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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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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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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正補助指

標項下專任教師數、品德教育及生命教育、性別平等及學生輔導以及體育

推展成效，另新增健全教職員資遣制度之獎勵經費增加原則。本部將參酌

各校發言及建議，再予研議修正 110 年度要點。 

七、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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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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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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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 說明會 
校園節能

績效 

104 年度後學校新蓋四棟大樓，所以本校

欲達成「以 104 年為基準年，於 112 年提

升總體用電效率百分之十為目標」，實際執

行上是困難的，請問這部分規定是否可稍

微放寬？ 

1. 本部將節能績效置於政策指標項下，

透過合理的分配比例向學校傳達本部

政策，故無法刪除節電指標。 

2. 以會議手冊第 13 頁為例，用電節約率

EUI 原則上是與前一年度比較而有核

配分數，按照此給分原則，原則上 EUI

除非小於 0，且學校完全沒有特殊事

由，則無法得分。若 EUI 相比前一年

度小，且小於 0，如有特殊事由，譬

如：學校新蓋大樓，則至少可得 2 分 

3. 學校進行設備改善、新建大樓，事實

上用電量不會減少，這部分可以理

解，本指標屬相對競爭型指標，故此

學校即使獲得評分較低，仍可獲得該

指標補助款經費核配。 

2 南華大學 說明會 

性別平等

及學生輔

導 

有關此項指標計算基準：「學校一級主管之

女性比例達一級主管員額總數之三分之一

以上，或一級主管之女性人數較上一年度

增加百分之一以上。」學校對於女性主管

比例達三分之一目前有困難，而增加百分

之一則會產生人員無法分割的情況，當一

一級主管之女性較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一

之規定，係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所訂定，該部分亦列管於性平教

育委員會，此公約已為國內的施行法，故

必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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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主管的人數總額是固定時，要如何增加

百分之一？事實上只要增加一位女性主管

所增加的比例就不只百分之一，但有時候

學校真的找不到女性主管，此規定稍微嚴

格，是否有可能再彈性一點？ 

3 大同大學 說明會 

性別平等

及學生輔

導 

請問一級主管認列之規定為何？例如：副

校長、副院長是否可以認列為一級主管？ 

一級主管之定義參考組織章程編制表，一

級主管單位包含主秘、副校長、行政副校

長、學術副校長。建議各校承辦可查詢校

內組織章程，每所學校定義不一。另，薪

資帳冊上亦有呈現主管加給，各校只要組

織章程有明確定義，即依照規則認列。 

4 大同大學 說明會 
體育推展

成效情形 

學校體育設施現況：「學校設立一座體育

館、一座田徑場或一座游泳池得０點五分」

但本校校地面積較小且位於市區，建設體

育館或田徑場較為困難，且現在體育項目

多元，例如：網球場、羽球場或是專門排

球場，是不是也可以納入考量？另外，市

區建設有國民運動中心，學校沒有辦法建

設游泳池，改為活用市政府的體育館、運

動中心的游泳池，如此是否不應排除租用

的校外場地？ 

1. 本議題前於 108 年 1 月 3 日教育部體

育署「大專校院校務發展體育運動資

料庫」體育績效指標檢核諮詢會議中

討論，由諮詢委員議定：「運動場館如

非校產，乃向校外租用場地使用者，

不應列為一座體育館、一座田徑場或

一座游泳池之統計標準。」藉此期待

大專院校應規劃並設置可供學生使用

的運動空間，以符合大學具備足夠空

間，增進學生於課餘時間從事有益健

康身體活動之具體目標。 

2. 為滾動修正「教育部績效型補助款體

育衡量指標」，108 年 5 月 10 日、 109

年 1 月 13 日 、109 年 3 月 9 日 均透

過委員會議調整指標內涵。援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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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提對外租借場地納入學校體育設施

