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設計學院 103 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2年 11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1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如簽到單) 

四、主席致詞：(略) 

五、各單位報告：(略)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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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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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度獎補助經

費做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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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分配仍 

維持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 

提案二：提請審議 103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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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學年度之規劃，各單位依發展重點特色提出 103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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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資本門含學校經費以貳仟貳佰萬元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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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1,434元，分配比例佔 8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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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萬佔2.22％（不含自籌款，   

合乎申請原則） 

五、圖書資訊中心以中西文圖書為主軸包含自動化設備共245萬7

千元，分配比例佔13.01％（不含自籌款，合乎申請原則） 

六、校園安全共計40萬，其中20萬申請獎勵補助佔分配比例佔1.06

％(不含自籌款)，學校自籌20萬分配比例佔自籌款8.15%。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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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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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獎勵補勵助經費之使用，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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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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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展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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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經費支用內容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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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總經費

(5)=(3)+(4) 

＄9,837,723 ＄17,131,468 ＄26,969,191 ＄3,505,995 ＄30,47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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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6,406 ＄11,992,028 ＄2,454,196 ＄2,951,317 ＄5,139,440 ＄1,051,799 

合計 ＄21,332,630 ＄9,14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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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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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1,434 83.70﹪ ＄1,432,696 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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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00 0.93﹪ ＄821,500 33.48%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六 

圖 書 期

刊、教學

媒體 

＄228,000 12.08﹪ ＄0 0% 

小計 ＄2,457,000 13.01﹪ ＄821,500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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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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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1.06﹪ ＄200,000 8.15%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 計 ＄18,878,434 100﹪ ＄2,454,1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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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資本門經費預算分配表〈含獎補助經費、配

合款及學校經費〉  102-11-06 

學 

群 

單位

別 

基本數 

(A) 

依學群整合 

(B) 

依發展及類

組特性特別

給予數（C） 

103 學年度預算

數 

(D)=(A)+(B)+(

C) 

103 學年度 

上學期 103/8 

(E) 

下學期

104/1 

(F)=(D)-(E) 

藝 

術 

設 

計 

學 

群 

文創

所 

        

300,000  

21.9

% 

           

183,500  
0  

            

483,500  
100,000  383,500  

美工

系 

        

300,000  

           

705,000  
0  

         

1,005,000  
900,000  105,000  

影藝

系 

        

300,000  

           

408,500  
1,500,000  

         

2,208,500  
2,208,500  0  

攝影

學程 

        

300,000  
  

             

16,000  
2,000,000  

         

2,316,000  
1,000,000  1,316,000  

應 

用 

設 

計 

學 

群 

流設

系 

        

300,000  

39.3

% 

           

375,000  
  

            

675,000  
  675,000  

室設

系 

        

300,000  

           

806,500  
  

         

1,106,500  
500,000  606,500  

遊戲

動畫

系 

        

300,000  

           

136,000  
564,000  

         

1,000,000  
1,000,000  0  

動畫

科 

        

300,000  

             

71,000  
436,000  

            

807,000  
807,000  0  

電資

系 

                 

-    

                    

-    
0  

                      

-    
0  0  

電機

系 

                 

-    

                    

-    
0  

                      

-    
0  0  

數位

科技

系 

        

300,000  

             

17,000  
423,000  

            

740,000  
740,000  0  

  
玩具

科 

        

300,000  

             

37,000  
577,000  

            

914,000  
914,000  0  

民 

生 

設 

計 

學 

美妝

系 

        

300,000  38.3

% 

           

580,500  
0  

            

880,500  
0  880,500  

觀光

系 

        

300,000  

           

471,000  
0  

            

771,000  
0  771,000  



群 行銷

系 

        

300,000  

           

247,000  
1,000,000  

         

1,547,000  
920,000  627,000  

應外

科 

        

300,000  

           

141,500  
0  

            

441,500  
220,000  221,500  

餐飲

系 

        

300,000  

           

845,000  
500,000  

         

1,645,000  
1,000,000  645,000  

  
休閒

學程 

        

300,000  

             

14,000  
2,000,000  

         

