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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大學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10 年 2 月 19 日 校長核准日 110 年 2 月 19 日 

稽核期間 110 年 1 月 22 日 

 

稽核人員 

109 學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全體稽核委員 

台北校區：B 組：洪儒瑤主任委員、莫素微委員；C 組：蔡政宏委員、黃秀如委員、余元培委員; 

 D 組：李淑玲委員、劉滿海委員 ；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新竹校區：F 組：姜佳瑗委員、林玉梅委員 

 

【基礎構面】第壹部分、經費規劃與支用(B 組：洪儒瑤主任委員、莫素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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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算學校自籌款占總獎勵

補助款的比例為12.17%，符合 

規定。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50~55%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的比

例為52%，符合規定。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45~50%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的比

例為48%，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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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並未有將獎勵補助款使

用於興建校舍工程、補助建築

貸款利息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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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並未有將獎勵補助款
使用於校舍修繕工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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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壹部分、經費規劃與支用(B 組：洪儒瑤主任委員、莫素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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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2%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

為2.30%，符合規定。 
  

1.7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

比例應≧60%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

占經常門的比例為68.17%，符 

合規定。 

  

1.8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比

例應≦5%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的比例為0.23%，符合 

規定。 

  

1.9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

2%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

的比例為9.46%，符合規定。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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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

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的

比例為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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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在 2 年以上者列作資本支出 

各項經費的劃分，均依「財物

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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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獎

補助經費分配與使用辦法」已

於101年10月8日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

過，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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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壹部分、經費規劃與支用(B 組：洪儒瑤主任委員、莫素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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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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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
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辦法」已
於 108 年 5 月 6 日 107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行政
會議修正通過，並於會計室網
頁公告，內容包括：組成成
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
開次數等項目。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查核本年度專責規劃小組會

記錄及簽到單，出席人員已包

含各系所教師代表。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抽查校內各系所之系務會議

記錄，專責規劃小組代表確實

係經由系所教師自行推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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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本年度專責規劃小組會

議記錄（109/2/17, 3/23, 9/14, 

11/9共召開4次會議），均能遵

照「設置辦法」的內容執行。 

  

5.內部控制稽核委

員會相關辦法、

成員及運作情形 

5.1 應設置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並訂定其

組成辦法 

「中華科技大學內部控制稽
核委員會設置辦法」已於 107
年 6月 11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
過，並於秘書室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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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壹部分、經費規劃與支用(B 組：洪儒瑤主任委員、莫素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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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與專責

小組重疊 

檢視本年度專責規劃小組、內
部控制稽核委員會成員名單
及會議簽到單，並未發現有成
員重疊情形。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本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

於109/1/17、5/25、9/25共召開

3次會議，分別就計劃性及專

案性稽核事項、內容進行分工

與討論，均依「設置辦法」之

要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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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獎補助經費，均能據實核
支並採專款專帳台新甲存
20128-0帳戶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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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支出憑證均依「教育部獎
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
作業相關事項」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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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支出憑證皆依會計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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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支用項目資本門序號 
001, 041, 042, 061, 062, 067, 
075, 076, 077, 078, 079, 080, 
106, 152, A02 經 109 年 9 月 14 
日專責小組會議同意變更(有 
會議紀錄及簽到單)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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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壹部分、經費規劃與支用(B 組：洪儒瑤主任委員、莫素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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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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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核銷並於次年 1 月 15 日付

款完畢 

經檢視執行清冊之驗收完成

日(資本門)及付款日期(經常

門)，各細項之驗收、付款程

序皆已於本會計年度內完成

並於110年1月15日付款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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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採購案皆已於年度內完 

成驗收、付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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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
已上網公告,其餘支用計畫
書、執行清冊、專責小組會議
紀錄等,俟報部後將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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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貳部分、獎助案件執行情形(台北校區：C 組：蔡政宏委員、黃秀如委員、余元培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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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已訂有相關辦法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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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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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本年度獎勵補助款投入
經常門之費用為,19,604,956元,

其中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經費達 68.18%,符合支用精神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109年度全校專任教師153人 ,

投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經費
為13,371,510(含自籌款),平均
每位87,395元 ;當年度總共有
536案,平均每案補助為24,946

元;個別教師研究獎助金皆未
超過校內規定之15萬元上限額
度,符合避免集中少數或特定
對象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抽查獎補助案件等事項 ,皆
訂有相關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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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
究,研習等案件,均依規定辦理,

未發現異常情事 

經抽查提高現職專任師資薪
資,編纂教材,研究,研習,進修,

升等送審等項目 ,均依學校規
章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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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貳部分、獎助案件執行情形(台北校區：C 組：蔡政宏委員、黃秀如委員、余元培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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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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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相關辦法,皆經行政會議
通過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務

相關 

有關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
件,皆與其業務相關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本年度投入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及進修活動經費為 45,505 元,

