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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創稿文號：1072103292

建國科技大學　公文簽核流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7-10-19 14:07 創文 

　

2 
宋義宏助理秘
書 

[鄭宇真組長代
理] 

秘書室 107-10-19 14:51 107-10-19 15:05 串簽 

　

3 
劉柄麟副主任
秘書 

　 秘書室 107-10-19 16:42 107-10-19 16:44 串簽 

依規畫辦理。

4 
宋義宏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7-10-22 09:17 107-10-22 09:17 串簽 

　

5 
林國興主任秘
書 

[秦復興副主任
秘書代理] 

秘書室 107-10-22 09:42 107-10-22 09:47 串簽 

　

6 黃思芳主任 　 會計室 107-10-22 16:53 107-10-22 16:54 串簽 

　

7 
江金山代理校
長兼總執行長 

　 校長室 107-10-23 09:21 107-10-23 09:23 決行 

依學校規定辦理

8 107-10-24 10:47 　 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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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建國科技大學公文追蹤修訂表

陳佩雯助理秘書
（秘書室）
（原創稿）

創稿文號：1072103292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附件：1072103292_1_簽到表.jpg

1072103292_2_紀錄_專責小組會議紀錄1071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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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一○七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點：行政中心二樓會議室 

主席：江金山代理校長         紀錄：林國興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與 107 年度在資本門(70%)及經常門(30%)，有所

調整，調整後為各占總預算百分之 50%。依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調整後經

費提出討論。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預算流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在

案由一作討論。 

貳、 報告事項： 
一、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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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第(一)項

第 4 條規定，各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提出次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連同高

等教育深耕修正版計畫書、校務發展計畫書、專責小組及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之

組織辦法及成員名單等資料各一份報部審查。 

二、依據教育部規定，資本門用於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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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經常門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之六

十以上供作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現職專任教

師彈性薪資、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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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

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進修及升等送審之用途。另授權使用年限在

二年以下之電子資料庫、軟體訂購費用及學習型助理之獎助金或勞僱型助理之薪

資及勞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應由經常門其他項下支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於百分之五內支用；另提撥經常門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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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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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勵補助款提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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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請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單位於會後依會議決議金額規劃採購項目，並於 10 月 30
日前將相關資料上傳至「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系統」，編列經費注意事項如下： 

1.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規劃與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需有關聯並具體連

結，並請依重要性排列支用計畫項目之優先順序。 

2.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工程款項，於相關文件均不得出現「工程」字樣(如：

安裝工程、拆除工程..)。 

3.採購項目應單獨條列其名稱、規格、單價及數量等資訊，不應將可個別獨立使

用之設備以「一組」、「一套」之方式籠統列舉，應單獨列出以有利財產之控管，

整組設備乃需整組搭配方能使用之設備，才可以一組方式列出。 

4.採購項目之規格說明，不得指定廠牌，需依採購標的之功能或效益訂定規格條

件且予具體敘明，以為採購時之依據，並確保所購設備之功能符合使用單位需

求，規格說明以中文為主，勿以全英文呈現。 

5 每項設備單價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方列為資本門。 

6.以下情形應列入經常門(請儘量避免，以免影響資本門、經常門分配比例)： 

(1) 二年內到期之電子資料庫(未授權資料光碟或期滿後無線上檢閱權者)。 
(2) 二年以下軟體授權(非永久授權)。 
(3) 軟體升級費用於 1 年期契約期間終了後，無法再繼續使用者。 
(4) 單價 1 萬元以下且使用年限 2 年以下之非消耗性物品。 
以上不符合資本門認列原則，應列入經常門。 

7.各單位提出申請時應先檢視該設備是否為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項目。 

     8.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不得用於購置行政辦公用或教師個人或教師研   
究室使用之儀器設備。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預算流用百分之五至資本門，提請討    

論。 
說明：獎勵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包括自籌款），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

百分之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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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經常門不

得低於百分之四十五。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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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二：茲訂定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原則，如說明，提請討論。 
 (一)參酌 107 年度教育部核配之獎勵補助款及本校今年註冊率達 7 成，108 年度獎勵

補助經費規畫 4,200 萬元，加上自籌款 12%計 504 萬元，合計總經費為 4,704 萬

元。 

 (二) 依據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本校 108 年度

規劃架構如下： 

 
 
 
 
 
 

 
 

 

 

 

 

 

 

(三)在「資本門」部分－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及圖書期刊等規劃占資本門 15%，即 346.5

萬元；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劃 2.5%，即 57.8 萬元；其他規劃 120 萬元，

占 5.20%，餘由所系中心運用教學研究設備計 1,785.7 萬元，占 77.30%；資本門

共規劃 2,310 萬元，外加自籌款 504 萬元，合計 2,814 萬元。上圖所示資本門各

項規劃擬調整如下： 

 

 

 

               
 
 
 
 

 

2,310萬外加
自籌款504萬
合計2,814萬

(1).所系中心之教學研究設備
　　

 (2).圖書館自動化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3).學輔相關設備
　　(至少2%，46.2萬)

(4).其他

規劃1,785.7萬
占77.3%

所系

由各所系規劃(674.5萬)

由各所系班級數加權(788.5萬)

 語言中心(24萬)
中心  
室

規劃346.5萬
占15%

設備、期刊、圖書

規劃57.8萬
占2.5%

學輔相關設備

規劃120萬
占5.20%

省水器材

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設備

環保廢棄物處理設施

無障礙空間設施

校園資訊系統

(外加自籌款504萬，
合計2,289.7萬)

以工學院收費所系加權(112.2萬)

 體育室(16萬)

 由各所系新生人數加權(674.5萬)

         

 

自籌配合款
B>=A×10%

規定420萬
(規劃504萬元)

   

行政
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
 進修 
  M<K×5%
   (94.5萬)

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其他

經常門 K
1,890萬元

A×45%

A×
55%

總經費 C=A+B
4,704萬元

獎勵補助款 A
4,200萬元

資本門 F
2,310萬元

  學生事務
  及輔導
 N>K×2%
(37.8萬)

改善教學、教師
薪資及師資結構

L>K×60%(1,134萬)

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設備J>F×2%(46.2萬)

其他

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
書館自動化設備、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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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 108 學年度工管系擬停招，為使經費有效運用，故不編列獎勵補助款。 
(五)本校擬另外政策性籌措經費約 393.62 萬元一併納入規劃，必要時做為獎勵補助經

費設備標餘款優先序採購項目。 
(六)綜合上述五項說明各所系中心教學研究設備擬規劃經費如下： 

 
(七)在「經常門」部分，預估獎勵補助金額 1,890 萬元可供規劃，由人事室規劃相關

經費，於下次會議提起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請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單位於會後依會議決議金額規劃採購項目，

並於 10 月 30 日前將相關資料上傳至「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系統」。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單位：萬元

(碩+日)×1+
(夜+週末)×

2/3

碩 日 夜 週末 班級數權重 30%規劃
 35%班級數

權重

 5%工學院

收費加權

30%新生人

數加權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228 2 9 8 2 18.0            35.5 79.2 18.7 70.6 204.0      1.13

124 2 8 4 13.0            35.5 57.3 18.7 38.4 149.9      

177 2 5 10 1 14.0            35.5 61.7 18.7 54.8 170.7      

83 2 4 2 2 9.0              35.5 39.6 18.7 25.7 119.5      

97 2 6 5 11.0            35.5 48.5 18.7 30.1 132.8      

82 4 3 6.0              35.5 26.4 18.7 25.4 106.0      

90 6 4 9.0              35.5 39.6 27.9 103.0      

184 4 7 2 10.0            35.5 44.1 57.0 136.6      

93 4 3 6.0              35.5 26.4 28.8 90.7        6.33

17 2 2.0              35.5 8.8 5.3 49.6        

71 5 1 6.0              35.5 26.4 22.0 83.9        

106 7 3 9.0              35.5 39.6 32.8 107.9      

123 2 7 2 10.0            35.5 44.1 38.1 117.7      

126 8 3 10.0            35.5 44.1 39.0 118.6      

13 2 2.0              35.5 8.8 4.1 48.4        

97 8 3 10.0            35.5 44.1 30.1 109.7      

202 2 8 5 13.0            35.5 57.3 62.6 155.4      6.16

160 8 4 4 13.0            35.5 57.3 49.6 142.4      

104 8 8.0              35.5 35.2 32.2 102.9      

16.0        

24.0        

2,177      18 109 67 11 179             674.5      788.5           112.2         674.5         2,289.7   

設備

圖書期刊等

57.8        

40.0        

80.0        

524.3      

2,177      18 109 67 11 2,814.0   380.0 13.62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其他(校園資訊系統)-電子計算

機中心

小計

合計

346.5      

生活

科技

學院

應外系

80
美容系(所)

