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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4 學年度上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錄 

時間：95 年 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12:00～13: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事由：本校 95 學年度全校資本門預算審核 
出席：劉祖華校長、王海老師、吳喬松老師、吳忠進老師 

吳明鋗老師、林柏化老師、張偉炘先生 
列席：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熊舜田總務長、陳朝欣主任 

陳源林處長、李國通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劉祖華 校長                  記錄：陳秀娟 
 
【一】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將檢核 94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執行清冊內容及執行狀況，請各稽核委員協助

審核各項資料，如有疑問可請教相關單位做補充說明。 
 
【二】技合處報告： 

本校「九十四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銷執行清冊」執行情形經費稽核如 
下列： 
1.資本門經費執行如下： 

(1)教學儀器設備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37,045,988 元。 
(2)圖書期刊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6,910,631 元。 
(3)訓輔設備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1,109,848 元。 
(4)資本門合計共實際執行新台幣 45,066,467 元。 
 

2.經常門經費執行如下： 
 (1)現有「教師薪資」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20,808,000 元。 
 (2)奬助「教師進修」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1,281,520 元。 
 (3)獎助「教師研究」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4,570,885 元。 
 (4)獎助「教師研習」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519,859 元。 
 (5)獎助「教師改進教學」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1,806,452 元。 
 (6)獎助「行政人員進修」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356,536 元。 
 (7)獎助「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41,315 元。 
 (8)經常門合計共實際執行新台幣 29,384,567 元。 
 
3.總執行經費為新台幣 74,451,034 元，其中自籌款為新台幣 7,503,696 元，佔總經費

之 10.08%，符合部頒至少 10%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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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稽核委員檢核報告：審議經費執行總額度及各項經費運用分配比例、金額。 
   1.本校應努力持續將改善師資結構列為學校之重點工作，因此經常門中有關教師研

究等相關經費是否在未來中將比例提高。 
   2.94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比例均依計畫執行。 
   3.獎補款中之資本門及經常門比例皆符合教育部規定之比例。 
臨時動議：無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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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補正會議)  

會議記錄 
1.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95 年 4 月 18 日台技(三)字第 0950051745O 號函}中 

之審查委員審查本校支用計畫書書面意見做補正。 
2.補正 94 年 1 月 25 日之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三日十一時五十分 
地點：教學大樓第一會議室 
出席：劉祖華校長、楊純誠院長、陳心田院長、吳添保老師、陳皇木先生、陳甲寅先生 

陳如勳老師(退休) 
列席：沈明雄主祕(假)、賴瑞忠先生、陳源林處長、李國通老師、王海老師、陳秀娟小姐 
主席：陳心田院長                        記錄: 曾錚 
 
壹、報告事項： 
    事  由：本校九十五年度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計畫書之書面審查意見，如附件一所

示，請參閱。 
    說  明：1.原 94 年 1 月 25 日所召開之經費稽核委員會應到七人，兩人請假未到，兩人請

代理人出席，合計實到五人，原會議記錄如附件二所示。 
            2.審查委員之一認為代理出席應屬無效，建議該次會議宜補正。 
貳、提案內容： 

案由一：本校「九十三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核銷執行清冊」執行情形經費稽

核，如附件三所示，請審議。 
說  明：1.經費執行情形如下： 

資本門經費執行如下： 
(1)教學儀器設備實際執行共計執行新台幣 31,466,764 元。 
(2)圖書期刊實際執行共計執行新台幣 5,840,630 元。 
(3)訓輔設備實際執行共計執行新台幣 1,031,838 元。 
(4)合計共實際執行新台幣 38,339,232 元。 

2.經常門經費執行如下： 
(1)獎助教師研究實際執行共計執行新台幣 7,813,223 元。 
(2)現有教師薪資實際執行共計執行新台幣 19,224,000 元。 
(3)行政人員業務進修實際執行共計新台幣 638,400 元。 
(4)合計共實際執行新台幣 27,675,623 元。 

3、總執行經費為新台幣 66,014,855 元，其中自籌款為新台幣 7,137,104 元，佔

總獎補助經費之 10.81%，符合部頒標準。 

    決  議：稽核內容與執行相符，通過並於予以報部。 



- 5 - 



- 6 - 



- 7 - 



- 8 - 



- 9 - 

明志科技大學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06 月 09 日(星期五)上午 12:00～13: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例行常會(例行業務報告) 
出席：劉祖華校長、王 海老師、吳喬松老師、吳明鋗老師 