其中研習 9案,經抽查五案未發
現集中情形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針對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獎勵補助 ,皆訂有關法
源依據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抽查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獎勵補助 ,均依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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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本年度接受獎勵補助款
補助薪資之教師資料 ,未發現
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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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本年度接受薪資補助教
師資料,均符合學校基本授課
時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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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

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校內有關經費支用標準相關規
定,均參照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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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貳部分、獎助案件執行情形(台北校區：C 組：蔡政宏委員、黃秀如委員、余元培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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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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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校內自辦教師 ,行政人
員研習活動,並未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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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算進修,升等送審,行政人
員進修執行百分比低於80% 

薪資及師資結構」之 3 項子項
目包括「新聘教師薪資」、「進
修」及「升等送審」執行金額
減少落差之辦理情形如下： 

1. 本校教師多已屆中高齡，近
年陸續辦理退休，持續有新
聘教師之需求，故如擬定計
畫時，除確認以往平均新聘
教師數，並納入校級發展所
需師資減少執行金額落差。 

2. 「進修」與「升等送審」持
續積極鼓勵教師進修與升
等，減少執行金額落差。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為優化師
資及提升整體師資素質，以強
化教學品質，本校教師專長均
已符合系院之發展需求，但為
因應少子化之系級整併及教師
專長多元化，持續積極鼓勵教
師進修與升等減少執行金額落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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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獎補助案例均有成果或
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

整、正確 

經查清冊序號 25 未填寫完成 已將該序號資料填寫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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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貳部分、獎助案件執行情形(新竹校區：Ｆ組：姜佳瑗委員、林玉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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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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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審核通過後公告於承辦單位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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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獎勵補助款投入於經常
門之經費為 19,604,956 元，其
中用於提高現職專任師資薪
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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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 68.18%，就獎勵補助款而
言，確實用以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為主。 

且學校自籌款投入於經常門之
經費為 639,821 元，用於軟體
訂購費和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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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貳部分、獎助案件執行情形(新竹校區：Ｆ組：姜佳瑗委員、林玉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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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109年度獎勵補助款投入於改
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經費為
13,371,510元(含自籌款)，扣除
新聘專任教師薪資及提高教師
薪資金額後為4,913,040元，當
年度獲得獎補助款之改進教學
案件計有377案，平均每案獎勵
補助款約為13,032元，個別教
師皆未超過校內規定之18萬元
上限額度。顯見已就制度面及
執行面加以控管，避免集中於
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抽查獎勵補助教師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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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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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等
案件，均依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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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相關辦法，皆經行政會
議通過。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務

相關 

有關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獎勵補助，皆與其業務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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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貳部分、獎助案件執行情形(新竹校區：Ｆ組：姜佳瑗委員、林玉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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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抽查本年度投入於行政人員
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經費為
45,505元，其中進修有0案；研
習9案(共9人)，平均每人獎助
研習金額5,056元；辦理1場校
內行政人員研習活動，共計支
用6,400元，未發現集中情形。  

其中，抽查如下： 

獎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序號
1，皆依校訂辦法執行。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針對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獎勵補助，皆訂有相關
法源依據。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針對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活動之獎勵補助，皆訂有相關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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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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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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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

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校內有關經費支用標準相關規
定，均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
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
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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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貳部分、獎助案件執行情形(新竹校區：Ｆ組：姜佳瑗委員、林玉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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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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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新竹分部自辦研習活動
序號1(新竹分部總務組)，依照
「中華科技大學辦理職員研習
實施要點」第三點辦理，活動
經費皆為外聘講師鐘點費支
出，未發現有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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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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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獎助教師改進教學、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
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等
項目，以及行政人員研習進
修、新聘教師薪資補助、學輔
相關工作項目，其中進修、升
等送審及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
進修等 3項之執行金額均為
零，比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
畫書）少，經費差異大於20%。
其餘項目與原計畫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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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獎助教師研習、著作、
研究、改進教學、編纂教材等
案件，相關成果或報告均已留
存於各業務承辦單位。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

整、正確 

經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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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致完整、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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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參部分、採購案件執行情形(台北校區：D 組：李淑玲委員、劉滿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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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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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事項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經查無不符事項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經查無不符事項   

2.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 

2.1 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

購程序 
經查無不符事項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執行 
經查無不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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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事項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經查無不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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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參部分、採購案件執行情形(台北校區：D 組：李淑玲委員、劉滿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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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 074 網管交換器採購案:經
查此案為三案合一摽案之一，
標案計畫書編列總金額
388000 元，實際購買 380000，
二者差異幅度為 2.1％，差異幅
度在 20％內之合理範圍。然而
個案 074 網管交換器之計畫書
編列 2 台 140000 元，實際購買
為 2 台 176000 元，差異幅度為
20.45％，差異幅度未在 20％內
之合理範圍。建議往後採購應
避免整體標案符合規定，但個
案不符合之情形發生。 

