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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5120010901-7 *

一般教育推展
3,000,000   3,000,000   100.00 資 C14 3,000,000

補助計畫跨年度

92

5120011000-9*

籌設及強化國立教

育機構

5,996,537  5,996,537   94.49 資 A4 5,996,537   

室外游泳池一般池改建室內溫

水游泳池工程5,996,537元(國

立體育學院)

92 92年度經常門小計 -        -         -         

92 92年度資本門小計 5,996,537  3,000,000   8,996,537   96.26 8,996,537   

92 92年度小計 5,996,537  3,000,000   8,996,537   96.26 8,996,537   

93

5120011000-9 *

強化國立教育機構 50,686     -         50,686      0.23 資 A14 50,686      

惠蓀林場敏督利颱風七二水災

公共設施災害復建工程50,686

元(中興大學)-單據未結

93 93年度經常門小計 -        -         -         

93 93年度資本門小計 50,686     -         50,686      0.23 50,686      

93 93年度小計 50,686     -         50,686      0.23 50,686      

94
5120010100-8*

一般行政
218,311     218,311     21.04 資 A4 218,311     

辦理亞典、黃聖吉中心工程整

修經費

94

中等教育管理 -

中辦

台南啟智學校

校舍地質及建物監

測 -          168,000     168,000     51.53 經 4A 168,000     

全校校舍地質及建物監測本案

94年5月13日決標，6月16日開

始進行監測作業，本案為3年期

之計畫，預算金額1,058,400元

，契約金額1,002,000元，標餘

款56,400元已繳回，本案3個月

付款1次，截至96年已支付

834,000元，尚餘168,000元為

擬保留至下年度繼續執行。

94

5120010401-4*

國民教育行政及督

導
3,600,000   3,600,000   36.00 資 A9 3,600,000   

台北縣竹圍國小降低國民中小

學班級學生人數計畫硬體工程

，因山坡地法規新增，山坡土

方滑動，影響工程進度，目前

正積極向工務局辦理復工申

請。

94

5120011000-9 *

強化國立教育機構 6,845,643  60,000,000  66,845,643  26.88 資 A4 2,897,016   

水圈科技館工程規劃及工程費

2,897,016元(國立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

資 A4 1,631,431   

燕巢校區管理學院第二期暨第

一期公共設施工程1,631,431元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 A4 2,317,196   

理工學院第一期建築規劃及工

程費2,317,196元(國立聯合大

學)

資 A7 60,000,000  
綜合活動中心規劃及工程費

60,000,000元(國立東華大學)

94 94年度經常門小計 -        168,000     168,000     51.53 168,000     

94 94年度資本門小計 6,845,643  63,818,311  70,663,954  27.21 70,663,954  

94 94年度小計 6,845,643  63,986,311  70,831,954  27.24 70,831,954  

95

5120010201-5

高等教育行政及督

導
64,550,000 2,847,868   67,397,868  52.15 經 C14 67,397,868  

補助推動大學進退場機制改進

大學評鑑制度及推動體育校院

整併暨成立體育大學籌備處案

等經費

95

5120010201-5*

高等教育行政及督

導

1,950,000  1,950,000   3.41 資 C14 1,950,000   

補助推動大學進退場機制改進

大學評鑑制度

95

5120010202-8

技術職業教育行政

及督導

1,000,000  1,000,000   100.00 經 C14 1,000,000   

委辦財團法人台灣評鑑斜會之

計畫，俟部分細節釐清後始可

核結。

95
5120010206-9

師資培育
2,500,000  2,500,000   33.54 經 C14 2,500,000   

憑證未及核結

教  育  部

歲出保留數（或未結清數）分析表

中華民國96年度

年

度

工作計畫

名　　稱

歲　出　保　留　數 保　留　原　因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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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5120010301-0

中等教育督導
750,000    750,000     42.13 經 C14 750,000     

憑證未及核結

95

5120010303-5*

各國立中等教育學

校

基隆高中

音樂館無障礙設施

改善工程
-          2,000,000   2,000,000   100.00 資 A4 2,000,000   

本案因基隆市政府審查核發建

照時要求學校須拆除前工程切

結之大門右側圍牆。囿於學校

無預算可執行，經往返公文說

明，至96.10.3才核發雜照。

96.8.7建築師建議「因非人為

因素」更改開工日，工程履約

期間不變為「開工日後180日曆

天以前全部完工」，學校同意

核備。因此預計延至97 年6月

始能完工，爰需申辦續予保留

經費。

95

5120010303-5*

各國立中等教育學

校

華僑實中

新設多功能排球館

工程

-          1,328,482   1,328,482   66.76 資 A4 1,328,482   

1.國立華僑實中「新設多功能

排球館工程」計畫總金額3,000

萬元，95年度編列200萬元供規

劃設計等先期作業使用，後續

經費2,800萬元再視工程進度編

列。

2.95年度原編預算實際支用1萬

元，申請保留199萬元，96年度

支付建築師技術服務費第一期

款542,805元，地質鑽探經費

118,713元，因目前尚在申請建

築執照階段，預計明年度辦理

工程發包，爰其餘經費申請繼

續保留。

95

5120010303-5*

各國立中等教育學

校

台中一中

綜合教學大樓新建

工程

-          950,766     950,766     58.15 資 A12 950,766     

1.本工程已於本(96)年1月9日

驗收合格，因植栽工程尚有一

年養護至97年1月9日止，保留

建築師設計監造費16,346元，

俟養護期滿、驗收合格後支

付。預估由營建署驗收合格通

知本校再通知建築師請款約需

一至二個月。

2.本工程編列公共藝術費

965,000元（公共藝術總經費為

2,000,000元，不足部份由本校

教育基金會提撥補足），出席

費及餐費共支出30,580元，餘

額934,420元辦理保留。

3.因教育部審查委員會對評選

第一名藝術家之作品要求說明

修正，評選第一名藝術家於本

(96)年12月02日完成修正報告

書，並報教育部審查，無法於

本年度完成公共藝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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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5120010303-5*