運動休閒系

觀光系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室

語言中心

小計

圖書館

設計

學院

商設系

100

空設系

數位媒體系(所)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創意生活應用設計所

土木系暨土木與防災所

自動化系暨機電光所

資通系

80管理

學院

資管系

國企系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服務與科技管理研究所

工程

學院

機械系暨製造科技所

120

電機系(所)

電子系(所)

單　位
107學年度

新生人數

108學年度班級數 可規劃經費(萬元) 政策性

籌措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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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公文簽核流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7-11-20 16:01 創文 

　

2 
熊雅斐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7-11-21 14:59 107-11-21 14:59 串簽 

　

3 
劉柄麟副主任
秘書 

　 秘書室 107-11-22 11:44 107-11-22 11:47 串簽 

　

4 
宋義宏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7-11-22 13:42 107-11-22 13:43 串簽 

　

5 
林國興主任秘
書 

　 秘書室 107-11-22 14:01 107-11-22 15:01 串簽 

　

6 黃思芳主任 　 會計室 107-11-22 16:42 107-11-22 16:43 串簽 

　

7 
江金山代理校
長兼總執行長 

　 校長室 107-11-23 11:03 107-11-23 11:03 決行 

依學校規定辦理

8 　 秘書室 107-11-23 11:11 　 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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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議程 
時間：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 2:00 

地點：行政中心二樓會議室 

主席：江金山代理校長       紀錄：林國興 

壹、主席致詞： 請各單位針對「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所提之各

項目依編列獎補助款設備檢核表再仔細檢查。其中若編列“軟體”其規格需有授權年限及

授權人數；資本門軟體需買斷或授權使用年限需再二年以上。 

貳、報告事項：  

一、本校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召開「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第一次

專責小組會議規劃各單位獎勵補助款金額，再由各所系中心等相關單位依其金額做項

目規劃後送回秘書室彙整。 

二、經統計資本門獎勵補助金額 2,310 萬元，自籌款金額 458 萬 2,800 元，合計資本門 2,768
萬 2,800 元；經常門獎勵補助金額 1,890 萬元，自籌款金額 45 萬 7,200 元（自籌款編列

在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項下），合計經常門 1,935 萬 7,200 元。獎勵補助款依規劃共 4,200
萬元，自籌款共 504 萬元，自籌款占獎勵補助款 12%，詳如下表。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檢附本校針對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
常門)」需求預算規劃案，提請審議。 

說 明：本預算係依照本校預估款額—108 年度經常門分配之金額 1,890 萬元規劃，「改善

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預算編列 1,429 萬 6,625 元，占經常門預算 75.65%；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預算編列 3%，合計 56 萬 7,000 元，已於 107 年 10
月 18 日提經學務處編列 108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款用於訓輔簡易設備及經常門會議

審議通過；「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預算編列 8 萬元，占經常門預算

0.42%；二年內到期之資料庫訂購費用編列 215 萬 8,000 元，亦已於 107 年 10 月

24 日經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二年內到期之軟體訂購費用編列 136 萬 5,280 元由

電算中心、語言中心及觀光系提出並經相關會議通過；其餘編列在兼任助理相關

費用；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預算將於本次專責小組審議，並由學校編列配合款支

應，詳細預算資料及表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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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0,000 18,900,000 4,582,800 457,200 27,682,800 19,357,200

55.00% 45.00% 90.93% 9.07% 58.85% 41.15%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總金額

小計 42,000,000 5,040,000

12.00%

47,040,000
占總金額比率 89.29% 10.71%

金額

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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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18,900,000 經常門總經費(含自籌款) $19,357,200

金額 說明

1.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師薪

資
6人 $4,496,645 補助新聘3年以內專任教師估6人之108年度薪資。

2.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228案 $4,367,880
本校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本俸部分比照中央政府一百零七年度調

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標準調整)

3.提高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

資
0案 $0 本校未提高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4.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
88案 $1,014,000

(1)編纂教材(含教科書)(估10案)：$190,000元

(2)製作教具(估7案)：$135,000元

(3)實務研究轉化教材(估7案)：185,000元

(4)指導學生競賽(估42案)：335,000元

(5)教師取得專業證照(估11案)：66,000元

(6)電腦輔助教學軟體(估2案)：50,000元

(7)審查費(估9案)：$53,000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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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案 $3,586,300

(1)研究成果(估47案) :$1,760,000元，包括：

     A.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衍生成果(估16案)：

         $240,000元

     B.技術移轉案衍生成果(估4案)：$90,000元

     C.科技部計畫及政府其他單位專案研究計畫

        (估14案)：$1,260,000元

     D.專利(估13案)：$170,000元

2)專題計畫研究(估39案)：$1,796,300元，包括：

     A.一般型專題計畫(估21案)：$160,000元

     B.進階型專題計畫(經常門)(估15案)：$1,007,300元

     C.整合型專題計畫(經常門)(估3案)：$629,000元

(3)教師多元升等通過獎勵(估3案)：$30,000元

6.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策

之研習、深耕服務及深度實

務研習）

92案 $639,800
(1)短期研習(估90案)：$350,000元

(2)深耕服務研習(估2案)：$289,800元

7.進修 1案 $30,000 部份時間進修(估1人):$30,000元

8.升等送審--學位 2案 $18,000 0.10%

   升等送審--專著 8案 $144,000 0.76%

小計 $14,296,625
左列1～7項本校研究獎勵補助款占經常門經費，須符合教育部60％

以上之規定

1.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9人 $138,000

2.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4項 $132,000

3.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4案 $297,000

小計 $567,000

以上係遵照教育部96年1月12日台技(三)字第

0960005242號函之規定辦理，本項提學務相關

會議審議。

1.研習 10案 $50,000

2.進修 1案 $30,000

小計 $80,00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10項 $457,200

本項以學校自籌款經費支應。

*佔獎勵補助款經常門之總經費(不含自籌款)比例：0%

*佔經常門自籌款金額比例：100%

$457,200

1.資料庫訂閱費 8項 $2,158,000

1.授權年限2年以內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用：「Acer Walking

Library」、「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JFD)」、「華藝線上圖書館資料

庫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天下雜誌群知識庫」、「哈佛

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光華管理個案收錄庫」、

「金屬情報網」、「AISP情報顧問服務資料庫」等8項。

2.軟體訂購費 3項 $1,365,280

2.授權年限2年以內之軟體訂購費用(估3項)：$1,365,280元，包括：

    A.微軟校園授權軟體(估1項)：$1,281,280元

    B.Abacus訂位系統(估1項)：$24,000元

    C.PELC英文聽力測評系統(估1項)：$60,000元

3.其他 11人 $433,095
3.補助學生兼任助理(勞僱生)估11人之108年之部分薪資及勞保、勞

退、健保費用

小計 $3,956,375

$0 本校未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0

　　　　　　總         計  [經常門獎勵補助款$18,900,000元+經常門自籌款(第四項) $457,200元] $19,357,200

經費需求

5.36%

2018/11/16人事室製表及專責小組審議○○

$457,200

1.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估9人)：$138,000元

2.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估4項)：$132,000元

3.其他學輔工作經費(估4案)：$297,000元

    包括：

     A.發展系所學會特色活動或比賽(估1案)
         ：$100,000元

     B.學生會及社團校外參訪、參觀、參展或觀摩

        活動(估2案)：$100,000元

     C.學生會及社團辦理整合性或創意性活動

         (估1案)：$97,000元

0.86%

0.73%

所占比例
[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不含自

籌款)]

$14,296,625

0.70%

$567,000

23.79%

0.00%

2.29%

75.65%

建國科技大學 執行教育部108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經常門)---改善師資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明細表＜預估＞

18.98%

項目

內容說明

108年獎勵補助

23.11%

0.16%

經常門自籌款

一、改善教學、教師薪資

及師資結構（占經常門經

費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

額】）

1.57%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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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

左列1～2項本校行政人員(職員工)研習及進修獎勵補助款占經常門經

費，須符合教育部5％以內之規定。

3.39%

0.00%

0.1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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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80,000

$3,956,375

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11.42%

7.22%

3.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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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蕭蕙蓉組長補充說明：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由教資中心負責規

劃；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由研發處負責規劃；教師

多元升等機制由人事室負責規劃；研習（深耕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由研發處負責規劃，

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由學輔處負責規劃。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檢附本校針對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
本門)」各所系中心教學設備需求規劃，提請審議。 

說 明：(一)本預算係依照本校預估款額—108 年度資本門分配之金額 2,310 萬元規劃，其

中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編列為 15%，合計 3,46 萬 5000 元，已

於 107 年 10 月 24 日經圖書館會議審議通過；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編列