吳忠進老師、林柏化老師、張偉炘先生 
列席：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請假)、熊舜田總務長、陳朝欣主任 

陳源林技合長、李國通組長(國外出差)、陳秀娟小姐 
主席：王海 老師               記錄：陳秀娟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一、本次召集會議主要目的，乃依據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九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常會二次，遇有重要事項，得召開臨時會」。因此依本辦法規定

這學期需召開二次會議。本次是這學期第一次，第二次會議預計於七月時召開，並

準備與新學年度新任之經費稽核委員辦理交接事宜。 
  二、會中另附之「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執行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計晝」

研討會手冊，供各位委員參考，本手冊請於七月份與新任委員辦理交接時請移交給

新任委員。 
 
貳、經費稽核委員業務執行報告 

一、報告有關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未來將納入經費委員會審查稽核的作業之一：

本校 95 年度除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外，計畫型補助款專案計畫本校 95 年

度共有二個專案，分別為工程學院及環資學院所提之延續型案件。依教育部希望，

各項教育部獎助或補助計畫，各校均應有內審的機制，因此計畫型專案補助亦應列

入本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查事項之一，因此應提醒新任委員及專案計畫負責人開始將

二案之計晝納入稽核事項。 
 

  二、本校經費委員會組織功能及教育部檢核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結果報告：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95 年 4 月 18 日台技(三)字第 0950051745O 號函所附之私立技

專校院獎補助經費稽核委員會檢核表所示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未能達成內部稽

核作業，並無追蹤執行情形。因此為改善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功能，本委員會已從

今年四月開始安排有關出納段部份的稽核，並已於 95.04.12 完成第 1 次現金及有價

證券之盤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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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今年四月份稽核盤點出納後之相關結果報告： 
依據上項所述之盤點結果為，一切帳目正常無誤。另外，請 6 月份及 7 月份負責盤

點之委員，務必於時間內完成盤點作業，並將盤點記錄依流程遞送。 
 
參、討論及決議事項： 

討論一： 
一、經由這次會議更了解教育部很重視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的功能，為達成教育部的期

望，本校應該建立起更完善的稽核制度及作業流程。 
  二、所謂的增進效益部份，是否可由會計室提供本校之財務資訊，因為委員能夠取得及

了解的資料不多，建議由會計室提供有關本校財務相關資訊，應更能使稽核委員在執

行及提供建議中更有效益。 
 
  決議： 

一、委員的建議值得我們去積極推動，請相關部門協助制定本校「稽核作業手冊」，以使

稽核委員未來稽核作業有所遵循。 
   【有關稽核作業手冊內容(作業流程、工作職責、作業表單等)，技合處已著手研擬，

相關資料預計於七月份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讓各位委員參考，並協助修正。稽核作業

手冊若制定完成，經費稽核委員日後將依據表單執行稽核作業。】 
  二、日後相關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請會計室協助提供有關本校財務資訊等資料。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九十五年六月九日(星期五)下午 1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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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07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30～11:2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例行常會(例行業務報告、新舊任委員交接) 
出席：94 學年度委員：劉祖華校長、王 海老師、吳喬松老師、吳明鋗老師 

吳忠進老師、林柏化老師、張偉炘先生 
   95 學年度委員：林錫昭老師、蔡榮進老師、許獻佳老師、謝政道老師 

吳忠進老師、丘慧蓉小姐、陳皇木先生 
列席：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熊舜田總務長、陳朝欣主任 

陳源林技合長、李國通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王海 老師               記錄：陳秀娟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為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召集會議主要目的有三點，說明

如下： 
一、今日會議為 94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最後一次的會議，接下來自 95 年 8 月起就要交

接給下一任委員，因此請各位現任委員與下屆委員辦理各項事務交接及相關經驗傳

承。 
  二、會議中所附之「稽核作業手冊」為新制定項目，未來之經費稽核委員稽核作業將依

照手冊辦理稽核事項。 
  三、六、七月份盤點現金出納及有價證券之盤點報告，請盤點委員說明。 
 
貳、經費稽核委員各項業務執行報告： 
  一、六月份盤點結果報告：出納現金、有價證券及定存單等盤點一切正常。 
  二、七月份盤點結果報告：出納現金及有價證券盤點結果一切正常，致於定存單盤點當

