

18.電源規格：AC220V/60HZ, 

AC110V/60HZ並自動調整電壓 

標準配備: 

1外罩：全罩式板金落地型附輪

外罩 

2.板手:13mm,17mm 開口板

手;6mm六角板手 

3.虎鉗:4〞 

4.銑刀:銑刀 3 支 

需含教育訓練及保固至少 1年。 

時) 

語言控制:RM L -l&NC 碼 

刀軸馬達功率:DC無碳刷馬達

可達400W 

刀軸馬達轉述400-12,000 rpm 

可雕刻材質:代木，樹脂類

(ABS,PC,壓克力)及輕質金屬

(銅、鋁)) 

附外控式操作面版/附刀長偵

測器 

SRP1ayer CAM 加工軟體，可輸

出格式: DXF. STL.1GES. STL. 

3D Dr. Engrave CAM 加工軟

體，支援Winxp. 

Vista. win8/ 1 0 作業系統. 

(不限人數授權版供教學使用) 

VPanel: 可從電腦上控制及設

定雕刻機的加工座標，主軸轉

速及載入NC Code 等 

Virtual MODELA: 模擬切削工

件完成加工的完整預覽及準備

的估計製作所需的時間 

附件: 

1.穩壓器 

2.國產外罩(全罩式) 

930mm(W)x1100mm(D)x1630mm(

H)(士l0mm)全罩式 

鋁擠型骨架材料30mmx60mm(士

l0mm) 

材質:A6NO1S-T5 

表面處理:噴砂+陽極+烤漆 

封板部分為透明壓克力5mm (士

lmm)厚度 

烤漆封板部分為SS41 (粉質量

烤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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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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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需令教育訓練及係固至少1 

年。 

55 
影音錄影

主機 

1.  4 頻道(含)以上網路攝影機輸入。 

2.  支援 H.264／MPEG4影像解碼。 

3.  即時影像監看及回放。 

4.  各頻道接支援 5百萬畫素網路攝影

機。                                                                                                         

5.   加 24吋 LED液晶顯示器  (  面

板: 23.6 吋 / 16:9 寬螢幕。 

亮度:250cd/m2, 點距:0.272mm。 

可視角度:170°(H),160°(V)。 

最高解析度:1920x1080。 

介面:多介面:D-Sub*1/DVI*1/HDMI*1。 

總體訊號反應時間:2ms,對比率:5000

萬:1。 

可壁掛，含壁掛架。                                                                               

含安裝線路及零配件費。                

2 無 

使用其他

計劃經費

購置 

餐飲系 

56 
現場收音

麥克風組 

1.  頻段：UHF。                                                                                                                                                                 

2.  頻道數量：2。                                                                                                                                                              

3.  頻點數量：100。                                                                                                                                                           

4.  顯示器：七段式 LED。                                                                                                                                                

5.  接收方式：自動選訊。                                                                                                                                                 

6.  頻率同步功能：有。                                                                                                                                                                 

7.  頻率穩定度：±0.005%。                                                                                                                                                    

8.  含手握麥克風或領夾或耳掛式發

射器。                                                                                                                     

9.  含安裝線路及零配件費。 

2 無 

使用其他

計劃經費

購置 

餐飲系 

76 
3D立體塑

模機 

列印技術: 熔融沉積成型 (FDM) 

  成型範圍: L 24.6 × W 15.2 × 

H 15.5 cm(±2cm) 

  層厚設定: 100 microns 

  定位精度: XY : 11 microns; 

Z : 2.5 microns 

  列印原料: ABS, 可溶性塑料 

1 

1.列印技術:雷射光由化技術

CSLA) 

2.成型範圍:≧125 x 125 x 165 

mm 

3.層厚度: 20, 50, 100, 

200 .microns 

4.光固化點:≦155 microns 

5.最低間隙:≦300 microns 

配合實際

需求調整

規格 

美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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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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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列印原料:光敏樹脂:一般:

透明、白、灰、黑樹脂 

特殊:可鑄用樹脂、彈性樹脂、

高韌性樹脂、牙科SG 樹脂 

7. 系統需求: Windows 7 或以

上版本 

Mac OS X 10.7 或以上版本 

Open GL 2. 1 

2GB 記憶體 

8.支撐材:自動生成，手動編輯 

9.自動網格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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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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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01月 12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整。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執行完成，計畫經費依教育

