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104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1 次會議紀錄(節錄版)
時間：104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圖書資訊大樓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張懋中校長
出席：陳信宏執行長、張翼委員(溫瓌岸副研發長代理)、陳信宏委員、黃美鈴
委員(廖威彰主任代理)、陳俊勳委員、裘性天委員、楊淑蘭委員、李秀
珠委員(請假)、徐文祥委員、劉尚志委員、李大嵩委員、謝續平委員、
謝文良委員、邱水珠委員
列席：人事室蘇義泰主任、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
室溫瓌岸執行長、梁嘉雯小姐、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李威儀主任、
秘書室翁麗羨組長、總務處楊黎熙副總務長、莊伊琪小姐、梁秀芸小姐、
事務組李自忠組長(王可欣代理)、盧怡秀小姐、計畫業務組 林瓊娟代理
組長、主計室郭文欣組長、楊明幸組長、呂明蓉組長、徐美卿小姐、學
聯會代表(請假)
紀錄：黃蘭珍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執行長報告：
三、主計室報告：
有關本校校務基金 104 年度截至 9 月底止實際營運結果及財務狀況，
簡要說明如下：
（詳附件 P1-2）：
(一)作業收支（詳附件 P1）：
1.總業務收入 37 億 6,329 萬 4 千元。
2.總業務成本與費用 41 億 1,617 萬元。
3.以上收支相抵，計短絀 3 億 5,287 萬 6 千元，惟上開費用包含未涉
及實質現金支付之折舊、攤銷等計 6 億 3,048 萬元。
(二)資本支出（詳附件 P2）：
104 年度資本支出應執行數 9 億 6,899 萬 3 千元，截至 9 月底止之累
計預算分配數 4 億 3,758 萬 5 千元，實際執行數 4 億 5,648 萬元，執
行率 104.32%、達成率 47.11%，倘納計各項圖儀設備已請購未核銷數
1 億 4,478 萬元，動支率達 62.05%，其中工程項目已請總務單位掌握
工程執行進度加速執行，邁頂計畫及校控經費之各項圖儀設備，亦併
請相關單位積極辦理。
貳、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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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有關本校 104 年度截至 9 月底止，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提請減(免)
提管理費之各案，請討論。(策略發展辦公室提，詳附件 P3-5)
說 明：
一、依本校「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2點規定：
「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
應提撥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提撥比例如有增減時，須經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惟為行政效率或特殊狀況，得簽請校
長決定增減提撥管理費比例後，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
二、依上開規定，本校104年度截至9月底止，經簽奉核准減(免)提管理費
者計9案，包含減列2案及免提撥7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使臺灣人才躍昇計畫得以持續推動，擬請同意由校務基金先行預借
500 萬元，待教育部核定核撥第二年計畫經費後再行歸墊，請討論。(頂
尖大學計畫辦公室提，詳附件 P6)
說 明：依據教育部 104 年 2 月 26 日函「臺灣人才躍昇計畫」執行期間為 103
年 12 月 1 日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止，本校提送之三年期計畫其第一年
經費教育部已撥付完成，目前正送審第一年績效自評報告書，擬請同
意由校務基金先行預借 500 萬元，用於支應 104 年 12 月至 105 年 11
月人事、業務等計畫相關事宜，並先行開立經費編號 105B599，該預借
經費待教育部核定核撥第二年計畫經費後再行歸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案，請討論。(秘書室提，詳
附件 P7-58)
說 明: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下簡稱設置條例)前業奉總統104年
2月4日華總一義字第10400014221號令公布，教育部亦已依該條例修正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管監辦法)，並
於中華民國104年9月3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040115757B號令修正發布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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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應依前述管監辦法及設置條例修正現行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並應至少包括收入來源、支給項目、校務基金控管機制及發
生缺失或異常之處理方式，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
教育部備查。
三、檢附研訂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如附，概述如
下：
(一)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自籌收入來源及範圍。（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自籌收入得支應事項及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校務基金管理及運用。（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十二條）
(五)校務基金稽核等管控機制及發生缺失或異常之處理方式。（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至第十八條）
(六)學校辦理校長續任，應將校長上任後之校務基金執行情形，納入
校長續任評鑑參考。（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七)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內容及備查程序；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之
內容及備查程序；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公
告期程及公開機制；學校應定期公告校務基金之執行情形。（修
正條文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四、本案業經104年10月13日召開之「研議校務基金運作機制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另第十條第四項規定，有關各項其他收入應至少提撥百分之
十供學校統籌運用一節，倘業務單位因特殊需求，核有減列提撥比例或
申請免予提撥之情形，為期實際執行更具彈性，得依行政程序專案簽請
校長核准後同意辦理。
案由四：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之後續應辦事項，請討論。(秘
書室提，詳附件 P59-69)
說 明:
一、為提升行政效率，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案倘經通
過，本校後續應辦事項及權責單位併研擬如附(待辦事項一覽表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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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9-60，現行本校自籌收入管理相關規章及業務單位請見P61-62，主
計室提供之協助檢視待辦事項一覽表內容請見P63-66)，請各業務相關
單位預為因應或作業。
二、前述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倘依程序通過並經教育部備查，將由秘書
室周知各單位，請各業務單位於三個月內，完成依該辦法授權應另訂
之相關子法或措施，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開會及收案日期
屆時由主計室另通知)，或續送校務會議審議；並於經通過後一週內，
以校內書函公告全校周知及登載於單位網頁，以利統整本校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相關規定，並據以實施運作。
三、另頃接教育部104年10月6日臺教高(通)字第1040131656號函，關於管
監辦法104年9月3日發布後之相關注意事項，請各校配合辦理案，本校
應辦情形業經併於本案處理；其中專任及兼任稽核人員或設置稽核單
位之組織法制作業，應於104年12月31日前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完成(本
項權責單位為人事室)。
四、本案業經104年10月13日召開之「研議校務基金運作機制工作小組」
第1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 7 點條文修正案，請討論。(研
發處提，詳附件 P70-74)
說 明：
一、為塑造有利於學術開展之環境，激勵教師與產業界或相關研究機構合
作爭取產學合作計畫，以提昇本校學術競爭力，擬刪除原要點第 7 點
第(一)、(二)、(三)及(五)款有關計畫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主管
監督人員等承接計畫之酬勞限制。
二、本案業經 104 年 9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
通過。
三、檢附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 7 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全文。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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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擬訂「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
點」，請討論。(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提，詳附件 P75)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草案，提本次
會議審議)第十條規定：「各項自籌收入管理及執行單位，得視業務需
要依本辦法訂定收支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校「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主要致力於研
究如何設計、製作、傳播、推廣及運用高等教育開放資源及各種與開
放教育相關之議題，以促使本校成為華人世界中推動開放教育及雲端
學習的先驅及領導者。本中心自 102 年開始建構「ewant 育網開放教
育平台」（以下簡稱 ewant 平台，http://www.ewant.org/）
，並於 102
年 10 月起開始正式提供課程，至今已經吸引超過 50 所合作的大學，
提供約 100 門來自各校的優質課程，成為台灣最主要的磨課師平台。
三、為深化 ewant 平台上課程的影響力及建立永續經營的機制，本中心於
104 年開始嘗試在維持學習者基本學習權益免付費的原則下，以提供
外加服務的方式向其他學校及企業等單位收取服務費用，並已開始建
立某些創新的營收模式。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
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各項自籌收入管理及執行單位，得視業務
需要依本辦法訂定收支管理要點，…」，本中心因此擬訂「國立交通
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
決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案

由：因應勞基法令公布施行，限期補足勞工退休準備金差額案，建議以勞
動部官方網站系統計算結果，提撥 3,015 萬元補足退休準備金缺口，
請討論。(總務處提，詳附件 P76)

說 明：
一、依修訂後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本校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
估算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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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條(自請退休)或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屆齡退休)退休條件之員
工，應於次年度 3 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並送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
委員會審議。同法第 78 條規定，違反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者處新台幣
9 萬元以上 45 萬元罰緩。
二、本校現有技工、工友及駕駛 72 人，依勞動部官方網站試算原則，行政
機關之技工、工友及駕駛係於 87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勞基法，87 年以
前年資不予計算，排除 87 年 7 月 1 日前年資，試算結果應提撥約 4,015
萬元，扣除預計至 104 年 12 月底專戶內計有 10,048,922 元，若需補
足專戶內金額需由學校另行提撥約 3,015 萬元。
三、因應法令公布施行，建議依簽案 10410107930 核示，以勞動部官方網
站系統計算結果於 104 年及 105 年分年提撥，最遲需於 105 年 3 月前
提足差額 3,015 萬，106 年後逐年檢視提撥。
決 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上午 11 點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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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立交通大學校務基金

附表一

收支餘絀明細表
104年1月1日至9月30日
截
科

目

本年度預算數

至

累計實際數

本

月

單位:新台幣千元
止

比較增減金額

收入總計

5,254,280

3,763,294

-1,490,986

71.62%

業務收入

4,903,280

3,561,984

-1,341,296

72.64%

745,274

517,515

-227,759

69.44%

11,998

8,002

0.00%

學雜費收入
學雜費減免(-)

-

20,000

-

說

執行
率%

明

建教合作收入

2,060,000

1,500,871

-559,129

72.86% 收支併列

推廣教育收入

50,000

27,759

-22,241

55.52% 收支併列

5,000

10,971

5,971

1,408,006

1,052,000

-356,006

74.72% 教育部按季撥付補助款

其他補助收入

625,000

448,800

-176,200

71.81%

雜項業務收入

30,000

16,066

-13,934

業務外收入

351,000

201,310

-149,690

57.35%

利息收入

47,100

35,985

-11,115

76.40%

投資賸餘

900

4,490

3,590

0.00%

180,000

79,785

-100,215

83,000
4,000
36,000

64,321
970
15,759

-18,679
-3,030
-20,241

成本與費用總計

5,686,670

4,116,170

-1,570,500

業務成本與費用

5,421,790

3,935,496

-1,486,294

2,776,878

1,993,330

-783,548

71.78%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385,411千元

建教合作成本

2,002,130

1,500,257

-501,873

74.93%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164,962千元

推廣教育成本

44,500

27,720

-16,780

62.29%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258千元

學生公費及獎勵金

284,295

194,252

-90,043

68.33%

管理及總務費用

289,187

203,871

-85,316

70.50%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31,963千元

雜項業務費用

財產交易短絀

24,800
264,880
-

16,066
180,674
3
1,117

-8,734
84,206
3
1,117

雜項費用

264,880

179,554

-85,326

67.79%

352,876

79,514

81.61%

權利金收入
學校教學補助收入

資產使用及權利金
收入
受贈收入
違約罰款收入
雜項收入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
本

業務外費用
投資短絀

賸餘(短絀-)

-

432,390

-

-

0.00%

收支併列，研究成果提供權利所獲
得之收入

收支併列，係各政府機關專案補助
經常門之款項

53.55% 收支併列，招生收入

各場地收入本年度預計提撥40,000
44.33% 千元供全校統籌分配使用外，其餘均
係屬專款專用
77.50% 收支併列
24.25%
43.78% 收支併列
72.38%
72.59%

內含捐款及教育部等政府補助之獎
助學金85,708千元

64.78% 招生相關支出
68.21%
#DIV/0!
#DIV/0! 含財產折舊攤銷及短絀47,886千元

未涉及現金支出之財產折舊及攤銷
共計630,480千元

說明：本表實際數欄內之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受贈收入及部分專款專用之場地雜項收入等科目均以實
際支用數認列收入，有差異部分係用於資產購置(截至9月底止建教、推廣、受贈、場地及雜項收入等購
置設備及軟體等166,30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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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表二

國立交通大學校務基金
資本支出執行情形明細表
104年9月止

預算科目及計畫

土地及土地改良物

截至9月底
截至9月底 止實際執行數
執行率
達成率
尚未執行數
累計預算分
(含應付未
﹝C﹞/﹝B﹞ ﹝C﹞/﹝A﹞ (D)=(A)-(C)
配數﹝B﹞ 付數) ﹝C﹞

預算數
﹝A﹞

8,000

3,450

3,922

光復校區西區校地基礎
建設工程

2,500

1,200

校區開發基礎建設工程

5,500

2,250

房屋建築
研三舍新建工程
人社三館新建工程
基礎大樓等節能工程

其他各項圖儀設備
(含保留)
學校經費部份
頂尖計畫
五項自籌收支併列計畫

合

計

49.03%

4,078

909

36.36%

1,591

3,013

54.79%

2,487

126.82%

48.59%

200,519

189,546

113.69%

390,065

149,465

250,000

109,000

126,299

115.87%

50.52%

123,701

5,465

5,465

118

2.15%

2.15%

5,347

614

#DIV/0!

