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03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4點 

地點：經國樓 D612 

主席：陳校長俊瑜   

出席：如簽到單 

記錄：朱怡潔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陳校長俊瑜： 

今年教育部獎補助款變少,由往常的2千多萬減少為1千7佰多萬元整，所以我

們來看看是否教育部有要我們修訂的部份,這裡請教務長及總務長來說明。 

三、提案討論： 

九十七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支用計畫書修訂案 

(副件一) 

說明： 

九十七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支用計畫書修訂案 

四、討論： 

教務長： 

97學年度獎補助款金額，實際上與我們預計的有些落差，原本編列在資本門上的

金額有兩千多萬元。資本門加上經常門的部份，核下來的金額總共只有1千7佰多

萬元，等於說今天我們要來討論一下資本門與經常門的部份各系科要如何做分配。 

 

總務長： 

將疑似工程之優先序F3、F4、F5，總額1,210,000萬元的款項先扣下來之後，有

差額的部份是5,571,098萬元整。在這個區塊我們必需討論一下在那個部份做扣

減，所以今天必需講清楚扣減的原則以及是否以其他部份來做採購。這個部份由

教務長來回答一下。 

 

 

 

保管組組長： 

關於F3、F4、F5項目，F3是新團膳教室排氣系統、F4是排氣系統、F5是實習餐廳

廚房排氣風管，加裝電動風管口棚門，這三項品項審查意見是疑似工程，所以我

們建議把這個項目先扣除掉。 

 



教務長： 

1、目前因應評鑑是否可以將這三項刪除，列入97學年度的修膳項目? 

2、資本門是否按照核下的金額及表中品項的優先順序排，買的項目由總務處來

進行購買。 

 

總務長： 

總務處的立場來說：有多少經費採買多少品項，因此勢必有些品項會買不到，若

有其他系科沒買到設備，請於下年度再購買。 

 

保管組組長： 

目前需求表上的順序是當時由系科填寫需求表的先後順序而填上需求表，若照順

序做採買，某些系科的品項會整筆被刪除掉。 

 

教務長： 

刪除掉的品項是否能由學校的自由款項購買? 

 

校長： 

原則上來說：是可以，資本門方面各系科先排那些是一定得買的品項、且與評鑑

有相關的項目滿儘量的排出來我們再檢討並討論儘量讓各系科能夠購買周全。至

於影響較小的品項今年可以先做割捨。 

 

總務處-胡組長 

教務長應先排出各系購買順序，不是總務處去決定採購的順序，因為總務處沒有

權力做排序。 

 

校長： 

如果可以希望都盡可能的讓各系科購買。 

 

教務長： 

各單位先做檢討，之後再與教務處做進一步的協商。 

 

保管組組長： 

4月3日，修正計畫書連同領據一起送出。請各系科注意工作時程。 

人事主任： 

經常門計劃由新聘教師及現有教師之薪資補助項(F)，做比例調整。 

 

總務長： 

96、97年度獎補助各項指標，所提撥的比例與經費供各位同仁參考。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03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點 

