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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經費稽核委員會」 

相關會議記錄及簽到表 

 

項次 會議名稱 會議

記錄

出席

記錄 會議時間 頁碼

01 96 學年度上學期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  97.01.23 1 

02 96 學年度上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  96.09.07 11 

03 96 學年度上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  96.08.29 15 

04 95 學年度下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  96.07.16 21 

05 95 學年度下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  96.06.12 23 

06 95 學年度上學期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  96.01.1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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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上學期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7 年 01 月 23 日(星期三)中午 11:50～14:0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例行常會(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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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偉文老師、洪明瑞老師、吳明鋗老師、莊妙仙老師、黃志成老師 

徐麗美小姐、張偉炘先生 
列席：賴瑞忠專員、熊舜田總務長、陳鍵滄主任(陳思靜小姐代理)、王海技合長、 

陳昭蓉組長(公出)、顏瑜靜小姐、林婉如小姐、陳秀娟小姐 
主席：洪明瑞 主委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報告： 
  一、會議開始，本次會議主要任務在審查本校即將於 97 年 1 月底前須報部完成之獎補 

助各項資料，相關資料如下，請各位委員稍後分工並協助查核報部資料是否完備： 
1.96 年度執行清冊。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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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獎補助專責小組會議記錄(含簽到表)。 
4.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錄(含簽到表)。 
5.公開招標記錄。 
6.96 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共三份(預估版、修訂一版、修訂二版)。 

二、有關 96 年 9 月至 12 月份之現金及有價證券稽查報告與明細置於桌面，等會兒可以 
請各位委員一併再次檢視各項稽查完成之資料。另外也請各位委員依原排定之稽查 
計畫繼續完成接下來 97 年 1 月至 7 月份之現金及有價證券稽查作業。各月份之稽 
查資料結果報告如下： 
1.96 年 9 月份由洪明瑞主委負責稽查，相關現金及有價證券稽查結果與帳載金額相 
符無異。 

2. 96 年 10 月份由洪偉文委員負責稽查，相關現金稽查結果與帳載金額相符無異， 
而有價證券部份因有一筆定存到期取出辦理續存，故本次盤點時沒有即時盤上。 

3. 96 年 11 月份由徐麗美委員負責稽查，相關現金稽查結果與帳載金額相符無異， 
而有價證券部份因有一筆定存到期取出辦理續存，故本次盤點時沒有即時盤上。 

4. 96 年 12 月份由黃志成委員負責稽查，相關現金及有價證券稽查結果與帳載金額 
相符無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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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技合處： 
一、有關「九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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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作業規定手冊今日交付給各位委員，請各位委員自行留存參考，並列入移 
交。 

二、技合處說明編製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執行清冊之背景如下： 
      1.法令與參考依據： 
       依據「九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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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限制比例： 
 A.獎補助款與自籌款經費運用之限制如下表： 

項目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須佔獎補助款 10%以上) 

資本門 60% 沒有限制 
經常門 40% 沒有限制 
合計 100% 100% 

      
B.獎補助之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運用之限制如下表(不含自籌款)：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項目規定及比例 「資本門」項目規定及比例 

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

主，應優先保留經常門經費

百分之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

學、研究、研習、進修、著

作、升等送審之用途。 

佔經常

門至少

30%以

上 

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

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 

佔 資 本

門 至 少

60% 以

上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 

經常門

之 5%
以內 

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等設備 

應 達 資

本 門

10% 以

上 
各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經費(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可

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

支用則比照本部獎補助私立

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

點辦理。) 

佔經常

門 2%
以上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

需之器材設備） 

應 達 資

本門 2%
以上 

其他(如：補助增聘教師薪

資、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等….) 
無限制

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

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 
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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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上項第二點之說明，有關本校獎補助款及自籌款經費運用執行結果及各項分配 
比例等請各位委員參考附件資料 P1～P5。 

