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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八點及第三點

附表修正規定 

四、基準： 

（一）補助基準： 

1. 學校學生人數（以本部調查各校之在學學生人數為基準）在一千人以

上者，補助款為每年度每校基本額新臺幣一百萬元，另依學生人數，

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一百四十元，夜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七十

元。 

2.前目學校學生人數在二百人以上未達一千人者，補助款為每年度每校基

本額新臺幣五十萬元，另依學生人數，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一百

四十元，夜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七十元。 

3.第一目學校學生人數未達二百人者，以定額方式補助新臺幣二十萬元。

並依本部相關規定辦理，由學校應依其目標與策略，具體規劃年度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事項。 

4.當年度新設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改制專科之大專校院，配合年度經費

使用之期限，每校基本額為新臺幣三十五萬元，另依每校學生人數（以

本部核准招生之學生人數為基準），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七十元，

夜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三十五元，不適用前三目規定。 

5.在學學生人數以目前在學校設有正式學籍（含研究所、大學部、專科

部等）之學生計算；選讀生、休學生、延修生、保留入學資格學生或

辦理各項推廣教育之學生不得列計。 

6.日夜間學制學生歸類方式如下： 

（1）研究所、大學部、專科部於日間上課者，以日間學制學生計。 

（2）研究所、大學部進修部或進修推廣部（含在職班及在職專班）、

專科夜間部、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辦理之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或進

修學院於夜間及假日上課者，以夜間學制學生計。 

（二）獎助基準： 

1.獎助經費額度視各校接受審查之結果、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人力編

制及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編列情形擇優獎助，獎助額度以

不超過本部當年度補助該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三分之一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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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獎助之學校應符合下列條件並經本部審查通過（填列表格附件

六）： 

（1）符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第三條、第六條及第七

條規定。 

（2）本部補助之上年度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按計畫

內容確實執行完畢。 

（3）學校編列配合款之執行經費總額高於補助款。 

（4）經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訪視未發現重大缺失。 

3.審查計分方式（請填列表格附件七之一或七之二、八及九）： 

採一百分至零分之評分制。 

4.審查項目及所占比率： 

（1）學校所提特色主題三年中長程發展計畫之發展性與延續性占百分

之三十；其曾接受本部經費補助辦理特色主題示範計畫者，上年

度計畫執行成效占百分之十五。 

（2）本年度特色主題計畫之具體執行內容及其可達成效益程度占百分

之二十五。 

（3）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暨經費執行成效訪視成績占百

分之二十五。 

（4）本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中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之提撥比例及執行成效占百分之十。 

（5）各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績效及行政考核占百分之十。 

5.成績核計：依各項目成績所占比率，核算總成績擇優獎助。 

五、經費使用原則： 

（一）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 

1.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專款專用，並應按編列預算全數執行。 

2.本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不得用於基本人事費、導師費、內聘社團老

師指導費、校外訪視費（交通）費、誤餐費或加班費、教職員工值班

費、醫師診療費、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校隊訓練及比賽費用、

年度慶典費用（學生社團配合辦理之活動除外）、儀器設備購置費、

藥品費及學生自繳之各項活動費等。但當年度新設或職校改制專科之

學校，得由學校配合款購置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其總額不得超

過學校配合款之百分之五十。 

3.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以支援學校辦理本校之師生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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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研習活動為主，不得用於補助師生出國或旅遊、代表學校作為

申請其他機關團體計畫之自籌經費、捐贈或用以補助其他機關團體。 

4.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使用注意事項： 

（1）學校應邀集學生代表共同訂定社團經費補助規定，其經費之申領及

核銷，應依學校內部憑證審核規定辦理。 

（2）如有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老師、學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獎勵措

施（含現金、禮券、提貨券、獎盃、獎牌及獎狀等），應由學校配

合款項下編列，其總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分之二十，其中

現金部分並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分之十。獎勵措施應有一定

評比之過程。 

（3）各項工作目標之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補助款之百分之二十為

原則；各項工作項目之辦理經費不得超過該目標補助款之百分之

五十。 

（4）各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補助款總額之百分

之十五為原則，且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不得超過該目標學生

事務與輔導補助款之百分之五十。活動經費不足者，得以學校配

合款或其他經費支應辦理。 

（5）為顧及實際需要，學校得於各工作項目間流用經費，其幅度以工作

項目之百分之二十為原則。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

流用幅度超過百分之二十、以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以外經費支應

致工作項目支出超過百分之二十，或有新增之工作項目者，應填

具「計畫項目暨預算變更彙整表」，併附修正「學校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計畫項目暨概算表」各一份，於活動舉行前，函報本部核

