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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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0-4-553-01-05, A00 

 4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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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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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9學年度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綠 

時間：100 年 4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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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召開 99學年度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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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會計主任怡禎工作報告： 

1、99學年度收入面：學雜費收入預估決算為 37,327萬元， 

與預算比較減少 4,700萬元，預估全年度短收 11.2%(不

含暑修費)。財務收入為 250萬元，其它收入為 1235萬元，

總收入預估為 38,812萬元(不含推廣及建教合作收入)。 

2、99學年度支出面:經常門方面人事費預估為 31, 828萬元， 

其它經常門支出為 11,412萬元。資本門方面儀器設備為 

1,146元，圖書為 400萬元，雜項設備為 240萬元；房屋 

及設備 637萬元，總支出為 45,663萬元。 

3、從以上報告經費數據，呈現學校財務收支短絀為 6,851萬

元（以上不含補助款收支），是透支情況，請委員於單位

協助宣導，確實貫徹開源節流工作。 

（二）秘書室工作報告： 

1、本校檢送審查之 100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委

員意見如後： 

依學校所檢送審查之資料，尚未見相關之內部控制制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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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業，考量「公私立大學校院經費稽核委員會實施要點」

已於 99.2.1台高（四）字第 0990006478C號令廢止，經

費稽核委員將逐漸由內部控制制度稽核人員取代，提醒學

校儘速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

法」掌握時限完成相關運作機制之建立。 

學校依審查意見回覆： 

已建立正式內部控制制度，並設有專職稽核秘書，自 100

年起，將逐漸由內控機制及其成員，取代原有稽核委員會

之運作。 

2、經費稽核委員會目前仍依設置要點持續運作，請委員踴

躍參與會議及執行相關稽核工作，並對增進執行效率及

減少不經濟支出事項提供改善建議。 

（三）周總務長峻峰工作報告： 

1、委員建議小額支出已試辦以直接入戶方式作業，學生方面 

需配合加強宣導，如能提供開戶資料，出納組將儘力配合 

辦理直接入帳。 

2、經費稽核委員會的功能，主要是稽核監督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獎補助款執行支用情形，各項作業流程是否合於規定， 

未來學校各項稽核工作將逐漸由內部控制制度稽核人員 

取代，但經費稽核委員會是否繼續運作或廢除，需提校務 

會議決議。 

（四）郭委員莎玲（第一組經費稽核報告）： 

          1、本校目前仍請竹東土銀持續每周三於學校駐點服務，教

職員工及學生都可善加運用。   

          2、小額零星支出，總務處及會計室已改善作業方式，改以

直接入戶作業，請同仁多加宣導。 

3、100年 3月 20日本小組檢視會計室與出納組提供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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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稽資料，均完整清楚。有關教職員退撫基金提撥作業，

經檢查皆符合教育部規定。 

    （五）駱委員詩軒（第二組經費稽核報告）： 

          1、抽閱行管、化材及國貿 3系，有關教育部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獎補助款之申請採購紀錄，所呈現資料未發現有不符

流程規定的現象。 

          2、超過 10萬元之採購項目，均確實以標準規格文件公布，

合於政府採購法，建議將來各系於提出估價時即以標準規

格文件作業，以便上網公告招標。     

二、自由發言：     

(一) 郭委員莎玲： 

有關出納組提供之盤點資料，請尚未查閱之委員，完成盤點 

後協助簽名以符規定。 

（二）總務處未來將實施採購作業講習，以加強教職員同仁熟悉相

關採購作業流程、表件之填寫，使採購作業更加順暢完備。 

(三) 劉主任秘書玉山： 

1、學生人數降低，人事成本比例偏高，以目前總收入而言，

學校為求健全財務永續發展，仍需持續人事精簡調整。 

2、為使有限經費發揮最大功效，對執行中之招生激勵措施，

學校會適時檢討，也請老師加強班級經營及輔導，減少學

生流失，經費的分配及使用大家務必共體時艱開源節流，

請委員發揮經費支用守門員的角色。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與會及意見，如無意見就此散會。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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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99學年度第 4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綠 

時間：100年 6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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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召開 99 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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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黃會計主任怡禎(工作報告)： 

