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10年工作說明手冊



計畫架構與管考規定



本校高教深耕
計畫架構

教育部訂目標

本校自訂策略

校務發展願景

http://hespo.tnua.edu.tw/nss/p/Architecture


本校高教深耕
計畫執行團隊
(110年-111年)

http://hespo.tnua.edu.tw/nss/s/main/p/carriedteam


教育部深耕計畫考評機制



110年計畫執行重要調整



110年深耕工作行事曆



計畫分工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業務職掌
姓名 職稱 業務職掌 聯絡方式

林劭仁 教務長 監督指導總體計畫執行 分機：1201
信箱：srlin@academic.tnua.edu.tw

陳俊文 教學與學習中心
主任

統籌計畫辦公室執行項目 分機：1241
信箱：junbun@ahe.tnua.edu.tw

黃國倫 研究助理 校務研究資料分析
協助計畫辦公室執行

分機：1242
信箱：kulun@tnua.edu.tw

黃楚雯 專任助理 主冊經費與人事管理
績效指標管理與填報

分機：1263
信箱：mushcw@gmcc.tnua.edu.tw

陳季萱 專任助理 主冊計畫書與成果彙整
高教深耕網站管理

分機：1264
信箱：chihsuan@gmcc.tnua.edu.tw 

工讀生 協助網站管理、成果彙整
及其他交辦事項

分機：1265
信箱：hespo.tnua@gmail.com

mailto:srlin@academic.tnua.edu.tw
mailto:junbun@ahe.tnua.edu.tw
mailto:kulun@tnua.edu.tw
mailto:mushcw@gmcc.tnua.edu.tw
mailto:chihsuan@gmcc.tnua.edu.tw
mailto:hespo.tnua@gmail.com


各計畫職責
項目 內容 注意事項

計畫書規劃與執行 年度計畫與經費規劃

計畫內部聯繫與管理

計畫執行與問題解決

➔4月20日提報計畫書與經費表

➔請落實1計畫1管理人制度

➔若有執行問題，請隨時與專辦聯繫

配合教育部管考作業 網站成果、績效填報

校內分享會、成果展

教育部實地訪查

➔110年11月舉辦分享會

➔111年3月舉辦歷年成果展

➔教育部預計111年實地訪查

計畫執行成果提報 隨時維護計畫網站

各年度成果彙整

➔網頁由各計畫自行管理

➔成果報告書請於11月30日準時繳交

➔請於111年1月6日前完成110年執行

成果貼文補增

計畫經費執行與核銷 經費核銷、執行率追蹤

辦理換帳、經費變更

➔110年起不開放展延，請儘早支用

➔111年1月計畫請以111年經費執行



高教深耕計畫附屬計畫
計畫名稱 職掌 姓名 聯絡方式

附錄一：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
進社會流動」

計畫主持人 陳愷璜 校長

聯絡人 研發處 盧佳培 專員
教務處 CTL 黃國倫 研究助理

分機：1402

分機：1242

承辦人 教務處 招生組 陳建宇 專員
學務處 課指組 曾常豪 輔導員

分機：1255

分機：1322

附錄二：提升高教公共性
「透過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輔導原住民學生成效」

計畫主持人 林于竝 學務長 分機：1301

承辦人 原資中心 李維琳 專任助理 分機：1327

USR Hub 學校推動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基地 (主冊附表6)

計畫主持人 藝術社會實踐中心 王寶萱 主任 分機：2801

聯絡人 藝術社會實踐中心 姚郁紋 專任助理 分機：2807

附冊USR計畫「Hi-Five Plus: 

從北投平埔族群到屏東原住民
的國際藝術對話」

計畫主持人 IMCCI 張懿文 執行長 分機：3137

聯絡人 IMCCI 林映雯 專任助理 分機：5440



校內常用聯繫窗口

經費審核 人事聘任 設備採購 勞健保

主計室 #1713
王宏根專任助理
● 帳目開立
● 經費審核
● 請購系統問題
● 管考平臺經費

執行率填報

人事室 #1604
李維婷專員
● 人員聘任
● 獎助生團保

人事室 #1606
程繼賢專員
● 差假管理
● 公務出國申請

保管組 #1558
賴玉璇組員
● 設備審核
● 財產管理系統

事務組 #1523
葉瑞美事務員
● 政府採購網業

務

事務組
楊青樺事務員#1525
● 專任人員

勞健保業務

張耘(8月前)   #1522 
衛柏穎專員 #1530
● 部分工時人員

勞健保業務



計畫與成果填報說明



110年各計畫成果提報工作期程

繳交成果報告書

各計畫
❖ 成果報告書
❖ 辦學活動調查表
❖ 配合款明細

成果分享會 (詳情日後公告)

