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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李宏展組長

稽核組

103-12-29 16:09 創文

2

宋義宏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3-12-29 16:35 103-12-29 16:36 串簽

3

林國興主任秘
書

秘書室

103-12-30 15:45 103-12-30 15:45 串簽

4

陳繁興校長

校長室

103-12-31 13:15 103-12-31 13:18 決行

稽核組

103-12-31 15:16

如擬。
5

李宏展組長

擲回

公布對象：(秘書室)熊雅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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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二次內部稽核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 年 12 月 24 日中午 12: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主持人：甯慧如副主秘
參加人員：詳如簽名冊
列席：黃監察人敏雄
一、 工作報告
報告上次稽核結果及後續處理情況：四項矯正行動要求表皆已繳回。
二、討論事項
(一)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稽核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1. 依「內部稽核實施細則」2.3 項規定，稽核委員須擬定稽核計
畫校長核定後，始可按計畫實施稽核。
2. 稽核組依實施細則中要求及「內部控制制度」
，草擬稽核計畫
(如附件一)，提供各位委員參酌。
決議：1. 照案通過。
2. 稽核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分送各受稽單位準備，以利稽核時
效。
(二)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稽核計畫分工表，提請討論。
說明：1. 因稽核委員均為校內教師兼任，學識專精亦有所不同。為達
到稽核目的，建議依教師之學識專長分工實施稽核。
2. 稽核計畫若有所修訂，建議可由稽核組適當調整稽核委員之
稽核事項，以利時效。
決議：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稽核計畫分工表如附件一。
(三) 103 年度獎補助經費內部稽核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1. 依「內部稽核實施細則」2.3 項規定，稽核委員須擬定稽核計
畫經校長核定後，始可按計畫實施稽核。
2. 稽核組依「103 年度執行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草擬稽核計畫(如附件二)，提供各位委員參酌。
決議：1. 照案通過。
2. 稽核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分送各受稽單位準備，以利稽核時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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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計畫分工表，提請討論。
說明：1. 為達到稽核目的，建議依教師之學識專長分工實施稽核。
2. 稽核計畫若有所修訂，建議可由稽核組適當調整稽核委員之
稽核事項，以利時效。
決議：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計畫表如附件二。
三、臨時動議
無
四、黃監察人發言：
(一) 首先感謝主席的邀請列席本會議，得有機會在此向各位委員當面致謝
各位一年來的辛勞。
(二) 昨天(12/23)召開臨時董事會議，有二案與各位有關，在此報告。
1. 本法人(董事會)委託本校辦理 102 學年度內部稽核報告一案，審議
通過。董事長交代本人向各位表示謝意。也在此轉達本案討論過
程，楊敦和董事(法學博士)的建議：以「財務事項」為例(如附件三)：
(三) 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不適用。宜將「不適用」移至「結果判定」欄，即該欄位有□符
合，□不符合，□不適用三選項，而「查核重點」欄寫「未有辦理
此項目」。這可能是教育部的內控稽核報告之「範本」不盡理想，
而很多學校照本照用之故。因為目前之 ISO 或會計師查帳報告之
「結果判定」均有此三選項。
2. 「建國科技大學財團法人內部控制制度」第一次修訂案，也獲董事
會議照案修訂通過。修訂條款：壹總則三、(三)、2：原條文「本法
人之稽核人員，由本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人員兼任，辦理本法人稽核
業務」
，修改為：
「本法人之稽核人員，由本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人員
或由外部人員兼任，辦理本法人稽核業務」，其他條款如附「新舊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詳細會議紀錄另日會送一份給甯主席參
酌。
(三) 各位稽核委員，有如古代御史大夫，應如甯主席所言不畏得罪人去「對
事不對人，是非分明」稽核。內控稽核工作對一個機關團體法人很重
要，像高雄榮化、中油公司、彰化頂新公司如果做好內控稽核工作，
就不會發生氣爆與身敗名裂的黑心油事件。明年 7 月教育部會來作內
控稽核訪視，希大家一起來做好準備工作，爭取好成績。謝謝各位。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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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附件一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 內控稽核 計畫表
執行時間：103.12.15〜104.01.31
稽核事項

