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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5 學年度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6 年 1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大華樓 5 樓會議室 

主席：熊雅意 

（由出席委員全數通過選出熊雅意委員擔任本次會議主席） 

紀錄：齊華強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一、主任委員劉原祺老師請假，副主任委員王慧君老師臨時系上有重要

事情要處理，大家選出本人擔任主席，希望會議順暢進行，也請同

仁共同協助開好本次會議。 

二、宣讀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工作職掌並請依議程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請參閱。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杜主任秘書鳳棋： 

1.教育部非常重視經費稽核委員會，司長也強調經費的支用要

有ㄧ監督機制，督促學校在軌道上正常運作。 

2.各位委員參加經費稽核會議，除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學校經

費的收支情況及發揮稽核功能外，並可提出相關之建言提供

學校採擇施行。 

(二)柯會計主任雪瓊： 

1.截至 95.12.31 為止經常門收入 33,387 萬元較去年同期減少約

9%，經常門支出因人事費約占總收入 60%左右，加上因應評

鑑之專案支出，較去年同期增加，預估第一學期收支會產生

短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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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衡表部份，應收款項 5,533 萬元為助貸生之款項，除少部分

資格不符尚未核貸外，餘已於 12 月份核撥入帳。 

3.整修工程款明細為暑假以來陸續進行整修各大樓之發包及追

加工程款，截至 12/31 已支付款項情形請參閱附表資料。 

(三)林總務長健毓： 

1.95 年度儀器設備已依時採購完畢，並依規定繕造執行清冊送

秘書室彙辦。 

2.請委員持續協助執行學校現金，銀行存款、有價證劵等之盤

點工作。 

 裝

3.第 1、2餐廳、書城、影印店等都已續約，如果是第１次新的

合約簽訂，都會送福利委員會審核並依規定作業。 

(四)張教務長慧文： 

請參閱附件資料，資本門儀設各項分配額度及採購金額，其總

分配金額和報部的執行清冊首頁資本門項總經費分配是完全ㄧ

樣的，標餘款則是資本門採購招標所剩餘之金額，經專責會議

討論決議採購項目並依規定支用，以上所有儀設都已在年度內

採購完成。 

 訂

(五)李人事主任少白： 

1.經常門經費的支用已於上個月專責小組提案討論通過。 

2.請參閱第 7 頁支用總表，經常門經費的支出共區分為獎補助

款和自籌款 2 部份，獎補助款中教師研究、進修等 8 項經費，

依規定須占經常門的 30%以上，支出結算欄位中如為負數代

表透支，正數則是結餘，經結算後之結餘款都置於教師著作

中，並依點數計算核撥給提出著作論文的老師。行政人員研

習進修則依規在 5%以內核支，其餘經費統籌補助教師薪資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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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發言 

(一)李委員清祈： 

1.人事費是否研究以單位區分，較易了解各系的支出情形，並

依實際情況做控管，對學校的發展才有幫助，系科如有發展

上的問題就要處理，有多出的老師就要檢討。 

2.儀器設備經費的分配方式請教務長再思考。 

3.學校要開發經費來源，可利用既有之各項軟硬體設備創造利

潤以挹注經費之不足，例如行管系可研究設立網路商店。  裝

(二)鄭委員如玲：圖書館二樓網路中心接縫處有漏水情況，請負責

單位要注意處理。 

(三)邱委員天基：工科的設備較昂貴，建議獎補助款的分配比例能

提高。 

(四)熊委員雅意： 
 訂

1.整修工程款明細表列有追加工程款的金額，請加以說明，另

是否有ㄧ機制管控。 

2.經費運用 預算執行是否應達到 50%，在平衡表兩個學年度執

行差異大的原因請說明。 

(五)劉委員為彬： 

1.經常門經費支出教師薪資是否合乎規定，教師研究、進修等 8

項建議增加經費以鼓勵努力的教師。 

2.收入和支出須平衡，為何學校會有結餘的經費支用工程建設。 

(六)柯會計主任雪瓊： 

96 年 1 月份的執行數尚未納入故執行率較低， 95 年度因工程

的進行及收入減少，銀行存款自然減少，另因廠商支付學校工

程履約保證金所以「存入保證金」項目金額增加。 

(七)張教務長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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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獎補助款中資本門分配原則是依據教務會議決議所制定的，

