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

 累計實際數 比較增減金額
 執行

率%

總業務收入    6,048,499     3,007,317 -3,041,182 49.72%

 業務收入    5,631,499     2,794,105 -2,837,394 49.62%

   學雜費收入      774,191 364,700 -409,491 47.11%

   學雜費減免(-) -     21,000 - 9,350 11,650 0.00%

   建教合作收入    2,370,000     1,288,146 -1,081,854 54.35%  收支併列

   推廣教育收入 45,000 12,887 -32,113 28.64%  收支併列

   權利金收入 15,000 11,731 -3,269 0.00%
 收支併列，研究成果提供權利所獲

得之收入

 學校教學補助收入    1,505,829 753,000 -752,829 50.01%  教育部按季撥付補助款

   其他補助收入      917,479 359,688 -557,791 39.20%
 收支併列，係各政府機關專案補助

經常門之款項

   雜項業務收入 25,000 13,303 -11,697 53.21%  收支併列，招生收入

 業務外收入      417,000 213,212 -203,788 51.13%

   利息收入 35,000 23,395 -11,605 66.84%

   投資賸餘 2,000 15,347 13,347 0.00%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

收入
     190,000 68,303 -121,697 35.95%

 各場地收入本年度預計提撥35,000

千元供全校統籌分配使用外，其餘

均係屬專款專用

   受贈收入      158,000 92,378 -65,622 58.47%  收支併列

   違約罰款收入 2,000 368 -1,632 18.40%

   雜項收入 30,000 13,421 -16,579 44.74%  收支併列

總業務成本與費用    6,385,288     3,191,640 -3,193,648 49.98%
 未涉及現金支出之財產折舊及攤銷

共計469,941千元

 業務成本與費用    6,128,338     3,043,109 -3,085,229 49.66%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

本
   3,079,804     1,454,204 -1,625,600 47.22%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240,401千元

   建教合作成本    2,331,151     1,279,707 -1,051,444 54.90%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153,012千元

   推廣教育成本 39,500 12,812 -26,688 32.44%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275千元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324,295 140,100 -184,195 43.20%
 內含受贈款及教育部等政府補助之

獎助學金67,980千元

   管理及總務費用      333,788 146,280 -187,508 43.82%  含財產折舊及攤銷30,255千元

   雜項業務費用 19,800 10,006 -9,794 50.54%  招生相關支出

 業務外費用      256,950 148,531 -    108,419 57.81%

   雜項費用      256,950 148,531 -108,419 57.81% 含財產折舊攤銷及短絀45,998千元

賸餘(短絀-) -    336,789 -     184,323 152,466 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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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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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08千元)。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

 收支餘絀明細表
 109年1月1日至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截  至  本  月  止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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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9年6月止

預算科目及計畫

 可用預算數(含

調整流用數)

﹝A﹞

 截至6月底累

計預算分配數

﹝B﹞

 截至6月底止

實際執行數

 (含應付未付

數) ﹝C﹞

執行率

﹝C﹞/﹝B﹞

達成率

﹝C﹞/﹝A﹞

尚未執行數

(D)=(A)-(C)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 2,000 480     2,397 499.28% 119.83% -397

光復校區西區校地基礎

建設工程
1,000 180 193 107.44% 19.34% 807

校區開發基礎建設工程 1,000 300 2,203 734.38% 220.31% -1,203

房屋建築 2,000 3,000     7,890     263.01% 394.51% -5,890

研三舍周邊景觀工程 - 1,000      2,201 220.06% #DIV/0! -2,201

圖資大樓8樓第3會議室

等整修工程
2,000 2,000      2,925 146.25% 146.25% -925

工六館旁候車亭工程 970 #DIV/0! #DIV/0! -970

人社三館大門更新工程 347 #DIV/0! #DIV/0! -347

博愛校區館舍裝修及周

邊工程
550 #DIV/0! #DIV/0! -550

綜合球館屋頂整修工程 518 #DIV/0! #DIV/0! -518

前瞻跨領域生醫大樓工

程
100 #DIV/0! #DIV/0! -100

其他零星工程 - - 280 #DIV/0! #DIV/0! -280

其他各項圖儀設備

(含保留)
579,102      225,720      207,031 115.13% 33.75% 372,071

教育部補助基本需求 56,994 28,000          22,700 81.07% 39.83% 34,294

深耕及補助計畫 226,948      87,020          29,874 34.33% 13.16% 197,074

自籌收入收支併列計畫 295,160      110,700        154,457 139.53% 52.33% 140,703

合    計 583,102      229,200   217,318   94.82% 37.27% 365,784

      單位：新台幣千元

資本支出執行情形明細表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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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施行細則 

