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7年12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07年12月06日（星期四）中午12時 

地點：育成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翁校長進坪          紀錄：林麗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持人致詞：(略) 

貳、 各單位意見溝通： 

人事室： 

案由：本校 107 年 11 月 22 日勞資協調會議勞方代表提議，調高本校行政助理、

專案(約用)人員於校內外兼任其他相關計畫之兼任助理或兼職月支報酬

不得逾新台幣 8,000 元限額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助理人員管理要點第 17 點及本校進用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

施要點第 18 點規定，於聘（僱）用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如因業務特殊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經專案簽准。上班以外時間如確因

業務特殊需要，必須於校內外兼任其他相關計畫之兼任助理或兼職，每

週工作時間不得逾 10 小時，月支報酬不得逾新台幣 8,000 元。 

  二、本校計畫項下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備註 5 規定，目前時薪上限

為每小時 260 元，以每月 4.3 週估算，上限每月約為 11,180 元；計畫臨

時工除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外，尚無時薪限制。惟支給兼任助理或計畫臨

時工之時薪，係由計畫主持人本權責覈實辦理，時薪單價之合理性由計

畫主持人說明。 

  三、查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

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現行每週工作時間不得逾 10 小時規定，已接近勞動基準法限制，

爰擬不予調整。 

  四、至月支報酬上限部分，擬以每月 11,000 元為度，以避免上限額度超過法

定加班時數上限。 

擬辦： 

  一、如獲共識，擬提案行政會議修正本校助理人員管理要點第 17 點及本校進

用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18 點規定，維持每週工作時間不



得逾 10 小時規定，調整酬勞上限為每月 11,000 元。 

   二、另本校前經勞資協調會議同意依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將四週

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依同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3 款

規定，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

少應有八日。計畫主持人規劃本校助理人員或專案(約用)人員擔任計畫

兼任助理或臨時工之工作時間，不得違反上開規定。 

決議：通過，請人事室提行政會議修正相關要點。 

總務處： 

案由：有關 108 年本校兼任人員(學生、臨時工)按日投保者之薪資申報方式乙

案，詳如說明，請討論。 

說明：  

一、兼任人員(學生、臨時工)按日投保者之其薪資申報計算方式基準，月投

保薪資說明如下： 

按日投保者：如支領日薪者，則以日薪*30 日作為月投保薪資，如支領

時薪者，則以時薪*8 小時*30 日作為月投保薪資。 

二、檢附 107 年、108 年修正後之按日投保案例說明對照表(詳如附件)。 

三、檢附勞保部份工時、臨時工之勞保投保薪資應如何申報說明及勞工保險

條例罰鍰應行注意事項各乙份供參。 

擬辦：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薪資申報方式辦理，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辦理實

施。 

決議：請總務處依規定辦理。 

參、 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訂定本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年度預算經費運用分配原則」(草案)，提

請討論。 

說明：檢附本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年度預算經費運用分配原則」(草案)及學

校經費預算編列程序(詳如附件)。 

擬辦：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再研議。 

討論事項(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發展特色躍升及提升教學品質推動暫行辦



法(草案，以下簡稱本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推動本校綜合績效躍升及提升教學品質，擬具本辦法，定期推動並按年

檢討執行成果與績效，以調整各項目標，並於推動期間屆滿前 2 個月檢討

整體辦理事宜。 

二、本辦法要項如下： 

(一)經費：自「國立技專校院基本需求補助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國立技專校院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

畫」等計畫經費(含本校配合款)挹注。 

(二)提升學習成效： 

1.減低授課負擔：(目標生師比 16:1) 

