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德科技大學 97學年度第 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本紀錄已於98年1月21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8年1月14日（星期三）上午10：10 

地  點：行政大樓3樓A308會議室 

主持人：郭翠仰主任委員              記錄：洪儷娟 

出席人員：郭翠仰委員、毛志仁委員、顏錦柱委員、陸佳暉委員、林群超委
員、柳惠芝委員 

列席人員：會計室陳麗惠主任、會計事孫錦榕組長、人事室陳協勝主任、總務
處採購組董偉群組長、陳麗娟、周佳君、董惠禎     

請假人員：曾議漢委員 

壹、主任委員致詞 

一、請確認97學年度經費稽核工作執行表中，各位委員所負責的稽核工作項目
並依規定時間完成稽核工作，填具稽核工作表及稽核工作底稿送本委員
會，本委員會將於學年度結束前，擇期另行召開稽核會議。若有稽核工作
上有任何問題，請與本人聯絡。 

二、此次經費稽核工作二大主要工作項目，一是查核教育部97年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書面審查意見，並依據本校回覆書進行追蹤查
核有無改善措施。二是查核 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支用」之執行清冊，請各位踴躍提供意見。   

 

貳、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查核教育部97年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書面審查意

見，並依據本校回覆文書進行追蹤查核有無改善措施，提請討論。 

說明：針對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面

審查意見，請參考經費稽核委員會查核工作底稿。 

決議：由於部份相關單位未列席，部分回覆文書僅能參考，為學校因應評教育

部之評鑑，委員會建議意見彙整後之查核工作底稿如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查核9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之執行清

冊，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四點、本校經費稽核作業要點及內部稽核執業準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之執行清冊，由會計室概括說明執
行狀況。 

決議：經本委員會依據上開規定之稽核程序抽查經費支用清冊所列事項，並無不

符上開規定之重大事項，唯部分細節之修訂請會計室於完成後，傳送本委

員會主任委員，並授權主席本人撰寫稽核報告書，修訂後之執行清冊詳附件

二。 

 

?、主席提示 

一、因政府及教育部所有經費執行期限為曆年制，建議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
員任期配合教育部年度時程，改為2月1至1月31日。 

二、根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中規

定，各校應於次年1月31日前將補獎助經費使用情形（即執行清冊）等相

關資料，經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先行審核通過後備文報部，請秘書室提醒經

費稽核委員會該項工作執行時限。 

 

散會（上午12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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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報告工作底稿 

一、97年度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劃書面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彙整單位 回覆教育部 稽核結果 

1. 建議可製作歷年執行成效質量

比較表，以瞭解過去與未來的改

變差異。 
 

校務發展委員會 .98年度起於支用計畫書擬依審查意見製

作執行成效比較表，以瞭解過去與未來的

改變差異。 

未見執行成效比較表 

2. 支用計畫與中長程計畫關聯不

明確(建議可逐項表列)。 
 

校務發展委員會 .擬於規格說明書中註明與本校中長程發

展計畫之關聯。 

未見 

3. 專責小組會議應討論支用計畫

編列原則後，再進行實質計畫審

查，並應充分討論是否與學校特

色發展之高度關聯性，並酌附摘

錄會議討論部份過程內容。 
 

校務發展委員會 
(會計室擬稿) 

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目標於

本校建置之目標管理系統(MBO)中建立，並

依目標編列預算，各目標與中長程發展計

畫相聯，目標涵蓋學校特色發展，在預算

編列完成後再彙整成完整的支用計畫送專

責小組會議議定，依此意見爾後將更充分

揭露會議討論內容。  
 

97年度地1次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決

議二、「建議將來依中長期發展

計劃系所全面思考發展特色⋯」 

未見後續之發展。 

 

4. 經常門其他部分($4,973,248，

佔26.12%，與他校相較為低，且

人事室 
 

修正後支用計畫書已將經常門其他部份明

確訂為「補助增聘教師薪資」。 

已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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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自籌款$1,904,000全數

『未』支用於此一項目，值得肯

定，惟於實際執行時宜請落實)