定，始得動支。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變更，應於經費使用年度結

束當年度之十二月二十日前報本部辦理。 

5.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動支，應簽報學生事務長（主任）及簽會學校

會計單位，經校長或授權相關行政主管核准後，始得動支；其核銷時

亦同。 

6.對夜間學制學生之補助款，應用於與夜間學制有關之師生學生事務與

輔導活動。 

7.學校應依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願景與目標，具體規劃年度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並依報本部之計畫執行。活動辦理完竣後，應由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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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帳逐案保存原始支出憑證，學生事務處保留活動簽呈影本、活動計

畫、活動成果、支出項目明細表、經費收支結算表（應加註傳票號碼）

及相關附件等，依報本部計畫之目標別及項目別整理；全校性之研習

性活動並應包括問卷回饋統計分析。 

8. 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帳務處理，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辦理。 

9.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於年度結束後，填報使用情形統計表及成效報

告表，所報資料應與學校帳載之核銷金額相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

款若未按計畫用罄，應繳回本部。 

（二）獎助經費： 

1.經費以用於辦理特色主題計畫相關活動為主，並不得支付一般人事

費用及購置設備。 

2.獎助經費之使用及帳務處理比照前款規定辦理。但單一活動之辦理，

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本部獎助經費總額百分之二十五為原則；其財

務收支及會計作業，學校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3.獎助經費應於年度結束後，填報成效報告表一份（填列表格附件十），

所報資料應與學校帳載之核銷金額相符；獎助經費未按計畫用罄者，

應繳回本部，並列為審查下年度之獎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參

考。 

八、績效考核： 

（一）本部為瞭解各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及本部各項獎補助款及學校

配合款執行情形，除列入本部相關視導項目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訪

視： 

1.組成訪視小組,統籌整體訪視事宜： 

（1）訂定訪視實施計畫，並於訪視前通知學校;計畫內容包括訪視項

目、程序及其他相關事宜。 

（2）辦理訪視行前說明會。 

（3）訪視結束後，應彙整訪視意見報告，由本部公布。 

2.訪視工作內容如下： 

（1）經費依報本部計畫執行。 

（2）活動實施成效及成果資料保存完整。 

（3）經費使用符合本部所定獎補助經費要點相關規定。 

（4）邀集學務主管人員共同規劃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提撥一定比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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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經費，並訂定相關經費支用規定或

計畫；該經費之動支，應事前簽報學生事務長（主任）及簽會學

校會計單位，並經校長或授權相關行政主管核准後始得動支，核

銷時亦同。 

（5）憑證及帳務處理符合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

定。 

（6）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制度之建立、宣導、運作與成效。 

3.訪視委員應迴避事項，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4.訪視委員及參與訪視相關工作人員因訪視工作獲取之各項資訊，應

負保密義務，非依法或經本部同意不得公開。 

（二）各校經查核就本部獎補助款項有不合規定之開支或不符原定計畫之目

的及用途者，本部得剔除並追繳。學校配合款未按編列預算全數執行

者，且執行數低於補助款實際執行額度，應依其未達補助款實際執行

額度之差額，扣減下年度之補助款；本年度學校配合款編列數比照原

訂編列預算數編列。 

（三）各校執行本獎補助及學校配合款情形，依下列規定辦理： 

1.列為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獎補助私校經費之參考。 

2.列為本部下年度獎補助各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審查依據。 

（四）經訪視小組認為有必要繼續訪視之學校，於次年辦理追蹤訪視，並依

訪視報告結果，就訪視成績未達七十分之受訪學校，彙集相關名冊，

送請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列入本部各項獎補助經費參考依

據。 

 

 

 

 

 

 

 

 

 



 6 

 

 

第三點附表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願景、目標、策略及經費來源明細表 

願 景 目 標 策 略 工作項目
（請學校
參閱使用
說明 1，自
行規劃） 

本部補助學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學校其他自籌款項與
本部其他單位或其他
機關獎補助經費 

A本部補助經
費 

B學校配合
款 

C學校其他
自籌款項 

D本部其他
單位或其
他機關獎
補助經費 

一、 
建構核心價
值與特色校
園文化 

1-1 
建立校園
之核心價
值並塑造
具有特色
之校園文
化 

1-1-1 
確立、倡導與
釐定高等教
育人才培育
的 核 心 價
值；配合學校
整體發展與
學生特質，以
建立具有特
色的校園文
化。 

 ○ 
 

○ ○ ○ 

二、 
營造友善
校園並促
進學生自
我實現 
 

2-1 
營造安全
校園生活 

2-1-1 
校園安全之
危機管理 

 

 

○  ○  ○  ○  

2-1-2 
毒品防制 

 

 

○  ○  ○  ○  

2-1-3 
菸害防制 

 

 

○  ○  ○  ○  

2-2 
促進與維
護健康 

2-2-1 
疾病之三級
預防與健康
環境之維護 

 ○ ○ ○ ○ 

2-2-2 
心理與問題
行為之三級
預防 

 ○ ○ ○ ○ 

2-3 
促進和諧
關係 
 

2-3-1 
落實性別平
等教育 

 

 