地點：經國樓 D612 

主席：陳校長俊瑜   

出席：詳簽到單  

記錄：朱怡潔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校長： 

今天我們來討論獎補助款的經費分配，請總務長來說明。 

三、提案討論： 

提案一：九十七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支用計畫書修訂案，提

請討論。(如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說明事項： 

(1) 97 年度獎補助款之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修訂。 

(2) 資本門之儀器設備購買不足的金額則由自籌款添購。 

四討論： 

總務長： 

因為97年度的獎補助款金額減少，所以我們就依照減少的比例去調整所謂的補助

款跟獎助款的金額，所以現在補助金為：17,861,836元，加上學校自籌款1,034,760

元佔獎補助金額的61.78%，合計總金額是28,896,596元整。自籌款比例增加以

補、補助款不足之處。根據教育部的規定，資本門跟經常門的分配比例，不含自

籌款項的部份是60%及40%。關於自籌款部份，現將所有的自籌款部份加到資本門

去採購教學單位的教學設備等。我們現在最主要是要通過 (附件一)，表格上報

部的金額，再修正我們上次提的一些修正的計畫。另外還有就是，各位手上資料

的第五頁開始各個教學單位、通識中心、圖資中心、學務處等單位所報出來要添

購的設備項目，這是我們的修正計畫書所要報部出去的，因此今天開會提請討論。 

教務長： 

校長各位主管各位委員好，剛剛總務長提到的，之前各單位所編列的資本門部分

其實影響不大，除了有三項(原計畫F3~F5)教育部審查之後，認為那應該屬於修

繕工程用以外，其他所有各系所要添購的這些資本門，今年學校的作法就是提高

學校自籌款的比例，讓各單位編列的資本門預算通通可以購買。 

總務長： 

今天這個會議通過之後就是確定我們今年度要採購的設備儀器為哪些。因為這些



款項都是教育部的獎補助款，所以教育部在每年都會有很多的稽核跟訪視，這個

訪視的成績會影響到之後的獎補助款，所以各單位盡量在編列的申購程序上，麻

煩按照學校的整個申購程序辦理，不可先跟廠商購買之後才來報申購，這樣是違

反採購程序的，請各位遵照我們學校的程序來做採購的動作，務必請大家配合。 

人事主任： 

經常門今年拿到的獎補助款金額，是7,144,734元整，比去年的9,804,138元少了

很多。這次核下來我們比例有做部份調整，研究的部份維持原來比例12%，而研

習的部份，修訂為6%；進修的部份，原來是8%目前則維持不變；另外，在著作的

部分我們原來的比例是10%，修正為16%，這也是鼓勵老師能夠著作發表，然後進

而升等。著作升等部份維持不變，改進教學的部份，比例為4.5%請各位委員回到

各位所屬的單位，提醒各單位要辦改進教學研討會的時候，這部份的經費是可以

用的。關於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這部份，佔原來送出計畫的45%，現在我們調整

為50%去補助這部份，而行政進修部份仍維持5%，學生事務佔3%；另外，第五項，

薪資的部份，原來我們在編列預算時是補助佔52.5%，現在是調降為42%。補助的

對象是以新進教師的薪資為主，這是本次經常門的重要調整之一。另外，核銷的

部份，提醒尤其是校內研究的經費核銷請各單位均須按照教育部規定的核銷程序

辦理。 

校長： 

經常門的部份在這表單裡面，主要還是以其中的50%還是在改善教學跟師資結構

這一部份，其原來編為40%，由此可見，我們還是比較強調這部份，（佔50%），

著重鼓勵老師進修，並著作發表，或是參加研習、改進教學、編撰教材教具。及

研發處這邊特別提到，研究的部份佔了12%。這些都是學校鼓勵的方向，接下來

請大家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意見。 

人資系主任： 

資料附件一第13頁的優先序D28項的健康評估管理系統，規格有點錯誤，我有跟

蘭組長講，所以資料可能還要再做一些修正，目前我已經把資料拿給他了,請予

修訂，修正後資料如附件三。 

會計主任： 

本案如果通過的話，今年所編的預算及獎補助款，均在我們97年度編列預算資本

門的部分，請各單位一定要放到預算系統裡，要不然到時候申購會有問題。 

五、結論 

校長： 

下星期總務長與人事室高主任，要去參加獎補助款的運用績效的檢討會，回來之

後在行政會議上我們就能更具體的了解。另外，各單位務必要把今天所分配的事

情整理至我們的預算系統裡，並將修訂計畫所需附件送至總務處彙整報部。會議

要詳細記錄，今天協調會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05 月 01 日(星期四)下午 3點 

地點：經國樓 D612 

主席：施教務長貝淳   

出席：詳簽到單  

記錄：朱怡潔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教務長： 

97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之覆審，審查委員提供了六項意

見。希望我們能依序做調整，因此希望我們能在今天的會議中能很完美的將審查委員提

出的意見，做出適當的修正。 

 

三、提案討論： 

提案一：九十七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明事項： 

(1)依據 97 管科發字第 2030299 號函有關 97 年度支用計畫書複審意見報告內容提請專

責會議審議。 

附件:支用計畫書複審意見報告  （附件一） 

     學校基本資料及意見調查表（附件二） 

 

四、討論： 

教務長： 

根據複審委員意見，主要分為六點，而前三點之複審意見，委員很肯定學校在經費使用

上的配合，當然也希望學校能實際執行與落實。現在我們就根據委員提供的意見做討論。 

第一點：自籌款所佔比例高達61.78%，且全數「未」支用於經常門補助教師薪資，值得

肯定；惟於實際執行時請予落實，並勿以結餘款逕行沖銷使用。 

關於這點請總務處在執行時務必實際執行。 

會計室主任： 

關於經常門補助教師薪資部份，在補助教師薪資中有兩種補助對象：分為舊有教師及新

進教師。因此請說明清楚，補助教師薪資的對象為何？ 

教務長： 

這個部份審查委員並沒有指示的很明確，屆時再看情況如何再做決定。 

第二點：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佔經常門獎補助經費由40.00%提高至50.00%，支用於教師

薪資比例則自52.50%調降至42.00%，學校用心值得鼓勵；惟調整之後比例與他校相較仍

偏高，未來仍有再予調降的空間。 

關於這點人事室有更好的意見嗎? 



