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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6日（三）09時 10分 

地 點：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7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慶煜 

出 席：各委員（詳如簽到簿） 

列 席：總務處、人事室、研究發展處、秘書室公關組（詳如簽到簿） 

記 錄：陳芳誼 

壹、 主席致詞： 

因應併校系統整合需求，年底前教育部應該會再給 5000萬元支援本校，明
年也約有 8000萬元經費。併校後的好處之一，就是有利於某些經費的爭取，
例如楠梓校區就因海洋特色、且併校後達到規模，爭取到約 2億元的經費，
今後各項重大計畫經費，也將持續向教育部爭取。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一、 校務發展及研究處提：修正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十

三條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有關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經 107年 4月 30日 106 學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依教育部 107年 7月 26日函示，

補增列本辦法第 9 條第 3 項內容，及為明確規範本校辦理自籌收入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支領工作酬勞制度，後續訂定相關支給規定時，將明訂支給額度、條件、方

式及考核標準，俾利施行等內容，於 107年 7月 26日再行函報教育部。教育部於

107年 7月 30日臺教技(二)字第 1070128774號函復同意備查本校所報修正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如（附件 2/第 5頁）；本辦法並於 107年 8月 10日以高科大發

字第 1071011203 號函送全校教職員週知，如（附件 3/第 6頁）。 

 

二、 人事室提：修正「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

草案第三點、第四點、第八點、第十四點規定，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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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第四點「本校各獎勵審委會委員」請修正為「本校各獎勵審委會委員」，

獎勵二字請刪除，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教育部 107年 7月 13日臺教技(三)字第 1070105839 號函同意備查。 

肆、 上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柯副校長兼財務處處長博昌提議： 

本委員會成立宗旨在於校務基金的管理，會議應聚焦於評估各項提案的效益、及對校

務基金收支層面的影響，建議爾後提送本委員會討論或審議之提案，應請提案單位敘

明該案預計動用多少支出、或增加多少收入、能產生什麼效益，本委員會針對這些面

向予以審議，不做其他細節的討論與修正。 

決   議：同意，爾後各單位提案時，應敘明每案之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如本委員會

於審議過程中，發現有其他不合法規、或不周全之處，則退回提案單位處理。 

【執行情形】： 

財務處已於網頁公告本委員會提案單格式，增列「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欄位請提案

單位敘明。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建工校區毅志樓宿舍改建工程預算增加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因應教育部 101 年來文規定建築物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應立即停用，本校毅志樓即未

取得使用執照，並自 104 學年度起停用。本案利用原毅志樓宿舍原地拆除重建，解

決學生住宿空間短缺問題。 

二、 本案經 103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照案通過，並於 105年 4 月 12日經教

育部審查同意預算經費為 2 億 5,581 萬 9,709 元，案經 107 年 5 月 15 日及 6 月 15

日辦理 2 次公開招標均無廠商投標，經校內召開 2 次檢討會議分析結果，認為旨案

因預算不足導致兩次流標，經檢討修正預算經費為 2億 8,493萬 3,084 元(增加 2,911

萬 3,375元)，案經 107年 8月 3日簽奉同意，並經教育部 107年 8月 28日臺教技(二)

字第 1070139700號函同意。（如附件 4/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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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一、 經檢討修正預算經費為 2 億 8,493 萬 3,084 元，新建地下 1樓及地上 11樓建築物，

空間規劃為男生宿舍、宿舍服務中心、宿委會辦公室、多功能活動交誼廳等區域，並

規劃 668床(無障礙學生床位 4床、一般學生 664床)。 

二、 興建新宿舍以容納現有學生，提供良好及安全的居住環境，興建基本生活所需附屬

空間，以提升生活便利性，滿足日常生活需求。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 

一、 通過。 

二、 因本案未呈現宿舍收益的資料，請學務處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建議宿舍的折舊、

重大設施（例如電梯）的維護汰換…..等費用，應納入收費標準考量，秉持自給自

足原則，不同宿舍予以彈性訂價。另外，國際生雖不用繳交宿舍費，但學校應撥錢

過去，帳目間才能清楚呈現、不混淆。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建工校區北中南棟、四橫棟及東側自行車棚拆除計畫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因應教育部 101 年來文規定建築物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應立即停用，本校建工校區北

棟、中棟、南棟、四橫棟及東側自行車棚即未取得使用執照，經 101學年度第 9次

行政會議決議：朝不辦理補照方式作業，並配合本校校務發展逐步進行屆齡老舊校

舍之拆除作業；105學年度第 9次主管業務會報將拆除完成日程修正為 108年 12月

底，完成報部後已專案列管；另教學區北棟、中棟、南棟及四橫棟亦於 106年底起

停止使用。 

二、 本案工程內容包含：1.既有建築物拆除清運；2.東西棟建築物交界處修復；3.水電、

網路、電信及消防管線遷移佈設，以及 4.拆除後基地與東西棟周邊綠美化等，計畫

預計拆除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12,528.92 m
2，總工程費用約新臺幣 3,000 萬元，計畫時