部及本校相關辦法執行，後續將執行清冊及財務報告等公開資料

核報教育部。 

四、 上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資本門設備經費規格細項變更。 

五、 各單位報告：本校 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部

分經常門經費因實際執行而有所調整，提請審議變更，以利後續

填報執行清冊等相關財物公開要求事務。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本校 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經常門經費細項變更。 

說明：本校 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

因實際執行與獎助數量調整關係，在經常門總經費不變

動狀況下(獎勵補助款 5,855,020元、自籌款 

1,171,004元) (詳附件一)，調整經常門支用項目細項

(詳附件二、附件三)，擬請同意變更。 

 

決議：審議通過，相關填報資料、執行清冊及財務報告等公開資

料依規定核報教育部。 

 

七、 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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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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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6,693 ＄11,710,039 ＄19,516,732 ＄3,903,347 
＄

23,4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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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685 $8,197,027 $2,732,343 $2,342,008 $3,513,012 $1,171,004 

合計 ＄16,394,055 ＄7,02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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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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報部-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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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8.54% $200,000 17.08%  

製作教具 $26,000 0.44% $0 0.00%  

改進教學 $1,140,000 19.47% $200,000 17.08%  

研究 $1,700,000 29.04% $200,000 17.08%  

研習 $840,000 14.35% $0 0.00%  

進修 $80,000 1.37% $0 0.00% （註六） 

著作 $700,000 11.96% $0 0.00%  

升等送審 $130,000 2.22% $0 0.00%  

小計 $5,116,000 87.38% $600,000 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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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135,000 2.31% $0 0.00%  

小計 $180,000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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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請另填

寫附表

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459,020 7.84% $71,004 6.06%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0 0.00%  

資料庫訂閱費 $0 0.00% $500,000 42.70% （註七）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其他（註十二） $0 0.00% $0 0.00%  

小計 $459,020 7.84% $571,004 48.76%  

總 計 $5,855,020 100% $1,171,0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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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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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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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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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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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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00 3.81% $0 0.00%  

製作教具 $54,000 0.92% $0 0.00%  

改進教學 $1,226,901 20.95% $28,333 2.42%  

研究 $1,701,192 29.06% $159,000 13.58%  

研習 $353,508 6.04% $0 0.00%  

進修 $29,233 0.50% $0 0.00% （註六） 

著作 $580,213 9.91% $0 0.00%  

升等送審 $180,000 3.07% $0 0.00%  

小計 $4,348,047 74.26% $187,333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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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0.41%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156,000 2.66% $0 0.00%  

小計 $180,000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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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97 2.06% $0 0.0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請另填

寫附表

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1,206,576 20.61% $274,094 23.41%  

現有教師薪資 $0 0.00% $217,402 18.57%  

資料庫訂閱費 $0 0.00% $492,175 42.03% （註七） 

軟體訂購費 $0 0.00% $0 0.00%  

其他（註十二） $0 0.00% $0 0.00%  

小計 $1,206,576 20.61% $983,671 84.00%  

總 計 $5,855,020 100.00% $1,171,00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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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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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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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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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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註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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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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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東方設計學院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經常門細項變更對照表(獎勵補助款) 

經費名稱 變更後 變更前 說明 

編纂教材 $223,000 $500,000 獎助件數較預估數少 

製作教具 $54,000 $26,000 獎助件數增加 

改進教學 $1,226,901 $1,140,000 獎助件數增加 

研究 $1,701,192 $1,700,000 核銷尾數差異 

研習 $353,508 $840,000 獎助件數較預估數少 

進修 $29,233 $80,000 獎助件數較預估數少 

著作 $580,213 $700,000 獎助件數較預估數少 

升等送審 $180,000 $130,000 獎助件數增加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24,000 $45,000 學輔工作經費調整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156,000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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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97 $100,000 

獎助件數增加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1,206,576 $459,020 因新聘師資增加經費 

 

東方設計學院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經常門細項變更對照表(自籌款) 