科目建議可再細分為新聘教師

或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惟補助現

有教師薪資之比例仍可再逐年

調降。 
 

5. 部分經常門項目，如：改善教

學、教具等與提昇教學品質相關

經費僅編列56萬，恐難以發揮

具體效果。 
 

教務處 5.修正後支用計畫書已將部分經常門項目

修改為：改進教學624,700元、獎補助教師

編纂教材500,000元及獎補助教師製作教

具100,000元，共計編列1,224,700元。 
 

金額不符 

6. 支用計畫書檢附過多不相干資

料，且內容繁瑣、雜亂，較難以

看出學校用心之處。   

校務發展委員會 擬依委員意見改進。 為見委員意見 

建議刪除稽核委員會之工作底

稿及會計室提供之稽核表格。 

7. 「樹德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補

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第二條『選任委員教師代表7

名』，與「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

秘書室 

 

已於97年3月26日本校96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整體發

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第

二條，修正為「教師代表由各系所選派未

部訂「各系所自行推舉產生」 

校訂「各系所選派」。 

建議：選派未符部訂意旨，請斟

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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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第四條第(一)項第2款

規定不符；經查96學年度該校

教師代表僅由各學院選派，亦與

教育部相關規定不符。 

兼行政職之教師擔任，若無法參與會議，

不可由他人代理出席」。 

8.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內

容說明未盡詳實，建議可將預估

數量及平均單位補助金額列

出，以利日後執行與控管。 

 

申請單位 

 

修正後支用計畫書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

細表內容已加註預估獎補助數量及平均補

助金額。 

請求說明 

9.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

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優先序

12~15屬應用社會學院辦公室、

會議室需求之項目，請改列與教

學直接相關項目。 

 

應用社會學院 

 

修正後計畫書已將該項設備需求取消，改

列教學直接相關設備。 

請求說明 

10.獎助教師佔經常門獎補助款比

例67.72%(不含自籌款)，比率雖

不低，惟宜針對細目有進一步之

規劃(如：如何達成360萬元之

人事室 

 

修正後支用計畫書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

細表內容已加註各項獎補助類別、預估獎

補助數量、及平均補助金額。 

 

請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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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績效發放---等)，方能得知

是否達成原預期目標。另補助教

師薪資仍規劃近500萬元之經

費，雖就比例而言(26.12%)與他

校相較尚佳，然就實質金額來看

仍屬偏高，而學校似乎誤解去年

書審意見，認為只要此部分不編

列自籌搭配款即可。 

 

 

11.其專責小組代表並未包含各系

所代表，而是所謂7名教師代

表，此點去年書審其實也有暗指

其不當，然其漠視法規，不思探

究法規精神，另人遺憾。 

秘書室 

 

已於97年3月26日本校96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整體發

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第

二條，修正為「教師代表由各系所選派未

兼行政職之教師擔任，若無法參與會議，

不可由他人代理出席」。 

建議：說明選派方式，避免與部

訂精神不符。 

12.整體獎補助經費規劃與學校特

色之關聯性不高。 

會計室、 

校務發展委會 

 

本校的資金來源主要為學雜費收入與此獎

補助款，為求財務規劃目標的一致性，此

兩種資金來源所應用之去路規劃合併考

量，即本項經費預算之規劃納入學校整體

預算編列，而學校整體預算編列透過目標

依會計室函覆教育部文件觀

之，草擬相關流程如下： 

目標管理→預算 

建議：建構系所目標圖(願景)

卑利學校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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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以達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目標為要

務。 

13.無法看出其校內資本門儀器備

補助款分配原則。 

 

會計室 故專責小組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

項」訂定資本門、經常門各支用項目之應

用分配比例。其中資本門再分別請各教學

單位(系所)、圖書館、學務處與總務處，

依據校務發展計畫書所列之計畫目標提出

應用獎補助款預算經費之項目；而經常門

項目則由人事室及研發處，配合各類獎補

助教師辦法，提列適當之經費項目。 

校內資本門儀器設備補助款分配，係先由

專責小組決議「教學及研究設備」、「圖書

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學生

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及「其他」項之分

配比例後，再交由各負責單位依據中常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提出支用項目，其中「教

學及研究設備」係再依據往年各系所提列

之金額計算各院得分配之比例及金額，再

由院及院內各系依據其當年度校務發展重

依會計室函覆教育部文件觀

之，草擬相關流程如下： 

1. 目標設定 
2. 經費分配比例原則 
3. 系所依比例規劃預算 
4. 預算核定通過 
5. 各系所依核訂規劃執行 
6. 預算與執行差異之檢討 
等 

建議：製作流程執行表，卑能回

應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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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計畫提列購置項目。 

