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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20 屆第 5次會議 

摘  要 
 

時間：民國 110年 10 月 2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振忠 

出席：劉振忠 洪山川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文 劉志明  林恒毅 

 馬漢光 鄒國英 張日亮 羅麥瑞  柏殿宏 葉紫華  楊百川 

 詹德隆 吳韻樂 陳建仁  林思伶 

請假：鍾安住 

辭職：李若望  周守仁 

列席： 

董 事 會：吳  習  邱淑芬 

輔仁大學：江漢聲  袁正泰  聶達安  張懿云  謝邦昌 

吳文彬  王水深  魏中仁 

輔大聖心高中：孔令堅 

記錄：邱百俐  黃蘭麗 

 

一、重大事項報告： 

董事會 

事項：本法人周守仁董事及李若望董事請辭報告案。 

說明：本法人周守仁董事及李若望董事因個人生涯規劃，分別

自 110年 10月 1日及 110年 10月 5日起請辭董事乙職。 

二、提案討論： 

附設醫院 

案由 1：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09 學年度決算案(含管理

報表與資產負債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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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辭職董事 2 人，請假董事 1 人，晚到董事 1 人，經出

席董事 17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7人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輔大附設醫院 109學年度醫務收入及捐款數在疫情

考驗下持續成長表現亮麗，然需注意醫務支出及收

入之控制，控管各項成本。 

一、人事聘任應以董事會決議通過之人事成本佔醫

務收入淨額 45%為目標加強管控。 

二、附設醫院提報將可望於本（110）學年度達損

益平衡，並以區域醫院為目標，持續穩健營運

發展。 

三、在成本控管下，除藥材與衛材應維持合理佔比

外，原則上不得再行增加資產租賃。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09 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

產清冊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 人，請假董事 1 人，晚到董事 1 人，經出

席董事 17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7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辦法」修正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晚到董事 1人，經出

席董事 17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7人同意修正通

過，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10～16，修正後全條文詳頁

17～23。 

案由 4：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員會及執行小組

設置辦法」修正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晚到董事 1人，經出

席董事 17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7人同意修正通

過，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24～26，修正後全條文詳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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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本校 109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本校 109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文德文舍學苑整建改善經費案 。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18 人同意申請教育部補助案，並由

學校提列 2億 3,500萬元做為文德文舍學苑整建經費。 

附帶決議： 

一、會中所提部分修正構想，先行與「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學生宿舍提升宣導團隊」溝通修正後，再

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二、倘本案未獲教育部補助，宿舍整建改善計劃及其

經費應再行提案送董事會審議。 

三、宿舍新建或整建改善計劃，如有重大異動，應向

董事會報告。 

四、為校務長遠發展，請學校及早研議現金調度評估

報告。 

案由 4：提請審議 110學年度「教職員員額編制表」調整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5：提請審議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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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通過。 

附帶決議：內部控制制度在稽核室及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循

環作業下，應適時滾動修正，確保內部控制制度

持續有效實施。 

輔大聖心高中 

案由 1：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全校決算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離席 2人，經出席董

事 16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全校新增及減

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離席 2人，經出席董

事 16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自 111 學年度復招普通

型高中」案。 

決議摘要：照案通過。 

董事會 

案由 1：提請補選本法人第 20屆董事案。 

決議摘要：以董事總額過半數同意通過補選林吉男及董澤龍

為本（第 20）屆董事。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109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109

學年度合併決算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離席 2人，經出席董

事 16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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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4：提請審議本法人 109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離席 2人，經出席董

事 16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5：提請追認輔仁大學董事會輔仁大學基金永續發展小組

之董事代表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 人同意追認通過董事代表為

劉振忠董事長、蘇耀文董事、葉紫華董事及陳建仁董事

等 4名。 

附帶決議：有關本小組設置辦法第 4條置執行長及第 8條設

單一聯繫窗口等，委請柏殿宏董事及早與相關人

員或有關單位確認執行長職掌、設置要點、作業

方式等，並以書面方式送董事會備查。 

案由 6：提請審議天主教輔仁大學使命特色發展經費設置辦法

修正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30～34；修正後全條文詳頁 35。 

附帶決議：有關第 2條每年編列 500萬元預算之規定，應每

隔 5年進行定期檢討。 

案由 7：提請審議天主教輔仁大學學術發展經費設置辦法修正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36～38；修正後全條文詳頁 39。 

附帶決議：有關第 2條每年編列 500萬元預算之規定，應每

隔 5年進行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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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事項： 

附設醫院 

一、綜合報告： 

事項：附設醫院營運工作報告案（含募款進度）。 

二、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院務報告： 

事項 1：附設醫院「採購作業執行細則」修正報告案。 

事項 2：附設醫院內部控制制度進度報告案。 

說 明：內部控制制度「示範項目」及「學習項

目」分別提案送 111年 3月份及 111年 7

月份董事會審議。 

輔仁大學 

一、綜合報告： 

事項 1：本校投資案進度報告案。 

事項 2：輔大診所 109學年度決算報告案。 

說 明：為強化與輔大診所之合作，本校附設醫院將簽訂合

約，作為輔大診所乳房攝影巡迴車確診治療醫院。 

事項 3：富邦蔡明興企業家捐款整建本校積健樓游泳池之

期程規劃報告案。 

事項 4：本校興建校舍 8 億元借款轉貸案後續報告。 

事項 5：輔仁大學總體規劃（Master Plan）。 

二、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議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校務報告： 

事項 1：本校 111 學年度教學、行政及使命單位經

常門支出預算比例建議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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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111）學年度預算編列比例如下： 

項     目 
111學年度 

經常門支出預算百分比 

教學單位(12學院) 45.0% 

教學單位(進修部) 3.5% 

行政單位 47.5% 

使命單位 4.0% 

經常門支出合計  100% 

事項 2：本校人事聘任執行狀況報告案。 

主席裁示：委請柏殿宏董事後續了解校務研究在研

擬發展策略及規劃可行性方案上之角

色，可望協助校內訂定合理之人事聘任

比例。 

事項 3：本校哲學系、宗教學系、天主教研修學士

學位學程及天主教學術研究院等特色系所

發展報告案。 

主席裁示：哲學系作為本校特色系所，其發展應以

加強天主教特色有關的哲學為主。 

事項 4：本校大型修繕計畫及新建築增建計畫進度

報告案。 

事項 5：建物使用執照補照報告案。 

輔大聖心高中 

一、綜合報告：輔大聖心高中校務工作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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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一、綜合報告： 