○ ○ ○ ○ 

2-3-2 
強化導師功
能，有效輔導
學生學習及
生涯發展，促
進師生和諧
關係。 

 ○ ○ ○ ○ 

2-3-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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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目 標 策 略 工作項目
（請學校
參閱使用
說明 1，自
行規劃） 

本部補助學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學校其他自籌款項與
本部其他單位或其他
機關獎補助經費 

A本部補助經
費 

B學校配合
款 

C學校其他
自籌款項 

D本部其他
單位或其
他機關獎
補助經費 

同儕與人群
關係（社團與
宿舍生活輔
導） 

 

2-4 
促進適性
揚才與自
我實現 

2-4-1 
推動學習輔
導與閱讀計
畫，強化終身
學習。 

 ○ 
只補助社團
及學生自治
團體所辦理

活動 

○ ○ ○ 

2-4-2 
辦理藝文活
動，培養人文
素養 

 ○ 
只補助社團
及學生自治
團體所辦理

活動 

○ ○ ○ 

2-4-3 
辦理創意活
動，培養學生
創新能力 

 ○ 
只補助社團
及學生自治
團體所辦理

活動 

○ ○ ○ 

2-4-4 
實施新生定
向輔導，發展
正確的人生
觀，體認教
育、生活方
式、工作環境
等之間的關
係。 

 ○ ○ ○ ○ 

2-4-5 
進行生涯輔
導與職業輔
導，協助學生
規劃完善的
就業與生涯
發展方向。 

 ○ ○ ○ ○ 

三、 
培養具良
好品德的
社會公民 

3-1 
建立多元
文化校園
與培養學
生良好品
德與態度 

3-1-1 
建立學生多
元 參 與 管
道，以促進學
生之參與，保
障 學 生 權
利，落實人權
與法治知能。 

 ○ ○ ○ ○ 

3-1-2 
增進學生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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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目 標 策 略 工作項目
（請學校
參閱使用
說明 1，自
行規劃） 

本部補助學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學校其他自籌款項與
本部其他單位或其他
機關獎補助經費 

A本部補助經
費 

B學校配合
款 

C學校其他
自籌款項 

D本部其他
單位或其
他機關獎
補助經費 

於當代品德
之核心價值
及其行為準
則，具有思
辨、選擇與反
省，進而認
同、欣賞與實
踐之能力。 

3-2 
培育熱愛
鄉土及具
有世界觀
之社會公
民 

3-2-1 
透過服務學
習課程之引
導，加強與鄰
近社區之互
動，以促進學
生對社區關
懷與鄉土文
化之情感；並
透過多元文
化課程與國
際交流，開拓
國際視野，建
立地球村觀
念。 

 ○ 
只補助社團
及學生自治
團體所辦理
服務學習相
關活動 

○ ○ ○ 

四、 
提昇學務
與輔導工
作品質與
績效 
 

4-1 
統整學校
資源及健
全學務與
輔導工作
組織 

4-1-1 
結合學校辦
學理念，發展
各校學務與
輔導工作特
色，健全學務
與輔導工作
組織與制度 

   ○ ○ 

4-1-2 
統整學務與
輔導工作資
源，建立學務
與輔導工作
支援體系。 

   ○ ○ 

4-2 
建立專業
化之學務
與輔導工
作及學習
型組織 

4-2-1 
充實學務與
輔導工作人
力與經費（進
用專業學務
與 輔 導 人
員，並編列專
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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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目 標 策 略 工作項目
（請學校
參閱使用
說明 1，自
行規劃） 

本部補助學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學校其他自籌款項與
本部其他單位或其他
機關獎補助經費 

A本部補助經
費 

B學校配合
款 

C學校其他
自籌款項 

D本部其他
單位或其
他機關獎
補助經費 

4-2-2 
充實學務與
輔導工作人
員之專業與
管理知識 

 ○ ○ ○ ○ 

4-2-3 
建立標竿學
習模式，加強
學務與輔導
工作觀摩與
交 流 及 傳
承，並發展成
為學習型組
織。 

 ○ ○ ○ ○ 

4-3 
建立 e 化
之學務輔
導工作 

4-3-1 
建構ｅ化的
學務與輔導
工 作 與 環
境，以強化服
務效能。 

   ○ ○ 

4-4 
落實評鑑
制度及提
昇工作效
能 

4-4-1 
建立學務與
輔導工作績
效評鑑制度
與指標，以持
續改進學務
與輔導工作。 

 ○ ○ ○ ○ 

使用說明： 

 1.有關工作項目由學校依據目標及策略自行規劃及編列經費，請填列附件一～五。○表示可支

用；有關春暉專案係屬 2-1-2毒品防制及 2-1-3 菸害防制之範疇;有關 CPR之相關訓練活動及

學校衛生等相關活動係屬 2-2-1 疾病之三級預防與健康環境之維護之範疇;有關生涯輔導及

職業輔導之活動係屬 2-4-5進行生涯輔導與職業輔導，協助學生規劃完善的就業與生涯發展

方向之範疇，以上皆可由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支應)。 

 2.各項工作目標之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百分之二十為原則（即至

少需選擇辦裡 5項工作目標），各項工作項目之辦理不得超過該目標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

