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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修正說明對照表 

系科名稱  委員審查意見  修正說明及意見 

化妝品應用與

管理科 
無  

嬰幼兒保育科  無  

備註： 

1. 請系(科)依委員審查意見提出修正說明並填入對應欄位。表格若不敷填寫，請自行延伸。 

2. 若審查意見為「無」者，則無須回覆「修正說明及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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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申請簡表 

計畫執行學年度 104 計畫申請期程 104 年 7 月 1 日~105 年 6 月 30 日

學校基本資料 

學校名稱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校長 蕭淑貞 

計畫統籌單位 研究發展處 單位主管 王美業 

單位主管 E-mail mywang@ctcn.edu.tw 主管聯絡電話 02-22191131#5711 

計畫聯絡人 陳素靖 職稱  

E-mail susc122@ctcn.edu.tw 連絡電話 02-22191131-5715 傳真 02-22197807 

全校系科數 

(大學及專科部) 

全校日間部系科數 
(大學及專科部) 

已執行計畫系科數 
(103 學年度已申請執行 

程序 1-3 系科) 

本學年度申請系科數 

(104 學年度申請執行 
程序 1-3 之三分之一系科) 

6 5 2 2 

系科計畫申請資料 

計畫經費申請 

系科名稱 

計畫申請經費 

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 150,000 15,028 165,028

嬰幼兒保育科 150,000 15,096 165,096

合計 300,000 30,124 330,124

計畫統籌承辦人簽章 計畫統籌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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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計畫書內容 

一、 計畫實施依據及目標： 

本實務增能計畫執行精神乃依據專科學校法規定：「專科學校，以教授並提升應用科學及

技術，培育就業能力，養成實用專業人才為宗旨。」以及技職教育的特色為強調「務實致用」

以縮短學用落差之理念提出。本校體制係屬技職教育的專科學校，因此學校定位乃是以培養產

業所需的中階及基礎人才為目標。此外亦依據近 3 年本校新生就讀意願調查結果，強調培育學

生實務能力，以順應高達 90％以上新生認為就讀本校可習得一技之長並提升未來就業力之意

願。 

本計畫配合各科相關之專業課程進行授課教學及結合地區產業特色，以利各科專業課程與

業界實務的相互融合，期能達到以下目標： 

(一) 系科定位明確：透過與業界專家的緊密討論與合作，針對產業專業人才供需相關調查結

果，明確訂定該學科定位，確認培育人才目標及位階特質，以形塑該科特色，與其餘培

育市場區隔。 

(二) 以學生為本，適性揚才：課程規劃符合學生素質水準，結合教師專長特性，達到適性教

育目標。 

(三) 與產業建立合作聯盟：精進與產業合作的實質內容，於課程內容、協同教學、校外實習、

以及畢業就業等方面簽訂具體合作內容，落實產學無縫接軌，並簽訂合作備忘錄。 

(四) 訂定專業核心能力與規劃實務課程：與業界聯盟夥伴共同研商以及遵循勞動部等主管機

關提供之職能基準，各專業學科訂定專業核心能力，並與產業界共同規劃課程，確保教

與學規劃均符合科能力指標與職場接軌。 

(五) 辦理業界協同教學：聘任合作聯盟之業界專家進行協同教學，開發實務與特色教材 

(六) 增進老師實務技能：精進教師研習內涵，掌握業界關鍵實務技能，並發揮產學資源共享

效益。 

(七) 強化學生業界實習：與業界聯盟夥伴共同研訂實習大綱與實習成效關鍵績效指標，並使

學生了解職場工作願景與工作倫理，縮短職涯探索期，建立正確工作態度，從而提昇學

生畢業時就業能力，增進學生就業競爭力。 

(八) 精進學生就業輔導：分析學生就業取向及發展性，多元輔導規劃職涯進路，並結合校內、

外資源與校友資源，共同策進學生生涯規劃、就業準備及職涯發展，依照不同的學習階

段需求，提供學生完整的生涯發展輔導工作。亦對應產業需求，規劃專業證照之取得。 

二、 學校已於 103 學年度辦理並預計於 104 及 105 學年度推動之系(科)規

劃情形： 

表 1 本校所有日間部系(科)一覽表 

系(科)名稱 

護理科 嬰幼兒保育科 
化妝品應用與管

理科 
健康餐旅科 數位媒體設計科

共計     5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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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填寫日間部系科請排除已「申請停招」及當學年度為「新設」第一年之系科。 

