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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部技專校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計畫 

跨校工作會議紀錄 
 

會 議 時 間 ： 108 年 1 月 10 日（四）17:00-18:00 
會 議 地 點 ： T0101 大會議室 
主    席 ：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蕭百芳副教授 

出  席  者 ： 

南榮科技大學生活應用學院代理院長劉淑玲副教授兼休閒運

動管理系系主任、南榮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沈雅琦副教

授、南榮科技大學應用日文系陳美惠助理教授、南榮科技大

學營建與空間設計系邱瀅儒講師、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王慶安教授兼主任秘書、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蕭百

芳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蔡蕙如副教授、南臺

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薛清江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陳雯宜助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方子毓

助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顏慧助理教授兼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專案管理組組長、南臺科技大學工業

管理與資訊系丁介人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與資訊

系曾碧卿助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陳姿汝助

理教授。 
記    錄 ： 蕭百芳副教授  
  

壹、業務報告 

一、有關 108 年度 USR 的經費，依 107 年 11 月 19 日執行成效評核

作業說明會，多數計畫將會依照 107 年度的經費分期發放，一月

將先撥 40%的經費。因此目前先假設 108 年本計畫同 107 年度獲

得教育部 510 萬、校配款有 51 萬元的補助，作 108 年度的經費

規劃。 
    107 年度本計畫的教育部 510 萬、校配款 51 萬元的補助經費使

用情況如下： 
     
107 年度經費項目 金額 說 明 

人事費 1,537,232 1. 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不支領人事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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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任、兼任助理含勞健保、勞退金、
年終獎金、年終獎金補充保費等依本
校各項保險費分擔金額表編列，薪資
則依據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專任助理人
員工作酬金表編列。 

3. 聘任碩士 1級專任助理月薪 37,130
元，1人、學士 1級專任助理月薪
32,470元，2人、兼任助理月薪 5,000
元，10人，如未依該上述學歷規定聘
用之人員所致賸餘經費不得流用，需
全部繳回。 

4. 各級助理起聘與支薪月數，碩士級專
任助理 5-12月、學士極專任助理 7-12
月、兼任助理 4-12月。 

業務費 3,562,768 

1.海安路神農街口邀請原牆面藝術家廖小

樹老師，與同學共同創作牆面，因此滾存

200,000 元 
2.107 年度業務費使用了 3,362,768 元 

校配款 510,000 

1.8 台筆電 
2.3 台數位傻瓜相機 
3.2 台 dv 與周邊配備 
4.1 台單眼相機與周邊配備 
5.1 台彩色雷射印表機 
6.1 台高階掃描器 

     

    108年度因人事費由1,537,232元，調升至2,497,706元 (見說明)，
增加了 960,474 元，相對的業務費將會短缺，因此校配款只預留 5 萬

元的設備經費，其餘 46 萬全數回歸業務費，因此 108 年度的經費粗

估如下： 
108 年度經費項目 金額 說 明 

人事費 2,497,706 

薪資 
1. 學士級薪資： 

32,470 元×7 個月×2 人=454,580 元 
33,210 元×5 個月×2 人=332,100 元 

2. 學士級年終獎金： 
33,210 元×1.5 個月×2 人=99,630 元 

3. 碩士級薪資： 
37,130 元×9 個月×1 人=334,170 元 
37,990 元×3 個月×1 人=113,970 元 

4. 碩士級年終獎金： 

37,990 元×1.5 個月×1 人=56,985 元 

5.兼任助理薪資：5,000×12 月×10 人=600,000 

勞保、健保、勞退 
1. 專任助理： 

(1) 學士級每月勞工保險 2,597 元、全民健保
1,509 元、勞退準備金 1,998 元， 
6,104 元×12 個月×2 人=146,4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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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碩士級每月勞工保險 2,979 元、全民健保
1,731 元、勞退準備金 2,292 元， 
7,002 元×12 個月×1 人=84,024 元 

2. 兼任助理： 
每月勞工保險 866 元、全民健保 1,047 元、勞退
準備金 360 元， 
2,273 元×12 個月×10 人=272,760 元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學士級與碩士級專任助理年終獎金 

