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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4 年 1  月 15 日 校長核准日  104 年 1 月 19 日 

稽核期間 103 年 1 月 1 日～103 年 12 月 31 日 

稽核人員 廖國勛、許文昌、李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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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相關比

例計算不含自

籌款金額 

1.1 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勵補助款

比例應≧10%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為 15,466,539 元，學

校自籌款 (配合款 )實支數為

1,876,194 元占總獎勵補助款

比例為 12.13%。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70~75%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為 17,342,733 元，資

本門實支數為 12,702,207 元占

總 獎 勵 補 助 款 比 例 為

73.24%，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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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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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25~30%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為 17,342,733 元，經

常門實支數為 4,640,526 元占

總 獎 勵 補 助 款 比 例 為

26.76%，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4 不得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建校舍工程

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未支用於興建校舍

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

助，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5 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

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應於支用

計畫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未支用於重大天然

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

修繕之校舍工程。 

感謝賜教。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60%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資本門實支數為

12,702,207 元，其中教學及研

究等設備實支數為 9,509,100

元占資本門比例為 74.86%，符

合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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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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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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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其中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

備實支數為 1,085,107 元占資

本門比例為 10.02%,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2% 經查本校 103 度教育部獎勵補

助經費中，學輔相關設備實支

數為 280,000 元占資本門比例

為 2.59%，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

比例應≧30%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經常門實支數為

4,640,526 元，其中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等項目實支數為

2,235,593 元占經常門比例為

48.18%，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比例應≦5%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經常門實支數為

4,640,526 元，其中行政人員業

務 研 習 及 進 修 實 支 數 為

109,973 元占經常門比例為

2.37%，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03/12/10 修訂版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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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

≧2%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經常門實支數為

4,640,526 元，其中學輔相關工

作經費實支數為 224,488 元占

經常門比例為 4.84%，符合規

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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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學輔相關工作經

費實支數為 224,488 元。外聘

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實支數

為 14,688 元占經常門學輔相

關工作經費比例為 6.54%，符

合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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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在 2 年以上者列作資本支出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

限超過 2 年者皆列作資本支

出，無 1 萬元以下的資本支

出，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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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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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時之申請

程序 

3.1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明訂申

請程序相關規定 
經查本校獎勵補助經費之使

用，皆明訂申請程序與相關規

定，並於本校網頁首頁的「獎

勵補助經費」專區中公告 

感謝賜教。  

4.專責小組之組

成辦法、成員

及運作情形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辦法(內

容包含如：組成成員、開議門檻、表

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經查本校獎勵補助款專責小

組設置辦法於本校網頁中公

告，其組成成員、開議門檻、

表決門檻、召開次數…等皆有

明訂，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經查本校獎勵補助款專責小

組設置辦法，明訂其組成成員

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經查本校各系系務會議紀

錄，各系獎勵補助款專責小組

代表皆由自行推舉產生，符合

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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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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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如：組成成

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數…

等) 

經查本校獎勵補助款專責小

組歷次會議紀錄，專責小組會

議的召開，皆依設置辦法相關

規定執行，每次會議皆由校長

親自主持無主席代理情形，符

合規定。 

感謝賜教。  

5.經費稽核委員

會相關辦法、

成員及運作情

形(僅適用於專

科學校或仍保

留經費稽核委

員會之學校)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訂定其組成

辦法 
本校已不適用。 感謝賜教。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與專責小組

重疊 
本校已不適用。 感謝賜教。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本校已不適用。 感謝賜教。  

6.專款專帳處理

原則 

6.1 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採

專款專帳管理 
經查本校各項獎勵補助經費

皆據實核支，並採專款專帳(專

冊)管理。 

感謝賜教。  

7.獎勵補助款支

出憑證之處理 

7.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

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 
經查本校各項獎勵補助經費

核銷皆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

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

事項」辦理，簽各項支出憑證

中簽章皆完整，日期正確，支

出憑證皆註明計畫優先序，符

合規定。 

感謝賜教。  



103/12/10 修訂版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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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應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 
經查本校各項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相關資料保存期限與其

