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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交通大學 98 學年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錄 

時間：98 年 10 月 14 日 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圖書資訊大樓 8 樓第 1 會議室 

主席：吳校長 

出席：李嘉晃執行長、林進燈委員、傅恒霖委員(廖威彰副學生事務長代理)、

曾仁杰委員、李鎮宜委員、張靄珠委員、葉甫文委員、蘇育德委員、傅

武雄委員(請假)、林珊如委員、韓復華委員(請假)、林志潔委員、汪大

暉委員 

紀錄：陳家榆 

列席：陳加再主任、劉富正隊長(郭自強小隊長代理)、溫淑芬、翁麗羨組長、

楊淨棻組長、劉素梅、李莉瑩組長、楊明幸組長、何俞萱、學聯會代表

徐晨皓。 

甲、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二、 執行長報告： 

三、 會計室報告：請參閱報告 P7~8 及附件 P10~22 

四、秘書室報告：請參閱報告 P8~9 

 

附帶決議：請總務處研議本校停車單據加註違規情事相關罰則，俾使進入本校

洽公等臨時停車以為準據。 

                                                                       

乙、 討論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擔任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之法人代表(任期自 98
年 6 月 10 日至 101 年 6 月 9 日止)，擬由資工系林一平教授兼資訊學院

院長擔任，請  審議。（人事室提）（附件 P23~35） 
  

說明： 

一、 依教育部 94 年 9 月 14 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 號函規定： 「學

校擔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須負公司經營管理或監督之法律責任，

另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對指定自然人代表行使

職務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為求審慎，請將

已擔任或同意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事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

務會議，嗣後若擬同意擔任其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宜經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為之。」(附件 P23) 
二、 查林院長目前登錄之兼職計有：台中市明德女子高級中學董事會第

14 屆董事(無給職)、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民間諮詢委

員會第 4 屆委員（無給職）及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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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兼職。 
三、 次查本校與該公司簽訂之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合約書中，已明訂

各方之權利與義務，且法人代表應盡善良管理人之義務，就受委任

事項執行業務，另學術回饋金應納入校務基金運用，並為本校法人

代表投保責任險（附件 P24~25）。 
四、 本案業經資工系教評會及資訊學院院長審核通過在案（附件

P26~35）。 
                                                    

決議：原則通過，惟請人事室確認是否與「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二項：「不得充任獨立董事之相關規定」牴觸。 

附帶決議： 

1. 本校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等，簽訂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合

約書前，除須先行確認是否已為本校法人代表投保責任險，以保障

本校之權利外，另應確認本校擔任職務之相關職稱，以釐相關權利

義務。 

2. 有關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等所獲之董監酬勞依規定撥入本校

校務基金運用，即無要求學術回饋金之必要。 

3. 另學術回饋金依教育部 98 年 6 月 17 日修正「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

師兼職處理則」每年不得少於兼職教師 1 個月在學校支領之薪給總

額，請研發處及人事室於本校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簽訂合約

前須加以確認。 

 
案由二：有關本校擔任聯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5 屆董事之法人代表(任期自 98

年 6 月 10 日至 101 年 6 月 9 日止)，擬由電控系林進燈教授兼教務長擔

任，請  審議 。（人事室提）（附件 P36~43） 
  
說明： 

  一、依教育部 94 年 9 月 14 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 號函規定：   「學

校擔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須負公司經營管理或監督之法律責任，另依

公司法第 27 條第 4項規定，政府或法人對指定自然人代表行使職務之

代表權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為求審慎，請將已擔任或同

意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事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嗣後若

擬同意擔任其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宜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通過後為之。」（附件 P36）  
 二、查林教務長目前登錄之兼職計有：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金會第五屆董

事(無給職)1 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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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查本校與該公司簽訂之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合約書中，已明訂各

方之權利與義務，且法人代表應盡善良管理人之義務，就受委任事項執

行業務，另學術回饋金應納入校務基金運用，並為本校法人代表投保責

任險（附件 P37~38）。 

 四、本案業經電控系教評會及電機學院院長審核通過在案（附件 P39~43）。 
  

 

  

決議：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1. 本校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等，簽訂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合

約書前，除須先行確認是否已為本校法人代表投保責任險，以保障

本校之權利外，另應確認本校擔任職務之相關職稱，以釐相關權利

義務。 

2. 有關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等所獲之董監酬勞依規定撥入本校

校務基金運用，即無要求學術回饋金之必要。 

3. 另學術回饋金依教育部 98 年 6 月 17 日修正「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