日(6/20)有六張在途，但已於 6/21 存入。 
 
參、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技合處： 

一、「教育部 94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成效及 95 年度上半年運用績效」排定於 95
年 9 月份到各校訪視，屆時請各位委員協助完成各項稽核作業，並將稽核報告呈核

完畢，以利教育部訪視時可提供相關資料查核。 
  二、補充說明有關「稽核作業手冊」制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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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稽核作業手冊」內容已經 95 年 7 月 13 日行政會議報告徵求意見，相關作業範

圍請參考。 
    2.各項稽核表單內容請各位委員提供意見。 
    3.稽核作業手冊目前適用範圍為稽核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運用與執行情形，包含「教

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及「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補助經費」。 
 
  總務處： 

預估近期重大支出項目： 
一、向董事會爭取購置毗鄰之南亞泰山廠之土地，土地面積共 15.98 公頃，預計經費約

36 億元。 
二、預計支出 1 億 5 仟萬元進行老舊建築物修繕補強工程。 

 
  會計室： 

95 學年度預算及 94 學年度實際收支情形報告。(請各位委員參考所附表單「明志科技大

學收支明細表) 
 
肆、討論事項： 
  討論一： 

一、有關現金票券盤點報告表及定存單盤點報告表之「異常原因及說明」、「擬處理對策」

欄位名稱建議修改，並是否可說明這兩項欄位該由誰填寫。 
  決議： 

一、這兩項欄位應分別由盤點人及被盤點單位填寫說明，欄位名稱修改為「差異原因及

說明」、「處理對策」並增加「盤點結果」欄位。 
 
伍、臨時動議： 
  提案一： 

委員謝政道資格不符合設置辦法之委員資格，請討論。 
說明：謝政道老師是 95 學年度新任委員，在校服務年資到今年九月滿二年，不符辦法第

二條規定「委員產生方式為召開校務會議時，由校務會議委員就服務滿三年以上

之教職員公開推選之…」。 
決議： 
一、決議重新改選管設學院委員一名，並請秘書室於下次校務會議時再提案請校務委員

補選新任委員。 
二、因謝政道老師不符合設置辦法規定，因此接下來進行的會議將不參與。 
 
 
 

陸、請舊任委員離席，新任委員繼續召開會議：會議議程另附 
柒、散會：九十五年七月廿五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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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學年度上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07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1:20～13:15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例行常會(主任委員選舉、排定學年度稽核盤點計畫) 
出席：林錫昭老師、蔡榮進老師、許獻佳老師、謝政道老師(離席) 

吳忠進老師、丘慧蓉小姐、陳皇木先生 
列席：劉祖華校長、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熊舜田總務長、陳朝欣主任 

陳源林技合長、李國通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林錫昭老師               記錄：陳秀娟 
 
壹、臨時提案： 
  提案一：本次會議及討論事項是否可照常進行。 

說 明： 
一、依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 2 次會議決議，本(95 學年度)屆原選出之委員謝政道老師

因資格不符須重新補選。 
    二、因補選委員需經「校務委員會議」提案，最近尚未有召開校務委員會議，因此

補選之委員無法即時產生，但為能使經費稽核委員會能持續運作執行，因此目

前將由六名委員先進行接下來的會議及八九月份相關業務之推行，待補選委員

產生後再另行調配相關業務。 
  決 議：所有委員一致決定各項業務由目前六位委員先行執行，待補選委員產生後再協

調分配其他作業。 
 
貳、主任委員選舉： 

一、票選 95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選舉結果：許獻佳老師 1 票、林錫昭老師 5 票，由林錫昭老師當選本屆經費

稽核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參、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技合處： 
一、主任委員主要工作事項說明： 

    1.協調排定學年度稽核盤(抽)點計畫及人員配置表 
    2.排定每學期常會時間(每學期召開兩次) 
    3.臨時會議召集 
    4.稽核盤(抽)點計晝公告周知(e-mail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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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稽核作業結果彙總、分析說明等 
  二、經費稽核委員稽核作業範圍說明： 
    1.出納現金票據等(每月盤點)：全校性(1)現金、(2)票券 
    2.固定資產盤點：分為(1)整體發展資本門盤點、(2)重點特色資本門盤點 
    3.會計帳冊：分為(1)整體發展、(2)重點特色 
  三、受稽核單位及經辦人員如附件一列表，請參考。 
  四、為因應九月份教育部訪視計畫，技合處預先擬訂「九十四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