表 2 104 及 105 學年度預定提出計畫申請之日間部系(科)分配表 

103 學年度 

(已於 103 學年度提出申請之系科) 
104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數位媒體設計科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 護理科 

健康餐旅科 嬰幼兒保育科 - 

 

※表 2 所列 104 學年度「申請系科」需與本次計畫申請系科相符。 

三、 學校協助系科推動本案之策略： 

(一) 學校提供科推動三項程序的具體措施： 

本案由研究發展處統籌規劃，另校層級單位包含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等於行政層面

全力配合，各程序前置輔導機制說明如下： 

程序 說明 

程序 1 

1. 輔導學科審視各產業工會人力供需調查報告，以及勞委會工作職類職

務分析，訂定培育目標之位階特質。 

2. 輔導學科結合地區產業特質，凸顯科發展特色，並區隔招生市場。 

3. 提供各科新生入學動機、成績分析及落點，以能分析學生素質水準，

納入課程規劃及教學策略中，以達適性教育之目標。 

4. 提供學生畢業後流向與工作職務領域分析結果，了解職缺供需缺口。 

程序 2 

1. 共同參與審視學科業界合作夥伴遴選準則，以能尋求符合培育目標之

適性產業夥伴。 

2. 提供各區域產學聯盟相關資源，多元媒合符合該學科人才培育定位的

產業夥伴。 

程序 3 
1. 輔導學科審視產業所需職能，制訂專業核心能力。 

2. 依本校教學品保規範，落實課程再造與審查機制。 

 

(二) 本計畫校內管考及輔導機制： 

1.管考辦法 
本計劃由研究發展處統籌，作業機制均遵循相關辦法要點，包含「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辦法」、「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辦法」、「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產學合作辦法」及「課程發展

機制」，另為因應第二階段策略之師生實務增能計畫制訂本校技職再造實務課程發展及師

生實務增能計畫-深耕服務計畫作業要點。 

2.管考方式 

（1） 各學科主任(計畫主持人)需定期召開計畫執行會議，就計畫執行進度，進行檢討並討

論改善方案，以達成質量化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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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績效管考： 

（A）各學科主任(計畫主持人)於主管會議、行政會議及年度檢討會議報告，作為下一階

段計劃修正之準則。 

（B）本計劃亦遵循本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由本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以教育部 

專案計劃稽核項目進行專案稽核。預計於 104 年七月進行第一階段計畫專案稽核。 

（3） 例行監督：由學科主管例行督導各項業務，並進行季管考檢核，並填報管考平台。填

報管考結果分別陳送校長，以監督各單位業務績效達成進度，及後續改善機制。 

（4） 經費管考：由本校總務處、會計室及採購單位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內部控制作業流程，

監督相關經費使用。 

 

 

 

 

 

 

 

 

 

 

 

 

 

 

 

 

 

 
 
 

圖一 計畫控管架構圖 

 

四、 系科計畫申請內容： 

本項所呈現系科計畫撰寫順序，需對應表 2 所列 104 學年度「申請系科」由上至下進行

文件排序。 

總計畫主持人 

校長 

品管 

主管會議 

行政會議 

年度檢討會議 

規畫 

研究發展處 

各學科 

各程序計畫 

稽核 

內部控制稽核小組

進行專案稽核 

執行 

各學科 

相關行政單位 



 

(隔頁紙) 

 

 

 

 

化妝品應用管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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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申請基本資料 

系科名稱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 系科主管 汪曉琪 

計畫聯絡人 林淑慧 職    務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行政人員 

E-mail shlin@ctcn.edu.tw 連絡電話 (02)22191131#6312 傳    真 (02)2219-7807 

 

系(科)推動實務課程發展規劃時程表 

程

序 
計畫推動項目 

預定 

執行 

期程 

達成項目之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年 月 量化 質化 

程

序

1 

完成系科「教師專長領域」、「學

生素質」、「同級系(科)之競合」

及「職場人力需求」等資料蒐

集及分析 

104/07 

1. 進行本科教師專長之

質量化描述及課程模

組分析。 

2. 分析本科學生入學分

數及素質水準。 

3. 蒐集北台灣專校妝管

科經營概況。 

4. 進行化妝品及美容美

髮產業職場人力需求

分析。 

5. 彙整資料，進行本科

優劣勢分析。 

1.完成 13/位 

(教師實務經驗分析) 

