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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
資本門設備需求規劃說明會

校務研究發展室

中華民國10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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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整體經費規劃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結合

貳、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作業流程

參、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需求規劃繳交文件

肆、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伍、常見規劃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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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缺失

採購經費較高之儀器設備，建議可以學院

作為整體規劃之單位，以利資源之整合運

用。

避免實際採購單價與預算差異超過20%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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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整體經費規劃與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結合

• 需求規劃及年度發展重點須與105-109學年度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具密切關聯性與吻合性

• 資本門儀器設備規劃項目須載明學校整體發
展規劃之關聯性 (如策略、行動方案、註明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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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符合

106年度預定規劃之整體發展經費資
本門設備需求規劃內容

1.本校校務發展策略目標及行動方案

2.105-109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

「各單位中長程計畫」



6

範例：觀光與餐飲旅管系

資本門設備規劃：「多功能品評教室」

發展重點具關聯

本年度發展重點特色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之策略項目

頁碼

發展在地農產品特色，培育觀光休閒產業專
業人才，推動專業咖啡烘培、西點麵包製作
及美酒飲調等教師專業研習營。

符合本校105-109學年度中長程計畫中的策略
目標C4：規劃幸福生活、結合莊園管理。

民國105年9月，
策略目標C4，

第 **
頁



7

策略目標C4、規劃幸福生活、結合莊園管理。

• 行動方案C4-6：推動專業咖啡烘培、西點麵包
製作及美酒飲調等教師專業研習營。

資本門設備規劃須符合
105-109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各單位中長程計畫

案編號」

須載明與學校整體發展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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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若有申請100萬以上專業教室設備規劃建置或更新者，
請於105/10/21前，將ppt檔送校發室彙辦，獲同意後，始
可編入系(院)務會議討論後送簽。

貳、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作業流程

院內經費協
調相關會議

專責會議
整體預算
（規劃）

系務會議

院務會議
(院內排序)

需求申請
簽呈

院長(審定)

校長(核定)

校長(核定)

校發室召開
優先序建議
案協調會

校長(核定)

支用計畫
報部

專責會議
(審議)



9

參、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需求規劃
繳交文件

• 106年度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需求設備點檢表

• 設備需求規劃簽呈 (經院長核章)

• 106年度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需求規劃書

•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明細表（本項需求須列入經常門經費）

• 空間需求表（無需求者仍須檢附）

• 水電(網路)需求表（無需求者仍須檢附）

• 支用計畫書附表

• 104年度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購置設備效益評估表

點檢表.doc
02需求規劃書.doc
02需求規劃書.doc
03資本門經費需求規格說明書.doc
04單價一萬以下規格說明書.doc
05空間需求說明表.doc
06水電網路需求說明表.doc
07支用計畫書附表.doc
08效益評估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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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備經費編列注意事項(1/4)

• 共同性設備採購單價及規格參考
(採台灣銀行採購部共同供應契約廠商資訊台)

http://mail.twu.edu.tw/~oudp/money_95.htm

• 資本門設備須在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2年以上

• 需求設備規格之必要功能須說明，並保留採購彈
性，基本尺寸須註明(含)以上、 百分比；軟體則
說明含最新版本 。

例：展示櫃385*50*100cm(含)以上、電磁攪拌器
溫度5～500℃10%、用戶端桌面軟體企業版，55
個授權(含最新版本)

• 設備規格須註明數量別，例：台、組

http://mail.twu.edu.tw/~oudp/money_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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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備經費編列注意事項(2/4)

• 資本門設備請勿列入：

– 授權使用期限未達2年之軟體或資料庫（如採1
年1合約，期滿後無線上檢閱權者），不符資本
門之認列標準，不宜以財產列帳，應歸於經常
門。

– 設備項目單價金額未滿一萬元（含）者列在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
以下)明細表】內。

–教室裝潢費用及相關耗材項目不列入補助，如
普通地板、隔間、屏風、工資、移機費、線材
費、稅捐、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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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備經費編列注意事項(3/4)

• 新增專業教室非系所控管之單位，須先經過院級
相關會議通過撥用空間後，始得編列預算。

• 規劃相關重電設備及新增專業教室之需求，請務
必提出水電及空間申請。

• 需求規劃相關「資訊設備」請洽圖資處協助

• 規劃需求設備規格如有疑議建議主動向總務處事
務組確認後再提送設備需求規劃簽呈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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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備經費編列注意事項(4/4)

請各院、系所若有「申請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專業教室設備規劃建置或更新」案，在院、系
所先行完成討論後，須於「專案會議」中報告
討論通過後，始得納入規劃案及系(院)務會議
。

經費來源:

一、分配至各院經費。

二、以專簽爭取校長特別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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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用計畫書規劃內容：(委員審查意見)

(1)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工程款項目，各
類請採購、標案、財產登錄、會計項目及憑證等
相關文件均不得出現「工程」字樣；建議容易令
人產生誤解之類似字樣亦請避免，如：【教學用
高架地板】優先序#0008-24等規格欄出現「工程」
字樣，以免令人產生不必要之疑慮。