1、99 學年度收入面： 

學雜費收入預估決算為 37,453 萬元,與預算比較減少

$4,483 萬元,預估全年度短收 10.69%(含部份暑修費 199

萬元)，財務收入為 291 萬元及其它收入為 1,457 萬元， 

總收入預估為 39,201 萬元(不含推廣及建教合作收入)。 

2、99 學年度支出面: 

   經常門:人事費預估為 31, 905 萬元,其它經常門支出為

12,797 萬元，資本門:儀器設備為 1,110 萬元,圖書為 416

萬元,雜項設備為 300 萬元及房屋及設備 653 萬元，總支

出為 47,181 萬元。 

3、收支短絀為 7,980 萬元,以上不含補助款收支。 

主要原因如下: 

(1)收入短收 4,483 萬元(部份暑修費未收)。 

   (2)人事費預估為 31,905 萬元(暑修鐘點費未列)與預算

比透支約 1,547 萬元。 

   (3)招生經費透支 2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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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獎學金不足 300 萬元。 

    (5)維護費及改大經費超支 737 萬元。 

    (6)育成中心建置等 653 萬元。 

（二）周總務長峻峰(工作報告)： 

1、學校已於 6 月 9 日完成採購作業講習，相關資料並公告學

校網頁，委員可上網查閱，操作方式如有需要，請隨時與

採購組聯繫。 

2、本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含學校配合款)，已請各單位依規

劃之採購項目，儘速執行申請採購作業，另教育部至本校

訪視獎補助款支用情形優缺點及錯誤態樣，總務處亦於本

校網站公告，請各單位參考改進。 

（三）郭委員莎玲（經費稽核報告）： 

          1、採購流程的表單填寫，請盡量不要塗改。   

          2、採購檔案放置發現有錯置情形，請再檢視。 

3、採購得標廠商請勿過度集中。 

4、經核對台灣銀行活期存款帳號 01500109197-4，3 月、4

月、5 月之餘額待查，（存摺已於 6 月 20 日送請郭委員

莎玲檢核無誤）。     

二、自由發言：     

（一）陳委員育良： 

1、學校因師資人數過多，造成財務困難，全面檢討及優退幾

十位老師離職，且仍將持續人事精簡，但為何同時又聘任

許多新進教師來校任教，而且都佔高階職務，這該如何解

釋，人事作業是否嚴重矛盾，應即刻凍結人事聘任。 

2、目前學校有意將教職員薪資打折，個人建議應先行逐一檢

視每一筆經費預算是否適當，刪除或減少非必要之支出，

再視情況檢討裁減薪資，如此相信教職員也能共體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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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竟然有職（雇）員每天不務正業，忙著環保回收賣錢，

還為爭回收區域吵架，應檢討冗員。 

4、建議由教師兼任部份行政職務，減少人事支出。 

（二）郭委員莎玲： 

請問折舊攤銷之方式。      

（三）任委員克敏： 

學校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作業辦法，請確認經費稽核委 

員會的必要性及功能，稽核工作是否宜由專業之稽核單位或人 

員執行，以落實經費稽核工作，另受稽單位應詳列經費的明 

細，以彰顯「稽核」的功能。 

（四）黃會計主任怡禎： 

      1、學校折舊攤銷是依教育部規定，使用直線攤提法。 

      2、學校預算編列有一作業機制，任何經費支出必須合於規

定，為求學校永續經營，會計室當依過去實際財務收支情

況及預估未來財務收入，建議學校編列無赤字預算，針對

100 學年度各項預算，會計室已建議全面調整降低支出，

以達收支平衡。 

（五）王委員心美： 

      據說部份兼行政教師將回歸教學單位，教職員薪資要打折，

建議學校統一窗口發布訊息，清楚告知所有教職員，或請單

位主管確實轉達，避免各種不實消息傳遞，造成負面影響。 

（六）周總務長峻峰： 

     教職員薪資打折方式目前尚未定論，仍在研訂中，相關訊息

及做法已先轉知各單位，還需要有全體同仁的共識，而且必

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才會執行。 

（七）李人事主任永晃： 

      1、學校收入減少，人事費用支出又占整體經費 87.8％，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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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師比計算，目前學校教師數太多，概算以 158 位教師為

合理人數，人事裁減是必然的，上週人事室已將整體薪

資、排課等相關訊息寄發各單位。 

2、學校相關工作，必須依循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辦法作業，

教育部爾後各項訪視，必然以學校是否根據所定內部控制

制度執行各項工作為重點。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與會及意見，如無意見就此散會。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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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100 學年度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綠 