2.完成 150/位 

(學生入學背景分析) 

3.完成 3/種 
(工作職務對應產業供

需分析) 

1. 完成科教師之學歷專長特性

分析。 

2. 完成教師之業界實務背景情

形與經驗分析表。 

3. 完成分析本科學生入學背景

分析情形。 

4. 完成政府政策、同級學校之

經營概況求等外部因素分

析。 

5. 完成本科 SWOT 分析。 

6. 完成分析化妝品及美容美髮

職場人力供需情形。 

系(科)召開系(科)務會議討論

自我定位，並達成自我適性定

位之共識。 

104/08 

召開科務會議，討論本科

畢業學生職場定位，凝聚

本科教師共識。 完成 1/場 

(召開會議數) 

1. 完成科務會議討論自我定位

及與會人員意見記錄。 

2. 以化妝品行銷及美容美髮為

發展主軸，經由科務會議共

同討論完成學生工作職類與

對應職能分析。 

程

序

2 

找尋符合系科定位適性合作業

界夥伴： 

1. 從鄰近區域內找出與定位相

符的可能產業合作夥伴。 

2. 透過各政府機關共構之產學

合作平台或計畫等尋找潛在

合作廠商及機會。 

104/09 

1. 列舉鄰近區域內及已

合作之業界夥伴。 

2. 透過產學合作平台尋

找與本科定位相符之

潛在合作夥伴。 

完成 8-10/家數 

(尋找廠商家數) 

1. 以大台北地區尋找符合本科

定位之潛在產學合作夥伴 

2. 本科發展目標以化妝品行

銷、美容及美髮產業為發展

發展主軸，並以曼都、小林

髮廊、佐登妮絲、登琪爾 SPA

等廠商，由校外實習等實務

課程為合作平台，共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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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推動實務課程發展規劃時程表 

程

序 
計畫推動項目 

預定 

執行 

期程 

達成項目之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年 月 量化 質化 

雙邊合作事宜。 

與可能合作業界夥伴進行實質

互動交流： 

1. 邀請合作業界夥伴蒞校參

訪： 

(1) 系科安排實地參訪，並向

業界代表說明系(科)之辦

學理念、人才培育定位、

師資及設備資源…等狀

況。 

(2) 請業者針對其營運概

況、職場所需關鍵技能、

設備資源、提供業師協同

教學及實習與就業機會

進行簡報說明。 

2. 辦理系(科)專業教師廣度研

習，赴業界參訪並了解其是

否符合作為合作夥伴之條

件。 

104/ 

10-12 

1. 邀請潛在合作機構負

責人或代表蒞校參訪

交流，由本科說明辦

學理念、人才培育定

位、師資及設備資

源、提供業師協同教

學及學生實習就業需

求。請機構就其營運

概況、職場所需關鍵

技能、設備資源、提

供業師協同教學及實

習與就業機會進行簡

報說明。 

2. 辦理本科專任教師廣

度研習，赴業界參訪

實務成長，以瞭解機

構營運狀況，並評估

產學合作之可能性。

1. 完成 4/場 

(辦理活動場次)  

(2 場業者代表蒞校

參訪、2 場教師赴業

界廣度研習) 

 

2. 完成 13/人 

(參與廣度研習人次) 

 

1. 完成邀請名單中之業者代表

蒞校參訪，了解科之辦學理

念、人才培育定位、師資及

設備資源等狀況。 

2. 完成邀請有合作意願之業者

簡報其營運狀況、職場所需

關鍵技能、設備資源、可能

提供業師協同教學機率及實

習與就業機會等。 

3. 完成科專業教師赴業界參訪

並了解其是否符合為合作夥

伴之名單。 

4. 辦理教師赴業界廣度研習。

遴選符合系科專業需求之業界

合作夥伴： 

1. 評估產業合作夥伴適性狀況

2. 依業界具備之合作條件優劣

情形，排列確定合作夥伴之

優先序。 

105/01 

召開科務會議，評估潛在

產業合作夥伴之適性狀

況，並依機構合作條件之

優劣，排定合作之優先

序。 

完成 8-10/家數 

(評估廠商家數) 

