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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96 學年第 1學期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臨時會議紀錄 

時間：96 年 11 月 19 日(一)上午 10 時整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莊校長暢                                        紀錄：張建民 

出席委員：如簽名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業務報告： 

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961003，96 年整體發展資本門儀器設備規格等變更案，已經教育部

961009 台技(三)字第 0960153654 號函備查，並依計畫執行中，依規定應於

970131 前報部核銷。 

採購小組報告：96 年整體發展資本門儀器設備，已完成招標採購。 

參、討論提案： 

案由一：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一)96 年度資本門儀器設備變更項目對照表如附件(一)。 

(二)因優先序 52 號刪除，優先序 53 號以後依序變更。 

(三)本案經會議通過，依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報部備查。 

決議：同意變更規格，修正後依規定呈報教育部。 

案由二：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提請審議。 

說明：(一)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及申請原則』四、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辦理。(見附件二,P2) 

(二)預估 97 年度補助款$14,768,580、績效型獎助款$28,074,220；
獎補助款合計$42,842,800(96 年度$42,842,808)。依規定應提
獎補助款之十分之一以上為配合款。(詳見附件三 P32) 

(三)96 年度支用計畫書書面審查意見委員建議：預期成效應提出較
具體之量化指標。針對此項目 97 年度請委員審查並提供意見
(P27 起)。 

(四)960920 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執行 95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運用績效訪視，綜合意見二學校待改進事項及訪視建議 1.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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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與系所單位使用經費之優先順序應與其短、中、長期發展計畫
密切配合。優先序如何排列請委員決議(P38-P51)。 

(五)支用計畫書需有系主任代表簽章。 

辦法：(一)本次委員有營科系、資工系、觀休系三位系主任，96 年度支用
計畫係請資工系主任代表簽章，97 年度建議請營科系簡主任代
表簽章。 

(二)彙整修正意見後，將依規定 11/30 前連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專責小組會議紀錄、經費稽核委員名單、請採購規定與作業流程
等資料各一份報部審查，一份並送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討論重點： 

會計主任：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方面，獎補助款
比例只占 1.43 ﹪，96 年 9 月 20 日整體發展獎補助訪視委員建議﹝行
政人員知能的提昇當有助於教學，應予適當地增加﹞，因而建議人事
單位是否酌予增加金額。 

主席：請編列單位說明。 

人事室主任：謹依委員意見，加強辦理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活動。 

電資學院院長：改善教學研究與師資結構預期效果，預計本年度專任教師升等送
審將達 60 人左右（預計升等教授 10 人、升等副教授 20 人、升
等助理教授 30 人），是否須檢討預估人數。 

主席：請編列單位說明。 

人事室主任：依本校發展特色予以調整。 

副校長：在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資本門預期實施成效方面，須列出
各教學單位配合設備開設之課程及授課年級。 

主席：是否由承辦單位彙整。 

會計主任：會後會將請各系所補充。 

P38 第二項「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比較趨向研究用；雖然『教育
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及申請原則四、申請原則及注意
事項（四）…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規定可購置研究設備，但訪視時委員通常都不認可以整體發展
經費購置研究設備，為免引起爭議，建議刪除此項，以學校經費支應。 

總務長：若刪除該項設備$7,900,000，不足部分如何補足? 

會計主任：建議資本門部分，協調系所以已通過之 97 學年度設備預算補足。經
常門部份則請人事室再行規劃調整。 

校長：刪除 P38 第二項，並請授權會計室與系所協調後修正，經常門部分則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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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室重新規劃以符合時效，委員是否同意? 

各委員：一致同意。 

 

決議：一、依據採購法規定同性質設備應合併辦理採購作業，經與會委員決

議依設備類別排定優先序，授權總務處排定。 

二、營科系簡顯光主任代表本年度系主任簽章。 

三、各業管單位修正支用計畫書後送會計室彙整 

四、請會計室於 961130 前依規定將相關資料呈送教育部及中華民國

管理科學學會。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 





萬能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第 2學期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3 月 21 日(五) 上午 9 時整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莊校長暢                                        紀錄：張建民 

出席委員：如簽名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業務報告： 

    上次會議(961119)決議執行情形，見附件一。 

參、討論提案： 

一、案由：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正案請審議。 

說明：(一)97 年度教育部核定本校獎補助款$44,395,005 較 96 年度增加

$1,552,197(補助款增加$91,283，獎助款增加$1,460,914。96

年獎補助款計$42,842,808。) 。本次會議主要目的是依據實際

核定金額及委員書面審查意見修正支用計畫書。 

  (二)附件二係原報部支用計畫書之書面審查意見(970303 台技(三)

