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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09 年度獎勵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10 年 2 月 1 日  校長核准日   110 年 2 月 21 日 
稽核期間  110 年 1 月 25 日～ 110 年 1 月 26 日 
稽核人員  侯嘉齡、毛志文、李碧霞、吳碧雲、李碧珠、劉念慈、高幼眉、尤振宇 

【第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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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1.教育部 109.3.11 臺教技(三)字第 1090329841I 號核定

獎勵補助款 36,103,989 元，經常門 18,051,995 元，資

本門 18.051,994 元，學校預算自籌款為 4, 502,991
元，支用計畫總經費為 40,606,980 元。 

2.實際執行獎勵補助款 36,103,989 元，自籌款 4, 502,991
元，總金額 40,606,980 元，自籌款占獎勵補助款比例

為 12.47% (=4, 502,991÷36,103,989 元）≧10%。 

   

1.2資本門占總獎勵補助款比例應介

於 55~50% 
【經費申請及核備要點 9.Ⅱ】 

未有不符合。 

依獎勵補助款執行清冊核算，資本門獎勵補助款占總獎

勵補助款比例為 50.39% (=18,191,994÷36,103,9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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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說明及建議  處理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3經常門占總獎勵補助款比例應介

於 45~50% 
【經費申請及核備要點 9.Ⅱ】 

未有不符合。 

依獎勵補助款執行清冊核算，經常門占總獎勵補助款比

例為 49.61%（= 17,911,995÷36,103,9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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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經查核執行清冊，抽核憑證無此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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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經查核執行清冊，抽核憑證無此支用。 

  得於資本門

50%內勻

支，未經報

核不得支用 

1.6 學輔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

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占資本門

比例應≧2% 

未有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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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53,300÷18,191,994）≧2%。 

   

1.7 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

等項目占經常門比例應≧60% 
【經費申請及核備要點 9.Ⅴ(1)】 

未有不符合。 

經核算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獎勵補助

款比例為 63.72%（=11,413,743÷1 17,911,995）≧60%。

   

1.8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

門比例應≦5% 
未有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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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90,000÷1 17,911,995）≦5%。

   

1.9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例

應≧2% 
未有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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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767,289÷1 17,91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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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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169,200÷767,28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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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捐)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7.I】 

未有不符合。 

經查核執行清冊，抽核憑證及財增單，採購單價未達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 2 年者而列入資本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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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1.經查本校訂定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分配要

點 109 年度計畫執行期間，為依據 108 年 10 月 29

日，109 年 04 月 21 日，及 109 年 11 月 17 日專責小

組通過)，依據第四點資本門分配標準及第五點經常

門分配標準，編列經費。 

2. 109 年 04 月 21 日修正五、獎補助款經常門分配標

準，109 年 11 月 17 日依據 110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草案)修正。 

3.經查本校獎勵補助經費之使用，均已訂有相關申請

程序及作業流程並公告於網頁。 

  

4.專責小組

之組成

辦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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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1.訂有「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

育部獎補助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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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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及運

作情形 
109 年度計畫執行期間，為依據 107 年 2 月 6 日，

及 109 年 05 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條文之修

正配合本校組織變動及教育部獎補助作業修正第二

條及第五條。 

2.組成成員列於設置辦法第 2 條：「本小組置組員 25-29

人，校長、秘書室主任、教務主任、學生事務主任、

總務主任、技術合作處主任、各科(含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圖書資訊處主任為

當然組員，每科推舉教師代表 1 人，內部專兼任稽

核人員不得擔任之；其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最多

連任 1 次。」 

3.專責小組開議門檻(2/3 委員出席)、表決門檻(出席委

員 1/2 以上)、召開次數(4 次以上)明訂於設置辦法第

7 條。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
表 

未有不符合。 

查核 109 年度專責小組名單及 10 次會議紀錄(含簽到

表)，教師代表包含 8 學術單位及通識教育中心各 1 人，

共 9 人，列於設置辦法第 2 條。 

  

4.3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行推舉

產生 
未有不符合。 

查核 109 年度專責小組名單及 10 次會議紀錄(含簽到

表)，已依設置辦法第 2 條，教師代表由各科推舉 1 人。

查核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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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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9 年期間，教師代表 2 位任期未滿 2 年即更換。更

換者為護理科教師代表及幼兒保育科代表，新任代表為

各科推舉產生。查核科務會議紀錄及相關紀錄如下: 

1.查護理科於 109 學年度第 1 次科務會議(109.08.25)，
因科內委員會小組成員異動，故提請更換護理科教

師代表，經專責小組第六次會議(109.08.20)審議。需

提請簽呈由校長核示。經創稿文號 1092101117 簽

呈，校長同意在案。新任代表任期為補足原任任期。

2.查幼保科為原任科教師代表，109 學年度接任科主

任，故於由幼保科 109 學年度第 1 次科務會議

(109.8.11)更換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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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 

應外科教師代表 10 次會議僅出席 1 次，宜考慮教師代

表少於 5 次 。  

109 年度專責小組共召開 10 次會議，查核會議紀錄，依

專責小組設置辦法開會。查核結果如下： 

1.109 年度成員為行政單位主管 10 位+9 位科主任+教師

代表 9 位。共 28 位，委員開議門檻 19 人(28*2/3=18.7)。

2.109 年 1 月~109 年 12 月召開 10 次會議： 

  109 年 3 月 17 日(出席 25 人)、109 年 4 月 14 日(出席

24 人)、109 年 4 月 21 日(出席 20 人) 、109 年 5 月

1. 應 外 科 科 上 教 師

少，一人身兼多職，

加上會議時間大都

訂於週二下午，委員

因為課程無法出席

等原因，致使委員出

席率過低。 

2.業經 109 年 12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

過，本校「教育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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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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出席 24 人) 、109 年 6 月 23 日(出席 20 人)、

109 年 8 月 20 日(出席 23 人)、109 年 10 月 13 日(出

席 22 人) 、109 年 11 月 3 日(出席 23 人)、109 年 11

月 17 日(出席 25 人)、109 年 12 月 22 日(出席 21 人)。

 

補助本校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設置

辦法」第二條，本小

組設置委員，由校

長、秘書室主任、教

務主任、學生事務主

任、總務主任、技術

合作處主任、人事室

主任、會計主任、圖

書資訊處主任為當

然委員；各科（含通

識教育中心及新設

科籌備處）推舉教師

代表 1 人，內部專兼

任稽核人員不得擔

任之；其任期二年，

得連任之，最多連任

一次，期能改善委員

出席率過低之情形。

5.稽核員組

成及運

作情形 

5.1 應訂定內部稽核實施辦法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內

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14 (106.5.12)】

未有不符合。 

經查「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內部稽

核實施辦法」，經 107.5.03 董事會第四屆第 25 次會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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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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5.2 稽核成員不得與專責小組重疊  未有不符合。 

經查「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內部控

制制度稽核工作小組設置要點」，並於第 3 點明訂，稽

核工作小組成員不得與專責小組成員重疊。查核內部稽

核工作小組與專責小組會議紀錄，人員未重疊。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度執行  未有不符合。 

經查內部稽核運作機制，依據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辦法及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柒、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3.4  內部

稽核方式及方法」3.4.4 稽核程序執行，以第 1092101239
簽呈經校長核准辦理進行風險評估。以第 1092101240
簽呈經校長核准 109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稽核實施

計畫，辦理專案稽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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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經查獎勵補助款及自籌款之支出憑證，採專款專帳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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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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抽核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支出憑證，未發現不符

合「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

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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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抽核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支出憑證，未發現不符

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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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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查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書修正版(109年 3月 17日專責

小組第一次會議通過)  與執行清冊之支用項目、規

格、數量及細項等差異品項，其變更與新增均經專責

小組會議通過。 

變更品項 27 項，新增 21 項，刪除 38 項，經查核 109
年專責小組會議記錄如下表： 

 
項目 採購品項 會議 單價

變更
數量
變更

■修正
規格 
□修正
預算 

表 11#44 穿戴式女性導
尿模型、表 11#11-3 中壓
後傾式風車組、表 11 
#11-4 空調淨化設備

第三次

表 18#21 扣診槌(優規)、
表 11#23 新生兒即刻護
理模型(誤植)、表 11#30
兒童劇場燈光控制器含燈
(誤植)

第四次

表 11#1e 化講桌(1)、表
18-9 吸塵器

第四次

表 14#2 室內空氣及居家
清潔系統(誤植)、表 14#3
四軸空拍機(停產)、表
14#6 電吉他音箱(停
產)、表 18#備 2LED 檯燈
(停產)

第五次

□修正
規格

表18#3感應式酒精機器 第三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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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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 採購品項 通過會議

新增
表19-其他(防疫)； 
隔板，184,650元、消毒6~9月，
119,700元、其他417,158元。 

第二次會議
(109.04.14) 

 

表17#14氣炸鍋、表17#15磁性白板
鋁迴旋架、表17#16推車、表11#11-1
五尺四門冷藏冰箱、表11#11-2五尺
工作台冷藏冰箱、表11#11-5一主二
副西餐爐/單口快速爐、 

第三次會議
(109.04.21) 

■修正
預算

表 18#8 影像轉接系統 第三次 ●

表 18 #備 20「影像轉接
器」

第五次 ●

表 18#1 耳溫槍 第三次 ● ●
表 11 #備 5 亂點 E 深度覺
測試組 (報價時間過長)

第五次 ● ●

■修正
規格

表11-3中壓後傾式風車
靜電機組

第三次 ●

■修正
預算 
 

表 18#5 電動銀幕(共同契
約)、表 11#28「桌上型電
腦(1)」(共同契約)、表
11#33「投影機(1)」(共同
契約)

第四次 ●

表18#備13吸塵器 第五次 ●
表11-4空調淨化設備修
正數量及總價

第三次 ●

#18-3感應式酒精機器 第三次 ●
#18-備3吸塵器(停產) 第五次 ●
表18#13-1學生用桌椅
(共同契約)

第四次 ● ●

表11#備2耳 鏡 ( 乾電
池式)、

第五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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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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1#12-1櫥櫃、表11#12-2不銹鋼水
槽、表11#12-3布簾、表11#12-4即熱
式電熱水器、表11#12-5空氣清淨
機、表11#12-6變頻冰箱 

第四次會議 
(109.05.19) 

 

表15備8熱像儀(流用經常門)、表11
備12自拍機器人、表18備18-1實物
攝影機、表18備18-2標籤機、表18
備18-3光的三原色/混色示範組、表
18備18-4美國ThinkFun迷你發電廠 

第七次會議 
(109.10.13) 

 
刪除

表 11#11-1、#11-2、 #11-5、備 3、
備 7、備 8、備 14、備 17、備 29、
備 33、備 42、備 44、備 51、備 52、
備 53、表 17#9 (停產) 

第三次會議
(109.04.21) 

 
#11-12 第四次會議 

(109.05.19) 

 
表 11 備 5、備 18；表 18 備 30、備
31、備 43、備 44、備 49、備 50 

第五次會議 
(109.06.23) 

 
表 11#備 9 第六次會議 

(109.08.20) 

 

表 15#3、15 備 1、備 2、備 3、備 4、
備 5、備 12；表 11 備 23、備 28、
備 30、備 32、備 37、備 39、備 41； 
表 18#備 18 

第七次會議 
(109.10.13) 

 
表 11#備 19 第八次會議 

(109.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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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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經 抽 核 執 行 完 成 項 目 獎 補 助 款 支 出 憑 證 ， 於

109.1.1~12.31 並完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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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無辦理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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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錄及前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報

告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經費申請及核備要點 9.Ⅵ(3)】 

未有不符合。 

相關資料已公告本校首頁「教育部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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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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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查已訂定獎勵補助教師相關申請辦法(申請

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及作

業流程並公告於網頁： 

1.推動實務教學依據辦法如下： 

(1)獎勵:： 

①「獎助(勵)教師推動實務教學暨教材

教具製作辦法」第三、四條

(108.11.19/109.07.28 教評會通過) 

②「教材教具製作競賽辦法」(109.02.18

教學發展委員會通過) 

③「教師證照取得奬勵辦法」(107.08.21

校教評會) 

④｢教師輔導學生取得證照獎勵辦法」

(108.12.10 行政會議) 