1. 完成產業合作夥伴適性評估

表，比較各潛在合作夥伴之

適性狀況與合作條件之優

劣。 

2. 完成產業合作夥伴優先順

序。 

系(科)與業界合作夥伴研議未

來合作規劃： 

1. 與業界合作夥伴共同研議合

作之事項及條件(安排業師

協同教學、教師赴機構研

習、學生校外實習)。  

2. 產學雙方研議合作事項及權

利義務條件轉化簽訂為具體

合作契約。 

105/02 

1. 召開產學合作會議，

研議業師協同教學之

課程與人選、專任教

師赴機構研習之可能

性及實施方式、學生

實習之人數及實施方

式。 

2. 完成產學合作契約內

容，並經雙方修正討

論後定案。 

1. 完成 1/場 

(辦理會議/活動數) 

2. 遴選業師 10/人 

(業師協同教學人數) 

3. 實務研習 12/人 

(教師赴機構研習人數) 

4. 學生實習 

180-200/人 

 (學生校外實習數) 

1. 完成與合作夥伴進行之合作

事項與條件之協議並簽訂契

約：業師協同教學及學生校

外實習等。 

2. 合作夥伴提供本科教師進行

實務成長計畫，以掌握業界

知能。 

3. 本科與合作夥伴共同研議教

師至該機構進行深耕服務可

行性與相關細節。 



8 

系(科)推動實務課程發展規劃時程表 

程

序 
計畫推動項目 

預定 

執行 

期程 

達成項目之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年 月 量化 質化 

辦理產學合作簽約儀式活動，

系(科)與業界合作夥伴簽訂合

作契約(備忘錄) 

105/03 

辦理產學合作簽約儀

式，正式簽定合作契約。
完成 5/家數 

(合作廠商簽約數) 

透過簽訂合作契約使學校及產

業合作夥伴合作項目有所遵

循，已達雙方共贏。 

程

序

3 

針對產業需求與業界合作夥伴

共同研議人才培育核心能力：

1. 共同探討產業所需職場工作

能力。 

2. 系(科)將雙方所確認之職場

工作能力轉化為系(科)專業

核心能力。 

105/ 

03-04 

召開課程發展會議，邀

請業界合作夥伴研議產

業所需職場工作能力和

基本素養，轉化為科專

業核心能力指標。 

完成 1/場 

(召開會議數) 

1. 完成與業界代表共同擬訂之

人才培育核心能力與基本素

養指標。 

2. 完成專業核心能力與其相對

應課程的關聯表 

召開以產業實務導向的系(科)

課程規劃(諮詢)會議： 

1. 系(科)和業界夥伴代表依已

訂定之「專業核心能力指

標」，逐一討論並列出培育該

能力所需之相對應課程名稱

和教學內容概要。 

2. 檢核並列出專業核心能力與

其相對應課程關聯表，包

括：專業核心能力指標、其

相對應課程名稱、該課程教

學內容概要。 

105/ 

05-06 

1. 召開課程發展會議，

依據科專業核心能

力，發展出對應課程

與教學內容概要。 

2. 檢核並列出專業核心

能力與其相對應課程

關聯表，包括：專業

核心能力指標、其相

對應課程名稱、該課

程教學內容概要。 

1. 完成 1/場 

(召開會議數) 

2. 完成 10/人 

(參與業界代表人數) 

1. 發展出本科專業核心能力相

對應之課程名稱、課程內容概

要等內涵。 

2. 完成專業核心能力、課程名

稱、課程內容概要之關聯檢核

表。 

備註： 

1. 各程序推動項目、具體作法及預期質、量化目標應詳實對應填寫。 

2. 該表填寫請以「二~三頁」為限。 

3. 各計畫推動項目請按「程序 1-3」順序，進行「預定執行期程」之規劃。 

承辦(聯絡)人簽章 系科主管簽章 

  

 



 

(隔頁紙) 

 

 

 

 

嬰幼兒保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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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申請基本資料 

系科名稱 嬰幼兒保育科 系科主管 吳怡萍 

計畫聯絡人 陳脩文 職    務 嬰幼兒保育科行政人員 

E-mail jenny@ctcn.edu.tw 連絡電話 (02)22191131#6212 傳    真 (02)2219-7807 

 

