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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三十一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二年 六 月十八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八年三月二十五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九年八月三十日行政會議修正 

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十七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

設立獎補助款申請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五人，由校長、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技合處、人事室、會計室、圖資中心等單位主管與各系科及共同

科目（通識中心）代表組成。 

第三條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召集人未能主持會議時，由教務

長代理；各系科及共同科目代表經由系務會議推舉產生。 

第四條  本小組，其職責如下： 

一、 審議獎補助經費之運用符合整體發展規劃及各系科中長程計劃

之情形。 

二、 依教育部獎補助申請原則安排運用優先順序。 

三、 審核報部申請項目、規格、數量、細項等變更案。 

四、 協助經費稽核委員會之監督獎補助款運用情形。 

第五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要求相關單位列席說明，或提出相關文件資料。 

第六條  本小組召開會議應配合獎補助申請時間，不定期召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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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7 

九十九學年度專責小組會議成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校長 邱明源 流設系代表 陳清汶 

教務長 吳國文 室設系代表 劉光盛 
學務長 鄭義融 食品系代表 林宇平 
總務長 陳皇誠 化材系代表 胡義群 

技合處長 蘇樂梅 電資系代表 施嘉佶 
人事主任 陸忠瑜 電機系代表 林明宏 
會計主任 許瑞容 妝管系代表 楊濟華 

圖資中心主任 許德仁 觀光系代表 張幗儀 
文創所代表 薛淞林 行銷系代表 黃守仁 
美工系代表 顏光良 應外系代表 翁雅琴 
傳播系代表 張國甫 通識中心代表 李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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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組織辦法 

89 年 5 月 31 日校務會議通過 

92 年 6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 

98 年 3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99 年 10 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0 年 3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

設立獎補助款申請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五人，由校長、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技合處、人事室、會計室、圖資中心等單位主管與各系科及共同科目（通識

中心）代表組成。 

第三條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召集人未能主持會議時，由教務長

代理；各系科及共同科目代表經由系務會議推舉產生。 

第四條  本小組，職責如下： 

一、 審議獎補助經費之運用符合整體發展規劃及各系科中長程計畫之

情形。 

二、 依教育部獎補助申請原則安排運用優先順序。 

三、 審核報部申請項目、規格、數量、細項等變更案。 

四、 協助內部稽核人員之監督獎補助款運用情形。 

第五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要求相關單位列席說明，或提出相關文件資料。 

第六條  本小組召開會議應配合獎補助申請時間，不定期召開；開會時應有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另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通

過。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00 學年度專責小組會議成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校長 吳淑明 流設系代表 陳品志 

教務長 吳信賢 室設系代表 林沂品 

學務長 黃俊豐 食品系代表 林宇平 

總務長 陳清汶 化材系代表 胡義群 

技合處長 徐建民 電資系代表 陳開煌 

人事室主任 陸忠瑜 電機系代表 郭乃仁 

會計主任 許瑞容 妝管系代表 楊濟華 

圖資中心主任 許德仁 觀光系代表 張幗儀 

文創所代表 林凱莉 行銷系代表 黃守仁 

美工系代表 黃昭文 應外系代表 林必嘉 

傳播系代表 林啟壽 通識中心代表 李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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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0 年度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九年十一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十點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主席：邱校長明源                          紀錄：顏福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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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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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度

不含自籌款資本門佔 70％經常門佔 30％。 

二、因目前教育部尚未公佈獎補助經費金額，以九十九年度獎補助

經費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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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書應於 11 月 30 日前報部審核。 

       二、茲因獎補助款尚未核定，經討論後以 2700 萬為依據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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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部分各單位分

配案。 

說   明：延續 99 學年度之規劃，各單位依發展重點特色提出 100 學年

度之需求預期成效，經由各業務單位初審，製表送本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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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配原則除每系科購置設備基本額外，另依學雜費收入及

教學研發性相關績效特別給予數。 

決  議： 

一、100 學年度資本門含學校經費以貳仟貳佰萬元為基準。 

二、基本數—藝術設計與應用科學學群為 40 萬元，民生設計學群

25 萬元，合計 435 萬佔分配比例 19.39%。 

三、依貢獻度及績效比例部份由會計室及相關單位算出，本年度

貢獻度及績效計算方式，以各單位學雜費收入及相關收入為

依據佔分配比例 26.43%，如附件。 

四、依發展特性部份，經審議相關系科之預期成效，討論結果如

附表，佔分配比例 33.88%。 

五、優先序： 

1.教學單位以大學部設備為主   新增設實習（驗）室      

改善及加強基本設備      輔助教學設備。 

2.學生事務以學生社團設備為主，分配比例佔 2.01%。 

3.圖書資訊中心以中西文圖書及期刊為主軸，分配比例佔

16.94%。 

4.校園安全 76 萬，分配比例佔 3.38%。 

5.以上分配比例含自籌款。 

七、臨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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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0 年度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九十九年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九點三十分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席：邱校長明源                          紀錄：顏福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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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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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年度教評會第三次會議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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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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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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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0 年度獎補助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0 年三月八日﹝星期二﹞上午九點三十分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致詞： 

