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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5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紀錄(節錄版) 

時間：105年 10月 3日下午 2時 

地點：圖書資訊大樓 8樓第 1會議室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信宏執行長、裘性天委員、盧鴻興委員、黃美鈴委員(柯富祥副學務長

代理)、陳俊勳委員、李大嵩委員(黃乙白副研發長代理)、楊淑蘭委員、

謝續平委員(請假)、謝文良委員 (請假)、陳鋕雄委員(張兆恬老師代理)、

葉銀華委員、馮品佳委員、林志生委員、邱水珠委員 

列席：大數據研究中心盧鴻興主任、陳瑋真小姐、人事室蘇義泰主任、策略發

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梁嘉雯小姐、推廣教育中心黃育綸主任、劉素

梅小姐、住宿組蔣崇禮組長、溫峰惠小姐、總務處楊黎熙副總務長、莊

伊琪秘書、營繕組廖仁壽組長、戴勝樟先生、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

研發處研發企劃組李佩玲秘書、主計室郭文欣組長、楊明幸組長、呂明

蓉組長、徐美卿小姐、何俞萱小姐、學聯會代表(請假) 

紀錄：黃蘭珍 

壹、主席報告：（略） 

貳、執行長報告：（略）  

参、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5 年 5 月 5 日召開之 10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業經校長核閱，並以電子郵件傳送各委員及相關單位。 

二、主計室報告： 

(一)有關本校校務基金 105 年度截至 8 月底止實際營運結果及財務狀況，

簡要說明如下：（詳附件 P1-2）：  

1.作業收支（詳附件 P1）：  

總業務收入 35億 3,326萬 6千元，總業務成本與費用 37億 6,964

萬 2千元，以上收支相抵，計短絀 2 億 3,637 萬 6 千元，惟上開費

用包含未涉及實質現金支付之折舊、攤銷等計5億9,201萬7千元。 

2.資本支出（詳附件 P2）：  

105 年度資本支出應執行數 8 億 8,260 萬 3 千元，截至 8 月底止之

累計預算分配數 4 億 4,434 萬元，實際執行數 5 億 1,886 萬元，執

行率 116.77%、達成率 58.79%。 

3.校務基金歷年結餘（詳附件略）： 

截至104年底止尚可運用之校務基金結餘款為7億2,385萬1千元，

惟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以結餘款辦理之 105年度超預算分

配數 6,688萬 2千元、重大計畫 1億 1,014萬 3千元及控留 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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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薪資額度 1億 6,780萬元，爰截至 105年 8月底止可用結餘

款為 3億 7,902萬 6千元。 

(二)另教育部 105 年 6 月 30 日函囑各校須依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 101 至 104 年度決算審核意見檢討改進（詳附件略），說明如

下：  

1.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基

金收支預算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

有短絀情形，應擬具開源節流措施，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據以執行。 

2.部分學校近 3年度 5項自籌收入逐年減少，部分學校 5項自籌收入

未達總收入 2成，請充分運用學校資源及特色，配合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後放寬自籌收入範疇，積極籌謀增加自籌收

入之因應對策，以增裕學校自籌收入，並紓解政府高等教育經費支

出壓力，以達校務基金設置目的。 

3.教育部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施行之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業已放寬

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請秉持資金收益性、安全性與流

動性原則，以多元化投資方式提高閒置資金運用率，俾增益校務基

金永續營運之財源。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辦理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第 7點修正案，請討論(秘書室

提)。 

說  明： 

一、本校105年3月4日105學年度第1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交通大

學職工獎勵辦法」第2條第4項：「服務績優獎、工作勤奮獎每年選拔1

次，以每20人選拔1人為原則，工友(含技工)、駐衛警察人員分別計算，

各頒獎狀乙幅、工作酬勞新台幣伍仟元。」(詳附件P3-4)將服務績優

獎、工作勤奮獎之工作酬勞由2萬元調整為5,000元，爰配合修正本校

辦理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第7點工作酬勞金額。 

二、檢附本校辦理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全文

(詳附件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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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校 105 年 2 月至 8 月底止，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提請減(免)

提管理費之各案，請討論(策略發展辦公室提) 。 

說  明: 

一、依本校「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2點規定：「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

應提撥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提撥比例如有增減時，須經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惟為行政效率或特殊狀況，得簽請校

長決定增減提撥管理費比例後，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 

二、依上開規定，本校105年2月至8月底止，經簽奉核准減(免)提管理費者

計3案，包含減列2案及免提撥1案(詳附件P1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校「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 2點修正案，請討論（策略發展辦

公室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校「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名稱修訂，修訂本校「受贈

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將「建教合作收入」修正為「產學合作收入」，

另將「國科會」修正為「科技部」。 

二、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全文(詳附件P12-15)。另本案通過後，併同修

訂本校「受贈收入經費運用處理表」 (詳附件P16)。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第 5點修正案，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 依 104學年度第 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決議:推廣教育之結餘款請依本

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第五點第二款確實執行並落實規範，若屬

窒礙難行無法適用，則請依程序提案修正。 

二、 查「國立交通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第五點第二款規定：「推廣

教育課程經費以有剩餘為原則。結餘款得累積並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

用，或於課程結束二個月內，申請轉入主辦單位管理費，支援相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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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經費。不再續開班者，應於新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將結餘款

轉入主辦單位管理費；逾期未處理者，則全數納入推廣教育管理費。」。

上開不再續開班期間因未有明確定義，倘主辦單位表示將來還要開班，

即予繼續保留該計畫結餘款，因此，經費稽核委員建議該定義應要明

確，爰提案修正。 

三、 本案業經 105年 5月 26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修訂，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四、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全文(詳附件 P17-19 )。 

 

決  議：除將「…三年內不再續開班者…」修正為「…三年內未開班者…」外，

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五：為辦理本校人社三館搬遷計畫，預估經費 2,354 萬 5,487 元，提請由