系(科)推動實務課程發展規劃時程表 

程

序 
計畫推動項目 

預定 

執行 

期程 

達成項目之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年 月 量化 質化 

程

序

1 

完成系科「教師專長領域」、「學

生素質」、「同級系(科)之競合」

及「職場人力需求」等資料蒐

集及分析 

104/07 

1. 進行本科專任教師專

長之質量化描述及課

程模組分析。 

2. 分析本科學生入學分

數及素質水準。 

3. 蒐集北臺灣專科學校

幼保科經營概況。 

4. 進行政府幼托政策及

托嬰中心、幼兒園、

兒童相關產業等三類

教保職場人力需求分

析。 

5. 彙整資料，進行本科

優劣勢分析。 

1.完成 6/位 

(教師實務經驗分析) 

2.完成 90/位 

(學生入學背景分析) 

3.完成 3/種 
(工作職務對應產業供

需分析) 

1. 完成教師專長的課程模組定

位分析。 

2. 完成本科學生於教保人才需

求之定位。 

3. 完成政府幼托政策、同級學

校之經營概況及托嬰中心、

幼兒園、兒童相關產業等三

類教保職場人力需求等外部

因素分析。 

4. 完成本科 SWOT 分析。 

系(科)召開系(科)務會議討論

自我定位，並達成自我適性定

位之共識。 

104/08 

召開科務會議，討論本科

畢業學生職場定位，凝聚

本科教師共識。 

完成 1/場 

(召開會議數) 

確認本科自我定位，設定課程培

育目標，達成共識。 

程

序

2 

找尋符合系科定位適性合作業

界夥伴： 

1. 從鄰近區域內找出與定位相

符的可能產業合作夥伴。 

2. 透過各政府機關共構之產學

合作平台或計畫等尋找潛在

104/09 

1. 列舉鄰近區域內及已

合作之業界夥伴。 

2. 透過產學合作平台尋

找與本科定位相符之

潛在合作夥伴。 

完成 8-12/家數 

(尋找廠商家數) 

以大台北地區尋找符合本科定

位之潛在產學合作夥伴，以利討

論雙邊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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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推動實務課程發展規劃時程表 

程

序 
計畫推動項目 

預定 

執行 

期程 

達成項目之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年 月 量化 質化 

合作廠商及機會。 

與可能合作業界夥伴進行實質

互動交流： 

1. 邀請合作業界夥伴蒞校參

訪： 

(1) 系科安排實地參訪，並向

業界代表說明系(科)之辦

學理念、人才培育定位、

師資及設備資源…等狀

況。 

(2) 請業者針對其營運概

況、職場所需關鍵技能、

設備資源、提供業師協同

教學及實習與就業機會

進行簡報說明。 

2. 辦理系(科)專業教師廣度研

習，赴業界參訪並了解其是

否符合作為合作夥伴之條

件。 

104/10- 

105/01 

1. 邀請潛在合作機構負

責人或代表蒞校參訪

交流，由本科說明辦

學理念、人才培育定

位、師資及設備資

源、提供業師協同教

學及學生實習就業需

求。請機構就其營運

概況、職場所需關鍵

技能、設備資源、提

供業師協同教學及實

習與就業機會進行簡

報說明。 

2. 辦理本科專任教師廣

度研習，赴業界參訪

實務成長，以瞭解機

構營運狀況，並評估

產學合作之可能性。

1. 完成 1/場 

(辦理活動場次) 

2. 完成 6/人 

(參與廣度研習人次) 

透過雙邊參訪與交流，瞭解機構

經營概況，並評估潛在產學合作

夥伴之關鍵技術是否適合作為

本科適性定位之合作夥伴。 

遴選符合系科專業需求之業界

合作夥伴： 

1. 評估產業合作夥伴適性狀況

2. 依業界具備之合作條件優劣

情形，排列確定合作夥伴之

優先序。 

105/01 

召開科務會議，評估潛在

產業合作夥伴之適性狀

況，並依機構合作條件之

優劣，排定合作之優先

序。 

完成 8-12/家數 

(評估廠商家數) 

分析比較各潛在合作夥伴之適

性狀況與合作條件之優劣，排定

合作之優先序。 

系(科)與業界合作夥伴研議未

來合作規劃： 

1. 與業界合作夥伴共同研議合

作之事項及條件(安排業師

協同教學、教師赴機構研

習、學生校外實習)。  

2. 產學雙方研議合作事項及權

利義務條件轉化簽訂為具體

合作契約。 

105/02 

1. 召開產學合作會議，

研議業師協同教學之

課程與人選、專任教

師赴機構研習之可能

性及實施方式、學生

實習之人數及實施方

式。 

2. 完成產學合作契約內

容，並經雙方修正討

論後定案。 

1. 完成 1/場 

(辦理會議/活動數) 