如果希望提高分配比例或是對目前的分配方式有意見，必須

透過教務會議提出討論修正。 

2.本校年度預算採平衡預算制，劉委員所提之結餘經費，為決

算後的累積結餘款。 

(八)林總務長健毓： 

1.教育部其實已提出了系、所的退場機制，學校也會檢討並朝

對學校最有利的方向去發展。  裝

2.網路資源中心旁接縫漏水會處理，學校有工程保固善後條款

維修。 

3.工程追加係依實際需求修正，也都遵照教育部規定之原則執

行。 

(九) 張教務長慧文：委員應該是對追加工程款的高比例有疑問，如

果學校的追加工程款有ㄧ可控管的機制，可能

對學校會多ㄧ層的保障。 

 訂

(十)李人事主任少白： 

1.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的支用，依規定以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為主，必須優先保留 30%以上的經費供作教師編篡教

材、研習、進修等 8 項之用途，並在 5%以內支用行政人員研

習、進修等活動，學校在此結構下支用各項經費，補助教師

薪資也是獎補助教師方式的ㄧ環。 

2.如果要增加教師研習、進修等 8 項經費的比例，可於專責小

組會議中提出討論，學校的經費畢竟有其限制，任何一個項

目增加經費比例，其他項目的支出相對就會減少，經常門經

費的支用，人事室都會參考前一年度的支出情形以預估下年

度的分配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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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事項： 

案由：本校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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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

原則及注意事項」辦理。 

辦法：一、審核通過後呈報教育部及管科會。 

二、依規定上傳公告於教育部及本校網站。 

附件：95 年度獎補助經費執行清冊、94 學年度會計師查核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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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支用計畫書。 

 裝

決議：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無 
 訂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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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5 學年度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6 年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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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請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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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相關數據，學雜費收入截至 96.3.31

止，預算達成率為 92.22%，收入總金額較去年同期下降約

7.6%。 

2.經常門方面因評鑑工作及校園環境整理的支出，致較去年同期

增加約 4%。 

3.平衡表銀行存款部分較去年同期減少，主要係學雜費收入減少

及重大修繕工程支出。 

4.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項，主要支出為去年暑假以來在建築修

繕方面的工程款，目前正陸續辦理完工驗收手續，已請領工程

款項明細請參閱附表資料。 

5.96 年度圖儀設備因獎補助款尚未核撥，且教育部於今年獎補助

經費運用績效研討會中強調，最好不要先行墊支經費，以免被

誤認有挪用公款之嫌，故目前無執行資料。 

6.附表所列有關 95 學年度上、下學期學生人數變動情形，上學

期學雜費收入、專兼任教師人事費、鍾點費等支出概況，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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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參閱。 

(二)林總務長健毓： 

   自去年起學校各項校舍整建工程均已陸續完工驗收，目前部分

建築耐震補強工作也即將開始進行，已請專業技師計算評估中。 

 

二、自由發言： 

(一)陳委員燕釗： 

   平衡表所列建築物、土地等價格與去年相同，建築物是否須提

列折舊、土地是否須依公告現值辦理重估。 

 裝

(二)熊委員雅意： 

   何謂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三)劉委員原祺： 

   部分報表編製之格式及所用會計科目與教科書不符，是否應修

正。 
 訂

(四)張教務長慧文： 

   上次會議委員建議資本門獎補助經費之分配請研究調整，已於

教務會議提出討論並做部分調整，但變動不是很大。 

(五)柯主任雪瓊： 

1.工程款部份，因整建工程需待完工且驗收手續完成後才會付

清尾款。現行學校固定資產並不提列折舊，須待設備不堪使

用報廢後始認列成本，另學校土地依規定尚不得辦理資產重

估。 

2.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為歷年來累積財產總值，相關細項將於

下次會議補充說明。 

3.現行所用相關報表及會計科目，都是根據教育部所頒之私立 

學校會計制度而為一致之作法，或許與教科書不盡相同，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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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遵照主管行政機關教育部之規範行事，請委員多體

