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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國 通 報      

中華民國 102年 11 月 30日 102學年度 第 3期      

彙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秘書室 
分發：本校各處、室、中心、系、所、組 
http://www.cku.edu.tw 

編輯 

內容 

一、會議紀錄摘要。 

二、各單位執行工作要項之公告。 

三、各單位舉辦活動等之動態。 

壹、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摘要(102年 11月 5日) 
◎主席致詞： 

1、技職再造計畫持續推動，請各系積極參與申請。廚藝系102學年度「產業學院」計畫，業經教育部審
議通過兩年補助80萬元經費，未來3年，每年可申請3-4個計畫，對課程的改革幫助非常大，請各系
務必把握。 

2、課程改革係校務規劃重要部分之一，將對學分及學時進行妥適管控，專業課程包括通識學分128學分，
總學時不得超過總學分的1.1倍，課程規劃以培育社會所需及核心能力之需求，並能引發學生學習之
興趣，請各學術單位留意。 

3、審查102學年度獎勵補助款各項教師著作、教材教具等申請案，不可一魚多吃，請各系及專責小組務
必留意涉及學術倫理等相關問題。 

4、英文網頁修正尚未繳交之單位，請圖資中心協助催促，儘快更新。 
5、學校經費需用在刀口上，各單位購買設備，請以對學校有幫助及發展各系特色之項目為原則。 
6、請教務處及學務處檢視學則等相關法規，調整學退及操退空間，讓機制更靈活，儘量給予學生機會，

發揮有教無類的精神，如學生能有所改善及幫助，即是教育最終的目標。 

◎工作報告：本校 103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報名及檢定日期，請各系主任仔細檢視，亦歡迎增加其他項目。 
辦理
梯次  

辦理 
系科  

辦理職類項目  受理報名時程  
學術科測試及  
發證時程(起)  

一  
護理系  1.照顧服務員  103年 1月 6日(一)

至 1月 10日(五)止  
103年 2月 10日

(一)起  幼保系  2.保母人員  

二  

食保系  1.食品檢驗分析  

103年 5月 19日(一)
至 5月 23日(五)止  

103年 7月 1日
(二)起  

幼保系  2.保母人員  

餐旅系  3.中餐烹調-葷食  

資媒系  
4.電腦硬體裝修  
5.網頁設計  

廚藝系  6.烘培食品-麵包  

◎提案討論： 

提  案：修訂本校「約聘僱用人員工作契約書」。-人事室 

決  議：通過。 

◎主席結論：104學年度增調所系科班，護理系四技及五專預計各增設一班，有關師資的質與量，請人事

室蒐集相關法規及權利義務，研議護理系聘任講師級專案教師的可行性。 

貳、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摘要(102年 11月 19日) 

◎主席致詞： 

1、全國技職校院校長聯席會議再次宣達技職再造政策，期縮短產學落差，請系科調查業界與學校培育

人才供需的落差；高職畢業人數與技專校院招生人數對照統計資料，11月底將公告於教育部產學合

作資訊網，屆時請各系主任上網查閱。另未來評鑑及獎勵補助款的核配指標將納入學生就業率，請

各系加強及留意學生的就業成效。 

2、配合少子化及產學落差，教育部鼓勵學校規劃客製化課程契合式專班及儘可能集中上課，以符合業

界需求，教育部也會補助經費，請進修部各系科多加強，俾利補助經費挹注學校又利招生。 

3、預計與專科學校進行策略聯盟，為二技獨招作準備，招生入學獎學金擬新增策略聯盟學校日間部二

技獨招獎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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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關專題研究補助案，申請經費補助及預算編列可依不同研究類予以不同補助上限與訂定不同支用

科目之運用上限等，可再詳細規範，請研發處修訂相關辦法。 
5、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要點，新增前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未達

40%不予核配全額獎勵經費，40%以上~未達60%不予核配獎勵經費30%~50%，該政策對學校發展影響甚
大，稍後請人事室、研發處及教務處作簡要報告。另請各系及早將相關訊息在系務會議時向教師及
同仁宣達，請大家共同努力。 

◎工作報告：  
1、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要點，請各系參閱。主要分為補助及獎勵指

標，獎勵門檻的新指標(105年度實施)，近2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皆應達40%以上；中長程計畫指標
分為基礎及精進特色2個面向，每兩年審查一次。 

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要點核配表(草案) 

 

 

 

 

 

 

 

 

 

 

 

 

 

 

 

 

 

 

 

 

 

 

 

 

 
 
 

 
 
 
 
 
 
 

獎勵門檻 

一、全校生師比 

二、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四、前 2 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皆達

40% 

(105 年度實施) 

 補助指標
(35%) 
 

獎勵指標
(65%) 

一、辦學成效(65%) 

1、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15%) 

(一)核心指標(80%) 

3、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25%) 

4、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20%) 

