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大專校院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分工表(項目別) 
110.11.15 

項次 第一層內容 第二層內容 第三層內容 說明 主負責單位 

一 校務資訊說明 

1.學校沿革 學校創校迄今重要大事紀或沿革圖  秘書處 
2.組織架構  學校組織架構圖  秘書處 

3.基本數據及趨勢  

(1)近3年學生人數(分大學部、研究所、

進修部及在職專班)與變動趨勢圖 
 教務處 

(2)近3年教職員人數與變動趨勢圖  人資室 
(3)近3年生師比與變動趨勢圖  教務處 
(4)每生校地及校舍(或樓地板)面積(以

公頃為單位) 
不同校區之每生樓地板面積請分別列出

並說明 
總務處 

(5)學校圖書資源  圖資處 

(6)學校設備與資源 不同校區請分別列出並說明 總務處 

4.學校特色與發展願景 

(1)學校特色說明 不同校區請分別列出並說明 秘書處 
(2)學校未來發展願景或短中長程發展

需求 
請列出因應校務中長程發展需求所規劃

之重大資產支出項目。 
秘書處及會計室 

(3)學校SWOT分析 
有助於學校經營者與社會大眾更瞭解學

校經營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 
秘書處 

5.學校績效表現  

(1)近3年各類評鑑結果  秘書處 

(2)近3年畢業生流向與校友表現 

1. 根據主要國家大學資訊公開情形與專

家諮詢會議學者建議，畢業生流向為

學生及其家長選校重要參考資訊。 
(1) 學校應公告各系所、學位學程及

其學制班別之畢業學生人數及其

流向，其中畢業生流追蹤應以追

蹤畢業滿 1 年、畢業滿 3 年及畢

業滿 5 年之畢業生發展情形。 

學務處 



項次 第一層內容 第二層內容 第三層內容 說明 主負責單位 

(2) 學校應公布之資料包括： 
○1 應追蹤人數、已追蹤人數及未追

蹤人數及其比例等。 
○2 已追蹤人數之發展情形（例如任

職單位、職業類型等）。 
○3 畢業生其他表現。 

2. 除前揭數據資訊公布外，學校可結合

校內各項學生學習成效等衡量工具或

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結

果等，進行近 3 年畢業校友整體發展

情形說明。 
3. 獎勵核配基準之辦學特色，學校如有

選擇「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面向，

應說明學校公告畢業生就業追蹤之系

所比率，並填列附表。 

(3)其他與學校績效表現有關之訊息 
有助於社會大眾瞭解學校成果與表現，

做為學生選校參考，例如：期刊對於企

業最愛大學生之調查結果等 
秘書處 

6.私立學校董事會相關

資訊 

(1)董事名單及個人經歷 
董事個人經歷是否公開，請各校於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之前提下，自