他事項皆依 101.08.01 生效台

會 (二 )字第 1000112463C 號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相

關規定辦理，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8.原支用計畫變

更之處理 

8.1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

細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通過，會

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

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經查本校獎勵補助款支用項

目、規格、數量及細項等改

變，皆經專責小組通過，會議

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

對照表及理由等皆保存良好。 

感謝賜教。  

9.獎勵補助款執

行年度之認定 

9.1 應配合政府會計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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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所有獎勵補助經費皆於

103 年度執行完竣。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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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所有獎勵補助經費皆於

103 年度執行完竣，無辦理保

留經費。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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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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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相關資料上網

公告情形 

10.1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行

清冊、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開招標

紀錄及前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

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經查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執行清冊、專責小組

會議紀錄、公開招標紀錄及前

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皆

公告於學校網站(集中於公告

專區方便查詢)，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第貳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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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辦法、制度 

1.1 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

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經查「大漢技術學院採購暨營

繕作業辦法」有訂定金額、授

權核准層級及底價訂定之範圍

與層級。 

感謝賜教。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經校務

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檢查本校事務組「請採購作業

辦法」，其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

程皆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

過。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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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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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檢查本校保管組規章，確實訂

有「財產及物品管理辦法」並

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另外，檢查財產標籤字樣，內

容皆有「○○○年度教育部獎

補助」字樣。 

感謝賜教。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本校「財產及物品管理辦法」

中規定單價新臺幣1 萬元以上

且使用年限 2 年以上者，列作

資本支出。本辦法中亦有包含

報廢及減損之規定。財物使用

年限則依據行政院頒布之「財

物標準分類」來處理。 

感謝賜教。  

2.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2.1 經費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

序(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留經費稽

核委員會之學校) 

本校不適用。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執行 

1. 經查機械系 YU-控制盤合

約及程序均符合規定。 

2. 經查案號 2 土環系混凝土

技術士技能檢定設備驗收

報告符合規定。 

3. 經查案號 8-4 背式軟管割

草機採購程序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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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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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採購

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經查本(103)年度超過 100 萬

的 案 件 共 有 標 案 案 號

103003(公告金額 1,284,150

元), 標案案號103004(公告金

額 3,713,360 元), 標案案號

103006(公告金額 1,194,850

元),等 3 案。廠商報價進入底

價後無再進一步議價情形，與

「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規定

之精神相符。決標至決標公告

日皆於 30 日內完成，與「政

府採購法」第 61 條及「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4 條規

定相符。驗收紀錄單皆載明履

約期限、完成履約日期等資

訊，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96 條相符。 

感謝賜教。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本校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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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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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資本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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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決標金額較大的案件，

標案案號 103003 公告金額

1,284,150 元 ， 決 標 金 額

1,060,000 元，決標價為預算

數的 82.5%。標案案號 103004

公告金額 3,713,360 元，決標

金額 2,540,000 元，決標價為

預算數的 68.4%。標案案號

103006 公告金額 1,194,850

元，決標金額 1,000,000 元，

決標價為預算數的 83.7%，標

案案號 4-65公告金額 735,750

元，決標金額 600,000 元，決

標價為預算數的 81.5%。除標

案標號 103004差異較大外，其

餘抽查案件實際採購單價皆低

於原預估單價達 20%以內應屬

合理。 

感謝賜教。偶後會注意採購物

品市價價格。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經查請採購財產項目，符合優

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之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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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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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查請採購財產項目，皆有區

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

目 

感謝賜教。  

4.財產管理及使

用情形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經查保管組「電腦財產管理系

統」，其儀器設備確實納入管理

系統中 

感謝賜教。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經查保管組「電腦財產管理系

統」之財產、物品查詢系統，

財產有確實登錄 

感謝賜教。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部獎

補助」字樣之標籤 
經查保管組標籤及實際觀察校

內財產，皆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經查保管組財產設備之照片存

檔資料，皆符合規定，且照片

都有註明設備名稱 

感謝賜教。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經查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

體皆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查財產項目大致上符合一物

一號原則 

感謝賜教。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

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經查保管組財產清冊，皆有將

大項目之細項廠牌規格、型號

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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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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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