(1)減低專案教學人員授課負擔(減 2 小時)。 

(2)近 3 年義務授課總時數達 13 小時之教學單位，增給 1 名。 

(3)近 3 年超授時數達 26 小時之教學單位，增給 1 名。 

(4)現職教師不足開設次學年度課程達 13 小時者，得增給 1 名。 

(5)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所增加之時數，每達 13 小時者，得申請增聘

教師 1 名，至多 2 名 

2.提升學習成效：由各教學單位提出提升學習成效計畫，經審合建議

核給時數達 13 小時者，增給 1 名 

(三)綜合績效躍升： 

1.目標：以教育部設定目標為基準，各項目標權值如下： 

(1)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之計畫(不含補

助款計畫)，每 200 萬權值為 1。 

(2)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每 20 萬權值為 1。 

(3)WOS 資料庫發表論文：每篇為 1。 

(4)同一計畫、論文不重複計算，以本校名義為限，合作案件以 1

件 100%為基準，由合作人敘明貢獻度，且應與升等、評鑑、獎

勵、深耕等所敘相同。 

2.現職教師前一學年度貢獻達 1 權值以上者，每超過 0.5 權值，得再

減授 1 小時，不受本校教師授課時數處理要點減授時數限制，惟減

授後最低仍應授 2 小時以上課程(不含實習、論文指導等課程)。 



(四)設定員額核給優先序位。 

(五)由教學單位申請，並規劃授課時數。 

(六)申請員額以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為限，現職與新進人員，在本校專

任教師達編制數 85%前，達到連續 3 年貢獻度 3 者，得申請聘任專任

教師，惟須依程序聘任。 

三、檢附草案一份及近 3 學年各項指標試算表一份。 

擬辦： 

一、如經討論具有共識，請教務處補充 104 至 106 學年度各單位教師授課時

數資料、研發處檢視各教學單位計畫統計金額及 WOS 論文篇數。 

二、依會議共識調整權值及參考資料試算後，再附逐條說明，提行政會議討

論。 

決議：再研議。 

討論事項(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

論。 

說明：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一)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二)。 

擬辦：經主管會報通過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將要點第四點「主計主任」修正為「主計室主任」後，送行政會議討論。 

討論事項(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水產養殖系提案北側門交通管制柵欄拆撤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養殖系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臨時動議提案辦理。 

二、 養殖系學生家長反映，學生騎乘機車因柵欄管制需由兩側狹隘通道通

行，唯因澎湖東北季風強大，於兩側通行常因側風侵襲導致摔車事件頻

傳（如附件）。 

三、 為維護校園安全，目前本校各大樓出入口已設有監視攝影機。 

擬辦：經主管會報通過後提行政會議審議，擬北柵欄若拆撤，將強化北側門監

視攝影改用車牌辨視攝影機，所需費用約 10萬元。 

決議：再研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25 分。 

 



 

各單位意見溝通： 

總務處： 

附件 

【案例說明 1】(按日投保者)       

小明自 100年 7月 2日至 5日，連續工作 4天，每日支領 1,000元，那麼月薪

資該如何申報?個人勞保費、機關勞保費、機關勞退費所負擔之費用又是多少? 

年 薪資 投保級距 個人自付 雇主負擔 

107 

1,0004 天

=4,000 

(錯誤申報方式) 

勞保:11,100 31(233÷304) 109(827÷304) 

勞退:4,500 0(個人不提撥) 36(270÷304) 

健保:0 (具有免納健保資格) 0 

總計  31 145 

年 薪資 投保級距 個人自付 雇主負擔 

108 
1,00030 天

=30,000 

勞保:30,300 85(637÷305) 301(2257÷304) 

勞退:30,300 0(個人不提撥) 242(1818÷304) 

健保:0 (具有免納健保資格) 0 

總計  85 543 

 【案例說明 2】(按日投保者) 

某兼任人員時薪 140元(月支約 5600元)，聘期 107.07.01~107.11.30，每月

工作 5日，那麼月薪資該如何申報?個人勞保費、機關勞保費、機關勞退費所

負擔之費用又是多少? 