人事事項

財務事項

營運事項

稽核項目
1. 聘僱
2. 敘薪級待遇
3. 福利及保險
4. 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
5. 出勤
10.考核
1. 動產購置作業
2. 募款作業
3. 收受捐贈作業
6. 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記錄
7. 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之審查、收支、管理及記錄
2. 招生作業
3. 學生註冊作業
教學
4. 課程規劃作業
5. 選課作業
1. 社團
2. 學生生活輔導
學生
3. 諮商輔導作業
4. 職涯與就業輔導作業
8. 學生緊急狀況處理作業
1. 財物採購作業
2. 營繕作業
總務
3. 財產管理作業
6. 出納組管理作業
7. 學雜費收款作業
研究
1. 研究發展事項
1. 產學合作事項
產學
2. 創新育成事項
3. 技術移轉事項
1. 學生作業
國合
3. 招收外籍學生作業
1. 系統開發及變更作業
5. 檔案及設備之安全作業
資訊
6. 硬體及系統軟硬體之使用及維護作業
8. 資訊安全之檢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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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稽單位

稽核委員

人事室

蔡文豐

會計室

劉欣芸

教務處

廖仁傑

學務處

李宏展

總務處

楊哲維

研發處

廖仁傑

國合處

李宏展

電算中心

陳明星

附件二

建國科技大學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計畫表
執行時間：104.01.15〜104.02.15

稽核項目

稽核委員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行情形與成效

蔡文豐、廖仁傑

第二部分：經常門執行情形與成效

劉欣芸、陳明星

第三部分：資本門執行情形與成效

楊哲維、李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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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5

附件四

6

檔
號：
保存年限：
電子簽核

收發文號：
收發日期：
創稿文號： 1042100366

*1042100366*

簽

於

附

件： (1件) 1042100366_1_紀錄.docx

秘書室

日期：中華民國104年02月05日

主旨：檢陳本校103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內部控制稽核小組會議紀
錄，敬請鑒察。

建國科技大學
代理/加簽

公文簽核流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熊雅斐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4-02-05 15:16 創文

2

林國興主任秘
書

秘書室

104-02-09 12:27 104-02-09 12:28 串簽

3

陳繁興校長

校長室

104-02-09 13:21 104-02-09 13:22 決行

秘書室

104-02-09 15:09

如擬。
4

熊雅斐助理秘
書

擲回

建國科技大學公文追蹤修訂表
創稿文號：1042100366
熊雅斐助理秘書
主旨：檢陳本校103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內部控制稽核小組會議紀
（秘書室）
錄，敬請鑒察。
（原創稿）
附件：1042100366_1_紀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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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4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正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通識中心教授李宏展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案由：建國科技大學執行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提請 審議。
說明：由本校稽核小組成員擔任此次「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稽核作業（分工如下），
於稽核作業完成後，各稽核人員請將相關稽核記錄與報告送交稽核組組長彙整呈
報校長，以利校方案規定時程完成呈報教育部作業。
稽核項目

稽核委員

第一部分：經費支用執行情形與成效

蔡文豐、廖仁傑

第二部分：經常門執行情形與成效

劉欣芸、陳明星

第三部分：資本門執行情形與成效

楊哲維、李宏展

決議：照案通過。

叁、臨時提案討論(無)

檔
號：
保存年限：
電子簽核

00100
永久

收發文號：
收發日期：
創稿文號： 1042100367

*1042100367*

簽

於

附

件： (1件) 1042100367_1_103內稽報告(建國科技大學).doc

秘書室

日期：中華民國104年02月05日

主旨：檢陳本校103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內部稽
核報告，敬請鑒察。

建國科技大學
代理/加簽

公文簽核流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熊雅斐助理秘
書

秘書室

104-02-05 15:18 創文

2

李宏展組長

稽核組

104-02-05 15:29 104-02-05 15:29 串簽

3

宋義宏助理秘 [陳佩雯助理秘
秘書室
書
書代理]

104-02-05 15:40 104-02-05 15:40 串簽

4

林國興主任秘
書

秘書室

104-02-09 12:28 104-02-09 12:29 串簽

5

陳繁興校長

校長室

104-02-09 13:22 104-02-09 13:26 決行

秘書室

104-02-09 15:09

如擬，感謝稽核人員的努力。
6

熊雅斐助理秘
書

擲回

建國科技大學公文追蹤修訂表
創稿文號：1042100367
熊雅斐助理秘書
主旨：檢陳本校103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內部稽
（秘書室）
核報告，敬請鑒察。
（原創稿）
附件：1042100367_1_103內稽報告(建國科技大學).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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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校長核准日