各國立中等教育學

校

玉里高中

科學及多元文化館

新建工程

-          24,294,866  24,294,866  100.00 資 A7 24,294,866  

1.本案「科學及多元文化館」

興建工程於94年7月核定39,914

仟元，分三年編列，(94年255

仟元、95年25,000仟元、96年

14,659仟元)

2.95年度因市場變化物價指數

調高，招標多次未決；經申辦

專案保留同意辦理保留

24,295,906元。

3.今年度建築師重新規劃設計

，並召開多次審查會議，於8月

14日第一次上網公告招標，11

月9日以36,400,000元決標，得

標廠商為順裕營造有限公司。

本案預計完工日為97年12月，

相關預算96年度僅執行1,040元

，其餘24,294,866元辦理保

留。

95

5120010303-5*

各國立中等教育學

校

華南高商

禮堂（活動中心）

申請補發使用執照 2,580,000   2,580,000   100.00 資 A20 2,580,000   

本校「禮堂(活動中心)補發申

請使用執照案」因行動不便者

使用設施替代改善計畫尚未核

准、消防設備會勘尚未合格、

缺建築物完工日期之證明文

件、缺建築物安全定報告書、

竣工圖及其他文件(申請書、竣

工相片等)尚未修正，以上資料

本校已辦理中，預計97年1月完

成本項工程，故申請保留款項

以利執行。

95

5120010303-5*

各國立中等教育學

校

台中啟明學校

學生宿舍興建工程

386,352     386,352     24.84 資 A4 386,352     

1.本案係教育部專案控管三年

期程之工程興建案，預定完工

日期為97年12月31日，原計畫

即須分期撥付款項辦理。

2.本案自取得建造執照後經五

次公開上網招標皆流標，經減

少量體重新規劃後重新上網招

標，於96年11月24日完成發包

作業，故原訂工作期程皆須往

後順延，致原編列於本年度預

算無法執行完成。

95

5120010401-4 *

國民教育行政及督

導
4,000,000   4,000,000   6.01 資 A8 4,000,000   

補助金門縣金湖國小新建體操

訓練館發包困難，已完成招標

工作，正積極趕工。

95
5120010501-9

社會教育行政及督

導

12,544,877  12,544,877  61.51 經 B4 1,144,877   
計畫跨年度執行

經 C14 1,400,000   委辦或補助計畫合約跨年度

經 C20 10,000,000  
本案執行項目繁多為完成計畫

事項實際需求至計畫展延

95

5120010501-9*

社會教育行政及督

導

12,602,861  12,602,861  11.96 資 A4 12,602,861  

計畫跨年度執行

95

5120010600-0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

育

1,000,000  1,000,000   19.33 經 C14 1,000,000   

憑證未及核銷

95
5120010701-8

學生事務與輔導
599,130     599,130     2.75 經 C4 242,730     

計畫(採購)期程跨年度

經 C14 356,400     計畫(採購)期程跨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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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5120010901-7

一般教育推展
25,000     241,550     266,550     1.12 經 C14 241,550     

委辦計畫報告尚未審核通過

經 C14 25,000      補助計畫單據未結

95
5120010901-7 *

一般教育推展
25,000     -         25,000      0.08 資 C14 25,000      

補助計畫單據未結

95

5120010904-5

教育及學術資訊管

理與發展

6,149,500   6,149,500   15.54 經 C14 6,149,500   

委託計畫單據未結或報告尚未

審核通過

95
5120010905-8

科技教育 689,580     689,580     2.69 經 C14 689,580     
計畫跨年度執行-下年度督促受

補助單位積極辦理

95

5320011101-7 *

加強社會藝術與文

化活動

123,678,474 123,678,474 40.50 資 A4 106,500,000 

計畫期程跨年度

資 C7 8,280,000   多次招標未決，影響進度

資 A4 8,898,474   
補助計畫需俟部份情節釐清後

再予核結。

95 95年度經常門小計 69,825,000 23,072,505  92,897,505  33.70 92,897,505  

95 95年度資本門小計 1,975,000  171,821,801 173,796,801 28.89 173,796,801 

95 95年度小計 71,800,000 194,894,306 266,694,306 30.40 266,694,306 

96
5120010100-8

一般行政 -        552,898     552,898     0.08 經 C20 552,898     
辦理本部回溯編目建檔、整理

老舊檔案及檔案銷毀作業案

96
5120010100-8*

一般行政
-        13,417,250  13,417,250  79.90 資 A 4 47,250      

計畫跨年度執行

資 A 4 9,320,000   計畫跨年度執行

資 A 4 4,050,000   計畫跨年度執行

96

5120010201-5

高等教育行政及督

導

93,377,306 9,661,798   103,039,104 20.94 經 C1 225,845     

編印「教育人事法規及釋例彙

編」

經 C14 102,696,405 

補助推動大學進退場機制改進

大學評鑑制度及與經濟部共同

辦理96年度擴大碩士級產業研

發人才供給計畫--補助產業研

發碩士外國學生專班等經費及

部分補助計畫仍需釐清後始可

核結。

經 C20 116,854     

辦理97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

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及

招生名額總量作業經費

96

5120010201-5*

高等教育行政及督

導

3,802,002  3,802,002   0.69 資 C14 3,802,002   

補助推動大學進退場機制改進

大學評鑑制度經費

96

5120010202-8

技術職業教育行政

及督導
9,970,000  51,606,989  61,576,989  6.51 經 C4 8,067,647   

採購計畫跨年度-下年度依合約

積極辦理

經 C14 53,509,342  
計畫跨年度執行-下年度督促受

補助單位積極辦理

96

5120010202-8*

技術職業教育行政

及督導

-        7,048,000   7,048,000   1.23 資 C14 7,048,000   

計畫跨年度執行-下年度督促受

補助單位積極辦理

96

5120010204-3

私立學校教學獎助

-        3,873,600   3,873,600   0.03 經 c4 77,600      

執行96年度私立大專校院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成效訪視計畫

經費7萬7,600元，待乙方於履

約96年12月31日期限後15日內

（例假日不計），提交書面執

行成果報告後方能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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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c14 808,000     