由於此次採購案廠商原報價金

額與當初估價金額一致，因學

校有各系所購置同款項規格，

學校採集體公開招標，招標後

原報價金額較原估價高，未來

於相類似採購時，將注意類似

情況，避免價格差異性過大情

形發生。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經查無不符事項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查全校已區分獎勵補助款
21238702與自籌款 4331542 
元，並有列出支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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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事項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經查無不符事項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部獎補

助」字樣之標籤 
經查無不符事項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經查無不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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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事項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查無不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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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參部分、採購案件執行情形(台北校區：D 組：李淑玲委員、劉滿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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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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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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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事項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無不符事項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

應予完備 
經查無不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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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智慧教學廣播系統之
財產驗收單之會驗人員（申請
人）與主驗人員為同一人，建
議會驗人員（申請人）不能為
同一人，應避免有球員兼裁判
之嫌。 

爾後主驗人員若有請購案件，

可委請另 3 位主驗人員執行業

務。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經查無不符事項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查無不符事項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 16 頁，共 35 頁 

 

【基礎構面】第參部分、採購案件執行情形(新竹校區：F 組：姜佳瑗委員、林玉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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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總務處訂有「中華科技大
學採購作業管理辦法」及相關
作業流程，內容大致參考「政
府採購法」，並於104年11月6

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採購作
業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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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科技大學採購作業管理
辦法」係經104年6月8日103學
年度第2學期第1次總務會議通
過、104年9月7日104年度第1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及
104年11月6日第15屆第9次董
事會議通過，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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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103年5月
12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
管理辦法」，有關財物之管理、
增加、驗收、減損、移轉、盤
點、養護等，均訂有明確規範。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中華科技
大學財物管理辦法」訂有使用
年限及報廢流程規定。 

  

2.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 

2.1 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

購程序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執行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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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參部分、採購案件執行情形(新竹校區：F 組：姜佳瑗委員、林玉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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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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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全校 109 年度教研、圖
書、學輔獎補助款執行與原計
畫差異極小，皆在 20%以下，
上述各項比例亦符合規定。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經查全校教學儀器設備占比
87.66%，符合優先支用規定。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查全校已區分獎勵補助款及
自籌款，自籌款共 4,331,542 萬
元，支應於教學及研究設備和
其他，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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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部獎補

助」字樣之標籤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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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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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構面】第參部分、採購案件執行情形(新竹校區：F 組：姜佳瑗委員、林玉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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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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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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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訂有「財物
管理辦法」，並於 103 年 5 月
12 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
管理辦法」，有關財物之管理、
增加、驗收、減損、移轉、盤
點、養護等，均訂有明確規範。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皆依規定執行。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

應予完備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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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總務處保管組訂有「財物
管理辦法」，並於 103 年 5 月
12 日修訂「中華科技大學財物
管理辦法」，有關財物之盤點係
於每年 2、5、8、11 定期盤點，
訂有明確規範。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經查無不符合事項。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查 108 年度 4 次盤點紀錄完
備，無不符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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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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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占經常

門獎勵補助款 67.88%，雖符合規定，惟「新

聘專任教師薪資」及「提高現職教師薪資」

合計即達 38.74%，難免排擠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所需經費，對學校促進產學合作研

發、推動實務教學及教師學術、實務研究有

所影響，學校宜再加強落實執行績效，以期

強化競爭優勢。 

人事室 

1. 獎補助款主要目標改善教學、教師薪資

及師資結構，積極鼓勵教師提升相關能

量，發揮獎勵補助款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的最大效益。 

2. 108 年度新聘教師，計有 3 位助理教

授、6 位講師獲得補助，大部分皆有業

界經驗，同時提升推動實務教學及實務

研究。 

人事室依相關規定執行，新聘教師大部分

具有業界經驗。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常門運用於「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

結構」共計 8 個子項目，其中「新聘教師

薪資」、「進修」及「升等送審」執行金額落

差均在 20%以上。學校宜針對前述項目，

詳實評估經費運用之優劣分析，以落實 

PDCA 循環改善機制，進而提升計畫管考能

力。 

人事室 

「新聘教師薪資」部分，108 年度補助 9 位

教師；「進修」本校老師超過 70%具助理教

授資格，目前較無進修之需求；「升等送審」

辦理中，導致執行金額落差均在  20%以

上。109 年度依據現況規劃經費，減少比率

落差，進而提升計畫管考能力。 

109 年度「教師進修」執行件數為 0。「升

等送審」辦理中，可於 110年度獲得改善。 

經常門運用「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

構」之 3 項子項目包括「新聘教師薪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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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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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及「升等送審」執行金額減少落差之辦

理情形如下： 

1. 本校教師多已屆中高齡，近年陸續辦理退

休，持續有新聘教師之需求，故如擬定計

畫時，除確認以往平均新聘教師數，並納

入校級發展所需師資減少執行金額落差。 

2. 「進修」與「升等送審」持續積極鼓勵教

師進修與升等，減少執行金額落差。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自評表【附表 3】顯示原規劃經常門之執