2、提升學生就業成效(30%) 

5、產學合作技術研發成效(5%) 

6、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成效(5%) 

1、基礎(本)面向(75%) 
(二)中長程計畫(20%)(各含質與量的 KP I，並建立管考機制) 

(一)、學生數(67%) 

(二)、教師數(24%) 

(三)、職員人數(9%) 

三、助學措施成效

(30%) (一)、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總額
(60%) (二)、補助弱勢學生
(40%) 

一、現有規模(48%) 

二、政策績效(22%) 

(一)、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
(18%) 

(三)、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
(46%) 

(含校園無障礙環境推動績效) 

(二)、學生事務推動績效(36%) 

一、行政考核 

二、近 1 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 

不予核配原則 

二、行政運作(35%) 

(二)、整體資源投入(50%)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45%)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45%) 

(一)、前一年度經費及財務執行成果(50%) 
 

3、落實學校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
(18%) 

 

2、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
(32%) 

1、專案訪視之成績(50%) 

3、發揮私校公共性(10%) 

2、精進特色面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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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規劃說明會重點摘要： 
1. 獎勵門檻 

甲、 舊指標：全校生師比、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乙、 新指標(105年度實施)：近二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皆應達 40%。 
丙、 前述新生註冊率計算，詳細確定之分母、分子等項目，預計在 103年 2月份公聽會時提

出。目前規劃原則是以核定總量為基礎，只算內含，不算外加。 
2. 獎勵金額 

甲、 設上限 
乙、 規劃方向如下：【經費核給額度以其前一學年度決算收入之金額 15%為上限】。 
丙、 前述決算收入，擬不包括【捐贈收入】，或設定【捐贈收入】得計入的比例。 

3. 獎勵款核給：審查項目與指標 
甲、 因應認可制評鑑知採行，刪除【綜合評鑑(含追蹤評鑑)成績】指標。 
乙、 辦學成效核心指標，由 9個細項減為 6個細項。 
丙、 增列【中長程計畫】指標。包括以下兩個細項： 

i. 基礎面向：述明如何達成前述辦學績效 6個細項指標。 
ii. 精進特色：敘明各校自行發展之特色及如何達成知計畫。 

丁、 往年獎勵經費之核給，是從【支用計畫書及前一年經費執行成果】進行審核，重視教育
部規定給全國一致適用的量化指標。104年度起，增加審查【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強調質化資料審查，一方面讓學校對辦學績效核心指標如何達到有所說明，另方面允許
學校發展特色。 

戊、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兩年一次。亦即：105年度審查時，各校 104年提報之【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無須更新，繼續沿用。但 106年度審查時，須提出新的校務發展計畫。 

己、 原【其他配合本部重要政策推動績效】指標，改列【補助款】指標，並減列【學校體育
推動績效】項目。 

庚、 新增【發揮私校公共性】指標，預擬項目包括： 
i. 加入私校教職員自主投資計畫 
ii. 聘用本部核定退場學校之教師 

4. 不予核配(扣款)原則：除行政考核外，新增【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 
甲、 104年度開始實施 
乙、 扣款計算方式 

i. 40%以下：不予核配全額獎勵經費 
ii. 40%以上~未達 50%：不予核配獎勵經費 50% 
iii. 50%以上~未達 60%：不予核配獎勵經費 30% 

5. 作業時程： 
甲、 每年 04月 30日前，繳交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乙、 每年 11月 30日前，繳交經費支用計畫書及其相關資料。 
丙、 每年 02月 28日前，繳交執行清冊 

6. 中長程計畫的審查原則： 
甲、 格式：沒有特定要求，頁數 100頁以內。 
乙、 計畫目標與學校所擬指標的相關性 
丙、 計畫內容完整性 
丁、 自我改善機制的妥善性 

7. 預定實施時程： 
甲、 103年 02月份，召開公聽會 
乙、 103年 07月份，系統說明會 

2、推廣教育中心預計開設導遊證照班及創意飾品設計班等，另擬於寒暑假期間開設證照輔導班，除提
升考照率外，亦可增加學校經費收入，歡迎有興趣之系科共同開班，懇請各系持續支持與協助。 

◎提案討論： 
提  案：訂定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研發處 
決  議：通過。 
 
提  案：本校「新生入學及自強獎學金頒發辦法」修正案。-教務處 
決  議：通過。 

◎主席結論： 
1、有關102年度獎勵補助款支用及核銷情形，請總務處製作統計表，俾利追蹤管控。 
2、各單位主管及同仁巡視校園遇有設施損壞，請協助報修，以利儘速修繕。 

附註：一、本通報每月發行一次。 
   二、通報所載，為學校政策性及經常性事務之宣達，請全體同仁參閱實施。 
   三、各單位執行工作欲刊載通報者，請於每次行政會議後三天內送秘書室彙編，逾時不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