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勵補助經費之期中稽核紀錄及內部稽核報告 
 



目           錄 

一、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期中稽核報告………………………1 

二、研發處追蹤報告……………………………………………………6 

     附件一〜附件三 

三、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採專款專帳管理 

    附件一〜附件九……………………………………………………13 

四、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3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期中稽核報告 

日期：103 年 10 月 31 日〜103 年 11 月 5 日 

稽核期間 102 年 10 月 31 日〜103 年 11 月 5 日 

稽核人員 黃登淵、葉文隆、方松傳、鄭博真、蔡淑芳、楊榮文、紀學斌、李蓓芬、陳住銘、蕭潤漢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狀況 查核說明及建議 

1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 

應明訂申請程序相關規定 

■符合 

□矯正 

□建議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皆明訂申請程序相關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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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皆明訂(內容包含如：

申請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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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皆經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依學

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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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皆符合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為主之支用精神 

5 
獎勵補助教師應避免集中於 

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符合 

□矯正 

□建議 

獎勵補助教師並無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本學期

補助 7 位教師進修，教師分別在不同科系，其中餐旅

管理系助理教授劉廣亮在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

理研究所進修博士學位，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陳靜

誼講師在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進修博

士學位，護理系方茂守講師在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研究

所進修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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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符合 

□矯正 

■建議 

組織章程第 3條當然委員名單，本校圖書館與計網中

心已合併為圖書資訊處，建議修訂條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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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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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

與其業務相關 

■符合 

□矯正 

□建議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皆與其業務相關。本學期

職員進修者包括圖書資訊處資訊中心組員葉孟峰在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進修碩士學位；

資管系組員蔡贏磊在樹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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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進修碩士學位；教務處課務組組員蔡汶娣在南台

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進修碩士學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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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皆符合學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

數規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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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支用項目及標準皆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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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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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目前學校獎補助款均未補助校內自辦研習活動。 

12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 

體成果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符合

□矯正

□建議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皆有具體成果或報告留校備

查。 

1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

寫應完整、正確 

■符合

□矯正

□建議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皆完整、正確。 

14 
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 

支，並採專款專帳管理 

■符合

□矯正

■建議

查閱 103學年度獎補助經費項目，會計室將教育部

補助款分為:A.重要儀器設備款、B.師資改善經費、 

C.訓輔工作專案經費及 D.訓輔經費配合款四個項

目。獎補助款採專款專用管理。(附件 1-1~附件 1-4:

教育部補助款明細分類帳)。 

(1)教育部補助款-A.重要儀器設備款:抽查三筆傳

票:103/09/05 傳票#106-安衛組: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

(附件 2)、103/09/05 傳票#109-生科系:旋光度計(附件

3)及 103/09/15 傳票#189-食營系:凱式氮分解裝置(附

件 4)。機械儀器及設備之採購，符合相關程序辦

理。 

(2)教育部補助款-B.師資改善經費，查閱 103 年度教

育部補助款明細帳發現:總號#395-400(附件 1-2)，為

學務處之訓導活動費，此部份項活動費用列為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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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改善經費之適宜性宜再斟酌。抽查傳票#396(附件

5)16。 

    17 查閱本校教育部補助款收支明細帳發現，所

有經常 18 門經費項目，均歸類為改善師資。 

建議:會計 19 室將教育部補助款之經常門部份依照

附件 6 所列，分為五個細項: (1)改善師資、(2)學務

處、(3)職員、(4)改善教學一萬元以下物品、(5)補助

教師薪資，以避免全部經常門項目列為改善師資，

而產生明細項目與實際經費歸屬之混淆。 

(3)教育部補助款- C.訓輔工作專案經費及 D.訓輔經

費配合款，查閱 2 筆傳票:傳票#550，訓導活動費-補

助影評社舉辦華醫影展(附件 7)及傳票#630-課指組

導師輔導之能研習(附件 8)。訓輔工作專案經費及訓

輔經費配合款之處理符合相關程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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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與會計人員核對「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

