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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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1.4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

定對象 

研習 

所有教師支用狀況均符合規定，惟仍發現部份教師在申請

支用款項及次數仍稍嫌頻繁，建請貴單位思考因應對策或

責成院系確實控管機制，以免發生雖符合規範，但數據仍

顯示過度集中之窘境。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1.5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據 

研習 

經查，經費申請及核銷，皆依辦法辦理，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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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 

1. 經查傳票號碼：

10112999.10202169.10113569.10113687.10112999等 

，經費申請及核銷之程序及支用金額均依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2. 經查部份核銷憑證用紙等資料，發現簽章處有未壓註

日期，塗改處未蓋章等現象，煩請相關單位注意。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會計室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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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 

2. 經抽查學術活動相關憑證（傳票號碼：10113427等），

經費申請、核銷之支用項目及金額均依規定辦理，符

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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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 

經查，承辦單位辦理學術活動，均依辦法辦理，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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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 

經查，相關教師研習、研討會之成果報告，承辦單位專案

歸檔備查，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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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儀器設備均已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如總務處管理系統中

之財產管理系統。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4.2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經查相關資料均已登錄於總務處管理系統中之財產管理系統。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4.3儀器設備應列有「○○○年

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

標籤 

經抽查102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均已列有

「102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4.4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

查，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經抽查102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財產編號如

下： 

1. 4050201-05-102011 

2. 4050303-10-102011 

3. 4050303-10-102012 

4. 3120103-01-102002 

其中4050303-10-102011、4050303-10-102012至現場(D510) 

查看實物。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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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102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購置之期刊、教學媒體等已有貼

標籤。 

1. 5010203-15-102058(軟體)至現場查看實物 

2. 503-102009(期刊)$3,398,000元(貼於合約書上) 

3. 503-102004(中文圖書)$1,000,000元(貼於合約書上)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4.6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抽查102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無線對講機) 

4050201-05-102008、4050201-05-102009、4050201-05-102010、

4050201-05-102011、4050201-05-102012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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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有關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等之處理，已明定於「財

物管理作業規範」及「財產報廢作業規範」。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5.2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

行 

經抽查結果，財產編號5010105-37-100002、5010303-12-100004、

5010203-14-99117均依規定落實辦理。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5.3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

遺失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抽查結果 

1. 102年度無遺失事項。 

2.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紀錄均具完備。 

3. 例：財產編號3100908-41-99002外借申請單紀錄完整。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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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有關財產盤點之處理已經明訂於「財產盤點作業規範」中，

並規定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一次。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6.2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

校規定相符 

1.經查102年度至今已實施盤點至少1次，至多4次。 

2.經查102年度盤點有5項不符者，均已簽呈校長核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6.3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

備 

經查相關紀錄均具完備，並經校長核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2.2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

及作業流程執行 

經抽核採購案（採購案號10111428; 10113013; 10113016; 

10113029; 10201953）均依現行「採購作業辦法」執行。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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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採購案（採購案號10111917;10112878; 10113011; 

10201944; 10201953）均依現行「政府採購辦法」執行。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2.4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

銀行聯合採購標準 

經抽核採購案（採購案號10109006; 10109267; 10110770;）均符

合臺灣銀行聯合採購標準執行。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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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4.2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4.3儀器設備應列有「○○○年

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

標籤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總務處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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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助教師研究和著作之案件，皆依辦法辦理，列支

項目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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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助教師研究和著作之案件，無自辦研習活動。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研發處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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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教師研究和著作成果預計於102年12月完成，本項延

至期末稽核查核。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研發處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1.5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據 

相關獎勵辦法均訂有實施要點，並經會議審議通過後，始

進行獎勵補助。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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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補助均依實施辦法與規範程序進行審查、補助與執

行，無違規項目。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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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據以施行本項目之職員工進修要點與研習經費支

用要點均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2.2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

應與其業務相關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符合業務特性。相關抽核說明

如下: 

(一)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劉思煌進修教育行政研究所。 

(二) 人事室王淑慧進修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三) 總務處工友張簡志清進修企業管理科。 

(四) 秘書室專員陳貞瑾進修人力知識與管理研究所。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2.3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

定對象 

經查核，本年度申請補助之行政人員個人支用之補助額相

當，無少數人持用狀況。所辦理場校內教師暨行政人員研

習活動「國際化經驗分享專題講座」，參與人數119人，

達預估人數之85%。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2.4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據 

