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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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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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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為 10,000,000 元，學

校自籌款 (配合款 )實支數為

1,187,000 元占總獎勵補助款

比例為 11.87%。符合規定。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50~55%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為 10,000,000 元，資

本門實支數為 5,250,000 元占

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52.5%，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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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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0%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為 10,000,000 元，經

常門實支數為 4,750,000 元占

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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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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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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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無支用於重大天然

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

修繕之校舍工程。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60%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教學及研究等設

備實支數為 4,213,300 元占資

本門比例為 80.25%，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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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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圖書館自動化及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實

支數為 769,300 元占資本門比

例為 14.65%,符合規定。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2%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學輔相關設備實

支數為 172,400 元占資本門比

例為 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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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 構 等 項 目 實 支 數 為

2,935,295 元占經常門比例為

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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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經常門實支數為

4,750,000 元，行政人員業務

研習及進修實支數為 137,134 
元占經常門比例為 2.89%，符

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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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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

≧2%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經常門實支數為

4,750,000 元，學輔相關工作經

費實支數為 209,790 元占經常

門比例為 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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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學輔相關工作經

費實支數為 209,790 元。外聘

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實支數

為 0 元占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

經費比例為 0%。 

學校社團指導教師均由專任

教師擔任，因此無編列外聘社

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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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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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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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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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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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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共 21
人，含各科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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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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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輪

流擔任，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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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經費稽核委員

會相關辦法、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訂定其組成

辦法 
本校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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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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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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與專責小組

重疊 
本校不適用。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本校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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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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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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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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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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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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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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皆於 108 年度執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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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無辦理保留，皆於 108 年

度執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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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貳部分】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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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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參照政府採購法訂定「大漢

技術學院採購暨營繕作業辦法」。 

2.小額採購(一般性 3000 元、專案

6000 元)由校長授權使用單位主

管代為核決請購，非小額採購案

須由校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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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大漢技術學院採購暨營

繕作業辦法」最近一次修正案，

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 106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通過，106 年 11 月 13 日第 12 
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核備。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1.本校設置「大漢技術學院財產及

物品管理辦法」 

2. 完成財物新增程序後，保管組

印製「○○○年度教育部獎補助」

的財物標籤交保管人張貼於財物

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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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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1. 「大漢技術學院財產及物品管

理辦法」第十一條訂有最低使用

年限及報廢規定。 

2. 「大漢技術學院財產及物品管

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凡

本校所稱之財產，係指購置或取

得金額單價在一萬元(含)以上，且

使用年限在兩年(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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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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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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執行 

案號 採購項目 決標日 

1082002 48 

第一次公告 8/20，因規格變更或補

充招標文件(於 8/23 新增無法決標

公告)休旅系 9/1 創稿文號

1082100919 更新規格。第二次公告

9/5，9/19 議價(三家廠商)。9/19 決

標 10/3 發決標公告。 

1080731 10 

7/31 第一次公告，8/8 開標(1 家廠商

投標)。8/15 第二次公告，8/21 開標

(決標)。 

1081001 1 

10/1 第一次公告，10/9 開標(1 家廠

商投標)。10/18 第二次公告，10/24
開標(決標)。 

1080812 2 

8/12 第一次公告，8/20 開標(1 家廠

商投標)。8/29 第二次公告，9/4 開

標(決標)。 

1080818 2 

8/18 第一次公告，8/27 開標(0 家廠

商投標)。8/29 第二次公告，9/4 開

標(決標)。 

1081029 3 

10/29 第一次公告，11/06 開標(0 家

廠商投標)。11/7 第二次公告，11/13
開標(決標)。 

1081030 1 

10/30 第一次公告，11/7 開標(1 家廠

商投標)。11/12 第二次公告，11/19
開標(決標)。 

1081118 1 
11/18 第一次公告(限制性招標)，
11/26 開標(1 家廠商投標)，決標。 

1081205 1 
12/5 第一次公告(限制性招標)，
12/13 開標(1 家廠商投標)，決標。 

1080719  2 
7/19 第一次公告(0 家投標)。8/8 第

二次公告，8/14 開標(決標)。 

1080906  1  9/25 

1080628 2  7/23 

1080717 7 

7/17 第一次公告，7/25 開標(3 家廠

商投標)，8/1 第二次公告，8/8 開標

(決標)。 

1080715  5 

7/15 第一次公告，7/23 開標(0 家廠

商投標)。8/1 第二次公告，8/8 開標

(0 家廠商投標)。 
8/15 第三次公告，8/20 開標(決標)。 

1081016  9 

10/16 第一次公告，10/24 開標(0 家

廠商投標)。 
10/30 第二次公告，11/5 開標(廢標)。 
11/8 第三次公告，11/12 決標。 

以上等案，均符合學校所訂請採

購規定及作業流程執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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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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查 108 年度獎勵補助款超過