人事室主任： 

人事室會積極改善，並配合學校發展逐年調整改善教學師資結構的經費比例。 

教務長： 

第三點：經常門其他項獎補助經費預估NT$3,000,788，約佔經常門總獎補助款之

42.00%，學校於「附表九」中說明係支用於新聘教師薪資，希望於實際執行時能確實以

補助「新聘」教師。 

人事室主任： 

未來這筆款項，人事室會確實的運用於補助新進教師薪資的部份，另外對於改善教學與

師資結構的部份，人事室亦將逐年調整分配之比例。 

教務長： 

第四點：「附表六」優先序D01、D02如系用於購置電子資料庫，同時，該資料庫為一年

簽約一次且無光碟片，似宜歸類於經常門其他項較妥；承上，如該經費系以獎補款支應，

亦應注意經常門與資本門之要求比例。 

保管組組長 

本次會議前時已先與管科會確認。D01、D02期刊資料庫都需俱備光碟，若一年一約且無

光碟的話！這項資料就不宜放入附件六之類別。這方面已和圖資中心，尤主任確認過，

是有光碟片的。因此這個部份我們還是維持在附件六的資料中。 

教務長： 

第五點：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十條之規定加以推

斷，學校「附表六」優先序D27~D32如係「電腦軟體」，而非一般教學資源或媒體，似

以歸類至「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較為妥適。 

有關D27~D32大多是人資系與資科系及研究所購置的教學軟體，是否請申請的單位說明

一下，因為學校附上的資料並沒有說明的非常詳細。因此審查委員會將這幾項申請項目

歸類為教學儀器設備。 

保管組組長： 

以下說明D27~D32申請單位及項目為何。D27：人資系-職能發展系統、D28：研究所-健

康評估管理系統、D29：研究所-書目管理系統、D30：資科系-多媒體網頁製作工具、D31：

研究所-線上問卷管理系統、D32：資科系-數位地球教學軟體。我再補充說明，附表四

即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附表六為教學軟體，在這兩個項目中舉例來說：一、Word、Excel

為資料處理軟體，則歸類在附表四。二、資料庫主要目的為教導學生研發資料庫，則可

歸為附表六。因此我們現在要釐清的是這兩個項目是歸屬於資料處理軟體還是教學軟

體。 

教務長： 

這樣的品項挪移對於原來的各項分配比例，是否符合教育部規定的呢？ 

保管組組長： 

對於品項挪移對分配比例是有影響的！因為在各個附表中是有門檻的，如附表四是屬於

教學儀器設備的部份必須佔資本門經費的60%。經概算過後，雖然經過挪移變動後不至

於影響到比例上的限制，但還是建議申請單位能夠先確認申請的品項為那個項目，然後

再按照教育部的規定將所申請的項目正確的編入各個附表中。 

 



教務長： 

麻煩申請單位先確認申請的項目性質為何後，再彙整至相關處理單位。 

第六點：「附表八」優先序F01之購置項目「飲水機」，查其用途說明內容，似與「省

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不甚相關。 

總務長： 

以前有關飲水機的項目是編列於補助款，不過今年的委員可能對這點有意見。並且學務

處有環保廢棄物處理箱的需求，是否可編列此品項？ 

教務長： 

各位委員是否還有其他寶貴意見，若沒有就決定將環保廢棄物處理箱編列於附表八之

F01，取代飲水機品項。 

 

五、臨時動議： 

保管組組長： 

會議資料的附件二：學校基本資料及意見調查表，表中說明，希望學校能安排實際訪視

的時程及註明無法接受訪視的日期。關於這點是否能在今天的會議中決定日期。 

總務長： 

實際訪視的日期由行政單位來做決定較為恰當。教務長及會計室主任皆建議訪視的日期

訂為六月至八月。因此我們就勾選六月至八月。 

 

