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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組織及職掌： 

一、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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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單位現行職掌 
秘  書  室：辦理有關秘書事項、校長交辦等事項。 

教  務  處：擬訂教務計畫、教務各種規章及其他教務事項。 

課  務  組：辦理課程編排、調課、補課等事項。 

註  冊  組：辦理學生註冊、學籍處理、考試成績登錄及核發學生證等事項。 

綜合業務組：辦理出版、試務等事項。 

國際交流組：辦理兩岸招生事務、輔導國際外籍學生課業及生活。 

教  學  組：辦理在職進修教務等事項。 

通識教育中心：制定通識教育各項法令規章、課程教學及協助推廣通識教育活動。 

華語教學中心：國際外籍學生開設各級華語課程、華語能力測驗相關業務。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國際與兩岸校際、產學、訪問交流合作事宜及外國學生專班等業務。 

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及其他輔導事項。 

生活輔導組：辦理訓練計畫之擬定、操行成績之考查及宿舍之管理等事項。 

課外活動組：辦理學生社團之登記、指導學生課外活動等事項。 

服務學習組：辦理學生服務學習等事項。 

衛生保健組：督導學校衛生計畫之實施、學生健康營養之指導及外傷之處理等事項。 

諮商輔導組：辦理學生身心及課業之諮詢輔導。 

學生輔導組：辦理在職進修訓導等事項。 

體   育   室：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  

總   務   處：掌理文書、事務、保管、出納、營繕、採購及其他總務事項。  

文   書   組：辦理文稿擬善管卷及監印事項。  

事   務   組：辦理採購物品、工友之進退及考核及其他一般事務之處理等事項。  

保   管   組：辦理各類財產登記、物品保管、稽核等事項。  

出   納   組：辦理出納事項。  

營   繕   組：辦理營繕工程之規劃、審核、招標、訂約、施工、監工及驗收。  

採   購   組：辦理各項採購發包程序等相關事務。  

研究發展處：掌理技術、研發、國際合作、就業及職業訓練等事項。  

技術合作組：積極推廣本校之產學能量，期以拓展本校產學合作、技術交流。  

研究發展組：辦理專利與研發成果等相關業務。  

國際合作組：推廣國際學術交流事務，協助各院所系進行國際學術及產學合作計畫。  

第 2 頁，共 27 頁



編號：301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預 算 說 明 書 

111 學年度 

  

就業輔導組：辦理畢業生就業及學生校外實習機構之審查。  

職業訓練組：辦理各類職業訓練課程及技術士技能檢定業務。  

圖書資訊中心：掌理系統工程、開發及資訊服務等事項。  

系統工程、開發資訊服務組：辦理電腦教學及行政等事項。  

圖   書   館：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料，提供資訊服務。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統籌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教學發展中心：負責規劃教師的校學發展策略及教學評鑑等工作。  

招   生   處：辦理各項招生相關宣導活動。  

軍   訓   室：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  

人   事   室：辦理人事事項。  

會   計   室：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進   修   部：辦理在職進修教務、訓導等事項。  

  各學院（系）職掌  

1. 工作計畫之擬定，年度預算之編製、分配及控管。  

2. 總理本院各委員會事務，執行推動院務。  

3. 事務設備、行政設備維修管理等事宜。  

4. 規劃本院各系中長期系務發展、師資延聘。  

5. 規劃本院各系中長期儀器、設備、圖書發展。  

6. 規劃本院各系招生宣導相關事宜。  

7. 課程、學程之設計監督。  

8. 成立院教評會。  

貳、重要校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本校自我定位為一所「培育務實致用與敬業樂群的國家經建人才」之教學型科技大學，並依循

「精、勤、公、正」校訓之精神，以「研究學術、培育實用專業科技人才、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

為宗旨，擬定以「本誠信、前瞻、務實及追求卓越之辦學理念，落實產學合作與教學卓越，培育務實

致用、敬業樂群的國家經建人才」為教育目標，以「邁向國際知名的應用型科技大學」為願景。 

本校依據 SWOT 矩陣分析，擬定 4 大發展策略面向(培育多元人才、精進產學研發、落實行政管理、

靈活校務創新)及 22 項策略，以發揮八大發展重點特色，包含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落實教學

