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05 月 05 日（星期三）下午 03 時 50 分 

地      點：臺北校區：行政大樓 A301 國際研討室、臺南校區：行政大樓 A405 會議

室(視訊會議) 

主      席：吳校長 政達 

記      錄：林欣儀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無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109 年 12 月 02 日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109 年度第 5 次會議決議

案執行情形: 
109 年 12 月 02 日會議提案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提案一：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

「經常門」結餘款運用事宜，提

請討論。 

一、照案通過。 
二、各支用單位已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核銷作業。 

參、報告事項 

一、 109 年度獎補款： 
(一)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均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執行完成，共執行獎勵補助款

新臺幣(以下同)753 萬 6,288 元(經常門 376 萬 3,232 元、資本門 377 萬 3,056
元)、自籌款 45 萬 1,884 元(經常門 4 萬 2,658 元、資本門 40 萬 9,226 元)。 

(二) 依內部稽核作業規定，於 110 年 4 月 19 日至 110 年 4 月 30 日辦理 109 年度獎

勵補助款經費內部稽核作業。 
二、 110 年度獎補款： 

(一) 依據 110 年 02 月 02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016557 號函，為利各校提早規劃

及辦理採購事宜，110 年度私校獎補助採二期撥付，第一期經費依各校 109 年

度計畫核定獎勵補助金額結果，先予撥付 30%經費，以利儘早完成教學研究設

施購置及空間改善，以資本門為限，本校已於 110 年 02 月 03 日函送教育部請

領「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第一期經費 226 萬 0886
元(資本門)，教育部於 110 年 02 月 20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019230 號函通

知撥付。 
(二) 110 年度整體經費規劃如下： 

1.全校經費參考 109 年度教育部核定經費，以總經費 700 萬元進行規劃(資本門



350 萬、經常門 350 萬)。 
2.依比例核算各面向可使用資本門/經常門之經費，詳如表 1： 

表 1：各面向可使用資本門/經常門之經費 

 

項目 

教學 60% 研究 15% 產學 10% 學生輔導 15% 
合計 

教務處 研發處學術組 研發處產學組 學務處 

資本門 2,100,000 元 525,000 元 350,000 元 525,000 元 3,500,000 元 

經常門 2,100,000 元 525,000 元 350,000 元 525,000 元 3,500,000 元 

3.本年度各面向規劃原則如下： 
(1) 各面向之負責單位，仍以 109 年度規劃之工作內容進行預期成效規劃及經

費分配。 
(2) 各面向先規劃全校整體性發展所需之經費後，再依比例分配至教學單位。 
(3) 整體總經費俟教育部公告 110 年度核定經費後，再依比例調整。 
(4) 本年度資本門之經費，請各單位依其需求規劃預採購項目並排列優先序，可

先規劃超出預期之經費，經專責會議核定後，待有標餘款即可通知採購。 
4.110 年度各面向經費規劃原則，詳如表 2：  

表 2：110 年度各面向經費規劃 
面向 經費類別 規劃原則 

教學面向 

資本門 1.全校整體需求經費(75%) 
2.教學單位經費(25%) 

經常門 

1.補助教師薪資(15%) 
2.全校性工作計畫執行(檢核全校性課程內涵、全校性教師研
習活動、辦理全校性研討會、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發
表)(10%) 

3.各教學單位依工作計畫名稱提出改進教學案 /執行計畫 
(75%) 

研究面向 

資本門 

1.全校整體研究需求經費為 15 萬元，剩餘經費規劃分配至各
教學單位。 

2.依據績效(著作論文獎勵金額、各系科教師著作獎勵篇數、校
內、外研究計畫案核定金額)權重比例分配至各系科。 

經常門 

1.CEPS 資料庫(60%) 
2.著作(含專利)獎勵(25%) 
3.補助專題研究案(10%) 
4.辦理工作坊(5%) 

產學面向 

資本門 
依據 109 年各系科執行產學相關績效，包含產學合作簽訂金
額、執行產學合作獎勵金額及執行政府其他計畫案三項目進行
分配。 

經常門 

1.MEDLINE 醫學資料庫(40%) 
2.產學合作計畫獎勵(30%) 
3.辦理產學論壇(10%) 
4.依比例分配至各系科採購產學合作相關物品(20%) 

學生輔導面向 
資本門 1.校內各社團服務學習設備(80%) 

2.書香飄逸社區設備(20%) 

經常門 1.全校性學生輔導及就業經費(50%) 
2.教學單位經費(50%) 

面向及負責單位 



 
三、 110 年度獎補款第一期款經費規劃作業如下： 

(一) 研發處已於 110 年 04 月 12 日請各面向負責單位規劃全校整體發展經費，截

至 110 年 04 月 19 日收到資圖中心及研發處申請。 
(二) 110 年度獎補款第一期款，規劃教學面向使用 210 萬元，研究面向使用 15 萬

元；教學面向用於全校整體經費分配 75%，共 157 萬 5,000 元，用於教學單

位分配 25%，共 52 萬 5,000 元，將依績效核配比例分配至各教學單位。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教學面向「資本門」經費

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教育部於 110 年 02 月 20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019230 號函通知撥付第一期

款（資本門 226 萬 0,886 元），以利教學研究設備購置及校園整體提升規劃儘早

完成。 
二、依本年度經費規劃原則，110 年獎補款第一期款，規劃教學面向使用 210 萬元，

研究面向使用 15 萬元；教學面向用於全校整體經費分配 75%，共 157 萬 5,000
元，用於教學單位分配 25%，共 52 萬 5,000 元。 

三、各教學單位績效分配權重與經費，係依據本校 110 年 1 月 21 日提報教育部計畫

經費申請作業基本資料表各項目數據計算，教學面向績效採計學生數、教師數、

外籍師生數、教學、學生實習時數、畢業生追蹤等 6 大項，績效及經費分配表

如【附件一】。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臺南校區各系資本門經費整併使用，由各系主任召開會議共同商議採購項目，

其餘單位依分配金額進行規劃採購項目。 
 

案由二、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教學面向「經常門」經費

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年度整體經費規劃，110 年獎補款教學面向「經常門」經費預估為 210 萬

元，各教學單位依 109-110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用計畫書申請 110 年度之

改進教學案經費佔 75%，共 157 萬 5,000 元，分配至有提出改進教學計畫申請

之學術單位。 
二、各教學單位績效分配權重與經費，係依據本校 110 年 1 月 21 日提報教育部計畫

經費申請作業基本資料表各項目數據計算，教學面向績效採計學生數、教師數、

外籍師生數、教學、學生實習時數、畢業生追蹤等 6 大項，績效及經費分配表



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指示：無 

柒、散會 ( 16 時 0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