六、結論： 

教務長： 

感謝各位委員撥空參加今天的會議。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記錄 

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09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9點 

地點：經國樓 D612 

主席：黃校長桂蘭   

出席：詳簽到單  

記錄：朱怡潔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無 

三、提案討論： 

★提案一：優先序 A16 簡易型筆記型電腦擬申請規格變更，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說明：一、原編列簡易型筆記型電腦因應市場規格變化，擬申請 變更規格。 

            二、變更對照表如下: 

 優先序 項目別
建議

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變更前 A16 一 A 
簡易型   

筆記型電腦

CPU:INTEL Mobile處理器/記

憶體:512MB 

DDR2( 含以上 )/硬式磁碟

機:4GB 固態式硬碟機(含以

上)/顯示器:7＂彩色液晶顯

示器/DVD燒錄器(外接式) 

變更後 A16 一 A 
簡易型   

筆記型電腦

*中央處理器:Intel Mobile 

處理器 

*記憶體:DDRII 1024MB 

*LCD尺寸:8.9吋TFT螢幕 

*硬碟容量:80G(SATA) 

*作業系統:Windows XP Home

 

討論： 

教務長： 

一、簡易型筆記型電腦因應市場規格變化，故申請變更規格。 

二、變更後之規格較變更前好，且在價格上比變更前的價格便宜。 

決議： 

全數通過 

 



★提案二：優先序 A15 簡易型筆記型電腦擬申請規格變更，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進修部 

說明：一、原編列簡易型筆記型電腦因應市場規格變化，擬申請 變更規格。 

            二、變更對照表如下: 

 優先序 項目別 
建議

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變更前 A15 一 A 
簡易型   

筆記型電腦

CPU:INTEL Mobile處理器

/記憶體:512MB 

DDR2(含以上)/硬式磁碟

機:4GB 固態式硬碟機

(含以上)/顯示器:7＂彩

色液晶顯示器/DVD燒錄

器(外接式) 

變更後 A15 一 A 
簡易型   

筆記型電腦

* 中 央 處 理 器 :Intel 

Mobile 處理器 

*記憶體:DDRII 1024MB 

*LCD尺寸:8.9吋TFT螢幕 

*硬碟容量:80G(SATA) 

*作業系統:Windows XP 

Home 

討論： 

教務長： 

一、簡易型筆記型電腦因應市場規格變化，故申請變更規格。 

二、變更後之規格較變更前好，且在價格上比變更前的價格便宜。 

決議： 

全數通過 

 
★提案三：優先序 A01 簡易型筆記型電腦擬申請規格變更，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健康產業管理研究所 

說明：一、原編列簡易型筆記型電腦因市場規格改變，擬申請 變更規格。 

         二、變更對照表如下: 

 優先序 項目別
建議

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變更前 A01 一 A 
簡易型   

筆記型電腦

CPU:INTEL Mobile 處理

器/記憶體:512MB 

DDR2(含以上)/硬式磁碟

機:4GB 固態式硬碟機

(含以上)/顯示器:7＂彩



   

 

 

 

 

 

 

 

 

  
討論： 

   尤瑞崇主任： 

這批電腦的用途主要為支援教師授課使用，因電腦產業三個月為一個淘汰週期，所

以我認為現在要做的是以目前現有的資料做規格的變更。 

 

決議： 

全數通過 

 
★提案四：97 學年度經費預算資本門『舞台燈光控制器 12 迴路』因現有『舞台升降

布幕』損壞故申請變更為『舞台升降布幕』案。 

  提案單位: 時尚造型表演系 

說明：據廠商評估後，將保留資本門中的『燈光控制器24迴路』，因『舞台升降布

幕』已損壞，因此將『舞台燈光控制器12迴路』變更為『舞台升降布幕』。 

討論： 

趙屏菊主任： 

因小禮堂『舞台升降布幕』已損壞，因此將『舞台燈光控制器12迴路』變更為『舞

台升降布幕』。 

總務長： 

一、開學時學務處所辦理的新生輔導中有使用到舞台升降布幕因此損壞的狀況尚待

了解。 

二、若舞台升降布幕之維修費金額不高，建議報修處理。 

三、本案建議維持原案，舞台升降布幕則建議由標餘款進行採購。 

    校長： 

請學務長補充說明，開學時新生入學輔導，舞台升降布幕之使用情形。 

學務長： 

一、新生入學輔導時，學務處確實有使用布幕。但我並不清楚在新生入學輔導時所

使用的布幕是否為本案所討論的舞台升降布幕。 

二、在此本人意見與總務長相同。若舞台升降布幕之維修費金額不高，建議報修處

理。 

色液晶顯示器/DVD燒錄

器(外接式) 

