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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 

108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期中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8 年 12 月 09 日 (SO108108) 校長核准日 108 年 12 月 13 日 

稽核期間 108 年 11 月 11 日～ 11 月 15 日 

稽核人員 劉憓諠主任、張次正老師、袁泱老師、楊家禎老師、張育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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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自籌款占獎勵補助款比率

應≧10% 

經核算自籌款占獎勵補助款比率為 20%，符合規定。

（10,349,408÷51,747,041=20%） 

  

1.2  資本門占獎勵補助款比率應為
50% 

經核算資本門占獎勵補助款比率為 50%，符合規定。

（25,873,521÷51,747,041=50%） 

  

1.3  經常門占獎勵補助款比率應為

50% 

經核算經常門占獎勵補助款比率為 50%，符合規定。

（25,873,520÷51,747,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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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並未發現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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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並未發現支用款項於修繕校舍

工程等情事。 

  

1.6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率應

≧2% 

經核算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率為 4%，符合規

定。（1,034,941÷25,873,521=4%） 

  

1.7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

構等項目占經常門比率應≧
60% 

經核算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

門比率為 94.88%，符合規定。

（24,550,000÷25,873,520=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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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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

率應≧2% 

經核算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率為 2.24%，符

合規定。 

（580,000÷25,873,520=2.24%） 

  

1.9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

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率

應≦25% 

經核算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輔相關

工作經費比率為 15 %，符合規定。 

（87,000÷580,000=15%）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

常門比率應≦5% 

經核算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比率為

0.58%，符合規定。 

（150,000÷25,873,520=0.58%） 

  

1.11 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及研

究設備（包括圖書館自動化設

備、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經核算教學及研究設備（包括圖書館自動化設備、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等）占資本門比率為 96%，為資本

門主要支用項目，符合規定。 

（24,838,580÷25,873,5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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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經費支用單價皆為 1 萬

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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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及資本門均依本校

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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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設有專責規劃小組，並訂定「嶺東科技大學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於

108 年 8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

代表 

經查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

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等 13 名當然委員，及 18 系

所、通識教育中心等 19 名選任委員，共計 3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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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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

舉產生 

經查 18 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之教師代表由各系所經

系所務會議、通識教育中心會議自行推舉產生。本屆

(108-109 年度)之 19 名選任委員，其中 3 名為續任、

16 名為新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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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

已於 108 年 4 月 25 日、7 月 15 日、9 月 30 日及 10

月 25 日召開共計 4 次會議，出席人數達法定人數，

符合規定。 

  

5.學校內控內

稽 相 關 辦

法、成員及

運作情形 

5.1  應納入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執行 本校於民國 99年 11月制定財團法人嶺東科技大學內

部控制制度及嶺東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經 99 年

12 月 18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於 10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內部控制制度，原經費稽核委員會同時停止

運作，並於 105 學年度起擴大內部控制制度實施範

圍，達到內控範圍涵蓋全校之目標。 

  

5.2  應訂定內部稽核實施要點 經查本校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於 106年 9月 25日經行政

會議通過訂定嶺東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並設

置專責稽核單位「校務稽核室」，直屬校長管轄，由

學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執行內部稽核業務，迴避參

與相關採購程序，定期辦理各項獎勵、補助經費之專

案稽核。 

  

5.3  學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不得

與專責小組成員重疊 
經查本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未與專責小組成員重

疊，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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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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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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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帳及支出憑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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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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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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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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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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經查本校 108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所編列自籌款之經

資門預算分配變動幅度大，主要係因增系申請案撤

銷，影響補助經費原分配情形，已於第 4 次專責會

議紀錄中詳述原因。 

2. 經查本校第 2 次專責會議紀錄，課指組提出資本門

學輔設備項目變更案，係因優先序 8 有其建置之急

迫性，故優先序 2 擬不執行，建議單位評估經費支

用之需求應確實。  

3. 經查本校第 2 次專責會議紀錄，創設系因規劃購置

之商品停產而提出資本門教學設備及物品規格變

更，建議規劃設備需求，力求周詳嚴謹。 

4. 經查本校第 3 次專責會議紀錄，因應 108 年度獎補

助修正支用計畫審查意見，已訂定學校支用獎勵補

助經費之核配辦法，作為日後經費使用之明確依

據。 

5. 經查第 4 次專責會議紀錄，至 108 年 10 月 25 日止，

「經常門」完成核銷付款金額 17,316,827 元 (執行

率 55.77%)、「資本門」完成核銷付款金額 16,699,127

元(執行率 53.78%)。離執行完竣僅剩一個半月，建

議應盡早執行學校教學研究設備之採購，避免採購

作業集中於下半年執行。 

6. 經查本校 108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標餘款

支用項目預計於 12 月才會開始購入，宜加強經費

時程控管。 

 

 

「會計室」 

針對第 5 項查核結果，現

行法規規定，教育部獎勵

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全數

執行完竣。其所稱執行完

竣，指已完成核銷並付

款。會計室將持續督促相

關請採購單位，儘早妥善

規劃相關經資門經費之運

用，以利後續內部核銷付

款及結報等作業。 

 

「事務組」 

針對第 6 項查核結果，108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

教學設備結餘款已依第 4

次專責會議於 108 年 11 月

22 日全數完成招標，目前

統計再結餘款，預計於 12

月 15 日前完成結餘款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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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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 108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教學設備暨經常

門教學物品結餘款採購案，於第 2 次專責會議中提

出為提高結餘款執行效率，標餘款結餘款為總經費

20%來規劃；然在第 3 次（附件 4）及第 4 次(附件

1)專責會議中，皆以標餘款為總經費 10%為規劃基

準，建議標餘款支用項目評估應確實。  

 

「事務組」 

針對第 7 項查核結果，第

三次專責會議時，已根據

目前執行情況，確定標餘

款會在 10%支用範圍內，

故標餘款以總經費 10%為

規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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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調閱會計室『教育部獎補助收支明細帳』，截至 108

年 10 月 25 日止，「經常門」完成核銷付款金額計新

台幣 17,316,827 元，完成核銷比率 55.77%（應執行

總經費 31,048,224 元）、「資本門」完成核銷付款金額

計新台幣 16,699,127 元，完成核銷比率 53.78%（應

執行總經費 31,048,225 元）。 

 

 

 

「會計室」 

現行法規規定，教育部獎

勵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全

數執行完竣。其所稱執行

完竣，指已完成核銷並付

款。會計室將持續督促各

單位儘快完成內部核銷作

業，以利後續付款及結報

等作業。 

 

9.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十

一月三十日前，敘明原因報部

核准後，始得展延，並於規定

期限內執行完成 

本次僅期中查核，108 年度尚未結束。 

  

10.相關資料

上網公告情

形 

10.1 獎勵補助款修正支用計畫書

（包括經費表）、執行清冊、

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開招標

紀錄、稽核報告及前一學年度

會計師查核報告應公告於學

校網站 

年度計畫尚於執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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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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門執行情形 

