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科技大學獎勵補助工作小組  2013.07製作 

研商修訂10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草案」暨「技專
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草案」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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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項獎勵補助指標比率 

(一)總經費分配圖 

(二)補助指標修訂對照圖 

(三)獎勵指標修訂對照圖 

二.草案重點事項之修訂 

(一)作業方式相關說明之修訂 

(二)補助指標修訂事項說明 

(三)獎勵指標修訂事項說明 

(四)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原則修訂事項說明 

三.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草案之修訂 

四.明年度獎勵補助辦法預計推動方向 

 



 

 

一、各項獎勵補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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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經費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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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指標修訂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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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勵指標修訂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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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案重點事項之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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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方式相關說明之修訂  

修訂要點作業方式: 

原辦法： 

學校經核准立案招生者，得檢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資
料，申請補助。 

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檢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資
料，申請獎勵： 

經核准立案，且招生達二年以上。 

學校招生、學籍、課程、人事、會計、財務及行政電
腦化等校務運作正常，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學校財團法人組織及董事會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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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詳見會議資料第3頁 



(一)作業方式相關說明之修訂(續)  

修訂要點作業方式: 

修訂後：學校經核准立案招生者，得檢具計畫書及相

關文件、資料，申請補助；學校經核准立案，且招生

達二年以上規定者，得檢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資料，

申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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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詳見會議資料第3頁 



(二)補助指標修訂事項說明 

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補助指標： 

1.基本補助(30%) →10.50% 

2.現有規模(70%) →24.50% 

 （1）學生數(67%) →16.41% 

 （2）教師數(24%) →5.88% 

 （3）職員人數(9%) →2.21%    

 

補助指標： 

1.現有規模(70%) →24.50% 

 （1）學生數(67%) →16.41% 

 （2）教師數(24%) →5.88% 

 （3）職員人數(9%) →2.21%    

2.助學措施成效(30%) →10.50% 

 （1）助學金生活學習獎助學金(60%)  

→6.30% 

 （2）補助弱勢學生(40%) →4.20%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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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數、教師數、職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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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學生數 = 
 

各校加權學生數

 所有學校加權學生數總和
×
80

100
+ 

 
各校加權學生比

 所有學校加權學生比總和
×
17

100
+ 

 
各校採非紙筆測驗
入學之學生數

 
所有學校採非紙筆測驗
入學之學生數總和

×
3

100
。 

 

學生數 =

各校加權學生數
 所有學校加權學生數總和

。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3、4頁 



1、學生數、教師數、職員人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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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教師數= 
 

各校職級配分加權總數

 
所有學校職級配分加權

總數總和

×
70

100
 + 

 

 

各校教師職級配分加權總數
各校教師總人數

 所有學校加權平均數總和

27

100
 + 

 
各校新聘實務經驗
專業科目教師數

 
所有學校新聘實務經驗
專業科目教師數總和

×
3

100
 。 

 

教師數 =

各校教師職級加權總數
 所有學校教師職級加權總數總和

 。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3、4頁 



1、學生數、教師數、職員人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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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職員人數= 

 
各校職員薪資總經費

 
所有學校職員薪資經費

總和

×
70

100
+ 

 

各校三月份職員薪資
總經費

各校合格專任教師

含兼任折算 總數
 所有學校比率總和

×
30

100
。 

 

職員人數 =

 
各校職員人數

 所有學校職員人數總和
。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3、4頁 



(三)獎勵指標修訂事項說明 

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獎勵指標(65%) 

1.本部主辦或委辦之綜合評鑑(包括追 

   蹤評鑑)成績(8%) →5.20% 

2.辦學成效(47%) →30.55% 

(1)教學指標(51%) →15.58% 

(2)研究指標(30%) →9.17% 

(3)服務指標(19%) →5.80% 

3.行政運作(3%) →1.95% 

4.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績效(12%) →7.80% 

(1)專案訪視之成績(70%) →5.46%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30%) →2.34% 

獎勵指標(65%) 

1.本部主辦或委辦之綜合評鑑(包括追蹤評

鑑)成績(8%) →5.20% 

2.                 (42%) →27.30% 

3. 行政運作(22%) →14.30% 

(1)落實學校財務審查機制(15%)→2.15% 

(2)專案訪視之成績(55%) →7.86% 

(3)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30%) →4.29%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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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成效 



(三)獎勵指標修訂事項說明(續) 

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獎勵指標(65%) 

5.其他配合本部重要政策推動績效(12%)   

→7.80% 

6.整體資源投入(18%) →11.70%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26%) →3.04% 

(2)助學措施成效(48%) →5.62%(移至補助指標) 

(3)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26%) →3.04% 

獎勵指標(65%) 