⑤「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109.02.18 教學發展委員會通過) 

(2)獎助： 

①｢創新教學補助辦法」

(109.03.10/109.04/09 教學發展委員會)

②｢補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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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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108.06.25 校教評會) 

2.編纂教材、製作教材依本校「獎助(勵)教

師推動實務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辦法」第

三、四條。(108.11.19/109.07.28 教評會通

過) 

3.研究依本校「獎助(勵)教師研究計畫、著

作發表及刊登辦法」(108. 6 .19 學術審查

會議/108. 6.25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

通過；109. 6 .16 學術審查會議/109. 7.28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4.研習依本校「獎助教師研習辦法」

(107.08.21 校教評會)。 

5.進修及升等送審依本校「專任教師進修辦

法」(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107.12.05)

及「獎勵教師著作升等辦法」(校教評會

及校務會議通過 108.05.31/校教評會及校

務會議通過 109.10.26)，以及「教師著作

外審作業要點」(105.12.16 校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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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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查有關教師之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

務教學、研究、進修、升等送審等相關辦法，

經過相關會議通過，並公告於人事室、技合

處與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法規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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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查 109 年度經常門執行經費為獎勵補助款

17,911,955 元。用於師資結構、教師薪資、

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及升等送

審項目經費 11,413,743 元，佔經常門獎勵補

助 63.72%(=11,413,743÷17,911,95)，案件之執

行應符合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數人或特定對

象 
獎勵補助申請案件教師占總教師數

89.63%，各類申請案件訂定上限。查核執行

清冊，未有教師獎補助金額超過上限。 
 
■缺失 
不含薪資補助，審查費及自辦研習教師獲獎

勵補助金額標準差為 86,326 元，前 17 名教

師(12%教師數)使用 50.95%經費，支用仍顯集

中。 
 

前 17 名教師(12%教師數)係因

研究案所支領金額補助金額較

高，但無違反規定。如要避免

集中少數人或特定對象，建請

修法以因應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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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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106 107 108 109 

平均

可獲

得獎

勵補

助款

金額

64,449 75,335 67,877 60,444

標準

差 

65,989 77,423.5 85,477.5 86,326

 
1. 109 學年度專任教師為 135 位(含臨床指導

教師 18 位，不含教官) (109.10.15)  ，獲得

獎勵補助款教師計有 121 位，接受獎勵補

助比例 89.63% (121÷135)。 

2.案件獎助勵金額訂有上限： 

  (1)獎勵「推動實務教學」，依據「獎助(勵)
教師改進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辦法」第

5 條第 1 項每人每年最高 15 萬元，各

單項不得超過 5 萬元。 

①指導學生參加技術競賽、專題製作

獲獎，教師參加校內外創新教學競

賽獲獎，依據「獎助(勵)教師改進

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辦法」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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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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款核給獎勵金最高 5 萬元。 

②教師參與校內教材教具製作競賽獲

獎，依據「教材教具製作競賽參加

辦法」每人每年度至多兩件作品參

賽，第 3 條第(1)款獎項核給案件獎

勵金最高 1 萬元。 

③教師獲得與教學相關之專業證照，

依據「教師證照取得奬勵辦法」第

3 條核給單張獎勵金最高 1 萬元。

④輔導學生獲取國家或國際級證照考

試，依據「教師輔導學生取得證照

獎勵辦法」第 4 條核給獎勵金最高

1 萬元。 

⑤教學優良教師入選及獲獎。依據「教

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第 3
條核給獎勵金至多 3 萬元。 

(2)獎助「推動實務教學」， 

①教師申請校內創新教學補助，依據

「創新教學補助辦法」每案(門課)
最高補助 5 萬元，依據「獎助(勵)
教師改進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辦

法」第 4 條(2)款每年合計補助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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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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為上限。 

②編纂教材，依據「獎助(勵)教師改

進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辦法」第 4
條第(1)款最高補助 7 萬元。 

③製作教具，依據「獎助(勵)教師改

進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辦法」第 4
條第(1)款最高補助 7 萬元。 

④教師指導帶領學生參加專業技術競

賽補助，「獎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

外競賽辦法」第 6 條每案最高補助

2 萬元，第 7 條每位教師每年度 5
萬元。   

(3)研究（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

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

制，依據「獎助(勵)教師研究計畫、著

作發表及刊登辦法」第 4 條第(1)款每

人每案至多 30 萬元。 
(4)研習（包括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深耕

服務及深度實務研習），依據「獎助教

師研習辦法」第 4 條每人每年國內 1.2
萬元(報名費與差旅費)為上限、國外報

名費以及 5 萬元為上限之差旅費、大陸

港澳報名費以及３萬元為上限之差旅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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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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進修，依據「專任教師進修辦法」第 7
條博士進修每學期補助最高 5 萬元，碩

士進修每學期最高補助 2.5 萬元。 
(6)升等送審，依據「獎勵教師著作升等辦

法」第 4 條，升任教授獎勵金 2 萬元，

升任副教授獎勵金 1 萬元。以技術報告

升等助理教授未訂定金額，依據第 5
條以專簽申請。 

3.109 年經常門投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

資結構之經費為 11,413,743 元，扣除新聘

專任教師 1,711,299 元+提高教師薪資

1,287,000 元，為 8,415,444 元。 

    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及升等

金額(8,415,444 元)，扣除自辦研習活動

23,650 元+審查費 231,840 元＝8,159,954
元。以此金額估算教師可獲得獎勵補助款

總金額平均為 60,444 元(8,159,954÷135)。
由執行清冊統計，標準差,86,326 元，大部

分的數值之間差異偏大。 

4.  以 8,159,954 元核算獲得獎助總金額前 5
名(3.7%教師數)合計 1,708,846 元，佔前述

款項 20.9% (＝1,708,846÷8,159,954)，前 17
名教師(12%教師數)合計 4,157,192 元，佔

前述款項 50.95% (＝4,15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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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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9,954)。 

1.5 相關案件之執行應於法有據  【建議】 

輔導學生考取證照獎勵教師金額，依據就業

輔導委員會紀錄(109 年 4 月 28 日)「輔導學

生考取證照核算表」，未能明確列出教師之

各項證照獎勵金金額，建議表單能呈現完整

獎勵金之計算基準，以利檢核。 

未有不符合項目。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

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等事項，

皆訂有相關法源依據。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案之獎勵金與委外審查費分項條列。 
1.抽查下列案件： 

(1)附件六之(一 A)教師薪資查核未有不符

合項目。 
(2)附件六之(一 B)：「推動實務教學」，195

案，獎勵案 107 案，獎助 88 案： 

①創新教學 33 案：抽查補 1‐1、補

1‐11、補 1‐19、補 1‐30，未有不符

合項目。 

②編纂教材 23 案：抽查補 2‐11、補

2‐17 未有不符合項目。 

③製作教具 12 案：抽查補 3‐3、補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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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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④補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 20

案：抽查補 4‐7 未有不符合項目。

⑤教師指導學生以學校名義參加競賽

獎勵 49 案：抽查獎 1‐1 未有不符合

項目。 

⑥教材教具競賽 42 案：抽查獎 2‐3、

獎 2‐4 未有不符合項目。 

⑦獎勵教師輔導學生考照 79 案：抽查

獎 3‐7、獎 3‐9、獎 3‐38 未有不符合

項目。 

⑧教學優良教師入選及獲獎，9 案，

抽查獎 4‐2、獎 4‐7未有不符合項目。

(3)  研究 27 案，抽查 5 案，#1,(張師)、#3(陳
師)、#18(王師)、#21(吳師)、#25(陳師)、

#27 顏師未有不符合項目。 
(4)  研習 161 案，抽查#1 吳師、#4 吳師、

#5 李師、#9 張師、#11 陳師、#13 陳師、

#19 周師、#26 王師、#28 劉師、#51
李師未有不符合項目。 

(5)  進修 11 案，抽核 4 案，#7 駱師未有不

符合項目。 
(6)升等送審 9 案，抽核 1 案，#1 王師未有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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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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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

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等事項，

抽核之案件，其申請、審查與執行，依學校

所訂辦法規章辦理，抽查無不符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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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本 校 訂 有 獎 助 行 政 職 員 工 研 習 辦 法

(108.9.24)及行政人員進修辦法(105.11.22)，
二法皆經行政會議審核通過，並公告網頁周

知。 

   

  2.2 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

其業務相關 
未有不符合項目。 

1.  附件六之(三)行政人員研習 65 案、自辦

研習 5 案，無進修案。行政人員研習抽查

3 案，#3 魏師、#14 林○○、#32 吳○○，

抽查未有不符合項目。 

2.行政人員研習案件，與其業務應用與提升

工作效率相關，抽查無不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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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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1.查「行政人員進修辦法」第四條依據修習

學位不同給予獎助金額不同並訂有上限。

2.查「獎助行政職員工研習辦法」第四條訂

定專任人員由獎勵補助款支應上限為

8,000 元，薦派參加研習則每人每年最高

3 萬元。 

3.經查核執行清冊，未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

對象。 

   

  2.4 相關案件之執行應於法有據  未有不符合項目。 

109 年度行政人員業務研習，抽查案件之申

請與執行符合相關辦法。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行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案件之申請與執行均符合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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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及校長薪資 
【經費申請及核備要點 9.Ⅴ(1)‐(1)】

未有不符合項目。 

經抽查執行清冊，抽核憑證無此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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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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數規定及有授

課事實 
【經費申請及核備要點 9.Ⅴ(1)‐(1)】

未有不符合項目。 

薪資補助新聘教師 5 位，提高現職專任教師

薪資 63 位，為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未有不符

合規定。 

 

   

  3.3 薪資補助用提高現職教師薪資

待遇：包括比照中央政府一百零

七年度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公

立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

標準所提高之現職專任教師薪

資所需經費及彈性薪資。 
【經費申請及核備要點 9.Ⅴ(1)‐(2)】

未有不符合項目。 

經查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63 位，薪資未有

不符合公立大專校院教師待遇標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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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1.學輔相關工作經費9案，抽查#3學生品德從

生活中養成、#6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未有

不符合項目。 
2.教師自辦研習案3案，抽查1案，#1高齡社

會發展與人才需求【高齡服務事業科】，行

政自辦研習5案，抽查1案，#5私立學校投

資業務範疇綜論【會計室】，未有不符合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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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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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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2 案，教師自辦研習

案 1 案、行政自辦研習 1 案，未有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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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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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 

109 年度經常門之執行與原計畫，差異超過

20%有 3 分項為推動實務教學(21.83%)、研習

(‐41.15%)與升等送審(33.33%)。經常門經費支

用，應建立檢核機制，定期管考執行進度。

1.推動實務教學：執行(3,825,375元)與支用計

畫(3,140,000元)差異23.08% (=(3,825,375元

‐3,140,000)÷3,140,0000)。 
2.  升等送審：執行(72,000元)與支用計畫

(54,000元)差異33.33% (=(72,000‐54,000)÷
54,000)。 

3.  研習：執行(881,739元)與支用計畫

(1,498,400元)差異‐41.155% 
(=((881,739‐1,498,400)÷1,498,400)。 

 

查 109 年度因疫情致國外研習

停辦及無法出國故經費轉以支

用國內為因應。升等案因 108

年教師升等獎勵教育部通過時

間故延至 109 年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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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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 

獎勵補助案件之申請、執行應符合依據辦

法，成果繳交應配合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

訂定繳交期限。 

1. 教師研習計 39 案(/161 案)，其中研習案三

案#101、#102、#103，提出簽呈獲核准補

助，付款完成日為 109/12/21。未提出研習

申請單，研習申請單提出日分別為，

#101-110/2/22、#102-110/2/9#103-110/02/18，

不符合本校「獎助教師研習辦法」第 5 條。

2.行政人員業務研習計 25 案(/65 案)，其中研

習案#1，提出簽呈獲核准補助，付款完成

日為 109/12/17，研習申請單提出日

110/2/12，不符合本校「獎助行政職員工研

習辦法」第 5 條。  

【建議】 

1.教師研習計 39 案(/161 案)，行政人員業務

研習計 9 案(/65 案)逾 1 月底提出報告。獎

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成果繳交應配合年度

獎勵補助款執行，訂定繳交期限，以利管

考及查核。 
2.教師進修，依本校「專任教師進修辦法‐」

第七條二項，「獲准進修期間，每半年繳交

 
 