四、各單位報告： 

五、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請審議 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修正計劃書。 

說  明： 

一、依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1000013558x 號函辦理。 

二、本校核定補助款 14,306,931 元、獎勵經費 11,508,430 元、共

計25,815,361元。本校擬提13％做為配合款為3,355,97元，合計

應為29,171,358 元。 

三、依委員書面審查意見修正支用計劃書，附審查意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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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款分配，資本門 65％與經常門 35％，支用內容討論後如

修正計畫書。 

三、審核各系所購置設備與重點發展特色相關聯結，均符合中程發

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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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員 A 所提茲因陳清汶老師公差由王芳蘭老師代理 

 

六、委員們對採購辦法陸續都有意見通盤檢討後，將依委員意見參考改

進。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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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款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記錄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整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致詞： 

四、各單位報告： 

五、提案討論： 

    提案一：請審議 100 年度獎補助經費資本門細項變更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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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獎勵補助款未做項目變更，在不超過原預算下僅有 

         7 項未配合實際需求細項變更及規格提升，以上細項變更業經系務 

         會議通過。 

    三、圖書期刊編列 3,800,000 元，經議價後為 3,683,166 元，期刊部分 

        列為自籌款，餘為獎勵補助款佔 14.18%合乎教育部規定；另學輔相 

        關設備編列 45 萬經議價後，為 448,000 元、佔 2.48%合乎教育部規 

        定。 

 

決  議：經討論後依實際需求調整細項。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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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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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鋸木機-

重型帶鋸

機 

最大鋸切尺 550 x 55mm 、最

小鋸切厚度 3mm 、隔板至鋸

片鋸 230mm、送料滾筒至鋸

片距離 320mm、鋸輪直徑 36

英吋、鋸輪寬度 3-1/2 英吋、

鋸片寬度 4 英吋、鋸片長度

5760mm、送料速度(無段) 

0-37M/min、驅動馬達 30HP

1 

a.鋸輪直徑：660mm 

b.最大驅動馬達(銷切能力)：

2HPc.鋸帶尺寸：4648x50mm  

d.最大工作尺寸：355x304mme.

鋸輪迴轉速度：650-700rpm 

f.工作台尺寸：584x698mm     

g.淨重：350Kgs、毛重：450Kgs 

h.機械尺寸：48’x29’’x78” 

配合實際需求調

整規格 
室設系

14 
自動刨木

機 

工作台面積 (L x W x H)  

540 x 920mm 、最大鉋寬 

508mm、最大鉋厚 230mm、

最小鉋厚 3mm 、最大鉋深

8mm、最小鉋長 254mm 、刀

頭直徑 120mm、刀頭轉速

5100R.P.M.、送料速度 

6~16M/min 、馬達 1/2HP、 工

作台升降馬達  7 1/2HP 

1 

a.工作台尺寸：540mmx698mm

b.最大削刨寬度：508mm 

c.最大削刨厚度：178mm 

d.最小削刨厚度：3mme.刀片數

量：3 個 

f.刀頭轉速(操作速度)：

5200rpmg.送材速度：80mm  

h.最大使用馬力(切削能力)：

5HPi.淨重：360kgs、毛重：

495Kgs 

配合實際需求調

整規格 
室設系

16 
寬帶砂光

機 

最大加工長度 1200mm 、最

大加工高度 190mm 、砂帶尺

寸 200 x  

3125mm(8"X123") 、砂帶驅動

馬力 3HP 、砂帶速度 

18.5M/sec 

1 

a.最大加工寬度：610mm     

b.最大加工高度：100mm     

c.主軸馬達(銷切能力)：10HP   

d.送料馬達：1HPe.升降馬力：

1/2HP 

f.送料速度：4~16M/ming.砂帶尺

寸：609mmx1200mmh.空氣壓力

需求：4kg/cm2 

i.風量需求：2575M3/Hrj.淨重：

660Kg、毛重：720Kgs 

配合實際需求調

整規格 
室設系

20 

完美特效

大師 

(Particle 

Illusion) 