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等四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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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建構本校成為一所產學用合一的「卓越雲端航空城大學」與「國際知名的應用型科技大學」，執

行該年度營運計畫。 

二、長期債務之舉債及償還： 

   1、 依據 105/03/11 臺教高(三)字第 1050016788C 號函「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

息補助」案，主要是改善學生宿舍生活環境，減輕學校財務負擔，因此本校於 106 學年度向台灣土地

銀行中壢分行借款。(106/3/24 臺教技(一)字第 1060035955 號函核准) 

2、111 學年預計償還金額 2,500 萬元，預計期末借款餘額為 5,000 萬元。 

貸款機構 借款用途 借款期間 借款金額 利率 
保證情形 

及償還方式 
備註 

台灣土地銀

行中壢分行 
興建學生宿舍 106/07/03-114/07/03   100,000,000  1.84% 

第 5年起(110學年~113學

年)每 6個月為一期共八

期，按期平均攤還本金 

  

合計   100,000,000        

參、本學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入預算說明 

    本學年度總收入預算數$ 9 億 2,536 萬 130 元，較上學年度減少$3,625 萬 4,914 元，約 3.77%，主

要係以學雜費及產學合作收入減少所致。 

項次 項目 本學年度(A) 上學年度(B) (A)-(B)差額 說明 

1. 學雜費收入      645,614,190  705,484,254  (59,870,064) 

本學年學雜費各費不調

整，係以 110學年收費標

準，以學生人數 7,565人

(日 5,005、夜 2,560)估計 

2. 推廣教育收入       7,501,000  10,396,000  (2,895,000) 辦理各類學分及非學分班 

3. 產學合作收入 53,710,087  60,003,804  (6,293,717) 

政府、民間機構委訓(辦)

或合辦各種訓練；技檢

$17,000,000元、產學

$27,842,129元，科技部

研究計畫$8,055,458元及

經濟部計畫$81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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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助及受贈收入 148,802,674  116,495,765  32,306,909  

教育部各項獎、補助款

$137,777,494元，其他機

關各項補助款$7,897,012

元及受贈收入$3,128,168

元 

5. 財務收入       8,138,521  9,432,297  (1,293,776) 
定存、活存利息收入及基

金收益 

6. 其他收入 61,593,658  59,802,924  1,790,734  

招生考試$1,630,000元、

住宿費$44,626,800元、

汽、機車停車場租金及雜

項等$15,336,858元 

合計     925,360,130  961,615,044  (36,254,914)   

 

二、成本與費用預算說明 

    本學年度經常支出預算數$10 億 5,525 萬 8,839 元(本學年度配合固定資產折舊方法採直線法提列

折舊，上開數字含折舊及攤銷數$1 億 689 萬 824 元、財產交易短絀(殘值數)$ 1,211 萬 3,055 元)，較上

學年度減少$2,499 萬 2,726 元，約 2.31%，主要係以行政管理、教學研究及訓輔、產學合作及其他支

出減少所致。 

項次 項目 本學年度(A) 上學年度(B) (A)-(B)差額 說明 

1. 董事會支出       2,398,273  2,381,473  16,800  

含人事費$1,701,273元、

業務費$87,000元、維修

費$5,000元、退休撫卹費

$105,000元、出席及交通

費$500,000元 

2. 行政管理支出    157,275,913  161,972,450  (4,696,537) 

含人事費$101,674,912

元、業務費$14,210,782

元、維修費$3,193,158

元、退休撫卹費

$6,555,336元、折舊及攤

銷$31,641,7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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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研究及訓輔

支出 
   690,713,988  706,252,627  (15,538,639) 

含人事費$377,036,867

元、業務費$176,593,159

元、維修費$45,471,616

元、退休撫卹費

$16,491,231元、折舊及

攤銷$75,121,115元 

4. 獎助學金支出    111,026,858  101,075,449  9,951,409  

學雜費 3%提撥

$48,112,908元、非 3%學

雜費獎助學金 

$22,296,950元、學雜費

及住宿減免$28,400,000

元、校外人士獎助學金

$64,000元、教育部補助

工讀金及產學攜手專班減

免學雜費$12,111,000

元；學習型學生團保保險

費$42,000元。 

5. 推廣教育支出      7,493,423  9,462,331  (1,968,908) 