2. 遴選業師 6/人 

(業師協同教學人數) 

3. 實務研習 6/人 

(教師赴機構研習人數) 

4. 學生實習

45-90/人(104

學年度增班) 

(學生校外實習數) 

完成業界夥伴合作細節之研

議，包括：業師協同教學、教師

赴機構研習、學生校外實習、雙

方權利義務等內容，並完成雙方

合作契約之內容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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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推動實務課程發展規劃時程表 

程

序 
計畫推動項目 

預定 

執行 

期程 

達成項目之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年 月 量化 質化 

辦理產學合作簽約儀式活動，

系(科)與業界合作夥伴簽訂合

作契約(備忘錄) 

105/03 

辦理產學合作簽約儀

式，正式簽定合作契約。
完成 4/家數 

(合作廠商簽約數) 

完成與機構產學合作之契約簽

定。 

程

序

3 

針對產業需求與業界合作夥伴

共同研議人才培育核心能力： 

1. 共同探討產業所需職場工作

能力。 

2. 系(科)將雙方所確認之職場

工作能力轉化為系(科)專業

核心能力。 

105/ 

03-04 

召開課程發展會議，邀請

業界合作夥伴研議產業

所需職場工作能力和基

本素養，轉化為科專業核

心能力指標。 

完成 1/場 

(召開會議數) 

1. 完成本科適性定位之職場能

力分析。 

2. 完成訂定本科執業導向之專

業核心能力指標。 

召開以產業實務導向的系(科)

課程規劃(諮詢)會議： 

1. 系(科)和業界夥伴代表依已

訂定之「專業核心能力指

標」，逐一討論並列出培育該

能力所需之相對應課程名稱

和教學內容概要。 

2. 檢核並列出專業核心能力與

其相對應課程關聯表，包

括：專業核心能力指標、其

相對應課程名稱、該課程教

學內容概要。 

105/ 

05-06 

1. 召開課程發展會議，

依據科專業核心能

力，發展出對應課程

與教學內容概要。 

2. 檢核並列出專業核心

能力與其相對應課程

關聯表，包括：專業

核心能力指標、其相

對應課程名稱、該課

程教學內容概要。 

3. 將課程總表依本校規

定送入會議審查，以

利於學校網站上公

告。 

1. 完成 1/場 

(召開會議數) 

2. 完成 6/人 

(參與業界代表人數) 

1. 發展出本科專業核心能力相

對應之課程名稱、課程內容概

要等內涵。 

2. 完成專業核心能力、課程名

稱、課程內容概要之關聯檢核

表。 

3. 將課程總表提案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以利於學校網站上公

告。 

備註： 

1. 各程序推動項目、具體作法及預期質、量化目標應詳實對應填寫。 

2. 該表填寫請以「二~三頁」為限。 

3. 各計畫推動項目請按「程序 1-3」順序，進行「預定執行期程」之規劃。 

承辦(聯絡)人簽章 系科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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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經費編列 

一、全校經費編列明細表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計畫名稱：104 學年度第一階段系科實務課程發展計畫 

計畫期程： 104 年 7 月 1 日  至 105 年 6 月 30 日 

計畫經費總額：330,124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金額：300,000 元，自籌款：30,124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 

教育部：………………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部：………………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 

(元) 
數量 

總價 

(元) 
說明 

補助款

(元) 

自籌款 

(元) 

計畫金額

(元) 

補助金額

(元) 

業
務
費 

出席費 2,000 95人次 190,000 

1. 產官學界專家會議出席費。

2. 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規定核實報

支。 

190,000 0 

交通費 53,500 1式 53,500 

1. 產官學界專家出席會議及教

師機構研習交通費。 
2. 外聘專家學者車資 250 元

*114趟=28,500 元 
3. 業界參訪（高鐵、火車、捷

運等費用）（新店校區＆宜

蘭校區至新竹以北各公民營

機構）25,000元*1式=25,000

元 
4. 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

點」、「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

稿費支給要點」、「軍公教人

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

規定」及「教育部及所屬機

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

訓練與研討(習)會相關管理

措施及改進方案」規定核實

報支。 

53,500 0 

膳費 80 
230 

人次 
18,400 

1. 會議及研習人員膳食費。 
2. 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

及「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

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

研討(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

改進方案」規定核實報支。

18,400 0 

稿費 - - - 
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規定核實報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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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計畫名稱：104 學年度第一階段系科實務課程發展計畫 

