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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一、 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審查項目 學校執行結果

1. 本獎勵、補助經費已納入支用計畫

書，且經校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

議通過。

■是。

□否。

□已納入支用計畫書，但未經相關會議通過。

□未納入支用畫書。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

之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校 105、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之

計畫內容，主要以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為依據，計畫

內容由相關單位提出，經單位主管同意後交由秘書

室彙整後提報教育部，彙整後之經費支用計畫書經

校內行政會議會議核備後，方提報教育部。 

2.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用已訂定書面規

定程序，且支用規定及程序合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下列第 1 至 3 點；勾

「否」者，請簡要說明。 
本校獎補助經費完全納入年度預算規劃，預算之

編列係依據本校「預算編審與執行之處理準則」

辦理（請參閱【附件二】）。

本校獎補助經費支用，完全依照教育部及本校會

計制度相關規定，資本門採購亦依照政府採購法

規定辦理。

經費支用依據原編列預算執行，如於各季執行時

遇突發狀況需作調整時，亦須依據本校建立預算

調整機制辦理，經初審及複審會議通過後方可調

整執行。

1.規定名稱：元智大學預算編審與執行之處理準則

2.公布時間：88.01.11 訂定，102.06.05 最新版本修

正通過時間。

3.通過會議：87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備查，101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最新修正版本。 

3. 本獎勵、補助經費已執行完竣。
※備註 1：執行完竣指已完成核銷並付款。

※備註 2：已發生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指已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驗收完成並做應付傳票）者，

應於次年 1 月 15 日截止支付。

※備註 3：未執行完竣者應報經教育部核准後始

得展延，並於展延期限內執行完竣。

※備註 4：未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應繳回未執

行完竣之經費。

■是。

■已於當年度執行完竣。

□未於當年度執行完竣，已申請展延，並於展延期

限內執行完竣【展延經費：＄＿＿＿＿＿＿＿】。 

□否，未申請展延【未使用完竣之經費：＄＿＿＿】。 
★填寫說明：勾「是」且屬「已申請展延」者，請簡要說明並

輔以教育部同意展延公文之頁碼；勾「否，未申請展延」者，

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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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獎勵、補助經費之經常門及資本門

符合教育部所定支用比例（1：1.0074）
及流用方式（資本門不得流用至經常

門，經常門得流用至資本門，且其流

用以 10%為限）。

■是。

□未有流用情形。

■流用後符合規定；經常門流用$4,000,000 至資本

門（流用比率 8.15%）。

□否。
★填寫說明：勾「是」且屬「流用後符合規定」者，請於「106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計畫經費分配情形一覽表」備註欄位逐項說

明流用情形，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之頁碼；勾「否」者，請簡

要說明。 

簡要說明 

5. 本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已依「教育部

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

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及其經費編列基準表與

學校相關經費支出規定辦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校獎補助經費確依左列規定辦理。 

6. 本獎勵、補助經費之帳務處理符合專

款專帳管理原則，且相關憑證已依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六章會計事務

處理原則辦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校對於獎補助款之支出，依規定採專款專帳管理

且支出憑證及相關資料，均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第六章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專冊管理

並指定專人負責保管。 

7. 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執行成效、採購

案件及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

報告等相關說明資料，已公布於學校

網站。

■是。

□否，部分或未公布於網站。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提供第 1 至 4 項有效網址；勾「否」

者，請簡要說明。

本校計畫經費支用情形、會計師查核報告、執行成效

及採購案件等相關說明資料，已公布於學校網站。網

址：http://www.yzu.edu.tw/ 
(1)經費支用情形： 
元智大學首頁＞學校行政業務＞會計室＞MENU  
＞年度預算、會計師查核報表公告暨財務報表＞ 校
務發展獎補助計畫使用狀況＞ 獎補助經費規劃與

支用

(2)執行成效： 
元智大學首頁＞學校行政業務＞會計室＞MENU＞

年度預算、會計師查核報表公告暨財務報表＞校務

發展獎補助計畫使用狀況 ＞獎補助經費執行成效

(3)採購案件： 
元智大學首頁＞學校行政業務＞總務處＞MENU   
＞採購業務＞ 公開招標

(4) 最近一學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元智大學首頁＞學校行政業務＞會計室＞MENU＞

年度預算、會計師查核報表公告暨財務報表 ＞決算

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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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近一學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元智大學首頁＞學校行政業務＞會計室＞MENU＞

年度預算、會計師查核報表公告暨財務報表 ＞會計

師查核報表

公告＞ 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8. 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經董事會通

