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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推廣教育之收支，以協助校
務之推動，依據國立中正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推廣教育收入，係指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與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
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三、辦理推廣教育之經費收支以自給自足並有賸餘為原則。推廣教育相關收入提撥一定比例
管理費用後，餘款由主要業務承辦單位作為執行推廣教育相關業務之用途。
四、推廣教育班之收費原則如下：
（一） 學分班：每一學分之學分費及雜費以不低於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收費。
（二） 非學分班：收費標準各班依性質自訂。
（三） 政府單位、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產學合作等委訓班
次，收費標準依雙方契約或委辦計畫規定收費。
五、推廣教育之管理費依下列規定比例提撥：
（一） 各學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位規劃者，每班每期應依全部收入提列百分之三十
為管理費，並依學校百分之四十、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百分之二十、
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位百分之四十之比例分配。
（二） 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規劃辦理者，每班每期應依全部收入提列百分之
三十為管理費，並依學校百分之四十、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百分之四
十、院系或其他校內單位百分之二十之比例分配。
（三） 各界委託辦理者，如為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位規劃辦理之班次，管理費依
第一款辦理；如係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規劃辦理之班次依本條第二款
辦理。如委託機關另有規定其管理費上限，得從其規定。但應符合本校產學合
作計畫實施要點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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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質特殊者或為配合政府、本校政策規劃辦理者，每班每期應依全部收入提列
百分之三十為管理費，並依學校百分之六十、主辦單位百分之四十之比例分
配，或會簽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呈請校長決定之。
（五） 依本校辦理推廣教育隨班附讀暨付費旁聽作業要點辦理之推廣教育班次，學分
費收入百分之三十作為管理費，並依學校百分之四十、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
習中心百分之二十、院系所或相關教學單位百分之四十之比例分配。
（六） 各類推廣教育班收支應依本校相關會計規定辦理，院方與系所管理費分配比例
由各學院自行決定。
六、推廣教育收入支應項目及使用規範如下：
（一） 開班人事費：
1. 課程規劃費：視招生狀況編列，最高以不超過參萬元為原則。
2. 開班鐘點費：鐘點費或教師授課補助等之支給標準，依本校推廣教育班次鐘
點費支給準則（附錄一）及本校辦理推廣教育隨班附讀暨付費旁聽作業要點
辦理。
3. 執行長/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1) 學分專班計畫主持人（班主任/副班主任）自行招生成班之人事費每計
畫每月總金額以二萬元為上限。
(2) 非學分班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班主任/副班主任）之人事費每計畫
以開班總收入百分之十為上限或每月總金額二萬元為上限；由計畫主持
人擇一辦理；若因業務推廣必要，敦聘非本校專任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
者，其權利與義務須簽請校長核准後再行聘任。
(3) 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得設執行長，協助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之業務推廣，待
遇比照主持人支應。
4. 專題演講費：依本校專題演講費支給要點辦理。
5. 主持費、出席費：每人每場次以不超過二千五百元為原則。
6. 兼任助理、臨時工資、工讀金：兼任助理人員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兼任助理
費用支給參考表辦理；臨時工資及工讀金計酬標準不得低於現行勞動基準法
所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
7. 專任助理：依本校專案計畫工作人員支給薪資標準表或國立中正大學產學合
作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準則辦理。
8. 工作酬勞：兼辦推廣教育業務人員工作酬勞，依公立大專校院人員兼任
（辦）進修學校、夜間部或推廣教育業務工作費支給表標準支給，以每計畫
開班總收入百分之十為上限；前述人員專案簽核並實際於夜間或假日兼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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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育業務，同一期間以支領一個開班計畫兼辦工作酬勞為限;開班計畫準備
期間，得核支加班費，但不得同時支領兼辦工作酬勞。
9. 加班費：視經費狀況，依國立中正大學員工加班（費）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
辦理。
（二）

其他與推動推廣教育有關之項目：
1. 開辦推廣教育課程業務費及國外及大陸地區差旅費。
2. 建置規劃單位之設備費及實驗等相關費用。
3. 對外合作班次開辦費用。
4. 教學相關圖書設備之經費。

上述開班經費收支預算編列後，須會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核定。
七、推廣教育收入除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第三點規定支出外，另得支用於下
列事項：
（一） 工作獎酬：行政人員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有績效者，績效獎金核發規定另訂之。
（二） 推廣教育營運及業務所需費用，含水電維護、保全、系統建置、推廣行銷、促
販物（廣宣贈品）等。
（三） 其他雜支：印刷、裝訂、影印、文具、郵電費、紙費、參訪、實習、交流、餐
費、活動費等。
八、推廣教育經費之年度內結餘款，得結存下年度繼續支用。
九、本要點之訂定如有未盡事宜，得比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如有特殊情況，得以專案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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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立中正大學推廣教育班次鐘點費支給準則
第一條 本準則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本校推廣教育收入收
支管理要點第六點訂定。
第二條 各推廣教育班次(含學分班、非學分)鐘點費：
一、 校內教師：以不低於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之鐘點標準給
付：
標準

大學部（含暑修班）、研究所
日間標準

夜間標準

假日

職稱

每小時

每小時

每小時

教授

955

995

1030

副教授

820

850

910

助理教授

760

800

865

講師

695

740

815

二、 校外教師：具教育部教師證、技能檢定證照者及具有專業課程授課三年以上
比照講師級標準給付鐘點。
三、 為利推廣課程開班，必要時得與授課教師協議鐘點費，專案簽核辦理。
第三條 鐘點費及管理費增列比例：
一、 非學分班及學士、碩士學分班（管理費百分比基準為百分之三十）
學生數

鐘點倍數

增列管理費百分比

15 人（含）以上

1.5

5%

30 人（含）以上

2

7.5%

40 人（含）以上

2.5

10%

50 人（含）以上

3

12.5%

二、EMBA 碩士學分班（管理費百分比基準為百分之三十）
學生數

鐘點倍數

管理費百分比

15 人（含）以上

3

40%

第四條 委辦課程鐘點費：依雙方契約或委辦計畫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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