行，不少項目之金額、案次與原預估呈現大

幅差異，對於已訂定之指標宜落實執行，並

採取積極措施確保經費之使用達成預期目

標，以發揮經費運用效益。 

人事室 

感謝委員指正，後續定期召開獎補助款會

議，對執行具大幅差異之項目提出建議，以

減少實際執行與原計畫之落差，以發揮經費

運用效益。 

人事室會於後續召開獎補助款會議，對執

行具大幅差異之項目提出建議。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在執行成效之呈現上，學校主要以單位別或

職能別，提供執行件數或金額。建議除提供

各項過程性指標（如執行件數、金額）與成

果性指標（如教師創新教學∕產學合作件數

∕專利件數∕獲獎數、學生高階專業證照∕

競賽獲獎∕就業率、媒體評價…等）外，能

擇定較具亮點之績效指標，輔以多年成長數

據比較呈現，將更有助於展現具體辦學績

人事室 

感謝委員建議。 

感謝人事室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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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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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針對教師產學合作、專利獎助之執行成效，

除評估「量」之提升外，建議可再追蹤專利

所帶來的技轉金額及促進產業發展的影響

力。 

技服組 

感謝委員對於產學合作及專利執行成效的

肯定。日後將追蹤技轉金額及產業發展。 

109年度在產學合作及專利方面達成技轉 6

件，金額 1,369,215元。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資本門採購設備大致符合學校發展所期待的功

能，其中機械系加強車輛鈑金噴塗技術及檢測

之實作場域，以協助學生熟悉車輛組裝與檢修

之操作能力；土木系增購量測實習全站儀等設

備，以培養學生執行監測能力；航空學院採購

液壓管路油壓測試台，以更新飛機維修實作設

備。 

感謝委員肯定。 

感謝委員幫忙說明。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學輔相關工作及設備經費運用效益之敘

述，宜更深入檢討分析，建議可提供學生社

團參與相關展演活動或競賽、社會服務等成

果，以更彰顯經費運用效益。 

課指組 

將依委員建議提供社團展演與競賽活動，以

及社會服務成果，以彰顯運用效益。 

109年度有製作彙整表檢討分析。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相較於 107 年度之經費投入，資本門「其

他設備」由 1,197,500 元提高為 1,841,000 

元，所占比率由 4.86%升至 7.92%；經常門

「新聘教師薪資」由 2,180,200 元增加為 

6,481,655 元， 比率由 14.72%大幅提升至 

30.57%。 

人事室 

107 年度之經費投入，新聘教師依據其到

校任教時間進行補助，計有 2 位助理教

授、1 位講師獲得補助，共 3 位。108 年度

新聘教師，計有 3 位助理教授、6 位講師

獲得補助，共 9 位。導致比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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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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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已依相關規定執行，於 109 年度降

低「新聘教師薪資」支用金額至 6,101,930

元。 

會計室 

108 年度相較前一年度提高是以學校自籌

款購買新竹校區宿舍節能熱泵主機系統所

致。 

會計室已依相關規定執行。 

109/12/8 【成效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經費運用特色效

益 108 年度電腦及其周邊電子教學設備之採

購金額甚高，宜研擬適當策略與方法，評估

其使用效益及購置必要性，以利經費均衡運

用於教研所需之重點實施方案，避免產生排

擠現象。 

會計室 

近三年度購置之「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設

備」已逐年下降，學校已將超過耐用年限之

電腦周邊轉至行政用。 

經查核 109 年度電腦及其周邊電子教學設

備之採購金額為 4,029,768 元，已較 108

年度之 5,830,958元大幅降低。 

109/12/8 【成效構面】第貳部

分、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當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及前一年度執行績

效書面審查意見之回覆內容，能經專責小

組確認，有助於體現公開原則。 

感謝委員肯定。 

感謝委員幫忙說明。 

109/12/8 【成效構面】第貳部

分、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針對經常門經費運用之集中化現象，學校宜

再分析檢視整體經費支用分布情形，並適度

加強「補助」項目，鼓勵弱勢教師積極從事

實務教學、應用實務研究等活動，以全面提

升教學品質及研發能量。 

人事室 

1. 未來系所將會大幅整併。後續將依學校

發展會議決議向教師說明未來學校發展

方向，亦請各系教師依未來特色發展，

規劃相關實務研習與研究，使經常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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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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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運用更多元使用，避免集中化現象。 