過。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董事會首次通過

與歷次修正之通過時間及輔以會議紀錄佐證資料之頁碼；勾

「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1. 100.01.10 元智大學第八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

通過「元智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及「財

團法人元智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訂定。 
2. 102.06.21 元智大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

(1) 通過「本校及學校法人董事會內控制度實施

手冊訂定暨後續修訂程序」。

3. 102.11.14 元智大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

(1) 通過「財團法人元智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

辦法」及「元智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修訂。

(2) 「學校法人董事會及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

手冊修訂重點」備查。

4. 103.11.03 元智大學第九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

「學校法人及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手冊修訂

重點」備查。

5. 104.11.23 元智大學第九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

「學校法人及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手冊修訂

重點」備查。

6. 105.11.14 元智大學第十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

「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手冊修訂重點」備查。 
7. 106.05.22 元智大學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

「105 學年度學校法人內部稽核結果及追綜報

告」備查。

8. 106.11.15 元智大學第十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

「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手冊修訂重點」備查。 
9. 107.05.30 元智大學第十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

通過「財團法人元智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及「元智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修訂。

請參閱附件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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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依規定設置（專、兼任）稽核人員。 ■是。

□已置專任稽核人員（學校年度總收入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且學生人數在 2 萬人以上者；或未達

前開條件仍準用者）。

■已置兼任稽核人員（學校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

幣 20 億元或學生人數未達 2 萬人者）。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第 1 至 3 點；勾「否」者，

請簡要說明。

1. 105 學年度決算總收入：1,752,468,294 元

2. 105 學年度學生總人數（以 105 年 10 月 15 日填

報校庫資料為準）：9,364 人

3. 現職（106 學年度）之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
專、兼

任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職掌

兼任 王瑄 管理學院 助理教授 主任委員

兼任 黃駿 化材系 教授 委員

兼任 蔡啟揚 工管系 助理教授 委員

兼任 黃毅然 資工系 副教授 委員

兼任 粘凱婷 管理學院 助理教授 委員

兼任 廖秀娟 應外系 副教授 委員

兼任 施皇嘉 電機系 副教授 委員

兼任 陳虹璇 教務處 編纂 委員

兼任 楊惠敏 教務處 組員 委員

兼任 陳賢宗 學務處 編纂 委員兼組長

兼任 劉晨茵 總務處 書記 委員

兼任 王麗香 資服處 編纂 委員

兼任 呂迺玲 全球處 編纂 委員

兼任 羅明秋 人事室 專員 委員

兼任 呂韋蒨 會計室 書記 委員

兼任 廖月華 秘書室 組員 委員兼組長

兼任 黃志強 管理學院 技正 委員兼組長

兼任 李杏玉 管理學院 專員 委員

兼任 李姝諍 社政系 組員 委員

兼任 林秀靜 光電系 組員 委員

兼任 劉美倩 國際語言中心 辦事員 委員

10. 106 年度計畫經費已於 107 年度 6 月

底前稽核完竣。
※備註：稽核完竣指稽核報告已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

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是。

□否，預計稽核時程：＿＿＿＿＿＿。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稽核計畫及稽核報告中，

對於本案計畫經費稽核之情形，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之頁碼；

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1. 稽核計畫

106 學年度學校修正後內部稽核計畫於 107 年 1
月 18 日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2. 稽核報告

106學年度學校內部稽核結果綜合報告於107年
4 月 18 日經校長核閱，並於 107 年 5 月 16 日將

副本陳送監察人查閱。

3. 追蹤報告

106 學年度學校內部稽核追蹤報告預計於 107 年 7
月 23 日送校長核閱，並於 107 年 7 月 27 日副知監

察人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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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計畫經費稽核情形

107 年 3 月 9 日稽核學校「獎補助款之收支、管

理、執行及記錄作業程序」，抽核結果如下：

(1) 抽查 106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作業，業依規

定辦理收款、支用、核銷及付款作業。

(2) 106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會計處理，業依規

定設有專帳及專冊處理。

(3) 106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之財物或勞務

中，抽查新台幣 100 萬以上之財物或勞務購

置交易案，均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5. 定期於學校網頁公開內部稽核計畫及內部稽核

綜合報告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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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二、「經常門」執行情形 
審查項目 學校執行結果 