助資本門設備自主檢查作業公告」(公告內容如附件二、三)，相關作業公告將於行 
政會議上報告，並請各單位協助辦理。 

 
 
肆、討論事項： 

討論一：請參閱「稽核作業手冊」內容，並請各位委員提供有關稽核作業內容及表單是

否適用於本校各項稽核作業之意見。 
決議： 
一、將「現金票券盤點報告表」及「定存單盤點報告表」表單欄位分成三欄，請制訂單

位協助修改表單。 
  二、相關表單及內容若不符使用，請各位委員逕行建議制訂單位參考修訂。 
 

討論二：請依「稽核作業手冊」中之第 9 頁「學年度稽核盤(抽)點計畫及人員配置表」

排定 95 學年度稽核時程。 
  決議： 

一、委員一致決定 95 年 8 月 21 日(星期一)實施 94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及發展學校重點

特色之稽核作業。範圍包含：資本門設備盤(抽)點、會計帳冊稽核等。 
  二、排定之 95 學年度稽核盤(抽)點計畫及人員配罝表如附件，相關表單呈校長核准後，

將以 e-mail 公告周知。 
 
 
 
伍、臨時動議： 
  提案一：日後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事務(會議安排、各事項通知等)是否請技合處協助 

辦理。 
  決議：請技合處依經費稽核委員會指示全面配合協助各項業務執行。 
 
 
 
 
 
陸、散會：九十五年七月廿五日(星期二)上午十三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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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學年度上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5 年 08 月 21 日(星期一 )上午 11:40～12:3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例行常會(95 學年度上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實施稽核盤點作業及事後檢討

討論會議) 
出席：林錫昭老師、蔡榮進老師、許獻佳老師、吳忠進老師、丘慧蓉小姐、陳皇木先生 
列席：劉祖華校長、沈明雄主秘、賴瑞忠專員、熊舜田總務長、陳朝欣主任 

陳源林技合長、李國通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林錫昭主委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報告： 

今天上午已針對 9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94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及貴重儀器等

設備進行盤點作業，包括上述預算支用之會計專帳及憑證。但是由於稽核委員人力不足，

以致有關會計專帳及憑證無法全部稽核完畢，因此，針對會計憑證及專帳部分將擇期於 9
月 5 日以後再加派人力協助委員稽核此部份。另外，請各位委員就今天盤點及稽核所看

到之優缺點進行檢討報告。 
 
 
 
貳、委員稽核盤點結果綜合報告及建議： 
  資本門設備盤點部份： 

1.整體而言大部份的問題是設備已更換放置地點，與執行清冊上所顯示之放置地點不符，

建議應修訂更正資料。 
2.標籤所示金額與清冊不符。 
3.貴重儀器部份，有些報廢設備沒有填寫減損單。 

  4.貴重儀器的查核項目中有一項是中文操作說明書，是否可以將英文說明書一併附上，以

利閱讀。 
  5.貴重儀器的維修保養部份，要做好的確不容易。其中包含維修保養記錄要建檔及追蹤都

很不容易。而資源共享與借用記錄等很細節的地方，表單內是否要把這些項目放進去

必須深入考量。 
  6.部份設備因保管人於盤點時不在，因此沒有盤得財產，建議下次盤點時，若有保管人於

當日不能在場，應將鑰匙交給他人協助其盤點作業。 
  7.部份設備未粘貼上標籤，請相關單位儘速依規定辦理。 

8.部份財產設備已移轉至其他部門，但單位未辦理移轉手續，請各單位儘速完成各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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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手續。 
9.在訓輔設備方面，數量較多的設備，如折合桌椅上的財產標籤宜分 XX--01，XX--02…
區隔粘貼標籤。 

10.設備管理人員宜於接受訪視前親自全面盤點，確實了解設備擺置之地點，以利查核。

 
會計憑證稽核部份： 
1.抽點之項目有部份是缺少請購單或是單據粘貼單，這些都是屬於憑證不符的問題，請相

關單位儘速將資料補齊。 
  2.部份憑證各單位的經辦人沒有簽名蓋章，請會計室要求補辦。 
  3.部份單據粘貼單的金額曾修改過，但卻沒有蓋章以示修改，請會計室要求補辦。 
 