各項行政人員之研習與進修均依據職員工進修要點與支

用要進行，並經相關會議審議執行。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2.5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

行 

各項職員工研習、進修均有明訂職員工適用辦法及審議會

議。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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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本年度獲獎勵補助款（含自籌款）薪資補助教師名

單，均有授課事實，無任何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名單。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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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薪資補助教師均符合授課規定。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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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各項支用案件均符合支用標準。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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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人事室辦理之校內自辦教師、行政人員研習活動

「國際化經驗分享專題講座」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各項支出

名目。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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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核獎助教師與職員工進修、升等、研習活動均附有相

關執行報告。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1.4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

定對象 

編纂教材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1.5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據 

編纂教材 

經查，經費申請及核銷，皆依辦法辦理，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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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 

1. 經查傳票號碼10203937，經費申請及核銷之程序及支

用 

金額均依規定辦理，符合規定。 

2. 建議是否考慮能落實參賽資格之審核作業流程。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會計室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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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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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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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 

1. 經查驗作品後，發覺有已出版之作品亦為參加作品之

一，並不符合獎勵要點第二項，故鑒請執行單位追繳

款項，以符合規定。 

2. 請考慮重擬獎勵要點第九項之內容，以符合獎勵範圍

限制之精神，並釐清著作權法之相關責任歸屬。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1.5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據 

製作教具 

經查，經費申請及核銷，皆依辦法辦理，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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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教具 

經抽查兩份會計傳票10204076、10205413， 

其中會計傳票10205413有關教學檔案競賽獎勵金， 

未完成申請程序。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會計室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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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教具 

本項目無校內人員支領左列之相關費用。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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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教具 

未使用製作教具之經費自辦研習活動。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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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教具 

相關具體成果或報告均留存於教學卓越發展中心，以供備

查。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教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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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1.7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

門比例應≧10% 

$5,923,651/$28,207,861=21%，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為 21%，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

例應≧2% 
$564,157/$28,207,861=2%，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為 2%，

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

目占經常門比例應≧30% 
$7,307,161/$12,089,083=60.44%，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

經常門比例為 60.44%，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比例應≦5% 
$166,214/$12,089,083=1.37%，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

門比例為 1.37%，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

門比例應≧2% 
$241,782/$12,089,083=2%，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為

2%，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1.12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占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

費比例應≦25% 

$60,445/$241,78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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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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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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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會計傳票 10110166、10111707、10204474、10205588、

10205721，其中 10111707 只有申請單，沒有簽呈，申請程序與

其他四份傳票不一致，請明確規定申請程序之應檢附文件。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研發

處、教卓中

心、學務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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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秘書室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

科)代表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秘書室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

行推舉產生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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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秘書室 

5.經費稽核委

員會相關辦

法、成員及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

訂定其組成辦法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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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運作情形

(僅適用於

專科學校或

仍保留經費

稽核委員會

之學校)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

與專責小組重疊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秘書室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

執行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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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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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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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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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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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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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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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已全數支用完畢，並未辦理保留。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10.相關資料

上網公告情

形 

10.1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

畫書、執行清冊、專責小

組會議紀錄、公開招標紀

錄及前一學年度會計師查

核報告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經查均符合規定。 

公告網址為: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edumoney/default.html。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會計室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請註明稽核案件名稱、傳票編號或支用計畫書序號） 
稽核結果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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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支用比例為 100%，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研發處、

教卓中心、學務

處、總務處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

應完整、正確 
經抽查執行清冊「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分項執行

表」P.152-P.154，序號 A01、A03、A05、A07、A09 之案

件填寫均符合規定。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人事室、研發處、

教卓中心、學務

處、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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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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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

例應≧60% 
$17,347,835/$28,207,861=61.5%，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

資本門比例為 61.5%，符合規定。 

  

1.7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10% 

$5,923,651/$28,207,861=21%，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為 21%，符合規定。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2% 
$564,157/$28,207,861=2%，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

為 2%，符合規定。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

經常門比例應≧30% 
$7,307,161/$12,089,083=60.44%，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等項目占經常門比例為 60.44%，符合規定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比例應≦5% 
$166,214/$12,089,083=1.37%，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比例為 1.37%，符合規定。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

比例應≧2% 
$241,782/$12,089,083=2%，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

比例為 2%，符合規定。 

  