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已明

訂，並經校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

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且適時修訂與確

實執行。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下表；勾「否」者，請簡

要說明。 
要點/辦法 

名稱 

初次通過日期

及會議名稱 

最新修正日期

及會議名稱 

修訂公布/ 

實施日期 

1 元智大

學教師

聘任待

遇服務

規則 

78 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院

務會議通過

/79年 1月 17

日 

105 學年度第

二次校務會議

修訂通過/106

年 5月 3 日 

本規則經校

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106年 5月

20 日公告，

106年 8月 1

日實施。 

2 元智大

學教職

員工敘

薪辦法 

81 學年度第十

四次行政會議

通過/81年 11

月 9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修訂通過/103

年 8月 20日。 

本辦法經行

政會議通過

後，報請私

校退撫儲金

委員會審核

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103年 9月 2

日私校退撫

儲金委員會

核備通過。 

簡要說明 
2. 學校獎勵補助教師辦法符合公平、公

正、公正之原則，且相關規範內容及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審核機制與程

序合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辦理及審查機制與程序；

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校獎勵補助教師，支應新進教師薪資（本（年功）

薪、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依本校教師聘任

待遇服務規則及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辦理敘薪，提教

校評會議審核通過，再經外部敘薪學校審核通過，送

私校退撫儲金委員核備。符合公平、公正之原則，且

相關規範內容及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審核機制與程

序合理。 

□學校未以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教師人事經費（第 3 至 5 題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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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師人事經費

（「專任教師薪資」或「新聘及現職之

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未」

超過總獎勵、補助經費之 20%。 

■是，支應 20%以下（包含本數）。 

□否，支應超過 20%。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第 1 至 2 點，

勾「否」者，另請簡要說明。 
1.補助支應「專任教師薪資」或「特殊優秀教研人
員彈性薪資」一欄表 

（單位：元） 

 人數 金額 

A.專任教師薪資 33 ＄19,311,468 
B.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  ＄ 
C.總金額（=A＋B） ＄19,311,468 
D.106 年度總獎勵補助經費 ＄98,448,005 
E.比率（=C/D） 19.62% 

2.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相關規定名稱、實施

日期及教育部備查文號 
簡要說明 

4.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師人事經

費，是以其所支薪級之本（年功）薪、

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為限，且

「未」包括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

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之教師。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支用內容並輔以相關佐

證資料之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支用內容：以支薪級之本（年功）薪、學術研究費

及主管職務加給為限，未包括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

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之教師。 
5. 本獎勵、補助經費「未」以教師人事

經費之薪資方式支應教學研究經費

（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

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

其他等）。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之

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獎補助經費，未以教師人事經費之薪資方式支應

教學研究經費（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

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其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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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核發辦法已明訂，

且經校內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

過後公布實施。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下表；勾「否」者，請簡要

說明。 

辦法名稱 
初次通過日期及

會議名稱 

最新修正日期及 

會議名稱 

修訂公布/ 

實施日期 

元智大學研

究生助學金

設置辦法 

81 學年度院務

臨時會議通過

/82.07.20 

90 學年度第二

次校務會議/ 

91.06.18 

91.06.18/ 

91.06.18 

核發原則：（簡述申請資格、平均每生獲發獎助學金之金額、權利

義務等）1.獎助對象為本校各研究所之碩博士班研究生。碩士班以

發給第一、二學年為原則，博士班以發給第一至四學年為原則。2.

領取獎助學金之研究生，均需協助各系所有關教學工作。3.106 學

年度每生每月平均為＄1050。 

簡要說明 
7.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於當年度研究

生獎助學金。 
    ※備註：依據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要點修正規定（103 年 11 月 20 日臺教高（三）

字第 1040161118B 號令修正）第 8 點第 1 項第（3）
款「學校於當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得用本獎勵、補

助經費支應」。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下表，勾「否」

者，另請簡要說明。 
（單位：元） 

項目 經費來源 支用經費 

研究生 

獎助學金 

教育部核配金額 ＄9,280,500 
學校自籌經費 ＄1,919,500 
獎勵補助經費 ＄0 

簡要說明 

8. 經常門經費支用於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符合「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

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

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 
    ※備註：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第 5點第 1
項第（1）款規定不得用於基本人事費、導師費、

內聘社團老師指導費、校外訪視費（交通）費、誤

餐費或加班費、教職員工值班費、醫師診療費、獎

助學金、工讀（助學）金、校隊訓練及比賽費用、

年度慶典費用（學生社團配合辦理之活動除外）、

藥品費及學生自繳之各項活動費等，亦不得用於補

助師生出國或旅遊。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106 年度經常門經費支用於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多用於補助