2.5%，合計 57 萬 8,000 元，亦已於 107 年 10 月 18 日提經學務處編列 108 年

度整體獎勵補助款用於訓輔簡易設備及經常門會議審議通過；其他節電設備

由環安室提出需求 40 萬元，校園資訊系統由電算中心提出需求 80 萬元；其

餘經費與部分本校自籌款，則由各所系科中心室依規劃金額編列教學設備。 

(二)經統計資本門自籌款計 458 萬 2,800 元、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自籌款計 45 萬 7,200 元，合計自籌款 504 萬元，占獎勵補助

款 12%。 

(三)第二批提出 308 萬 110 元及第三批提出 5 萬 5,600 元之需求，將以本校政策性

經費籌措，必要時做為獎勵補助經費設備標餘款優先序採購項目。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有更正的單位於會後依會議決議更正內容，將相關資料上傳至「獎勵 
補助經費支用計畫系統」。 

 
    案由三：108 年度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規劃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各系所中心資本門分配規劃，原依照下列基準核算: 

1. 30%平均   
2. 35%班級數權重 
3. 5%工學院收費加權  
4. 30%新生人數加權 

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教學及研究設備(請另填寫參考附表11) 17,857,000 77.30% 4,582,800 100.00%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請另填寫參考附表12) 911,000 3.94%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請另填寫參考附表13) 2,554,000 11.06%

小計 21,322,000 92.30% 4,582,800 100.00%

二、 578,000 2.50%

三、 1,200,000 5.20%

23,100,000 100.00% 4,582,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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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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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計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一、
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書館自動
化設備、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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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配合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獎勵指標，由學校自行選擇 3 項指標 
                參與核配，擬新增下列指標核算。 

1. 15%產學合作及技術研發成效 
2. 15%提升學生就業成效 
3. 15%國際化成效 

               
                  (三) 各系所中心資本門分配規劃，修正後各項比例如下: 

1. 16.5%平均  
2. 19.25%班級數權重 
3. 2.75%工學院收費加權 
4. 16.5%新生人數加權   
5. 15%產學合作及技術研發成效 
6. 15%提升學生就業成效 
7. 15%國際化成效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會議結束 14:55 





公文(精簡)列印 公文(追蹤修訂)列印 僅公文列印

檔　　號： 00100 收發文號： 

保存年限： 永久 收發日期： 

電子簽核 創稿文號：1082101185 

*1082101185*

簽 於  秘書室  日期：中華民國108年04月24日

附　　件： (2件) 1082101185_1_108(3)簽到表1080422.pdf （附件1） 
1082101185_2_108(3)會議紀錄1080422.pdf （附件2）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創稿文號：1082101185

建國科技大學　公文簽核流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4-24 15:55 創文 

　

2 
熊雅斐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4-25 08:47 108-04-25 08:48 串簽 

　

3 
秦復興副主任
秘書 

　 秘書室 108-04-25 14:02 108-04-25 14:03 串簽 

　

4 
宋義宏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4-25 14:16 108-04-25 14:16 串簽 

　

5 
林國興主任秘
書 

　 秘書室 108-04-25 14:54 108-04-25 14:55 串簽 

6 黃思芳主任 　 會計室 108-04-26 08:35 108-04-26 08:37 串簽 

　

7 
江金山校長兼
總執行長 

　 校長室 108-04-26 10:37 108-04-26 10:38 決行 

依學校規定辦理

8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4-26 10:39 　 擲回 

第1頁，共2頁



　 

建國科技大學公文追蹤修訂表

陳佩雯助理秘書
（秘書室）
（原創稿）

創稿文號：1082101185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附件：1082101185_1_108(3)簽到表1080422.pdf

1082101185_2_108(3)會議紀錄1080422.pdf

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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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0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 

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一○八年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時 

地點：行政中心二樓會議室 

主席：校長江金山                          紀錄：秦復興 
 

壹、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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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第(一)項
第 3 條規定，各校應於每年 11 月 30 日前填報次年度「支用計畫書」報部審查。

本校提出申請獎勵補助款 4,200 萬元（含經常門 1,890 萬元，資本門 2,310 萬元），

自籌款共 504 萬元。 

二、教育部部 108 年 4 月 18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549081G 號函核定本校「108 私立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共計 4,424 萬 5,580 元整(經常門 2,212 萬 2,790
元，資本門 2,212 萬 2,790 元，本校應自籌獎勵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

合款（不限於經常門或資本門）。核定公函隨文檢送教育部委託專家學者審查本

校原支用計畫書之「審查意見」乙份（如附件），請本校依審查意見修正計畫書

備文報部。 

三、會計室已依核定金額及相關規定，重新計算原「規劃架構」之各項經費規劃原則，

並送本次「專責小組會議」討論。 

四、修正支用計畫書需於 4 月 30 日(星期二)送交教育部完成，請使用本獎勵補助經費

之單位依會議決議金額修正，採購項目需重新詢價，並請於 4 月 24 日(星期三)
下班前將修正資料傳送至「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系統」。 

五、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預計於 4 月 26 日(星期五)早上十點召開。 

參、討論提案： 

案 由一：教育部 108 年 4 月 18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549081G 號函核定本校「10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4,424 萬 5,580 元整，修正本校

108 度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規劃原則，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 明：(一)依據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本校

108 年度規劃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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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資本門」部分－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等規劃占資本門 15%，即

331.8 萬元；學輔相關設備規劃 2.5%，即 55.3 萬元；其他規劃 120 萬元，

占 5.4%，餘由所系中心運用，計 17,051,790 萬元，占 77.08%，資本門合

計 2,212 萬 2,790 元，外加自籌款 530 萬 9,210 元，合計 2,743 萬 2,000 元。

上圖 
所示各項規劃擬調整如下： 

 

 
 

 

 

 

 

 

 

 

 

 

 

 

自籌配合款
B>=A×10%

規定442萬4,558元
(規劃530萬9,210元)

   

行政
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
 進修 
  M<K×5%
  (110.6萬)

改善教學相關
物品、其他

經常門 K
2,212萬2,790元

總經費 C=A+B
4,955萬4,790元

獎勵補助款 A
4,424萬5.580元

資本門 F
2,212萬2,790元

  學生事務
  及輔導
 N>K×2%
(44.3萬)

改善教學、教師
薪資及師資結構

L>K×60%(1,327.4萬)

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設備J>F×2%(44.25萬)

其他

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
書館自動化設備、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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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說明各所系中心教學研究設備經費依下列指標核配：16.5%平均、19.25%

班級數權重、2.75%工學院收費加權、16.5%新生人數加權、15%產學合作

及技術研發成效、15%提升學生就業成效，15%提升國際化成效，資料如

下： 

  

(碩+日)×1+ (夜+

週末)×2/3

碩 日 夜 週末 班級數權重

219 2 9 9 2 18.0                  4.5% 35.3% 7.5%

116 2 8 4 13.0                  3.2% 24.2%

152 2 5 10 1 14.0                  2.1% 40.6% 20.3%

71 2 4 2 2 9.0                    22.8% 50.0% 0.7%

97 2 6 5 11.0                  20.7% 66.7% 2.3%

67 4 3 6.0                    2.5% 70.5%

106 7 4 10.0                  4.8% 24.1%

165 4 7 2 10.0                  3.5% 43.2% 12.0%

92 4 3 6.0                    1.5% 66.2% 1.4%

18 2 2.0                    15.2%

52 5 1 6.0                    0.4% 35.3% 4.2%

97 7 3 9.0                    2.3% 37.3% 19.0%

131 2 7 2 10.0                  0.5% 62.5% 2.0%

119 8 3 10.0                  0.2% 50.0%

12 2 2.0                    1.8%

85 8 3 10.0                  3.1% 48.1% 11.6%

128 2 8 5 13.0                  5.4% 79.7% 2.1%

180 8 4 4 13.0                  3.5% 62.9% 12.4%

98 8 8.0                    2.0% 71.2% 4.5%

2,005      18    110  68    11    180                   100.0% 867.8% 100.0%

設備

圖書期刊等

2,005      18    110  68    11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其他(校園資訊系統)-電子計算

機中心

小計

合計

生活

科技

學院

應外系

美容系(所)

運動休閒系

觀光系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室

語言中心

小計

圖書館

提升學生就業

成效百分比

設計

學院

商設系

空設系

數位媒體系(所)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創意生活應用設計所

電機系(所)

電子系(所)

土木系暨土木與防災所

自動化系暨機電光所

資通系

產學合作及技

術研發成效百

分比

國際化成效百

分比

國企系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服務與科技管理研究所

單　位
107學年度

新生人數

管理

學院

資管系

108學年度班級數

工程

學院

機械系暨製造科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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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所系中心教學研究設備分配金額如下: 

 

 

 

單位：萬元

平均
16.5%

 班級數權
重19.25%

 工學院收
費加權
2.75%

新生人數

加權
16.5%

產學合作及

技術研發成

效15%

提升學生就

業成效15%
國際化成

效15%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19.1 42.2 10.0 39.6 14.8 13.4 24.7 163.8      1.13