會計師查核南亞技術學院95學

年度財報簽證，因查核標的物

延誤查核原定時程，致未能依

約於96年12月31日前完成，故

依約申請展延至97年2月29日完

成。

經 c4 2,988,000   

委任會計師查核致遠管理學

院、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嘉南

藥理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及輔英科技大學等6校96年度財

務抽核，因具時效性及隱密性

，故查核期間係不定時辦理以

達到抽查之原定目的，因而有

橫跨兩會計年度情況，預定97

年3月31日前完成。

96

5120010204-3*

私立學校教學獎助
-        30,000,000  30,000,000  0.73 資 c4 30,000,000  

配合學校所送計畫之書面審核

及本部實際訪視作業完成後，

方能辦理撥付，預定97年3月31

日完成撥付。

96
5120010206-9

師資培育
5,000,000  -         5,000,000   0.66 經 c14 5,000,000   

憑證未及核結

96
5120010301-0

中等教育督導
1,635,294  1,595,000   3,230,294   0.89 經 c4 140,000     

憑證未及核銷

經 c4 40,000      計畫期程跨年度

經 c1 700,000     計畫期程跨年度

經 c14 855,000     計畫期程跨年度

經 c14 1,495,294   憑證未及核銷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中

辦人事科

選送教師出國專題

研究

1,261,928   1,261,928   25.24 經 C20 1,261,928   

1.96年度選送公私立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出國專

題研究實施計畫共錄取9人，每

人公費補助上限為555,000元，

錄取人員陸續於96年8月至12月

間出國，研究期間為4個月。部

分錄取人員於97年方能完成專

題研究返國，其中1人預領之公

費數額未達本部補助上限，且

返國後將依實際支出情形，於

補助上限範圍內申請補發，基

於上開因素，相關經費

1,261,928元辦理保留，以利公

費核銷。

2.1人因故放棄出國機會，同一

研究項目並無備取人員，爰不

另行遞補。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大湖農工

活動中心整修工程 -          42,184      42,184      50.00 資 A20 42,184      

目前進度已委由建築師規劃設

計並簽約在案。在簽約內容中

為切實執行整體工程進度，本

年度僅同意支付酬金50%，另外

50%之費用則俟下年度整體維修

工程費用核撥並完工後再行支

付餘款。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北港高中

集合場整修工程
-          300,000     300,000     100.00 資 A20 300,000     

本案因須委託專業規劃，加以

第一次招標流標，於96.12.28

第二次開標後才決標，因施工

不及，無法於96年底前付款，

需跨越年度辦理，故申請保

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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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台中女中

照明燈具及線路改

善案

-          500,000     500,000     100.00 資 B4 500,000     

原計畫採購期程於12月31日前

完成，依合約標準採購100套以

上至500套需50日曆天交貨完

工。依規定程序下單共同供應

契約「高效率電子式省電燈

具」340套(如訂購單)，試裝後

與使用需求有差距，須調整下

單內容，經取消訂單後，須經

台灣銀行依程序處理，公文往

返，採購期程會跨越年度，始

可完成，爰須辦理保留。預定

97年1月施工，2月付款。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台中女中

電力改善工程第2

期計畫-照明燈具

及線路改善案
-          111,720     111,720     100.00 資 A4 111,720     

原計畫採購期程於12月31日前

完成，依合約標準採購100套以

上至500套需50日曆天交貨完

工。依規定程序下單共同供應

契約「高效率電子式省電燈

具」340套（如訂購單），試裝

後與使用需求有差距，需調整

下單內容，經取消訂單後，需

經台灣銀行依程序處理，公文

往返，採購期程會跨越年度，

始可完成，爰須辦理保留。預

定97年1月施工，2月付款。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台中特教

學生上下學搭車處

「風雨走廊工程」

-          1,000,000   1,000,000   100.00 資 A4 1,000,000   

本案於96年12月24日招標並決

標，因無法於96年度結束前完

成，需辦理保留。預計97年1月

開工，工程期限於97年4月30日

前完工。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台中啟聰學校

96年度急迫性待解

決事項(餐廳廚房

修繕)經費
-          437,681     437,681     87.54 資 A4 437,681     

1.案內有工程及財物採購，均

需現場施工爐灶、水溝及地坪

，無法使用廚房設施供應膳

食。

2.餐廳廚房修繕工程採購案

號：961211，已於96年12月18

日辦理招標完成(委託設計監造

亦已辦理)，廠商履約期限至97

年2月10日。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台東體中

高中職社區化資本

門-探索教育場設

置工程

-          1,211,000   1,211,000   100.00 資 A4 1,211,000   

1.本年度高中職社區化資本門

經費八月底確定，本計畫金額

為公告金額(一百萬元)以上未

達查核金額，需先行委託規劃

設計，加上探索教育場設置工

程較為特殊，規劃期間費時較

久，目前已於12月12日辦理招

標簽約發包，預計完工期間為

97年3月，期程跨越年度，因此

申請保留。

2.工程發包金額1,125,000元+

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7%）

78,750元+工程管理費（因預算

有限以約0.65%提列）7,250元

=1,211,000元，全數辦理保

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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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台南啟聰學校

