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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8學年度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綠 

時間：99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大華樓 5樓會議室 

主席：主任委員 盧豐彰 

記錄：齊華強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下週一教育部蒞校改名科大訪視，各單位都在積極準備，感謝大家百忙中 

參加會議。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會議資料經確認存查。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柯會計主任雪瓊： 

1.請委員參閱平衡表，本學年度學雜費收入減少加上支付優

離優退教師退職金約 3千 200萬，因此銀行存款比去年同

期減少。 

2.應收款項與去年同期差異，為本期辦理就學貸款之學雜費

收入尚未統計彙整入帳。 

3.截至 99年 3月 31日止，本期餘絀為負數，與去年同期比

較，除就學貸款學雜費收入未入帳外，支出部份增加退職

金及改名科大相關支出。 

4.在經費運用方面，學雜費估計預算達成率為 85％，財務

收入預算達成率低，主要是因為銀行存款利率調降。 

5.行政管理支出預算執行率已達 99.6％，主要因為轉職教

師人員薪資由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轉列及增加改名科大

相關支出。 

（二）何總務長信賢： 

       1.教育部 5月 3日至學校訪視，學校全力積極準備，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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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因應各單位需求添購各展示場所相關設備外，亦整體規

劃改善各軟硬體設施、校園交通動線及持續校園美化，。 

2.本校儀器設備採購已建制一合理化機制，並遵照所制定之

採購辦法辦理全校採購事宜。 

3.學校研究將淘汰之老舊電腦及軟體，經整理後捐贈給地區

中小學使用，除可敦親睦鄰外，亦有助環保。 

（三）盧委員豐彰： 

第 2次經費稽核綜合意見報告 

1.為便於本會委員針對大項金額採購案會計帳目的稽核作

業，未來是否請會計室就此部分提供從入帳到資產報廢之

相關會計科目、會計程序。 

2.由於總務處採購組 100萬元以上採購案相關資料尚未下

載整理完成，此部分將移至第三次稽核作業實施，請總務

處採購組配合。 

3.由於專業能力之限制，行政單位對於各單位所採購設備之

後續運用情形尚難有效管控，建議學校加強相關管控措

施。 

二、自由發言：     

(一)廖委員彥智： 

感謝總務處完成校園交通動線之改善工程，新闢建之道路應有 

助於行車之順暢，但因初期使用，師生可能較不熟悉，請於上 

放學時注意人車疏散，以維交通安全。 

(二)盧委員豐彰： 

1.因應本校申請改名科技大學相關準備工作所需經費之支用

情形，請會計室予以說明。 

2.學校近期為改善大門出入交通動線，已由總務處規劃增加出

口道路及新警衛室之相關工程，對於交通動線之管制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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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入校園之安全，請確實加強相關配套措施。 

(三)柳委員映亭： 

建議會計室於稽核前能將受檢資料稍加整理，將較大金額或 

緊急性採購案件重點提示，如此對稽核工作較有幫助。 

(四)柯會計主任雪瓊： 

1.第 2次稽核作業，經委員查核，大致上均符合規定，亦將

遵照委員的建議改進，。 

2.為因應改名科技大學並配合暨有之校園整體規劃，已進行

新志清堂建設工程、校門出口道路之改建、加強各教學區

軟硬體設施、微型創業中心硬體之持續強化、監視設備之

補強及停車場之整建工程等，因 5月 3日訪視，目前尚無

支出之完整統計，將於下次會議一併向委員報告。 

(五)何總務長信賢： 

1.總務處及會計室主要是協助採購及財產管理，目前各系儀

器設備均由學群統籌規劃，建議未來由學院執行監控使用

效率。 

2.交通動線已責成警衛室保全人員儘速熟悉操作要領，發覺

問題即刻反應解決，並請軍訓室及校安人員共同協助交通

維安。 

(六)盧委員豐彰： 

     學校未來之校園整體規劃工程，是否將本校停車問題一併納 

入考量，請總務處予以說明。 

(七)何總務長信賢： 

新志清堂因考量經費有限，未規劃興建地下停車場，但大華 

橋對面原農牧用地，已完成申請變更為學校用地，並整建為 

新 D區停車場，除可供師生使用，有效解決停車問題外，另 

與新竹客運簽約提供設立芎林總站，對本校學生、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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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有極大助益。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上次會議提到委員每年改選 1/2，建議原則上工科商科各改選一半以利 

經驗傳承，如果沒有意見，請人事室協助辦理。大家都要回單位準備改 

名科大受訪資料，感謝各位的與會及意見，謝謝大家。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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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8學年度第 4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綠 

時間：99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大華樓 5樓會議室 

主席：主任委員 盧豐彰 

記錄：齊華強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本學期第 4次經費稽核會議，請依程序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會議資料經確認存查。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柯會計主任雪瓊： 