程約需 15 個月（將安排於明(108)年暑假進行拆除，並於同年 8 月底前完成拆除項

目）。（如附件 5/第 25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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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工程費用約新臺幣 3,000 萬元，拆除已停用之建築物，以維公共安全，並完成教

育部列管計畫。 

二、 拆除後更易於進行校區整體規劃，及配合本校校務發展，可作新建大樓之規劃，提

供更為良好與安全的學習環境。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通過。至於北棟樓梯是否予以保留、移至他處留作紀念，將與校友會討論後再決定。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聘任契約書」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7年 9月 5日 107學年度第 2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及 107年 9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 為明確本校與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權利義務關係，使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

人員有所遵循，依據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及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訂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教學人員聘任契約書，訂定重點說明如下： 

(一)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之契約期間、用人單位及聘任職級。(第一點)  

(二)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之報酬標準。 (第二點) 

(三)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之工作內容。(第三點) 

(四)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之聘期。(第四點) 

(五)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之基本授課時數。(第五點) 

(六)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之差假、福利、保險及其他權益事項。(第六

點) 

(七)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接受委託研究或補助計畫，應由學校具名簽訂 

合約。(第七點) 

(八)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八點) 

(九) 依教育部 101年 6月 4日臺訓(三)字第 1010101395號函將「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相關條文列入契約書。(第九點) 

(十) 明定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之離職預告期間及違約離職之懲罰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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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 

(十一) 明定本校與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契約終止相關規定。(第十一點) 

(十二) 明定本契約書規範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第十二點) 

(十三) 明定本契約書之各項條款可予分割，不因其中任何一條款無效或無強制

力，其他條款亦無效或無強制力。(第十三點) 

(十四) 明定本校與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契約爭議之處理程序。(第十四點) 

(十五) 明定本契約書之轉存單位。(第十五點) 

(十六) 明定本契約書制訂及修訂程序。(第十六點) 

三、 檢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聘任契約書草案總說明」、「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聘任契約書逐點說明表」及「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聘任契約書草案全文」（如附件 6/第 31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本案聘任 1名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每學年度預估經費約為 955,530元(以助

理教授預估，包含年終工作獎金)。 

辦 法：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第 16條「本契約書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整條刪除，附帶決議爾後此類契約書免提本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7年 9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 有關行政管理費分配原則中獎勵計畫主持人部分，規劃自 107年 2 月 1日至本要點

公告施行日止，產學合約中計畫起始日落於此期間者皆追溯適用，建工/燕巢校區

維持舊分配比例 50%，第一及楠梓/旗津校區適用新要點所定之分配比例。 

三、 檢附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暨草案全文如附件。（如附件

7/第 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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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為有效管理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使其經費編列及運用有規則可循，亦可從歷年統計

數據推估下一年度可能收入，事先規劃經費運用，另可瞭解學校整體產學能量，預

估每年產學合作金額約新臺幣 5億元。 

辦 法：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 先予通過，日後請研究發展處評估後提出修正，並建議避免列入減免鐘點規定，增

添複雜。 

二、 因本案未呈現過去兩、三年原本三校的產學合作收、支總額多少？與本案通過後，

預期明年產學合作的收、支總額相比，是增加還是減少？請研究發展處於下次會議

提出報告。 

 

提案五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訂定本校「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有效管理受贈之收入、支出及感謝熱心捐贈人士或團體，特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規定，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草案)。 

二、 本要點草案係參考原三校之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內容，從優訂定，並已事先徵詢

圖書館、總務處及主計室意見酌修內容。（如附件 8/第 66頁） 

三、 檢附本案訂定草案總說明、逐點條文說明表及全文草案各 1 份(如附件 9-1/第 68

頁、9-2/第 69頁、9-3/第 73頁)。 

四、 本要點草案業經 107年 9月 19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依程序提案至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議審議。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預估本案之財務預期效益，本校每年約有 3,232 萬元收入（以原三校 4 年平均受贈收入

加總估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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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建工捐款累計 楠梓捐款累計 第一捐款累計 三校區捐款累計 

103 8,286,292 3,835,900 6,558,641 18,680,833 

104 11,472,136 4,206,904 6,414,199 22,093,239 

105 25,244,408 3,860,470 9,092,374 38,197,252 

106 17,806,266 5,631,219 26,899,853 50,337,338 

4 年受贈收入平均金額      32,327,165.50  

辦 法：如經本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依程序陳請校長核定後自 108年度起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 議：先予通過，有關第 8點對於捐贈人士或團體之感謝方式，請秘書室參酌各位委員提

出之意見，於下次會議中提出修正。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0時 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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