含人事費$2,844,540元、

業務費$4,439,763元、維

修費$140,000元、退休撫

卹費$29,000元、折舊及

攤銷$40,120元 

6. 產學合作支出     53,797,951  60,112,442  (6,314,491) 

政府、民間機構委訓班等

$53,620,255元、維修費

$3,000元、退休撫卹費

$86,832元、折舊及攤銷

$87,864元 

7. 財務費用      1,265,000  1,500,000  (235,000) 向銀行貸款興建宿舍利息 

8. 其他支出     31,287,433  37,494,793  (6,207,360) 

招生考試支出$1,360,550

元、超額年金給付

$4,200,000元、其他必要

支出$13,613,828元及財

產交易短絀(殘值

數)$12,113,0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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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055,258,839  1,080,251,565  (24,992,726)   

 

三、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預算說明 

    本學年度資本門支出預算數$4,709萬 5,299元，較上學年度減少$1,088萬 2,238元，約 18.77%，

主要係以各教學單位設備及教學、研究軟體減少所致。    

項次 項目 本學年度(A) 上學年度(B) (A)-(B)差額 說明 

1. 土地改良物  - - -   

2. 房屋及建築    - -  - 
 

3. 機械儀器及設備     38,914,219  48,509,789  (9,595,570) 各教學單位設備 

4. 圖書及博物      3,190,380  3,434,861  (244,481) 
圖書館中西文圖書及多媒

體視聽資料 

5. 其他設備      4,078,700  4,093,000  (14,300) 
各教學及行政單位設施設

備 

6. 
預付工程款及未

完工程 
            -    -  - 

 

7. 租賃權益改良物             -    -  -    

8. 電腦軟體        912,000  1,939,887  (1,027,887) 各教學、研究軟體 

合計 47,095,299  57,977,537  (10,882,238)   

肆、其他必要說明事項： 

一、本學年度總收入預算數$9億2,536萬130元，總支出預算數$11億235萬4,138元(含資本支出

$ 4,709萬5,299元)，若扣除其中不影響現金流出之財產交易短絀 (殘值數)$ 1,211萬3,055

元和折舊及攤銷數$1億689萬824元後，總現金支出預算為$9億8,335萬259元，現金餘絀$ 

-5,799萬1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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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110學年度起向台灣土地銀行中壢分行借款興建學生宿舍每學年償還金額$2,500萬元至

113學年度，因此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收入數為$ -8,299萬129元；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

餘額$11億2,953萬3,565元。  

三、本預算表已於111年7月1日經本校第16屆第9次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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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預算明細表說明

 111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註一：4110學雜費收入合計 645,614,190   

     4111學費收入小計 517,502,810

碩士班_(95人*$39,809)*2 7,563,710 

四技_{(2,866人*$39,809)+(2,006人*$38,053)}*2 380,853,824 

四技產學訓專班_(38人*$21,000)*2 1,596,000 

四技進修部_{(769人*$1,454*17)+(1,242人*$1,354*17)}*2 +重補(延)修

等學分費$4,000,000
99,192,996 

四技在職專班_{(35人*$1,454*17)+(43人*$1,354*17)}*2 3,600,696 

二技進修部_{(188人*$1,454*16)+(151人*$1,354*16)}*2 15,289,792 

碩士在職專班{132人*($37,560*0.3)+{(132人*$4,060*6)}*2 9,405,792 

     4112雜費收入小計 116,145,230

碩士班_ (95人*$13,581)*2 2,580,390 

四技_{(2,866人*$13,581)+(1,692人*$8,379)+(314人*$10,879)}*2 113,032,840 

四技產學訓專班_(38人*$7,000)*2 532,000 

     4113實習實驗費收入小計 11,966,150

全校_6,685人*$895*2 11,966,150 

註二：4120 推廣教育收入合計 7,501,000     

     4121學分班小計 4,042,000

隨班附讀 2,872,000

碩士學分專班 1,170,000

     4124其他班小計 3,459,000

化粧品專業技術人員 8小時回訓課程 210,000

化粧品專業技術人員 職前訓練24小時 770,000

化粧品安全資料簽署人員培訓班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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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門市服務丙級技術輔導班 120,000