師兼職處理則」每年不得少於兼職教師 1 個月在學校支領之薪給總

額，請研發處及人事室於本校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簽訂合約

前須加以確認。 
 

 

 

案由三：有關本校擔任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法人代表(任期自 98 年 6
月 19 日至 101 年 6 月 18 日止)，擬由電子系(所)周景揚教授擔任，請  審
議 。（人事室提）（附件 P44~50） 

說明： 

       一、依教育部 94 年 9 月 14 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 號函規定：   「學

校擔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須負公司經營管理或監督之法律責任，另依

公司法第 27 條第 4項規定，政府或法人對指定自然人代表行使職務之

代表權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為求審慎，請將已擔任或同

意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事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嗣後若

擬同意擔任其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宜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通過後為之。」(附件 P44) 
       二、查周教授目前登錄之兼職計有：財團法人進步基金會董事(無給職)、 及

司法院專利行政訴訟事件諮詢小組諮詢委員（無給職）等 2 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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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查本校與該公司簽訂之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合約書中，已明訂各

方之權利與義務，且法人代表應盡善良管理人之義務，就受委任事項執

行業務，另學術回饋金應納入校務基金運用，並為本校法人代表投保責

任險（附件 P45~46）。  

       四、本案業經電子系(所)教評會及電機學院院長審核通過在案（附件

P47~50）。 
    

 

決議：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1. 本校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等，簽訂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合

約書前，除須先行確認是否已為本校法人代表投保責任險，以保障

本校之權利外，另應確認本校擔任職務之相關職稱，以釐相關權利

義務。 

2. 有關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等所獲之董監酬勞依規定撥入本校

校務基金運用，即無要求學術回饋金之必要。 

3. 另學術回饋金依教育部 98 年 6 月 17 日修正「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

師兼職處理則」每年不得少於兼職教師 1 個月在學校支領之薪給總

額，請研發處及人事室於本校擔任各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簽訂合約

前須加以確認。 
  
 
 
案由四：總務處自籌經費『F497 臨時停車費用』項下透支經費調整案， 

        請 討論。（總務處提）（附件 P51~58） 
 

說明： 

一、依 98 年 4 月 28 日『國立交通大學總務處自籌經費(交通基金)透支檢

討會』會議記錄(附件 P51~P55)及 98 年 5 月 15 日經費透支簽案 (附

件 P56~58)辦理 。 

二、交通基金截至 98.07.06 已嚴重透支約 940 萬餘元，擬請同意將 89~93

年度溢提之管理費約 710 萬餘元歸墊回『F497 臨時停車費用』。   

三、交通基金每年透支約 230 萬元，總務處已針對人事費用實施節流措施，

但每年仍將透支 90 萬餘元，擬再研礙其他節流方案，以達到收支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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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1. 校外各公司團體於本校辦理大型活動，活動期間之停車，請總務處

研議相關費用收取配套措施，以維護本校校園環境及停車秩序。 

2. 「F497 臨時停車證收入」所聘請之人力，請總務處及相關單位檢討

各該人員歸建其他計畫。 

3. 本案另請召開協調會議，檢討本計畫中長期經費收支，以為弭平虧

損，並達專款專用目標。 

 
 
 
案由五：訂定本校「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案，請討論。(秘書

室提) （附件 P59~63） 

 

說明： 

   一、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

(附件 P59)辦理。 

   二、上開辦法第八條略為：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行政人員工作

酬勞支應原則應明定於收支管理規定，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第九條略為：支應辦理該收入業務有績效之

行政人員工作酬勞，每月給與總額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六十為

限；其支給基準，由學校定之。 

   三、審計部前審核本校校務基金決算情形，核有意見為：本校未訂定行政

人員辦理五項自籌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及基準，逕行發給工作酬勞，亟

待改進。 

   四、經調查本校現行以五項自籌收入支應工作酬勞情形略為：支領金額以

330 元至 25,200 元不等，支領程序係由各單位以簽案奉校長核可或經

該項收入管理單位一級主管核可；此由各自籌收入單位簽辦其單位工

作人員每月津貼之方式由來已久，其性質為每月津貼，非績效酬勞，

且各單位自行簽辦津貼，無統一之標準，部分人員每月津貼金額甚且

高於主管職務加給，實有未妥，亟待通盤改善。 
   五、上開管監辦法及本校五項自籌收入相關規定：約用人員工作酬勞每月

不得超出薪資 1/3，編制內職員不得超出其專業加給 60%。惟除上述

已發現支領金額每月超出 20,000 元者外，本校現行尚有各項工作酬

勞由各單位自行造冊，若有同一人支領多項計畫酬勞但分次造冊致支

領總額未符規定情形，無控管機制，均未符前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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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綜上所述，爰研擬工作酬勞支應原則適用對象、績效項目、酬勞金額