 
總務處：簡述並說明本校各項費用報銷及材料請購、庶務費用核決權限等，請各位參 

考所附之資料。 
 

會計室：今天會計主任至醒吾技術學院參加教育部召開之會議，因此委員查核之事務等 
會兒由兩位會計室經辦協助。另外，自三月份起，因林婉如小姐將離職，後續 
獎補助相關作業將交由陳思靜小姐協助辦理。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結果及相關分配比例暨執行清冊資料」，提請 
查核相關憑證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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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餘查核事項。 
五、請參閱查核計畫表等資料開始分工查核。 

 
  查核結果： 

一、經委員抽核，執行清冊編列及各項分配比例及支用內容皆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二、抽查之會計憑證，均符合規定。 

    三、查核財產已依規定辦理登錄入帳作業。 
 
 
 
  提案二：請委員查核其他相關報部資料。 
  說 明：查核資料： 

1.「96 年度支用計畫書，共三份(預估版、修正一版、修正二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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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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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業管單位 

依規定時間將各項資料裝訂成冊後完成報部作業。



第 4 頁，共 37 頁 

 
肆、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主 委：為發揮並落實本委員會之稽核功能，並且達成教育部對經費稽核委員會之期望， 

擬於下學期開學時以不事先通知各獎補助使用單位之方式實施臨時性至各單位 
實地盤點資本門之稽查作業。本項臨時稽查作業主要不在對人，而是為了落實 
本委員會之運作，因此請各位委員協助本作業，也請提供意見來討論。 

  總務長：為避免日後被盤點之單位對本項突擊稽查作業有疑義，建議將主委上項之報告 
做成會議記錄。並請委員盤點時持本份會議記錄內容再向各單位做說明，避免 
紛爭。 

  決 議：各委員一致決議於下學期開學後，採行主委之建議實施不事先通知之臨時性實

地盤點之稽查作業。請技合處協助安排後續會議及盤點等各項作業。 
 
 
 
 

臨時動議二： 
委員建議：為使委員日後至各單位盤點時有一致性的查核基準，請技合處協助通知各單 

位應建立設備之「使用記錄表」、「維修記錄表」、「自主檢查表」、「借用單」 
等，讓委員可以了解各項設備使用之狀況。 

  技合處：委員建議之相關事項將以 e-mail 通知請各獎補助資本門使用單位配合辦理。 
 
 
 
 
 
伍、散會：九十七年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十四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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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年度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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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46,056 $34,746,056 0 

獎助款(2) $32,183,894 $32,183,894 0 

核定獎補助總經費 
(3)=(1)+(2) $66,929,950 $66,929,950 0 

自籌款(配合款) 
(4)﹝註﹞ 

$8,925,613 
(占獎補助總預算 13.34%)

$8,462,643 
(占獎補助總預算 12.64%) -462,970 

總經費(5)=(3)+(4) $75,855,563 $75,392,593 -462,970 

﹝註﹞96 年度之本校「配合款」實際執行後占教育部獎補助款 12.64%，符合教育部「學校須 

自籌本項獎補助經費十分之一以上額度為配合款」之規定。 

 
 
 

2、96 年度獎補助款及本校自籌款「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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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98,422 $13,898,422 $20,847,634 $20,847,634 

績效獎助款分配(2) $12,873,558 $12,873,558 $19,310,336 $19,310,336 

小計(1)+(2) $26,771,980 $26,771,980 $40,157,970 $40,157,970 

自籌款分配(3) $1,785,123 $2,914,209 $7,140,490 $5,548,434 

總經費分配 
(1)+(2)+ (3) $28,557,103 $29,686,189 $47,298,460 $45,70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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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資本門」各項目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 60%以上﹝註﹞) 

32,859,470 
(81.82%) 

33,079,576
(82.37%) 

7,140,490 
(100.00%) 

5,548,434 
(100.0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

門經費 10%﹝註﹞) 

5,240,000 
(13.05%) 

5,270,808 
(13.13%) － －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

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1,088,500 
(2.71%) 

891,336 
(2.22%) － －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處理設施等) 

970,000 
(2.42%) 

916,250 
(2.28%) － － 

合計 40,157,970 40,157,970 7,140,490 5,548,434 

﹝註﹞以上所述之應符合比例皆不含自籌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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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經常門」各項目預估支用及實際執行表 

