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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天皇學院 110年度 

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2021 年 01 月 05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 00 分 

開會地點：一貫道天皇學院 A207-5 會議室 

主    席：李玉柱 校長                                            紀錄：林立智 

出    席：李玉柱校長、黃保林副校長、林仁政學務長、王巧燕教務長、洪妙菱總務長、

郭妍伶研發長、顧鴻國系主任、程瑞璘會計主任 

 

附件一： 110 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成效一覽表 

 

提案討論： 

提 案 一：本校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25 萬

元及經常門 25 萬元、配合款 5 萬元預算編列，提請討論。 

說    明： 

          1.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經費，各單位提案如下： 

圖書館-華藝線上圖書資料庫：經常門 10 萬元 

圖書館-圖書館雜誌訂購資料庫：經常門 2 萬 5,000 元 

研發處-第五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經常門 7 萬元 

研發處-獎勵校內教師發表、研究：經常門 5 萬元 

學務處-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經常門 7,500 元 (固定支出 1.5%以

上) 

一貫道學系-辦理專業知能系列研習講座：經常門 3 萬 2,000 元 

圖書館-圖書設備增購-圖書除菌機：資本門 9 萬元 

一貫道學系-教學設備：資本門 16 萬 

 2.各補助案件相關資料詳如附件一。 

 

決    議：請各提案單位更精確預估預算，並於計畫書提出預期成效，資本門亦請業務

單位提出設備經費預算，超支部分再以校配款規劃支應。 

臨時動議： 

散    會：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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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校務發展經費預計支用一覽表 

（執行期間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計畫名稱 
辦學特色 

面向  

預期成效 

(質化目標) 

(量化目標) 

執行成效 

(質化目標) 

(量化目標) 

未達預期成效

之原因分析 
使用經費別 

投入經費 

總經費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之比率 

執行進度 

已執行 未執行 

圖書館-華藝

線上圖書資

料庫 

教學 

研究 

訂閱線上資料庫，提供全師

生教學、研究參考資料，以

提升學術及教學品質。預計

110年度總檢索人數達到6,000

人次，全文下載篇數能達到

2,000篇數以上，以符合充份

應用資料之目的。 

  經常門 100,000 20%    

研發處-第五

屆一貫道崇

華學術研討

會 

教學 

研究 

辦理全國性宗教與一貫道學

相關之學術研討會，提供宗

教學術論文發表平臺，促進

學術交流，提高本校學術地

位。 

預計收受投稿論文15-20篇，

預期參與人數約50人次。 

  經常門 70,000 14%   

研發處-獎勵

校內教師發

表、研究 

研究 依本校獎補助教師國內外學

術研討暨取得專業證照處理

要點，獎勵教師以本校名義

發表之國內外學術期刊、學

報或學術研討會論文、申請

專題研究計畫等，提升學術

  經常門 50,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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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量。 

圖書館訂購

雜誌圖書 

教學 

研究 

訂購各類中文期刊，提供教

學資料查詢參考，透過人

文、科學、宗教各類學術期

刊資料，讓師生研究、學習

領域更寬廣豐富。110年度預

計訂購期刊14種，預期讀者

閱覽率達80%以上。 

  經常門 25,000 5%   

學務處-辦理

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工

作 

輔導 本校鄰近高雄新寮區，預期

與在地社區活動中心合作，

深耕地方，辦理關懷、健康

敬老活動，讓學生與新寮區

的長輩增加互動，提升學校

地區能見度，善盡本校社會

責任。 

由學生社團與服務學習課程

共同籌劃活動，預計參與人

數40。 

  經常門 7,500 1.5%   

一貫道學系-

辦理專業知

能系列研習

講座 

教學 辦理專業知能系列研習講

座，提升教師專業知能，以

及提高學生學習與探究興

趣。 

預計辦理4場，含三大就業學

程及論文研究方法等講座， 

預期參與85次。 

  經常門 32,000 6.4%   

圖書館-圖書

設備增購 

教學 

研究 

圖書除菌機 

本館圖書接受捐贈圖書較

多，圖書含菌量較高，圖書

  資本門 90,0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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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經擦拭，清潔消毒效果不

如預期，故於110年度採購圖

書紫外線殺菌設備，提升讀

者借書之安全性，免受細菌

感染。 

一貫道學系-

教學設備增

購 

教學 規劃中 

  資本門 160,000 32%   

經常門使用率 57% 

資本門使用率 50% 

配合款使用率 0% 

（經常門 25萬、資本門 25萬、校配款 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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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天皇學院 110年度 

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2021 年 05 月 18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 00 分 

開會地點：一貫道天皇學院 A207-5 會議室 

主    席：李玉柱 校長                                            紀錄：郭妍伶 

出    席：李玉柱校長、黃保林副校長、林仁政學務長、王巧燕圖書資訊館長、朱立澤教

務長、洪妙菱總務長、郭妍伶研發長、唐宇岳主任秘書、黃保林系主任、李

瑾葳會計主任 

 

附件一： 校務發展經費經常門、資本門計畫書範本 

附件二：110 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成效一覽表 0518 

附件三：110 校務發展經費預算 

 

提案討論：  

提 案 一： 校務發展經費經常門、資本門計畫書範本 

說   明： 依教育部 107 至 108 年獎助經費書面審查建議，請各單位於支用經費前先行

提出質量化目標及計劃書。 

 