變更後 A01 一 A 
簡易型   

筆記型電腦

* 中 央 處 理 器 :Intel 

Mobile 處理器 

*記憶體:DDRII 1024MB 

*LCD尺寸:8.9吋TFT螢幕

*硬碟容量:80G(SATA) 

*作業系統:Windows XP 

Home 



校長： 

請時尚造型系與總務處商討如何處理這項問題。待有經費時儘速處理。 

決議： 

此案以不變更，維持原案採購。 

  

四、臨時動議： 

無 

五、結論： 

校長： 

專責小組在學校的各項委員會中是很重要的會議因為這牽涉到每年教育部對技專校院的

補助且不論金額的多寡這是教育部對學校的一番美意因此我們更要好好的運用。若各位

委員對於今天的會議沒有其他的問題。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記錄 

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22 日(星期三)中午 12 點 15 分 

地點：經國樓 D612 

主席：黃校長桂蘭   

出席：詳簽到單  

記錄：朱怡潔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今天利用中午的時間來召開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此外今天有四個提案。是有關各系所申

請的設備項目之規格變更,然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個提案,是對於標餘款的利用,在會前

各處室有不同的意見,所以稍後各位委員花點心思討論一下,關於附件中已列出來的申請

項目部份，請委員們來討論,爾後款項有變更的話,剩餘的款項我們要怎麼處裡,因此希望

盡可能的在今天會議上決定。  

 

三、提案討論： 

★提案一：優先序 A7 擴音設備擬申請規格變更，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護理系 

說明：一、原編列之擴音設備乃規劃放置技術示範教室，其擴音設備若能採壁掛式擴

音器及耳掛(或夾領)麥克風，將有助於教師示範技術時，雙手淨空且有較

佳之收音效果，可提高學生學習護理技術之成效。 

二、變更對照表如下: 

 優先序 項目別 建議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變更前 A7 一 A 擴音設備 
腰掛式的擴音器、夾

領麥克風 

變更後 A7 一 A 擴音設備 
壁掛式擴音器、夾領

或耳掛式麥克風 

討論： 

祁安美老師 

系上原先所編列的項目為擴音設備其規格為腰掛式的擴音器、夾領麥克風，因考量教

師在做技術示範操做，所以是希望在教學時雙手淨空。請准予將原來的規格變更為壁

掛式擴音器、夾領或耳掛式麥克風，以利提昇教學成效。 

 

校長： 

若能更有效於教學示範且其採購金額不變的情況下做變更。其爭議性不大，若各位委

員沒有意見的話即可同意變更。 

  決議： 

全數通過 



★提案二：擬申請購買桌上型電腦四台 

提案單位：通識中心 

說明：一、通識中心有二位新聘教師及二位由進修部歸建日間部之教師，因教學研究

之需求，擬申請桌上型電腦，共計四台。放置研究室地點如下：D311 陳耿

彥老師、鄭卉芸老師、周啟葶老師，B306 李明勳老師。 

      二、擬使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之資本門標餘款購置。 

討論： 

通識中心主任： 

通識中心於本學期新進兩位新聘教師及兩位進修部歸建日間部之教師。但目前 4 名教師

的研究室在沒有電腦設備之情形下。在處理各項教學及研究事宜時是相當的不方便，因

此希望藉由此筆款項申購教師之電腦。 

 

教務長： 

為了提昇老師們教學品質及研究能力，建議將採標餘款購買新電腦增加新任老師們的教

學設備。 

 

校長： 

若各位委員對於此案說明沒有意見即可同意此案通過。 

 

決議： 

全數通過 

 

★提案三：化妝品應用系擬申購三台電腦。 

提案單位：化妝品應用系 

說明：一、本系 97 學年度新聘譚彩鳳、李隆達及朱正生三位專任教師，因教學研究之

需求，擬申請桌上型電腦，共計三台。 
二、擬使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款經費之資本門標餘款購置。  

   討論： 

妝品系主任 

妝品系今年度新聘三位教師因教學研究之需求，因此需三台電腦以利教師教學研究 

之需求。 

    

校長： 

若各位委員對於此案說明沒有意見即可同意此案通過。 

 