配合作業相關事項」(附件 9)，相關程序，均依規定

辦理。 

相關會計帳冊編列成冊，並妥善保管。近期帳冊存

放於會計室公文櫃；其餘帳冊則放置於圖書館儲藏

室。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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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與會計人員核對「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相關程序，均依規定辦

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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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組織章程第 3條當然委員名單，本校圖書館與計網中

心已合併為圖書資訊處，建議修訂條文。 

18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

科)代表 

■符合

□矯正

□建議

成員包含各系、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代表，內容符

合規定。 

19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

推舉產生 

■符合

□矯正

□建議

各系科均由系務會議推舉專責小組代表，業已提供會

議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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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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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經檢視 103年度第 3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提案四及

五之提案單位為計網中心，惟簽到表未見該中心主任

簽名，不知是未到或漏簽？建議修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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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今日中午始召開第 4次專責小組會議，會議紀錄及變

更項目對照表、理由，請儘速完成，並送委員檢視。 

2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符合 

□矯正 

□建議 

教學儀器設備支用比例達 79.47％，符合教育部≧60

％之規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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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記錄及前 

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應 

公告於學校網站 

□符合 

□矯正 

■建議 

經查確依規定設立網頁專區公告，惟網頁中下列事項

請修正： 

(1) 缺 103年度資料。 

(2)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修正為內部稽核委員會。 

(3) 101及 102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之說明事項，均

誤植為 99 學年度，請分別修正為 100 及 101 學

年度。(去年疏失，至今未修正) 

(4) 經常門核銷資料連結至人事室網頁，但該網頁未

提供 102年度獎補助款執行情形資料。 

24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

作業流程執行 

■符合 

□矯正 

□建議 

103學年度獎補助經費，補助款金費： 

25,514,918元 ，學校配合款：3,081,593元，共計

採購案件：286 件，均已採購完成，且均符合學校

「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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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矯正 

□建議 

103學年度獎補助經費共計 10萬元以下採購案件：

80件及 10萬元以上有白 196 件，均符合「政府採

購法」規定辦理。 

26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

理系統 

■符合 

□矯正 

□建議 

103學年度獎補助經費，尚有 77件尚未完成驗收，

但驗收完成之儀器設備均已納入電腦系統管理無

誤。 

27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符合 

□矯正 

□建議 

符合規定辦理。 

28 
儀器設備應列有「102年度

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符合 

□矯正 

□建議 

符合規定辦理。 

29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被查，

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符合 

□矯正 

□建議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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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教育部獎補助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組織章程 

89.10.27 行政會議通過  
91.12.13 行政會議修訂 
94.03.04 行政會議修訂 

98.03.27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8.11.13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9.07.30 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101.01.03 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101.07.17 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101.12.17 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103.11.03 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之規

定成立專責規劃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依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充分運用教育部之獎補助款。 
第三條 本小組之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圖書資訊處處長、

進修部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各系(所)
主任。 

二、選任委員：由各系(所)自行推舉產生教師代表組成，其中教師代表

人數不少於全部成員三分之一。內部控制稽核委員不得

為專責小組成員。 
第四條 召集人兼主席由校長擔任。 
第五條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策劃、協調教育部獎補助款之運用。 
二、審查核定及分配獎補助款。 

第六條 本小組委員任期一年，連選聘得連任。 
第七條 本小組委員為無給職，視需要召開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始得開議，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 
第八條 本小組開會，如有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九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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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
校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校優先