104 年 2 月 5 日

稽核期間

104 年 1 月 15 日～104 年 2 月 2 日

稽核人員

廖仁傑、蔡文豐、劉欣芸、陳明星、楊哲維、李宏展

104 年 02 月 09 日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經費執行分配比
依獎勵補助款執行清冊核算，自籌款占總獎勵補助
例－相關比例計 1.1 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 款比例為13.62% （=5,871,151÷43,118,484），符合
符合
勵補助款比例應≧10%
算不含自籌款金
規定。(附件一)
額
依獎勵補助款執行清冊核算，資本門占總獎勵補助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
符合
款比例為70.00%（=30,182,939÷43,118,484），符合
例應介於 70~75%
規定。
依獎勵補助款執行清冊核算，經常門占總獎勵補助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
款比例為30.00%（=12,935,545÷43,118,484），符合
例應介於 25~30%
規定。
1.4 不得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 經抽核獎勵補助款執行清冊及專帳明細， 並未發
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 現支用款項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利息
利息補助
補助等情事。
1.5 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
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
經查核，無此類支用案例。
之校舍工程，應於支用計畫
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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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
門比例應≧60%
1.7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
門比例應≧10%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
例應≧2%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
目占經常門比例應≧30%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比例應≦5%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
門比例應≧2%
1.12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占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
費比例應≦25%

2.經、資門歸類

2.1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
標準分類」規定辦理－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
過 2 年者列作資本支出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經核算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門
獎勵補助款比例為 77.68%（23,444,925÷
符合
30,182,939），符合規定。
經核算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
符合
占資本門獎勵補助款比例為 14.72%
（4,444,848÷30,182,939），符合規定。
經核算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獎勵補
符合
助款比例為 2.18%（657,366 ÷30,182,939），符合
規定。
經核算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獎勵
補助款比例為 63.58%（8,224,356÷ 12,935,545），
符合
符合規定。
經核算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占經常
符合
門獎勵補助款比例為 0.66%
（=85,280÷12,935,545），符合規定。
經核算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占經常門獎勵補
助款比例為 3.00%（388,000÷12,935,545），符合規
符合
定。
經核算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輔相
關工作經費比例為 22.27%（86,400÷ 388,000），符
符合
合規定。(附件二)
經抽查：資通系交換式集線器 20,000 元，財產編
號 10312171 1-2；服科所 42 吋螢幕 15,000 元，財
產編號 10309035 1-1；國企系掃瞄器 26,500 元，財
符合
產編號 10304032 1-1，以上三件均超過 1 萬以上，
且均列入管制，符合資本門認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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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3.獎勵補助經費使 3.1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
用，應明訂申請程序相關規
用時之申請程序
定
4.專責小組之組成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
辦法、成員及運
組成辦法(內容包含如：組
作情形
成成員、開議門檻、表決門
檻、召開次數…等)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本校已訂有「建國科技大學財產物品請採購作業辦
法」，其中明訂相關申請程序及作業流程，各項獎
符合
勵補助經費之使用均需依據執行。
經查本校已訂有「專責小組設置辦法」，最新修訂
版於 101 年 10 月第五次修正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符合
依辦法第一條規定設置專責小組，審議獎勵補助款
之規劃運用。
經檢核本年度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已依「專責小組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
設置辦法」第二條有關組成成員之規定，包含各科
符合
科)代表
系（含共同科）代表。(附件三)
經抽查商設系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 記錄，商設系之選任委員係由系上教師推選產生，
符合
與推舉產生之意旨相符。（專責小組成員任期兩
行推舉產生
年，自 103/8/1-105/7/31。）(附件四)
依據「專責小組設置辦法」檢核 103 年度專責小組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
執行作業，共召開 5 次會議(10/15、11/21、2/13、
(如：組成成員、開議門檻、
符合
3/12、6/16)，各次會議之成員、開議門檻、表決
表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門檻.. 均符合規定。
5.經費稽核委員會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
本校已於 100 學年度取消經費稽核委員會。
此項不適用
相關辦法、成員
訂定其組成辦法
及運作情形(僅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
此項不適用
本校已於100學年度取消經費稽核委員會。
適用於專科學校
與專責小組重疊
或仍保留經費稽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
核委員會之學
此項不適用
本校已於100學年度取消經費稽核委員會。
執行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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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6.專款專帳處理原
則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經抽核獎勵補助款專帳，會計室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已依專款專帳原則，妥善整理獎勵補助款及自籌款
6.1 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 之支出憑證（A-01 儀器設備補助款 / A-05 圖文及
符合
核支，並採專款專帳管理 博物 / A-11 設備-課指組 / A-011 儀器設備自籌款
/ A-13 圖書館自動化 / A-013 物品 / A-14 其他項
目 ）。(附件五)
7.獎勵補助款支出
經抽核獎勵補助款支出憑證，均能符合「教育部獎
憑證之處理
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規定情
形，抽查佐證資料說明如下：
1. 經常門獎助教師著作升等印刷費案，有關機械系
7.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
周波老師升等補助案，核章完全，單據、日期、
符合
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
數量、單價皆完整。
事項」辦理
2. 資本門教學與研究設備採購案（採購案號優先序
第 55、92 號）之支出憑證皆有簽章、有註明計
畫優先序，且核銷憑證有註明細項資料，廠商有
出具規格表。(附件六)
根據上述抽核獎勵補助款支出憑證，確認相關單位
7.2 應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已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立私立學校會計制度之
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原
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理原則辦理，未發現異常情
則辦理
事。
8.原支用計畫變更 8.1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 經比對核定版支用計畫書（103 年 3 月 14 日）與執
之處理
格、數量及細項等改變，應
行清冊之支用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等，變更部
經專責小組通過，會議紀錄
分已提 103 年 6 月 16 日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
相關會議記錄完整。(附件七)
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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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9.獎勵補助款執行 9.1 應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年度之認定
(1.1~12.31)，於年度內執行
完竣－經常門完成付款程
序，資本門完成驗收程序
9.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
12.25 前行文報部辦理保
留，並於規定期限內執行完
成
10.相關資料上網 10.1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
公告情形
畫書、執行清冊、專責小
組會議紀錄、公開招標紀
錄及前一學年度會計師查
核報告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經檢視執行清冊之付款日期（經常門）及驗收完成
日（資本門），並抽核獎勵補助款專帳明細，經常
門獎助案件已於年度內完成付款程序。