百分之五十（即每一工作目標需至少辦理 2個工作項目）。 

 3.各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百分之十五為原則，

且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不得超過該目標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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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不同經費來源區分支出用途： 

A本部補助學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A1 辦理本校之師生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案教育或研習活動為主 

B學校配合款： 

B1 辦理本校之師生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案教育或研習活動為主 

B2 當年度新設或職校改制專科之學校，得由學校配合款購置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其

總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百分之五十。 

B3 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老師、學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獎勵措施（含現金、禮券、提貨

券、獎盃、獎牌及獎狀等），應由學校配合款項下編列，其總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百

分之二十，其中現金部分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百分之十。 

 C 學校其他自籌款項： 

C1 基本人事費、導師費、內聘社團老師指導費、校外訪視費（交通）費、誤餐費或加班費、

教職員工值班費、醫師診療費、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校隊訓練及比賽費用、年度

慶典費用（學生社團配合辦理之活動除外）、儀器設備購置費、藥品費及學生自繳之各項

活動費等。 

C2 補助師生出國研習或旅遊、代表學校作為申請其他機關團體計畫之自籌經費、捐贈或用

以補助其他機關團體。 

D其他機關獎補助經費： 

D1 依本部 103 年 2 月 5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30004011B 號令修正「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

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為利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得支應經費辦理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工作或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經費支用應依本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

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且應提撥總獎勵、補助經

費至少百分之一點五。 

D2 依 103年 6月 27日臺教技（三）字第 1030081557A號令修正「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

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有關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

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資本門百分之二，應於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提撥百分之

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比照本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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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之一（校名）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獎補助款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執行成效表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

用途 

資本門       

      

經常門       

      

 

合      計 

 

  年度 

執行金額： 

 

                元 

（以填表日為基準） 

※「   年度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提撥一定比例用於辦理學生訓輔
工作經費，執行金額所佔比例為：                 ﹪， 

□提撥比例符合規定  □提撥比例未達規定 

【說明：】 

一、 依本部 103 年 2 月 5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30004011B 號令修正「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為利學生

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得支應經費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或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經費支用應依本部

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且應提撥總獎勵、補助經費至少百分之一點

五。請於   （明）年元月底前，依本表格式分別填列   （本）年度執行金額、比例及執行成效。 

承辦人：                   會計主任：                  學務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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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之二（校名）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用於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執行成效表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資本門      

      

經常門       

      

合      計 

   年度執行金額： 

 

                 元 

（以填表日為基準） 

※「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提撥一定比例用於購置訓輔相關設

備，執行金額所佔比例為：              ﹪ 

□提撥比例符合規定  □提撥比例未達規定 

說明： 

一、依 103年 6月 27日臺教技（三）字第 1030081557A號令修正「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有關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資本門百分之二，應於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提撥百分之二以

上作為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比照本部獎補助私

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二、請於   (明)年元月底前，依本表格式填列   （本）年度提撥比例及執行成效。 

 

承辦人：                   會計主任：                  學務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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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

