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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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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採購作業依據︰ 
原則凡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皆依「政府採
購法」辦理採購，其餘採購項目則依「大葉大學採購作業
法」辦理。 

政府採購法 
第四條 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
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100萬元)以上
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上網公告 



採購作業辦法 第八條 
 庶務用品申請單 

    限請購單價新臺幣一萬元以內且預算金額未逾新臺幣(以 

    下同)十萬元之非設備類項目。 

 請購採購驗收單 

    請購設備類等項目、單價超過一萬元且預算金額超過十萬 

     元之非設備類項目。 

 雜項費用單 

    人事、差旅、餐飲、保險、會費、規費、補助費訂有收費 

    標準之場地費、公用事業依一定費率所供應之項目、依合 

     約付款者及其他專簽奉核項目等核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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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作業辦法第九條 

 請購規格開立之相關規
定如下： 

 請購應檢附之表件含明
細表、規格、配件、相
關需求、型錄及廠商報
價單，並經申請人及單
位主管簽章。 

 採購標的應優先選購具
環保標章認證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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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單位主管: 



採購作業辦法第十條 

 購置法令規定具危險性及訂有防護標準之機械、儀器等，
應向環安中心報備，於提具請購時，申請單位應主動加會
環安中心。 

 

採購作業辦法第十一條 

 請採購案件由各單位主管嚴予審核督導，不得意圖規避，
拆案分批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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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作業辦法第二十條 

所有採購事項應於請購及採購作業程序完成後，始得進行交
貨、驗收作業。 

採購作業辦法第二十三條 

 採購作業之稽核工作，由本校內控稽核單位負責。總務、
會計及相關業務人員，應予充分配合。 

 未依採購作業程序辦理者，由會計單位或總務單位主動將
該案提送稽核單位辦理稽核。 

採購作業辦法第二十五條  

各單位於接獲內控稽核單位之稽核報告書後應針對缺失，限
期說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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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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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務用品單申請作業流程 

自辦權限：預算金額10,000元以下 專案計畫10,000元以下 

 

 
庶務單 

申請單位提出 
承辦人系主任or組長 

總務處收單詢價 
承辦人組長 

單位主管簽核 

總務長 

核准 

通知供應商 
交貨 

總務處辦 

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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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事項未於請購及採購作業
程序完成，即進行交貨、驗收
作業。(採購作業辦法第20條) 

 申請單數量*單價不等於總價
。 

 承辦人或單位主管於承辦或審
核簽章時，未簽註日期、時間
及分機號碼。 

 申請單之單價及數量與發票憑
證不相符。 

 採購事項用途說明未確實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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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 

校園資訊系統 

進入 

總務資料-採購系統 

選取請購作業 

送校長簽核 

輸入資料及列印 

資源組收件 

同意 

不同意 

退回請購單位 

請購單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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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購採購驗收單作業程序 
 

 1.請購階段 

經費 品名規格 數量  

需求日期 使用人 空間  

2.採購階段 

價錢 廠商 產品規格 

訂單 交貨日期   

3.驗收階段 

規格及數量是否符合  

最後付款金額   

1.請購階段 

2.採購階段 

3.驗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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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單之退件或作廢 



請購單及庶務單之退件及作廢 

 退件情況 

規格不清 

未附規格書或以廠商報價書為規格書 

預算不足 

 

 作廢情況 

申請單位已無需求 

預算變更 

採購品項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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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單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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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類別說明 

貳、表單申請 

參、規格書開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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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類別說明 

工程 
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
所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建築、土木、水利
、環境、交通、機械、電氣、化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之工程。 

財物 
各種物品（生鮮農漁產品除外）、材料、設備、機具與其
他動產、不動產、權利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財物。 

勞務 
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究發展、營運管理
、維修、訓練、勞力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勞務。 

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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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工程修造申請前需確認預算來源，

金額是否足夠，預算動支期程是否受限 

適時提出工程修造申請案件，預留招標

作業所需時間，避免招標作業匆促 

確認工程修造申請需求之項目、數量、

履約期程及交貨條件 

依據工程修造申請需求擬定規格書 

承辦單位辦理訪價發包及確認付款條件 

申請單位確認工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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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單申請 

 營繕組受理 營繕組受理 

陳核 

廠商施作 

完成 

貳、表單申請 



29 

貳、表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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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表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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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表單申請 



32 

貳、表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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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規格書開立 



• 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
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
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
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
均不得限制競爭。 

• 招標文件不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
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
。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說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
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不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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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規格書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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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採購驗收作業要點 

貳、驗收注意事項 

參、106學年度盤點結果 



(三) 協驗人員：為設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員或機關委託之 

                            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協助辦理驗收有關作業 

                           。但採購事項單純者 得免之。 

一、驗收人員之分工及授權 
(一) 主驗人員：主驗人員負責召集驗收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 
               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說或貨樣規 
               定不符，並決定不符時之處置。 

