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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9學年度第1次稽核小組委員會會議記錄 

本記錄已於100年1月24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100年1月10日（星期一）上午10時 

地    點：行政大樓3樓A308會議室 

主    席：郭翠仰主任(稽核室主任)                       記錄：洪儷娟、楊濡鎂 

主任委員：陳宗豪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陳宗豪委員(企管系)、吳如萍委員(金融系)、陳俊卿委員(資管系)、陳月英

委員(視傳系)、陳文亮委員(產設系)、曾議漢委員(通識教育學院)、柯乃華

委員(應外系)。 

列席人員：會計室、總務處(採購組、出納組、保管組)、研發處、學務處、教務處、國

際事務處等運用整體經費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或單位主管。 

壹、 主席致詞 

一、 感謝大家前來參與 99學年度第一次稽核小組委員會議。「公私立大學校院經

費稽核委員會實施要點」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99年 2月 1日以台高(四)字第

0990006478C號令廢止。並依 98年 12月 9日台參字第 0980188736C號令發布「學

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於 99月 12月 9日前建立內

部控制項目，送董事會通過後逕自實施適用。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亦於本學期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議通過運作至 99年 12月 31日，而稽核

室業於 8月 1日正式運作，此次稽核由 99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暨稽核小組共同

執行。 

二、 依據 99年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5點第

6項第 2款規定，各校應於 100年 2月 28日前，將本項補獎助經費使用情形（即

執行清冊）、98學年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

及財務報表附註)、會議紀錄(包括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及公開招標紀錄、簽

到單)與確定獎補助經費之修正支用計畫書彙整書面報告一份，經各校經費稽核委

員會先行審核通過後始備文報本部。另 99學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

費執行清冊，注意事項已將經費稽核委員會修正為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本校亦

依教育部規定執行99年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之稽核。 

三、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5點」執

行查核 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之執行清冊，由會計室概括說明執行狀

況。 

四、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5點、樹

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作業要點及本校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經費稽核委員會暨稽核

小組抽查並走訪總務處採購組、保管組、出納組、綜合業務組、會計室、學生事

務處、研究發展處與國際事務處等單位，就查核結果，請相關單位列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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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第1案 
案由：教育部98年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書面審查意見，並依據本

校回覆文書進行追蹤查核有無改善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執行 98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評
鑑委員意見【委員審查表】作改善追蹤。 

查核事項：追蹤查核 98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評鑑委員意見(詳附件
一)。 

建議事項：擬於校務發展會議中提請各單位檢視各單位中長程計畫。 
 
第2案 
案由：依據「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作業要點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針對零用金管

理、銀行存款、一般採購、政府採購法及固定資產盤點作稽核，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據「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作業要點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查核零
用金管理。 

查核事項：抽查出納組研究發展處、學生事務處與國際事務處之零用金管理。 

建議事項：為有效控管零用金支用情形，提供範本以供各單位參酌(詳附件二)。 

 

說    明：二、依據「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作業要點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查核銀
行存款及定期存款。 

查核事項：抽查出納組及會計室之銀行存款調節表、定存存款單、帳簿及相關文件。 

查核結果：未發現不符合相關規定。 

 

說    明：三、依據「樹德科技大學經費稽核作業要點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查核一
般採購。 

查核事項：抽查資本門與經常門之一般採購程序及其相關事項。 

建議事項：1.為有效控管採購物品係符合各單位需求，建議報價單註明日期及驗收證

明單註明單位名稱及日期。請會計室與採購組協助做最後確認及審核動

作。 

2.為有效控管財產，建請修定「行政人員職務移交作業要點」如附件三。 

 

說    明：四、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五點，查核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採購。 

查核事項：抽查限制性招標採購程序及其相關事項。 

建議事項：為有效利用資源，建議各請購單位與課程結合使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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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案 
案由：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針

對九十九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清冊作稽核，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
點」，查核九十九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清冊。 

查核事項：抽核資本門及經常門支用程序、比例及其相關事項。 

查核結果：雖然支用計畫數與執行數有所差異(詳附件四)，但無不符教育部之相關規

定。 

 

?、主席提示 

詳如稽核報告(詳附件五)。 

肆、散會（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 

 