台南校區6棟建物

拆除經費

-          291,910     291,910     19.65 資 A4 291,910     

1.台南校區拆除經費於10月23

日核撥，12月3日決標，12月7

日執行拆除，12月13日繳回工

程結餘款1,193,018元。

2.本案拆除期間，台南市政府

把拆除標的「博愛堂」列為古

蹟，造成得標廠虧損，影響工

程進度。

3.本案工程款280,000元、建築

師規劃服務費11,910元，合計

291,910元，保留至下年度（97

年度）繼續執行。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私立光華女中

改善無障礙設施工

程
-          1,131,700   1,131,700   70.07 資 A7 1,131,700   

1.補助1,615,000元，其中

1,131,700元優先採購無障礙設

施，因物價波動，流標兩次，

故須辦理保留。

2.執行期限96年8月1日至97年6

月30日。

3.預訂於97年7月30日前核結。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私立成功工商

孝樓耐震補強工程

-          1,207,000   1,207,000   100.00 資 A20 1,207,000   

計畫期程跨越年度；規劃作業

延遲。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私立樹德家商

校舍美化維護工程

-          1,000,000   1,000,000   100.00 資 A20 1,000,000   

為顧及學生上課之安全，擬延

後施工。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佳冬高農

96年度恆春大地震

侵害校園房屋防漏

整修工程

-          935,772     935,772     93.58 資 A4 935,772     

本案辦理房屋防漏整修規劃設

計及施工，工程採購期程跨越

年度，需辦理補助經費保留。

預計97年2月15日前辦理驗收，

97年3月15日前辦理付款。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宜蘭高中

科羅莎颱風整修經

費

-          3,634,883   3,634,883   82.61 資 A20 3,634,883   

因風災多處受損，需修復項目

繁多，其中部分項目並涉及專

業須先委外規劃設計，工程因

性質不同分多項陸續發包，其

中未施作完成跨越年度需辦理

保留之項目如下：

1. 活動中心整修工程已於

96.12.25日完成招標-(鋁窗更新

決標價898,000元，設計費

41,164元，空污費3,143元，工

程管理費26,940元)(機電工程決

標價1,050,000元，設計費

48,132元，空污費3,675元，工

程管理費31,500元)(裝修工程決

標價1,248,605元，設計費

57,236元，空污費4,370元，工

程管理費37,458元)總金額

3,450,223元
2. 機車車棚風災傾倒拆除

70,000元施工中。

3. 活動中心屋頂金屬板通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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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東石高中

圍牆新建工程

-          500,000     500,000     100.00 資 A15 500,000     

本案為配合原守衛室及大門口

整建工程之後續工程，需配合

原規劃且須經專業設計招標作

業於96.12.27完成訂約，發包

經費420,000元，設計監造費約

26,390元，空污費699元，工程

管理費11,310元，另圍牆駁坎

植栽約45,000元，不足款由學

校業務費支付，該工程預計於

97年2月份前完工，申請保留

500,000元。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武陵高中

網排球場整修工程

-          1,500,000   1,500,000   100.00 資 A8 1,500,000   

本案改善網、排球場改善經費

150萬元因屬公告金額以上之採

購，從招標文件製作、批核、

公告及等標期至96年12月21日

決標止，確實無法於本(96)年

度履約完成，辦理保留本案之

經費至97年4月30日之履約期限

，需俟施工及驗收完成後方可

付款。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屏東女中

地震修復工程

-          732,500     732,500     97.67 資 A6 732,500     

1.本項工程屬未達公告金額而

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

招標辦法規定，應辦理公開招

標。因本案係做本校地震修復

之工程，為求謹慎，另聘結構

建築師予以規劃設計，故需時

間較長，經公開上網招標後，

於96年12月10日決標。

2.此項工程預定施工日期為60

日曆天，無法於96年底前完成

工程施工、驗收及付款等作業

，工程款596,000元、追加工程

款76,900元、建築師服務費

41,720元、工程管理費17,880

元，合計732,500元，擬申請保

留此項補助款。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鹿港高中

明德樓教學區北側

教室改建氣密室鋁

門窗工程

-          500,000     500,000     100.00 資 A20 500,000     

1.本案涉及專業設計需先行辦

理勞務採購後再辦理工程發包

，已於12月28日完成招標發包

，惟工程期至97年2月17日，故

全數辦理保留。

2.本案規劃設計監造費37,288元
，本校自籌配合款19,288元。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曾文家商

道路整修工程

-          486,930     486,930     97.39 資 A4 486,930     

1.96年11月29日教中(三)字第

0960522657T號函核准補助本校

道路整修工程50萬元，96年12

月21日完成發包手續，預計96

年12月28日開工，合約工期40

天，無法在96年12月31日前完

工，故必須辦理保留。

2.保留明細如下：(1.工程設計

費23,430元、2.工程管理費

13,500元、3.工程發包金額

450,000元)合計486,9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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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瑞芳高工