校務基金結餘支應相關經費，請討論（總務處提）。 

說  明： 

一、有關人文社會學院成立迄今二十餘年，一直以來使用本校歷史最悠久

的人社一館（原圖書館）與人社二館（原新生館），此二館舍已不敷

使用，屋齡老舊空間嚴重不足，影響師生之教學與研究，為促使人文

社會學院穩健的成長，提昇本校學生人文與科技均衡教育，以邁向國

際一流大學。爰此，亟待進行人社三館搬遷相關計畫。 

二、本校人社三館已於今年3月完成驗收程序，原計畫經費因配合工程變更

設計已用罄，公共藝術無相關財源，及人社院各單位(人社院、英教所、

外文系、音樂所)後續進駐將進行建築物功能強化、室內裝修及週遭環

境整合等需求工程，內容含公共藝術、陽露台風雨門窗、室內傢俱設

備、網路設備、電話系統、門禁系統..等相關採購，搬遷經費預估為

新台幣2,354 萬5,487 元(詳附件P20)。 

三、人社院為支應新館舍設備添購等支出，104年底簽准保留校分配經費計

421萬3,448元(保留簽案詳附件略)。 

四、人社三館空間規劃書(詳附件略)。 

五、綜上，有關人社三館搬遷計畫經費2,354 萬5,487 元，提請由校務基

金結餘協助支應相關經費。 

 

決  議：同意以 1,950萬元為支應上限，且嗣後不得再追加相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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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為概算研三舍興建成本以利計算研三舍收費標準及擬定 30 年攤還校務

基金計畫，提請確認研三舍新建工程之餐廳、超商及停車場等公共設

施經費負擔方案，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  明： 

一、研三舍係依本校 100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次會議決議(詳附

件 P21-23)及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詳附件 P24-27)核定貸

款金額 8 億元，計畫興建 1,084 床學生宿舍，並已確認以下研三舍相

關事項: 

1. 興建期間免繳利息，完工後免繳場地費。 

2. 本宿舍收支及歸墊自負盈虧專款專用。 

3. 五年內固定利 0.666%，五年後再檢討歸墊校務基金方式。 

4. 建物成本含餐廳及地下汽車停車場，應不計入學生宿舍費歸墊借貸

內。 

二、 依研三舍計畫排程，該宿舍收費標準及各項營運措施應於 105年 10月

宿委會等會議決議確認後，於 106 年 2 月起開放學生申請，並於 106

年 9 月正式啟用。惟依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研三舍餐廳

及地下汽車停車場興建成本，應不計入學生宿舍費歸墊借貸內，故須

儘快確認研三舍扣減餐廳、超商、停車場等公共設施興建費用後之成

本及餐廳、超商、停車場之營運歸屬及經費攤還等問題，以利後續概

算研三舍收費標準及擬定 30年攤還計畫。  

三、105年 8月 25日陳副校長俊勳邀集總務處、學務處、主計室研商研三

舍經費攤還協調會議，由學務處住宿組擬訂研三舍攤還建物成本規劃

方案報告(詳附件略)，包括建築師事務所研三舍造價說明(略)、附表

1-研三舍興建成本分攤計算說明(略)、附表 2-市場行情分析表(略)、

附表 3-宿舍費借支償還規劃分析表(略)、附表 4-研三舍收支試算表

(略)、附表 5-宿舍營運成本分析表(略)，其中校務基金借支攤還方案

提案如下: 

方案 1:研三舍全部興建成本 8 億 4,000 萬元扣減餐廳、超商、停車場

興建成本 5,014 萬 8,282 元後，宿舍興建成本 7 億 8,98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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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元，由學務處住宿組擬訂 30年攤還計畫歸墊借貸款，而

餐廳、超商、停車場興建成本 5,014萬 8,282元擬建議由本校

校務基金補助支付，並按本校現行機制由總務處營運，營運收

入 20%歸總務處作為行政管理成本使用，80%繳回校務基金。 

方案 2: 研三舍全部興建成本 8億 4,000萬元，其中餐廳、超商、停車

場興建成本 5,014 萬 8,282 元，擬建議由校務基金補助 4.000

萬元，餘宿舍興建成本 8 億元由學務處住宿組，擬訂 30 年攤

還計畫歸墊借貸款；另餐廳、超商、停車場按本校現行機制由

總務處營運，營運收入 20%歸總務處作為行政管理成本使用，

80%繳回校務基金。 

 

決  議：同意依方案 2辦理。 

 

案由七：有關本校「106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請討論（大數據研究中心提）。 

說  明：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5點規定，學校應以

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定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載明事項包括教

育績效目標、年度工作重點、財務預測、風險評估、預期效益及其他

等六項，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前一年度 12月

31日前報教育部備查。 

二、本案業以本校中長程計畫為基礎，邀集各相關權責單位，依上開規定

載明事項，擬具 106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詳附件略)，經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後，再依程序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案  由：本校「出國旅費支應要點」修正案，請討論(研發處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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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爰修正

本要點之法源依據，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六條修

正為第七條。 

二、 刪除本要點第二點五項自籌收入之「五項」文字，及放寬校務基金自

籌經費進用之研究人員適用規定，刪除第三點「編制內」文字。 

三、 本案業經105年9月21日105學年度第2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詳附件略）。 

四、 檢附「國立交通大學出國旅費支應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草案

全文（詳附件P28-29）。 

 