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權益收入之分配

方式 

一、權益收入之總額依序

扣除下列項目後為權

益收入淨額： 

(一)政府機關先行分配

之權益收入： 

1. 因執行政府機關補

助、委託或出資而進行

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

發成果，應依「政府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或其

他法令規定之比例繳

交權益收入予資助機

關。

2.若經科技部核定本校

減免上繳比例，產生額

外研發成果權益收

入，減免上繳部分收入

之分配如下：

(1)創作人：百分之五

十。 

(2)本校：百分之二十（其

用途應限於研 發成果

管理維護及推廣）。 

(3)本校院、系所或中心

為百分之二十，且該百

分之二十中之百分之

十五分配予院，百分之

八十五分配予系所或

中心。 

(4)技術移轉有功人員：

百分之十，並依本校

「辦理自籌收入工作

酬勞支應基準」規定辦

理。 

3.前述科技部減免上繳

資格之適用，溯及於科

技部核定本校申請科

第八條權益收入之分配

方式 

一、權益收入之總額依序

扣除下列項目後為權

益收入淨額： 

(一)政府機關先行分配

之權益收入： 

1. 因執行政府機關補

助、委託或出資而進行

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

發成果，應依「政府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或其

他法令規定之比例繳

交權益收入予資助機

關。

2.若經科技部核定本校

減免上繳比例，產生之

額外研發成果權益收

入，本校於扣除應繳交

科技部之數額後，減免

上繳部分收入之分配

如下：

(1)創作人：百分之五

十。 

(2)校方：百分之四十（其

用途應限於研發成果

管理維護及推廣）。 

(3)技術移轉有功人員：

百分之十，並依本校

「辦理自籌收入工作

酬勞支應基準」規定辦

理。 

3.前述科技部減免上繳

資格之適用，溯及於科

技部核定本校申請科

技部計畫研發成果收

入上繳減免期間之起

始日，且研發成果源自

於科技部經費補助本

一、刪除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目本校於扣除應繳

交科技部之數額後之

贅字。另為獎勵院系

所共同推廣科技部補

助研發成果之技轉績

效，修正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目之二，將科

技部獎勵本校減免上

繳比例額外產生之研

發成果權益收入，本

校原先分配百分之四

十，修正為百分之二

十。 

二、另新增第二目之三，

百分之二十分配給

院、系所或中心，其

中院分配百分之二十

中之百分十五、系所

或中心分配百分之二

十中之百分之八十

五，同行政管理費之

分配比。技轉有功人

員之分配比移至第二

目之四。 

三、修正第一項第二款行

政管理費，為利本校

研發成果推廣及管

理，平衡專利申請及

維護成本，擬取消原

專利技轉先扣除專利

申請及維護成本之作

法，並調整學校行政

管理費比例。 

四、刪除第一項第三款與

第四款，原第五款移

至為第三款，為促進

科技部補助本校產出

之研發成果之專利，

提高技術移轉授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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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技部計畫研發成果收

入上繳減免期間之起

始日，且研發成果源自

於科技部經費補助本

校所產出，並於本校經

科技部核定減免上繳

期間收到研發成果收

入之傳票日為準。 

(二)行政管理費： 

1.非受政府機關之補

助、委託或出資者，權

益收入總額之百分之

二十歸入本校校級行

政管理費，百分之五為

院、系所或中心行政管

理費，且該百分之五中

之百分之十五為院行

政管理費，百分之八十

五為系所或中心行政

管理費。 

2.受政府機關之補助、委

託或出資者，權益收入

總額之百分之十歸入

本校校級行政管理費。 

(三)委外費用： 

 技術移轉經創作人同

意由本校委外推廣

者，以不高於權益收入

總額之百分之十五為

受託推廣機構之服務

費。本校以權益收入總

額至多百分之五支付

該服務費，餘由創作人

自行支付。 

二、若為本校衍生企業權

益收入，除本條第一項

第三款委外費用以現

金收入外，得以股權交

付。俟本校股權處分

後，再行分配予院、系

所或中心。前述衍生企

業權益收入為股權

時，歸屬創作人權益之

校所產出，並於本校經

科技部核定減免上繳

期間收到研發成果收

入之傳票日為準。 

(二)行政管理費： 

1.非受政府機關之補

助、委託或出資者，權

益收入總額之百分之

十五歸入本校校級行

政管理費，百分之五為

院／系所或中心行政

管理費，且該百分之五

中之百分之十五為院

行政管理費，百分之八

十五為系所或中心行

政管理費。 

2.受政府機關之補助、委

託或出資者，權益收入

總額之百分之十歸入

本校校級行政管理費。 

(三)專利申請及維護成

本： 

1.專利申請及維護成本

非受政府機關之補

助、委託或出資，且本

校承辦該研發成果之

專利申請／註冊／登

記／維護中任一程序

者，其權益收入除衍生

利益金外，以該權益收

入之百分之三十五為

本校辦理前述程序之

成本。 

2.專利申請及維護成本

係受政府機關之補

助、委託或出資，且本

校承辦該研發成果之

專利申請／註冊／登

記／維護中任一程序

者，其權益收入除衍生

利益金外，以該權益收

入之百分之二十為本

校辦理前述程序之成

比例，故刪除專利技

轉授權扣除專利申請

及維護成本之規定。 

五、修正第八條第二項，

若為本校衍生企業權

益收入，除了委外費

用因涉及第三人權

益，須以現金支付

外，對於本校衍生企

業行政費為股權時，

將待本校股權處分

後，再行分配予院、

系所或中心。歸屬於

創作人權益收入，則

由受移轉或授權機構

契約約定分配股權並

交付創作人，本校概

不涉入。創作人不得

對歸屬本校權益之收

入主張再分配。 

六、另科技部因應產業創

新條例第 12 條之 2

訂定「我國學術或研

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

國創作人申請股票適

用緩課所得稅作業辦

法」，創作人得緩課稅

或擇低繳稅，故依本

校相關單位建議，為

維護創作人權益，爰

刪除股權代管之規

定，避免有牴觸法規

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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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收入，由受移轉或授權

機構契約約定分配股

權並交付創作人，本校

概不涉入，創作人不得

對歸屬本校權益之收

入主張再分配。 

本。 

(四)免扣除專利申請及

維護成本之適用對象: 

 若為研發成果評量委

員會未通過或未經審

查且創作人以國立交

通大學名義全額自費

申請者，其權益收入免

扣除前款規定專利申

請及維護成本。 

(五)委外費用： 

 技術移轉經創作人同

意由本校委外推廣

者，以不高於權益收入

總額之百分之十五為

受託推廣機構之服務

費。本校以權益收入總

額至多百分之五支付

該服務費，餘由創作人

自行支付。 

二、若本校衍生企業權益

收入為股權時，涉及本

條第一項第一款政府

機關先行分配之權益

收入、第二款行政管理

費、第三款專利申請及

維護成本、第五款委外

費用，應以現金收入為

主。其餘權益收入淨

額，創作人代表得選擇

本項 (一 )或 (二 )辦

理；若非本校衍生企業

之權益收入，僅適用

(一)： 

(一)由受移轉或授權機

構於契約約定直接交

付創作人，本校概不涉

入，創作人不得對歸屬

本校權益之股權主張

再分配。 

(二)由受移轉或授權機

構直接給付本校： 

1.創作人代表得請求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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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時不予移轉由本校代