建築物安全改繕工

程

-          363,767     363,767     72.75 資 A20 363,767     

1.本案委託林正當建築師事務

所以總包價法3萬元規劃設計監

造，於96年12月20日第一次開

標，由「達月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以標價332,517元得標，並

於96年12月20日簽約，工期30

日曆天，無法於本年度完工，

故辦理保留。

3.保留金額包括委託設計費

30,000元、工程款332,517元及

空污費1,250元，合計363,767

元。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瑞芳高工

游泳池塗裝整修工

程

-          459,228     459,228     100.00 資 A20 459,228     

1.委託蘇光華建築師事務所以

總包價法34,000元規劃設計監

造，於96年12月19日第一次開

標，由「秉璘營造有限公司」

以標價423,680元得標，並於96

年12月19日簽約，工期25日曆

天，無法於本年度完工，故辦

理保留。

2.保留金額包括委託設計費

34,000元、工程款423,680元及

空污費1,548元，合計459,228

元。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旗山農工

食品經營科實習設

備採購

-          178,600     178,600     100.00 資 B12 178,600     

本案因履約有爭議，預定召開

協調會處理中。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鳳山高中

高雄縣聯絡處(自

強樓)修繕工程
-          477,786     477,786     95.56 資 A4 477,786     

1.本案經委託設計及等標期，

至12月21日才完成發包。合約

簽訂完工日為97年元月28日，

因合約執行跨越年度，爰申請

保留。

2.本計畫工程標價為448,000元

，設計監造費為29,786元，合

計477,786元。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鳳山商工

屋頂防水油漆、校

園電力系統工程

-          350,000     350,000     100.00 資 A4 350,000     

本補助款於96年11月29日核定

，96年12月28日完成議價發包

，完工期限預計為97年1月底前

，無法於96年12月31日前完工

驗收，故辦理保留。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鳳山商工

屋頂防水油漆、校

園電力系統工程—

穩壓器

-          118,750     118,750     79.17 資 A4 118,750     

本補助款於96年11月29核定，

96年12月31日完成議價發包，

交貨期限預計為97年1月7日，

無法於96年12月31日前交貨驗

收，故辦理保留。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鳳山商工

恆春地震災損修復

工程
-          771,000     771,000     77.10 資 A4 771,000     

因補助款項於96年11月16日核

定，恆春地震災損修復工程於

96年12月5日上網公開採購，無

法於96年度辦理完成，預計於

97年2月22日完工。建築師費配

合工程完工才能支付，故辦理

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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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潮州高中

校園步道設施工程

-          1,446,617   1,446,617   90.41 資 A15 1,446,617   

1.因本項工程複雜，本校無具

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能力，

故委託建築師設計、規劃及監

造。

2.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採

「建造百分比法」：工程合約

金額1,386,000元減（管理費、

利潤、工程保險費及營業費）

138,965元乘百分之四點五等於

56,117元，空污費4,500元

(56,117+4,500=60,617)

3.本項工程為96年11月15日核

定補助，96年12月11日上網，

96年12月26日招標，預計完工

期限為97年3月31日，故辦理保

留。

4.本案責成廠商掌握進度，加

速執行。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龍潭農工

溫室花房修建工程 -          650,000     650,000     100.00 資 A4 650,000     

本案係為園藝科花房溫室修建

工程於96年12月18日發包完畢

，履約期限為97年2月29日，本

採購案履約期程跨越96年度。

工程款60萬元、委託規劃設計

及監造費9萬1�911元。

96

5120010302-2*

中等教育管理

霧峰農工

自強大排擋土牆工

程

-          2,800,000   2,800,000   100.00 資 A4 2,800,000   

計畫（採購）期程跨越年度。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基隆海事

實習船機械用備品

採購進口材料 1,840,000   1,840,000   100.00 經 B4 1,840,000   

1.本採購案總金額1,840,000元

，為原廠進口材料，預計97年4

月底完成交貨，故辦理保留。

2.本校實習船機械用備品攸關

師生及船舶航行安全，應採購

原廠配件為宜，為配合本校航

次排定於12月9日全部完成，致

備品採購延遲至96年12月17日

始辦理公開招標，96年12月24

日議價完成，預計97年4月底完

成交貨。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恆春工商

丙級餐旅服務設備

-          422,280     422,280     56.08 資 B4 422,280     

餐旅服務設備，因詢價階段廠

商低估，至採購數量重新估算

，使計畫採購期程跨越年度，

本案已於96年12月31日決標，

97年2月22日前交貨驗收。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恆春工商

實習旅館餐廳整修

-          918,398     918,398     70.65 資 A4 918,398     

自規劃遴選建築師設計發包至

施工估計期程需跨年度及配合

實習旅館主體內部整修。

96

5120010303-5*各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

苑裡高中

綜合活動課程窗簾

布幕雜項工程

-          500,000     500,000     18.88 資 A12 500,000     

本採購案原應於96年12月20日

完工，惟至今廠商材料送審，

因材質不符，未備完整型錄、

樣品等送審，故尚未獲通過，

預計本年度無法完工，爰須辦

理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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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員林農工