施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基準： 

（一）補助基準： 

1. 學校學生人數（以本部調查各校

之在學學生人數為基準）在一千人

以上者，補助款為每年度每校基本

額新臺幣一百萬元，另依學生人

數，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一百

四十元，夜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

七十元。 

2.前目學校學生人數在二百人以上

未達一千人者，補助款為每年度每

校基本額新臺幣五十萬元，另依學

生人數，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

一百四十元，夜間學制每生補助新

臺幣七十元。 

3.第一目學校學生人數未達二百人

者，以定額方式補助新臺幣二十萬

元。並依本部相關規定辦理，由學

校應依其目標與策略，具體規劃年

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事項。 

4.當年度新設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改制專科之大專校院，配合年度

經費使用之期限，每校基本額為新

臺幣三十五萬元，另依每校學生人

數（以本部核准招生之學生人數為

基準），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

七十元，夜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

三十五元，不適用前三目規定。 

四、基準： 

（一）補助基準： 

1. 學校學生人數（以本部調查各校

之在學學生人數為基準）在一千人

以上者，補助款為每年度每校基本

額新臺幣一百萬元，另依學生人

數，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一百

三十五元，夜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

幣六十七元。 

2.前目學校學生人數在二百人以上

未達一千人者，補助款為每年度每

校基本額新臺幣五十萬元，另依學

生人數，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

一百三十五元，夜間學制每生補助

新臺幣六十七元。 

3.第一目學校學生人數未達二百人

者，以定額方式補助新臺幣二十萬

元。並依本部相關規定辦理，由學

校應依其目標與策略，具體規劃年

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事項。 

4.當年度新設或職校改制專科之大

專校院，配合年度經費使用之期

限，每校基本額為新臺幣三十五萬

元，另依每校學生人數（以本部核

准招生之學生人數為基準），日間

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六十七元，夜

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三十三點

五元，不適用前三目規定。 

一、第一款第一目修正

為「學校學生人數

（以本部調查各

校之在學學生人

數為基準）在一千

人以上者，補助款

為每年度每校基

本額新臺幣一百

萬元，另依學生人

數，日間學制每生

補助新臺幣一百

四十元，夜間學制

每生補助新臺幣

七十元」。 

二、第一款第二目修正

為「前目學校學生

人數在二百人以

上 未 達 一 千 人

者，補助款為每年

度每校基本額新

臺幣五十萬元，另

依學生人數，日間

學制每生補助新

臺 幣 一 百 四 十

元，夜間學制每生

補助新臺幣七十

元。」 

三、第一款第四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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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學學生人數以目前在學校設有

正式學籍（含研究所、大學部、

專科部等）之學生計算；選讀生、

休學生、延修生、保留入學資格

學生或辦理各項推廣教育之學生

不得列計。 

6.日夜間學制學生歸類方式如下： 

（1）研究所、大學部、專科部於

日間上課者，以日間學制學

生計。 

（2）研究所、大學部進修部或進

修推廣部（含在職班及在職

專班）、專科夜間部、依補習

及進修教育法辦理之附設專

科進修學校或進修學院於夜

間及假日上課者，以夜間學

制學生計。 

（二）獎助基準： 

1.獎助經費額度視各校接受審查

之結果、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人

力編制及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編列情形擇優獎助，獎

助額度以不超過本部當年度補

助該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

費之三分之一為原則。 

2.申請獎助之學校應符合下列條

件並經本部審查通過（填列表格

附件六）： 

（1）符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獎勵補助辦法第三條、第六

條及第七條規定。 

（2）本部補助之上年度私立大專

5.在學學生人數以目前在學校設有

正式學籍（含研究所、大學部、

專科部等）之學生計算；選讀生、

休學生、延修生、保留入學資格

學生或辦理各項推廣教育之學生

不得列計。 

6.日夜間學制學生歸類方式如下： 

（1）研究所、大學部、專科部於

日間上課者，以日間學制學生

計。 

（2）研究所、大學部進修部或進

修推廣部（含在職班及在職專

班）、專科夜間部、依補習及

進修教育法辦理之附設專科

進修學校或進修學院於夜間

及假日上課者，以夜間學制學

生計。 

（二）獎助基準： 

1.獎助經費額度視各校接受審查

之結果、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人

力編制及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編列情形擇優獎助，獎助

額度以不超過本部當年度補助該

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三

分之一為原則。 

2.申請獎助之學校應符合下列條

件並經本部審查通過（填列表格

附件六）： 

（1）符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獎勵補助辦法第三條、第六

條及第七條規定。 

（2）本部補助之上年度私立大專

為「當年度新設或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改制專科之

大專校院，配合年

度經費使用之期

限，每校基本額為

新臺幣三十五萬

元，另依每校學生

人數（以本部核准

招生之學生人數

為基準），日間學

制每生補助新臺

幣七十元，夜間學

制每生補助新臺

幣三十五元，不適

用 前 三 目 規

定。」。另依「高

級中等學校法」將

職校修正為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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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按計畫內容確實執行

完畢。 

（3）學校編列配合款之執行經費

總額高於補助款。 

（4）經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訪視未發現重大缺失。 

3.審查計分方式（請填列表格附件

七之一或七之二、八及九）：採一

百分至零分之評分制。 

4.審查項目及所占比率： 

（1）學校所提特色主題三年中長

程發展計畫之發展性與延續

性占百分之三十；其曾接受

本部經費補助辦理特色主題

示範計畫者，上年度計畫執

行成效占百分之十五。 

（2）本年度特色主題計畫之具體

執行內容及其可達成效益程

度占百分之二十五。 

（3）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及輔

導工作暨經費執行成效訪視

成績占百分之二十五。 

（4）本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

助經費中用於辦理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經費之提撥比例

及執行成效占百分之十。 

（5）各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績

效及行政考核占百分之十。 

5.成績核計：依各項目成績所占比

率，核算總成績擇優獎助。 

 

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

費按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完

畢。 

（3）學校編列配合款之執行經費

總額高於補助款。 

（4）經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訪視未發現重大缺失。 

3.審查計分方式（請填列表格附件

七之一或七之二、八及九）：採一

百分至零分之評分制。 

4.審查項目及所占比率： 

（1）學校所提特色主題三年中長

程發展計畫之發展性與延續

性占百分之三十；其曾接受本

部經費補助辦理特色主題示

範計畫者，上年度計畫執行成

效占百分之十五。 

（2）本年度特色主題計畫之具體

執行內容及其可達成效益程

度占百分之二十五。 

（3）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及輔

導工作暨經費執行成效訪視

成績占百分之二十五。 

（4）本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

助經費中用於辦理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經費之提撥比例

及執行成效占百分之十。 

（5）各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績

效及行政考核占百分之十。 

5.成績核計：依各項目成績所占比

率，核算總成績擇優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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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使用原則： 