年 薪資 投保級距 個人自付 雇主負擔 

107 

月支約 

5600元 

(錯誤申報方式) 

勞保:11,100 39(233÷305) 138(827÷305) 

勞退:6,000 0(個人不提撥) 60(360÷305) 

健保:0 (具有免納健保資格) 0 

總計  39 198 



 

年 薪資 投保級距 個人自付 雇主負擔 

108 
140830

天=33,600 

勞保:34,800 122(731÷305) 433(2593÷305) 

勞退:34,800 0(個人不提撥) 348(2088÷305) 

健保:0 (具有免納健保資格) 0 

總計  122 781 

【案例說明 3】(按日投保者) 

某兼任人員時薪 140元(月支約 1400元)，每天工作 2小時，聘期

107.07.01~107.11.30，每月工作 5日，那麼月薪資該如何申報?個人勞保費、

機關勞保費、機關勞退費所負擔之費用又是多少? 

年 薪資 投保級距 個人自付 雇主負擔 

107 

月支約 

1400元 

(錯誤申報方式) 

勞保:11,100 39(233÷305) 138(827÷305) 

勞退:1,500 0(個人不提撥) 15(90÷305) 

健保:0 (具有免納健保資格) 0 

總計  39 145 

年 薪資 投保級距 個人自付 雇主負擔 

108 
140230 天

=8,400 

勞保:11,100 39(233÷305) 138(827÷305) 

勞退:8,700 0(個人不提撥) 87(522÷305) 

健保:0 (具有免納健保資格) 0 

總計  39 225 

備註：108年之計算方式，局限於兼任人員只有聘僱一個計劃，如同時聘雇 

     多個計劃，則不適用。 



 

 



  



 

 

 



 

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年度預算經費運用分配原則（草案） 
                                       年月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增進校務發展及建設所需，合理分配年度預算，以期有效運用及提

高經費使用效益，特訂定本原則。 

 二、「經常門」經費運用，係使用於當年度之教學、研究、管理及總務等相關

事項。「資本門」經費使用，係以充實及改善教學、研究軟硬體為優先，

並以達成年度執行率為目標。各單位年度分配執行賸餘數，包含經常門及

資本門均需納入校務基金。 

 三、為利各單位配合業務需求可於年度開始支用經費，主計室於每年11月份依

本原則擬定下年度預算分配額度，提送年度經費會議辦理預算分配事宜。 

 四、資本門及經常門之經費分配及預算匡列，業務單位於經費分配會議核定後，

將核定明細送主計室，於前一年度12月底前完成。 

 五、經費支用項目，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

點、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相關支應原則等相關

規定辦理。 

 六、年度預算分配原則： 

    （一）經常門：  

        1.年度各單位所聘任之專案教職員、助理經費由人事室統籌控管，惟

勞、健保、勞工退休金等由總務處彙整並由人事室統籌控管經費支

應。 

        2.學術單位基本維持費之分配係以學生人數為基數，再加各院教師人

數進行計算。       
        3.行政單位基本維持費之分配，原則上參考前一年度比例，並依業務

變動量，修正調整。  

    （二）資本門： 

        1.年度資本門經費分配依主計室所提供預算年度核定之資本門經費額

度分配。 

        2.一般設備費：由研究發展處以前一年度分配額度為基準並參酌各單

位提出之需求及執行成效分配，提送經費分配委員會審議。 

        3.專案設備費：以前一年度分配額度為基準，視當年度預算額度比例

調整，各單位依據中長程計畫核實編列。 

        4.統籌款：年度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偶發緊急事件、專案性、校長

交辦事項、未及列入年度分配等項目經費。校統籌款之動支，須專

案簽奉校長核可。 



 

 七、每年4月至12月由研究發展處檢核資本門設備費執行狀況，執行率落後單位

需填具無法達成理由書說明原因。 

 八、年初匡列之資本門預算，應於當年度6月30日前完成請購核銷作業，逾期未

動支經費，研究發展處依主計室提供之報表，經簽奉校長核可後收回至統

籌款，已動支未核銷經費，且已發生契約責任者，限期結案。 

 九、年度預算案如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屆時如有刪減，將由各單位依比例  

配合調減。 

 十、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校經費預算編列程序（以 109 年為例） 

 