96年度高中職社區

化學校特色發展補

助專案

-          650,000     650,000     30.95 資 B4 650,000     

本計畫「96年度高中職社區畫

學校特色發展補助專案」資本

門「太陽能設備」經費係於96

年8月核准，於96年11月5日公

開招標發包完成，訂於開工後6

個月內完工，因為計畫期程跨

越年度故申請保留。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員林農工

96年度高中職優質

化方案補助專案-

水簾式蛋雞舍設備

工程
-          1,243,000   1,243,000   100.00 資 B4 1,243,000   

本案「畜牧生產教學設施建

置」計畫經費係於96年10月核

准，於96年12月公開招標發包

完成，訂於97年6月30日完工，

因為計畫期程跨越年度故申請

保留。本件契約書招標總金額

為1,478,727元整，因是跨年度

預算，且是同一工程，故96年

度下期與97年度上期合併招標

，因此1,478,727元的契約書工

程款是包含96年度1,243,000元

和97年度上期之預算，並分兩

期付款。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員林農工

96年度高中職優質

化方案補助專案-

飲料調製作業室

-          420,000     420,000     100.00 資 A4 420,000     

本案「飲料調製作業室建置」

計畫案經費係於96年10月核定

，因工程涉及農地限建問題，

經校方多次溝通與協調，雖已

有共識仍影響工程招標進度，

第一次招標日期為96年12月24

日，可惜流標，96年12月28日

再次招標成功。本件契約書招

標總金額為86萬元整，因是跨

年度預算，且是同一工程，故

96年度下期與97年度上期合併

招標，因此86萬元的契約書工

程款是包含96年度42萬元和97

年度上期之預算，並分兩期付

款。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桃園高中

中正堂舞台布幕、

投影幕購置案

-          148,780     148,780     100.00 資 B12 148,780     

本案中正堂舞台布幕、投影幕

招標案於96.11.29開標，開標

結果廢標，再次招標，

96.12.11第二次開標，廠商標

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廠商

於96.12.13日提出說明後於隔

日決標，本招標案履約期限為

決標日起10個工作天(96.12.14

至96.12.27止)，廠商無法於期

限內完工，延至96.12.31仍趕

工不及無法順利完工。前因招

標流程不順利，後因廠商未依

約如期完工，故需申辦經費保

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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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馬祖高中

校園數位監控統建

置案

-          669,600     669,600     100.00 資 B10 669,600     

1.本案為配合「校園整體規劃

及改建工程」第1期工程完工，

規劃辦理「校園數位監控系統

建置案」，原訂校園整建工程

完工期限為96年8月30日，因承

包商施工進度嚴重落後，於96

年12月初始申報完工，致該案

延至96年12月始向共同供應契

約下單及辦理公開招標。

2.「校園數位監控系統建置

案」於96年12月18日由正河興

業有限公司得標，預定96年12

月30完工驗收，因該得標廠商

來自台灣，第1次標得外島工程

，因未考量台灣海峽冬天風浪

強勁，台馬間交通船時常因風

浪強勁停駛，致設備無法如期

運抵馬祖，造成工期延宕故辦

理保留。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馬祖高中

教職員及學生宿舍

冷氣機安裝

-          1,950,000   1,950,000   100.00 資 B12 1,950,000   

1.本校為配合「校園整體規劃

及改建工程」第1期工程完工，

規劃辦理「教職員及學生宿舍

冷氣機安裝」，原訂校園整建

工程完工期限為96年8月30日，

因承包商施工進度嚴重落後，

於96年12月初始申報完工，致

該案延至96年12月始向共同供

應契約下單及辦理公開招標。

2.「教職員及學生宿舍冷氣機

安裝案」承包商申請驗收，因

施作方式未達本校要求，故請

廠商重新施作，並辦理經費保

留。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高師大附中

北棟教學大樓新建

工程 -          6,705,893   6,705,893   12.90 資 B10 6,705,893   

本案96年度分配數52,000,000

元（已撥至營建署帳戶），96

年度執行數45,294,107元，本

工程於96年12月10日正式驗收

復驗（由營建署派員驗收），

因營建署南區工程處將驗收紀

錄呈核至台北營建署同意並函

文至南區工程處後請款，行政

往返及流程無法於年底核銷故

辦理保留。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高師大附中

南棟教學大樓新建

工程

-          1,279,436   1,279,436   4.68 資 A10 1,279,436   

本案96年度分配數27,354,000

元，96年度執行數26,074,564

元，本工程於96年12月份三樓

頂板灌漿完成，估驗款約

7,500,000元，所剩工程款不足

付款，且估驗核銷程序無法於

年度結束前完成，故辦理保

留。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國立恆春工商

綜合大樓興建工程

-          897,402     897,402     2.36 資 A4 897,402     

綜合大樓興建工程，工期超過

年度。

245



單位：新臺幣元

應付數 保留數 合　計 ％

經

資

門

類型 金　額 保留原因說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備

註

教  育  部

歲出保留數（或未結清數）分析表

中華民國96年度

年

度

工作計畫

名　　稱

歲　出　保　留　數 保　留　原　因　分　析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曾文農工

老舊危險建物汰建

暨教育資源不足新

建工程計畫

357,115     357,115     0.58 資 A4 357,115     

本計畫預定執行年限為94年至

97年共四年，工程施工部分預

定於96年元月起至97年2月止共

計360日曆天，因此工程款支出

將於97年支付，故需保留本計

畫經費。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瑞芳高工

游泳池溫水改善工

程

-          120,000     120,000     100.00 資 B20 120,000     

1.本案經費由優質化專案補助

12萬元供本校游泳池溫水改善

工程之施作，該工程總經費為

51萬5千元，除補助款12萬元外

其餘由本校自籌，該專款用於

改善工程之補助「熱交換器4萬

5千元」及「水冷式或空氣式散

冷裝置7萬5千元」二項設備。

2.本案於96年10月中旬上網公

開招標，第一次於11月5日開標

，因無廠商投標流標，於11月

13日第二次招標因投標廠商設

計差異頗大，當場廢標，另委

任弘電工業技師事務所以總包

價法4萬元重新規劃設計，並於

96年12月17日開標由承包商

「力協泳池工程有限公司」以

標價47萬5千元決標並於12月17

日簽約，工期30日曆天，故無

法於年底完成驗收付款，故辦

理保留優質化補助款12萬元

整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旗山高農

95課綱食品加工科

新課程設備需求採

購

-          390,000     390,000     100.00 資 B12 390,000     

本案因履約有爭議，廠商無法

提出安規證明，須採調解方式

辦理。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旗山農工

汽車科大樓興建工

程

-          4,078,393   4,078,393   10.23 資 A4 4,078,393   

1.本計畫期程屬跨越年度。

2.本工程於95年12月14日決標

，預定於96年1月14日開工，契

約施工期限330日曆天，預計於

96年12月28日完工。

3.本案因雨季造成工期展延，

致預訂於97年1月28日完工。

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暨大附中

星象教室設備案
-          921,500     921,500     100.00 資 A4 921,500     

1.本案於辦理公開招標後，與

得標廠商於96年12月06日完成

簽約，工期45天。

2.本案除採購設備外，另包含

星象教室的圓頂及相關配件設

備施工，由於計畫跨越年度，

故辦理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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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303-5*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

