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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科技大學) 

108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9 年 2 月 27 日 校長核准日 109 年 2  月 27 日 

稽核期間  108 年 1 月 1 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稽核人員 戴嬡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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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算自籌款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10%

（=534,966÷5,349,659），符合規定。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50~55% 

依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核算，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50% 

（=2,674,830÷5,349,659）、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50% 

（=2,674,829÷5,349,659）。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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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及專帳明細，並未

發現支用款項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

利息補助等情事。 

  

1.5 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

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應於

支用計畫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 

本年度獎勵補助款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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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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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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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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0%

（=2,147,930÷2,67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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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算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設備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7.49%

（=200,400÷2,674,830）。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2% 經核算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獎

勵補助款比例為2.132%

（=57,000÷2,674,830），符合規定。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

門比例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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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7%

（=2,227,383÷2,674,829），符合規定。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

門比例應≦5% 

經核算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占

經常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1.21%

（=32,405÷2,674,829），符合規定。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

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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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200,000÷2,674,829），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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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50,000÷200,000），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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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核財產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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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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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均已訂有相關申請

程序及作業流程，並在人事室網頁中，人事法

規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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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已依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訂定「專責小

組設置要點」，並依辦法第2條規定設置專責

小組，第5、6條規定召開次數與表決門檻審議

獎勵補助款之規劃運用。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經檢核本年度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已依「專責

小組設置要點」第2條有關組成成員之規定，

包含各科系（含通識中心）代表。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

生 

經抽核各科系代表皆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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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年度專責小組會議，抽核相關會議紀

錄，皆符合「專責小組設置要點」所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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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103年1月16日校務會

議通過修訂刪除本校組

織規程第二十一條第一

款經費稽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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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本校已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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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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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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自籌款之支出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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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均依「教育部獎

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規

定辦理。 

  

7.2 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

處理原則辦理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已依「私立學校

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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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經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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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獎勵補助款執

行年度之認定 

9.1 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1.1~12.31)執行，應於當年度全數執

行完竣－完成核銷並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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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獎助案件幾乎已於年度內完成付款

程序，唯獨本校學務處第三大項，其他學輔相

關工作經費執行成效中，序號1的聖誕餐會暨

愛心義賣活動有延遲支付(109年1月8日支付)

的情事發生，另外資本門已於會計年度內完成

驗收程序。 

該項活動接近年末，結

案時間緊湊，以至於發

生延遲支付現象，已告

知學務處要提早作業，

不要再有任何的環節疏

漏不周的情事發生。 

 

9.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行文報

部辦理保留，並於規定期限內執行

完成 

經查本年度資本門經費使用均已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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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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紀錄及前一學年度

會計師查核報告等資料，已依規定公告於學校

網站，公告於綜合行政處網頁，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經費獎勵補助項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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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針對教師相關之獎勵補助，已訂有改進

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

修、著作、升等送審等相關辦法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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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皆經會議審核通過

後，並在人事室網頁中，人事法規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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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驗，本年度獎勵補助款投入於經常門之經

費為$2,227,383元，比例為83.27%用於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

著作、升等送審等項目之經費，就獎勵補助款

而言確實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查驗，本年度全校每位專任教師所獲獎勵補

助款金額均未逾校內規定之12萬元上限額

度，已就制度面及執行面加以控管，避免集中

於少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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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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抽核獎勵補助教師案件，針對獎助教師編纂

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

修、著作、升等送審等事項，皆訂有相關法源

依據，已在人事室網頁中人事法規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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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著作等

案件，均已依規定辦理，未發現異常情事。 

經抽核獎助教師改進教學、研究、研習及升等

送審案件，均已依規定辦理，未發現異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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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行政人員業務研習皆依據本校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獎勵補助實施要點」相

關規定辦理，已在人事室網頁中人事法規中公

告。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

務相關 

本年度行政人員研習案件均與工作內容相關 

本年度行政人員進修無相關執行案件。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查本年度投入於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其中進修為0案；研習共22案，未發現集

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情形。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查108年度行政人員業務研習皆依據本校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獎勵補助實施要點」，

且本年度所有研習獎勵補助案件均經行政會

議通過。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 108年度行政人員業務研習皆依據本校規

定流程辦理-「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獎勵補助

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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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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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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檢核本年度獲獎勵補助款（含自籌款）薪資

補助教師名單，均查有授課事實；另與領有公

家月退俸之教師名單相互核對，並未發現重疊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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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本年度獲薪資補助教師之授課鐘點資

料，其實際授課時數均符合學校「專任教師授

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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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用於校內

人員出席費、審查費、主持費、引

言費、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經查校內有關經費支用標準相關規定，符合

「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

準表」中有關國內旅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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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校內自辦教師研習活動，並未發現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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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情形，另外，學校訂定有「自辦研習活動

補助辦法」，並明訂各項目支用比例之合理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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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年度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

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異幅度為20%內，合乎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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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助教師研習、著作、研究、改進教學

等案件，相關成果或報告均已留存於各業務承

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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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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

整、正確 

經抽核執行清冊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之填

寫，並與各業務承辦單位所提供之資料核對，

內容均完整與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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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總務處已訂有「採購辦法」及採購作業流

程，內容大致參考「政府採購法」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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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現行之「採購作業辦法」，其採購規

定及作業流程皆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已訂有「財物管理辦法」、

「財產盤點作業規定」、「財物驗收作業規

定」、「財物報廢作業要點」、「財產檢查作

業規定」。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

廢規定 

經查，「財物報廢作業要點」第2條已明訂有

關使用年限及報廢相關規定，且「財物管理辦

法」第2條條文中，已規定單價新臺幣1 萬元

以上且使用年限2 年以上者，列作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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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年度設備採購皆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流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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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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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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採購案皆依學校採購辦法並參考

「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

採購標準 

經查，本年度設備採購由總務處統一進行全校

基本共通設備之採購，其採購單價參照臺灣銀

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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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對本年度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及執行清

冊，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之差異幅度未逾

合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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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

目 

經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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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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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對本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及電腦財

產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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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錄備查 經抽核資本門請採購文件及電腦財產管理系

統，相關資料皆確實登錄備查。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

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經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

備，均已列有「108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

之標籤。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

註明設備名稱 

經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

備均已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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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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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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等，圖書期刊已於內頁加蓋

「108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抽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

設備，皆符合「一物一號」之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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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檢視本年度執行清冊資本門採購項目，已於

「規格」欄註明廠牌、型號及細項規格；另於

「財產編號」欄列示校產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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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有關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等之處

理，已明訂於「財物管理辦法」及「財物報廢

作業要點」中。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抽查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均

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

記錄應予完備 

經抽查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紀

錄，均填寫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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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有關財產盤點之處理已明訂於「財產盤點

作業規定」中，並規定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

盤點1次。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

符 

經抽核盤點紀錄，均與學校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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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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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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9 107 年獎勵補助經費 支用依據與流程 據查無顯著缺失與異常 - 

 

簽核欄 

稽核人員                稽核主管 校長 

   

※上列稽核人員、主管於擔任內部稽核人員期間，應非專責小組成員或曾參與相關採購作業程序，並依學校所訂內控制度相關規範執行，另

應參與相關專業研習或訓練。 

※本格式所設計之稽核要項及查核重點僅列述獎勵補助款執行時應遵循之一般性原則，學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及稽核程式，自行斟酌調整增

刪項目；另有關「查核說明及建議」宜明確表達所抽查之案件及查核結果為何。 

※本稽核報告經校長核准後，應於 2 月 28 日前上網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