字第 0970026086Y 號函)。 

  (三)本次計畫書修正項目，見附件三 P2,P15-P16,P18,P29-P32,  

P48,P52-P53。 

辦法：修正通過後，連同領款收據報教育部外，並依規定一份送中華民國管

理科學學會彙辦。 

討論重點： 

會計主任：請委原員翻至附件三 P29，總經費增加計$1,720,882，其中資本

門增加$1,500,000，經常門增加$220,882。資本門增加修改細

項，請見 P30、P48、P15。經常門增加修改細項，則請見 P31-P32、

P16、P52-P53。 

P2（二）圖書軟體資源原計算至 96 年 7 月,數據更新至 97 年 2

月。 

主席：委員對說明是否有疑問。 

莊晉委員：相關資料是否依最新資料修改，如附件三第 2 頁師資結構。 



人事室主任：現有資料不是最新資料，會後立即改正。 

王榮祖委員：1、附件三第 30 頁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

表，表格中金額比例項目已有百分比，因此數字百分比可

移除。 

2、附件三第 30、31、32 頁數字小數點位數不同，是否要統一

小數點位數。 

會計主任：因資本門和經常門為不同單位提供，會後會同人事室統一小數點

位數。 

主席：依各位委員意見修正。往後在整體獎補助及學校經費作整體規劃。 

決議：依委員意見修正後，連同領款收據報教育部，並送中華民國管理科學

學會彙辦。 

肆、臨時動議： 

案由：97 學年整體獎補助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採購優先序 63 項目：

光學式顯微鏡項目變更。 

說明：1.原申請 97 學年整體獎補助資本門經費 P.42 優先序 63 之光學式顯微鏡，

因教學迫切需求，該項設備已提前於 96 學年下學期進行採購。經費係

由電資科技應用研發中心 96 學年度預算支應。 

2.﹝光學式顯微鏡﹞，擬變更為﹝裂片機﹞，詳細規格如下： 

優先序 
(原申請)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3 
光學式顯微鏡 20 倍至 1000 倍，偏極化鏡 1 300,000 300,000 

觀測物體
細微使
用。提升學
生平面顯
示器製作
研發能力。 

光電系

優先序 (變更申請)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3 
裂片機 

玻 璃 尺 寸 1~12 吋 厚 度

0.4~1.1mm ， 平 台 尺 寸

>500*500mm 台面可 90 度

迴 轉 ， 裂 片 刀 尺 寸

>520mm ， 位 移 精 度

0~300mm+-0.02mm ， 裂 片

壓力可調，伺服馬達控制按

鍵位移。 

1 300,000 300,000 

提 供 學 生
平 面 顯 示
器實習、專
題 製 作 相
關 課 程 教
學使用 
提升學生平

面顯示器製

作研發能力 

光電系  

討論重點： 



主席：請提案單位說明。 

光電系許立根主任：因教學迫切需求，以電資科技應用研發中心預算提前進行採

購。 

主席：請研發處說明。 

研發長：研發處將經費撥於院，由院自行處理。研發處認為研發中心不是教學中

心，如果研發中心認為是教學中心，研發處也沒意見，會請其更改名稱，

以符規定。 

光電系許立根主任： 

光學式顯微鏡使用單位較多包括電子系、光電系、資工系，而裂片機只有光

電系於教學及研究有用，因此光學式顯微鏡由電資科技應用研發中心預算採購，

裂片機由光電系預算採購較符合規定。 

主席：往後預算編列及中長期計劃，應充份討論後再規劃。光電系因教學需要，

且不變動預算，委員是否同意變更。 

決議：一致同意。 

伍、散會 









萬能科技大學 97 學年第 1學期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09 月 19 日(五)上午 10 時整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莊校長暢                                        紀錄：張建民 

出席委員：如簽名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業務報告： 

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970321,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修正案，已經教育部台

