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10 分
地點：楠梓校區行政大樓 4 樓小會議室／旗津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周校長照仁
執行秘書：董研發長正釱
記錄：鍾岱倩
議程：
壹、 主席報告：
提
案
目
錄
序號

1.

2.
3.
4.
5.
6.

提案單位

案由

頁碼

有關旗津校區體育館空間漏水、空調、照明及牆面
粉刷等整修工程與教學大樓地下室撞球桌搬遷等經
旗津校區
費，擬 2 方案所需經費分別為 1,370,111 元（方案
綜合業務處
一）及 6,089,861 元（方案二），詳如說明，擬由
104 年度校統籌款支應，提請審議。
本校傑出教學遴選及獎勵辦法部分修正草案，提請
教學資源中心
討論。
學務處
修正「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
課外活動組 任要點」，提請 審議。
研發處
擬修訂本校「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
，提案審議。
產學合作組
修訂本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要點」
人事室
第六、七、八點案，請 討論。
建請同意用校務基金購買人民幣或美金定存，以增
財務運作小組
加本校利息收入，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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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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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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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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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序號

提案單位

案由

頁碼

1.

總務處
事務組

本校微電子工程系特殊搬遷作業校外委員審議會議
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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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務處
營繕組

有關本校「楠梓校區海工造船實習大樓新建工程」
擬調整總工程預算組成暨各年度細項支應金額案。

3.

總務處
營繕組

4.

教務處、
人事室

旗津校區「海事產學合作大樓新建工程」更名為「海
事工程實習大樓」案報告。
有關本校「104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
卓越計畫」維持原編列配合款比例 16%，計經常門
400 萬元整。
1

附件頁碼

8

9
9

附件頁碼
附件 9-P.47
附件 10-P.49
附件 11-P.53
附件 12-P.58
附件 13-P.81
附件 14-P.82
附件 10-P.49
附件 11-P.53
附件 15-P.84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旗津校區綜合業務處
案由：有關旗津校區體育館空間漏水、空調、照明及牆面粉刷等整修工程與教
學大樓地下室撞球桌搬遷等經費，擬 2 方案所需經費分別為 1,370,111
元（方案一）及 6,089,861 元（方案二）
，詳如說明，擬由 104 年度校統
籌款支應，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04 年 1 月 29 日及 4 月 16 日旗津校區環境改善小組 103 學年第 1 及
第 2 次會議決議及本處 104 年 5 月 14 日簽陳校長批示辦理（詳附件 1）。
二、有關旗津校區教學大樓地下室撞球桌移至體育館，空間調配海事資訊科
技系使用事宜一案，會議決議：有關旗津體育館地下室及 2 樓ㄇ型空間
漏水、空調、照明及牆面粉刷等，請營繕組處理及評估學校經費是否許
可後再進行第 2 階段搬遷事宜。
三、經實地會勘，評估有關旗津體育館地下室及 2 樓ㄇ型空間漏水、空調、
及牆面粉刷等整修工程與搬遷經費如下二方案：
（一）方案一：旗津體育館地下室及 2 樓ㄇ型空間漏水及牆面粉刷等整修
所需工程經費約 1,082,750 元（詳附件 2），空調改善所需經費約
203,961 元（詳附件 4），本方案僅就會議決議需求事項先行處理；
另撞球桌(不含桌布)及桌球桌搬遷費計約 83,400 元，總計約
1,370,111 元。
（二）方案二：旗津體育館地下室及 2 樓ㄇ型空間漏水及牆面粉刷，與屋
頂防水隔熱等整修所需工程經費約 5,802,500 元（詳附件 3）
，空調
改善所需經費約 203,961 元（詳附件 4）
，本方案係於現場會勘時亦
發現一樓屋頂及牆面亦有漏水，故請建築師一併估價供本校參考；
另撞球桌(不含桌布)及桌球桌搬遷費計約 83,400 元，總計約
6,089,861 元。
四、擬請同意依本校預算經費分配暨使用原則第二點第十三項第三款「因應
校務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之規定，動支校統籌款支應。
決議：本案緩議，考量校務基金短絀，請旗津校區綜合業務處縮小修繕規模，
重新規劃需求，經費部份再行評估。
附帶決議：有關造船系於旗津校區設備遷至楠梓校區造船實習大樓部份，囿海
資系教室使用空間問題，請教務處協調出借楠梓校區教室 1 間，另
請造船系規劃將有需求之設備遷回，不包含已報廢之設備，暫借用
之教室於新大樓竣工時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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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本校傑出教學遴選及獎勵辦法部分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增加獎勵經費之來源，擬修訂旨揭辦法。
二、本案於 104 年 6 月 4 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修正後辦法如附件 5。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傑出教學獎遴選及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七條

