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訂定
94 學年度第 5 次主管會報通過修訂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修定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修定
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60016389 號函同意備查 96.01.31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修定
98 學年度第 13 次主管會報會議通過修定 99.4.27
99 學年度第 1 次期初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99.9.7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修定 99.11.10
100 年 1 月 13 日教育部臺技（二）字第 1000007742 號函同意備查
102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102.11.26
102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修訂 102.11.27
107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10.23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7.11.2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為配合國家經建及科技之發展，提供對政府及企業界之服務，並加強本校
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廣與管理，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訂定產學合
作收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產學合作有關事項，除法令或委託契約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非
依計畫方式進行之合作個案，準用之。
產學合作收入係指本校各單位運用現有師資、人力與設備接受政府機關、
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等所委託辦理之專題研究、產
業服務及教育訓練等服務所獲得之有關收益。
凡接受委託產學合作之主持人應依所需儀器設備費用、圖書資料、經常費
用、管理費及技術移轉費等各項費用編列預算提出計畫書，經各該系所或
中心主任及院長同意，簽會研發處、主計室，陳請校長核定後，以學校名
義向委託單位辦理簽約，並由計畫主持人副署。
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專業學會重要職務，以學會名義接受委辦(補助)
計畫，應透過學校行政作業程序簽准，如有涉及使用學校資源，應本於使
用者付費原則，依本校相關規定收取使用費，納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接受委託辦理各項產學合作計畫案，均應納入校務基金管理。
產學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管理及運用或所得利益之歸屬及
分配，需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要點」及相關規
定辦理。
產學合作涉及敏感性科技者，依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所定有關敏感科技研究
安全管制作業之法規規定，建立安全管制機制並簽署保密協定。
管理費及技術移轉費之提成規定︰
（一） 本要點所稱「經常門費用」系指計畫總經費中非屬設備費、管理費、
技術移轉費之經費。
（二） 專題研究
1.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依科技部規定辦理。
2. 本校直接與政府機關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合約所訂定之經常
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至少提撥百分之十為管理費；公民營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委託簽約之專題計畫應按合約所訂定之經常門及資本
門費用總額至少提撥百分之十五為管理費，或依計畫經費經常門及
資本門費用總額至少提撥百分之十為管理費及百分之十為技術移
轉費。
3.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若明訂不能提列管理費或訂有管理費提列
標準者，依其規定，須檢附機關之相關規定。
4. 若計畫管理費提列未達前述標準者，應於經常門費用中提出不足之
差額以供學校支付水電費、電話費、設備維護費及電腦、場地使用
費等必要的一般行政費用。若有特殊情況者，可專案循行政程序簽
請校長核准後，酌減提成比例。
5. 經校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節餘款（不
包括學校提撥之配合款），應先行補足按計畫總經費應行編列之管
理費，所餘款項始得依節餘款之運用範圍使用。
（三） 產業服務
凡經本校研發處、系所及研究發展中心接洽並在執行過程中使用本
校設備、人力、及其他資源者，均按下列最低標準提成︰
1. 執行過程中，於本校內進行，如︰試驗、鑑定、檢驗分析者，至少
按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之百分之十五提成。
2. 執行過程中，非於本校內進行，如︰診斷、規劃、設計、諮詢者，
至少按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之百分之十提成。
（四） 教育訓練
凡開班辦理不涉及學籍、學位、學分之在職訓練、技術人才養成訓
練、專門技術訓練及代辦實習者，其管理費依據本校推廣教育相關
辦法之規定辦理。
九、

管理費及計畫經費節餘款之保管及分配
（一） 管理費及計畫經費節餘款納入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分配運用，並得
以專戶存儲且應納入學校會計報告表達。
（二） 管理費分配比例為：學校百分之七十三，執行單位所屬學院百分之
九，執行單位百分之十八。但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分配比例為：
學校百分之五十五，執行單位百分之四十五。
（三） 計畫經費節餘款分配比例為：學校百分之十，執行單位百分之五，
計畫主持人百分之八十五。若單一計畫節餘款未滿二千元者，均歸
學校統籌運用。
（四） 以執行試驗、測試、鑑定、檢驗為主且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其管
理費分配比例為：學校百分之六十五，執行單位百分之三十五，但
年度節餘款應全數納入校務基金。
（五） 計畫主持人調離原發聘單位時，計畫經費節餘款由原發聘單位使
用，不得辦理移轉。
（六） 管理費及計畫經費節餘款之動支程序由動支單位循本校行政程序
並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
點」辦理。

（七） 各項產學計畫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除委方另有規定需繳回外，其轉
至下年度繼續使用者，以及各項行政管理費之授權支用，依相關規
十、