 

14.資本門優先序係依系所分為幾

大區塊，似未與學校整體經費規

劃優先序之意函。 

 

會計室、 

校務發展委會 

 

因本校已將整體發展經費規劃購置項目納

入學校年度預算之一環，故已列入計畫中

之項目，除系所因不可抗原因取消外，所

有項目均會執行，不因項目原訂之優先序

而產生排擠效應。各系所達發展目標與重

點特色的經費來源涵概整體發展經費與校

內經費，學校乃提供充分預算經費協助院

系所達成其年度發展目標。在此分配作法

下，學校將系所發展視為齊頭並進。 

感覺像在消化預算 

15.資本門設備購置目前尚無標餘

款之規劃，未來執行時宜請注意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四條第(一)項第5款之相關規

定。 

總務處 

 

有關標餘款因金額具不確定性，因而未列

示於支用計畫中，但未來執行時必依據「教

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第四條第(一)項第5款之相

關規定辦理。 

金額不符部分業經專責小組會

議通過 

16.訂有「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

法」，但該辦法乃經行政會議及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而未經校教

人事室 

 

擬依審查意見辦理，將本校經常門相關獎

補助辦法提報校教評會通過。 

96年 12月 28日 96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修訂通過 

97年 1月 16日 96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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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通過，其辦法第十一條亦如

此規定，應予改善。(請參酌「教

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

條第（五）項第2款之相關規

定)：其他經常門相關獎勵補助

辦法亦同。 

 

學期第 2校務會議修訂通 

17.由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來

看，似未真正發揮實質稽核功

能。 

秘書室 本校已訂有「經費稽核作業要點」作為稽

核人員執行稽核計畫、稽核項目及稽核程

序之依據，並於97年1月起進行實地稽核，

惟因會議紀錄簡略，故無法表達其實質功

能，爾後擬修改會議紀錄記載方式，以期

能完整表達經費稽核委員會執行成效。 

 

 

 

請經費稽核委員會授權本人依

修訂後之稽核，撰寫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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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函文金額與本校經費金額差一元，入帳金額為何？ 

 查核：以教育部之撥款為準。 

三、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項第1款第5點 

報部申請項目不變，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含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

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更者，其會議紀錄（含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報本部備查。 

查核：專責小組之遴選方式  

專責小組之會議記錄。 

四、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項第1款第6點 

購置之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其使用年限及報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 
   查核：抽查資產帳冊並走穿程序。 

五、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項第1款第7點 

各校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經校務會議、董事會通過後，據以執行本項獎補助經

費，並由經費稽核委員會負責監督。 
    查核：採購作業程序及相關辦法。 

六、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項第2款 

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不含計畫型獎助）百分之六十及百分之四十，經費之

使用應依據各校支用計畫所編列為準，如有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列於支用計畫中。 

     查核：依會計室提供之執行清冊查核，除應修正之細節外，並無不符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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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項第4款 

本項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六十；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分之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之二；

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宜加強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

無障礙空間設施。 

     查核：依會計室提供之執行清冊，部分比例已做修正，修正程序符合教育部規定。 

 

八、依教育部「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項第5款 

本項經常門獎補助經費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

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 

2.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勵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令公開審議及確實

執行，不得僅適用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3.各校依其獎勵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得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支用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4.各校應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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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第四項第5款 

以上經費比率之計算，不含自籌款金額。 

查核：依會計室提供之執行清冊，用於改善教學經費比例明顯偏低，據人資室主任表示，改善教學有教學卓越經費可供支應，比例

雖然偏低，並無不符部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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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說明 

 

一、 九十七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中，補助款有16,797,176元，獎助款有31,782,640

元，本校已提自籌款4,857,982元，總經費計53,437,798元。 

 

二、 九十七年度使用資本門經費共計32,062,679元，包含學校自籌款2,914,789元，其中

「購置教學儀器設備」項目計22,321,960元(獎補助款支用19,876,980元、學校自籌款

支用2,444,980元)；「購置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暨教學媒體」項目計8,635,470元(獎