(備)計分一事，因與政策意旨未符，

暫不予納入辦理。 

5 長庚大學 說明會後 
專任教師

數 

關於專任教師數計算，擬修改「年滿六十

五歲以上或公立學校、政府機關退休至私

校服務之教師，不得認列合格專任教師

數」。本校認為年滿六十五歲或公立學校、

政府機關退休之教師，不影響教學及研究

的能力，且皆符合辦法完成聘任、基本授

課時數及支給專任教師薪資，應列入合格

專任教師數計算。 

為引導大學校院增聘師資，提供新進博士

生就業機會，以協助學校注入新血，活絡

校園教師新陳代謝，達到提升教學品質及

研發能量，故修正專任教師數認列條件。

此項政策期望學校未來於增聘新進教師

時，以聘任年輕師資為優先，進而優化師

資平均年齡。 

 

6 佛光大學 說明會後 
專任教師

數 

教師年輕時就在 A 校任教，超過六十五歲

（仍在 A 校）延長服務，欲詢問為何不能

算入獎補助的教師數？這類教師並非領雙

薪或二次退休者，也符合專任教師的所有

規定，獎補助不列入計算，是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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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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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 說明會 
健全教職員

資遣制度 

請問資遣規定是否包含優退？本校從今

年開始執行優退，優退是否可算為廣義

的資遣？ 

1. 當學校教師受資遣時，若學校依本部

109 年 3 月 30 臺教人（五）字第

1090021969 號函鼓勵私立學校加發

教職員資遣慰助金推動原則，辦理加

發資遣慰助金者，本部將依學校加發

資遣慰助金 35％核配獎勵經費。 

2. 該部分為政策引導，不具強制性，所

以未規範於政策性指標，屬獎勵經費

增加原則。 

3. 在執行面學校可能過去另有優退辦

法，建議請學校可重新檢視相關辦

法，若符合上開函文規定，請學校提

出相關資遣費提撥證明，本部將核予

獎勵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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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原則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玄奘大學 說明會 
經費使用

原則 

請問舉辦學術活動及辦理研討會之工讀

金，或是補助學術研究之研究助理費用是

否能以獎補助經費支用？擬請協助釐清說

明工讀金的使用規定及學校應行注意事

項。 

 

1. 本計畫之獎補助經費認列尚屬寬鬆，

與教學相關皆可認列，獎補助經費使

用範圍可以參考會議手冊第 27 頁之

「教學研究經費」，並不會特別將教學

研究劃分得很清楚，統稱學校與教學

有關之事項，理論上可以支用。 

2. 另提醒學校，須訂定支用或申請相關

辦法，校內必須有法源，且為全校所

有教師皆適用。惟工讀金仍須以教育

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為支用依據。 

2 玄奘大學 說明會後 
經費使用

原則 

學校推動學生實習及就業輔導計畫，教育

部獎補助經費是否可支用於教師訪視學生

實習單位的差旅費？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第

五點第(一)款第 3 款規定：「補助款及學校

配合款以支援學校辦理本校之師生學生事

務及輔導專案教育或研習活動為主…」，原

則上得以支用，惟仍須校內法源支持方得

適用。 

3 東吳大學 說明會後 
經費使用

原則 

獎補助經費是否可與其他政府部門（如科

技部計畫）或其他教育部（如高教深耕計

畫）之補助經費分攤使用於購置資本門項

目？ 

學校可於獎補助經費使用原則範圍內支應

獎補助款，可與教育部其他計畫分攤使用

資本門。惟後續資料檢附宜提供經費分攤

表以資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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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專校院財務資訊公開內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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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其他

重要資訊 

今年於學校其他重要資訊內，須新增學位

授予相關資訊，請問詳細內容為何？ 

請參考本部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臺教

高（二）字第一０八０一一００二二 F 號

函辦理，學位授予相關資訊，包含：各類

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併同實施年度、授予

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註記及其他相關

規定，應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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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新大學 說明會後  

會議手冊第 93 頁第六十五項『學校應依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及學校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經查，「教

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及學校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分級作業規定」其母法為「政府機關

(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該

法已於 108 年 03 月 05 日宣布停止適用，

請問第六十五項的要求是否依然有效？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及學校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仍有效並未停止

適用,故第六十五項的要求依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