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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期中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9年 09月 01日 校長核准日 109年 09月 14日 

稽核期間 109年 08月 17日～109年 08月 21日 

稽核人員 曾貝莉、李佩恩、薛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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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24,551,571÷123,048,429），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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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24,215÷123,048,429），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1.3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

款比例應介於 45~50% 

依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核算，經常門為 50%

（=61,524,214÷123,048,429），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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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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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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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及專帳明細，並未發現支

用款項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

校舍工程。 

符合規定。 得於資本門

50%內勻支，

未經報核不

得支用 

1.6教學及研究設備應包

含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設備 

經核算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81.00%（=49,832,215÷61,524,215）；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9.68%

（=5,957,000÷61,524,215）；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6.50%

（=4,000,000÷61,524,214）。 

符合規定。  

1.7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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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1,735,000÷61,524,215），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1.8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

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

常門比例應≧60% 

經核算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

常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82.82%

（=50,954,414÷61,524,214），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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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0,000÷61,524,214），符合規

定。 

符合規定。  

1.10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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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1,415,400÷61,524,214），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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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249,600÷1,415,400），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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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結算執行至

108/7/31)，經、資門之劃分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

辦理執行。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 108.12.17」第四章第七款第(一)目規

定：「原編列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之資本門項目，如實際執行支出未達一萬元

者，仍視為資本門經費」，置於資本門項下。A-108-070

書桌(3人座)12 張×8,000 元=96,000元支出未達新臺幣

1萬元者，仍視為資本門經費，置於資本門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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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已訂有相關申請程序辦法

及作業流程，並依照「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採購作業辦法(108.01.25 校務會議及 108.01.28 董事

會議通過)」辦理，相關辦法公告於總務處採購組、正

修訊息網人事處及會計處等單位網頁中。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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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校務會議通過訂定「正修科技大學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

要點」，最新修訂版於 109年 3月 23日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依要點第一條規定設置專責小組，審議獎勵補

助款之規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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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

共同科)代表 

經檢核 108~109 學年度專責小組委員，已依「正修科

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

組設置要點 109.03.23」第二條有關組成成員之規定，

包含各科系(含共同科)共 32位代表。 

 

符合規定。  

4.3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

系自行推舉產生 

經抽核餐飲管理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所務

會議記錄(108.06.24)，經表決後推舉王 OO老師擔任

108-109學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委員；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會議資料(108.07.16)，

經表決後推舉高 OO老師擔任 108-109學年度「教育

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

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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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 109 年度專責小組共召開兩次專責小組會議

(109.03.24、109.05.20)，經查核相關會議記錄依規定辦

法執行。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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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

會並訂定其組成辦法 

本校已無設置，已於 110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

計畫書附件刪除此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不適用。  

5.2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

不得與專責小組重疊 

本校已無設置，已於 110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

計畫書附件刪除此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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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經費稽核

委員會之學

校) 

5.3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

制度執行 

本校已無設置，已於 110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

計畫書附件刪除此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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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專帳(截至 109/7/31)，會計處相關業

務承辦人員已依專款專帳原則，整理獎勵補助款及自

籌款之支出憑證。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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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10 單位及經常門

25件(截至 109/7/31)，獎勵補助支出憑證之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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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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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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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10 單位及經常門

25件(截至 109/7/31)，獎勵補助支出憑證之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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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現異常情事。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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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比對修正支用計畫書（109年 3月 27日）與執行清

冊(截至 109/7/31)之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等，

有 7個單位所購置的「教學及研究設備」、「改善教學

相關物品」及「其他-軟體訂購費」之項目規格因停產、

原規格內容簡略而補充完整規格內容或提升教學品質

與設備成效，提請變更。經查核第 2次規劃專責小組

會議記錄(109.05.20)，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資訊工程系、企業管理系、國際

企業系、休閒與運動管理系、觀光遊憩系等 7教學單

位變更採購項目，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九點第(一)款之第

5 目規定，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內容及原因，

已經專責小組討論通過，符合使用單位需求，予以照

案通過，並請採購單位、各教學與業務承辦單位儘速

並嚴謹辦理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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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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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中。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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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中。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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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相關資料已依規定公告於學校校務