管。個別創作人於代管

期間得隨時請求本校

一次性分配移轉股權

予創作人，但因法令規

定或政府主管機關因

素，本校無法辦理移轉

股權予創作人時，創作

人應遵守法令及主管

機關規定，不得對本校

有任何異議。如屬前述

無法移轉予創作人之

情形，且為集中保管市

場交易之股權，個別創

作人得向本校資金運

用小組提案，由本校出

售後再辦理分配。因執

行本款產生相關稅賦

與費用均由創作人自

行負擔。 

2.有關股權認列入帳價

值時點，應以契約生效

日為原則。如政府主管

機關要求說明股權分

配相關事項，創作人代

表應協助本校說明。另

本校代管期間自分配

基準日起算不超過十

年，若有產生孳息收

入，皆歸本校所有。若

逾越代管年限，則視同

創作人無條件自動捐

贈予本校，並自動終止

代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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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89 年 11月 10日 89 學年度第 1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1 年 3月 8日 90學年度第 2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12月 5 日 92 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10月 15日 9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8月 12 日 94 學年度研發常務委員會通訊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12月 2 日 94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0月 24日 95 學年度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5月 2日 95學年度第 9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8月 23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7月 22 日 96 學年度第 9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4月 27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0月 5 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10 月 20日 100學年度第 2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18日 101 學年度第 5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20日 101學年度第 9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9月 16日 102 學年度第 1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1 月 28日 102學年度第 3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28日 103 學年度第 7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21日 103 學年度第 8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9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26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22日 104 學年度第 4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2日 104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21日 108學年度第 4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31日 10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次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21日 108學年度第 11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施行細則係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及「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九條」訂定之。 

第二條 名詞定義 

一、 本施行細則所稱「研發成果」，係指創作人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果

及該成果所生之智慧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專利權、專利申請權、

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營業秘密、電腦軟體、專門技術

（know-how）或其他有形或無形之智慧成果。 

二、 本施行細則所稱「技術移轉」，係指研發成果之授權或讓與。 

三、 本施行細則所稱「創作人」，係指參與研發成果之研究而具有下列

身分之人： 

(一)本校校長。 

(二)受本校全職聘用或短期約聘之教師、助教、職員、助理員、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軍訓教官、駐

衛警察、技工、工友及其他職銜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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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含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在職專班、推廣教育班及

其他學程之學生)。 

        (四)雖非前三款所定之人，除有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應依其約

定或規定之權利義務關係者外，其事實上有使用本校資源而

產生研發成果者，亦屬之。 

四、 本施行細則所稱「研究團隊」，係指所有參與研發成果研究之創作

人組合。 

五、 本施行細則所稱「創作人代表」，係指由研究團隊書面委任之人，

代表研究團隊為權益收入分配事宜。 

六、 本施行細則所稱「權益收入」，係指技術移轉之所得，包括但不限

於簽約金、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衍生利益金、股權或其他權

益等之累積收入。 

七、 前項權益收入區分為下列二類： 

(一) 建教合作收入：因技術移轉而提供技術或技術商品化之指

導、諮詢等服務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二)權利收入：係指權利授權、技術移轉、或權利讓與所收取之

費用等，非為前款之情形均屬之。 

八、 本施行細則所稱「分配基準日」，係指本校收到權益收入後，依第

三條第四項規定發文通知創作人代表之當日。 

第三條 創作人之分配權 

一、 創作人現有或曾有下列三款情事之一時，不予分配： 

(一)遭解聘、免職、停聘、不續聘、開除學籍者。 

(二) 研發成果之被授權人或受讓人，係依國立交通大學衍生創新

事業管理辦法設立之新創事業，而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或法

律另有規定限制者。 

(三) 如依法令且經政府機關審查同意，創作人無償與本校共有專

利權者。 

二、 創作人雖曾有前項第 1款之離職或第 2款之因畢業或休學而離校

三年以上之情事，但於分配基準日又具有第二條第三項第 1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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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款之身分者，仍得分配權益收入。 

三、 創作人代表為研究團隊之代表人，對內得決定研究團隊成員分配

權益收入之比例、權益收入之管理，對外得代表研究團隊決定分

配事宜，並行使本施行細則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研究團隊非經

創作人代表行為，不得向本校或本校各單位請求分配或主張一切

權利。 

四、 創作人有二人以上時，以研究團隊為一主體而分配權益收入，且

排除第一項各款所定不得分配之人後，依創作人代表指定數創作

人之分配比例分配。創作人代表應於本校發文通知日起九十日內

以書面回覆本校前述分配比例，但依第一項各款規定無可得分配

之人時，該權益收入全數歸入本校校級行政管理費。 

第四條 主管單位 

一、 本施行細則所定研發成果之管理、維護、商業推廣、權益收入分

配、技術移轉及其他相關事宜，由本校研究發展處統籌辦理。 

二、 前項辦理技術移轉事宜之單位，得視個案送本校研發成果評量委

員會審議。 

第五條 研發成果之權利歸屬 

一、 除本校與第三人間之契約另有約定或法令另有規定創作人得無償

與本校依權益收入淨額平均共有專利權外，創作人於職務上完成

之研發成果，其權利歸屬本校，但創作人享有姓名表示權及著作

人格權。 

二、 前項所稱「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係指下列研究發展所獲得之

成果： 

(一)以本校校務基金進行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果。 

(二)由政府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予本校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 

(三)本校受政府機關以外單位委託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且依

契約約定，該成果之權利歸屬本校。 

(四)創作人利用本校資源或於上班時間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 

三、 非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其權利歸屬應以下列方式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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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作人就其於任職本校期間所完成之研發成果，未利用本校

資源或本校既有研發成果者，應以書面通知本校研究發展處

產學運籌中心（以下稱「產學運籌中心」），如有必要並應

告知創作或研發過程。 

(二)產學運籌中心於接到通知後，應簽請該創作人所屬系所或單

位主管確認該創作或研發有無利用上班時間、本校資源或本

校既有之研發成果。 

(三)經該創作人所屬系所或單位主管確認該創作或研發並無利用

上班時間、本校資源或本校既有之研發成果者，即屬非職務

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研發成果之權利歸屬創作人。 

(四)創作人未為前述通知者，其於任職本校期間之任何創作或研

發，視為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 

(五)本校若於產學運籌中心接到前述書面通知後六個月內，未向

該創作人為反對之表示者，則不得主張享有該研發成果之權

利。 

四、 創作人為散布其學術研究結果之目的而創作之書籍、研究報告、

文章或其他學術著作，即使符合本條規定之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

果，創作人得不經本校事前書面同意行使著作財產權。但該研發

成果係政府機關或政府機關以外之機構補助、委託或出資研究

者，則其權利依委託契約規定。 

五、 本校出資委託不具有第二條第三項各款身分之人進行研發者，應

於研發進行前與其簽訂書面委託契約，使本校享有該研發成果之

權利。 

六、 本校退休教師於退休後之研發成果，經與本校以書面方式確認其

就該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有處分權後，得依本施行細則第四條

規定交由產學運籌中心統籌辦理。該研發成果專利化之管理與維

護、商業推廣及授權、權益收入之分配及相關事項，準用本校研

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及審查施行細則及本施行細則有關之規定。 

第六條 研發成果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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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論研發成果有無申請或取得任何智慧財產權，除依法得公開之