決議： 

全數通過 

 



★ 提案四：標餘款總額約為 1,300,001 元，將請各處室討論如何運用此標餘款。 

(附件一)為建議順位，提請討論。 

    討論： 

校長： 

對於標餘款的使用，麻煩總務長做說明。 

    總務長： 

標餘款所使用的項目必需為符合教學使用，因此請各位編列單位簡單的說明，煩請 

妝品系說明表中第八項的置物櫃是否屬於教學設備？ 

 

妝品系主任 

置物櫃是編列在美膚專業教室中，因學生在教學操作時，需更換工作服，因此編列

了此項置物櫃，讓學生可以收納更換的衣服。 

 

總務長： 

請護理系說明第九項至第十一項所編列的項目用途為何? 

     

    護理系主任： 

    一、編列除溼機，係考量在教學設備中的人體儀器，由於基隆氣候較潮溼，教學設

備較易發霉，因此除溼機是放置在專業教室中。 

    二、編列雷射印表機，是單為教學使用，辦公室及專業教室的距離較遠因此，雷射

印表機是設立於專業教室中。 

     

總務長： 

    請健研所說明第十二項所編列的收藏櫃用途是否教學用? 

      

    黃庭鍾老師： 

    因本年度研究所預算編列了筆記型電腦，然而研究所並無收藏筆記型電腦的收藏

櫃，因此藉由本次標餘款而編列此項目。 

   

  教務長： 

    因收藏櫃較偏屬於行政用估建議由 A類改為 S類。 

  

    黃庭鍾老師： 

    收藏櫃使用較屬於行政用，因此我認為還是回歸為 S類較好。 

 

    總務長： 

    最後請老服系主任說明第十三項至第十七項之項目說明 

     

 

 

 



老服系主任： 

    目前老服系辦公室的教學設備僅有兩台電腦及兩台印表機，且系上即將辦理校外教

學。但因系上並無相關設備，可供記錄。因此編列以十三項至十七項之教學設備。 

    以提備教學效能。 

決議： 

全數通過 

 

四、臨時動議： 

總務長： 

在前面幾項提案中，除了去年就已編列的項目外。新增採購項目為：通識中心及妝品系

所添購的電腦，若所有的項目採購完畢後，仍有剩餘的標餘款，在有限的情形下可否採

購時尚造型系的舞台升降布幕。 

 

校長： 

舞台升降布幕的需求在各式表演活動中是必要的。若各位委員同意，本案即通過。 

 

決議： 

全體通過 

 

 保管組組長： 

 校長各位委員，在此我補充一下。提案一項目的優先序A7，正確的優先序應為A61。 

 

五、結論： 

無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記錄 

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9點 

地點：經國樓 D612 

主席：黃校長桂蘭   

出席：詳簽到單  

記錄：朱怡潔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今天有兩個提案一項是採購項目的變更，而另一項為 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金額的支用。在資

本門的方面，會前已與各相關單位進行過協商。有關單位在這方面是非常的用心，當然也謝

謝在各系的配合。待會有關電子講桌的變更我們就麻煩相關單位說明。 

三、提案討論： 

★提案一：優先序 A17 之多功能電子講桌擬申請變更規格，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說明： 

一、原編列之多功能電子講桌不含電腦及數位面版，經實品參觀，發覺與一般之普通講桌

差不多，並不符合 E 化功能，故擬提申請變更規格及數量(總經費不變)，以達教學設

備之提昇。 

  二、變更對照表如下： 

 優先序 建議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 總價 

變更前 A17 A 
多功能 

講桌 

尺寸:H110×D50×W89cm/

講桌本體/單槍投影機

訊號連線/擴大機/喇叭

/麥克風及麥克風架 

22 台 

 

39,000

 

858,000 

 

變更後 A17 A 
多功能 

講桌 

高強度複合材質(一體

成形)/尺寸:H110×D50×

W90cm/電腦/擴大機/喇

叭/麥克風 

10 台 

 

85,800

 

858,000 

 

    討論： 

    教學服務組組長 

因多功能講桌我們經過實體的參觀後發現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講桌功效及材質都差不多，就

沒有達到我們所需求的電子講桌E化的功能，也因為教務長剛好曾至他校參觀過，發現這樣

的講桌無法達到真正的E化的功能。因此擬增加其E化的規格，增加數位面版及電腦，因此將

22台多功能講桌變更為10台另一種規格的多功能講桌，但採購的總金額為不變。 

 