2. 持續藉由各種集會與活動加強推導鼓勵

教師參與各項獎助活動。 

人事室依相關規定執行中。 

109/12/8 【成效構面】第貳部

分、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針對經常門各項獎助案件之執行，宜有定期

檢視執行進度之機制，並對執行進度落後之

項目提出解決方案，持續追蹤改善，以減少

實際執行與原計畫之落差，確保質、量化指

標之達成，俾以符應「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2)款規定。 

人事室 

感謝委員指正，後續定期召開獎補助款會

議，對執行與原計畫之落差或進度落後之項

目提出解決方案，確保計畫質化與量化指標

之達成。 

人事室會於後續召開獎補助款會議，對執

行具大幅差異之項目提出建議。 

109/12/8 【成效構面】第貳部

分、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有關「宜及早完成採購，以於當年度投入教

學使用，產出特色效益」之意見，108 年度

執行清冊【附件一】顯示仍有多項採購遲至 

11、12 月方完成驗收，宜再落實追蹤改善

成效。 

事務組 

1. 本校採購案，多依政府採購法招標方

式，依序辦理。 

2. 本年度已提早辦理採購案。 

109年度採購案已提早辦理。 

109/12/8 【成效構面】第貳部

分、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支用計畫書及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審查意

見，仍有不少事項尚在「改善中」，學校宜

掌握時效且確實推動改善措施，由內部稽核

人員追蹤改善成果並列入稽核報告，以落實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

制度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 

秘書室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請會計室確實掌握前一

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以減少「改

善中」之事項，內部稽核人員將加強追蹤其

改善成果並列入稽核報告。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成效構面】第貳部 自我改善機制與 專責小組審議規劃功能之發揮，內部稽核制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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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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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自我改善機制與

成效 

成效 度之落實，仍有待持續推動改善，以強化學

校之精進自主管理。 

將持續推動專責小組審議規劃之功能，以強

化學校自主管理。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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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已訂定「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辦法」，第 7 

條並明訂會議召開及議決門檻，建議可於辦

法中增列其組成人數（為減輕組織結構變動

而造成之因應調整作業，學校可評估一合理

組成人數區間，並於辦法中適當規範），以

利判斷會議決議之有效性。 

會計室 

為因應校內組織變動「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辦

法」第 2 條已明列本小組置委員若干人(含

校長、副校長、一級單位主管及各系所遴選

教師為委員)。另第 7 條已明訂本小組召開會

議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為之，決議

事項之表決由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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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9 月 23 日專責小組會議簽到名冊

顯示，電子系、企管系、文創系教師代表係

由未具委員身分之其他教師代理。由於專責

小組為一委員制組織，「選任委員」無法與

會時，並不宜由未具委員資格之他人代理出

席；另有關「當然委員」之代理出席，則宜

留意是否具備職務上之法定代理關係。 

會計室 

未來將留意專責小組「選任委員」不宜由未

具委員資格之他人代理出席。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或制度執行 

稽核委員會於 108 年 10 月 4 日研商提

出「108 學年度內部控制稽核計畫」，經校

長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簽核通過，並於 

109 年 2 月 11 日出具獎勵補助經費內部

感謝委員肯定。 

感謝委員幫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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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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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核報告，於 109 年 2 月 11 日經校長核

示在案。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或制度執行 

學校並未提供期中稽核紀錄，宜參酌「教育

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6)款第 3 目規定

辦理，以落實及早發現缺失及早改正的功

能。 

秘書室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將對於獎勵補助經費運

用情形進行期中稽核。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或制度執行 
經檢視期末稽核報告之「查核說明及建

議」，大部分以「經查無不符事項」帶過，

宜補強抽樣金額、項目及發現之說明，並進

一步朝經費支用規範與流程檢視、經費運用

成效評估等方面加強稽查 

秘書室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期末稽核報告之「查核

說明及建議」將補強抽樣金額、項目及發現

之說明，並進一步朝經費支用規範與流程檢

視、經費支用辦理成效評估等方面加強稽查。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或制度執行 

自評表顯示歷年審查意見提供不少改善建

議，內部稽核宜引以為借鑑，有效檢視潛在

可能之缺失事項，以健全自我改善作為，發

揮興利防弊成效。 

秘書室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將依據各審查建議，加

強檢視。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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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核銷並於次年

資本門採購教學及研究設備共計 120 項，

其中 22 項（約占 20%）之採購驗收完成

日為 12 月，付款完成日為 109 年 1 月，

雖未超出要點所訂付款期限，但造成當年度

採購設備無法及時投入教學以發揮功能，建

議學校加強經費執行管控機制。 

事務組 

1. 本校採購案，多依政府採購法招標方式，

依序辦理。 

2. 本年度已提早辦理採購案。 

109年度採購案已提早辦理。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 26 頁，共 35 頁 

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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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5 日付款完

畢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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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號 TP108009 採購案中之「虛擬實境體驗

套組」，規格說明書顯示內含頭戴式設備、

控制器等不同項目，所附發票僅呈現數量 

1、價格 180,000 元（編號 RS28242239），

未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

作業相關事項」第 7 點規定，列示廠商出

具之詳細明細表。 

事務組 

依委員意見，通知該系修正改進。 

已依照委員意見通知該系改進。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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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清冊【附件一】優先序#041、084、100、

