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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暨獎勵辦法 修訂對照表 

本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年4月14日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上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4月15日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說明  

 

第

三

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專案計畫：係指本校各單位

運用現有師資、人力與儀器設備

等資源，接受政府機關、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委

託辦理之各種計畫。  

二、諮詢顧問計畫：係指本校教

師及研究人員提供政府機關、事

業機構及其他法人機構等單位

整體營運改善及諮商服務之計

畫。  

三、人才培育計畫：係指與政府

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

術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各類教

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

認證或訓練等計畫。  

四、研討會：係指政府機關、事

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

構委託舉辦之各種研討會。  

五、計畫執行經費：係指計畫總

經費扣除總管理費。  

六、總管理費提列比例：係指總

管理費除以計畫執行經費。  

七、校級中心、院級中心：係依

照本校教學、研究、服務中心設

立辦法之第五條成立之校院級

中心。  

八、專案中心：係依照本校研發

處專案計畫中心設置管理要點

設立之中心。  

第

三

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專案計畫：係指本校各單

位運用現有師資、人力與儀器

設備等資源，接受政府機關、

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

究機構委託辦理之各種計畫。  

二、諮詢顧問計畫：係指本校

教師及研究人員  提供政府機

關、事業機構及其他法人機構

等單位整體營運改善及諮商服

務之計畫。  

三、人才培育計畫：係指與政

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

及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各類

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

習、認證或訓練等計畫。  

四、研討會：係指政府機關、

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

究機構委託舉辦之各種研討

會。  

五、計畫執行經費：係指計畫

總經費扣除總管理費。  

六、總管理費提列比例：係指

總管理費除以計畫執行經費。  

七、校級中心：係依照本校各

級教學、研究、服務中心設立

辦法之第五條成立之校級研究  

中心。  

1.增列院

級中心、

專案中心

之名詞定

義。 

 

 

 

 

 

 

 

 

 

 

 

 

  

第

七

條  

主持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獎勵： 

一、凡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依本辦法第十條

辦理結案後，應給予獎勵，退休

第

七

條  

主持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獎

勵：  

一、凡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執

行產學合作計畫依本辦法第十

1.新增專

案 中 心

可 獲 獎

勵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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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適用。但具下列情形之一計

畫不適用：  

（一）教育部及科技部非產學之

計畫。  

其獎勵另依本校「專任教師學術

研究獎勵辦法」辦理。  

（二）非本校簽約。  

（三）學校已編列配合款。  

（四）獎勵作業期間主持人非本

辦法適用對象，或適用對象之間

身份轉換但聘期未連續者。  

上述各項計畫如有特殊狀況，主

持人得以個案方式簽請，經校長

核定後給予獎勵。  

 

 

二、數人共同主持之整合型產學

合作計畫，該計畫總主持人須決

定教師及研究人員管理費分配

比例及名單，分配予該產學合作

計畫之各共同主持人。  

 

三、獎勵金發放作業  

每年 12月由研究發展處統計發

放前一年2月1日至當年1月31日

為止已結案計畫之獎勵金（含之

前未獎勵計畫）。  

四、提撥至學校之總管理費將依

下列方式分級辦理分配，各單

位、教師及研究人員之產學合作

計畫管理費獎勵金，分配原則如

下：  
總管理

費提列

比例  

學校分配比例  院系

所、教師

及研究

人員分

配比例  

3%(含 )

以下  

研發專戶 8% 

學校統籌運用 70% 

院 0% 

系 7% 

教師及

研究人

條辦理結案後，應給予獎勵，

退休後仍適用。但具下列情形

之一計畫不適用：  

（一）教育部及科技部非產學

之計畫。  

其獎勵另依本校「專任教師學

術研究獎勵辦法」辦理。  

（二）非本校簽約。  

（三）學校已編列配合款。  

（四）獎勵作業期間主持人非

本辦法適用對象，或適用對象

之間身份轉換但聘期未連續

者。  

上述各項計畫如有特殊狀況，

主持人得以個案方式簽請，經

校長核定後給予獎勵。  

二、數人共同主持之整合型產

學合作計畫，該計畫總主持人

須決定教師及研究人員管理費

分配比例及名單，分配予該產

學合作計畫之各共同主持人。  

三、獎勵金發放作業  

每年12月由研究發展處統計發

放前一年 2月 1日至當年 1月 31

日為止已結案計畫之獎勵金

（含之前未獎勵計畫）。  

四、提撥至學校之總管理費將

依下列方式分級辦理分配，各

單位、教師及研究人員之產學

合作計畫管理費獎勵金，分配

原則如下：  

 
總管理

費提列

比例  

學校分配比例  院系

所、教師

及研究

人員分

配比例  

3%(含 )

以下  

研發專戶 8% 

學校統籌運用 70% 

院 0% 

系 7% 

教師及

研究人

配 原 則

同 校 級

中心，獲

【 學 院

與 系 所

加 總 之

比例】獎

勵金。  

2.新增非

屬 系 所

（ 通 識

中心、體

育室）獎

勵 金 分

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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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15% 

3%以

上，15%

以下  

研發專戶 7% 

學校統籌運用 59% 

院 4% 

系 11% 

教師及

研究人

員 19% 

15%(含 )

以上  

研發專戶 6% 

學校統籌運用 48% 

院 8% 

系 15% 

教師及

研究人

員 23% 

（一）若為校級中心、專案中心承

接計畫，中心將獲【學院與系所加

總之比例】獎勵金。 

（二）若為院級中心承接計畫，院

級中心將獲【系所之比例】獎勵金，

所屬院則獲【學院之比例】獎勵金。 

（三）非屬系所承接計畫，通識中

心獲【系所之比例】獎勵金、教務

處獲【學院之比例】獎勵金；體育

室獲【學院之比例】獎勵金。 

（四）分配單位比例，依教師及

研究人員申請獎勵時身份予以

分配至所屬院系所、中心。  

五、前述各單位、教師及研究人員、

研發專戶所分配到之產學合作計畫

管理費獎勵金將由會計室依計畫合

約書（含經費支用預算表）、核閱

後公文（含會辦意見）、辦理分配、

撥款。分配至單位之獎勵金，將核

撥至該單位發展基金統籌運用，分

配予研發專戶則撥入本校研發成果

專帳專戶，作為推廣全校產學合

作、研發成果申請維護及技轉授權

等用途。 

六、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獎勵金

所需之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中

編列。  

員 15% 

3%以

上，15%

以下  

研發專戶 7% 

學校統籌運用 59% 

院 4% 

系 11% 

教師及

研究人

員 19% 

15%(含 )

以上  

研發專戶 6% 

學校統籌運用 48% 

院 8% 

系 15% 

教師及

研究人

員 23% 

（一）若為校級中心承接計畫，校

級中心將獲【學院與系所加總之比

例】獎勵金。 

（二）若為院級中心承接計畫，院

級中心將獲【系所之比例】獎勵

金，所屬院則獲【學院之比例】獎

勵金。 

 

 

 

（三）分配單位比例，依教師

及研究人員申請獎勵時身份予

以分配至所屬院系所、中心。  

五、前述各單位、教師及研究人

員、研發專戶所分配到之產學合作

計畫管理費獎勵金將由會計室依

計畫合約書（含經費支用預算

表）、核閱後公文（含會辦意見）、

辦理分配、撥款。分配至單位之獎

勵金，將核撥至該單位發展基金統

籌運用，分配予研發專戶則撥入本

校研發成果專帳專戶，作為推廣全

校產學合作、研發成果申請維護及

技轉授權等用途。 

六、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獎勵

金所需之經費，由本校年度預

算中編列。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