事項 1：塭仔圳都市計畫醫療專用區開發與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發展報告案。 

事項 2：輔仁大學生態校園規劃小組成效報告案。 

主席裁示：為加強與學校溝通生態校園概念的可行性，舉

辦以下活動： 

一、110年 11月份該小組代表董事會與學校

管理團隊溝通輔大生態校園概念性規劃之

構想與方向並收集回饋意見。 

二、110年 12月份該小組可藉由全球校友總

會向校友們說明輔大生態校園概念性規劃

之構想並收集回饋意見。 

三、111 年 1 月份舉辦董事會與學校一級主管

之共融研習活動研討輔大生態校園之規劃

與實踐。 

二、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本法人監督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行政管理之重點方向案。 

四、臨時動議：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本校「學生助學金標準表（七）及加班費

（八）」修正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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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預算執行辦法修正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40～42；修正後全條文詳頁 43～46。 

案由 3：提請審議校方進行籌備規劃以爭取「塭仔圳重劃區醫

療服務用地」作為本校第二附設醫院案。 

決 議：辭職董事 2人，請假董事 1人，經出席董事 18人，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一、成立專案小組，委員 8名如下： 

董事會：林恒毅董事、陳建仁董事、馬漢光董事； 

輔仁大學：張懿云副校長、李宗培教授； 

附設醫院：王水深院長、劉志光副院長、張景年

副院長。 

二、本小組設執行長乙名。 

輔大聖心高中 

案由：提請審議增訂本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案。 

決議：辭職董事 2 人，請假董事 1 人，離席 2人，經出席董

事 16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五、下次開會時間： 

民國 111年 03月 17日（星期四）上午 09時至下午 6時 

民國 111年 07月 07日（星期四）上午 09時至下午 6時 

民國 111年 10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09時至下午 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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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為完善採購制度，本

院設置「天主教輔仁大學

附設醫院採購委員會」(下

稱採購委員會)，並下設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

(下稱執行小組)。 

採購委員會審議 250 萬元

以上之一般請購案及 500

萬元以上之工程請購案，

授權執行小組審議 50 萬元

以上至未滿 250萬元之一

般請購案，及 50萬元以上

至未滿 500萬元之工程請

購案，採購委員會與執行

小組設置辦法及其會議規

範另訂之。 

採購委員會及執行小組會

同總務室採購組，辦理全

院採購作業。 

第三條 為完善採購制度，本

院設置「天主教輔仁大學附

設醫院採購委員會」(下稱採

購委員會)，並下設「天主教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員

會執行小組」(下稱執行小

組)。 

採購委員會審議 250 萬元

(含)以上之一般請購案及 500

萬元(含)以上之工程請購

案，授權執行小組審議 50萬

元(含)以上至 250萬元以下

之一般請購案，及 50 萬元

(含)以上至 500萬元以下之

工程請購案，採購委員會與

執行小組設置辦法及其會議

規範另訂之。 

採購委員會及執行小組會同

總務室採購組，辦理全院採

購作業。 

針對授權

級距之金

額文字予

以調整。 

第四條 請購程序 

本院各單位提出請購時，依

下述程序辦理：… 

第四條 請購程序 

本院各單位提出請購時，

依下述程序辦理： 

針對需求

分析與投

效分析金

額級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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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請購項目如為醫療儀

器設備與合作案類採

購案，依前款規定辦

理時，於業管單位會

簽後，應會簽經營管

理處，由經營管理處

就未滿 100萬元者進

行需求分析，100 萬元

以上者進行投效分

析，分析資料應檢附

之，始得續行簽准程

序。 

… 

三、請購項目如為醫療儀

器設備與合作案類採

購案，依前款規定辦

理時，於業管單位會

簽後，應會簽經營管

理處，由經營管理處

就 100萬以下者進行

需求分析，100萬(含)

以上者進行投效分

析，分析資料應檢附

之，始得續行簽准程

序。 

… 

文字予以

調整。 

第五條 採購程序 

本院採購案依金額適用不

同採購方式，如下所述： 

一、未滿 50萬元採購案，

請購單位應檢附請購單

等提出採購案，如屬非

年度預算者應併附請購

簽呈，由採購組辦理

詢、比、議價作業，俟

按「天主教輔仁大學附

設醫院採購核決權限

表」(如表二，下稱採

購核決表)送請核定

後，由總務室辦理採

購。惟經核准自行採購

者，則不在此限。 

第五條 採購程序 

本院採購案依金額適用不

同採購方式，如下所述： 

一、50 萬元(不含)以下採購

案，請購單位應檢附請

購單等提出採購案，如

屬非年度預算者應併附

請購簽呈，由採購組辦

理詢、比、議價作業，

俟按「天主教輔仁大學

附設醫院採購核決權限

表」(如表二，下稱採

購核決表)送請核定

後，由總務室辦理採

購。惟經核准自行採購

者，則不在此限。 

1. 針對授

權級距
之金額

文字予

以調
整。 

2. 刪除

「駐院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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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50 萬元以上至未滿

250 萬元之一般採購

案，或 50萬元以上

至未滿 500萬元之工

程採購案，請購單位

應檢附請購單、需求

規格或規範、招標文

件或標案申請單等文

件提出採購案，如屬

非年度預算者應併附

請購簽呈，由採購組

排入採購委員會執行

小組會議議價與決

標，並應經核准後，

始得辦理採購。 

三、250萬元以上之請購案，

或 500萬元以上之工程

請購案，請購單位應檢

附請購單、需求規格或

規範、招標文件或標案

申請單等文件提出採

購案，如屬非年度預算

者應併附請購簽呈，由

採購組排入採購委員

會會議議價與決標，並

應經核准後，始得辦理

採購。 

前開第二、三款之會議決

議，應經院長核定。 

二、50 萬元(含)以上至 250

萬元以下之一般採購

案，或 50萬元(含)以

上至 500 萬元以下之工

程採購案，請購單位應

檢附請購單、需求規格

或規範、招標文件或標

案申請單等文件提出採

購案，如屬非年度預算

者應併附請購簽呈，由

採購組排入採購委員會

執行小組會議議價與決

標，並應經核准後，始

得辦理採購。 

 

三、250萬元(含)以上之請

購案，或 500萬元(含)

以上之工程請購案，請

購單位應檢附請購單、

需求規格或規範、招標

文件或標案申請單等文

件提出採購案，如屬非

年度預算者應併附請購

簽呈，由採購組排入採

購委員會會議議價與決

標，並應經核准後，始

得辦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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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前開第二、三款之會議決

議，應經院長、駐院委員核

定。 

第六條 未滿 50萬元之採購

案，除開口合約必要項目

外，請購單位如自行採購

之必要時，應於申請請購

時，詳敘自行採購之需求

原因、品項(如：型錄)、

預估金額(如：報價單)