研究與管理處下之『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專區網頁 

https://opa.csu.edu.tw/wSite/np?ctNode= 

14804&mp=A24000&idPath=13062_14804 

，並建立『校務財務資訊公開網頁』

http://li.csu.edu.tw/UIPWeb/wSite/np?ctNode= 

10974&mp=info&idPath=10937_10974，於學校網站首

頁設置連結點，方便使用者瀏覽查閱。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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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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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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針對教師相關之獎勵補助，已訂有推動實務教學

(包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修、升等

送審等相關辦法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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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獎勵助辦法均經過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以書面

及網路公告週知，申請流程圖及項目均以電子郵件通

知各單位同仁，並上網公告於人事處網頁及正修訊息

網之人事資訊。 

符合規定。  

1.3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

行應符合改善教學、教

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

之支用精神 

經查核 109年度獎勵補助款投入於經常門之經費為

61,524,214 元，其中用於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

進修、升等送審、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等項目之經

費達 50,954,414元，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82.82%，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 

符合支用精神。  

1.4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

特定對象 

經查核 109 年度期中執行清冊，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項目按各系專任教師的比例編列預算，各申請項目均

訂定上限以限制教師申請金額，實際執行依相關實施

辦法或要點經各級會議審議後予以獎(補)助，避免集中

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本校逐年降低申請項

目上限及設定總量上

限，有助於分散更多

人使用教學及師資結

構項目，進而改善集

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

象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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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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25件，針對獎勵補

助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

等，訂有相關實施辦法或要點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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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 109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25件，針對獎勵補

助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

等，相關案件執行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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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有關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獎勵補助依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

點」執行。 

符合規定。  

2.2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

件應與其業務相關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林 OO 參加華語文師資培訓-

理論實務班第 54期、吳 OO參加遙控無人多旋翼機專

業(高級 la)操作證師資研習班、林 OO參加土壤及地下

水採樣訓練班，與其業務相關。 

符合規定。  

2.3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

特定對象 

執行中。   

2.4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

有據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林 OO 參加華語文師資培訓-

理論實務班第 54期、吳 OO參加遙控無人多旋翼機專

業(高級 la)操作證師資研習班、林 OO參加土壤及地下

水採樣訓練班，依「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點」

辦理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案，相關案件之執

行於法有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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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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

執行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林 OO 參加華語文師資培訓-

理論實務班第 54期、吳 OO參加遙控無人多旋翼機專

業(高級 la)操作證師資研習班、林 OO參加土壤及地下

水採樣訓練班，依「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點」

執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案。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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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獲獎勵補助款（含自籌款）薪資補助

教師名單，抽查黃 OO、蘇 OO、龔 OO 有授課事實；

另外，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都未以獎勵補助款支付

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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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核 109年度獲薪資補助黃 OO、蘇 OO、龔 OO老師，

實際授課時數符合本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

大學教師聘約」第七條專任教師每週授課基本時數的

相關規定，符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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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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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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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列

支。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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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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構）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

管理要點」相關規定辦

理 

經查核本校 109 年度校內自辦研習活動管理學院已於

109/1/20 辦理「妝彩系教師第二專長研習」依「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管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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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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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25件，針對獎勵補

助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

等，相關成果或報告部分已留存於人事處、圖資處及

各業務承辦單位。 

符合規定。  

4.3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

之填寫應完整、正確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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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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

業辦法」及相關作業流程，內容參考「政府採購法」訂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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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現行之「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辦

法」，已於 109 年 1 月 25 日校務會議通過，並於 109 年 1 月

28日董事會議通過。 

https://general.csu.edu.tw/wSite/ 

ct?xItem=245203&ctNode=16474&mp=203&idPath=8289_8295 

符合規定。  

1.3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

應予明訂 

經查總務處已訂有「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財產物

品管理辦法」，現行辦法於 104年 7月 6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http://general.csu.edu.tw/wSite/public/Data/f1483934352673.pdf 

https://general.csu.edu.tw/wSite/ 

lp?ctNode=8567&mp=203&idPath=8289_8562_8567 

符合規定。  

1.4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

使用年限及報廢規定 

經查「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

第四章財物異動與報廢處理規定，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規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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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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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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無設置，已於 110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