決  議：照案通過。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附表一

 累計實際數 比較增減金額
 執行

率%

收入總計    5,339,867   3,533,266 -1,806,601 66.17%

 業務收入    4,937,967    3,321,769 -1,616,198 67.27%

   學雜費收入      744,964      491,410 -253,554 65.96%

   學雜費減免(-) -     20,000 -     12,284 7,716 0.00%

   建教合作收入    2,100,000    1,430,274 -669,726 68.11%  收支併列

   推廣教育收入       50,000       20,789 -29,211 41.58%  收支併列

   權利金收入        7,000        8,270 1,270 0.00%
 收支併列，研究成果提供權利所獲

得之收入

   學校教學補助收入    1,423,381      947,000 -476,381 66.53%  教育部按季撥付補助款

   其他補助收入      602,622      420,288 -182,334 69.74%
 收支併列，係各政府機關專案補助

經常門之款項

   雜項業務收入       30,000       16,022 -13,978 53.41%  收支併列，招生收入

 業務外收入      401,900     211,497 -190,403 52.62%

   利息收入       32,000       33,176 1,176 103.68%

   投資賸餘          900        1,893 993 0.00%  

   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

入
     180,000       74,902 -105,098 41.61%

 各場地收入本年度預計提撥40,000

千元供全校統籌分配使用外，其餘均

係屬專款專用

   受贈收入      149,000       92,183 -56,817 61.87%  收支併列

   違約罰款收入        4,000        1,789 -2,211 44.73%

   雜項收入       36,000        7,554 -28,446 20.98%  收支併列

成本與費用總計    5,715,123   3,769,642 -1,945,481 65.96%

 業務成本與費用    5,457,173    3,618,717 -1,838,456 66.3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2,758,694    1,788,269 -970,425 64.82%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351,554千元

   建教合作成本    2,058,000    1,427,904 -630,096 69.38%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162,267千元

   推廣教育成本       44,500       20,698 -23,802 46.51%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247千元

   學生公費及獎勵金      285,275      166,614 -118,661 58.40%
 內含受贈款及教育部等政府補助之

獎助學金71,883千元

   管理及總務費用      285,904      204,737 -81,167 71.61%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32,892千元

   雜項業務費用       24,800       10,495 -14,305 42.32%  招生相關支出

 業務外費用      257,950     150,925 -    107,025 58.51%

   雜項費用      257,950      150,925 -107,025 58.51% 含財產折舊攤銷及短絀45,057千元

賸餘(短絀-) -    375,256 -   236,376 138,880 62.99%
 未涉及現金支出之財產折舊及攤銷

共計592,017千元

說明：本表實際數欄內之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受贈收入及部分專款專用之場地雜項收入等科目均以實際

支用數認列收入，有差異部分係用於資產購置(截至8月底止建教、推廣、受贈、場地及雜項收入等購置設

備及軟體等197,818千元)。

   國立交通大學校務基金

 收支餘絀明細表
                             105年1月1日至8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科     目  本年度預算數

 截  至  本  月  止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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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5年8月止

預算科目及計畫

 可用預算數

(含保留數)

﹝A﹞

 截至8月底

累計預算分

配數﹝B﹞

 截至8月底

止實際執行

數

 (含應付未

付數) ﹝C﹞

執行率

﹝C﹞/﹝B﹞

達成率

﹝C﹞/﹝A﹞

尚未執行數

(D)=(A)-(C)

土地及土地改良物     8,000     2,000     1,672 83.60% 20.90% 6,328

光復校區西區校地基礎

建設工程
      2,500         900         364 40.44% 14.56% 2,136

校區開發基礎建設工程       5,500       1,100       1,308 118.90% 23.78% 4,192

房屋建築 355,445   202,000   261,535   129.47% 73.58% 93,910

研三舍新建工程 155,445    62,000         144,546 233.14% 92.99% 10,899

人社三館新建工程 -          -                   80 #DIV/0! #DIV/0! -80

機車D棚改善工程 -          -                   52 #DIV/0! #DIV/0! -52

南區機車棚新建工程         838 #DIV/0! #DIV/0! -838

前瞻跨領域生醫工程大

樓新建工程
200,000    140,000        116,019 82.87% 58.01% 83,981

其他各項圖儀設備

(含保留)
519,158   240,340      255,654 115.13% 33.75% 263,504

學校經費 222,346    90,000          85,812 95.35% 38.59% 136,534

邁頂及補助計畫 45,152     30,000          25,715 85.72% 56.95% 19,437

自籌收入收支併列計畫 251,660    120,340        144,127 119.77% 57.27% 107,533

合    計 882,603   444,340   518,860   116.77% 58.79% 363,743

 

      單位：新台幣千元

             資本支出執行情形明細表

國立交通大學校務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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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職工獎勵辦法 
                                 72.3.30 第 131 次行政會議通過頒布 

                                                                                     74.1.9 第 141 次行政會議修正 

                                                                                     75.5.21 第 162 次行政會議修正 

                                                                                     77.2.9 第 168 次行政會議修正 

                                                                                     78.3.1 第 184 次行政會議修正 

                                                                                     81.2.19 第 206 次行政會議修正 

                                                                                     89.12.22 89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修

正第 3、4、5、6 條條文 

                                                                                     90.2.16 89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

正第 3 條條文 

                                                                                     95.3.10 94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

正 

                                                                                     100.11.11 100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

修正第 2 條條文 

                                                                                     101.4.13 100 學年度第 25 次行政會議

修正第 2、3、4、6 條條文 

105.3.4 105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 

修正第 2、3、4、5 條條文 

 

第一條    為對本校服務績優之職工予以表揚獎勵，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種類分為服務績優獎、工作勤奮獎。 

服務績優獎適用對象為職員(含學校約用人員)。 

工作勤奮獎適用對象為工友(含技工)、駐衛警察人員。 

服務績優獎、工作勤奮獎每年選拔 1 次，以每 20 人選拔

1 人為原則，工友(含技工)、駐衛警察人員分別計算，各

頒獎狀乙幅、工作酬勞新台幣伍仟元。 

          職員(含學校約用人員)、工友(含技工)、駐衛警察人員所

餘人數未滿 20 人，惟已達 11 人以上者，得增列選拔 1

人。 

第三條    凡在本校任職滿 3年(不含留職停薪年資)之職員（含學校

約用人員）及工友(含技工)、駐衛警察人員、，最近 3年

工作績效卓著且服務品質優良，有具體事蹟者，得依其工

作性質，由各初選單位推薦，填寫績優職工舉薦評鑑表參

加選拔。 

單位可推薦初選期間在職者參加本校績優職工選拔，若決

選時非屆齡退休離職者則不予參加選拔。 

本校各處、院所屬單位及室、館、中心為績優職工之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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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第四條   績優職工之薦選程序如下： 

