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交通大學辦理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
第九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說
明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九、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 九、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 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
依績效程度支領相關工作酬
依績效程度支領相關工作酬
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六
勞。符合第八點規定各款任一款
勞。符合第八點規定各款任一款 條規定，爰據以修正
績效者，核給點數 1 至 4 點，每
績效者，核給點數 1 至 4 點，每 相關文字。
月依核給點數支給酬勞。每人每
月依核給點數支給酬勞。每人每
月支領總額以不超過新台幣八
月支領總額以不超過新台幣八
千元為限。但具特殊績效經校長
千元為限。但具特殊績效經校長
核定者不受前述限制。
核定者不受前述限制。
依本基準支給之工作酬勞，編制
依本基準支給之工作酬勞，編制
內行政人員每人每月支領總額
內行政人員每人每月支領總額
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
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
究費百分之六十、資訊專業技術
究費百分之六十、其餘行政人員
人員本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以不
本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以不超
超過其本職薪資總額百分之六十
過其本職薪資總額百分之三十
為限、其餘行政人員本薪與加給
為限。
以外之給與，以不超過其本職薪
資總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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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基準。
二、依本基準支給之工作酬勞包括以下各款事項：
(一)擔任本校功能性主管職務。
(二)對本校服務績優之職工予以表揚獎勵。
(三)辦理自籌收入業務(不含招生業務)有績效者。
(四)協助教師或研究人員辦理自籌收入相關事務者。
(五)協助辦理本校各項招生業務有績效者。
三、本基準適用對象如下：
(一)第二點第一款適用對象為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專任運動教練與比照教師
之專業技術人員或編制外行政人員。
(二)第二點第二款及第三款適用對象為編制內職員、擔任行政職務教師、助教、
約用人員、計畫助理、技工、工友、駐衛警及司機等人員。
(三)第二點第四款適用對象為編制外人員。
(四)第二點第五款適用對象為協助辦理本校各項招生業務之本校編制內與編制
外人員。
四、本基準之經費來源為本校自籌收入。但第二點第四款之工作酬勞事項，經費來
源限於教師或研究人員承接政府機關以外單位委託計畫或服務方案相關經費，
及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

五、本校功能性主管職務，係指為配合推動校務或學術研究水準，經用人單位專案
簽陳校長核可聘任之，其工作酬勞依本校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酬勞支給標準表
(附表一)支給。
前項酬勞經費除經校長核示以他項自籌收入支應之專案外，均由產學合作收入
管理費項下支應。
六、擔任數個編制內主管職務或功能性主管職務者，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擇一
支領工作酬勞。
擔任本校編制內主管職務者應優先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已支領編制內主管職務加給者，如同時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不得再另支領功
能性主管工作酬勞。但如功能性主管工作酬勞高於主管職務加給者，得補發其
差額。
七、本校服務績優之職工獎勵，係指經依本校職工獎勵辦法辦理評選而當選績優職
工者，每人予以二萬元之獎勵。
前項獎勵經費由產學合作收入管理費項下支應。
八、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指下列各款之一：
(一)年度工作計畫訂有客觀及量化之具體績效指標，辦理成效超越
目標達成率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執行業務績效卓著，足為楷模者。
(三)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方案，經採行確具成
效者。
(四)執行緊急重要任務迅速圓滿完成，著有績效者。
(五)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
產有貢獻者。
(六)善用民間資源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或規劃業務周密且執行
得宜，對節省公帑及人力，有具體績效者。
(七)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理措施，具體開源及節流，績效顯著
者。
(八)其他優異行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勵者。
九、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績效程度支領相關工作酬勞。符合第八點規
定各款任一款績效者，核給點數 1 至 4 點，每月依核給點數支給酬勞。每人每
月支領總額以不超過新台幣八千元為限。但具特殊績效經校長核定者不受前述