時間：100 年 11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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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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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學年度第 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稍晚了一點到會，就已被

推選為主任委員，可見按時出席會議還是很重要。個人對稽核不是很熟

悉，不管怎麼說，經費稽核也是服務工作，希望大家能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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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如附件），請委員參閱。 

二、工作報告： 

（一）黃會計主任怡禎工作報告： 

1、99學年度決算經中國財稅事務所查核完畢，並出具查核

報告書。 

2、99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為 373,811,439元，補助及捐贈等

其他收入為 148,798,166元，合計總收入為 522,609,605

元。99學年度經常門支出為 620,670,499元,資本門支出

為 56,614,820元，合計支出 677,285,319元。 

3、另附 98及 99學年度經費運用概況比較表,及人事費分析

表。 

4、100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為 148,312,470元，補助及捐贈等

其他收入為 81,253,532元，合計總收入為 229,566,002

元。100學年度經常門支出為 112,061,765元,資本門支

出為 19,451,993元，合計支出 131,513,758元。 

5、100年度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至 10月 31日止補助款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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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15,996,975元，配合款已核銷為 1,885,325元。 

6、以上各項資料明細，請委員參閱會計室財務報告附件資

料表。另中國財稅事務所查核報告書及 100年度整體發

展獎補助款各單位支用明細，書面資料請委員查閱。 

（二）周總務長峻峰工作報告： 

1、水電費稍有下降，請各單位持續配合，節省水電使用，

另感謝研發長協助學校電費減少 20萬元支出。 

2、100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已完成所有儀器設備採購，

目前有部份尚未完成驗收，各項採購作業資料，委員可

隨時至採購組查閱，另標餘款約一百三十幾萬，後續採

購相關工作已開始作業中。 

（三）轉知稽核工作相關規定及訊息： 

1、本校內控制度已設置專業具證照之稽核人員，負責稽核  

工作，台灣評鑑協會辦理「內控管理與稽核實務」活動，

轉知有關現有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存廢：「學校已設置專兼

任稽核人員或委任會計師進行內部稽核時，可廢止原有稽

核委員會之設置（屆時教育部會以正式公文通知）」。 

2、管科會 99 年度獎補助款執行績效訪視意見「學校內控稽

核制度已自 100 年 4 月著手施行，每月查核 1 次，並與經

費稽核委員會採雙軌制並行實施，應有助於學校之稽核

工作」。 

3、本校目前仍維持經費稽核委員會之運作，會計室、總務

處、董事會秘書等職並無擔任稽核人員，影響稽核情事，

經費稽核委員亦不可同時擔任專責小組成員，且應迴避

參與採購程序。  

二、自由發言：     

（一）徐主任委員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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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推選為主任委員，第 1次主持經費稽核委員會議有些

生疏，經費稽核會議已行之多年，原則上未來稽核作業

仍延續既有作法，請秘書室提供參考資料，我將儘速擬

定 100學年度稽核計畫簽核。 

2、稽核作業不知是否有項目表可參考。 

（二）葉組長韋伶： 

      出納組以盤點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為主，並需作成書 

面紀錄，請委員查核後簽名，這是管科會的要求。 

（三）周總務長峻峰： 

經費稽核未限定任何稽核項目，財務事項委員都可查核，教

育部比較著重獎補助款支用的情形查核。 

（四）徐主任委員聖哲： 

學校內部稽核實施準則列有稽核之重點有： 

一、針對預算與決算金額相差 20％以上項目，查明原因。 

二、追加預算案，瞭解是否妥當。 

三、對無預算的支出，瞭解發生原因的正當性。 

四、對學校經費重大開源或節流措施之瞭解。 

五、教育部或得自其他公民營機構來源之補助款使用情形。 

 

經費稽核設置要點中，委員以代表全體教職員明瞭校內經費

之運用，對於審計、會計職掌不得牴觸，其職責規定如下： 

一、關於各項經費收支、預算執行及營造購置事項，得為對

內之查核。 

二、關於現金出納，得查詢其處理情形。 

三、關於校產添置租賃或讓售事項得加以審議。 

四、關於財務上增進效率及減少不經濟支出事項，得就所

見提供校長採擇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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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據前項職責，本會得商請會計室提供有關之會計報 