校

龍潭農工

造園施工工程

-          2,276,855   2,276,855   100.00 資 A12 2,276,855   

1.本案造園施工場工程於96年

度奉核補助經費227萬6,855元

整，並於96年11月26日竣工，

惟初驗尚有需改正事項，且本

案亦未核發使用執照。依合約

書規定於驗收程序合格並繳交

使用執照後再行付款。

2.規劃設計及監造業務委託許

清宜建築師，服務費為13萬6�

813元。主體工程費用214萬42

元。前二項合計費用227萬

6,855元辦理保留。

96

5120010401-4

國民教育行政及督

導
15,198,664 39,338,015  54,536,679  1.14 經 C4 2,850,418   

計畫(採購)期程跨越年度。

經 C12 942,000     

辦理教科書一綱多本摺頁說帖

印製配送驗收未完成。

經 C14 47,854,688  
本部委託辦理計畫依合約執行

期程跨年度執行

經 C15 471,920     
縣市政府提出補助計畫申請過

遲

經 C18 332,661     

補助高雄市政府辦理96學年度

第1學期公立幼稚園課後留園經

費未及納入地方政府預算。

經 C20 2,084,992   結餘款未及收回等

96

5120010401-4 *

國民教育行政及督

導
-        251,457,572 251,457,572 7.27 資 A1 18,600,000  

降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數

計畫硬體工程因政府法令新

定、變更，或因民眾抗爭影響

，已發包，正積極趕工。

資 A7 77,760,000  

補助地方政府國中小老舊危險

校舍整建工程及降低國民中小

學班級學生人數計畫硬體工程

因多次招標未決影響進度，積

極辦理發包中。

資 A20 155,097,572 

補助地方政府國中小老舊危險

校舍整建工程及降低國民中小

學班級學生人數計畫硬體工程

未辦理完竣，已積極催促地方

政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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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402-7*

北大附小國民教育

及教育實驗

11,434,223  11,434,223  47.28% 資 A4 810,000     

委託辦理土地徵收整修工程

810,000元：為充實教學設施需

要，提供生態教育體驗場所設

備，並配合都市計畫之規劃與

促使校地的完整，擬興辦生態

教育體驗設施工程，並徵收學

府段三小段387地號等4筆土地

，提供學生們更多的使用空間

，使整體校園規劃更具完整

性。本案原預定委託台北市地

政處代辦，惟該處不同意代辦

，第一期工作於96年 12 月 17

日完成，剩餘810,000元，後續

工作待教育部核撥土地徵收補

償費等經費後進行，故申請保

留。

資 A6 2,335,778   

校史室整修工程2,335,778元：

本案於7月份業已委託設計師設

計並進行相關議題之討論，於9

月中旬預計簽約時，設計師告

知學校無法監造工程，其後則

積極進行委託設計之招標，在

二次公開徵求企劃書流標之後

於第三次（10/29）完成委託設

計案，目前已積極施工中，故

申請保留。

資 A20 2,952,100   

校園風雨走廊新建工程暨鋪面

及排水改善工程2,952,100元：

因風雨走廊新建工程需建照核

准後才能動工，惟本校校名更

動後，未同時更改土地管理者

，因土地管理者不同，故建照

遲未發給；而鋪面及排水改善

工程因牽涉到地面的部分，需

等風雨走廊工程完成後，此工

程才能進行，又基於安全性的

考量相關工程之施工，須待學

生放假始適合進行，故申請保

留。

資 A6 5,336,345   

行政樓斜屋頂增建工程暨滲水

整修工程5,336,345元：行政樓

斜屋頂增建工程因建照未核發

原合約解約後再次招標，致工

程延宕；而滲水整修工程因牽

涉到斜屋頂增建後，方能施工

，又基於安全性的考量屋頂工

程之建置，須待學生放假始適

合進行，故申請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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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406-8*

