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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要點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億光大樓 2 樓感恩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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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獎勵補助計畫因政策所需而進行滾動式調整，此次新指標為宿

舍部分，將搭配本部另一項新宿舍政策執行。本部將參酌各校發言及建議，

再予研議修正 109 年度要點。 

七、 散會：上午 11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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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說明會 

各校發言意見及本部回應說明 

更新時間：1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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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 說明會後 教師數 
「專任教師數」是否包含「專案教師」？ 是，專任教師數包含專案教師，請參考要

點說明會手冊第 8、9 頁。 

2 淡江大學 說明會後 學術自律 

指標採計的部分，本校人力資源處負責處

理學術自律的業務，是否等同 B. 針對設有

專責學術倫理事項之辦公室或委員會之學

校。 

將於通函各校之調查表，說明「學術自律」

評核項目之內涵。 

2 世新大學 說明會後 學術自律 

B.針對設有專責學術倫理事項之辦公室或

委員會之學校，平均…(以下略)。 

1. 此專責辦公室或委員會是否需有成立辦

法？  

2. 本校以研究發展處為學術倫理管理專責

單位，受理違反學術倫理檢舉案件並依案

件屬性分流至審議單位，訂有辦法可循並

未特別設立專責辦公室或委員會，本校於

學術自律這部份是否符合資格？ 

世新大學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要點連結 

3. 學校有專責單位但非獎補要點所表示的

專責辦公室或委員會。若為達成補助指標

進而獲得 109 年度獎勵補助而成立學術自

律專責辦公室或委員會，最遲需於何時完

成作業始得列計？ 

將於通函各校之調查表，說明「學術自律」

評核項目之內涵。 

附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aVGJBjYP12L-Tu_wbnESRE6QezzTgK3/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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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3 世新大學 說明會後 

學生宿舍

床位供給

情形 

學校雖位居台北市，但與新北市部份區域

相近，甚至為共同生活圈。若以本校為例，

意指台北市以外都列為外縣市計算？或是

可考量區域距離，有所區別？ 

如學校位於台北市，則各校正式學籍之外

縣市日間學制在學學生人數之列計標準為

108 年 10 月 15 日戶籍地不位於台北市之

日間學制在學學生人數。 

二、 獎勵指標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1 中原大學 說明會 國際化 

校庫國際合作交流之金額與填報之金額不

同，欲詢問該表冊之資料來源為何？ 

國際交流合作統計表資料來源為大學校務

資料庫的表冊「研究 8 學校辦理國際及兩

岸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表」。國外及兩岸學校

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金額之欄位，並未

做額外篩選，如學校認為數據有問題，請

確認校庫填報之數字。 

2 長榮大學 說明會 辦學特色 

辦學特色自選面向及權重指標為鈞部核算

獎勵補助經費之金額數，然最終均成為成

效審查委員限定各校執行各面向經費之考

核意見，建議是否取消此考核基準。 

建議學校所填報之辦學特色權重與後續經

費所支用比例較為一致，以顯示學校於各

面向之重視程度。 

 

3 世新大學 說明會後 

精進學生

宿舍供給

及品質 

1. 當年度之期間定義？ 

2. 宿舍實際經費統計範圍或項目為何？ 

3. 學校需繳交那些佐證資料？ 

1. 計算期間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與學生宿舍相關之實際支出且具備完工

驗收證明方可填報。 

3. 109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6 日，獎補助將

開放系統請學校填報。並須上傳 108 年

度宿舍相關之完工驗收證明等資料。 
4 長庚大學 說明會後 

精進學生

宿舍供給

及品質 

1. 實際經費核算的範圍，是否包含如修繕

工程(耐震結構補強)、設備(如燈管、冷

氣機板)維修等等，是否有其他項目？ 

2. 填報的方式與需檢附之佐證資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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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5 

文化大學、 

義守大學、 

東吳大學、 

靜宜大學、 

世新大學、 

南華大學 

說明會與

說明會後 

計畫書函

送日期 

各校函送計畫書的時間是 109 年 1 月 30

到 2 月 4 日，由於適逢年節假期，在行政

上會有困難，函送日期是否可往後延？ 

依據學校之建議，計畫書函送時間調整至

109 年 2 月 3 日到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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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大學 說明會 

獎勵、補

助經費使

用原則 

目前獎勵補助的經費不可支用於學生宿舍

購置軟硬體設備及維護費，建議於獎勵補

助經費使用原則要點第八點增列「改善學

生宿舍環境品質」，使獎補助經費得支應於

學生宿舍購置軟體設備及維護費。 

依據要點說明會手冊第 27 頁，獎勵補助經

費僅得支應修建與教學直接相關環境之校

舍建築，並不得用於新建校舍工程建築、

建築貸款利息補助及附屬機構。由於宿舍

並非教學建築，因此獎補助之經費不可支

應於宿舍相關軟硬體。 

四、 獎勵經費增加原則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銘傳大學 說明會後 

提升宿舍質

量及改善學

生居住環境

品質 

是否有更明確之定義？如：宿舍基本維

修、整修公共空間 (交誼廳、廁所)等，

是否皆可列入？ 

改善學生宿舍空間品質包括以下項目：  

1. 新建學生宿舍 

2. 整修學生宿舍：宿舍格局更改（雅房變

更為套房、雙人房變更為單人房）、建置電

梯、改建宿舍之原始建物拆建費用等。 

3. 宿舍設施改善：更新寢室設備（內部裝

潢、更換床組）、宿舍公共空間改善（交誼

廳、浴廁、新建廚房、運動器材、無障礙

2 世新大學 說明會後 

提升宿舍質

量及改善學

生居住環境

品質 

學生宿舍整修，是否有規範哪些工程才

得列計於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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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3 長庚大學 說明會後 

提升宿舍質

量及改善學

生居住環境

品質 

學生宿舍大廳(公共空間的改善)除空間

的整修費外，其他設備費(如桌椅、沙

發、壁面裝飾品及簡易廚房等)是否可認

列？ 

設施）、工程類（結構補強、熱泵鍋爐工程）

等。 

 

4 銘傳大學 說明會後 

提升宿舍質

量及改善學

生居住環境

品質 

新建及整修宿舍，是否包括「租賃」宿

舍？ 

新建及整修宿舍不包括「租賃」宿舍之租

金。但如學校針對「租賃」宿舍進行改善

學生宿舍空間與品質方可認列。 

5 世新大學 說明會後 

提升宿舍質

量及改善學

生居住環境

品質 

108 年度在學生宿舍整修或新建完工，是

否可同時申請「精進學生宿舍供給及品

質」與「提升宿舍質量及改善學生居住

環境品質」增加獎勵？ 

由於有重複補助之疑慮，故修正提升宿舍

質量及改善學生居住環境品質認列期間為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五、 行政運作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文化大學 說明會後 行政考核 

行政考核第五十九條，「開學後一個月內為

學生召開訂定特殊教育方案會議」；請問此

會議與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是否相同？ 

本案所指特殊教育方案，為特殊教育法第

30-1 條所提：「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

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應訂定特殊教育

方案」，與個別化支持計畫不同。 

另，「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

服務辦法」係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

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請學校依法為學

生訂定適切之生涯轉銜計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7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