諒，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指導與建議。 

(六)張教務長慧文： 

劉委員所提會計報表格式與教科書不一致，可列入紀錄並於相關

會議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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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學年度第 4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6 年 6 月 27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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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請參閱。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柯會計主任雪瓊： 

1.目前各大樓修繕工程已完工驗收，原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轉

到建築物及土地改良物項，其餘項目資料請參閱平衡表。 

2.95 學年度學雜費收入較去年同期減少約 4500 萬，致於補助及

捐贈收入與去年同期差異大，係因獎補助款於 6 月初才核撥，

影響入帳時間。另收入減經常門及資本門(不含房屋建築)支

出，截至 96.5.31 止僅結餘 8 仟餘萬，財務收支平衡已出現警

訊。 

3.96 年度獎補助款因 6 月初才核撥，之前先行申請採購之儀器

設備均尚未付款，固資本門尚無執行數。 

4.平衡表中權益基金乃指董事會董事及外界人士之捐助及歷年

學校營運剩餘之經費，指定用途權益基金乃指捐助人指定使用

項目之經費，非指定用途部份係指登記之財產總值，以上回應

前次會議委員提問。 

(二)林總務長健毓： 

   1.總務處今年暑假工作重點在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由於物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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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波動較大，學校持續與廠商招標議價中，目前已有學生第二

餐廳及女生第一宿舍兩棟建築發包。 

2.本校申請教育部獎勵校園電力管控補助計畫 200 萬元，已獲教

育部同意補助 100 萬元，本計畫對學校在節能成效上，應會更

有效的改善。 

二、自由發言： 

(一)李委員清祈： 

   1.學校未來應從資源有效配置的觀點，面對各系所必須配置的人

力、設備、場地與經費，避免重蹈本次評鑑之覆轍，尤其應

注意機電所與新成立的行管系及電通系的資源與條件，單位

主管也要預先發現問題並予解決。 

 裝

2.會計室應將各系科之收支(含人事支出)，依利潤中心之精神，

呈現出具體的收支比率數據及報告。 
 訂

(二)王委員慧君： 

行管系評鑑成績影響到學校改名科大的時程深感致歉，但畢竟

原定為訪視的規劃，臨時通知改為要接受評鑑，也讓我們措手

不及，不過本系所有的老師都非常的投入評鑑工作，也都盡到

最大的努力，非常感謝李委員的關心，我們會依委員的建議全

力改進。 

(三)陳委員燕釗： 

   1.學校規劃拆除志清堂重建並增建第二商學大樓，可否說明工程

之期程。 

2.建議新的建築物能融入節能之設計，除節省開支外亦可配合

教育部節電之政策，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有需要，個人願盡

一己之力。 

3.學校既有建築物之照明設備建議依實際情況更換為自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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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式開關，此外整體電力能源系統建議加以檢討以節省能

源。 

(四)林總務長： 

   1.新志清堂及第二商學大樓分別規劃有 6000 坪左右的樓地板，

校園規劃委員會也將商請相關系所主管參與討論，目前所能

了解的進度是年底前應可取得建照。 

2.非常感謝陳委員的建議及熱忱，總務處在節能方面的工作一定

會整體檢討改進。  裝

(五)鄭委員如玲： 

校內工讀生反應未辦勞保，若依法學校需為工讀生投保，建議

學校依法從事，以免日後衍生事端。 

(六)熊委員雅意： 

本期餘絀數與經費運用概況表收、支數如何計算可否加以說明。 
 訂

(七)柯主任雪瓊： 

本期餘絀數來自收支餘絀表之結餘數（收入減經常門支出），

經費運用概況表中之資本門支出係列入固定資產。 

肆、討論事項：無。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 

今天是 95 學年度最後一次會議，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各位的參

與及建議相信對學校的進步與發展都有很大的幫助，再次感謝大

家。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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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6 年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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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本學年度第一次開會，首先請各位新任委員推選召集人(主席)。 