1.敬悉，未來將更審慎督促教

職員依期限填寫申請單與

繳交成果報告。 

 

2. 進修教師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結束後取得成績後填

報，依往例人事室於次學期

請老師交心得及成績（往年

獎補助抽檢多在三月），時

間在內稽後，110 年配合內

稽請老師心得，後補成績單

以因應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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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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報告（含成績單）」，109 年度獎補款，

補助期間為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及 109 學

年度第一學期，而 109 第一學期之心得報

告繳交未有明確繳交時程，不利管考。 
 

  4.3 執行清冊獎勵補助案件之填寫

應完整、正確 
未有不符合項目。 

經查執行清冊、抽查經常門案件申請表及成

果，抽查無不符合項目。 
 

   

 
 
【第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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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建議】 

本校採購辦法為 106 年 2 月 16 日通過，宜依據 108 年 5 月 22 

日修正後政府採購法，檢核本校採購辦法條文。 

經查本校所訂定之「採購辦法」(106 年 2 月 16 日)及「財產、

物品請購及採購驗收付款作業處理準則」(106 年 2 月 16 日)，

「請購作業」、「採購作業」、「出納管理作業」、「獎補助款之

收支、管理、執行及紀錄」未有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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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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

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

過 

未有不符合項目。 

1. 經查本校「採購辦法」及「財產、物品請購及採購驗收付

款作業處理準則」已經校務會議，106 年 2 月 16 日董事會

通過。 

2. 經查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請購作業」、「採購作業」、「出納

管理作業」、「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紀錄」經

109.11.12 第 5 屆馬偕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17 次會議修

正通過。 

  

1.3財產管理辦法或規章應予明

訂 
未有不符合項目。 

經查本校「財物管理辦法」並經 109 年 3 月 27 日校務會議及

109 年 6 月 4 日董事會通過。 

   

1.4財產管理辦法應包含使用年

限及報廢規定 
未有不符合項目。 

經查本校「財物管理辦法」 (109.6.4 董事會議通過)使用年限

列於第 4 條依行政院主計處之「財物標準分類」辦理；報廢

列於第四章第 28~38 條。 

   

2.請採購

程序及

實施 

2.1稽核委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

購程序 
未有不符合項目。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 109 年度獎補助標案共 58 案，

期中已抽查 16 案(大於等於公告金額(1 百萬)1 案及其他 15

案)，期末抽查 20 案，大於等於公告金額(1 百萬)3 案及其他

17 案)之採購程序，期末抽查案件如下： 

MKC109004_A004-人眼模型 5 組採購案、ME109007_A00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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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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學習主機顯示切換器 1 台採購案、ME109008_A008ab- 資

料庫訂閱費採購案、ME109010_A010- 顯示器 2 台採購案、

ME109011_A011- 倒立式顯微鏡採購案、ME109015_A015- 護

理科教學設備壹批採購案、ME109018_A018ab- 多媒體教學廣

播系統採購案、ME109019_A019 實驗室教學錄影設備壹套採

購案、ME109020_A020- VR 遊戲設備 6 組採購案、

ME109030_A030- 個人電腦 65 台採購案、ME109034_A034- 幼

保科教學設備採購案、ME109035_A035- 新生兒即刻護理模型

採購案、ME109037_A037- 教室教學設備一批採購案、

ME109047_A047- 教學教材雲端儲存體專用光纖交換器採購

案、ME109048_A048 學生用桌椅一批採購案、

ME109049_A049aa- 3D 列印消耗性器材及藥品費採購案、

ME109051_A051- 防疫清潔用品壹批採購案、

ME109057_A057aa- 熱像儀 2 台採購案、ME109058_A058aa- 純

水系統 1 台採購案、ME109059_A059- 監視主機 2 套採購案。

 

2.2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

作業流程執行 
抽查 109 年度獎補助 20 件標案，小額採購 4 項，17#7 木吉他、

17#11 低溫湯鍋、 18#24 碎紙機、18-備 17 幼兒桌遊教具組-B

組。 

■缺失 

採購案之辦理，仍應依本校採購作業流程循序執行。研究

案因應研究者之研究目的，採購標的、規格，宜考量與研究

案之特殊性來擬定，履約標的應明定，使驗收明確，以符合

 

 

1.採購人員採購案件多，時

間緊湊，未注意到時程，

將對採購人員施予與採

購有關之訓練，並落實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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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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採購辦法及研究者之需求。 

查核如下： 

1. ME109047_A047 招標公告日期第一次 9/16，第二次招

10/16，均早於招標簽呈校長決行日第一次 9/18，第二次

10/22；ME109051-A051 公告日期 10/16 及開標日期 10/21

早招標簽呈校長決行日 10/22。 

2. ME109049_A049aa- 3D 列印消耗性器材及藥品費採購案，

查核如下： 

(1)本案採購契約為財物採購，採購品名「樣品耗材及機

器、場地與人力支援使用費」，驗收須以履約標的為主，

履約標的之更動應有明確記錄。而本案驗收方式，係以

書面報告與實驗紀錄，比照勞務驗收模式(本校採購辦

法第 43 條)，不符本校採購辦法第 44 條。 

(2)而依據規格需求說明書，採購品名「樣品耗材及機器、

場地與人力支援使用費」依據本校「 校內研究計畫經

費編列標準表」本案包含 (二)消耗性器材及藥品(十)設

備使用費(樣品製作、儀器操作及場地使用費)，需核實

編列與執行，發票僅以一式不符合前述之標準表。 

(3)本研究案研究成果之回饋於教學方面，建議提出說明。

3. M109017-A017、M109020-A020、採購案，蘇○○組長屬承

辦採購單位人員，又任本案之主驗人員，不符合政府採購

法第 71 條第 3 項之規定「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

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蹤。 

2. ME109049_A049aa- 3D 

(1)本案屬教師研究案所

購置藥品與代操作之

案件性質，且代操作

與藥品均在校外進

行，本組僅能就實驗

成品與結果進行書面

驗收，且符合本校採

購辦法第 43 條：辦理

驗收時，應製作紀

錄，由參加人員會同

簽認。 

(2)本校現行校內研究計

畫經算編列標準表僅

有「耗材」一項適合

本案之研究需求，無

其他適用項目，故為

完成研究案，依規定

「只採購耗材」，又

因所採購之耗材一部

份受到市場浮動價格

因素及廠商所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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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的方式無法以定

量計(實為不限量供

應)，故在採購招標契

約內容保留彈性並且

經過校方同意後執

行。 

(3) 本研究案研究成果可

回饋到教學方面-研究

者有開設「物理、化

學與生活科學」等課

程，研究成果及相關

知識可融入教材、編

纂教材及教具製作等

方面。 

3.針對採購主驗人有違法

疑慮案件，如下說明：

 (1)ME109017-A017 ：該 案

決標時間為 109.06.16，當

時採購單位主管為事務

組蘇○○組長，惟本案驗

收時間為 109.09.03，配合

學校職務異動，蘇○○組

長異動至營保組，又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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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驗人總務主任於

109.09.01~109.09.04 因個

人身體因素請假，其代理

人為時任事務組長魏○

○組長，當時考量政府採

購法第 71 條第 3 項之規

定，故由時任營保組組長

擔任主驗一職。 

(2)ME109020-A020：該案決

標時間為 109.06.23，當時

採購單位主管為事務組

蘇○○組長，惟本案驗收

時間為 109.09.14，配合學

校職務異動，蘇○○組長

異動至營保組，又本校法

定 主 驗 人 總 務 主 任 於

109.09.07~109.09.30 因個

人身體因素請假，其代理

人 為 營 保 組 蘇 ○ ○ 組

長，故由其執行代理職

務。 

(3)為避免違反政府採購法

第 71 條第 3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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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驗人除由時任代理主

任核章外，另委請秘書室

主 任 同 時 擔 任 主 驗 一

職，以玆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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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採購案，未有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項目。 

 

   

2.4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銀

行聯合採購標準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 MKC109018_A018ab- 多媒體教學廣播系統採購案，未有

不符合。表 18#5 電動銀幕、表 11#28「桌上型電腦(1)」、表

11#33「投影機」採共同供應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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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 

1.經查採購項目(含備品)執行與核定支用計畫書差異超過

20%，109 年度有 18 品項。差異≧30%，5 品項。 

2. 預計採購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計 22 項品項採購

超過 2 個月，其中 9 品項維修正規格。 

  修正規格為表 11#1-e 化講桌(1)、表 11#23-新生兒即刻護理

模型、表 11#28-桌上型電腦(1)、表 11#30-兒童劇場燈光控

制器含燈、表 11#33-投影機(1)、表 14#2-室內空氣及居家清

潔系統、表 14#3-四軸空拍機、表 14#6-電吉他⾳箱、表 18#5-

電動銀幕。 

1.採購項目(含備品)執行

與核定支用計畫書差異

超過 20%； 

(1) 資訊類、電器類項目：

因產品日新月異，汰換

速度快，與原提報產品

時間皆有超過半年以

上，故造成價差。 

(2) 同 類 型 併 案 招 標 議

價，造成價差。 

(3) 廠商惡意競標壓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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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修正規格為表 11#7-數位學習平台-磨課師模組、表 11#34-

個人電腦(2)、表 11#38-多功能電腦桌組、表 11#45-QCPR

嬰兒甦醒安妮、表 11#46-AED 訓練機(含嬰幼兒模式)、表

11#47-兒童拍痰器組、表 11#48-VR 遊戲製作-送行者-禮儀

師的樂章、表 11#49-塑鋼嬰兒床、表 11#53-網路光纖交換

器、表 17#4-電子鼓墊、表 17#5-斜桿落地麥克風架、表 17#7-

木吉他、表 18#7-遺體化妝用品組盒。 

綜上缺失，各單位提出採購品項(預估)進行詢價與實際執

行採購，時間超過半年以上，故部分產品停產，因而修正規

格貨品項，或產生較大價差。應評估修正版支用計畫提報時

程是否在廠商報價單有效時間內。預計採購月份(即預估之驗

收完成月份)，與實際執行採購進度應建立機制管控，以符合

需求單位使用時程。 

 

採購項目差異表 

項
次

附
表

優
先
序

項目名
稱 

數
量

單
位

預估單
價(A) 

採購單價
(B) 

差異
>20% 

(B-A)/A

備
註

1 11 8 
實驗室
恆溫系

統 
1 組 180,000 139,800 -22.33%  

2 11 10 
VR 遊
戲設備

6 組 105,000 70,200 -33.14% *

3 11 47 
兒童拍
痰器組

1 組 52,000 38,900 -25.19%  

4 11 49 塑鋼嬰 4 組 15,000 11,010 -26.60%  

案價格。 

2. 預計採購月份(即預估

之驗收完成月份)，計 22

項品項採購超過 2 個

月： 

(1) 同性質品項將會併案招

標，採購時間需較多天。

(2) 採購案如第三次開標才

決標，採購時間需較多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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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30%，**≧40%。 

兒床 

5 11 50 
顯示器

(2) 
2 台 100,000 79,900 -20.10%  

6 11 51 

數位學
習平台
伺服器
記憶體
擴充 

12 組 25,000 18,706 -25.18%  

7 11 52 
倒立式
顯微鏡

1 台 150,000 100,000 -33.33% *

8 11 53 
網路光
纖交換

器 
1 台 109,000 86,000 -21.10%  

9 15 4 

恆溫恆
濕設備

(2) 
 

1 台 85000 67,800 -20.24%  

10 15 備 6
監視主

機 
2 套 59100 38,724 -34.48% *

11 19  
軟體訂
購費 

-  1085000 790000 -27.19%  

12 17 1 
電吉他
音箱 

3 個 3000 1,900 -36.67% *

13 17 2 
電貝斯
音箱 

2 個 3500 2,500 -28.57%  

14 17 5 
斜桿落
地麥克
風架 

2 個 1800 1,310 -27.22%  

15 18 15 聽診器 6 副 6000 4,500 -25.00%  
16 18 18 光療機 15 台 6480 3,900 -39.81% *

17 18
備
11 

GF 負
壓調節

器 
10 組 4800 3,740 -22.08%  

18 18
備
25 

輸液加
壓器 

2 組 3000 2,200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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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未有不符合項目。 