1.12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

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

例應≦25% 

$60,445/$241,78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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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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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經、資本門歸類皆依規定辦理，符合規定。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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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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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均明訂申請程序相關規

定。抽核五份會計傳票，僅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

10111707 只有申請單，沒有簽呈，申請程序與其他四

份傳票不一致，請明確規定申請程序之應檢附文件。 

承辦單位辦理整體獎補助

申請程序與教育部學輔活

動補助申請程序相同，已

廢除簽呈，惟 102 年學輔

訪視評鑑委員建議，恢復

使用簽呈申請。又依 102

年 11 月主任秘書與行政

副校長簽核意見表示，日

後免另簽，以申請單簽核

即可(請參考附件)，故承辦

單位日後將依循主管意見

辦理，免除簽呈，以申請

單簽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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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秘書室有明訂：「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點」，內容均符合規定。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

代表 

經查核，成員有包括各科系(含共教中心)代表，符合規

定。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

舉產生 

經查核，各科系代表皆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符合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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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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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專責小組運作皆依「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點」執行，符合規定。 
  

5.經費稽核

委員會相

關辦法、

成員及運

作情形

(僅適用

於專科學

校或仍保

留經費稽

核委員會

之學校)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訂定

其組成辦法 

經查核秘書室有明訂：「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符合規定。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與專

責小組重疊 

經查核，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未與專責小組重疊，符

合規定。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經查核，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皆依「運用教育部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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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會計室確實依規定專款專帳管理，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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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

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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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皆依「私立學校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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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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本年度辦理 3次變更案，分別經 102年 3月

27日、102年 6月 28 日及 102年 10月 16日專責小組

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

理由皆存校備查，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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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執行年度皆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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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獎勵補助款已全數支用完畢，毋須辦理保留。   

10.相關資料

上網公告

情形 

10.1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

書、執行清冊、專責小組會議

紀錄、公開招標紀錄及前一學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應公告

於學校網站 

經查核，均符合規定上網公告。 

公告網址為: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edumoney/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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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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各承辦單位針對教師之獎勵補助，皆訂有

相關辦法或要點。 

2. 改進教學部分，委員建議如下：獎勵教師取得專業

證照要點及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能力補助要點並未訂定

補助金額上限，請研議明訂，以符合規定。 

3. 編纂教材部分，委員建議如下：在教材編纂獎勵要

點五，請詳細規範聘請之委員須涵蓋五個教學單位之

領域，免失公允。 

4. 研習部分，委員建議如下：要點需釐清申請範圍、

並研議內容，以符合公平公開之原則。 

承辦單位將遵照校內委員

意見妥適修訂要點相關內

容，符合本要點現執行情

形，預計於 103 年 5月 31

日前完成修訂。 

 

1.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

關會議審核通過後，依學

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 

經查核，各相關辦法皆經相關會議審核通過，並依學

校相關行政程序以書函、E-MAIL、網頁公告等方式公

告周知。 

  

1.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

應符合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為主之支用精神 

獎勵補助教師之執行佔經常門經費 60.44％，確實符合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精神。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

定對象 
抽核各相關獎勵教師補助案件皆符合規定。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據 
經查核，各項經費執行皆依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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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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均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2. 經抽查，部分核銷憑證用紙簽章處未壓註日期、塗

改處未蓋章、小計金額未更正完成、三聯式發票只保

存一聯、年度日期有誤以及教學檔案競賽獎勵金未完

成申請程序，建議單位多加注意細節。 

會計室針對會計憑證缺失

擬強化所屬會計人員本職

學養與會計憑證審核能

力，如經發現經費核銷程序

缺漏，立即要求承辦人員修

正並簽章確認，並請各相關

人員及單位加強宣導正確

作法，以期確實避免類此缺

失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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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據以施行本項目之「職員工進修要點」與「研

習經費支用要點」均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

應與其業務相關 
經抽核行政人員研習案件，符合業務特性。相關抽核

說明如下: 

1.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劉 XX 進修「教育行政研究所」。 

2. 人事室王 XX 進修「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3. 總務處工友張簡 XX 進修「企業管理科」。 

4. 秘書室專員陳 XX 進修「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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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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本年度申請補助之行政人員個人支用之補助

額度相當，無少數人持用狀況。所辦理之校內教師暨

行政人員研習活動「國際化經驗分享專題講座」，參與

人數 119 人，達預估人數之 85%，符合規定。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

據 
各項行政人員之研習與進修均依據職員工進修要點與

支用要點進行，並經相關會議審議執行，符合規定。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

行 
各項職員工研習、進修均有明訂職員工適用辦法及審

議會議，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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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102年度獲獎勵補助款(含自籌款)薪資補助教師