附件刪除此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不適用。  

2.2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

規定及作業流程執行 

經抽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10 系所單位共 22 項，請

採購程序及實施，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未發

現異常情事。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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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22 項，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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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現異常情事。 

符合規定。  

2.4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

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

準 

經查執行截至 109/07/31 共同供應契約，獎勵補助款 5 件 16

筆， (A-108-002、 A-108-004、 A-108-006、 A-108-021、

A-108-030、A-108-064、D-108-005、A-108-007、 

A-108-079、A-108-095、A-108-102、A-108-110、A-108-111、

A-108-112、D-108-001、B-108-007)；自籌款 7件 13筆， 

(A-108-085、A-108-116、A-108-056、D-108-007、A-108-035、

A-108-057、A-108-136、A-108-081、A-108-091、 D-108-011、

A-108-059、A-108-072、D-108-010)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

準，透過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下訂，以維採購效能。 

符合規定。  

第13頁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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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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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中。   

3.2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

器設備 

經查 109 年度修正支用計畫書，投入於資本門之經費為

76,255,158元（獎勵補助款 61,524,215元、自籌款 14,730,943

元），其中圖書館自動化設備之經費為 5,957,000 元（獎勵補

助款 5,957,000元），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4,000,000元（獎勵

補助款 4,000,000元），充實教學及研究設備 56,840,158元（獎

勵補助款 49,832,215 元、自籌款 7,007,943 元），教學及研究

設備(含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占資本門

97.18%，確以教學及研究設備為優先。 

符合支用精神。  

3.3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

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抽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截至 109/07/31)及電腦

財產管理系統，已於經費來源欄位載明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

支應額度。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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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本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10 系所單位 (截至

109/7/31)，並核對電腦財產管理系統，所抽核購置之儀器設

備均已登錄於電腦財產管理系統中。 

 

符合規定。  

4.2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

備查 

經抽核資本門 10 系所單位，請採購文件及電腦財產管理系

統，相關資料確實登錄備查。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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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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儀器設備應列有「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字樣之標籤 

經實地抽查 10系所單位獎勵補助採購之儀器設備共 96項，

按規定已列有「109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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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 109年度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財產編號(截至

109/7/31)3010101-58-3、503108203、503108204、

3100508-036~00179~00193、5010107-07-00017、

5010107-07-00018、5010107-07-00019、 

3090201-061-00003、3040103-21-3089、 

3140501-01-2392、3100910-40-12、3100901-011-9、

3100901-047-3、3140308-15-284、3140308-13-375、

3140308-13-371~374、5010404-02-81~82、4050303-32-104、

3140402-02-61、3090202-16-6、3070114-071-8~9、

3140103-21-3084~3085共 22項所購儀器設備，按規定列有

「109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字

樣，全已拍照存校備查。 

符合規定。 

 

 

 

4.5圖書、期刊及教學媒

體軟體應加蓋「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字樣之戳章 

經查核 109年度執行清冊(截至 109/7/31)，電子資源與非書資

料(電子書 1838 冊、影片 884 片)、圖書(1009 冊)，按規定貼

妥「109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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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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應符合「一物一號」

原則 

經實地抽查 10 系所單位 22 項獎勵補助採購之儀器設備，符

合「一物一號」原則。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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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執行清冊(截至 109/7/31)資本門採購項目，已

於「規格」欄註明型號及細項規格; 另於「財產編號」欄列示

校產編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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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中第

四章財務異動與報廢處理規定中。 

符合規定。 

 

 

5.2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行 

經實地抽查 10 系所單位 22 項獎勵補助採購之儀器設備，依

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符合規定。 

 

 

5.3財產移轉、借用、報

廢及遺失相關記錄應

予完備 

經實地抽查 10 系所單位 22 項獎勵補助採購之儀器設備，依

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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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

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中第六章:財物盤點，並規定每

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 1 次，109年度盤點時程預計在 109

年 10月辦理。 

符合規定。 

 

 

 

第16頁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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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

與學校規定相符 

109年度盤點時程預計在 109 年 10月辦理。 

 