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

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單位

103-04-
035

光粒子特

性實驗箱

1台

"功率分析(Value、Max
power 、Mini power、
Average、實驗操作雷射

光源 : 30.0mW @ 650nm
光譜分析(中心波長、

FWHM、Peak、SSM
檔、AreaPSD、

Centbase、VIS counts值)
RMS stability、PTP
stability)封裝型式 : 金屬

披覆外箱< 380 x 130 x
350 mm 總重量

1台 37,216       37,216      視光系

103-10-
067 針灸掛圖

全身106*50cm(±5%)，耳

針灸圖63*84cm(±5%) 2副 1,000         2,000 調保科

103-10-
071 胸椎12節 長28*寬7*高7cm(±5%) 2座 2,300         4,600 調保科

103-10-
083

電子溫控

黑輪桶

1.材質：SUS304不銹鋼,
附透明耐熱上蓋。2.尺
寸：45*45*H30cm±3%、

內有304不銹鋼隔板。3.
控溫：旋鈕控溫~110℃
(含電源線及插頭)。

1台 3,800         3,800 食營系

103-10-
102

主機櫃

(附鎖)
材質:木質尺寸:寬34公分:
深53公分:高66公分

1組 2,500         2,500 餐旅系

103年第4次專責小組會議修正前後對照表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不

予購置，因經

學校網頁招標

公告三次，無

廠商報價。

歸納總表

修正前

1.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因經學校網頁招標公告三次，無廠商報價，資本門不予採購共1案;經常門萬元以下不予採購共5案。

2.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提高總價金額採購，資本門共2案;經常門萬元以下共1案。

3.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可經學校網頁招標公告第四次，經常門萬元以下共1案。

4.專責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不提高預算，取消採購，經常門萬元以下共5案。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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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
116

油壓型雙

用床

1.尺寸：
L183*W70*H60-72cm2.
美容及指壓二用3.手動調

整高度4.床頭可自行調整

所需高度

4張 9,900         39,600 妝管系

103-07-
024

全套劍道

護具

腰垂、胴部、頭巾、面具、手

套、護具背帶
5組 13,600 68,000 103-07-

024
全套劍道

護具

腰垂、胴部、頭巾、面

具、手套、護具背帶
5組 12,000       60,000 學務處

103-04-
015

蛋白質轉

漬槽

可同時轉漬兩塊8.3(+-5%) cm
X 7.3(+-5%) cm凝膠。外觀尺

寸：長16(+-5%) cm X 寬12(+-
5%) cm X高15(+-5%) cm。含

專屬電極防呆裝置，及安全按

鈕式開蓋設計。

4式 15,000 60,000 103-04-
015

蛋白質轉

漬槽

可同時轉漬兩塊8.3(+-
5%) cm X 7.3(+-5%) cm
凝膠。外觀尺寸：長

16(+-5%) cm X 寬12(+-
5%) cm X高15(+-5%)
cm。含專屬電極防呆裝

置，及安全按鈕式開蓋

設計。

4式 14,000       56,000 生科系

103-10-
114

幼兒乳牙

模型

牙齒咬合後尺寸

(9X6.8X10cm)，誤差正負

10%。含不鏽鋼底座。

10座 5,000 50,000 103-10-
114

幼兒乳牙

模型

牙齒咬合後尺寸

(9X6.8X10cm)，誤差正

負10%。含不鏽鋼底座。

10座 4,000         40,000 幼保系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可

經學校網頁招

標公告第四次

103-10-
051

紅外線接

收模組

1.電源:開／關。2.音量:
上昇、下降。3.高/低音:
上昇、下降。4.左右平

衡。5.響度:開／關。6.輸
入選擇7.規格:5.5W(+-
5%)x9H(+-5%)x0.5D(+-
5%)cm

1組 9,000         9,000 長照系

103-10-
046 撥盤電話

1.尺寸:22W(+-
5%)x23D(+-5%)x13H(+-
5%)cm

1台 1,500 1,500 長照系

103-10-
053

Body
Temple白
金陶瓷超

音波水氧

機

1.INPUT：60HZ
20W2.OUTPUT：DC
24V　1000MA3.尺
寸:22cm(+-5%)，直徑：

18cm(+-5%)4.淨重：
490G(+-5%)

1台 4,500 4,500 長照系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提

高總價金額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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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
082 保溫茶桶