事項外，依其性質、本校與第三人契約約定或法令規定應予保密

者，創作人皆應保密，不得對外揭露，亦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利

益利用該等成果。 

二、 創作人為散布其學術研究結果之目的而對外發表研發成果時，其

發表不得影響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取得或維護，且不得使本校對

第三人產生違約情事。 

第七條 技術移轉 

一、 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事宜，由產學運籌中心統籌辦理。 

二、本校得就本校之研發成果，對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學校、研究機

關（構）、事業、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受移轉機構」）為技術

移轉，如為授權，以有償、非專屬及我國管轄區域內優先為原則。 

三、有違反本校產學合作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處理原則之虞，未經該

原則程序審查同意前，不得為技術移轉。 

四、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條件，以能充分發揮技術價值為原則。 

五、研發成果以無償、專屬或我國管轄區域外之方式為技術移轉者，

應以能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促進科技發展與社會福祉、確保研

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之商品化下進行之。 

六、技術移轉契約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在公平原則下，就技術移轉之

用途、範圍、授權地區、授權期限、再授權、再讓與或其他事項

為適當之限制。 

七、本校得委外推廣技術移轉，但應與受託推廣機構簽訂書面委託契

約。 

八、本校於民國 103 年元月起，接受以營利事業之民間團體委託產學

合作案，如與合作對象於契約約定產出研發成果全部歸屬該合作

對象所有，應於該契約約定提撥該合作研究經費不低於百分之十

五，作為先期技術移轉金，並依本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辦理權益

收入分配。 

第七條之一   研發成果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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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發成果之管理事宜，由產學運籌中心統籌辦理。 

 二、產學運籌中心除依本細則之規定管理研發成果外，並應執行下列

管理工作： 

(一)監督申請智慧財產權之代理人適時為必要之申請、答辯或繳

費。 

(二)定期檢討技術移轉及授權之成效。 

(三)定期盤點研發成果，並檢討研發成果繼續維護之必要性。 

(四)於適當處所公佈研發成果之取得、維護、移轉、授權等情形

及結果，但應保密之事項不在此限。 

(五)涉及政府機關經費補助產出之研究成果，產生權益收入時，

應派專人控管成果權益收入繳交時程及金額，並依政府補助

該計畫規定之比例上繳補助機關。 

三、產學運籌中心應隨時將其管理研發成果之意見、發展及結果，報

告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 

四、放棄研發成果之維護時，應由產學運籌中心製作報告後，提交研

發成果評量委員會決定之。 

第八條   權益收入之分配方式 

一、權益收入之總額依序扣除下列項目後為權益收入淨額： 

        (一)政府機關先行分配之權益收入： 

1.因執行政府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而進行研究發展所獲得 

之研發成果，應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之比例繳交權益收入予資助機關。 

2.若經科技部核定本校減免上繳比例，產生額外研發成果權

益收入，減免上繳部分收入之分配如下： 

     (1)創作人：百分之五十。 

(2)本校：百分之二十（其用途應限於研發成果管理維護及

推廣）。 

(3)本校院、系所或中心為百分之二十，且該百分之二十中

之百分之十五分配予院，百分之八十五分配予系所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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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4)技術移轉有功人員：百分之十，並依本校「辦理自籌收

入工作酬勞支應基準」規定辦理。 

   3.前述科技部減免上繳資格之適用，溯及於科技部核定本校

申請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收入上繳減免期間之起始日，且研發成

果源自於科技部經費補助本校所產出，並於本校經科技部核定減

免上繳期間收到研發成果收入之傳票日為準。 

        (二)行政管理費： 

           1.非受政府機關之補助、委託或出資者，權益收入總額之百分

之二十歸入本校校級行政管理費，百分之五為院、系所或中

心行政管理費，且該百分之五中之百分之十五為院行政管理

費，百分之八十五為系所或中心行政管理費。 

           2.受政府機關之補助、委託或出資者，權益收入總額之百分之

十歸入本校校級行政管理費。 

        (三)委外費用： 

  技術移轉經創作人同意由本校委外推廣者，以不高於權益收

入總額之百分之十五為受託推廣機構之服務費。本校以權益

收入總額至多百分之五支付該服務費，餘由創作人自行支付。 

二、 若為本校衍生企業權益收入，除本條第一項第三款委外費用以

現金收入外，得以股權交付。俟本校股權處分後，再行分配予

院、系所或中心。前述衍生企業權益收入為股權時，歸屬創作人

權益之收入，由受移轉或授權機構於契約約定分配股權並交付

創作人，本校概不涉入，創作人不得對歸屬本校權益之收入主

張再分配。 

     三、權益收入淨額管理方式 

(一)依本條規定將權益收入淨額，分配予創作人時，創作人得於

下列收入管理方式中擇一或區分比例同時採用二者以管理該

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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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納入個人收入：自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1日起，分配予創

作人之個人收入，應按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現

行法令規定支付雇主補充保險費者，由創作人之個人收入中

支出。 

           2.納入創作人本校研究團隊後續研究經費，將該筆逕入創作人

專屬之權益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二)依本項前款第二目規定，由創作人納入其研究團隊後續研究

經費者者，其收入之支用方式如下： 

1.權利收入及建教合作收入皆不得報支創作人自身之人事費。 

2.除前目之限制外，創作人所屬本校研究團隊後續研究範圍內

所發生之費用，若其支出項目符合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結餘

款支用要點」第三點之項目者，得自由報支。 

     四、校級行政管理費之支用  

(一)依本校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十點規定，研究發展處

為管理、維護、推廣及執行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相關業

務，得支用本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校級行政管理費。 

(二)校級行政管理費為建教合作收入者，準用產學合作計畫管理

費收支要點第四點。 

五、創作人以權利收入或建教合作收入所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其所

有權歸於本校，並依本校相關財產管理辦法管理之。 

六、研發成果由政府機關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負責管理及運用，且將一定比率之管理

或運用所得之收入分別分配創作人及本校者，創作人不得參與

分配本校之收入。 

七、創作人願將非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讓與本校

或由本校管理者，經本校評估具商業價值，並與創作人簽訂讓

與或管理契約後，其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及維護成本，皆由本校

負擔，並由本校進行技術移轉之推廣。技術移轉成功者，準用

本條之規定計算及分配權益收入給創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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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創作人之義務 