1 
 

一、98年度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 

 
第壹部份、經費支用執行情形與成效 

訪評項目 訪視委員意見 回覆教育部 改善情形 

二、本獎補助款之規劃與

分配是否符合學校中

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 98~102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中，雖已呈現學校整體校

務發展經費預算，且各單位均訂

有目標、行動方案及預算等，惟

均未見各單位預計採購項目，因

此無法明確瞭解各單位之採購

是否符合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 
2. 由原中長程計畫不易觀察其經
費支出重點，經參酌委員建議事

項，目前正修訂中。 

1.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中訂有目
標、行動方案及預算等，於計畫書中各

單位採購項目編寫方式較為籠統，如擴

增實驗設備、新增設備等，未編寫至細

項。於 99-103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編
寫時已做改進。 

2. 依據委員建議，本校於編列 99-103學年
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將改進。 

未能從 99~103學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書看出已做改善。 

六、本獎補助款各項支用

項目（優先序）執行

與原計畫之相符程

度？ 

經 98年度第 2~4次專責小組會議變
更，98 年度執行清冊與原計畫各支
用項目（優先序）有明顯差異。 

執行清冊支用項目優先序是實際執行完竣

的編序，屬事後結果；原計畫的優先序是未

執行前規劃的編序，屬事前計畫，實際與規

劃二者會有差異，茲將差異原因說明於下： 
1. 原計畫部份資本門項目於實際購置後，
因其單位金額低於新台幣 1萬元者，帳
列財物分類時已不符資本門「財物標準

分類」規定，故將該項資本門項目採購

後之財物轉列為經常門「改善教學物品」

項目，而其資本門優先序將依序遞補，

以致與原計畫有差異。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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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計畫項目於實際購置後,其採購金額
低於原預估金額，產生標餘款，為充分

使用財務資源，乃規劃新增購項目，經

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並函報教育部

同意備查後執行，故執行清冊較原計畫

書增加多項新增項目。 
3. 以上與原計畫項目不一之減少或新增項
目，分別於 98.7.20、98.9.21、98.11.4經
專責小組審議通過，備有會議紀錄、變

更項目對照表等資料，並函文報部，教

育部於 98.8.13、98.10.2、98.11.23 以台
技(三)字第 0980134499、0980169506、
0980202362號函核備在案。 

七、本獎補助款之支出憑

證處理是否符合規

定? 

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

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四點，『支出

憑證須附貼於學校支出憑證粘存

單，並具經手人、主辦會計人員、學

校校長等之簽章（應加押日期）及學

校校印（校印應加蓋於封面上並註明

單據總金額）… 』，惟經抽查，學校
會計憑證單上驗收或證明人員、採購

組長、校長簽章處均未加押日期；學

校表示目前已要求相關人員落實簽

押日期之規定。 

部份會計憑證單上簽章未加押日期者已全

數改善，且現已落實要求所有簽章人均須簽

押日期之規定。 

99學年度已落實。 

九、原申請項目不變，規

格數量及細項改變，

是否提報專責小組會

第 2、4 次專責小組會議顯示各單位
變更採購項目頻繁，恐顯示各單位預

算編列不確實或其中長程計畫之未

 1. 規劃部分是由專責小組負
責訂額度(資本門與經常
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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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審議?會議紀錄、變
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

是否存校備查? 

來採購方向不明確。 2. 實際採購則由需求單位
(教學單位)於開始編列校
務發展計晝書時，應注意

需求與校務發展計畫書是

否相結合。 
3. 會計室目前做法是請需求
單位在填寫需求單時，有

一欄位是與校務發展計畫

書之中長期目標或行動方

案做結合；且於 100年已
要求系上將校務發展計畫

書之頁碼顯示出來，以利

委員審查時能明確對應需

求單位與校務發展計畫書

是否對應。 
4. 目前在變更時，已有提系
務會議決議變更且 100年
亦有做改善與調整動作。 

七、本獎補助款之支出憑

證處理是否符合規

定? 

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

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四點，『支出

憑證須附貼於學校支出憑證粘存

單，並具經手人、主辦會計人員、學

校校長等之簽章（應加押日期）及學

校校印（校印應加蓋於封面上並註明

單據總金額）… 』，惟經抽查，學校
會計憑證單上驗收或證明人員、採購

組長、校長簽章處均未加押日期；學

部份會計憑證單上簽章未加押日期者已全

數改善，且現已落實要求所有簽章人均須簽

押日期之規定。 

99學年度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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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表示目前已要求相關人員落實簽

押日期之規定。 

十、原申請項目名稱變

更，是否提報專責小

組審議?會議紀錄、變
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

是否報部備查? 

