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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系統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 10月 18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 

二、 地點：中央聯合大樓南棟 18樓第 5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 教育部人員致詞：略 

五、 各校發言意見及回應：詳附表(含當日各校提供之發言條及會後回傳意見) 

六、 總結：本部將參酌各校發言及建議，再予研議修正 109年度表冊之定義。 

七、 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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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系統說明會 

各校發言意見及本部回應說明 

一、 補助指標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1 中華大學 說明會 學術自律 

新增指標內容其一為專責的學術倫理辦

公室或委員會，所謂「專責」之意思是

指？若學校因接受教師之學術倫理檢舉

事項而召開倫理委員會，算不算專責？ 

所謂「專責」係指針對包括學術倫理之推動

與學術倫理案件之處理，學校應要有一單位

專門負責，而非案件發生才臨時組織，若學

校因接受檢舉事項而召開倫理委員會，該部

分非屬原本政策立意，故不得認列。 

2 
中國文化

大學 
說明會 學術自律 

學術自律若含學術倫理或研究倫理，能

否把兩者合併為學術研究倫理辦公室？ 

若學校是指人體研究法的部分，即請學校遵

守該法的標準程序，獎補助所謂學術倫理是

指研究誠信的部分，此處無須為此成立兩個

辦公室。 

3 元智大學 說明會 

學生宿舍

床位供給

情形 

1. 「學生 2.日間學制學生來源統計表」

之總計欄位是由系統產出，請問同縣

市與外縣市人數欄位是否同樣由系

統匯入讓學校檢視？ 

2. 判斷學生屬於外縣市或同縣市之依

據？ 

1. 外縣市與同縣市之日間學制學生人數由

105至 108學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資料

庫」【學 22.日間學制學士班(含副學士)

一年級入學新生來源統計表】匯入。但

因校庫此表冊未列計博士班、碩士班日

間學制與修退轉學之學生，尚須請學校

檢視並填報實際人數。（請參閱會後寄送

之手冊第 83頁，填表說明第 3點） 

2. 判斷依據請依學校系統所登錄之學生戶

籍地為基準與學校相同者填報同縣市，

相異者，則填報於外縣市之欄位。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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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4 
高雄醫學

大學 
說明會 

學生宿舍

床位供給

情形 

學生 2.表冊填表說明第 2點「縣市之認

定請依照 108年 10月 15日學校所在地

及學生戶籍地為基準…」，此說明是否嚴

格規範學校填報之全校學生戶籍所在地

為 108年 10月 15日當天資料？各校填

報資料均以填報日學校全校學生之學籍

檔資料為準，若要精確填報當天每個學

生戶籍資料恐有困難，建議調整填表說

明，避免造成行政困擾。 

參酌各校意見，學生 2.表冊之填表說明第 2

點已修正為：「縣市之認定請依照學校所在

地及學校系統所登錄之學生戶籍地為基

準」。 

5 
中國文化

大學 
說明會 

學生宿舍

床位供給

情形 

建議學生 2.表冊能夠回歸到校庫既有的

填報資料裡做篩選。 

會後已將此表冊之資料採認來源改由「大學

校院校務資料庫」【學22.日間學制學士班(含

副學士)一年級入學新生來源統計表】匯

入，然表冊並未列計博士班、碩士班日間學

制，未來將與校庫研議是否新增表冊。 

6 
臺北醫學

大學 
說明會後 

學生宿舍

床位供給

情形 

1. 學生 2.表冊填表說明第 3點：「外縣

市與同縣市之日間學制學生人數由

105至 108學年度「 大學校院校務資

料庫 」【學 22.日間學制學士班(含副

學士 )一年級入學新生來源統計表】 

匯入」，若學生於就讀期間變動戶

籍，學校是否需更新資料？ 

2. 學生 2.表冊填表說明第 3點：「此表

冊未含博士班與碩士班日間學制，故

請學校填報實際人數。」，實際人數

應以該生入學之戶籍地為計算基

準，抑或以目前(108年 10月 15日)