抽查 108.01.01～108.10.31，業

經核銷完成，核銷金額較高 10

項之憑證 

1. 經查傳票號 05907 跨境電商實務應用研討會(資管

系)、05917 品德教育宣導系列活動(生輔組)、05925

弱勢關懷活動(服學中心)、06054 視覺傳達設計講座

研討會(視傳系)、06198 網路時代下時尚發展趨勢研

討會(時經系)、06333 教師增能與教學精進案(通識

中心)、傳票號 06457 婚紗產業技術研討會案(流設

系)、06711 電棒組等案(流設系)、06536 社團外聘指

導老師案(課指組)、07371 麥克風等案(課指組)，查

證結果均確實依規定辦理。 

2. 經查傳票號 06332 服務志工競賽案(服學中心)，實

施計畫書建議標明比賽時間，並附上當日活動紀錄

照片。 

3. 經查傳票號 07507 設計椅案(視傳系)，發現以下問

題：(1)第 3 次投標廠商代表人，有 2 家未簽名；(2)

投標文件日期未寫；(3)投標廠商未註明標的產地。 

 

 

 

 

 

 

 

「事務組」 

針對第 3 項查核結果，(1)

因僅一家廠商出席，另二家

廠商未出席，故只有一家廠

商簽到，未到廠商將於簽到

表加註「未出席」。(2)投標

文件依法封存於信封內，開

標後未填日期及未註明標

的產地之文件，再請出席廠

商補正投標文件日期，未出

席者不影響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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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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執行情形 

抽查 108.01.01～108.10.31 業經

核銷完成，依總務處提供 4種招

標方式(公開招標、限制性招

標、公開取得報價及共同供應契

約)之前 5 高金額之相關文件及

憑證進行查核  

公開招標： 

1. 經查本校公開招標有二案(採購系統案號 4484 及

4485)，然未完成核銷驗收過程，列入期末查核範

圍。 

 

限制性招標 

1. 經查傳票號 01014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案(圖書

館)，查證結果均確實依規定辦理，建議附上「採購

日期流程表」 (151,276+306,724=458,000)。 

 

公開取得報價： 

1. 經查傳票號 06567 彩色攝影機案(環安組)；00043 攝

影機案(行銷系)，查證結果均確實依規定辦理。 

2. 經查傳票號00097專業繪圖互動式輸入顯示器案(視

傳系)，發現以下問題：(1)實際採購金額與預估金額

差異幅度超過 20%以上 (34.48%)；(2)訪價金額為決

標金額 1.5 倍，建議強化訪價作業機制。 

 

 

 

 

「事務組」 

針對公開取得報價之查核

結果：(1)108 年度獎勵補助

款修正支用計畫於 108 年 4

月編製詢價，所訂預估金額

至實際採購已隔一段時

日，致產生價格差異。(2)

採購作業均依相關規定進

行招標、決標，實際採購金

額經依廠商進貨成本，由廠

商分析投標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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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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執行情形 

抽查 108.01.01～108.10.31 業經

核銷完成，依總務處提供 4種招

標方式(公開招標、限制性招

標、公開取得報價及共同供應契

約)之前 5 高金額之相關文件及

憑證進行查核  

共同供應契約： 

1. 經查傳票號 00912 個人電腦案(資科系)、07345 個人

電腦案(課指組)、傳票號 00233 投影機案(課務組)，

查證結果均確實依規定辦理。 

2. 經查傳票號 07723 電腦設備案(視傳系)，已按請採

購發生日期放置資料，並附採購日期流程表。 

( 共 同 供 應 契 約 $2,397,450 及 公開取得報價

$389,400，合計$2,786,850)。 

3. 經查傳票號 00396 電腦設備案(國企系)，相關採購

程序完整。 

( 共 同 供 應 契 約 $1,898,930 及 公 開 取 得 報 價

$827,200，合計$2,7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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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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執行情形 

抽查 108.01.01～108.10.31 業經

核銷完成，依總務處提供 4種招

標方式(公開招標、限制性招

標、公開取得報價及共同供應契

約)之前 5 高金額之相關文件及

憑證進行查核  

實地訪查財產： 

1. 經抽核 108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

備，採公開取得報價(採購系統案號 04285、04419、

04329、04399)，均貼有「一○八年度教育部獎勵補

助」字樣之財產標籤，財產經實地盤查無誤。其中

採購系統案號 04399 之 MR 開發設備之財產標籤，

查核發現因產品特殊性，財編貼於盒子上，建議可

貼於附屬設備或其他方式標記於該項設備上，以利

財產盤點，善盡財產保管之責。 

2. 經抽核 108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

備，含限制性招標(採購系統案號 04456)；共同供應

契約(採購系統案號 04224、04237、04463)，均貼有

「一○八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字樣之財產標籤，

財產經實地盤查無誤。 

 

 

 

 

 

 

 

「保管組」 

感謝指導，保管組已與同仁

討論解決此疑議，日後將要

求財產保管者在不影響設備

功能性，且財產大小確實可

黏貼下，皆需貼示於財產本

身，以落實財產保管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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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 

108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期末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9 年 02 月 07 日 （SO108118） 校長核准日 109年 02 月 11 日 

稽核期間 109年 01月 08日～01月 15日 

稽核人員 劉憓諠主任、張次正老師、袁泱老師、楊家禎老師、張育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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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自籌款占獎勵補助款比

率應≧10% 

經核算自籌款占獎勵補助款比率為 20%，符合規

定。（10,349,408÷51,747,041=20%） 

1.2 資本門占獎勵補助款比率應

為 50% 

經核算資本門占獎勵補助款比率為 50%，符合規

定。（25,873,521÷51,747,041=50%） 

1.3 經常門占獎勵補助款比率應

為 50% 

經核算經常門占獎勵補助款比率為 50%，符合規

定。（25,873,520÷51,747,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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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並未發現支用獎勵補助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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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並未發現支用獎勵補助款於

修繕校舍工程等情事。 

1.6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率

應≧2% 

經核算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率為 3.69%，符合

規定。（955,441÷25,873,521=3.69%） 

1.7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

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比率應

≧60% 

經核算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

常 門 比 率 為 95.01% ， 符 合 規 定 。

（24,583,078÷25,873,520=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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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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

比率應≧2% 

經核算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率為 2.24%，

符合規定。（579,280÷25,873,520=2.24%） 

  

1.9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

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

率應≦25% 

經核算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輔相關

工作經費比率為 15.02 %，符合規定。 

（87,000÷579,280=15.02%）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比率應≦5% 

經核算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比率為

0.46%，符合規定。（120,219÷25,873,520=0.46%） 

  

1.11 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及

研究設備（包括圖書館自動

化設備、圖書期刊、教學媒

體等） 

經核算教學及研究設備（包括圖書館自動化設備、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占資本門比率為 96.31%，

為資本門主要支用項目，符合規定。 

（24,918,080÷25,873,521=96.31%） 

  

2.經、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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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核定版支用計畫書」，資本門經費支用單價多為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 2 年，僅傳票號#2501_教

師教學桌椅組（服設系）單價未達 1萬元。 

『總務處事務組』 

原編列預估單價在 1 萬元以

上，雖實際採購單價未達 1 萬

元，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七、（一）

規定，仍置於資本門項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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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及資本門均依本

校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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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設有專責規劃小組，並訂定「嶺東科技大

學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

點」，於 108年 8 月 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

科）代表 

經查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

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等 13 名當然委員，及 18

系所、通識教育中心等 19名選任委員，共計 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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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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

推舉產生 

經查 18 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之教師代表由各系所

經系所務會議、通識教育中心會議自行推舉產生。

本屆（108-109年度）之 19名選任委員，其中 3 名

為續任、16名為新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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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

已於 108年 4月 25日、7月 15日、9月 30 日、10

月 25日及 11月 18日召開共計 5次會議，出席人數

達法定人數，符合規定。 

   