提 案 二：本校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獎勵補助款，調整分配金

額。 

說    明：本校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25 萬

元及經常門 25 萬元、配合款 5 萬元預算編列，因各項經費支用情況，調整分

配如附件二、三。 

 

決    議： 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散    會：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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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天皇學院 110 年度 

教育部獎勵校務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六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202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30 分 

開會地點：一貫道天皇學院 A207-5 會議室 

主    席：李玉柱 校長                                            紀錄：王巧燕 

出    席：李玉柱校長、黃保林副校長、唐宇岳主任秘書、朱立澤教務長、林仁政學務

長、洪妙菱總務長、王巧燕研發長、王巧燕圖書資訊館長、朱立澤系主任、

李瑾葳會計主任 

列    席： 

主席報告：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110 年 10 月 8 日寄送「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

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書面審查意見（初稿），本校

需於 11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前以紙本 1 式 2 份與光碟 1 份將「書面審查意見

（初稿）回應表」（回應表之電子檔請含 Word 檔及核章後之 PDF 檔，附件格式不

拘）函文寄送至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郵戳為憑。本次會議討論書面審查意

見（初稿）回應表。 

2. 本校 110 年度教育部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結餘款之運用。 

  

提案討論：  

提 案 一：提請討論「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

實地訪視」書面審查意見回應表。 

說   明：「書面審查意見（初稿）回應表」，回應內容如附件。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 案 二：提請討論本校 110 年度教育部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用調整與結餘款之運

用。 

說   明： 

1. 依據 110年 5月 18日本校 110年度教育部獎勵校務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決

議，110 年度教育部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分配情形，如附件二。 

2. 110 年度教育部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用統計，如附件三。因一貫道學系專業知

能系列研習講座陸續辦理中，原規畫經費為 32,000 元，目前預計支用總金額為

33,800 元，提請討論增加預算 1,800 元。 

3. 資本門結餘為 16,749 元，提請教學單位提出增購案。 

4. 待上述各項經費總結，再行調整第六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分配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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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1. 通過一貫道學系專業知能系列研習講座經費調整為 33,800 元。 

2. 請一貫道學系提出資本門增購案。 

3. 第六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因學生反應 1 月辧理逢期末考周，無法兼顧論文發表

與論文品質，建請調整辧理時間，但考量學生畢業時程，因而將明年 111 年 1 月研

討會調整至 110 年 12 月舉辧。所需經費主要以計畫校配款與校款支付。 

 

臨時動議：無 

 

散    會：15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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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天皇學院-109 年度私校書面審查意見（初稿）回應表 

※回覆填寫說明：屬「正面肯定」之意見，請回覆「無」，其餘意見請逐點並具體回應，若有佐證資料務必檢附之。 

壹、109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 

(請具體回應，若有附件請附註) 
委員回應 

1.  

（學校自評表第 1、4 頁）學校以全數獎勵補助經費支用子計畫

「教學品保暨教學創新」，包含「1-1 落實學生關鍵基礎能力」、

「1-2 建置學習導向，厚植多元競爭力」、「1-3 提升學習成效

教學品質保證」、「1-4 活化教師教學創新能力」等 4 項分計畫，

然年度工作計畫名稱較似經費使用項目，而非年度計畫名稱，

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及其分計畫之對應關係不甚明

確，可再強化。 

感謝委員指正，回應如下： 

依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109 年度工作計畫名稱修正如下。 

自評表 

年度工作計畫「原名稱」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09 年度工作計畫名稱 
內容 

華藝線上資料庫 
充實優質館藏，提升電子資源

使用率 

CEPS 中文電

子期刊資料庫 

CETD 中文博

碩士論文資料

庫 

圖書館訂購期刊雜誌 
充實優質館藏，提升電子資源

使用率 
 

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計畫 強化教師實務與數位教學能力 投影機 

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計畫 
建置多元實作場域-增購素食

健康餐飲設備 
烘焙設備 

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計畫 
建置多元實作場域-增購素食

健康餐飲設備 

無筒直出式

RO 逆滲透純

水機 

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計畫 

建置多元實作場域- 

增購數位影視製作設備 

增購素食健康餐飲設備 

1.雷雕機 

2.發酵箱 

3.烤盤架車 

4.10 公升攪拌

機 

5.樹莓派 

6.廣告機 

補助長照課程 
建置多元實作場域-增購高齡

健康照護設備 

1.硬式移位滑

墊 

2.長照設備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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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自評表第 4 頁）學校在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

效上，設定量化預期目標上已有改善，惟工作計畫 3「教學環

境及品質改善計畫 24000」及工作計畫 5「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

計畫 12500」仍僅有質化預期目標，未有量化預期目標。建議

學校未來在思考量化預期目標時以可達成之教學及研究成效/

目標設定，方能有效檢討預期成效是否達成。 

感謝委員建議。 

第 2 與 3 意見因工作計畫部分重疊，均為相關之教學設備，合併說明如

以下。 

(1) 本校為宗教研修學院，強化學生宗教專業實務能力外，為落實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跨域力實務學習，提升學生就業能力」，開設第二專