獎補助款 自籌款 
項目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預估支用 
(金額及比例) 

實際執行 
(金額及比例) 

研究 3,788,235 
(14.15%) 

5,355,389 
(20.00%) 

100,000 
(5.60%) 

341,895 
(11.73%) 

研習 2,928,855 
(10.94%) 

1,706,582 
(6.37%) 

100,000 
(5.60%) 0 

進修 1,691,989 
(6.32%) 

831,840 
(3.11%) － － 

著作 251,657 
(0.94%) 

36,778 
(0.14%) － － 

升等送審 348,036 
(1.30%) 0 － － 

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 
製作教具 

1,967,740 
(7.35%) 

3,600,450 
(13.45%) 

35,123 
(1.97%) 0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

費 30%以上

﹝註﹞) 

小計 10,976,512
(41.00%) 

11,531,039 
(43.07%) 

235,123 
(13.17%) 

341,895 
(11.73%) 

二、行政人員

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經費

5%以內

﹝註﹞) 

進修、研習 629,144 
(2.35%) 

212,266 
(0.79%) 

50,000 
(2.80%) 0 

三、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

經費(占經常

門經費 2%
【不含自籌

款金額】) 

學生事務與輔

導經費 
763,000 
(2.85%) 

598,675 
(2.24%) － － 

獎助現有教師

薪資 
11,511,951
(43.00%) 

12,540,000
(46.84%) － － 

增聘教師薪資 2,891,373 
(10.80%) 

1,890,000 
(7.06%) － － 

績效獎金 － － 1,500,000 
(84.03%) 

2,572,314 
(88.27%) 

三、其他 

小計 14,403,324
(53.80%) 

14,430,000
(53.90%) 

1,500,000 
(84.03%) 

2,572,314 
(88.27%) 

總計 26,771,980 26,771,980 1,785,123 2,914,209 

﹝註﹞以上所述之應符合比例皆不含自籌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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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分配比例暨執行一覽表 

教育部 96 年度核定之獎補助款經費為$66,929,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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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9,576 82.37% 

    1.研究 5,355,389 20.00% 小計(一) 33,079,576 82.37% 

    2.研習 1,706,582 6.37%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進修 831,840 3.11%  1.自動化設備 433,650 

    4.著作 36,778 0.14%  2.西文圖書 1,215,480 

    5.升等送審 0 0.00%     3.中文圖書 366,435 

    6.改進教學 3,600,450 13.45%     4.期刊 1,082,169 

小計(一) 11,531,039 43.07%     5.DVD 241,008 

(二)獎助行政人員     6.資料庫 1,932,066 

13.13% 

       1.研習 89,706 0.33% 小計(二) 5,270,808 13.13% 

       2.進修 122,560 0.46%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小計(二) 212,266 0.79%  1.學生事務與輔導 891,336 2.22%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小計(三) 891,336 2.22% 

1.學生事務與輔導 598,675 2.24% (四)其他 916,250 2.28% 

小計(三) 598,675 2.24% 小計(四) 916,250 2.28% 

(四)其他     
   1.補助現有教師 

薪資 12,540,000 46.84%     

   2.增聘教師薪資 1,890,000 7.06%     

   3.績效獎金 0 0.00%     

小計(四) 14,430,000 53.90%     

合計 26,771,980 100.00% 合計 40,157,970 100.00%

經
常
門 

佔獎補助經費比例 40% 

資
本
門 

佔獎補助經費比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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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年度整體發展「本校自籌款」經費分配比例暨執行一覽表 

本校 96 年度自籌款經費為$8,462,6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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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8,434 100.00%

    1.研究 341,895 11.73% 小計(一) 5,548,434 100.00%

    2.研習 0 0.00%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3.進修 0 0.00%  1.自動化設備 0 