#DIV/0!

-614

1,008

#DIV/0!

#DIV/0!

-1,008

61,508

175.74%

45.70%

73,092

263,011

92.39%

46.07%

307,917

-

辦理基礎大樓等建物所
有權登記
前瞻跨領域生醫工程大
樓新建工程

單位：新台幣千元

134,600

570,928

35,000

284,670

219,093

94,720

92,947

98.13%

42.42%

126,146

78,935

50,000

21,070

42.14%

26.69%

57,865

272,900

139,950

148,994

106.46%

54.60%

123,906

968,993

437,585

104.32%

47.11%

512,513

45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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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原為「國立交通大學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
104 年 3 月修正部分條文並變更為「國立交通大學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104 年 3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 本要點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
之。
二、 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應提撥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提撥比例如下：
(一)其用途與建教合作收入之為專案研究性質者，應依照本校「建教合作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發表論文的學術研討會，除教育部、國科會補助的部分不扣管理費外，
其他性質及非發表論文的學術研討會(如短期講習、授課等)，提列經費
總額之百分之五。
(三)贊助學生社團活動、獎助學金、急難救助用途、講座教授酬金暨贊助興
建館舍之捐贈收入，免予提撥。
(四)前述各款以外之捐贈收入，以提撥百分之十為原則，提撥比例如有增減
時，須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惟為行政效率或特殊狀況，
得簽請校長決定增減提撥管理費比例後，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
備。
三、 捐贈收入之運用
指定用途之捐贈，依贈與人之意思為之。受贈單位如有變更捐贈用途之需，
應先取得贈與人之同意。未指定用途之捐贈及管理費之運用如下：
(一)訴訟經終局判決後本校應負擔之費用。
(二)補助因公涉訟律師費用。
(三)補助教學與研究經費。
(四)投資國內、外公民營機構。
(五)補助教師或學生出國費用。
(六)補助校務發展相關經費及支援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運作相關經費。
前項第一、第二款支出應檢附法院裁判書並敘明應由捐贈收入負擔之事實
及理由，其餘各款支出應依學校相關規定完成校內行政程序後，陳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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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
四、 執行單位應有效執行經費預算，如有超過兩年未動支之情形，其結餘款在
一萬元以下者，結轉至捐助收入統籌運用款；超過一萬元(含)以上者，給予
一年寬限期，若於一年內仍未動支，即結轉至捐助收入統籌運用款。上開
結轉捐款如屬指定用途捐款，應先取得原捐贈者之同意。
五、 受贈單位依捐贈合約應提交年度經費使用成果報告。捐款計畫績效管理如
下：
(一)為有效達成本校指定用途捐款承諾，由策略發展辦公室(以下簡稱策略
辦公室)負責指定用途捐款計畫績效管理。
(二)自合約執行日起，請各指定用途捐款計畫受贈單位每半年提供「計畫
執行及經費支用進度」送策略辦公室辦理。
(三)策略辦公室每半年彙整各捐款計畫之「計畫執行及經費支用進度」後，
併同「指定用途捐款計畫執行進度滿意度調查表」(格式如附件)寄送
捐款單位並副知主計室及受贈單位。
(四)依「指定用途捐款計畫執行進度滿意度調查表」回覆情形，請受贈單
位就捐款單位所提請需改進意見於一週內答覆，並由策略辦公室於三
十日後再次追蹤查核。
(五)依捐款單位需求，策略辦公室得安排協調會議，協助合約順利進行。
策略辦公室得請求與計畫內容相關單位參與協調會議，協助計畫順利
進行。
(六)捐款單位得依執行狀況，於合約期間變更合約內容或執行團隊。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照「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
理。
七、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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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9月新增減提/免收管理費清單
【減提管理費】
編號

計畫代
碼

1

Q530

前瞻火箭研究

吳宗信

依簽案10310143240管理費
由10%減收為7%

Q794

人類X性染色體CGG序列不當的
重覆擴增誘發老年神經退化震
顫之分子機制研究計畫

莊碧簪

依簽案10410101260管理費
由20%減收為10%

2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說明

【免收管理費】
編號

計畫代
碼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說明

1

Q509

網路通訊技術發展基金-朱順一

杭學鳴

原用途為學生獎學金， 依
簽案10410083910新增捐款
用途研究經費補助、實驗室
建置、講座教授獎勵，免收
管理費。

2

Q768

交大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李威儀

依簽案10410004710免收管
理費

3

Q777

校友捐贈購買期刊經費

裘性天

依簽案10410029310免收管
理費

4

Q785

光電學院捐款專戶

柯明道

依簽案10410066380免收管
理費

5

Q786

永續建築研究及推廣作業

曾成德

依簽案10410069620免收管
理費

6

Q787

工四館八樓學生創意空間計畫

王蒞君

依簽案10410072410免收管
理費

7

Q796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呂志鵬

依簽案10410101210免收管
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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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221 號

第一章
第

一

條

總

則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並促進學

校財務之彈性運作，國立大學校院應設校務基金，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校務基金）屬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第

三

條

校務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但不包括第二款第四目之補助或收入。
二、自籌收入，其項目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六)受贈收入。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
(八)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第四目所稱政府科研補助，指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相
關規定，為促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對國立大學校院所為之補助。

第

四

條

校務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教學及研究支出。
二、人事費用支出。
三、學生獎助金支出。
四、推廣教育支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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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學合作支出。
六、增置、擴充、改良資產支出。
七、其他與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

第二章
第

五

條

組

織

校務基金應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置委員

七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擔任，其餘由校長遴選提經校
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前項委員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
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委員任期二年。
第

六

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度投資規劃之審議。
四、依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五、其他關於校務基金預決算、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

七

條

國立大學校院為強化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年度總收入在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者，應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
核人員一人至數人；必要時，得設專責稽核單位，並置稽核主管一
人。
二、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者，得準用前款規定，或置隸屬
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
專任及兼任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所需人力由
各校現有預算員額內調整，稽核主管並得以契約進用。
前項稽核人員執行第八條任務時，其迴避事項由教育部定之。
第

八

條

國立大學校院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任務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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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
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
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
六、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交易循環，包括收入循環、採購與支付循環、薪資循
環、財產管理循環、投資循環、融資循環及研發循環等。
國立大學校院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並作成年度稽
核報告，向校務會議報告。

第三章
第

九

條

業務及監督

國立大學校院一切收支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辦理。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十

條

為確保校務基金永續經營，並提升其對校務發展之效益，國立大學校

院於提出年度投資規劃並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投資下列項目：
一、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
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投資額度上限，由教育部定之。
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為第一項第三款
投資資金來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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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為處理第一項投資事宜，應組成投資管理小組，擬訂年
度投資規劃及執行各項投資評量與決策，並定期將投資效益報告管理委員
會；投資管理小組成員之選出方式、應具備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定
，由各校自行定之。
前項投資規劃及效益應納入各校財務規劃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告
書並送教育部備查。
第十一條

校務基金預算之編製，應以國立大學校院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審

酌基金之財務及預估收支情形，在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原則下，
定明預估之教育績效目標，並納入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由國立大學校院
公告之。
校務基金應配合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執行，國立大學校院並應於次年
度公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前二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之格式內容、公告
時間、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四章
第十二條

會計及財務

校務基金之會計事務，由教育部統一訂定會計制度，供各校依據其學

術研究及教學之特性，訂定以績效為導向之會計處理原則，據以辦理。
第十三條

校務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

、決算法、審計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校務基金來源為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定自籌收入，不在此限。
國立大學校院應針對前項自籌收入自行訂定收支管理規定，並依第九
條第二項所定辦法，受教育部之監督。
第十四條

國立大學校院受贈之財產，除屬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所定附有負擔之情形外，以受贈學校為管理機關，教育部為主管機關，
免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以國立大學校院名義設立之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由校長或校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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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為當然董事者，應定期提交財務報表及董事會會議紀錄予管理委
員會。必要時，管理委員會得邀請擔任財團法人當然董事之校長或校務行
政主管列席報告。
國立大學校院不得藉由前項財團法人，承攬公民營機關（構）委託之
研究案或產學合作案。

第五章
第十六條

附

則

國立專科學校及其他公立大專校院設有校務基金者，得準用本條例之

規定。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5

P11

附件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七條第三項、第九條第二項、第十條第二項及第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國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學校)不得申請籌設財團法人，並應

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將一切收支納入校務基金。
各校應就校務基金管理及運用訂定內部控制相關規章，據以
建立及維持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並由校長督促內部各單位執行。
第三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自籌收入，其範圍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學校向學生收取與教學活動直接或間接相
關費用之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辦理相關事項所獲得之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學校獲得政府依科學
技術基本法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學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
收入。
六、受贈收入：學校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
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學校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所投
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其他收入：非屬前七款之自籌收入者。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

下簡稱管理委員會)，其運作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
為原則，必要時，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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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組成方式，由學

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開會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六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年度總收入置稽核人員或設稽核

單位者，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學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
員，不得擔任稽核人員。
前項所稱年度總收入，指學校最近年度收支餘絀決算表之業
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運作、績效考核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學校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章
第八條

校務基金管理及運用
自籌收入得支應下列事項：
一、學校人員人事費：
(一)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二)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三)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二、講座經費。
三、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四、出國旅費。
五、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
六、新興工程。
七、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之費用。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所稱編制內人員，指教師、研究人員、專任

運動教練與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編制外人員，指契約進用之各類人
員，其權利、義務、待遇、福利及績效之工作酬勞，由學校定之。
第九條

學校以自籌收入支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其

合計總數應以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為限；編制內行
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每月給與總額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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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並不限於現金支
給。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之支給額度、條件、方式
及考核標準，由學校定之，並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第十條

學校以自籌收入規劃辦理第八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新興工程，

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成本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行預測，
不得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前項所稱可用資金，指現金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及扣除短期
須償還負債之合計數。
第十一條

學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應開立受贈收據或證明，並完成
下列程序：
一、 受贈收入為現金者，應確實收受或存入帳戶。
二、 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之動產或不動產者，應確實點交
或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前項第二款之受贈收入，應依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
由學校管理及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學校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內容物、時間
及用途於學校網站公告。但捐贈者不願學校公布名稱或姓名
者，得僅就其他部分公告之。
受贈收入有指定用途者，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學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利益之聯
結；對熱心捐贈者，得自定規定獎勵。

第十二條

各項自籌收入應由學校統籌運用。但涉及政府與民間補助或

委託辦理之事項，應依其補助計畫或契約辦理。
學校辦理各項自籌收入業務，應合理控制成本，並得衡量使
用學校資源情形，就所提列之行政管理費或計畫節餘款訂定一定
分配比率，分配至負責辦理該項業務之行政或學術單位運用，並
應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十三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十條第四項規定組成之投資管理小組，應隨

時注意投資效益，必要時，得修正投資規劃內容，並經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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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第十四條

學校投資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項目，經

費來源除留本性質之受贈收入外，其合計投資額度不得超過學
校可用資金及長期投資合計數之百分之五十。
前項所稱留本性質之受贈收入，指學校與捐贈者間以契約
或協議約定，學校將受贈收入透過投資方式產生收益，並僅以
該收益支用於契約規範之用途，不動支原受贈收入款項。
第十五條

學校持有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公司及企

業股權，不得超過該個別公司及企業股份百分之五十。
第十六條

學校應審酌校務基金自籌能力及校務發展需求，建立有效

之管控機制，並依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規定，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備查。
前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應至少包括收入來源、支給
項目、校務基金控管機制及發生缺失或異常之處理方式。
第十七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
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學校相關主管人員、預算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

