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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主冊)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10 年 6 月 18 日 校長核准日  110 年 6 月 日 

稽核期間 110 年 4 月 27 日～ 110 年 4 月 30 日 

稽核人員 侯嘉齡、李碧霞、吳碧雲、李碧珠、劉念慈、高幼眉、毛志文、尤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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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規劃符

合教育部大專

校院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經費

使用原則

(109.02.05) 

1.1第一部分(主冊、整體發展計畫)

經費補助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比率投

注於落實教學創新策略與學生學習

或教師教學直接相關之項目。【高

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 2.Ⅱ】 

未有不符合。 

1. 教育部 109 年 06 月 10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90839932Q 號 1 核定第一部分(主冊) 補

助經費 1740 萬，USR-HUB200 萬。附錄一

就學協助 265 萬，附錄二原民生輔導 85

萬、公共性檢核 40 萬。總計 2330 萬元。

本校以馬專教字第 1090003976 號(109.6.18)

提出經費配置表，經常門 15,840,000 元

(5,213,608+10,626,392)佔 80%(15,840,000/ 

19,800,000)，資本門 3,960,000 元佔 20% 

(3,960,000/19,800,000)。計畫配合款

1,980,000 元，總經費為 21,780,000 元。以

109 年 7 月 30 日馬專教字第 1090004939 號

函提報修正計畫書。 

2. 實際執行補助款 19,800,000 元，配合款

3,960,000 元，總金額 21,780,000 元，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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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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占補助款比例為 20% 

(=3,960,000÷19,800,000 元≧20%）。以馬專

教字第 1100000432 號(110.01.21)函報教育

部，主冊未有結餘款。 

3. 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之經費支給標準依

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

準表」、「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及相關法規等辦理。 

經費執行分配

比例 

1.2資本門以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經常門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為原則

之比率編列，並得視計畫審議結果

彈性調整。【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

則 2.Ⅲ】 

未有不符合。 

執行補助經費 19,800,000 元，經常門

15,840,000 元(5,213,608+ 10,626,392)佔補助款

80% (15,840,000/19,800,000)，資本門 3,960,000

元佔補助款 20% (3,960,000/19,800,000)。配合

款 1,980,000 元，總金額 21,780,000 元，占補

助款 10% (=1,980,000÷19,800,000 元）。 

  

 

經費執行分配

比例 

1.3第一部分「提升高教公共性:完

善弱勢協助機制」:僅得編列用於強

化招收弱勢學生所需之招生事務經

費(非指學校既有之一般性招生事

務)及透過課程學習或就業輔導等方

式提供學生之直接經費；「強化各

校整體輔導機制」及「引導學校建

立外部募款基金」經費，僅得編列

經常門，僅得編列用於透過課程學

習或就業輔導等方式提供學生之經

未有不符合。 

經查馬專學字第 1090002882 號(109.5.07) 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

善弱勢協助機制計畫修正計畫書編列補助費

2,500,000 元，自籌款 150,000 元及建立外部募

款基金 1500,000 元。補助款編列經常門，未有

資本門支出。 

實際執行第一部分補助款 2,473,512 元，配合

款 149,851 元，配合款(C4-外部募款)3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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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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

二、 計畫經費編列及分配原則： 

(四)】 

元，總金額 2,938,962 元。經查經費執行表，

計畫經常門執行經費未有資本門支用項目。 

經費執行分配

比例 

1.4 與教學直接相關校舍建築之修

繕，以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十為限。

【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三、 計

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用原則 (二)§

３】 

未有不符合。 

經查經查修正版計畫書及經費執行表，計畫及

預算未有編列修繕項目。 
 

  

 

 

1.5無提供編制內教師（包括研究人

員及專業技術人員）本俸、學術加

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之經費。【高教

深耕經費使用原則§三、 計畫經費

編列基準及支用原則 (二)§６】 

未有不符合。 

經查抽查子計畫 109-D-1-1 生師比值優化、109-

D-1-2 提升教師待遇，計畫執行經費未有不符

合。 

  

 

 