5.學校內控內

稽 相 關 辦

法、成員及

運作情形 

5.1  應納入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執

行 

本校於民國 99 年 11 月制定財團法人嶺東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及嶺東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經 99

年 12 月 18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於 10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內部控制制度，原經費稽核委員會同

時停止運作，並於 105 學年度起擴大內部控制制度

實施範圍，達到內控範圍涵蓋全校之目標。 

  

5.2  應訂定內部稽核實施要點 經查本校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於 106 年 9 月 25日經

行政會議通過訂定嶺東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要

點，並設置專責稽核單位「校務稽核室」，直屬校長

管轄，由學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執行內部稽核業

務，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定期辦理各項獎勵、

補助經費之專案稽核。 

  

5.3  學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不

得與專責小組成員重疊 
經查本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未與專責小組成員重

疊，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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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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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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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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帳及支出憑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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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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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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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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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應 108 年度獎補助修正支用計畫審查意見，本

校已訂定學校支用獎勵補助經費之核配辦法，作

為日後經費使用之明確依據。 

2. 經查第 5 次專責會議紀錄，調整後經資本門預算

數，至 108年 11月 15日止，「經常門」完成核銷

付款金額 17,363,177元（執行率 50.33%）、「資本

門」完成核銷付款金額 16,762,342 元（執行率

60.73%）。建議應避免採購作業集中於下半年執

行，宜加強經費時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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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核

銷並付款 

經查本校各負責單位已配合政府會計年度，於該年度

內全數執行並完成核銷，資本門亦已完成相關驗收程

序，其中有 10項資本門項目於 109年 1月 15日前完

成付款，無異常情事。 

  

9.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

十一月三十日前，敘明原因

報部核准後，始得展延，並

於規定期限內執行完成 

108年度所有獎勵補助款皆於規定期限內執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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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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款修正支用計畫書

（包括經費表）、執行清冊、

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開招

標紀錄、稽核報告及前一學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應公告

於學校網站 

1.執行清冊尚在核章程序，故未公告於網站上。 

2.尚未完成專案稽核，故未公告於網站上，將於年度

專案稽核後，依教育部規定於 109年 03月 02日前

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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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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經查本校已訂定各項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各項獎助

的申請及審查程序訂定完備，獎勵金額的核發標

準明確，並據以審查相關獎勵與補助之申請。 

2. 相關獎勵補助教師辦法（辦法最新修訂日期）如下： 

（1）教師申請各項獎勵補助作業要點。 

（2）專任教師進修辦法。 

（3）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要點。 

（4）專任教師研習補助要點。 

（5）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要點。 

（6）專任教師論文著作與展演活動獎勵要點 

（7）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補助要點 

（8）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 

（9）卓越教師補助實施要點。 

（10）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 

（11）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作業要點。 

（12）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實施要點。 

（13）補助辦理教師實務研習實施要點。  

（14）校內舉辦學術研討會補助要點。 

（15）優良教師教學及專業社群遴選獎勵要點。 

（16）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 

（17）專利申請與維護補助要點。 

（18）提升學校競爭力專案計畫獎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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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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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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各項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均已經相關會議審議

通過，並依行政程序公告於業管單位網站。 

（1）人事室： 

http://www.admin.ltu.edu.tw/Download/List?gpid=

75&mid=679 

http://www.admin.ltu.edu.tw/Download/List?gpid=

75&mid=680 

（2）學術發展中心：   

http://www.teach.ltu.edu.tw/News/List?gpid=44&m

id=1960 

（3）創新育成中心：

http://www.admin.ltu.edu.tw/Download/List?gpid=

67&mid=373 

（4）綜合規劃處校務發展中心：

http://www.admin.ltu.edu.tw/News/List?gpid=94&

mid=890 

（5）教務處：

http://www.admin.ltu.edu.tw/MultiCategory/List?g

pid=164&mid=5098 

2. 經查綜規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明，已於 108

年 7 月 15 日完成修正獎勵補助經費相關辦法連

結，直接集中公告，以利教師檢索取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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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之經常門獎勵補

助經費（不含自籌款）共計$25,873,520，用於「改

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金額$24,583,078，

佔該項經費之 95.01%，符合≧50%規定。 

2. 經查 108年度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符合改善

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精神。 

  

http://www.admin.ltu.edu.tw/MultiCategory/List?gpid=164&mid=5098
http://www.admin.ltu.edu.tw/MultiCategory/List?gpid=164&mid=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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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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經核閱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執行清冊之經

常門經費執行表，用於「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

師資結構」（含自籌款）共計$31,224,561，扣除學

校自辦研習活動（ $604,375 ）及教師薪資

（$25,977,305），剩餘金額為$4,642,881。 

2.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合格專任教師共 269

位教師，受獎補助之專任教師共 182 位，占專任

教師人數比例 67.66%。「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

資結構」（不含自辦研習活動及教師薪資）金額共

計$4,642,881，平均每位教師受獎補助獎勵金額

$25,510。 

3. 受獎補助之專任教師，獎勵金額在 10-15萬元區間

有 2位、15-20 萬元區間有 2位，共 4位，占受獎

補助專任教師人數比例 2.20%。受獎補助獎勵超過

10萬元以上之專任教師，獎勵金額合計$587,800，

占「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不含自辦

研習活動及教師薪資）之 12.66%。 

4. 本年度受獎補助之專任教師，獎勵金額最高為

$187,550，符合本校「教師申請各項獎勵補助作業

要點」第 7 條規定：每位教師全年度接受獎勵補

助最高經費上限為新台幣 35萬元整。 

5. 經查顯示 108年度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未有

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情形，確實依法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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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1.本校已訂有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制度，如：教師申

請各項獎勵補助作業要點、專任教師進修辦法、專

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要點、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與獎勵要點、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要點、校內舉辦學

術研討會補助要點、專任教師研習補助要點、專任

教師出席境外國際學術會議申請補助要點、專利申

請與維護補助要點、提升學校競爭力專案計畫獎勵

補助要點，據以審查相關獎勵與補助之申請。 

2.經查 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確

實依法執行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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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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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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抽查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獎勵補助

教師案件之執行清冊，均清楚註明法源依據、審查

機制與審查通過日期，確實依法執行辦理，未發現

異常情事。 

2.抽核結果如下： 

（1）傳票號碼#101_108/8 增聘專任教師薪資（人         

事室）合計 23 人（副教授 8 人+助理教授 15

人）共計金額$1,760,585，確實依法執行並留

有憑證符合規定。 

（2）傳票號#02259_專任教師實務教學獎勵金（教

發中心），確實依法執行辦理。 

（3）傳票號#03045_學生宿舍幹部活動經費（住宿

服務中心），確實依法執行辦理。 

（4）傳票號碼#06932_李○慧老師出席日本京都國

際會議補助（資網系），依「嶺東科技大學專

任教師出席境外國際學術會議申請補助要

點」，經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查核准補助

$15,000，確實依法執行並留有憑證符合規定。 

（5）傳票號#01944_吳○璋（視傳系）及吳○榮（數

媒系）教師校外研究獎勵經費（學發中心）

案，依據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要點，經學術研

究發展委員會審查核准通過，經查核其會議

記錄、公文、合約書、成果報告書及核銷傳

票佐證皆符合規定，未發現異常情事。 

（6）傳票號#06565#02655_教師專利申請補助經費

（創新育成中心），經查有一案補助金額高於

請款金額之情事，其餘皆依法執行辦理。 

『會計室』 

關於 2.（6）之查核發現，建

議未來以實支實付方式來核

銷該經費，以符合補助款之精

神。 

 