 
參、各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總務處： 
1.未粘貼標籤有部份原因為單位將標籤遺失未再申請補發，另一部份為本處之標籤機前些

日子壞掉，已儘速將標籤機修復，並辦理標籤列印及傳送各單位作業。 
  2.有關請購、收料、驗收、財產移轉、標售、報廢等等，這整個的作業流程可能還有些單

位承辦人對這方面不是很了解及熟悉，所以才會像今天有部份設備放置地點不符的狀

況，日後會加強在這方面的訓練。 
  3.未來總務處會再做全面性的盤點規劃，讓各項作業更完善。 

 
會計室： 

  1 財產清冊上跟標籤金額不符，大部分應該是外購的設備。因為當初在報部時有時效性，

所以報部時，只以結匯款(水單)的金額做為報部資料，但外購設備除了結匯款外還應包

含報關的雜費，所以在建立固定資產帳務時還包含報關雜費，導致二者金額不符。 
  2.專帳憑證部份缺少請購單及單據粘貼單，這一部份會計室會再做全面清查及處理。 
 
肆、總結： 
  各位委員剛才已經將盤點稽核結果說明的很清楚，像有一些是沒有標籤，有一些是財產

位置異動後並沒有進行資料更正等作業，將請技合處彙整問題點，並通知各相關單位盡

速辦理補正作業。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九十五年八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十二時三十分。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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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學年度上學期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6 年 01 月 18 日(星期四)中午 11:50～14:1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例行常會(95 年度獎補助執行結果報告及執行清冊報部資料等憑證查核) 
出席：林錫昭老師、蔡榮進老師、許獻佳老師、陳建志老師 

吳忠進老師、丘慧蓉小姐、陳皇木先生 
列席：熊舜田總務長、陳朝欣主任、陳源林技合長、李國通組長 

陳甲寅先生、陳銘全先生、胡建霆先生、陳秀娟小姐 
主席：林錫昭 主委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致詞： 
  今天麻煩各位委員利用中午休息時間協助稽核有關 95 年度獎補助資料，等會兒除了請各

業務單位做相關報告外，也希望各位委員可以盡量發言並提供建議。 
 
貳、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技合處： 
一、本校「九十五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總經費計畫支用及實際執行狀況請參

考﹝附件一，P1﹞。 
二、本校「九十五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含本校自籌款)」之各分項費用執行結果

請參考﹝附件二，P2﹞。 
  三、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之相關作業要點，教育部已明列未來執行之方向，請

各位委員參考﹝附件三，P3-P7﹞之「公私立專科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實施要點修正

草案對照表」。 
 

總務處： 
一、有關 95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之財產標籤，已陸續發送至各使用單位，預計於 96 年 1

月底完成標籤發放作業。 
二、各單位之標籤將交由統一窗口簽收，避免日後有未收到或遺失之情況發生。 

  三、有關 95 年度之盤點作業已在 95 年 12 月開始實施，相關盤點若有缺失會另外請單位

說明提報後並督促該單位做改善。 
  四、95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各項案件之財產皆已登錄在電腦系統中。 
 
  會計室：有關 95 年度獎補助之各項會計憑證，將待會後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分別裝訂成冊，

並預計於 96 年 1 月底完成各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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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查核事項： 

查核事項一：請委員查核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執行清冊」。 
說明： 
一、查核各項支用分配比例及支用內容是否符合教育部及相關辦法等規定。 
二、查核各項會計憑證是否與執行清冊內容相符。 
三、查核財產資料是否依規定辦理登錄等作業。 

 
  查核結果： 
   一、查核執行清冊各項分配比例及支用內容均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 
   二、抽查部份之會計憑證，符合規定。 
   三、查核財產已依規定辦理登錄作業。 
 
 
  查核事項二：請委員查核其他相關報部資料。 
  說明：查核資料： 

1.「支用計畫書(修正前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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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開招標記錄 
4.專責小組會議記錄(含簽到表) 
5.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錄(含簽到表) 

 
  查核結果：查核各項報部資料均依規定辦理，其中支用計畫書共有三份。 
 
 
 