應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主計人員
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四章
第十八條

校務基金監督機制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
實施。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稽核任務，應獨立超然，並得視
任務需求，請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第十九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
條規定外，對於以前曾服務之單位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內進
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迴避。

第二十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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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實、不當之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不彰。
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
得懲處或調整職務。
第二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缺失或異常事項，指下列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不符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控制制度
之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六、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度收支餘
絀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須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
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

第二十二條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
缺失或異常事項，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
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定期追蹤前項缺失或異常事項至
改善為止。
第一項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
議報告後，至少保存五年。

第二十三條

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
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形，學校應擬訂開
源節流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前項開源節流計畫，應包括提升學校各項自籌收入之具

體措施與資本支出及人事費等各項支出之必要性檢討。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將第一項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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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納入年度稽核計畫，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並作成年度
稽核報告。
第二十四條

學校辦理校長續任，應將校長上任後學校歷年校務基金

執行情形、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併
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以適當方式提供學校組織規程
所定之校長續任同意權人參據。
第二十五條

學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
告書，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教育績效目標。
二、年度工作重點。
三、財務預測。
四、風險評估。
五、預期效益。
六、其他。
前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於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報本部備查。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財務預測，指學校預測未來三年資金
來源、用途及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第二十六條

學校應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

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投資效益)。
二、財務變化情形。
三、檢討及改進。
四、其他事項。
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將前一年度之校務基金績
效報告書報本部備查。
第二十七條

學校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於
本部備查後一個月內公告，並登載於學校網頁建置之校
務基金公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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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學校校務基金之執行情形應公開透明，並依下列規定，

公告於校務基金公開專區：
一、前三季於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公告。
二、第四季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
前項應公開透明之資訊，包括截至當季止之可用資金變
化情形及支出用途。
第二十九條

本部為瞭解學校校務基金執行之情形，得組成專案小組
至各校訪視或委請會計師查核，並作成專案報告。

第三十條

學校執行校務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命學校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調降學校依第九條第
一項所定比率上限或限制不得支給：
一、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二、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支出超過最近年
度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
三、可用資金過低，致影響學校校務基金健全。
四、依前條之專案報告，有涉及學校校務基金執行之缺失
或異常情形。
五、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國立大學附設醫院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依其他相
關法令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十二條

國立專科學校及其他公立大專校院設有校務基金者，得
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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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
總說明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業於一百零四年
二月四日修正公布，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前項稽核人員執行第
八條任務時，其迴避事項由教育部定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第十條第二項：
「前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之投資額度上限，由教育部定之。」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前二
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之格式內容、公告時間、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為配合本條例之實施，
並落實校務基金之管理及監督，爰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與
監督辦法」，並分為五個章節，共三十三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設置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國立大學校院不得申請籌設財團法人，
一切收支納入校務基金。
（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增列學雜費收入為校務基金之自籌收入範圍。
（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工作人員，必要時，得進用專業人員。
（修正
條文第四條）
五、增列行政主管不得擔任稽核人員。
（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明確規範自籌收入得支應之事項及範圍。（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自籌收入支應人事費之相關比率上限。（修正條文第九條）
八、學校以自籌收入辦理之新興工程，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成本
之可用資金之變化情形進行預測。
（修正條文第十條）
九、受贈收入開立收據或證明之程序、公開機制、受贈收入之指定用途
規範及對熱心捐贈者之獎勵。（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各項自籌收入由學校統籌運用及得就所提列之行政管理費或計畫節
餘款訂定一定分配比率。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一、 投資管理小組應隨時注意投資效益，並修正投資規劃內容。
（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十二、 學校投資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投資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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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三、 學校持有公司及企業股權比率上限。（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十四、 強化學校訂定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之程序及內容。
（修正條文第
十六條）
十五、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擬訂年度稽核計畫及應獨立超然執行稽核
任務。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六、 稽核人員之迴避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十七、 稽核人員之禁止行為及應處理之缺失或異常事項。
（修正條文第二
十條、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十八、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發現校務基金執行之缺失或異常事項，應確
實揭露與追蹤至改善為止及相關資料保存年限。
（修正條文第二十二
條）
十九、 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
衡為原則；如有短絀情形者，學校應擬具開源節流計畫之相關程序
及計畫內容，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
（修正條
文第二十三條）
二十、 學校辦理校長續任，應將校長上任後之校務基金執行情形，納入
校長續任評鑑參考。（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二十一、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內容及備查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五
條）
二十二、 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之內容及備查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六
條）
二十三、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公告期程及公開機
制。（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二十四、 學校應定期公告校務基金之執行情形。（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二十五、 本部得委請會計師到校訪視，瞭解學校校務基金之執行情形。
（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二十六、 強化本部對於學校執行校務基金有缺失或異常事項之處理機
制。（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二十七、 得準用本辦法之對象。（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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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第一章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總則

明

新增章名。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大學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七條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五
第三項、第九條第二項、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十條第二項及第十一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七條第三項稽核人員迴避
事項、第九條第二項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之辦法、第十
條第二項投資額度上限及第
十一條第三項報告書之格式
內容、公告時間、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授權由教育
部(以下簡稱本部)定之，爰
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國立大學校院(以 第六條 設置校務基金之學 一、 條次變更。
下簡稱學校)不得申請籌
校，其一切收支均應納入 二、 第一項內容酌作修正，
設財團法人，並應依本條
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將
一切收支納入校務基金。
各校應就校務基金管
理及運用訂定內部控制相
關規章，據以建立及維持
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並
由校長督促內部各單位執

基金。學校或校內單位不
以資明確。
得再申請籌設財團法人。 三、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至第
基金收支預算執行，
二十三條規定，爰予刪
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
除。
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 四、 考量本條例及本辦法係
短絀情形，學校應擬具開
就校務基金之收支、保
源節流措施，提報管理委
管及運用等事項予以規
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範，爰於第二項增列校

行。

各校應訂定內部控制
相關規章，據以建立及維
持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
並由校長督促內部各單位
執行。

務基金管理及運用之文
字，以資明確。

第三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 第七條 各校應依本條例第 一、 條次變更。
項第二款所定自籌收入，
十條但書規定訂定捐贈收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移至第
其範圍如下：
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十六條規定，爰予刪
一、 學雜費收入：學校向
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
除。
學生收取與教學活
動直接或間接相關
費用之收入。
二、 推廣教育收入：學校

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之收 三、 配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
支管理規定後，提報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
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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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二款自籌收入項
目，修正自籌收入之範
圍內容，於第一款及第

附件

依專科以上學校推
廣教育實施辦法之
規定辦理推廣教育
及研習、訓練等班次
所收取之收入。
三、 產學合作收入：學校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辦
理相關事項所獲得

前項收入之範圍如
下：
一、 捐贈收入：各校無償
收受動產、不動產及
其他一切有財產價
值之權利或債務之
減少。
二、 場 地 設 備 管 理 收
入：各校提供場所及

之收入。
四、 政 府 科 研 補 助 或 委
託辦理之收入：學校
獲得政府依科學技
術基本法等相關規

設施等，所收取之收
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各校
依大學推廣教育實
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定所為之補助或委
託辦理之收入。
五、 場 地 設 備 管 理 收

推廣教育及研習、訓
練等班次所收取之
收入。

入：學校提供場所及
設施等，所收取之收
入。
六、 受贈收入：學校無償
收受動產、不動產及
其他一切有財產價
值之權利或債務之
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學

四、 建教合作收入：各學
校為外界提供訓
練、研究及設計等服
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投資取得之收益：各
校依本條例第七條
之一規定所投資取
得之有關收益。

四款增列學雜費、政府
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
收入，其餘各款款次調
整並酌修文字。

校依本條例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所投資
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非屬前七
款之自籌收入者。
第二章 組織

新增章名。
第二條 各國立大學校院校 一、 本條刪除。
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 二、 本條例第五條已明定
用，以提昇教育品質，增
進教育績效為目的，並應
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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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之設置及組成，爰予刪
除。

附件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
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
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
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
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
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第三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 一、 本條刪除。

如下：
二、 本條例 第 六條 已明定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之任務，爰予刪除。
二、校區建築及工程興建
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
編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
審議。
五、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
流措施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
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第七條第一項收支管
理規定之審議。
八、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事項
之審議。
第四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五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所需工 一、 條次變更。
條第一項規定設校務基金
作人員，由各校現有人員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
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
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
因學校所進用之專業人
理委員會)，其運作所需工
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員係屬編制外人員，為
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
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
配合本辦法之體例架
派兼為原則，必要時，得
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
構，有關編制外人員之
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
利、義務、待遇及福利，
規範，併入第八條中明
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定，爰簡化第一項後段
前項但書之人事及行
文字。
政費用，由校務基金中非 三、 另第八條業明定學校進
屬政府編列預算撥付之經
用編制外人員之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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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支應。

範，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二項。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 第四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 一、 條次變更。
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
務之需要，分組辦事；其 二、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組成方式，由學校定之。
組成方式，由各校定之。 三、 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三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
項合併，並酌作文字修
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
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
正。
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
得召開臨時會。
得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
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七 第十九條 各國立大學校院 一、 條次變更。
條第一項年度總收入置稽
校務會議下，應設經費稽 二、 本條例第七條業明定稽
核人員或設稽核單位者，
核委員會。
核人員或稽核單位設置
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學校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
及現有人力配置，爰刪
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
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
除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
關人員，不得擔任稽核人
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
三項，並配合本條例第
員。
理委員會之成員、學校總
七條規定，將經費稽核
前項所稱年度總收
入，指學校最近年度收支
餘絀決算表之業務收入及
業務外收入。

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
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
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
工作人員，由各校現有人
員派兼之。

委員會修正為稽核人員
或稽核單位。另為避免
稽核人員有球員兼裁判
情形，而使立場偏頗，
影響執行任務之公平性
及公正性，爰於修正條
文第一項後段增列行政
主管不得擔任稽核人
員。
三、 考量行政院主計總處訂
頒之中央政府附屬單位
決算書表格式，收支餘
絀決算表之收入包括業
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
爰增訂修正條文第二
項，明定年度總收入之
定義。

第二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 本條刪除。
之任務如下：
二、 本條例第八條業已明定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
稽核人員之任務；另有
廣計畫財務運用之
關稽核事項之年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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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
建計畫、發包及執行
等經費運用之事後
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
金出納處理情形之
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

由學校依其需求及任務
內容，於稽核計畫中擬
訂，爰予刪除。

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
及改良等事項之事
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
利用及開源節流措
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
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當
年度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
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
及以前年度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核 第二十二條 各國立大學應 一、 條次變更。
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
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 二、 為強化學校相關組織之
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應
相關法令之規定，訂定管
組成及運作，有關管理
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學校
理委員會與經費稽核委員
委員會及稽核人員或稽
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會設置、運作及績效考核
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第三章 校務基金管理及運
用

核單位之設置、運作、
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規定，授權學校
訂定。
新增章名。

第八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下 第八條 前條第一項收支管 一、 配合本章節體例架構，
列事項：
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將現行條文內容修正為
一、學校人員人事費：
(一)編制內人員本薪（年
功薪）與加給以外之
給與。

一、 編制內教師、比照教
師之專業技術人員、
研究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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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收入得支應事項，
並刪除各款之「支應原
則」文字；另第八款事
項之性質屬校務基金管

附件

(二)編制內行政人員辦
理自籌收入業務有
績效之工作酬勞。
(三)編制外人員之人事
費。
二、講座經費。
三、 教 學及 學術研 究 獎
勵。
四、出國旅費。

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
控面向，爰納入第十六
事費支應原則。
條第二項學校自籌收入
二、 辦理前條第二項自籌
收支管理規定之內容。
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 二、 現行條文第四款，考量
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
教師、研究人員、專任
原則。
運動教練與比照教師之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專業技術人員皆有從事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
教學及學術研究工作，
獎勵支應原則。
爰作文字修正。