19.1 30.5 10.0 21.0 10.5 9.2 0.0 100.3      

19.1 32.9 10.0 27.5 6.9 15.4 66.9 178.7      

19.1 21.1 10.0 12.8 75.1 19.0 2.3 159.4      

19.1 25.8 10.0 17.5 68.2 25.3 7.6 173.5      

19.1 14.1 10.0 12.1 8.2 26.8 0.0 90.3        

19.1 23.5 19.2 15.8 9.1 0.0 86.7        

19.1 23.5 29.8 11.5 16.4 39.5 139.8      

19.1 14.1 16.6 4.9 25.1 4.6 84.5        6.33

19.1 4.7 3.3 50.1 0.0 0.0 77.2        

19.1 14.1 9.4 1.3 13.4 13.8 71.2        

19.1 21.1 17.5 7.6 14.2 62.6 142.1      

19.1 23.5 23.7 1.6 23.7 6.6 98.2        

19.1 23.5 21.5 0.7 19.0 0.0 83.8        

19.1 4.7 2.2 5.9 0.0 0.0 31.9        

19.1 23.5 15.4 10.2 18.3 38.2 124.7      

19.1 30.5 23.1 17.8 30.2 6.9 127.6      6.16

19.1 30.5 32.5 11.5 23.9 40.8 158.4      

19.1 18.8 17.7 6.6 27.0 14.8 104.0      

16.0        

24.0        

362.9 422.6        60.0           362.4     329.4         329.4           329.4       2,236.1   

設備

圖書期刊等

55.3        

40.0        

80.0        

507.1      

2,743.2   380.0 13.62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其他(校園資訊系統)-電子計算

機中心

小計

合計

生活

科技

學院

應外系

80
美容系(所)

運動休閒系

觀光系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室

語言中心

小計

圖書館

設計

學院

商設系

100

空設系

數位媒體系(所)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創意生活應用設計所

120

電機系(所)

電子系(所)

土木系暨土木與防災所

自動化系暨機電光所

資通系

331.8      

80
國企系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服務與科技管理研究所

單　位

管理

學院

資管系

可規劃經費(萬元) 政策性

籌措經費

工程

學院

機械系暨製造科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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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使既有所系經費不低於以往水準，更充實教學設備，本校擬另外政策性

籌措經費約 393.6 萬元一併納入規劃，其中 380 萬列入各所系第二批採

購，第二批及第三批項目必要時做為獎勵補助經費設備標餘款優先序採

購項目。 

(五)本校使用獎勵補助經費之單位依上述預估規劃額度研擬採購項目儀器設

備規格說明書。單價低於一萬元之設備，擬以物品方式另外列出，屬於

經常門，但為不影響經常門之分配，物品之支出以學校自籌款編列。 

(六)各所系需以特色發展及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具體連結

所定方針，編列採購優先項目。 

(七)在「經常門」部分－經常門經費 2,212 萬 2,790 元由人事室規劃相關經費，

於下次會議提起審議。 
 

決議：1、照案通過 

          2、國際化成效分配金額依會計室計算結果不再變動，各單位平時國際交流成

效可即時轉知國合處承辦人員上傳校務基本資料庫。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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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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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精簡)列印 公文(追蹤修訂)列印 僅公文列印

檔　　號： 00100 收發文號： 

保存年限： 永久 收發日期： 

電子簽核 創稿文號：1082101216 

*1082101216*

簽 於  秘書室  日期：中華民國108年04月29日

附　　件： (2件) 1082101216_1_108(4)簽到表1080426.pdf （附件1） 
1082101216_2_108(4)會議紀錄1080426.pdf （附件2）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創稿文號：1082101216

建國科技大學　公文簽核流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4-29 09:34 創文 

　

2 
熊雅斐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4-29 09:48 108-04-29 09:49 串簽 

　

3 
秦復興副主任
秘書 

　 秘書室 108-04-29 14:43 108-04-29 14:43 串簽 

　

4 
宋義宏助理秘
書 

[鄭宇真組長代
理] 

秘書室 108-04-29 15:19 108-04-29 15:35 串簽 

　

5 
林國興主任秘
書 

　 秘書室 108-04-29 17:51 108-04-29 17:51 串簽 

6 黃思芳主任 　 會計室 108-04-30 10:27 108-04-30 10:28 串簽 

　

7 
江金山校長兼
總執行長 

　 校長室 108-04-30 14:23 108-04-30 14:23 決行 

依學校規定辦理

8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4-30 14:28 　 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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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公文追蹤修訂表

陳佩雯助理秘書
（秘書室）
（原創稿）

創稿文號：1082101216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附件：1082101216_1_108(4)簽到表1080426.pdf

1082101216_2_108(4)會議紀錄10804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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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國科技大學 
「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一○八年四月廿六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地點：行政中心二樓會議室 

主席：校長 江金山        紀錄：秦復興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本校於 108 年 4 月 22 日召開「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已確定各單位規劃金額，應由各所系中心等相關單位將

項目金額做修正後送回會計室彙整。 
二、獎勵補助款依規劃共 4,424 萬 5,580 元，自籌款共 530 萬 9,210 元，自籌款占獎

勵補助款 12%。經統計經常門獎勵補助金額 2,212 萬 2,790 元，自籌款金額 37
萬 9,400 元，合計經常門 2,250 萬 2,190 元。資本門獎勵補助金額 2,212 萬 2,790
元，自籌款金額 492 萬 9,810 元，合計資本門 2,705 萬 2,600 元，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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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45,580 5,309,210 

12 % 

49,554,790 占總金額 
比率 

89.29% 10.71% 

金額 22,122,790 22,122,790 4,929,810 379,400 27,052,600 22,502,190 

比率 50% 50% 92.85% 7.15% 54.59% 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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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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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經常門

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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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自籌款金額；各

校自籌款之支用得依校內自訂相關規定辦理。 



２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校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經常門)」需求預算規劃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預算係依民國 108 年 04 年 18 日教育部臺教(三)字第 1080549081G 號函及民

國 108 年 04 年 22 日本校第三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108 年度教育部核定款額—經常門新臺幣 2,212 萬 2,790 元規劃如下： 

1.「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預算編列 1,652 萬 2,495 元，占經常門

經費 74.69%。 

2.「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預算編列 62 萬元，係由學生事務處提出需求，

占經常門經費 2.8%。 

3.「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預算編列 6 萬 5,000 元，占經常門經費

0.29%。 

4.「其他」 

(1)資料庫訂閱費(授權年限 2 年以內)：預算編列 215 萬 7,571 元，係由圖書

館提出需求，占經常門經費 9.75%。 

(2)軟體訂購費(授權年限 2 年以內)：預算編列 273 萬 3,100 元，係由電算中

心、語言中心、生活科技學院(觀光系、應用外語系)、設計學院(商業設

計系)、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電機工程系所、電子工

程系所、自動化工程系暨機電光系統研究所)提出需求，占經常門經費

12.35%。 

(3)其他－補助學生兼任助理：預算編列 2 萬 4,624 元，占經常門經費 0.11%。 

5.「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預算經各所系提出

後合計 37 萬 9,400 元，由學校編列自籌款支應。 

(三)綜上所述，詳細資料如附件一，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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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檢附本校對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資本門)」各所系中心教學研究設備需求規劃，提請審議。 

說 明： 

(一)資本門經費需求係依教育部核定金額 2,212 萬 2,790 元規劃，其中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編列 15%，合計 331 萬 8,000 元，已經圖書館館務會

議審議通過；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編列 2.5%，合計 55 萬 3,000 元，亦已

提經學務處編列 108 年度整體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訓輔簡易設備及經常門修正

會議審議通過；節能設備、校園資訊系統，由總務處及電算中心提出需求 120
萬元；其餘經費與本校需自籌獎勵補助金額 10%以上額度之自籌款，則由各所

系中心依規劃金額編列教學設備。 

(二)統計資本門自籌款計 492 萬 9,810 元、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自籌款計 37 萬 9,400 元，合計學校自籌款共 530 萬 9,210 元，占

獎勵補助款 12%。 

(三)第二批提出 202 萬 7,000 元，將以本校政策性經費籌措支付，獎勵補助經費若

有標餘款時將由第二批採購項目依序申報，另提 220 萬做為資本門備用列為第

三批。 

建 議：資本門各項金額如下表，詳細規格說明書如各單位所提。 

 

金額 比率 金額 比率

教學及研究設備 17,051,790 77.08% 4,929,810 100.00%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1,043,000 4.71%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2,275,000 10.28%

小計 20,369,790 92.08% 4,929,810 100.00%

二、 553,000 2.50%

三、 1,200,000 5.42%

22,122,790 100.00% 4,929,8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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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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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計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一、
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書館自動
化設備、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４ 