『創新育成中心』 

關於 2.（6）之查核發現，後

續改善措施如下： 

1. 本校教師專利申請補助經費

依照「嶺東科技大學專利申

請與維護補助要點」辦理，

經外審委員審查，依外審委

員評定分數並經過委員會審

查給予補助。 

2. 將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召開之專利申請審查委

員會中討論相關補助機制，

研擬修正法規或補助計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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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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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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訂有「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實施要點」，第

六條規範「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最新修正日期為 108 年 1 月 21

日，經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

其業務相關 

經核閱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之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獎補助行政人員研習共 28

案，研習內容皆與承辦業務相關；補助行政人員進修

共 1人，其進修學位皆與商業管理相關，符合行政業

務需求。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

象 

1.經核閱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之

「行政人員進修研習經費執行表」，行政人員業務

研習及進修之補助金額共計$120,219，其中補助行

政人員進修共 1 人，每人次補助金額$30,000，佔

24.95%。 

2.本校 108年度補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共 28案，「行

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扣除進修）合計金額

$90,219，佔補助金額 75.05%。平均每案受補助金

額$3,222；受補助金額較高前 3案，分佔補助金額

之 20.59%、8.40%與 6.90%。相關申請與核銷程序，

均依本校「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實施要點」辦理，

符合規定。 

3.經查顯示108年度獎勵補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

修之執行，未有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情形，確

實依法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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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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查 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本校

已制訂「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實施要點」，該要點於

108 年 1 月 21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編修並通過，其

相關申請資料及執行清冊，已清楚註明法源依據、審

查機制與審查通過日期，確實依法執行並符合規定。 

  

2.5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1.經抽查 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

獎補助行政人員研習共 28 案，其相關申請及執行

均依本校「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實施要點」辦理，

符合規定。 

2.抽核結果如下： 

（1）傳票號#01944_教師校外研究獎勵經費（學發

中心），依據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要點，查後結

果皆符合規定，未發現異常情事。 

（2）傳票號#00080_研習補助（稽核室）、傳票號

碼 #01370_研習補助（總務處）、傳票號

#06403_行政人員研習補助（會計室），其相

關申請及執行均依本校「行政人員研習及進

修實施要點」辦理，符合規定。 

（3）傳票號碼#05951_行政人員進修補助（資管

系），依據「嶺東科技大學行政人員研習及進

修實施要點」第五項之規定申請補助，補助

金額$30,000，確實依法執行並留有憑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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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閱 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含

自籌款）之「獎助教師薪資明細」，用於新聘專任教

師薪資補助計有 34 人、用於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補助計有 231人。以上受補助教師均有授課事實，且

無領取公家月退俸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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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閱 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附

件六之（一）薪資】、查核本校課程查詢系統、與承

辦人提供相關簽呈，接受薪資補助之專任教師，均符

合學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或減授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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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 108年度支用項目及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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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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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抽核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用於本校自

辦研習活動 （學術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共 33

案，抽核共 12 案，各案均依據本校「校內舉辦學

術研討會補助要點」辦理，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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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 

2.抽核結果如下： 

（1）查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傳票號#06457_婚

紗產業技術研討會（流設系）、傳票號#05904_

行銷實務系列講（行銷系）、傳票號#05906_

智慧商務實務研討會（資網系）、傳票號

#05907_跨境電商實務應用研討會（資管

系）、傳票號#05910_那些年跟學生完成的挑

戰研討會（觀光系）、傳票號#05911_107（2）

會計實務系列研習（會資系）共 6 案，以上

皆未發現異常情事。 

（2）查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傳票號 01512_時

尚潮流設計座談會（視傳系）、傳票號 01943_

物件導向程式邁向國際研討會（資科系）、傳

票號 01995_媒材.肌理.質感技術研討會（流設

系）、傳票號#1909（108-1）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活動（軍訓室、傳票號#6333教師增能與精

進教學講座（通識中心）、傳票號#02064_ 2019

政策與經營管理講座研討會（EMBA）共 6

案，然該項傳票號#02064 所附簽到表之活動

時間與計畫所提不一致，建議修正。 

『會計室』 

關於 2.（2）之查核發現，經

與承辦人詢問確定，該活動辦

理時間與計畫一致，簽到表載

記之活動時間屬誤植，已修正

資料，爾後將加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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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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查核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之

「經常門與核定計畫書之差異幅度（獎勵補助款加

自籌款之總額）」，抽核結果如下： 

（1）「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預算/執行

金 額 $27,724,704/$31,224,561 （ 相 差

$3,499,857），增加 12.62%。其中「提高現職

專 任 教 師 薪 資 」 預 算 / 執 行 金 額

$7,500,000/$7,284,120 （相差$215,880），減

少 2.88%；「推動實務教學」預算/執行金額

$2,000,000/$1,996,500（相差$3,500），減少

0.18% ；「 研 究 」 預 算 / 執 行 金 額

$2,100,000/$2,054,050（相差$45,950），減少

2.19% ；「 研 習 」 預 算 / 執 行 金 額

$800,000/$786,849（相差 $13,151），減少

1.64% ；「升等送審」預算 / 執行金額

$150,000/149,580 （相差$420），減少 0.28%，

以上差異幅度皆在合理範圍內。然「新聘教

師 薪 資 」 預 算 / 執 行 金 額

$15,174,704/$18,693,185（相差$3,518,481），

增加 23.19%，經查該情形已於第 4 次專責會

議紀錄清楚述明經費異動之原因，並經會議

決議通過。 

（2）「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預算/執行金額

$580,000/$579,280（相差$720），減少 0.12%。 

（3）「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預算/執行金額

$150,000/$120,219（相差 $29,781），減少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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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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預算 /執行金額

$593,520/$590,943（相差$2,577），減少 0.43%。 

（5）「其他-補助學生畢業展覽及參加國際競賽費

用」預算/執行金額$2,000,000/$1,981,045（相

差$18,955），減少 0.95%。 

以上經常門執行金額與原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

幅度，多屬合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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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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抽核108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之

「獎助教師研習、研究、推動實務教學及改善教學

相關物品」等案件，其相關成果報告已留存於業務

承辦單位備查，符合規定。 

2.經抽核獎勵補助案件，發現下列待改善（或更正）

事項： 

（1）附件六之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傳票號#1909_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軍訓

室），經查核後其參加人數（或人次）及簽到

表已依活動項目呈現，符合規定。 

（2）附件六之編纂教材、製作教具與推動實務教

學成果，傳票號#02259_專任教師實務教學獎

勵金（教發中心），建議獲獎勵之成果報告蓋

上「○○○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另建議獲獎勵

之成果報告電子檔分年度存於雲端資料庫，

免以光碟黏附於成果報告上，收存時易脫落

遺失。 

（3）附件六之改善教學相關物品經費執行成效，

經查傳票號#00695_日本浴衣全套組（應外

系）；傳票號#07528_多語種同步翻譯學習機

（華語文中心），確實依法執行，符合規定。 

3.其餘抽核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紀錄，已與業務單位

所提供之資料核對完整、正確。 

『教發中心』 

關於 2.（2）之查核發現，後

續改善措施如下： 

1. 歷年獎補款成果報告皆存置

於圖書館專區，未來將與他

項獎助類成果作一致性的標

示。 

2. 依據「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

學獎勵要點」六之規定，申

請獎勵須檢附完整之書面成

果或佐證資料、光碟等一

份。惟因科技演進，將於後

續研擬修訂以電子數位化方

式儲存，以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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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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總務處依據「政府採購法」訂定「採購作業管理