（一）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 

1.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專款專

用，並應按編列預算全數執行。 

2.本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不得用

於基本人事費、導師費、內聘社團

老師指導費、校外訪視費（交通）

費、誤餐費或加班費、教職員工值

班費、醫師診療費、獎助學金、工

讀（助學）金、校隊訓練及比賽費

用、年度慶典費用（學生社團配合

辦理之活動除外）、儀器設備購置

費、藥品費及學生自繳之各項活動

費等。但當年度新設或職校改制專

科之學校，得由學校配合款購置學

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其總額不

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分之五十。 

3.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以支援學校

辦理本校之師生學生事務與輔導

專案教育或研習活動為主，不得用

於補助師生出國或旅遊、代表學校

作為申請其他機關團體計畫之自

籌經費、捐贈或用以補助其他機關

團體。 

4.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使用注意事

項： 

（1）學校應邀集學生代表共同訂定

社團經費補助規定，其經費之

申領及核銷，應依學校內部憑

證審核規定辦理。 

（2）如有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

老師、學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

五、經費使用原則： 

（一）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 

1.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專款專

用，並應按編列預算全數執行。 

2.本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不得用

於基本人事費、導師費、內聘社團

老師指導費、校外訪視費（交通）

費、誤餐費或加班費、教職員工值

班費、醫師診療費、獎助學金、工

讀（助學）金、校隊訓練及比賽費

用、年度慶典費用（學生社團配合

辦理之活動除外）、儀器設備購置

費、藥品費及學生自繳之各項活動

費等。但當年度新設或職校改制專

科之學校，得由學校配合款購置學

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其總額不

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分之五十。 

3.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以支援學校

辦理本校之師生學生事務與輔導

專案教育或研習活動為主，不得用

於補助師生出國或旅遊、代表學校

作為申請其他機關團體計畫之自

籌經費、捐贈或用以補助其他機關

團體。 

4.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使用注意事

項： 

（1）學校應邀集學生代表共同訂定

社團經費補助規定，其經費之

申領及核銷，應依學校內部憑

證審核規定辦理。 

（2）如有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

老師、學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

因「本部補助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

業及查核要點」業於一

百零二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以臺教會(二)字

第一〇二〇一六五九

九二 B 號 令廢止,爰

此,第一項第八目刪除

「本部補助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

業及查核要點規定辦

理，其餘未規範者，另

依」等文字。修正為「補

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

帳務處理，應依本部補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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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措施（含現金、禮券、提

貨券、獎盃、獎牌及獎狀等），

應由學校配合款項下編列，其

總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

分之二十，其中現金部分並不

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分之

十。獎勵措施應有一定評比之

過程。 

（3）各項工作目標之辦理，其經費

總額以不超過補助款之百分之

二十為原則；各項工作項目之

辦理經費不得超過該目標補助

款之百分之五十。 

（4）各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其

經費總額以不超過補助款總額

之百分之十五為原則，且單項

研習或活動之辦理，不得超過

該目標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

之百分之五十。活動經費不足

者，得以學校配合款或其他經

費支應辦理。 

（5）為顧及實際需要，學校得於各

工作項目間流用經費，其幅度

以工作項目之百分之二十為原

則。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或

學校配合款流用幅度超過百分

之二十、以補助款或學校配合

款以外經費支應致工作項目支

出超過百分之二十，或有新增

之工作項目者，應填具「計畫

項目暨預算變更彙整表」，併

獎勵措施（含現金、禮券、提

貨券、獎盃、獎牌及獎狀等），

應由學校配合款項下編列，其

總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

分之二十，其中現金部分並不

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分之

十。獎勵措施應有一定評比之

過程。 

（3）各項工作目標之辦理，其經費

總額以不超過補助款之百分之

二十為原則；各項工作項目之

辦理經費不得超過該目標補助

款之百分之五十。 

（4）各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其

經費總額以不超過補助款總額

之百分之十五為原則，且單項

研習或活動之辦理，不得超過

該目標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

之百分之五十。活動經費不足

者，得以學校配合款或其他經

費支應辦理。 

（5）為顧及實際需要，學校得於各

工作項目間流用經費，其幅度

以工作項目之百分之二十為原

則。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或

學校配合款流用幅度超過百分

之二十、以補助款或學校配合

款以外經費支應致工作項目支

出超過百分之二十，或有新增

之工作項目者，應填具「計畫

項目暨預算變更彙整表」，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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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修正「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計畫項目暨概算表」各一

