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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內部控制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30 分 

二、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記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孫明堂組長代)、 

魏子昆總務長、林祝君研發長(林淑芬主任代)、謝麗華主任、 

張智銘主任、李長泰主任、謝依蓓主任、謝易達館長、朱芳瑩國際長、

李家琦主任、牛河山主任、蔡宗宏院長、楊翼風主任 

五、請假人員：無  

六、列席人員：鄭楹卉同仁 

七、主席致詞：略 

八、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手冊」。經 108年 6

月 26日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九、工作報告：略 

十、提案討論： 

案由一：訂定高教深耕計畫專案執行作業，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校內 108學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專案稽核，擬訂定高教深耕計畫專

案內控作業。 

決 議：修正通過。高教深耕計畫專案執行作業如附件一。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17:00 

 



◎高教深耕計畫專案執行作業 

 

1. 流程圖 

1.1. 高教深耕計畫專案計畫/活動執行流程圖(圖 1) 

1.2. 高教深耕計畫專案計畫/活動申請及成果結案簽文流程圖(圖 2) 

1.3. 高教深耕計畫專案計畫/活動經費核銷流程圖(圖 3) 

2. 作業程序 

2.1. 計畫/活動申請流程  

2.1.1. 主辦單位於計畫/活動執行前(若有預支需求則必須依會計作業時程提前)提供活動申請

計畫書、經費預估表電子檔給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專案助理。 

2.1.2. 專案助理檢視上述表單並確認符合指標及經費支用原則後，上陳電子簽文，附件包括活

動申請計畫書、經費預估表及其他活動所需相關附件，經由專案經理確認經費資料無誤

後，會辦相關單位及主管簽核通過，由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專案助理歸檔。 

2.2. 計畫/活動執行流程 

2.2.1. 各主辦單位依據申請通過的計畫/活動，依時程辦理執行。 

2.2.2. 計畫/活動單據需完整留存，於活動結束後進行核銷作業。 

2.2.3. 長期性活動/正式課程可按月進行核銷。 

2.3. 計畫/活動結案流程 

2.3.1. 計畫/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提供活動成果報告相關資料及單據至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主軸助理。 

2.3.2. 由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專案助理彙整活動成果報告，以簽文方式上陳成果報告，經由專

案經理確認資料內容無誤後，會辦相關單位及主管簽核通過，由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專

案助理歸檔。 

2.3.3. 成果報告經校長簽核通過後，專案助理依會計室相關規定進行核銷作業，由高教深耕計

畫辦公室留存單據正本資料。 

3. 控制重點 

3.1. 經費編列基準及分配支用原則 

3.1.1. 每年依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分配支用。 

3.1.2. 第一部分（主冊、整體發展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將獲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比率

投注於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直接相關之項目。 

3.1.3. 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高教計畫補助款比例應 10%。 

3.1.4. 資本門占總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 20%~30%。 

3.1.5. 資本門採購品項皆需經管考會議決議，並依學校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申請，採購之品項

不得對外進行圖利他人或涉及金錢利益之行為。 

3.1.6. 不得支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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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計畫/活動申請 

3.2.1. 主辦單位於活動前(若有預支需求則必須依會計作業時程提前)，提供活動申請計畫書、

經費預估表，依照「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編列)使用注意事項」及相關作業

附件一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80041000300-1070426


要點進行編列各項活動經費。 

3.3. 計畫/活動執行 

3.3.1. 主辦單位依據提出申請之計畫/活動日期及內容執行，並留存活動資料。 

3.3.2. 如活動欲變更內容，得視情況以簽文方式陳核辦理。 

3.4. 計畫/活動成果報告 

3.4.1. 主辦單位於計畫/活動結束後 4週內(活動當週不算，隔週起計算)，繳交相關結案資料，

專案助理確認結案資料後以簽文方式上陳成果報告，簽核通過後，方得進行核銷作業。

若遇會計室年度作業，得先進行核銷再製作成果報告。 

3.4.2. 逾期繳交成果報告書，於管考會議提出後，視需要協請秘書室列入校務追蹤案。 

3.5. 計畫/活動經費核銷 

3.5.1. 成果報告書經校長簽核歸檔後依會計室相關規定進行核銷作業，由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留存單據正本資料。 