    4.著作 0 0.00%  2.西文圖書 0 

    5.升等送審 0 0.00%     3.中文圖書 0 

    6.改進教學 0 0.00%     4.期刊 0 

小計(一) 341,895 11.73%     5.DVD 0 

(二)獎助行政人員     6.資料庫 0 

0.00% 

       1.研習 0 0.00% 小計(二) 0 0.00% 

       2.進修 0 0.0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小計(二) 0 0.00%  1.學生事務與輔導 0 0.00%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小計(三) 0 0.00% 

1.學生事務與輔導 0 0.00% (四)其他 0 0.00% 

小計(三) 0 0.00% 小計(四) 0 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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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314 0.00%     

小計(四) 2,572,314 88.27%     

合計 2,914,209 100.00% 合計 5,548,434 100.00%

經
常
門 

佔自籌款比例 34.44% 

資
本
門 

佔自籌款比例 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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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上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6 年 09 月 07 日(星期五)上午 13:3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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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查核作業實施) 
出席：洪偉文老師、洪明瑞老師、吳明鋗老師、莊妙仙老師 

黃志成老師、徐麗美小姐、張偉炘先生 
列席：賴瑞忠專員、熊舜田總務長、陳鍵滄主任、王海技合長、陳昭蓉組長(出席其他會議) 

陳秀娟小姐 
主席：洪明瑞主委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致詞： 
  一、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撥空出席會議，並且協助今日的盤點查核作業。本會議於上次會 

議討論時原訂於今日早上召開並實施盤點查核作業，但因剛好與其他會議相衝，部 
份委員也要出席其他會議，因此將本會議時間改至下午召開，並依原訂計畫實施相 
關盤點查核作業。 

  二、技合處已於日前將今日盤點查核作業公告於全校，相關盤點查核表單也已備妥，請 
各位委員檢視各項資料。 

三、本次盤點安排為抽盤，請依盤點查核表單逐項盤點抽盤之項目，並請各位委員自行 
掌握時間，盤點查核完畢後請再回到本會議室協助查核其他資料，接下來準備召開 
盤點查核報告會議。 

貳、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技合處： 
一、今日盤點查核作業，除了麻煩各位委員協助完成以外，如果盤點有問題的部份，技 

合處於盤點查核後會通知相關單位盡速改善。此外，還要麻煩各位委員再做後續相 
關追蹤及記錄。 

二、有關盤點查核作業公告已於日前 e-mail 通知全校，並請相關單位協助配合辦理。 
  今日之預定作業時程如下，請各位長官及委員參考： 

時間 作業事項 作業地點 作業人員 備註 

13:30～14:00 委員召開內部行前會議 第一會議室 經費稽核委員 請委員至第一會議室

開會 

14:00～15:30 委員至各單位實施資本門

設備盤點作業 各系所單位
各單位系所資本

門會點人員  

15:30～16:00 書面資料查核 第一會議室
會計室 
總務處 

請會計室及總務處於

當日 14:00 將相關書

面資料放置在第一會

議室備查 

16:00～17:00 委員召開預檢及盤點結果

報告會議 第一會議室 經費稽核委員 請委員至第一會議室

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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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盤點查核作業說明及資料交付： 
  一、盤點查核作業計畫配置表，如附件一(P1)，請各位委員參考，並請於盤點時依配置 

表上之各單位會點人協同盤點資本門設備。 
  二、請將今日資本門設備盤點結果記錄在「資本門設備盤點報告表」中，如附件二(P2)， 

並請協助依表單所列之事項逐項查核。表單中若有未盡之事宜，請委員記錄於表單 
下方之綜合建議或其他補充說明欄位。 

  三、95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執行清冊及 95 年度資本門專案補助資本門清冊另附如後， 
請參考。 

 
肆、臨時動議：無 
 
 
                                         
 
 
96 年 9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16:10 
 
 
伍、盤點查核結果綜合報告： 
  一、部份單位抽查資本門設備時沒有看到設備使用登記表及維修記錄表等表單。 
  二、抽盤之項目，有一項未貼財產標籤之設備﹝訓輔設備，優先序 010﹞。 
  三、有關資本門清冊顯示之數量單位是否應該明確寫明，才不會造成盤點時不知該項設 

