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南大學建教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支用要點 

91年6月20日90學年度第8次行政會議通過 

95年6月13日95年度第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 

95年10月30日95年度第4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 

97年1月2日97年度第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 

97年12月29日97年度第4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 

98年11月4日98年度第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 

98年12月30日98年度第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 

依據國立臺南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要點第十一點第二項規定，各建教計畫案之行政管 

理費及結餘款應由學校統籌運用，特訂定本細則。本校各單位得依本細則之上限動支行政管理費及結

餘款。 

各計畫案(含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支用需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行政管理費： 

（一）提撥方式：提撥10％供學校統籌運用；提撥30％供學術交流經費運用；提撥不超過60%供協

助研究及行政支援人員之工作酬勞及相關業務經費；如有剩餘經費，仍撥入學術交流經費

運用。 

（二）另依據教育部民國95年4月17日台人（三）字第0950048073號函規定行政人員每月支領之工

作酬勞，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之60％比率為上限，並依實際在職月份核撥。 

（三）各單位分配款由各單位一級主管統籌運用，並依規定程序辦理核銷。分配款得保留二個年

度。分配原則如下： 

1.執行專題研究各計畫之執行單位25％（依執行計畫數比例分配） 

          2.秘書室10％ 

          3.會計室20％ 

          4.人事室10％ 

          5.總務處20％ 

          6.研究發展處10％ 

          7.學院 5％（如為非編制內校級研究中心之計畫，5％納入作為研發處學術交流經費。）   

     依上述規定，核發金額除各計畫之執行單位外，其餘單位按比例核算後，以不逾94學年度實際核 

     撥之金額為核撥上限，並需符合國立臺南大學建教合作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如附件)。 

（四）分配款不得支用項目： 

1.與研究計畫無關之開支或非執行期限內之開支。 

      2.與各委辦單位補助經費無關之任何墊撥款項。 

      3.購買土地或執行機構本身庫存之物資及現有之設備。 

      4.慰勞或餽贈性質之支出。 

      5.交際應酬費用（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而逾用餐時間所提供之餐點除外）、罰款、贈款、 

        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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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造購買或租賃房舍車輛、房舍及傢俱之修理維護費等。        

二、專題研究計畫於結案時，由各相關單位提出資料，由研究發展處統一造冊，陳 校長核可。 

三、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行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結餘款（不含管理費）應運用於業務上並依下

列規定，由研究發展處統一彙整辦理： 

（一）結餘款在五萬元以下者，直接歸入校務基金。 

（二）結餘款在五萬元以上（含）者，依下列分配原則辦理： 

      1.校務基金：結餘款之15%。 

      2.各計畫執行單位：結餘款之5%。 

          3.計畫主持人：結餘款之80%。 

四、各計畫案之結餘款分配予各計畫執行單位與計畫主持人支配業務運用時，應由會計室統一建置專

案計畫代碼；並實際運用於研究發展有關項目。使用原則為： 

（一）用以聘請助理、購買儀器設備、雜項費用及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 

（二）結餘款不得支用於教師之兼任酬勞費、慰勞或餽贈性質之支出，以及交際應酬費用（因研 

      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而逾用餐時間所提供之餐點除外）、罰款、贈款、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 

（三）結餘款得支用於出國參加國際學術會議，已獲其他單位相關補助者，不得再支用本經費。 

    （四）結餘款得保留五個年度。 

五、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呈報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國立臺南大學建教合作業務績效衡量指標 

                                                                     民國98年11月04日  98年第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一、「國立臺南大學建教合作業務績效衡量指標」（以下簡稱本指標）依「國立臺南大學建教合作計