辦法」，已於 106 年 10 月 6 日（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

務會議）及 106年 10月 28日（第 17屆第 13次董事

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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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事務組另訂定「採購規範」、「採購作業流程」、

「招標作業流程」、「公開招標作業流程」、「限制性招

標作業流程」，並公告於總務處事務組網頁。 

  

1.3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本校總務處保管組已訂定「嶺東科技大學財產管理辦

法」，業經 106 年 6 月 12 日（10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

會議）及 106年 6 月 18日（第 17屆第 12次董事會）

通過。相關辦法及表單亦公告於總務處保管組網站。 

  

1.4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

及報廢規定 

經核閱本校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財物標準分類」

相關規定，於「財產管理辦法」之第二章第 9條，已

訂定財產使用年限；第六章則明訂財產之減損及廢品

處理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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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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執行 

經查本校執行 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抽核結果說明如下： 

1.經查傳票號#06982_移動式無線擴音器（課指組）、

傳票號#02886_液晶顯示設備（圖書館）；傳票號

#06210_西文圖書（圖書館）及#07345_個人電腦等

設備（課指組）無異常情事。 

2.傳票號碼#02484_圖書館電腦查詢站設備經費（圖

書館）、傳票號碼#06983_個人電腦 （圖書館）、傳

票號碼#02696_乙太網路交換器設備（語言中心）、

傳票號 02922_環控設備 （外語系）、傳票號 02573_

個人電腦設備（通識中心）、傳票號 02285_個人電

腦與教學廣播系統（服飾系），採購作業流程符合

依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及政府採購法辦理。 

3.傳票號碼#00397_製冰機等設備（觀光系），採購作

業流程符合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及政府採購法

辦理，然其請購日（108/5/15）與需求規格日

（108/6/13）差異過大。 

4.經查傳票號#02574_投影機等設備（通識中心），產

品出廠暨保固證明書未填寫日期。 

5.經查傳票號#07508_中文圖書（圖書館），所附單據

有欄位未簽名，予以補正。 

6.經查傳票號#02523_乙太網路交換器設備（語言中

心），履勘證明單之現場履勘日期未註明月、日，

予以補正。 

7.經查傳票號#07278_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圖書

館），發現使用教師 portal 帳密無法有效登入該資

料庫查閱書籍，建議確認管理使用機制。 

『總務處事務組』 

關於 3.之查核發現，係因原採

購規格書於 108/5/15 併同請購

單送出，108/5/28 於政府電子

採購網公告，領標廠商依政府

採購法及本案投標須知相關規

定，108/5/31（截標前 4日）提

出書面異議資料，經請購單位

再次檢視規格後，採購單位於

108/5/31 回覆廠商，廠商同意

且接受校方單位說明並免備文

回覆。請購單位再次檢視規格

內容後，於 108/6/13 提送修正

後採購規格書。爾後會加強注

意需求規格內容之正確性。 

 

關於 6.之查核發現，爾後會提

醒廠商注意。 

 

『總務處保管組』 

關於 4.之查核發現，已請廠商

補記載保固證明書日期，並宣

導保管組同仁驗收後相關文件

之確認。 

 

『會計室』 

關於 5.之查核發現，所附單據

已修正完成，爾後將加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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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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館』 

關於 7.之查核發現，後續改善

措施如下： 

1. 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平

台測試新版於108年11月上

線，其使用方式如下： 

（1）線上直接閱讀電子書：

進入平台不須輸入帳密

直接點選電子書閱讀。 

（2）借電子書：須另行註冊

申請登錄一組帳號密

碼，方得借書。 

2. 經與廠商反應溝通後，預計

於 109年 2月中後，本校師

生得以用教師 portal 帳密登

入 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

平台使用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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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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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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本校執行 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

額達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案，抽核結果如下： 

（1）採公開取得報價或企劃書，如：傳票號 02922_  

環控設備（外語系）、傳票號碼#02696_乙太

網路交換器設備（語言中心）、傳票號碼

#00397_製冰機等設備（觀光系）。 

（2）採公開招標，如：傳票號 02285_個人電腦與

教學廣播系統（服飾系）、傳票號#07346_看

台椅（課指組）、傳票號 02966_系統與邏輯控

制實習設備（資科系）。 

（3）採共同供應契約，如：傳票號 02573 個人電

腦設備（通識中心）、傳票號碼#02484_電腦

查詢站設備經費（圖書館）、傳票號#06983_

個人電腦 （圖書館）。 

以上採購作業流程皆依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及政

府採購法辦理，無異常情事。 

 
 

 

2.3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

聯合採購標準 

1.經查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執行清冊之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所辦理之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於編訂各項採購單價時，均參

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2.抽核傳票號#07723_個人電腦（視傳系）；傳票號

#00396_個人電腦（國企系）；傳票號#00912_個人

電腦 （資科系）及傳票號#02484_電腦查詢站設備

（圖書館），均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無異

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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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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查核108年度採購案件執行清冊與核定版支用計

畫書，抽查 90 案項目中，其中非因數量需求變更

所致實際採購金額與預估金額差異幅度超過 20%

以上計有 25項，如：傳票號#03084_學生日式茶道

桌椅組（應外系）預算/執行金額$516,600/$297,000 

（相差$219,600），減少 42.51%、傳票號#02287_

投影布幕設備（教發中心）預算 /執行金額

$72,000/$50,400（相差$21,600），減少 42.86%。另

其中有 7 項低估採購金額，如：傳票號#00130_投

影機（觀光系）係因數量變更所致、傳票號#00397_

凍藏發酵箱（觀光系）、傳票號#01872_桌上型 CNC

雕刻機（創設系）、傳票號#03084_學生日式茶道桌

椅組（應外系）、傳票號#02287_投影布幕設備（教

發中心），仍應持續強化訪價作業機制。 

2.採限制性招標，如：傳票號#01014_TEJ 資料庫（圖

書館）。該項經費總價$458,000，獎補助經費編列

$151,276，其餘由學校自付，為何該項設備不全由

獎補助款支付?或僅購置該預算內的相關財產? 