等，並檢附相關資料，經

單位一級主管(或授權主

管)簽核，且會簽會計室，

再按請購核決表核准後，

始得自行辦理採購，其規

範於採購作業執行細則另

訂之。如有異常情事，得

停止該單位自行採購。 

第六條 50 萬元以下之採購

案，除開口合約必要項目

外，請購單位如自行採購

之必要時，應於申請請購

時，詳敘自行採購之需求

原因、品項(如：型錄)、

預估金額(如：報價單)

等，並檢附相關資料，經

單位一級主管(或授權主

管)簽核，且會簽會計室，

再按請購核決表核准後，

始得自行辦理採購，其規

範於採購作業執行細則另

訂之。如有異常情事，得

停止該單位自行採購。 

針對金額

級距之文

字予以調

整。 

第八條 採購方式 

本辦法所訂採購方式之作

業原則，如下所述： 

一、詢比議價採購：未滿

50 萬元採購案原則上

以詢、比、議價方式

進行，並彙整廠商及

比議價資料，依採購

核決表簽准後採購

之。其詢、比、議價

第八條 採購方式 

本辦法所訂採購方式之作

業原則，如下所述： 

一、詢比議價採購：50 萬

元以下採購案原則上以

詢、比、議價方式進

行，並彙整廠商及比議

價資料，依採購核決表

簽准後採購之。其詢、

針對金額

級距之文

字予以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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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作業另以採購作業執

行細則訂定之。 

… 

比、議價作業另以採購

作業執行細則訂定之。 

… 

附表一、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請購核決權限表 

備註： 

1.請採購核決金額以單次請

採購合約總價計算。 

2.工程類金額超過2,000萬元

及其他類別〔一般請購、合

約核定、其它項目支付(無

請購之請款)及醫療糾紛賠

償〕金額超過1,000萬元須副

知董事會。 

附表一、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請購核決權限表 

備註： 

1.校長得授權駐院委員代行

一般類與工程類核決權限，

駐院委員每月彙報一次代

行之案件狀況。 

2.請採購核決金額以單次請

採購合約總價計算。 

3.工程類金額超過2,000萬元

及其他類別〔一般請購、合

約核定、其它項目支付(無

請購之請款)及醫療糾紛賠

償〕金額超過1,000萬須副知

董事會。 

刪除備註
第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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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請購核決權限表(修正前) 

 

 

修正請購核決權限表(修正後) 

 

類別 

核決權限 

總務 

主任 

行政 

副院長 
院長 

經管會 

駐院委員 
校長 

一般類 10萬元以下 
10萬元(含)-50

萬元 

50萬元(含)-

100萬元 

100萬元(含)-

250萬元 

250萬元(含)

以上 

工程類 - 50萬元以下 
50萬元(含)-

100萬元 

100萬元(含)-

500萬元 

500萬元(含)

以上 

類別 

核決權限 

總務 

主任 

行政 

副院長 
院長 校長 

一般類 未滿 10萬元 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上 250萬元以上 

工程類 - 未滿 50萬元 5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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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採購核決權限表(修正前) 

類別 

說明 

總務 

主任 

行政 

副院長 
院長 

採購委員會 

執行小組 
採購委員會 

一般類 10萬元以下 
10萬元(含)-

25萬元 

25萬元(含)-

50萬元 

50萬元(含)至

250萬元 

250萬元(含)

以上 

工程類 - 25萬元以下 
25萬元(含)-

50萬元 

50萬元(含)至

500萬元 

500萬元(含)

以上 

 

 
修正採購核決權限表(修正後) 

類別 

說明 

總務 

主任 

行政 

副院長 
院長 

採購委員會 

執行小組 
採購委員會 

一般類 未滿 10萬元 10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上 250萬元以上 

工程類 - 未滿 25萬元 2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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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辦法 

 
2016年 05月 04 日附設醫院籌備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通過 

2016年 07月 07 日輔仁大學董事會第十八屆第十七次會議通過 

2017年 12月 19 日第 019次採購會議討論修正 

2018年 01月 17 日第 004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2018年 03月 22 日輔仁大學董事會第十九屆第八次會議通過 

2019年 05月 15 日第 020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2019年 08月 21 日第 020次採購會議討論修正 

2019年 09月 04 日第 001次臨時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2019年 09月 11日第 002 次經營管理委員會討論修正 

2019年 10月 04 日第 003次經營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2019年 10月 28 日輔仁大學董事會第十九屆第十五次會議通過 

2021年 09月 01 日第三屆第 002次經營管理委員會討論修正 

2021年 10月 28 日董事會第 20 屆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下稱本院)為建立

採購制度，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以合理價

格、合法程序，達到降低醫療成本及有效執行採購作業等，

訂定「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辦法」(下稱本辦法)。 

本院採購一定比例之經費來源屬政府公費者，應依政府採購法

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所述之採購分類如下： 

一、 一般類：包括庶務用品、儀器設備、資訊軟體、維護、

修繕、合作及勞務等之採購、發包執行。 

二、 工程類：新建、增建、改建、修建、修繕、拆除構造物

與其所屬設備，包括建築、裝修、機電、空調、機械、

電氣、環工、水利、環境、交通等之採購、發包執行。 

藥品、管灌營養品及醫材類之採購相關規範，於採購作業執

行細則另訂定之。 

第三條 為完善採購制度，本院設置「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

委員會」(下稱採購委員會)，並下設「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下稱執行小組)。 

採購委員會審議 250 萬元以上之一般請購案及 500 萬元以上

之工程請購案，授權執行小組審議 50 萬元以上至未滿 2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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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一般請購案，及 50萬元以上至未滿 500萬元之工程請購

案，採購委員會與執行小組設置辦法及其會議規範另訂之。 

採購委員會及執行小組會同總務室採購組，辦理全院採購作業。 

第四條 請購程序 

本院各單位提出請購時，依下述程序辦理： 

一、 請購單位依其需求於單位年度預算內，提出請購申請(含限

制性申請)，如其請購項目未編列年度預算者，應先另案簽准

取得預算與同意採購後，方得依前述提出請購申請。 

二、 請購單位申請請購時，應填妥請購單，檢附需求評估、

標案申請等相關資料，報價、型錄、需求規格等，經單

位一級主管(或授權主管)簽核，並會簽會計室及業管單

位後，依「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請購核決權限表」

(如表一，下稱請購核決表)核准後，由總務室採購組辦

理採購。 

三、 請購項目如為醫療儀器設備與合作案類採購案，依前款

規定辦理時，於業管單位會簽後，應會簽經營管理處，

由經營管理處就未滿 100 萬元者進行需求分析，100 萬

元以上者進行投效分析，分析資料應檢附之，始得續行

簽准程序。 

四、 請購申請如有指定特定廠商或邀請特定數量廠商辦理之

限制性採購需求時，應於請購申請時詳述原由(如政府採

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至第十五項)，並填具限制性採購

申請單，一併提出申請。 

本院供應系統之物品，由總務室統籌每年度評估檢討需求品

項，依本辦法辦理請採購程序後，由得標廠商供應之。各單

位如有前開物品需求時，以本院供應系統提出請領，經單位

一級主管(或授權主管)簽核後，逕由系統向廠商訂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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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採購程序 