惟部分單位係以簽呈方式呈核，未見

於系所相關會議中有所紀錄。 
 系上要求變更的話，採購組會

要求系上提系務會議資料，才

能同意變更，所以此部分在

100年是有做改善與調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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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執行情形與成效 

訪評項目 訪視委員意見 回覆教育部 改善情形 

二、獎補助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是否明訂? 
是否經學校行政會議

通過? 

1. 訂有「教職員公差公假處理辦
法」、「職員工進修獎勵辦法」，

最新版分別於 94.1.16、96.12.26
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2. 學校「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
經費實施要點」第十三、十三之

一、十四點之補助對象均含行政

人員，惟該要點並未依「教育部

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點第

(五)項第 3款規定，有經行政會
議通過之程序。 

3. 「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
費實施要點」第十三之一點，有

關申請資格為專任教師或專兼

職行政人員，請釐清其語意並明

確表達，以免產生與「教育部獎

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三點第

(一)項第 6款內容牴觸之疑慮。 

1. 有關本校獎補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活動相關辦法，例如「職員工進

修獎勵辦法」、「教職員公差公假處理辦

法」業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運用整體

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補助對

象包含教師及行政人員，原經本校教評

會及校務會議修法程序，惟該要點第十

三、十三之一、十四點之補助對象均含

行政人員，本校已於 99年 9月 27日校
教評會議與 99年 10月 6日行政會議及
99年 10月 13日校務會議修法改經行政
會議、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程序。 

2. 本校「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
施要點」第十三、十三之一點第(一)款，
有關申請資格為專任教師或專兼職行政

人員，亦已於 99年 9月 27日校教評會
議與 99 年 10 月 6 日行政會議及 99 年
10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法明確表達專任
教師或行政人員。 

已修正相關法規。 

三、學校現行獎補助教師

辦法是否符合公平、

公開、公正之原則?
其規範與執行是否合

1. 「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辦法」已明
定各項著作的每案金額，建議增

列申請人於該著作之作者排序

及是否為通訊作者之給獎規

 1. 已於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
務會議提出修正「教師研

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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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範，以使該辦法在獎勵與實際貢

獻間取得更合理之對應關係。 
2. 「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
法」已明定各類研究計畫案之每

案獎勵方式，惟以 98年度實施
成果而言，研究項目總經費

NT$4,824,276元，前四名教師獲
獎助金額即高達 NT$1,541,487
元。建議增列每人每年所得案次

或獎勵金額上限，以主動避免集

中於少數人之情形，俾更彰顯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第四點第(五)項第 2款所規範之
精神。 

法」，並明定獎勵金額上

限。 
2. 本校研究案發現某位老師
同時申請五至六件研究

案，是否訂有研究案件上

限？ 
3. 應建議研發長應增列申請
研究案之案件上限規定。 

四、獎補助教師案件之申

請與執行是否與規定

相符? 

1. 依執行清冊 P.104，研究案共計
342案，惟其中案次#88~262係
將研究計畫各經費項目(如:人事
費、耗材、差旅、印刷… 等)視
為獨立案次，重複列計單一研究

計畫，恐不慎妥適;建議修改最
終成果之呈現方式，將同一研究

案?整為 1案列示。經學校補充
資料顯示，98年度研究及產學計
畫共 269案，有運用教育部獎補
助款者計有 162案。 

2. 依執行清冊 P.293，著作成果共

感謝委員指正，明年度執行清冊，所有接受

獎助編纂教材成果，將詳列教具名稱。 
1. 重覆類型研究案同樣有此
問題存在，今年並未做改

善動作。 
2. 今年會發工作連繫單讓老
師申請；在控管方面如為

同一份相同課程教材時，

需隔三年再提出。 
3. 編?教材成果會先收集再
轉至圖書館典藏；目前希

望提供線上（校務資訊系

統）查詢方式，及系上同

時收藏編?教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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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805案，惟其中案次#781~805
應屬於英文修稿補助，而非著作

補助;#718~744中除少數案次於
『接受獎助事實摘要』明列為專

利獎勵外，大部分案次所列內容

均難以瞭解其獎助事實，如:識
別證、奶粉分裝罐… 等，相關之
資訊呈現宜更詳實。 

3. 執行清冊 P.307~308列出編?教
材成果共 18案，其『接受獎補
助事實摘要』欄位均以『編?教

材』4字帶過，相關之內容記載
待加強。 

六、獎補助教師案件之審

核機制是否與規定相

符? 
是否避免集中於少

數人或特定對象? 