1. 學生 2.表冊之填表說明第 2點：縣市之

認定請依照學校所在地及「學校系統所

登錄之學生戶籍地」為基準。依照本點

說明，學生若於就讀期間變動戶籍，學

校系統應同時更新原始資料，填表時，

學校應依據填表基準日之學校系統所登

錄之學生戶籍資料據實填報。 

2. 同上一項回應，請學校依填表說明第 2

點填報。 

3. 學生 2.表冊填表說明第 9點，其定義與

學生 1.表冊之填表說明第 8點相同，皆

由獎補助系統自動篩選扣除，並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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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之戶籍資料為計算基準？ 

3. 學生 2.表冊填表說明第 9點：「全學

年在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生

數、選讀生、休退學、延畢生（學士

班學生超過各校學則所定修業年

限、碩士班第 3年或博士班第 4年

起）、學分班、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

生、保留入學資格或無學籍學生不列

入計算。」不列入計算之部份是否由

獎補助資訊系統自動篩選扣除？抑

或需由學校扣除計算？ 

2.表冊之總計欄位自動產出，以利學校

檢核學生人數是否與學生 1.表冊之學生

人數相符。 

7 南華大學 說明會後 

學生宿舍

床位供給

情形 

1. 因學生 2.表冊採計僑生、港澳生、大

陸地區來臺學生、外國學生及雙聯學

制學生等資料，相關資料各校亦於校

務基本資料庫進行填報，表冊編號為

學 4、學 5及學 6等，建議除由校務

基本資料庫匯入學 22外，將相關表

冊一併匯入。 

2. 各校除校務基本資料庫外，仍需每年

定期於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進

行填報，該資料庫已與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及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資料

連動，針對稅籍資料勾稽，並完成大

專校院畢業生投入職場情形估算，該

資料庫能連動勾稽之主要原因為該

資料是唯一有填報學生「身份證字

1. 因校務基本資料庫之學 6表冊與學 4、

學 5表冊之資料採計時點不同（學 6表

冊採計時點為 107學年度下學期；學 4、

學 5表冊採計時點為 108年 10月 15

日），若直接由系統帶入可能導致數據紊

亂，尚請各校依照填表基準日之學校系

統資料進行填報。 

2. 學生基本資料庫目前並無蒐集戶籍相關

資料，若要與戶政系統連動勾稽，則需

要時程規劃研擬，本部參酌貴校意見，

未來將評量該作法可行性，目前仍請學

校依照 109年度要點之現行規定填報。 

3. 學生 2.表冊以學校所在地與學生戶籍地

認定同縣市/外縣市已為折衷方案，因無

法顧慮各校所有特殊狀況，故於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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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號」之資料庫，故建議若該資料庫可

與戶政系統連動勾稽，則可大幅降低

學校行政作業內容，亦可獲得最正確

之學生戶籍資料。 

3. 學生 2.表冊雖想表達學校提供學生住

宿情形，但無法呈現同一縣市但仍有

住宿需求之可能性，如：本校於嘉義

縣大林鎮，而學生來自嘉義縣阿里山

鄉，其通勤距離過遠。此外，校務基

本資料庫已有填報學生住宿情形「校

5.學校學生住宿狀況表(10月填

報)」，建議一併考量此表冊資料之內

容。 

訂時預立統一標準，以全台縣市為區

隔，讓學校在數據統計上較為便捷。 

8 康寧大學 說明會後 

學生宿舍

床位供給

情形 

學生 2.表冊之日間學制學生是否包含五

年制與二年制專科班？ 

學生 2.表冊之填表說明第 10點定義與學生

1.表冊之填表說明第 9點相同，故包含五年

制與二年制專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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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勵指標與獎勵經費增加原則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1 
中國醫藥 

