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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說明會紀錄 

一、 時間：104年 8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六教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三、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 教育部代表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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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將參酌各校會上發言及建議，再予研議 105年度質化計畫

書有關前一年度執行績效相關內容，並於會後發函調查 105年度計畫

報送時程，俾利各校依循。 

七、 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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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說明會 

各校發言意見(含會後提供意見)及本部回應說明 

更新時間：104.08.28 

一、 補助指標－政策績效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1 淡江大學 說明會 
學生宿舍床位

供給情形 

1. 請問新增「學生宿舍床位供給

情形」指標之用意？ 

2. 公式中的分母，現為「正式學

籍之在學學生人數」，但若就指

標名稱「床位供給」來看，具

正式學籍之學生不見得都需要

床位之提供，是否可再修正？ 

1. 為協助非居住於學校所在地之學生住

宿及經濟問題，鼓勵學校妥善運用學

校自有宿舍或積極洽談校外租賃宿

舍，以提供充足之宿舍床位，維護學

生住的權益。 

2. 另學校宿舍床位之供給，應占招收學

生數之一定比率為宜，爰以具正式學

籍之在學學生人數納入考量。 

二、 獎勵指標－辦學特色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1 淡江大學 說明會 
學生輔導及 

就業情形 

手冊第 74 頁畢業流向之（2）任

職機構、年平均薪資等，此項調

查與資策會建置之「大專校院畢

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相似，

可否統一名稱，又任職機構與該

份問卷是開放性問題，不易拿到

答案，是否一定要列出？ 

有關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

之公版問卷題項，自 103年度起引導學校

自行追蹤與調查，以利掌握第一手畢業生

流向追蹤資訊進行分析，本項資訊公開項

目亦即參考該公版問卷題項設計，故各校

於公開畢業滿 1、3、5 年學士、碩士及博

士之任職機構時，可以任職機構的性質

（例如畢業生任職於政府部分、私人企

業、學校、非營利機構、創業、…等）進

行公佈，若細分公司類型亦可。 

2 中國文化大學 說明會後 教學 有關獎勵指標修訂（簡報第 29 103年度計畫實施以來，多有學校反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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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頁，會議資料第 17 頁），建議保

留 B.獲卓越計畫經費（50%）評分

指標。 

獎補助款重點在於教學，更應鼓

勵致力於教學改進與創新的學

校，而教學卓越計畫為一指標，

若爾後尚有教學卓越計畫，建議

仍保留此項評分指標。 

卓計畫屬競爭型經費，如學校未獲得教卓

計畫，將至少影響 2年度獎補助經費，爰

予刪除教學面向原有指標「獲卓越計畫經

費」。 

3 實踐大學 說明會後 教學 

大學校院於辦學績效項目，重要

指標之一為是否獲得教學卓越計

畫。本校建議於獎勵核配基準項

下，辦學特色之「教學」指標，

除「學校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項目外，恢復「獲得教學卓越計

畫經費」，以呼應大學以教學為最

重要辦學績效之獎勵精神。 

同上。 

三、 支用計畫書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義守大學 說明會 提交日期 

提送計畫書時程在 12 月 31 日前

如含 104 年度執行績效，計畫尚

未執行完畢且經費尚未核銷完

畢？ 

1. 本部每年辦理經費書面審查或實地

訪視時，發現學校有集中於年底辦理

核銷情形，建議學校應每月加強控管

經費執行，及早支用完畢，將有助於

納入質化計畫書說明經費支用狀況。 

2. 各校撰寫執行績效時，請以具體績效

為原則，本部並配合將填報金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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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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千元修正為萬元，以利學校填報。 

2 東吳大學 說明會 提交日期 

私校是以學年度制，12 月學校剛

好在規畫下一學年度（105-107）

年度計畫，要到隔年年初才會有

比較準確數據，6月提送的修正計

畫書修正幅度會很大。 

本部將於會後發函調查提報時程，俾利

各校依循。 

3 靜宜大學 說明會 提交日期 

本校也是以學年度制，此次 12月

底提送有助於學校提早規畫，本

校有專責小組負責規畫，可配合

教育部時程。 

同上。 

4 華梵大學 說明會 提交日期 
前一年度執行績效時程太趕，新

年度計畫部分可配合。 

同上。 

5 靜宜大學 說明會 提交日期 

1. 在調查時程前，是否可以先給

計畫書格式？ 

2. 可否在提送修正計畫書時在提

送前一年度執行績效？ 

1. 質化計畫書格式將微調部分內容，

未有大幅修正情形。 

2. 本部審查內容包含前一年度執行績

效，爰仍請學校納入質化計畫書。 

6 華梵大學 說明會 撰寫方式 
前一年度執行績效金額可否用預

算數填寫？ 

請以決算數為準，本部配合將填報金額

單位由千元修正為萬元，以利學校填報。 

7 康寧大學 說明會 撰寫方式 

本校(康寧大學)與康寧專校於今

年 8 月 1 日正式合併，其計畫書

是否統一或分開撰寫？ 

合併後請以合併主體「康寧大學」提送

申請計畫書，並統籌規劃相關內容。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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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新大學 說明會後 
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原則 

針對獎補要點修正，本校想確認

有關「獎勵、補助經費使用範圍」

自 103年度起，以獎補助款支應教師薪資

不受限於「2 年內新聘教師」，亦即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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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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修改，其中「教師人事經費」

部分，105年修正了「支應當年度

專任教師薪資或新聘及現職之特

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本校

過去撰寫獎補計畫，其中「兩年

內新聘教師薪資」是以獎補款項

支應，105 年條文修正為「當年

度」，想確認意思是未來編寫計畫

時，本校是否需改變計畫寫法(目

前做法 「兩年內新聘教師薪資」

--103年 8月 1日之新聘教師，103

年 8月-12月薪資以 103年度獎補

經費支應，104 年 1-12 月薪資以

104年度獎補經費支應，105年1-7

月薪資以 105年獎補經費支應)。 

應校內任一專任教師薪資；惟當年度獎

勵、補助經費僅能支應當年度專任教師薪

資，不得支應前一年度教師薪資或保留運

用於下一年度教師薪資。 

五、 其他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康寧大學 說明會 核配撥款 

本校(康寧大學)與康寧專校於今

年 8 月 1 日正式合併，其獎補助

款核給是否統一以一筆核給？或

者是分開核給（分大學部、專科

部），如分開核算其計算方式為

何？ 

1.2校合併後請以合併主體「康寧大學」

提送申請計畫書，本部將依「大專校

院合併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4 款「私

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合併者，合併後 3

年內私立學校獎勵補助款額度，以不

低於學校合併前最近一年之獎勵補助

款總額為基準」規定核給經費。 

2.惟有關新生註冊率未達基準之扣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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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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經費原則，仍將列入核算依據。 

2 銘傳大學 說明會後 核配撥款 

建請教育部研議：於每年初（一

或二月份），依據學校過去所獲校

務發展計畫獎勵經費之一定比

例，先行核撥學校支用之可行性。 

本部將於會後發函調查提報時程，俾利

各校依循。 

3 義守大學 說明會 實地訪視 
實地訪視是否每校皆去？查核的

資料是什麼？ 

為確保獎補助核配之各項量化數據正確

性，本部每年度辦理量化抽核訪視，抽

核原則將依學校填報基本資料庫數據差

異數達一定比率或其他因素為優先考

量，並以各項量化數據為查核內容。 

4 華梵大學 說明會 專案存單 
教育部補助款原始憑證都要專案

封存，需影印多份，不符合環保。 

本部將納入學校意見研議未來辦理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