     本院採購案依金額適用不同採購方式，如下所述： 

一、 未滿 50萬元採購案，請購單位應檢附請購單等提出採

購案，如屬非年度預算者應併附請購簽呈，由採購組

辦理詢、比、議價作業，俟按「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採購核決權限表」(如表二，下稱採購核決表)送請

核定後，由總務室辦理採購。惟經核准自行採購者，

則不在此限。 

二、 50 萬元以上至未滿 250萬元之一般採購案，或 50萬元

以上至未滿 500萬元之工程採購案，請購單位應檢附

請購單、需求規格或規範、招標文件或標案申請單等

文件提出採購案，如屬非年度預算者應併附請購簽

呈，由採購組排入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會議議價與決

標，並應經核准後，始得辦理採購。 

三、 250 萬元以上之請購案，或 500萬元以上之工程請購

案，請購單位應檢附請購單、需求規格或規範、招標

文件或標案申請單等文件提出採購案，如屬非年度預

算者應併附請購簽呈，由採購組排入採購委員會會議

議價與決標，並應經核准後，始得辦理採購。 

前開第二、三款之會議決議，應經院長核定。 

第六條 未滿 50萬元之採購案，除開口合約必要項目外，請購單位如

自行採購之必要時，應於申請請購時，詳敘自行採購之需求

原因、品項(如：型錄)、預估金額(如：報價單)等，並檢附相

關資料，經單位一級主管(或授權主管)簽核，且會簽會計

室，再按請購核決表核准後，始得自行辦理採購，其規範於

採購作業執行細則另訂之。如有異常情事，得停止該單位自

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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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如屬因應醫院發展之合作案類或指定用途之捐贈案件，由請

購單位提出請購，應詳敘需求、合作內容、金額、採購方式

等相關資料，如有捐贈合約亦應併附，經單位一級主管(或授

權主管)簽核，並會簽會計室及業管單位，再按請購核決表核

准後，辦理採購作業。 

第八條 採購方式 

     本辦法所訂採購方式之作業原則，如下所述： 

一、 詢比議價採購：未滿 50萬元採購案原則上以詢、比、

議價方式進行，並彙整廠商及比議價資料，依採購核決

表簽准後採購之。其詢、比、議價作業另以採購作業執

行細則訂定之。 

二、 公開招標採購：50 萬元以上採購案，原則上應於公開資

訊平台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採購委員會或執行小組開

標及決標，經核准後採購之。其底價訂定、開標與決標

等作業依金額分由採購委員會或執行小組辦理，相關程

序另以採購作業執行細則訂定之。 

三、 限制性採購：50萬元以上採購案，經簽准進行限制性採

購者，或公開招標採購案經公告兩次，均未達二家廠商

投標時，得邀請特定數量廠商或指定特定廠商，辦理限

制性採購，其作業另以採購作業執行細則訂定之。 

四、 緊急採購：經需求單位、使用單位或採購組確認對病

友、員工有生命、身體、健康或醫院財產有緊急危難情

形，得即陳請行政、醫療或醫事副院長後，經院長核准

後，辦理緊急採購，惟應於辦理後依本辦法補正程序，

並提報最近期之採購委員會追認。 

本院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得以統包、共同投標、最有利

標之方式辦理之(如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與第

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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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辦理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詢比議價採購時，應以公平合理為

原則，避免產生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或限制競爭之情事，

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於詢價前，採購組應與請購單位確認廠商之資格、標

準、實績及需求條件等。 

二、 詢價所取得之報價單，應要求廠商列明採購事項名稱、

品質、規格、數量、交貨期限、交貨地點、保固、付款

方法及報價截止時間等。 

三、 參加詢比議價採購之廠商，應於規定期限前以書面或指

定之電子化方式報價。 

四、 詢比議價採購，經二次催報相關廠商仍無兩家以上廠商

報價時，得與已報價之廠商議價後採購之。 

第十條 辦理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公開招標程序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公告招標應擬定投標須知，並應詳列採購事項名稱、

品質、規格、數量、交貨日期、交貨地點、廠商資

格、押標金、投標截止及開標日期等，且於公開資訊

平台公告公開招標事宜。 

二、 底價訂定應由請購單位、業管單位與採購組提出底價

建議金額及其分析說明，經採購委員會或執行小組於

開標前議決之。 

三、 開標作業除限制性採購外，須有二家以上合於資格之廠

商投標，採購委員會或執行小組始得進行開標程序，如

未達二家應予流標，重行公告。(經費來源屬政府公費，

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 

四、 開標後，如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進入底價者，採購

委員會或執行小組得予決標，如未達底價時，原則上

應予以廢標後重新辦理招標。但有下列情形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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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議價金額雖未達底價，但已達預算金額內者，採購委

員會或執行小組得考量採購案之實際狀況後，決議決標。 

第十一條  辦理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限制性採購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如屬邀請特定數量廠商時，得以公告方式徵求，或邀

請特定數量之廠商辦理比價或議價，惟應於限制性採

購簽案中敘明方式。 

二、 請購單位、業管單位與採購組應提出底價建議金額及

其分析說明，經採購委員會或執行小組於比議價及決

標前議決之。倘僅有一家廠商時，請購單位於訂定底

價時，得參考議價廠商報價。 

三、 倘廠商之最低報價、優先減價金額或所有比價廠商之

最低減價金額在核定底價以內時，得予以決標。如未

達底價時，依前條第四款但書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其他 

一、 採購品項如屬大量性、經常性或持續性採購項目時，

得於請購時敘明並經簽准後，其請購之核定依品項使

用數量之年度預估金額依請購核決權限表辦理，採購

決標後納入第四條所指供應系統辦理。 

二、 採購項目應就同一項目盡量開放廠牌，或至少符合兩

家(含)以上廠商之規格為原則，以便競標。 

三、 採購議決案件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合約簽訂，如無法於

時限內完成時，必要時則提送至採購委員會或執行小

組會議報告。 

四、 工程類金額超過 2,000 萬元及其他類別〔一般請購、

合約核定、其它項目支付(無請購之請款)及醫療糾紛

賠償〕金額超過 1,000 萬元須副知董事會。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經營管理委員會通

