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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2001 號之 4

案由：教育部函，為修正「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
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十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教育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三)字第 1040162200C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
主旨：「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第 3 條、第 5 條、第 14 條，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以臺教高(三)字第 1040162200B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奉修正總說明、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 1 份，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http：//edu.law.moe.gov.tw）下載。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高等教育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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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
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學校經核准立案招生者，得申請補助；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獎勵：
一、經核准立案，且招生達二年以上。
二、學校招生、學籍、課程、人事、會計、財務及行政電腦化等校務運作正常，
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三、學校財團法人組織及董事會運作正常。
四、專科以上學校最近一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應達到本部公告之比率；高級中等
學校最近二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應達到本部公告之比率。
學校申請獎勵、補助，應檢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資料，向本部提出。
前項計畫書，應包括學校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計畫；其計畫內容應符合第十一
條規定。

第

五

條

學校、分校、分部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增加其獎勵經費：
一、設立地點位於教學資源不足之地區。
二、設立之類科、系、所具稀少性及國家發展所需，且公立學校未能充分設立。
三、透過本部介聘機制聘任因學校法人停辦所設學校之合格教師。
四、最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應達到本部公告之比率，且曾申請調減
下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招生名額。
五、專科以上學校之生師比值及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符合專科以上學校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且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不低於公立專
科以上學校基準；高級中等學校兼任教師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不低於公
立高級中等學校基準。

第十四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申請獎勵規定，於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
大學，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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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
修正總說明
現行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一百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修正發布，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學校提早因應近年少子女化所衍生生源減少情形，並積
極招生，要求學校新生註冊率應達一定比率，始得提出申請獎勵經費，以發揮獎勵經費應有功能及
落實獎勵性質；至學校如在維持一定比率新生註冊率時，曾申請調減下一學年度招生名額，使招生
名額與實際註冊人數趨近者，得申請獎勵經費。
另本部為鼓勵私立學校提高教師待遇及維護教師工作權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符合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教學品質規定，且其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不低於公立專
科以上學校基準者，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兼任教師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不低於公立高級中
等學校基準者，得申請增加獎勵經費。
考量各級學校主管機關執行獎勵門檻之運作彈性，本辦法亦訂有日出條款以為因應。爰修正
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最近學年度新生註冊率達到本部公告之比率之學校，得申請獎勵經費。（修正條文第三條
）
二、增訂最近一學年度新生註冊率達一定比率，且曾申請調減下一學年度招生名額，及學校之兼任
教師或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不低於公立學校之基準者，得申請增加獎勵經費。（修正條
文第五條）
三、考量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之學校主管機關執行需求，增訂日出
條款。（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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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三條

學校經核准立案招生

第三條

學校經核准立案招生

一、修正第一項增訂第四款有

者，得申請補助；學校符合
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獎勵：

者，得申請補助；學校符合
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獎勵：

關學校申請獎勵經費，其最
近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應達到

一、經核准立案，且招生達
二年以上。

一、經核准立案，且招生達
二年以上。

本部公告之比率之條件，以
鼓勵學校提早因應近年少子

二、學校招生、學籍、課程
、人事、會計、財務及行

二、學校招生、學籍、課程
、人事、會計、財務及行

女化趨勢所衍生生源減少情
形，並積極招生。

政電腦化等校務運作正常
，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政電腦化等校務運作正常
，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三、學校財團法人組織及董
事會運作正常。

三、學校財團法人組織及董
事會運作正常。

四、專科以上學校最近一學
年度新生註冊率，應達到

學校申請獎勵、補助，
應檢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

本部公告之比率；高級中
等學校最近二學年度新生

資料，向本部提出。
前項計畫書，應包括學

註冊率，應達到本部公告
之比率。

校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計
畫；其計畫內容應符合第十

學校申請獎勵、補助，
應檢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

條

文

說

明

二、其餘未修正。

一條規定。

資料，向本部提出。
前項計畫書，應包括學
校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計
畫；其計畫內容應符合第十
一條規定。
第五條

學校、分校、分部符

學校、分校、分部符

一、學校申請增加經費，考量

合下列規定者，得增加其獎
勵經費：

合下列規定者，得增加其獎
勵、補助經費：

係衡酌學校符合其他獎勵要
件，得向本部申請額外經費

一、設立地點位於教學資源
不足之地區。

一、設立地點位於教學資源
不足之地區。

，爰定位為獎勵經費，並序
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設立之類科、系、所具
稀少性及國家發展所需，

二、設立之類科、系、所具
稀少性及國家發展所需，

二、增訂第四款及第五款，明
定學校申請增加獎勵經費之

且公立學校未能充分設立
。

且公立學校未能充分設立
。

條件，以鼓勵學校妥善規劃
少子女化趨勢所衍生生源減

三、透過本部介聘機制聘任
因學校法人停辦所設學校

三、透過本部介聘機制聘任
因學校法人停辦所設學校

少情況，並維護兼任教師工
作權益。

之合格教師。
四、最近一學年度日間學制

第五條

之合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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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註冊率，應達到本部
公告之比率，且曾申請調
減下一學年度日間學制招
生名額。
五、專科以上學校之生師比
值及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
資結構，符合專科以上學
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規定，且兼任教師
鐘點費支給基準不低於公
立專科以上學校基準；高
級中等學校兼任教師及代
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不
低於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基
準。
第十四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四

第十四條

第四條審查事項及

一、現行條文所定規定，相關

款申請獎勵規定，於高級中
等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

第七條一定比率，於專科學
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學校業已適用，已無繼續保
留之必要，爰予刪除。

院及科技大學，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適用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
一日起適用之。

二、因應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增訂學校新生註冊

之。

率應達到本部公告之比率，
始得申請獎勵經費規定，一
般大學發布後即刻適用，並
考量各級學校主管機關實務
執行之需要，爰增訂高級中
等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
院及科技大學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起適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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