符合規定。 

 

 

6.3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

予完備 

109年度盤點時程預計在 109 年 10月辦理。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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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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8月 4日 108年度執行績

效書面審查報

告 

【基礎構面】第

參部分、採購案

件執行情形 

部分教學及研究設備之實際採購金額與原

計畫預估落差在 20%以上，如優先序

#A-107-015、A-107-016、A-107-028、

A-107-050…等項目，建議加強事前市場詢

價及設備功能調查，以更有效運用教育部

獎勵補助經費。 

本校採購流程，從需求單位提出請購

到實際採購之間，偶有時間落差，此

時市場價格會產生波動且為秉持撙節

使用教育部補助經費原則下，採購單

位亦再與廠商議價，在同業激烈競爭

下，廠商願意降價承攬，導致會有實

際採購金額與預算產生差距之情形。

未來將持續要求各單位於採購前落實

訪價作業程序。 

109年 8月 4日 108年度執行績

效書面審查報

告 

【基礎構面】第

貳部分、獎助案

件執行情形 

推動實務教學序號#527、538、569等教學

績優獎勵案，其申請表均未填列各項獎勵

審核點數、應發獎金，亦未登載審查通過

機制及核章，有待釐清其核定金額之計

算、執行程序之完備性是否符合學校規

定。 

本校教學績優獎勵相關申請資格、審

查程序、審查標準、獎勵金計算等，

係依據本校教師教學研究獎勵辦法規

定辦理，且為推動無紙化作業，改為

線上申請與核定，僅將最終審定點數

及應發奬金資料印出提送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定。謹附本校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議資料，以供委員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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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期末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10 年 02 月 01 日 校長核准日 110 年 02 月 22 日 

稽核期間 110 年 01 月 19 日～110 年 01 月 25 日 

稽核人員 曾貝莉、李佩恩、薛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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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

（=22,801,571÷123,048,429），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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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24,215÷123,048,429），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

款比例應介於 45~50% 

依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核算，經常門為 50%

（=61,524,214÷123,048,429），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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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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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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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及專帳明細，並未發現支

用款項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

校舍工程。 

符合規定。 得於資本門

50%內勻支，

未經報核不

得支用 

1.6 教學及研究設備應包

含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設備 

經核算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80.20%（=49,344,665÷61,524,215）；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9.12%

（=5,614,950÷61,524,215）；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6.50%

（=4,000,000÷61,524,214）。 

符合規定。  

1.7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設備占資本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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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664,600÷61,524,215），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1.8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

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

常門比例應≧60% 

經核算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

常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82.98%

（=51,053,941÷61,524,214），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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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21,417÷61,524,214），符合

規定。 

符合規定。  

1.10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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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1,449,600÷61,524,214），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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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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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249,600÷1,415,400），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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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109/08/01 執行

至 109/12/31)，經、資門之劃分依「財物標準分類」規

定辦理執行。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 110.01.12」第四章第七款第(一)目規

定：「原編列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之資本門項目，如實際執行支出未達一萬元

者，仍視為資本門經費」，置於資本門項下。A-109-188

消毒櫃：2 台×4,000 元=8,000 元與 D-109-018 LED PAR

燈：10 顆×9,000 元=90,000 元支出，未達新臺幣 1 萬

元者，仍視為資本門經費，置於資本門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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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已訂有相關申請程序辦法

及作業流程，並依照「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採購作業辦法(108.01.25 校務會議及 108.01.28 董事

會議通過)」辦理，相關辦法公告於總務處採購組、正

修訊息網人事處及會計處等單位網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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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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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校務會議通過訂定「正修科技大學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

要點」，最新修訂版於 109 年 3 月 23 日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依要點第一條規定設置專責小組，審議獎勵補

助款之規劃運用。 

符合規定。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

共同科)代表 

經檢核 108~109 學年度專責小組委員，已依「正修科

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

組設置要點 109.03.23」第二條有關組成成員之規定，

包含各科系(含共同科)共 33 位代表。 

 

符合規定。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

系自行推舉產生 

經抽核土木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系所務會議記

錄(108.06.26)，經表決後推舉彭 OO 老師擔任 108-109

學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規劃專責小組委員；資訊工程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5 次系務會議會議資料(108.05.21)，經表決後推舉傅