過，呈校長核定，轉呈輔仁大學董事會核備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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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請購核決權限表 

備註： 

1. 請採購核決金額以單次請採購合約總價計算。 

2. 工程類金額超過 2,000萬元及其他類別〔一般請購、合約核定、其它項目

支付(無請購之請款)及醫療糾紛賠償〕金額超過 1,000萬元須副知董事會。 

 

附表二、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核決權限表 

類別 

說明 

總務 

主任 

行政 

副院長 
院長 

採購委員會

執行小組 
採購委員會 

一般類 未滿 10萬元 10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上 250萬元以上 

工程類 - 未滿 25萬元 2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上 

備註：請採購核決金額以單次請採購合約總價計算。 

類別 

核決權限 

總務 

主任 

行政 

副院長 
院長 校長 

一般類 未滿 10萬元 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上 250萬元以上 

工程類 - 未滿 50萬元 5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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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員會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職權 

本委員會及執行小組之職

權範圍如下： 

一、50萬元以上請購案之採

購事項，包括底價訂定、

開標、議價、決標等。 

二、採購作業督導。 

三、採購作業疑義與糾紛之

審議與決議。 

四、其他與採購作業有關事

項之協調。 

 

前項第一款部分，本委員

會審議 250萬元以上之一

般請購案及或 500 萬元以

上之工程請購案，授權執

行小組審議 50萬元以上至

未滿 250萬元之一般請購

案，及 50萬元以上至未滿

500 萬元之工程請購案。 

第二條 職權 

本委員會及執行小組之職

權範圍如下： 

一、50 萬元(含)以上請購

案之採購事項，包括

底價訂定、開標、議

價、決標等。 

二、採購作業督導。 

三、採購作業疑義與糾紛

之審議與決議。 

四、其他與採購作業有關

事項之協調。 

前項第一款部分，本委員

會審議 250萬元(含)以上之

一般請購案及或 500 萬元

(含)以上之工程請購案，授

權執行小組審議 50 萬元

(含)以上至 250萬元以下之

一般請購案，及 50 萬元

(含)以上至 500萬元以下之

工程請購案。 

針對金額
級距文字
予以調
整。 

第四條 本委員會及執行小

組會議召開原則如下： 

一、本委員會原則上每月召

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

第四條 本委員會及執行小

組會議召開原則如下： 

一、本委員會原則上每月召

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

刪除第二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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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臨時會議，應由委員總

額過半數且當然委員過

半數親自出席方得開

會。執行小組原則每週

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

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

席時，指定當然委員一

人代理之。 

三、本委員會與執行小組委

員須親自出席會議，委

員因故未能出席時，應

指派代理人，惟其代理

人僅能列席。 

四、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

邀請請購單位代表或相

關人員列席說明或參

與。 

臨時會議，應由委員總

額過半數且當然委員

過半數親自出席方得

開會。執行小組原則每

週定期召開會議，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每次會議召開前一星

期，應將會議時間、日

期、會議資料等文件送

經營管理委員會駐院

委員參閱，駐院委員得

視需要參與會議。 

三、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

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

席時，指定當然委員一

人代理之。 

四、本委員會與執行小組委

員須親自出席會議，委

員因故未能出席時，應

指派代理人，惟其代理

人僅能列席。 

五、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

邀請請購單位代表或

相關人員列席說明或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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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決議方式 

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

總額過半數出席，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惟如議

案金額250萬元以上者，應

由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以委員總額過半數同

意行之。 

第六條 決議方式 

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

總額過半數出席，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惟如議

案金額逾250萬元以上者，

應由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以委員總額過半數

同意行之。 

針對金額

文字予以

調整。 

第七條 紀錄核定 

委員會與執行小組會議之議

價及決議記錄，應呈送院長

核定後，始得辦理採購。 

第七條 紀錄核定 

委員會與執行小組會議之議

價及決議記錄，應呈送院

長、駐院委員核定後，始得

辦理採購。 

刪除「駐

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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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員會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 
 

2016年 05月 04日附設醫院籌備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通過 

2016年 07月 07日輔仁大學董事會第十八屆第十七次會議通過 

2018年 03月 21日第 006 次院務會議追認通過 

2018年 03月 22日輔仁大學董事會第十九屆第八次會議通過 

2019年 05月 15日第 020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2019年 08月 21日第 020 次採購會議討論修正 

2019年 09月 04日第 001 次臨時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2019年 09月 11日第 002 次經營管理委員會討論修正 

2019年 10月 04日第 003 次經營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2019年 10月 28日輔仁大學董事會第十九屆第十五次會議通過 

2021年 09月 01日第三屆第 002次經營管理委員會討論修正 

2021年 10月 28日董事會第 20屆第 5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目的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下稱本院)為健全採購制度，提升

採購作業效率，依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辦法設置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員會」(下稱本委員會)及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下稱執行

小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職權 

本委員會及執行小組之職權範圍如下： 

一、 50 萬元以上請購案之採購事項，包括底價訂定、開

標、議價、決標等。 

二、 採購作業督導。 

三、 採購作業疑義與糾紛之審議與決議。 

四、 其他與採購作業有關事項之協調。 

前項第一款部分，本委員會審議 250 萬元以上之一般請購案

及或 500 萬元以上之工程請購案，授權執行小組審議 50萬元

以上至未滿 250萬元之一般請購案，及 50萬元以上至未滿

500 萬元之工程請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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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成員與任期 

本委員會成員及任期如下： 

一、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當然委員共七名，包含

院長、醫療副院長、醫事副院長、行政副院長、護理部

主任、總務室主任、監辦單位(會計室主任)，其他委員

由院長聘任之。 

二、 主任委員由院長擔任，執行秘書由採購組組長擔任。 

三、 委員任期一年。 

執行小組成員及任期如下： 

一、 執行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當然委員共五名，包含行政

副院長、醫療副院長、護理部主任、總務室主任、監辦

單位(會計室主任)，其他委員由委員會提名，經院長同

意聘任之。 

二、 主任委員由行政副院長擔任，執行秘書由採購組組長擔任。 

三、 委員任期一年。 

委員會與執行小組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其原則於採購

作業執行細則訂定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及執行小組會議召開原則如下： 

一、 本委員會原則上每月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應由委員總額過半數且當然委員過半數親自出席方

得開會。執行小組原則每週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二、 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時，指

定當然委員一人代理之。 

三、 本委員會與執行小組委員須親自出席會議，委員因故未

能出席時，應指派代理人，惟其代理人僅能列席。 

四、 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請購單位代表或相關人員列

席說明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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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審議原則 