以 98年度實際執行情形觀之，共計
245位教師獲得經常門獎補助款，人
數占全校 284位專任教師約
86.27%。其中最高額度為
NT$438,400元，領取 20萬元以上者
計有 5位，所獲累計金額占總額約
26.34%，而約 12%人數領取半數之獎
補助款項;整體而言，未發現明顯集
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之情形。惟就

單項(研究項目)而言，最高額度
NT$4,384,400元，及占該項總經費
NT$4,824,276元之 9.09%(將近
1/10)，略有集中之虞。 

依照樹德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

施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每位教師

每年每案獎勵金額最高 50萬元為上限」，98
年度獎勵分配係依上述規定辦理；若委員仍

尚認為獎勵金額集中於少數人，擬依委員建

議修改為每人每年之獎勵件數及金額之上

限。 

以 99年度實際執行情形觀
之，共計 247位教師獲得經常
門獎補助款，人數占全校 284
位專任教師約 86.97%。其中
最高額度為 NT$517,480元，
領取 20萬元以上者計有 7
位，所獲累計金額占總額約

19.62%。惟就單項(研究項目)
而言，最高額度 NT$507,480
元，及占該項總經費

NT$4,091,440元之 12.45%。 
建議將研究案與產學案分開

計列。 

八、獎補助教師案件之執 1. 『新聘教師薪資』原規劃(35.17%) (1) 本校自98年起將由著重獎勵教師『著作』 99年度『新聘教師薪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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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與原訂計畫 (計畫
書另附)之相符程度? 

與實際執行比例(45.72%)有
+10.55%差異，因而造成其他項目
之落差;支用計畫與實際執行項
目有些許不一致，可再強化計畫

之落實。 
2. 編?教材實際執行站經常門獎補
助款 1.83%、製作教具占 0.72%、
改進教學 1.06%，尚有再加強鼓
勵的空間。 

論文發表逐漸朝技職特色『研究』例如

產學合作、專利取得、技術移轉、改進

教學等方面鼓勵改善，並努力降低獎補

助本校新聘教師薪資比例。 
致產學合作、專利取得、技術移轉等『研

究』原規劃（17.27%）與實際執行比例
（24.65%）差異+7.38%，而論文發表之
『著作』（由 20.00%? 14.58%）差異
-5.42%。 
『進修』原規劃（9.07%）與實際執行比
例（1.23%）差異-7.84%，主因是本校歷
年持續鼓勵講師進修博士班，並陸續已

取得博士學位，致本校助理教授占專任

教師比例由 95學年 57.2%至 98學年已
提升為 84.4%，足見改善師資成效，惟
講師比例逐年降低，進修博士班人數減

少，致 98年『進修』原規劃（9.07%）
與實際執行比例（1.23%）差異-7.84%。 
本校為使教師員額更充足，由 97學年專
任教師 276 人(其中新聘教師 14 人使用
本案97年度獎補助新聘教師薪資經費)， 
98 學年專任教師總人數提升至 289 人
(其中新聘教師 20人使用本案 98年度獎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經費)，因此『新聘教
師薪資』原規劃（35.17%）與實際執行
比例（45.72%）有+10.55%差異。 

(2) 本校將持續朝技職特色『研究』例如產

規劃(11.88%)與實際執行比
例(25.07%)有+13.19%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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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專利取得、技術移轉、改進教

學等方面鼓勵改善，並努力降低獎補助

本校新聘教師薪資比例。 
九、學校執行經常門經費

是否具有特色? 
在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上是否有具體成

果? 

