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學年度
特聘教授/研究員人數 獎助費 獎助費合計

100學年 63 14,190,000

101學年 82 17,715,000

102學年

(計算至103年2月)
89 10,985,000

備註

1.上開統計表係以學年度計算。

2.上開特聘人數包含離退教授。

3.102學年度計算至103年2月止。

42,890,000

100-102學年度特聘教授/研究員人數及經費統計表 統計時間：103.2.13



 

頂大經費使用情形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購置圖書 
儀器 

教學研究

空間改善 
辦理國際 
學術交流 

延攬人才 
經費 

編制內人員

加給 
專案工作人員

薪資 
其他提升教學與研究費

用（含計畫諮詢費用）

100 年度（計畫執行期間 100.04-101.03） 

經費 30,652,072 9,347,928 27,259,369 18,295,484 13,179,778 35,579,101 66,551,030 200,865,126 
比例 15.26% 4.65% 13.57% 9.11% 6.56% 17.71% 33.13% 100% 

101 年度（計畫執行期間 101.04-101.12） 

經費 12,134,466 1,449,534 23,420,806 14,370,253 9,318,125 32,535,157 54,728,877 147,957,218 
比例 8.20% 0.98% 15.83% 9.71% 6.30% 21.99% 36.99% 100% 

102 年度（計畫執行期間 102.01-102.12，計至 102.11.30） 

經費 17,718,607 2,109,067 18,431,492 17,073,935 13,999,869 35,278,251 31,860,034 136,471,255 
比例 8.86% 1.05% 9.22% 8.54% 7% 17.64% 15.93% 68.24% 

  



 
 

國立政治大學 103 年度預算分配表(草案)  

 單位：元

 項 目  103 年度預定分配數

 合計   1,816,600,000
 1.人事費用   1,523,000,000
 2.約用人員薪資   149,000,000
 3.學生公費   144,600,000
  
 項 目  103 年度預定分配數

 經常門合計    343,631,324
 一、特定支出    3,469,000
 1.推動科技發展經費(副校長室)   1,949,000
 2.國外旅費   220,000
 3.附中   300,000
 4.補助實小   1,000,000
 二、教務處   44,932,000
 1.教務處業務費   9,070,000
 2.各學院、系、所、中心業務經費(教務處)   22,807,000
 3.E 化教室單槍燈泡耗材(教務處)   2,212,000
 4.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教務處)   1,500,000
 5.碩博士口試費(教務處)   3,686,000
 6.碩博士指導費(教務處)   3,967,000
 7.製作「學生證結合悠遊卡」費用(教務處)   1,080,000
 8.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   610,000
 三、學務處   28,938,004
 1.學務經費(學務處)    18,112,000
 2.導生活動費(學務處，101 移 40 萬至性平會)   10,326,004
 3.性別平等委員會(學務處)   500,000
 四、研究發展經費   11,954,000
 1.研發處   3,863,000
 2.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學術發展專款   0
 3.校級研究中心   8,091,000

     

 
 

國立政治大學 103 年度預算分配表(草案)  

 單位：元 
 項 目  103 年度預定分配數 
五、其他單位業務經費   107,508,320 
 1.電腦軟體租用(電推會)   8,480,320 
 2.電算中心業務費   9,116,000 
 3.期刊經費(圖書館)   41,000,000 
 4.圖書館經費（圖書館業務經費）   9,059,000 
 5.國合處   11,856,000 
 6.教學發展中心   515,000 
 7.師培中心教育學習學分班業務費   606,000 
 8.外文中心語言視聽教室設備維護費   250,000 
 9.傳播學院大學報(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經費   400,000 
 10.政大書院   478,000 
 11.校長室   1,076,000 
 12.秘書處   11,162,000 
 13.財務小組   1,000,000 
 14.主計室   408,000 
 15.人事室   2,443,000 
 16.體育室業務費(體育室)   4,960,000 
 17.體育活動費(人事室.體育室)   3,066,000 
 18.總務處   1,633,000 
 六、總務處辦理全校水電、電話費及儀器設備   138,440,000 
 1.水電費   60,645,000 
 2.清潔外包   17,945,000 
 3.學生校園公車   5,886,000 
 4.全校性電話費、儀器設備維護費等   53,964,000 
 七、統籌經費   8,390,000 

 
 
 
註：本表資料尚未經 103.3.2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敬請勿攜出。 



99-102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就學貸款人數統計表 

學年/學期 
免息貸款人數 

（114萬以下） 

半息貸款人數 

（114-120萬） 

全息貸款人數 

（120萬以上） 
總人數 

99/1 1,277 7 25 1,309 

99/2 1,233 6 21 1,260 

100/1 1,218 9 29 1,256 

100/2 1,160 9 28 1,197 

101/1 1,215 12 37 1,264 

101/2 1,160 11 29 1,200 

102/1 1,189 10 29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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