備是否還有其他相關配件。 
  四、各單位設備存放地點之敘述不一致，建議應將存放地點更為明確化。例如在存放地 

點實驗室前再加註館別。 
  五、資本門照片清冊中有部份需再調整。 
    1.類別名稱標示有誤。 
    2.頁次顛倒。 
 
 
 
陸、委員綜合改善建議： 
  一、建議各單位設備之「使用記錄表」及「維修記錄表」應隨時擺放在設備現場方便盤 

點查核之委員查閱。 
二、因設備性質及功能不同，有關「使用記錄表」及「維修記錄表」格式可由各單位依 

需求自行設計。而維修記錄表不管設備是否有維修過，亦應設置維修記錄表。 
  三、有關由獎補助款購置之設備，日後應將數量之單位寫清楚，有其他附件配備之財產， 

應另列明細表並粘貼在主設備可看的到的地方或附在使用記錄表上供核對。 
 
 

四、現行財產標籤發放總務處都有請人簽收，但建議財產標籤應交付給各單位財產管理 
人親自領取及簽收，不要交給工讀生。 

  五、各單位之設備如有關係到工安問題，應做好防護及警示標語工作，並有使用(操作) 
手冊可供參考。 

  六、建議各單位在提供財產「放置地點」資料時可以更明確說明位於那一棟建築物中之 
實驗室，這樣可以讓盤點人員可以很清楚了解。 

 七、今日委員至各單位盤點時，發現有部份環境髒亂(機械館)及鋼板散落(工設館前)，委 
員建議，本校學生即將開學，應請各單位注意安全及衛生，並注意訪視即將到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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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應將環境整理好。 
  八、有關獎補助年度請購之項目，各單位應掌握相關請購進度等作業，勿使作業延宕， 

影響後續核銷作業。 
  九、為能建立成效並加強各單位對獎補助款運用之重視，建議有相關機制可以管控，並 

對違失部份做適當處理。 
  十、建議有關貴重儀器設備，應建立完整之操作手冊、使用記錄表、維修記錄表等。各 

單位亦應確保設備正常及持續在使用中，勿使資源浪費。 
 
 
 
柒、委員盤點查核相關問題回覆： 
  總務處回覆：有關抽盤到課外組設備未貼標籤一項，經查總務處財產標籤發放簽收記錄， 

該項設備確實有人簽收領回相關之財產標籤，並非總務處未給。 
因此請課外組提供未貼標籤之設備資料，總務處再另行補發標籤。 

 
 
 
 
捌、臨時動議：無 
 
 
 
 
玖、散會：九十六年九月七日(星期五)下午十七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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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上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6 年 08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11:5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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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選舉、排定學年度稽核盤點計畫) 
出席：洪偉文老師、洪明瑞老師、吳明鋗老師(出國)、莊妙仙老師 

黃志成老師、徐麗美小姐、張偉炘先生 
列席：賴瑞忠專員、熊舜田總務長、陳鍵滄主任、陳朝欣主任、王海技合長 

陳昭蓉組長、陳秀娟小姐 
主席：王海技合長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致詞： 
  一、簡述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與獎補助專責小組之功能任務。 

經費稽核委員會功能：獎補助經費事後稽核之相關層面。 
獎補助專責小組功能：獎補助款分配、規劃、計畫相關執行及變更等層面。 

二、今日會中將遴選主任委員 1 名協助日後召集會議及主持等相關作業，選出主委後接 
下來之會議將交由主委繼續主持及安排相關業務。 

  三、另請各位委員於今日排定本校現金、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等盤點作業計畫。 
 
貳、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技合處： 
  一、教育部技職司委託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辦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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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本校被排定於 96 年 10 月 3 日(星期三)接受訪 
視，訪視當日時程表如附件(P1)，請參考。訪視各項規劃作業，技合處正在進行中， 
並預計於九月開學後召開相關訪視行前說明會。 

  二、因應管科會訪視作業，敬請經費稽核委員會於近期內再次召開相關會議，並協助各 
項預檢作業。 

  三、交付有關「九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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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規定」之作業手冊，請委員存參。 