傑出教學獎得獎人每學年最多

現行條文
第七條

說明

傑出教學獎得獎人每學年最多二 增加獎勵經

二名，獲獎者由校長於公開場合

名，獲獎者由校長於公開場合頒 費之來源

頒發獎牌與獎金三萬元。本辦法

發獎牌與獎金三萬元。本辦法所

所需經費由本校建教合作收入

需經費由本校建教合作收入之

之行政管理費學術發展統籌款

行政管理費學術發展統籌款支

或教學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應。

決議：照案通過。請教資中心規劃並修訂本要點與磨課師數位教材結合。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修正「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 6。
二、本次修改參考以下學校社團指導老師鐘點費支付相關規定：
(一)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內老師每學期最高支領 4000 元；校外老師鐘點費
670 元/時，最高支領 30 小時。
(二)高雄大學校內老師每學期最高支領 6000 元(600 元*10 次)；校外老師
最高支領 12000 元(1200 元*10 次)；
(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內外鐘點費 575 元/時，最高支領 30 小時。
(四)國立成功大學不論輔導社團數，不分校內外每人 4000 元/學期，若增
聘校外教練則其輔導費用 2,000 元/學期。
(五)國立屏東大學校內外鐘點費 500 元/時，最高支領 20 小時。
三、本次修正重點為社團指導老師鐘點與發給限制。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修訂草案)修訂條文對照表
102 年 10 月 31 日學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2 月 12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12 月 18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4 年 3 月 12 日學務會議通過
104 年 05 月 07 日行政會議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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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五、社團指導老師鐘點費標準如下：
（一）社團指導老師鐘點費，校外指
導老師每小時600元、校內指
導老師每小時500元核發，每
學期期末依社團活動紀錄表
彙整辦理，核實發給，經費來
源由本校年度專項經常門支
應；校內教師不受本校專業授
課時數超支鐘點之限制。
（二）各社團每學期最高發給24小時
鐘點費，含校外體驗實作6小
時；體能性和部份需要分階段
指導之社團，經簽核後每學期
最高發給36小時鐘點費，內含
校外體驗實作8小時。未進行
校外體驗實作課程，不得核發
校外體驗實作課程鐘點費。
校內社團 校外體驗
課程
實作課程
社團屬性 (鐘點費
(鐘點費
時數)
時數)
體能性社
團
其他性社
團
特准社團

28

8

18

6

28

8

五、社團指導費依講師鐘點
費核計，每學期期末依社團
活動紀錄表彙整辦理，核實
發給，經費來源由本校年度
專項經常門支應，校內教師
不受本校專業授課時數超
支鐘點之限制。
各社團每學期最高發給24
小時鐘點費，體能性和部份
需要分階段指導之社團，經
簽核後每學期最高發給36
小時鐘點費。

一、明訂校內外社團指導
老師鐘點費、增加項次。

二、明定社團指導老師鐘
點時數、增加項次。

三、鼓勵社團指導老師隨
隊指導社團、增加項次。

備註：校外體驗實作課程出席時
數，每日最高得支領四小時鐘點
費，超過時部份不予核計鐘點費。
六、社團指導老師指導工作有具體良 六、社團指導老師指導工作
好績效者，得由課外活動組簽請校長 有具體良好績效者，得由課
予以獎勵。
外活動組簽請校長予以獎
勵。未善盡社團指導老師之
職責、過失、行為不檢、違
反學校規定之社團指導老
師，經審查委員會建議不適
任者，得簽請校長予以解
聘。
七、社團指導教師之聘請，應依性侵 無
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
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教育部或本
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解
聘或不續聘者，若經查有上述情形
者，不得擔任指導老師。未善盡社團
指導老師之職責、過失、行為不檢、
違反學校規定之社團指導老師，經審
查委員會建議不適任者，得簽請校長
予以解聘。