上限、支領程序及控管檢核機制等相關規定，並建請人事室及會計

室，共商建置審核各類人員支領工作酬勞金額之帳務系統，落實執

行，俾符規定。 
     七、本案業經本校 98年 10 月 9 日召開之 98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通過。 

八、檢附本校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草案逐點說明表及草案

全文(附件 P60~63)。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修正提案條文之部分文字如下。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名稱 

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

(加給)支應原則 

名稱 

國立交通大學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

支應原則 

第二點 

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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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 

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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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 

本原則之經費來源為本校建教合作收入、

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推廣教育

收入及投資取得收益等五項自籌收入之管

理費。 

第三點 

本原則之經費來源為本校建教合作收入、

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推廣教育

收入及投資取得收益等五項自籌收入。 

第五點 

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績

效程度支領相關工作酬勞(加給)；惟編制

內人員每人每月支領總額以不超過其專業

加給百分之六十、其餘人員以不超過其本

職薪資百分之三十為限。 

第五點 

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績

效程度支領相關工作酬勞；惟編制內人員

每人每月支領總額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

百分之六十、其餘人員以不超過其本職薪

資百分之三十為限。 

第六點第1項 

本原則所稱工作酬勞(加給)支領程序及限

制如下： 

第六點第1項 

本原則所稱工作酬勞支領程序及限制如

下： 

第六點第1款 

應敘明績效事蹟，經單位相關審議委員會

或小組評定，並送擬支項目之收支管理單

位通過始得支領。 

第六點第1款 

應敘明績效事蹟，經單位相關委員會評

定，並送擬支項目之收支管理單位通過始

得支領。 

第六點第2款 

支領工作酬勞(加給)之績效評定以學年度

為單位，經核可每月支領工作酬勞(加給)

之月份數至該學年度止，每學年度應再行

檢視績效依前款程序辦理。 

第六點第2款 

支領工作酬勞之績效評定以學年度為單

位，經核可每月支領工作酬勞之月份數至

該學年度止，每學年度應再行檢視績效依

前款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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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第六點第3款 

轉換職務或調整工作內容，未再擔任擬支

工作酬勞(加給)項目者，自職務變更當月

起，不得再支領原核可之工作酬勞(加

給)。擬支收入項目經費若短缺，得經該收

支管理單位通過後，停止支應工作酬勞(加

給)。 

第六點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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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該收支管理單位通過

後，停止支應工作酬勞。 

第七點 

本校各單位支領工作酬勞(加給)情形，應

指定專人登錄備查，並經人事室及會計室

共同審核；支領金額不得超過本原則第五

點規定上限且支領程序須確實依本原則第

六點規定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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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點 

本校各單位支領工作酬勞情形，應指定專

人登錄備查，並經人事室及會計室共同審

核；支領金額不得超過本原則第五點規定

上限且支領程序須確實依本原則第六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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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點 

本校各相關辦法如訂有辦理五項自籌收入

績效工作酬勞(加給)事宜，其支給標準悉

依本原則辦理。 

第八點 

本校各相關辦法如訂有辦理五項自籌收入

績效工作酬勞事宜，其支給標準悉依本原

則辦理。 

  

 

案由六：本校五項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中，「建教合作之收支管理辦法」第七

條修正、「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收支要點」第三條及第四條修正、「推

廣教育收支管理辦法」第四條、第六條修正及「捐贈收入收支管理辦

法」第七條修正案，請討論。(秘書室提) （附件 P64~92） 
   
說明： 

一、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

教育部 98年 3月 6日台高(三)字第 0980036079 號函及本校 97學年度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3次會議決議辦理。 

二、上開辦法第八條第一款及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中，有關「編制內教師」

之文字，均修正為「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教育部函示說明：本校

若欲支給編制內研究人員本薪(年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需於五項

自籌收支管理規定明訂並經教育部備查後，始得支給。(附件 P64-70) 