師資結構逐年改善，98年度專任助理
教授級以上教師以達 84%；惟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比例由 96年度
76.68%? 97年度 70.73%? 98年度
51.39%，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 

本校計畫執行96年至98年度獎補助教師除
了增聘教師薪資之外，研究、研習、… 等改
善教學與師資結構經費及行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等各項經費占經常
門比例超過 51%，顯示本校積極鼓勵教師提
升師資素質及改善教學環境之用心與作

法。本校自 98年起將由著重獎勵教師論文
發表逐漸朝技職特色例如產學合作、專利取

得、技術移轉、改進教學等方面鼓勵改善，

因此 97年 12月 31日校務會議通過修法，
提升鼓勵產學合作、專利取得、技術移轉、

改進教學等具技職特色之獎勵案件，惟 98
年為鼓勵轉向過渡期，致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項目比例 98年較 97年為低，將持續朝技
職特色例如產學合作、專利取得、技術移

轉、改進教學等方面鼓勵改善，並努力降低

獎補助本校新聘教師薪資比例。 

99學年度為 68.18%，顯示本
校積極鼓勵教師提升師資素

質及改善教學環境之用心與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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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份、資本門執行情形與成效 

訪評項目 訪視委員意見 回覆教育部 改善情形 

一、學校是否有圖儀設備

之請採購辦法? 
是否訂有財產管理辦

法? 
財產管理辦法是否合

使用年限及報廢規

定? 

建議於學校「財產管理及保管辦法」

中有關財產之報廢，明訂單價若干金

額以上需經總務會議或相關會議通

過之規定，以增加內控，俾免學校資

產遭變賣。 

 1. 訪視委員是以公機關作
法來提供本校建議，但公

機關與私校在變賣程序

有所差異，公機關有逐權

授權金額機制，當在變賣

時要簽到教育部或審計

部；而本校每案都會經校

長同意。 
2. 保管組會按訪視委員建
議來做適當修正。 

二、是否參考政府採購法

由總務單位負責訂定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經校務會

議、董事會過，並由

經核會負責監督? 
經核會成員是否迴避

參與相關採購程序? 

「採購作業管理辦法」針對 50萬以
下之採購案，係採比議價方式進行；

建議增列 10萬元以上應有底價制定
之規範，以防範廠商圍標，避免產生

申請單位(使用單位)將百萬元以上之
採購案拆案處理、規避底價規定之疑

慮，以強化內控。 

 已改善。 

五、是否依符合學校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排

定資本門各執行項目

之優先序? 

依據各系所中長程發展，設定相應之

目標、行動方案及衡量指標，再依計

畫進程排定資本門採購項目優先

序，惟宜於支用計畫或學校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說明目標、衡量指標、

行動方案之優先進程，以資印證。 

 建議於 2/16 &2/17 會議上與
各教學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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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所購置之儀器設

備是否納入電腦財產

管理系統? 
電腦財產管理系統是

否包含右列項目欄位 

保管組之財產增加作業建議電腦

化，與採購及財產管理系統整合，以

利於月底與會計室對帳，方便會計室

進行勾稽查核，俾更強化內控。 

 1. 保管組目前已將此建議
需求單送至電算中心處

理。 
2. 委員希望將會計帳與財
產帳結合，故目前保管組

直接將採購單單號與請

購單號一致，故傳票號碼

對應為請購單，即為一

致。 

八、所購圖儀設備是否列

有「98年度教育部獎
補助」字樣? 

1. 獎補助款所購儀器設備之財產
標籤分 2張黏貼，所列字樣分別
為『教育部 98年度私立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98教育部
獎補助』，均與「教育部獎補助

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

關事項」第八點所規定之字樣不

一致。 
2. DVD上黏貼之標籤字樣為『教
育部 98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亦與同法第十點規

定不符。 

 1. 少打二字「年度」，待電
算中心將「年度」二字加

入產編樣式上面。 
2. 目前已有做好獨立獎補
助貼紙，因此，有依訪視

委員建議有做改進動作。 

九、所購置儀器設備、圖

書軟體使用與保管情

形？ 

經抽核，均能盤至實物，並備有相關

借用紀錄；惟優先序#87『GPS衛星
導航 PDA手機』之保管使用資料不
全。 

應用設計研究所為整合型研究所，經費財產

均分配於各系。『GPS衛星導航 PDA手機』
係由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系蘇中和老師外

借使用，訪評當天該師正於課堂中授課，因

此無法及時提供，保管使用正常並借用資料

齊全。 

建議保管組與稽核室在 100
學年度作全校性清查並彙整

財產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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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財產使用(含移轉、
借用)報廢及遺失處
理是否符合規定? 