長「就業學程」，包括素食健康餐飲、文化創意、高齡健康照護三個

學程，並建置「就業學程」實作場域，逐年購置相關設備。 

(2) 無筒直出式 RO 逆滲透純水機、發酵箱、烤盤架車、10 公升攪拌機等

為建置素食健康餐飲實作場域之設備；雷雕機、廣告機、樹莓派等為

建置文化創意實作場域之設備；硬式移位滑墊、體重體脂肪計個、血

糖機組等為高齡健康照護實作場域之設備。均配合相關課程，如中餐

素食、素食宴席、健康素食創意料理、烘焙實務；視覺傳達設計、數

位影音製作、數位媒體實務、圖書編輯與出版、文創實務專題生活；

照顧與居家服務技巧、樂齡科技與應用等。 

(3) 為提升學生就業力，本校推動證照培訓課程。實作場域除提供教學

外，也是學生證照練習的場所。第一屆大學部學生共 24 位，修習素

食健康餐飲之學生有 19 位，109 年度取得專業證照計 19 位，修習高

齡健康之學生有 5 位，109 年度取得專業認證計 3 位，110 年度取得

專業認證計 2 位。 

(4) 為強化數位教學環境與教師數位教學能力，購置投影機，並鼓勵教師

將數位教材上傳至教學平台，以利學生課後複習，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台中碩專班 109 年度共有 15 門課上傳教材至平台。 

 

3.  

（學校自評表第 4 頁）學校在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

效表中所設定的量化預期目標與實際達成之量化目標不一致，

無法進行比較。例如：工作計畫 4「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計畫

30915（補）」的預期目標設定為烘培設備各項目的購買數量，

以經費支出內容設定，而實際達成之量化成效/目標為上課時

數。同樣的情形發生在工作計畫 5「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計畫

12500」、工作計畫 6「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計畫 213826」及工

作計畫 7「補助長照課程 41311」。建議學校未來在思考量化預

感謝委員建議。 

第 2 與 3 意見因工作計畫部分重疊，均為相關之教學設備，合併說明如

以下。 

(1) 本校為宗教研修學院，強化學生宗教專業實務能力外，為落實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跨域力實務學習，提升學生就業能力」，開設第二專

長「就業學程」，包括素食健康餐飲、文化創意、高齡健康照護三個

學程，並建置「就業學程」實作場域，逐年購置相關設備。 

(2) 無筒直出式 RO 逆滲透純水機、發酵箱、烤盤架車、10 公升攪拌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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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目標時從使用者立場以可達成之教學及研究成效 /目標設

定，更能彰顯經費支用產生之效益，且能有效檢討預期成效是

否達成。 

為建置素食健康餐飲實作場域之設備；雷雕機、廣告機、樹莓派等為

建置文化創意實作場域之設備；硬式移位滑墊、體重體脂肪計個、血

糖機組等為高齡健康照護實作場域之設備。均配合相關課程，如中餐

素食、素食宴席、健康素食創意料理、烘焙實務；視覺傳達設計、數

位影音製作、數位媒體實務、圖書編輯與出版、文創實務專題生活；

照顧與居家服務技巧、樂齡科技與應用等。 

(3) 為提升學生就業力，本校推動證照培訓課程。實作場域除提供教學

外，也是學生證照練習的場所。第一屆大學部學生共 24 位，修習素

食健康餐飲之學生有 19 位，109 年度取得專業證照計 19 位，修習高

齡健康之學生有 5 位，109 年度取得專業認證計 3 位，110 年度取得

專業認證計 2 位。 

(4) 為強化數位教學環境與教師數位教學能力，購置投影機，並鼓勵教師

將數位教材上傳至教學平台，以利學生課後複習，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台中碩專班 109 年度共有 15 門課上傳教材至平台 

貳、針對 108 年度計畫書面審查/實地訪視意見之回應說明或具體改善情形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 

(請具體回應，若有附件請附註) 
委員回應 

1.  

（學校自評表第 7 頁）108 年度審查意見第 2、4 點分別提及 108

年度及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無量化預期指標，

此在 109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雖有所改善，然工

作計畫 3「教學環境及品質改善計畫」及工作計畫 5「教學環境

及品質改善計畫 12500」仍僅有質化預期目標。建議學校持續

改善各工作計畫「預期」執行成效之量化指標，俾利將「預期」

與「實際」量化成效逐一對應審核。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會持續改進，訂定各工作計畫「預期」執行成效之

量化指標，並檢視是否達到「預期」成效，作為改善依據。 

 

參、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情形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 

(請具體回應，若有附件請附註) 
委員回應 

1.  
經費規劃及分配由「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討論，並經內控內稽程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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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自評表第 14 頁）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第 11 點有關學校

內部控制制度之建立，學校說明已於 109 學年度新訂內部控制

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內部控制制度以及 109 年度稽核計畫，

且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第 9 屆第 7 次董事會議通過，惟並未提

供任何書審資料供參。學校檢附資料應注意完整性，俾利提升

查核效率。 

感謝委員建議。 

補件：檢送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附件 1］、109 年度稽核計畫［

附件 2］，請參閱，以供查核。 
 

3.  

（學校自評表第 15 頁）學校未檢附稽核報告，僅將 5 點稽核結

果列於第 13 點之學校執行結果中。此外，109 年度稽核報告亦

無法在學校網頁呈現。建議學校需檢附稽核報告文件，並確定

稽核報告已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感謝委員建議，回應如下： 

(1) 補件：檢送已陳送校長核閱「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

發展計畫稽核報告」，請參閱［附件 3］，請參閱，以供查核。 

(2) 稽核報告已上傳本校官網-https://www.iktc.edu.tw/-校務資訊公開專

區。 

(3) 上開報告訂於 110 年 11 月 23 日陳報本校董事會（一貫道天皇基金

會）。 

 

4.  