1.材質:外殼PE樹脂、PU
液體發泡成型、內膽18-8
不銹鋼(一體成型)2.尺
寸:L30*W32*H46cm±
3%3.容量:17L4.台灣製造

5.保溫約6小時，保冷約8
小時6.水龍頭採用尼龍樹

脂，耐熱180度，長時間

拉放不易斷裂漏水；可

旋轉拉桿方向，拉桿分

為兩段式：(1)壓下平拉

桿會不停出水；(2)壓下

半圓拉桿會出水，放開

後水會停止。7.外觀顏

色:咖啡、綠色各2台

4個 1,500 6,000 食營系

103-10-
085

電子溫控

小包櫥

1.材質：SUS304不銹

鋼、玻璃門、四面耐熱

玻璃2.尺寸:約
37*37*75cm(W*D*L)±
3%3.電壓：110V(含電源

線)4.電子式溫控5.內部隔

層及材質:5層、SUS304
不銹鋼隔層6.附出廠證明

1台 6,800 6,800 食營系

103-10-
123

手持式行

動掃瞄器

※可保存掃描圖片為JPG
或PDF兩種文件格式※支

援彩色/單色(黑白)兩種

顏色模式選擇※可支援

到高達900DPI解析※最

高支援32GB的microSD
卡※隨機附

32GBmicroSD卡※LB-
SC110WLobos手持式行

動掃瞄器

2台 4,500 9,000 資管系

專責小組第4
次會議決議取

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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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4 年 2 月 5 日 校長核准日 104 年 2 月 9 日 

稽核期間 104 年 1 月 20 日～104 年 1 月 29 日 

稽核人員 黃登淵、楊榮文、紀學斌、歐錦綢、趙育漳、陳住銘、李蓓芬、方松傳、蕭潤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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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自籌

款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11.65% 

(4,247,693÷36,449,883），符合規定。 

請參閱「103 年度

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執行清冊」首

頁。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70~75%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資本

門 占 總 獎 勵 補 助 款比 例 為 70%

（=25,514,918÷36,449,883），符合規

定。 

同上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25~30%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經常

門 占 總 獎 勵補 助 款比 例 為 30%

（=10,934,965÷36,449,883），符合規

定。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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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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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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依獎勵補助款規定，不得支用於

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

助，經查閱執行清冊及專帳明細，並

未發現有任何違反規定之情事。 

不得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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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並未

編列此項經費。 

得於資本門 50%

內勻支，未經報核

不得支用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60%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教學

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

例為 80.17% (20,456,468÷

25,514,918)，符合規定。 

請參閱「103 年度

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執行清冊」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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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圖書

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

備占資本門比例為 15.53% (3,920,730÷

25,514,918)，符合規定。 

同上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2%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學輔

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為 2.92% 

(745,720÷25,514,918)，符合規定。 

同上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

門比例應≧30%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比例

為 51.81% (5,665,271÷10,934,965)，符

合規定。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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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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比例應≦5%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行政

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比例為

51.81% (5,665,271÷10,934,965)，符合

規定。 

同上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

≧2% 
依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算，學輔

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為 3.20% 

(350000÷10,934,965)，符合規定。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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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會計室教育部補助款明細帳 -B 

師資改善經費，無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項目，比例為 0%，符合規定。 

會計室教育部補助

款明細帳-B 師資改

善經費 (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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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會計室教育部補助款明細帳，無

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在 2 年以

上者列作資本支出。 

會計室教育部補助

款明細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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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定獎勵補助經費相關法規及

申請程序相關規定，並公告於人事

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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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符合規定辦理。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經查符合規定辦理。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

生 經查各系科均提供會議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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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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符合規定辦理。 

5.專款專帳處理

原則 

5.1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採

專款專帳管理 

經抽核 103年度獎勵補助款專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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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

行清冊之資本門及經常門支出類別、

項目及金額，仍需耗費大量人力整理

核算，徒增錯誤風險，且影響財務資

訊提供之效率。 

建議： 

1. 於資本門及經常門項下，應將經費

執行分配類別、項目及金額(包含

自籌款)分項處理及彙整，以期會

計帳冊資料與執行單位的資料在

相互查核上能更正確、更有效率。 

2. 全面檢討或提昇會計資訊系統（或

ERP）之軟硬體建置，加強財務資

料庫的功能，以利學校決策之制定

並提升競爭力。

6.獎勵補助款支

出憑證之處理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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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計人員核對「教育部獎補助款支