3.5.2. 長期性活動/正式課程可按月進行核銷。 

3.6. 經費查核及管考 

3.6.1. 學校經複審通過並核定經費後，應依相關審查意見及核定經費額度修正計畫書據以執

行，並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函報教育部，作為未來管考之依據。 

3.6.2.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於學期中每月定期召開內部會議 1至 2次。 

3.6.3.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於學期中每月定期召開管考會議。 

3.6.4. 每年依教育部規定詳填實際執行情形，俾列管執行進度。 

3.7. 經費請撥及核結 

3.7.1.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3.7.2. 將每年度原始憑證分類整理並裝訂成冊留校備查，並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或教育部指

定期間內將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報告表送部辦理核結。 

4. 使用表單 

4.1. 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_活動計畫申請書。 

4.2. 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_經費預估表。 

4.3. 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_經費實際支用表。 

4.4. 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_諮詢單。 

4.5. 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_支出憑證黏貼單。 

4.6. 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_成果報告書範本。 

5. 依據要點及相關文件 

5.1. 慈濟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計畫書。 

5.2.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5.3.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5.4. 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編列)使用注意事項。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80041000300-1070426


【圖 1】 

【高教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流程圖】 

【主辦單位】 

1. 活動成果報告(電子檔) 

2. 活動紀要與效益分析 

3. 領據、發票及收據等 

4. 經費實際支用表、問卷 

5. 其他相關資料 

※由專案助理彙整成果報告 

繳交活動成果(電子檔) 

所

需

資

料 

1. 海報及相關宣傳物品請加註「慈濟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字

樣。 

2. 活動執行中，請收集相關佐證資料(照片或影片)。 

【注意事項】 

成果簽核歸檔 

活動結束 4 週內 

(活動當週不算，隔週起計算) 

申
請 

執
行 

結
案 

活動經費核銷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1. 經費實際支用表 

2. 支出憑證黏存單一式二份 

※依會計室相關規定進行核銷作業 

所

需

資

料 

由專案助理彙整活動申請所需資料並上陳簽文 

 活動開始前須完成 

 若有預支需求則必須依會計作業時程提前 

 如活動欲變更內容，得視情況以簽文方式陳核辦理。 

【主辦單位】 

1. 活動計畫書 

2. 經費預估表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1. 計畫/活動電子簽文 

2. 計畫/活動相關電子檔附件 

 

所需 

資料 

計畫／活動申請 

成
果
報
告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歸檔 



【圖 2】 

【計畫/活動申請及成果報告結案簽文流程圖】 

                 【申請】                 【成果報告】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專案助理上陳簽文及計畫

/活動相關附件 

主辦單位主管、 

主軸計畫負責人 

是否有其他

會簽單位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主任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專案經理 

是 

否 

其他會辦單位 

電子簽文簽辦注意事項： 

1. 各主辦單位先填寫完成

活動計畫書及經費預估

表，做為簽文附件。 

2. 以會辦方式選擇主辦單
位、主軸計畫負責單位
及相關單位。 

3.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專

案經理歸檔時，會辦起

簽助理，以利後續配合

辦理。 

執行長 

(教務長) 

主任秘書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歸檔(專案助理) 

校長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專案助理將成果報

告上陳簽文 

原案續簽簽文簽辦注意事
項： 

1. 主辦單位提供活動成果

報告相關附件給主軸助

理，做為簽文附件。 

2. 新增活動成果報告電子

檔，以會辦方式選擇主辦
單位、主軸計畫負責單位
及相關單位。 

3.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專

案經理歸檔時，會辦起簽

助理，以利後續配合辦

理。 

原

案

續

簽 



【圖 3】 

【經費核銷流程圖】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專案助理填單) 

(雜項申請單或採購單) 

主軸計畫負責人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專案經理/主任) 

主辦單位經辦人/主管 

會計室 

校長 

會計室 

【所需資料】 

1.經費實際支用表 

2.支出憑證黏存單一式二份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歸檔 

(專案助理) 

主任秘書 

採購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