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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歷程檔案系統「教師承接政府部門、產學及技術服務案」
欄位填寫說明範例 Q&A 表
欄位名稱

填寫說明

執行起始
日期

國科會多年期計畫已依年度切割填報者，則請切割年度完成填報。
98 年獲國科會核定 2 年期計畫：
例如：
第一年起始日期：98 年 8 月 1 日
第一年結束日期：99 年 7 月 31 日
計畫總金額：依核定清單第一年金額填報。
第二年起始日期：99 年 8 月 1 日
第二年結束日期：100 年 7 月 31 日
計畫總金額：依核定清單第二年金額填報。

&
執行結束
日期
&
計畫總金
額(元)

Q&A：
Q：請教一下有關學校合約原執行期間為 98.1.21‐98.6.30 ，因故經廠商給予同意書並經
學校同意後延至 98.7.31，那請問填寫日期是要依照合約書原定時間填寫，或者是填寫延
長的日期？
A：請依合約上的簽訂的執行日期填報 98.1.21‐98.06.30。
Q：展延的國科會計畫也是寫原執行起迄時間嗎？
A：是的，請依合約、公文 原執行日期填報。如計畫總金額異動，請附上經費異動憑證(公
文或簽呈)，以說明經費刪減或增加部份。
欄位名稱

說明

專案類型

1.教育部-計畫型獎助案：
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計畫型獎助案

【範例】：
1.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2 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3.提昇學生外語能力專案計畫
4.選送教師國外進修學位專案計畫
5.技專校院國際化獎助專案計畫
6.補助技專校院國際合作與交流計畫

2. 政府-產學計畫：
（1）該計畫有業界參與且實際進行產業技術
(包含服務、經營模式創新等廣義的技術類
型)的研發工作。【範例 A】
（2）該計畫無業界參與，為學校提供政府機
關所須之技術或服務，該項技術或服務須有
專業知識隱含其中，並具有直接促進各類產
業發展之效應，為一般社會大眾無法提供之

【範例 A】：
1.教育部技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實
施計劃
2.教育部補助設置聯合技術發展中心計畫
3.國科會新產學合作計畫(先導型、開發
型、技術及知識應用型計畫）
4.國科會創新產學合作研發計畫、孕育學
研界創新產學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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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或服務。【範例 B】

5.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
6.農委會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範例 B】：
雲林縣古坑鄉公所委託○○學校○○
○老師執行【咖啡歩道設計】

3.政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

政府部門資助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
補助計畫：係指學校承接之學術研究計畫
經費由政府部門資助部分。
【範例】：
單 計畫名稱
位
獎助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激勵
方案計畫
教
獎助大專校院發展區域產學連結
育
績效計畫
部
產學合作優質學校獎勵
補助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4. 政府-委訓計畫：

【範例 A】：

政府委訓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類產業 政府機關支付經費，委請學校幫其訓練該
發展及委託單位之需要，受政府機關委 機關員工或其他特定人士。
託辦理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 【範例 B】：
實習或訓練等相關合作事項。
勞委會職訓局或各縣市政府委託學校承辦
（1） 委訓計畫取其委託訓練之意，其內容 之職訓計畫，若課程費用含有學員自行繳
須有教育、訓練的性質包含其中。
納者，該部分金額請勿認列。
（2）委訓計畫訓練對象不得為學校學生。
（3）須有委託單位，且委託單位不得為自己
學校，例如學校自行舉辦之各類訓練
計畫。
（4）委訓內容之合作辦理事項需與產業發展
有關。
（5）計畫執行經費僅認列委託單位資助部
分，若有學員自行繳費部分不予以認列。
5、政府-學術研究計畫：
請依照計畫來源(委託)單位，由下拉式選單
中選擇該計畫類型為『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或『2.其他政府部會學術研究計畫』（非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皆填寫於此欄位）。

【範例】：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專題研究計畫(包含國家型科技計畫、不含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2.其他政府部會學術研究計畫』：
例如農委會農業科技計畫(不含農業科技
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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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府-其他案件
政府其他案件係指不屬於「政府產學計畫」、
「政府委訓計畫」、「政府學術研究計畫」
的其他政府案件。

【範例】：
教育部顧問室所有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經濟部補助公民營機構設立中小企業創新
育成中心計畫、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就業
學程計畫、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7、企業產學計畫(含公營及私人企業)：

企業產學合作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類
產業發展，與企業合作辦理各類研究發展
及其應用，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
測檢驗、技術服務 諮詢顧問等。
1.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
之補助計畫：係指學校承接企業產學合
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之經費。
2.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係
指合作廠商事先投入進行產學合作計畫
所需的環境與設備建置經費等行為以因

8、企業‐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

應後期與學校合作相關研發事項，且該
合作研發事項符合產學合作定義範疇。
3.企業部門應上述目的於合作研究計畫中
所投入的捐贈金額，其計畫內容或相關
文件有載明該捐贈金額已規劃與運用於
產學或研發之用途，且可提具相關證明
文件者，即可採認。
9、企業委訓計畫(含公營及私人企業)

【範例說明】：



企業委訓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類產業
一般推廣教育課程費用中，學員自行
發展及委託單位之需要，受企業委託辦 繳納部分請勿列入委訓計畫資助經費；
「企
理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
業包班」之推廣教育課程，由企業與學校
或訓練等相關合作事項。
（1）委訓計畫取其委託訓練之意，其內容須 簽約並核撥學校全額執行經費用以訓練特
有教育、訓練的性質包含其中。
（2）委訓計畫訓練對象不得為學校學生。
（3）須有委託單位，且委託單位不得為自己