一、 每年 10 月由人事室函請各初選單位依本辦法辦理績

優職工之舉薦，各獎項至多舉薦 2名。 

二、 初選單位舉薦服務績優人員之名單，由各處院彙整後

進行複選，至多評選 4名，並將舉薦評鑑表送人事室

審查後，提職員評審委員會進行決選。 

三、 初選單位舉薦工作勤奮獎人員之名單，由各處院彙整

後，進行複選，總務處至多評選 3人，其餘處院各以

1人為限，舉薦評鑑表並送事務組審查後，提勞務策

進委員會進行決選。 

四、 無隸屬上級之其他初選單位，其舉薦績優職工之評鑑

表，依獎項別，分別逕送人事室或事務組審查後提會

決選。 

五、 各單位推薦人選，經職員評審委員會(勞務策進委員

會)無記名投票，以得票數高者當選。服務績優獎評

選依本校教學單位、行政單位、各中心人數比例分配

當選名額。 

第五條    各獎項得獎人繼續服務滿 2年後，績效優異者，仍可再次

薦選獲獎。 

第六條    績優職工獎於每年本校公開集會中頒獎。 

獲選人員之優良事蹟登載於本校相關刊物及網頁。 

獲選人員該年度除有特殊情事，年終考績應列為甲等。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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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辦理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第 7 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七、本校服務績優之職工獎勵，係指

經依本校職工獎勵辦法辦理評

選而當選績優職工者，依該辦法

規定之金額予以獎勵。  

    前項獎勵經費由產學合作收入

管理費項下支應。 

七、本校服務績優之職工獎勵，

係指經依本校職工獎勵辦法

辦理評選而當選績優職工

者，每人予以二萬元之獎勵。  

    前項獎勵經費由產學合作收

入管理費項下支應。 

本校績優職工之獎勵

金額原依「國立交通

大學職工獎勵辦法」

第 2條第 4項規定為

2萬元，因該辦法業

修訂獎勵金調整為

5000元，並為避免未

來因為該辦法金額變

動而產生需據以修正

金額，爰修正本條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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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辦理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修正草案 

98年10月9日98學年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10月14日98學年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教育部99年3月16日台高(三)字第0990041741號函同意備查 

102年1月11日101學年第16次行政會議及102年1月18日101學年第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月28日101學年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4月26日101學年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第4次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3月19日103學年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正第一點、

附表一及附表二 

104年11月26日104學年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3月2日104學年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月0日105學年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第0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據「國立交通大學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基準。 

二、依本基準支給之工作酬勞包括以下各款事項： 

    (一)擔任本校功能性主管職務。 

    (二)對本校服務績優之職工予以表揚獎勵。 

    (三)辦理自籌收入業務(不含招生業務)有績效者。 

    (四)協助教師或研究人員辦理自籌收入相關事務者。 

    (五)協助辦理本校各項招生業務有績效者。 

三、本基準適用對象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款適用對象為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專任運動教練與比照教師

之專業技術人員或編制外行政人員。 

(二)第二點第二款及第三款適用對象為編制內職員、擔任行政職務教師、助教、

約用人員、計畫助理、技工、工友、駐衛警及司機等人員。 

(三)第二點第四款適用對象為編制外人員。 

(四)第二點第五款適用對象為協助辦理本校各項招生業務之本校編制內與編制

外人員。 

四、本基準之經費來源為本校自籌收入。但第二點第四款之工作酬勞事項，經費來

源限於教師或研究人員承接政府機關以外單位委託計畫或服務方案相關經費，

及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 

五、本校功能性主管職務，係指為配合推動校務或學術研究水準，經用人單位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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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陳校長核可聘任之，其工作酬勞依本校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酬勞支給標準表

(附表一)支給。 

    前項酬勞經費除經校長核示以他項自籌收入支應之專案外，均由產學合作收入

管理費項下支應。 

六、擔任數個編制內主管職務或功能性主管職務者，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擇一

支領工作酬勞。 

擔任本校編制內主管職務者應優先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已支領編制內主管職務加給者，如同時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不得再另支領功

能性主管工作酬勞。但如功能性主管工作酬勞高於主管職務加給者，得補發其

差額。 

七、本校服務績優之職工獎勵，係指經依本校職工獎勵辦法辦理評選而當選績優職

工者，依該辦法規定之金額予以獎勵。 

    前項獎勵經費由產學合作收入管理費項下支應。 

八、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指下列各款之一： 

(一)年度工作計畫訂有客觀及量化之具體績效指標，辦理成效超越 

目標達成率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執行業務績效卓著，足為楷模者。 

(三)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方案，經採行確具成 

效者。 

(四)執行緊急重要任務迅速圓滿完成，著有績效者。 

(五)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 

產有貢獻者。 

(六)善用民間資源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或規劃業務周密且執行 

得宜，對節省公帑及人力，有具體績效者。 

(七)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理措施，具體開源及節流，績效顯著 

者。 

(八)其他優異行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勵者。 

九、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績效程度支領相關工作酬勞。符合第八點規

定各款任一款績效者，核給點數 1 至 4 點，每月依核給點數支給酬勞。每人每

月支領總額以不超過新台幣八千元為限。但具特殊績效經校長核定者不受前述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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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基準支給之工作酬勞，編制內行政人員每人每月支領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

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其餘行政人員本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以不超

過其本職薪資總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十、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其工作酬勞支領程序及限制如下： 