❖ 110年成果交流
❖ 1部歷年成果影片

11

月
12

月

完成網站貼文11月

各計畫
❖ 每項具體措施需對應

1篇執行成果貼文
❖ 建請搭配高畫質相片
❖ 連結相關新聞報導

業務費核配超過45萬元之
計畫需提亮點特色2篇（學院

基本款、教務處、學務處、國際處、
博班實驗室、USR Hub、科藝跨域
實驗、MIT學程、關渡藝術節）

1

月

計畫開始執行

各計畫
❖ 隨時上傳計畫

執行成果貼文

5

月

修正計畫書

視需求
❖ 配合回應審查意見
❖ 計畫與經費變更

4

月

各計畫繳交經費預算表與計畫書

3/31
❖ 經費預算表word檔

4/20
❖ 定稿經費預算表與計畫書

word檔、核章後pdf檔

3

月



歷年成果影片製作
目的：配合教育部111年實地訪查，校務資訊公開政策。

影片建議內容：

1. 歷年執行成果，可納入曾以校級計畫推動之項目。

2. 配合教育部四大面向(教學創新、發展特色、高教公共性、社會責任)。

3. 呈現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實踐之執行成果。

檔案規格：1部短片 (5分鐘)、1080p Full HD、mp4

繳交期限與方式：

1. 即日起至110/11/8為止，上傳至專辦NAS。

2. 各計畫至少1部，歡迎額外投件。

經費：由深耕專辦補助各計畫1~3萬元(業務費)製作影片，請於11月30日前核銷完畢。



109年成果分享會-精彩回顧

http://hespo.tnua.edu.tw/nss/main/freeze/5abf2d62aa93092cee58ceb4/4lSOQ3Y8160/603752fd2a5add0635bfa9d8?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年度計畫書與經費編列
一、繳交期限

1. 3/31 (三)下午5時前繳交經費預算表 word檔

2. 4/20 (二)下午5時前繳交計畫書、經費表定稿word檔、pdf檔

3. 請核章後掃描，以email寄至專辦信箱：tnua.hespo@tnua.edu.tw

二、注意事項

1. 教育部可能提早於3月核定，敬請先行完成經費比例規劃。

2. 分項計畫：請對應教育部深耕四大面向，經費表須配合分項計畫編列。

3. 具體措施：每項具體措施，未來須對應1則網路成果貼文。

4. 執行期程：請以「年度」（110年1~12月）進行規劃。

5. 經費編列：經常門自行編列比例(人事費不超過40%)、至少10%配合款。不建議編列國外旅費。

三、格式下載：請至北藝大深耕計畫網站下載。

110年
計畫書

經費
預算表

mailto:tnua.hespo@tnua.edu.tw
http://hespo.tnua.edu.tw/nss/main/freeze/5a9759adef37531ea27bf1b0/OXRoUHY1616/6051b9e92a5add0635bfabbf?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GWWjL_JBAc9o3A1sNSsPXltToNFJsq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MlET901GYD5m80eSno-bWzCVMkqtcwe/view?usp=sharing


成果報告撰寫重點

1. 敘述學習者及受惠者角度的

學習成效與意見回饋。

2. 訪談參與者，留下文字與音

像紀錄。

3. 網站照片、影音以過程紀錄

為主，減少大拜拜式合照。

請參考教育部說明及範例

http://hespo.tnua.edu.tw/uploads/15701725012658e4DzYBv.pdf


年度成果報告書
一、繳交期限

110年11月30日繳交

成果報告書與111年計畫word檔、pdf檔(完成核章後掃描)，

請寄至專辦信箱：tnua.hespo@tnua.edu.tw

二、注意事項

1. 辦學活動調查表：10/29發布全校調查，作為各項具體措施辦理成果佐證資料。填

報格式可先參考109辦學活動調查表。

2. 深耕計畫自籌款明細：11/30繳交。配合執行深耕計畫之其他財源(含其他計畫、校

外機關、校務基金等)經費明細，以電子檔回寄。

3. 另個別通知配合填報績效指標、活動清單等。

附件2.

109活動
調查表
(參考)

附件3.

110年
配合款
明細

mailto:tnua.hespo@tnua.edu.t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8jMQuq00tilm1R0fSZ_CCKqhpRa53cF2PI_qH3GOmqg/edit#gid=181649658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3iL4DCr7GYUxFh3hsqaCnen8U9UQx2tHzlwEjH1sq4/edit?usp=sharing


行政政策配合事項調查
● 調查緣由：

1. 教育部深耕成果報告「第五面向」包含12項政策與26項議題，涉及全校辦學成果。

2. 重要政策包括：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之推廣運用、全
英語授課、程式設計、建置學術倫理自律機制、教師多元升等…。

3. 擇定推動議題：勞動權益教育、法學教育/人權教育、公民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環境
及永續教育、智財權保護等…。