114 原預估單價皆在 10,000 元以上，實際

採購單價則分別降至 8,925 元、8,400 元、

7,100 元、5,300 元，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7 點

規定，仍視為資本門經費。其中前三項預算

高估約 30%， 第 4 項高估超過 50%，建

議學校加強市場詢價，進一步強化事前規劃

能力，避免造成經費排擠現象。 

#041 遊戲系 

因採購時間與估單時間有一年落差造成單價

落差，未來會加強市場詢價，並進一步強化

事前規劃能力，避免造成經費排擠現象。 

#084 食科系 

1. 未來會加強落實詢價工作。 

2. 因公開招標廠商競標策略，以致該項價格

低於預算 30%。 

#100 餐飲系 

因為採購項目(調理機)品牌不同可能存在價

格明顯差異，未來將針對符合教學使用之功

能需求，廣泛市調並且更精確提出非限定廠

牌之功能規格。 

#114 航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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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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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每年採購前之市場詢價，強化事前經費

運用之規劃。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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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已於 109 年 2 月 21 日以華科大會

字第 1090001217 號函，檢送獎勵補助經費

執行資料報部核結， 相關資料電子檔並公

告於學校網站首頁「獎補助資訊」專區， 網

址：

http://www.cust.edu.tw/account/finance1/。 

感謝委員肯定。 

感謝委員幫忙說明。 

109/12/8 【基礎構面】第壹部

分、經費規劃與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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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上公告之 108 年度專責小組會議資

料，僅見 108 年 12 月 2 日、109 年 2 月 

17 日兩次會議紀錄，並未完整提供當年度

召開之各次會議紀錄。 

會計室 

本校108年度專責小組共召開5次會議，會議

記錄已公告於本單位網頁中，考評計畫紙本

僅檢附108年12月2日及109年2月17日兩次

會議紀錄係結餘款的採購項目及執行結果。 

108年度專責小組召開5次相關會議，網址：

http://www.cust.edu.tw/account/finance1/grop/index.htm。 

109/12/8 【基礎構面】第貮部

分、獎助案件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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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獎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第 6 條規

定，專利權歸屬於學校，補助項目中之年費

較屬於校務行政支出，且多年專利維護亦出

現跨年補助現象，而教師取得專利後即未再

技服組 

出現跨年補助現項乃因教師提出專利申請

年度，獲審查委員會議通過，承辦之事務所

會在取得專利證明後，方開立收據請款，因

http://www.cust.edu.tw/account/finance1/
http://www.cust.edu.tw/account/finance1/gro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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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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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 投入心力，是否符合「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9 點第(5) 款第 1 目所揭示「獎勵教師與產

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之精

神，允宜斟酌。 

此產生跨年補助之現象。 

108 年度有 24 件跨年申請案，109 年度雖

仍有 15 件跨年狀況，但已經顯著減少。且

有技轉及專利產學各一件。 

109/12/8 【基礎構面】第貮部

分、獎助案件執行情

形 

應避免集中於少

數人或特定對象 

108 年度教師支領獎勵補助經費情形，前 2 

名教師合計取得經費約占總金額 9.72%，前 

27 名教師約占 50.27%，前 91 名教師約占 

80.25%；最大值領取比率約 5.38%，中位數

領取比率約  0.25%，最小值領取比率約 

0.02%。整體而言，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運

用上，仍略有集中化現象。 

人事室 

1. 定期召開獎補助款會議，對執行內容之集

中化提出建議。 

2. 請教師依系務未來特色發展，規劃相關實

務教學、進修、研習與研究，使經常門經

費運用更多元使用，避免集中化現象。 

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基礎構面】第貮部

分、獎助案件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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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獲獎助教師共計 201 人，其中將

近  40%之教師僅支領「提高現職教師薪

資」，對提升學校整體發展之各項計畫參與

及影響力有限，建議多鼓勵教師參與推動實

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之獎助申

請，以全面提升學術風氣。 

人事室 

1. 未來系將會大幅整併，將依學校發展會議

決議向教師說明未來學校發展方向，亦請

各系教師依未來特色發展，規劃相關實務

教學、進修、研習與研究，使經常門經費

運用更多元使用，避免集中化現象。 

2. 持續藉由各種集會與活動加強推動鼓勵

教師參與各項獎助活動。 

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基礎構面】第貮部

分、獎助案件執行情

獎勵補助案件之

執行與原計畫(核

經常門「新聘專任教師薪資」原編列預算 

5,000,000 元；實際執行 9 案，支用金額 

人事室 

1. 感謝委員建議，經常門「新聘專任教師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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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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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定版支用計畫書)

之差異幅度應在

合理範圍(20%內) 

