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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109 年度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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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5 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109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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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高慧芳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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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執行

109 年度經費變更做討論，以及對 110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要點修訂及執行作業期

程做說明。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人：校務研究報公室 杜宇平主任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要點修訂內容計畫申請及執

行作業期程說明(詳細資料如會議資料，P.1-P.10) 

二、報告人：總務處 宋鴻麒總務長 

(一) 本校自 108 年度起，整體經費編列提送教育部前，實施三項措施： 

1. 單位須先行完成-單價合理性查詢「校務資訊系統全校資產查詢」。 

2. 單位須自我查檢-完成編列項目「自我查檢作業」。 

3. 採購組協助來回 2~3 次複核及建議-全校支用計畫規格明細內容。 

(二) 藉由統計「107~109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歷次專責會議提送變

更優先序項目數中發現(107 年度 89 項；108 年度 53 項；109 年度至目

前為止 23 項，109 年度變更項目數已大幅減少。歷年變更次數統計表，

詳 P.11。 

(三) 109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統計截至 109 年 9 月 8 日，資本門

決標率 91.01%；經常門決標率 85.81%，詳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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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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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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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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對照表詳 P.13。 

2. 【附表 17】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變更對照表詳 P.13。 

三、 此次變更後，餘額統一列入標餘款統籌使用。 

討論事項： 

一、 優先序 1-2「個人電腦」，CPU 改為最新規格 Intel Core i7-9700，電腦螢幕修

正為 24 型。 

二、 優先序 1-21「筆記型電腦」，原規格核心處理器 i7-6700 已停產，改購置新

款 i7-9750處理器規格，因新款規格無光碟機，故變更後經費餘額 7,000元，

流入標餘款統籌使用。 

三、 優先序 3-5「無線導覽系統」，原規格產品原廠已停產，故申請變更。變更後

經費餘額 12,000 元，流入標餘款統籌使用。 

四、 優先序 7-7「空壓機」，原預算可購買新機種設備，新機種馬力大、使用壓力

大，尺寸較小，符合教學所需，故變更規格。 

決議：本變更修正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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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系 教 1-2  

藝管系 教 1-21  

通識學院 教 3-5  

演藝系 教 7-7  

學務處課服組  學輔經常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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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提請審議「109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之標餘款新增備案。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規定辦理，課服組擬提送審議新增標餘款備案共計 5 項，總表如

下。 

 

 

 

 

 

1. 資本門經費需求_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P.14。 

2. 經常門經費需求_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P.14。 

討論事項： 

一、 資本門經費_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新增標餘款：備 1「平板電腦」及備 2

「藍芽移動音響」，詳細規格如 P.14。 

二、 經常門經費_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新增標餘款：備 1「鼓毯」、備 2「三

軸穩定器」與備 3「瞄準器」，詳細規格如 P.14。 

三、 為使後續標餘款備案提送執行期程順利，提請討論各項經費最終標餘款金

額，授權採購組依據本次會議決議通過之新增標餘款備案優先序依序執行，

並依據最終實際標餘款金額調整最終項設備購置數量。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提請審議109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各經費項目最終標餘款餘執行後餘額調整支

用方式案。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相關規定，資本門及經常門之各經費項目，在符合獎勵補助經費

分配比例基準下，提請討論109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各經費項目最終標餘款執

行後之餘額支用方式。 

二、 10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統計表如P.12。 

討論事項： 

一、 項次 2「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標餘款 29,640 元-流入「資本

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圖書-視聽資料)」中統籌支用。 

二、 項次 2「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圖書)」標餘款 13,888 元-包含中文

109 年度教育部整體獎補助經費申請變更單位明細表-第 3 次專責 

新增標餘款備案 

新增單位 資本門 經常門 

課服組 資本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2 項(備 1~備 2) 

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

明細表-3 項(備 1~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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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標餘款 12,498 元繼續使用；外文圖書標餘款 1,230 元流出至中文圖書使

用；視聽資料標餘款 160 元將再加上圖書自動化設備標餘款 29,640 元合併

統籌支用。 

三、 項次 2「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圖書)」各項圖書採購最終項之餘款，

且已符合獎勵補助經費比例 10%時，將餘額流入項次 1「資本門-需求教學

及研究設備」中統籌支用。 

四、 項次 3「資本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最終項標餘款之餘額，若不足

購置標餘款備案單項數量 1 台之餘額，且已符合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應達

2%時，將餘額流入項次 1「資本門-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中統籌支用。 

五、 項次 4「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總務處)」標餘款 102,552 元-流入項次 1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中統籌支用。 

六、 項次 5「經常門-經費需求學輔相關物品明細表」最終項標餘款之餘額，若

不足購置標餘款備案單項數量 1 台之餘額，將流入新聘專任教師薪資中統籌

支用。 

七、 項次 6「經常門-經費需求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最終標餘款，將流入

新聘專任教師薪資中統籌支用。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企管系 

案由：提請審議企管系「109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標餘款採購項目

變更案。 

說明: 

一、 整體經費標餘款採購項目 11-單槍投影機，因電算中心已於 2020.6.16 移轉

堪用單槍設備給企管系使用。 

二、 變更項目如附件 10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資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

變更理由對照表。 

討論事項： 

一、 電算中心所移轉之單槍設備足夠企管系使用，故企管系放棄該設備之購置。 

決議：照案通過。 

伍、 散會(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