定運用範圍使用。
管理費及計畫經費節餘款之運用範圍為：
（一） 儀器設備之購置、維護、消耗性器材之補充及業務維持等。
（二） 水費、電費、電話費。
（三） 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四）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加給以外之
給與、及編制外人員薪資、以及行政支援人員工作酬勞、加班費、
值勤費、工讀費及差旅費之支應。
（五） 講座經費之支應。
（六）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之支應。
（七） 出國旅費之支應。
（八）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九） 新興工程之支應。
（十）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
（十一） 出席國際會議。
（十二） 產學合作籌備費用、初期週轉費用及產學合作計畫相關之法務費
用。
（十三） 學術演講與學術研討會議之相關費用。
（十四） 教師出國(含大陸地區)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且發表論文或擔任
小組主持人之補助。
（十五） 參與學校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學術交流等工作赴國外或大陸地

區推動業務之業務推廣經費之補助。
（十六） 國外教學、實習或社團交流活動之帶團教師出國(含大陸地區)
經費之補助。
（十七） 期刊論文發表、專利與獲獎創作之獎勵。
（十八） 辦理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業務（包含專利及技術移轉）所需相關
費用。
（十九） 舉辦全國性與國際性會議之相關費用。
（二十） 推動實驗室環保及安全衛生之費用。
（二十一） 其他與推動校務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十一、 產學合作工作酬勞支給標準如下：
（一） 行政支援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每月工作酬勞、加班
費、值勤費、工讀費及差旅費支領酬勞不得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
六十為限，並不限於現金支給。惟其支出合計總數（連同教師非法
定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仍應受不超過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
入之百分之五十上限規定。
（二） 研究生協助研究計畫，除原領獎助學金外，博士生及碩士生月支酬
勞總額分別不得超過講師及助教之學術研究費為原則，但參與特殊
專案須支給較高之酬勞費者，應循行政程序併同產學合作計畫陳請

校長核定。
（三） 因產學合作計畫需短期約聘（雇）專家、專門技術或行政人員應依
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科技部相當職務
人員或其他相關規定之支薪標準支給，情形特殊者，得酌予提高，
聘（雇）期間超過六個月以上者，應由各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支給。
（四） 訓練鐘點費之支給標準依據本校推廣教育相關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二、 非政府機關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除合約另有規定者應依合約辦理外，經
費編列最高基準如下：
（一）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1. 計程車車資每日上限新臺幣伍佰元整(應檢據核實報支及敘明搭
乘起訖點)。
2. 駕駛自用汽機車者上限為「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二倍。
3. 本項報支須為計畫內人員，且申請公差經核准者(自行開車者限教
職員工)。
（二） 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會膳宿費
1. 辦理半日者：
(1) 每人膳費上限為「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
之二倍。
(2) 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不包括講習、訓練及研習會)，每人膳
費上限為新臺幣伍佰伍拾元。
2. 辦理一日(含)以上者：
(1) 以校內教職員工為參與對象之一般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
會於校外辦理者，每人報支膳宿交通以不超過行政院「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差旅費標準為原則。
(2) 參加對象含校外人士之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會除依委託
機關規定及契約辦理外，編列上限規定如下：
甲、一般性會議、訓練及研討會：每人日膳費新臺幣(以下同)捌
佰元，每人日住宿費貳仟伍佰元。
乙、國際性會議、研討會(不包含講習、訓練及研習)：每人日膳
費壹仟伍佰元，每人日住宿費肆仟元。如於膳宿外再支給外
賓酬勞，支付費用總額不得超出行政院所定「各機關聘請國
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
定。
前項經費編列，如有特殊原因得經簽奉機關首長核准後提高上限。
十三、 產學合作預算編列、執行、保管及使用
（一） 產學合作執行單位應循預算程序編列相關預算，按計畫進度執
行，且如期結案，並由主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二） 產學合作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
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
（三） 產學合作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由主計室設置專帳處理，經
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四） 產學合作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
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十四、 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一） 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器設備，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本校財產統一
管理運用；若有例外者需陳請校長核准。
（二） 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利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有約定者，依
約定，無約定者，依據研發成果智慧財產與技術移轉獎勵相關辦法
之規定辦理。
十五、 主持及參與合作計畫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承
諾。
十六、 未經本校核准，自行承接產學合作計畫，違反規定者，應提各級教評會或
相關會議審議處理。
十七、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擬以產學合作收入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
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及前述以外之
項目，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而確實需於當年度辦理者，應經校
長核定後，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年度決算辦理。
十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