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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7 年 5 月 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劉原祺 

紀錄：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1.本次盤點相關書面資料，因合併前幾次資料數據同時比對，感覺較為

完整，也比較清楚，建議爾後盤點時都能整合各次資料集中查閱。 

    2.盤點作業希望能有些創意，用更簡單易懂之方式顯示，如有必要以附

註說明即可，個人認為稽核以抽查較大之項目為主，不需在細微末節上

計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柯會計主任雪瓊 

1.經費運用概況請參閱 96 及 95 學年度各項目數據，其中學雜費

收入較去年同期減少約 5600 萬元，下降 10.8％；經常門支出

較去年同期減少約 3700 萬元，除人事費下降約 4.5％外，主

要為 95 學年度接受教育部評鑑相關支出；資本門方面除例行

支出外，在房屋建築項目主要是執行老舊建物之耐震補強、D

區土地變更工程款及新建工程之設計費。 

2.平衡表各項數據請參閱所附資料，其中銀行存款較去年同期減

少主要是因收入減少。 

3.97 年度教育部核定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共計 2966 萬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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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60％支用於資本門，加計 10％之學校配合款，共計 1957 萬

元，目前尚無支出資料。 

    (二)林總務長健毓： 

       1.已有部份儀器設備開始進行採購，因尚未付款，故各單位預算

執行月報表無數據顯示。 

       2.經費稽核委員主要是進行事後稽核工作，落實經費稽核制度，

以發揮審核之功能，提醒委員注意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作業程

序。  裝

(三)齊華強秘書：  

   97.3.31 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運用研討會，

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報告事項轉達： 

   1.部份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僅記載提案，記錄內容貧乏。 

2.經核會要落實稽核制度，發揮實質審核功能，委員會中之意 
 訂

見須加以追蹤，以彰顯其稽核功能。 

   3.經核會委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作業程序。 

   4.會計室、總務處、董事會秘書不宜擔任經費稽核委員，且以未

兼行政職之教師擔任為佳，俾強化其運作之獨立性。 

二、自由發言： 

(一)劉委員原祺： 

1.經費稽核委員必須由校務會議成員中選出，且不得與專責小 

組委員重疊，個人認為各單位應盡量選出較有採購經驗但非

現任負有採購責任之教師擔任，似乎更能發揮功能，僅提出

供大家參考。 

   2.學校已完成校園整體規劃，新大樓何時要興建，能否請總務

處報告。 

     (二)林總務長健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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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目前也面臨難題，雖然規劃要蓋新的大樓，但近幾年各類

原物料價格飛漲，廠商預估報價超出學校規劃預算甚多，學校

在有限的經費上必須精打細算，目前建商也礙於物料價格不斷

上漲，連投標意願都不大，學校仍須從長計議。 

(三)劉委員原祺： 

   1.據個人了解，雖然建築成本愈來愈高，但也有部份建築物料不  

漲反跌，例如磚頭價格就下跌，最近股市在營建類方面好像也

下跌，資訊顯示房地產亦可能泡沫化，其實目前建築業在成本

及銷售單價上都漲過了頭，學校當然必須有所衡量。 

 裝

   2.蓋房子要注意的就是建築成本，可以請建商說明何以報價如此

高，建議總務處將相關資料提供大家參考研究，千萬不要被建

商牽著鼻子走。 

(四)劉委員為彬： 
 訂

    個人也對此議題很感興趣，總務處應研究可行性，大家集思廣

益提供意見。 

(五)張委員慧梅： 

   因下午還有課，每次開會時間不多，建議不要偏離會議主題。 

(六)杜主任秘書鳳棋： 

   1.大家對學校之建設及規劃非常關心，也想提供些意見，但本議  

題原則上是屬於校園規劃委員會的權責，經核會的功能主要是

事後的稽核及建議，並做為改善之參考，請大家還是將重點放

在教育部獎補助款支用之稽核上較符合主題。 

   2.學校每年都可能採購部份電腦，建議除非有特別之規格需求、

原則上建議能整合一致之規格，整批統一向中央信託局採購，

可將價格壓的更低，以節省公幣，發揮最大之功效。 

肆、主席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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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建築商把房地產炒的火熱，以原物料價格上漲為由，將建坪銷

售單價逐步推高，實在漲的離譜，大家也是好奇並想增長見識，才

會有此想法，出發點及立意是好的，會後請委員協助執行相關盤點

工作，非常感謝各位委員中午休息時間與會。  

伍、討論事項：無。 

陸、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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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4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7 年 6 月 27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整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劉原祺 

紀錄：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最近個人在不同場合，聽到同仁對學校將興建新志清堂等工程案，有許