份，於活動舉行前，函報本部

核定，始得動支。補助款或學

校配合款變更，應於經費使用

年度結束當年度之十二月二十

日前報本部辦理。 

5.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動支，應

簽報學生事務長（主任）及簽會

學校會計單位，經校長或授權相

關行政主管核准後，始得動支；

其核銷時亦同。 

6.對夜間學制學生之補助款，應用

於與夜間學制有關之師生學生事

務與輔導活動。 

7.學校應依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之願景與目標，具體規劃年度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並依報本部

之計畫執行。活動辦理完竣後，

應由會計室專帳逐案保存原始支

出憑證，學生事務處保留活動簽

呈影本、活動計畫、活動成果、

支出項目明細表、經費收支結算

表（應加註傳票號碼）及相關附

件等，依報本部計畫之目標別及

項目別整理；全校性之研習性活

動並應包括問卷回饋統計分析。 

8. 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帳務處

理，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9.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於年度

結束後，填報使用情形統計表及

附修正「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計畫項目暨概算表」各一

份，於活動舉行前，函報本部

核定，始得動支。補助款或學

校配合款變更，應於經費使用

年度結束當年度之十二月二十

日前報本部辦理。 

5.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動支，應

簽報學生事務長（主任）及簽會

學校會計單位，經校長或授權相

關行政主管核准後，始得動支；

其核銷時亦同。 

6.對夜間學制學生之補助款，應用

於與夜間學制有關之師生學生事

務與輔導活動。 

7.學校應依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之願景與目標，具體規劃年度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並依報本部

之計畫執行。活動辦理完竣後，

應由會計室專帳逐案保存原始支

出憑證，學生事務處保留活動簽

呈影本、活動計畫、活動成果、

支出項目明細表、經費收支結算

表（應加註傳票號碼）及相關附

件等，依報本部計畫之目標別及

項目別整理；全校性之研習性活

動並應包括問卷回饋統計分析。 

8. 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帳務處

理，應依本部補助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規

定辦理，其餘未規範者，另依本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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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報告表，所報資料應與學校

帳載之核銷金額相符；學生事務

與輔導補助款若未按計畫用罄，

應繳回本部。 

（二）獎助經費： 

1.經費以用於辦理特色主題計畫相

關活動為主，並不得支付一般人

事費用及購置設備。 

2.獎助經費之使用及帳務處理比

照前款規定辦理。但單一活動之

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本部

獎助經費總額百分之二十五為

原則；其財務收支及會計作業，

學校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3.獎助經費應於年度結束後，填報

成效報告表一份（填列表格附件

十），所報資料應與學校帳載之

核銷金額相符；獎助經費未按計

畫用罄者，應繳回本部，並列為

審查下年度之獎助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之參考。 

 

要點辦理。 

9.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於年度

結束後，填報使用情形統計表及

成效報告表，所報資料應與學校

帳載之核銷金額相符；學生事務

與輔導補助款若未按計畫用罄，

應繳回本部。 

（二）獎助經費： 

1.經費以用於辦理特色主題計畫相

關活動為主，並不得支付一般人

事費用及購置設備。 

2.獎助經費之使用及帳務處理比

照前款規定辦理。但單一活動之

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超過本部

獎助經費總額百分之二十五為

原則；其財務收支及會計作業，

學校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3.獎助經費應於年度結束後，填報

成效報告表一份（填列表格附件

十），所報資料應與學校帳載之

核銷金額相符；獎助經費未按計

畫用罄者，應繳回本部，並列為

審查下年度之獎助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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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績效考核： 