四、本校現金、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等盤點表範例及盤點作業流程表，如附件(P2-P4)， 
請參考。 

  五、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P5)，請參考。 
六、教育部之經費稽核委員會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P6-P10)，請參考。 

 
 
 

總務處： 
  一、有關本校定存單盤點之會點負責人原為林永利先生，因本處業務調整，擬改由廖廷 

武先生，目前相關業務調動正在簽核中，待呈准後於會後再通知各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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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 
  一、提供本校 95 學年度財務狀況相關資訊： 
    1.截至 96 年 7 月底止「資產總額」為 152 億元。 
    2.截至 96 年 7 月底止「資金結餘」為 52.46 億元，其中含銀行存款 27.65 億元及短 

期票券投資 24.80 億元。 
    3.截至 96 年 7 月底止「收入總額」為 52.26 億元，其中含創辦人(董事長)捐贈 32.34 

億元、投資收益 13.67 億元、學雜費收入 3.33 億元。 
    4. 截至 96 年 7 月底止「支出總額」為 7.1 億元，「結餘」為 45.16 億元。 
 
 
 
 
 
參、主任委員選舉：票選 96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選舉結果：洪偉文老師 3票、洪明瑞老師 4票，吳明鋗老師 3票、莊妙仙老師 

2 票，由洪明瑞老師當選本屆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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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請委員排定 96 學年度「現金、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等盤點計畫表：如附件(P11)。 
  經新任主任委員主持及協調下，有關「現金、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盤點計畫表排定結 

果如下： 
 
 
 

明志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 
   96  學年度「現金、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盤點計畫及人員配置表 

項目 實施年月 盤點人 會點人 監點人 完成日 備註 

96 年 09 月 洪明瑞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6 年 10 月 洪偉文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6 年 11 月 徐麗美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6 年 12 月 黃志成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7 年 01 月 張偉炘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7 年 02 月 莊妙仙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7 年 03 月 吳明鋗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7 年 04 月 洪明瑞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7 年 05 月 洪偉文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97 年 06 月 黃志成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一)出納現金、票據 
(二)有價證券(定存單) 

97 年 07 月 張偉炘 王金華 
林永利 

熊舜田  

說明： 
一、排定月份內，監(會)點人擇適當時間實施。 
二、會點人於盤(抽)點後一週內，提出盤(抽)點報告。 



第 18 頁，共 37 頁 

伍、臨時動議： 
技合處： 

一、有關本校現金、銀行存款、有價證券等盤點報告表之空白表單，於會後用 e-mail 
將電子檔寄給各位委員盤點用。 

    二、有關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之任期，擬朝向教育部制定之「經費稽核委員會 
實施要點修正草案」為修訂方向，此方面是否請校長室協助將本校經費稽核委 
員會設置辦法做相關修訂。 

 
賴瑞忠專員：於會後針對相關事宜做了解。 

 
 

主任委員：為因應本校 10/3 之教育部委託管科會辦理訪視之行程，擬安排本校預檢作業， 
請各位委員討論相關作業事宜。 

 
 
  討論結果如下： 
  一、下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訂於 96 年 9 月 7 日(星期五)召開，並排定於當日抽盤全校 

95 年度獎補助資本門設備及相關帳冊及總務處財產管理資料等。 
  二、請技合處通知全校 9/7 當日之盤點查核作業事項，並請各單位指派相關人員協助經 

費稽核委員完成盤點及查核事項。 
三、經各位委員協調討論後，有關 9/7 盤點查核之作業時程及配置如下。 

 
 

96 年 9 月 7 日(星期五)預訂作業時程 
時間 作業事項 作業地點 作業人員 備註 

09:00～09:30 委員召開內部行前會議 第一會議室 
經費稽核委

員 

請委員至第一會

議室開會 

09:30～11:00 
委員至各單位實施資本

門設備盤點(抽盤)作業 
各系所單位 

各系資本門

會點人員 
 

11:00～11:30 書面資料查核作業 第一會議室 
會計室 

總務處 

請會計室及總務

處於當日 10:00

將相關書面資料

放置在第一會議

室備查 

11:30～12:00 
委員召開預檢及盤點結

果報告會議及用餐 
第一會議室 

經費稽核委

員 

請委員至第一會

議室開會及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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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盤點及查核計畫配置表 
類別 單位 盤點人 