五、公務車輛之增購、汰
換及租賃。
六、新興工程。
七、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
之費用。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三、 為明定自籌收入得支應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
編制內人員人事費，屬
換及全時租賃支應原
非法定給與，爰修正第
則。
一項第一款文字敘述，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並於第二項增列編制內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所
稱編制內人員，指教師、
研究人員、專任運動教練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
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
管機制。

與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
員。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
所稱編制外人員，指契約
進用之各類人員，其權
利、義務、待遇、福利及
績效之工作酬勞，由學校
定之。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
列。
則。
四、 考量本條例第十三條規
定業授權學校自訂自籌
收入之收支管理規定，
且學校應審酌校務基金
自籌能力及校務發展需
求，決定是否租賃全時
公務車輛，爰由學校視
其需求明定於自籌收入

人員之範疇；另考量體
育學校有聘用專任運動
教練之需求，予以增

收支管理規定中，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六款「全
時」文字。
五、 另有關編制外人員之權
利、義務、待遇、福利，
目前學校多係以契約規
範，而編制外人員績效
之工作酬勞部分，學校
則是訂有相關人事費支
給規定，爰配合學校實
務運作需求，增訂修正
條文第三項，明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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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就相關事項訂定之。
第九條 學校以自籌收入支 第九條 學校得以第七條所 一、 學雜費收入業已依本條
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定收入及學雜費收入，支
例第三條規定列入自籌
三款人事費，其合計總數
應編制內教師、比照教師
收入範疇，而本辦法第
應以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
之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
八條業明定自籌收入支
入百分之五十為限；編制
員本薪（年功薪）、加給
應學校人員人事費，爰
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
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
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前
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人事費；其支給基準，由
段；現行條文第一項後
每月給與總額以不超過其
學校定之。
段文字移列修正為第二
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
分之六十為限，並不限於
現金支給。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人事費之支給額
度、條件、方式及考核標
準，由學校定之，並經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

學校得以第七條所定
項，並明定人事費之支
收入，支應辦理該收入業
給規定內容及程序。
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 二、 考量行政院九十三年八
酬勞。但每月給與總額以
月三十日院授主孝三字
不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
第○九三○○○五四三
六十為限，並不限於現金
二號函，支用人事費比
支給；其支給基準及方
率不得超過六項自籌收
式，由學校定之。
入之百分之五十，爰參

行。

前二項給與應在不造
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
前提下支給，其總額占第
七條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
入之比率上限，由教育部
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酌該函釋內容及配合本
條例自籌收入範圍之修
正，將該比率明定於第
一項，並刪除現行條文
第三項後段報行政院核
定之內容。
三、 因學校年度決算收入須
經審計部審定始能確定
金額，考量實務上需
要，有關人事費支給應
不超過自籌收入百分之
五十為限，係以最近年
度之決算作為計算基
礎，以資明確。另講座
經費與教學及學術研究
獎勵，其經費性質屬第
八條第一項學校人員人
事費者，亦應受第一項
前段所定比率之限制，
屬業務費、旅運費之性
質者，則不在適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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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四、 考量行政院九十五年三
月三十日院授人給字第
○九五○○○六四三二
號函示，對於編制內行
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
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每月給與總額以不超過
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
為限；另考量現行學校
部分編制內行政人員，
係領有學術研究費並非
專業加給，爰參酌上開
行政院函釋及實務上運
作之需要，第一項後段
統一規範編制內行政人
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
績效之工作酬勞，每月
給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
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
分之六十為限，以資明
確。
第十條 學校以自籌收入規
劃辦理第八條第一項第
六款之新興工程，應就工
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成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規定學校以自籌
收入規劃辦理新興工程
時，應進行未來工程施

本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進行預測，不得影響學校
正常運作。
前項所稱可用資金，
指現金加上短期可變現資
產及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
之合計數。

工期間及營運後成本之
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行
預測，以避免學校資本
性支出過高，發生日後
影響校務正常運作之情
事。
三、 第二項明定可用資金之
定義。另考量會計制度
係規定各項會計事務之
辦理，因時空環境變遷
而有重大變革時，將影
響可用資金之計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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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爰有關可用資金之
計算方式，本部將另通
函學校配合辦理。
第十一條 學校辦理受贈收 第十條 校務基金之捐贈收 一、 條次變更。
入業務，應開立受贈收據
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 二、 整併現行條文第十條及
或證明，並完成下列程
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
第十一條。
序：
者，應確實點交，屬不動 三、 為免捐贈者認捐或取得
一、受贈收入為現金者，
產者，應辦妥所有權移轉
扣除所得稅額之捐贈收
應確實收受或存入帳
登記。
據後，而未實際捐資，
戶。
前項現金以外之捐贈
爰修正第一項，明定學
二、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
收入，應依財物登錄作業
校開立捐資收據或證明
之動產或不動產者，
程序處理，並由學校管理
之程序；第二項酌作文
應確實點交或辦妥所
及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
字修正。
有權移轉登記。
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四、 為使學校收受之捐贈能
前項第二款之受贈收 第 十 一 條 學 校 收 受 之 捐
資訊透明，爰參考公益
入，應依財物登錄作業程
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
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六
序處理，並由學校管理及
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
條規定，於第三項明定
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
點及不定期抽查。
學校應至少每六個月
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內
容物、時間及用途於學校
網站公告。但捐贈者不願
學校公布名稱或姓名者，
得僅就其他部分公告之。
受贈收入有指定用途

入，由學校統籌運用；收
學校應公開之資訊內
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
容，惟公告內容倘有捐
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贈者不願意被公開之情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
形時，得以刪除部分內
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
容隱匿，並應依個人資
聯結。
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
理。
得自定規定獎勵之。
五、 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第一
項前段，業分別於本辦

者，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
有關。
學校辦理受贈收入業
務，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
利益之聯結；對熱心捐贈
者，得自定規定獎勵。

法第二條第一項及第十
二條第一項前段明定，
爰予刪除。另現行條文
第十一條第一項後段，
移列修正為第四項；現
行條文第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整併，並移列
修正為第五項。

第十二條 各項自籌收入應 第十二條 校務基金之場地 一、 條次變更。
由學校統籌運用。但涉及
設備管理收入，應由學校 二、 整併現行條文第十二條
政府與民間補助或委託辦
統籌運用，並得提撥一定
及第十三條。
理之事項，應依其補助計
比率分配至管理單位。
三、 第一項明定各項自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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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或契約辦理。
學校辦理各項自籌收
入業務，應合理控制成
本，並得衡量使用學校資
源情形，就所提列之行政
管理費或計畫節餘款訂定
一定分配比率，分配至負
責辦理該項業務之行政或
學術單位運用，並應經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之
入由學校統籌運用及依
經費，以有賸餘為原則，
其計畫或契約辦理。
並應衡量整體收支及使用 四、 第二項明定各項自籌收
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
入所提列之行政管理費
就收入總額中提撥一定比
或計畫節餘款，學校得
率統籌運用，節餘款，得
訂定一定分配比率，並
由學校及負責辦理之院、
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辦
系、所、中心等單位支配
理。
運用。
前二項提撥比率及前
項節餘款運用原則，應經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十三條 學校辦理建教合
作計畫，應合理控制成
本，並應衡量使用學校資
源情形，提列行政管理
費，由學校統籌分配運
用，計畫節餘款得訂定一
定分配比率，由學校及負
責辦理之院、系、所、中
心等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支
配運用，該分配比率及運
用原則，應經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

第十三條 學校依本條例第
十條第四項規定組成之投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求投資能達到最高收

資管理小組，應隨時注意
投資效益，必要時，得修
正投資規劃內容，並經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
行。

益，規範投資小組應隨
時注意投資情形；又考
量投資規劃為管理委員
會審議範圍，倘有變更
時，仍應經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

第十四條 學校投資本條例
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規定係依本條例

四款之項目，經費來源除
留本性質之受贈收入外，
其合計投資額度不得超過
學校可用資金及長期投資

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規
範學校投資同條第一項
第三款及第四款之額
度。考量學校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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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數之百分之五十。
前項所稱留本性質之
受贈收入，指學校與捐贈
者間以契約或協議約定，
學校將受贈收入透過投資
方式產生收益，並僅以該
收益支用於契約規範之用
途，不動支原受贈收入款
項。

時，其可用資金將減少
或長期投資將增加，為
避免學校過度投資於風
險較高之項目，致影響
學校運作，以及為符合
本條例使學校得靈活運
用閒置資金，促進校務
未來發展之精神，爰定
明上開投資額度不得超
過學校可用資金及長期
投資合計數之一定比
率。另考量現行部分學
校與捐贈者間以契約或
協議方式約定，依捐贈
者之意思將該其受贈收
入作為本條例第十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
之投資資金來源，並僅
將其產生之收益支應於
學校相關費用之支出，
如學生獎助金，而不動
支原受贈收入款項，使
其得於長期存放於學
校，增加學校財源，並
有助於學校校務發展及
亦符合捐贈者之本意，
爰予排除。
三、 第二項明定留本性質之
受贈收入之定義。

第十五條 學校持有本條例
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之公司及企業股權，
不得超過該個別公司及企
業股份百分之五十。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本法所稱國營事業如
下：三、依公司法之規
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
經營，政府資本超過百
分之五十者。」
，考量學
校應以研究學術，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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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提升文化等為目
的，爰規範學校持有公
司及企業股權之比率上
限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十。
第十六條 學校應審酌校務 第七條第一項 各校應依本 一、 條次變更。
基金自籌能力及校務發展
條例第十條但書規定訂定 二、 配合本條例第十三條第
需求，建立有效之管控機
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
二項規定，修正第一項
制，並依本條例第十三條
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
文字內容，並規範學校
第二項規定訂定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規定，提報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
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備
查。
前項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規定，應至少包括收入
來源、支給項目、校務基

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收
益之收支管理規定後，提
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報教育部備查。

金控管機制及發生缺失或
異常之處理方式。

應審酌校務基金自籌能
力及校務發展需求，建
立有效之管控機制訂定
「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
定」，如「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要點/辦法」，以
簡化各校報本部備查之
行政作業。
三、 增訂修正條文第二項，
明定學校訂定之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規定之內
容。

第 十 七 條 自 籌 收 入 之 收 第十五條 第七條第二項所 一、 條次變更。
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
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 二、 整併現行條文第十五條
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
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
及第十六條。
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
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 三、 現行條文第十六條第一
保存。
人員，應負其執行預算、
學校相關主管人員、
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
預算執行人員、使用及保
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
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
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
相關責任，並由主計人員 第十六條 第七條第二項所
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
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
報表。
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

項後段內容業於第十二
條明定，爰予刪除；另
現行條文第二項，考量
本辦法業規範學校每年
須將財務規劃報告書及
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送
本部備查；學校校務基
金執行如有缺失及異常

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
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
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

情形時，本部亦得命其
改善及為相關處置，另
亦規範學校應定期公告
校務基金執行情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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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
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
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
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
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
網公告。
第十四條

建立本部監督機制，爰
予刪除。

校務基金投資取 一、 本條刪除。

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 二、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已
務基金統籌運用。
明定學校一切收支應納
入基金，爰予刪除。
第四章
制

校務基金監督機

新增章名。

第十八條 稽核人員或稽核 第二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 一、 條次變更。
單位應擬訂年度稽核計
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 二、 第一項規範年度稽核計
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畫之程序。另考量稽核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
執行稽核任務，應獨立超
然，並得視任務需求，請
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
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
人員或稽核單位係隸屬
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
於校長，爰規範稽核計
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
畫應經校長通過後實
校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施。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 三、 考量各校稽核人員之人
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
數或稽核單位設置情形
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
不一致，由學校依需求
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訂於稽核人員或稽核單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
位相關組織運作規定
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
中，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
一項及第二項。
稽核報告。
四、 為使稽核人員能發揮有
效之監督作用，爰第二
項規範稽核人員或稽核
單位執行任務時，應秉
持獨立超然精神。
五、 現行條文第四項業於本
條例第八條第二項中明
定，爰予刪除。

第十九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
務，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避免學校稽核人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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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
外，對於以前曾服務之單
位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
內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
自行迴避。

