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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組織及職掌： 

 一、法令依據： 
本校於 58 年 11月 22日奉教育部台(58)專字第 24247號令准在案，並經依據私立學校法、
專科學校法暨有關法規設立。89 年 4 月 19 日台(89)技(二)字第 89044086 號函核定改制為
「亞東技術學院」,110 年 6 月 10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00079785 號函改名「亞東學校財團
法人亞東科技大學」。 

 二、組織及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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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校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各項收入 

(一) 學雜費收入：因少子化益趨嚴重，估計未來學生人數及學雜費收入，略為下修。 

(二) 推廣教育收入：有感於成人回流教育已經是知識經濟社會所迫切需要並為教育部所鼓

勵之項目，且本校具有極佳之地理位置與集團特色，因此將積極推廣終身學習的優良

環境。 

(三) 產學合作收入：本校除鼓勵教師爭取行政院科技部計畫外，以目標導向及績效導向，

鼓勵教師配合政府「產學合作」政策，積極從事產學合作研究工作，以促進企業技術

研發為目標。 

(四) 補助及受贈收入：凡接受政府機關之補助及國內外機關團體以及個人之捐贈皆屬之，

主要來源為教育部各項獎補助款。107~110 學年度獲得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108~110學年度「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以提升教

學品質。109~110學年度獲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設立選才專案辦公室」、「產業學

院計畫」、「創新創業教育計畫」及身障、創新人力、學輔等計畫。 

(五) 財務收入：係指利息、股息之收入。 

(六) 其他收入：含試務費、住宿費、停車費、場地租金及雜項收入皆屬之，以持平為原則。 

 

         各項成本與費用 

(一) 董事會支出：凡董事會所發生之各項費用皆屬之，如董事出席及交通費、業務費等。 

(二) 行政管理支出：凡校長室、人事室、會計室、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及總務處等行政部

門之各項費用皆屬之。因應整修學校建築、加強環境美化及行政業務需求預估。 

(三)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凡為本校教學研究、訓輔之各項費用皆屬之。本校為改善師資，

提升教學品質，除鼓勵教師升等外，另將聘請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以強化師資陣容。 

(四) 奬助學金支出：凡給予表現優良、家境清寒等學生之獎助學金支出皆屬之，未來以學

雜費收入（不含學生實習費）5%以上及教育部補助工讀金額度估計。 

(五) 推廣教育支出：凡依規定設有推廣教育班或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支付之各項費用皆屬

之，以推廣教育收入 90%預估所需之教師鐘點費、業務費等。 

(六) 產學合作支出：凡受外界委託，提供服務及教師從事產學合作研究工作所需之費用皆

屬之。本校依合作性質提供配合款予教師，以加強對企業界服務。 

(七) 其他支出：以招生收入預估監考費、試務費等費用及停車場維運等相關支出。 

 

 

     二、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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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無 
 

    四、其他重要計畫：無 

 

参、本學年度預算概要  

    一、收入預算說明 

       （一）本學年度學雜費收入 372,960,328 元(請參照：學雜費收入說明)，較上學年度預
算數 402,071,332 元，減少 29,111,004 元，約 7.24％，主要係學生人數減少 299
人所致。 

       （二）本學年度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分別為 6,500,000 元及 30,000,000 元，較
上學年度 11,500,000 元及 31,000,000 元預算數，推廣減少 5,000,000 元、產學
減少 1,000,000 元。 

       （三）本學年度補助及受贈收入 114,350,000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113,550,000 元，
增加 800,000 元，約 0.7%。 

       （四）本學年度財務收入 423,994,819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364,581,918 元，增加
59,412,901 元，約 16.3％，主要係遠東新及亞泥股息預估每股 1.5 元及 3 元。 

       （五）本學年度其他收入 24,850,000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33,910,000 元，減少
9,060,000 元，約 26.72%。 

 
 

    二、成本與費用預算說明 

       （一）本學年度董事會支出 1,439,858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1,480,000 元，減少 40,142
元，約 2.71%。 

       （二）本學年度行政管理支出 70,762,206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69,417,464 元，增加
1,344,742 元，約 1.94%。 

       （三）本學年度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580,910,275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603,472,022
元，減少 22,561,747 元，約 3.74％。 

       （四）本學年度獎助學金支出 29,993,215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31,013,600 元，減少
1,020,385 元，約 3.29％。其中編列 3%獎助學金佔學雜費收入 5%以上。 

       （五）本學年度推廣教育支出 5,860,000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10,360,000 元，減少 
4,500,000 元，約 43.44％。 

       （六）本學年度產學合作支出 30,680,000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31,370,000 元，減少
690,000 元，約 2.2％。 

       （七）本學年度其他支出 31,576,883 元， 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26,732,159 元，增加
4,844,724 元，約 18.12％，主要係試務費支出及報廢數支出增加所致。 

 

    三、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預算說明 

       （一）本學年度無編列房屋及建築，上學年度新建淡水青創中心建築物預計於 7 月底完成
驗收。 

       （二）本學年度機械儀器及設備增置 59,213,579 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73,295,350 元，
減少 14,081,771 元，約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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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學年度圖書及博物增置 3,700,000 元，較上學年度 6,426,200元，減少 2,726,200
元，約 42.4％。 

（四）本學年度其他設備增置 8,960,800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7,779,416 元，增加
1,181,384 元，約 15.18％。 

（五）本學年度購建中營運資產增置 7,270,750 元，係有庠科技大樓磁磚維修工程，較上
學年度預算數 5,300,000元，增加 1,970,750 元，約 37.18％。 

（六）本學年度電腦軟體增置 9,180,764元，較上學年度預算數 12,482,544元，減少
3,301,780 元，約 26.45％。 

 

肆、其他必要說明事項： 

 一、超額年金給付預算編列說明： 

     原 50 名退休人員每月年金給付 200,964 元，111 學年度預估增加 2 名，每月 4,261 元*6 個
月及每月 4,330元*12個月，共增加 77,526元，預算編列 2,489,094元。 

         計算公式：(200,964元 x 12月＋4,261元 x 6月＋4,330元 x 12 月) = 2,489,09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