優先序＃31『電腦主機、螢幕』於設
備清冊所列放置地點為 T710，實際
係分散於其他教室，且保管單位似未

能全盤掌握其實際放置處所；儀器設

備移動放置地點，建議宜有相關之移

轉文件，以利財產保管。 

原設備清冊所列放置地點為 T710，總數為
72台，但因 T710整建時學校考量安全因素
並未擴大面積(即未將牆壁向外擴大)，因此
72台電腦無法全部放置於 T710，故將部份
電腦放置於學生研究室與討論室供學生使

用，並未發生財產使用(含移位、借用)報廢
及遺失之事宜。 

建議清查並確認放置地點。 

十一、財產盤點制度實施

與規定相符情形? 
財產編號 C010400653~4之『CCCNA 
Security』設備為 2套 6組，且每組
可個別使用，理論上應有 6個財產編
號，而學校僅設 2組編號，建議財產
管理應能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配合 CCNA Security認證教學要求，實驗的
設計需包含同套內設備(3台)，方能進行教
學，是故 3台一組使得達可供教學使用狀
態，故併同設備列為組合財產，編列一組財

產編號，未違一物一號之原則。 

99學年度已改善。 

十二、設備購置清冊是否

將大項目之細項廠

牌規格、型號及校

產編號等註明清

楚?並區分獎補助
款及自籌款支應項

目? 

執行清冊大部分採購項目已依規

定，著名廠牌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

等資訊，並區分獎補助款及自籌款支

應項目，僅少部分定製品之廠牌、型

號位予明列；如所購設備為定製品，

建議可改列承造廠商名稱，並標明定

製字樣，俾免令人產生違反「教育部

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

相關事項」第九點規定之誤解。 

 99學年度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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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樹德科技大學行政人員職務移交作業要點 

90年3月14日8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行政人員因離職或調職，有關職務移交作業悉依本作業要點辦理。  

二、本校行政人員因離職或調職時，應將保管之公物及經辦事務，逐項列具清冊點交新

任人員，並會同新任人員連署提出移交清冊。  

三、移交事項及應造具清冊項目如下：  

(一)印章戳記目錄。  

(二)經管財物總目錄( 含設備、圖書、檔案文卷、零用金帳冊等)。  

(三)業務交待事項。  

(四)未辦或未完成之重要事項。  

四、移交期限應於離職或調職前七日完成移交，離職人員應移交清楚後方可辦理離職手

續。 

五、移交手續應親自辦理，移交人、接交人及監交人須同時在場點交。辦理移交完畢由

移交人、接交人及監交人共同簽章，移交清冊一式三份，一份送人事室存查，其餘

二份由移交人及接交人各保存一份。各處室館中心系等單位主管移交清冊應送請校

長簽核。 

六、監交人之指派如下：  

(一) 各處、室、館、中心、院、系(學程)等行政人員移交時，由所屬各處、室、

館、中心、系等單位主管監交。若所屬單位同時異動，則原任及新任主管須

同時監交。 

(二) 各處、室、館、中心、院、系(學程)等單位主管異動辦理移交時，其監交人

由校長指派一級主管一名負責監交。 

七、監交人應督促移交人及接交人切實依移交期限完成，若因特殊原因無法如期完成

者，應報請權責主管准予延期。逾期仍未完成移交者，監交人得知會人事室，調(免

兼)職者，送人事評議委員會依相關規定辦理；離職者，若查有財物減損或文件遺

失將依法追訴其法律責任。 

八、交接時經發現財物有遺漏時，移交人應提出具體說明，若經查核係因個人因素遺失

或損壞者，移交人應負賠償之責。 

九、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九十九年度整體發展補助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資本門 

 支用計畫數(第一次修正) 執行數 差異比例 

項目 獎補助款金

額 

比例 自籌款金

額 

比例 獎補助款金

額 

比例 自籌款金

額 

比例 獎補助款 自籌款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

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60%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額】 

24,701,754 72.39% 2,584,350 72.39% 24,716,390 72.43% 2,944,100 82.47% +0.44 +10.08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至少占資本門經費10%)

【不含自籌款金額】 

8,131,549 23.83% 850,680 23.83% 8,615,212 25.25% - - +1.42 -23.83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訓輔相

關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2%)

【不含自籌款金額】 

716,586 2.1% 74,970 2.1% 791,556 2.32% 
- 

 