『會計室』 

關於 2.之查核發現，建請圖書

館未來採購該資料庫時，得以

優先考量順序使用補助款來支

付。 

 

『圖書館』 

關於 2.之查核發現，說明如下： 

1.本案經費總價$458,000,經費

來源含 108 年度獎補助款

$151,276 與 108 學年度學校

自付款$306,724，皆配合學

校整體發展計畫規劃運用。 

2.採購項目-TEJ 資料庫之數項

子資料庫，受限於本校自籌

款預算分配及獎補款經費分

配額度，無法以單一經費來

源採購所需資料庫，故整合

運用二項經費進行採購，以

充分發揮效益、提高執行效

率、增加議價空間，並依校

內規定進行採購、驗收、核

銷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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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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1.經核閱 108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之「資本門

經費執行表」，108年度投入資本門經費$27,600,401

元（其中獎勵補助款金額$25,873,521 元，自籌款

金額$1,726,880 元）。 

2.資本門經費用於「充實教學及研究設備」金額為

$24,940,011 元（含獎勵補助款$23,359,131 元及自

籌款$1,580,880 元），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占資本

門經費之 91.17%，確實優先支用於教學及研究設

備。（24,940,011÷27,600,401=90.36%） 

  

3.3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

應項目 

經查 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

行清冊及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均明確於經費來源欄

位，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配合）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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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閱 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執行清冊及電腦財產管理系統，108 年度資本門所購

置之儀器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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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保管組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將各設備之名稱、財

產編號、廠牌、型號、規格、驗收完成日、存放地點

等資料，確實登錄於電腦財產管理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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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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

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本次實地查核 108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

設備共 24項，均貼有「一○八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

字樣之財產標籤，財產經實地盤查無誤，抽核財產項

目包括： 

1.採公開取得報價，如：傳票號#02922_環控設備（外

語系）、傳票號#02696_乙太網路交換器設備（語言

中心）、傳票號#00397_製冰機等設備（觀光系）；

採公開招標，如：傳票號#02285_個人電腦與教學

廣播系統（服飾系）、傳票號#07346_看台椅（課指

組）、傳票號#02966_系統與邏輯控制實習設備（資

科系）；採共同供應契約，如：傳票號#02573_個人

電腦設備（通識中心）、傳票號#02484_電腦查詢站

設備經費（圖書館）、傳票號#06983_個人電腦 （圖

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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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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傳票號#07278_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圖書

館）、傳票號#07508_中文圖書；傳票號#06210_西

文圖書；傳票號#07679_ EDTS 論文提交服務系統

伺服器；傳票號#06983_個人電腦；傳票號#0248_

電腦查詢站設備經費（圖書館）、傳票號#02190_機

器人等設備 （資科系）、傳票號#00338_旅館檢定

教學雙人床床組（觀光系）、傳票號#02523；#02696_

乙太網路交換器設備（語言中心）、傳票號#07528_

多語種同步翻譯學習機等（華語文中心）、傳票號

#02922_環控設備（應外系）、傳票號#03084_學生

日式茶道桌椅組（應外系）、傳票號#02287_投影布

幕設備（教發中心），均貼有「一○八年度教育部獎

勵補助」字樣之財產標籤。 

3.經查傳票號#07678_創意觸控繪圖螢幕等設備 （創

研中心），其申請用途為「擴增專業教室教學設

備」，然目前放置地點非專業教室，另建議財產保

管人主動進行線上財產保管位置之更正處理。 

『總務處保管組』 

關於 3.之查核發現，已於 109

年 2 月 4 日確認保管人將財產

存置地點更新為「聖益樓

SY405 視覺傳達設計系教學研

討室」。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

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本次實地抽核 108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

設備共 24 項，均已拍照並上傳存至本校財產管理系

統，照片並已註明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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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 108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圖書期刊-

西文圖書 4 冊、中文圖書 18 冊，已於內頁及書側加

蓋「108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字樣之戳章。 

  

4.6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查核 108年度資本門教學及研究設備執行情形，實

地檢核相關財產設備共 24 項，皆貼有財產編號與物

品序號，符合「一物一號」之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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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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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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對 10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修正後支用計畫書及執行清冊，均已於規格欄中註明

廠牌、型號及細項規格；財產編號欄列示校產編號；

財產管理系統註明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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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於「嶺東科技大學財產管理辦法」第三章及第

六章中，明訂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之相

關規範，確實依法執行。 

  

5.2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1.經抽查 108年度財產移交清單，各單位財產、物品

移轉異動，移交單位已依學校所訂「財物管理辦法」

辦理。 

2.經核閱 107學年度，財物、設備減損報廢申請相關

紀錄，移交單位已依規定填寫「財物、設備減損（報

廢）申請表」，並檢具財務減損預算書，相關單位

皆依規定辦理，確實依法執行。 

  

5.3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

相關紀錄應予完備 

1.經核閱 107學年度財產移轉單與財產減損單，財產

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紀錄，除財產減損單

號#6196、#6197、#6199、#6201、#6204-#6208、

#6210、#6212-#6215 之單據，係因保管組考量該單

位財產已達報廢程度而主動辦理報廢，致未留有該

單位之財產減損申請單（但有彙整表），其餘紀錄

均完備。建議加強財產管理人對財產保管、移轉、

借用、報廢等紀錄宜謹慎周延；保管組爾後若主動

進行報廢處理處理，建議檢附相關核准同意之會議

紀錄或資料以供查證。 

2.108 學年度起，本校財產減損機制全面改為線上作

業，總務處保管組與事務組於 108 年 3 月 15 日聯

合辦理共 2場次系統教學說明會。 

『總務處保管組』 

關於 1.之查核發現，本組於 108

年 5月10日業經校長核准 （核

准案號：C1080506008），辦理

主動報廢之事宜，相關資料及

單據皆同附件陳核，相關核准

資料或紀錄皆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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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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查有關財產盤點之處理，已明訂「嶺東科技大學

財產管理辦法」，於 106 年 06 月 12 日（105 學年

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及 106 年 06 月 18 日（第 17

屆第 12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其第五章第廿八

條規定，財產管理（或使用單位）及保管組得不定

時派員抽查或盤點。 

2.本校財產管理辦法亦規定，保管組必須訂定年度盤

點計畫，每一學年度至少盤點一次。初盤由保管單

位執行，複盤由保管組及相關人員執行，並彙整盤

點紀錄表，報請校長核閱。 

  

6.2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

定相符 

經查本校 107 學年度盤點日期為 107 年 9 月 25 日至

108年 1月 17日；108學年度盤點日期為 108年 9 月

11 日至 109 年 1 月 17 日，皆於該學年度之期初實施

財產盤點計畫，確實依規定訂定學年度盤點計畫，並

至少盤點一次。 

  

6.3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1.經查 107學年度下學期與 108學年上學期財產盤點

紀錄表，盤點異常情形皆有紀錄，並於「說明欄」

註記原因、項數及建議機制，如：存置地點不符共

299項-建請保管人修正財產管理系統；不堪使用共

215項-建請編列 107學年度減損預算。 

2.經查 107學年度財產盤點彙整表顯示，全校單位財

產盤缺共計 459 項，較 106學年（701項）已顯著

改善，財產保管單位應持續加強自盤。 

3.抽核財產設備減損報廢申請表，查核結果發現有申

請表簽核紀錄未完整，如：單據號#6040。 

『總務處保管組』 

關於 2.之查核發現，爾後加強

宣導財產管理人對財產保管、

移轉、借用、報廢等紀錄宜謹

慎周延，持續加強自盤。 

 

關於 3.之查核發現，相關財產

設備減損報廢申請表之簽核紀

錄皆已修正完成，爾後將加強

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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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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1 月 21 日 

獎勵補助教師

相關辦法制度

及辦理情形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

執行 

107 年度實務教學獎勵部份，實際獎勵

金額分配之原因說明不清楚，造成同項

目實際獎勵金額有小額差距，且相關獎

勵金額的分配依據及實際獎勵金額之

會議決議，經查有決議事實，然均未於

會議紀錄說明。 

經查傳票號#02259_108 年度實

務教學獎勵部份，已於會議紀錄

上說明獎勵金額分配之標準，且

相關獎勵金額的分配依據及實

際獎勵金額之決議，均附上會議

紀錄予以說明，已確實改善。 

108 年 1 月 21 日 
資本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採購案件之執行與核定