一、創作人於研發過程中，應隨時注意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若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致本校受損害者，創作人應返還依本

施行細則或本校相關規定獲得之獎金及收益，並賠償本校因此

所受之任何損失。 

二、創作人應協助本校進行技術移轉之推廣。 

第九條之一   風險控管 

一、產學運籌中心於必要時應徵詢法律顧問有關研發過程、取得研發

成果權利、技術移轉、管理研發成果等法律疑義，並於必要時改

進法律保護事項。 

二、產學運籌中心應使管理人員、創作人、受移轉機構、申請智慧財

產權之代理人及其他一切因參與研發成果之創作、取得、移轉、

授權有關事務之人員，簽署法律保護文件，以維護本校權益，並

避免本校發生損害。 

第十條  產學運籌中心得受其他學校或機構之委託，代管其研發成果。

雙方權利義務依據雙方所訂書面契約規範之。 

第十一條  本施行細則所需表格，授權產學運籌中心擬定後報請研發長

核定。 

第十二條  本施行細則經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及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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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版) 

時 間：109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陳信宏代理校長 

出 席：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王念夏主任秘書、盧
鴻興 

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曾成德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陳冠能

國際 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代理主任、理學院陳永富

院長、電機 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工學院韋

光華院長、管理學 院鍾惠民院長、人文社會學院張翼代理院長、

生物科技學院楊進木院 長、客家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科技法

律學院張文貞院長、智慧科學 暨綠能學院曾煜棋院長、資訊技

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主計室魏駿 吉主任、人事室姜慶芸代

理主任 

請 假：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光

電學 院陳顯禎院長、圖書館袁賢銘館長、學生代表呂家興同學、

學生代表 李柏毅同學 

列 席：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簡仁宗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

長、 環保安全中心張家靖主任、智慧醫療推動中心柯立偉副主

任、智慧醫 療推動中心楊易蓁小姐、智慧醫療推動中心林育嫺

小姐、研究發展處 陳冠儒先生、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黃姿霓博

士後研究員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奇宏副校長、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俊勳召集人、前瞻系

統工 程教育院周世傑院長 

紀 錄：柯梅玉 

參、討論事項 

案由四：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九點、第十五點修正案，請討論。(人 

事室提) 

說  明： 

一、配合研究發展處擬廢止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及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新增第三條第二項，爰修正本校「教 師

借調處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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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本校「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九點、第十五點修正草案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8，P.30~P.32)。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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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借調處理準則第九點、第十五點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九、教師借調營利事業機構

期間，利用本校資源完

成之研究成果，應依本

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

定辦理。 

九、教師借調營利事業機構

期間，利用本校資源完

成之研究成果，應依本

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

移轉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 

依據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

移轉管理辦法」廢止案，修

改本條適用法規為本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 

十五、教師借調期間年資，

於辦理退休、撫卹、

資遣時，得否採計，

依各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教師借調至行政機關

擔任政務人員者，依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

例第三條規定繼續繳

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者，於借調期滿

回任教職依法退休

時，該段年資採計為

退撫年資。 

十五、教師借調期間年資，

於辦理退休、撫卹、

資遣時，得否採計，

依各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教師借調至行政機關

擔任政務人員者，應

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

條例第三條規定參加

離職儲金，且其回任

教職後，該借調期間

參加離職儲金之年

資，不得補繳教育人

員退撫基金，併計退

撫年資。 

依據 106 年 8 月 9 日政務人

員退職撫卹條例新增第三條

第二項：「現職軍、公、教人

員轉任政務人員而依前項第

一款規定參加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

金）期間應繳之退休撫卹基

金費用，由政務人員與其服

務機關依轉任前原適（準）

用之軍、公、教人員退休

（職、 伍）及撫卹制度，按

撥繳時法令規定之撥繳費率

及撥繳比率，共同負擔。」，

爰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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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借調處理準則（草案） 
89.1.28  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93.11.19 本校 93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2、6至 11及 18點 

96.8.31  本校 96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全部條文 17點 

98.8.27  本校 98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及 6點 

101.5.25 本校 100學年度第 2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點 

102.8.30 本校 102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5點 

102.10.25 本校 102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5點 

104.12.18 本校 104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及 105年 3月 2日 104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 3次會議通過第 4、5、6、8及 17點 

109.5.8 本校 108學年度第 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9點、第 15點 

一、本校為辦理教師借調事宜，特依據相關規定訂定本準則。 

二、本準則所稱借調係指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公、民營營利事業機構、

財團或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組織之團體，因業務特殊需要，商借本校教師，以全部

時間至該機關（構）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者。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並完成交代

手續。 

前項借調至財團或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須其設置章則經政府核准有

案，並有助於本校整體發展且與本校有密切合作關係者為限。 

三、教師當選立法委員後，得依教育部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借調。 

四、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為四年，必要時得不受同一借調單位之限制。 

前項借調如擔任有任期職務，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一

任為限。 

借調四年期滿或累計滿四年歸建後，得再行借調。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年。 

五、借調教師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者始得辦理借調。但經行政會議通過者，不在此

限。教師申請借調應與其專長、所授課程相關或因業務特殊需要相關者為限。借調申請

須經本校系級教評會、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俟會議通過並經校長同意

後借調。 

六、教師因產學合作，得借調至營利事業擔任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之專職。教師借調

至營利事業機構擔任相關工作時，學校應與該事業機構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回饋金以

該教師於本校原有薪俸或任職機構薪俸中較高者之百分之三十以上為原則。回饋金得逐

案訂定。 

依前項收取之回饋金，除應付兼課教師之兼課鐘點費須以現金支付外，營利事業機構得

以簽約時前三個月之市面平均價值股票替代之。 
學術回饋金額度依個案與任職營利事業機構協商後簽經學院、研究發展處及校長核定

後，由研究發展處與營利事業機構辦理簽約及後續相關事宜。 

七、教師借調至營利事業機構期間，所屬學系(所)得聘任兼任教師分擔其教學工作，兼課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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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費由學術回饋金支應。 

八、營利事業機構依第六點規定所應繳納之學術回饋金，由學校統一收取後，扣除學系(所)