符合

無此類案例。

符合

本年度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行清冊、專責小組會
議紀錄、公開招標紀錄及會計師查核報告等資料，
能依規定期程公告於學校網站。

符合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勵補助教師相
經查， 針對教師相關之獎勵補助，已訂有「改進教
關辦法制度及辦
1.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 學獎助辦法」、「教師編著著作獎助辦法」、「教
理情形
師研究獎助辦法」、「教師進修辦法」、「教師參
制度應予明訂(內容包含
符合
如：申請程序、審查程序、加短期研習進修獎助辦法」、「教師聘任及升等評
審查標準、核發金額…等) 審準則」等相關法規。各項申請程序、審查程序、
審查標準…等均能有明訂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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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獎勵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皆經校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公
1.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 告於學校首頁之「整體發展獎補助專區」，並連結
關會議審核通過後，依學校 至人事室、研發處及教務處等網頁。另外再以e-mail
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
傳送各單位及全校教職員，至公文系統查閱。如有
修訂，亦依相同程序辦理。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符合

經查，本年度獎勵補助款投入於經常門之經費為
1.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 13,045,845元，其中用於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
應符合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等項目
構為主之支用精神
之經費達63.58%（8,224,356÷ 13,045,845），就獎勵
補助款而言確實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

符合

經查，本年度全校專任教師為283位，投入於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之經費為8,101,300元；當年度獲得獎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
勵補助款之教師計約有212 位，獎勵補助教師比例
定對象
約達74.9%，平均每位教師領取之獎勵補助款為
38,214元，沒有集中於少數人之現象。(附件八)

