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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109年度第 2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 

會議紀錄 

已於 109年 6月 30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109年 6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3樓(A308) 

主 持 人：陳清燿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高慧芳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好，今天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針對目前執行

的 109年度經費變更與即將提送的 110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做討論。 

貳、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總務處 

一、 依據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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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在維持總金額不變原則下，涉及本獎勵補助經

費報本部支用計畫書所列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

組會議通過…」。 

二、 統計本校「107、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各單位歷次專責會議變更

之優先序項目數及變更原因次數統計表，詳 P.1。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提請審議「109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附表」變更修正案。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7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119012B 號令發

布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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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二、 檢附截至 109年 6月 15日之「10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統計表」，

資本門請購申請率達 70.98%；經常門申請率達 82.02%。依據採購組

109.05.04 公告，109 年整體請於 109.06.15 日前提送請購單，截至今日仍有



 

第 2 頁 

AL00-4-101 版本：1.0 

部分系所(金融系、室設系、演藝系、視傳系、休觀系、通識教育學院)未提

送。 

 

三、 檢附彙整各單位提送「109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附表」之變更項目

總表及修正變更對照表內容如下： 

 

 

1. 【附表 11】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 

2.【附表 1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 

3. 【附表 18】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4. 【附表 20】標餘款-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 

項次 經費項目 支用計劃(核定版)金額 已請購金額 已提送請購率

1 教學及研究設備 32,074,610                   21,204,018        

2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242,160                         242,160              

軟體教學資源(圖書) 4,007,190                      3,828,674           

3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885,150                         857,000              

4 其他項目(總務處) 967,824                         967,824              

資本門合計 38,176,934                   27,099,676        70.98%

5 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 98,680                           97,980                

6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914,410                         732,968              

經常門合計 1,013,090                      830,948              82.02%

截至109.06.15止

109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表

109年度教育部整體獎補助經費申請變更單位明細表-第 2次專責 

變更項目 

變更單位 資本門優先序 經常門優先序 

資管系 教 1-3、新增 1項  

應設所 教 1-14  

餐旅系 教 2-2  

企管系 教 3-12  

休運系 教 4-2、標餘款 23  

行銷系 教 4-7  

視傳系 教 8-5  

休觀系 教 10-4  

金融系  1-6 

會展系  1-9 

藝管系  1-15 

動遊系 標餘款 7、8、9、10  

學務處課服組 學輔資本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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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一、 優先序教 1-3智慧機器人開發套件原規劃購置規格經詢問，128G因需求量少

已停止生產，目前僅有儲存空間 32G，故每套價格原 39,800元調整為 31,900

元，變更後規格仍符合課程教學使用。變更後經費餘額 150,100 元，擬以該

經費新增「雲端運算運算套件」項目 120,000 元，支用新增項目後之餘款

30,100元流入標餘款統籌使用，新增後仍符合課程教學使用。 

二、 優先序教 2-2 紅外線烘豆機，廠商目前無庫存提供且因疫情關係無法如期進

貨，故變更該項目之名稱、規格，改採購國產烘豆機為主，因國產尚無以紅

外線的烘焙類型，故以直火式烘豆機為主。變更後經費餘額 98,000元，流入

標餘款統籌使用。 

三、 優先序教 10-4 九層數位式乾果機，目前市面上皆無貨，重新評估後將購置

較優規格的數位式乾果機，因與當初提報項目名稱不同故提出變更，不足

2,810元由休觀系系上經費支援。 

四、 優先序 1-15 運動攝影機，原規格之產品因停產，為提升教學效能及維持原

預算內，擬變更採購規格，不足 2,300元由藝管系系上經費支援。 

決議： 

一、 資管系「雲端運算套件」依會計室所提之意見，視同結餘款新增項目列於標

餘款各項採購計畫之後依序規劃執行。 

二、 本次變更修正案依所提之變更，修正後通過。(詳如附件 P.2-P.6) 

三、 本次變更後，餘額統一列入標餘款統籌使用。第 3 次專責會議預計將於開學

後召開，恐影響後續標餘款備案提送執行期程，同意經費採購決標額餘使用，

授權採購組依據報部核定之支用計畫書標餘款優先序依序執行。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修正本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要點。 

說明： 

一、 依據 110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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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條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二項修正本校資本門及經常門流用比例，及第五

項經常門使用原則修正本校經常門支用內容。 

二、 擬修訂本要點第二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 P.7-P.9。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於110年度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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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規劃編列及提送「110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項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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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各校應於每年本部公告期限前，提出次年度經