2,314,000  
1,000,000  1,314,000  

教

務

處 

通識

中心 

        

300,000  

0.5

% 

           

946,000  
0  

         

1,246,000  
820,000  426,000  

小計 
     

5,100,000  
  

        

6,000,500  

            

9,000,000  

       

20,100,500  
12,129,500  7,971,000  

  

圖資中

心 

--圖書 

     

2,900,000  
  0 0  

         

2,900,000  
0  2,900,000  

＊圖資

中心 

--自動

化設備 

    0 0  
                      

-    
0  0  

省水

器材 

          

400,000  
  0 0  

            

400,000  
200,000  200,000  

學務

輔導

相關

設備 

          

600,000  
  0 0  

            

600,000  
200,000  400,000  

合計 
     

9,000,000  
  

        

6,000,500  

            

9,000,000  

       

24,000,500  

      

12,529,500  

    

11,471,000  

 
※本學年度資本門分配以 2400 萬元為基礎 

 

※分配方式建議： 

一、基本數:共計 510 萬 (平均分配至各單位) 

 

二、依學群整合分配總數 600 萬 (依貢獻度: 

1.目前以學雜費收入*0.5+各系產學單位產值*0.5  

 
2.有分配特色發展科系不列入 3.資料統計至 101/11/1-102/10/31) 

   

 
3.老師以 101(2)與 102(1)上下學期(102/1~102/12)平均 

  

 
三、依發展特性數 900 萬 

  

 
四、圖書及自動化設備規定佔 10％以上，290 萬元 

 

 
五、學務輔導相關設備規定佔 2％以上，60 萬 

  



 
六、環安/省水設備 40萬 

  

 

※102.11.06 群長會議通過。 102.11.06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東方設計學院 103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年 11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2點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主席致詞：(略) 

五、各單位報告：(略)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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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1月20日(星期三)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校教評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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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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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總經費

(5)=(3)+(4) 

＄9,837,723 ＄17,131,468 ＄26,969,191 ＄3,505,995 
＄

30,47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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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6,406 ＄11,992,028 ＄2,454,196 ＄2,951,317 ＄5,139,440 ＄1,051,799 

合計 ＄21,332,630 ＄9,14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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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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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1,434 83.70﹪ ＄1,054,696 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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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00 0.93﹪ ＄821,500 33.48% 

請另

填寫

附表

五、六 

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228,000 12.08﹪ ＄0 0% 

小計 ＄2,457,000 15.36﹪ ＄821,500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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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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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1.06﹪ ＄200,000 8.15% 

請另

填寫

附表

八 

總 計 ＄18,878,434 100﹪ ＄2,454,1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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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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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設計學院 103 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3年 3月 14日﹝星期五﹞上午十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致詞：(略) 

四、各單位報告：(略)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修正計劃書。 

說  明： 

一、依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30157181V號函辦理。 

二、本校核定經常門 7,418,983元、資本門 17,310,962元、共計

24,729,945元。本校擬提 13％做為配合款為 3,214,893元，合計應

為 27,944,838元。 

三、依委員書面審查意見修正支用計劃書，附審查意見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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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如附件

三)。 

決  議： 

一、 經討論審議後,為重視教育單位購置設備與研究,同意本次

配合款定為 13％，符合教育部規定 10％以上,書面審核委員

意見將列入改進意見，並做為下年度計畫申請之參考。 

二、 104年度起將配合款提升定為 15％至 20％。 



二、自籌款分配，資本門 70％與經常門 30％，支用內容討論後如

修正計畫書。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附件一 
經費支用內容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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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總經費

(5)=(3)+(4) 

＄7,940,512 ＄16,789,433 ＄24,729,945 ＄3,214,893 ＄27,94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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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425 ＄2,382,153 ＄5,036,830 ＄964,468 

合計 ＄19,561,387 ＄8,38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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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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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3,962 82.23﹪ ＄1,228,925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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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00 1.02﹪ ＄821,500 36.50% 

請另填

寫附表

五、六 

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 

＄228,000 13.17﹪ ＄0 0% 

小計 ＄2,457,000 14.19﹪ ＄821,500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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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0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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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1.16﹪ ＄200,000 8.89% 
請另填