 

 

 

 

 

 

 

 

 

 

 

 

 

 

 

 

 

 

 

 

 

 

 

 

 

 

各單位於 107 年 11 月，依據單位中長程計劃對 109 年度預計之經費需求開始進行初

步編列。 
1.單位資本門及經常門            2. 各項大型（全校）計畫之配合款 
3.新增項目 
以上經費需要動用校務基金者，請備齊相關資料，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各單位資本門請依中長程計畫年度計劃進展編列，先行提報研發處彙整，並於相關

會議排定優先順序，再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107 年 年底前 召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討論並決議是否同意各單位動用校務基金之申請 

108 年 2 月 各單位開始研提 109 年度經費概算 

108 年 7、8 月教育部核定 109 年度學校之基本需求 
包括資本門/經常門 

108 年 11 月主計室/研發處共同召開經費分配會議 
以教育部核定之 109 年度經費各單位進行協調分配。 

109 年 1 月開始動支經費 

109 年度期間如臨時取得全校性大型計畫需配合款（主要為

資本門）或因其他緣由需額外經費，導致教育部在 108 年 7
～8 月核定之全校經費基本需求嚴重不足時，主計室及研發

處將依照規定程序對不足之部分向教育部「補辦預算」。 

教育部對本校概算審核並提出修正要求 

各單位於 107 年編
列過多經費（配合
款）、經費項目因故
無法當年完成、或計
畫因故無法執行等
將嚴重影響學校經
費執行率。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確認 109 年預算數 



 
 

 

討論事項(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發展特色躍升及提升教學品質推動暫行

辦法(草案)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推動本校綜合績效躍升及

提升教學品質，以達到培養具備實作力、創新力及就業力之專業

技術人才為目標，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綜合績效躍升推動暫行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推動期間自核定生效日起至民國 112 年 7 月 31 日止，每

年度 10 月份檢討執行績效與目標權值調整事宜。推動期間屆滿

2 個月前，檢討整體辦理事宜。 

第三條  推動本辦法所需經費，得自「國立技專校院基本需求補助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國立技

專校院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等計畫經費(含本校配合款)挹

注。 

第四條  推動目標： 

（一）提升教學品質： 

1.降低生師比：日間制生師比於民國 112學年度前達到 16:1。 

2.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由系、中心依其所擬具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之方式（例如：滾動式教學等），據以新增教師。 

（二）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之計畫：民

國 112 年起，達到每年總金額 2 億元。 

（三）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民國 112 年起，達到每年總金額 2,000

萬元。 

（四）發表論文數：民國 112 年起，達到每年於 WOS 資料庫發表總

論文數數達 100 篇。 

第五條  提升教學品質： 

（一）降低教師授課負擔： 

1.降低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授課負擔，自每週授課時數依

各相當等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加 5 小時，減為加 3 小時。 



 
 

 