學生活動費 16.6%、活動餐費 30.81%、印刷費 4.98%、講座鐘

點費 15.82%、補助學生參與校外活動車資 7.54%等，支用均符

合「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

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 

9. 本獎勵、補助經費已提撥至少 1.5％，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或購

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下表，勾「否」

者，另請簡要說明。 
（單位：元） 

A.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及經費 ＄966,000 

B.社團活動之器材設備及經費 ＄1,200,000 

C.總提撥金額（=A＋B） ＄2,166,000 

D.106 年度總獎勵補助經費 ＄98,448,005 

E.比率（=C/D） 2.2% 

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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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獎勵補助教師之案件申請執行符合

規定。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申請程序並輔以相關

佐證資料之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校獎勵補助教師，支應新進教師薪資（本（年

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依本校教

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及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辦理敘

薪，提教校評會議審核通過，再經外部敘薪學校審

核通過，送私校退撫儲金委員核備。符合公平、公

正之原則，且相關規範內容及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

審核機制與程序合理。 

11. 獎勵補助教師支用內容合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支用內容；勾「否」

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校獎勵補助教師，支應新進教師薪資（本（年

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依本校教

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及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辦理敘

薪，提教校評會議審核通過，再經外部敘薪學校審

核通過，送私校退撫儲金委員核備。符合公平、公

正之原則，且相關規範內容及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

審核機制與程序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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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三、「資本門」執行情形 
審查項目 學校執行結果 

1. 學校已訂有請採購規定及財產

管理辦法（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之頁

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校訂有元智大學財產管理辦法，請參閱附件三 

□學校未以獎勵補助經費支用工程建築經費（第 2 至 4 題項免填）。 

2. 工程建築之支用計畫及經費，

已於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准通

過。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輔以教育部同意支用工程建

築公文之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3. 使用工程建築經費「未」超過總

獎勵、補助經費之 10%。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下表，勾「否」者，

另請簡要說明。 

（單位：元） 

A.支用工程建築總經費  

B.106 年度總獎勵補助經費  

C.比率（=A/B）  

簡要說明 

4.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於修建

與教學直接相關環境之校舍建

築，且「未」用於新建校舍工程

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及附

屬機構。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下表，勾「否」者，

另請簡要說明。 
（單位：元） 

工程項目 經費 

1   

2   

合計  

簡要說明 

5. 使用本獎勵、補助經費辦理公

開招標（經費占採購金額半數

以上，且獎勵、補助金額在公告

金額以上者），已依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辦理。 

■有符合公開招標案件（共 26 件）。 
 ■是，已依規定辦理公開招標。  

 □否，未依規定辦理公開招標。 

□無符合公開招標案件。 
★填寫說明：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6. 學校請採購程序及實施符合規

定。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之頁碼；

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本校各項採購，皆依元智大學財物及勞務採購作業辦法辦

理，請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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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6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三、「資本門」執行情形 
審查項目 學校執行結果 

7. 購置固定資產，其耐用年限二

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者，已列作資本門支出。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之頁碼；

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本校固定資產使用年限兩年以上金額新台幣一萬元以上者

皆已列資本門控管，並確實登錄於財管系統，且採購相關

資料正本皆附於單案憑證後佐證，由會計室保存備查。（請

參閱附件五） 
8. 各採購案辦理結束後（不論使

用獎勵、補助經費額度多寡），

已將辦理情形（含依據法規、採

購標的名稱與其內容、預定採

購金額、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

所占金額、決標金額及得標廠

商等資料）公布於學校網站，且

採購相關資料併同獎勵、補助

經費相關資料，已留校備查。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簡要說明，勾「是」者，另

請提供公告網址。 
簡要說明 

本校各採購案辦理結束後，已將辦理情形公布於學校網站

且採購相關資料併同獎勵、補助經費相關資料，正本皆附

於單案憑證後佐證，交由會計室留校備查。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tw/2016-

03-18-05-45-08/2016-03-18-06-00-05 

9. 本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

產已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且財產之使用年限及報廢業依

相關規定辦理，將相關資料登

錄備查。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之頁

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本校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產及報廢財產相關資料皆

已確實登錄備查於財管系統，請參閱附件六。 

10. 本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財產

之使用及保管情形良好（不得

移置校外或附屬機構），且列有

「106 年度教育部校務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字樣之標籤或戳

章。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輔以相關佐證資料之頁碼；

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本校獎勵、補助經費購入之財產已列入 106年度執行清冊，

相關資訊登錄於本校財管系統備查，且貼妥「106 年度教

育部獎勵校務發展計畫獎補助款」字樣之財標責由各使用

單位於校內保管、維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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