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相

關程序，均依規定辦理。  

「教育部獎補助款

支出憑證免送審配

合作業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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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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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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計人員核對「學校財團法人及所

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相關程序，均依規定辦理。 

「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定」 

7.原支用計畫變

更之處理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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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 103 年度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

紀錄，符合規定辦理。 

8.獎勵補助款執

行年度之認定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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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04 年 1 月 29 日進行稽核時，103

年度(1/1~12/31)獎勵補助款，已於 103

年度全數執行完竣－完成核銷並付

款，符合規定。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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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使用情

形，均已執行完畢，並將依規定期

限報部備查。 

9.相關資料上網

公告情形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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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該網站連結，103 年度資料尚

未提供，建議爾後應於期末稽核前

完成建置，俾提供委員查閱。 

註：執行單位答應 103 年度資料於

2/28 日前公告於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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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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定經常門各項補助教師辦法，

明訂各項教師獎勵補助之申請程

序、申請期程、審查程序、補助金

額上限等。，並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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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門各項獎勵補助教師辦法之制

定與修正，經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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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除

配合獎勵補助相關辦法辦理外，並

參酌管科會例行訪視及輔導建議，

經費運用力求以符合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為主之支用精神為主。如補

助教師薪資部分，103 年度用於補

助 新 聘 及 現 有 師 資 經 費 為

5,139,043 元，103 年度僅用於補助

新聘師資經費為 2,771,998 元，以更

符合獎勵補助之支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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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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已訂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提升教

師素質支用獎補助經費原則實施辦

法」，明定個人補助上限，每年每名

教師獲得獎補助總金額最多不得超

過新台幣 30 萬元。102 年度教師獲

得獎補助總金額最高為 173,000

元，建議下修每年每名教師獲得獎

補助總金額，以補助更多名額及相

關案件。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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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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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員工參加研

討(習)處理要點」、「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職員進修學位獎助辦法」等獎勵

補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辦法

之制定與修正，均經由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務

相關 

103 年度教學發展中心組員邵臻慧

申請研習主題「創新創業經營管理

人才認證暨教師研討會」，與其業務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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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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只有教學發展中心組員邵

臻慧提出研習申請，宜鼓勵行政人

員多參與。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符合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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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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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經費共

補助 6 名新聘教師薪資，計有助理

教授 4 名、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 1

名及講師級專技人員 1 名；依聘約

排定助理教授 10 小時、講師 11 小

時的基本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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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並參考政

府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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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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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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經常門經費執行為獎勵補

助款 10,934,965 元，自籌款

1,183,400 元，總計 12,118,365 元，

與原計畫規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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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獎勵補助案有具體成果或報

告，103 年度研習心得報告已彙整

存檔。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

整、正確 
103 年度經常門經費執行表單完

整，支用項目、執行清冊與黏貼憑

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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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之「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

程」，於 92 年 6 月 25 日制定，歷

經 7 次修訂，其內容符合「政府

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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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規定。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83 年 3 月制定「財產管理辦法」。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財產管理辦法」第五章有對設備

使用年限及報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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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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執行 

採購程序符合「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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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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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訪價時未能參考臺灣銀行

聯合採購標準處理。 

建議參考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

準，再自行訪價擇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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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之

差異幅度為 0.38%，符合規定辦

理。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經查 103 年度資本門教學儀器設

備支用比例達 80.17%，符合規定

辦理。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查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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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之儀器設備均有列入電腦財

產管理系統。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103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儀

器設備共 181 件均有確實登錄。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103 年度教育部獎

補助」字樣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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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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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

章 

符合規定。 

4.6 應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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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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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之「財產管理辦法」第五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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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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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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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管理辦法」第六章有明訂。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符合規定。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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