處理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理 
經查本校「財產及物品管理辦

法」中已明訂財產之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處理 

感謝賜教。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保管組相關資料，設備之

遺失及財產移轉皆正常執行 

感謝賜教。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

應予完備 
經查保管組相關資料，設備之

遺失及財產移轉等記錄完備 

感謝賜教。  

6.財產盤點制度

及執行 

6.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訂 經查本校「財產及物品管理辦

法」中已明訂財產盤點辦法 

感謝賜教。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經查保管組財產盤點資料，其

盤點工作與規定相符。 

感謝賜教。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查保管組財產盤點紀錄，有

依盤點辦法實施，紀錄完整。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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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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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辦法制度

及辦理情形 

1.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應予明

訂(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審查程序、

審查標準、核發金額…等) 

1.改進教學獎助要點的七之

(二)：「申請競賽類改進教學獎

助之教師，應檢附本校「教師

改進教學獎助申請表」，及前一

年度六月一日起至當年度五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未在校內外

申請獎助之成果（一式三份）。」 

※建議在申請表中加上一勾選

項「未曾接受校內外其他獎

助」，以符合辦法之規定。 

2.經查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

及規定，本校有訂定「大漢技

術學院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

門經費實施辦法」，且對於申請

各項獎補助亦訂有相關要點可

依據辦理，查核結果，符合規

定 

1.於 3 月底前提校教評會討

論。 

2.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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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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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審核

通過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 

1.獎補助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2.各項補助要點經校教評會議

通過 

3.以上辦法及實施要點依規定

掛網公告周知  

查核結果，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應符合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精神 

1. 獎勵補助款比例應≧30%，
經查本校 103 年執行金額
$2,454,264 佔 52.89%  

2. 學校自籌款用於教師薪資補
助比率為 0% 

查核結果，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改善教學獎勵補助教師金額為

2,215,386 元，平均每位老師補

助金額為 36,318 元。經查領取

獎補助前 10 名總金額為

978,460，佔改善教學 44.17%，

未超過 50%。 

感謝賜教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獎助經常門皆有辦法及要點可

遵循，抽查教材、教具、改進

教學三項之相關案件資料內

容，皆有法源依據 

查核結果，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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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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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如：申請

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

等) 

1. 經查編纂教材申請案，案號

1002 申請表格為舊版。

1010、1011、1006 簽章日

期塗改未蓋章。2001 系主

任簽章日期有誤。2002、

2003 曾希哲申請日期應為

0514，誤植為 0814。教具

製作，編纂教材審查過程未

敘明獎助金額如何訂定之。 

2. 經查進修申請案，案號

6001、6005 系主任簽章時

間有誤。 

3. 經 查 著 作 申 請 案 ，

7034~7037 申請表，系主任

簽 章 時 間 有 誤 。

7038~7041，7043~44 系主

任簽章時間有誤。7045~47

申請者與系主任簽章時間

有誤。7065 系教評會時間

登錄有誤。 

4. 經查本校教師升等案件合

計 6 件(8001 至 8006)皆依

本校相關規章執行無誤。 

1.2.3.5.6.皆已修正。 

4.感謝賜教 

 



103/12/10 修訂版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7 

【第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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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研習補助 5008-5010, 

5013-5014, 5022, 

5024-5025, 5028-5029, 

5044 申請人及系主任簽章

應在系評會開會日期前。 

6. 5016-18, 5021, 5031-34, 

5038, 5042-43 系評會開會

日期應在研習日期之後(補

助要點五之(一)「…，事後

提請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追認。…」) 

  

2.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辦理 

2.1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關辦

法應經行政會議通過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103 年度共計有 36 件行政

人員業務研習案，各案的執行

皆依據「大漢技術學院行政人

員進修暨研習要點」相關規定

來管理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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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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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務