電腦軟體乙級輔導班 49,000

汽車修護技術輔導班 750,000

機車修護技術輔導班 600,000

大陸研修班 300,000 

註三：4130 產學合作收入合計 53,710,087    

 委訓班小計 17,000,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下水道水質檢驗-乙級 109,8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建築製圖應用-手繪圖丙級 61,2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機電整合丙級 73,47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中餐烹調乙級 125,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中餐烹調丙級 326,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飛機修護丙級 101,5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門市服務乙級 36,6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門市服務丙級 480,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美容乙級 557,5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美容丙級 474,3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飲料調製乙級 270,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飲料調製丙級 380,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烘培乙級 153,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烘培丙級 306,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489,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102,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電腦硬體裝修乙級 609,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123,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男子理髮乙級 214,6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通訊技術-男子理髮丙級 225,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數位電子乙級 160,8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餐旅服務丙級 274,5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工業電子丙級 144,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網路架設乙級 1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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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預算明細表說明

 111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網路架設丙級 144,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女子美髮乙級 159,6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女子美髮丙級 146,73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 81,6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電腦軟體設計丙級 82,8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網頁設計丙級 58,8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 450,000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視覺傳達設計丙級 245,000

在校生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855,000

即測即評及發證測試 8,850,000

民間機構小計 27,842,129

精工系產學案計劃 1,418,400 

企管系產學案計劃 1,977,250 

資管系產學案計劃 725,000 

商設系產學案計劃 1,450,000 

資工系產學案計劃 1,356,400 

妝品系產學案計劃 1,710,679 

室設系產學案計劃 1,453,500 

觀休系產學案計劃 2,032,600 

車輛系產學案計劃 3,600,000 

餐飲系產學案計劃 3,000,000 

行銷系產學案計劃 2,000,000 

旅館系產學案計劃 1,094,000 

航服系產學案計劃 2,291,600 

航空系產學案計劃 1,000,000 

時尚系產學案計劃 847,000 

綠研中心產學案計劃 550,000 

生活應用創意設計研發中心產學案計劃 36,000 

航空科技中心產學案計劃 9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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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育成中心產學案計劃 1,206,000 

 科技部計畫小計 8,055,458

精工系科技部計劃 2,698,590 

資工系科技部計劃 1,600,000 

妝品系科技部計劃 791,000 

餐飲系科技部計劃 800,000 

旅館系科技部計劃 1,062,000 

航空系科技部計劃 1,103,868 

 經濟部計畫小計 812,500

育成中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_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812,500 

註四：4150 補助及受贈收入合計 148,802,674   

     4151補助收入小計 145,674,506

預估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資門獎補助 61,594,890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補助 1,962,766 

工讀助學金補助 811,000 

預估新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補助(利率1.84%) 1,265,000 

遞補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計畫補助 9,774,000 

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補助 6,379,415 

聘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1,457,262 

高教深耕計畫補助 27,235,367 

產學攜手、新南向專班等補助 18,615,282 

桃園食品安全校園播種計畫  3,099,888 

教育部其他專案 5,582,624 

環境教育人員研習班  180,000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金 226,452 

勞動部就業學程及共通核心職能計畫 4,350,000 

勞動部補助_模擬面試、校園徵才、企業參訪 72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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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其他部會專案補助 2,417,700 

     4152受贈收入小計 3,128,168

依109決算數估計*1.1 3,128,168 

註五：4170財務收入合計 8,138,521     

     4171利息收入小計 8,036,268

包括乙存、定存利息及就學貸款息，預估利率調降，並依109決算數估計 8,036,268 

     4173基金收益小計 102,253

周祖莘夫婦紀念獎學金、斯子林紀念獎學金及曹霞秋董事紀念獎助學金，

並依109決算數估計
102,253 

註六：4190其他收入合計 61,593,658    

     4192試務費收入小計 1,630,000

註冊組_研究所碩士及碩士在職班招生 267,500 

綜合業務組_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及轉學考試招生 910,000 

國際交流組_境外生申請入學招生 100,000 

進修部_二技、四技招生 352,500 

     4193住宿費收入小計 44,626,800

信義宿舍[(272間*4人*$14,500)*0.9)]*2+(10間*2人*36,000)*2 29,836,800 

仁愛、忠孝宿舍(200人*$7,500)*2 3,000,000 

萬能學苑住宿費{($24,000*17間*1人+$16,000*151間*2人)}*2 11,790,000 

     4199雜項收入小計 15,336,858

各項工本費、學生宿舍水電費、實習餐廳及逾期罰款等 4,454,781 

預估商店、行動電話基地台場地租金、水電等 7,541,992 

校區汽車停車場、室內機車停車租金 1,238,096 

代辦所郵儲酬金、匯兌收益、其他等 2,1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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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成本與費用預算明細表說明