計畫期程： 104 年 7 月 1 日  至 105 年 6 月 30 日 

計畫經費總額：330,124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金額：300,000 元，自籌款：30,124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 

教育部：………………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部：………………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 

(元) 
數量 

總價 

(元) 
說明 

補助款

(元) 

自籌款 

(元) 

計畫金額

(元) 

補助金額

(元) 

教材(具) 

製作費 
16,940 1式 16,940 

1. 廣度研習教學活動執行材料

費（如黏土，美工用品）。

2. 所列費用均為採購「自製」

或「共編」教材(具)所需組

成「元件」，每項「元件」單

價小於一萬元。且並無採購

「套裝軟體」或已為「成品」

之教材(具)，及以「數位教

材」呈現形式所需相關費用

(如委外拍攝、影片剪輯、PPT
簡報等)。 

16,940 0 

專家諮詢

費 
2,000 6人次 12,000 

1. 實務課程諮詢會議，專業課

程總表，課程綱要之諮詢。

2. 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

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核實報

支。 

0 12,000 

工讀費 120 140小時 16,800 
協助實務課程諮詢會議，課程

資料彙整所需工讀生核實報

支。 
0 16,800 

工讀保險

費 
34 22天 748 

投保工讀生之勞工保險費用

(天)核實報支。 
0 748 

二代健保

費 
4,576 1式 4,576 

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費，核實

報支。 
4,000 576 

雜支 17,160 1式 17,160 

1. 郵費、光碟片、電源線等電

腦耗材及文具用品、紙張、

錄音筆、資料夾、幻燈片製

作等。 
2. 教育訓練保險費(非公務人

員)、場地清潔費、相片沖洗

等其他上述經費項目未能系

列等開支。 
3. 有關雜支已涵蓋之經費項

目，除特別需求外，不得重

複編列。 

17,160  

合  計 330,124 300,000 30,124
本部核定補助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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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計畫名稱：104 學年度第一階段系科實務課程發展計畫 

計畫期程： 104 年 7 月 1 日  至 105 年 6 月 30 日 

計畫經費總額：330,124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金額：300,000 元，自籌款：30,124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 

教育部：………………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部：………………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 

(元) 
數量 

總價 

(元) 
說明 

補助款

(元) 

自籌款 

(元) 

計畫金額

(元) 

補助金額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    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列

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如有隱匿不實或造假情事，本部
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不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用
費及行政管理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行注意事項」、預算法
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行原則等相關規定辦理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
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不得以置入性行銷方式進行。 

4、所編列雜支不得超過該程序補助款的百分之六。若申請上述兩項目者，請如
實於表中填寫金額。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率 90.87％】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依教育部補助
技專校院辦理實務課程
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實
施要點規定辦理結餘款
繳回） 
□不繳回（請敘明依據）

※注意事項： 

請將「備註欄右方欄位」的補助方式選擇「■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選擇「■否」,並於【補助比率  

％】填寫申請補助金額/計畫經費總額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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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校計畫經費彙總表 

申請學校：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計畫名稱：104 學年度第一階段系科實務課程發展計畫 

計畫期程： 104 年 7 月 1 日  至 105 年 6 月 30 日 

計畫經費總額：330,124 元，申請補助金額：300,000 元，自籌款：30,124 元 

系科 

 

經費項目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 嬰幼兒保育科 計畫金額(元) 

補助款 自籌款 補助款 自籌款 補助款 自籌款 

出席費 96,000 94,000 190,000 

交通費 25,000 28,500 53,500 

膳費 9,600 8,800 18,400 

稿費 0  

教材(具)製作費 8,940 8,000 16,940 

專家諮詢費 0 6,000 6,000  12,000

工讀費 0 8,400 8,400  16,800 

工讀保險費 0 340 408  748

二代健保費 2,120 288 1,880 288 4,000 576 

雜支 8,340 8,820 17,160 

小計 150,000 15,028 150,000 15,096 300,000 30,124

合計 165,028 165,096 330,124 
 

 

說明：本表請彙整所有計畫申請系科中的各項申請經費項目及金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