畫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支用要點」第一條訂定之。 

二、本校秘書室辦理建教合作收入業務，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如下： 

(一) 協助審查校內申請各項建教合作計畫。 

(二) 協助審查本校各項建教合作計畫統計及比較分析。 

(三) 審查教師與校外廠商合作申請產學合作計畫及用印。 

(四) 審核教師申請建教合作計畫各項補助款及獎勵。 

(五) 審核執行年度建教合作業務施政計畫。 

(六) 辦理計畫採購案開標、驗收之監辦業務。 

(七) 協助審核跨國企業產學技術合作與國際學術交流之合作研究計畫。 

(八) 簡化審核建教合作業務，提出具體改進流程措施，具有績效者。 

三、本校會計室辦理建教合作收入業務，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如下： 

 (一) 建教合作收入業務（以下簡稱委辦計畫）會計系統建立計畫檔案之數量及正確性。 

 (二) 委辦計畫審核計畫撥款收入憑證之數量及正確性。 

 (三) 委辦計畫計畫相關公文會辦之數量及正確性。 

 (四) 委辦計畫動支經費申請單之審核及計畫預算控管之數量及正確性。 

 (五) 委辦計畫辦理計畫採購案開標、驗收之監辦業務之數量及正確性。 

 (六) 委辦計畫支出憑證之審核及計畫預算控管之數量及正確性。 

 (七) 委辦計畫管理費提撥之數量及正確性。 

 (八) 委辦計畫結餘款核算、結轉之數量及正確性。  

 (九) 委辦計畫依據奉核憑證開立收入、支出、現金轉帳、分錄轉帳傳票之數量及正確性。 

 (十) 委辦計畫付款支票核章數之數量及正確性。 

 (十一) 委辦計畫辦理記帳憑證過帳數量及正確性。 

 (十二) 委辦計畫編製會計月報表、半年報表、年度決算報表之正確性。 

 (十三) 委辦計畫覆核經費結案收支明細報告表之數量及正確性。 

 (十四) 委辦計畫計畫帳簿及報表之列印、裝訂、保管之數量及正確性。 

 (十五) 委辦計畫計畫支出憑證之分類、核算、裝訂、保管之數量及正確性。 

 (十六) 委辦計畫配合委託單位、上級主管機關、審計部查帳交辦事項之數量及正確性。 

四、本校人事室辦理建教合作收入業務，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如下： 

   (一) 協助專案計畫申請中有關本校總人數、身心障礙及原住民人數之填報。  

   (二) 審核專案計畫人員之資格。  

   (三) 審核專案計畫主持人之薪資。  

   (四) 審核專案計畫助理之薪資。  

   (五) 審核專案計畫助理出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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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辦理建教合作計畫助理勞健保、勞退基金等業務。  

   (七) 協助辦理專案計畫人員之到職、離職手續。 

五、本校總務處辦理建教合作收入業務，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如下： 

(一) 營繕業務： 

1.建教合作廠商所使用之建築物空間等運用，機電、空調、消防、網路等設施之維護及修繕。 

2.研發處辦公區域或其他建教合作計畫所需使用之校內場所機電、空調、消防、網路等設備及 

  建築空間維護與修繕。 

3.建教合作計畫電話費、網路費、空調費、水電費等核銷事宜。 

(二) 文書業務： 

1.建教合作計畫公文檔案建檔及調閱卷服務。 

2.建教合作計畫相關信件、包裏整理區分並分送各單位信箱。 

3.執行建教合作證照合約相關印信管理工作。 

(三) 出納業務： 

1.建教合作計畫公文會辦預開收據，協助請領建教合作補助款項。 

2.收款作業: 

(1) 依入帳通知開立收據(已預開收據者查核入帳日期、金額並通知辦理建教合作單位)辦理款

項收入。 

(2) 銀行現金收付章戳之「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證明聯黏貼收入黏存單、製結報明細表

送會計室入帳，辦理建教合作業務單位據以動支款項。 

(3) 依會計收入傳票辦理核銷帳務。 

3.付款作業： 

(1) 鍵錄或查核（或整批轉）有關受款人資料（包括帳號、戶籍地址、身份證或統一編號、房

屋稅籍等）。 

(2) 印領清冊所得人資料、稅款等查核。 

(3) 小額請購支出清單製作，憑以辦理付款。 

(4) 集中採購項目，電子支付款項作業。 

(5) 開立支票支付建教合作業務款項、製支付明細（總）表、及登帳現金備查簿。 

(6) 以E-MAIL 傳送個人或廠商各類請款入帳通知。 

4.辦理建教合作業務相關款項借支、收回辦理。 

5.所得資料整理、登打及稅款扣繳申報。 

6.所得人年度所得扣繳、申報並寄送扣繳憑單。 

7.相關款項收入、支出等問題答詢。 

(四) 事務業務： 

1.辦理建教合作計畫財物及勞務採購業務及經費核銷。 

2.建教合作計畫執行之會議室、演講廳等借用管理。 

3.支援建教合作計畫公務派車，及學員生停車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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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教合作計畫執行之事務機器借用與管理。 