南大附小國民教育

及教育實驗

4,983,807   4,983,807   36.92 資 A3 4,983,807   

因配合台南市政府無圍牆空間

規劃，遭市府多次退回修改設

計圖，96年10月29日始取得市

府建築執照，10月30日即完成

發包，11月18日開工。因建築

執造核准超過原規劃時程，致

進度無法如期完成，開工後加

強施工進度，97年進度必配合

預算實施。

96

5120010408-3*

花大附小國民教育

及教育實驗

306,000    -         306,000     4.98% 資 A20 306,000     

本校二期工程設置公共藝術乙

案，已於96年12月5日完成驗收

，截至上年度執行100%；惟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

尚待「教育部公共藝術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方完成法定

程序，才能結案，本案合約款

1,530,000元，未支付尾款

306,000元，辦理保留。

96

5120010501-9

社會教育行政及督

導
23,206,029 19,443,029  42,649,058  4.12 經 C4 3,000,000   

計畫期程跨年度

經 C6 2,522,128   規劃作業遲延

經 C8 132,000     發包前計畫變更

經 C14 35,705,930  委辦或補助計畫合約跨年度

經 C20 1,289,000   

本案因費時仔細校對文章用字

及音標與內容方能提供廠商印

製

96

5120010503-4*

彰化社會教育館行

政及推展

35,984,734 30,433,042 66,417,776 89.34 資 A20 66,417,776

本館遷建新館工程尚未完工，

與承商就延長工期部份於工程

會調解中，且承商財務狀況異

常，工程進度落後，已暫停估

驗工程款，致遷館計畫無法如

期完成，未支付之工程、設計

監造及公共藝術等經費保留至

97年度繼續執行，積極督促及

協調廠商履約，保全本館權

益。

96

5120010506-2*

籌建國立海洋科技

博物館計畫

0 258,379,183 258,379,183 63.79 資 A4  258,379,183

計畫跨年度執行

96
5120010600-0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

育

1,130,736  46,610,736  47,741,472  9.32 經 C4 364,310     
計畫採購期程跨越至97年度

經 C14 30,516,066  委託計畫合約跨年度

經 c14 15,500,360  補助計畫跨年度

經 C18 80,000      
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未及納入地

方政府預算

經 C19 364,576     
廠商違約，委託國立體育學院

代本部提起訴訟

經 C20 628,160     

廠商違約，委請國立體育學院

提起訴訟，未及備妥相關憑證

送部辦理核銷

經 C20 288,000     

與衛生署共同辦理活動，未及

於年度結束前將經費支出分攤

表送交本部辦理核銷

96

5120010600-0*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

育
-        6,000,000   6,000,000   2.32 資 A14 6,000,000   

補助地方政府，因籌募財源，

延至96年10月中旬發包，工期

約一年，補助計畫合約跨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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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701-8

學生事務與輔導
-        15,000,255  15,000,255  1.61 經 C4 3,591,900   

計畫(採購)期程跨年度

經 C14 11,408,355  計畫(採購)期程跨年度

96

5120010703-3

學生國防教育與安

全維護
-        16,260,594  16,260,594  12.35 經 C14 29,890      

委託計畫跨越年度，需俟報告

審查通過並分發完成後方可辦

理付款程序

經 C14 1,034,800   

委託計畫跨越年度，需俟報告

審查通過並分發完成後方可辦

理付款程序

經 C14 8,394,904   

委託計畫跨越年度，需俟報告

審查通過並分發完成後方可辦

理付款程序

經 C14 816,000     

委託計畫跨越年度，需俟報告

審查通過並分發完成後方可辦

理付款程序

經 C14 5,985,000   

委託計畫跨越年度，需俟報告

審查通過並分發完成後方可辦

理付款程序

96
5120010901-7

一般教育推展
3,350,000  21,683,746  25,033,746  6.31 經 C4 2,420,000   

計畫(採購)期程跨越年度

經 C14 304,000     委託計畫跨年度

經 C20 22,588      付款單據未能及時辦妥

經 C4 2,970,160   計畫期程跨越年度

經 C14 19,316,998  委託或補助計畫合約跨年度

96
5120010901-7 *

一般教育推展
-        8,640,250   8,640,250   8.21 資 C14 8,351,600

補助計畫合約跨年度

資 B4 288,650 計畫跨年度執行

96
5120010902-0

特殊教育推展
-        1,370,680   1,370,680   0.15 經 C14 1,370,680   

付款單據及資料未能及時辦妥

96
5120010902-0*

特殊教育推展 -        100,000     100,000     0.03 資 C14 100,000     
計畫變更未及檢附補助計畫經

費調整對照表報部審核。

96
5120010903-2

原住民教育推展 -        13,079,440  13,079,440  4.91 經 A14    8,033,440
計畫跨年度或單據未結

經 A15    5,046,000

補助計畫申請過遲或核定太慢

96

5120010904-5

教育及學術資訊管

理與發展

-        58,640,125  58,640,125  6.36 經 C4 4,999,425   

採購期程跨至97年度

經 C6 76,000      
配合本部調整計畫內容延遲作

業

經 C14 50,764,700  委託計畫合約跨年度

經 C14 2,800,000   補助計畫跨年度

96

5120010904-5 *

教育及學術資訊管

理與發展

-        44,407,673  44,407,673  7.11 資 B4 14,028,618  

採購期程跨越年度

資 B20 49,935      
年底才交付得標廠商執行，未

及於96年度完成

資 C2 28,100,000  

因立法院凍結預算至96年11月

30日才准予動支，不及於年底

前執行完畢

資 C14 2,229,120   委託計畫合約跨年度

96
5120010905-8

科技教育 6,286,412  1,099,800   7,386,212   1.22 經 C4 1,129,600   
採購計畫跨年度-下年度依合約

積極辦理

經 C14 6,256,612   
計畫跨年度執行-下年度督促受

補助單位積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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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120010908-6

國際學術教育交流
6,666,884  11,014,153  17,681,037  1.33 經 C20 2,631,680   

憑證未及核銷

經 C14 15,049,357  憑證未及核銷

96

5320011101-7

加強社會藝術與文

化活動

930,000    930,000     100.00 經 A4 930,000     

計畫期程跨年度

96

5320011101-7 *

加強社會藝術與文

化活動

7,268,194  62,817,750  70,085,944  20.26 資 C14    9,044,400

合約計畫期程跨年度

資 C15    4,000,000 補助計畫申請過遲或核定太慢

資 A3   27,501,544
權責機關未能在規定作業期間

核發核准文件

資 A4   17,540,000 計劃期程跨年度

資 C6   12,000,000 規畫作業遲延

96

5320011102-0

鳳凰谷鳥園行政及

推展

1,544,000   1,544,000   經 C2 1,544,000

已發生權責無法於年度終了完

成，以致申請保留。

96 96年度經常門小計 166,751,325  315,476,786   482,228,111    1.70 482,228,111   

96 96年度資本門小計 47,360,930   776,206,430   823,567,360    7.40 823,567,360   

96 96年度小計 214,112,255  1,091,683,216 1,305,795,471  3.31 1,305,795,471 

各年度經常門小計 236,576,325  338,717,291   575,293,616    2.01 575,293,616   

各年度資本門小計 62,228,796   1,014,846,542 1,077,075,338  8.96 1,077,075,338 

合計 298,805,121  1,353,563,833 1,652,368,954  4.07 1,652,36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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