教務長： 

這裡本人補充說明，主要原來擬採購之電子講桌分為兩個項目做編列，一個是電腦、一個是

講桌，在當時講桌編列的金額是3萬多元，後來與廠商洽談後得知講桌部份並未附上電子的



數位面板 ，有的部份只有放置鍵盤及書本的位置，我們認為這樣的功能性與一般的講桌沒

兩樣。所以我們擬將原編列的講桌擴充規格，增加數位面版及電腦設備。屆時我們希望將這

樣的多功能講桌放置於大班教室及專業教室中，如此一來在管理上也會比較便利。 

 

校長： 

張組長及教務長都做了說明，因為要真正符合E化功能所以做變更規格。現在單價及數量做

變更但總價格不變。有關這方面麻煩事務組胡組長，看看在採購上有沒有什麼樣的問題？ 

 

事務組組長 

針對這項變更原則上是沒有問題。 

 

校長 

我想這個確實蠻重要的，因為變更的原因在名目上也可以顯示，對於本案其他委員有沒有意

見或想法。若沒有的話！就照案通過。 
 

    決議： 

    全數通過。 

     

★提案二：本校「九十八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含經資門預算)，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總務處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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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第(一)項第 3條規定，

各校應於 97 年 11 月 30 日前，彙整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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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簽到單）、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等資料各一份報本部

審查。 

討論： 

    保管組組長： 

按照教育部的規定，在本月的月底須將98年度整體發展經費報部。因此提案須經過本次專責

小組會議討論。另外支用計畫書頁數因將近60頁，因此今天以投影片方式做呈現。但在會議

資料的附件中，有呈現資本門與經常門的各系所編列明細，請各系科做參考。依照規定在今

天還是向各位委員報告支用計畫的內容。其內容是經過各單位的彙整後的結果。會後我會將

資料以電子檔的方式E-mail給各相關填報單位做最後的核對。經費的支用原則是由會計室核

對過，原則是依照學校的預算分配辦法來逐一分配，其中當然包含獎補助的經費分配額度。

本次支用計畫書編製的流程，依照預算會議既定的期程進行。我們預估98年度的補助款為900

萬元，而獎助款900萬元，所以獎補助一共為1,800萬元，依核配要點的規定自籌款要10%以

上，因此編列200萬元，所以自籌款的比例達11.11%，大於10%，這是沒問題的，所以我們今

年的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及資本門總經費共為2,000萬元。依照核配要點，即總預算的60%

必需放置資本門，另外40%必需放置經常門。至於自籌款的部份是不分的，依照本校以往的

作法是放置於資本門之中，所以我們將自籌款的200萬元放置於資本門的部份，資本門即占

了自籌款的100%，經常門是0。所以這次資本門所編列的所有類別(A至F類)是1280萬元，而



經常門就是720萬元。若含自籌款的部份。資本門的分配比例是64%，而經常門的比例是36%

相加後是100%。這是98年度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總體的預算金額及分配比例，而我們在計

畫書內所註明的附件四-B類就是每項採購標案會有標餘款的產生，也就是說A類執行後若有

標餘款，則再執行B類。200萬元的自籌款我們是完全分配至其他類，所謂其他類(F類)是包

含一些實習實驗、省水、校園安全、環安衛的部份。另請編列單位再次確認，A、B類必須屬

於教學設備且不可為工程施作。關於經常門的部份請高員仙主任為各位委員解說。 

 

人事室主任： 

向大家報告經常門在98年獎補助的總經費預算規劃情形，其中經常門占36%也就是預估為720

萬元。在經常門的預算分配中有53.5%是規劃在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符合教育部的規定