相關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103 年度 36 件行政人員業

務研習案，皆與其業務有直接

相關。 

感謝賜教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103 年度 36 件行政人員業

務研習案，並無集中於少數人

或特定對象的情況。 

感謝賜教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查103年度36件行政人員業

務研習案均依「大漢技術學院

行政人員進修暨研習要點」無

誤 

感謝賜教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103 年度 36 件行政人員業務研

習案均依照流程辦理。 

感謝賜教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3.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實、領

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經查無補助無授課事實、領有

公家月退俸之教師。符合規

定。 

感謝賜教  

3.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經查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103/12/10 修訂版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9 

【第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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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考「中央政府各機

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之規

定列支 

1.查核本校自訂各項經費補助

辦法及要點，大致遵照「中央

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

執行標準表」之規定制定，且

無超過情形 

2.查核「大漢技術學院舉辦學 

術活動補助要點」，附件一中所

列：舉辦學術活動支用經費編

列項目及標準表，其編列標準

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

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相

關規定辦理 

經查「2014 企業經營與行銷學

術研討會」相關資料，符合相

關規定辦理。 

 

感謝賜教  



103/12/10 修訂版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20 

【第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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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4.1 獎勵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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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

經費中經常門獎補助款中「研究」原

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申請經費為

186,485 元實支數為 171,000 元，執

行率為 91.7%。「研習」原計畫(核定

版支用計畫書)申請經費為 426,297

元實支數為 322,931 元，執行率為

75.75%。「進修」原計畫(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申請經費為 160,000 元實支

數為 152,255 元，執行率為 95.16%。 

經查編纂教材項目：原申請金額

$188,800，實際執行金額$187,000，

執行率 99.05%。經查製作教具項目：

原申請金額$96,300，實際執行金額

$90,000，執行率 93.46%。經查改進

教學及學校自辦活動項目：原申請金

額 $709,496 ， 實 際 執 行 金 額

$790,155，執行率 111.37%。查核結

果：除研習差異達 24%，餘差異幅度

皆未超過 20%。 

經查行政人員進修及研習、自辦活

動：原申請金額 132,160，實際申請

金額 109,746，執行率 83.04%。 

原申請無補助現有教師薪資，實

際補助現有教師薪資$920,372。 

建議：鼓勵教師參加研習，並加

強新聘教師活動。 

持續鼓勵教師精進及努力新聘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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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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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成果或

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經查本校 103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經常門獎補助款中

「研究」、「研習」、「進修」皆

有具體成果或報告留校備供查

考。 

感謝賜教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

整、正確 
經查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均完

整、正確，符合規定。 

感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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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1/8 2.請採購程序及實施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

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執行 

經查本年度超過 100 萬元的案件「管

理館、工學館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其

採購契約書明訂期限，採購案底價依

規定由校長訂定，無驗收前即進行請

款動作，符合本校所訂定的採購規定

辦理，但於查核過程中仍發現以下需

詳加說明意見： 

(1).關於底價的訂定，依據政府採購法

第四十六條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

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

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授

權人員核定。本校採購規定僅規定 20

萬以上由校長核定，有法令未盡周詳

之疑慮。於查核議價底價單時又發

現，底價的訂定分為三級(承辦單位→

總務處→校長)，承辦之營繕組依據政

府採購法四十六條的精神訂定詢價後

循校內程序完成底價的訂定，上述過

程於本校採購規定中皆未有所說明。 

將修正採購及營繕辦法中，有關底

價訂定的內容，並於採購辦法修訂

時並修訂驗收報告格式，以符合現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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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1/8 2.請採購程序及實施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