    選舉結果:劉原祺委員連任召集人(主席)。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如會議資料請參閱。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齊華強秘書： 

1.會議資料所附之經核會組織規程，請各位委員參閱俾了解會議

之功能及職責。 

2.管科會轉發之「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經費稽核委員會檢核表」

請委員參閱辦理。 

(二)柯會計主任雪瓊： 

   1.96 學年度截至 9 月 30 日止，學雜費收入預算執行率為 36%，

目前尚有申請助學貸款及減免者未計入，與去年同期比較，減

少約 4000 萬元，減除去年進修部助學貸款 1300 萬元入帳 9

月份之時間差外，主要原因是學生人數減少。 

2.銀行存款因收入減少及重大修繕工程支出，故較去年同期減

少。 

3.土地較去年同期增加 4363 萬元，是 89 年購置因故未能於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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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利過戶而於今年初過戶完畢自預付土地款轉列。 

4.土地改良物及建築物新增的部份，為去年各大樓整修已完工驗

收之工程。 

5.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書面資料截至 9 月 30 日止執

行率為 32%，唯自請購、採購、驗收到入帳付款，約有 1~2 個

月的時間差，會前會計室統計至 10 月 20 日執行率約 50%。 

二、自由發言： 

(一)劉委員原祺：  裝

     經核會大家都很謙虛，又推選我當召集人(主席)，建議以後

當主席能計點，以鼓勵大家擔任主席之意願。 

(二)杜主任鳳琪： 

當主席能否計點請於相關會議提出，經核會應無權討論決定。 

(三)李主任少白： 
 訂

教師擔任委員、主席等相關職務加計點辦法，人事室已研擬

辦理中，劉委員可於討論該項辦法之會議中提出建議。 

(四)葉組長韋伶： 

上屆委員會委員每月都會至總務處協助盤點事宜，本學期總

務處仍將配合委員，於每月 15 日前與會計室先行完成對帳，

再發通知請委員至總務處指導協助盤點。 

(五) 劉委員原祺： 

      1.盤點工作請總務處事先準備好，並確實通知委員依時盤點。 

2.建議會計室下次會議提供學校損益兩平點(Break-even 

Point)之資料。 

          3.計點之建議請納入紀錄知會相關單位參辦。 

肆、討論事項：無。 

伍、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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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主席結論： 

謝謝大家今天出席會議，並再度推選我擔任主席，總務處今天也準

備了盤點資料，等ㄧ下請委員協助相關資料盤點。 

柒、散會：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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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6 學年度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綠 

時間：97 年元月 17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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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在假期中仍返校參加開會，本次會議有一則提案請委

員審核，依規定通過後要陳報教育部，請依議程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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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參閱經費運用概況表，學雜費收入兩期比較，預算達成率相