 111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註一：業務費支出合計： 225,004,374  

 5112 業務費：例行性一般業務等 87,000

 5122 業務費：中文期刊及一般業務等 14,210,782

 5132 業務費：中文期刊($620,000)、外文期刊($800,000)、線上資料

庫($4,710,000)、電子書($2,800,000)、電子中文期刊($130,000)、電

子外文期刊($690,000)

9,750,000

 5132 業務費：一般業務及水電等業務 166,843,159

 5152 業務費：中文期刊及一般業務等 4,439,763

 5162 業務費：產學合作、科技部等業務 29,673,670

註二：維護費支出合計： 48,812,774   

5113 維護費各單位提出維修 5,000

5123 維護費各單位提出維修 3,193,158

5133 維護費各單位提出維修 45,471,616

5153 維護費各單位提出維修 140,000

5163 維護費各單位提出維修 3,000

註三：退休撫卹費合計： 23,267,399   

5114 退休撫卹費 105,000

5124 退休撫卹費 6,555,336

5134 退休撫卹費 16,491,231

5154 退休撫卹費 29,000

5164 退休撫卹費 86,832

註四：折舊與攤銷合計： 106,890,824  
5125 折舊與攤銷 31,641,725

5135 折舊與攤銷 75,121,115

5155 折舊與攤銷 40,120

5165 折舊與攤銷 87,864

◎各項預算係由二級以上單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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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費用預算明細表說明

 111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註五：獎助學金支出合計： 111,026,858 

5141 獎學金支出 9,051,000

5142 助學金支出 101,975,858

註六：財務費用合計： 1,265,000    

     5191利息費用支出小計： 1,265,000

預估興建學生宿舍利息支出(利率1.84%) 1,265,000

註七：其他支出合計： 31,287,433   

     51X1試務費支出小計： 1,360,550

註冊組招生委員會 210,000

綜合業務組招生委員會 823,700

國際交流組招生委員會 10,000

進修部招生委員會 316,850

     51X2財產交易短絀小計： 12,113,055

含各單位提出報廢土地改良物 146,846

含各單位提出報廢房屋及建築 215,776

含各單位提出報廢儀器設備 9,172,269

含各單位提出報廢其他設備 2,030,008

含各單位提出報廢電腦軟體 540,156

含各單位提出報廢租賃權益改良 8,000

 51X3超額年金給付小計： 4,200,000

公保超額年金 4,200,000

 51X9雜項支出小計： 13,613,828
預估餐廳、停車場保證金利息設算費(營業稅) 、匯兌損失、國有土地

補償金等
1,687,788

萬能學苑宿舍租金、宿舍維修 11,92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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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人事費彙總表

 111 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薪 職務加給

研究費、

專業加

給、主持

人

 其 他、

導師費、

助理津貼

鐘點費 保險費 節金

5111

董事會

支出

5121

行政管理

支出

5131

教學研究

訓輔支出

5151

推廣教育

支出

5161

產學合作

支出

備註：專任董事1名支領報酬$961,560、勞健保費$102,000、辦事員1名薪資及年終$604,233、公健保費

$33,480

24,844,936 22,398,143

377,036,867

2,844,540

507,204,177

23,946,585

總     計 185,268,252 15,077,880 146,285,905 63,439,521 49,889,540

19,090,129 4,802,000 54,456

2,839,540 5,000 00 0 0 0

47,050,000 19,100,000 16,418,257133,719,600 7,603,920 110,115,000 43,030,090

5,550,000 5,912,749

1,701,273

101,674,91250,754,672 7,473,960 16,376,100 15,607,431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金 額

合  計

793,980 0 704,676 135,480 67,137

第 27 頁，共 27 頁




	111預算書封面3
	111目錄
	111-PDF合併
	1
	2-8
	9-15
	16-20
	21-22
	23-24成本與費用預算明細表
	25-26
	27

	111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