4.                                                         (15%)  

→9.75% 

5.整體資源投入 (13%) →8.45%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60%) →3.04%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40%) →3.04%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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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配合本部重要政策推動績效 



1、本部主辦或委辦之綜合評鑑(包括追蹤評鑑)成績 

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級分分配比率如下： 

 
級分分配比率如下： 

 前百分之十五學校 十分 

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三十學校 八分 

百分之三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五學校 六分 

百分之四十六至百分之六十學校 三分 

百分之六十一至百分之七十五學校 二分 

百分之七十六至百分之九十學校 一分 

百分之九十一至百分之百學校 零分 

前百分之三十學校 六分 

百分之三十一至百分之六十學校 四分 

百分之六十一至百分之九十學校 一分 

百分之九十一至百分之百學校 零分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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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學成效 

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1.教學指標(51%)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6%) 

(2)推動國際化成效(10%) 

(3)提升學生就業成效(8%) 

(4)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成效(10%) 

(5)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28%) 

(6)學生參與競賽得獎成效(10%) 

(7)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23%) 

(8)產業專班培育成效(5%) 

2.研究指標(30%) 

(1)教師進修研習成效(18%) 

(2)教師升等成效(9%) 

(3)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73%) 

3.服務指標(19%) 

(1)整體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成效(30%) 

(2)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成效(15%) 

(3)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55%)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9%) 

2.推動國際化成效(7%) 

3.提升學生就業成效(9%) 

4.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21%)  

5.學生參與競賽得獎成效(9%) 

6.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16%) 

7.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10%) 

8.整體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成效(10%) 

9.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9%)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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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國際化成效 

修訂細項指標「推動國際化成效」之認列須知內容: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0頁 

原辦法 修正後 

前一學年度下學期至本學年度上學
期之全額自費攻讀學位之外國學生 、
本校在籍學生出國或國外學生來本
校修讀雙學位之學生及修習雙方學
校學分之交換學生之總人數核配。 

 

依各校當年度三月十五日在籍且實
際在學期間攻讀學位之外國學生、
本校在籍學生出國或國外學生來本
校修讀雙學位之學生及修習雙方學
校學分之交換學生之總人數核配。 

 

 
外國學生+雙學位學生+交換學生  

 所有學校該項人數總和
 

全額自費外國學生
+非全額自費外國學生

+ 雙學位學生 +交換學生
 

 所有學校該項人數總和
 

 全額自費外國學生其收費標準不得
低於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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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 

修訂「學生英語檢定通過率」之認列須知內容: 

 原辦法：依前一學年度下學期至本學年度上學期間在籍學生通過英語

相關考試檢定合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及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A2

級(含)以上人數核配。  

 修訂後： 

1.以當年度三月十五日在學且有學籍之學生於在學期間通過英語相關考 

   試檢定合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及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A2級(含)以 

   上人數核配，延畢生不列入計算。 

2.各校最高核配金額以本項經費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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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成效(續) 

修訂「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比率」之認列須知內容: 
 原辦法： 

1.依前一學年度下學期至本學年度上學期間在籍學生通過技能人數核配。 

2.學生除取得所學專業證照外，語言類(除英語外)和資訊類(電腦)證照屬 

   基本技能，不受各系科所明定之規定，學生擁有其證照，可予以認列。     

 修訂後： 

1.以當年度三月十五日在學且有學籍之學生於在學期間通過技能檢定人數 

   核配，延畢生不列入計算。若前一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應取得學位後始得 

   參與之考試，於前一年度十月三十一日以前取得證照者，得列入計算。 

2.本項不包括學校制定全校性適用之專業技能證照，除語言類(不包括英 

   語)和資訊類(電腦)證照屬基本技能，不受各所系科明定之規定以外， 

   應以所系科明定專業證照為主。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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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參與競賽得獎成效 

修訂「學生參與競賽得獎成效」之認列須知內容: 

 原辦法： 

1.依各校前一學年度下學期至本學年度上學期，在籍學生以學校名義 

   參加國際（外）、以本部名義舉辦或國內各機關主辦之專業技（藝） 

   能競賽決賽得獎之件數核配。 

2. 參與競賽項目應與就讀所系科相關始得認列。  

 修訂後： 

1. 依各校前一學年度下學期至本學年度上學期，在籍學生以學校名義參 

    加國際（外）、以本部名義舉辦、國內或大陸、港、澳地區各機關主 

    辦之專業技（藝）能競賽決賽得獎之件數核配。 

2. 學生參與競賽項目不受就讀所系科相關之限制。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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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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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之認列須知內
容: 