（一）本部為瞭解各校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及本部各項獎補助款及

學校配合款執行情形，除列入本

部相關視導項目外，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訪視： 

1.組成訪視小組,統籌整體訪視

事宜： 

（1）訂定訪視實施計畫，並於訪

視前通知學校;計畫內容包

括訪視項目、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宜。 

（2）辦理訪視行前說明會。 

（3）訪視結束後，應彙整訪視意

見報告，由本部公布。 

2.訪視工作內容如下： 

（1）經費依報本部計畫執行。 

（2）活動實施成效及成果資料保

存完整。 

（3）經費使用符合本部所定獎補

助經費要點相關規定。 

（4）邀集學務主管人員共同規劃

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提撥一

定比例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之經費，並訂定相

關經費支用規定或計畫；該

經費之動支，應事前簽報學

生事務長（主任）及簽會學

校會計單位，並經校長或授

權相關行政主管核准後始得

動支，核銷時亦同。 

（5）憑證及帳務處理符合本部補

八、績效考核： 

（一）本部為瞭解各校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及本部各項獎補助款及

學校配合款執行情形，除列入本部

相關視導項目外，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訪視： 

1.組成訪視小組,統籌整體訪視

事宜： 

（1）訂定訪視實施計畫，並於訪

視前通知學校;計畫內容包

括訪視項目、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宜。 

（2）辦理訪視行前說明會。 

（3）訪視結束後，應彙整訪視意

見報告，由本部公布。 

2.訪視工作內容如下： 

（1）經費依報本部計畫執行。 

（2）活動實施成效及成果資料保

存完整。 

（3）經費使用符合本部所定獎補

助經費要點相關規定。 

（4）邀集學務主管人員共同規劃

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提撥一

定比例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之經費，並訂定相

關經費支用規定或計畫；該

經費之動支，應事前簽報學

生事務長（主任）及簽會學

校會計單位，並經校長或授

權相關行政主管核准後始得

動支，核銷時亦同。 

（5）憑證及帳務處理符合本部補

一、因「本部補助私立

專科以上學校經

費收支作業及查

核要點」業於一百

零二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以臺教會

(二)字第一〇二

〇一六五九九二 B

號 令廢止,爰此,

第一款第二目之

（5）修正為「憑

證及帳務處理符

合本部補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規定。」 

二、第四款修正為「經

訪視小組認為有

必要繼續訪視之

學校，於次年辦理

追蹤訪視，並依訪

視報告結果，就訪

視成績未達七十

分之受訪學校，彙

集相關名冊，送請

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列

入本部各項獎補

助 經 費 參 考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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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規定。 

（6）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制

度之建立、宣導、運作與成

效。 

3.訪視委員應迴避事項，依行政

程序法規定辦理。 

4.訪視委員及參與訪視相關工作

人員因訪視工作獲取之各項資

訊，應負保密義務，非依法或

經本部同意不得公開。 

（二）各校經查核就本部獎補助款項有

不合規定之開支或不符原定計

畫之目的及用途者，本部得剔除

並追繳。學校配合款未按編列預

算全數執行者，且執行數低於補

助款實際執行額度，應依其未達

補助款實際執行額度之差額，扣

減下年度之補助款；本年度學校

配合款編列數比照原訂編列預

算數編列。 

（三）各校執行本獎補助及學校配合款

情形，依下列規定辦理： 

1.列為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獎補助私校經費之參

考。 

2.列為本部下年度獎補助各校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審查依

據。 

（四）經訪視小組認為有必要繼續訪視

之學校，於次年辦理追蹤訪視，

並依訪視報告結果，就訪視成績

助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

支作業查核要點規定。 

（6）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制

度之建立、宣導、運作與成

效。 

3.訪視委員應迴避事項，依行政

程序法規定辦理。 

4.訪視委員及參與訪視相關工作

人員因訪視工作獲取之各項資

訊，應負保密義務，非依法或

經本部同意不得公開。 

（二）各校經查核就本部獎補助款項有

不合規定之開支或不符原定計畫

之目的及用途者，本部得剔除並

追繳。學校配合款未按編列預算

全數執行者，且執行數低於補助

款實際執行額度，應依其未達補

助款實際執行額度之差額，扣減

下年度之補助款；本年度學校配

合款編列數比照原訂編列預算數

編列。 

（三）各校執行本獎補助及學校配合款

情形，依下列規定辦理： 

1.列為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獎補助私校經費之參

考。 

2.列為本部下年度獎補助各校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審查依

據。 

（四）經訪視小組認為有必要繼續訪視

之學校，於次年辦理追蹤訪視，

並依訪視報告結果，就訪視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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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七十分之受訪學校，彙集相

關名冊，送請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列入本部各項獎

補助經費參考依據。 

 

未達七十分之受訪學校，彙集相

關名冊，送請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列入本部各項獎補

助經費扣款依據。 

 



 1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實施要點第三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D其他機關獎補助經費： 

D1 依本部一零三年二月五日臺教高

（三）字第一○三○○○四○一一 B 

號令修正「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

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為利學生事

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得支應經費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或購

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經費支用應依本部獎補助私立大專

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

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辦理，且應

提撥總獎勵、補助經費至少百分之

一點五。 

D2 依一百零三年六月二十七日臺教

技（三）字第一○三○○八一五五

七 A 號令修正「教育部獎勵補助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規定有關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

需之器材設備）應達資本門百分之

二，應於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提

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得

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

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比照本部

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辦理。 

D其他機關獎補助經費： 

D1 依本部一百零一年三月十四日教

育部臺高(四)字第一○一○○三二

一三九 D 號令修正「教育部獎勵私

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獎

補助經費之 1.5％應用於辦理學生

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或購置學生社

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經常門經

費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之鐘點費，各校提撥上開經

費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D2 依本部一百零一年七月十七日臺

技（三）字第一○一○一二四九九

五 B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獎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規定，應提撥資本門 2

﹪，經常門 2％之獎勵補助款用於辦

理學生事務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

一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

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比照

本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

要點辦理；各校提撥本獎勵補助經

費之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作為學生

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應由學務處

統籌規劃辦理。 

一、D1依本部一零三

年二月五日臺教

高（三）字第一○

三○○○四○一

一 B令「教育部獎

勵私立大學校院

校務發展計畫要

點」修正。 

二、D2依一百零三年六

月二十七日臺教

技（三）字第一○

三○○八一五五

七 A號令「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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