1.請委員參閱平衡表資料，因學雜費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

3,876萬元，加上優離優退金支出比去年增加 2,270萬

元，故本期餘絀僅 118萬元，較去年同期總計減少 5,641

萬元。 

2.經費運用概況表中學雜費收入本期預算達成率 86％，較

去年達成率 92％減少約 6％。經常門支出項目，以行政管

理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合併計算分析，執行率為

95％，比去年同期 85％為高，主要是本期優離優退人員

32位，較去年多 22人，退職金增加之故。 

（二）何總務長信賢： 

       1.昨日學校接受教育部環境安全衛生評鑑，感謝各單位的配

合與協助。 

2.為使校園交通順暢、安全、增加師生活動空間並美化校

園，總務處已著手停車位調整規劃，基於使用者付費理

念，新方案規劃校內外停車位適度收費（不含殘障同仁及

來賓），所收費用亦將做為教職員工福利金，目前正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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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意見評估中。 

3.請委員也幫忙轉達，年度獎補助款儀器設備採購，儘量及

早提出申請。 

(三) 盧委員豐彰（經費稽核報告）： 

1.本校每年所報廢之圖儀設備，建議由專業教師組成「報廢

資源利用小組」加以規劃處理，以擴大其運用效果。 

2.本校通識中心所採購列入資本門之圖儀設備，是否可放置

於其他教學單位但屬同一管理教師之教學實驗室內，建議

總務處評估。 

3.各單位採購案於驗收後，所發生廠商售後服務不良之爭議

事件處理，建議總務處對類似案件建立資訊通報制度，並

做為其他單位借鏡參考，以避免重覆發生。 

4.建議將各單位電腦採購案，區分為一般教學類電腦及專業

教學類電腦，一般教學類電腦請總務處統計並實施統一採

購，以節省經費。 

(四)李委員培育（經費稽核報告）： 

1.經查預算與決算金額相差 20％以上之項目，至 99/4/30止

計有兩項： 

  (1)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中之「維護及報廢」，執行率為

213.03％。 

(2)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中之「退修撫卹支出」，執行率

為 482.44％。 

會計室對執行率增加原因均有清楚說明。 

2.追加預算案至 99/5/15止計有 13項，金額共計 20,440,975

元，經查為因應科大訪視之增加支出。 

3.稽核教育部獎補助款使用情形，查無出現預算與決算相差太

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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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發言：     

(一)盧委員豐彰： 

1.學校招收學生不足，必然造成收入減少，增加經營上的困難

及壓力，可考慮引進廠商與學校合作，以增加收入。 

2.目前雖然許多大專院校停車也收費，但大多地處都會鬧區以

價制量，主客觀因素不同，本校是否收費或收取較少費用，

請總務處充分蒐集意見，另由民間運用校地經營停車場及新

竹客運校內設站合約條件，學校應整體評估效益。 

 (二)廖委員彥智： 

校園行車安全很重要，但本校停車位是否不夠，如果收費是否 

能解決問題。 

(三)賴委員進義： 

建議增設停車位及加強大眾運輸工具之便利性，以解決停車 

問題，另建議儘量不收取停車費，以保持親善和合之傳統。 

(四)張委員淑娟： 

學校停車位如做規劃管制，建議提供配套措施，以考量無停 

車位之教職員工有所因應，另交通專車是否能配合提供便利 

之乘坐路線及車位。 

(五)李主任少白： 

1.財務平衡是學校最需及早因應的核心問題，主客觀因素造

成生源及招生人數減少，致學校產生資金缺口，這是同仁

更需要關心的問題，目前大家務必共體時艱，克服眼前各

種困難，確實做好開源節流及招生工作。 

2.經費稽核的目的是對學校各種經費支出予以檢視稽查，讓

經費更有效率的使用，以達到改善的目的。在內部稽核紀

錄表中，受稽單位的說明，建議稽核人員爾後也能充分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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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廖委員彥智： 

主席建議與廠商合作，個人看法是學校可研究是否與園區大 

企業結合，引進活水增加資源，這或許也是一個發展生機。 

(七)何總務長信賢： 

1.是否成立「報廢資源利用小組」，總務處會評估並於相關

會議中提出建議。 

2.統一採購電腦確實可降低價格，達到經費有效運用的目

的，目前總務處已朝此方向執行中。凡有不良紀錄之廠

商，總務處會在資格審核時加以排除，爾後相關採購案廠

商售後服務情況或爭議事件，總務處將加強資訊整合互

動，並提供各單位參考。   

3.校內外停車收費規劃案，目前尚處意見調查彙整中，不論

結果如何都會向教職員同仁充分說明。交通專車行駛路線 

必頇以學生需求角度全盤考量，如搭乘人數太少不符成本 

且造成嚴重虧損之路線，必然會停駛。委由民間經營停車 

場及新竹客運校內設站合約條件，學校將再整體評估規 

劃。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的與會及意見，謝謝大家。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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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9學年度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綠 