寫附表

八 

總 計 ＄17,310,962 100﹪ ＄2,250,4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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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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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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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0.40% $0 0% 
改進教學 $1,240,000 16.71% $0 0% 
研究 $1,350,000 18.20% $0 0% 
研習 $760,000 10.24% $0 0% 
進修 $150,000 2.02% $0 0% 
著作 $700,000 9.44% $0 0% 
升等送審 $150,000 2.02% $0 0% 

小計 $4,600,000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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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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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0 1.82% $0 0% 

小計 $180,000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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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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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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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8,983 34.22% $304,868 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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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4%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2,538,983 34.22% $804,868 83.45% 

總 計 $7,418,983 100% $964,46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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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設計學院 103年度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3年 10月 2日(星期四)下午兩點整 

二、 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致詞：(略) 

四、   業務單位報告：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以及有效運用教育部獎補助經 
費，以達到資源整合之效益，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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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校「教育 
部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辦法」。 

   (二)本辦法已經8月2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條文細節請參閱

辦法附件。 

   (三)校長裁示修改部份條文，擬再提行政會議修訂。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審議 103年度獎補助款經費資本門細項變更案。 

 

說明： 

一、 依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辦理。 

二、 本(103)年度獎勵補助款未做項目變更，在不超過原預算  

下有 8 項(如附件)為配合實際需求細項變更及規格提升，

以上細項變更業經各系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經討論後依實際需求調整細項。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東方設計學院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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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印

表機 

雙噴頭，工作平

台:230*230*210(mm)，碁

層厚度:0.088(mm) 

數

量

原

本 

2

台

變

更

為 

3

台 

1. 塑模方法: Fused Filament 

Fabrication 

2. 塑模尺寸: 26 x 20 x 30 cm 

3. 塗層解析度設定: 最佳 0.04 

mm,,最快 0.35 mm 

4. 位置精準度: XY軸: 0.01 mm; Z

軸: 0.01 mm 

5. 線圈直徑: 1.75 mm 

6. 噴嘴數量:2個噴嘴 

7. 噴嘴直徑: 0.4-0.8 mm 

13. AC 輸入: 100—240V, 

14. 電源功率: 350W 

15. 資料傳輸方式: USB, SD 卡  

16. 軟體:CreatBot 

17. 3D檔案格式: stl, obj,Gcode  

18. OS: Windows (XP/7), Ubuntu 

Linux(11.10+), Mac OS X (10.6+) 

19. 外觀:無線圈:37*42*53CM 

20. 重量:25KG 

21. 本案含安裝及教學及每台二捲 1

公斤之耗材. 

22. 保固:保固一年,為維護學校權

益,廠商投標時需檢附原廠保固證明

書 

配合實際需求

調整規格 
文創所 

25 

全功

能色

域量

測軟

體 

A:ProfileMaker 5.0 主

程式軟體-CRT/LCD螢幕

校正、數位相機校正、掃

瞄機校正、印表機校正、

多色印表機校正、輸出色

域對應。 

B:Color Picker量取色

彩資料分析以建立色彩

資料庫軟體。 

C:Measure Tool專業量

測分析比對軟體。 

D:Profile Editor專業

色域修正分析比對軟體。 

1 

(1. 高階科技運算語言。 

2. 圖像處理與色彩調整功能。 

3. 色彩轉換與強化影像功能。 

4. 色彩空間轉變之應用功能，包含

RGB轉 HSV，RGB轉 CMY or CMYK，亦

或是 HSV轉 RGB，CMY or CMYK轉 RGB

等功能，對影像進行處理時，透過 HSV

色彩轉換即可除去不必要的誤判情

形。 

5. 具有讀取彩色的影像檔的功能，

達照片及影像色彩之處理功能。 

6. 畫圖功能強，可繪製 2-D, 3-D, 

動畫等。 

7. 可客製化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輔

助設計與輔助創作功能。 

8. 可將 MATLAB 演算法和 C、C++、

Fortran、Java 、COM 及 Microsoft 

Excel 等應用程式或語言做一整合。 

配合實際需求

調整規格 
文創所 

67 

輕巧

軌道

組 

4 直2 彎(含台車且台 

車長度100cm×80cm 直 

軌長度1.5m 彎軌長度 

1.5m) 