1.6 支用教師因執行計畫之需要，協

助教材或教案研發，已訂定支給規

定或標準，始得編列相關費用。

【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三、 計

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用原則 (二)§

８】 

未有不符合。 

經查 109 年 9 月 3 日教學發展委員會已通過訂

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做為高

教計畫經費編列依據標準。 

 

 

 

 

1.7 無支用於經常性維運性質之修繕

經費、新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

款利息補助及附屬機構。【高教深

耕經費使用原則§三、 計畫經費編

列基準及支用原則： (三)】 

未有不符合。 

經查經查經費執行表，計畫執行經費未有修

繕、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及附屬機構之支

用項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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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支用於 一般行政事務性設施

(如書櫃、辦公桌椅、冰箱、沙發、

茶几、咖啡機等)。但用以提升學生

學習品質之教室、空間修繕，不在

此限。【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

三、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用原

則： (三)】 

未有不符合。 

經查經查經費執行表及財產物品系統，計畫執

行經費未有一般行政事務性設施之支用項目。 
  

 

 

1.9無支用於附屬機構、分部、分校

及園區之土地取得及建築設施所需

費用。 【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

三、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用原

則： (三)】 

未有不符合。 

經查經查經費執行表及財產物品系統，計畫執

行經費未有支用於附屬機構及建築之支用項

目。 

  

 

 

1.10無支用於建築物耐震補強工

程、新增工程之自償性建築設施、

體育設施及餐廳。【高教深耕經費

使用原則§三、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及支用原則： (三)】 

未有不符合。 

經查經查經費執行表及財產物品系統，計畫執

行經費未有支用於附屬機構及建築之支用項

目。 

  

 

專款專帳處理

原則 

1.11無支用於本計畫之主持費用、

學校管理費（包括水電費、電話

費、燃料費及一般行政事務設備之

維護費用）及內部場地費。【高教

深耕經費使用原則§三、 計畫經費

編列基準及支用原則： (三)】 

未有不符合。 

1.抽查子計畫 109-A-13-資訊科技能力大探索、

109-A-4-通識英文-學(習),思(考),(表)達應用、

109-A-8-提升新生數學基礎能力、109-B-21-眼

鏡鏡片製作丙級技術士證照輔導、109-B-23-

國考驗光師生專業證照輔導、109-B-30-完善

課業陪伴制度、109-B-5-強化美容保健專業

之就業能力計畫、109-C-1-創新教學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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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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109-C-18-建構在地休閒運動體驗、109-

C-21-視光文學與文化、109-D1-3-教師教學優

質化-建置未來教室、109-D1-7-畢業生就業資

料庫管理、109-D2-8-典範教學及教材數位

化、109-E-1-國際志工服務人才培育、109-F-

3-臨床醫護英語環境營造、109-F-4-臨床醫護

英語檢定、109-H-1-推動視光產學合作、109-

I-1-幼口偕碑托育服務資源讚、109-L-1-台灣

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創新教學、109-N-1-社

區關懷服務、109-O-3-紮根實務教學、109-P-

2-USR Hub 種子計畫 A：深耕在地健康管理

與在地創生，共 22 項子計畫案。 

2.抽查子計畫執行未有支用於主持費用、學校

管理費（包括水電費、電話費、燃料費及一

般行政事務設備之維護費用）及內部場地

費。 

 

1.12無支用於教育部補助各機關人

員之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

費、引言人費、諮詢費及加班費。

但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屬研究性

質者，由學校訂定相關規範及支用

原則後，得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計畫彈性經

費支用規定辦理。【高教深耕經費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執行本校人員未有支用之

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引言人費、

諮詢費及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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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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原則§三、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及支用原則： (三)】 

 

1.13無支用於學校於招生(包括國內

及境外學生)時所提供入學之各項公

費或獎助學金。【高教深耕經費使

用原則§三、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

支用原則： (三)】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執行未有支用之招生時所

提供入學之各項公費或獎助學金。   

 

 