(一)應由擬支領者之單位主管敘明其績效事蹟，填具申請表(附表二)經工作酬勞

審議小組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始得支領。  

(二)支領工作酬勞之績效評定以一年為單位，於任職滿一年之次年起，依在職之

前一年績效表現評定，經核可每月支領工作酬勞之月份數至多於每年之最末

月止，每年應再行檢視績效依前款程序辦理。 

(三)轉換職務或調整工作內容，未再擔任擬支工作酬勞項目者，自職務變更當月

起，不得再支領原核可之工作酬勞。擬支收入項目經費若短缺，得經工作酬

勞審議小組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後，停止支應工作酬勞。 

十一、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勞審議小組由校長、副校長及校長聘請若干人員組成，

由校長(或指定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於每年十二月召開會議評定績效。各單

位擬支工作酬勞之申請案須於十二月一日前提出。審議小組行政事務由秘書

室辦理。 

     第九點第一項規定之點數折合新台幣金額，由審議小組視每年度經費情形定

之。 

十二、本校各項招生業務績效工作酬勞支給依據本基準及「國立交通大學招生收入

收支管理要點」辦理。 

十三、本校各單位支領工作酬勞情形，應指定專人登錄備查，並經人事室及主計室

共同審核，支領金額不得超過本基準第九點規定上限且支領程序須確實依本基

準第十點規定辦理。若有不符規定情形，經查屬實者，除追還溢領金額外，並

依本校員工獎懲辦法議處。 

十四、本校各相關規章訂如有辦理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勞事宜，其支給標準悉依本

基準辦理。 

十五、本基準經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P8



 

 

 

國立交通大學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酬勞支給標準表 

 

 

 

 

 

職  務  及  單  位   資 格 及 每 月 工 作 酬 勞  備   註 

主管及副主管 

(專案設立之功能性單位) 

教師兼主管 25700 元(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副主管 16000 元(副教授以上) 

約用人員兼 6540 元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經行政會

議或校務會議通過或經校長

核可設立之單位 

副主管(一級行政單位及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教師兼 16000 元（副教授以上） 

       14000 元（助理教授）  

約用人員兼 6540 元 

 本校組織規程所列之一級行

政單位 

副主管 

院、系(學士班)、所(專

班)、學位學程等教學單位 

8000 至 16000 元（副教授以上）  

6000 至 14000 元（助理教授）  

依本校組織規程所設院、系、

所、學位學程等教學單位，經

專案簽奉校長核可以自籌經

費支付工作酬勞之功能性主

管。 

主任(研究中心) 不得超過一級主管加給  一年所領工作酬勞不得超過該

中心當年管理費之20% 

諮詢 5000 至 8000 元  簽奉校長核可者 

組長(一級行政單位、電子

與資訊研究中心及專案

設立之功能性單位) 

教師兼 8440 元 

約用人員兼 6540 元 

本校組織規程所列或行政會

議通過或校務會議通過之單

位組長，且以學校人事費不能

支付者為限。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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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辦理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勞支給申請表 

擬支人員姓名 
人事代號  服務單位  

擬支收入項目 
 

經費代號    

擬支領期間 年   月  至    月 擬月支金額  

近五個月是否 
支領相關工作 
酬勞情形 

 □是； 

   支領每月績效工作酬勞金額      

   經費代號            

   支領每月其他工作酬勞金額      

   經費代號            

   已支領  年  月至  月加班費 

   合計         元 

□否 

擬申請期間每月預計支領其他工作

酬勞加本次擬申請金額合計： 
          元，占專業加給或本職

薪資(           ） 

百分比    。(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工作內容 
及辦理績效 

一、符合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第八點第   款，事蹟如下： 
    (援引符合不同款規定之事蹟，需分項填寫) 
二、符合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第八點第   款，事蹟如下： 

審核情形 
就上述第一項事蹟，核給點數      點。 
就上述第二項事蹟，核給點數      點。 
 

合計點數               
核定支給期間及月支金額： 

                           
擬支人員 
單位主管 
(計畫主持人) 

處、室、 
院級主管 

擬支收入項目 
經費管理單位 

(計畫主持人) 

人事室 
(事務組) 

主計室 秘書室 校長或 
授權代簽人 

 
 
 
 
 
 

 

 
 
 
 
 

 

 
 

  

備註：一、本表於主計室審核後，送秘書室彙提工作酬勞審議小組會議審議，審議及核定情形

由秘書室傳送申請單位。 

二、本表奉核後，申請單位應將影本送主計室始得支領工作酬勞。 

三、請主計室指定人員填具表單編號，依年度分冊保管，俾供查核。 

四、本表單編號： xxx(年度)xxx-xx(單位代碼及支領序號)，xxx(總流水號)  

主計室填具人員簽章：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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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收管理費】

編號 計劃代碼 計畫名稱 計劃主持人 說明

1 Q530 前瞻火箭研究 吳宗信
依簽案10510054570管理費由10%

減收為7%

2 Q873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玉山學術

獎
胡均立

依簽案10510081150管理費由10%

減收為7%

【免收管理費】

編號 計劃代碼 計畫名稱 計劃主持人 說明

1 Q871
財團法人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獎

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計劃
溫瓌岸 依簽案10510057010免收管理費

105年2月至105年8月新增減提/免收管理費清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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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二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 指定用途之受贈收

入，應提撥管理費由學校

統籌運用，提撥比例如

下：  

(一)其用途與產學合作

收入之為專案研究性質

者，應依照本校「產學合

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之

規定辦理。  

(二)發表論文的學術研

討會，除教育部、科技部

補助的部分不扣管理費

外，其他性質及非發表論

文的學術研討會(如短期

講習、授課等)，提列經

費總額之百分之五。  

(三)贊助學生所舉辦之

社團活動、獎助學金、急

難救助用途、講座教授酬

金暨贊助興建館舍之受

贈收入，免予提撥。  

(四)前述各款以外之受

贈收入，以提撥百分之十

為原則，提撥比例如有增

減時，須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決議通過；惟為行

政效率或特殊狀況，得簽

請校長決定增減提撥管

理費比例後，再提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核備。 

二、 指定用途之受贈收

入，應提撥管理費由學校

統籌運用，提撥比例如

下：  

(一)其用途與建教合作

收入之為專案研究性質

者，應依照本校「建教合

作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之

規定辦理。  

(二)發表論文的學術研

討會，除教育部、國科會

補助的部分不扣管理費

外，其他性質及非發表論

文的學術研討會(如短期

講習、授課等)，提列經

費總額之百分之五。  

(三)贊助學生所舉辦之

社團活動、獎助學金、急

難救助用途、講座教授酬

金暨贊助興建館舍之受

贈收入，免予提撥。  

(四)前述各款以外之受

贈收入，以提撥百分之十

為原則，提撥比例如有增

減時，須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決議通過；惟為行

政效率或特殊狀況，得簽

請校長決定增減提撥管

理費比例後，再提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核備。 

配合本校「產學合作收入

收支管理要點」名稱修

訂，修訂本校「受贈收入

收支管理要點」，將「建

教合作收入」修正為「產

學合作收入」，另將「國

科會」修正為「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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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草案) 
 