 

- 

 

+0.22 -2.1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

理、無障礙空間設施等) 

573,269 1.68% 60,000 1.68% 
- 

 

 

- 

 

625,900 17.53% -1.68 +15.85 

合計 34,123,158 
100.00

% 
3,570,000 

100.00

% 
34,123,158 100.00% 3,570,000 

100.00

% 
0 0 

 

附件四 



 

 

經常門 

 支用計畫數 執行數 差異比例 

項目 
獎補助款

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獎補助款

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獎補助 自籌款 

研究 3,367,956 23.03% 352,308 23.03% 4,121,677 28.18% - - +5.15 -23.03 

研習 1,312,602 8.98% 67,267 4.40% 

研習-學校

自辦研習活

動 

2,657,587 18.17% 50,283 3.29% 
165,610 1.13% 24,655 1.61% 

-8.06 +2.72 

進修 55,203 0.38% 184,797 12.08% 105,000 0.72% - - +0.34 -12.08 

著作 3,900,277 26.67% 408,000 26.67% 3,184,333 21.77% 53,983 3.53% -4.9 -23.14 

升等送審 333,432 2.28% 83,568 5.46% 297,000 2.03% - - -0.25 -5.46 

改進教學 590,818 4.04% 61,830 4.04% 289,830 1.98% 620,000 40.52% -2.06 +36.48 

編纂教材 181,340 1.24% 19,056 1.24% 465,000 3.18% - - +1.94 -1.24 

製作教具 89,208 0.61% 9,384 0.61% 30,000 0.21% - - -0.4 -0.61 

一、改善

教學與師

資結構

(占經常

門經費

30%以上

【不含自

籌款金

額】) 

小計 11,175,821 76.42% 1,169,226 76.42% 9,971,052 68.18% 834,805 50.06% -8.24 -26.36 
行政人員進
修 21,924 0.15% - - 

二、行政
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
及進修
(占經常

行政人員研

習 

583,506 3.99% 61,047 3.99% 

83,144 0.57% 31,055 2.03% 

-1.87 +0.8 



 

門經費
5%以內
【不含自
籌款金
額】)(含學
校自辦研
習活動) 

研習-學校

自辦研習活

動 

204,334 1.40% 42,234 2.76% 

外聘社團指
導鐘點費 - - - - 

三、學生
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
費 (占經
常門經費
2%以 上
【不含自
籌 款 金
額】) 

相關執行成
效 

387,542 2.65% 40,577 2.65% 

428,119 2.93% - - 

+0.28 -2.65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1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739,985 5.06% 77,374 5.06% 248,847 1.70%- 564,906 36.92% -3.36 +31.86 

五、其他-新聘教師薪資 1,737,356 11.88% 181,776 11.88% 3,666,790 25.07% 125,900 8.23% +13.19 -3.65 

合計 
14,624,210 100.00% 1,530,000 100.00% 14,624,210 100.00% 1,530,000 100.00% 0 0 

 



稽核報告 

 

樹德科技大學九十九學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之執行清冊，業

經本校 99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暨稽核小組查核竣事。上開經費支用計畫書之
執行清冊的編製、執行成果與核銷作業係管理階層之責任，經費稽核委員會暨稽

核小組之責任則是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經費支用計畫書之執行清冊表示意見。 
本經費稽核委員會暨稽核小組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98年 10月 2日台技(三)

字第 0980160528B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本校經費稽核作業要點、本校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內部

稽核執業準則等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經費支用計畫書之執行清冊有

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除追蹤 98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書面審查意見之
改善措施外，並以抽查方式獲取經費支用計畫書之執行清冊所列資本門及經常門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經費支用計畫書之執行清冊所

遵循之法令暨評估資本門與經常門各項支用之比例。本經費稽核委員會暨稽核小

組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據經費稽核委員會暨稽核小組之意見，第一段所述經費支用計畫書之執行清

冊在所支用之比例方面，係依照教育部第 0980160528B號令「教育部獎補助私
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五點實施、所有經費支用之修正業

經專責小組會議通過，經費支用計畫書之執行清冊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樹德科

技大學九十九學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清冊之資訊。 

 

 

 

   99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暨稽核小組 

   稽核室主任          郭 翠 仰 

 

   中華民國一 OO年一月十日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