依本準則第七點規定所聘兼任教師之兼課鐘點費後，餘額按學校百分之三十，學院百分

之二十，學系(所)百分之五十比例分配。 

回饋金支應項目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九、教師借調營利事業機構期間，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究成果，應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規定辦理。 

十、教師借調至營利事業機構任職，未依本準則之規定辦理者，送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

並列入續聘、升等及教師評鑑參考。 

十一、借調教師員額計入各系所離校研修及教授休假研究人數百分之十五數額內計算。 

十二、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間義務返校授課者，於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前項借調教師義務返校授課時數，由所屬單位自行規定。 

十三、教師借調返校服務至少滿一年後方得休假研究，如於借調期間義務返校授課，服務年

資折半計算。 

十四、教師辦理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歸建時，得比照職前年資採計之規定，將借調期間所任與

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十五、教師借調期間年資，於辦理退休、撫卹、資遣時，得否採計，依各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教師借調至行政機關擔任政務人員者，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三條規定繼續繳納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者，於借調期滿回任教職依法退休時，該段年資採計為退撫年

資。 

十六、本準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準則經行政會議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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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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7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錄(節錄版) 

時間：108年 5月 13日下午 2時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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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性天委員、盧鴻興委員、黃美鈴委員（王先正主任代

理）、張基義委員(楊黎熙副總務長代理)、李大嵩委員、魏駿吉委員、謝

文良委員(請假)、林志忠委員、陳在方委員、張靄珠委員(請假)、林建

中委員(請假)、管延城委員、邱水珠委員                    

列席：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請假）、梁嘉雯小姐、總務處梁秀云小姐、

營繕組廖仁壽組長、葉武宗先生、學務處住宿服務組蔣崇禮組長、溫峰

惠小姐、環安中心李秋明組長、周明憲先生、主計室楊明幸組長、黃蘭

珍小姐、學聯會代表 

紀錄：何俞萱 

肆、討論事項 

案由二：光復校區學生宿舍研三舍擬再次歸還校務基金借貸款本金 3,000 萬元

其餘借貸款分 30年償還校務基金案，請討論。（學務處提）。 

說  明： 

一、 學生宿舍研三舍係依本校 100 學年度(100 年 10 月 17 日)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核定貸款金額 8 億元，計畫興建 1,104 床宿

舍，已於 107年 7月正式啟用(詳附件 6-1，P17-18)。 

二、 研三舍建物成本攤還試算依 100學年度(100年 10月 19日)第 1次校務

會議決議試算(詳附件 6-2，P19-22)。 

三、 依說明二，為期降低後期攤還壓力並加速攤還歸墊款項，在不影響其

他學生宿舍運作及建物、設備維護下，已於 107 年度攤還校務基金借

貸研三舍興建經費本金新台幣 3,000萬元(詳附件 6-3，P23-24)，現擬

第二次攤還校務基金借貸研三舍興建經費本金新台幣 3,000 萬元，共

計提前攤還本金 6,000萬元(詳附件 6-4，略)。 

四、 光復校區學生宿舍研三舍目前工程款項尚未進行結算，實際借貸款金

額將依最後工程結算金額扣除提前攤還之 6,000萬元本金後，分 30年

攤還校務基金(詳附件 6-5，P27-29)。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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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研三舍歸墊費細目 

年數 攤還本金 攤還利息 每年攤還金額 尚餘應付款 

101~107 年 
777,328,329 

(註 3) 

校務基金

補助 
40,000,000 40,000,000 737,328,329 

107 年提前

攤還(註 1) 
30,000,000 0 30,000,000 707,328,329 

108 年提前

攤還(註 1) 
30,000,000 

149,850 

(註 4) 
30,000,000 677,328,329 

第 1 年 

(108 年/10 月) 
22,577,611 4,511,007 27,238,468 654,750,718 

108年12月 

追加興建

成本 

0 0 
-47,712,401 

(註 6) 
702,463,119 

109 年 6 月

提前攤還 
20,000,000 

133,200 

(註 5) 
20,000,000 682,463,119 

註一：依 107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次會議(107 年 9 月 21 日)及 107 學年度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第 3次會議(108 年 5 月 13 日)決議，在不影響其他學生宿舍運作及建物、設備

維護下，由學年宿舍費(F403)先行攤還校務基金借貸研三舍興建經費本金，共計新台幣 6,000

萬元。 

註二：光復校區學生宿舍研三舍目前工程款項尚未進行結算，實際借貸款金額將依最後結算

金額扣除提前攤還之本金後，分 30 年攤還校務基金。 

註三：101~107 年實支金額：101 年 2,298,505+102 年 2,976,152+103 至 107 年

772,053,672=777,328,329。 

註四：攤還利息：108 年提前攤還本金 30,000,000*0.666%/12 個月*9 個月(107 年 9 月至 108

年 5 月)=149,850，於第一年一併攤還。 

註五：攤還利息：109 年提前攤還本金 20,000,000*0.666%=133,200，於第二年一併攤還。 

註六：追加興建成本計算：截至 108 年實支 825,040,730(103-108 年 819,766,073+101 年

2,298,505+102 年 2,976,152)-註三 101~107 年實支 777,328,329，108 實支 47,712,4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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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三舍 30 年攤還試算表 

項目 

108 年原金額 

(扣除第 1.2 次提前攤還 6千萬

及校務基金補助 4千萬) 

109 年修正金額 

(扣除第 3次提前攤還 2千萬及

追加攤還本金) 

借貸金額(註 1) 
677,328,329 

(A) 

682,463,119 

(B) 

年利率(註 2) 0.666% 

年數 30 29 

每年攤還本金 22,577,611 23,533,211 

說明： 

註 1. 