（學校自評表第 15 頁）第 13 點學校執行結果中所列稽核結果

第 2 點，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所核定 50 萬元中，經常門為

24 萬 9,674 元，資本門為 25 萬 0,326 元，而非各 25 萬元。建

議學校未來會議紀錄中所提到之數據宜正確登錄，俾利後續勾

稽查核。 

感謝委員建議。 

本校屬宗教研修學院，校務發展經費獎勵、補助經費為 50 萬元，均於年

度初規畫經常門、資本門項目分配，暫定為 1:1，待教育部正式公文確定

項目金額與各執行項目確定再作調整。日後會於會議記錄中載錄調整與

執行金額，以利稽核參考之依據。 

 

5.  

（學校自評表、執行清冊與經常門執行資料）學校自評表、執

行清冊與經常門執行資料宜按教育部規定仔細填寫，109 年度

各項經常門採購資料於自評表與執行清冊有細項，然執行資料

未提供詳細採購資訊。 

感謝委員指正。 

經查核本校於項目六-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執行資料，有關烘焙採購資訊

部分疏漏，請參閱［附件 4］，以供查核。 
 

肆、「經常門」經費執行情形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 

(請具體回應，若有附件請附註) 
委員回應 

1.  

（執行清冊第 1 頁、第 9 頁）教學研究經費支用 5 萬 0,336 元，

經查會議紀錄得知此費用運用於第四屆崇華學術研討會 4 萬

7,796 元，以及補助教師海內外研習 2,540 元，然而，其一，學

校並未檢附研討會會議議程，無從得知此經費校內人員是否支

領；其二，研習費用僅集中於郭 O 伶助理教授一人，恐不甚合

感謝委員建議，回應如下： 

(1) 檢送本校第四屆崇華學術研討會議程，請參閱［附件 5］，其中本校

教師擔任主持人有 6 人（校配款）；擔任講評 16 篇（校配款）。 

(2) 本校原於 109 年度規劃 5 萬元（3-5 人）補助教師研究發表與研習，

惟因疫情影響，多場國內外會議延期或取消，實際執行案件 1 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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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請學校予以說明。 請補助國內學術研究發表交通費 2,540 元。 

(3) 部份校內教師執行計畫案，開會研習另有經費來源，未來仍持續依校

內辦法公告實施，鼓勵校內教師提出申請，以提升教學研究質量。 

2.  
（執行清冊第 19 頁）「單價未達 1 萬元之非消耗品」之「總計

列」消失、未填，可能表格挪動疏忽，宜再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 

原始表格未有「總計」的欄位，但基於資料的完整性，未來會依委員意

見填寫完整。 

 

3.  

（經常門執行資料與執行清冊）經常門執行資料應提供單價 1

萬元以上之經常門採購與非消耗品採購之相關資料，學校並無

提供，以致無法瞭解經常門各項之採購程序。 

感謝委員指正。 

經查核本校於項目六-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執行資料，單價 1萬元以上之

經常門採購與非消耗品採購均附有相關資料。 

 

伍、「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 

(請具體回應，若有附件請附註) 
委員回應 

1.  

（執行清冊第 25 頁）經查「109 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表（設備

/儀器經費-軟硬體設備經費）」序號 5「可移動式多媒體數位廣

告機」數量 2 台應為誤值，應僅有 1 台。審查文件內容應確實

載名，並詳加核對相關資訊之正確性與一致性，俾利後續勾稽

查核。 

感謝委員意見。 

(1) 經查核學校自評表（第 4 頁）、執行清冊（07 項目七-資本門採購案

件執行資料，第 25 頁）記錄，購入廣告機數量為 2 台無誤。 

(2) 依據 02 項目二-校內會議記錄，本校於 109 年 5 月 5 日校務發展經費

專責小組第四會議，一貫道學系提出校務發展經費執行計畫書，擬採

購「可移動式多媒體數位廣告機」為 1 台，請參閱［附件 6］；於 9

月 22 日提出修正執行計畫書為 2 台，請參閱［附件 7］。 

 

2.  

（執行清冊第 25~26 頁）經查圖儀設備之請購大多始於最後一

季，驗收及付款作業則集中於年底辦理。建議儘早進行相關採

購作業程序，以提升資本門經費運用效能，及時滿足教學研究

需求。 

感謝委員建議。 

本校會依委員意見改進，並將學校教學設備之採購期程，於計畫執行年

度之初，即辧理採購，以利教學所需。 
 

3.  

【定額採購第 1 案】教學設備增購（單門噴霧發酵箱、10 公升

攪拌機、18 盤烤盤架車）採購案（決標金額 8 萬 7,040 元，全

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1) 本案財務及勞務比、議價記錄登錄底價新臺幣 8 萬 7,200

元，惟未說明底價如何訂定及由誰決定。除此之外，此採

購案有 3 家廠商進行報價，最低報價金額為新臺幣 8 萬

7,040 元，而底價卻訂得比最低報價高，則已失去底價訂定

感謝委員指正。 

(1) 本件請購案預算金額未達 10 萬，依據本校採購辦法確實無需訂定底

價，未來會更落實並依本校採購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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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此案並非招標案，根據學校採購辦法，10 萬元以

下之採購案應無需訂底價。 

(2) 本案之驗收紀錄表未有廠商之簽章。建議學校請採購及驗

收相關表單文件宜詳實填寫，需簽章者亦能依規定落實，

俾利發揮管理效益。 

 

 

(2) 感謝委員指正，未來必定落實並依本校採購辦法辦理。 

4.  

