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竹苗區】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申請
說明會暨企業媒合座談會 

Q&A 問題彙整 
 

項次 反映執行困難及計畫疑問 說明及後續處理 

1.  

就業學程會與本系相關，並從本系延伸出來

的學程課程，即本系選修或必修課中其一所

延伸發展或進階之相關聯主題式學程課

程，是否恰當? 

可以。依計畫第八條規定：「申請補助單位應

就科系特色、學校配合資源、產業發展趨勢

及業界所需人才，規劃以就業為導向之訓練

計畫，課程內容應具關聯性與銜接性，並以

跨領域整合或創新等方式實施。」 

2.  

有關學生職場體驗，廠商是否需給付學生薪

資？若給付薪資是否須依勞基法辦理薪資

給付和勞健保等相關事宜？ 

否，職場體驗無強制事業單位提供學生薪資。 

依計畫手冊附件八-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

學程計畫職場體驗同意書中第四條規定：「事

業單位不須為參訓學生辦理全民健康保

險…」 

3.  

學生職場體驗，廠商須額外派專人帶領學

生、指導學生，是否可從何經費項目中支應

給付費用補貼廠商？ 

依計畫第十二條(八)規定：「受補助單位辦理

職場體驗訪視、就業輔導工作及職場體驗合

作單位提供專業指導之相關經費…」。故可從

訓後就業服務費支出。 

4.  

申請就業學程時 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是否

一定要辦理？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通識教

育(並非依勞委會 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大綱

辦理及非勞委 3C共同核心職能合格教師授

課)亦有辦理課程是否與就業學程補助計畫

有重疊之疑慮？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經費

是額外補助還是包含在就業學程補助款 60

萬內？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之各職能和其

群組課程是否皆要包含在內？ 

申請就業學程所提出之課程須包含共同核心

職能課程、專精課程、職場體驗等三部分，

不強制學校要提出 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 

3C 共同核心職能課程經費屬額外補助，至多

補助 84480元。 

3C 共同核心職能課程之課程須依本計畫規範

辦理。 

5.  

本校自籌款經費核銷辦法規定不能核銷人

事費，請問計畫主持人費、兼任助理費、助

教、工讀生費、業師講師費、校內講師費、

出席費等等人事費是否符合就業學程補助

項目？並可否於就業學程補助款中支應核

銷？ 

本計畫補助項目包含講師鐘點費、工作人員

費、出席費等項目，各校可於就業學程補助

款中支應核銷，惟主持人費須由自籌款支應。 

6.  
延畢生參與就業學程課程是否同樣符合經

費補助對象？ 

延畢生非屬就業學程經費補助之對象。 

7.  

學生各所屬系修課規定必選修課或自行跨

系且已選修過必選修課中有關聯到或相似/

同參與就業學程課程的某部份內容，是否仍

屬計畫經費補助範圍？ 

學生可選修就業學程課程，惟學校是否承認

其學分由各校認定。 

8.  
就業學程課程是否可以安排於晚間時段、假

日時段、寒暑假時段？ 

計畫執行期間為當年度 7月 1日至隔一年度 8

月 31日止，未規範開課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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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問題彙整 

9.  

請問是否可提供經費核銷作業辦法，包括：

各項經費核銷時機、各項經費核銷時須檢附

的相關文件資料和須辦理的活動、事項等、

就地審計應備妥文件和辦理事項等等？ 

本年度彙管單位預計於 103 年 7 月辦理核銷

作業說明會，屆時將通知老師們與會。 

10.  

租約型應用軟體或買斷型應用軟體使用是

否符合補助經費範圍內？且應於何經費項

編列與核銷？ 

依計畫第十二條(四)規定： 

學雜費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張、郵

資、招訓宣導、印刷裝訂等。 

若軟體使用是作為教學用途，屬於教材項

目，建請以學雜費報支。 

教學用之軟體屬教材，建請學校以學雜費核

銷。 

11.  

租車費經費核銷範圍為何？帶學生參訪行

程的租車費是否符合補助經費範圍內？是

否於租車費經費項目內編列核銷？帶學生

參訪行程是否須額外加保意外險？其加保

意外險是否符合經費補助範圍？ 

依計畫第十二點(七)規定：「租車費：每日每

輛最高補助九千元。」 

學生參訪行程的租車費符合該補助經費範

圍。 

12.  