當，但金額較去年同期減少約 2600 萬元，下降 9.8％。 

2.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圖儀設備已執行完畢，依規

定專帳處理。 

3.收支損益兩平分析表方面，本校學生人數如達 7000 人，收支

平衡則較為樂觀，96 學年度預算人數約 6800 人，調整前短絀

約 1435 萬元，為達收支平衡，調整資本門預算經費較去年減

少 1000 萬元，因目前學生約 6500 人，必須調整人事成本並在

支出上嚴謹控管，以降低資金缺口。 

(二)齊華強秘書： 

   教育部對本校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書面審查資

料，有關經費稽核相關意見及建議，請委員參閱會議資料研究改



SC0-4-553-01-05, A00 

進。 

二、自由發言： 

(一)劉委員原祺： 

   1.感謝會計主任提拱收支損益兩平分析資料供委員參考，如有

圖示會更清楚，另建議爾後再增加各系之損益兩平分析資料。 

   2.資料顯示學校在收入方面逐年降低，支出卻不斷增加，結餘

存款愈來愈少，目前雖然尚有結餘，未來幾年內可能降為負

數，學校應有所因應才是。  裝

   3.請委員多支持協助經費稽核工作，並研究如何運作對學校才

有幫助，個人認為獎補助款執行作業方面可運用抽查方式稽

核。 

(二)盧委員豐彰： 

    1.請問平衡表中之權益基金為何，請會計主任說明。 
 訂

    2.教職員的退休金是大家關心的事，收支是否可於平衡表中  

顯示。 

(三)柯會計主任雪瓊： 

    1.所謂權益基金是指董事會及外界人士之捐助及歷年學校營運

結餘之經費，即學校登記之財產總值。 

    2.目前退休金部份學校並未提列，將來在經費運用概況表中會

加入本項資料。 

(四)李人事主任少白： 

   私校退輔基金已經法制化且有保障，大原則應該沒有問題，不

必過於擔心。 

(五)盧委員豐彰： 

   學校在房屋建築支出情形為何，未來幾年是否都會編列支出預

算，學校增建校舍是否會向銀行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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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柯會計主任雪瓊： 

   就實際情況而言，目前應有 2 棟建築已規劃興建，約需支出 4.5

億元，會依情況逐年編列經費，是否向銀行貸款亦納入評估中。 

(七)劉委員原祺： 

   學校目前尚有存款，但收入逐年減少並透支的情況下，個人認

為最好不要貸款，除非收入增加，且有結餘足以支應利息之負

擔方可為之。 

(八)王委員敬輝：  裝

   已規劃興建之校舍不知是教室還是學生宿舍。 

(九)盧委員豐彰： 

   新志清堂是否規劃設游泳池，如果興建游泳池或許可對外開放

營業以增加收入。 

(十)林總務長健毓： 
 訂

    1.新建築一棟是第二商科大樓另一棟是新志清堂，並未規劃游

泳池，本校地理環境及土質經鑽探評估，並不適合蓋游泳池，

即便興建且對外營業亦難符成本效益，以竹東而言，原有公

私營各一座游泳池，私立的已倒閉，公立的也在苦撐經營，

即便是新竹光復中學游泳池也經營的每況愈下，且蓋游泳池

負擔也很沉重。 

(十一)張教務長慧文： 

      1.往年教育部為鼓勵學校興建校舍，對學校新建築會補助貸

款利息，但近幾年已不再補助，學校必需自行全數支應所

需經費，雖然也曾提出貸款構想，但仍評估中。 

      2.目前所了解新志清堂完工後，學生第一餐廳會調整轉移至

新志清堂，內部亦規劃原有之行政單位、各類社團及綜合

使用之空間，側面剩餘之空地應無法蓋游泳池，第二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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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樓則以教學單位使用為原則。 

(十二)盧委員豐彰： 

      經常門自籌款是如何編列，有多少金額及如何支出。 

(十三)李人事主任少白： 

     經常門自籌款之編列是依部頒規定，以教育部獎補助款核撥

金額經常門所占之比例，編列 10％以上的經費以為配合款，

每年額度都會變動，支出方式除依教育部規定各項支用比例

外，其餘款項均依本校校教評會所訂之各項獎勵辦法作業，

並依規定提專責小組會議討論審議通過後支用。 

 裝

肆、討論事項： 

案由：本校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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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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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辦法： 

一、審核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及管科會。 

二、依規定上傳公告於教育部及本校網站。 

附件：96 年度獎補助經費執行清冊、95 及 94 學年度財務報表（內

附會計師查核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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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支用計畫書。 

決議：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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