技(三)字第 0970069613 號函備查，並依計畫執行中，依規定報部核銷。 

採購小組報告：97 年整體發展資本門儀器設備於 8 月 13 日開始在政府採購

網招標，並將督促需求單位依規定期限內完成驗收。 

參、討論提案： 

案由一：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儀器項目及規格變更案，提請審議。 

說明：1、年度資本門儀器設備變更項目及規格對照表如附件 

2、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項目變

更，已經過學務處會議通過 

3、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變更，已經過環工系系務會議通

過。 

4、本案經會議通過，依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報部備查。 

主席：請變更單位提出說明 

課指組成漢組長:校內舉辦大型活動機會日增，每年開學從新生演唱會，到期中

管樂社音樂會，熱音社、熱舞社的聯合成果發表會等，學生使

用活動中心舞台演奏和演出機會大增，因此，學生會整體考量

提出變更改購喇叭設備，更能符合蓬勃校園社團活動的中長期

計畫。 



環工系傅崇德主任：在設備加裝漏電斷路器，以保護學生安全。 

主席：本審議案，主要是因應教學安全及校園社團活動的中長期考量，因此

委員是否同意變更？ 

決議：同意變更項目及規格，修正後依規定呈報教育部。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 





萬能科技大學 97 學年第 1學期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臨時會議記錄 

時間：97 年 11 月 18 日(二)上午 9時整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莊晉                                        紀錄：張建民 

出席委員：如簽名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業務報告： 

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970919,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儀器項目及規格變更案，已經教

育部台技(三)字第 0960153654 號函備查，並依計畫執行中，依規定報部核

銷。 

採購小組報告：97 年整體發展資本門儀器及學輔設備於 10 月 29 日完成決

標，採購小組將督促得標廠商、需求單位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交貨、驗收。 

參、討論提案： 

案由一：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儀器項目增購案，提請審議。 

說明：1、97 年度資本門儀器設備經採購小組招標議比減價後尚有標餘款

1,404,385 元整。 

2、97 年度資本門儀器設備增購項目及規格(如附件一)。 

3、本案經會議通過，依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報部備查。 

討論重點： 

承辦單位：本案承辦單位邀請相關單位主任列席說明，資管系、化材系主

任因公務無法出席，由資管系王連杰委員、化材系楊勝俊委員

代理。 

主席：請編列單位說明 

環工系傅崇德主任：主要用途為微生物、藻類及廢水生物處理之活性污

泥組成成份分析之前處理用粉碎裝置，以提高教學

品質 

電子系楊忠煌主任：用於「通訊原理與實習」及微波工程實務課程，提

升教學與研究品質。 



資管系王連杰委員：利用無線網路傳遞系統以監控現場模擬，以提升教

學與研究品質。 

化材系楊勝俊委員：提升學生儀器分析教學品質，與實務專題製作用。 

主席：依各編列單位說明，欲增購項目均為提升教學及研究品質之相關

設備，請委員決議是否依(附件一)同意購置? 

決議：經與會委員一致同意購置，並依規定呈報教育部。 

案由二：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提請審議。 

說明：(一)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及申請原則』四、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辦理。(見附件二) 

(二) 經費支用計畫書(見附件三)。預估 98 學年獎補助款$40,100,000 
，自籌款應提撥 10%以上。歷年來,因預估會有招標結餘款，因而
自籌款皆提撥約 20%，但因 96 年實際執行自籌款佔 19.17%，書面
訪視委員意見為：「恐有以資本門結餘款自行沖銷之嫌」，因而本
次提撥 15%。 

討論重點： 

電資學院院長：在支用計畫書參、經費支用原則，（二）獎補助經費分配，
2.經常門經費部分第(12)本校新聘教師已具博士學位或
助理教授以上資格為必要條件，新聘師資之用人單位，與
該名教師專長需求詳如下表觀休系系上需求及教師專長
相關資料不盡合理。 

主席：請人事室會同觀休系修改後送承辦單位。 

會計主任：資本門設備目前係依各提報單位預計購入日期排序，但因依
照採購法同類設備應併同採購，實際優先序如何排列請委員
決議。 

承辦單位：往年均授權總務處排定。 

主席：優先序以何種原則排列。 

總務長：以電腦類、軟體類、同性質儀器設備類及其它為排列基準。 

會計主任：依此原則排列優先序，勢必會影響單位之預計購入日期；集
中採購，實際購入時間應不至於差距太多。購入時間是否授
權總務處排列優先序後，修正日期。 

決議：一、授權總務處依設備類別排定優先序，並修正購入日期。 

二、修正後通過。 

三、請會計室於 971130 前依規定將相關資料呈報教育部審查。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