符合

經抽核獎勵補助教師案件，針對獎助教師編纂教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
據
作、升等送審等事項， 皆訂有相關法源依據。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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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經抽核獎勵補助教師案之執行作業，均能依照學校
所訂辦法規章執行，抽查佐證資料說明如下：
1. 人事室於 103/4/15通知全體教師提出申請，於
103/10/22第三次校教評會第五案三審完成審查
作業。皆依辦法「改進教學獎助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內容實際執行。(附件九)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 2. 經抽查102學年度改進教學--獎助教學媒體製作
行(如：申請程序、審查程
共45案，獎助金額538,500元，其中應外系張秀英
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
老師，審查結果為二等，獎助11,000元；獎助改
等)
進教學--編纂教材共18案，獎助金額224,500元，
其中唐志宏老師為二等，獎助14,000元。獎助研
究--專題計畫152案，其中林義証老師獎助
86,882，著作論文191案，其中施靜君老師獎助
9,000，林義証老師教科書獎助16,000元。以上皆
已撥款。(附件十)
2.行政人員相關業 2.1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經查，已具備有「職員工在職進修及短期研習辦
務研習及進修活
活動相關辦法應經行政會
法」，並於101/11/14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動之辦理
議通過
經抽核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佐證資料說明如
下：
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傅凱琳赴本校服務與科技管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
理所進修，進修領域與其學校業務具有相關性。
應與其業務相關
2. 秘書室陳佩雯助理秘書參加 學校法人與學校內
部稽核作法實務班，研習範圍與其學校業務具有
相關性。(附件十一)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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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經查本年度投入於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
經費為85,280元。其中進修為1案計 30,000元；研習
定對象
8案計 25,280元，未發現集中情形。(附件十二)

符合

經查，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獎勵補助，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係依「職員工在職進修及短期研習辦法」執行，於
據
法有據。

符合

依「職員工在職進修及短期研習辦法」，經查兩案
結果如下，皆如辦法規章執行：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 傅凱琳於本校服務與科技管理所進修，補助其註冊
行
費一學期計30,000元。
陳佩雯助理秘書參加 學校法人與學校內部稽核作
法實務班，補助金額合計4,230元
3.經費支用項目及
標準

1. 經檢核103年度獲獎勵補助款（含自籌款）薪資
補助教師名單，計有15位老師(新聘2位、現任13
位)，均查有授課事實（並有所屬系科鐘點名冊
3.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
授課事實、領有公家月退俸 對應）。
之教師薪資
2. 另與領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名單（本校冊列退休

符合

符合

公教人員再任私立大專校院教職員名單共30人）
相互核對， 並未發現重疊人員。(附件十三)
3.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 經核對本年度獲薪資補助教師15位老師授課鐘點資
學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 料，其實際授課時數符合學校專任教師授課時數及
數規定
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相關規定。(附件十三)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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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1. 經查校內有關經費支用標準相關規定，確認「建
國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學生出差旅費報支要點」均
3.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考「中 能符合「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行
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
標準表」中有關國內旅費之規定。
分類及執行標準表」之規定
2. 有關校內各項出席費、審查費之支給，均依據教
列支
育部「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
理。(附件十四)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 經查核校內自辦教師、行政人員研習活動，共計 20
，均能符合「教育部及所屬
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 案（活動經費 78,640）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 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相關
施及改進方案」相關規定辦理 管理措施及改進方案」規定辦理。
4.經常門經費規劃 4.1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 核定版(含自籌款)經常門總經費為 13,069,105，決算
與執行
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
之支用狀況為 13,045,845，獎勵補助案件之執行與
差異幅度應在合理範圍
原計畫之差異幅度為 0.178%。(附件十五)
(20%內)
依、「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教師編著著作獎助辦
法」、「改進教學獎助辦法」推動教師研習、著作、
4.2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
研究、改進教學作業，查對作業規定、申請公告、
具體成果或報告留校備供
評定結果之校教評會議紀錄，以及所有獎勵清冊，
查考
皆如辦法規章執行，並將相關成果或報告留存於各
業務承辦單位。
執行清冊獎勵補助案件之填寫完整正確，除已符合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
部定要求格式內容外，亦能用相關附件清冊補充說
填寫應完整、正確
明各項支用清單。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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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管 1.1 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
經查總務處已訂有「財產物品請採購作業辦法」及
務單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
符合
理辦法、制度
相關作業流程，內容大致參考「政府採購法」訂定。
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 經查現行之「財產物品請採購作業辦法」，已經103
符合
程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 年11月19日校務會議第四次修訂及103年12月23日
通過
董事會核備通過。(附件十六)
經查總務處財產設備保管組已訂有「財產管理辦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 法」，辦法內文訂明「財產盤點作業、財產管理作
符合
明訂
業、財產毀損與報廢作業、財產遺失與賠償作業」
等規定。
經查「財物管理辦法」第一條已明訂有關使用年限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
符合
係以行政院頒「財物標準分類」為原則編訂之。辦
年限及報廢規定
法內文已訂明「財產毀損與報廢作業」等相關規定。
2.請採購程序及實 2.1 經費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
施
相關採購程序(僅適用於專
此項不適用
本校已於 100 學年度取消經費稽核委員會。
科學校或仍保留經費稽核
委員會之學校)
抽核請購編號：11030924-11101-01、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 11030408-11414-01、11030929-11109-01 等 3 採購案
符合
及作業流程執行
皆符合學校所訂「財產物品請採購作業辦法」。(附
件十七、十八、十九)
2.3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
抽核請購編號 11030929-11109-01 採購案，符合政府
規範之採購案應依「政府採
符合
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附件十九)
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抽核請購編號11030429-11415-03桌上型電腦採購案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
符合
（優先序138），依學校電腦統購價格並透過臺灣銀
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行共同供應契約下訂，以維採購效能。(附件二十)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 10 -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3.資本門經費規劃
與執行

