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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10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實地查核計畫 

 

一、 依據 

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實地查核作業方式」第 7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各主辦機關於受理各申請單位申請次年度回饋

金補助計畫時，應依查核要點一併自行擬訂年度實地查核計畫。 

 

二、 目的 

督導及考核接受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之受補助單位確實依計畫

執行，並提升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效能，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

弱勢者就業。 

三、 辦理單位 

本計畫主辦單位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執行

單位為本署所屬分署（以下簡稱各分署）。 

四、 查核委員 

由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以下簡稱公彩

小組）委員、本署暨各分署複審小組委員合計 3 人至 6 人組成，

其組成說明如下： 

（一） 財政部公彩小組委員 1 人至 2 人。 

（二） 本署暨各分署計畫相關單位主管計 1 人至 2 人。 

（三） 本署暨各分署複審小組委員 1 人至 2 人。 

前項查核委員因故無法參加時，得由本署或各分署邀集相關專

業領域學者專家參與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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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查核件數 

（一） 補助案數 50 件以下者，擇定 25％（至少 2 件）。 

（二） 補助案數 51 件至 100 件者，逾 50 件部分，擇定 15％。 

（三） 補助案數 101 件以上者，逾 100 件部分，擇定 3％。 

六、 查核對象及抽訪原則 

（一） 依本署及各分署轄區之受補助案件數量、性質、受補助單

位類別等，據以選擇年度查核計畫及單位。 

（二） 研究、調查或實驗性計畫，應檢送期中、期末成果報告及

執行情形，並由本署或各分署分別依全國性計畫、區域性

及地方性計畫召開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七、 查核期程：110 年下半年（7 至 12 月間）辦理。 

八、 查核項目（查核指標及審核項目說明詳如附表一） 

（一） 預算執行情形。 

（二） 計畫執行進度。 

（三） 執行效益情形。 

九、 辦理方式 

（一） 由本署擇定查核計畫及單位，函送各分署辦理實地查核。 

（二） 各分署得自查核起始日前 14 天通知受查核單位，受查核

單位應於實地查核前針對查核案件逐案填報書面執行報

告（附表二）俾供查核委員瞭解執行概況，資料不齊者限

7 日內補正。 

（三） 各分署於次年 1 月底前彙整查核紀錄表（如附表三）及查

核結果函送本署彙送財政部公彩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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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受查核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一） 受補助單位填報書面執行報告及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亦可

自行製作簡報資料，並配合查核委員訪談與查證事項。 

（二） 受補助單位準備查核場地並邀請計畫執行業務單位共同

接受訪談。 

（三） 受補助單位無正當理由未能配合查核者，當年計畫停止補

助，並應繳回已補助計畫款項。 

十一、 預期效益 

瞭解及掌握各項補助計畫之執行成效，作為本部未來考核及審

查申請單位補助計畫之參考。 

十二、 經費需求 

由勞動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

勢者就業相關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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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10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實地查核計畫 
查核指標及審核說明 

查核項目 查核指標 審核依據 

一、 預算執行情形 

經費是否按規劃進度執行 

經費是否按規劃進度執行

（執行率：執行數/核定數）

並按季或依限辦理請撥核

銷作業。 

經費支出項目是否與核定

項目相符且合理 

經費是否依用途支用或虛

報、浮報。（受補助計畫已

辦理核銷者請提供相關憑

證及佐證資料。） 

二、 計畫執行進度 
執行進度是否合乎原訂期

程 

瞭解實際執行進度，以及

計畫是否有窒礙難行之

處。 
執行情形： 
1. 執行進度與計畫完全符

合：執行進度合乎原訂

目標，或雖未於原訂期

日完成，但其理由經委

員認定合理者。 
2. 執行進度與計畫尚稱符

合：未於原訂期日內完

成，並有積極策進作為

者，併請說明。 
3. 執行進度落後：實際執行

期程明顯落後，無合理

之理由可茲說明。 

三、 執行效益情形 
計畫是否達成所列之預期

目標 

以計畫所列具體可評估之

項目為據，如受益人數、

受益次數、服務滿意度等

與原訂計畫是否相符。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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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10 年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本表由受查核單位填寫） 

單位：                                  

計畫：                                  
壹、 執行情形（請勾選）： 

查評項目 是 否 
有無準備佐證資料 

是 否 

預算執行情形 

（一） 計畫經費之執行情形 

       -經費是否按規劃進度執行 
□ □ □ □ 

（二） 計畫經費之管理 

-經費支出項目是否與核定項目相符且合理 
□ □ □ □ 

、 計畫執行進度 

  -執行進度是否合乎原訂期程 

□執行進度與計畫完全符合 

□執行進度與計畫尚稱符合 

□執行進度落後 

、 執行效益情形 

  -計畫是否達成所列之預期目標 
□ □ □ □ 

貳、 自我評量： 
一、 預算執行情形： 

（一） 計畫經費之執行                                  單位：元 
計畫總經費 
（A）=B+C 

自籌款金額 
（B）（無者請填 0） 

計畫補助核定數 
（C） 

   

 
計畫補助經費執行率% 

（E）=D/C 
補助經費執行數 

（D） 
計畫補助核定數 

（C） 

   

1、 落後原因及改善說明 
 
 
2、 其他說明事項（如有附件請附） 
 
 
（二） 計畫經費之管理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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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執行進度： 
（一） 請依計畫預期效益，按月或季撰寫執行進度，至少 100 字。 
 
 
 
（二） 落後原因及改善說明 
 
 
 
（三） 其他說明事項（如有附件請附） 
 
 
 
 
三、 執行效益情形： 
請就計畫預期效益及整體執行情形、總受益人數及人次（依性別分類）、協助

對象類別加以說明，至少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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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10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實地查核計畫查核紀錄表 

單位：                           

計畫：                           

    查評項目 是 否 
有無準備佐證資料 

是 否 

一、預算執行情形     

（一）計畫經費之執行情形： 

      經費是否按規劃進度執行 
□ □ □ □ 

（二）計畫經費之管理：經費支出項目

是否與核定項目相符且合理 
□ □ □ □ 

二、計畫執行進度 

    -執行進度是否合乎原訂期程 

□執行進度與計畫完全符合 

□執行進度與計畫尚稱符合 

□執行進度落後 

三、執行效益情形 

-計畫是否達成所列之預期目標 
□ □ □ □ 

考核結果 

□符合本計畫規定 

優點及建議事項：                                                  

                                                                  

□待改善 

改善事項：                                                        

                                                                  

                                              

委員簽名：                                          

         年      月      日 

附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