 原辦法：資料僅採計學校大學部(四技)日間學制及專科部(五專

部)日間學制合計之全校系、科數，以全校系科數與各系科所開

設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數計算其開設課程比率。 

 修訂後：依各校本學年度學生修讀勞作教育或服務學習課程人

數(不含延畢生)核配。本項目以學生數計算，不因學生修讀多

門勞作教育或服務學習課程而重複計算。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6頁 



3、其他配合本部重要政策推動績效 

102年度（現行指標） 103年度（調整指標） 

1.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6%) 

2.學校體育推動績效(34%） 

3.學生事務推動績效(28%) 

(1) 品德教育(25%) 

(2) 生命教育(25%) 

(3) 性別平等教育(25%) 

(4) 服務學習(25%) 

4.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16%) 

5.校園無障礙環境推動績效(16%) 

 

1.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6%) 

2.學校體育推動績效(34%） 

3.學生事務推動績效(28%) 

(1) 品德教育(20%) 

(2) 生命教育(20%) 

(3) 性別平等教育(20%) 

(4) 服務學習(20%) 

(5)                                         (20%) 

4.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16%) 

5.校園無障礙環境推動績效(16%)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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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措施 



(1)學生事務推動績效-生命教育 

修訂細項指標「生命教育」之認列須知內容: 

修訂後： 

生命教育檢核項目刪除「已規劃服務性社團前往資源不
足/弱勢地區學校（如新移民子女、偏遠鄉村籍山區弱勢
學校）帶領生命教育活動」。 

依各校前一年度由五項修改為四項生命教育檢核項目達
成比率核配。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7-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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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事務推動績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措施 

增訂細項指標「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措施」之認列須知內容: 

依各校「訂定推動紫錐花運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
畫，並陳報校園反毒成果報告」、「辦理教職員及學生藥物
濫用防制知能研習」、「每年至少辦理1場紫錐花運動主題競
賽活動，並設置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宣導專區」、「執行
拒毒萌芽服務學習，進行反毒教育宣導」、「落實建立特定
人員名冊」及「藥物濫用個案春暉小組輔導機制」等六項達
成率為計算基準。 

依各校前一年度六項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措施檢核項目達成比
率核配。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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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原則 

修訂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原則: 

原辦法： 

(一) 學校如有重大缺失，由審查小組依下列規定決議扣減及凍結全部或
部分獎勵補助經費： 

1.惡意填報不實，得全額扣減獎勵及補助經費，並依法究辦；資料庫
填報有誤，扣減獎勵經費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 

2.會計師財務查核報告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或近一年學校
因財務困難積欠教職員工薪資累積達三個月以上者，全額扣減獎勵
及補助經費。 

 

 

 

14.有前十三目情事，情節嚴重，或有連續年度相同違失之情形者，得
加重其扣減比例。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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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原則(續) 

修訂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原則: 

修訂後： 

(一)行政考核：行政考核項目指未依本部各單位研擬私立技專校院行政

運作考核項目表辦理(附件一)，或因行政（包括財務）缺失經本部相

關單位糾正或限期改善者，本款依下列方式提獎勵補助審查小組討

論，不予核配及凍結其全部或部分金額： 

1.學校違反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或有第八十條第一項情形之

一，曾經本部糾正：至多不予核配全部獎勵經費。 

2.學校違反第一目以外法令規定，情節重大，曾經本部糾正或限期整

頓改善，屆期仍未改善：不予核配獎勵經費至多一千萬元。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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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原則(續) 

修訂獎勵補助經費不予核配原則: 

修訂後： 

3.學校違反第一目以外法令規定，情節重大，曾經本部糾正或限期整

頓改善，屆期已改善：不予核配獎勵經費至多五百萬元。 

4.學校違反第一目以外法令規定，情節輕微，曾經本部糾正或限期整

頓改善，屆期仍未改善：不予核配獎勵經費至多一百萬元。 

5.學校有前四目情事，情節嚴重，或有連續年度相同違失之情事，得

加重不予核配其獎勵經費。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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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專校院提升師 

    資素質實施要點 

草案之修訂 



(一)、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草案修訂 

修訂 

原辦法： 

任職二年以上經學校核准以全職前往國內外大學進修，
並訂有契約之專任教師者，納入計算。 

修訂後： 

任職二年以上經學校核准以全職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前
往國內外大學進修、研究與學術交流，並訂有契約之專
任教師者，納入計算。 

29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34頁 



四、明年度獎勵補助辦法預計推動方向 

30 

一、103學年度綜合評鑑改為認可制，將做

相關調整。 

二、核配基準包括量化與質化指標。 

三、重新檢視獎勵補助指標性質。 

四、簡化不予核配經費原則。 

 

 



提  請  討  論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