本委員會及執行小組於審議採購事項時，應依天主教輔仁大

學附設醫院採購辦法及採購作業執行細則之規定辦理。 

辦理底價訂定審議時，本委員會或執行小組應於開標或比議

價前，參考請購單位、業管單位與採購組提出底價建議金額

及其分析說明等資料後，核定底價，未訂底價前不得進行開

標或比議價。  

本委員會及執行小組進行採購案之議價，原則上以三次為

限。如逾三次議價仍未能達到底價時，應予廢標。但如符合

本院採購辦法所定例外情形者，則依採購辦法之規定辦理，

惟應於會議紀錄載明理由。 

第六條 決議方式 

本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數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惟如議案金額 250 萬元以上者，應由委員總

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委員總額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七條 紀錄核定 

委員會與執行小組會議之議價及決議記錄，應呈送院長核定

後，始得辦理採購。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經營管理

委員會通過，呈校長核定，轉呈輔仁大學董事會核備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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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使命特色發展經費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1條 

為有效落實天主教大學精

神於校內相關的機制和運

作，以促進並提昇教職員

工生對天主教大學精神之

了解與認同，設置天主教

輔仁大學使命特色發展經

費（以下簡稱本經費），

訂定天主教輔仁大學使命

特色發展經費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三、宗旨與目的： 

為有效落實天主教大學精神於

校內相關的機制和運作，以促

進並提昇教職員工生對天主教

大學精神之了解與認同。 

設立目的及

名稱。 

（本條文刪除） 
一、背景說明： 

1.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五次

會議決議交辦，研議設

置使命特色發展基金。 

2.輔大在台復校至今，各

院、系、所、中心及附屬

單位來自捐獻者，為特殊

目的之基金，應予以尊重

保留，依其辦法善加運用

並繼續發展之。 

3.中國聖職單位為培育中

國聖職單位從事高等教

育聖職人員之基金（目

前為新台幣一千四百萬

元）應予全數保留。 

有關本辦法

訂定之背景

及沿革，因

日久歲深不

復載明於最

新修正之條

文內，然仍

可從舊法得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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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4.全校財務整合後，除上

述第 2、3點外，各創

辦單位不再保留任何性

質的基金或其他存款。 

（本條文刪除） 
二、經費來源： 

全校財務整合後，由全校存

款中提撥五億元，設置使命

特色發展基金。為因應輔大

財務結構之變動，刪除使命

特色發展基金設置辦法，其

基金五億元改為全校基金，

另由校方設置使命特色發

展經費辦法。 

有關本辦法

訂定之背景

及沿革，因

日久歲深不

復載明於最

新修正之條

文內，然仍

可從舊法得

知。 

第 2條 全校存款提撥 5億

元以長期推動天主教大學

精神，鼓勵發展有關使命

特色之各類活動及專案特

別計劃，每年應編列 500

萬元預算，作為使命特色

發展經費之用。 

使命特色發展室之人事及

例行性經費，仍列入學校

年度預算制度編列、審

查、實施，由使命副校長

負責。 

使命特色發展室所持續募

得之捐款，仍可專款專

用，同時依校方會計程序

執行運用之。 

四、運作原則及方式： 

1.學校為推動並落實天主

教大學精神，鼓勵發展

有關使命特色之各類活

動及專案特別計劃，每

年應編列七百五十萬元

至一千萬元預算。（以

使命特色範圍為主） 

2.每年得以上述編列預算

額度之百分之三十，三

創辦單位各分配百分之

十做為運用。另百分之

七十由使命副校長統籌

規劃辦理，其辦法另訂

之。 

1.本條為每

年使命特

色發展經

費編列額

度之訂定

標準。 

2.當時每年

編列七百

五十萬至

一千萬元

之額度，

係推估金

融機構之

三年平均

機動利率

約在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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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3.使命特色發展室之人事

及例行性經費，仍列入

學校年度預算制度編

列、審查、實施，由使

命副校長負責。 

4.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對

於所獲得之分配額，需

擬定年度預算，由創辦

單位代表確認後向使命

副校長提出，並由使命

經費運用委員會審定

後，依校方會計程序執

行運作之。 

5.使命副校長對於百分之

七十統籌運用部份，應

與校牧、三創辦單位代

表、學務長、學輔中心

主任、各使命發展室主

任、進修部主任、全人

教育課程中心主任等研

議預算編列方式及運用

執行等相關事宜。 

6.使命特色發展室所持續

募得之捐款，仍可專款

專用，同時依校方會計

程序執行運用之。 

計算。 .

目前因財

務緊縮，

利率走

低，學校

近年多以

郵政儲金

一年期定

儲機動利

率計算，

約為 0.8

％，故每

年編列約

400 萬

元，不符

原辦法所

訂之標

準。 

3.另原預算

編列為三

創辦單位

總佔 30

％，使命

副校長統

籌規劃為

70％；然

實際上，

使命副校

長統籌規

劃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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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分，再另

行分配予

宗輔中心

及進修部

宗輔室

等，其分

配亦非辦

法所規定

之佔比，

故予以刪

除。 

4.經審議後

決議每年

定額 500

萬元作為

經費之

用。 

第 3 條  輔仁大學應成立使

命經費管理委員會，每學年

至少舉行一次委員會議，以

審核及管理本經費之申請與

運用。 

使命經費管理委員會辦法另

訂之。 

五、職責： 

1.學校應成立使命經費運

用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一人，由使命副校長擔

任，以天主教大學精神

推展並督導全校使命發

展等相關事宜。 

2 使命經費運用委員會委

員，含校牧、創辦單位

代表及各使命室主任、

學務長、學輔中心主

任、進修部主任、全人

教育課程中心主任。該

本經費之使

用及管理由

輔仁大學使

命經費運用

管理委員會

辦理，其運

作辦法及相

關委員由學

校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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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等委員就其職責需配合

使命副校長落實並協助

督導各自業務範圍之使

命特色推展事宜。 

3.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全

體委員會議，必要時得

另行召開。 

第 4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六、本設置辦法經董事會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示施行及

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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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使命特色發展經費設置辦法 

 
91.05.17 董事會學術使命基金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修訂 

91.05.24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十次會議修正通過 

91.07.08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十一次會議修正通過 

94.02.25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十次會議修正通過 

94.07.07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十一次會議修正通過 

110.10.28 董事會第 20 屆第 5 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為有效落實天主教大學精神於校內相關的機制和運作，以促

進並提昇教職員工生對天主教大學精神之了解與認同，設置

天主教輔仁大學使命特色發展經費（以下簡稱本經費），訂

定天主教輔仁大學使命特色發展經費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 2 條  全校存款提撥 5 億元以長期推動天主教大學精神，鼓勵發展