三、本案經 98 年 4 月 20 日召開之 97 學年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3次會

議決議，同意明訂編制內研究人員得比照編制內教師支領之相關規

定，並請各項收入管理單位依會議決議修正各該收支管理辦法。(附件

P71) 

四、案由所列三項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包含四件辦法(要點)，係因建教

合作收支管理辦法，亦同時修正其子法「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收支要

點」，另場地設備管理及投資取得收益收支管理等二項辦法，經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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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表示毋需修正。 

五、有關前述「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收支要點」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

說明： 

（一）因應實際作業需求並釐清疑義，於第三條第二款增訂文字。 

 （二）依審計部 98 年 3 月 9 日台審部教字第 0981000694 號函查核本校訂

定之「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審核事

項略以：「未依規定報部備查，逕行支給編制內外教師及行政人員下

列各項工作費，列支不符 5 項自籌收支管理辦法運用範圍之工作酬

勞費」(附件 P72-73)，爰增訂第四條第四款條文。 

  (三) 依教育部 98年 7月 13 日台會(一)字第 0980116989B 號函略以，「…

行政管理費係為支應計畫執行所需之間接費用，學校不得以計畫所提

撥之管理費作為交際應酬、贈款等之支出(例如禮金、贈品、禮卷及

餐費等)」(附件 P74-76)，爰修正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十五款文字，並

刪除第十六款。 

六、檢附案由所列三項自籌收入、共四件收支管理辦法(要點)條文修正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P77-92)。 

七、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附

件 P66-70)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修正提案條文之部分文字如下。 

     
修正法規名稱：國立交通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收支要點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備註 

第三條第一款 

一、國科會計畫管理費，於提撥智權專

款及帳務行政管理費後，學校分配比例

百分之六十，院系所（中心）分配比例

百分之四十。 

第三條第一款 

一、國科會計畫管理費，學校分配比例

百分之六十，院系所（中心）分配比例

百分之四十。 

 

第四條第一項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收入為支應

計畫執行所需之間接費用。支出除依建

教合作機構及委辦機關之規定或契約

辦理外，得應用於下列用途，其範圍如

下： 

第四條第一項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收入為支應

計畫執行所需之間接費用，不得作為交

際應酬、贈款等支出。支出除依建教合

作機構之規定或契約辦理外，得應用於

下列用途，其優先順序如下：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四、支援辦理建教合作業務有績效之教

師及研究人員或行政人員，得依本校

「功能性主管職務加給支應原則」支給

酬勞。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四、支援辦理建教合作業務有績效之編

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得依本校「任務

編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支給酬

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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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備註 

第四條第一項第十六款 

十六、致贈單位同仁年節禮品或離職同

仁紀念品費用。 

 

第四條第一項第十六款 

十六、致贈單位同仁年節禮品或離職同

仁紀念品費用。 

 

原刪除第

四條第一

項第十六

款改保

留。 

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七款 

十七、其他因推動學術研究發展計畫所

為之必要支出。 

 

第四條第一項第十六款 

十六、其他因推動學術研究發展計畫所

為之必要支出。 

修改款

次。 

第四條第二項 

依「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所撥經費(含管

理費)不得用作慰勞或餽贈性質之支

出，亦不得用作交際應酬費用(因研究

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而逾用餐時間所提

供之餐點除外)、罰款、贈款、捐款及

各種私人用款等開支。又依「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理作業規

定」，計畫經費不得用作交際應酬費

用、贈款及各種私人用款等開支。請依

其規定辦理。 

 

 新增第四

條第二項 

  
 
 
修正法規名稱：國立交通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辦法修訂對照表：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備註 

第四條  參與推廣教育工作有關人員

之酬勞規範如下： 

擬於第四條第八款後面增列 

九、編制內研究人員得比照本校專任教

師之酬勞規範。 

十二、國外差旅費依行政院頒佈之「國

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編列，以課

程學年總收入之百分之十為上限，並需

事先提報支出概算給學校。 

第四條  參與推廣教育工作有關人員

之酬勞規範如下： 

 

 

 

十二、國外差旅費依行政院頒佈之「國

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編列，以課

程學年總收入之百分之十為上限，並需

事先提報支出概算給學校。 

1.依祕書

室 98.5.7

交大秘字

第

098100459

0通知函擬

於第八款

後面增列。

2.為增加

運用彈

性，修訂有

關國外差

旅費運用

取消百分

之十上限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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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備註 