補助款支用8,597,970元、學校自籌款支用37,500元)；「購置訓輔相關設備」項目計

672,940元(獎補助款支用672,940元)；「購置省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設施或其他項目」計432,309元(學校自籌款支用432,309元)。以上請參考「資

本門執行清冊」。另「購置教學儀器設備」獎補助款佔資本門獎補助款經費68.19%；

「購置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暨教學媒體」獎補助款佔資本門獎補助款經費

29.5%；「訓輔相關設備」獎補助款佔資本門獎補助款經費2.31%，均符合教育部之規

定。 

 

三、  九十七年度使用經常門經費共計21,375,119元，包含學校自籌款1,943,193元。其中

獎助教師項目經費有 15,145,659元(獎補助款支用 13,815,157元、學校自籌款支用

1,330,502)，獎補助款支用數已達經常門獎補助款經費之 71.1%，符合教育部規定之 30%

以上；行政人員研習、進修項目經費有399,350元(獎補助款支用315,503元、學校自籌款

支用83,847元)，獎補助款支用數達經常門獎補助款經費1.62%，符合教育部規定之5%以

內支用；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有438,189元(獎補助款支用398,354元、學校自籌款支

用39,835元)，獎補助款支用數達經常門獎補助款經費2.05%，符合教育部規定之2%。 

四、 上述各項經費執行數及相關比例計算明細請詳「附表一」。 

五、 本計畫各項經費原計畫書金額與實際執行數對照表請詳「附表二」。 

六、 本計畫各項經費執行明細請詳附件「九十七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執行清冊」。 

附件 



附表一

 補助款 獎助款
 獎補助款小

計
自籌款10% 總經費

                16,797,17631,782,640      48,579,816   4,857,982    53,437,798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補助款分配 10,078,306      60.00%6,718,870    40.00%

 獎助款分配 19,069,584      60.00%12,713,056  40.00%

 獎補助款合計 29,147,890      60.00%19,431,926  40.00%

 配合款分配 2,914,789        60.00%1,943,193    40.00%

 總經費分配 32,062,679      60.00%21,375,119  40.00%

 經費性
質

 經費項目
 執行金額-獎
補助款

 佔資本門比
例

 執行金額-
自籌款

 佔資本門比
例

 (一)教學儀器設備 19,876,980      68.19%2,444,980    83.88%22,321,960 69.62%執行清冊附件一(P1-P25)

 (二)圖書館自動化
等

8,597,970        29.50%37,500        1.29%8,635,470   26.93%

        圖書館自動化992,052          3.40%37,500        1.29%1,029,552   3.21%執行清冊附件二(P26)

        圖書期刊7,605,918        26.10% -              -              7,605,918   23.72%執行清冊附件二(P26-P27)

        教學媒體 -                 -              -              -              -             

 (三)學生事務與訓
輔相關設備

672,940          2.31% -              0.00%672,940      2.10%執行清冊附件二(P27-P30)

 (四)其他(省水器
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設施等)

-                 0.00%432,309       14.83%432,309      1.35%執行清冊附件三(P31)

 資本門合計 29,147,890      100%2,914,789    100%32,062,679 100%

 佔獎補助款金額比
例

60.00%

 經費項目
 執行金額-獎
補助款

 佔經常門比
例

 執行金額-
自籌款

 佔經常門比
例

 執行金額
小計

 佔經常
門比例

 (一)獎助教師薪資 4,928,220        25.36% -              0.00%4,928,220   23.06%

 新聘教師薪資 4,928,220        25.36% 0.00%    4,928,22023.06%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一)、獎
助教師薪資(P33)

經常門

參考文件

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一覽表

 執行金額
小計

資本門

執行情形

經常門經費資本門經費

 佔資本
門比例

2



 經費項目
 執行金額-獎
補助款

 佔經常門比
例

 執行金額-
自籌款

 佔經常門比
例

 執行金額
小計

 佔經常
門比例

 (二)獎助教師研究
進修分項項目

13,789,849      70.97%1,330,502    68.47%15,120,351 70.73%

        進修 792,547          4.08%635,786       32.72%1,428,333   6.68%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一、
獎助教師進修(P34-P39)

        研究 3,600,537        18.53% -              0.00%3,600,537   16.85%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二、
獎助教師研究(P40-P74)