本條例第八條規定執行
任務時，有球員兼裁判
等情形，而使立場偏
頗，影響學校內部稽核
之公平性及公正性，爰
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二條及三十三條有關迴
避事項之規定外，另參
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
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之精神，就稽核人員之
迴避事項予以特別規
範，並明定於第一項。

第二十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
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
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強化稽核人員職責，
參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
有缺失或異常事項，
故意隱匿或作不實、
不當之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
核效能不彰。
三、其 他 違 反 法 令 之 行
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

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規
定，稽核人員在執行本
條例第八條之任務時，
規範其禁止行為及違反
規定之處理方式。

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
善，必要時，得懲處或調
整職務。
第二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所稱缺失或異常事
項，指下列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不符
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明定校務基金執
行之缺失或異常事項之
範圍，使稽核人員依本
條例第八條任務時，能

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
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

有所依循，並據實揭露
缺失或異常事項。
三、 考量現行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之資產應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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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
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
常減少。
六、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
未具成效。
七、其 他 缺 失 或 異 常 事
項。

定按月提列折舊、折耗
及攤銷費用，惟國庫撥
款購置之資產，係以「基
金」或「公積」列帳，
未能認列「收入」科目，
致各校務基金收支無法
平衡，產生短絀，爰於
第二項明定有關第一項
第四款所稱之年度決算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
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
度收支餘絀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須調整加回國庫撥
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

實質短絀之定義。

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
仍為短絀之情形。
第二十二條

稽核人員或稽

一、 本條新增。

核單位執行任務，發現校
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
異常事項，應據實揭露及
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
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
相關資料。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
應定期追蹤前項缺失或異
常事項至改善為止。

二、 為使學校人員能充分瞭
解校務基金執行成效，
參考學校財團法人及所
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
度實施辦法第十五條規
定，於第一項規範稽核
人員或稽核單位依本條
例第八條規定執行任務
時，應就校務基金執行

第一項稽核報告、工
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
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
保存五年。

之缺失及異常事項予以
具實揭露及作成報告。
三、 為確保校務基金缺失及
異常事項之改善情形，
爰於第二項明定稽核人
員或稽核單位應定期追
蹤。
四、 考量相關稽核資料可作
為未來學校校務發展之
參考，爰於第三項明定
資料保存年限。另所稱
工作底稿，係指稽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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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執行任務時，所蒐集
及編制之各種表件，例
如明細表、分析表及備
忘錄等。
第二十三條 學校校務基金 第六條第二項
一、 條次變更。
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
基金收支預算執行， 二、 學校應致力於提升自籌
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
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
能力及有效運用教育資
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
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
源，以有賸餘或維持收
短絀情形，學校應擬訂開
短絀情形，學校應擬具開
支平衡為原則，減輕國
源節流計畫，經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前項開源節流計畫，
應包括提升學校各項自籌
收入之具體措施與資本支
出及人事費等各項支出之
必要性檢討。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

源節流措施，提報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庫負擔，並應就支出比
率過高之費用予以檢
討，以避免排擠其他費
用支出，爰於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範學校開源節
流計畫之相關流程及內
容。
三、 為有效落實開源節流計

應將第一項開源節流計畫
之執行情形，納入年度稽
核計畫，定期追蹤其改善
成效，並作成年度稽核報
告。

畫之執行，爰於第三項
明定稽核人員或稽核單
位應定期追蹤其改善成
效。

第二十四條 學校辦理校長
續任，應將校長上任後學
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
形、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課予校長應積極監督
及有效管理學校校務基
金運作之義務，爰學校

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
併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
告書，以適當方式提供學
校組織規程所定之校長續
任同意權人參據。

依教育部辦理國立大學
校長續任評鑑作業要點
第六點規定，辦理校長
續任評鑑時，應將校長
上任後之學校校務基金
執行情形，併同評鑑結
果報告書提供予學校組
織規程所定之校長續任
同意權人參據，俾利渠
等人員瞭解校長之治理
成效。

第二十五條

學校應以中長

一、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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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教育績效目標。
二、 年度工作重點。
三、 財務預測。
四、 風險評估。
五、 預期效益。
六、 其他。

二、 配合本條例第十一條規
定，爰於第一項明定財
務規劃報告書應以國立
大學校院中長程發展計
畫為基礎，訂定相關內
容。
三、 考量年度財務規劃關係
著學校未來校務發展，
為使學校相關人員能瞭

前項年度財務規劃報
告書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
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於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報本部備查。

解學校財務規劃情形，
爰規範學校應將年度財
務規劃報告書送校務會
議通過；考量年度財務
規劃皆係於前一年度完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財
務預測，指學校預測未來
三年資金來源、用途及可

成及配合學校實務運作
期程，爰於第二項明定
報告書報本部備查之相

用資金變化情形。

關程序及時間。
四、 第三項明定財務預測之
定義。考量資本收支對
學校校務基金影響甚
大，而營建工程多屬多
年期計畫且金額龐大，
又因應少子女化趨勢，
學校學生人數及學雜費
收入將逐年減少，爰學
校應作三年現金收支預
測及可用資金變化情
形，除充分揭露學校校
務基金執行情形外，亦
可達到預警之效果。

第二十六條 學校應就年度
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
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條例第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於第一項明

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載
明下列事項：
一、 績 效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包括投資效益)。

定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應載明之事項。
三、 為使學校相關人員瞭解
校務基金績效情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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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變化情形。
三、 檢討及改進。
四、 其他事項。
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每
年六月三十日前，將前一
年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告
書報本部備查。

配合學校務實務運作期
程，爰第二項明定校務
基金績效報告書應經校
務會議報告後於一定期
限內報本部備查。

第二十七條 學校年度財務
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
效報告書，應於本部備查
後一個月內公告，並登載
於學校網頁建置之校務基
金公開專區。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使外界能順利瀏覽校
務基金之相關資訊，配
合本條例第十條第五項
規定及考量學校行政作
業期程，爰明定報告書
應於本部備查後一定期
限內，公告於校務基金
公開專區。

第二十八條 學校校務基金
之執行情形應公開透明，
並依下列規定，公告於校
務基金公開專區：
一、 前三季於每季終了後
一個月內公告。
二、 第四季於年度終了後
三個月內公告。

一、 本條新增。
二、 考 量 校 務 基 金 年 度 終
了，學校應就資產及負
債科目作適當整理，並
就收入及支出帳目作必
要調整等，為確保校務
基金資訊有一定之準確
性及可靠性，並兼顧其

前項應公開透明之資
訊，包括截至當季止之可
用資金變化情形及支出用
途。

即時性，爰第一項明定
前三季之執行情形應於
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公
告，第四季之執行情形
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
公告。
三、 第二項明定學校應公開
之資訊範圍。另所稱之
可用資金變化情形，係
指現金加上短期可變現
之資產及扣除短期須償
還負債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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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本部為瞭解學 第十七條第一項 教育部對 一、 條次變更。
校校務基金執行之情形，
於第七條第二項所定各種 二、 整併現行條文第十七條
得組成專案小組至各校訪
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第一項及第十八條，明
視或委請會計師查核，並
情形，得派員或委請會計
定本部得組成專案小組
作成專案報告。
師查核。
至各校訪視或委請會計
師查核，以利瞭解各校
第十八條 教育部為評估各
校務基金執行情形。
校校務基金執行之績效，
得組成專案小組至各校訪
視，並作成評估報告。
第三十條 學校執行校務基 第十七條第二項
一、 條次變更。
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教 育 部 查 核 前 項 收 二、 整 併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七
部得命學校限期改善；屆
支、保管及運用後，發現
條第二項及第九條第
期未改善者，得視其情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三項。
輕重，調降學校依第九條
糾正，並限期整頓改善： 三、 本 部 本 於 主 管 機 關 監
第一項所定比率上限或限
一、管理、運作方式與大
督之責，為能有效監督
制不得支給：
學目的不符。
學校校務基金執行情
一、 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二、財務收支未取得合
形，參考行政院九十三
二、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法之憑證或未具完備
款至第三款人事費
之會計帳冊。
支出超過最近年度
三、隱匿財產或規避、妨
決算自籌收入百分
礙教育部查核。
之五十。
四、違反其他相關法令。
三、 可用資金過低，致影
響 學 校 校 務 基 金 健 第九條第三項
全。
前二項給與應在不造

年八月三十日院授主
孝三字第○九三○○
○五四三二號函及九
十五年三月三十日院
授人給字第○九五○
○○六四三二號函，對
於本辦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

四、 依 前 條 之 專 案 報
告，有涉及學校校務
基金執行之缺失或
異常情形。
五、 其 他 缺 失 或 異 常 事
項。

事費給與應在不造成
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
之前提下支給之意
旨，爰明定學校校務基
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
常事項，並經本部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者，得調
降人事費支用比率或
不得再支給。

第五章

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
前提下支給，其總額占第
七條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
入之比率上限，由教育部
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附則

新增章名。

第三十一條 國立大學附設 第二十三條 國立大學附設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醫院之基金收支、保管及
醫院之基金收支、保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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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依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運用，依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十二條 國立專科學校 第二十四條 設置校務基金 一、 條次變更。
及其他公立大專校院設有
之國立專科學校得準用本 二、 配合本條例第十六條之
校務基金者，得準用本辦
辦法之規定。
得準用對象予以修正，
法之規定。
惟是否準用，仍由各公
立大專校院主管機關視
需要決定。
第三十三條
日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 第二十五條
日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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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 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
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自籌收入，
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自籌收入， 據。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
例(以下簡稱設置條例)第十三條
監督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辦
第二項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法。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一切收支均納入校務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自籌收入如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
基金，本辦法所稱之自籌收入如
下：
校務基金管理及
下：
一、捐贈收入：本校無償收受動
監督辦法(以下
一、學雜費收入：本校向學生收取
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
簡稱管監辦法)
與教學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費
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第二條及第三條
用之收入。
二、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本校提供
修正。
二、推廣教育收入：本校依專科以
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二、配合管監辦法第
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
三、推廣教育收入：本校依專科以
三條自籌收入項
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
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
目，修正自籌收
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
入之範圍內容，
三、產學合作收入：本校依專科以
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於第一款及第四
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
四、建教合作收入：本校為外界提
款增列學雜費、
相關事項所獲得之收入。
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
政府科研補助或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
獲得之收入。
委託辦理之收
入：本校獲得政府依科學技術
五、投資取得收益：本校依國立大
入，其餘各款款
基本法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補助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
次調整並酌修文
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條之一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
字。
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本校提供
收益。
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受贈收入：本校無償收受動
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
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本校依設置
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所投資
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其他收入：非屬前七款之自籌
收入。

P41

附件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事項如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
下：
下：
一、本校人員人事費：
一、編制內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
(一)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
技術人員、研究人員本薪(年
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
(二)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
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二、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
(三)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政人員工作酬勞。
二、講座經費。
三、講座經費。
三、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四、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勵。
四、出國旅費。
五、出國旅費。
五、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
六、公務車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
租賃。
租賃。
六、新興工程。
七、新興工程經費。
七、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
八、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
還。
還。
八、學生績優獎學金及參加競賽獎
九、學生績優獎學金及參加競賽獎
勵金。
勵金。
九、會議、講習、訓練或研討(習)
十、會議、講習、訓練或研討(習)
會支給。
會支給。
十、支應文康活動費，惟每人每年
十一、支應文康活動費，惟每人每
支給總額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年支給總額依行政院主計
訂定之「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
總處訂定之「共同性費用編
表」規定標準辦理。
列標準表」規定標準辦理。
十一、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之費
十二、其他與校務業務有關之支
用。
出。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所稱編制
前項各款支出，應在各該自籌
內人員，指教師、研究人員、專任
收入項目當年度收入及歷年結餘
運動教練與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
款範圍內支用，其中涉及固定資產
人員。
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編
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舉借、
制外人員，指契約進用之各類人
償還等項目，應依原訂計畫用途及
員，其權利、義務、待遇、福利及
預算額度內支用，原未編列預算或
績效工作酬勞另定之。
預算編列不足者，應經校長核准，
得先行辦理，並提送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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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次及款次修
正。
二、依管監辦法第八
條修正。
三、將自籌收入支應
用途修正為支應
事項，第一、二
款文字合併修正
分列為第款第一
目至第三目；並
新增第二項及第
三項以定義第一
款中所提人員範
疇。
四、管監辦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款支
領事項係為「編
制內行政人員辦
理自籌收入業務
有績效之工作酬
勞。」第三款則
為「編制外人員
之人事費。」因
應本校實務及現
況與在不違反規
定之前提下，將
得支領辦理自籌
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工作酬勞人員
不限縮於編制內
行政人員，維持
原條文統稱之行
政人員(包括編
制內及編制外)。
五、管監辦法第八條
第六款關於「公
務車輛之增購、