附件一: 

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22,122,790 經常門總經費(含自籌款) $22,502,190

金額 說明

1.新聘(三年以內)專任教

師薪資
11人 $7,011,520 補助新聘3年以內專任教師估11人之108年度薪資。

2.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217人 $4,037,975
本校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本俸部分比照中央政府一百零七

年度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標準調整)

3.提高現職專任教師彈性

薪資
0案 $0 本校未提高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4.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
89案 $1,089,000

(1)編纂教材(含教科書)(估15案)：$300,000元

(2)製作教具(估7案)：$135,000元

(3)實務研究轉化教材(估6案)：170,000元

(4)指導學生競賽(估42案)：335,000元

(5)教師取得專業證照(估8案)：46,000元

(6)電腦輔助教學軟體(估2案)：50,000元

(7)審查費(估9案)：$53,000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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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案 $3,498,000

(1)研究成果(估51案) :$1,930,375元，包括：

     A.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衍生成果(估16案)：

         $240,000元

     B.技術移轉案衍生成果(估4案)：$80,000元

     C.科技部計畫及政府其他單位專案研究計畫

        (估18案)：$1,440,375元

     D.專利(估13案)：$170,000元

2)專題計畫研究(估38案)：$1,527,625元，包括：

     A.一般型專題計畫(估20案)：$160,000元

     B.進階型專題計畫(經常門)(估15案)：$877,500元

     C.整合型專題計畫(經常門)(估3案)：$490,125元

(3)教師多元升等通過獎勵(估4案)：$40,000元

6.研習（包含學輔相關政

策之研習、深耕服務及

深度實務研習）

102案 $670,000
(1)短期研習(估100案)：$400,000元

(2)深耕服務研習(估2案)：$270,000元

7.進修 1案 $30,000 部份時間進修(估1人):$30,000元

8.升等送審--學位 2案 $18,000 0.08%

   升等送審--專著 7案 $168,000 0.76%

小計 $16,522,495
左列1～7項本校研究獎勵補助款占經常門經費，須符合教育

部60％以上之規定

1.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
9人 $138,000

2.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項 $132,000

3.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5案 $350,000

小計 $620,000
以上係遵照教育部96年1月12日台技(三)字第

0960005242號函之規定辦理，本項提學務相關

會議審議。

1.研習 11案 $50,000

2.進修 1案 $15,000

小計 $65,000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10項 $379,400

本項以學校自籌款經費支應。

*佔獎勵補助款經常門之總經費(不含自籌款)比例：0%

*佔經常門自籌款金額比例：100%

$379,400

1.資料庫訂閱費 8項 $2,157,571

1.授權年限2年以內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用：「Acer

Walking Library」、「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JFD)」、「華藝

線上圖書館資料庫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天下雜

誌群知識庫」、「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

「光華管理個案收錄庫」、「金屬情報網」、「AISP情報顧

問服務資料庫」等8項。

2.軟體訂購費 12項 $2,733,100

2.授權年限2年以內之軟體訂購費用(估12項)：$2,733,100元，

包括：(1)微軟校園授權軟體：$1,350,000元(2)Avira Antivirus防

毒軟體：$54,000元(3)Abacus訂位系統：$24,000元(4)PELC英文

聽力測評系統：$60,000元(5)PVQC英文詞彙測評系統：

$80,000元(6)設計圖像授權軟體：$300,000元(7)Autodesk軟體：

$198,000元(8)圖控軟體升級系所版：$130,000元(9)多重鏡像版

PCI-E系統還原軟體：$25,000元(10)ANSYS Academic Teaching

CFD：$240,000元 (11)Moldex3D eDesign 模流分析軟體：

$94,500元(12)Comsol軟體：$177,600元。

 

3.其他 2人 $24,624
3.補助學生兼任助理(勞僱生)估2人之108年之部分薪資及勞

保、勞退、健保費用

小計 $4,915,295

$0 本校未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0

　　　　　　總         計  [經常門獎勵補助款$22,122,790元+經常門自籌款(第四項) $379,400元] $22,502,190

2019/4/26人事室製表及專責小組審議○○

$379,400

1.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估9人)：$138,000元

2.學輔相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估4項)：$132,000元

3.其他學輔工作經費(估5案)：$350,000元

    包括：

     A.發展系所學會特色活動或比賽(估1案)
         ：$100,000元

     B.學生會及社團校外參訪、參觀、參展或觀摩

        活動(估3案)：$153,000元

     C.學生會及社團辦理整合性或創意性活動

         (估1案)：$97,000元

0.84%

0.62%

所占比例
[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不

含自籌款)]

$16,522,495

$620,000

31.70%

0.00%

74.69%

0.14%

1.58%

2.80%

4.92%

3.03%

建國科技大學 執行教育部108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經常門)---改善師資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明細表＜預算＞

項目

內容說明

108年獎勵補助

18.25%

經常門自籌款

一、改善教學、教師薪

資及師資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60﹪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經費需求

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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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0.60%

$65,000

$4,915,295

0.11%

0.00%

0.07%

0.29%

9.75%

12.35%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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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左列1～2項本校行政人員(職員工)研習及進修獎勵補助款占經

常門經費，須符合教育部5％以內之規定。

0.00%六、提升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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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永久 收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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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102716*

簽 於  秘書室  日期：中華民國108年09月12日

附　　件： (3件) 1082102716_1_簽到表1080807.pdf （附件1） 
1082102716_2_紀錄20190807專責小組會議108第5次.pdf （附件2） 
1082102716_3_紀錄附件108變更對照表彙整表.pdf （附件3）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5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創稿文號：1082102716

建國科技大學　公文簽核流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9-12 09:29 創文 

　

2 
熊雅斐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9-12 09:37 108-09-12 09:37 串簽 

　

3 
秦復興副主任
秘書 

　 秘書室 108-09-17 08:44 108-09-17 08:44 串簽 

　

4 
宋義宏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9-17 09:25 108-09-17 09:25 串簽 

　

5 
劉柄麟.副主任
秘書暨代理主
任秘書 

　 秘書室 108-09-17 16:44 108-09-17 16:44 串簽 

　

6 黃思芳主任 　 會計室 108-09-18 09:10 108-09-18 09:15 串簽 

　

7 
江金山校長兼
總執行長 

　 校長室 108-09-18 19:57 108-09-18 19:58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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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校規定辦理

8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09-19 08:37 　 擲回 

　 

建國科技大學公文追蹤修訂表

陳佩雯助理秘書
（秘書室）
（原創稿）

創稿文號：1082102716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第5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附件：1082102716_1_簽到表1080807.pdf

1082102716_2_紀錄20190807專責小組會議108第5次.pdf
1082102716_3_紀錄附件108變更對照表彙整表.pdf

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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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一Ｏ八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五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民國一○八年八月七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點：行政中心二樓會議室 

主席：江金山校長                       紀錄：秦復興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70185611C 號

令修正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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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在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總金額不變原則下，若有項目、

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經由學校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

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存校備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校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經常門)」預算經費擬流用至資本門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 本預算係依民國 108 年 04 年 18 日教育部臺教(三)字第

1080549081G 號函及民國 108 年 04 年 26 日本校第四次專責小

組會議決議；及教育部 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相關資源投入能否妥善配

套，允宜衡酌」辦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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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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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經常門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五。 
(三) 經常門經費執行中因規劃之新聘教師薪資有 108 學年度未應聘

及 3 年內新聘教師於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自請辭職者等預估有未

支用經費，故擬將經常門預算經費新臺幣 100 萬元流用 2.26%至

資本門；通過後資本門經費依優先序採購辦理。 
(四) 綜上所述，提請審議。 

決 議：因須增聘教師，故將經常門預算經費新臺幣 40 萬元流用至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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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支用變更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申請項目變更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二) 資本門教學儀器設備申請項目不變，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對照

表，詳如附件二。 
(三) 資本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申請項目不變，規格、數量及細

項變更對照表，詳如附件三。 
(四) 資本門其他儀器設備申請項目不變，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對照

表，詳如附件四。 
決 議：經審議後照案通過 

案由三：108 年度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支用變更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 經常門電子資料庫/軟體申請項目不變，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對

照表，詳如附件五。 
決 議：經審議後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支用新增變更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 管理學院採購教學儀器設備優先序號 178，項目名稱:IOT 物聯網

平台應用系統因教學需求改變，擬變更為桌上型電腦三台。  
(二) 變更後項目係供行銷系使用，故使用單位變更為行銷系，詳如附

件六。 
決議：同意變更 

 