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幅

度應在合理範圍（20%內） 

107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修正後支用計畫書之「資本門支用

計畫及執行清冊」，實際採購金額與預

估金額差異幅度超過 20%以上者，共計

42 項，其中計有 4項低估採購金額，且

多項採購差異比例不低，集中於設計學

院及時尚學院採購之項目，宜強化該兩

院之訪價作業機制。 

經查核 108年度採購案件執行清

冊與核定版支用計畫書，抽查 88 

案項目中，其中非因數量需求變

更所致實際採購金額與預估金

額差異幅度超過 20%以上計有

25 項，其中有 5 項低估採購金

額，多項採購差異比例不低，仍

應持續強化訪價作業機制。 

108 年 1 月 21 日 
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流程執行 

107 年度部份請購單與採購財務/勞務

規格書日期差異過大。 

經查 108 年度採購財務/勞務規

格書皆於請購程序時一併附

上，已確實改善。 

108 年 1 月 21 日 
財產盤點制度

及執行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

完備 

106 學年度財產盤點彙整表顯示，全校

單位財產盤缺共計 701項，較 105 學年

度（1,792 項）已顯著改善，建議財產

保管單位應加強自盤。 

107 學年度財產盤點彙整表顯

示，全校單位財產盤缺共計 459

項，較 106 學年（701 項）已顯

著改善，建議財產保管單位應持

續加強自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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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審查意見回應說明追蹤改善事項查核 

審查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

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之查核結果 

108 年 

11 月 22日 

經費

運用 

特色

效益 

經常門執行成果檢核 

委員意見：學校自評表之預期與執行成效所列

內容，僅呈現經費支用項目與金額，欠缺說明

具體執行效益。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確實改善。 

資本門執行成果檢核 

委員意見：學校採各經費編列項目總計金額，

再依單位說明預期成效與執行成效，然修正支

用計畫書之「107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

覽表」，係以校務計畫發展目標面向說明經費規

劃與預期成效，兩者間難以對應勾稽。 

建議教務處及總務處，可依據委員意見

加強說明。 

SWOT 分析 

委員意見：本校 SWOT 分析中之劣勢指出「商

管類系科對應之職類與企業，提供之長期實習

機會相對較少」，然在改善策略部分，尚未提出

因應之道。 

經查校發中心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建議如下： 

1. 106 學年度、107 學年度時本校是分

成財經學院、管理學院，108 學年度

才將兩院合併成商管學院。 

2. 建議說明之處用各院實習確定家數

及學生實習確定時數說明，而非約多

少家數。 

海外合作交流 

委員意見：加強教師參與當地國際學術活動或

交換學習，並提供近三年之質化與量化成果，

以利檢核執行效益。 

經查國際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建議用表格方式呈現貴單位之執行

效益，如下所示： 

 交流學生數 使用經費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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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審查意見回應說明追蹤改善事項查核 

審查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

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之查核結果 

拓展國際視野 

委員意見：在獎勵補助經費之運用上，僅侷限

於鼓勵教師參加國際研討會、海外實務研習等

小規模活動，不易達成國際化目標。 

經查國際處、通識中心、教務處、圖資

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明，建議除貴

單位所回覆之第三點答覆外，可加上語

言中心相關設施、使用經費、學生使用

人數等等，並用表格方式呈現國際化的

成效。 

教師升等 

委員意見：建議學校提供近三年教師升等分析

資料及高階師資流動情形，俾利更精確追蹤獎

勵補助經費支用於師資結構改善效益。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確實改善。 

資本門採購 

委員意見：資本門部分採購項目之預算金額與

實際採購金額差距仍在 20%以上，預算編列之

詢價作業仍待持續改善。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稽核室持續查核預算編列之詢價作

業之情況，持續改善。 

高階證照數之重要性 

委員意見：學校宜考量高階證照數之重要性，

建議善用獎勵補助經費，強化英語教學環境，

透過適當方式激勵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經查通識中心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建議若 107學年度較 106 學年度英

語教學環境之在學生使用人數、使用經

費；外語圖書數量等皆有增加的話，可

用表格方式呈現增加趨勢，彰顯本校對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之重視。 

提升行政效能方案 
委員意見：學校實際執行為補助進修及業務研

習人次，未完全達成原預期目標。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確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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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審查意見回應說明追蹤改善事項查核 

審查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

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之查核結果 

108 年 

11 月 22日 

經費

規劃 

與 

支用 

專責小組會議 

委員意見：107 年 9 月 26 日專責小組會議簽

到單顯示，出席人員簽名欄中校長註記「請

假」，但主席仍填為校長，兩者內容相互矛盾。 

經查綜規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確實改善。 

資本門採購項目或規格 

變更 

委員意見：107 年度資本門採購項目經專責小

組會議審議之項目或規格等變更比例高，學校

宜加強事先規劃及市場詢價，避免增加後續行

政作業之負擔。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確實改善。 

支用項目變更處理 

委員意見：優先序#20、結餘 3 等項目之實際

採購單價未達 1 萬元，其原編列預估單價在 1 

萬元以上，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仍置於資本門項下。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確實改善。 

實際採購單價落差 
委員意見：學校宜檢討市價未達預算 80%的原

因，以期相關經費能合理編列與執行。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確實改善。 

 

 

 

 

 

 

 

 

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

補助經費專區」網站 

委員意見：學校網站首頁設有「教育部整體發

展獎勵補助經費專區」，其中「相關辦法」之

資料宜再充實，建議彙整提供獎勵補助經費運

用相關辦法內容，統一公告連結。 

經查綜規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已於 108 年 7 月 15 日完成修正獎

勵補助經費相關辦法連結，直接集中公

告，以利教師檢索取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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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審查意見回應說明追蹤改善事項查核 

審查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

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之查核結果 

 

 

 

 

 

 

 

 

 

 

 

108 年 

11 月 22日 

 

 

 

 

 

 

 

 

 

 

獎助

案件 

執行

情形 

 

  

 

專任教師進修辦法 

委員意見：建議「專任教師進修辦法」之獎助

範圍除進修博士學位外，可鼓勵教師進修第二

專長，以協助其成長及延續教職生涯。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持續鼓勵教師進修成長。 

獎助教師「升等送審」 

委員意見：獎助教師「升等送審」之校外專家

學者審查費，係依舊法辦理，其執行內容現已

有所變更，建議於校教評會提案紀錄說明清楚。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日後將於教評會提案中清楚說明並

加以記錄。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 
委員意見：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宜有一致性

之要求以符合公平原則。 

經查教發中心係因執行清冊漏植，致成

果報告格式不同，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

說明改進。 

編纂教材各獎助案件之 

具體成果 

委員意見：編纂教材各獎助案件之存校具體成

果資料，皆以「成果報告」呈現，宜依校訂法

規詳實填載。 

經查教發中心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並於 108年度起已依校訂法規分為

「教科書」、「自製教材」、「成果報

告」及「佐證資料」等詳實填載。 

推動實務教學獎勵之 

審查標準 

委員意見：學校設有「推動實務教學獎勵審查

委員會」進行實務教學成果獎助申請案之複審

作業，惟由審查會議紀錄中，無法勾稽審查標

準與優等、一等及二等分類。 

經查教發中心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現

況說明，建議增述修訂本校「專任教師

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要點」之時程。 

 