● 調查方式：

1. 預計於10月發布公函，以email請相關單位填報110年辦理情形。

2. 若有需求可於10月中向深耕專辦申請工讀金補助。

● 繳交期限：110年11月30日 下午5時前。



網站介紹-上傳活動宣傳文

http://hespo.tnua.edu.tw/nss/s/main/p/events


網站介紹-上傳執行成果貼文

http://hespo.tnua.edu.tw/nss/p/schools


網站介紹-計畫人員專區

http://hespo.tnua.edu.tw/nss/s/main/p/index


常見問題



問題１

因計畫需求，
想要多一些業務費、人事費，

怎麼辦？



問題１-解答
解答：

1. 110年度開放經常門(人事費、業務費)自行編列比例，人事費以不超過計畫總額40%為原

則。設備費比例不可更動。

2. 教育部核定並全額開帳後，若有變更需求請上簽進行換帳。至遲於10/29前辦理完畢。

說明：

1. 可用深耕成果申請教育部（或其他機關）補助，或以學校經費配合支用。

2. 計畫人事、業務、設備費比例報部後不得流用，僅能校內互相授權使用，或簽辦換帳。

3. 換帳程序(約需1個月)：自行尋找換帳單位⇢以簽文辦理⇢會辦換帳單位、專辦、主計室⇢決行

後回閱專辦、主計室⇢調整帳目。



問題２

餘額用不完，
可以保留到明年嗎？



問題２-解答
解答：

1. 設備費於10/29未請購者由學校收回。

2. 人事費與業務費餘額，於12月關帳時由學校收回。

說明：

1. 7/1執行率應達50%、10/29應達75%，12/31應達100%。

2. 確定不使用經費，請儘早以簽呈辦理歸還或換帳。

3. 年度執行率未達80%教育部將酌減下年度經費。



問題３

學校通知我
人員薪資有問題，

但計畫錢用完/關帳了! 怎麼辦？



問題３-解答
解答：

1. 請先釐清問題原因，是投保時身分填錯？計畫代碼變更？經費餘額不足？系統

誤扣？人員校內多項兼職？跨年度保費費率調整？→建議先洽事務組。

2. 儘快向專辦回報。研擬處理辦法、由何種財源支應/調整。

說明：

1. 若屬學校流程問題，擬先由計畫餘款支應，若無餘款需請單位自籌支應。

2. 請隨時檢視系統發薪狀況、人員是否有被通知溢繳、溢領等。



問題４

為什麼網站無法刊登貼文？
2個月後文章還消失了？



問題４-解答
解答：

1. 網站權限設定為計畫成員【可創文、編輯、儲存、下架自己的文章】

計畫主持人、計畫管理人【可創文、編輯、儲存、下架、發布所有文章】

2. 貼文時，請務必勾選【不下架】才能永久顯示於平台。



請善用深耕網站FAQ專區

http://hespo.tnua.edu.tw/nss/p/faq

需登入，QA不定時更新。

http://hespo.tnua.edu.tw/nss/p/faq


常用連結



深耕計畫經費規定

1.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修正規定 (109.2.5)

2.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110.1.12)

3.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107.12.18)

其他規定請見
計畫網站連結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53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53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53
https://depart.moe.edu.tw/ED4400/News_Content.aspx?n=DE655E1074A7B2B7&sms=855C223482EE983B&s=C5F21B604492F46A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0752#lawmenu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53
https://sprout.moe.edu.tw/Sproutweb
http://hespo.tnua.edu.tw/


人事聘任規定

請於開帳完畢後，登入「進用人員系統」由主持人授權使用

➔ http://203.71.172.193:8888/

計畫專、兼任人力聘任規定（薪資以人事費報支者）

➔ 本校接受委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管理辦法

學生兼任助理、工讀生聘任規定

➔ 本校聘僱兼任人員應注意事項

➔ 外籍生、僑生除寒暑假外，每週工作不得超過20小時

人事室網頁

其他規定請見

http://203.71.172.193:8888/
https://personnel.tnua.edu.tw/upload/files/eUUMDspesHOzk(1).pdf
https://personnel.tnua.edu.tw/upload/files/1071116-1(1).pdf
https://personnel.tnua.edu.tw/tw/main/law.php#3


學術活動辦理相關法規

1. 疫情期間各項活動辦理原則，請於 下載。

2. 人事室出入國申請專區。

3. 公務出國報告 (研發處網頁)，凡公務出國請務必提交。

4. 會計常用表單 (主計室網頁)。

本校防疫專區

https://personnel.tnua.edu.tw/tw/main/immigration.php
https://rd.tnua.edu.tw/download/aboardreport/jOyCVfcARz
https://account.tnua.edu.tw/accounting/main/download.php
https://w3.tnua.edu.tw/containment/


謝謝您的閱覽！

http://hespo.tnua.edu.tw/

本說明手冊可於深耕網站「計畫人員」專區下載

歡迎多加利用

http://hespo.tnua.edu.tw/nss/p/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