附件

汰換及全時租
賃。」將原辦法
中「全時」二字
刪除，係考量學
校應審酌校務基
金自籌能力及校
務發展需求，決
定是否租賃全時
公務車輛，爰由
學校視需求明定
於自籌收入收支
管理規定中。為
利本校運用彈
性，第五款中仍
保留原條文之
「全時」二字。
六、管監辦法第八條
第八款原條文為
「因應自償性支
出之舉借及其償
還財源之控管機
制」教育部考量
該事項之性質屬
校務基金管控面
向，爰納入第十
六條第二項學校
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規定之內容。
本辦法保留原條
文，仍納為得支
應事項之一。
七、第三項有關編制
外人員之權利、
義務、待遇、福
利，本校現行係
以契約規範，而
編制外人員績效
工作酬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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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編制內人員
相同適用相關支
給規定，爰配合
實務運作，明定
為相關規範另定
之。
第四條 本校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校管會)，其組成、運
作、績效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另定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依管監辦法第四條至
第七條新增。

第五條 本校依設置條例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置稽核人員或設稽核單
位，其設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
他相關事項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校管會之成員、總務、主計及
行政主管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稽核
人員。

依管監辦法第六條及
第七條新增。

第六條 以自籌收入支應第三條第
第四條 本校得以第二條所定收入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其合
及學雜費收入，支應編制內教師、
計總數應以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
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
入百分之五十為限；其支應原則如
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附表。
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且得以第
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
二條所定收入支應辦理自籌收入
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每月給
業務有績效者之行政人員工作酬
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
勞，其支應原則如附表。
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其餘行 第五條 依第四條所定之給與應在
政人員本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以
不造成本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
不超過其本職薪資總額百分之三
提下支給，且其總額以不超過第二
十為限，並不限於現金支給，
條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入之百分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之五十為限。
款人事費之支給額度、條件、方式
支應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
及考核標準另定之，並經校管會審
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每月給與
議通過後執行。
總額編制內人員以不超過其專業
加給百分之六十、其餘人員以不超
過其本職薪資百分之三十為限，並
不限於現金支給。

一、依管監辦法第九
條修正。
二、原第四條及第五
條合併為第六條
並依學校現況酌
作文字修正。
三、依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6 日臺教高
(通)字第
1040131656 函，
增訂第一項最末
段所提「支應原
則如附表。」
四、依管監辦法第九
條第二項，於本
條文亦新增為第
二項．

第七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十一款

第六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十款所 條次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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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自籌收入支應事項，由本校各
相關業務單位另訂要點或基準，經
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定自籌收入支應用途，由本校各相
關業務單位另訂 支應 要點或基
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實施。

第八條 本校以自籌收入規劃辦理
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新興工程
，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成
本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行預
測，不得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如屬 5 千萬元以上之新興工程
時，應將工程興建期間之可用資金
變化情形及營運後成本推估，納入
先期規劃構想書中報教育部審議。
所稱營運後成本推估，應依建物使
用年限，針對水電費、維護費及折
舊費用等進行推估。
前項所稱可用資金，指現金加
上短期可變現資產及扣除短期須
償還負債之合計數。所稱營運後成
本推估，應依建物使用年限，針對
水電費、維護費及折舊費用等進行
推估。
工程興建期間之財務預測方
式，以本校每年底可用資金餘額占
現金經常支出(不含產學合作及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成本)月
數應至少達 4 個月以上，作為不影
響學校正常運作之判斷基準。

一、依管監辦法第十
條新增。
二、依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6 日臺教高
(通)字第
1040131656 函，
增訂第一項末段
及第二項、第三
項事項。

第九條 本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應 第七條 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 一、依管監辦法第十
開立受贈收據或證明，並完成下列
一條修正。
交付及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確
程序：
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辦妥所有 二、原第七條及第八
一、受贈收入為現金者，應確實收
條合併為第十一
權移轉登記。
受或存入帳戶。
條並酌作文字修
前項現金以外之捐贈收入，應
二、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之動產或
正。
依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本
不動產者，應確實點交或辦妥
校 管理及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 三、依管監辦法第十
所有權移轉登記。
一條第三項，於
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前項第二款之受贈收入，應依 第八條 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
本條文亦新增為
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管理
第三項．
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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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點及
不定期抽查。
本校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
者名稱或姓名、內容物、時間及用
途於學校網站公告。但捐贈者不願
公布名稱或姓名者，得僅就其他部
分公告之。
受贈收入有指定用途者，其用
途應與校務有關。
本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不
得與捐贈者有不當利益之聯結；對
熱心捐贈者，得另定規定獎勵。

由本校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
捐贈，其用途應與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
不當利益之聯結。
對熱心捐贈者，得另訂規定獎
勵之。

第十條 各項自籌收入由本校統籌
第九條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由本校 一、依管監辦法第十
運用。但涉及政府與民間補助或委
二條修正。
統籌運用，並得提撥一定比率分配
託辦理之事項，應依其補助計畫或
至管理單位。辦理推廣教育之經 二、原第九條及第十
契約辦理。
條合併為第十二
費，以有賸餘為原則，並應衡量整
條並作文字修
各項自籌收入管理及執行單
體收支及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本
正。
位，得視業務需要依本辦法訂定收
校先就收入總額中提撥一定比率
支管理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統籌運用，節餘款，得由本校及負 三、依管監辦法第十
二條，各項自籌
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責辦理之相關單位支配運用。
本校辦理各項自籌收入業務
收入提列相關行
，應合理控制成本，並得衡量使用 第十條 辦理建教合作計畫，應合理
政管理費或節餘
學校資源情形，就所提列之行政
款分配比率，需
控制成本，並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
管理費或計畫節餘款訂定一定分
經校管會審議通
情形，提列行政管理費，由本校統
配比率，分配至負責辦理該項業
過後實施。爰於
籌分配運用。計畫節餘款得訂定一
務之行政或學術單位運用，其分配
第二項明定本校
定分配比率，由本校及負責辦理之
比率及運用相關事項，應納入第二
各相關業務單位
相關單位與計畫主持人支配運用。
項所訂相關要點，經校管會審議通
得另訂收支管理
過後實施。
要點，經校管會
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各項其他
審議通過後實
收入，以本校統籌運用為原則，如
施；另基於統整
因業務需求，簽奉核准供辦理單位
行政規則考量，
運用者，應至少提撥百分之十供學
第三項末段新增
校統籌運用。
「分配比率及運
自籌收入分配各單位運用結
用相關事項，應
餘經費，得累積並延至次一年度繼
納入第二項所訂
續使用。
訂相關要點，經
校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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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實施。」
四、於第四項新增關
於第二條第一項
第八款各項其他
收入提撥行政管
理費規定。
五、本辦法原第十四
條，併入於本條
文修正，新增為
第三項。
第十一條 為確保校務基金永續經
第十一條 校務基金投資取得之收
營，並提升對校務發展之效益，本
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
校於提出年度投資規劃並經校管
用。
會審議通過後，得投資下列項目：
一、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
票券。
三、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
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
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者
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
金來源。
四、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
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投資
額度上限，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
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為第一項
第三款投資資金來源。
學校持有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之公司及企業股權，不得超過
該個別公司及企業股份百分之五
十。
為處理第一項投資事宜，應組
成投資管理小組，成員之選出方
式、應具備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等另定之，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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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第二條業
明定本校一切收
支均納入校務基
金，其中第七款
即為投資取得之
收益，爰原條文
刪除。
二、依設置條例第十
條及管監辦法第
十三條及第十五
條，修正新增本
條文內容。
提醒：
管監辦法第十四條事
項，亦為本條文第四
項中所稱「其他應遵
行事項」後續應納入
明定於另訂之相關規
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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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小組應擬訂年度投
資規劃及執行各項投資評量與決
策，並定期將投資效益報告校管
會；並應隨時注意投資效益，必要
時，得修正投資規劃內容，並經校
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前項投資規劃及效益應納入
財務規劃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
告書並送教育部備查。
第十二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 第十二條 各項自籌收入之收支情
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
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
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
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
存。
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
學校相關主管人員、預算執行
責任，並由主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
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
及彙編財務報表。
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 第十三條 各項自籌收入之收支、保
關責任，並由主計人員負責帳務處
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
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
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
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
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
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
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第十三條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
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
實施。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稽
核任務，應獨立超然，並得視任務
需求，請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
資料以供查閱。

一、依管監辦法第十
七條修正。
二、原第十二條及第
十三條合併為第
十二條並酌作文
字修正。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十八條辦理。

第十四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除依 第十四條 自籌收入分配各單位運 一、原第十四條移列
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
為第十條第三
用結餘經費，得累積並延至次一年
條規定外，對於以前曾服務之單位
項。
度繼續使用。
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內進行稽核
二、依管監辦法第十
九條新增。
作業者，亦應自行迴避。
第十五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 第十五條 各項自籌收入管理及執 一、各項自籌收入支
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下列情事：
應事項、管理費
行單位，應依本辦法訂定收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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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
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作不實、
不當之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不
彰。
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校
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懲
處或調整職務。

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實施。
場地設備管理及推廣教育
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應包括第九條
所定之提撥比率及節餘款運用原
則，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應
包括第十條所定之計畫節餘款分
配比率及運用原則。

分配比率及運用
相關事項，已分
別於第七條及第
十條明定應納入
第七條所訂要點
或基準，經校管
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爰原第十五
條第一項刪除。
二、第二項移列為第
十條第二項。
三、依管監辦法第二
十條新增。

第十六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缺失或異常事項，指下列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不符合相關法
令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
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
發揮其內部 控制制度之有效
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六、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
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
質短絀，指本校年度收支餘絀依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須調整加回國庫
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
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二十一條辦理。

第十七條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
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
失或異常事項，應據實揭露及提供
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
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定期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二十二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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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前項缺失或異常事項至改善
為止。
第一項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
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議報告
後，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八條 本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
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
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
短絀情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
畫，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前項開源節流計畫，應包括
提升學校各項自籌收入之具體措
施與資本支出及人事費等各項支
出之必要性檢討。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將第
一項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情形 ，
納入年度稽核計畫，定期追蹤其
改善成效，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第十九條 本校辦理校長續任，應將
校長上任後學校歷年校務基金執
行情形、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開源
節流計畫執行成效，併同校長續任
評鑑結果報告書，以適當方式提供
組織規程所定之校長續任同意權
人參據。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二十四條辦理。

第二十條 本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
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
書，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教育績效目標。
二、年度工作重點。
三、財務預測。
四、風險評估。
五、預期效益。
六、其他。
前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應
提報校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 於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報教育部備查。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二十五條辦理。

P50

附件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財務預測
，指本校預測未來三年資金來源、
用途及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第二十一條 本校應就年度財務規
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
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
載明下列事項：
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投資
效益)。
二、財務變化情形。
三、檢討及改進。
四、其他事項。
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
校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將前一年
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教育
部備查。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二十六條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校年度財務規劃報
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於
教育部備查後一個月內公告，並登
載於學校網頁建置之校務基金公
開專區。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二十七條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校校務基金之執行
情形應公開透明，並依下列規定，
公告於校務基金公開專區：
一、前三季於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
公告。
二、第四季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
公告。
前項應公開透明之資訊，包
括截至當季止之可用資金變化情
形及支出用途。

本條新增，依管監辦
法第二十八條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管會審議
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 一、條次變更及文字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
修正。
查。
二、依管監辦法第十
六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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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附表修正草案
(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項