訓後就業服務費中職場體驗訪視人員及就

業輔導工作人員是否有資格或條件規定？

職場體驗訪視人員及就業輔導工作人員其

不得以校內編制人員簽領清冊是指加勞健

保或公保於本校之人員或教師或計畫主持

人等嗎？ 

職場體驗訪視人員及就業輔導工作人員未有

資格及條件規定，惟請領該項費用者不得為

校內編制內人員，如教師、職員等。 

13.  

為鼓勵並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於課程辦理活

動所花費的小獎品、茶水點心費、分組競賽

的小獎品…等是否符經費補助範圍？且應

於何經費項編列與核銷？ 

否，執行學程所產生其相關費用，可由學校

自籌款支付。 

14.  

103.01.08公佈就業學程補助計畫受理申請

截止日 103.02.07，適逢學校放假期間，

103.01.05~11為學校期末考，103.01.13~19

為教師評核學生學期報告、作業成績期間緊

接著學校即開始放假。尋找適合的合作廠商

並經過雙方溝通、篩選等過程是初參與本就

業學程補助計畫校、系的重要工作之一，相

較於已參與過本就業學程補助計畫校、系之

合作廠商和配合模式皆已就續而言，對於初

參與本就業學程補助計畫校、系確實須耗費

許多時日，畢竟學生到廠商那體驗職場工作

本校和老師是有責任無法草率了事的。合作

廠商對於勞委會合作契約皆是由該公司法

務部逐條審閱，審閱完成後進行該公司行政

已請桃園職業訓練中心向職訓局確認此計畫

所訂時程無法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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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問題彙整 
流程，耗時頗長。而合作契約內容雙方皆審

閱確認無誤後進行雙方簽約，簽完約後雙方

仍須進行各別內部行政流程，此亦須耗費時

日。同時此過程將卡在學校放假期間行政流

程恐停擺無法進行。 

(1)此截止時間將提高未曾參與過此就

業學程補助計畫校、系之門檻。 

(2)此截止時間與學校行政時間衝突恐

影響參與此就業學程補助計畫申請時

效。因此，如同與會的老師所提：是否

可因應學校行政時間和春節假期延後

截止時間？以不影響有參與意願之校

系申請，並可使有參與意願之校系有共

同競爭之公平機會。 

15.  

就簡報資料而言 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經費

補助之招收對象為大一至大四學生嗎？就

業學程經費補助之招收對象為大三至大四

學生嗎？以上理解是否正確？ 

3C 共同核心職能課程經費補助之招收對象為

大一至大三學生。 

就業學程經費補助之招收對象為大三至大四

學生。 

16.  

同一學年所申請的就業學程補助計畫是否

以招收大四生為主且至少 15人全程參與且

結訓？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是否也有此類

規定？如有，請問規定為何？ 

就業學程補助計畫是以大三至大四學生為主

且修畢各項課程之應屆畢業人數應達到十五

人。 

3C 共同核心職能課程主要以大一至大三學生

為主，若每班次獲得結訓證書或學分證明書

未達十五人時，不補助管理費，申請科系並

停權一年。 

17.  

申請的就業學程補助計畫和 3C共同核心職

能課程經費補助，學校是否可依時數核定為

學校學程學分數並依此收取學分費？ 

3C 共同核心職能課程課程上課時數如符合教

育部規範每一學分應上課之時數，學校可承

認此學分。並依教育部相關辦法辦理收取開

課相關費用。 

18.  

協同主持人的資格條件？是否須為專任教

師、校內編制人員、兼職人員等？協同主持

人是否可請領經費補助？ 

本計畫未規範協同主持人之資格與條件，惟

相關經費補助如工作人員費、主持人費、就

業服務費等項目皆不得以該校編制內人員請

領。 

19.  

單從就業學程補助計畫和 3C共同核心職能

課程經費補助的簡報資料中各項補助經費

和申請要件等之相關規定，對於學生要以兼

任助理執行本計畫相關行政工作恐將危及

經費核銷和請領，造成老師要自己賠錢補足

的窘境。強烈建議採專職助理的學程計畫經

費補助及由勞委會職訓中心統一辦理本補

此計畫由職訓局統一訂立規範，暫無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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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問題彙整 
助計畫行政作業與經費核銷教育訓練課程。 

20.  

請問 102學年度就業學程若需進行計畫變

更，該行文至何單位？ 

請函文至壹零壹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地址：桃園縣楊梅市中山北路二段 89號

3樓。 

21.  

計畫主持人可否跨系申請？例如：行銷系教

師幫視傳系撰寫計畫、執行並跨系(整合)招

生。 

本計畫無明確規範，請考量跨系整合成效及

資源互通方面。 

22.  