經查執行清冊項目及檢閱支用計畫及用途，是以教學為優先。

   

3.3應區分獎勵補助款及自籌款

支應項目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 109 年度獎勵補助款憑證，已區分獎勵補助款及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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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查核 110.1.25 財產系統資料，抽查獎補助採購品項已登錄。 

' 

   

4.2 相關資料應確實登錄備查  未有不符合項目。 

查核 110.1.25 財產系統資料，抽查獎補助採購品項已登錄。 

   

4.3 儀器設備應列有「○○○年

度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

籤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獎補助採購品項，實地抽查財產桌上型主機

3140101-03276、405050303-25363 麥克風、3140307-03113 螢幕、

405303-11A189 喇叭、5010302-25-193E 話講桌、5010105-038 電

動銀幕、501010105-21401 投影機、3140308-15452~459 紅外線

攝影機、5010105-33199 監視主機、VR 遊戲設備

(3140101-032664~2669、3140103-01-0013~18、31403070320~25)、

學生用桌椅 s5100304-027021/6982/6997 未有不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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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

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 109 年度獎補助 20 件標案採購品項，查無不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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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 9 本 109 獎補助圖書財產號：抽查 M172170、M172172、

M172174、M172186、M172190、M172203、M172204、M172242、

M172243 已加蓋「109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 109.1.25 財產系統資料，未有不符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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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抽查 109 年度獎補助 20 件標案採購品項，查核 109 年 1 月 25

日財產系統資料，已登錄大項目之細項廠牌規格、型號及校產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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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項目。 

財產之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規範訂於本校「財物管理

辦法」 (109.6.4 董事會議通過) 第四章，移轉與借用列於 33~34

條，報廢與遺失列於第 28~32、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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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行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俱依財物管理辦法。 

■缺失 

     財物登錄分類號宜以實物品項分類，多項財產及物品應

檢核其分類號，既有之分類應循編列，年限須不少於中央

財物標準分類之使用年限，如為自訂分類號應作成紀錄。

   有關軟體(模組)雖目前無 6002 開頭之分類編號，而使用

5200101-109 編碼，仍應依據「電腦軟體分類編號、依據最

低使用年限及殘值參考表」，最低使用年限應為授權期限。

查核如下： 

1. 財物登錄分類號宜以實物品項分類，經抽查 17 項財物原

登錄年限少於中央財物標準分類使用年限，已修正符合使

用年限。3100606-282~5 電子天平及多項物品如手寫板、扣

診槌、推車等宜重新檢視分類號。5010802-01-24~45-推車其

耐用年限 3 年，5010802-01 無此分類號，參照 5010307-41

推車，則為 5 年。3200101-32-58~62-扣診槌，耐用年限 2 年，

3200101 無此分類號，參照 3110201-19 扣診器，則為 3 年。

2. 電腦軟體及系統編碼應依據「電腦軟體分類編號、依據最

低使用年限及殘值參考表」編碼，31401040-16「MyJT 線上

課程與管理平台」，31401040-19「VR 遊戲製作-送行者-禮

儀師的樂章」，5200101-109-7「數位學習平台-磨課師模組」，

分類號應依據電腦軟體分類編號。MyJT 為永久授權，年限

應依「電腦軟體分類編號、依據最低使用年限及殘值參考

表」編列。 

 

1.本案採購品名為「電子

天秤」，因當初查詢財

產分類編號時，未有「電

子天秤」或「天秤」的

項目，是故先

以.3100606-28 進行編

碼，「輸液加壓器」，

因當初查詢財產分類編

號時，未有「輸液加壓

器」的項目，是故先以

3110304-14，將加強與請

購單位確認請購項目屬

性，避免分類號錯置情

事。另分類號重新檢視

部分，後續將再進行檢

核，使用正確且較符合

財產/物品性質的分類

編號。 

2.經查校內有關模組，目

前無一致的分類編號，

後續就軟體模組相關採

購，將採 5200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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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碼方式進行。

3140104016「MyJT 線上

課程與管理平台」，因

已進行折舊，目前無法

變更分類編號，且先行

校內財產系統，並無

6002 開頭之分類編號。

後續有關耐用年限部

分，將依據委員意見「電

腦軟體分類編號、依據

最低使用年限及殘值參

考表」，最低使用年限

應為授權期限。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

失相關記錄應予完備 
未有不符合。 

經查 109 年度財產移轉、報廢留存電子紀錄，無借用、遺失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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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不符合。 

經查本校訂「財產(物品)盤點規則」經 106.2.16 行政會議董事

會通過。 

   

6.2財產盤點制度實施應與學校

規定相符 
未有不符合。 

經查 108 學年度(109 年度)已依規則辦理盤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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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財產盤點相關記錄應予完備 未有不符合。 

經查 108 學年度(109 年度)盤點已留存紀錄。 

   

 
 
【第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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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2 日 

 4.專責

小組之組

成辦法、成

員及運作

情形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

各科系自行推舉產生 應外科前任教師代表為 107 年 9 月就任，任

期應至 109 年 8 月，於 108 年 8 月卸任。該

教師代表尚在職，未屆滿 2 年任期即行更換，

不符合設置辦法第 2 條。 

已改善。 
經查自 109 年期間，教師代表 2 位任期未滿

2 年即更換。更換者為護理科教師代表及幼

兒保育科代表，乃因為該科之委員會代表及

擔任科主任而更換，各科推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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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專責小組幼保科教師代表出席 4
次，少於 6 次  。(11×1/2=5.5)   
 

■改善中 

109 年度教師代表應外科教師代表出席 1

次，少於 5 次 。(11×1/2=5.5) 

本校「教育部獎補助本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

小組設置辦法」已經 109 年 12 月 15 日行政

會議修訂委員組成條文，將持續追蹤委員出

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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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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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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經常門之執行與原計畫，差異超過

20%有 2 分項為升等送審(23.08%)與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鐘點費(‐21.25%)。 
 
 

■未改善 

109 年度經常門案件執行與修正版支用計畫

書差異幅度超過 20%有 3 分項，較 108 年度

增加一分項，差異幅度亦增加。 

差異超

過2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提高專

任教師

薪資 
  +20.87%    

推動實

務教學
      +21.83% 

研習        ‐41.15% 
著作  ‐       
進修  ‐23.62% +23.45%    
升等送

審 
‐40.50% ‐66.67% 23.08%  +33.33% 

外聘社

團指導

教師 
    ‐21.25%  

      經常門經費支用，應建立檢核機制，

定期管考執行進度。 

   

  【建議】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成果繳交應配合獎勵

補助款，訂定繳交期限，以利管考及查核。

■未改善 

1. 109 年度教師研習計 39 案(/161 案)，1 案未

提出申請單，2 案 110 年方提出申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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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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推動實務教學 17 案(1 案逾 1 月提出報

告)、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 2 案，教師申請校

內創新教學補助 1 案、研究 32(1 案逾 1 月提

出報告)案、教師研習 195(11 案逾 1 月提出報

告)案，教師進修 2 案，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3
案、教師自辦研習案 2 案、行政自辦研習 3
案、行政人員研習 76(17 案逾 1 月提出報告)
案，抽查無不符合項目。 

研習案，自辦研習案(/3 案)查核日前未提交

成果報告。行政人員業務研習計 25 案(/65

案)3 案未提出申請單，6 案查核日前未提

交成果報告。自辦研習#5，1 案(/5 案)查核

日前未提交成果報告。查核日前未提交成

果報告。 

    獎勵補助各類經常門案件之申請、執行應

符合依據辦法，成果繳交應配合年度獎勵補

助款執行，訂定繳交期限。 

 

 
 2.請採

購程序及

實施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

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抽查 108 年度單槍投影機規格與採購單價

28,000 元(NEC PE523X)，高於臺銀聯合採購標

LP5‐107052 組 1 項 5  (NEC  PE523X)  契約單價

19,100 元。 

已改善。 

抽查 109 年採購品項，表 18#5「電動銀幕」、

表 11#28「桌上型電腦(1)」、表 11#33「投影

機」為採共同供應契約。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

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建議】 
該項目規格含「得標廠商於保固期內需每週

至現場檢測一次」，可能增加採購單價，但此

規格是否符合法令無限制參標廠商，仍須考

量。 

已改善。 

期末抽查 20 案，未有「得標廠商於保固期內

需每週至現場檢測一次」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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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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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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 
1.經查採購項目(含備品)執行與核定支用計

畫書差異超過 20%，108 年度有 23 品項。

差異 20%(含)~30%，22 品項； 40%(含)以

上，1 品項。 

2.經查差異 40%品項，表 1#28 電腦教室印表

機 II，編列單價 10 萬元，採購單價 52,135

元，為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經查台銀聯合

採購標 LP5-108004 組 1 項 17 ：A3 印表機

HP M806dn，契約單價 52,656 元，LP-107002

組 1 項 15：A3 印表機 HP M806dn，契約單

價 52,135 元。 

3. 預計採購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

超過 2 個月(不含)以上項目計附表 11 有 5

項，備列 15 項。 

 

已改善 

1.採購案件之執行與核定支用計畫書差異超

過 20%，計 106 年有 49 項，107 年 70 項，

108 年 23 項，109 年度有 18 品項。 

2.差異幅度 40%以上， 106 年 7 項，107 年 8

項，108 年 1 項，109 年度為 0。如下表： 

差異超過20%品

項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表11教學及研

究設備 
41  44  11  8 

表12圖書自動

化備 
0  4  0  0 

表14學輔相關

設備 
4  4  3  0 

表15永續校園

綠化續校園綠

化 
1  2  1  2 

表17學輔相關

物品 
  2  4  3 

表18改善教學

相關物品 
3  11  4  4 

表19經常門經

費需求電子資

料庫／軟體明

細表 

      1 

品項數總計  49  70  23  18 
差異40%以上  7  8  1  0 

      各單位提出採購品項(預估)進行詢價

與實際執行採購，時間超過半年以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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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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產品停產，因而修正規格貨品項，或

產生較大價差。應評估修正版支用計畫提

報時程是否在廠商報價單有效時間內。預

計採購月份(即預估之驗收完成月份)，與實

際執行採購進度應建立機制管控，以符合

需求單位使用時程。 

   2.經、資

門歸類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規章執行 
經查 108 年度 9 項財物原登錄年限少於中央

財物標準分類使用年限，已完成修正。 

■未改善 

經抽查 109 年度財產及物品，17 項財物原登

錄年限少於中央財物標準分類使用年限，查

核後已經修正。多項財物分類號宜重新檢

視，且並分類號宜以實物品項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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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 

【第伍部分】109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版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  回覆 回覆意見  實際改善情形 

109
年度

修正

版審

查意

見 

2.「推動實務教學」、「研究」及「研習」合計

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44.32%，有助提升教師

教學及研發潛能，惟計畫執行過程宜加強追

蹤執行成果，並建議將產學合作、實務研究

轉化為教材，以推動教師優化表現及鼓勵進

行多元升等。 

■已

改善

 

感謝委員建議。 
推動實務教學包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創新教學、獎勵及補助教師指導學生參與競

賽、獎勵教學優良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競賽

成績優良教師(教材教具製作競賽)等項目。其

中「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為教師針對任

教課程所設計之教材教具，設計成果皆應用

在實務教學現場；「創新教學」為教師針對任

教課程所設計之創新教學方法，每學期期末

皆舉辦成果發表會，展現實際執行成效；教

材教具競賽部分亦舉辦成果觀摩會，供教師

彼此交流成長；「研究」部分，教師申請時需

提供歷年執行校內專題研究計畫之發表成果

且需參加當年度校內舉辦之口頭發表研討

會；教師參與各項專業「研習」後，亦需繳

交心得報告，以追蹤其成果及成效。 
另外，在教學實務研究方面，107 及 108  年

度計畫成果中，已有相關教材產生並於授課

過程中使用，例如生理學線上課程。在 108  年

度的產學合作計畫案中，其中「醫護生理學

■已改善 
1.抽查 109 年度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創新教學案件均有成

果。 
2.109 年度已有教師提出多元

升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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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109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版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  回覆 回覆意見  實際改善情形 