1.14無支用於學校以本計畫經費支

給特殊優秀教師及研究人員，其於

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之績效，

經學校校內審核機制及組成審查委

員會評估績效卓著者，得獲彈性薪

資，但不得以本計畫經費支給單篇

研究論文之彈性薪資（包括獎勵

金）。【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

三、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用原

則： (三)】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子計畫 109-D-1-1 生師比值優化、109-D-

1-2 提升教師待遇，計畫執行經費未有支給特

殊優秀教師及研究人員，其於教學、研究、服

務各面向之績效支用項目。 
  

 

 

1.15人事費至多百分之二十之額度

內新聘專任教師（包括專案教

師）：人事費經教育部同意、因政

策調薪或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

致不敷使用者外，不得流入。但情

況特殊者，所需經費占核定補助額

度（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之

比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未有不符合。 

109 計畫編列人事費 5,213,6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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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三、 計

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用原則： 

(四)】 

 

1.16差旅費使用符合(六) 國內外出

差旅費使用原則【高教深耕經費使

用原則§三、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

支用原則： (六).】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差旅費支用未有不符合國

內外出差旅費使用原則。 
  

 

 

1.17專帳登錄本計畫經費之收支

【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原則§ 四、 計

畫經費收支處理及查核: (二).】 

未有不符合。 

經查高教深耕計畫款項會計室相關業務承辦人

員已依專款專帳原則，整理計畫款及自籌款之

支出憑證，抽查無發現不符項目。 

  

 

 

1.18已依會計法、審計法、政府採

購法及會計制度、物品管理手冊等

相關規定辦理各項財務、財物處

理、物品採購及管控機制。【高教

深耕經費使用原則§ 四、 計畫經費

收支處理及查核:： (三).】 

未有不符合。 

經查本校訂有「會計制度」、「採購辦法」、「財

產、物品請購及採購驗收付款作業處理準

則」、「財物管理辦法」，及內部控制制度。 
  

 

 1.19教育部補助經費購買之財產應

納入財產管理系統，財產之使用報

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將相關資

料登錄備查。【高教深耕經費使用

原則§ 四、 計畫經費收支處理及查

核:： (八).】 

經實地抽查 3140102-05-01 AI 機器人、

5010105-21-394~395 投影機，財產標籤已依據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七(二)，黏貼「教育部補(捐)助」字樣。 
  

 

 1.20學生擔任各計畫兼任助理之相

關權益保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獎

未有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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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專科以上

學校兼任助理勞動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辦理，其獎助金、薪資、勞健保

及勞退基金(離職儲金費用)等經費

需求，得由補助經費支應。 

經抽查 109-B-30-完善課業陪伴制度，工讀生辦

理勞工保險、勞退提撥、補充保費，未有不符

合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專

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導原則。 

2.經費與支出

憑證之處理符

合教育部補助

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

點(102.8.2) 

2.1經費執行符合中央政府各項經費

支用規定、教育部各計畫補(捐)助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會

議、訓練講習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

施及改進方案(101 年 12 月 24 

日)【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二章 計

畫申請、研擬及核定§四、(一)】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支用憑證未有不符合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

(107.12.18) 

各項財務、財物

處理、物品採購

及管控 

2.2經費核銷均為計畫執行期間內所

發生支出。【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四章 計畫經費支用六、(一)】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支用憑證未有不符合 109

年度計畫執行期間之支出。 
 

 

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作業 

2.3報支經費為於計畫期程前、後一

個月內所發生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

出，且該項支出無需辦理經費流用

者，經敘明原因，循學校內部行政

程序辦理。其中所稱必要支出，應

依補(捐)助或委辦計畫所定執行事

項認定。【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四

章 計畫經費支用六、(一)】(二)

支用經費發現有未依補(捐)助或委

辦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情事、違反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未有不在 109 年度計畫執

行期間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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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或不符合協議書約定者，本部

除得要求繳回全部或部分之補(捐)

助或委辦款外，並得視情節輕重予

以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2.4資本門經費無流用至經常門。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五章 計畫

經費之流用及勻支§八、(三)】 

未有不符合。 

經查經費執行表未有資本門經費無流用至經常

門。 

   