限制。
依本基準支給之工作酬勞，編制內行政人員每人每月支領總額以不超過其專業
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六十、資訊專業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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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其工作酬勞支領程序及限制如下：
(一)應由擬支領者之單位主管敘明其績效事蹟，填具申請表(附表二)經工作酬勞
審議小組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始得支領。
(二)支領工作酬勞之績效評定以一年為單位，於任職滿一年之次年起，依在職之
前一年績效表現評定，經核可每月支領工作酬勞之月份數至多於每年之最末
月止，每年應再行檢視績效依前款程序辦理。
(三)轉換職務或調整工作內容，未再擔任擬支工作酬勞項目者，自職務變更當月
起，不得再支領原核可之工作酬勞。擬支收入項目經費若短缺，得經工作酬
勞審議小組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後，停止支應工作酬勞。
十一、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勞審議小組由校長、副校長及校長聘請若干人員組成，
由校長(或指定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於每年十二月召開會議評定績效。各單
位擬支工作酬勞之申請案須於十二月一日前提出。審議小組行政事務由秘書
室辦理。
第九點第一項規定之點數折合新台幣金額，由審議小組視每年度經費情形定
之。
十二、本校各項招生業務績效工作酬勞支給依據本基準及「國立交通大學招生收入
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十三、本校各單位支領工作酬勞情形，應指定專人登錄備查，並經人事室及主計室
共同審核，支領金額不得超過本基準第九點規定上限且支領程序須確實依本基
準第十點規定辦理。若有不符規定情形，經查屬實者，除追還溢領金額外，並
依本校員工獎懲辦法議處。
十四、本校各相關規章訂如有辦理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勞事宜，其支給標準悉依本
基準辦理。
十五、本基準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交通大學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酬勞支給標準表

職

務

及

單

位

主管及副主管

資 格 及 每 月 工 作 酬 勞
教師兼主管 25700 元(副教授以上)

備

註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經行政會

(專案設立之功能性單位) 教師兼副主管 16000 元(副教授以上) 議或校務會議通過或經校長
約用人員兼 6540 元

核可設立之單位

副主管(一級行政單位及 教師兼 16000 元（副教授以上）

本校組織規程所列之一級行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政單位

14000 元（助理教授）
約用人員兼 6540 元

副主管

8000 至 16000 元（副教授以上）

依本校組織規程所設院、系、

院、系(學士班)、所(專

6000 至 14000 元（助理教授）

所、學位學程等教學單位，經
專案簽奉校長核可以自籌經

班)、學位學程等教學單位

費支付工作酬勞之功能性主
管。
主任(研究中心)

不得超過一級主管加給

一年所領工作酬勞不得超過該
中心當年管理費之 20%

諮詢

5000 至 8000 元

簽奉校長核可者

組長(一級行政單位、電子 教師兼 8440 元

本校組織規程所列或行政會

與資訊研究中心及專案

議通過或校務會議通過之單

設立之功能性單位)

約用人員兼 6540 元

位組長，且以學校人事費不能
支付者為限。

附表二

國立交通大學辦理自籌收入績效工作酬勞支給申請表
擬支人員姓名
人事代號

服務單位

擬支收入項目

經費代號

擬支領期間

年

月

至

月

□是；

近五個月是否
支領相關工作
酬勞情形

工作內容
及辦理績效

審核情形
擬支人員
單位主管
(計畫主持人)

支領每月績效工作酬勞金額
經費代號
支領每月其他工作酬勞金額
經費代號
已支領
合計
□否

年

月至
元

擬月支金額
擬申請期間每月預計支領其他工作
酬勞加本次擬申請金額合計：
元，占專業加給或本職
薪資(
）
百分比
。(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月加班費

一、符合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第八點第
款，事蹟如下：
(援引符合不同款規定之事蹟，需分項填寫)
二、符合自籌收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第八點第
款，事蹟如下：
就上述第一項事蹟，核給點數
就上述第二項事蹟，核給點數

處、室、
院級主管

擬支收入項目
經費管理單位
(計畫主持人)

人事室
(事務組)

點。 合計點數
點。 核定支給期間及月支金額：

主計室

秘書室

校長或
授權代簽人

備註：一、本表於主計室審核後，送秘書室彙提工作酬勞審議小組會議審議，審議及核定情形
由秘書室傳送申請單位。
二、本表奉核後，申請單位應將影本送主計室始得支領工作酬勞。
三、請主計室指定人員填具表單編號，依年度分冊保管，俾供查核。
四、本表單編號： xxx(年度)xxx-xx(單位代碼及支領序號)，xxx(總流水號)
主計室填具人員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