第六條管理費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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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援辦理推廣教育行政業務之約

用人員薪津及協辦人員工作酬勞。 

 

(三) 支援推廣教育及遠距教學之軟

硬體及業務宣傳相關費用。 

（四）支援水電瓦斯費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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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於第六條第八款後面增列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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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致贈單位同仁年節禮品或離職同

仁紀念品費用。 

第六條管理費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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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援辦理推廣教育業務之約用人

員薪津及協辦人員工作酬勞。 

 

(三) 支援推廣教育及遠距教學之軟

硬體及業務宣傳費用。 

（四）支援水電瓦斯費用及相關維護安

全衛生環保費用。 

 

1.改為支

援辦理行

政業務，增

加運用彈

性。 

 

2.改為業

務相關費

用，增加運

用彈性。 

 

3.為符合

實際現

況，並參考

建教合作

計畫管理

費收支要

點，修訂第

四款內容

並於第八

款後面增

訂第九及

第十款劃

底線項目。

  

 

 
 

案由七：「建教收入工作酬勞支給要點」草案，請 討論。 (研發處提)（附件 93-101） 
 
說明： 
    一、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及教育部來函辦理。 
    二、本辦法經 97 學年第 5 次常務會議通過。 
    三、本辦法通過後，「交通大學建教工作補助費支應原則」立即廢止。 
    四、附件： 
       1. 「國立交通大學建教收入工作酬勞支給要點」(草案)（附件 P93-94） 
       2. 「交通大學建教工作補助費支應原則」（附件 P95 ） 
       3. 「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附件 P96-101）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修正提案條文之部分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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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備註 

國立交通大學建教收入工作酬勞

支給標準 

國立交通大學建教收入工作酬勞

支給要點 

條文名稱修正 

一、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管理及監督辦法」及本校「辦理五

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規

定，核支辦理建教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行政人員工作酬勞，特訂定本要

點。 

一、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

金管理及監督辦法」規定，核支

辦理建教收入業務有績效之行政

人員工作酬勞，特訂定本要點。 

新增本校「辦理五

項自籌收入工作酬

勞支應原則」作為

法源 

  
 

 

丙、臨時動議： 

案由：「國立交通大學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酬勞支應原則」草案，請審議。（研 

發處提） 
 

說明： 

一、 依據 98 年 10 月 9 日 98 年第 4 次行政會議決議作成修正，草擬條列

本給原則，詳請參考條文修正對照表，詳見附件第 1-3 頁。 

二、 依據教育部 98年 4月 3日台會(一)第 0980053625A 號來函(詳見附件

第 8-11 貢)辦理，通過後將送教育部核備。原「國立交通大學任務編

組單位人員工作費支給原則」於教育部同意核備後廢止，詳見附件第

4 頁。 

三、 本案通過後，建詳同步修正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收支要點」第

四條第四項條文，詳見附件第 5-7 頁。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修正提案條文之部分文字如下。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備註（條、項、款）

國立交通大學功能性主管職務加

給支應原則 
國立交通大學功能性主管職務工

作酬勞支應原則 
名稱修訂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為配合推動校務或提

升學術研究水準，得聘請本校編制

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或行政人員擔

(兼)任功能性單位主管職務。實際

負有領導指揮監督及推展業務職

責者，得於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

項下支給主管工作酬勞。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為配合推動校務或提

升學術研究水準，得聘請本校編

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或行政人員

擔(兼)任功能性單位主管職務。

實際負有領導指揮監督及推展業

務職責者，得於五項自籌收入及

學雜費項下支給主管工作酬勞。 

刪除「編制內」及

兼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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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原 提 案 條 文 備註（條、項、款）

第四條第一項 
擔(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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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第一項 
擔(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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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第四條第一項

兼任文字 

第五條 
於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項下支

領之工作酬勞，編制內人員每人每

月支領總額不得超過其學術研究

費或專業加給百分之六十，其餘人

員不得超過其本職薪資百分之三

十。 
 
 
 
本校各單位支領工作酬勞情形，應

指定專人登錄備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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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於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項下支

領之工作酬勞，編制內教師及研

究人員每人每月支領總額不得超

過其學術研究費百分之六十，編

制內人員每人每月支領總額不得

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六十、其

餘人員不得超過其本職薪資百分

之三十。 

增列第五條第二項

  
 

丁、散會 中午十二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