行政管理費佐證資料─支出項目清單中，有

哪些是規定不能用於行管理支出的？能否

整理出表單供大家參照？ 

執行學程所產生之相關費用，皆可從行政管

理費支應。 

23.  

學雜費編列，因為每一專精課程選修人數不

確定，招收學程學員也不確定的人數來編，

可能會不足或過多？ 

學雜費以預計招收學生人數來進行編列，人

數過多可進行經費變更申請，則補助上限為

六十萬為限；人數不足則按照核定補助金額

之十五分之一乘上不足人數扣減，小數點以

下四捨五入計。 

24.  
教師鐘點：因本校一節課(有部份時段)非 60

分鐘，是否可請領$1,600或減半？ 

目前鐘點費請領以「一節課」為基準，上限

則為 1,600元，各計畫主持人可視情況酌減。 

25.  
1個月內完成核銷結報，時程上太過於緊急。 1 個月內完成是有些許緊急，請於執行過程

中，一面做準備，方才能準備周全。 

26.  

希望能編專職人力或兼任助理，專職處理。 依計畫第十二條(十)規定： 

工作人員費：「應符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

之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標準規定編列，每人

每日以八小時為限且每人每月以一百六十小

時為上限……」。故可使用工作人員費來編請

專職人力或兼任助理，進行專職處理。 

27.  整合科系為“無”，才能收其他科系學生？ 本計畫無規定其他科系學生無法選修。 

28.  

102學年學程變更，公文及內容是給何單

位？ 

103學年度承辦單位為「壹零壹科技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所以有任何變更、公文及內容請

給予壹零壹科技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9.  

103學年共通核心及專精課程之學生資格是

否為大一至大四學生？ 

依計畫第二點第三項規定：103學年度共通核

心及專精課程之學生資格為大一至大三學

生。 

30.  

職場體驗單位是否不限家數？ 依計畫第八條(二)規定： 

依訓練性質結合一家(含)以上之單位。 

故沒有家數上限的限制。 

31.  
行管費規範太嚴，水電不能核銷，需檢具相

關資料。 

因水電費方面不能很明確的確定是專用在本

計畫上面，故無法進行核銷。 

32.  
未獲補助單位優先補助，那已獲補助是否就

不能優先？ 

3C 共通核心課程係依相關規定補助，已獲補

助之單位仍可提出申請，惟經費用罄將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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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問題彙整 
提供補助。 

33.  

「訓後就業服務費」可由哪些人員請領費

用？ 

職場體驗訪視： 

交通費：訪視人員(依本計畫交通補助標準辦

理)。 

餐費：訪視人員、訪視學員、職場體驗單位

人員(餐費必須檢附單據及簽到表)。 

就業輔導工作(例：就業講座、就業媒合…)： 

講師費：就業講座講師(依本計劃講座鐘點費

補助標準辦理)。 

餐費：就業講座講師、參訓學生、老師、工

作人員、助理(以上必須檢附單據及簽到表)。 

職場體驗專業指導費用：專業指導之相關費

用。 

34.  

教學或行政所需要墨水匣、碳粉匣及光碟片

等耗材，是否可用學雜費核銷？ 

依計畫第十二點(四)規定： 

學雜費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張、郵

資、招訓宣導、印刷裝訂等。 

教學或行政所需墨水匣、碳粉匣及光碟片等

耗材，可用學雜費核銷，惟留意其合理性。 

35.  

就業學程可以專收大四學生嗎? 可以，本計畫學程主要對象為大三至大四學

生，專收大四生當然可以，只要最後需滿足

結訓學生十五人即可。 

36.  

參訓人數如果超過核定人數，經費是否可以

追加？ 

經費可以進行變更，但補助以六十萬為上

限，經費的變更次數亦以 2 次為限，經費的

配置請視實際執行狀況做調整。 

37.  

因 103學年度計畫申請收件截止日期為

2/7，但中間事逢農曆年期間，在流程上很

緊急，請問收件日期可以延後嗎? 

本計畫依局內規定時辰無法進行變更。以往

收件期限都為 3 月底，因應一些反映學校選

課來不及，故提早。 

38.  

請問 103學年度有就地審計的機制嗎? 102學年度計畫的部分在 3至 4月有就地審計

查核部分的執行，則 103 學年之後也會有，

請詳存。 

39.  
請問有無就地審計注意的事項？ 請貴單位盡量將該學程的資料準備周全，憑

證需完整保存。 

40.  

職場時數是否有上限？ 依計畫第八條(二)規定：「體驗期間不得低於

八十小時，且須為參訓學生投保平安保險…」

在經費的許可下，時數並無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