    A.108 年原金額計算：實支金額 101 年 2,298,505+102 年 2,976,152+103 至 107 年 

772,053,672-校務基金補助 40,000,000-107-108 年提前攤還本金共計 60,000,000=尚待歸

墊借貸金額 677,328,329 元。 

    B.109 年修正金額計算：原金額 677,328,329-第一年攤還本金 22,577,611+追加成本 

47,712,401-109 年提前攤還本金 20,000,000=尚待歸墊借貸金額 682,463,119 元。 

 註 2.依據 100 學年度(100/10/19)第 1 次校務會議計算攤還。 

 註 3.光復校區學生宿舍研三舍目前勞務監造費尚未進行結算，實際借貸款金額將依最後結 

    算金額扣除提前攤還之本金後，攤還校務基金。 

●前五年(108~112 年)攤還本金及利息概算表

年數/月份 攤還本金 攤還利息 每年攤還金額 尚餘應付款 

108/5 0 
149,850 

(註 1) 
149,850 677,328,329 

108/10 22,577,611 4,511,007 27,088,618 654,750,718 

109 成本 

追加 
0 0 -47,712,401 702,46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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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提前 

攤還 
20,000,000 

0 

(註 2) 
20,000,000 682,463,119 

109/10 23,533,211
4,678,404 

(註 3) 
28,211,615 658,929,908 

110/10 23,533,211 4,388,473 27,921,684 635,396,697 

111/10 23,533,211 4,231,742 27,764,953 611,863,486 

112/10 23,533,211 4,075,011 27,608,222 588,330,275 

小計 136,710,455 22,034,487 158,744,942 

說明： 

 註 1.108 年提前攤還本金之利息 30,000,000*0.666%/12 個月*9個月(107 年 9月至 108年 5 

月)=149,850，於第一年一併攤還。 

 註 2.109 年提前攤還本金 20,000,000*0.666%=133,200，於第二年一併攤還。 

 註 3.109 年利息 4,545,204(682,463,119*0.666%)+註 2 利息 133,200=4,678,404。 

 註 4.差異數為小數點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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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預計金額

㇐
「桃園青埔全球校區興建營運移轉（BOT）案前置作
業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 3,128,000     

二 其他開發方案之規劃等其他項目 872,000        

總計 4,000,000     

桃園青埔全球校區之「先進醫療園區」推動案

經費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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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 校務

1 人社二館中繼站改善 1,000,000 6/30 8/31 V
已簽同意，設計完

成,待發包

79年建置，高壓開關更換，

108.10中繼站開關老舊跳脫致使

2 工程一館中繼站改善 3,350,000 6/30 9/31 V
已簽同意，設計完

成,待發包

高壓開關更換，108.10中繼站開

關老舊跳脫致使跳電

3 光復校區人社一館變電站改善 7,500,000 7/31 110-12/31 V
設計簽同意106.10已

設計完成,待發包

68年建置，設備已老舊,配電盤高

壓設備等更新

4 工程四館變電站改善工程 12,000,000 7/31 12/30 V
108.6已委託設計完

成,待發包

81年建置，設備已老舊,配電盤高

壓設備等更新

5 工程三館發電機改善工程 3,600,000 7/31 9/30 V 109重發包設計中
75建置,設備老舊劣化,發電機主

體箱體更新

總計 27,450,000

 109-111年預計執行案件：
預計總經費

(元)
備註

預計發包

日期

預計完

成日期

經費使用分析
進 度

 第 1 頁 20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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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校內學生宿舍提升基本設施及公

共空間整體改善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針對專科以上學校校內學生宿舍、基本設施及

公共空間，為使其融入學習、同儕交流及創意機能，整體提升並營造

校內學生宿舍成為新世代學生學習翻轉、團隊互動之場域，特訂定本

要點。 

二、補助對象：國立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三、申請資格：非屬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第三點

規定之專案輔導學校。 

四、申請作業：全年度皆得提出申請；學校應依相關格式填具補助申請書

及擬訂整體改善計畫書(各一式十份)，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補助申請書： 

1.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應由董事會及學校共同簽署；國立專科以上學校

應由學校簽署。 

2.應檢附資料： 

(1)整修學生宿舍、校舍改為學生宿舍者：建物所在之土地地籍謄

本、合法建物認定文件（該出租住宅之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建

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量成果圖影本或建築物登記資料）影本，

土地所有權狀或承租公有、公營事業土地及建物之契約文件影

本。 

(2)新建學生宿舍者：預計興建建物所在之土地地籍謄本，土地所有

權狀或承租公有、公營事業土地及建物之契約文件影本；私立大

專校院者，並應檢附經會計師簽證之上一年度財務查核報告書及

前二年每年之現金收支概況表。 

(二)整體改善計畫書(以下簡稱改善計畫書)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1.實際學生總人數及學生註冊率及推估情形；實際學生宿舍需求與供

給及推估情形；學校財務狀況說明。 

2.學生宿舍整體空間規劃及設計願景之呈現：為使本部補助資源能有

效運用，學校整體改善計畫應有一定規模，並應載明參與設計規劃

之相關專業人員(如建築師等)。 

3.學生宿舍細部規劃： 

(1)整修學生宿舍者，既有床位數及整體改善後之床位數；新建學生

宿舍及校舍改為學生宿舍者，整體改善後之床位數。 

(2)床位、基本設施與公共空間須分別載明其規劃。整修校舍者，應

包括施工期間學生及物品安置等規劃。 

(3)學生及教師參與規劃相關佐證資料。男女宿舍為同一大樓者，學

生及教師參與規劃時，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4)整體改善後學生宿舍運作方式、自治願景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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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校編列經費及經費來源。 

(6)施工期程相關規劃。 

五、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由本部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輔導小組辦理審查作業，

擇優核定補助案件、補助期間及補助額度： 

1.初審：由審查輔導小組進行書面審查。 

2.複審：經初審通過者，由本部通知進行簡報。 

3.審查輔導小組依初審、複審評分結果，核定補助案件、補助期間及

補助額度。 

(二)審查重點： 

1.學校招生與學生宿舍供給及需求情形；學校財務狀況、學校投入學

生宿舍提升基本設施及公共空間整體改善作業之財務規劃。 

2.提升學生宿舍基本設施及公共空間，融入學習、同儕交流及創意機

能，營造學生宿舍成為新世代學生學習空間規劃。 

3.學生及教師參與規劃。 

4.提供一年級新生入住之規劃。 

5.學校規劃是否符合本要點規定。 

六、補助原則： 

(一)本補助經費應支用於整修中學生宿舍、校舍改為學生宿舍中或新建

中學生宿舍之寢室、基本設施及公共使用空間整體提升。 

(二) 補助額度： 

1.整修及新建學生宿舍者，每床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四萬元；獲補

助學校應編列本部核定補助經費百分之百以上之配合款，作為學校

應投注之經費。 

2.校舍改為學生宿舍者，每床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八萬元；獲補助

學校應編列本部核定補助經費百分之百以上之配合款，作為學校應

投注之經費。 

七、經費請撥及核銷作業： 

(一)獲核定補助案件，其經費分三期撥付： 

1.第一期補助款：申請案經核定後，得請撥核定金額百分之二十。 

2.第二期補助款：取得相關執照與許可得施工並完成工程發包決標

後，得請撥核定金額百分之六十。 

3.第三期補助款：工程竣工完成驗收並提供使用執照，申請核撥核定

金額百分之二十。 

(二)請款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1.依相關格式填具經費請撥申請書(一式五份)，包括進度管考說明及