【定額採購第 2 案】教學設備增購（雷射雕刻機）採購案（採

購金額 3 萬 7,000 元，全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本案之驗收紀錄表並未有廠商之簽章。建議學校請採購及驗收

相關表單文件宜詳實填寫，需簽章者亦能依規定落實，俾利發

揮管理效益。 

感謝委員指正，未來必定落實並依本校採購辦法辦理。 

 

5.  

【定額採購第 3 案】教學設備增購（廣告機）採購案（決標金

額 7 萬 5,000 元，全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本案之驗收紀錄表未有廠商之簽章。建議學校請採購及驗收相

關表單文件宜詳實填寫，需簽章者亦能依規定落實，俾利發揮

管理效益。 

感謝委員指正，未來必定落實並依本校採購辦法辦理。 

 

6.  

【定額採購第 4 案】教學設備增購（無桶執出式 RO 逆滲透純

水機）採購案（決標金額 1 萬元 2,500 元，全數以獎勵補助經

費支應）： 

本案之驗收紀錄表未有廠商之簽章。建議學校請採購及驗收相

關表單文件宜詳實填寫，需簽章者亦能依規定落實，俾利發揮

管理效益。 

感謝委員指正，未來必定落實並依本校採購辦法辦理。 

 

7.  

【定額採購第 5 案】教學設備增購（投影機）採購案（決標金

額 2 萬 4,000 元，全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1) 「一貫道天皇學院採購辦法」第 4 條請購作業第 2 點「請

購金額在新臺幣 1 萬元以上至 3 萬元（含），請購單位填

寫購置財務/勞務申請單及規格表，檢附 1 至 2 家估價單及

型錄，經一級單位主管簽准後，送會計室預算審核同意，

經總務長簽核核准，由事務組執行採購作業。」，然本案

請購單請購流程僅至會計室，並未通過總務長簽核核准之

證明。建議學校請購作業流程宜依相關辦法落實。 

(1) 感謝委員指正，未來必定落實並依本校採購辦法辦理。 

 

 

 

 

 

 

 

 

 

27



 

(2) 本案之驗收紀錄表未有廠商之簽章。建議學校請採購及驗

收相關表單文件宜詳實填寫，需簽章者亦能依規定落實，

俾利發揮管理效益。除此之外，驗收紀錄表下經辦單位最

左邊總務處框中有個英文簽名，無法辨識其身分，標註之

日期（9/4/2020）非為驗收日，是否為誤植，學校需進一步

說明。請採購作業相關控管表單之編製宜加強內部訓練，

俾充分瞭解各表單欄位之填製內容及控管意義。 

(3) 本案之請購日期 109 年 3 月 27 日發生在採購、驗收 109

年 3 月 25 日之後，未符合學校採購辦法之請採購作業流

程。建議可清楚列示作業內容或編製流程圖表，以利相關

業務人員遵循辦理。 

(2) 感謝委員指正。英文簽名為本校當時唐宇岳總務長，會依委員意見改

善本校相關作業，同時辦理內部訓練，強化教職員相關職能。 

 

 

 

 

 

(3) 感謝委員指正，未來必定落實並依本校採購辦法辦理。 

8.  

【定額採購第 6 案】教學設備增購（樹莓派 4 待開發套件）採

購案（決標金額 1 萬元 8,700 元，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1 萬

4,786，占 79.07%）： 

本案之驗收紀錄表未有廠商之簽章。建議學校請採購及驗收相

關表單文件宜詳實填寫，需簽章者亦能依規定落實，俾利發揮

管理效益。 

感謝委員指正，未來必定落實並依本校採購辦法辦理。 

 

          

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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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教育部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分配情形     110 年 5 月 18 日 

預算摘要 說明 私校獎助補款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圖書館-華藝線上圖書資料庫 經常門 100,00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圖書館-訂購雜誌圖書 經常門 25,00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學務處-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經常門 7,50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學系-辦理專業知能系列研習講座 經常門 32,00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研發處-教師獎助 經常門 30,00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研發處-第五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經常門 53,098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研發處-第六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經常門 52,402 

經常門總計   300,00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圖書館-圖書設備增購(除菌機) 資本門 90,00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學系-教學設備增購 資本門 160,000 

資本門總計   250,000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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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教育部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用統計               110 年 10 月 18 日 

預算摘要 說明 
經費來源 請購金額 實支/議價金額 尚未執行金額 

教補款 校配款 教補款 校配款 教補款 校配款 教補款 校配款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圖書館-華藝線上圖書資料庫 經常門 100,000   88,550 0 78,000 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圖書館-訂購雜誌圖書 經常門 25,000   23,880 0 23,880 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學務處-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經常門 7,500   7,500 0 7,500 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學系-辦理專業知能系列研習講座 經常門 32,000   33,800 0 33,800 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研發處-教師獎助 經常門 30,000   30,000 0 30,000 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研發處-第五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經常門 53,098   53,098 0 53,098 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研發處-第六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經常門 2,402 50,000             

