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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 

法規制(修)訂總說明 

壹、法規制(修)訂之必要性 

因應本年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再次起伏，為使學生安心就學，避免

造成家長與學生心裡慌亂，檢視目前實際運作情形，滾動修正補助要點以符合現況。 

貳、法規制(修)訂屬性 (請依照法規情況，進行勾選) 

□新法規，以訂定法規規定說明表形式說明。 

■修正規定逾二分之一，屬全文修正性質，以全文修正形式對照表說明。 

□修正規定在四條以上，未達全部規定之二分之一者，屬部分修正性質，以部分修正形

式對照表說明。 

□修正規定在三條以下者，屬少數規定修正性質，以少數規定形式對照表說明。 

參、法規制(修)訂之重點 

增修補助規範，降低全校教職員生因疫情執行公務或進行實務課程之經濟負擔。 

肆、制(修)訂法規與校外、校內其它法規之關連 

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點 申請對象及條件限制： 
一、專任教職員工，赴實習機

構進行課程或經校長批

准執行公務（不含各項計

畫所涉及之活動推展），

需配合所涉單位之規範

進行 PCR、快篩檢測或購

買家用快篩試劑者。 
二、具正式學籍且於在學期間

赴實習機構進行實習，需

配合該單位之規範進行

PCR、快篩檢測或購買家

用快篩試劑者。 
三、教職員工生若因個人因素

未施打疫苗，不適用本補

助規範，惟出具醫療院所

開立之不建議施打疫苗

證明者或非疫苗施打對

象，不在此限。 
 

第二點 申請對象及條件： 
一、專任教職員工，赴實習機

構進行課程或經校長批

准執行公務（不含各項計

畫所涉及之活動推展），

需配合所涉單位之規範

進行 PCR 或快篩檢測者。

二、具正式學籍且符合下列特

殊身份或條件之學生，於

在學期間赴實習機構進

行實習，需配合該單位之

規範進行 PCR 或快篩檢

測：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之子

女孫子女 
（五）原住民學生 
（六）非特殊身分但須急

難救助之學生，得

由導師填寫個案家

庭概況表並提出具

體佐證。 
 

 
1. 考量疫情起伏

不定，為使學生

安心就學與進

行實習課程，放

寬申請對象條

件限制與補助

項目 
2. 為使補助經費

妥適運用，增列

不予補助之條

件。 

第三點 檢驗費用補助項目與額

度 
一、補助項目 

（一）PCR 檢驗費用 
（二）快篩檢驗費用 
（三）購買家用快篩試劑

費用 
二、補助額度 

（一）進行實習課程或執

行公務之教職員工

生，全額補助。 
（二）符合申請條件者，

個人年度補助上限

不超過 8,000 元為

限。 

第三點 檢驗費用補助額度 
一、進行實習課程或執行公務

之教職員工，全額補助。

二、符合特殊身份或由導師填

寫個案之學生（須經審核

後補助），年度補助金

額，以不超過 5,500 元為

原則。 

增列補助項目及明

列補助額度與個人

年度經費申請上

限。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點 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時間：當月份之檢測

費用，由申請單位造冊

後，於次月第二週前，提

出申請。當年度十二月以

後所進行之檢測，應於隔

年度一月前造冊申請，逾

時不得申請。 
本要點修正通過後，舊法

適用對象至遲於 5月份提

出申請，新法實實施對象

溯及 111 年 4 月 1 日已進

行檢測之費用補助。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於檢測

後，檢附下列文件向所屬

單位提出申請： 
（一）補助申請表 
（二）檢驗或快篩試劑費

用單據正本 
（三）施打疫苗小黃卡影

本 
三、審查程序：由各單位彙整

申請案件，初審符合條件

後造冊，於規定期限內，

會簽研究發展處、會計

室、秘書室審核通過後，

核撥補助經費。 

第四點 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時間：自本要點通過

後，每月底前受理當月支

用之檢測費，並由申請單

位造冊，次月五日前提出

申請。十二月以後所進行

之檢測，應於隔年度一月

五日前，造冊申請，逾時

不得申請。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於檢測

後五日內，檢附下列文件

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請： 
（一）補助申請表 
（二）檢驗收據正本 

三、審查程序：由各單位彙整

申請案件，初審符合條件

後造冊，於每月底前，會

簽研究發展處、學務處、

會計室、秘書室審核通過

後，核撥補助經費。 
 

1. 配合上述各項

要點修正，適度

調 整 申 請 時

間，使教職員工

生獲得經濟協

助。 
2. 另檢附文件，依

修正內容酌予

增列。 
3. 增列新舊法適

用之時間點為

但書。 
4. 因補助條件放

寬，且配合本次

要 點 規 範 修

正，併同修正審

查程序。 
5. 因受理條件放

寬，不限縮特殊

身份之學生，故

審查程序會簽

單位刪除學務

處。 

第六點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年度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倘經費不足

時，學校得停止補助。 

第六點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年度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倘經費不足

時，優先補助教職員

工，學生則另由學雜費

提撥之經費支應。 

敘明經費來源，如

不足額時得停整補

助。 
 

第八點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點 本要點經經費規劃專責

小組會議通過，陳校長

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修正法規終審權責

會議，以利於各階

段或政策方向調

整，及時修正補助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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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2  110 學年度第 2 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111.4.21 110 學年度第 1 次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臨時會議修正 

第一點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

減輕教職員生因執行公務或進行校外實習課程，需配合有關單位進行

PCR 或快篩檢測時，所負擔之檢測費用，特訂定「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特殊傳染性肺炎檢測費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點 申請對象及條件限制： 

一、專任教職員工，赴實習機構進行課程或經校長批准執行公務（不含

各項計畫所涉及之活動推展），需配合所涉單位之規範進 PCR、快

篩檢測或購買家用快篩試劑者。 
二、具正式學籍且於在學期間赴實習機構進行實習，需配合該單位之規

範進行 PCR、快篩檢測或購買家用快篩試劑者。 
三、教職員工生若因個人因素未施打疫苗，不適用本補助規範，惟出具

醫療院所開立之不建議施打疫苗證明者或非疫苗施打對象，不在此

限。 
第三點 檢驗費用補助項目與額度 

一、補助項目 
（一）PCR 檢驗費用 
（二）快篩檢驗費用 
（三）購買家用快篩試劑費用 

二、補助額度： 
（一）進行實習課程或執行公務之教職員工生，全額補助。 
（二）符合申請條件者，個人年度補助上限不超過 8,000 元為限。 

第四點 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時間：當月份之檢測費用，由申請單位造冊後，於次月第二週

前，提出申請。當年度十二月以後所進行之檢測，應於隔年度一月

前造冊申請，逾時不得申請。 
本要點修正通過後，舊法適用對象至遲於 5 月份提出申請，新法實

實施對象溯及 111 年 4 月 1 日已進行檢測之費用補助。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於檢測後，檢附下列文件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請： 

（一）補助申請表 
（二）檢驗或快篩試劑費用單據正本 
（三）施打疫苗小黃卡影本 

三、審查程序：由各單位彙整申請案件，初審符合條件後造冊，於規定

期限內，會簽研究發展處、會計室、秘書室審核通過後，核撥補助

經費。 
 
 



第五點 申請文件如有虛偽不實、造假等情事，經查證屬實，將予以追回款項，

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第六點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倘經費不足時，

學校得停止補助。 
第七點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依相關規定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第八點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