實驗手冊開發編製行銷計畫」計畫案與廠商

共同開發所產出之成果—「醫護生理學實驗

手冊」(ISBN：9789861945200)也直接使用在

護理科五專二年級生理學實驗課程中。本校

對上述各項目皆有定期 
追蹤執行進度，教師於期末亦需繳交各案執

行成果，教師可累積各項成果做為教學精進

之具體績效，做為個人多元升等之重要教學

成果。 

 

3.依【附表 11】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所示，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購置金額合計

2,765,800 元，約占該項 16.56%，採購金額相

當可觀。宜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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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1)
款第 8 目規定，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並視狀況進行統籌採購，以取得對學校最有

利之價格，有效提升採購作業效率。 

■已

改善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已有參照臺灣銀行聯合

採購標準進行請(採)購事宜，除此之外，本校

也會依各設備性質予以分類，經送校長核定

後，由總務處事務組以不同性質方式進行統

籌採購。 

已改善。 
抽查 109 年採購品項，表 18#5
「電動銀幕」、表 11#28「桌上

型電腦(1)」、表 11#33「投影機」

為採共同供應契約。 

 

4.【附表 11】優先序#13 擬採購「MyJT 線上

課程與管理平台」1 套 99,000 元，規格說明

僅提及「MyJT＜ALC 入門日本語（下）＞線上

課程與管理平台，500 人」，宜提供授權使用

■已

改善

 

感謝委員建議，補充說明該線上課程為永久

授權。 
已改善。 
查「MyJT線上課程與管理平台」

財產規格為(財編 3140104016)
為永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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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109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版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  回覆 回覆意見  實際改善情形 

年限，以確認經、資門歸類是否符合「財物

標準分類」相關規定。 

 

5.部分項目「預計採購月份」之規劃有跨月份

的狀況，如 4～6 月、5～6 月、7～8 月，部

分甚至橫跨整個季度（8～12 月），恐無法落

實進度控管成效，宜重新安排合宜之採購月

份，並避免集中於年底核銷經費。 

 
▓改

善中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將遵照委員意見，謹慎

規劃合宜之採購月份並提前開放請購作業，

以降低經費於年底核銷之情形。 

▓未改善 

預計採購月份(即預估之驗收

完成月份)，正列品項為 8 月以

前。經查正列採購項目，表

11#1-e 化講桌(1)、表 11#28-桌

上型電腦(1)、表 11#30-兒童劇

場燈光控制器含燈、表 11#33-

投影機(1)、表 11#34-個人電腦

(2)、表 11#48-VR 遊戲製作-送

行者-禮儀師的樂章、表 18#5

電動銀幕、表 18#7 遺體化妝用

品組盒，而驗收為 11 月及 12

月。 

 

 

6.支用計畫書 p.71 有關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

之說明，主要呈現各支用項目及各單位分配

比率，欠缺學校所研擬之具體分配原則，資

本門分配至各系所經費所依據之原則或核配

公式宜更明確。建議學校在教育部規範之比

率及原則下，凝聚共識予以具體規範，以作

▓改

善中 
 

本校資本門分配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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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

分配要點」辦理。經費核配架構=全校性教學

研究圖儀設備分配款(50  ±  5％)+教學(學術)
單位分配款(40±5％)+重點發展分配款(10±5

已改善。 
110 年度分配原則已列於專責

小組第九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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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109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版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  回覆 回覆意見  實際改善情形 

為學校各單位統一遵循之依據。  ％)，詳如附件一，核算後之比例及金額，經

由整體發展經費審議專責小組審查通過後，

核配予各科及處室(中心)。 

 

7.【附表 4】顯示仍有部分辦學特色之實際執

行成效未達預期，學校雖已說明未達預期之

原因分析，惟仍宜持續規劃及追蹤以落實

PDCA 循環改善。另建議學校除事前擬定妥適

可行之質、量化預期目標外，在計畫執行過

程中加強管控作業，以確保達成預期目標。 

▓改

善中 
 

1.  前一學年度未達預期之指標：建立追蹤

表，參考計畫執行單位原因分析，次學年度

進行改善追蹤。 
2.  可行之質、量化預期目標管控：本校依據

校務發展目標訂定相關指標予以列管，選擇

重點作為 KPI。現行每一學期進行管考，擬由

計畫執行單位提出管考點，建立管考期程及

落後追蹤。 

辦學特色之實際執行成效未達

預期，列入 110 學年度追蹤。 
 

 

8.【附表 4】部分項目未達成原預期目標之理

由為「經費不足」，由於計畫之預期成效於規

劃時即應考量預算投入，學校說明似凸顯出

相關規劃之不甚嚴謹。 

▓改

善中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將記取本次未達成之經

驗，未來在規劃時將一併考量計畫可行性與

完整性。 

辦學特色之實際執行成效未達

預期，列入 110 學年度追蹤。 

 

9.【附表 5】部分計畫預期實施成效之擬定，

有不甚周延之處，宜落實規劃以利後續追蹤

執行成果，例如： 
(1)「B1 建立優質教學環境」－「B14 提升校

園資訊環境方案」計畫，預計投入獎勵補助

款資本門 3,522,500 元、經常門 1,085,000 元，

所列預期成效中之「汰換電腦教室 1 間、改

▓改

善中 
 

感謝委員意見。 
(1)本次經常門費用將購入微軟授權軟體預計

供 109  學年度全校資訊相關課程使用約 21 
班，資本門設備除改善及提升關渡校園現有

電腦教學設備提升教學品質外，亦提供各科

資訊課程，如資訊素養、資訊科技、餐飲管

理資訊應用及創意多媒體等共計約 12  班

預期成效規劃，列入 110 學年

度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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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分】109 年度支用計畫書修正版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  回覆 回覆意見  實際改善情形 

善電腦教室教學設備 2 間」屬於工作內容，

並非量化預期成效。建議強化經費運用後所

產出之教學特色及量化表現，如證照取得、

競賽成果、產學合作、就業領域與專業鏈結、

教師升等成果等。 
(2)「E5 提升行政服務效能」－「E52 提高現

職專任教師薪資」計畫，預期量化成效為「提

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欠缺「量化」意涵。

600  人次使用，未來更可提供本校 AIMA  人

工智慧中心協助各科推動專業科目資訊化與

數位化朝向跨領域合作及結合 AI 人工智慧之

相關應用，以提升學生與未來就業領域的鏈

結。電腦教室閒置時，則開放同學們課後學

習、考取證照之用，並與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金會、TOEFL  與 GRE  考場辦理產學合作，

預計 109  學年輔導考取資訊類別證照至少

200  人次以上，辦理考場業務至少 50  場次

約 250  人次。 
(2)「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計畫，預計支

付 63  位教師學術津貼加給，以提高現職專

任教師薪資。 
 

 

【第陸部分】 
【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特色

效益

1.學校 104～106 年度學生人數分別為 4,316
人、4,330 人、4,381 人；全校新生註冊率依序

  不需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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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與自

我改

善 

為 94.42%、97.58%、97.26%，顯示在少子女化

衝擊下，學校整體招生狀況尚能維持穩定。 

特色

效益

與自

我改

善 

2.107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經費運用，主要投入

於數位及實務教學研究設備、改善圖書館閱覽

環境及豐富館藏，合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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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4)款所訂使用原則。 

  不需回覆   

特色

效益

與自

我改

善 

3.105～107 年度「新聘專任教師薪資」支用金

額逐年增加，分別為 2,802,186 元、2,921,860
元、3,358,684 元，學校係以「高階師資占比

自 105 學年度  的 48.7%提升至 107 學年度  的

52%」呈現其獎助成果。有關獎勵補助經費運

用於改善師資結構之具體效益，建議可分析近

三年各職級教師異動情形，進而提出成長績

效。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建議。 
本校教師異動(新聘)情形為 105  學年 9 
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3  位、講師 6  位)、
106  學年 6 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1  位、

講師 5  位)  、107 學年新聘教師 5  位(講
師 5  位)，按「新聘專任教師薪資」補助

對像係指自起聘日計算，3  年內均屬新

聘，本校 105  年度補助教師 4  位(皆助理

教授職級)、106  年度持續補助 3  位及新

增補助 1  位(皆助理教授職級)、107  年度

持續補助 3  位及新增補助 2  位(助理教授

職級 1  位及講師級專業技術教師 1  位)。
107  年 1  月 1 日配合政府調整全國軍公

教人員待遇政策，本校全面提升教師工作

已改善 
107、108、109 學年度(近三

年)各職級教師異動如下： 
教  授：4；4；4。 
副  教  授：11；10；12。 
助理教授：40；41；39。 
講  師：58；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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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待遇，調增各級教師薪資，及因應教育部

技職教育政策強化專業及技術教師比

率，故至 107  年度補助專任新聘教師薪

資支用額度提高並新增補助專業技術教

師，同時本校補助仍以高階師資為主，維

持達 50%的師資結構，穩定本校師資質

量。 

特色

效益

與自

我改

善 

4.105～107 年度獎助「研究」執行金額約占經

常門經費五分之一強，依序分別為 2,563,400
元（22.59%）、2,676,000 元（21.74%）、2,999,000
元（18.26%），顯示相關獎助措施之推動尚稱

良好。學校宜具體說明研究獎助所衍生之「經

濟利益」或成效，並提供近三年執行成果資

料，以利評估實質獎助成效。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肯定，本校為強化教師研究能量

及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歷年均分配一定比

例供教師進行研究，以配合校務目標二、

教師與教學面：「卓越教學品質與精進實

務課程，建立教師多元升等管道」及校務

目標三、產學與國際化面：「結合關係機

構與在地產業資源，加強產學及國際合作

交流」之校務發展目標。 
研究案投入經費也在相關成果亦有成

效，儘管至 105 年起獎勵補助經費不再補

助教師著作刊登及發表致件數有所縮

減，但校內為鼓勵教師踴躍於國際發表，

仍以校內款支應教師著作刊登及發表獎

勵金；另外在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方面，

已改善 
近三年研究成果(論文發

表)106(103 篇)、107(140
篇)、108(145 篇)年度，如下； 
國內期刊：3；18；16。 
國外期刊：30；35；49。 
國內研討會：44；42；38。 
國外研討會：26；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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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申請案數雖然成長緩慢，但以簽約金額來

看學校近三年也多有成長，更衍生校內專

利技轉案的促成；研究案投入的種子也在

科技部相關補助研究中得到豐碩果實。 

特色

效益

與自

我改

善 

5.有關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於「升等送審」之具體

效益，建議可統計近三年各職級教師之升等申

請、通過人數及升等方式，以利分析執行成效。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 
本校送審通過率自 105 學年 80%成長至

107 學年為 100%，105 學年度通過 12 人

(80%)、106 學年度通過 7 人(100%)、107
學年度通過 8 人(100%)。其中高階師資(助
理教授以上)升等審查通過率，由 105 學

年之 67%(6 人通過 4 人)成長至 106 學年

100%(2 人通過 2 人)，107 年維持 100%(4
人通過 4 人)，將持續鼓勵教師升等，強

化師資量能。 

已改善 
106、107、108 學年度(近三

年)升等送審： 
學位升等通過(人) ：6；5；

4。 
著作升等通過(人) ：1；4；

3。 
升等通過率：100%；100%；

77.8%(審查中 2 人)。 
 

特色

效益

與自

我改

善 

6.經對照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5】107 年度經

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係以校務發展計

畫目標策略面向說明經費規劃並訂定預期成

效，與學校自評表所述內容無法直接勾稽對

應，難以評核經費支用計畫與實際執行成效之

達成情形。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將依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修正

本校自評表內容，感謝委員建議。 
▓改善中 
查 108 年度自評表，部分無

法勾稽校務目標面向。 

特色 7.學校自評表「經費運用效益綜合說明」，若能 ▓  已改善 將依校務發展目標修正本校自評表內 ▓  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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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效益

與自

我改

善 

對應校務發展目標，將更能呼應修正支用計畫

書「107 年度  各項經費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執行

內容及預期成效」，展現經費執行成果，讓修

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5】所訂預期成效之質、

量化指標，結合 PDCA 之管控機制，持續追蹤

改善所規劃經費之應用。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容，感謝委員建議。  查 108 年度自評表「經費運