多關切的聲音及意見，站在本委員會主席立場，究竟與每位同仁有切身

關係，希望各位委員也能表達一些看法，建議學校能事前多加思考集思

廣益做出最正確的抉擇。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柯會計主任雪瓊 

1.請參閱 96 學年度經費運用概況，截至 5 月底在學雜費收入部

份計 47,387 萬元，預算達成率為 92.38％；補助及捐贈收入

方面較 95 學年度增加重點特色計畫補助款，另截至 7月底尚

未執行計畫款將結轉至新學年度繼續執行，預估全學年度收

入約 60,697 萬元，預算達成率約 96％ 

2.資本門支出部分、在房屋建築項預算為 10,800 萬元，目前僅

執行 10.8％，主要是新建工程尚未發包。 

3.平衡表及獎補助資本門圖儀設備執行情形請參閱報表資料。 

二、自由發言： 

(一)劉委員原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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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目前僅 6,202 位學生，是否需要興建新志清堂等工程，

且向銀行借貸建設，從財務角度而言，學校目前收支根本打

不平，未來每個月所需支付的本息(121 萬元)，學校如何承

受？未見會計室訂有貸款償還計畫，未來以債養債的可能性

不能排除，請總務長加以說明。 

   2.會計主任表示「學校貸款興建工程由董事會二位董事作

保」，個人建議由董事會籌錢捐贈建設所需經費，相信對學

校長遠發展會有更大的幫助。  裝

     (二)王委員敬輝： 

   淡水真理大學十年前花 2 億元蓋了一座教堂，以目前情況 10

億可能都蓋不起來，個人看法是新建工程對學校未來發展確實

有幫助就應該支持。 

(三)楊委員熾能： 
 訂

   1.建議學校規劃購買軟體或儀器設備時，能有審查機制，儘量

朝向資源共享，以不重複採購並節省資源為原則。 

   2.學校的建設應該由校園規劃相關會議討論，而不是經費稽核

委員會的權責，是否要蓋新的大樓，大家都有不同的看法，

個人認為不建設就如同停頓在原地，如果經校園規劃會議討

論決議要做的事，就應該執行。 

(四)劉委員原祺： 

      站在主席立場拋出這個議題，希望大家關心這件事並請學校

衡量利弊得失，就算學校已有定案，也應有周詳的計畫，大

家在同一條船上，同舟共濟，才不致有後遺症。 

(五)林總務長健毓： 

   1.感謝各位委員對建設校園的關心，去年學校就已慎重思考收

支平衡的問題，並依未來發展及升格科大的需求，規劃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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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商科大樓、新志清堂及學生宿舍，唯市場原物料價格上

漲，所需建設經費已超過預期太多，目前亦因價格過高，無

法完成第一期工程發包，從另一個角度來看，現在如果因價

格問題就停頓不建設，未來工程經費是否會更高，也是一個

難以掌握的問題，學校是傾向先蓋較為有利，但也無法保證

是正確的決定，畢竟不確定因素太多。 

   2.今天會議提出是否要蓋第二商科大樓及新志清堂其實不很

適當，在時間點上也不符現實情況，就算讓經核會討論，相

信大家也不會有標準答案，但還是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 

 裝

   3.學校不會發生以債養債情事，借貸的經費只能用在資本門，

有其規定與限制，更不能用在經常門的支出，因此為達收支

平衡並結合環保節能減碳，每年學校能節省的經費即使不

多，仍必須盡可能的開源節流，希望大家共同努力並多加宣

導。  訂

(六)劉委員原祺： 

   1.以學校目前招生狀況而言年度預算已入不敷出，借貸並投入

最後一絲力量從事本項建設是否理性。 

   2.五年前本校學生 11,000 人之宿舍，為何如今 6,000 多學生

反而校舍不足？ 

   3.教育部年底實施評鑑，此項資本支出無法趕上需要，能否為

升格科大加分。 

   4.建議學校在提出具體可行之償債計畫前，不宜貸款 2 億元之

資本支出。 

   5.就財務觀點，在體育館落成後起算「第一學期末」，學校現

金將見底，如以 98 年 8 月落成算起，9 月收學費，99 年元

月至二月之年終獎金就會發不出來，屆時，即使體育館造價

再上漲一倍，體育館落成後並不能如股票一般變現，故學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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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將立刻發生問題。是否盡力避免「學校發不出薪水」之

窘困，避免通貨膨漲之方法很多，不一定要竭澤而漁，至少

儘量避免因追求天邊彩虹，而造成眼前困境。 

肆、主席結論：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能參與開會及提出意見，期望學校能深思熟慮做

出最有利的判斷與決定。 

伍、討論事項：無。 

陸、臨時動議：無  裝

柒、散會 

 訂

 4



 