1 

1. 攜帶式輪軌組 

2. 專業三腳架套組 

3. 滑輸 

4. 橡膠軟軌 

配合實際需求

調整規格 
影藝系 

  



74 

3D光

學掃

描儀 

1.具備彩色貼圖功能 

2.3D解析度可達1mm 

3.3D整體精度可達0.2% 

over 100cm 

4.彩色解析度：1.3mp 

5.軟體規格：多核心處理

器 

6.輸出格式：OBJ, PTX, 

STL, WRML, ASCII, AOP, 

CSV, PLY等等 

7.資料處理容量：

20'000'000三角面資料 

8.相容於Windows 8作業

系統 

1 

一、3D手持式掃描儀 

1.最大解析度：0.9mm 

2.準確度：1.0mm 

3.支援作業系統：Windoes7/8, 

Mac OS X10.8 

4.操作範圍：0.35m(最

小)/3m(最大) 

5.掃描體積：0.2x0.2x0.2m(最

小)/3x3x3m(最大) 

6.資料輸入：USB2.0/3.0 

7. CPU要求：Intel Core i5以

上 

8.最大功率：2.25Watts 

9.尺寸：17.8x12.9x3.3cm 

10.視野範圍：水平約45度, 垂

直約57度, 對角約69度 

11.彩色影像尺寸：240x320px 

12.資料格式：16-bit 

二、固定式3D掃描儀 

1.可拍攝空間中的任何實物透

過2D矩陣及3Dsensor轉成3D影

像 

2.可自動計算所拍攝實物的尺

寸大小及空間中的相對位置關

係 

3.可連結手機及平板上的APP

傳遞相關影像資料 

三、3D模擬軟體 

1.PHOENICS一年維護與技術支

援費  

For v2014License License 

License -Windows 7 64bit PC 

version 1套 ， 

2.數量 : 1/年，5users 

配合實際需求

調整規格 
室設系 

  



85-2 

冷

凍

冰

箱 

尺寸: 120*80*203cm1. 