用效益綜合說明」未對應

「107 年度  各項經費配合

校務發展計畫執行內容及

預期成效」。 

自我

改善

機制

與成

效 

1.經檢視 107 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之執行

追蹤，學校皆能逐一予以回應說明，除高齡服

務事業科及生命關懷事業科二專日間部招

生、業師協同教學、多元升等及證照輔導等需

時間投入之「改善中」事項外，其餘事項尚能

發揮立即改善效果。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 
1.  高齡服務事業科二專在職專班招生自

109 學年度起業經教育部核定停招，生命

關懷事業科於第三屆一年級在學人數為

31 人，學生人數逐年提升中。二專日間

部基於生源考量亦於 109 學年度起業經

教育部核定停招而改日間部五專招生。 
2.  各科積極執行業師協同教學課程，以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

與實作能力。 
3.  關於多元升等，本校於高教深耕計畫

中提出多元升等推動計畫，並成立多元升

等推動辦公室，修訂相關制度、綜整跨單

位工作，亦辦理說明會及 5 場研習活動，

升等績效待教師累積足夠教學具體成果

後應能逐漸展現。例護理科則有 5 位具講

已改善 
1. 高齡服務事業科二專在

職專班招生及生命關懷

事業科二專日間部(設
五專)自 109 學年度起業

經教育部核定停招。 
2. 業師協同教學、多元升

等級證照輔導均持續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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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師之教師進行教學實務升等準備，除辦理

多元升等之教師經驗分享 2 場外，這 5 位

講師，每人每年有 2 次專家諮詢的機會，

期盼透過輔導激勵教師升等邁進。高服科

現況今年 1 位獲得博士學位講師以學位

升等，另 1 位獲得博士學位講師也將以博

士學位升等。 
4.  證照輔導上，各科分別於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中皆有提出相關證照輔導計畫。幼

保科申請輔導幼兒運動遊戲 C 級指導

員、幼兒安全急救及寶寶瑜珈等證照，並

開設輔導保母技術士證照課程，幫助學生

取得證照，107 學年度共計輔導學生取得

362 張證照。應外科則已提出二個子計畫

來開設英檢證照加強班，以加強學生證照

之取得，且其中一個子計畫乃開放給全校

學生參加，亦協助辦理校園多益考試，且

亦另外協助學生參加校外的 BULATS 考

試。此外，本科的專業課程也安排了「英

語測驗與解析」來輔導學生考照，並協助

通識中心開設選修的「英語測驗與解析」

來供全校學生選修。又，本科每年持續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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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置英日語線上自學及測驗軟體，並要求本

科各專業課程搭配線上課程來進行測驗

與練習，以多管齊下的方式來協助提升學

生之考照能力。 

自我

改善

機制

與成

效 

2.經檢視前一年度執行績效書面審查意見之執

行追蹤，其改善情形自我檢核顯示，大部分事

項仍屬「改善中」，諸如強化訪價機制、儘早

進行請採購作業、提高專責小組會議出席率、

詳加說明經費運用之具體產出效益與特色…

等審查意見仍未見充分改善，學校內部稽核宜

積極追蹤其改善效益，以落實稽核監督功能。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為提高內部稽核宜積極追蹤效益，已

自 107 年度稽核報告增列【第五部分】審

查意見改善情形(詳見學校自評表附件

04：X‐60~‐64)，以追蹤實際改善情形。 
2.  請詳見附件 2‐1：學校自評表 P41 意見

2 之回覆及 P53 第三段。 

已改善 
109年度期末稽核報告已經

增加書面審查意見之執行

追蹤於【第陸部分】。 

自我

改善

機制

與成

效 

3.有關「宜落實『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第 4 條第

3 款所訂任務，檢討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情

形，以作為日後作業改善評估依據」之意見，

並未見學校明確予以回應。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專責小組會議上皆會報告學校各科、室的

請購率，執行率及核銷率，除了以上資

料，亦會以校務基本資料庫的修正次數作

為本校「獎補助經費分配要點」績效指標

的數據來源，以供來年核配經費之依據。

▓改善中 
查 109 年度專責小組會議

持續追蹤當年度資本門執

行進度。應對經常門也進行

執行進度之進度規劃與管

考。 

自我

改善

機制

與成

4.建議列表呈現經常門各項支出所對應之近三

年目標達成情形，並檢討其改善程度及結果

未如預期之原因，以利評估使用效益及擬定

未來經費運用策略之參考。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將更準確規劃執行經

費。 
近三年目標達成情形，詳見自評表附表 2。
107 年度「推動實務教學」預算使用未如

▓改善中 
查核近三年年度支用計畫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預估

案次與實際執行案次，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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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效  預期，因首年執行「創新教學補助辦法」，

教師創新學申請案送外審通過率不如預

期，故經費流用至「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

資」。107 年已舉辦二場創新教學成果發

表會，分享教師成功經驗，未來應能提升

教師獎補助經費使用效益。 

教學達成率提高，但研習則

下降。 
109 年度 

1.新聘教師薪資： 

預估 3 案(1,734,000 元) 

執行 5 案(1,711,299 元) 

達成率 98.69% 
2.提高現職教師薪資 

預估 63 案(1,287,000 元) 

執行 65 案(1,287,000 元) 

達成率 100% 
3.推動實務教學 

預估 220 案(3,140,000 元) 

執行 265 案(4,262,748 元) 

達成率 135.76% 
4.研究 

預估 27 案(3,363,000 元) 

執行 27 案(3,363,00 元) 

達成率 100% 

5.研習 

預估 168 案(1,498,400 元) 

執行 164 案(881,7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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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達成率 58.85% 
6.進修 

預估 11 案(555,000 元) 

執行 11 案(466,336 元) 

達成率 84.02% 
7.升等送審 

預估 8 案(54,000 元) 

執行 9 案(72,000 元) 

達成率 133.33% 
108 年度 

1.新聘教師薪資： 

預估 5 案(3,113,982 元) 

執行 5 案(3,212,425 元) 

達成率 103.16% 
2.提高現職教師薪資 

預估 57 案(1,168,000 元) 

執行 58 案(1,168,000 元) 

達成率 100% 
3.推動實務教學 

預估 171 案(4,476,000 元) 

執行 198 案(4,020,228 元) 

達成率 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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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4.研究 

預估 31 案(2,988,000 元) 

執行 32 案(2,988,00 元) 

達成率 100% 

5.研習 

預估 160 案(1,577,400 元) 

執行 197 案(1,884,660 元) 

達成率 119.48% 
6.進修 

預估 14 案(345,000 元) 

執行 14 案(383,069 元) 

達成率 110.03% 
7.升等送審 

預估 7 案(52,000 元) 

執行 7 案(64,000 元) 

達成率 123.08% 
107 年度 

1.新聘教師薪資： 

預估 4 案(2,953,335 元) 

執行 5 案(3,358,684 元) 

達成率 113.73% 
2.提高現職教師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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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預估 96 案(1,480,000 元) 

執行 77 案(1,788,945 元) 

達成率 120.87% 
3 編纂教材 

預估 16 案(702,295 元) 

執行 17 案(702,295 元) 

達成率 100% 
4.製作教具 

預估 8 案(388,020 元) 

執行 9 案(388,020 元) 

達成率 100% 
5.推動實務教學 

預估 126 案(2,432,430 元) 

執行 142 案(1,948,640 元) 

達成率 80.11% 
6.研究 

預估 29 案(2,999,000 元) 

執行 29 案(2,999,000 元) 

達成率 100% 
7.研習 

預估 150 案(1,800,000 元) 

執行 177 案(1,714,06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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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達成率 95.23% 
8.進修 

預估 12 案(480,000 元) 

執行 11 案(367,429 元) 

達成率 76.55% 
9.升等送審 

預估 2 案(48,000 元) 

執行 2 案(16,000 元) 

達成率 33.33% 

自我

改善

機制

與成

效 

5.針對 107 年度執行結果仍待追蹤改善之處，學

校宜持續精進自主管理，並配合內部稽核之運

作，落實各單位在獎勵補助經費運用上之自我

改善機制，以期更周延且有效地運用相關經費

與資源。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委員意見為自主管理，落實自我改善

機制，內稽是配合。 
2.  為提高內部稽核宜積極追蹤效益，已

自 107 年度稽核報告增列【第五部分】審

查意見改善情形，請詳見：學校自評表附

件 04：X‐60~‐64)，以追蹤實際改善情形。

3.  請詳見附件 2‐1：學校自評表 P41 意見

2 之回覆及 P53 第三段。 

已改善 
109年度期末稽核報告已經

增加書面審查意見之執行

追蹤於【第陸部分】。 

經費

規劃

與支

用 

1.經抽查專責小組運作相關資料，每次會議皆有

約 6～7 人請假，如幼兒保育科主任於所附 8 次

會議中有 6 次請假；學務主任有 4 次委託他人

代理、2 次請假；另有多位教師代表請假 3～4
次以上。學校宜再鼓勵委員踴躍出席專責小組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專責會議為定期會議並於

學期前即列入學校行事曆，每次開會前亦

會以開會通知單、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代表

出席，但委員仍因課程時間安排、校外帶

實習或參與校內、外活動等因素，造成出

已改善 
查 109學年度僅 1位委員出

席低於 50%。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61 
 

【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會議，並參與討論；另當然委員若無法出席，

可由其職務代理人代表，以維其責任與權利，

惟亦不宜過於頻繁。 

席率不佳，如前述，本校擬訂以下方案以

改善未來出席率： 
1.  於學期開始前將委員名單寄送課務

組，以調整委員上課時段。 
2.  無法出席之當然委員務必請代理人員

出席，並慎選代理人，避免「球員兼裁判」。

3.  因應二校區奔波,  未來擬以視訊會議

方式，提高委員參與度。 

經費

規劃

與支

用 

2.107 年 9 月 12 日專責小組會議簽到表顯示，

應用外語科主任係由內部稽核工作小組高委員

代理出席，以致兩者成員於該次會議時重疊，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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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1)款第 3 目之精

神不盡相符。有關當然委員之代理出席機制，

除宜留意是否具備職務上之法定代理關係外，

亦宜確認是否有「球員兼裁判」情形。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將更注意代理委員代

理出席專責會議情形。 
已改善 
查 109 年度專責小組無內

稽工作小組成員代理出席。 

經費

規劃

與支

用 

3.專責小組會議運作資料雖多，惟大部分為相關

附件列表，紀錄中之各案由多僅列示說明及決

議「通過」，少有實質討論內容。宜鼓勵委員踴

躍表示意見，以彰顯專責小組成員參與之普遍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專責相關之議案於會議中

皆經委員們熱列討論並達成共識決，討論

內容亦於 108 年度增列於紀錄決議事項

中。 

已改善 
查 109 年度專責小組會議

已納入委員討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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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性與積極性，俾落實其審議功能。 

經費

規劃

與支

用 

4.「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業已更名為「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學校內部控制制度相關作業

程序內容，宜適時配合更新。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本書面自評報告為 108 年 3 月提交，

所檢附之資料為受查(107)年度之內部控

制度。 
2.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教育部臺教會

（三）字第 1070217977B 號令修正為「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並自 108 年 1 月 1 日生效。 
3.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於教育部法規修正

時，即已提出修正，因須完成行政程序，

故無法於提報書面自評報告時完成，但現

已完成修正。108.06.20 第 5 屆馬偕學校

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7 次會議】通過內控制

度第七版，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

及記錄(P‐290‐A10)已完成法規依據之修

正。 
4.  詳見附件 2‐2。 

已改善 
查內部控制制度已更新。 

經費

規劃

與支

5.執行清冊【附件一】優先序#52、81、94、116、

備 5、備 29、備 30、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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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已確定該執行清冊【附件一】優先序#52、

81、94、116、備 5、備 29、備 30、備 35
等八個項目仍列於資本門項下，列屬財

已改善 
查 109 年度未有預估單價

在 1 萬元以上，實際採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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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用  上，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第 8 點第(4)款第 3 目規定（自 107 年 12
月 22 日起修正為「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7 點第(1)款），仍置於

資本門項下。 

□其他  產。  價未達 1 萬元品項。 

經費

規劃

與支

用 

6.前述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惟部分項目之原預

估單價與實際價格差異高達 3～4 成以上，例

如：優先序#81「電動銀幕(2)」預估單價編列

18,800 元，實際採購價格 9,800 元，僅約原預算

64.44%。建議學校仍宜檢視原預估單價之合理

性，以期相關經費能合理編列與執行，並符合

「財物標準分類」之實質意涵。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本校現有同性質採購品項如電腦設備、E
化設備等皆安排合併採購，若採購金額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時，均依本校「採購