OO 老師擔任 108-109 學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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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 109 年度專責小組共召開五次專責小組會議

(109.03.24、109.05.20、109.09.30、109.11.04、

109.11.25)，經查核相關會議記錄依規定辦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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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無設置，已於 110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

計畫書附件刪除此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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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無設置，已於 110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

計畫書附件刪除此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不適用。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

制度執行 

本校已無設置，已於 110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

計畫書附件刪除此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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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專帳 (截至 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會計處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已依專款專帳原

則，整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之支出憑證。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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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12 單位及經常門

28 件(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獎勵補助支出憑證

之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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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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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12 單位及經常門

28 件(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獎勵補助支出憑證

之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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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現異常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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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比對修正支用計畫書（109 年 3 月 27 日）與執行清

冊(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之支用項目、規格、數

量及細項等，有 5 個單位提請變更。查核第 3 次規劃

專責小組會議記錄(109.09.30)，幼兒保育系、數位多媒

體設計系、餐飲管理系、學務處等 4 單位變更採購項

目，因停產變更規格或變更經費，或因配合教學方便

學生操作變更採購項目。查核第 4 次規劃專責小組會

議記錄(109.11.04)，餐飲管理系因配合專業教室現有教

學設施使用變更規格。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九點第(一)

款之第 5 目規定，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內容

及原因，已經專責小組討論通過，符合使用單位需求，

予以照案通過，並請採購單位、各教學與業務承辦單

位儘速並嚴謹辦理相關程序。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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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完畢。經查核 109 年度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款專款

明細，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於當年度完成核銷及付

款程序。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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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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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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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相關資料已依規定公告於學校教務

處下之『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區網頁 

https://academic.csu.edu.tw/wSite/np?ctNode= 

19631&mp=A03000&idPath=9762_19628_19631 

，並建立『校務財務資訊公開網頁』

http://li.csu.edu.tw/UIPWeb/wSite/np?ctNode= 

10974&mp=info&idPath=10937_10974，於學校網站首

頁設置連結點，方便使用者瀏覽查閱。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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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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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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針對教師相關之獎勵補助，已訂有推動實務教學

(包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修、升等

送審等相關辦法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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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獎勵助辦法均經過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以書面

及網路公告週知，申請流程圖及項目均以電子郵件通

知各單位同仁，並上網公告於人事處網頁及正修訊息

網之人事資訊。 

符合規定。  

1.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

行應符合改善教學、教

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

之支用精神 

經查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投入於經常門之經費為

61,524,214 元，其中用於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

進修、升等送審、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等項目之經

費達 51,053,941 元，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82.98%，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 

符合支用精神。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

特定對象 

經查核 109 年度期中執行清冊，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項目按各系專任教師的比例編列預算，各申請項目均

訂定上限以限制教師申請金額，實際執行依相關實施

辦法或要點經各級會議審議後予以獎(補)助，避免集中

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本校逐年降低申請項

目上限及設定總量上

限，有助於分散更多

人使用教學及師資結

構項目，進而改善集

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

象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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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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28 件，針對獎勵補

助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

等，訂有相關實施辦法或要點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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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28 件，針對獎勵補

助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

等，相關案件執行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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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有關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獎勵補助依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

點」執行。 

符合規定。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

件應與其業務相關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林 OO 參加華語文師資培訓-

理論實務班第 54 期、吳 OO 參加遙控無人多旋翼機專

業(高級 la)操作證師資研習班、林 OO 參加土壤及地下

水採樣訓練班，與其業務相關。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薛 OO 參加「109 年第一期初

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案件趙 OO 參加「109 年私立學

校因應少子化精實掌握財務營運亮點實務經驗分享研

討課程.」、案件陳 OO 參加「TANet 2020 台灣網際網

路研討會」，與其業務相關。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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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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