6,481,655 元，執行經費超出 29.63%。學校

在人事規劃上宜有前瞻性計畫，並配合中長

程發展計畫實施，以避免產生經費排擠效

應。 

資」補助新聘教師 3 年內具教師證有授課

證明。 

2. 新聘教師依據其到校任教時間進行補

助，計有 3 位助理教授、6 位講師獲得

補助，其對於系師資結構具有具體改善。 

人事室已依相關規定執行，於 109年度降低

「新聘教師薪資」支用金額至 6,101,930元。 

109/12/8 【基礎構面】第貮部

分、獎助案件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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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以經常門「研習」經費補助教師參與國

內外研討會或研習活動，108 年度申請參加

相關活動僅 33 案，其中在海外舉辦者僅有 

1 案。建議再積極鼓勵教師參與國內外研討

會， 並可思考補助教師提出整合型研究計

畫，進而將成果發表於國際會議，以促進教

師國際移動力及提高學校聲望。 

技服組 

1. 將遵照委員建議，鼓勵教師多參加國內外

研討會。 

2. 本校鍾竺均、呂學育及吳聖俊老師於 108

年均有參加國外研討會，但由配合之計畫

編列經費，故未申請補助。 

109年度因新冠疫情影響，海外研討會皆以

視訊方式參加，所以沒有參加海外研習補助

之個案。 

109/12/8 【基礎構面】第貮部

分、獎助案件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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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訂有「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

法」，惟 108 年度執行清冊顯示並無任何獎

助案件。因應「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

規定，建議多加鼓勵教師赴產業進行研習或

研究，汲取產業趨勢及實務經驗，以更有效

銜接產業發展及相關實務教學。 

技服組 

1. 本校於 107 學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技專

校院辦理教師產業研習研究計畫兩案。 

2. 為鼓勵老師赴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通過補助教師研究實施

辦法，增加補助範圍。 

3. 老師赴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是持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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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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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作，將依照委員建議，鼓勵並協助教

師爭取補助，以求善用獎補助款。 

109年度獎補助款雖沒有補助個案，但已經

於 108年 11月 26日通過補助教師研究實施

辦法，增加補助範圍。且學校亦有申請通過

教育部「109學年度教師產業研習研究計畫」

3件，獲補助經費總計 469,021元。 

109/12/8 【基礎構面】第貮部

分、獎助案件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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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獎助教師「進修」執行件數為 0，

「升等送審」執行金額僅達 60%。經常門

獎勵補助經費除投入於優化師資之外，亦宜

思考整體師資素質之提升策略，以強化教學

品質並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人事室 

1. 「進修」執行件數為 0，本校老師已超過

70%具助理教授資格；後續未來因應少子

化，加強辦理教師專業研習與鼓勵教師進

修第二專長。 

2. 目前辦理 5 位教師申請升等，108 學年度

已修正升等辦法，鼓勵教師多元升等。 

109年度「教師進修」執行件數為 0，第二

專長無法納入。「升等送審」辦理中，可於

110年度獲得改善。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為優化師資及提升整體

師資素質，以強化教學品質，本校教師專長

均已符合系院之發展需求，但為因應少子化

之系級整併及教師專長多元化，持續積極鼓

勵教師進修與升等減少執行金額落差。 

109/12/8 【基礎構面】第参部 應參考「政府採購 「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分 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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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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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採購案件執行情

形 

法」由總務單位負

責訂定校內請採

購規定及作業流

程 

別於 108 年 5 月 22 日及 108 年 11 月 

8 日修正發布，建議學校可據以檢視及評估

現行採購作業辦法是否有修訂必要，並適時

檢討相關規範是否合於現今實際執行條件

與模式。 

本校均適時配合「政府採購法」修正內容檢

討改進，且於 108 年 7 月 5 日再次修正本校

「採購作業管理辦法」。 

依照委員意見適時檢討。 

109/12/8 【基礎構面】第参部

分、採購案件執行情

形 

應依學校所訂請

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執行 

自評表【附表 6】顯示公開招標及公開取得

採購案件大部分僅 1 或 2 家廠商投標，學

校宜檢討目前辦理方式能否調整以吸引更

多廠商參與報價，強化合格投標廠商之參

與，並取得對學校更有利標價及確保採購標

的品質。 

事務組 

1. 本校獎補助款 1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均

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辦理。 

2. 依委員意見辦理。 

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109/12/8 【基礎構面】第参部

分、採購案件執行情

形 

應依學校所訂請

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執行 

相關資料應確實

登錄備查 

經抽查案號 TP108024「高效能資料採礦軟

體」公開取得採購案： 

(1) 預算執行請購單上呈現簽核日期  108 

年 5 月 2 日、請購日期 108 年 7 月 

12 日，其間隔超過 2 個月之原因有待

瞭解。 

 

 

(2) 請購單上呈現之設備規格，與招標文件

所附規格說明書並不相同。請購單為校

內各級長官核可的文件，於招標時另行

增列其他規格之授權核可程序是否完

 

 