時間：99年 11月 8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分 

地點：大華樓 5樓會議室 

主席：主任委員 郭莎玲 

記錄：齊華強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今天選出本人當主任委員，經驗不足請大家多包含，感謝盧老師的幫忙，

訂定了 99學年度的經費稽核計畫，請依程序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會議資料經確認存查。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柯會計主任雪瓊： 

1.請委員參閱 99年及 98年同時期平衡表財務資料，因 99

學年度學雜費收入較 98學年度短收 6,344萬元，支付教

師優退（離）職金 3,259萬元及準備改名科大訪視相關支

出 2,600萬元，致 99學年度銀行存款較去年同期減少

13,824萬元。 

2.經費運用概況表方面，收入之執行進度與去年同期相當，

惟學雜費收入預算編列較去年同期減少 10％，今年度招

生人數雖較去年微幅增加，但實際收入比編列之預算則仍

短少 10％，希望學校能在推廣教育、建教合作及相關研

究計畫案補助方面，積極爭取財源。 

3.行政管理及教學研究訓輔支出較去年同期執行率偏高，主

要為校園整體規劃維護修繕工程大多已於本學年度 8、9

月執行完畢，另增加退撫新制實施之支出 

（二）周總務長峻峰： 

       請大家參閱近 4年用電量及電費比較，95年起至 98年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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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度數都呈下降趨勢，支出電費也同比例減少，唯 98

年用電度數雖較 97年下降，但電費不降反增加，主要原

因是台電電費上漲所造成，另請大家注意今年 8至 9月用

電度數比去年同期都高，請委員向單位同仁多加宣導節約

用電。 

二、自由發言：     

(一)盧委員豐彰： 

1.本學年度稽核人員仍分成兩個小組，排訂 3次稽核作業，計

畫已轉發受稽單位，屆時請依規定準備相關受稽資料，也請

各稽核組長與組員聯繫，討論稽核重點，稽核時程及地點依

需要可做調整，但請及早通知受稽單位。 

2.依技專校院獎補助經費運用訪視委員意見，經費稽核委員已

改為每學年度改選一半，因此本學年度委員有一半為連任，

明年再改選，如此在工作上較能經驗傳承及一貫性。 

3.請教會計主任為何學生數減少，但學校行政支出確未下降。 

 (二)陳委員育良： 

1.初次擔任經費稽核委員，不是很了解工作內容。 

2.為減少學校電費支出，是否檢討部份教師研究室 1人使用 1

台冷氣的情況，另冷氣機可否調整 2小時自動斷電系統，其

次各教學區大樓應分配專人（例如工友或工讀生）負責定期

與不定期巡視檢查，我常發現教學大樓教室、實驗室課後燈

及冷氣未關情形。 

(三)周總務長峻峰： 

1.經費稽核委員的工作，主要在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學校經費 

運用情形，執行各項經費支出之查核，軟硬體建設、修繕維 

護及儀器設備採購等行政作業程序是否符合學校現有規 

定，在增進效率及減少不經濟支出，建議校長採擇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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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冷氣 2 小時斷電系統目前是否符合學校經濟效益仍需評估，

總務處今年並無編列此項經費預算；1 人使用 1 台冷氣情形

可能有其原由，但仍會再加檢討，各大樓照明、冷氣，總務

處已通盤規劃管控改善，但請加強轉達授課教師於課後指派

學生或親自協助關閉水電，目前總務處於行政會議對各系教

室、實驗室未管制造成水電浪費情事，都會提出報告。 

(四)柯主任雪瓊： 

學生減少確實會減少部份支出，但近幾年學校為評鑑、改名 

科大，辦理教師優離優退、教師轉職行政，校園整體改善維 

護、學生宿舍修善及警鈴裝置，因此支出增加。 

(五)周總務長峻峰： 

今年起各單位修繕維護經費必須事前提出修繕需求，納入年 

度計畫排序執行，本學年度部份工程已於 8、9月執行完畢， 

或許是行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多的原因之一。 

(六)陳委員育良： 

有些難以預期的問題總務處可否協助處理。 

(七)周總務長峻峰： 

學校單位多，總會有些臨時狀況要解決，原則上可簽請校長 

核示，但事先申請納入年度計畫排序，比較能整體掌握及經 

費管控。   

(八)盧委員豐彰： 

    本校儲冰式冷氣電費是否有優惠減免，產生之冷氣使用上是

否足夠。 

(九)周總務長峻峰： 

    有優惠減免，如正常使用應無問題。 

(十)任委員克敏 

    本學年度排訂之稽核時間，請秘書室於稽核前再通知提醒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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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委員及受稽單位。 