特定對象 

經查核實際執行依相關實施辦法或要點經行政會議審

議後予以獎(補)助。109 年補助「推動實務教學」團體

案件共計 98 案、「研究」團體案件共計 3 案。相較 108

年補助「推動實務教學」團體案件共計 63 案、「研究」

團體案件 0 案，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的情況有明

顯改善。 

已有改善如左說明。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

有據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薛 OO 參加「109 年第一期初

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案件趙 OO 參加「109 年私立學

校因應少子化精實掌握財務營運亮點實務經驗分享研

討課程.」、案件陳 OO 參加「TANet 2020 台灣網際網

路研討會」，依「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點」辦

理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案，相關案件之執行

於法有據。 

符合規定。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

執行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薛 OO 參加「109 年第一期初

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案件趙 OO 參加「109 年私立學

校因應少子化精實掌握財務營運亮點實務經驗分享研

討課程.」、案件陳 OO 參加「TANet 2020 台灣網際網

路研討會」，依「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點」執

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案。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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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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獲獎勵補助款（含自籌款）薪資補助

教師名單，抽查龔 OO、黃 OO、田 OO、周 OO 老師

有授課事實；另外，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都未以獎

勵補助款支付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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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核 109 年度獲薪資補助龔 OO、黃 OO、田 OO、周

OO 老師，實際授課時數符合本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

正修科技大學教師聘約」第七條專任教師每週授課基

本時數的相關規定，符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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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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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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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列

支。 

符合規定。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構）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

管理要點」相關規定辦

理 

經查核本校 109 年度校內自辦研習活動管理學院已於

109/1/20 辦理「妝彩系教師第二專長研習」依「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管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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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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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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項下現職專任教師彈

性薪資、研習、升等送審、行政研習等項目之執行與

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幅度超過 20%。建議

未能達成原訂目標之計畫項目，執行單位宜提出具體

有效之改善對策及方案並訂定管控機制，藉由 PDCA

持續改善機制強化計畫執行率。 

擬調整 110 年度獎勵

補助款經常門項下現

職專任教師彈性薪

資、研習、升等送審、

行政研習等項目預算

以符合實際執行需

求。 

109 年因「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關係，各單位為

降低群聚感染風

險取消研習(討)活

動，援此學校於研

提 109年度獎勵補

助款修正計畫書

時減列教師研習

及行政研習項目

預算。惟國內疫情

趨緩，各項研習

(討)活動恢復辦

理，教職員依改善

教學及業務需求

參加研習(討)活

動，造成實際執行

經費與規劃經費

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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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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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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28 件，針對獎勵補

助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

等，相關成果或報告部分已留存於人事處、圖資處及

各業務承辦單位。 

符合規定。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

之填寫應完整、正確 

經抽核 109 年度執行清冊(截至 109/12/31)經常門獎勵

補助案件之填寫，並核對各業務承辦單位所提供之資

料，填寫完整。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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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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

業辦法」及相關作業流程，內容參考「政府採購法」訂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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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現行之「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辦

法」，已於 108 年 1 月 25 日校務會議通過，並於 108 年 1 月

28 日董事會議通過。 

https://general.csu.edu.tw/wSite/ 

ct?xItem=245203&ctNode=16474&mp=203&idPath=8289_8295 

符合規定。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

應予明訂 

經查總務處已訂有「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財產物

品管理辦法」，現行辦法於 104 年 7 月 6 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http://general.csu.edu.tw/wSite/public/Data/f1483934352673.pdf 

https://general.csu.edu.tw/wSite/ 

lp?ctNode=8567&mp=203&idPath=8289_8562_8567 

符合規定。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

使用年限及報廢規定 

經查「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

第四章財物異動與報廢處理規定，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規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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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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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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無設置，已於 110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

附件刪除此稽核要項查核重點。 

不適用。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

規定及作業流程執行 

經抽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12 系所單位共 50 項，請

採購程序及實施，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未發

現異常情事。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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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50 項，請採購程序及實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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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現異常情事。 

符合規定。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

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

準 

經查 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 共同供應契約，獎勵補助款

3 件 8 筆，(A-108-005、D-109-017、A-109-169、A-109-177、

A-109-179、A-109-185、A-109a-208、C-108-002-2)；自籌款

3 件 7 筆，(A-109-155、A-109-158、A-109-168、A-109-174、

A-109-183、D-109-020、A-109a-210)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