機體門板採用SUS 304#

不銹鋼板 。 

2.機體外層採用SUS 

304# 0.6mm不銹鋼板 。 

3.機體內層採用SUS 

304# 0.4mm不銹鋼板 。 

4.溫度範圍：-10℃~-18

℃。 

5.全系列使用環保冷煤。     

冷凍系統：R-404a       

6.系統以微電腦溫控管

理。 

7.自動回歸定位門組設

計，使用輕鬆、冷氣不外

漏。 

8.採用鋁合金電鍍把

手，開啟方便省力。 

9.鋁合金散熱飾板，造型

美觀、通風順暢。 

10.壓縮機採用全新進口

丹弗司3/4HP壓縮機。 

1 

1. 尺寸: 120*80*203cm1.機

體外殼採用不銹鋼板。 

2. 全系列使用環保冷煤。冷

凍系統：R-404a 

3. 箱體以40噸高壓，PU注入

式發泡，密度45kg/m3以上，

更堅固、壽命更長。 

4. 庫內溫度可達-15℃~-18

℃。 

5. 系統以微電腦溫控管理。 

6. 自動回歸定位門組設計，

使用輕鬆、冷氣不外漏。 

7. 採用鋁合金電鍍把手，開

啟方便省力。 

8. 鋁合金散熱飾板，造型美

觀、通風順暢 

9. 可容納12個平烤盤。 

10. 本設備需通過UL或CE或

JIS國際安規認證。 

※本設備需符合申請勞委會

乙、丙級檢定教室機具設備要

求。 

配合實際需求

調整規格 
餐飲系 

86-1 

冷

藏

冰

箱 

尺寸: 120*80*203cm1. 機體門板採

用SUS 304#不銹鋼板 。 

2.機體外層採用SUS 304# 0.6mm不銹

鋼板 。 

3.機體內層採用SUS 304# 0.4mm不銹

鋼板 。 

4.溫度範圍：-10℃~-18℃。 

5.全系列使用環保冷煤。     冷凍

系統：R-404a       

6.系統以微電腦溫控管理。 

7.自動回歸定位門組設計，使用輕

鬆、冷氣不外漏。 

8.採用鋁合金電鍍把手，開啟方便省

力。 

9.鋁合金散熱飾板，造型美觀、通風

順暢。 

10.壓縮機採用全新進口丹弗司

3/4HP壓縮機。 

1 

1.尺寸: 120*80*203cm1.  機體門板

採用SUS 304#不銹鋼板。 

2. 機體外層採用SUS 304# 0.6mm不

銹鋼板。 

3. 機體內層採用SUS 304# 0.4mm不

銹鋼板。  

4. 全系列使用環保冷煤。   冷凍系

統：R-134a。 

5. 冷藏溫度可達3℃~8℃。 

6. 系統以微電腦溫控管理。 

7. 自動回歸定位門組設計，使用輕

鬆、冷氣不外漏。 

8. 採用鋁合金電鍍把手，開啟方便

省力。 

9. 鋁合金散熱飾板，造型美觀、通

風順暢。 

10.壓縮機採用全新進口丹弗司

1/2HP壓縮機。 

11.設備需採用通過CE、UL、JIS或正

字標記之品保安規認證產品。 

12.廠商投標時需檢附產品型錄正本

與安規相關認證影本審核。 

13. 本項目內含：本設備需配合現場

完成一、二次排水、電力管線配置及

銑洞、打鑿RC復原等責任。 

14.電力連接： 

說明：電力連接工程需涵蓋控制開關

配合實際需求

調整規格 
餐飲系 



箱及漏電斷路器與電磁保護開關配

線配管。電磁保護開關採用士林,台

芝,東元或同等級以上產品。 

86-2 

冷

藏

冰

箱 

尺寸: 120*80*203cm1. 機體

門板採用SUS 304#不銹鋼

板 。 

2.機體外層採用SUS 304# 

0.6mm不銹鋼板 。 

3.機體內層採用SUS 304# 

0.4mm不銹鋼板 。 

4.溫度範圍：-10℃~-18℃。 

5.全系列使用環保冷煤。冷凍

系統：R-404a       

6.系統以微電腦溫控管理。 

7.自動回歸定位門組設計，使

用輕鬆、冷氣不外漏。 

8.採用鋁合金電鍍把手，開啟

方便省力。 

9.鋁合金散熱飾板，造型美

觀、通風順暢。 

10.壓縮機採用全新進口丹弗

司3/4HP壓縮機。 

1 

1.外型尺寸：120*80*203cm1. 

2.規格說明： 

1. 機體外殼採用不銹鋼板。 

2. 全系列使用環保冷煤。冷藏系

統：R-134a 

3. 箱體以40噸高壓，PU注入式發

泡，密度45kg/m3以上，更堅固、壽

命更長。 

4. 庫內溫度可達15℃~18℃，濕度40

％。 

5. 系統以微電腦溫控管理。 

6. 自動回歸定位門組設計，使用輕

鬆、冷氣不外漏。 

7. 採用鋁合金電鍍把手，開啟方便

省力。 

8. 鋁合金散熱飾板，造型美觀、通

風順暢。 

9. 可容納12個平烤盤。 

10.本設備需通過UL或CE或JIS國際

安規認證。 

配合實際需求

調整規格 
餐飲系 

88 

腸

粉

爐 

尺寸:60*75*75/80cm1. 灶面

使用 SUS 304 1.5 mm厚不銹

鋼板。 

2. 圍板用 SUS 304 1.0 mm 

厚不銹鋼板。 

3. 自動給水箱使用 SUS 304 

1.0 mm 厚不銹鋼板。 

4. 蓋板用 SUS 304 1.0 mm 

厚不銹鋼板 

5. 爐膛使用 3 m/m 厚鐵板。 

6. 灶正面上覆 SUS 304 1.0 

m/m 厚不銹鋼板。 

7. 母火採用自動點火系統。 

8. 附四只高低調整腳。 

3 
原本預計購置3台，現場

配置後只需2台。 

配合實際需求

調整規格 
餐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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