費支用計畫書報本部審查；----」，經「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資訊網」公

告，110年度計畫書應於109年7月31日前寄出，依此公告辦理110年度計畫書

之編製。 

二、 會計室已先依據109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金額及「樹德

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要點」規劃110年度各支用項目預

算額度，並請各負責單位於109年2月12日至109年3月13日上線規劃編列。 

(一) 依據109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先概估獎補助款及配合

款金額，續依109年度資本門及經常門項目分配比例，估列110年度各項目

金額，並請負責單位依分配額度先行編列支用明細，其編列金額彙總詳(附

件一，P.10)。 

(二) 資本門項目中的「教學及研究設備」再依「樹德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分配原則要點」及109年度提報金額預估編列額度彙總(詳附表一至

附表二，P.11-P.12)。 

(三) 經常門各項目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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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9年度提報金額預估編列彙總(詳附表三，P.13)。 

110年度於預估額度外新增編「其他(資料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項目，

係依本校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二項辦理，購置

「論文比對系統」610,344元，以支援師生比對畢業論文及學術文章引用情

形。 

(四) 其他要項： 

1. 附表四(P.13)為各學院預估編列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額度彙總。 

2. 附表五(P.13)為110年度各學院預估編列標餘款額度彙總。 

三、 各單位編列各支用項目明細請詳： 

(一)資本門支用明細請詳： 

1.特色項目資本門明細請詳附表六(P.14-P.19)。 

2.教學提升計畫項目資本門明細請詳附表七(P.20-P.38)。 

3.全校項目資本門細請詳附表八(P.39)。 

4.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軟體支用明細請詳附表九(P.40)。 

5.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支用明細請詳附表九(P.40-P.42)。 

6.其他設備支用明細請詳附表九(P.42)。 

7.教學儀器設備標餘款支用明細請詳附表十二(P.56-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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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明細請詳： 

1.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支用明細請詳附表十(P.43-P.45)。 

2.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支用明細請詳附表十(P.45)。 

3.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支用明細詳附表十(P.45-P.48)。 

4.學輔相關物品支用明細詳附表十(P.46-P.47)。 

5.其他(資料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支用明細詳附表十(P.48)。 

6.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支用明細請詳附表十一(P.49-P.55)。 

(三)110年度標餘款項目提報金額計5,970,390元，建請討論優先序，以作為後續

執行依據。 

討論事項： 

一、 110年度預估獎勵補助經費為 63,000,000元，預計經費分配(資本門 50％、

經常門 50％)。另編列 14.18%配合款 8,936,018，110年度預估獎勵補助經費

總計 71,936,018元。 

二、 110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的部分規劃為：(詳如附件一，P.10與

附表一，P.11-P.12) 

(一) 各系所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編列金額為 33,799,846元。 

1. 教學提升計畫：規劃比例為教學及研究設備預算至少 50%，編列金額為

17,052,626元。 

2. 特色發展計畫：規劃比例為教學及研究設備預算 30%為原則，編列金額為

9,782,420元。 

3. 全校性計畫：規劃比例為教學及研究設備預算 20%為原則，編列金額為

6,964,800元。 

(二)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編列金額為 4,249,350元。 

(三) 學生事務及訓輔相關設備，編列金額為 880,150元。 

(四)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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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編列金額為 967,824元。 

三、 110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的部分規劃為：(詳如附件一，P.10與

附表三，P.13) 

(一)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編列金額為 28,943,675元。 

(二)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編列金額為 762,470元。 

(三)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編列金額為 824,000元。 

(四)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編列金額為 898,359 元。 

(五) 其他(資料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編列金額為 610,344元。 

四、 110年度標餘款優先序依序為：管理學院、資訊學院、通識教育學院、設計

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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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室內設計系 

案由：提請審議室內設計系109年度教育部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經費」變更

修正案。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7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119012B 號令發

布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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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二、 檢附 109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變更項目對照表詳

如附件(P.60)。 

討論事項： 

一、 考量授課應用彈性，並強化示範場域之重點系統完整性與性能優化，於合

理範圍內減少特 4-2之面積數量，並轉用至特 4-7，以及特 4-12與特 4-13之

系統最適化調整。可更有效滿足原定之預期成效，並符校務發展計畫之面

向 

決議：本變更案所變更之規格未盡詳盡完整，本案撤回，請室內設計系重新檢視

各項目規格。 

 

第二案      提案單位：視覺傳達設計系 

案由：提請審議視覺傳達設計系109年度教育部整體獎勵補助「資本門設備經費」

變更修正案。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7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119012B 號令發

布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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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二、 檢附 109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變更項目對照表詳

如附件(P.61-P.62)。 

討論事項： 

一、 本設備經市場詢價確認原規格已停產，故以相同規格產品替代，以符合系

上教學需求。 

決議：請視覺傳達設計系再次確認原規格是否停產，若無停產則由系上提送請購

程序。 

伍、 散會(1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