肆、臨時動議： 

主席：利用剩餘時間，擬實地抽查部份資本門設備，各位委員不知是否同意。 
決議：全數委員一致同意臨時實地抽盤，被抽盤單位為課外組之訓輔設備。 

 
  抽盤結果： 

一、本次臨時實地抽盤為訓輔設備之 002、006、007、及 010 項設備。 
二、盤點結果為各設備均依執行清冊放置地點存放保管。 
三、其中 007 項之設備借出一台。 

 
 
 
 
伍、散會：九十六年一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十四時十分。 



- 23 - 

【附件一】 
 

1、95 年度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支用情形 
項目 

預估支用經費 
(A) 

實際執行支用經費 
(B) 

差異 
(B-A) 

補助款(1) $16,653,725 $16,653,725 0 

獎助款(2) $37,308,343 $37,308,343 0 

核定獎補助總經費 
(3)=(1)+(2) $53,962,068 $53,962,068 0 

自籌款(4)﹝註﹞ $11,008,676 
(占獎補助總預算 20.40%)

$10,412,424 
(占獎補助總預算 19.30%) 596,252 

總經費(5)=(3)+(4) $64,970,744 $64,374,492 596,252 

﹝註﹞學校須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 

 
 

 

2、95 年度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經常門 資本門      支用類別 

項目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預估支用 實際執行 

補助款分配(1) $6,661,490 $6,661,490 $9,992,235 $9,992,235 

績效獎助款分配(2) $14,923,337 $14,923,337 $22,385,006 $22,385,006 

小計(1)+(2) $21,584,827 $21,584,827 $32,377,241 $32,377,241 

自籌款分配(3) $2,201,735 $2,662,900 $8,806,941 $7,749,524 
總經費分配 
(1)+(2)+ (3) $23,786,562 $24,247,727 $41,184,182 $40,12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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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執行一覽表 

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

經常門比例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資

本門比例 

(一)獎助教師項目 － － (一)教學儀器設備 26,006,224  80.32% 

       1.研究 5,289,707  24.51% (二)圖書館自動化 0  0.00% 

       2.研習 885,573  4.10%        圖書期刊 4,901,921  15.14% 

       3.進修 890,320  4.12%        教學媒體 0  0.00% 

       4.著作 55,564  0.26% 小計(二) 4,901,921  15.14% 

       5.升等送審 0  0.00% (三)訓輔設備 905,246  2.80% 

       6.改進教學 1,707,623  7.91% (四)其他 563,850  1.74% 

小計(一) 8,828,787  40.90%       

(二)獎助行政人員 － －       

       1.研習 201,969  0.94%       

       2.進修 113,071  0.52%       

小計(二) 315,040  1.46%       

(三)其他 － －       

       1.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11,745,000  54.41%       

       2.增聘教師薪資 696,000  3.22%       

       3.績效獎金 0  0.00%       

小計(三) 12,441,000  57.64%       

經
常
門 

合計 21,584,827  100.00% 

資
本
門 

合計 32,377,241  100.00% 

說明：教育部 95 年度核定獎補助款總經費為($16,653,725＋$37,308,343＝$53,96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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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本校自籌款」經費執行一覽表 
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

經常門比例

經費

類別 經費項目 金額 佔獎補助款資

本門比例 

(一)獎助教師項目 － － (一)教學儀器設備 7,540,289  97.30% 

       1.研究 167,400  6.29% (二)圖書館自動化 0  0.00% 

       2.研習 0  0.00%        圖書期刊 0  0.00% 

       3.進修 0  0.00%        教學媒體 0  0.00% 

       4.著作 0  0.00% 小計(二) 0  0.00% 

       5.升等送審 0  0.00% (三)訓輔設備 209,235  2.70% 

       6.改進教學 0  0.00% (四)其他 0  0.00% 

小計(一) 167,400  6.29%       

(二)獎助行政人員 － －       

       1.研習 0  0.00%       

       2.進修 0  0.00%       

小計(二) 0  0.00%       

(三)其他 － －       
       1.補助現有教師薪

資 0  0.00%       

       2.增聘教師薪資 0  0.00%       

       3.績效獎金 2,495,500  93.71%       

小計(三) 2,495,500  93.71%       

經
常
門 

合計 2,662,900  100.00%

資
本
門 

合計 7,749,5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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