辦法」及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有助於壓

低最終採購價格，爭取更有利之採購條

件。 

■改善中 
1.採購案件之執行與核定

支用計畫書差異超過

20%，計 106 年有 49 項，

107 年 70 項，108 年 23

項，109 年度有 18 品項。 

2.差異幅度 40%以上， 106

年 7 項，107 年 8 項，108

年 1 項，109 年度為 0。 

   109 年相較前二年，差異

品項差異幅度降低。 
經費

規劃

與支

用 

8.經檢視 108 年 1 月 17 日、2 月 20 日內部稽核

工作小組會議紀錄，其簽到表欄位宜依出席委

員、列席人員分列清楚，以免造成與專責小組

成員（如校長、副校長等）重疊之誤解。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本書面自評報告為 108 年 3 月提交，

所檢附之資料為受查第一次及第二次之

會議紀錄簽名單。 
2.  檢附本校內稽工作小組 107 學年度第

三次會議紀錄簽到表(108.7.17)之欄位業

已改善 
自組 107 學年度第三次會

議紀錄簽到表(108.7.17)之
欄位業已依出席委員、列席

人員分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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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已依出席委員、列席人員分列清楚。 
3.  請詳見附件 2‐3。 

經費

規劃

與支

用 

8 由於案號 ME107077_A077「桌上型電腦及雷射

印表機」採購案，其得標廠商無法依約定日期履

約，學校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以馬專技字第

1070009746 號函提出展延申請： 
(1)  學校報部辦理展延日期為 107 年 12 月 27 日，

超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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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7)款規定之「11 月

30 日前」。 
(2)  經教育部函請（臺教技(三)字第 1070230148、

1080012342 號函）學校進行 2 次補充說明後，教

育部於 108 年 3 月 4 日以臺教技(三)字第

1080029703 號函回覆：「學校未經報部核備，即

逕行同意廠商展延履約日期至 108 年 1 月 31 日，

與本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

期程不符…廠商未先評估是否能依履約日期提供

履約標的即進行投標，得標後表示無法依約定日

期履約，學校並同意展延，顯與前開規定不符。

爰本案資本門採購建請貴校以自籌款支應」，學校

已改以自籌款支應所需費用。 
(3)  該案部分採購項目係於 108 年 1 月 23 日、108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本採購案為ME107077_A077桌上型電腦

壹批及雷射印表機壹台採購案，茲說明本

案辦理期程如下： 
(1)  招標期程說明 
A.  第一次開標日期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20
日 13：00，本案屬公告金額以上級距，第

一次公告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才能開

標，當天開標投標廠商未達三家，主持人

當場宣布流標。 
B.  第二次開標日期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27
日 13：30，得標廠商為伸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  履約期限說明：本案原定履約期限為

107 年 12 月 20 日。 
(3)  展延履約期限說明：本案經得標廠商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來函申請展延，業經校內

專責會議審議通過後，展延後履約期限為

108 年 01 月 31 日。 
(4)  廠商是否涉及違約事項及處理： 
A.  本案得標廠商申請展延理由，為上游廠

已改善 
查 109 年如期完成結報，未

有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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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年 1 月 24 日驗收，並於 108 年 1 月 31 日付款，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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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7)款及第(8)款規定不

盡相符，其以自籌款支應之 1,603,000 元，能否計

入 107 年度自籌款額度計算，有待進一步釐清確

認。 
(4)  該案付款證明僅見 1,603,000 元之支票，未檢

附「雷射印表機」71,600 元之付款證明，以為完

整說明。 

商料件(CPU)供應數量短缺，無法如期履約。

B.  本校審視該展延理由，符合契約第七條

第五項第 1 款第 7 目(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

之情形，經機關認定者)，因此認定廠商無

涉及違約事項。 
(5)  驗收日期說明：本案驗收日期為 108 年

01 月 24 日。 
(6)  本案相關資料詳見附件 2‐4。 
2.  依教育部 108 年 03 月 04 日臺教技(三)
字第 1080029703 號函所示，該採購案列於

自籌款支應，詳見附件 2‐5。 
3.  感謝委員，未來將更加仔細核對檢附資

料 

經費

規劃

與支

用 

9.學校已於 108 年 3 月 4 日以馬專技字第

1080001327 號函，將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

行資料備文報部，相關資料並公告於學校技術

合作處「教育部獎補助專區」資訊專區，網址：

http://ftp.mkc.edu.tw/mkcotc/tconews107.htm。

  不需回覆   

獎助

案件

執行

1.經常門獎助教師相關辦法仍有修訂及商榷空

間，有待學校整體檢視並作必要之調整。例如：

107 年 8 月 21 日修訂版「教師研習辦法」第 4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教師從事研究著作並發表，悉依本校獎助

(勵)教師研究計畫、著作發表及刊登辦

法，其中第二條、第四條及第七條針對發

▓未改善 
1.查本教師參與境外研習

並進行學術著作發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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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情形  條有關教師申請研習（討）活動補助，就參與

境外研習並進行學術著作發表之要求，針對是

否須以學校名義發表、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口頭發表或壁報發表…等皆未予以規範，另對

於論文接受函、研討會議程及申請時間…等，

亦欠缺明確說明。 

□其他  表及刊登形式、發表及刊登序位及具名方

式皆有規範，另有關教師申請程序部分，

參本辦法第五條，皆經學審會進行實質審

查，中包含論文接受函、研討會議程及申

請時間等皆會請申請人檢附完整後才予

以送學審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核定

補助金額後，始得申請之。 

研習費用補助，為依據本校

「獎助教師研習辦法」(109

年 12 月 29 日通過)。雖於第

5 條需發表案須進入學審會

及校教評會審查，但於條文

中未對發表案之申請進行

規範，也未敘明需。 

2.「獎助(勵)教師研究計

畫、著作發表及刊登辦法」

(109 年 12 月 29 日通過)，為

研究案補助及發表案之獎

勵金，對於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口頭發表或壁報發表

明定不同獎勵金，未規範是

否以獎助對象學校名義發

表。 
獎助

案件

執行

情形 

2.經抽查研究序號#28 專題計畫補助案，經 107
年 6 月 20 日校教評會核定補助 225,614 元，然

遲至 12 月 21、24 日方行報支「研究用特用藥

品」42,614 元及「通識教育中心研究耗材及代

工」183,000 元，似有年底消化預算之虞。有關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學校宜針對後續研究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因本案教師的研究材料由

國外進口，期間發生原料短缺情況，以致

影響到請購核銷日期，今後為更加嚴謹經

費採購程序，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改善中 
查 109 年度研究案之經費

執行進度，#5、#6、#12、

#25、#27 經費執行均於

11~12 月方動支。宜進行研

究計畫執行進度之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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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執行成效及時程嚴謹控管，並落實追蹤研究成

果，以發揮經費運用效益。 

獎助

案件

執行

情形 

3.經檢視 107 年 6 月 20 日校教評會會議紀錄，

第(6)項議案說明 107 年度共有 33 件校內專題研

究計畫申請案，經校外委員審查通過 29 件，通

過比率約為 87.88%。學校宜瞭解其審查通過情

形之合理性，並嚴謹把關通過率，以確保研究

產出成果之品質。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以落實公平公正之同

儕審查機制，建立嚴謹之研究計畫審查程

序。 
本校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程序為： 
1.  由科任任推派該研究主題六位評審委

員。 
2.  由校長排定外審順序。 
3.  每位教師研究皆請兩位評審委員審

查，兩位皆通過推薦後才得以進行會議審

議，其中若有一位不同意推薦同過則送第

三位委員審查，第三位審查委員若通過才

得以送校內委員審查。（照本校獎助(勵)
教師研究計畫、著作發表及刊登辦法第五

則條第一項第三款） 

已改善 
查 109 年度研究計畫申請

案之審查，確實經過 2~3 位

以上審查，學審會及校教評

會審議。 

獎助

案件

執行

情形 

4.107 年度經常門經費原編列「新聘專任教師薪

資」預算 2,953,335 元，實際支用 3,358,684 元，

執行超出 13.73%；「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預

算 1,480,000 元，實際支用 1,788,945 元，執行

超出 20.87%；「推動實務教學」預算 2,432,430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 
107 年度為首年執行「創新教學補助辦

法」，因「推動實務教學」之創新教學申

請案送外審通過率未達預期，導致經費流

用至「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未來將

▓改善中 

查 109 年度經常門經費案

件執行情形，差異超過 20%
有 3 分項為推動實務教學

(21.83%)、研習(‐41.15%)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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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元，實際支用 1,948,640 元，達成率約 80.11%，

經費流用金額不低，宜再加強事先規劃能力以

有效運用經費。 

加強事先規劃的準確性。並於 107 年已舉

辦二場創新教學成果發表會，分享教師成

功經驗，未來應能提升教師獎補助經費使

用效益，有效運用經費。 

升等送審(33.33%)。經常門

經費支用，應建立檢核機

制，定期管考執行進度。 

1.推動實務教學：執行

(3,825,375元)與預算

(3,140,000元)。 
2.  升等送審：執行(72,000

元)與預算(54,000元)。 
3.  研習：執行(881,739元)

與預算(1,498,400元)。 
獎助

案件

執行

情形 

5.獎助教師「進修」原規劃 480,000 元（2.92%），

實際支用 367,429 元（2.24%），達成率約

76.55%；「升等送審」原規劃 48,000 元（0.29%），

實際支用 16,000 元（0.10%），達成率僅約

33.33%。經常門經費除挹注於「新聘專任教師

薪資」及「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外，學校

宜計畫性思考整體師資素質之提升策略，以協

助現有教師專業成長。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 
1.  進修項目中 2位教師(林龍溢及吳昭漢)
因故休學，以致整體執行經費未達原規劃

金額。 
2.  獎助勵教師升等項目中，原預估 107
年將有 4 位教師升等，後有 2 位教師未通

過校內門檻標準，故審查費未完全使用

(實際執行 2 位外審審查)。未來將持續鼓

勵教師專業成長，以協助整體師資素質之

提升。 

已改善 
查 109 年度獎助教師「進

修」原規劃 555,000 元

（3.07%），實際支用

466,336 元（2.6%），達成率

約 84.02%；「升等送審」原

規劃 54,000 元（0.30%），

實際支用 72,000 元

（0.40%），達成率 133.33%。 

獎助

案件

6.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規定，專業

及技術教師每任教滿 6 年，應至合作機構或與

▓  已改善

□  改善中

感謝委員建議，本校仍持續推動及規劃執

行期程，以符合相關規定。本校教師考量

已改善 
截至 109 年，11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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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執行

情形 
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建議學

校參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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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5)款相關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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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改善

□其他 
教學品質，朝向以產學合作或深度實務研

習方式進行；於 107 學年度起，校內為符

合教育部規範，同時也向教育部提出「補

助技專校院辦理教師產業研習研究計畫」

供校內進行深度研習教師進行申請，件數

從 107 學年度的 1 件至 108 學年度成長至

2 件。學校擬參酌委員建議，以提高校內

教師完成率。 

前應完成產業研習比例

為 80%；105(2016)年到

職之教師應於 111(2022)
年前完成半年產業研習

或研究，現有生關科 1
人、護理科 2 人尚未完

成。 

獎助

案件

執行

情形 

7.107 年度全校共計 130 位專任教師，計有 107
位教師獲得獎助，教師申請獎助經費比例達

82.31%，高於 106 年度之 80.92%；獎助教師金

額前 19 名占總額約 50%，後 53 名總計約占

10%，教師支領比例略呈現集中現象。建議再檢

視各項獎助辦法之設計，適度協助弱勢教師從

事研究及教學改善所需費用，以整體提升學校

之辦學績效。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 
1. 107 學年度全校專任教師(不含教官含

護理臨床指導教師 17 位)為 131 位

(107.10.15)。107 年經常門投入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之經費為 13,283,080 元，其中

新聘專任教師 3,358,684 元、提高教師待

遇1,788,945元，學校自辦研習活動24,640
元，其他用於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及升等