在30%以上，比往年提昇很多。在今年的部份:行政人員進修編列了4%，在97的執行率達4%。

學生事務的部份因考量總體經費的狀況所以我們便降低了變成2.5%。第5個部份即新聘教師

薪資的部份降至40%。在補助新聘教師及現有教師薪資的部分，由95年開始是逐年的降低，

直到97年對現有教師的薪資補助是0，完全提供在新進教師的薪資部份佔42%。這個在獎補助

訪視的時候也受到訪視委員的肯定，今年又提降至40%來補助新聘教師的薪資。另外改善教

學與師資結構的部份即獎助教師項目，於98年度的百分比在這裡要修正總比例，由原來的52%

修正為53.5%。對照95年度的40.1%、96年度的39.6%、97年的50%到98年的53.5%，這是我們

逐年的在進步。另外在補助教師研究的部份也因為金額的補助降低了，所以我們在這部份是

補助的比例為10%。教師研習的部份是6%，待會可以討論在教師研習的部份比例是否可以降

低?本人建議由6%降低至4%。因為我們今年的修改辦法有補助老師至國外參加學術會議的部

份金額也許會提高，這個部份是可以討論的。教師進修的部份仍維持8%，那是有精算目前正

在國內外進修的老師們預估會申請的部份。著作的部份這是可以看到由95年的10%至今年度

(97)目前執行的20.94%。但依辦法的設計，在今年的部份超出的預算金額約35萬，待會我會

提出臨時動議，看有什麼辦法持續支持在老師改善教學部份，所以98年度在獎勵教師著作部

分預定編列20.5%。升等送審的部份在今年因為新聘老師較多送審申請相對也多，超出預算

約9萬元，明年應不會有此情形，所以我們維持編列1.5%，另外在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的部份往年執行率不高，這與我們設置的辦法有關。感謝校長的督促，今年的執行率

就比往年還高。另外在改進教學研討會的部份為編列了4.5%，希望系科在新學期開始時就先

提出一整年的執行研討會的計畫。而編纂教材也包含了數位教學這部份編列了3%、製作教具

也比較弱，可能是因為學校系科的屬性可能在製作教具產出的部份是較薄弱的，所以我們仍

然是維持了1%，這樣零零總總相加後即53.5%，即385萬2千元整是在教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的

部份，以上為98年度獎補助經常門之編列情形。 

    

    校長： 

    98 年度的經常門麻煩委員們再看看沒有問題。另外關於 97 年獎補助經費不足的部份，請高

主任提出臨時動議並就經費不足的部份做討論。 

   討論： 

研發處處長： 

若是調整比例我是建議挪至教師研究的部份中，因為委員的意見中有提到研究補助的金額較

少，我們也希望採納委員的意見，於明年開始我們委由外審，但在委由外審中，有些研究案

所需的經費會需要提高，報告到此。 



資科系主任 

上次訪視委員提到研究補助太過齊頭式，應朝向依各別研究的不同而給予不同的補助。 

 

校長： 

研發處提出的意見請各位委員想想，教師研究及教師研習所占的比例需不需要調整?教師參

與研習的機會是滿多的。個人在批閱公文時，時常看到同仁申請研習的公文。當然現在到了

年末，教師研習及著作出現了經費不足的情形，可是在這裡還是提醒相關的單位，今年度尚

未結束各項補助申請，如果現在就中止申請的話萬一在期末有重大的研習，老師未能參加的

話也是很可惜，我要在此說明。一方面今年學校將面臨評鑑、同仁紛紛的去參與研習、就很

顯然的就影響到行政的業務。尤其包含評鑑的資料與評鑑的準備工作這都是受到影響。所以

我們在這學期很明顯的感到兩難的情況，也希望老師能藉由研習提昇專業能力，但相對的，

他本人的行政工作及即將到來的評鑑工作必然會產生影響。所以我希望同仁能在不影響工作

的情況下研習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當然還是鼓勵同仁參加。但我要提出的一點是有時參與研

習太常集中在某人身，上這也是我們發現所要提出的問題。有些系科是採用指定參與的，但

還是希望系科能給予其他同仁機會能參與研習。所以請同仁想想，就教師研究、研習的比例

有無需要調整的。 

     

     人事室主任： 

教師著作也日益增多，因此建議研習的部份降至4%，其餘的2%分配至教師研究1%、教師著作

1%。成為研習4%。教師研究11%、教師著作20.5%。 

 

     校長： 

委員對人事室所提出來的有無其他意見，若同意的話就此通過。 

     決議： 

全體通過。 

通過本校「九十八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含經資門預算之規劃。 

 

四、臨時動議： 

人事室主任： 

有關 97 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支出目前預估將有不足，擬由研習補助調整，提請討論。 

說明： 

截至目前有關 97 年獎補助經常門支出總金額預估將不足，擬建議有關研習補助，報名費部

分由教育部獎補助款補助，而差旅費部份則由各教學單位預算項下支出。 

 

校長： 

委員對人事室所提出來的有無其他意見，若同意的話此臨時動議就此通過。 

      決議： 

全體通過。 

  

五、結論：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