 原為「國立交通大學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104年3月修正部分條文並變更為「國立交通大學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104年3月19日103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104年11月26日10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  

通過修正部分條文並變更為「國立交通大學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一、 本要點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

之。 

二、 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應提撥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提撥比例如下： 

(一)其用途與 產學 合作收入之為專案研究性質者，應依照本校「產學合作

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發表論文的學術研討會，除教育部、科技部 補助的部分不扣管理費外，

其他性質及非發表論文的學術研討會(如短期講習、授課等)，提列經費

總額之百分之五。 

(三)贊助學生所舉辦之社團活動、獎助學金、急難救助用途、講座教授酬金

暨贊助興建館舍之受贈收入，免予提撥。 

(四)前述各款以外之受贈收入，以提撥百分之十為原則，提撥比例如有增減

時，須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惟為行政效率或特殊狀況，

得簽請校長決定增減提撥管理費比例後，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

備。 

三、受贈收入之運用  

指定用途之受贈，依贈與人之意思為之。受贈單位如有變更受贈用途之需，

應先取得贈與人之同意。未指定用途之受贈及管理費之運用如下： 

(一)訴訟經終局判決後本校應負擔之費用。 

(二)補助因公涉訟律師費用。 

(三)補助教學與研究經費。 

(四)投資國內、外公民營機構。 

(五)補助教師或學生出國費用。 

(六)補助校務發展相關經費及支援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運作相關經費。 

前項第一、第二款支出應檢附法院裁判書並敘明應由受贈收入負擔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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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由，其餘各款支出應依學校相關規定完成校內行政程序後，陳請校長

核定之。 

四、 執行單位應有效執行經費預算，如有超過兩年未動支之情形，其結餘款在

一萬元以下者，結轉至受贈收入統籌運用款；超過一萬元(含)以上者，給予

一年寬限期，若於一年內仍未動支，即結轉至受贈收入統籌運用款。上開

結轉款如屬指定用途，應先取得原捐贈者之同意。 

五、 受贈單位依受贈合約應提交年度經費使用成果報告。 受贈計畫績效管理如

下： 

(一)為有效達成本校指定用途受贈款承諾，由策略發展辦公室(以下簡稱策

略辦公室)負責指定用途受贈款計畫績效管理。 

(二)自合約執行日起，請各指定用途受贈款計畫受贈單位每半年提供「計

畫執行及經費支用進度」送策略辦公室辦理。 

(三)策略辦公室每半年彙整各受贈款計畫之「計畫執行及經費支用進度」

後，併同「指定用途受贈計畫執行進度滿意度調查表」(格式如附件)

寄送捐款單位並副知主計室及受贈單位。 

(四)依「指定用途受贈計畫執行進度滿意度調查表」回覆情形，請受贈單

位就捐款單位所提請需改進意見於一週內答覆，並由策略辦公室於三

十日後再次追蹤查核。 

(五)依捐款單位需求，策略辦公室得安排協調會議，協助合約順利進行。

策略辦公室得請求與計畫內容相關單位參與協調會議，協助計畫順利

進行。 

(六)捐款單位得依執行狀況，於合約期間變更合約內容或執行團隊。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照「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 

理。 

七、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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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指定用途受贈計畫 
執行進度滿意度調查表  

 

 

 

第一部分: 滿意度評量 

項

次 

 很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需
請
改
進 

協
調
會
議 

請
召
開 

不
清
楚 

1 計畫執行進度滿意度 □ □ □ □ □ □ 

2 經費支用進度合適度  □ □ □ □ □ □ 

3 計畫執行團隊配合度 □ □ □ □ □ □ 

4 計畫執行狀況整體滿意度 
□ □ □ □ □ □ 

第二部分: 改進意見提供 (您對於該計畫執行單位/者有何具體建議，請提

供。) 

--------------------------------------------------------------------- 

--------------------------------------------------------------------- 

--------------------------------------------------------------------- 

--------------------------------------------------------------------- 

--------------------------------------------------------------------- 

填表人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                          email:                             

感謝您的指導與配合!! 期待您的持續支持 

策略發展辦公室 連絡電話：03-5712121分機 50055-50057 

感謝       學長長期之支持及贊助，為有效達成本校指定用途受贈款承諾，

謹提供                    (計畫名稱)「計畫執行及經費支用進度」如附，

請撥冗提供對於計畫執行進度之滿意度調查，以提供學校針對指定用途受贈

款計畫進行績效管理。感謝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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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 業務費 工程建築費  

元 元 元

    

 填表人
 經費執行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主計室 秘書室
校長或授

權代簽人

電話: 人事代號:

□特殊提撥比例：百分之 ________ (請檢附核定簽案 ) ；用途： ________________ 

九、□已填附「國立交通大學受贈收入經費運用計畫提醒事項」

八、受贈經費分____期撥款： 第1期___________元，第2期___________元，第3期___________元，第4期 ___________元

4.本表如有事項變更（如：更改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單位移轉等）請重填新表並附原表再循序核章後更換。

2.請檢附核定簽案、受贈合約影本或捐款意願書乙份。未核定事項須簽請核可。

3.請檢附「國立交通大學受贈收入經費運用計畫提醒事項」乙份。

策略發展

辦公室

十、□校內規定提醒：依本校「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四點規定：執行單位應有效執行經費預算，如有超過兩年未