其佐證資料。 

2.請款領據一份。 

3.本部核定補助函。 

4.成果報告書(一式五份)，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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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進度說明。 

(2)學生及教師持續參與。 

(3)完工後，應說明提升學生宿舍基本設施及公共空間，使其能融入

學習、同儕交流及創意機能，以及提升使用行為等成果事項。 

(三)經費請撥、支用及核銷結報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補助成效考核： 

(一)經審查通過並核定補助經費額度後，學校應依相關審查意見及核定

補助經費額度修正改善計畫書據以執行，並將修正後之改善計畫書

函報本部，作為未來管考之依據。 

(二)改善計畫書執行過程中，本部得隨時派員查核進度，學校應說明執

行進度，必要時得邀請學校至本部進行簡報及說明。如發現有虛報

執行進度或未依該改善計畫書執行，致補助經費溢撥時，得要求學

校繳回溢撥經費；經本部修改、刪減或剔除之項目，學校未改進或

辦理時，本部得停（減）撥補助經費或終止補助。 

(三)本部得視學校改善計畫書執行情形及相關專案查核結果，酌予調

整、刪減或停撥補助經費。 

(四)受補助學校應依修正後之改善計畫書及相關經費規定，專款專用，

不得挪用；改善計畫如有延期、變更或調整經費，應於報本部核准

後，始得執行之。 

(五)受補助學校不得向本部其他單位或其他機關申請補助相同之計畫。

補助經費有不符規定或不實之支出時，將不予核結且將追繳一部或

全部補助款。 

(六)學校申請資料應據實填報，本部得隨時派員查核；學校有填報不

實、不符規定或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者，所列支之費用除不予結報且

追繳外，應負相關法律責任，並酌予刪減、停撥經費補助或終止補

助。 

(七)受補助學校應同意接受相關教育單位觀摩及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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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北區工程名稱 
工程經費 

(含設計、執照) 
經費來源說明 預估經費說明 東區工程名稱 

工程經費 

(含設計、執照) 
經費來源說明 總結說明 

109 年 
9、10 舍  設計、室裝申

請、結構評估 

500萬 歷年宿舍費結餘支援 100 萬

(東側衛浴勞務費) 
歷年宿舍費結餘支 100 萬 

7 舍  設計、室裝申請、結構評

估 

300萬 總經費 2500 萬，確

認經費 1200 萬 

不足經費 1200萬 

申請教育部補助

1200 萬 

109 年 
11 舍  設計、室裝申請、

結構評估 

250萬 8 舍  設計、室裝申請、結構評

估 

200萬 

109 年 9、10 舍東側衛浴 1100 萬(已發包)/ 歷年宿舍費結餘支援 歷年宿舍費結餘支 1100 萬 女二舍 設計 50萬 

110 年 
9、10 舍 宿舍與校園介
面再造/主出入口及周邊地
景/暑假 

500 萬 宿舍費結餘 500 
109 年因疫情影響，宿舍費短收，本年度工程經費

仰賴過去結餘。過去結餘可支用數約 2400 萬 

總經費 5950 萬，確

認經費 3275 萬 

不足經費 2675萬 

申請教育部補助

2975 萬 

110 年 
9、10 舍  健康環境修復
提升/寢室空間及公共廊道
/暑假 

2400 萬 
歷年宿舍費結餘支 1900 萬 

+500 萬 

110 年 
9、10 舍  友善校園環境
設施/南側電梯增設/上半
年 

450 萬 375萬+不足 75萬 
南區交誼中心第二期須於 109年儘快完成，方有

機會於 110年上半年拿到完整 875 萬補助款 

110 年 
11 舍 健康環境修復提
升/交誼空間/暑假 

600 萬 不足 600 萬 

110 年 
11 舍 友善校園環境設
施/電梯增設/下半年  

500 萬 不足 500 萬 

110 年 
11 舍  宿舍與校園介面
再造/主出入口及周邊休閒
廊道/下半年 

200 萬 
不足 200 萬 

110 年 
11 舍 健康環境修復提
升/頂樓防水、衛浴、 洗衣
房及晾衣空間/暑假 

1300 萬 不足 1300萬 

111 年 
9、10 舍  友善校園環境
設施/北側電梯增設 

500 萬 110 年宿舍費結餘 109年 9、10舍東側衛浴預估補助 600萬 
7 舍 宿舍與校園介面再造/ 

主出入口及公共軸帶 
1,200 萬 

總經費 6350 萬元，

確認經費 1200 萬 

不足經費

1775~5150 萬區間 

申請教育部補助

3175 萬 

111 年 
110 年宿舍費結餘預估 1200 萬~1500 萬 

7 舍  健康環境修復提升/ 

寢室空間（含防水） 
2,200 萬 

111 年 

110年工程 5950萬，申請 2975 萬,分 3期入帳：

核定 20%,室裝+決標 60%,驗收+使照 20%，本

年預估入帳約 975萬至 2475萬(電梯全額

225+250、其餘 1~2 期 / 20%~80% / 

500~2000) 

7、8 舍 結構補強 
300 萬 

111 年 8 舍  健康環境修復提升/ 

門廳及公共廊道 
450 萬 

111 年 8 舍  友善校園環境設施/ 

衛浴友善空間 
1,200 萬 

111 年 
女二舍 健康環境修復提升/ 

交誼廳、會客室 
500 萬 

112 年 

9、10 舍  友善校園環境
設施/西側衛浴友善空間及
提升洗衣房及晾衣空間機
能 

1,500 萬 
111 年宿舍費預估結餘 1200 萬~1500 萬 

8 舍  健康環境修復提升/ 

寢室空間現況改善 
600 萬 

總經費 2100 萬元 

申請 1050 萬 

分區合計 9800 萬 申請 9800萬,補助額 4900 萬 7000 萬 
申請 7000萬,補助

額 3500萬 

合計總工程經費 1億 6 仟 8佰萬元，申請補助 8仟 4 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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