大學 
說明會 

精進學生

宿舍供給

及品質 

「政策 2.精進學生宿舍經費明細表」與「政

策 3.提升宿舍質量及改善學生居住環境品

質經費明細表」之表冊，除填表基準日之

外，採認的基準有何不同？ 

政策 2.表冊認列基準與政策 3.表冊一致，

學校以自籌經費投入(一)新建學生宿舍。

(二)整修學生宿舍。(三)宿舍設施改善始可

填報，且學校須提供工程契約書與工程完

工驗收證明。 

2 佛光大學 說明會 

精進學生

宿舍供給

及品質 

1. 政策 2.與政策 3.表冊，學生宿舍經費的

採計基準是僅計算「工程」的部分嗎？ 

2. 零星工程與大項目工程的後續驗收程

序不一樣，若是沒有驗收證明的工程項

目，或其他屬於勞務類的項目，例如:

學校購買油漆由校內人員自行施工，是

否不能認列？或者可以提出其他資料

來證明工程驗收？ 

1.是，政策 2.與政策 3.表冊填報項目為學

校以自籌經費積極投入新建與整修學生宿

舍之工程經費為認列基準。 

2.零星工程，例如:更換窗簾、油漆工程等

屬校方日常修繕，本部不予採認。改善宿

舍品質相關工程須提供工程契約書與完工

驗收證明之項目始可填報。 

  

3 中華大學 說明會 

精進學生

宿舍供給

及品質 

政策 2.與政策 3.之表冊，是否皆由學校獎

補助窗口蒐集資料後於系統上填報，或者

由獎補助小組自校庫篩選資料？ 

請學校自行蒐集資料後，將符合認列基準

之項目逐項於系統上填報，亦請上傳相關

佐證資料，並自行留存文件正本備查。 

4 逢甲大學 說明會 

精進學生

宿舍供給

及品質 

政策 2.表冊，學校若於 108年度新建學生

宿舍，是否可在此表冊中認列？ 

是。108年度新建宿舍且可提供工程契約

書與工程完工驗收證明即可填報。 

5 南華大學 說明會後 

精進學生

宿舍供給

及品質 

108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修正計畫(108年

7月報部)第四部份，宿舍品質改善依計畫

之 KPI投入之學校自籌經費，是否可以填

入政策 2之內？ 

有關 108年度報部之學生宿舍計畫內容執

行項目內容需以自籌經費投入(一)新建學

生宿舍。(二)整修學生宿舍。(三)宿舍設施

改善始可填報。 



第 7 頁，共 8 頁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6 開南大學 說明會後 

精進學生

宿舍供給

及品質 

政策 2.與政策 3.表冊之「完工驗收證明」

若為「財物之驗收證明」(例如：購買健身

設備)而非屬「工程之驗收證明」是否得採

認之？ 

否，政策 2.與政策 3.表冊學校須提供工程

契約書與「工程驗收證明」始可填報。 

7 
台灣首府 

大學 
說明會後 

獎勵經費

增加原則 

1. 政策 3.表冊之填表說明第 4點說明似

乎只能認列工程項目，第 6點說明似乎

又可認列設備經費，因此欲確認政策

3.表冊是否只認列工程經費？ 

2. 若是採購設備(改善宿舍熱泵系統)，無

工程契約書，但有原始憑證及驗收證

明，是否可認列？ 

1. 政策 3.表冊認列基準請參考填表說明

第 6點，學校須提供工程契約書與工程

完工驗收證明始可填報。 

2. 學校須提供工程契約書與工程完工驗

收證明，若無工程契約書或工程完工驗

收證明之項目，不予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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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使用原則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中國文化

大學 
說明會 

獎勵、補

助經費使

用原則 

若學校有申請宿舍相關之增加獎勵，因為

包括提升宿舍質量的部分，學校在獲得增

加獎勵後，得以支用經費的範圍為何？ 

獎勵補助款經費無法支用於宿舍相關費

用，請學校參考 109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

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第八點，有關

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原則執行經費支用。 

四、 其他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中國文化

大學 
說明會 

獎補助填

表系統資

料來源及

篩選條件 

獎補助表冊多數由校庫表冊匯出，去年提

供各校獎補助與校庫表冊參照表，今年是

否提供同樣的對照參考檔案？ 

是，會後已將對照參考檔案之電子檔寄送

給各校，並於獎補助資訊網上公告，請學

校留意收件或至資訊網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