註： 1.受贈計畫核定時，請填附本表一式2份循序核章，1份送交主計室憑管帳務，1份送交策略發展辦公室存查 (執行單位影印留存)。

十一、所屬主管及相關單位核章：

動支之情形，其結餘款在一萬元以下者，結轉至受贈收入統籌運用款；超過一萬元(含)以上者，給予一年寬限期，
若於一年內仍未動支，即結轉至受贈收入統籌運用款。上開結轉如屬指定用途，應先取得原捐贈者之同意。

元

旅運費 設備費

元

□經費撥款不定

一、主計編號： _____________   (新計畫由主計室填)

二、主計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受贈單位依受贈用途具體摘述)

三、捐贈單位類別：□財團法人    □社團組織    □業界廠商    □個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贈經費執行單位： □同上    □不同上  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費總額不定    □各預算科目間可互相流用

四、受贈校內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受贈經費總額____________元，依受贈合約經費分配如下：

六、管理費提撥比率及受贈用途：

         捐贈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執行期限： □ 指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        □不指定

                國立交通大學受贈收入經費運用處理表           105.09.版

□免提撥 ( □贊助學生所舉辦之社團活動、□獎助學金、□急難救助、□興建館舍、□講座教授酬金 ) 

□百分之五 (研討會)   

□百分之十 (其他與捐款計畫相關行政、教學等支出)

□依照本校「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規定：百分之 ________ (專案研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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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第 5 點第 2款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五、 (二)推廣教育課程經費以有剩餘

為原則。結餘款得累積並延至次

一年度繼續使用，或於課程結束

二個月內，申請轉入主辦單位管

理費，支援相關教學、研究經費。

三年內 不再續開班者，應於新學

期開始三個月內，將結餘款轉入

主辦單位管理費；逾期未處理

者，則全數納入推廣教育管理費。 

五、 (二)推廣教育課程經費以有

剩餘為原則。結餘款得累積

並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

用，或於課程結束二個月

內，申請轉入主辦單位管理

費，支援相關教學、研究經

費。不再續開班者，應於新

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將結餘

款轉入主辦單位管理費；逾

期未處理者，則全數納入推

廣教育管理費。 

明確定義不再續開

班期間為三年內不

再續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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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原為「國立交通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 

104年 3月修正部份條文並變更為「國立交通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 

104年 3月 19日 103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104年 11月 26日 10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105年 5月 26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通過修訂 

 
一、本要點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訂定之。 

二、各推廣教育課程培訓計畫主持人，應依所需人事費、設備費、服務費（業務費）及管理費等項編

列經費預算表，經各系所主管、院長、中心主任同意，簽會推廣教育中心，人事室及主計室

審核並依本校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代為決行。 

三、管理費及場地費之編列與分配規範如下：  

(一)本校自辦之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課程，其行政管理費及場地費收取準則如下：  
1. 學校收取總收入之百分之十為一般行政管理費（學分班加收百分之五），及百分之五為

推廣教育管理費。此項提撥由學校統籌運用，不再分配予院、系、所、中心等單位。 
2. 學院收取總收入之百分之五為行政管理費，另主辦單位（院、系所或中心）得編列總

收入之百分之五或以上之行政管理費。 
3. 使用校內之教室或實驗室（不含設備租用）等教學場所其場地費根據使用時間統計，

以每小時四百元計算，或以總收入之百分之十核計；場地費之百分之五十分配給學校

支付水電費用及校園各場地維修費用，百分之五十分配給該場地管理單位。 
4. 特殊場地費用，則依校定之相關辦法處理。 

(二)計入學校專任教師正式授課鐘點或由學校人事費支付鐘點之兼任教師所開設之課程，若招收

隨班附讀學員，其學分費收入之百分之七十納入一般管理費及推廣教育管理費，百分之廿

五為主辦單位管理費，百分之五為學院管理費；約聘教師之薪資由開班單位自行籌措者，

其授課所收入之隨班附讀學分費比照本條第一項辦理。 
(三)由在職專班支付鐘點費所開設之課程，若招收隨班附讀學員，其行政管理費及場地費之編列

與分配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惟隨班附讀人數五名（含）以下之課程，場地費得依該課

程收入之百分之五編列。 
(四)政府機構委託辦理之推廣教育課程，若因委辦單位依法對補助款之管理費編列低於本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規定者，依其規定，但應優先撥列學校一般管理費及推廣教育管理費；另

約定相對自籌學費部份之行政管理費原則上應達該收入之百分之十五，並優先撥列學校一

般管理費及推廣教育管理費。場地費之編列與分配仍依本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五)因專案辦理或非營利之服務性質課程等，其管理費若有提撥不足情形，應依行政程序簽核憑

辦。 
四、參與推廣教育工作有關人員之酬勞規範如下： 

(一) 教師鐘點費（含講義編撰費等）比照教育部教師鐘點費之五倍為上限。 

(二) 本校專任教師開授推廣教育課程，應先滿足部定基本授課時數；若未滿足部定基本授課時

數，不得支領推廣教育課程鐘點費。 

(三)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以支領一門課（或總時數五十四小時）之鐘點費為限；任課教師在不影

響正規教學及研究品質下，經相關學院院長同意者，得不受此限。 

(四) 擔任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授課教師，若不支領鐘點費，其授課時數可計入該教師之授課鐘點。 

(五) 計入學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鐘點或由學校人事費支付鐘點之兼任教師所開設之課程，若招收

隨班附讀學員，該專/兼任教師不得支領本條第一項所示之費用。 

(六) 推廣教育學分班與在職專班混班上課者，其授課教師之鐘點費（含講義編撰費等）應於學分

班與在職專班兩者間擇一編列。 

(七) 主持人同一時期以主持兩個推廣教育班次為原則，其合計工作費以不超過系所主管加給為

準，領取工作費期間不得超過該課程授課期間。如與委託辦理單位訂有相關協議者，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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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協議。 

