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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質化資料提報相關作業說明 
 

壹、質化資料提報 

（一） 學校應於 99 年 11 月 8 日(一)前提送下列申請書： 

○1 100 年度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

（提報 1 年度）。 

○2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提報 3 年度）。 

○3 增加獎勵及補助經費申請書（學校、分校、分部符合設立地點位於教學資源不

足之地區，且該縣市未設有公立大專校院及設立之類科、系、所具稀少性及國

家發展所需，且公立學校未能充分設立之規定者得申請）。 

（二） 有關 100 年度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計

畫書格式，內包括封面、目錄、基本資料、報告內容等，並請採 A4 格式、雙面

印刷、膠裝、製書背（請加註校名及計畫名稱）；另計畫內文字體大小至少 12

號字，頁數以不超過 100 頁為限(不含封面及封底)，未依規定編寫之學校，自第

101 頁起將予以抽掉後再寄送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作業小

組。 

 

貳、資料寄送 

（一） 「100 年度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計畫

書」、「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及「增加獎勵及補助經費申請書」等相關資料，

一式 10 份及電子檔光碟一式 2 份寄送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

作業小組，以郵戳為憑，俾利辦理後續事宜。 

（二） 地址： 

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123 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作業小組收 

（三） 聯絡人電話、傳真及電子信箱： 

組別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行政諮詢組 

劉容淇 

05-534-2601 轉 5387 

05-534-2601 轉 5388 
05-534-3683 dhe-fund@yuntech.edu.tw 

劉曉儒 

王婉育 

系統組 鄭岱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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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之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

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參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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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由本部填寫） 

【學 校 名 稱】 

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

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

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 

學    校 
（請加蓋學校官防） 

 

校長簽章  

會計單位 

主管簽章 

 

填表單位 

主管簽章 

 

填表單位  

填表日期 中華民國 9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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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

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

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 
 

壹、總表 

計畫編號 

（本部填寫） 
 申 請 學 校 

 

基本資料 姓名 單位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填表者      

填表單位 

單位主管 
     

執行期限 自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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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教學、研 

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1
 

之撰寫參考內容 

 

第一部分 學校概況 

壹、 學校發展方向 

貳、 學校執行重點特色 

 
第二部分 教學 

壹、現況與成果 

學校得依「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教學量、質化參考指標撰寫，

並應說明依前 1至 2年度(98至 99)之辦理成效及經本部大學校務評鑑或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後之改進重點、成效。 

貳、100 年度教學發展規劃 

一、 目標(發展方向) 

二、 教學發展架構、重點與特色 

三、 具體實施策略 

學校得依「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教學量、質化指標（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心暨國際化之參考指標）撰寫，並配合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規劃教學推動重點及所擬計畫目標，亦即應提出所規劃之發展計畫或策略與校內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關聯性。 

學校應說明前 1至 2年度(98至 99)之辦理成效以及經本部大學校務評鑑或大學校

院系所評鑑後之改進重點…等成效。 

四、 相關配套機制(含執行措施與方法) 

說明學校為執行教學發展計畫，並配合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本部擬定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心暨國際化之參考指標撰寫相關配套措施及實施方式。 

五、 預期效益、管控措施及評估指標 

1. 說明本計畫實施預期效益及具體評估指標(含量、質化)，並請儘可能將欲達成之目

                                                 
1請各校依據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規定，規劃 100 年度計畫經費之整體支用情形，並非僅限於規

劃教學、研究經費之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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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以數據、圖表說明之。 

2. 相關量、質化指標得配合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本部擬定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核心暨國際化之參考指標撰寫。 

參、其他 

說明其他補充資料，並配合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撰寫。 

 

第三部分 研究 

壹、現況與成果 

學校得依「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研究量、質化參考指標撰寫。 

貳、100 年度研究發展規劃。 

一、 目標(發展方向) 

二、 研究發展架構、重點與特色 

三、 具體實施策略 

學校得依「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研究量、質化指標撰

寫，並配合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研究推動重點及所擬計畫目標，亦即應提出

所規劃之發展計畫或策略與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關聯性。 

學校應說明前 1至 2年度(98至 99)之辦理成效及經本部大學校務評鑑或大學校院

系所評鑑後之改進重點等。 

四、 相關配套機制(含執行措施與方法) 

說明學校為執行研究發展計畫，並配合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本部擬定研究

參考指標撰寫相關配套措施及實施方式。 

五、 預期效益、管控措施及評估指標 

1. 說明本計畫實施預期效益及具體評估指標(含量、質化)，並請儘可能將欲達成之

目標以數據、圖表說明之。 

2. 相關量、質化指標請配合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本部擬定之研究參考指標撰

寫。 

參、其他 

說明其他補充資料，並配合校內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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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整體經費支用說明 

壹、 整體經費分配及使用原則 

一、 學校推動及執行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之組織架構圖及結構圖 

二、 經費使用原則、推動方式及相關說明 

貳、 整體經費支用計畫與學校校務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 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校務發展規劃關聯性（請具體說明） 

二、 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校務發展規劃關聯性（請具體說明） 

參、 預期成效 

一、 100年度規劃具體措施及支用內容（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二、 預期實施成效 

肆、 本計畫經費與本部其他全校性補助計畫之區隔 

 

第五部分 前 1 至 2 年度(98 至 99)辦理成效 

壹、 近三年獲本部私立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及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經費情形（附表二） 

貳、 前 1 至 2 年度(98 至 99)使用本計畫經費之辦理成效（例如：突顯本計畫經費對學校教

學品質、研究能量有助益之代表性及特色之成果項目，請具體敘明，並表格化、數據

化）（附表三） 

參、 前 1 至 2 年度(98 至 99)本計畫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附表四） 

 

第六部分 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報告乙份 

（請參閱大專校院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 

 

第七部分 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第八部分 增加獎勵及補助經費申請書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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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計畫經費支用內容 
(＊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單位：元 ) 

100 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用明細表 

補助經費(1) 獎勵經費(2) 總預算 

(3)=(1)+(2) 
經常門 資本門 經資門比率 經常門 資本門 經資門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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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之支用明細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元，占資本門                ％（註一） 

□否 

項目/計畫名稱 

（學校自行配合計畫內容撰寫） 

獎勵、補助款 

備註 金額（元） 比例（﹪） 

Ａ. 經常門 Ｂ. 資本門 
Ｃ. 小計 

（Ａ＋Ｂ） 
Ｄ. 經常門 Ｅ. 資本門 

Ｆ. 小計 

（Ｄ＋Ｅ） 

        

        

        

        

總計        

【表格不足，請自行展延】 

附註 1：資本門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門得流出至資本門；其流用以百分之十為限。 

附註 2：為利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學校應提撥獎勵、補助總經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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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近三年獲本部私立大學校院獎勵補助經費情形 

近三年獲本部私立大學校院獎勵補助經費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經資門比例 總計 

97 
    

98 
    

99 
    

小計     

【表格不足，請自行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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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學校執行成效之具體量化及質化成果表 

98 至 99 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執行成效 

具體成果項目 量化及質化成果說明 個案事例 備註 

    

    

    

    

    

    

    

    

【表格不足，請自行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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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98 至 99 年度計畫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98 至 99 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意見改善情形 

審查意見 學校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 備註 

   

   

   

   

   

   

   

   

   

【表格不足，請自行展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