送審金額為 8,110,811 元。8,110,811 元–

審查費 200,640 元＝7,910,171 元。以此金

額核算各教師獲得獎助總金額，平均每位

教師可接受之獎勵補助款為 75,335 元

(7,910,171÷131)，標準差 77,423.5 元。獲

▓未改善 
查 109 年度獎勵補助申請

案件教師占總教師數

89.63%，前 17 名教師(12%
教師數)使用 50.95%經費，

後 69 位教師總計約占

10%，由 106 年至 109 年可

見集中趨勢提高。宜考量相

關辦法修正及提升弱勢教

師獎助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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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得獎勵補助款教師計有 105 位，接受獎勵

補助比例 80.150%(105÷131)。 
2.  以 7,910,171 元核算獲得獎助總金額前

3 名(2.29%教師數)合計為 861,977 元，佔

前述款項 10.9%(＝861,977÷7,910,171)，
前 19 名教師(14.5%教師數)合計為

4,052,823 元，佔 51.24%(＝3,097,032÷

7,910,171)。相較於 106 年度最高前 3 位

（2.29%）教師所得獎勵補助款約占

10.92%，前 19 位（14.5%）教師約占

50.68%；平均每位教師領取金額約 64,449
元，標準差為 65,989 元，變異不大。 
3. 107 學年度全校專任教師接受獎勵補助

比例為 80.15 %，雖未有集中於少數人或

特定對象狀況，但前 19 名教師表現傑

出，經費支用仍略顯集中，應持續管控。

已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修正本校獎助

(勵)教師推動實務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辦

法，務使更多的教師能獲得獎勵補助，擬

訂立獎勵上限金額，避免經費過度集中。

獎助 8.學校宜積極思考如何將獎助表現優秀教師之 ▓  已改善 感謝委員建議。  ▓改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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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案件

執行

情形 

經驗與知能，擴散至獎助弱勢教師，並建立扶

植培養機制，多鼓勵教師參與學習及成長，以

進一步提升整體師資能量，進而達到獎勵補助

款功效之提升。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獎助表現較優的教師群多數申請研究計

畫案，本校每年皆舉辦研究計畫成果公開

發表會，請教師分享研究成果及經驗，提

供教師各種研究訊息參考，並能學習其他

教師的成功經驗。此外，為具體推動實務

教學，本校亦已於 107 年制定「創新教學

補助辦法」，補助教師改進課程教學計

畫，全面鼓勵並提升教師教學量能，以強

化教學成效，並於計畫結束後辦理成果發

表會以促進教學經驗之交流。 

109年度已增加輔導學生獲

取國家或國際級證照考試

之「教師輔導學生取得證照

獎勵辦法」。創新教學計 33
補助案較 108 年度 28 案為

提高。 
 

獎助

案件

執行

情形 

9.經檢視學校自評表【附表 5】，並未發現以獎

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實或領有公家月退俸教

師之情形，接受薪資補助之教師授課時數亦均

符合學校基本鐘點規定；惟部分教師之授課鐘

點高達 20，是否可能造成授課負荷過重，而影

響教學品質，允宜審慎評估。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 
因應視光科專業教師尋找不易，超鐘點學

分配置皆徵詢過教師意願，視光學科教師

(尤振宇，吳昭漢，陳秀玲…)超鐘點依「教

師授課時數管理辦法」第五條辦理，多超

4 鐘點於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支付。 

▓未改善 
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仍

有 1 位教師授課時數 20 小

時，3 位教師 18 小時。 

採購

案件

執行

情形 

1.經抽查案號 ME107035_A035aa「技能檢測中

心教學設備」採購案，預算金額 2,301,500 元，

屬於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定辦理之採

購案： 
(1)  學校未提供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公

開招標公告及決標公告，是否已依「政府採購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本案預算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須辦

理驗收兩次，即所謂「有初驗程序」。 
2.  依採購法施行細則辦理驗收： 
(1)  施行細則第 92 條「…機關應於收受全

部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初驗，並作成

初驗紀錄…」。 

已改善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 109 年度獎補助標案

共 58 案，期中已抽查 16 案

(大於等於公告金額(1 百

萬)1 案及其他 15 案)，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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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法」第 4 條規定辦理公開招標，有待進一步確

認。 
(2)  該案廠商於 107 年 9 月 25 日交貨，學校於

10 月 11、25 日完成驗收，並於 11 月 7 日編製

財產增加單。各採購項目驗收完成後，應即編

製財產增加單並據以入帳，以落實資產安全之

控管。 

(2)  採購之驗收，有初驗程序者，初驗合

格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二

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3.  本案預算金額屬公告金額以上，須辦

理驗收兩次，依法規所述本案驗收期程尚

屬合法，惟財產增加單編製期程稍有延

誤，感謝委員建議，本校擬依建議提升財

產增加效率。 

抽查 20 案，大於等於公告

金額(1 百萬)3 案及其他 17

案)，均按規定公告並於完

成驗收即編製財產增加單。 

 

採購

案件

執行

情形 

2.案號 ME107077_A077「桌上型電腦及雷射印

表機」採購案，預算金額 2,121,960 元，決標金

額 1,674,600 元： 
(1)  招標公告、決標公告、財物採購契約書所列

履約期限為 107 年 12 月 20 日，廠商因料件短

缺要求展延至 108 年 1 月 31 日前交貨，並獲學

校核准。由於廠商擬展延日期已超出獎勵補助

經費執行期間，學校未獲教育部核准即准予展

延，已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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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第(7)款及

第(8)款規定。 
(2)  學校於核准廠商延遲交貨後，方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函報教育部申請展延，教育部以「政府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本採購案為 ME107077_A077  桌上型電

腦壹批及雷射印表機壹台採購案，茲說明

本案辦理期程如下： 
(1)  招標期程說明 
A.  第一次開標日期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20
日  13：00，本案屬公告金額以上級距，第

一次公告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才能開

標，當天開標投標廠商未達三家，主持人

當場宣布流標。 
B.  第二次開標日期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27
日  13：30，得標廠商為伸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  履約期限說明：本案原定履約期限為

已改善 
109年度採購案件執行於期

限內完成，未有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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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採購法」第 6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

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不接受其展延申請，

並要求學校以自籌款支應。 
(3)  學校對於履約期限之要求宜更審慎，以避免

潛在可能發生之違規情事；另未獲教育部核准

展延前，亦不宜逕自核准廠商超出獎勵補助款

執行期限後交貨。 

107 年 12 月 20 日。 
(3)  展延履約期限說明：本案經得標廠商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來函申請展延，業經校內

專責會議審議通過後，展延後履約期限為

108 年 01 月 31 日。 
(4)  廠商是否涉及違約事項及處理： 
A.  本案得標廠商申請展延理由，為上游廠

商料件(CPU)供應數量短缺，無法如期履約。

B.  本校審視該展延理由，符合契約第七條

第五項第 1 款第 7 目(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

之情形，經機關認定者)，因此認定廠商無

涉及違約事項。 
(5)  驗收日期說明：本案驗收日期為 108 年

01 月 24 日。 
(6)  本案相關資料檢附如附件 2‐4。 
2.  依教育部 108 年 03 月 04 日臺教技(三)
字第 1080029703 號函所示，該採購案列於

自籌款支應，詳見附件 2‐5。 
3.  感謝委員指導，本校對於履約期限之要

求將更審慎，以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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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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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採購

案件

執行

情形 

3.經抽查案號 ME107028_A028「中西餐教室分

離式冷氣建置」採購案，107 年 6 月 26 日決標

紀錄顯示，其中 1 家合格投標廠商（建丞）並

未參與比減價；如係因該廠商未到場所致，宜

於決標過程中註記說明，以為完整呈現該案依

「政府採購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決標之

情形。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本案合格投標廠商（建丞空調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於開標當日未派代表到場，

檢附相關佐證如附件 2‐6。 
2.  往後將再留意於決標過程中註記說

明。 

已改善 
109年度抽查案件未到場參

予比減價廠商已記載決標

紀錄。 

採購

案件

執行

情形 

4.執行清冊【附件一】優先序#16「手提式無線

擴音機」，學校登載驗收完成日 107 年 9 月 21
日、付款完成日 107 年 8 月 20 日，尚未驗收即

先行付款，有違「財產、物品請購及採購驗收

付款作業處理準則」第 9 條規定，學校宜瞭解

其原因以確保內控之有效性。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本案驗收完成日經確認應為 107 年 7 月

16 日，檢附相關佐證如附件 2‐7，執行清

冊【附件一】登載驗收完成日 107 年 9 月

21 日應屬誤植，往後將再留意資料登錄

正確性。 

已改善 
109年度未有尚未驗收即先

行付款項目。 

採購

案件

執行

情形 

4.部分採購項目之預算金額與實際採購金額差

距在 20%以上，預算編列之詢價作業宜更落實，

以提升規劃之精準度，俾利計畫之控管與執

行。例如：優先序#9「嬰兒心肺復甦處理模型

QCPR」預估單價 39,500元、實際採購價格 29,000
元，兩者差距達 26.58%；#52「除濕機」預估單

價 14,300 元、實際採購價格 7,600 元，差距高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本校現有同性質採購品項如電腦設備、E
化設備等皆安排合併採購，若採購金額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時，均依本校「採購

辦法」及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有助於壓

低最終採購價格，爭取更有利之採購條

件。 

▓改善中 
經查採購項目(含備品)執行

與核定支用計畫書差異超

過 20%，109 年度有 18 品

項。差異≧30%，5 品項。 
VR 遊戲設備預算 105,000
元，實際支用 70,200 元

(‐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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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達 46.85%…等。  倒立式顯微鏡預算 150,000
元，實際支用 100,000 元

(‐33.33%)； 
監視主機預算 59100 元，實

際支用 38,724 元(‐34.48%)； 
電吉他音箱預算 3000 元，

實際支用 1,900 元

(‐36.67%)； 
光療機預算 6480 元，實際

支用 3,900 元(‐39.81%)。 
採購

案件

執行

情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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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率，執行清冊【附

件一】所列部分教研設備係於 11、12 月購入，

如優先序#6、9、11、13、15、17…等項目，宜

留意是否可能對教學活動有所影響，以落實獎

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1.  優先序#6 追思禮堂模組 1 組，107/09/20
決標，訂製品需要約 60 日交貨期(履約期

限 107/11/20)，107/11/22 驗收。 
2.  優先序#9 嬰兒心肺復甦處理模型

QCPR8 套，107/09/20 決標，交貨期約 30
日(履約期限 107/10/20)，107/11/1 驗收。 
3.  優先序#11 英語線上學習測驗平台及

題庫，107/10/04 決標，訂製品需要約 60
日交貨期(履約期限 107/12/21)，107/12/05
驗收有提前交貨。 
4.  優先序#17 多元殯葬文化模型暨展示

櫃 4 座，107/08/22 決標，訂製品需要約

▓改善中 
#1e 化講桌(1)等計 22 項教

研設備為 11~12 月驗收完

成，其中正列項目為 1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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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部分】107 年度【書面考評資料】審查意見審查意見改善情形 
意見

來源 
審查意見(108.11.22)  改善  回覆意見(108 年度書面考評)  實際改善情形 

90 日交貨期(履約期限 107/11/21)，
107/11/23 驗收。 
5.  優先序#13 優化雲端數位學習‐主機伺

服器 3 台，107/10/11 決標，30 日交貨期(履
約期限 107/11/12 展延至 12/18)，107/12/26
驗收。 
6.  優先序#15 雙晶片冷去式 CCD1 台，

107/07/18 決標，國外進口需要 90 日交貨

期(履約期限 107/10/17 展延至 11/30)，
107/11/27 初驗，107/12/26 驗收。 
往後將請請購單位依照交貨所需時間留

意請購期程，以落實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

成效。 
 
 

採購

案件

執行

情形 

6.學校於 107 年 9 月 12 日、10 月 24 日、11 月

21 日專責小組會議中，討論結餘款的支用項

目。建議學校可於修正支用計畫書中預先規劃

標餘款之支用項目與優先順序，以便實際執行

時能配合需求儘快動支，進而有助於增進採購

效率。 

▓  已改善

□  改善中

□  未改善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未來年度計畫書

中。 
已改善 
109 年度標餘款除於 10 月

專責小組會議因應疫情增

加熱像儀採購，其餘已列於

備列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