內容調整，未善盡社團指
導老師之職責與第七條
結合。

新增第七條，依據教育部
101 年 3 月 27 日臺人
(二)1010053736 號函。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行政會 七、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 條次變更。
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 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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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要點第五點備註說明部份，刪除超過時部份不予核計鐘點費，餘照案
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產學合作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提案審議。
說明：
一、為避免本校行政管理費計算內含或外加之疑義，增列明訂行政管理費之
計算方式。
二、本案業經 104 年 6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建教合作委員會
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草案如附件 7。
本校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增列明訂行
五、行政管理費之提撥比例：
五、行政管理費之提撥比例：
(一)科技部、農委會或政府機關委辦或
(一)科技部、農委會或政府機關委辦或 政 管 理 費 之
補助之建教合作計畫，其行政管理
補助之建教合作計畫，其行政管理 計算方式。
費提撥之百分比，悉依該機關規定
費提撥之百分比，悉依該機關規定
辦理。委託或補助機關明定不能提
辦理。委託或補助機關明定不能提
撥行政管理費者，從其規定。惟基
撥行政管理費者，從其規定。惟基
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仍應提列計畫
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仍應提列計畫經
經常費百分之五，作為分攤學校水
常費百分之五，作為分攤學校水電
電費之用。
費之用。
(二)技術服務（含輔導）、檢驗服務案
(二)技術服務（含輔導）
、檢驗服務案及
及船員訓練中心之行政管理費應
船員訓練中心之行政管理費應提
提撥年度檢驗服務費總收入之百
撥年度檢驗服務費總收入之百分
分之十五。
之十五。
(三)委辦或補助機關未明訂行政管理
(三)委辦或補助機關未明訂行政管理費
費百分比者，依下表比率提列之：
百分比者，依下表比率提列之：
建教合作案
建教合作案
經費
提撥百分
經常費
提撥百分
分段範圍
分段範圍
(新台幣）：
比(%)
(新台幣）：
比(%)
元
元
100萬（含）
100萬（含）
12
12
以下
以下
100萬以下
100萬以下
12
12
100萬（不
100萬（不
部份
部份
含）以上至 100 萬 至
含）以上至 100萬至200
200萬（含） 200萬部份
200萬（含） 萬部份
10
10
100萬以下
100萬以下
12
12
200萬（不
200萬（不
部份
部份
含）以上至
含）以上至
500萬（含） 100萬至
500萬（含） 100萬至200
10
10
200萬部份
萬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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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200萬至
6
500萬部份
100萬以下
12
部份
100萬至
10
500萬（不 200萬部份
200萬至
含）以上
6
500萬部份
500萬以上
5
部份
(四)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與本校教
師簽訂之建教合作計畫應提撥計
畫經常費之百分之五。
(五)行政管理費計算方式：
行政管理費=(計畫總經費 -設備
費)x 上述百分比。技術服務（含
輔導）
、檢驗服務案及船員訓練中
心者，行政管理費=總收入 x15%。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200萬至500
6
萬部份
100萬以下
12
部份
100萬至200
10
萬部份
500萬（不
含）以上 200萬至500
6
萬部份
500萬以上
5
部份
(四) 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與本校教
師簽訂之建教合作計畫應提撥計
畫經常費之百分之五。