5.建教合作計畫財產物品之安全管理維護。 

6.協助執行建教合作計畫之實驗室(建築物內部)清潔維護。 

 7.建教合作計畫實驗場所之定期安全衛生查訪輔導。 

8.建教合作計畫實驗場所之廢水、廢氣處理設施之定期維護管理。 

 9.協助建教合作計畫檢測實驗室作業環境測定事宜。 

10.協助建教合作計畫處理實驗室廢棄物及廢石膏相關事宜。 

11.協助建教合作計畫處理實驗室抽風系統事宜。 

12.協助建教合作計畫實驗室申請毒性化學物質及管理事宜。 

13.協助建教合作計畫實驗室定期查核。 

14.協助建教合作計畫開設有關實驗室教育訓練課程。 

15.協助建教合作計畫辦理實驗室保險相關事宜。 

16.協助建教合作計畫實驗室購買化學品審核事宜。 

 17.協助建教合作計畫處理實驗室申報動物實驗及管理事宜。 

 18.協助建教合作計畫處理承攬商進入校園之安全衛生宣導。 

 19.協助建教合作計畫處理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廢水、生物醫療廢棄物及安全衛生等相關業務申 

    報事宜。 

(五) 保管業務： 

   1.辦理建教合作相關之財產設備管理事項。 

   2.辦理建教合作相關之財產與物品管理、報廢、及盤點等事項。 

   3.辦理建教合作教師借用宿舍之相關事項。 

   4.辦理建教合作相關文具用品領用等管理事項。 

   5.辦理建教合作相關物品借用及管理。 

   6.辦理餐飲場所經營管理業務及場所租借管理等事項。 

      7.辦理建教合作教師之招待所借用管理等事項。 

六、本校研究發展處辦理建教合作收入業務，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如下： 

(一) 積極協助校內申請各項建教合作計畫。 

(二) 協助本校各項建教合作計畫統計及比較分析。 

(三) 協助教師與校外廠商合作申請產學合作計畫。 

(四) 協助教師申請建教合作計畫各項補助款及獎勵。 

(五) 協助教師執行建教合作計畫之儀器使用服務。 

(六) 積極配合執行年度建教合作業務施政計畫。 

(七) 協助跨國企業產學技術合作與國際學術交流合作案等相關事宜。 

(八) 辦理建教合作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措施，具有績效者。 

(九) 辦理其他建教合作事項績效卓著者。 

  （十）辦理國科會計畫經費報銷彙整及行政程序簽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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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辦理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之核算分配及彙整動支事宜。 

  （十二）協助辦理建教合作計畫查核報告之聲復等相關事宜。 

(十三) 建置專案計畫人員之人事資訊系統及計畫資料。 

(十四) 辦理專案計畫人員人事系統資料維護。 

(十五) 辦理專案計畫人員之到職、離職手續；審查並核發專案計畫人員服務證在職證明及離職證

明等事宜。 

七、本校教學單位(院、學系、所、及中心)辦理建教合作收入業務，業務績效衡量指標如下： 

(一) 辦理建教合作規劃相關事宜。 

(二) 積極配合執行年度建教合作業務施政計畫。 

(三) 協助建教合作計畫案之申請、執行及結報事宜。 

(四) 協助各項建教合作計畫課程安排與課堂協助。 

(五) 協助教師申請校內外建教合作計畫各項補助款及獎勵。 

(六) 辦理其他建教合作事項績效卓越。 

八、本指標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臺南大學建教合作管理費  /  /  -  /  /  發放印領清冊 
 申請單位：                              

職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績效成績 
每月專業 

加給(註 1) 

每月工作費 
（A） 

（每月支領之工作酬勞

應 

≦每月專業加給之

60% ） 

實際在職月數 

（B） 

應發金額 

（C＝A×B）

所得稅 (註 2) 

（D＝C×6%） 

（≧2,000 元者，應扣）

（＜2,000 元者，免扣）

實發金額 

（E＝C－D）
簽章 績效標準說明 

         

 

       

          
 

          
 

          
 

例如:依據「建教合

作行政管理費績效

衡量指標」項次評

分，達 80 分以上者

列入發放名單。 

合      計     
 

（註 1)：依據教育部民國 95 年 4 月 17 日台人(三)字第 0950048073 號函規定行政人員每月支領之工作酬勞，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率為限。 
（註 2)：依據本校本校 97 年 9 月 22 日南大研發字第 0970011009 號函辦理。（註 1)所稱之「專業加給」： 公務人員，填寫每月「專業加給」； 兼任行政之教師，以每月「主 
        管加給」為其專業加給； 校聘組員，以每月「本薪×40%」為其專業加給。各單位請依人員實際在職月份核報。 
（註 3)：應發金額乘上扣繳稅率 6%，超過新臺幣 2,000 元者，應予扣繳。  
（註4)：核發金額除各計畫之執行單位外，其餘單位按比例核算後，以不逾94學年度實際核撥之金額為核撥上限。 

（註5)：如經費須留存於 貴單位業務費項時，請於製表人/單位主管處加註或說明；並送單位主管核章後，擲回本處。 

製表人 

 

單位主管 研發處 出納組 人事室 會計審核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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