有關使命特色之各類活動及專案特別計劃，每年應編列 500

萬元預算，作為使命特色發展經費之用。 

使命特色發展室之人事及例行性經費，仍列入學校年度預算

制度編列、審查、實施，由使命副校長負責。 

使命特色發展室所持續募得之捐款，仍可專款專用，同時依

校方會計程序執行運用之。 

第 3 條  輔仁大學應成立使命經費管理委員會，每學年至少舉行一

次委員會議，以審核及管理本經費之申請與運用。 

使命經費管理委員會辦法另訂之。 

第 4 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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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學術發展經費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1條 

為鼓勵本校學術研究風氣

並提昇教學品質，以更能

凸顯出天主教大學精神及

「真善美聖」全人教育的

理想，設置天主教輔仁大

學學術發展經費（以下簡

稱本經費），訂定天主教輔

仁大學學術發展經費設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三、宗旨與目的： 

為鼓勵本校學術研究風氣並

提昇教學品質，以更能凸顯

出天主教大學精神及「真善

美聖」全人教育的理想。 

設立目的及

名稱。 

（本條文刪除） 
一、背景說明： 

1.董事會第十四屆第五

次會議決議交辦，研

議設置使命特色發展

基金。 

2.輔大在台復校至今，

各院、系、所、中心

及附屬單位來自捐獻

者，為特殊目的之基

金，應予以尊重保

留，依其辦法善加運

用並繼續發展之。 

3.中國聖職單位為培育

中國聖職單位從事高

等教育聖職人員之基

金（目前為新台幣一

千四百萬元）應予全

數保留。 

有關本辦法

訂定之背景

及沿革，因

日久歲深不

復載明於最

新修正之條

文內，然仍

可從舊法得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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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4.全校財務整合後，除

上述第 2、3點外，各

創辦單位不再保留任

何性質的基金或其他

存款。 

（本條文刪除） 
二、經費來源： 

全校財務整合後，由本

校存款提撥新台幣五億

元，設置學術發展基

金。為因應輔大財務結

構之變動，刪除學術發

展基金設置辦法，其基

金五億元改為全校基

金，另由校方設置學術

發展經費管理委員會設

置辦法。 

有關本辦法

訂定之背景

及沿革，因

日久歲深不

復載明於最

新修正之條

文內，然仍

可從舊法得

知。 

第 2條 全校存款提撥 5億元

以長期推動並獎勵教學、

研究及服務表現優異之教

師及與學術發展相關之活

動或特別計畫，每年應編

列 500萬元預算，作為學

術發展經費之用。 

 

四、運作原則及方式： 

1.學校為推動並獎勵教

學、研究及服務表現

優異之教師及與學術

發展相關之活動或特

別計畫，每年應編列

七百五十萬元至一千

萬元預算，作為發展

經費。 

2.上述每年編列經費預

算由學術副校長成立

委員會統籌運用，其

辦法另訂之。 

 

1.本條為每年

學術發展經

費編列額度

之訂定標

準。 

2.當時每年編

列七百五十

萬至一千萬

元之額度，

係推估金融

機構之三年

平均機動利

率約在 1.5

％～2％計

算。 目前

因財務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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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縮，利率走

低，學校近

年多以郵政

儲金一年期

定儲機動利

率計算，約

為 0.8％，

故每年編列

約 400萬元

元，不符原

辦法所訂之

標準。 

3.經審議後決

議每年定額

500 萬元作

為經費之

用。 

第 3 條  輔仁大學應成立學

術經費管理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舉行一次委員會議，以

審核及管理本經費之申請與

運用。 

學術經費管理委員會辦法另

訂之。 

五、職責： 

1.學校應成立學術發展經

費管理委員會，設召集

人一人，由學術副校長

擔任，規劃督導學術發

展之相關運作事宜。 

管理委員會之組成另

訂之。 

2.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全

體委員會議，必要時得

另行召開。 

本經費之使

用及管理由

輔仁大學學

術經費管理

委員會辦

理，其運作

辦法及組成

由學校另定

之。 

第 4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六、本設置辦法經董事會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明示施行及

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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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學術發展經費設置辦法 
 

91.05.17 董事會學術使命基金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修訂 

91.05.24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十次會議修正通過 

91.07.08 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十一次會議修正通過 

92.03.10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二次會議修正通過 

94.07.07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十一次會議修正通過 

98.07.02 董事會第 17屆第 4次會議修正通過 

101.7.12 董事會第 17屆第 14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0.10.28 董事會第 20 屆第 5 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為鼓勵本校學術研究風氣並提昇教學品質，以更能凸顯出天

主教大學精神及「真善美聖」全人教育的理想，設置天主教

輔仁大學學術發展經費（以下簡稱本經費），訂定天主教輔

仁大學學術發展經費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全校存款提撥 5 億元以長期推動並獎勵教學、研究及服務表

現優異之教師及與學術發展相關之活動或特別計畫，每年應

編列 500 萬元預算，作為學術發展經費之用。 

第 3 條  輔仁大學應成立學術經費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

委員會議，以審核及管理本經費之申請與運用。 

學術經費管理委員會辦法另訂之。 

第 4 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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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預算執行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各單位經常門

支出預算及資本門支出

預算間之執行及流 

用，依以下說明辦理。 

一、資本門預算執行權

限：未滿壹拾萬元

者，由單位主管核

可；壹拾萬元以上

且未滿肆拾萬元者

由一級主管核可；

肆拾萬元以上且未

滿貳佰伍拾萬元者

由副校長核可；貳

佰伍拾萬元以上由

校長核可。 

二、資本門品項變更權

限：未滿壹拾萬元

者，由單位主管核

可；壹拾萬元以上

且未滿肆拾萬元者

由一級主管核可；

肆拾萬元以上且未

滿貳佰伍拾萬元者

第十四條 各單位經常門

支出預算及資本門支出

預算間之執行及流 用，

依以下說明辦理。 

一、資本門預算執行權

限：未滿壹拾萬元

者，由單位主管核

可；壹拾萬元以上

且未超過肆拾萬元

者由一級主管核

可；肆拾萬元以上

且未超過貳佰伍拾

萬元者由副校長核

可；貳佰伍拾萬元

以上由校長核可。 

二、資本門品項變更權

限：未滿壹拾萬元

者，由單位主管核

可；壹拾萬元以上

且未超過肆拾萬元

者由一級主管核

可；肆拾萬元以上

且未超過貳佰伍拾

1.授權額度上

下限文字調

整。 

2.將副校長核

決額度上限

由肆拾萬元

變更為壹佰

貳拾伍萬

元，壹佰貳

拾伍萬元以

上者由校長

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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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由副校長核可；貳