大華技術學院 
秘書室 

會議記錄 SC0-4-553-01-05, A00
SAWANGSAWANGSAWANGSAWANG

 

 1

訂 

線 

裝 

 

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7 學年度第 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7 年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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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信賢 

紀錄：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承蒙大家厚愛推選我為主任委員，個人深感惶恐，經核會非常獨立且地

位超然，希望全體委員能共同努力完成本會之職責。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柯會計主任雪瓊： 

1.97 及 96 學年度同時期預算執行率，請參閱附件資料經費

運用概況表，97 學年度截至 9 月份學雜費收入 16,278 萬

元，較去年同期減少 2,281 萬元，下降 12％。 

2.在平衡表方面兩期差異較大者為固定資產，較去年同期減

少約 91,630 萬元，主要因固定資產折舊方式由報廢法變更

為直線法，並補提列以前年度折舊，截至目前累積折舊約

80,313 萬元，另調整財產帳與會計帳差異約 9,211 萬元。 

3.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至 9 月份執行率，資料顯

示為 63％，但實際所有項目均已完成採購，部份尚在辦理

驗收中，另標餘款支用規劃亦將於專責小組會議提報討論。 

（二）齊秘書華強： 

1.經費稽核委員會新修訂之設置要點如會議資料，請委員參

考以了解本會之職責，另管科會往年轉發之經核會檢核表

亦請大家參閱相關要求。 

2.前劉主任委員曾提議，設計經核會對本校各單位支用獎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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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經費執行情形稽核表，已請會計室協助擬定相關檢查項

目，請委員參考並研究如何實際推動。 

二、自由發言： 

(一)主席： 

1.學校每年都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購買儀器設備，年終執行完

竣亦需將執行清冊及相關資料報部，本會亦有責任就經費支

用後，執行相關之稽核，並對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

支出事項，提出改進建議  裝

2.檢查表共分為 3類，請大家就各檢查項目檢視並提供建議。 

(二)李委員金川： 

管科會轉發之經核會檢核表第 17 項，爾後能否請出納將檢核

內容資料送委員每人 1 份，以方便盤點查核。 

（三）柳委員映亭： 

 訂 如果有些資料只是數據表件，或許可以電子檔寄給委員，既

方便查核又節能減碳。 

（四）葉組長韋伶： 

1.以往每月盤點一次，前主任委員劉原祺老師曾要求，如能將

幾個月資料併同一次檢查效果較好，出納組將尊重現任委員

意見。 

2.各項受檢資料除書面記錄表外，尚有附件帳冊，存摺等資

料，如以傳閱方式或每人印發一份，恐造成資料散失等後

遺症，這也非我個人能決定，建議仍集中於總務處或會議

室檢查較適當。 

（五）主席： 

個人建議仍將資料集中於單位查核較妥當，且臨時需要調閱

各項資料也比較方便。 

（六）盧委員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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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核會的功能非常明確，但如何運作較能彰顯效果，大

家也不是非常了解，個人建議委員先編組排定稽核時

間、受稽單位並選定檢查項目重點，實際至業務單位去

查看，或許較能夠落實本項工作。 

2、行管及機電所圖儀設備執行率偏低，能否加以說明。 

(七)齊委員  璘： 

其實目前的作法是以往經過多方考量才決定的檢查方式，雖

然大家有些新想法，但查核帳目，還是至受檢單位檢查最確

實，且可隨時調閱任何想看的資料。 

 裝

(八)李委員金川： 

經核會委員代表全校教職員了解學校財務狀況，並讓財務資

訊公開，建議公告於學校網站讓全校都能查閱。 

 (九)劉教務長玉山： 

 訂 經核會的功能是正面且有意義的，總務處在財務方面也應有

適切的考量，但個人期望大家能更積極的關心並協助學校的

生存與發展，例如加強做好招生工作，如何儉省用電，有效

開源節流，這都值得經核會思考。 

（十）柯會計主任雪瓊： 

1.有關財務資訊公開，全校教職員工可至本校網站會計室網

頁查看，每月學校報部的「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均有

公告，另獎補助支用規劃及執行情形所有資料，亦於本校

及教育部獎補助資訊網公告。 

2.行管系與機電所的圖儀設備已採購，目前仍在後續驗收

中，俟所有程序完成後即可納入執行數。 

（十一）陳委員振臺： 

1.經核會每學期只開兩次，一學年共召開 4次會議，為求

工作之延續性，建議前主任委員能在新學年度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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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列席並為必要之報告。 

2.會計報表要如何看，請會計主任以後能教導大家如何

閱讀，且更詳細的說明。 

（十二）齊委員  璘： 

經核會每學期雖然召開 2次，但本會設置要點明訂，只

要有需要隨時可召開臨時會議。 

 