會計室 

本單位於 鈞部核定獎勵補助款後，針對資本

門部分呈請購總簽，校長核准後，另請申請

單位出具請購單，故於請購單之請購日期相

差 2 個月之久。 

事務組 

已通知該系所，依照委員意見改進。 

依照委員意見改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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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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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是否符合學校採購作業程序，有待

進一步釐清。 

(3) 請購單經申請單位主管於 108 年 7 月 

12 日簽核，而承辦人遲至 7 月 31 日

方進行處理， 行政作業程序稍長。 

(4) 未提供廠商資格與規格審查紀錄表，以

及投標產品型錄等書面文件，無法確認

審標作業落實與否。 

 

 

 

(5) 驗收結果僅勾選「與契約、圖說、貨樣

規定相符」，宜針對招標規格逐項確認，

以彰顯驗收作業品質。 

 

 

事務組 

依委員意見辦理。 

 

事務組 

所有招標案件，均於招標現場當面填寫「廠

商資格與規格審查結果」於投標資料封面。 

廠商投標之所有「投標產品型錄等書面文

件」，均留存置於學校，因其書面資料繁多且

厚重，可供委員查閱。 

保管組 

本校驗收紀錄次頁為財物採購規格功能檢測

表(漏列)，已依規定針對招標規格逐項確

認，已補列入。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 

109/12/8 【基礎構面】第参部

分、採購案件執行情

形 

應依學校所訂請

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執行 

經抽查案號 TP108009「多媒體電子板及

空拍機等設備」公開取得採購案： 

(1) 規格說明書中之「多媒體電 子看板」，

第 12 項規格「內建 128G 儲存空間」，

宜加註「含以上」字眼。 

(2) 「4K 專業級空拍機」規格說明第 12 項

「空拍機電池兩顆」，宜標註電池容量與

 

 

事務組 

已通知該系所，依照委員意見改進。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 

事務組 

所有招標案件，均於招標現場當面填寫「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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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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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用電池數量，較為妥適；第 14 項「輕

巧摺疊設計，方便攜帶」，定義相當模

糊，無法作為驗收標準。 

(3) 「360o 全景拍攝鏡頭」規格說明第 4 項

「記憶容量約 19G（含以上）」、第 5 項

「有效畫素約 1200 萬畫素（含以

上）」，其中「約」之定義不清，可能造

成驗收上的模糊空間。 

(4) 底價分析僅呈現「依照廠商報價與目前

市場行情」，未能提供相關報價佐證資

料。宜參酌「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及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3 條規

定，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

標資料逐項編列，並落實價格分析，俾

利底價核定人據以制定合理底價。 

(5) 未提供廠商資格與規格審查紀錄表，以

及投標產品型錄等書面文件，無法確認

審標作業落實與否。 

(6) 驗收結果僅勾選「與契約、圖說、貨樣

規定相符」，宜針對招標規格逐項確認，

以彰顯驗收作業品質。 

商資格與規格審查結果」於投標資料封面。 

廠商投標之所有「投標產品型錄等書面文

件」，均留存置於學校，因其書面資料繁多且

厚重，可供委員查閱。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 

 

 

 

 

 

 

 

 

 

 

 

 

 

保管組 

本校驗收紀錄次頁為財物採購規格功能檢測

表(漏列)，已依規定針對招標規格逐項確

認，已補列入。 

已依照委員意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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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E 組：周玠委員、陳美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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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8 【基礎構面】第参部

分、採購案件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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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價單上之核定底價係以阿拉伯數字填

寫，為避免偶有不易辨識而引發不必要之誤

解，建議仍以中文大寫數字書寫為宜。 

事務組 

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事務組已依委員意見辦理。 

109/12/8 【基礎構面】第参部

分、採購案件執行情

形 

應依學校所訂請

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執行 

支用計畫書【附表 11】原規劃教學及研究

設備 122 項，預計採購月份為 5～10 月；

執行清冊【附件一】顯示大部分於 9 月後

購入，其中有部分項目之驗收完成日為 

11、12 月，可能造成當年度採購設備無法

及時投入教學以發揮功能，建議學校加強經

費執行管控機制。 

事務組 

1. 本校採購案，多依政府採購法招標方式，

依序辦理。 

2. 本年度已提早辦理採購案。 

109年度採購案已提早辦理。 

109/12/8 【基礎構面】第参部

分、採購案件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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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學校自評表【附表 3】所示，資本門除「圖

書館自動化設備」因結餘款運用，由原規劃

1,060,000 元（4.22%）降至  924,106 元

（3.97%），變動幅度超過 10%以外，其餘

項目之差異情形尚在合理範圍。 

會計室 

「圖書館自動化設備」降至變動幅度超過 

10%係因優先序#A08 RFID 圖書安全晶片為

耗材類不應由獎補助資本門項下購置，並經

108 年 9 月 23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通過，不予以採

購。 

會計室已依相關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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