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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參、第3階段申請及審查作業 

肆、計畫書繳交時程及注意事項 

 壹、計畫介紹 



壹、計畫介紹—計畫架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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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介紹—計畫重點 (2/5) 

 培育以畢業即就業為導向之學生。 
 辦理形式：系科、分組、學程。 
 實作課程為主軸，學分與學時要求。(實施要點第3點第3、4項) 

 師徒制教學與輔導。 
 核心技術獨立操作能力。 
 學校自訂入學資格與畢業門檻。 
 鼓勵產業捐贈與業界合作。 
 區域技優教學專案，縱向與橫向連結。(實施要點第3點第7項) 

 設備更新校內外之擴散效益。(實施要點第3點第1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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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介紹—計畫重點 (3/5) 

 資本門購置耐用性佳之教學設備(實施要點第3點第8
項) ：除電子設備為6年以上外，其餘設備最低報廢
年限為10年以上。 

 經費編列： 
 經常門補助經費低於總補助經費之30% 
 電腦相關軟、硬體低於總補助經費之10% 
 學校自籌經費高於總補助經費之10% 
 資本門經費105-106年度分2年編列 
 經常門經費105-106年度分2年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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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介紹—計畫審核 (4/5) 

 審核標準(實施要點第7點第2項) 
 計畫目標與特色的適切性。 
 計畫內容完整性與可行性。 
 計畫內容之品質管控與自我改善機制的妥善性。 
 計畫預期成效（含技優學生培育與擴散影響）、

永續經營及維護策略規劃之合宜性。 
 獲得產(企)業捐贈設備、或自償率較高、或具研

發成果商品化者優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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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介紹—成效考核 (5/5) 

 105學年度招生並進行人才培育。 
計畫之執行為多年期，經費逐年核定。  (實施要點第

9點第6項)  

持續查核計畫之執行成效、 經費支用（含實

地訪視）。 (實施要點第9點第5項) 

學校對於期程結束或不續辦的計畫，需於執

行期限結束後2個月內將歷年的計畫成果合併

整理後報部備查。 (實施要點第9點第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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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1/11) 

教育部為協助技專校院改善教學環境，縮短教學實作設
備與業界之落差，鼓勵技專校院結合「系科調整」與教
學「設備更新」，以培育具專業實作能力之技術人才，
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之人力需求，推動「技專校院設備更
新-再造技優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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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2/11) 

計畫目標 

本計畫以培育在地產業所需之專業技術人力為目標，由
學校招收以畢業即就業為導向之四技、二技、二專或五
專（四年級、五年級）學生；大幅增加實作課程之比重，
配合設備之更新，以師徒個別輔導之傳授方式，加強學
生實務能力及核心技術之訓練，以養成獨立操作設備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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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3/11) 

課程安排 
 應維持每學期均有校內實作或校外實習課程。學生修

習校內實作與校外實習，每學年合計之平均學分數不

得低於八學分，其中校內實作之平均學分數不得低於

六學分，且電腦軟體操作課程以外之其他實作課程平

均學分數不得低於五學分。 
 每一實作學分對應每週實作時數應達二小時以上。校

內現有實作課程一學分對應每週實作時數達三小時以

上者，該課程之學分數得以一點五倍加權計算平均學

分數。特殊領域之實作規定，由本部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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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4/11) 

品質管控 

計畫之規劃，應著重品質管控，學校應明定參加本計畫
學生之學業與技能基本要求，及各年度所應達到之具體
能力指標與畢業前應取得之證照、檢定或其他同等之證
明；必要時，學校得以補救教學之方式協助學生達到入
學標準或畢業門檻。計畫所培育學生之實作能力及就業
情形作為本計畫重要之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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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5/11) 

與產業公會或企業合作 

學校得與產業公會或企業簽署契約共同合作辦理本
計畫，契約內容得包括設備、師資之支援與學生長
期或短期實習等項目。由公會或企業捐贈學校教學
設備者，得由本計畫經費支應搬遷及安置等相關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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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6/11) 

區域技優教學專案 

學校得申請補助經常門經費辦理「區域技優教學專案」，
透過本計畫設備、學校人力資源與在地高級中等學校與
國中形成縱向連結。專案開辦短期技術課程或體驗營隊，
以協助在地學生專業探索及生涯發展；並與鄰近技專校
院形成橫向連結，相互合作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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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7/11) 

經費編列及支用 

1. 計畫補助經費之申請，資本門經費編列以購置耐
用性佳（除電子設備為六年以上外，其餘設備最
低報廢年限為十年以上）之教學設備為主； 

2. 經常門經費編列最高為計畫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得支用於執行計畫所需之設備維護費、材料費、
安裝費、雜支、行政業務費等項目為原則； 

3. 電腦相關軟、硬體費用支出最高為計畫補助經費
百分之十。 

4. 學校自籌經費比率不得低於計畫補助經費百分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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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8/11) 

衍生收益 

學校執行計畫之相關衍生收益（包括企業捐助教學設備
之經費、企業提供產學合作經費、學校智慧財產衍生運
用收益等），自計畫執行日起，每年不得低於計畫總補
助經費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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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9/11) 

擴散效益 

學校購置資本門設備後，利用上課時間之差異安排，使
非本計畫重點培育之學生亦得共享資源，以期本計畫補
助經費發揮最大之擴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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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10/11) 