標準，透過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下訂，以維採購效能。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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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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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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採購流程，從單位提出請購到實際採購會有時間落差，

期間容易產生市價波動，加上同業競爭激烈，本校議價廠商

願意降價，導致最後實際採購金額比預算金額優惠，因而產

生差距。本校近年持續要求各單位採購前落實訪價作業程

序，目前已有成效。經查核 109 年度設備實際採購單價與原

預估金額有 20%以上之差異幅度共 16 項，占全部 263 項

6.08%。相較 108 年度 20%以上之差異幅度 29 項，占全部 294

項 9.86%，已有明顯改善。 

已有改善如左說明。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

器設備 

經查 109 年度執行清冊，投入於資本門之經費為 74,505,158

元（獎勵補助款 61,524,215 元、自籌款 12,980,943 元），其中

教學及研究設備 55,833,979 元（獎勵補助款 49,344,665 元、

自籌款 6, 489,314 元），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圖書期刊等經費

為 9,614,950 元（獎勵補助款 9,614,950 元），學輔相關設備

1,957,229 元（獎勵補助款 1,664,600 元、自籌款 292, 629 元），

其他 7,099,000 元（獎勵補助款 900,000 元、自籌款 6,199,000

元）。教學及研究設備(含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圖書期刊、學

輔相關設備等)占資本門 90.47%，確以教學及研究設備為優

先。  

符合支用精神。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

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抽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 (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及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已於經費來源欄位載明獎勵

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額度。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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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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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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本年度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12 系所單位(109/08/01 執行

至 109/12/31)，並核對電腦財產管理系統，所抽核購置之儀器

設備均已登錄於電腦財產管理系統中。 

符合規定。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

備查 

經抽核資本門 12 系所單位，請採購文件及電腦財產管理系

統，相關資料確實登錄備查。 

符合規定。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字樣之標籤 

經實地抽查 12 系所單位獎勵補助採購之儀器設備共 50 項，

按規定已列有「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字樣。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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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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

備查，照片並註明設

備名稱 

經抽核 109 年度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財產編號

(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 3140501-01-2439~2444、

3101103-593-235~274、3140501-01-2445~2450、

3140101-03-18391~18450、3140501-01-2418~2437、

3140101-02-82~111、3140501-01-2455~2464、3010518-48-2、

3100508-030-15、3100605-08-77~84、3140103-21-3110~3139、

3140103-21-3213~3214、3140103-21-3140、

3140308-11-149~154、3140103-21-3141、3100503-41-72、

5010307-13-205、3140501-01-2438、3111002-94-2、

3012801-10-1、3100708-004-30、3140103-21-3101、

3140103-21-3091、3100901-118-3、3140501-01-2487~2492、

3140103-21-3202、5010105-01-26、3140306-01-26、

3140101-03-18304~18315、3070114-350-44、

3140103-21-3158~3197、3013402-11-14、

3140403-18-654~664、3140103-21-3199、503109104、

3100708-006-1083~1084、3140301-09-21~28、

3140103-21-3144、3140103-21-3145、3140103-21-3146~3155、

3140103-21-3102、3100503-41-74-83、3140103-21-3107、

3140103-21-3203、3140102-05-90~91、3140103-21-3108、

3140103-21-3098、3140103-21-3109、3140501-01-2416、

3140501-01-2417 共 50 項所購儀器設備，按規定列有「109 年

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字樣，全已

拍照存校備查。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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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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字樣之戳章 

經查核 109 年度執行清冊(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電子

資源與非書資料(電子書 706 冊、非書資料 181 片)，圖書(1495

冊)按規定貼妥「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 

符合規定。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

原則 

經實地抽查 12 系所單位 50 項獎勵補助採購之儀器設備，符

合「一物一號」原則。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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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執行清冊(109/08/01 執行至 109/12/31)資本門

採購項目，已於「規格」欄註明型號及細項規格; 另於「財產

編號」欄列示校產編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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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中第

四章財務異動與報廢處理規定中。 

符合規定。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行 

經實地抽查 12 系所單位 50 項獎勵補助採購之儀器設備，依

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符合規定。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