目

內

容

一、編制內教師及研究 （一）導師費。
人員本薪（年功

（二）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獎勵金。

薪）
、加給以外給與 （三）績優、優良教師奬勵金。
項目

（四）彈性薪資及獎勵加給。

二、本項各款給與支給 （五）建教合作專案或計畫主持人研究費。
基準，應另行訂定 （六）推廣教育、在職專班教師鐘點費。
或經專案簽核，且 （七）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成果奬勵金。
在同一事由不重

（八）論文口試費、指導費及計畫審查費及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費。

複支領原則下支

（九）教師績效奬金或績優額外給與。

給。

（十）推廣教育及在職專班計畫主持費、課程規劃費、講義編撰費。
（十一）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案或專題研究之報酬。
（十二）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額外給與。
（十三）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費。
（十四）支援學校各項學術或行政工作服務費。
（十五）在職專班教師演講費。
（十六）其他經專案簽核或校內相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校務會議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三、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教學及研究人
支給對象

員、兼任教師、約聘及約用人員、計畫助理、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
員、各單位因應業務需要所聘之任務性校外專業人士。

四、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一)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支給項目
五、本項各款支給基
準，應另行訂定或

(二)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社團指導、
諮商輔導、調查工作費、撰寫報告工作費及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
試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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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專案簽核後始支 (三)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教學及研
給。

究人員之人事費。
(四)約用人員、計畫助理、約聘助教、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員之人
事費及績效獎勵。
(五)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費。

六、支給上限

(六)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之人事費。
(一)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每月給與
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
(二)其餘行政人員本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以不超過其薪資總額百分
之三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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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自籌收入，依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下簡稱設置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及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一切收支均納入校務基金，本辦法所稱之自籌收入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本校向學生收取與教學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費用之
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本校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
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本校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相關
事項所獲得之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本校獲得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
法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本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受贈收入：本校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
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本校依設置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所投資取得
之有關收益。
八、其他收入：非屬前七款之自籌收入。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事項如下：
一、本校人員人事費：
(一)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二)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三)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二、講座經費。
三、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四、出國旅費。
五、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六、新興工程。
七、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
八、學生績優獎學金及參加競賽獎勵金。
九、會議、講習、訓練或研討(習)會支給。
十、支應文康活動費，惟每人每年支給總額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共同性費
用編列標準表」規定標準辦理。
十一、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之費用。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所稱編制內人員，指教師、研究人員、專任運動教練與比照教
師之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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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編制外人員，指契約進用之各類人員，其權利、義務、
待遇、福利及績效工作酬勞另定之。
第四條
本校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管會)，其組成、運作、績效
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本校依設置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置稽核人員或設稽核單位，其設
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校管會之成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稽核人員。
第六條
以自籌收入支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其合計總數應以最近年度
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為限；其支應原則如附表。
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每月給與總額以不超過其
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其餘行政人員本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以不超
過其本職薪資總額百分之三十為限，並不限於現金支給，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之支給額度、條件、方式 及考核標準另定
之，並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第七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十一款所定自籌收入支應事項，由本校各相關業務單位另訂要
點或基準，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八條
本校以自籌收入規劃辦理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新興工程，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
營運後成本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行預測，不得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如屬 5 千萬元以上之新興工程時，應將工程興建期間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營運
後成本推估，納入先期規劃構想書中報教育部審議。
所稱營運後成本推估，應依建物使用年限，針對水電費、維護費及折舊費用等進行推
估。
前項所稱可用資金，指現金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及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之合計
數。所稱營運後成本推估，應依建物使用年限，針對水電費、維護費及折舊費用等進
行推估。
工程興建期間之財務預測方式，以本校每年底可用資金餘額占現金經常支出(不含
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成本)月數應至少達 4 個月以上，作為不影響學
校正常運作之判斷基準。
第九條
本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應開立受贈收據或證明，並完成下列程序：
一、受贈收入為現金者，應確實收受或存入帳戶。
二、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之動產或不動產者，應確實點交或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前項第二款之受贈收入，應依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管理及使用單位每年
實施定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本校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 者名稱或姓名、內容物、時間及用 途於學校網站公
告。但捐贈者不願公布名稱或姓名者，得僅就其他部分公告之。
受贈收入有指定用途者，其用途應與校務有關。
本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利益之聯結；對熱心捐贈者，得另
定規定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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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各項自籌收入由本校統籌運用。但涉及政府與民間補助或委託辦理之事項，應依
其補助計畫或契約辦理。
各項自籌收入管理及執行單位，得視業務需要依本辦法訂定收支管理要點，經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辦理各項自籌收入業務，應合理控制成本，並得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就
所提列之行政 管理費或計畫節餘款訂定一定分配比率，分配至負責辦理該項業 務之
行政或學術單位運用，其分配比率及運用相關事項，應納入第二項所訂相關要點，經
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各項其他收入，以本校統籌運用為原則，如因業務需求，
簽奉核准供辦理單位運用者，應至少提撥百分之十供學校統籌運用。
自籌收入分配各單位運用結餘經費，得累積並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用。
第十一條
為確保校務基金永續經營，並提升對校務發展之效益，本校於提出年度投資規
劃並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得投資下列項目：
一、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
償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投資額度上限，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為第一項第三款投資資金來源。
學校持有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公司及企業股權，不得超過該個別公司及企
業股份百分之五十。
為處理第一項投資事宜，應組成投資管理小組，成員之選出方式、應具備資格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另定之，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投資管理小組應擬訂年度投資規劃及執行各項投資評量與決策，並定期將投資
效益報告校管會；並應隨時注意投資效益，必要時，得修正投資規劃內容，並經校
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前項投資規劃及效益應納入財務規劃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送教育部
備查。
第十二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
依規定年限保存。
學校相關主管人員、預算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算、
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主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十三條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 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稽核任務，應獨立超然，並得視任務需求，請校內相
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第十四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外，對於以前
曾服務之單位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內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迴避。
第十五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下列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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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作不實、不當之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不彰。
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懲處或調整職務。
第十六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缺失或異常事項，指下列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不符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 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六、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本校年度收支餘絀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須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
第十七條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據
實揭露及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定期追蹤前項缺失或異常事項至改善為止。
第一項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八條
本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 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
實際執行有短絀情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前項開源節流計畫，應包括 提升學校各項自籌收入之具體措 施與資本支出及
人事費等各項支 出之必要性檢討。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將第 一項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情形 ， 納入年度稽核計
畫，定期追蹤其 改善成效，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
第十九條
本校辦理校長續任，應將校長上任後學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形、可用資金變
化情形及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併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以適當方式提供
組織規程所定之校長續任同意權人參據。
第二十條
本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教育績效目標。
二、年度工作重點。
三、財務預測。
四、風險評估。
五、預期效益。
六、其他。
前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應提報校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於前一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報教育部備查。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財務預測，指本校預測未來三年資金來源、用途及可用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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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情形。
第二十一條
本校應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
報告書，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投資效益)。
二、財務變化情形。
三、檢討及改進。
四、其他事項。
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校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每年六月三
十日前，將前一年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本校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於教育部備查後一個月
內公告，並登載於學校網頁建置之校務基金公開專區。
第二十三條
本校校務基金之執行情形應公開透明，並依下列規定，公告於校務基金公開專
區：
一、前三季於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公告。
二、第四季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
前項應公開透明之資訊，包括截至當季止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支出用途。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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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運作待辦事項一覽表
編號

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節錄)
第三條第三項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編制外人員，指契約進
用之各類人員，其權利、義務、待遇、福利及績
效之工作酬勞另定之。

權 責 單 位
人
秘

事
書

室
室

2

第四條 本校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校
管會)，其組成、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
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主

計

室

3

第五條第一項
本校依設置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置稽核人員或
設稽核單位，其設置、運作、績效考核及其他相
關事項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人 事 室

4

第六條第二項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之支給額
度、條件、方式及考核標準另定之，並經校管會
審議通過後執行。

秘
人

5

第七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十款所定自籌收入支應
事項，由本校各相關業務單位另訂支應要點或基
準，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6

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各項自籌收入管理及執行單位，得視業務需
要依本辦法訂定收支管理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辦理各項自籌收入業務，應合理控制成
本，並得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就所提列之行
政管理費或計畫節餘款訂定一定分配比率，分配
至負責辦理該項業 務之行政或學術單位運用，其
分配比率及運用相關事項，應納入第二項所訂相
關要點，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1

7

第十一條第四項
為處理第一項投資事宜，應組成投資管理小組，
成員之選出方式、應具備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等另定之，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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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事

備

註

室
室

各相關業務單位

請見表末註一

各項自籌收入
業務單位

請見表末註二

總

務

處

管監辦法第十
四條及第十五
條事項，亦為本
條文第三項中
所稱「其他應遵
行事項」後續應
納入明定於另
訂之相關規章
中。

附件

8

第十八條第一項
本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
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
短絀情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校管會
審議通過後執行。

9

第二十條
本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
規劃報告書，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教育績效目標。
二、年度工作重點。
三、財務預測。
四、風險評估。
五、預期效益。
六、其他。
前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應提報校管會審
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報教育部備查。

10

第二十一條 本校應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
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投資效益)。
二、財務變化情形。
三、檢討及改進。
四、其他事項。
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校管會審議，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將前
一年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

11

依修正前「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學校應設置之經費稽核
委員會，於現行條文中業經刪除，爰需據以修正本
校組織規程中關於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之相關規
定。

主 計 室
(總務處及人事室
等單位協辦)

副校長室

副校長室

秘

書

室

註一：第七條：「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十一款所定自籌收入支應事項，由本校各
相關業務單位另訂要點或基準，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下表中最末欄標列「◎」者，係對應前述規定中自籌收入支應事項，本
校各相關業務單位已訂之要點或基準。
註二：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各項自籌收入管理及執行單位，得視業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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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本辦法訂定收支管理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本校辦理各項自籌收入業務，應合理控制成本，並得衡量使用學校
資源情形，就所提列之行政管理費或計畫節餘款訂定一定分配比率，分
配至負責辦理該項業務之行政或學術單位運用，其分配比率及運用相關
事項，應納入第二項所訂相關要點，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因自籌收入新增「學雜費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及「其他收入」，且建教合作收入修正為「產學合作收入」，該等收入
範圍均應納入校務基金；爰對應前述修正條文第十條規定，該等自籌收
入分配比率及運用事項，各相關業務單位應納入管理要點修正，經校管
會審議通過後實施。前述新增之自籌收入範圍具體涵括之收入項目為何
？是否部分新增收入項目應另新增訂定管理要點？建請相關業務單位檢
視處理或請主計室提供意見。下表中最末欄標列「V」者，係本校現行五
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業務單位已訂之管理要點。

本校自籌收入管理相關規章及業務單位
編號

規章名稱

業務單位

1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2

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V

2a

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收支要點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V

2b

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支用要點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V

3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總務處保管組

◎V

4

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策略發展辦公室

◎V

5

投資取得收益之收支管理要點

主計室

V

6

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

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V

7

講座設置辦法

人事室

◎

8

出國旅費支應要點

研發處

◎

9

採購及租賃公務車輛支應要點

總務處

◎

10

新興工程支應要點

總務處

◎

11

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
管機制要點

總務處

◎

12

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

秘書室

13

五項自籌收入支應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及研討（習）會支給基準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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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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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規章名稱

業務單位

學雜費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收支
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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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辦

研發處

待辦

?