定人士者，則可列入計算。
【範例】：企業直接支付經費，委請幫其
訓練該公司員工或其他特定人士。

學校，例如學校自行舉辦之各類訓練計畫。
（4）委訓內容之合作辦理事項需與產業發展
有關。
（5）計畫執行經費僅認列委託單位資助部
分，若有學員自行繳費部分不予以認列。
10、企業其他案件(含公 營及私人企業)

企業其他案件係指不屬於「企業產學計
畫」、「企業委訓計畫」的其他企業資助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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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單位-產學計畫：
其他單位產學合作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
註：國中小學屬於其他單位機構，非政府機 各類產業發展，與其他單位合作辦理各類
構。
研究發展及其應用，包括專題研究、物質
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等。
12、其他單位-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 1.其他單位資助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
計畫
之補助計畫：係指學校承接其他單位產
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之經
費。
2.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係
指合作廠商事先投入進行產學合作計畫
所需的環境與設備建置經費等行為以因
應後期與學校合作相關研發事項，且該
合作研發事項符合產學合作定義範疇。
3.其他單位應上述目的於合作研究計畫中
所投入的捐贈金額，其計畫內容或相關
文件有載明該捐贈金額已規劃與運用於
產學或研發之用途，且可提具相關證明
文件者，即可採認。
13、其他單位-委訓計畫
（1）委訓計畫取其委託訓練之意，其內容須
有教育、訓練的性質包含其中。
（2）委訓計畫訓練對象不得為學校學生。
（3）須有委託單位，且委託單位不得為自己
學校，例如學校自行舉辦之各類訓練計
畫。
（4）委訓內容之合作辦理事項需與產業發展
有關。
（5）計畫執行經費僅認列委託單位資助部
分，若有學員自行繳費部分不予以認
列。
註：國中小學屬於其他單位機構，非政府機
構。

【範例說明】：
一般推廣教育課程費用中，學員自行
繳納部分者請勿列入委訓計畫資助經
費；推廣教育課程係由其他單位與學校簽
約並核撥學校全額執行經費用以訓練特
定人士者，則可列入計算。
【範例】：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直接
支付經費，委請幫其訓練該公司員工或其
他特定人士。

14、其他單位-其他案件
其他單位其他案件係指不屬於「其他單位
註：國中小學屬於其他單位機構，非政府機 產學計畫」、「其他單位委訓計畫」的其他
構。
單位其他案件。
15、校內補助案

校內補助案係指由學校補助經費之案件。

 【補充說明】
一、計畫須有正式簽約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例如：合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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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機關」
：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25 縣市政府)且包含總統府及行政院各部會
所屬科技機構部分。
例如：中研院、台中區農業改良場、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
國科會…等。
三、「企業」：包括公營及私人企業，其申請營業事業登記立案者。
四、「其他單位」：包括其他大專校院及其附設醫院和育成中心、法人機構、學會、專業
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利機構、國外機構等，例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各級醫療
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托兒所、幼稚園、補習班…等等。
五、學校教師與企業簽訂合約，合約內容為安排學生前往企業進行實習，此類實習合約
應歸屬「企業其他計畫」。
Q&A：
Q：教師以學校名義提送計畫，而合約上載名計畫經費及付款方式是直接匯入教師銀行
帳戶，請問是否可填入呢？
A：請依入學校帳戶為填報原則。
Q：請問有一合約簽約的廠商並未有任何營利事業登記證，僅成立工作室名稱叫 OOO 工
作室(OOO 不是那個人的名字是另設立)委託我們學校做計畫，請問一下可以填報嗎？
A：委託單位並無限制須領有營利事業登記證，依表冊說明，若其有申請營業事業登記立
案者，為企業；反之，則為其他單位。
Q：若學校承接教育部的案子，學校出資金額大於教育部出資金額，請問：專案類型要
填什麼?
A：若僅為教育部出資、學校出資者，則請認列為「教育部案件」。
Q：所謂"校內補助案"的定義、範圍及限制?
A：若該專案非屬於教育部計畫型獎助案、政府產學計畫、政府委訓、政府學術研究計畫、
政府其他、企業產學計畫、企業委訓、其他單位產學計畫、其他單位委訓、技術服務案
等 10 種之類型，且該案件之經費亦由學校補助者，即可填報為【校內補助案】
。
Q：如果由學校補助老師經費，以鼓勵教師從事研究計畫，此類是否可算是"校內補助案
"?倘若無合約書，但有校內公文之相關文件，是否可做為佐證資料。
A：若歸為【校內補助案】者，亦無合約之情況下，可暫以公文之相關文件做為佐證資料，
以俾利應用時能做為參考之依據。
欄位名稱

填寫說明

工作類別

請選擇 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
同一計畫案若為同校多位教師為「計畫主持人」共同執行者，請以一位主要承接計畫之
教師選填為「計畫主持人」，填列學校執行該計畫之總金額；其他執行教師請選填「共
同(協同)主持人」。
【範例】：
該計畫若為多個學校(主辦、夥伴學校)之教師共同執行者，並核定各校執行計畫之經費，
例如 A 校跟 B 校共同執行一專案，金額已切割且分別入學校帳戶，則 A 校及 B 校分別填
寫，二校各一位主要承接計畫之教師請選填為「計畫主持人」
，並填列學校執行該計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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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金額。
Q&A：
Q：學校有一產學合作案，合約中僅說明某老師為計畫主持人，而本案另有執行人，實
際上在本案角色也為共同主持人，只是未於合約特別載明，請問是否可認列為共同主持
人?
A：計畫主持人/共同計畫主持人之認列填報，請以合約上有載明之資料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