伍、散會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122
insta360環
景相機主

機

影片提升：可拍攝5.7K 30fps、4K 50fps
的影片，1800萬像素HDR拍照模式、可

手動選擇EV、低光環境下拍攝效果好。

■360度全景實況直播。

■連接方式多樣、支持WIFI、藍芽、手

機連接、支持iOS與Andriod手機。

■5G WiFi搭配相機內置藍芽4.0、能實

現對相機的遠程操作。

■移動延時，時間凝固功能、可選擇影

片播放速度、支持最快16倍到慢放1/4的
編輯速度，配合自由剪輯功能，可創作

出專業級電影大片。

■頂級防震，內置六軸陀螺儀，可實現

Insta360的FlowState專業防震技術、新

的PR插件和Studio可支持預覽Flowstate
效果。

■可拆卸電池設計，可隨時更換、延長

相機的拍攝時間，並且可使用官方充電

座實現快充。

■全新技術『子彈時間』拍攝功能。

■此商品只支援V30記憶卡。

1 台      20,000      20,000 Insta360
全景相機

影片提升：可拍攝5.7K 30fps、4K 50fps
的影片，1800萬像素HDR拍照模式、可

手動選擇EV、低光環境下拍攝效果好。

■360度全景實況直播。

■連接方式多樣、支持WIFI、藍芽、手

機連接、支持iOS與Andriod手機。

■5G WiFi搭配相機內置藍芽4.0、能實

現對相機的遠程操作。

■移動延時，時間凝固功能、可選擇影

片播放速度、支持最快16倍到慢放1/4的
編輯速度，配合自由剪輯功能，可創作

出專業級電影大片。

■頂級防震，內置六軸陀螺儀，可實現

Insta360的FlowState專業防震技術、新

的PR插件和Studio可支持預覽Flowstate
效果。

■可拆卸電池設計，可隨時更換、延長

相機的拍攝時間，並且可使用官方充電

座實現快充。

■全新技術『子彈時間』拍攝功能。

■此商品只支援V30記憶卡。

1 台     20,000      20,000

土木系

暨土木

與防災

研究所

經廠商詢價後，同廠牌

儀器名稱已更改為全景

相機但價格相同，所以

僅申請更改名稱，其餘

單價及數量不變。

125

啤酒遊

戲-模擬

經營教學

軟體

永久授權

動態圖形，圖形及數字同時呈

現、各供應鍊、各角色績效圖

表庫存圖表、全體參與者資料

立即呈現，方便老師講解、數

據資料可以輸出 Excel 報表，

便於學習者自行運用分析

同一時間最多 50 人同時使用

1 套 198,000 198,000

家族網路

之商業活

動-模擬經

營教學軟

體

永久授權

利用樹狀圖來呈現家族成員狀

態、社群管理留言板和家族成

員私訊功能、送禮功能

同時供50人使用

1 套 198,000 198,000

服務與

科技管

理研究

所

變更後之教學軟體屬於

模擬經營教學軟體，該

軟體符合管理學院以電

子商務做為商業經營模

式之相關教學活動應用

軟體，更可以連結管院

亮點教室建置，提供管

院學生合適之軟硬體學

習環境

優先序
變更後資料 使用單

位

原報部資料

附件一

108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 教學儀器 設備 ( 項目 ) 變更對照表_第一批

變更理由

××××××××



156
丙級室內

配線實習

教學平台

(1)屋內線路與手動、自動一位控制裝置

支撐架一式，崗位一站(2)屋內線路與單

相感應電動機正逆轉控制電路裝置支撐

架一式，崗位一站(3)屋內線路與電動機

故障警報控制電路含物聯網警報電路裝

置支撐架一式，崗位一站(4)屋內線路與

兩部電動機自動交替運轉控制電路裝置

含物聯網顯示支撐架 一式，崗位一站

(5)屋內線路與簡易升降機控制電路裝置

支撐架一式，崗位一站(6)屋內線路與近

接開關控制電動機交替運轉及停止控制

電路裝置崗位一站，支撐架一式(7)屋內

線路與常用電源與備用電源自動切換控

制電路裝置崗位一站，支撐架 一式(8)
屋內線路與單相感應電動機機械停車場

控制電路含物聯網模組裝置支撐架一式

，崗位一站(9)屋內線路與單相感應電動

機瞬間停電再啟動控制電路裝置支撐架

一式，崗位一站(10)屋內線路與單相感

應電動機手動正逆轉兩處控制電路含物

聯網模組裝置支撐架一式，崗位一站

(11) 採用士林廠牌NFB、ELCB。標準配

電盤及配電箱裝置 一式， 崗位十站(12)
屋內線路裝置板模組 一式，以C型鋼架

構固定並標示工作岡位號碼，含控制圖

及器具位置圖。(13)工具模組及電動機

崗位十站，以壓克力牌標示每題題目名

稱)。面板器具均配線至端子台。採用士

林廠牌MC、TH-RY。採用ORMON廠牌

電譯、計時器、液面控制器、光電開

關。近接開關採台製品牌2線式。物聯

網配線區 一式 。

2 套 598,500 1,197,000

人工智慧

開發學習

套件系統

(全配組)

每組包含下列品項:
NVIDIA® Jetson Nano™
Developer Kit
5V4A DC變壓器（含跨接器）

散熱風扇組(含固定風扇的螺

絲)
GeForce GTX 1050/3G介面卡

500w single-rail power
64GB Micro SD 快閃記憶卡

系統儲存碟(240GB(含)以上，

M.2 2280/PCIe介面)
HD 網路攝影機

USB無線網卡150Mbp
雲台模組(相容於Raspberry Pi
3,2，B +，A +和Zero Python函
數庫)
隨附2 埠PCI-E USB 3.0介面卡

及USB 90°轉接頭

31 套 23,900 740,900 電子工

程系

因應學校AI發展策略所

做修正

167 音質挑調

節器

1.31段立體等化器

2.頻響範圍：20Hz-20kHz

3.具有高、低通濾波功能

4.具有迴授指示燈功能

5.信噪比：22Hz-

22kHz>94dB@+4dBu

6.系統性能：

  頻率：20Hz-20kHz 31 1/3倍

頻程頻段

  帶寬：1/3頻程

  控制範圍：+/-6dB或+/-12dB

(可切換)

1 台 23,500 23,500 音質調節

器

1.31段立體等化器

2.頻響範圍：20Hz-20kHz

3.具有高、低通濾波功能

4.具有迴授指示燈功能

5.信噪比：22Hz-

22kHz>94dB@+4dBu

6.系統性能：

  頻率：20Hz-20kHz 31 1/3倍

頻程頻段

  帶寬：1/3頻程

  控制範圍：+/-6dB或+/-12dB

(可切換)

1 台 23,500 23,500

美容系

暨美容

科技研

究所

誤植項目名稱

小計 1,438,500  982,400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178
IoT物聯網

平台應用

系統

永久授權

無使用者上限

需求環境為Linux 或是 AWS
EC2

1 套      95,000      95,000 桌上型電

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7-8700(含以

上)
記憶體：8GB DDR4(含以上)
硬碟：1TB(含以上)
NVIDIA Quadro P620專業中低

階顯示卡

光碟機：DVD燒錄機

硬碟還原及防護介面卡

其它：USB 3.0及有線鍵鼠組

WINDOWS作業系統

(不含螢幕)

3 台     32,000 96,000
行銷與

服務

管理系

電腦教室勘用電腦數量

不足，增購替換電腦以

提供完善教學品質

小計 95,000 96,000

附件六

108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 教學儀器  設備 ( 項目 ) 變更對照表_第二批

優先序
原報部資料 變更後資料 使用單

位
變更理由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28 網球發球

機

(1)容量 : 150個球

(2)重量 : 約20±5公斤

(3)最快球速 : 球速137公里

(4)發球頻率 : 從1.5秒到12秒可

調整快慢

(5)電力型態 : 插電式及充電式

(附充電器)，預先充電可連續使用

4到6小時

(6)旋球控制 : 可調整上下旋球型

態。

(7)附網球數量220個

(8)均含同等品或以上

1 台 60,000 60,000 網球發球

機

(1)容量 : 125個球

(2)重量 : 約12.5±0.5公斤

(3)最快球速 : 球速97公里

(4)發球頻率 : 從1.2秒到10秒可

調整快慢

(5)電力型態 : 充電式(附充電器)

