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大學 111 年度概預算籌編分辦計畫表
壹、 注意事項：
一、 計畫預算之編列涉及標準之訂定如學雜費收入，或需提相關會議決
議如新興之校園營建工程應先提本校校園永續發展與規劃委員會會
議決議始能編列者，請事先提相關會議後編列（惟仍應配合本校概
算編送時程辦理）。
二、 各單位擬編之業務計畫與預算，其中屬下列規定項目，應分別擬具
計畫，請辦理單位（詳國立高雄大學 111 年度概預算編製日程表）
事先研擬，依規定時間陳報主管機關：
(一)請增減預算員額計畫。
(二)5,000 萬元以上公共工程及各類房屋建築計畫。
(三)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計畫。
(四)公務車新購或汰換計畫。
(五)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請彙整全校需求填報)。
三、 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規定，各基金如有服務
費用支付編制外之進用人力（如契僱人力、按日、按件或按時計
酬等人力），或勞力外包公司之「派遣人力」或「勞務承攬」者，
應於年度預算書之員工人數彙計表下方備註說明預算總金額，爰請
協助填列「附表二十四 111 年臨時人力(約用人員、按日計酬人員)
，其中除「系所行政助理」
、
「一般行政助理」由人事室填列，
初估表」
及建教合作計畫聘用之「計畫專(兼)任助理」由研發處統一填列外，
餘請各行政單位視業務執行狀況預估 111 年度進用各類編制外人力
情形後填列 。
四、 另請學務處提供 111 年度學生宿舍收支概估情形資料(含設備費)。
五、 依行政院秘書長 107 年 10 月 23 日院臺性平字第 1070203325 號函，
自籌編 109 年度概算起，正式實施性別預算作業。預算籌編過程中
應融入性別觀點，並關照性別平等重要政及相關法令，具促進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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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目標及效果之計畫，應優先編列預算辦理，請依「性別預算編
列原則及注意事項」，請各單位填具「附表 26-111 年度性別預算調
查表」。

貳、 預算編列內容：

一、111 年度(111.01.01-111.12.31)建教合作（受託訓練、研究、設計等）收支概算表(附
表一)：

編列單位

編

列

項

目

內

容

1.凡學校為外界(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提供服
務，如代為訓練、研究、設計等所獲之收入及支付一切必要成本，均應納
入學校建教合作收支預算辦理（包括科技部、建教合作等）
。
研究發展處 2.收支以有賸餘為原則（支出部分若有國外旅費，請說明其性質及金額）
。屬
設備部分，請單獨列式。
3.請研發處彙編，並預估受託件數後，逕送主計室彙辦。

二、111 年度(111.01.01-111.12.31)專案補助(教育部等政府機關補助)收支概算表(附表
二)：

編列單位

編

列

項

目

內

容

1.凡收到各級政府機關(如行政院、教育部及其他部會、地方政府)之專案補助
款或其他類型補助款屬之。
研究發展
2.收支以有賸餘為原則（支出部分若有國外旅費，請說明其性質及金額）
。屬
處、教發中
設備部分，請單獨列式。
心、學術副
3.請研發處及教務處預估受補助額度及件數後，逕送主計室彙辦。
校長室、教
4.請教發中心預估 111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補助額度後，逕送主計室彙辦。
務處
5.請學術副校長室預估 111 年度教育部專案型補助計畫額度後，逕送主計室彙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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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 年度(111.01.01-111.12.31)推廣教育收支概算表(附表三)：

編列單位

編

列

項

目

內

容

1.凡依規定設置推廣教育班，向學員收取費用，收支併列辦理推廣教育者，
均應納入學校推廣教育收支預算。
2.辦理回流教育在職專班之收入，屬正規學制，其專班收入預算，以「學雜
費收入」編列，不列入推廣教育收支概算表。
（依教育部 89 年 2 月 2 日台
推廣教育中
89 高一字第 89007312 號會議記錄決議辦理）
。
心、國際處
3.收支以有賸餘為原則（支出部分若有國外旅費，請說明其性質及金額）
。
4.請推教中心彙編，並預估開設班數後，逕送主計室彙辦。
5.依 106 年 度 校 務 基 金 概 算 會 議 決議，請國際處將境外生學分費收入估
計數列入。

四、111 年度(111.01.01-111.12.31)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概算表
(附表八~附表八之二)：

編列單位

編

列

項

目

內

容

1.111 年度擬增購或汰購建築及設備包括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
備、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等（不含基本教學訓輔工作
圖書資訊館、 維持費設算資本門部分）
。
總務處、 2.圖書資訊館填列之「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預算表」
，請彙整全校需求提報。
研發處、 3.研發處本表僅需彙編各系、所提報之「重要科技計畫以外單價 500 萬元以
學務處
上儀器」
，請務必與所報送之「申購非屬科技發展計畫項下單價 500 萬元以
上科學儀器設備調查表」之項目及金額相符。
4.學務處請填列學生社團社備費預算需求額度及其明細資料。
5.各編列單位請填列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概算表，並會總務處保管組
依「財務標準分類」妥適歸類，逕送主計室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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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 年度(111.01.01-111.12.31)收支概算表：