                    

經常門總計   250,000 50,000 236,828 0 226,278 0 23,722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圖書館-圖書設備增購(除菌機) 資本門 90,000   88,000 0 88,000 0     

110 年校務發展經費-學系-教學設備增購 資本門 160,000     0     0   

4 門全凍冰箱 資本門     54,000 0 52,500 0     

44 吋/AO 海報機 資本門     105,945 0 92,751 0     

                    

資本門總計   250,000   247,945 0 233,251 0 16,749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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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天皇學院教育部獎勵校務發展經費專責小組 

111 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2022 年 01 月 11 日(星期二) 下午 15 時 30 分 

開會地點：一貫道天皇學院 A207-5 會議室 

主    席：李玉柱 校長                                            紀錄：謝世彬 

出    席：李玉柱校長、黃保林副校長、唐宇岳主任秘書、朱立澤教務長、林仁政學務

長、洪妙菱總務長、王巧燕研發長、王巧燕圖書資訊館長、朱立澤系主任、

李瑾葳會計主任 

列    席： 

主席報告：討論本校 110 年度教育部私校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運用情形，與 111 年

度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各單位提報預算情形。 

 

提案討論： 

提 案一：提請審議本校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支用

結案。 

說    明：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支用如下表： 

項目名稱 預算摘要 
實支金額 

合計 
教補款 校配款 

教-業-其

他 

圖書館-華藝線上資料庫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

料庫、CETD 碩博士論文資料庫 
78,000 0 78,000 

教-業-書 圖書館-期刊訂購月刊、季刊、不定期期刊 23,880 0 23,880 

教-業-其 學務處-防疫物資購置 7,500 0 7,500 

教-業-其 學系-辦理專業知能系列研習講座 32,542 0 32,542 

教-業-其 研發處-教師獎助 30,000 0 30,000 

  研發處-第五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53,098 0 53,098 

教-業-會 研發處-110 年度第六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25,419 25,419 

教-業-審 研發處-110 年度第六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10,580 22,420 33,000 

  會議喇叭麥克風 4950*3 14,400 0   

經常門總計 250,000 47,839   

機械儀器 圖書館-圖書紫外線殺菌設備 88,000 0   

機械儀器 學系-4 門全凍冰箱 52,500     

機械儀器 學系-40 吋/AO 海報機 92,751 0   

機械儀器 學系-4 門全凍冰箱   0   

機械儀器 學系-相機機身 16,749 11,751 28,500 

資本門總計 250,000 11,751 261,751 

校務經費總計 500,000 59,590 55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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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照案通過。 

 

提 案二：提請討論本校 111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資

本門 25 萬元、經常門 25 萬元、配合款 5 萬元預算編列案。 

說    明：111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經費各單位提報項目

與經費如下表： 

預算摘要 單價  數量  
經費預估 

合計 
教補款 校配款 

圖書館-華藝線上資料庫   1  80,000 0 80,000 

圖書館-期刊訂購   1 批  24,000 0 24,000 

學務處-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7,500 8700 16,200 

學系-辦理專業知能系列研習講座     28,000 0 28,000 

研發處-教師獎助     30,000 0 30,000 

研發處-第七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     50,500 4,500 55,000 

學系-Adobe Creative Cloud for teams 

(CCT) 年約教育授權 
15,000 2 30,000 0 30,000 

經常門總計     250,000 13,200 263,200 

學系-智慧穿戴裝置廚藝教室建置-優先 1 251,400 1 250,000 1,400 251,400 

學系-攝影機  77,000 1 
 

77,000 77,000 

      

資本門總計     250,000 78,400 328,400 

校務經費總計     500,000 91,600 591,600 

 

決    議：照案通過，但資本門依優先序採購。 

 

臨時動議：無 

散    會：16 時 00 分  

 

 

 

32



33



34



35



36



一貫道天皇學院 110年度 

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2021 年 03 月 30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 00 分 

開會地點：一貫道天皇學院 A207-5 會議室 

主    席：李玉柱 校長                                            紀錄：郭妍伶 

出    席：李玉柱校長、黃保林副校長、林仁政學務長、王巧燕圖書資訊館長、朱立澤教

務長、洪妙菱總務長、郭妍伶研發長、唐宇岳主任秘書、黃保林系主任、李

瑾葳會計主任 

 

附件一：研-02-11 一貫道天皇學院獎補助教師國內外學術研討暨取得專業證照處理要點

109.04.14 修訂 

附件二：申請表(郭妍伶老師)及佐證資料。 

附件三： 

 

提案討論：  

提 案 一： 110 年一貫道天皇學院教師學術發表獎助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收件截止前共計 1 位老師申請(篇數 6，申請金額 30000 元)。 

二、 詳如附件二 

 

決    議：本案申請人為研發長，應迴避審查，另由教務長成立專安小組審查，通過後

核發獎助金。 

臨時動議： 

散    會：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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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姓名： 郭妍伶          ■是 □否前一學年度參與境內、境外國家/地區之學校或機構舉辦下列活動。 