佰伍拾萬元以上且

未滿貳仟萬元者由

校長核可，貳仟萬

元以上之重大修正

案，需提報董事會

修正預算。 

三、經常門預算執行及

子目間流用權限：

未滿伍萬元者，由

單位主管核可；伍

萬元以上且未滿貳

拾萬元者由一級主

管核可；貳拾萬元

以上且未滿壹佰貳

拾伍萬元者由副校

長核可；壹佰貳拾

伍萬元以上者由校

長核可。 

萬元者由副校長核

可；貳佰伍拾萬元

以上且未超過貳仟

萬元者由校長核

可，貳仟萬元以上

之重大修正案，需

提報董事會修正預

算。 

三、經常門預算執行及

子目間流用權限：

未滿伍萬元者，由

單位主管核可；伍

萬元以上且未超過

貳拾萬元者由一級

主管核可；貳拾萬

元以上且未超過肆

拾萬元者由副校長

核可；肆拾萬元以

上者由校長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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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預算執行分層權限表(修正前)                 

項目 內            容 董 事 會 校    長 副 校 長 一級主管註 1 備    註 

資 
 

本 
 
 

門 

一、資本支出 ─ 貳佰伍拾萬以上 肆拾萬以上 壹拾萬以上  

二、資本支出品項

變更 
貳仟萬以上 貳佰伍拾萬以上 肆拾萬以上 壹拾萬以上  

經 
 
 

常 
 
 

門 

一、人事費及獎助

學金 
不准流出至其他經費預算  

二、業務費及維護

費執行 
─ 肆拾萬以上 貳拾萬以上 伍萬以上  

三、業務費及維護

費項下子目間

流用 

─ 肆拾萬以上 貳拾萬以上 伍萬以上 

公關費及

福利費不

可變更金

額 

註 1：一級主管包括院、處、室、部、館及中心等單位主管。 

註 2：本表係適用於預算核定權限，採購事宜仍按照總務處採購辦法辦理。 

 

 

輔仁大學預算執行分層權限表(修正後) 

項目 內            容 董 事 會 校    長 副 校 長 一級主管註 1 備  註 

資 
 

本 
 

門 

一、資本支出 ─ 
貳佰伍拾萬元 

以上 
肆拾萬元以上 壹拾萬元以上  

二、資本支出品項

變更 
貳仟萬元以上 

貳佰伍拾萬元 

以上 
肆拾萬元以上 壹拾萬元以上  

經 
 

常 
 

門 

一、人事費及獎助

學金 
不准流出至其他經費預算  

二、業務費及維護

費執行 
─ 

壹佰貳拾伍萬元

以上 
貳拾萬元以上 伍萬元以上  

三、業務費及維護

費項下子目間

流用 

─ 
壹佰貳拾伍萬元

以上 
貳拾萬元以上 伍萬元以上 

公關費及

福利費不

可變更金

額 

註 1：一級主管包括院、處、室、部、館及中心等單位主管。 

註 2：本表係適用於預算核定權限，採購事宜仍按照總務處採購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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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預算執行辦法  

 

91.7.8.董事會第十四屆第十一次會議訂定 

93.2.2 董事會第十五屆第五次會議修正通過 

104.7.16 董事會第十八屆第十四次會議修定通過 

108.7.11 董事會第十九屆第十四次會議修定通過 

110.10.28 董事會第 20 屆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各單位（院、處、室、部、館、系所及中心，以下簡稱各

單位）預算之執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各單位執行預算應切實依照所列計畫及經費項目數額辦理，

收入應力求達成目標，支出應力求撙節與經濟有效。 

第三條 本校預算之執行以統收統支為原則，各單位所有收支作業均

應遵循會計制度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各單位資本支出預算與經常門支出預算不得互相流用，經常

支出人事費預算及獎助學金支出預算不得挪作其他經費預算

流用。 

第五條 各單位資本支出預算之執行，如中途為配合業務需要，在其

不影響原計畫目標及預算情況下，得簽報各層級主管核定修

正計畫。 

第六條 各單位資本支出採購剩餘款由學校統籌使用，各單位不可動支。 

第七條 各單位重大營繕工程超過新台幣壹億元以上者應經董事會會

議專案通過後，始得編列特別預算，且不准流用至一般資本

支出。 

第八條 經常門支出項下公關費及福利費預算不得變更金額。 

第九條 各單位經常門支出預算剩餘不得申請保留轉入下年度繼續使用。 

第十條 各單位資本門支出預算應依年度編列預算執行，如因特殊原

因，當年度不能完成者，得申請保留轉入下年度繼續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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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各單位申請資本門支出預算保留時，應填具資本門支出保

留申請表，敘明理由，必要時檢附有關文件，最遲應於學

年度終了前三個月簽報各層級主管核定。 

第十二條 學校為因應天然災害或重大事故，每年得編列預備金，其

額度最高不超過經常門支出之千分之二。 

第十三條 預備金不得挪作一般性經常門與資本門支出使用，其動支

應簽報校長核可，並每月呈報董事會核備。 

第十四條 各單位經常門支出預算及資本門支出預算間之執行及流用，

依以下說明辦理。 

一、資本門預算執行權限：未滿壹拾萬元者，由單位主管

核可；壹拾萬元以上且未滿肆拾萬元者由一級主管核

可；肆拾萬元以上且未滿貳佰伍拾萬元者由副校長核

可；貳佰伍拾萬元以上由校長核可。 

二、資本門品項變更權限：未滿壹拾萬元者，由單位主管

核可；壹拾萬元以上且未滿肆拾萬元者由一級主管核

可；肆拾萬元以上且未滿貳佰伍拾萬元者由副校長核

可；貳佰伍拾萬元以上且未滿貳仟萬元者由校長核可，

貳仟萬元以上之重大修正案，需提報董事會修正預算。 

三、經常門預算執行及子目間流用權限：未滿伍萬元者，

由單位主管核可；伍萬元以上且未滿貳拾萬元者由一

級主管核可；貳拾萬元以上且未滿壹佰貳拾伍萬元者

由副校長核可；壹佰貳拾伍萬元以上者由校長核可。 

第十五條 本校教職員支領敘薪表外之績效獎金、慰勞金或其他名目

之給與或加給時，應經董事會審核或授權學校自訂法規。 

第十六條 各項預算雖經核定通過，但執行時仍應依學校各層級授權

主管之同意方能進行，如未依學校規定及期限執行，仍不

得支付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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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各單位主管對預算之執行，應隨時注意督導考核，如有偏

差及時糾正。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預算審查委員會討論，送董事會通過後公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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