，預先充電可連續使用2到3小時，

充電時間每次約8小時

(6)旋球控制 : 可調整上下旋球型

態。

(7)均含同等品或以上

1 台 60,000 60,000 體育室

由於設備價格上漲致預

算不足，改容量低規格

設備

43 單眼數位

相機

2000萬畫素(含)以上

18-55mm光學變焦鏡頭

多角度 LCD 觸控螢幕

自動對焦 (AF) 系統

Full HD 高畫質影片攝錄

7 台      22,000 154,000 單眼數位

相機

2000萬畫素(含)以上

16-50mm光學變焦鏡頭

多角度 LCD 觸控螢幕

自動對焦 (AF) 系統

Full HD 高畫質影片攝錄

7 台      22,000 154,000
行銷與

服務

管理系

相機鏡頭尺寸誤值變更

44 單眼數位

相機

2000萬畫素(含)以上

18-140mm光學變焦鏡頭

多角度 LCD 觸控螢幕

自動對焦 (AF) 系統

Full HD 高畫質影片攝錄

3 台      28,400 85,200 單眼數位

相機

2000萬畫素(含)以上

16-50mm光學變焦鏡頭

55-210mm光學變焦鏡頭

多角度 LCD 觸控螢幕

自動對焦 (AF) 系統

Full HD 高畫質影片攝錄

3 台      28,400 85,200
行銷與

服務

管理系

相機鏡頭尺寸誤值變更

54
數位影像

編輯控制

器

專用轉盤、滾輪與功能鍵，一鍵直

接使用多個常用功能，

可自訂每鍵功能專業編修鍵盤修圖

工具;尺寸：15.8 x 6.1 x 1.6英寸

重量：2.71磅

含同等品或以上

2 個 13,000      26,000

數位影像

編輯控制

器

專用轉盤、滾輪與功能鍵，一鍵直

接使用多個常用功能，可自訂每鍵

功能專業編修鍵盤修圖工具;尺

寸：39.5*15*4公分

重量：0.67 kg

2 個 13,000      26,000 商設系 尺寸改用公分及kg

原報部資料

附件二

108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 教學儀器 設備 (規格、數量 ) 變更對照表_第一批

變更理由優先序
變更後資料 使用單

位

××××××××××××××××



60

機架式

12Bay網路

附加儲存

系統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含)以上

主記憶體：提供 4GB(含)以上

提供硬體或軟體磁碟陣列技術，支

援 RAID,0,1,5,6
硬碟：提供轉數 7200 RPM(含)以
上 SATA/SAS 2TB(含)以上硬碟 6
顆(含)以上

主機硬碟空間：獨立主機本身提供

12 顆 Hot Swap 硬碟盒(含)以上

網路介面：提供 2 組 10/100/1000
Base-TX(含)以上

電源供應器：提供原廠二個(含)以
上電源供應器共可達500W(含)以上

作業系統支援：Microsoft
Windows、Linux、Unix-like
提供中文或英文 Web 或 Java 圖形

化介面或 CLI 介面進行管理

作業系統：採用Linux或Unix-like作
業軟體

1 台 110,000 110,000

機架式

12Bay網路

附加儲存

系統

中央處理器：Intel Xeon (含)以上

主記憶體：提供 4GB(含)以上

提供硬體或軟體磁碟陣列技術，支

援 RAID,0,1,5,6
硬碟：提供轉數 7200 RPM(含)以
上 SATA/SAS 2TB(含)以上硬碟 6
顆(含)以上

主機硬碟空間：獨立主機本身提供

12 顆 Hot Swap 硬碟盒(含)以上

網路介面：提供 2 組 10/100/1000
Base-TX(含)以上

電源供應器：提供原廠二個(含)以
上電源供應器共可達500W(含)以上

提供中文或英文 Web 或 Java 圖形

化介面或 CLI 介面進行管理

作業系統：採用Linux或Unix-like作
業軟體

1 台 110,000 110,000 空間設

計系
誤植作業系統支援

112
太陽光電乙

級術科檢定

練習崗位

併聯型系統崗位

(1)太陽光電陣列(PV Array) 崗
位一站(2)變流器:市電併聯型變

流器崗位二站(3)直流接線箱試

題一站(4)併聯型配電箱: 崗位二

站(5)配線區 一式 崗位二站(6)
支撐架 一式 崗位一站(7)水泥基

礎座 一式 崗位一站(8)模組之安

裝 一式 崗位一站(9)日射計 一
組 崗位一站(10)薄片型溫度感

測器 一組 崗位一站(11) 模組角

度調整模擬裝置 一式 崗位一站

(12)LED螢幕展示看板 一式 崗
位二站

須符合太陽光電設置乙級技術

士考場標準

1 套 464,100 464,100
太陽光電乙

級術科檢定

練習崗位

併聯型系統崗位

(1)太陽光電陣列(PV Array) 崗
位一站(2)變流器:市電併聯型變

流器崗位二站(3)直流接線箱試

題一站(4)併聯型配電箱: 崗位二

站(5)配線區 一式 崗位二站(6)
支撐架 一式 崗位一站(7)水泥基

礎座 一式 崗位一站(8)模組之安

裝 一式 崗位一站(9)日射計 一
組 崗位一站(10)薄片型溫度感

測器 一組 崗位一站(11) 模組角

度調整模擬裝置 一式 崗位一站

(12)LED螢幕展示看板 一式 崗
位二站

須符合太陽光電設置乙級技術

士考場標準

2 套 460,100 920,200 電子工

程系

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子計

畫6-2：綠能發電系統維運

人才培育計畫場域建置

121 電子式雷

射儀

雷射線 :4V4H1D8P
波長 :520nm x 8 / 650nm x 1
精準 :±1mm / 10m
整平範圍 :±4°
電源 :
鋰電池 / 鹼性電池

2 台      15,000        30,000 電子式雷

射儀

雷射線 :4V4H1D8P
波長 :520nm x 8 / 650nm x 1
精準 :±1mm / 10m
整平範圍 :±4°
電源 :
鋰電池 / 鹼性電池

亦可使用普通電池及直接插電

使用

2 台      15,000        30,000

土木系

暨土木

與防災

研究所

此儀器為本系實驗室新

購入，考量戶外使用因

此變更可使用普通電池

及直接插電之裝置，以

利使用上之便利性。

經廠商詢價後，同廠牌

儀器充電系統可更換，

所以僅申請更改規格，

其餘單價及數量不變。

××××××××



123 震動台

1. AC220V馬達1/4HP
2. 基板底座660x400x25mm
3. 傳動聯軸器及輔助固定軸承

座

4. 偏心輪盤，偏心距15mm
5. 線性軸承擊導桿組

6. 地震模擬平台

7. 模擬平台距螺紋固定孔

2 台      95,700 191,400 震動台

1.單軸向擺動.擺幅 ±5mm.±

10mm±15mm.±20mm計4段可調

2.速率: 轉速0-300rpm.變頻器

無段旋鈕操作調整, 附轉速偵

測元件,及數位式轉速顯示錶.

3.工作抬面:複層式台面,

底層鋁合金板材,尺寸

500mm*500mm*8.0mm

面板:尺寸450*450mm*18mm±1mm

木夾板

4.使用馬達: 1/2馬力.

5.入力電源220v 單相

6.機台尺寸:約500mm*600mm*高

度約550~650mm

 主架構材料:鐵材.50mm*50mm

方型管及50mm*25mm型管焊接.

表面烤漆處理.

7.機台著地面基:500mm*600mm

8.附滑輪/提把及水平調整腳座

9.特別附件: 質量塊:

25x120x10mm(T)*43個，

25x200x10mm*12個，

60x120x16mm*20個

2 台      95,700 191,400

土木系

暨土木

與防災

研究所

 加大馬力，並且增加

更詳細規格與功能說明

小計   1,120,700   1,576,800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187 桌上型3D
掃描器

掃描時間:約每 4 秒掃描一次

解析度/精度:掃描物件尺寸誤差

的0.1%以內

網格密度:直到每個模型 10 萬
個點以上

掃描範園: 100*80-500*400mm
檔案輸出格式 : OBJ 、STL 、
PLY 、OFF
鏡頭: 雙鏡頭130 萬畫素以上，

需可依需求調整掃描位置及角

度4種以上 ,色彩:可選擇單色或

彩色掃描

校正版:最少需提供3種以上校正

版圖形提供校正

腳架:三向雲台及腳架一體成型,
資料介面 Data Interface：USB
2.0,含資料庫;含同等品或以上

1 台 320,000 320,000 桌上型3D
掃描器

1. 掃描精度：≦ 0.05mm

2. 單次掃瞄速度：＜5s

3. 搭配轉盤掃瞄速度:需可依使用者自行

調整轉動角度及速度

4. 空間點距：0.078-0.39mm

5. 最大測量範圍：四組以上 最小100

X80 mm以下最大500X400 mm以上

6. 鏡頭：130萬像素彩色工業鏡頭，可選

擇輸出格式為單色或彩色

7. 光源：LED白光

8. 掃描模式：搭配轉台自動掃描或人工

手動掃描

9. 掃描方式：非接觸光柵式掃描

10. 拼接方式：全自動及手動拼接模式

11. 數據格式：STL、ASC、OBJ、PLY、

OFF

12. 色彩紋理：可依使用者需求選擇單

色或彩色

13. 附件：全自動智慧可調轉台(須為原

廠轉盤)、三向雲台腳架一體成型

14. 3D掃描器功能：

(一). 可後台AR管理系統

(二). 可上傳AR辨識圖

(三). 可透過拍照系統剪裁辨識圖

(四). 可上傳3D檔案物件(可動態，循環

播放動作)