告，以備參考。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與會，未來請財金、商管同仁多幫忙，做好本學年度的經費稽

核各項工作，如無意見就此散會。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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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大華技術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綠 

時間：100 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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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聖哲 

記錄：齊華強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召開本學年度第 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上週依計畫實施稽核作業，委員

會安排 2組同仁分別就會計室、總務處採購組及出納組執行稽核，感謝

參與同仁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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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一）黃會計主任怡禎工作報告： 

1、截至 100年 11月 30日止，100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為

192,199,244元，補助及捐贈等其他收入為 92,316,213

元，合計總收入為 284,515,457元。 

2、100學年度經常門支出為 171,905,336元，資本門支出為

27,371,827元，100年度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至 12月 14

日止補助款已核銷 19,344,493元，配合款已完成核銷

2,400,025元。 

3、人事費預決算請參閱 100學年度人事費明細表。 

4、99及 100學年度各項經費收入及支出，請參閱經費運用

概況比較表。 

二、100學年度上學期經稽核報告： 

（一）戴委員嬡坪報告： 

12月 19日會計室提供 100.8.1~100.11.30收入及支出概況

明細表，出納組提供銀行存款月報表及 100學年度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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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表，經本組查核，現金及銀行存款月報表稽核無誤，但

有 2本帳簿需補件查核，另招生中心郵局劃撥帳戶建議一年

查核一次即可。 

    （二）陳委員烈報告： 

          1.抽查出納組 1001014E004傳票（金額 147,490元），100

年 10月 5日開立收據，10月 6日存入土銀 208之 2帳戶，

確實依規定辦理。 

2.庫存零用金 12萬，12月份支出 11,757元，傳票號碼

1001003E006等 2筆無誤。 

三、意見交流（自由發言）：     

（一）徐主任委員聖哲： 

請會計室說明 100與 99學年度財務最大差異為何，學校目 

前財務情況，為改科大有那些支出及硬體工程規劃。 

（二）黃會計主任怡禎： 

100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穩住，達到預算標準，但人事鐘點費

費方面將超出預算透支，為改名科大編列有額外之經費，

目前已核准動支約 1,400萬元。 

（三）周總務長峻峰： 

因應學校整體發展，部份系科整併，目前資傳系已搬遷，中

餐廳檢定場地工程已核准，英士樓 2、3 樓規劃工程則尚未

確定，商管學院設備施改善仍需評估，另為增加學生住宿

及室內大型活動空間需求，已規劃籌建學生宿舍及活動中

心等建設工程，將動用學校結餘款支應，學校各項工程與

改大必然有關係，但仍以學校長遠整體發展需求規劃建設

為目標。 

（四）陳委員烈： 

     對經費稽核方法不太了解，建議辦理委員稽核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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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主任委員聖哲： 

1、本次稽核作業是以行政單位所提供資料為主，委員下次可

先擬定想看的項目，並請受稽單位先行準備，感謝黃主任

提供的稽核表格做為參考。 

2、為加強委員稽核作業方法，將協調柯雪瓊秘書於稽核作業

前給予指導。 

（六）戴委員嬡坪： 

      會議資料第 5 頁財務利息收入，100 學年度編列 50 萬元，但

為何至 11 月 30 日利息就已收入 125 萬元，可否請會計室說

明。 

（七）黃會計主任怡禎： 

      原本學校規劃興建新志清堂及學生宿舍，預定將與銀行解約

定存以支應工程款，因而編列之財務(利息)收入較少，後因

教育部未核准該建案貸款，定存則未與銀行解約，利息收入

因而超過原預算收入。 

（八）葉組長韋伶： 

      帳簿於會後補件送委員查核。 

（九）周總務長峻峰： 

      1、經費稽核就總務處而言，主要重點是查核採購組在執行採

購作業時，是否符合採購作業流程相關規定，出納組方面

盤點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是否帳目相符。 

2、學校已訂定內控制度，並設置有專業的稽核人員，如果要

請柯秘書指導委員稽核方法，建議主委透過人事室辦理教

育訓練，不但可納為教師研習時數，又可由獎補助款支應

相關費用。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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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席結論： 

  感謝委員的參與及建言，下學期稽核作業預定在明年 5月，如無意見就

此散會。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