查核重點

3.1 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
幅度應在合理範圍(20%內)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
備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
款支應項目
4.財產管理及使用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
情形
管理系統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查核說明及建議
依本年度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原資本門預計採購 106
項教學及研究設備、11 項圖書館自動化及期刊、11
項學輔相關設備、8 項其他設備，共計 136 項。
經查報部執行清冊，11 項圖書館自動化及期刊、
11 項學輔相關設備、8 項其他設備均如數完成採購。
執行清冊中列計採購 112 項教學及研究設備，增加
原因係因採購議價結果，增購 6 項設備（此 6 項設
備係本校年度規劃之序號 107~112，原本列計在擬
由本校以政策性籌措經費採購之第二批採購計畫）。
經費執行差異幅度 2.05%(在合理範圍 20%內)。
經查，本年度投入於資本門之經費為35,943,990 元
（獎勵補助款30,182,939 元、自籌款 5,760,851
元）
，其中 27,705,776 元 ( 獎勵補助款 23,444,925
元、自籌款4,260,851 元）用於教學及研究設備項
目，約占資本門77.08 % ，經費之運用確能達到以
教學及研究設備為優先考量之要求。
經抽核本年度獎勵補助款執行清冊及電腦財產管理
系統，均已於經費來源欄位載明獎勵補助款及自籌
款支應額度。(附件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經核對本年度獎勵補助款資本門所購置之儀器設備
均已登錄於電腦財產管理系統中。(附件二十一)
抽核資本門請購編號：11030924-11101-01、
11030408-11414-01、11030929-11109-01、
11030429-11415-03等4採購案相關登錄資料已確實
填載於電腦財產管理系統。(附件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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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經抽查本年度資本門獎勵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102 年度
均已列有「103年度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附
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件二十二)
經抽查本年度資本門獎勵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
均已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附件二
查，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十二)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 經抽查本年度資本門獎勵補助款購置之圖書、教學
蓋「102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 媒體等，皆有黏貼「103年度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
之戳章
戳章。(附件二十三)
經抽查本年度資本門獎勵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請
購編號：11030924-11101-01、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11030408-11414-01、11030929-11109-01 等 3 採購
案，皆符合「一物一號」之原則。(附件十七、十
八、十九)
經檢視本年度執行清冊資本門採購項目請購編號：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
11030924-11101-01、11030408-11414-01、
之細項廠牌規格、型號及校
11030929-11109-01等3採購案，皆明確標示廠牌、型
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號及細項規格。(附件十七、十八、十九)
5.財產移轉、借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
經查「財產管理辦法」條文內容皆已明訂規範。(附
用、報廢及遺失
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
件二十四)
處理
理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 財產移轉、借用及報廢處理，皆依學校所訂辦法規
行
章執行。且無遺失案例。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 檢視總務處財產設備保管組103年8月1日簽辦單，財
失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產移轉異動記錄皆建置完備。(附件二十五)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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