經費名稱 變更後 變更前 說明 

編纂教材 $0 $200,000 獎助件數較預估數少 

改進教學 $28,333 $200,000 獎助件數較預估數少 

研究 $159,000 $200,000 獎助件數較預估數少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274,094 $71,004 因新聘師資增加經費 

現有教師薪資 $217,402 $0 因現有師資升等薪資 

資料庫訂閱費 $492,175 $500,000 核銷尾數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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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5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六次會議紀錄 

紀錄：林雅意 

一、 時間：106年 02月 22日(星期三)下午三時三十分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本校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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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本校 10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

款經常門支用經費變更。 

五、 各單位報告：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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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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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獲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分別為：補助款

7,806,693元、獎勵款 11,710,039元，合計 19,516,732

元。學校自籌款依規定至少為 10％，本校 105年度自籌款

為 3,903,347元佔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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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0,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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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1,712元(不含自籌款) 佔 80.4％(符合

≧60％)，圖書館自動化與圖書期刊等項目 2,280,000 (不

含自籌款) 佔 16.7％(符合≧10％)，學輔相關設備項目

400,000元 (不含自籌款) 佔 2.9％(符合≧2％)，其他項

目(不含自籌款)為 0％。以上比例計算不含自籌款，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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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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8,047元(不含自籌款)佔 74.26%(符

合≧30％)，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180,000(不含自籌

款)佔 3.07%(符合≧2％)，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20,397元(不含自籌款)佔 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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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師資

與現有教師薪資 1,206,576元佔 2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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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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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相關資料於規定期限

內進行財物公開並報部。 

 

七、 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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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獎勵補助經費說明 
     

學校名稱 東方學校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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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6,693 $11,710,039 $3,903,347 $23,4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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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1,712  80.38% $1,332,343  48.76%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60% 

2.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

刊等 
$2,280,000  16.69% $500,000  18.3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10% 

3.學輔相關設備 $400,000  2.93% $0  0.0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

2% 

4.其他 $0  0.00% $900,000  32.94%   

合計 $13,661,712  100.00% $2,73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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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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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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8,047  74.26% $187,333  16.0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30% 

2.學輔相關工作 $180,000  3.07% $0  0.0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2% 

3.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20,397  2.06% $0  0.00%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5% 

4.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0  0.00% $0  0.00%   

5.其他 $1,206,576  20.61% $983,671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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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5,020  100.00% $1,17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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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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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案 $223,000  3.81% $0  0.00% 

$4,535,380  

製作教具 6 案 $54,000  0.92% $0  0.00% 

改進教學 56 案 $1,226,901  20.95% $28,333  2.42% 

研究 141 案 $1,701,192  29.06% $159,000  13.58% 

研習 26 案 $353,508  6.04% $0  0.00% 

進修 2 案 $29,233  0.50% $0  0.00% 

著作 98 案 $580,213  9.91% $0  0.00% 

升等送審 11 案 $180,000  3.07% $0  0.00% 

小計 $4,348,047  74.26% $187,333  16.00% 

學生事

務及輔

導 

相關工

作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註 1 
8 人 $24,000  0.41% $0  0.00% 

$180,000  學輔相關物品註 2 0 項 $0  0.00%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5 案 $156,000  2.66% $0  0.00% 

小計 $180,000  3.07% $0  0.00% 

行政人

員業務 

進修 1 案 $30,000  0.51% $0  0.00% 
$120,397  

研習 12 案 $90,397  1.54%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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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及

進修 
小計 $120,397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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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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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內) 

教授 0 人 $0  0.00% $0  0.00% 

$1,480,670  

副教授 0 人 $0  0.00% $0  0.00% 

助理教授 4 人 $1,206,576  20.61% $274,094  23.41% 

講師 0 人 $0  0.00% $0  0.00% 

小計 $1,206,576  20.61% $274,094  23.41% 

【其他】 

現有教

師薪資 

教授 0 人 $0  0.00% $0  0.00% 

$217,402  

副教授 1 人 $0  0.00% $217,402  18.57% 

助理教授 0 人 $0  0.00% $0  0.00% 

講師 0 人 $0  0.00% $0  0.00% 

小計 $0  0.00% $217,402  18.57% 

【其他】 

資料庫訂閱費註 3 3 項 $0  0.00% $492,175  42.03% 

$49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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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175  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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