100 萬的案件既有標案案號

1082002( 公 告 金 額 3,033,874

元，公開招標決標至決標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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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次公告 8/20，因規格變更

或補充招標文件(於 8/23 新增無

法決標公告)休旅系 9/1創稿文號

1082100919更新規格。 

第二次公告 9/5，9/19 議價(三家

廠商)。9/19 決標 10/3 發決標公

告。 

請購單位填寫採購項目內容

規格須謹慎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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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1 



109/2/27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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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號 採購項目 預算金額 採購金額 
決標價 

為預算數 

1082002 

政府電子

採購網公

告 

排氣罩 

$3,033,874 $2,065,000 68.1% 

濾網式油煙罩 

示範工作台附下層板組 

ㄇ形雙面型封櫃牆 

操作工作台附下層板 

單水槽 

桌上型萬能蒸烤箱 

氣冷式冷氣機 

單口電磁爐 

單口電磁爐(附專用腳架) 

純水機組 

煎板爐 

製冰機(大) 

桌上型攪拌機 

不鏽鋼三層置物櫃 

桌上型碎冰機(含專用腳架) 

四口西餐爐附烤箱 

果乾機 

全自動咖啡機 

低溫烹調機組 

雙耳燉鍋 

單手平底煎鍋 

深型單手鍋 

雙耳湯桶鍋 

圓深杓 

瀝水盆 

削皮彎刀 

西餐刀 

西餐專用盤組 

電鍋 

電子秤 

刮刀 

備品盤 

鳳梨酥模 

布丁模  

保鮮盒 

針車輪刀 

車輪刀 

蛋塔模 

吐司模蓋子 

海綿蛋糕模 

天使蛋糕模 

派盤 

蛋糕模 

戚風蛋糕模 

固定式蛋糕模 

沖孔烤盤 

料理盆組 

1080731  

個人電腦 

$655,000 $570,000 87.0% 

錄影儲存電腦 

單槍投影機 

高畫質攝影機 

錄攝影機控制器 

影像分配矩陣器 

液晶顯示器附視訊盒  

擴大機組 

擴大機組機櫃 

液晶顯示器 

1081001  階梯座椅 $300,000 $240,000 80.0% 

  自動水準儀 $15,000 $15,000 100.0% 

1080812  
電子經緯儀（全站儀） 

$420,000 $375,000 89.3% 
高精度衛星定位儀 

  地理資訊系統 $93,500 $93,500 100.0% 

1080818  
分離式冷氣 

$200,000 $190,000 95.0% 
落地櫃機 

1081029 

高精度衛星定位儀 

$400,000 $365,000 91.3% TURBO CIVIL工程測量軟體 

自動水準儀 

1081030  桌上型電腦 $320,000 $262,000 81.9% 

  類神經網路軟體 $30,000 $29,500 98.3% 

  不鏽鋼鍛敲槌具組 $50,000 $49,000 98.0% 

 空氣乾燥機 $92,000 $82,000 89.1% 

1081118 九色影像噴墨繪圖印表機 $120,000 $116,000 96.7% 

案號:1082002，採購案件之

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之差異幅度為

31.9%，超過合理範圍(20%
內) ，採購單位須確實訪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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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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號 採購項目 預算金額 採購金額 
決標價 

為預算數 

1081205 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度計 $220,000 $215,000 97.7% 

1080719  
無線網路基地台 $343,800 $328,500 95.5% 

網路儲存伺服器 $35,800 $35,800 100.0% 

逕邀廠商議價 電子書 $300,000 $300,000 100.0% 

1080906  中文圖書 $106,200 $105,000 98.9% 

  投影機 $79,000 $78,500 99.4% 

1080628  
太陽能投射燈 Fiood-Light30 

$1,018,000 $997,000 97.9% 
太陽能投射燈 Fiood-Light50 

  
太陽能投射燈組 Fiood-Light30 

$95,000 $95,000 100.0% 
太陽能投射燈組 Fiood-Light50 

  田徑背心 $4,990 $4,990 100.0% 

  籃球衣褲 $20,000 $20,000 100.0% 

1080717  

打擊手套 

$100,000 $95,000 95.0% 

頭盔 

捕手護具 

裝備袋 

硬式球 

本壘板 

裝球推車 

  運動衣 $14,750 $14,750 100.0% 

1080715  

台製吊鑽 

$133,522 $129,500 97.0% 

鼓風爐組 

氧氣瓦斯推車組 

金工丙級工具組 

金屬手圍環 

1081016 

打擊固定座 

$100,000 $95,000 95.0% 

滾輪球具袋 

裝置球袋 

橡膠大藥球 

橡膠中藥球 

橡膠小藥球 

守備手套 

守備頭盔 

棒球木棒 

  
木製手圍環 

$8,000 $8,000 100.0% 
金屬手圍環 

  分光鏡 $12,000 $12,000 100.0% 

  簡報遙控器 $9,900 $9,900 100.0% 

  