成效考核及淘汰機制 

1. 學校應於計畫書中自訂分年達成之質化及量化績效指標，
及達成目標之管考機制，並將下列共同指標納入執行： 

 獲補助計畫，每年安排參與校內實作實習課程學生比
率逐年成長15％ 

 參與獲補助計畫校內實作實習學生畢業後就業率達70
％ 

 獲補助計畫之相關衍生收益達計畫總補助經費5％ 
 協助企業申請政府部門產學合作計畫每年至少3件 
 協助合作企業代訓員工人次逐年提升5% 
 學校與特定產業產學合作件數與金額成長3% 
 學校研發特定應用技術移轉金額成長4.5% (每年平均

成長1.5%) 17 



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  (11/11) 

2. 前款第1目至第3目指標為本計畫重要績效指標，未
達其中1項預期績效者，執行學校應繳回教育部20％
資本門補助款，未達其中2項者繳回35％，未達3項
者至少需繳回50％，並均列計學校行政缺失。第4目
至第7目指標依獲補助計畫之特性至少擇2項辦理；
未達成指標者，納入年終執行成效考核。 

 

3. 區域技優教學專案每年應開辦國中小及高中職短期
技術課程數或體驗營隊至少3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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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修正方向(1/3) 

經常門補助經費增列人事費 

1. 考量學校執行計畫實際需求，增加經常門經費得支
用於人事費，以利學校聘任技術員、專（兼）任行
政助理、教學助理進行儀器設備之維運及管理、計
畫推動、課程協助等作業。 

2. 惟學校編列人事費用須提永續經營之規劃，並送本
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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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修正方向(2/3) 

放寬第3階段辦理類別 

為配合國家政策發展方向，修正第3階段辦理科系由原
「其他產業技術人力缺乏相關系科」，放寬至開放所有
系科皆可申請，惟申請計畫需敘明產業缺口情形與技術
之重點。 

放寬獲補助件數 

每校任1階段以申請2件為原則，每校3階段合計以補助3
件為原則。惟得視配合政府政策、學校規模（在學學生
人數、系科數等條件）需求，放寬每校至多增加獲補助
件數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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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要點重點說明-修正方向(3/3) 

限制註冊率不佳之系科 

限制註冊率不佳之系科（新生註冊率未達40%），不得
提送申請計畫，以確保本計畫之執行成效。 

 

限制獲補助計畫之執行系科停招 

限制獲補助計畫之執行系科於獲補助年度起5年內不得
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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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3階段申請及審查作業 

22 

 二、申請件數 

三、申請額度 

四、計畫書繳交時程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類別 

※第3階段計畫相關申請事宜，請以正式公文為主 



一、申請類別(1/2) 

 第3階段主計畫開放所有系科皆可申請，惟申請計畫
需敘明產業缺口情形與技術之重點，且申請單位不得
與第1、2階段獲補助計畫之執行單位重複。 

 考量本計畫目標及執行，註冊率不佳之系科（新生註
冊率未達40%），建議不予提送申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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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於調查表及申請計畫書勾選計畫所屬招生群
類及產業別。 

招生群類 

□土木與建築群  □電機與電子群 
□化工群        □機械群 
□水產群        □動力機械群 
□海事群        □餐旅群 
□農業群        □食品群 
□設計群        □家政群 
□商業與管理群  □藝術群 
□外語群        □其它 

產業別 

□農林漁牧領域      
□工業領域   
□服務業領域      
□觀光餐旅領域 
□醫護領域 
□其它領域 

一、申請類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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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件數 

 每校任1階段以申請2件為原則，每校3階段合計以補助3
件為原則。惟配合政府政策、學校規模（在學學生人數、
系科數等條件）需求，放寬每校至多增加獲補助件數2件。 
 若學校四技日間部學生數為5,600人以上，且工業類、

農業類科系數為6個以上，最高得補助4案； 
 若學校四技日間部學生數為5,600人以上，且工業類、

農業類科系數為10個以上，最高得補助5案。 
 考量專科學校之學校規模及系科數，維持以每校任1階段

以申請2件為原則，每校3階段合計以補助3件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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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額度 

 第3階段申請補助額度上限，以新臺幣2,000萬元為原
則，並請學校考量實際教學設備需求，核實編列。 

 分年（105、106年）補助經費皆得編列資本門及經常
門。 

 依要點規定經常門經費編列最高為計畫補助經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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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書繳交時程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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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及審查流程(預定期程) 

•召開學校說明會 104年9月8日 

•學校提報申請計畫調查表
(計畫名稱/摘要)截止 

104年9月18日 

•學校提報申請計畫書截止 104年10月12日 

•簡報審查 104年12月中旬 

•實地訪視（視需要安排） 104年12月下旬 

•完成複審/公告審查結果 
•(俟立法院預算審議通過後公告及發函) 

1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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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繳件方式及日期 

 有意願申請之學校，請依限寄達相關資料至社團法人台
灣評鑑協會（臺北市南海路1號4樓之1），逾時不予受理。 
 申請計畫調查表：於104年9月18日（星期五）17時前將調查表

紙本1式6份、電子檔光碟片（word檔案格式）1式2份備文送
達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電子檔（word檔案格式）寄至
bear1551@twaea.org.tw。 

 申請計畫書：於104年10月12日（星期一）17時前將申請計畫
書紙本1式6份、電子檔光碟片（word檔案格式）1式2份備文
送達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有關資料寄送事宜，請與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高鳳薇
小姐聯繫（電話：02-33431174）。 

 逾期恕不受理，收件後亦不接受抽換計畫書及電子檔光
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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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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