  裝

肆、討論事項：無。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 

1.謝謝委員們踴躍發言，大家都非常關心且愛護學校，委員的意見及建

議，請行政業務單位參考改進。 

 訂 2.自本學年度起，經核會將適切編組輪流至行政業務單位實地稽查，感

謝會計室設計檢查表，本人第一次擔任經核會委員就被推選為主席（主

任委員），希望大家都多支持，謝謝。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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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7 學年度第 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8 年 1月 7日（星期三）下午 3時整 

地點：大華樓 5樓會議室 

主席：何信賢 

紀錄：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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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委員參閱會議資料經費運用概況表，97 及 96 學年度兩

期經費之比較可看出，在學雜費收入方面，97 學年度減少

192 萬元，下降約 9％，補助及捐贈收入因教育部重點特色

計畫減少，經費約減少 2400 萬元，其次在經常門方面，因

接受教育部評鑑，系科實驗室裝修及校園美化支出較前一

學年度增加約 500 萬元，房屋建築之支出為宿舍整修之工

程款。 

2.兩期平衡表之比較，可看出銀行存款減少約 6000 萬元，下

降 9.5％，主要是因為利率由 2％降至 0.7％，本期餘絀差

異較前學年度少 8290 萬元，除因經常門收入減少 4620 萬

之外，主要為折舊費用的認列。 

3.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資本門圖儀設備已於規定期

限內執行完畢，請參閱各單位預算執行月報表資料。 

（二）林總務長健毓： 

1.97 年度資本門圖儀設備已全數採購畢，感謝各申請單位的

參與及協助。 

2.經核會擬訂了一份 97 學年度稽核實施計劃，並已完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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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稽核作業，總務處除全面配合辦理外，如有任何建議，

將依實際作業情形參照改進。 

（三）何主任委員信賢： 

1.為落實經費稽核工作並發揮稽核功能，已簽擬 97 學年度

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實施計劃並陳請校長核定，另第 1 次

稽核作業已於 97 年 12 月 23 日執行完畢，爾後將依計畫

排定之時程及編組，進行每學期之稽核工作，請各為委員

多予幫忙，稍後請兩組委員代表提報稽核情形。  裝

2.目前亦已擬定本會內部稽核實施辦法，將於議程中提案討

論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二、自由發言： 

(一)曹委員賢坤： 

1.建議各單位在申請採購電腦教室個人電腦時，注意記憶體

（DRAM）的數量，並考量效能性及未來使用的需求，以免因

執行速度慢導致學生抱怨。日前本組稽核時，序號 015-00

個人電腦規格僅 512MB，如能提升至 1GB，價格差不到 1％，

但效能則大為增進，更能應付未來之作業系統需求。另

018-00 雷射印表機規格最好註明為黑白或彩色，其他各項大

致良好。 

 訂

2.林惠如委員已辦理退休，是否要辦理補選。 

(二)李委員金川： 

1.少數申購器材的價格較網路商店或市面高，建議多比價已達

節流之目的，希望同仁將學校的錢當成用自己的錢珍惜使

用，以最合理的價格買到最需要的儀器設備。 

2.建議不要降低獎助學金的額度，以爭取學生對學校的認同

感。 

（三）柳委員映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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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存款由 64,087 萬元降至 57,970 萬元左右，會計室說明

因銀行利率由 2％降至 0.7％所導致，建議詳列計算過程。 

（四）劉教務長玉山： 

1.生源減少，學校經費日益緊縮，為減少收支虧絀，請承辦同

仁或實驗室管理教師詳實訪價，訂出合理且經濟之申購預

估價格，供後續決策主管做出正確裁決，大家支用學校的

錢時要像買自己家的東西一樣審慎思考，為更利於採購作

業，請申請單位清楚列出需求之設備項目、規格、數量及

合理價格等資訊。 

 裝

2.請申購單位依本校採購辦法之規定及早作業，以利後續行政

作業時間之欲度。 

（五）杜主任秘書鳳棋： 

各實驗室負責老師在申請採購儀器設備時，確實要注意價格的

查訪，訂出合理的預估價格，其實學校最好能成立一採購審核

小組，協助擬定最合理洽當的預估申購價格，才能對後續實際

執行採購作業時有所幫助。 

 訂

肆、討論事項： 

提案一 

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簽為訂定「大華技術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辦法」提

請討論。 

說明：依據教育部「96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

訪視委員意見辦理。 

辦法：討論通過後，送請行政會議審議。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辦法（草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依會議討論完成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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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報 98.1.21 行政會議審議。 

提案二 

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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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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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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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97 年度獎補助經費執行清冊、96 及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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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決議：審核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 

為使稽核工作更為順利，本會研究爾後請受稽單位將各項文件資料集中

查核，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參與及寶貴意見。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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