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執行 

(2).本校工程驗收報告表單與採購辦

法第十五條驗收內容不一致，請說明。 

（1）T13E0102002-0001~0017衛浴設備

-乾濕分離 

（2）T13E0102007-0001~0017電視設備

-42吋 

（3）T13E0102009-0001~0017衛浴省水

設備-分離馬桶  

（4）T13E0102010-0001~0017衛浴省水

設備-面盆組 

（5）T13E0102011-0001~0017衛浴省水

設備-龍頭及衛浴組 

（6）W06E0102004-0001地下室磨石子

修復 

經查其中編號（3）T13E0102009 

（4）T13E0102010（5）T13E0102011，

三筆衛浴省水設備，其合約內頁訂約日

期為 102/1/22，與合約書封面之訂約日

期 102/1/30 不合，合約書預定交貨日

期為 102/2/4，公文流程中最後核准日

為 102/02/05，與請採購作業流程不合 

除以上說明外，其他項目之查核尚能符

合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修正合約訂約日期，並責承辦人員

注意日期以符合採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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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1/8 3.資本門經費規劃與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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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本年度資本門執行完成之項
目，其中（1）T09E0102001 伺服器
主機 Windows 作業系統，原預估單
價 66000 元，實際採購單價 36000
元（2）T09E0102005 收銀機組，原
預估單價 61400 元，實際採購單價
41600 元（3）T09E0102006 收銀機
操作軟體，原預估單價 368000 元，
實際採購單價 239000 元（4）
T09E0102007 玻璃座與框，原預估單
價 44200 元，實際採購單價 29650
元 
（5）T09E0102008 考生置物櫃，原
預估單價 144000 元，實際採購單價
96000 元（6）T02E0102006 精準型
旋風式微粒分俓器，原預估單價
71000 元，實際採購單價 56000 元
（7）T01E0102002 投影機布幕，原
預估單價 13600 元，實際採購單價
10000 元（8）T14E0102002 液晶電
視，原預估單價 85000 元，實際採
購單價 57000 元（9）T14E0102003 
DVD 錄放影機，原預估單價 17000
元，實際採購單價 12000 元。 
以上 9 項實際採購單價是低於原預
估單價達 20%以上 
建議：確實訪價 

爾後要求請購單位詢價時應嚴謹確

實勿浮報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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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1/8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

人或特定對象 

1.經查教材、教具、改進教學

三項，皆依各項補助要點辦

理，且無適用於特定對象，唯

改進教學一項，編號 2 號、4

號、11 號金額高達各為

$113,142、$86,500、$66,000，

皆為取得證照或輔導學生考

照之補助，較平均$975,642/38

人每位約$25,675 金額高出許

多。 

2. 再查獲得補助教師前 14

名佔總申請金額 51.43%。 

3. 唯依據「大漢技術學院運

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

實施辦法」第六條  每位教師

及行政人員每年獲得教育部

獎補助金額最高為新台幣壹

拾貳萬元整，查核結果則符合

規定，無超過情形。 

建議根據實際使用情況，研

擬每項補助金額之合理範圍 

學校已於 102 年 12 月 4 日經校教評

會審議修正通過「教師取得證照獎

助要點」，訂定補助上限為 2 萬元

整。 

已修正辦法制定取得證照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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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1/8 4.1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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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2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

助經費中經常門獎補助款中「研

究」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申請經費為 186,485 元實支數為

171,000 元，執行率為 91.7%。「研

習」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申請經費為 800,057 元實支數為

391,435 元，執行率為 49%。「進

修」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申請經費為 300,433 元實支數為

197,448 元，執行率為 68%。差異

幅度過大請執行單位說明。 

經查編纂教材項目：原申請金額

$241,126 ， 實 際 執 行 金 額

$115,000，差異 52.31%。經查製

作 教 具 項 目 ： 原 申 請 金 額

$96,450 ， 實 際 執 行 金 額

$35,000，差異 63.71%。經查改進

教學及學校自辦活動項目：原申

請金額$725,308，實際執行金額

$1,184,016，差異 63.24%。查核

結果：差異幅度皆超過 20%。 

經查行政人員進修及研習、自辦

活動：原申請金額 210,000，實際

申請金額 151,419，差異幅度

27.9%。 

原申請無補助現有教師薪資，實

際補助現有教師薪資$1,110,694。 

建議：差異幅度過大，可鬆綁部

分辦法，或編列預算時參考歷史

資料。 

學校編列各項補助金額，原則上以鼓勵教師提升自我

教學品質為目的，其中研習因相關辦法將上限提高一

萬元，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亦將獎勵額度提高，故提

高編列金額，希冀教師踴躍參與各項教學活動，但成

果不彰，103 年獎補助經常門之編列，已依 102 年之

執行成果大致編列各項經費。 

103 年已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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