行決定是否公開。 
董事會 

(2)董事會捐助章程  董事會 

(3)董事會財務資訊 

1. 公開專任董事薪酬及無給職董事及監

察人支領之出席費、交通費。 
2. 其他每一筆收支超過 10 萬元之項目

逐項公開。 

董事會 



項次 第一層內容 第二層內容 第三層內容 說明 主負責單位 

二 

財務資訊分析 
（含學校共同

性與學院個別

性收支分析內

容） 

1.學校收入支出分析 
（各項指標除量化數

據外，請輔以適度文

字說明） 

(1)近3年學校收入分析（學校經費來

源）：各項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率

（建議以圖表呈現，並輔以文字說

明） 

3. 建議以簡明易懂的圖表方式呈現。 
4. 私立學校收入表應公開至第四級會計

科目(圖為第三級會計科目)；公立學

校應公開至四級科目  (圖為四級科

目)。 

會計室 

(2)近3年學校支出分析（學校經費用

途）：各項支出占學校總支出比率

（建議以圖表呈現，輔以文字說明） 

1. 建議以簡明易懂的圖表方式呈現 
2. 私立學校支出表應公開至第四級會計

科目(圖為第三級會計科目)；公立學

校應公開至各成本與費用明細表之五

級用途別科目 (圖為四級科目)。 

會計室 

三 
學雜費與就學

補助資訊 
1.學雜費與就學補助資

訊 

(1)學校及各學院每生收費標準 有助於學生及其家長選校參考 會計室 

(2)學校及各學院每生平均教學成本 

請輔以文字說明 
1. 有助於學生及其家長瞭解不同學門教

育成本之差異 
2. 有關教學成本應包括項目，根據國教

院基礎研究結果，以「直接教學成本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獎助學金支

出＋行政管理支出」較具共識。但此

定義僅供參考 

會計室 

(3)學校及各學院學雜費標準占平均每

生教學成本比率 

請輔以文字說明 
有助於學生及其家長瞭解教學成本分擔

比率之合理性。 
會計室 

(4)學生在學期間教育支出估算（包括學

雜費、住宿費、生活費概算） 
可協助學生及其家長做為選校參考，並

及早進行財務規劃 
學務處 

(5)政府、學校與民間機構提供之各項助

學措施資訊（包括獎助學金、就學貸

協助學生及其家長獲得所需之財務資

助，避免因經濟因素和資訊不足造成入
學務處 



項次 第一層內容 第二層內容 第三層內容 說明 主負責單位 

款與工讀機會） 學阻礙 

(6)在校生申請就學貸款/獎助學金/學
雜費減免之金額、人數及比率 

可瞭解學生獲得財務資助之情形 學務處 

2.學雜費調整之用途規

劃說明 

(1)調整後學雜費使用情況 
1. 依照「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第 7 條規定辦理學校應對外提出學雜

費調整之論述，說服社會大眾學雜費

調整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2. 本項目為申請學雜費調整之學校需公

告項目，未申請調整免公告。 

學雜費調整小組

(暫訂) 

(2)學雜費調整理由、計算方法 
學雜費調整小組

(暫訂) 
(3)支用計畫（包括學雜費調整後預計

增加之學習資源） 
學雜費調整小組

(暫訂) 

3.學雜費調整校內審議

程序說明 

(1)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校內決

策方式、組成成員及研議過程 
1. 依學雜費研議公開程序之規定，校內

決策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

學生代表，並 應舉辦說明會議及設置

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2. 本項目為申請學雜費調整之學校需公

告項目，未申請調整免公告。 
3. 學校決定申請學雜費之相關資料應於

第一次會議即提供。 
4. 歷次溝通及決策會議紀錄應於會後逐

次公開。 

學雜費調整小組

(暫訂) 

(2)學雜費調整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

錄、學生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 
學雜費調整小組

(暫訂) 

四 
學校其他重要

資訊 

1.預算編審程序   會計室 
2.會計師查核報告   會計室 

3.學校採購及處分重大

資產情形 

(1)辦理新臺幣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

一覽表 

揭露近3年學校100萬元以上採購名稱、

採購品項、辦理方式、得標廠商、採購

金額及是否接受政府補助等資訊。 
總務處 

(2)處分土地及重大資產案件一覽表 
1. 揭露近 3 年學校處分 100 萬元以上資

產項目、資產帳面金額、變賣淨收入、

未實現重估增值減少數及處分損益等



項次 第一層內容 第二層內容 第三層內容 說明 主負責單位 

資訊。 
2. 處分土地及重大資產案，每一筆超過

100 萬元的細項皆須逐項公開。 
3. 資產殘值超過 100 萬以上之資產報廢

項目須逐項公開。 

4.開課與師資資訊 
各學系所科學位學程、各學制、各年級

入學年度課程規劃、當學期實際開設課

表及授課教師姓名及專長 

揭露各學系所科學位學程、各學制、各

年級入學年度課程規劃、當學期實際開

設課表及授課教師姓名及專長，俾利各

界快速查詢開課情形。 

教務處 

5.其他 增加學位授予相關資訊  教務處 

五 
內控內稽執行

情形 
內部控制制度及執行 

(1)內部控制制度 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秘書處 
(2)近3年稽核計畫及稽核報告  稽核室 

表格

說明 

說明： 
1.各校財務資訊公開內容，以決算書之數據為準，提供資料應適時更新，國立大學以「年度」，私立大學以「學年度」為基準。 

2.各校得自行於本公開架構下新增公開項目。 

3.各校公開之各項數據資料應以得統計運用之檔案格式（例如：csv、xlsx）為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