壁掛布幕 

$42,810 $42,810 100.0% 

充電式簡報撥放器 

水質採樣器 

沙奇盤 

溶氧度計 

濁度計 

  桌遊組合桌 $95,000 $95,000 100.0% 

  附表卡尺 
$20,000 $20,000 100.0% 

  專業簡報器 

  

蒸餾水製造機 

$29,800 $29,800 100.0% 
磁攪拌器 

微量吸管 

試管震盪器 

  3D 電腦珠寶繪圖軟體 $95,230 $95,230 100.0% 

  
硬碟 

$60,000 $60,000 100.0% 
備援軟體 

  

鍍鉻四層架組 

$44,800 $44,800 100.0% 手動氣壓式噴霧器 

摺疊籃 

  

簡報筆 

$40,040 $40,040 100.0% 
液晶螢幕 

顯示器 

藍牙喇叭 

  

籃球 

$14,250 $14,250 100.0% 排球 

桌球拍 

  

平網盤 

$27,030 $27,030 100.0% 

菱格烙印烤盤 

烤雞架 

油炸藍 

平烤盤 

逕邀廠商議價 HyRead 電子雜誌 $190,000 $185,000 97.4% 

  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 $86,904 $86,904 100.0% 

  微軟大專院校全校授權方案 $313,000 $313,000 100.0% 

  防毒軟體 $35,000 $35,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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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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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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請採購財產項目，皆有區分

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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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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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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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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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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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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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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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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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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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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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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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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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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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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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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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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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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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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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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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經查本校 108 年度執行金額
2,935,295 元佔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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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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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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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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240 元，平均每位老師補

助金額為 35,181 元。經查前

10%教師領取獎補助金額為

359,500 元 ， 佔 改 善 教 學

35.24%，未超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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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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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推動實務教學 84 案、研究

17 案與研習 22 案，均依學校

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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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108 年度共計：27 件行政

人員業務研習案、5 件學校自

辦研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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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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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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108 年度 27 件行政人員業

務研習案，5 件學校自辦研習

活動，皆與其業務有直接相

關。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查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核銷憑

證，108 年度 27 件行政人員業

務研習案，5 件學校自辦研習

活動，並無集中於少數人或特

定對象的情況。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查108年度27件行政人員業

務研習案與 5 件學校自辦研習

活動，均依「大漢技術學院行

政人員進修暨研習要點」無

誤。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108 年度 27 件行政人員業務研

習案與 5 件學校自辦研習活

動，均依照流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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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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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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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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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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9 



109/2/27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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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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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校內自辦研習活動，序號

1101「2019 企業經營與行銷學

術研討會」與序號 1102「通識

博雅教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

討會，參與教師人員占總出席

人數均達 50%以上，符合規定。 

C001「智慧財產權教育訓

練」、C002「性別工作平等及

相關案例講座」、C003「情緒

舒壓」、C004「校園安全突發

事件危機處理」與 C005「性別

工作平等及相關案例(2)講座」 

，參與行政人員占總出席人數

均達 50%以上，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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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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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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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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 元

實支數為元 210,000 執行率為 100%。「研

習」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申請經費

為 180,000 元實支數為 195,740 元，執行

率為 108.7%。「進修」原計畫(核定版支

用計畫書)申請經費為 80,000 元支數為 0

元，執行率為 0%。經查「推動實務教學」

項目：原申請金額 1,045,324 元實際執行

金額 680,919 元，執行率 65.14%。「行政

人員進修及研習、自辦活動」：原申請金

額 80,000 元，實際申請金額 137,134 元，

執行率 171.4%。「增聘及補助現有教師薪

資」：原申請請金額 2,119,272 元，實際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1,848,636 元，執行

率 87.23%。 

查核結果：差異幅度超過 20%計有：進

修 100%、推動實務教學 34.86%、行政人

員進修及研習、自辦活動 71.4%。 

進修: 原規劃乃以前一年度執行

情形及以鼓勵教師申請為

原則來編列，惜本校講師大

都是資深，且因少子女化影

響，較無意進修。 
推動實務教學: 原規劃乃以前一

年度執行情形及經費多寡

為原則來編列，雖案次差異

不多，惜可能因教師申請偏

向獎補助金額較少項目，故

執行金額與預估金額差異

較大。本校會持續鼓勵教師

申請。 
行政人員進修: 本校已多年無行

政人員進修，故多年來無編

列行政人員進修經費，然今

年出現有二員申請行政人

員進修。 
研習、自辦活動: 本年度申請獎助

案件較去年增多，故有此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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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中經常門獎補助款中

「研究」、「研習」等皆有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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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均完

整、正確，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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