 2.5款項之支用，除零用金限額

(5000)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

員墊付外，其餘均應逕付受款人，

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人員

代領轉付，若有特殊情況，須先行

預借或墊付者，應循內部行政程序

簽准後辦理。【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第四章 計畫經費支用六、(六)】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除零用金未有相關人員墊

付之支出。 

   

 2.6原編列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

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資本門項

目，如實際執行支出未達新臺幣一

萬元者，仍視為資本門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五章 計畫經費

之流用及勻支§七、(一)】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經費執行表及財產增加單元編列資本門

項目其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仍視為資本門經

費。 

   

 2.7執行單位因執行本部計畫，除利

息收入免予繳回外，所產生之下列

收入，應全數或按原補(捐)助比率

繳回本部：研發成果收入，應全數

未有不符合。 

經查本計畫執行未有產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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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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本部。但其他

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七章 計畫產生

收入及結餘款繳§九、(一)】 

 2.8廠商違約金收入及其他衍生收

入，應全數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教

育部。【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七章 

計畫產生收入及結餘款繳§九、

(二)】 

未有不符合。 

經查主冊計畫執行未有產生廠商違約金收入及

其他衍生收入。 

   

 2.9計畫經費之結餘款，除未執行項

目之經費，仍應全數或按原補(捐)

助比率繳回本部核定補助金額占核

定計畫總額之比率繳回。【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第七章 計畫產生收入

及結餘款繳§十一、(二)】 

未有不符合。 

經查主冊計畫執行未有結餘款。 

   

 2.10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

月內結報，成果報告、本部計畫項

目經費核定文件、本部經費收支結

算表（附表四之一、附表四之二、

附表四之三）及應繳回之計畫款

項，委辦案應另檢附資本門設備採

購清冊。【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八

章 計畫結報§十一、(一)】 

未有不符合。 

經查本計畫依據臺教技(三)字第 1090177323 號

(109.12.14) 109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

稱本計畫)補助經費滾存申請及經費結報作業辦

理，本計畫於 110 年 02 月 04 日以馬專教字第

1100000763 號函報教育部，主冊部分未有結餘

款，未逾函報期限 110 年 2 月 26 日。 

   

 2.11因故無法於原定期程內報核，

應於期限截止前向本部申請展延，

未有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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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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在本部同意可延展期限內，完成

結報。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八章 計畫

結報§十一、(三)】 

經查本計畫依據臺教技(三)字第 1090177323 號

(109.12.14) 109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

稱本計畫)補助經費滾存申請及經費結報作業辦

理，本計畫於 110 年 02 月 04 日以馬專教字第

1100000763 號函報教育部，未有申請展延。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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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五

章 計畫經費支流用及勻支 §八、

(四)】 

未有不符合。 

經查經費執行表，財產物品系統及抽查 22 項

子計畫憑證，財產屬資本門支出。 

   

 2.13各項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

採專款專帳管理。【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第九章 計畫憑證之保存管理

及銷毀§十三、(一)】 

未有不符合。 

經查高教深耕計畫款項會計室相關業務承辦人

員已依專款專帳原則，整理計畫款及自籌款之

支出憑證，抽查無發現不符項目。 

   

 2.14留存之原始憑證，其銷毀應依

會計法規定辦理，已屆保存年限之

銷毀，應函報教育部。如遇有提前

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

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教育

部。【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九章 

計畫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十三、

(二)】 

未有不符合。 

經查高教深耕計畫原始憑證，依專款專帳原

則，整理計畫款及自籌款之支出憑證並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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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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會計年度終了後，各計畫已發

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契約責任，得

依規定檢附契約或證明文件並敘明

保留原因，於次年一月五日前函報

本部，經轉陳行政院核定後，始得

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第九章 計畫憑證之保存

管理及銷毀§十四】 

未有不符合。 

經查 109 年度主冊計畫未有尚未清償之債務或

契約責任。 

   

 2.16經費執行符合補助及委辦計畫

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會議、訓練講習

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

(101 年 12 月 24 日)【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第二章 計畫申請、研擬

及核定§四、(一)】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支用憑證未有不符合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

(107.12.18) 

3.符合校內運作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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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支用憑證，抽查無發現不