編列單位

教務處

學務處

編

列

項

目

內

容

1.109 學年度在學學生人數及 110、111 學年度核定新增（減）班、系、所自
然增班學生人數調查表（請檢附 110、111 學年度已奉教育部核准新增(減)
或報教育部之相關函文影本）
。附表十一 ~ 附表十四
2.申請入學、轉學考及其他自辦考試等其他業務收支概算表。附表五
3.111 年度專任、兼任教師鐘點費支出概算表（用人費用請併送人事室彙整）
。
附表十九
4.111 年度學雜、學分費收入概算表。附表四
5.111 年度論文指導費、論文口試費、鼓勵英文授課方案支出概算表。附表二
十
6.以學校自籌經費支應之聘任講座教授、聘任特聘教授獎助金經費收支概算
表(請詳列計算式)。附表二十二
7.111 年度「編制內教師本薪、加給以外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調查表。
附表十八
8.各表報填妥（會請相關單位會辦）
，逕送主計室彙辦。
1.111 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支出概算表（包括工讀金、獎助學金、獎勵高中生
就讀本校獎學金、功勛子女公費生支出及其他就學補助等）請附計算明細
表。附表二十一
2.111 年度導師費支出概算表（用人費用請併送人事室彙整）
。
（請詳列計算式）
附表十九
3.各表報填妥（會請相關單位會辦）
，逕送主計室彙辦。

4

國立高雄大學 111 年度概預算籌編分辦計畫表

總務處

研發處

人事室

1.111 年度學校現況基本資料。附表十五
2.111 年度利息收入概算表。
（請詳列計算式）附表五
3.111 年度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概算表（含提供學生、員工宿舍、餐飲、書
局場地收入及活動場所等收入）
。
（請詳列計算式）附表六
4.111 年度違約罰款收入、賠（補）償收入概算表。附表五
5.111 年度雜項收入收支概算表（含招標圖說工本費收入及其他業務外收
入）
。附表五
6.111 年度停車費收支概算表。附表六
7.111 年度技工、工友人數及給與明細表，提撥技工、工友工資墊償基金及退
休人員退休準備金，勞、健保費政府提繳支出概算表。
（請詳列計算式）
（用
人費用請先送人事室彙整）附表十六、附表十六之一
8.111 年度行政助理及專案助理政府提繳之勞、健保費，公提離職儲金支出概
算表。
（請詳列計算式）（行政助理用人費用請先送人事室彙整）
附表十六、附表十六之一
9.111 年度公務車明細表（含現有、新購、汰換部分）
。附表十五
10.111 年度資產折舊(攤銷)明細表。附表九
11.111 年度資產報廢明細表。附表十
12.111 年度水電、郵電、印刷、廣告、修繕、保險、材料、用品、租金、稅
捐、規費、清潔外包、校園環境監測、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配合相關法
令編列環保及廢棄物處理等支出概算表。
（請詳列計算明細內容及依據）
附表七
13.111 年度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預算表。附表二十三
14.各表報填妥（會相關單位會辦）
，逕送主計室彙辦。
1.以學校自籌經費支應之講座經費、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經費、出國補助經
費收支概算表(請詳列計算式)。附表二十二
2.111 年度「編制內教師本薪、加給以外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調查表。
附表十八
3.權利金收入明細表。附表五之一
4.各表報填妥，逕送主計室彙辦。
1.111 年度員工人數及給與明細表（含技工、工友、警員、行政助理）
（擬新
增員額請另列且須與編報主管機關之請增減員額明細表及聘用、約僱人員
明細表員額數相符）（專任、兼任教師鐘點費由教務處提供，技工、工友、
。附表十六
警員部分由總務處提供，送人事室統一彙整）
2.111 年度分擔（提撥）教職員、技工、工友、警員、行政助理所需保險費、
退休金及卹償金支出概算表(說明計算基礎及比率)（技工、工友、警員、
。附表十六之一
行政助理部分由總務處提供，人事室彙整）
3.111 年度行政助理人數及給與明細表
（依本校進用校務基金專案計畫行政人
員聘僱辦法進用者）
。附表十六
4.111 年度員工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費及中央福利互助眷屬生活補助
費、員工休假補助費及員工健康檢查補助費等傷病醫療費支出等概算表。
附表十六之一
5.111 年度員工體育、文康活動、生日禮券或組隊參加各種競賽之訓練指導
費、獎品、服裝、用品等費用支出概算表（編制內員工每人每年以 2,000
元標準編列）
。附表十六
6.111 年度請增減預算員額彙總表（需與所報送請增減員額預算表相符）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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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7.請提供彙整各單位提報之 111 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表」及「派員赴大
陸計畫類別表」經費需求。(依人事室制式格式填列)
8.以學校自籌經費支應之借調教師補助津貼經費收支概算表(請詳列計算
式)。附表二十二
9.111 年度「編制內教師本薪、加給以外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調查表。
附表十八
10.各表報填妥，逕送主計室彙辦。
1.111 年度圖書逾期處理及賠書款、影印機使用費收入等收支概算表。
附表六
圖書資訊館 2.111 年度電腦資源使用費收支明細表。附表六
3.111 年度住宿網路資源使用費收支明細表。附表六
4.各表報填妥，逕送主計室彙辦。
推廣教育
中心

111 年度「編制內教師本薪、加給以外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調查表。
附表十八

秘書室

111 年度本校預算施政計畫目標及另依 109 基金 088 通報規定提供精簡版 111
年度預算口頭報告-彙整「業務計畫」(請不超過 3 頁)。

體育室

1.111 年度游泳池收入概算表。附表六
2.111 年度運動場館收支概算表，逕送主計室彙辦。附表六

資源開發
中心

111 年度受贈收入概算表(含現金或財物)。附表六

EMBA 中心

111 年度 EMBA 中心收支概算表。附表六(學雜費收入部分，敬請與教務處註冊
組聯繫編列)

通識教育
中心

111 年度語言實習費收支概算表(請彙整圖資館、西語系經、資門需求)。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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