提案單位補充說明：本案業經 104 年 7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行政會議
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本案先行報部備查，請研發處修訂，明訂行政管理費提列方式：行
政管理費提撥若未達 12%，不足部份請申請單位自籌，政府機關計
畫除外。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要點」第六、七、八點案，
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 103 年度奉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核定，每年 200 萬
元經費補助，為期 3 年，103 年度執行期間自 103 年 8 月 31 日起至 104
年 8 月 30 日止，教育部將視本校各年度之執行情形，決定次年度補助經
費。
二、 本校人事室前承教育部技職司承辦人告知，本年度彈性薪資經費應由教
卓經費支應，為辦理本校 104 年度彈性薪資辦理作業，爰另訂「本校教
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經本校函請教育部釋疑，教育部以 104 年 6 月
12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40080460 號函復略以，依本部「補助未獲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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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薪資申請作業要點」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本
部核定補助之學校，如於補助期間獲本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本部僅補助至前揭計畫生效前一學期，其後改
由學校以前揭計畫補助之經費，全額補助獲彈性薪資人員，惟各校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在獲當期補助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公私立大學及技
專校院，不受本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要點」第二條第一項
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
三、 本校 104-105 年度獲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2,500
萬元，爰不受前揭規定限制，103 年度第 2 年(104 年度)彈性薪資補助，
將俟經教育部審查 103 年度績效報告通過後，由教育部核給補助。
四、 為應業務需要，擬參酌本校 103 年度陳報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
案之審查意見及「本校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修正本校「實施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要點」第六、七、八點及附件，茲擬具本校「實施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要點」修正規定(草案)1 份(如附件 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本校彈性薪資由申請人自行 六、本校彈性薪資由申請人自 一、 明 列 表單 名稱 及 相
提出申請，並依本校公告日
行提出申請，並依本校公
關檢核單位，以資明
期，填具彈性薪資申請表、
告日期，填具彈性薪資申
確。
教學與輔導類附表、研究學
請表及各類表單，備齊相 二、 依本校 103 年度陳
術與產學合作類附表，備齊
關佐證資料，向人事室提
報 教 育部 補助 未 獲
相關佐證資料，向人事室提
出申請。
邁 向 頂尖 大學 計 畫
出申請，教學與輔導類附表
申請表(附件一)、各
或 獎 勵大 學教 學 卓
由教務處、學生事務處、教
類表單(附件二)及相關佐
越 計 畫之 大專 院 校
學資源中心及實習就業暨
證資料由人事室收件，教
實 施 特殊 優秀 人 才
校友服務中心進行資料檢
學輔導類表單由教務處、
彈 性 薪資 方案 之 審
核，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類
學務處進行資料檢核，學
查意見，以務實致用
附表由研發處進行資料檢
術研究與產學合作類表單
之 理 念研 擬相 關 指
核，申請資料檢核確認無誤
由研發處進行資料檢核，
標內容，爰修正申請
後，提本校彈性薪資審查委
申請資料檢核確認無誤
表、教學與輔導類附
員會(以下簡稱審委會)審
後，提本校彈性薪資審查
表、研究學術與產學
查。
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委會)
合作類附表內容。
審查。
七、本校審委會置委員九至十一 七、本校審委會置委員九至十 行政院組織改造後，科技
人，校長、副校長為當然委
一人，校長、副校長為當 部之機關全銜未冠「行政
員(教務長、研發長列席)，
然委員(教務長、研發長列 院」，爰予修正。
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外
席)，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
學者專家組成，並以校長為
校外學者專家組成，並以
召集人。委員聘期一年，得
校長為召集人。委員聘期
連任之。
一年，得連任之。
校外學者專家需具備下列
校外學者專家需具備
資格之一：
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際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際知
知名之國家級院士。
名之國家級院士。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國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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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家講座。
講座。
(三)曾（現）任國際知名大學 (三)曾（現）任國際知名大學
之講座教授。
之講座教授。
(四)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四)曾獲行政院科技部傑出研
達三次者。
究獎達三次者。
八、依教育部補助情形，審委會 八、依教育部補助情形，審委 依本校 103 年度陳報教育
得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審
會得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審 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
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議，經審查通過者，自當年
議，經審查通過者，自當 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
教育部核撥經費之次月起
年教育部核撥經費之次月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之
支給彈性薪資一年為原
起支給彈性薪資一年為原 審查意見，增列期中評估
則，領受彈性薪資之教師應
則，並應於一年屆滿前一 管考機制。
於執行期中和執行期滿前
個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一個月內，分別繳交期中報
(附件三)，送審委會召開
告和期末報告，說明領受彈
執行成效評估檢討會議，
性薪資期間之具體績效，送
進行考評。考評結果作為
審委會審查，期末報告並經
下年度是否續予補助之依
審委會召開執行成效評估
據，並得依其執行績效報
檢討會議，進行考評。考評
告調整彈性薪資給與金額
結果作為下年度是否續予
及期限。
補助之依據，並得依其執行
績效報告調整彈性薪資給
與金額及期限。