 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 
國際學術合作 演 講 研習活動 講 學 

日 期 2020.05.14-15  2020.10.5 2020.05.14-15  

地 點 桃園銘傳大學  臺南成功大學 桃園銘傳大學  

主 題 以概念隱喻角度為中心

析論《各行各業說中文

（1）》之熟語類型及應用 

 漢字教學與活動設計 華語文教學  

活 動 名 稱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

系主辦 2020年「華語文

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成功大學華語中心「華語

教學學程」專題講座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

系主辦 2020年「華語文

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是否相關證

明 文 件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日 期 2020.7.11  2020.12.3 2020.5.17  

地 點 香港中文教育大學  高雄內門實踐大學 嘉義南華大學  

主 題 以概念隱喻為中心析論

《各行各業說中文 2》之

熟語類型及應用 

 
正音練習與文稿撰寫實

務 
文學符號學  

活 動 名 稱 香港中文教育大學主辦

國際漢語教材設計暨遠

程電子學術會議國際論

壇 

 
實踐大學 109學年度親善

服務隊培訓講座 

第十屆文學符號學學術

研討會 
 

是否相關證

明 文 件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日 期 2020.9.05   2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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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高雄六龜   香港中文教育大學  

主 題 一貫道寶光建德神威天

臺山土地公信仰傳說及

影響探論 

  漢語教學設計  

活 動 名 稱 
「一貫道跨世紀全球發

展之典範」國際學術研討

會暨專題演講講座會 

  

香港中文教育大學主辦

國際漢語教材設計暨遠

程電子學術會議國際論

壇 

 

是否相關證

明 文 件 
■是 □否   ■是 □否  

日 期 2020.11.27   2020.11.27  

地 點 臺南   臺南長榮大學  

主 題 

字遊自在：生命探索融入

國文課程教學設計 
  

溝通表達技巧融入國文

教學課程之設計與實踐

──以古代經典案例為

探討中心 

 

活 動 名 稱 長榮大學博雅教育學

部、通識教育中心主辦 

第七屆通識教育發展與

革新學術研討會 

  
第七屆「通識教育發展與

革新學術研討會」 
 

是否相關證

明 文 件 
■是 □否   ■是 □否  

備註：請填報前一學年度專任教師參與境內、境外國家/地區之學校或機構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國際學術合作；演講；研習活動；講學】等學術

交流活動，並請以專任教師實際參與「出席日期」為填報基準： 

(1)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境內、境外學校或機構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且該研討會論文發表應具「對外公開徵稿」及有「審

稿制度」，且至少 3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地區)學者參與並發表論文，即可認定為國際學術研討會。若參與之境外人士為舉辦學校校內外籍師生者，

則不可列入前揭國別(地區)數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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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學術合作：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合作計畫，且該合作至少 3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地區)參與者。 

(3)演講：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境內(不包含參與校內自辦)、境外學校或機構舉辦短期(3個月內)學術專題演講。 

(4)研習活動：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境內(不包含參與校內自辦)、境外學校或機構舉辦短期(3個月內)學術研習活動。 

(5)講學：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參與非屬前 4項之境內(不包含參與校內自辦)、境外學校或機構之教育交流活動。 

煩請各位老師協助填寫該表格，並於 09月 25日(五)中午 12點回擲至研發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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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回覆 已回覆 

(無資料) 

未回覆 檢核 申請獎助 

(表+佐證) 

玉柱校長 ˇ     

妍伶老師 ˇ    ＊已繳 

巧燕老師 ˇ     

保林副校長 ˇ     

仁政老師 ˇ    ＊未交 

秀基老師  ˇ    

宇岳老師  ˇ    

復性老師  ˇ    

立澤老師  ˇ    

永進老師   ?   

萬傳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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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天皇學院-研發處法規彙編 

1 

一貫道天皇學院獎補助教師國內外學術研討暨取得專業證照處理要點 

民國 106 年 12 月 16 日研發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12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04 月 1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四次研發會議修訂 

 

一、  一貫道天皇學院（以上簡稱本校）本校為提升學術地位，增進教學能量與研究品質，

特訂定「一貫道天皇學院獎補助教師國內外學術研討暨取得專業證照處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獎補助者須為本校專任教師，唯留職停薪之教師不在補助之列。 

三、  申請獎補助項目： 

（一） 參加國內、外各種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經大會接受發表者（壁報發表者不予

補助）補助相關：報名費（不含年費）、註冊費、交通費（含機票）、住宿費

（交通費及住宿費依本校國內差旅費支給標準核銷）。國內每案上限新臺幣1

萬元，國外每案上限新臺幣兩萬元，歐美地區每案上限新臺幣4萬元整。 

申請前項補助者，填具申請書（附件一），檢附相關邀請函、論文被接受之證

明文件、會議日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等，提出補助申請。 

（二） 教師在國內、外學校或公民營機構，從事與職務有關之證照研習、實務研究、

教學實踐或參加與職務有關之研習課程，單一課程累積時數達8小時以上，並持

有相關證明（主辦單位正式研習證書）者，填具申請表（附件二）申請報名費、

交通費、住宿費補助，每人每年以新臺幣2萬元為上限。 

若當年度取得與專業領域、學系或學校發展相關之國家專業證照考試及格者（填

具申請表，附件二），則可提出獎勵金補助（檢附考試及格相關證件）： 

1. 國家甲級證照考試及格：獎勵金新臺幣5,000元整。 

2. 國家乙級證照考試及格：獎勵金新臺幣3,000元整。 

唯同一種類之同一等級證照以獎勵乙次為限，且一試兩照者僅能擇一申請。 

申請前項補助者，並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提送心得報告（附件三）和檢附相

關資料（研習或結業證書）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 獎勵教師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國內外學術期刊、學報或學術研討會論文等，可申