名單，均有授課事實，無任何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

名單，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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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三位薪資補助教師，均符合授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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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各項經常門案件，均依規定辦理，經費申請及

核銷支用項目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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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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校內自辦研習活動之講師鐘點費、議程海報及

研習手冊印刷費等項目經費，均確實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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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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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升等送審費用達原預算之 125%，超支部分將由

其他項目補貼經費。因此項費用為不宜節制之項目，

因應校內教師升等人數增加，宜於未來編列更精準之

預算。 

2. 其餘抽核各相關獎勵教師補助案件皆符合規定。 

承辦單位為鼓勵教師升

等，此項經費並未設立支用

上限，103 年度此項費用擬

更詳細預估申請名額，以降

低經費執行與計畫之差異

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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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教材項目經查驗作品後，發覺已有出版之作品

亦為參加作品之一，並不符合「教師教材編纂獎勵要

點」第二項，故鑒請執行單位追繳款項，以符合規定。 

2. 請考慮重擬「教師教材編纂獎勵要點」第九項之內

容，以符合獎勵範圍限制之精神，並釐清著作權法之

相關責任歸屬。 

3. 其餘獎勵案件皆有具體成果或報告留校備查，符合

規定。 

1. 承辦單位已將該教師得

獎獎金已繳回出納組。  

2. 承辦單位將遵照校內委

員意見妥適修訂「教師教

材編纂獎勵要點」第九點

等相關要點，符合本要點

現執行之情形，預計於

103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修訂。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

填寫應完整、正確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均完整、正確。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0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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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總務處已訂有「採購作業辦法」及相關作業

流程，內容大致參考「政府採購法」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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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現行之「採購作業辦法」，已經於 102 年 7 月

5 日第 13 屆第 5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政府獎勵補助經

費採購辦法，符合規定。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

明訂 
經查核，已制定「財物管理作業規範」、「財物盤點作

業規範」、「財產報廢作業規範」、「公共保管暨損壞遺

失賠償作業規範」及「儀器設備外借(撥出)作業規範」，

符合規定。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

年限及報廢規定 
經查核，使用年限及報廢規定均包含於「財物管理作

業規範」內，符合規定。 

  

2.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2.1 經費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

相關採購程序(僅適用於

專科學校或仍保留經費稽

核委員會之學校) 

經費稽核委員未參與校內相關採購程序，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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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

及作業流程執行 
經抽查， 

會計傳票:10111428，優先序:0010-06 

會計傳票:10113013，優先序: 0026-02 

會計傳票:10113016，優先序:0005-01  

會計傳票:10113029，優先序:0011-01~02  

會計傳票:10201953，優先序:0002-01~08、0002-12~14 

均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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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 

會計傳票:10111917，優先序: 

圖書期刊 0003 

會計傳票:10112878，優先序: 

其他 0002-01、0003-00 

會計傳票:10113011，優先序: 

0019-01~02 

會計傳票:10201944，優先序:0023-02、0027、0028 

會計傳票:10201953，優先序:0002-01~08、0002-12~14 

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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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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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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

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經抽查， 

會計傳票:10109006，優先序:0015-01~02 

會計傳票:10109267，優先序:0023-01 

會計傳票:10110770，優先序:0007-03 

均符合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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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各支用項目皆依照原計畫執行，但因其標餘款

優先採購的項目為教學及研究設備，故部分差異幅度

大於 20%(抽核會計傳票:10205608，優先序號為 0029)。 

有關資本門計畫標餘款規

劃之設備項目，擬優先以教

學研究設備為主，日後倘若

執行期間因議價等因素致

逾規定比例，將規劃增列他

項資本門設備，以避免執行

差異幅度過大。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

備 
經查核，資本門經費大部分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占

資本門總經費約 60.8%，符合規定。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

款支應項目 
經抽查， 

會計傳票:10203931，優先序:其他 0002-04 

會計傳票:10200591，優先序:0012-05~06 

會計傳票:10111855，優先序:圖書期刊 0006-00 

均依規定於支出憑證註明經費來源為補助款或自籌款

字樣，並登入專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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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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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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儀器設備均已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如總