        研習 1,398,851        7.20% -              0.00%1,398,851   6.54%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三、
獎助教師研習(P75-P103)

        著作 6,891,914        35.46% -              0.00%6,891,914   32.24%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四、
獎助教師著作(P104-P275)

        升等送審396,000          2.04% -              0.00%396,000      1.85%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五、
獎助教師升等送審(P276-
P280)

        改進教學295,000          1.52%604,100       31.09%899,100      4.21%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六、
獎助教師改進教學(P281-
P287)

        編纂教材400,000          2.06% -              0.00%400,000      1.87%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七、
編纂教材(P288-P291)

        製作教具 15,000            0.08% -              0.00%15,000        0.07%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八、
製作教具(P292)

        學校自辦研習
活動

-                 0.00%90,616        4.66%90,616        0.42%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九、
學校自辦研習活動(P293-
P294)

 (三)獎助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進修

315,503          1.62%83,847        4.31%399,350      1.87%

        獎助行政人員
進修

159,223          0.82% -              0.00%159,223      0.75%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三)一、
獎助行政人員進修(P295-
P296)

        獎助行政人員
業務研習

156,280          0.80%40,575        2.09%196,855      0.92%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三)二、
獎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P297-P305)

        學校自辦研習
活動

-                 0.00%43,272        2.22%43,272        0.20%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三)三、
學校自辦研習活動(P306)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                 0.00%489,009       25.17%489,009      2.29%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四)改善
教學之相關物品(P307-P313)

 (五)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398,354          2.05%39,835        2.05%438,189      2.05%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之鐘點費

81,000            0.42%19,000        0.98%100,000      0.47%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五)一、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P314)

        相關執行成效317,354          1.63%20,835        1.07%338,189      1.58%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五)二、
相關執行成效(P315-P316)

 經常門合計 19,431,926      100%1,943,193    100%21,375,119 100%

 佔獎補助款金額比
例

40.00%

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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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度整體發展補助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資本門 

 支用計畫數(第一次修正) 執行數 

項目 獎補助款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獎補助款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60%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19,864,287 68.15% 1,986,429 68.15% 19,876,980 68.19% 2,444,980 83.88%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10%)【不含自

籌款金額】 

8,103,113 27.8% 810,311 27.8% 8,597,970 29.50% 37,500 1.29%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訓輔相關設備(至少占

資本門經費2%)【不含

自籌款金額】 

612,106 2.1% 61,211 2.1% 672,940 2.31% 
- 

 

 

-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

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

空間設施等) 

568,384 1.95% 56,838 1.95% 
- 

 

 

- 

 

432,309 14.83% 

合計 29,147,890 100.00% 2,914,789 100.00% 29,147,890 100.00% 2,914,789 100.00%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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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支用計畫數 執行數 

項目 獎補助款金

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獎補助款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研究 3,388,513 17.44% 338,851 17.44% 3,600,537 18.53% - - 

研習(含學校自

辦研習活動) 
925,729 4.76% 92,573 4.76% 1,398,851 7.2% 90,616 4.66% 

進修 1,823,636 9.38% 182,364 9.38% 792,547 4.08% 635,786 32.72% 

著作 5,909,091 30.41% 590,909 30.41% 6,891,914 35.46% - - 

升等送審 316,364 1.63% 31,636 1.63% 396,000 2.04% - - 

改進教學 567,909 2.92% 56,791 2.92% 295,000 1.52% 604,100 31.09% 

編纂教材 454,545 2.34% 45,455 2.34% 400,000 2.06% - - 

製作教具 90,909 0.47% 9,091 0.47% 15,000 0.08% - -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

費30%以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小計 13,476,696 69.35% 1,347,670 69.35% 13,789,849 70.97% 1,330,502 68.47%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5%以內
【不含自籌款金額】)(含學校
自辦研習活動) 

456,876 2.35% 48,124 2.48% 315,503 1.62% 83,847 4.31%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398,354 2.05% 39,835 2.05% 398,354 2.05% 39,835 2.05%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 507,564 26.12 - - 489,009 25.17% 

五、其他-新聘教師薪資 5,100,000 26.25% - - 4,928,220 25.36% - - 

合計 19,431,926 100.00% 1,943,193 100.00% 19,431,926 100.00% 1,943,193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