請補助獎勵，論文以前一年度之1月1日至12月31日完成刊登發表的作品為限。 

1. 獎勵方式 

每年依據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學術研究論文數量，經研發會議審議，每篇

獎助5,000元；若為AHCI、SCI、SSCI、TSSCI、THCI Core等核心期刊者，獎

助金額20,000元。同篇論文不得重複申請獎助。本獎助金以獎助第一作者為

主，若為第二作者、通訊作者，則獎助金額減半。 

2. 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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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天皇學院-研發處法規彙編 

2 

（1）論文以本校名義在會議中發表或刊登於學術刊物。 

（2）申請人近年之研究成果。 

申請前項補助者，填具申請表（附件四）檢附發表論文抽印本或文章刊登證明，

提出補助申請。 

四、  經學校指派參加國際會議或學術交流、研習活動者，補助交通、住宿、膳食、簽證、

保險、報名及註冊等費用，補助金額由研發會議核定之。 

五、  受補助當事人與會期間若有損害校譽、違反政府法令或影響國家形象之行為，或發表

之論文期刊違反學術倫理者，經查證屬實者，除依相關規定處理外，應繳回全部補助

費用並不得再申請補助。 

六、  本要點經研發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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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貫道天皇學院獎補助教師國內外學術研討暨取得專業證照處理要點 

補助研討會發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由研發處填寫） 

  

姓名  所屬學系  職稱   

身分證字號 

（核銷匯款用）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研討會議地點 國家：                城市：                    地點： 

研討會議名稱  

主 辦 單 位  

會 議 日 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擬發表之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申請國別  □台灣；□國外；□歐美地區  

申請補助經費

額度及項目  

□機票、交通費 :新臺幣       元整；□住宿費 :新臺幣       元整； 

□會議報名費、註冊費、手續費、保險費 :新臺幣       元整。  

申請附件 

（備齊打勾） 

□本申請表（Word電子檔請 email至研發處:hi.xbox@iktc.edu.tw） 

□發表之論文全文、專題演講演講稿  □主辦單位邀請函或論文接受函 

□會議議程（含申請人姓名、會議名稱及發表論文名稱）                     

□未獲校外單位補助證明文件         

申請人簽章 學系主任核章 

 

 

（茲聲明本申請案之論文為首次發表且其他合著者未以同一篇論

文向本校申請補助，否則同意取消本補助。） 

  

審 查 結 果 
 □ 同意補助→由研發處統籌辦理核銷程序 

□ 不予補助→退件（原因：                                      ） 

承辦人 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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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貫道天皇學院獎補助教師國內外學術研討暨取得專業證照處理要點 

獎補助研習及專業證照申請表 

姓名  職稱  

學系  

聯絡電話  E-mail  

申請補助項目 □實務研究  □課程進修或研習  □證照研習  □專業證照獎勵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計     小時 

活動地點  

獎補助經費項目

及額度  

□補助研習  □取得證照獎勵金  

□報名費 :新臺幣      元  

□住宿費 :新臺幣      元  

□交通費 :新臺幣      元  

□甲級證照獎勵金 5,000 元  

□乙級證照獎勵金 3,000 元  

是否申請本校或 

其他單位補助 

□是，單位名稱︰           補助金額︰          元。 

□否 

檢附文件 □活動議程或相關證明文件 

□報名費、交通、住宿證明 

□專業證照影本乙份 

申請單位簽核 申請人 學系主任 

  

申請結果 審查小組審核結果：□通過    □未通過： 

擬補助金額： 

承辦人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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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貫道天皇學院獎補助教師國內外學術研討暨取得專業證照處理要點 

參加研習心得報告表 

                                                           年  月  日 

報告人姓名   學系   

會議時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起至  民國    年     月     日  

會議地點 國家：            城市：              地點： 

會議名稱  

發表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報告內容： 

一、參加會議經過 

二、參加會議心得 

三、建議事項 

四、攜回資料 

五、論文內容 

備註：本心得報告電子檔（pdf）請傳至研發處彙整，俾憑上網公告及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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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一貫道天皇學院獎補助教師國內外學術研討暨取得專業證照處理要點 

獎勵教師論文發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由研發處填寫） 

 

姓名  所屬學系  職稱   

身分證字號 

（核銷匯款用）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統計年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論文發表統計 

（具審查機制） 

A.論文 B.作者 

1.學術論文：   篇 

2.會議論文：___篇 

3.AHCI、SCI、SSCI、TSSCI、THCI Core

等核心期刊：___篇(請圈選種類) 

1.第一作者：  篇 

2.第二作者：  篇 

3.通訊作者：__篇 

申請獎勵金額  新臺幣            元  

檢附文件 

（文件未齊不予

受理） 

1. 申請表 

2. 已刊登的論文抽印本或影本一份 

3. 其他證明文件 (如：審查證明) 

審查意見 
□符合獎勵規定，並核予補助，獎勵金新臺幣          元  

□不予補助  

申請人簽章 系主任核章 

 

 

（茲聲明本申請案之論文為首次發表且其他合著者未以同一篇論

文向本校申請補助，否則同意取消本補助。） 

 

承辦人 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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