伍、常見規劃缺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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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常見規劃缺失(2/8)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0016-03
臥室冷藏
冰箱

1.外型尺寸：120 x 90 x 80 cm ±5%。
2.台面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銹鋼板施工製造。箱體外殼使用 SUS 
3040.6mm 厚不鏽鋼板施工製造。箱體內殼使用 SUS 304 0.5mm 厚不
鏽鋼板施工製造。中間層採用 50 m/m 厚PU泡綿絕緣保冷。櫃底使用
4"H不銹鋼調整腳四只。

3.機組：使用電源：單相220V/60Hz。溫度範圍：冷藏溫度 +2℃~+12℃。

0016-05

單水槽工
作台/下棚
架

1.外型尺寸:75×90×80cm ±5%。
2.台面使用SUS304 1.5mm厚不銹鋼版製作，下加U型板補強。槽體採用

1.0mm厚不銹鋼板製作之手工水槽，附落水頭、溢水頭、溢水管及止水
塞頭等裝置。棚架採用SUS304 0.85mm不銹鋼板施工製造。腳架使用
∮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裝置。

3.每單水槽附混合水龍頭*1 生飲龍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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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常見規劃缺失(3/8)

(2) 預估單價之千分位符號有誤植情形。

例：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0001-04 移動式密集書架

1.雙面六層六聯移動式
2.H215*W560*D45公分

(+-5)。
3.附滑輪書擋。
4.含軌道。

2 座 5,4000 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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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單位規劃人員，在與廠商洽談儀器設備時，除應了解設
備之基本功能之外，有關規格、價格亦應注意一般的行情

，並注意勿填註錯誤。

例：幼保系規劃104年度【附表十】經常門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優先序0006-01項目名稱
為 「多功能新生兒沐浴教學組」原先預估單價為7,250元，
現在要正式採購時，發現少寫一個“0”，其正確價格為
72,500元，最後不但要異動項目，且要變更至資本門。

陸、常見規劃缺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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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常見規劃缺失(5/8)

(4)預計採購項目之規格說明宜留意勿過度侷限於訪價所得之
產品型錄說明，如103年度優先序#0007-04「教學電腦研
習桌」規格欄列有「施作配置如詳圖」之字樣，宜以教學
所需功能為主；另對於外觀尺寸之要求，除非確有其必要
性，否則不宜過度而缺乏彈性，以免令人產生獨厚特定廠
商之疑慮。

例：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0007-04 教學電腦研習桌
1. 規格:w180*d40*h74cm

2. 施作配置如詳圖

3. 含線槽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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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常見規劃缺失(6/8)

1.規劃設備項目之說明標註廠商且明註型號

2.部分資本門儀器設備疑似含工程修繕款項

3.教室裝潢、木質地板裝設列入設備需求項目

4.規格說明過度精準致無法採購或變相指定廠商嫌
疑

5.規劃電腦乙套（電腦螢幕及主機）可列資本門，
若單獨編列電腦螢幕須列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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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常見規劃缺失(7/8)

6.未依政府機關獎補助經費採購設備資訊平台之參
考規格及價格規劃設備需求

7. 規劃即將絕版或淘汰之機型設備致無法順利辦
理採購(例學務處課外組)

8.請勿以網路或公司促銷之特惠價格編列預算

9.部分採購項目之預算金額與實際採購價格有相當
落差，如103年度規劃「四口爐/下烤箱」預估單
價NT$120,000元；實際採購單價NT$96,000元，
應加強預算訪價機制，以免排擠其他單位資本
門項目之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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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常見規劃缺失(8/8)

10.部分支用項目之用途說明不甚具體明確，例如104
年度傳播系購置之「數位媒體傳播製作教學與實習
設備」，用途皆顯示為「教學使用」，難以瞭解該
項設備購置與傳播系專業設備需求之關聯性為何。

11.各單位研擬資本門需求項目所編製之規劃書，建議
再詳加說明其預期成效，依學院整合情形加強陳述
；此外，除質的成效評估之外，建議可依據中長程
發展計畫，再酌增量化指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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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報部日程管制表

月份 項目

10月7日 經費規劃說明會

10月 21日前
各院系完成提報100萬元以上專業教室設備規劃建置或更新簡
報資料ppt送校發室彙整

10月27日前 配合秘書處完成專案會議提報

11月1日前
各學院召開院內系科規劃審核及協調會議
(協調教務處與總務處完成空間、水電配置) 

11月4日前 教務處召開會議排序各學院優先序後，將會議影本及電子檔
送至校發室

11月8日前
學院及系科需求規劃完成簽呈核定後，
影本及電子檔送至校發室

11月15日 校發室召開儀器設備優先順序建議案會議

11月18日 第四次專責小組會議

11月25日前 預估版支用計畫報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