(五). 辨識結果影像呈現

(六). 辨識結果3D循環動作播放

(七). 可透過App辨識圖片，顯示3D模型

(可支援Andriod及iOS系統)

(八).Windows系統編輯AR資料庫

(九).可自定義3D物件和影片大小、方位

(十).同時間可同步掃描10張辨識圖

1 台 320,000 320,000 商設系
增加更詳細規格與功能

說明

188 裱膜機

"掃描時間:約每 4 秒掃描一次

解析度/精度:掃描物件尺寸誤差

的0.1%以內

網格密度:直到每個模型 10 萬
個點以上

掃描範園: 100x80-500x400mm
檔案輸出格式 : OBJ 、STL 、
PLY 、OFF
鏡頭: 雙鏡頭130 萬畫素以上，

需可依需求調整掃描位置及角

度4種以上 

1 台 214,000 214,000 裱膜機

1. 冷裱寬度：1650mm
2. 可自動與腳踏開關操作選擇

3. 可自動底紙捲收裝置

4. 吸風式平台

5. 緊急斷電安全功能

6. 速度可微調(一分鐘0~5米)
7. 最大厚度:20mm(可自動收捲)
8. 膠輥直徑:135mm
9. 機器尺

寸:W210xD75xH120cm
含同等品或以上

1 台 214,000 214,000 商設系
誤值桌上型3D掃描器之

規格

小計 320,000 320,000

108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 教學儀器 設備 (規格、數量 ) 變更對照表_第二批

優先序
原報部資料 變更後資料 使用單

位
變更理由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3 A3規格印

表機

●瞬間啟動技術
●所有人員使用一個共用驅動程

式即可進行列印
●從智慧型收機、平板電腦及

PC以無線方式進行列印
●列印速度(黑白)：A4 尺寸

56ppm(含以上)
●自動雙面列印
●兩個200頁進紙閘、100頁多用

途紙閘支援的紙材大小
●支援的紙張大小：
紙匣 1： A3、A4、A5、RA3、

B4、B5、8k、16k、明信片 (JIS
double)、信封 (DL、C5、B5)
紙匣 2，3： A3、A4、A5、

B4、B5

1 台 53,000        53,000 A3規格印

表機

●瞬間啟動技術

●所有人員使用一個共用驅動

程式即可進行列印

●從智慧型收機、平板電腦及

PC以無線方式進行列印

●列印速度(黑白)：A4 尺寸

46ppm(含以上)
●自動雙面列印

●支援的紙張大小：

紙匣 1： A3、A4、A5、RA3、
B4、B5、8k、16k、明信片 (JIS
double)、信封 (DL、C5、B5)
紙匣 2，3： A3、A4、A5、
B4、B5

1 台 53,000        53,000 學生會 列印速度誤植

小計        53,000        53,000

附件三

108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規格、數量 )變更對照表

優先序
原報部資料 變更後資料 使用單

位
變更理由

××××××××

××××××××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1 節能分離

式空調機

1.能源效率等級第2級以上

2.EER3.5(含)以上

3.冷房(氣)能力8.5(kW)(含)以上

4.冷媒規格為環保型冷媒(如

R410A)

10 台 40,000 400,000
節能分離

式空調機

1.能源效率等級第5級以上

2.冷房(氣)能力5.0(kW)(含)以上

3.除濕能力：4.5(L/Hr)(含)以上

4.冷媒規格為環保型冷媒(如

R410A)

5.含安裝

10 台 40,000 400,000 營繕組
空調機國家能源效率標

準修訂已取消EER規範

小計 400,000 400,000

108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 其他 設備 (規格、數量 ) 變更對照表

優先序
原報部資料 變更後資料 使用單

位
變更理由

附件四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金額

9 Abacus定

位系統

BFYL(ButterFly Lite)網路版定

位系統

1.授權使用台數:81user

2.授權年限:1年(108/1/1-

108/12/31)

1 套      24,000      24,000 Abacus定

位系統

BFYL(ButterFly Lite)網路版定

位系統

1.授權使用台數:81user

2.授權年限:1年

1 套      24,000      24,000 觀光系
獎補助款從核定時間開始，

因此刪除期間。

小計      24,000 24,000

附件五

108年度經常門經費需求電子資料庫／軟體 (規格、數量 )變更對照表

優先序
原報部資料 變更後資料

使用單位 變更理由
××××××××

××××××××





公文(精簡)列印 公文(追蹤修訂)列印 僅公文列印

檔　　號： 00100 收發文號： 

保存年限： 永久 收發日期： 

電子簽核 創稿文號：1082103082 

*1082103082*

簽 於  秘書室  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08日

附　　件： (2件) 1082103082_1_1081002簽到表.pdf （附件1） 
1082103082_2_1086專責小組會議紀錄1081002.pdf （附件2）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6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創稿文號：1082103082

建國科技大學　公文簽核流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10-08 11:55 創文 

　

2 
熊雅斐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10-08 14:33 108-10-08 14:34 串簽 

　

3 
秦復興副主任
秘書 

　 秘書室 108-10-09 09:01 108-10-09 09:02 串簽 

　

4 
宋義宏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10-09 09:02 108-10-09 09:02 串簽 

　

5 
劉柄麟.副主任
秘書暨代理主
任秘書 

　 秘書室 108-10-09 09:37 108-10-09 09:38 串簽 

　

6 黃思芳主任 　 會計室 108-10-09 11:45 108-10-09 11:46 串簽 

　

7 
江金山校長兼
總執行長 

　 校長室 108-10-09 14:58 108-10-09 14:59 決行 

依學校規定辦理

第1頁，共2頁



8 陳佩雯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8-11-18 13:47 　 擲回 

　 

建國科技大學公文追蹤修訂表

陳佩雯助理秘書
（秘書室）
（原創稿）

創稿文號：1082103082

主旨：檢陳本校「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第6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敬請核閱。
附件：1082103082_1_1081002簽到表.pdf

1082103082_2_1086專責小組會議紀錄1081002.pdf

第2頁，共2頁



1 

建國科技大學「一Ｏ八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第六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民國一○八年十月二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點：行政中心二樓會議室 

主席：江金山校長                       紀錄：秦復興 

 
壹、 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70185611C 號令修正發

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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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 1 項

第 5 款規定，在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總金額不變原則下，若有項目、規格、數量及

細項改變者，經由學校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

照表及理由存校備查，於執行績效訪視時一併查核。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校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經常門)」預算經費擬第二次流用至資本門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 本預算係依民國 108 年 04 年 18 日教育部臺教(三)字第 1080549081G

號函及民國 108 年 04 年 26 日本校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及教育

部 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審

查意見:「相關資源投入能否妥善配套，允宜衡酌」辦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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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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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經常門不

得低於百分之四十五。 
(三) 民國 108 年 8 月 7 日本校「一Ｏ八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第五次專責小組會議，案由一：本校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獎

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預算經費擬

流用至資本門案決議：因須增聘教師，故將經常門預算經費新臺幣

40 萬元流用至資本門。後因原規劃 108 學年度新聘教師一位教授改

聘為兼任，另有新聘一位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外審中及另外有一

位教授因承接教育部計畫放棄深耕服務研習等試算經常門經費結

果，故擬第二次流用經常門預算經費新臺幣 50 萬元至資本門，合計

108 年度將經常門預算經費新臺幣 90 萬元流用 2.03%至資本門；通過

後資本門經費依優先序採購辦理。 
(四) 綜上所述，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1 

建國科技大學 
「一Ｏ八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第七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民國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 

地點：電機工程系會議室 

主席：江金山校長                       紀錄：秦復興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因本校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經常門)」預算經費，經統計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15 日經費及預估執行至 12 月

31 日經費，估將剩餘新臺幣 3 萬元，故召開本次會議討論。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校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經常門)」預算經費擬第三次流用至資本門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 本預算係依民國 108 年 04 年 18 日教育部臺教(三)字第

1080549081G 號函及民國 108 年 04 年 26 日本校第四次專責小

組會議決議；及教育部 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修正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相關資源投入能否妥善配

套，允宜衡酌」辦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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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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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經常門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五。 
(三) 因本校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經常門)」預算經費，經第一次及第二次流用合計新

臺幣 90 萬元至資本門後，續統計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15 日經費

及預估執行至 12 月 31 日經費，估將剩餘新臺幣 3 萬元，故擬第

三次流用經常門預算經費新臺幣 3 萬元至資本門，以上三次流用

合計經常門預算經費新臺幣 93 萬元(佔 2.10%)流用至資本門；通

過後，資本門經費依其優先序採購辦理。 
(四) 綜上所述，提請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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