 

 

 

 

 

經常門「教材編纂」之 

獎勵機制 

委員意見：經常門「教材編纂」，建議落實實質

審查，針對通過率嚴謹把關，或適度提高優質

教材之獎勵金額。 

經查教發中心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現

況說明，建議增述實質審查/提高優質 

教材之獎勵機制處理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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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審查意見回應說明追蹤改善事項查核 

審查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

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之查核結果 

 

 

 

 

 

 

 

108 年 

11 月 22日 

 

 

 

 

 

 

獎助

案件 

執行

情形 

經常門獎助行政人員進修 

委員意見：107 年度經常門獎助行政人員進修

未檢附進修合約書，無法瞭解經費運用成效。

另建議規範進修人員每學期（或每學年）宜比

照研習心得報告，提出進修概況報告。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並附上相關紀錄予以備查。 

經費運用 

委員意見：全校 261 位教師僅 185 位教師獲

得獎助（約占 7 成），建議再檢視各項獎助辦

法之設計，適度增加「補助」項目。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明。 

經常門「研習」項目 
委員意見：經常門「研習」項目，國際交流比

率懸殊，不利推動校務發展國際化策略。 

經查學發中心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持續鼓勵與推動教師研發能力，參

與國際學術活動以提升學校在國際的

能見度。 

經常門「進修」項目 
委員意見：建議於獎勵補助經費之規劃時，能

進行事先調查，提早完備進修核定作業程序。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建議增述如實規劃機制之說明。 

經常門「升等送審」項目 
委員意見：經常門「升等送審」項目，在經費

方面出現 35.9%之落差。 

經查人事室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完整

經費變更修正之說明。 

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 

委員意見：建議學校藉由適當的獎助機制，加

強鼓勵並計畫性安排教師前往與任教有關之產

業進行深耕服務或研究。 

經查人事室、產學中心已針對委員意見

進行說明，建議引用法條，如：老師則

依據「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要點」給

予校外研究獎勵補助經費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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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審查意見回應說明追蹤改善事項查核 

審查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

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之查核結果 

108 年 

11 月 22日 

採購

案件

執行

情形 

教學及研究設備之購置及

使用 

委員意見：由於教學及研究設備之購置及使

用，直接影響校務發展預期成效指標之達成

率，相關執行清冊項目於 11、12月購入，宜留

意是否可能對教學活動有所影響。 

經查總務處所提，相關教研設備主要係

因執行項目或規格變更，致所列項目於

11、12月購入。建議增述說明教研設備

於年底購置對校務發展成效之影響關

係。 

採購項目之預算與實際金

額差距 

委員意見：部分採購項目之預算金額與實際採

購金額差距 20%以上，預算編列之詢價作業宜

更落實。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建議增述說明採購單位之市場詢價

機制，考量採購項目成本、市場行情

等，落實於採購作業中。 

實際採購單價高於支用計

畫書原編預估單價 

委員意見：部分項目之實際採購單價高於支用

計畫書原編預估單價，且差異不小，採購單位

宜加強市場詢價及議價能力。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建議增述說明採購單位之市場詢價

機制，考量採購項目成本、市場行情

等，落實於採購作業中。 

粘貼憑證 

委員意見：粘貼憑證所附請購單上之「初估金

額」欄位，有增列手寫數字，與表單原列金額

並列，宜簽章並加註必要說明，以釐清權責。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建議貴單位進行請購作業覆核時，

宜透過相關系統化機制處理紀錄較佳。 

投標文件審查 

委員意見：投標文件審查表中之審查結果未勾

選。學校宜更留意相關文件之填載，以維表單

欄位資訊之完整性。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稽核室將持續追蹤查核文件管制作

業之完整性，確保採購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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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審查意見回應說明追蹤改善事項查核 

審查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

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之查核結果 

採購項目驗收 

委員意見：約有 30%之採購項目集中於年底

（11、12 月）驗收完成，由於修正支用計畫書

中已納入標餘款採購項目，學校宜儘早進行採

購作業程序。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說

明。建議增述相關降低標餘款採購項目

變更之機制，提升採購效率。 

專責小組審議 

委員意見：專責小組審議支用項目變更情形，

能登載於執行清冊資本門各採購項目之備註欄

位，有利於對照勾稽。 

經查總務處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回

覆，確實有效助益查核效率。 



稽核人員 稽核主管 校長

0 巧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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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內部稽核報告單  

 

 

 

 

 

 

 

 

 

 

 

 

 

承辦單位：校務稽核室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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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柬科技大學

內部稽核莖堅事項纪錄表

程核
日期

會計室
總務處保伶維

而教深耕辦公室
重 點 摘

查核「補助款之收支、瘡理、執行及纪錄作業」情形，發現事項如下 ：

一、經查本校108年度補助款專帳，會計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已依 「 會計法

與政府會計恐證保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念事項」規定辦理 ， 符合規定 。

淮會計室網站上所提之相閼法規參考及第七版內控手冊未提及該法

條，建議新增。

二、 「 財產管理人」得於系統中查関所管理之財產資料，惟各 「 財產管理
單位」似無統一瘡理權限可看到該單位全部財至清冊與各管理者 ， 建
議增加財產伶理單位的查閱權限，強化財產伶理與使用管控效率，善
盡保管之責。

108.9. 24-9.30 受稚核
單 位

文件

編號
S0108104 

作法 要

發

現

事

項

三、上述..::..:i:頁追蹤事項，擬排入108學年度第2學期稚核計畫表，持續執
行追蹤稽核。

會計室：

會計室將參照稽核室之建汛，於本室網玷增加 「 會計法與政府會計恐證保伶調案
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 ， 並增列該法規於封匾域i控手冊 。

鷗

改

善

措

旄

回

覈

預定改善 文程核皐位
完成日期汽洲汎 ，k辦人員

程核人員 \i菡��l�
校務：壬

核
室

保管維
_
: �k'1忥己 I0,\1

本單位於 「 個人財產菅理系统」設定單位主苲可查閱該單位所有保管人財注之耀
限 ， 预計109年3月底系統改善，發計汞社迢闍紀且且且＿�,.,..... .. .. 

謚

`尸 1
2

犀］二古

預定改善 受程核革位
完成日期 1:-J「1午4月 承辦人員

3. 

程核人員 - - 校務嵇核室
私、 鄩b 主任

刁�,�, tL。i,10,,,

受稽竺 ＾ 

主嵒 l 
5. 

校表
外
、,
·

,

4



保管紐：

經查受稚單位已於 109 年 3 月底於「個人財產管理系统」中，間放各財
產管理單位主管的財產管理查間椎限功能，即單位主苲有統一箜理根限可
看到該單位全體財產清冊與各管理者，並增加指定財產查閱人之申請，即

單位主管得申請指定l人以上使用財產箜理查閱権限功能，故予以解除追
蹤，並持漬概察是否堢實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相關作業。

三鬥
緒案
與否

程核
人員

經査會計室已於單位網站上增加「會計法與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
意事項」此法規，如附件一 。另已於內控制度之依據及相關文件中，缢擬增述「會
計法與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預計於下次內控制度纔修
提出規劃，如附件二。

以上改善情況確實，擬建議進行結案，稽核室將持續觀察作業執行情形。

追蹤
日期 I I oq. h, ">- ✓- I 、褚案與否 是 口否I稚核人員

校務程核室
主任

/of,4, > 

4杰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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