3D 動畫材質庫 20user 1 
完美特效大師(Patticle illusion)

單機版 

依公司實際規格

調整 
電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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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0 年度獎補助經費規格、細項變更對照表 

37 
低週波健

胸減肥儀 

電 壓 120V. 230V 週波數 50 

/ 60HZ  

消耗功率 45 W 重 量 9 

KGS  

尺 寸 42 x 30.5 x 14 cm 

4 

1.電 壓 110V. 60HZ  

2.尺 寸 40 x 30 x 105 cm      

3.3 顆按摩頭: 

a 直徑 8.5cm、 

b.直徑 8.5cm+紅光、 

c.直徑 8.5cm+20 個小點刺激   

4.可調 3 種溫度，3 種振動強度 

5.附攜帶式超音波美容儀

(28*23*10cm、美容箱主機按摩

頭 2 支)                

6.附美體保養用蠍尾刷 

配合實際需求調

整規格 
妝管系

38-1 

圖書館專

用書架設

備 

鋼製雙面六層八連式書架 

鋼製雙面六層書架接架 

鋼製單面六層五連式書架 

鋼製單面六層四連式書架 

3 
鋼 製 雙 面 六 層 八 連 式 書 架

210*50*724CM 

為一物一號便於

財產管理分開列

帳 

圖資中心
38-2 3 

鋼 製 雙 面 六 層 書 架 接 架

210*50*90CM 

38-3 1 
鋼 製 單 面 六 層 五 連 式 書 架

210*30*454CM 

38-4 2 
鋼 製 單 面 六 層 四 連 式 書 架

210*30*364CM 

62 
音樂欣賞

音響設備 

CPX900-home、 500GB、150W

大功率、TONTO-620:150 瓦專

業擴大器。 

1 
250GB 、 150W 大 功 率 、

TONTO-620:150 瓦專業擴大器。 

依公司實際規格

調整 
妝管系

74-1 

E 化廣播

教學系統 

1.教學廣播 2.學生示範 3.教學

廣播＋錄影 4.播放錄影＋廣播

5.螢幕肅靜 6.螢幕肅靜 7.網路

影院 8.螢幕監控 9.網路考試

10.電子教鞭 11.自訂功能。(整

合行銷研究與企劃實驗室 15 

USER、資訊統計與分析實驗

室 35 USER) 

1 

1.教學廣播 2.學生示範 3.教學廣

播＋錄影 4.播放錄影＋廣播 5.

螢幕肅靜 6.螢幕肅靜 7.網路影

院 8.螢幕監控 9.網路考試 10.電

子教鞭 11.自訂功能。整合行銷

研究與企劃實驗室(15 USER) 
為一物一號便於

財產管理分開列

帳 

行銷系

74-2 1 

1.教學廣播 2.學生示範 3.教學廣

播＋錄影 4.播放錄影＋廣播 5.

螢幕肅靜 6.螢幕肅靜 7.網路影

院 8.螢幕監控 9.網路考試 10.電

子教鞭 11.自訂功能。資訊統計

與分析實驗室(35 USER) 

學務

-2 
個人電腦 

CPU Intel® Core�  i3-550M

處理器、記憶體 2GB、 螢幕

尺寸：21” *2 

 

CPU E6700M、記憶體 2GB、

500GB、DVD、380W 螢幕尺

寸：19” *3 

配合實際需求調

整數量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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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0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議程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 年 2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致詞： 

四、各單位報告： 

五、提案討論： 

    提案一：請審議 100 年度獎補助經費核銷相關事宜。 

說  明： 

一、本校 100 年度獎補助款經費，補助款 14,306,931 元，獎勵款

11,508,430 元，合計 25,815,361 元。自籌款依規定至少 10%，本

校今年 4,193,611 元為 16.2%，合乎規定並依教育部各使用原則及

注意事項辦理，合計總經費 30,008,972 元整。 

  二、相關表件如計畫書附表一、二、三，及經費執行清冊。 

  三、資本門購置設備，經公開招標議價後依優先順序購置教學儀器設備

佔 83.34%，圖書期刊及自動化相關設備佔 14.18%，學生事務訓輔

相關設備佔 2.48%（以上比例計算不含自籌款，均合乎教育部使用

原則之規定）。 

四、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佔 46.27%，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佔 0.36%，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佔 2.97%，其他支用於單

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佔 0.00%，增聘師資及現有師資佔 50.40%

（以上比例計算不含自籌款，均合乎教育部使用原則之規定）。 

決  議：經討論後通過，提內部稽核委員會審議後報部。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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