符「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規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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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經常門之辦理依計畫及相關規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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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用項目及標

準 

4.1各項計畫之執行符合核定版之

計畫(含報部同意修正)。 

未有不符合。 

1.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簽呈、成果報告、經費執

行明細表、預算流用申請表及支出憑證，校內

程序已完成。 

2. 109-O-3 紮根實務教學、精進辦學特色：計畫

成果報告勾選錯誤 應是有流用。 

計畫成果報告已修

正。 

 

 4.2計畫執行應有具體成果或報告

留校備供查考。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有成果報告存查，109-D-1-3

教師教學優質化-建置未來教室、109-D-1-1 生師

比值優化、109-D-1-2 提升教師待遇，以整體計畫

書成果報告為成果報告。 

  

 4.3同一人同一天無重複支領講座

鐘點費、出席費、主持費、諮詢輔

導費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未有同一人同一天無重複支

領講座鐘點費、出席費、主持費、諮詢輔導費。 

  

 4.4無重複支領出席費與審查費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未有重複支領出席費與審查

費。 

  

 4.5 支給出席費及稿費符合支給要

點。【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104.07.15】要點 93.10.1】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出席費未有不符合支給要

點。 

  

 4.7教育部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講

座，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

外，不得支領任何酬勞及差旅費。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未有教育部人員領取出席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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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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四章 計

畫經費支用六、(三)】 

 4.8補(捐)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執

行單位本職工作，其人員除實際擔

任授課者，得講座鐘點費外，不得

支領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

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

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勞。但有延

長工作時間者，得由本機關年度經

費核實支領加班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第四章 計畫經費支用

六、(四)】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本校人員依規定支領講座鐘

點費未有支不符合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支領其他費

用。 

  

 

【第 3部分】資本門之辦理依計畫及相關規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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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

規劃與執行 

5.1採購項目與計畫相符(計畫內

容與請購單/採購規格/財產相

符)。 

未有不符合。 

經抽查 22 項子計畫採購案 7 案為 ME109002_ 

B002-桌上型電腦(17,000 元)、ME109003_B003aa-

畢業生就業資料庫系統擴充採購案(650,000 元)、

ME109006_B006-AI 機器人(117,145 元)、 

ME109007_B007aa-醫護英文自學軟體採購案

(198,000 元)、 ME109008_B008aa-VR 情境軟體及

設備建置( 270,000 元)、ME109009_B009-未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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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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採購案(1,285,000 元)、ME109010_ B010-宣傳

紅布條壹批採購案 (189,000 元)。  

 

6.請採購程序

及實施 

6.1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執行。 

採購資料完整：估價單(五萬元以

上三家報價)/預算申請書/設備申

請書/規格需求說明書 

請購作業是否依按其金額大小及性

質取得適當核准。(如採用限制性

招標檢具理由書) 

■缺失 

109-B-21-眼鏡鏡片製作丙級技術士證照輔導，其

中請/採購單 1090722E042 校長決行在 7/11 活動

日期在 6/30-7/2，應配合計畫時程辦理。 

感謝委員指教，未來

將更提早進行請/採

購流程。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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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財產管理及使用

情形 

7.1財產管理資料之建立是否詳實

正確。財增單完整用印、財產編號

編號(一物一號)，保管人，型號，

廠商等設備上標示「教育部補(捐)

助」【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五章 

計畫經費之流用及勻支§七、

(二)】 

■缺失 

財物登錄應循中央財物標準分類編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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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核 110.4.26 財產系統資料，

缺失如下： 

1. 3140102-03C-19 醫護英文自學軟體(My ET)為

採購規格，為 500 人，學校永久授權方案，使

用年限為 3 年；5060104-01-158~159 VIVE 版

VR 護理英文開發 VIVE 版 VR 護理英文開發其

規格為 3 年報固，使用年限為 2 年。 

2.有關軟體(模組)雖目前無 6002 開頭之分類編

1.本品項耐用年限將

請先傑公司修正為 5

年，目前已填列需求

反應單單號：

2021062701，近日應

可修正完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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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