2.近 3 年平均義務授課鐘點總時數每達 13 小時之系、中心，

得申請增聘教師 1 名。 

3.近 3 年平均超授鐘點總時數每達 26 小時之系、中心，得申

請增聘教師 1 名。 

4.現職教師加計超授時數後，仍無法因應次學年度應開授課

時數每 13 小時，得申請增聘教師 1 名。 

5.系、中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所增加之時數，每達 13 小時

者，得申請增聘教師 1 名，至多 2 名。 

6.前開情形以該系、中心，2 年內無現職教師授課時數不足

且尚未補足者，且各類時數不得重複計算。現職教師總額

超額者，應先扣抵。 

7.留職停薪教師不計入現職教師人數，未全學年在職者，依

在職月份比例計算。因教師請（休）假或其他帶職帶新事

由，由學校、計畫或其他自籌款支應代課鐘點費之授課時

數，均不計入本款所列義務、超授或不足之授課時數。 

（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系、中心得提出升學生學習成效改進方

案，經本校「優化生師比計畫推動小組」審核後，建議核給

增加之授課時數，列前款第 5 目計算。 

第六條  目標權值(三類權值目標數總和為 300)：。 

(一)「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每 200 萬

元權值為 1。 

(二)「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每 20 萬元權值為 1。 

(三)「WOS 資料庫發表論文」每篇權值為 1。 

前開貢獻應以本校為名義承接、移轉(授權)或發表，屬合作者，

每件以 100%計算，由参與人員敘明個別貢獻度，且不同目標項

目不得重複計算，且與教師升等、評鑑、獎勵、產業研習或實務

研究等所敘貢獻度均應一致。 

第七條  現職教師個人前依學年度貢獻達 1 權值以上，每超過 0.5(四捨

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下四位)，得申請於減授次學年度減授時數 1

小時，不受本校教師授課時數處理要點減授時數限制，惟減授後

最低仍應授 2 小時以上課程(不含實習、論文指導等課程)。 



 
 

 

前項減授時數由學校支應鐘點費，並得列入第五點第（一）款第

4 或 5 目授課時數其中之一。 

現職教師指現職專任教師及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第八條  教師員額核給優先序依第五點第（一）款第 2 至 5 目(同款依目

次排序)，依前開第 5 目申請第 2 名員額時，序位再次之。 

依前項序位未能決定時，以申請單位近 3 年目標貢獻平均數較高

者為優先(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下四位)。 

第九條  本辦法以系、中心層級教學單位為申請單位，申請減授時數教師

應向所屬系、中心提出，經本校「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計畫推

動小組」審核。申請案件應經系務會議或中心會議通過，新聘教

師並提教師員額管控小組討論並提出建議後，陳請校長核定。 

新聘教師課程部分，由申請單位在現有開課時數範圍內調整之，

各申請單位不得因申請新聘教師員額，致現職教師授課時數不

足。 

第十條  本辦法新增教師均為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現職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其個人貢獻度連續二年達到 3 時，

得在本校專任教師員額不超過編制數百分之八十五前提下，申請

聘任專任教師，惟應仍依規定辦理聘任程序。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三)                                                 

(附件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三.本會之任務為審議本               
   校所管珍貴動產、不 
   動產之認定、取得、 
   估價、保管、維修、 
   減損等事宜。 
 
 
四.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校長兼任，秘書 
   一人，由總務長兼任 
   ，主計主任、保管組 
   組長為當然委員。 
 
五.本會視業務需要置委 
   員七至九人，由校長 
   聘請具有對本校所管 
   珍貴動產、不動產之 
   專業素養人員擔任之 
   ，任期二年，無給職 
   ；但外聘人員得依相 
   關規定支給車馬費、 
   出席費或審查費。 
    
六.本會視業務需要召開 
   評審會議，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必要時得 
   邀請有關單位派員列 
   席。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後，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三.本會之任務為審議 
   本校所管理珍貴動 
   產、不動產之典藏 
   、捐贈、借入、寄 
   存、交換、採購、 
   維護、保存等事宜 
   。 
四.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校長兼任， 
   秘書一人，由總務 
   長兼任，會計主任 
   、保管組組長為當 
   然委員。 
五.本會置委員七至九 
   人，由校長聘請具 
   有本校所管理珍貴 
   動產、不動產之專 
   業素養人員擔任之 
   ，任期二年，無給 
   職。 
 
 
 
六.本會每學年開會一 
   次，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並得 
   邀請有關單位派員 
   列席。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教育 
   部核備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附件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3年 11 月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年 12 月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6 月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  月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依行政院訂頒之「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

妥適管理本校珍貴動產、不動產，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設置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三.本會之任務為審議本校所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認定、取得、估

價、保管、維修、減損等事宜。 

四.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秘書一人，由總務長兼任，

主計主任、保管組組長為當然委員。 

五.本會視業務需要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校長聘請具有對本校所管珍

貴動產、不動產之專業素養人員擔任之，任期二年，無給職；但

外聘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車馬費、出席費或審查費。 

六.本會視業務需要召開評審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邀

請有關單位派員列席。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