廢及遺失相關記錄應

予完備 

經實地抽查 12 系所單位 50 項獎勵補助採購之儀器設備，依

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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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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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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

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中第六章:財物盤點，並規定每

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 1 次，109 年度盤點時程在 109 年

10-12 月辦理。 

符合規定。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

與學校規定相符 

109 年度盤點時程在 109 年 10-12 月辦理。 符合規定。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

予完備 

109 年度盤點時程在 109 年 10-12 月辦理。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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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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 4 日 108 年度執行績

效書面審查報

告(初稿)回應說

明 

【成效構面】第

壹部分、經費運

用特色效益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占經

常門獎勵補助款雖高達 87.83%，惟「新聘

教師薪資」、「提高現職教師薪資」及「彈

性薪資」合計即達 4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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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更強而

有力的教師專業職涯發展支持系統。 

109 年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除持續

投入於優化師資及提升教師薪資待遇

之外，積極補助教師改善教學，並擴

大獎勵教師推動實務教學。108 年「新

聘教師薪資」、「提高現職教師薪資」

及「彈性薪資」合計執行金額新台幣

25,281,868 元(48.55%)，109 年「新聘

教師薪資」、「提高現職教師薪資」及

「彈性薪資」合計執行金額新台幣

23,488,836 元(38.18%)，執行金額及比

率大幅降低；108 年「推動實務教學」、

「研究」及「研習」合計執行金額新

台幣 20,109,163元(38.62%)，109年「推

動實務教學」、「研究」及「研習」合

計執行金額新台幣 27,322,105 元

(44.41%)，執行金額及比率提升，透過

補助及獎勵，有效鼓勵教師依校務發

展特色、產業趨勢與生涯規劃提升職

能及改進教學，積極引導教師多元專

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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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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 4 日 108 年度執行績

效書面審查報

告(初稿)回應說

明 

【成效構面】第

貳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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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弱勢教師積極從事實務教學、

應用實務研究等活動，鼓勵各項補助

申請案以團體方式申請及執行，透過

同儕學習方式全面提升教學品質及研

發能量。108 年補助「推動實務教學」

團體案件共計 63案合計執行金額新台

幣 5,320,689 元、「研究」團體案件共

計 0 案，109 年補助「推動實務教學」

團體案件共計 98案合計執行金額新台

幣 8,334,572 元、「研究」團體案件共

計 3 案合計執行金額新台幣 3,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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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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 4 日 108 年度執行績

效書面審查報

告(初稿)回應說

明 

【成效構面】第

貳部分、自我改

善機制與成效 

經常門部分獎助項目在執行案次及金額上

呈現大幅落差，針對未能達成原訂目標之

計畫項目，學校宜提出具體有效之改善對

策及方案，並訂定管控機制，藉由 PDCA

持續改善機制強化計畫執行效益。 

獎勵補助款經常門各項目之補助案係

以前年度系所執行能量及當年度校務

發展目標進行經費預估，實際執行則

依教師當年度教學及研究需求予以補

助，於計畫執行期中針對執行率未如

預期之項目進行經費調整，於期末分

析經費執行成效據以規劃下年度計畫

預算之參酌，近年執行獎勵補助經費

積極落實 PDCA 機制，持續改善各項

獎勵補助項目，提升經費執行成效。

109 年修正「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施

行細則」，108 年「研究」項經費執行

落差新台幣 661,794 元(8.27%)，109 年

「研究」項經費執行落差新台幣 99,517

元(1.11%)，有效降低經費執行落差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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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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 4 日 108 年度執行績

效書面審查報

告(初稿)回應說

明 

【基礎構面】第

參部分、採購案

件執行情形 

3.執行清冊顯示不少教學及研究設備之驗

收日期為 10～12 月，由於教育部於 108

年 4 月即已函知當年度獎勵補助款，建議

學校宜及早辦理請採購作業程序，俾利 9

月開學時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使用。 

因本校係依學期制分別進行採購，於 

108年 5月及 8月進行相關採購作業流

程，因此部分教學及研究設備之驗收

日期為 10~12 月完成。未來本校將依

委員意見，規劃於上半年度儘速完成

各項設備採購 作業流程，以落實發揮

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效益與提供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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