提案單位補充說明：本案業經 104 年 7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行政會議
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財務運作小組
案由：建請同意用校務基金購買人民幣或美金定存，以增加本校利息收入，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104 年 6 月 25 日本校財務運作小組會議決議「為增加本校收入，擬建請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將校務基金 2000 萬元分 4 批（每批新台幣
500 萬元）購買人民幣或美金定存（以人民幣為優先）」
。
二、 經電洽外校，高應大有美金定存；中山大學、成功大學有人民幣定存（金
額均表示不方便透露）
；其餘學校（高雄大學、一科大、高師大、高餐、
屏東大學、屏科大）均無外幣或人民幣定存。
三、 目前本校無外幣或人民幣定存，新台幣定存共 12 億 4000 萬元。
決議：照案通過。
參、 報告案：
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本校微電子工程系特殊搬遷作業校外委員審議會議進度報告。
說明：
一、依據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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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微電子工程系特殊搬遷作業校外委員審議會議」業於本（104）年
6月8日由呂副校長學信、校外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召開竣事，相關會議
紀錄業於104年6月10日寄送電子郵件予校外委員，並於104年6月17日確
認回復，校內相關會議紀錄陳核作業進行中。(目前送交微電子工程系會
辦中)。(附件9)
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有關本校「楠梓校區海工造船實習大樓新建工程」擬調整總工程預算組
成暨各年度細項支應金額案。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提案
三決議（詳附件 10）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
議紀錄提案二決議（詳附件 11）辦理。
二、 本案總工程經費預算經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會議紀錄提案三決議、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會議紀錄提案二決議通過為新臺幣 4,928 萬 9,000 元整，預算支付
期程原核定 104 年需 65 萬 4,000 元、105 年編列 558 萬 8,000 元、106
年編列 4,261 萬 3,000 元、107 年編列 43 萬 4,000 元（詳附件 12，楠梓
校區海工造船實習大樓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合先敘明。
三、 本案因地質鑽探納入規劃設計監造廠商所應提供之技術服務，本校不另
支付，原編列地質鑽探費 8 萬元擬納入發包工程費使用，經修正後總工
程經費仍維持原預算 4,928 萬 9,000 元整（詳附件 13）。
四、 另本案預算支付期程仍維持各年度預算金額不變，擬微調各年度細項（如
發包工程費、規劃設計監造費、工程管理費等）支應金額，如附件 14。
報告案三
報告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旗津校區「海事產學合作大樓新建工程」更名為「海事工程實習大樓」
案報告。
說明：
一、 依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附件 10）及第 3 次（附件 11）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議紀錄辦理。
二、 本案因與本校併校合併計畫書中
「海事暨產學合作大樓」
（位於楠梓校區）
之大樓名稱有重複情形，為免名稱混淆，故修正為「海事工程實習大樓」
。
報告案四
報告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104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維持原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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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款比例 16%，計經常門 400 萬元整。
說明：
一、 本校 102 年度奉教育部所核定陸瑞漢教師等 4 人第 3 年（104 年度）之
彈性薪資補助經費核給請示案，經教育部函復「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申請作業要點」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教育部核
定補助之學校，如於補助期間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教育部僅補助至前揭計畫生效前一學期，其後改
由學校以前揭計畫補助之經費，全額補助獲彈性薪資人員，惟各校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在獲當期補助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公私立大學及
技專校院，應不受前揭規定限制。(附件 15)
二、 因本校 104-105 年度獲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2,500 萬元，爰依上開說明，不受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
作業要點」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亦即本校 102
年度陸瑞漢教師等 4 人第 3 年及 103 年度第 2 年(104 年度)之彈性薪資
補助經費，俟經教育部審查 102 年度陸瑞漢教師等 4 人第 3 年及本校 103
年度績效報告通過後，由教育部核給補助，不再由本校「104 年獎勵科
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支應。
三、 因此，本校執行教育部補助「104 年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
計畫」不需再提高配合款金額，維持原編列 16%，計經常門 400 萬元整，
爰 103 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案六之會議決議不予執
行。
肆、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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