(八) 為因應課程規劃及業務推動需要，招生人數每超過 70名以上得編列一位協同主持人酬勞，

其每位總支出以不超過主持人之酬勞為限；招生人數超過 30名以上得編列委員規劃費，委

員人數依該課程專業性質決定，每一期以一整筆一次支出為原則，每位委員每期之報支以

一萬元為上限。如與委託辦理單位訂有相關協議者，則從其協議。 

(九) 研究人員得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酬勞規範。 

(十) 專任助理比照本校約用人員相關規定辦理；委訓計畫依合約內容規定辦理。 

(十一) 須為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或支援辦理有績效者，方得支給人事費用。支給之比率上限，由

推廣教育之管理單位進行內部控管，支給酬勞總額以不超過推廣教育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

十為限。超過前述原則時，得依行政程序專案核准。 

(十二)演講費：授課期間如邀請校外人士演講，其演講費以該推廣教育課程鐘點費標準為原則，

特殊案例則應簽請教務長同意。另原授課教師不得再支領鐘點費，但得支領主持費，其標

準以鐘點費的百分之三十為上限。如原授課教師未有主持該演講之事實，不得發給主持費。 

(十三)校外人士應邀發表演講等課程活動，其車馬費依本校外聘演講之交通費支給標準辦理；

外聘兼任教師亦得依前述標準編列車馬費。 

(十四)學生兼任推廣教育班次助理之酬勞，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支給標準表」；學生工讀工作費比照學校工讀生之標準。 

(十五)其他特殊人事相關費用得另案簽准。 

五、預算執行與結餘款規範如下： 

(一)各推廣教育課程收入，應納入校務基金，其帳務處理及經費收支由主計室及出納組協辦之。 

(二)推廣教育課程經費以有剩餘為原則。結餘款得累積並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用，或於課程結

束二個月內，申請轉入主辦單位管理費，支援相關教學、研究經費。三年內 不再續開班者，

應於新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將結餘款轉入主辦單位管理費；逾期未處理者，則全數納入推

廣教育管理費。 

六、管理費之運用 

(一)推廣教育提列或其結餘轉列之各項管理費之運用範圍如下： 

1. 支援辦理行政業務之約用人員薪津及協辦人員工作酬勞。 

2. 支援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運作相關經費。 

3. 支援推廣教育及遠距教學之軟硬體及業務相關費用。 
4. 支援水電瓦斯費用、相關維護安全衛生環保費用及辦公室用具、餐費、消耗品等事務

性費用。 

5. 支援教師與學生參與國際學術合作、出國研習、考察、參加研討會、進修經費。 

6. 支應教學、研究優良教師獎勵金、服務績優員工獎勵金。 

7. 支應員工提升服務相關訓練經費。 

8. 支應圖書館購置圖書期刊經費。 

9. 辦理推廣宣傳活動業務檢討會、年終餐會或依學校規定辦理之文康活動（含藝文活動、

康樂活動及自強活動）相關支出，年終餐會與自強活動每年以一次為限。 

10.支應因配合學校發展政策而專案簽准者。 

(二)上述人事費支給應符合本要點第四條相關項次之規範。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照「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八、本要點經推廣教育委員會議訂定，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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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社三館公共藝術 總務處/校規組     1,885,487 法令要求

二 人社三館搬遷工程勞務費 總務處/營繕組       960,000

三 新建工程驗收減價項目裝修工程費 總務處/營繕組     4,200,000
人社三館新建工程減價

收受項目後續改善施工

四 週邊排水及景觀 總務處/營繕組       900,000

五 網路工程 資訊中心     3,000,000 資訊中心預估

六 電話及交換機
各使用單位/事

務組
      400,000

七 OA辦公設備及傢俱
各使用單位/購

運組
    7,000,000 人社院預估

八 窗簾、指標標誌、門禁系統
各使用單位/事

務組

(1) 窗簾       300,000

(2) 門禁系統
各使用單位/駐

警隊
      800,000

(3) 指標系統       200,000

九 各單位搬遷費
各使用單位/購

運組
      900,000

十 陽露臺風雨門窗工程 營繕組     3,000,000

總計    23,545,487

 備註

人社三館搬遷經費彙整表

國立交通大學

項次 工作執行項目 承辦單位  預計經費(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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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出國旅費支應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七條訂定本要點。 

一、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六條訂定本要點。 

配合「國立交通大學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辦法」修正，爰修正本要

點之法源依據。 

 

二、出國經費來源：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

收入。 

二、出國經費來源：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五項

自籌收入。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辦法」第二條之規定，現

行已非五項自籌收入，爰

刪除文字。 

三、出國類別： 

(一)教師及研究人員出國參加

國際會議。 

(二)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

發表論文及參加國際學術

競賽。 

(三)教職員工生因教學研究或

校務發展需要出國開會、參

訪考察、訓練進修及實驗研

究等。 

三、出國類別： 

(一)教師及 編制內 研究人員出

國參加國際會議。 

(二)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

發表論文及參加國際學術

競賽。 

(三)教職員工生因教學研究或

校務發展需要出國開會、參

訪考察、訓練進修及實驗研

究等。 

放寬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進用之研究人員適用規

定，刪除「編制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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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出國旅費支應要點(草案)  

95 年 1 月 9 日 94 學年度第四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95 年 2 月 10 日 94 學年度第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3 月 10 日 94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95 年 5 月 25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500071925 號同意備查 

104 年 2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3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二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七條訂定本要點。 

二、 出國經費來源：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三、 出國類別： 

（一）教師及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二）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參加國際學術競賽。 

（三）教職員工生因教學研究或校務發展需要出國開會、參訪考察、訓練進修及

實驗研究等。 

四、 出國旅費報銷方式： 

（一） 科技部等政府機構計畫執行期間支應之出國旅費依其規定辦理。 

（二）其餘經費支應之出國旅費，依據行政院頒「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辦理。 

（三）出國前應以本校出國申請單呈報核准。 

五、 本要點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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