156,615 元×1.91%補充保費=2,991 元 
業務費 3,062,294  
校配款 50,000 1.1 台桌機  

綜上所示，主秘建議將去年各區的額度先打 9 折，若教育部補助款不

足 510 萬，再同比例打折。因此，在經費還没完全下來之前，各場域

先匡 36 萬的 40%，即 14.4 萬，給大家。橋南社區那邊等比例調成 9
萬，可先動用的則是 3.6 萬元。 
二、針對 108-1 的月津，如何因應。 
    因 108-1 南榮科大決定停止辦學，因此本計畫的因應措施將採取

聘任南榮夥伴學校的本計畫成員，為兼任教師於本校開設計畫所需的

相關課程，並帶領本校學生進入月津場域，為在地創生。其他各區

108-1 對於月津的支援與經營原則上保留，不作更動。 
    關於國發會將 109 年定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因此鼓勵大學社會

責任計畫加入行列。本校已將月津區納入地方創生年的主要場域，希

望藉助該計畫的經費挹注，能落實橋南老街場域的蹲點構想，引入在

地創業的方案，逐步的實踐找回橋南老街往昔風華的目標。 

貳、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於 108 年度的計畫經費編列 
說明： 

 一、108 年度的業務費粗估有 3,062,294 元，其中 
(一)需專聘一位八小時全職工讀生於通識中心處理與計畫相關

事項，年薪約 27 萬； 
(二)108 年底計畫的成果展暨成果發表會經費需 30 萬(比照 107

年) ； 
(三)預留九月參加總計畫於高雄舉辦博覽會的花費 20 萬； 
(四)預留 108-1 夥伴學校停止辦學，改由本計畫成員帶領本校三

班學生深耕月津的費用粗估 20 萬， 
扣除以上四項經費，業務費只剩 2,062,2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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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業務報告一所述，每區先以 36 萬作年度計畫經費編列。 
   三、108 年度月津為本計畫重心，各區必需支援月津場域的創生，  
      故 108 年的 KPI 請依原計畫所列項目執行。 
決 議： 
    一、經費編列表連同 108 年的查核點 KPI 繳交 
    二、繳交時間為 1/18 星期五 
    三、查核點如計畫書以六、九、十一、十二月為查核點。 
    四、本年度為計畫的最末年，因此所有績效儘量於 11 月完成。  
    

案由二：有關各區之網頁 KPI 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計畫進入 108 年的第二年時程，但是計畫網頁的首頁最新

消息有些區域還停留在 107 年。 
二、 請各區檢視計畫網頁的活動、紀錄等資料，請將 107 年所

有資料補齊。 
決 議： 
    一、首頁的各區最新消息，請更換至 108 年的最新活動。 
    二、各區的子網頁請儘速補齊 107 年的所有資料。 
    三、總計畫的成果展海報部份，請挪出一區總計畫空間，並將        

107.12.14 的成果展置入精華，改成線上永久展。 
 
案由三：有關各區缺乏互動以及第一期的計畫委員訪視事宜，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計畫的四個區域於 107 年的狀況是各自為政，缺乏聯繫。

輔導委員經常參與本計畫的各區活動，也應該感覺到本計

畫的缺點。 
二、 1/20 神農街區的豬年花燈展舉辦開幕，本計畫希望透過此

活動邀請訪視委員作訪視。 
三、 希望各區的成員都能參與此次活動，以展現計畫成員的團

結與相互間的交流連繫與扶持。 
 
決 議： 

    一、請各區互相支援，多多參與其他區域的活動，活動資訊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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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網頁公告外，也請多於 Line 群組公告周知。 
    二、1/20 神農街區的豬年花燈展開幕活動，除有要事外，餘全員 
        參與。 

三、關於總計畫委員的訪視，雖力邀參與神農街區活動，但是委

員們可能會不按牌理出牌，請各區都要預作準備，萬一點名

要訪視那一區，都能即時作出回應。 
 
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