(二) 會驗人員：為接管或使用單位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 
               結果有無與契約、圖說或貨樣規定不符，並會               
               同決定不符時之處置。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 

(四) 監驗人員：為本校會計室等人員。負責監視驗收程序。採購 
               金額未逾公告金額者得採書面監驗。 



 

 

一、驗收人員之分工及授權 
(五) 驗收授權：庶務或修繕之採購金額未逾新臺幣一萬元者悉授  
               權申請人驗收；新臺幣一萬元以上未逾公告金額 
               十分之一以下者，授權請購單位二級主管(含)以 
               上人員為主驗人員，申請人為會驗人員。 
               庶務或修繕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或為設備、 
               勞務、工程採購者，以本校財物管理組人員為驗 
               收人員；採購金額達新臺幣一仟萬元以上者，應 
               由校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驗人員。 



二、免辦理現場查驗項目 
(一)公用事業依一定費率所供應之財物。  
(二)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暫，現場查驗有困難 
    者。  
(三)小額採購。  
(四)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不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五)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關品質或數量之證明  
    文書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前項第四款情形於各批或全部驗收 
    完成後，應將各批或全部驗收結果彙總辦理驗收。 

以上得由承辦採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免辦理現場查
驗。 

 



三、驗收之紀錄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有案號者，其案號。  
(二)驗收標的之名稱及數量。 
(三)廠商名稱。  
(四)履約期限。  
(五)完成履約日期。  
(六)驗收日期。  
(七)驗收結果。 
(八)驗收結果與契約、圖說、貨樣規定不符其情形者。  
(九)其他必要事項。  
並由辦理驗收人員會同簽認。有監驗人員或有廠商代表參加者，
亦應會同簽認。 
驗收單或其他類似文件，應於驗收完畢後十五日內經主驗及監、
會驗人員分別簽認。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經校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准者，不在此限。 
 



四、驗收流程 
資源組(採購完成)

使用單位確認使用功能?
1.規格不符
2.其他問題

否
驗收金額超過
NT$1,000,000

是

退貨請廠商再處理

會同會計室驗收

是

驗收完成

否

製作財產增加單資源組製作支出申請單



二、建立財產管理系統 

驗收完成

製作財產增加單資源組製作支出申請單

由各專案主持人自行製作支出申請單

總務長

會計室

校長

會計室編製傳票

財物組處理貨款

校長

會計室抽出傳票歸檔，財產增加單歸還財物組

財物組：依財產系統建立『財產入檔完成』資料



一、『規格』說明應詳述，如尺寸、功能、材質、容量等內容。 
     以利驗收人員依實驗收。 



二、驗收蓋章或簽名後，應在職名章或簽名下方註明驗收之日
期、時間、及分機碼，以明確公文之時效責任。 

驗收單或其他類似文件，應於驗收完畢後十五日內經主驗
及監、會驗人員 分別簽認。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經
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不在此限。 



三、交貨明細品牌型號及機身序號(S/N)之資料，請會驗人員保留 
   ，以利財產管理人員查驗及建檔。 
    財產管理系統需要完整記載型號、品牌、規格、機身序號S/N) 



複盤結果正確筆數65,217筆(96%)，異常筆數2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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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複盤筆數 經管人 正確率% 

1 行政單位 董事會 112 劉寶玥 100 

2 校長室 58 許美華 100 

3 秘書室 144 張育甄 100 

4 人事室 79 彭惠苓 100 

5 教務處 499 蔡俊忠 100 

6 校務發展暨品保籌備處 439 魏宗豊 100 

7 圖書館 2802 謝旻璟 100 

8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118 洪誼琳 100 

9 國際語言中心 2234 魏召欣 100 

10 校園環境管理暨安全衛生中心 163 洪月成 100 

11 生物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189 沈茗瑋 100 

12 創意設計中心 58 賴俊榮 100 

13 環境教育中心 164 賴美秀 100 

14 先進車輛科技研究中心 122 余旭豐 100 

15 通識教育中心 321 張榕玲 100 

16 外語學院院 外語學院院部 314 陳靜怡 100 

17 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程 197 吳語若 100 

18 英美語文學系 387 吳語若 100 

19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1412 劉志賢 100 

20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558 蕭媛之 100 

21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612 劉淑寬 100 

22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958 徐明國 100 

23 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院部 57 蔡欣妤 100 

24 護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暨健康學院 81 蘇鈺惠 100 

25 視光學系 450 楊淳淨 100 

26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1044 賴美秀 100 

27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院部 840 吳青瑜 100 

28 企業管理學系 597 鄭玉慈 100 

29 會計資訊學系 314 劉惠綿 100 

30 財務金融學系 784 劉秀年 100 

31 觀光餐旅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964 尹學劭 100 

32 婚禮企劃節慶暨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262 林羿妙 100 

33 餐旅管理學系 1405 謝佑霖 100 

34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 158 周岱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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