務處管理系統中之財產管理系統，符合規定。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抽核相關資料(傳票號碼、價格、國別、廠牌規格、型

號及校產編號、保管人、放置地點等)均已確實清楚登

錄於總務處管理系統之財產管理系統，以供備查。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

之標籤 

經查核，102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

均已列有「102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

查，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經抽查 102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

財產編號如下: 

1. 4050201-05-102011 

2. 4050303-10-102011 

3. 4050303-10-102012 

4. 3120103-01-102002 

其中 4050303-10-102011、4050303-10-102012 至現場

(D510)查看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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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

體應加蓋「○○○年度教

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經抽查 102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購置之期刊、教學媒

體等已貼有標籤。 

1. 5010203-15-102058(軟體)至現場查看實物。 

2. 503-102009 $3,398,000 元 

(期刊貼於合約書上)。 

3. 503-102004 $1,000,000 元 (中文圖書貼於合約書

上)。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抽查 102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購置之儀器(無線對講

機) 

4050201-05-102008 

4050201-05-102009 

4050201-05-102010 

4050201-05-102011 

4050201-05-102012 

符合「一物一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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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 

會計傳票:10111916，優先序號:0017-02 

會計傳票:10113015，優先序號:0022-01 

會計傳票:10109982，優先序號:0001-01~06、0002-15 

會計傳票:10112314，優先序號:0004-01 

均列有大項目之細項廠牌、規格、型號及財產編號，

並清楚註明於購置清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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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有關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等之處理，

已明定於「財物管理作業規範」及「財產報廢作業規

範」。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

行 
經抽查，財產編號: 

5010105-37-100002 

5010303-12-100004 

5010203-14-99117 

均依規定落實辦理。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

遺失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抽查， 

1. 102 年度無遺失財產事項。 

2.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紀錄均具完備。 

3. 3100908-41-99002 外借申請單紀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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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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有關財產盤點之處理已經明訂於「財產盤點

作業規範」中，並規定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一

次。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

校規定相符 
1. 經查核，102 年度至今已實施盤點至少 1 次，至多 4

次。 

2. 經查核 102 年度盤點有 5 項不符者，均已簽呈校長

核定。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

備 
經查相關紀錄均具完備，並經校長核定。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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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12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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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教師升等案，委員建議：雖

專家審查意見為密件，建議在封袋

上備註教師姓名以供查核。 

承辦單位已依建議於封袋上備註教

師姓名與最終核定日期。 

101.12.12 2.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活動

之辦理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規章執行 

經抽查行政人員進修補助案件均符

合規定，但建議申請補助表單參考

教師部份修訂。 

承辦單位已依建議辦理，於 102.5.21

完成表單修正及作業規範。 

10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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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抽查補助三位新進教師薪資符合

規定，建議佐證資料附上授課表。 

承辦單位已於 101.12.20依建議檢附

三位教師之授課課表。 

101.12.12 3.經費支用項目及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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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三位受薪資補助的新進教師。 

建議：如有折減時數者，其佐證資

料附上折減理由及文件。 

承辦單位已於 101.12.20依建議檢附

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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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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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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要點之名稱及內容字句建議調

整，如教材編纂獎勵要點、製作教

具獎勵要點、提升教師改進教學專

題研究補助要點、提升教師實務教

學能力補助要點、獎勵教師取得專

業證照補助要點，並請精簡要點之

內容，重新修訂相關之作業規範，

並將”簽”所呈現之內規列入作業規

範以標準化各項活動之流程。 

1.承辦單位已於 102.5.14修訂「教師

教材編纂獎勵要點」、「教具研製獎

勵要點」相關內容，符合本要點現

執行情況。 

2.另「提升教師改進教學專題研究補

助要點」、「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能力

補助要點」及「獎勵教師取得專業

證照補助要點」承辦單位已進行修

正，惟要點須經教務會議及教師評

審委員會通過後，陳校長核定，預

計於 103年 5月前完成修訂。 

101.12.12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

情形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

數人或特定對象 

部份相關辦法，如教師研習、學術

活動經費補助、學術演講經費補助

學術活動經費補助、改進教學專題

研究、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補助、教

師學術成果獎勵等要點皆訂有補助

金額上限，另建議教師研習金額之

補助金額上限依研習總經費變動而

調整，以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

對象。 

承辦單位已於 102.5.14修訂「教師

研習經費補助要點」相關內容，符

合本要點現執行情況，訂定補助金

額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