待辦

附件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運作待辦事項一覽表(主計室協助檢視)
配合 104 年修正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新增自籌收入包括
「學雜費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及「其他收入」等，主
計室協助檢視本校現行各相關業務，就各該業務所訂相關規範整理如下表，併
同提會討論是否應依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規定，增(修)訂要點或基準，
經校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行政管理費
業務
支應事項等
單位
情形
一、學雜費收入：除下列事項外，其餘由學校統籌運用
收入內容

已訂相關規章名稱

1.在職專班 國立交通大學碩士
收入(含 在職專班作業辦法
在職暑
(103 年 1 月 3 日 102 學年
修)
度行政會議核備)

辦法中四規
範提撥統籌
比例金額

教務處
課務組

備註說明

未送校管會審
議(辦法中三各學院
專班經費運用細則係
經在職專班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提教務
會議核備)

國立交通大學碩士
在職專班經費運用
基準

有送校管會審
議

(104 年 3 月 19 日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2.專款專
用:
(1)台南分
部學雜費
(2)教育學
程學分費
(3)音樂組
個別指導
費
(4)管理學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
院企業管
學院企業管理碩士
理碩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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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交通大
學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碩
士(MBA)學程
經費運用準
則未送校管
會審議
2.大學部研究
所暑修學分
費提撥 10%
學校統籌，餘
支應教務處

附件

收入內容

行政管理費
支應事項等
情形

已訂相關規章名稱

業務
單位

(MBA)學程經費運
位學程
用準則
(GMBA)
(5)大學部
研究所暑
修學分費

備註說明
約用人員薪
資等

二、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是否納入本校建教合作計畫，亦或
另訂規定？
三、其他收入：是否應統一規範提撥一定比率供學校統籌運用？
1.招生考試 國立交通大學各種 結餘較高之
教務處 未送校管會審
招生業務工作費用 招生收入提
收入
綜合組 議
(M100-M2 支付準則
撥 20%
39)
其餘招生免
(102 年 10 月 31 日招生委
提撥
員會修訂)
(102 年 12 月 27 日
102 學年度第 13 次
行政會議通過)

2.技轉權利 國立交通大學研發 因 計 畫 衍 生
成果與技術移轉管 權 利 收 入 提
金收入
理施行細則(104 年 6 撥 10%、自行
(S001)
月 17 日研發常務委員會議 研 發 衍 生 權
利收入提撥
修訂通過)
15%
未提撥
3.交大創新
育成中心
企業回饋
金(Q033)
未提撥
4.研發處企
業會員
(Q005)
5.教師兼職 國立交通大學專任 學術回饋金
回饋金收 教師兼職營利事業 中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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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產學運
籌中心

未送校管會審
議 (經研發常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

研發處
產學運
籌中心
研發處

人事室
研發處

經行政會議同
意，並送校務基

附件
行政管理費
已訂相關規章名稱 支應事項等
情形
十分配予學
入(Q300) 機構回饋辦法
校，院、系所
(101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
各收取百分
議修正)
之十五

收入內容

業務
單位

備註說明
金管理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通
過

6.教師借調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
回饋金收 借調處理準則
入
(102.10.25 本校 102 學年
(Q300-1) 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

學術回饋金
人事室
扣除學系
研發處
(所)依所聘
兼任教師之
兼課鐘點費
後，餘額按校
方百分之三
十，學院百分
之二十，學系
(所)百分之
五十比例分
配。

7.學籍證件
工本費
(Q101)
8.出版書籍
費(Q134)
9.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紀念
紀念品
品領用管理作業規
(Q135)
定

提撥 10%

教務處

提撥 10%

教務處

未提撥

秘書室
校友聯
絡中心

未送校管會審
議

未提撥

秘書室
校友聯
絡中心

未送校管會審
議

未送校管會審
議

(98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修正)

10.商標管
理維護
(Q136)

國立交通大學商標
使用管理要點
(104 年 2 月 6 日 103 學年
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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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費
業務
已訂相關規章名稱 支應事項等
單位
情形
高等教
11.ewant 育 國立交通大學高等 擬提撥 10%
網開放教 教育開放資源研究 (除建教合作 育開放
資源研
育平台收 中心自籌收入收支 計畫收入)
究中心
入(Q001) 管理要點草案
收入內容

12.網路與
軟體費
(Q038)
13.垃圾清
潔資源回
收等收入
(Q022)
14.語言實
習費
(Q031)
15.博士班
英語能力
檢定測驗
(Q034)
16.交大體
育學刊
(Q138)

未提撥

未提撥

資訊技
術服務
中心
總務處

未提撥

語言中
心

未提撥

語言中
心

未提撥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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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簽辦提校管會
審議中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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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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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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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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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交通大學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第七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七、建教合作案之人員酬勞費
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辦理。
支給人事費用之比率上
限，由建教合作管理單位
進行內部控管，其支給酬
勞總額以不超過建教合作
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
超過前項規定時，得依行
政程序專案核准，並應受
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
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限
制。
各單位進行建教合作案，
參與建教合作或委辦事項
之有關人員每月酬勞按約
定經費之多寡、計畫之繁
簡、工作之輕重、期間之
長短在該計畫相關款項按
下列原則支給：
(一) 行政及約用人員之
工作酬勞依「國立
交通大學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辦法」規定辦理。
(二) 訓 練 鐘 點 費 比 照
「國立交通大學推
廣教育收支管理要
點」標準支給為原
則。
(三) 專任助理比照科技
部或本校約用人員
等相關規定辦理。

七、建教合作案之人員酬勞費
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辦理。
支給人事費用之比率上
限，由建教合作管理單位
進行內部控管，其支給酬
勞總額以不超過建教合作
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
超過前項規定時，得依行
政程序專案核准，並應受
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
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限
制。
各單位進行建教合作案，
參與建教合作或委辦事項
之有關人員每月酬勞按約
定經費之多寡、計畫之繁
簡、工作之輕重、期間之
長短在該計畫相關款項按
下列原則支給：
(一) 計畫主持人：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或
講師，每案不得超過
其學術研究費百分之
六十五。研究員、副
研究員或助理研究員
比照教授、副教授或
助理教授辦理，校務
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
教學及研究人員比照
上開規定辦理，以下
亦同。
(二) 協同研究、行政及約
用人員：教授、副教
授、 助理教授、講
師、助教，每案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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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為塑造有利於學術開 展之
環境，激勵教師與產業界或
相關研究機構合作爭 取產
學合作計畫，以提昇本校學
術競爭力，爰刪除本 點第
(一)、(三)、(五)款，並刪
除原第(二)款部分文字內
容，將有關計畫主持人、協
同研究人員及主管監 督人
員等承接計畫酬勞限 制刪
除，其他款次隨同遞移調
整。

附件
超過其學術研究費百
分之六十，行政及約
用人員之工作酬勞依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規定辦理。
(三) 主管監督人員：得視
合作計畫情況支給，
最高不得超過其學術
研究費百分之五十。
(四) 訓練鐘點費比照「國
立交通大學推廣教育
收支管理要點」標準
支給為原則。
(五) 承辦國外建教合作或
有關國防科技之重大
研究案件，其計畫主
持人及協同研究人員
之酬勞得不受本項第
一及第二兩款之限
制。
(六) 專任助理比照科技部
或本校約用人員等相
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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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交通大學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94 年 2 月 23 日 93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95 年 3 月 10 日 94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95 年 5 月 25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500071925 號函同意備查
96 年 3 月 21 日 95 學年度第八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3 月 23 日 95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96 年 5 月 16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60074701 號函同意備查
96 年 10 月 29 日 96 學年度第二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5 月 26 日 96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97 年 6 月 5 日 96 學年度第八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7 年 7 月 3 日台高(三)字第 0970127679 號函同意備查
98 年 5 月 19 日 97 學年度第六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14 日 98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9 年 3 月 16 日台高(三)字第 0990041741 號函同意備查
103 年 12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四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3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訂定本要
點。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
入。
本校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掌理有關建教合作計畫之審核、合約之簽訂
及研究成果之推廣等業務。
本校各計畫之主持人應依所需人事費、設備費、其他費用及學校管理費用等項編
列預算提出計畫書及合約書，經各級單位主管同意，簽會研發處及主計室審核，
並呈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如屬重大研究計畫及重大問題，則召開研究發展會
議審定之。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之編列、分配、支用原則，依「國立交通大學建教合作
計畫管理費收支要點」辦理。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結束後如有結餘，則依「國立交通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支
用要點」辦理。
建教合作案之人員酬勞費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
理。
支給人事費用之比率上限，由建教合作管理單位進行內部控管，其支給酬勞總額
以不超過建教合作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超過前項規定時，得依行政程序專案核准，並應受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
額之百分之五十限制。
各單位進行建教合作案，參與建教合作或委辦事項之有關人員每月酬勞按約定經
費之多寡、計畫之繁簡、工作之輕重、期間之長短在該計畫相關款項按下列原則
支給：
(一) 行政及約用人員之工作酬勞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規定辦理。
(二) 訓練鐘點費比照「國立交通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要點」標準支給為原則。
(三) 專任助理比照科技部或本校約用人員等相關規定辦理。
依照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規定﹐計畫主持人同一期間接受政
府委託研究計畫達兩項以上時，請計畫主持人就該計畫之必要性說明，連同計畫
書及合約書提出，並依本要點第四點之程序簽核，俟核定後再行辦理簽約。前項
所稱同一期間，指研究計畫之研究期程重疊達四個月以上。上述計畫不包含規劃
性之計畫或主持人未領酬勞之非行政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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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本校同仁應按本要點規定辦理，不得利用校內設備及人力私自接受研究計畫，若
違反此項規定，將轉請學校議處。
本校研發成果推廣及授權所得之權益收入，依「國立交通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
轉管理施行細則」辦理。
具有合約研究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工作人員，應履行合約上所規定之一
切承諾。
研究計畫結束後﹐計畫主持人應依合約向委託單位繳交成果或績效報告，並副知
研發處，以利績效管理及成果推廣。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國立交通
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本要點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訂定，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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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一、本要點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
之。
二、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得依其業務性質
對外界提供教學平台、教育訓練、課程製作及研究合作等各項服務，經由以
上各項服務所獲得之收入(以下簡稱自籌收入)的管理及運用應依本要點辦理。

三、本中心得依據第二條所述各項對外服務之特性及提供服務之對象，視個案性
質訂定收費標準，所得自籌收入應納入校務基金，其帳務處理及經費收支由
主計室及出納組協辦之。
四、經由本中心與外界以建教合作計畫形式所獲得之收入依照「國立交通大學建
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五、除建教合作計畫所獲得之收入外，其他本中心自籌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十為學
校行政管理費。
六、本中心自籌收入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支用於下列用途 :
(一) 教學平台開發、維護及經營等相關費用。
(二) 數位課程設計及製作等相關費用。
(三) 數位課程教師及助教費用。
(四) 與合作單位約定之合作回饋金。
(五) 與校外單位合作之計畫及工作支出。
(六) 本中心工作人員薪津及酬勞。
(七) 其他與本中心業務發展相關之費用。
七、本中心利用數位課程教學服務獲得收入後，得提撥收入之部分作為課程教師
回饋金。課程教師為本校專任教師及兼任教師之課程，以提撥課程教學服務
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做為課程教師回饋金為原則。課程教師為校外教師之課程，
如有約定課程教師回饋金者，從其約定，如無約定者，亦以提撥該課程教學
服務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做為課程教師回饋金為原則。如有特殊狀況，得依行
政程序專案簽請校長核准。
八、本中心以自籌收入支付工作人員薪津及酬勞之規範如下 :
(一) 支付薪津及酬勞總額以不超過本中心自籌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超過前述原則時，得依行政程序專案簽請校長核准。
(二) 本中心支應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依「國立
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十、本要點經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訂定，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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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勞動部

函

附件一

地址：10346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3號9樓
聯絡人：吳詩佳
聯絡電話：02-85902782
電子信箱：scarlett@mol.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裝

訂

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勞動福3字第10401354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因勞動基準法修正第56條第2項，課予雇主年終檢視並
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規定，業於104年2月4日經總統
修正公布，請轉知所屬單位知悉並預作準備，請查照。
說明：
一、查104年2月4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之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及第78條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勞工退休
準備金專戶餘額，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
53條或第54條第1項第1款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條計算之
退休金數額者，雇主應於次年度3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
。違反者，將處新臺幣9萬元以上45萬元以下罰鍰。
二、為因應前開規定，雇主應於今(104)年年度終了前，檢視勞
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是否足以支應明(105)年成就勞動基
準法第53條或第54條第1項第1款退休條件之勞工退休金，
若不足，應於明(105)年3月底前一次補足，爰此，請轉知
所屬知悉並預作準備。
正本：總統府、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主
計總處、教育部
副本：本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104/03/25
電子公文
15: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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