(十一)葉組長韋伶： 

    出納相關資料需半數以上委員查核簽名，請稽核委員不論是 

否排訂當次編組稽核工作，均可至總務處查核。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與會及意見，謝謝大家。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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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9學年度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綠 

時間：100 年 1月 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分 

地點：大華樓 5樓會議室 

主席：委員 盧豐彰 

記錄：齊華強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郭莎玲老師因重感冒，臨時請我代理主持會議，請依程序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會議資料經確認存參。 

叁、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執行情形彙報表，請委員參閱。 

二、工作報告： 

（一）柯會計主任雪瓊： 

1.資產合計在平衡表中顯示至 99年 11月 30日止，較 98年

同期減少，主要因素為財產折舊提列、學費收入減少，整

體支出下降有限，以致呈現虧損，因而資產減少。 

2.整體經費收支方面，學雜費收入達成率 45％，預估全年

度收入短收約 10％，財務收入因就學貸款銀行補 97及 98

學年度利息，致目前收入已逾原年度預算；經常門支出較

去年同期增加約 2000萬元，其中 500萬元為年度規劃之

維護修繕等工作，已完工支出，餘 1500萬係帳務處理時

間差異所致，100年 1月份應可消除此差異。 

（二）周總務長峻峰： 

      學校節電以 30％為目標，就實際情況可能難以達成，已委請 

廠商做節能規劃，初步以下降 10％電費為目標，目前已規劃 

從定一樓儲冰式空調先改善；儲冰式空調確實有獨立電表， 

電費夜間時段以八折計。請各單位配合節省用電，總務處將 

不定期巡查各大樓水電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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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盧委員豐彰（經費稽核報告）： 

          1、經費稽核委員所提建議事項，希望能予重視，並定期檢

討，本次會議加入委員建議事項執行情形彙報表非常

好，可讓委員瞭解所提意見辦理情形，希望爾後持續辦

理。   

          2、小額零星支出，出納組仍以支票給付，建議會計室與總

務處協調改善。 

    （四）任委員克敏（經費稽核報告）： 

          1、採購公告日期應揭露，並盡可能避免同一家採購，如屬

特殊規格，似應加以說明。 

          2、金額數字應盡量使用撇節號，避免數字的無意錯誤。 

    （五）張委員榮鴻（經費稽核報告）： 

紀錄完整、程序透明。 

二、自由發言：     

(一)盧委員豐彰： 

今年仍要申請改名科大，儀器設備方面是否有增加編列預算。 

 (二)柯會計主任雪瓊： 

今年預算編列儀器設備方面增加 2000萬元。 

(三) 盧委員豐彰： 

1、獎補助經費支用情形報部資料非常多，委員傳閱可能無法

短時間看完，爾後是否可提前送請委員審核，另經費於年

度內是否需用完。 

2、學校常有來賓及國高中參訪，建議於電機館前適當位置增

設電子看板。 

(四)傅組長彬玄： 

1、獎補助結報資料確實非常多，研發處彙整各單位資料，包

括 99年度獎補助經費執行清冊、98及 97學年度會計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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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報告（含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財務報表

附註）、會議紀錄(含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與公開

招標紀錄、簽到單)與修正前、後之經費支用計畫書等，

都是依據「9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辦理。 

 2、委員如有需要會後仍可繼續審核查閱，其實於每學期排訂

之經費稽核作業時，委員也可以做階段性之查（審）核。 

3、獎補助經費年度內必須支用完畢，如有特殊情形需延後使

用，必須依相關規定報教育部核准。 

(五)周總務長峻峰： 

目前學校在師生進出較多之場合，如圖資中心、定一樓、仁 

愛樓、大華樓等，都設有電子看板，大門新建警衛室亦增設 

一組，為開源節流，電機館及其他教學區是否再需增設，將 

研究辦理。 

(六)何主任秘書信賢： 

1、經費稽核紀錄表未見受稽單位主管簽名，請補簽名。 

2、各項會議決議或建議，均應有執行情行彙報，爾後委員意

見或建議，秘書室將以彙報表請權責單位提報執行情行。 

肆、討論事項： 

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 99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使用情形(執行清冊)等表件資

料，如附件，提請審核。 

說明：依據「99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辦理。 

辦法： 

一、審核通過後陳報教育部。 

二、依規定上傳公告於教育部及本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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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9年度獎補助經費執行清冊、98及 97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含

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財務報表附註）、會議紀錄(含

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與公開招標紀錄、簽到單)與修正前、

後之經費支用計畫書。 

決議：審核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與會及意見，下午還要監考，如無意見就此散會。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