機械系 

車輛系 

電機系 

電子系 

洪明瑞 委員 

張偉炘 委員 

化工系 

化材所 

環安系 

生工所 

材料系 

吳明鋗 委員 

莊妙仙 委員 

工管系 

工管所 

經管系 

工設系 

視傳系 

通識中心 

洪偉文 委員 

圖資處(電算中心) 

教學儀器設備 

環安室 

其他設備 環安室 

期刊 圖資處(圖書館) 

專案補助 圖資處(電算中心) 

黃志成 委員 

訓輔設備 課外組 徐麗美 委員 

會計憑證帳冊類 會計室 所有委員 

總務財產管理類 總務處 所有委員 

 
 
 
 
陸、散會：九十六年八月廿九日(星期三)下午十三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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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學年度下學期第 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6 年 07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11:5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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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任委員交接) 

出席：95 學年度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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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學年度委員：洪偉文老師、洪明瑞老師、吳明鋗老師、莊妙仙老師 

黃志成老師、徐麗美小姐、張偉炘先生 

列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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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 
  一、首先感謝各位即將卸任的委員這一年來的幫助及撥冗出席本會議，大家辛苦了。 

  二、今天會議主要為新舊委員交接並做相關經驗傳承，等會兒就請將卸任的委員提供 

個人這一年來的經驗，也期待新任委員可以給予更多對學校發展進步有幫助之意 

見。 

 

貳、相關業務單位報告：無 
 

參、新舊任委員交接事項： 

  一、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例行作業說明： 

   1.現金出納、有價證券等盤點。 

   2.資本門設備盤點查核。 

   3.各項憑證帳冊等資料查核。 

   4.其他查核事項。 

 二、作業手冊等相關資料移交。 

 三、各委員相互討論相關業務之作業方式。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九十六年七月十六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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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95 學年度下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 

會 議 記 錄 
 
時間：96 年 06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1:50～13:10 
地點：教學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95 學年度下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例行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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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瑞忠專員、熊舜田總務長、陳朝欣主任、陳源林技合長(出席其他會議) 
李國通組長(國外出差)、顏瑜靜小姐、陳銘全先生、陳秀娟小姐 

主席：林錫昭 主委               記錄：陳秀娟 
 
壹、主席致詞： 
  一、感謝各位委員利用中午休息時間出席本次會議，下次召開經費稽核委員會議時間預 

計在七月份新選任之委員名單出爐後再辦理新舊任委員交接，屆時再通知各位。 

二、有關 96 學年度之新任經費稽核委員請校長室賴秘書協助與下次校務會議召開時請校 

務委員由各相關單位推薦之人選產生。 

三、本年度(96 年 1～5 月份)之現金及有價證券盤點均依排定之盤點計畫實施，盤點結 

果也都正常，感謝各位委員的協助。 

四、本屆經費稽核委員之任期到今年 96 年 7 月底，後續雖已放暑假，仍然請負責六月及 

七月盤點之委員依規劃時程協助完成盤點作業。 

 

 

 

貳、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技合處報告： 

    一、依據教育部 96 年 4 月 2 日召開之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研討會之重申事項，特別聲明 

關於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支用須待教育部經費撥入學校帳戶後方可支用其經費 

﹝註：可提前採購但不宜提前付款﹞。因此日後各單位處理獎補助採購案件時能多 

加注意並與廠商協調付款時程，亦請總務處及會計室協助配合相關作業，以符合獎 

補助之規定。另外，研討會相關內容之重要訊息已用 e-mail 至全校及公告於技合處 

網頁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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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外，依教育部至各校訪視時對「經費稽核委員會」這部份所發現較為普遍之缺失 

事項有下列幾點： 

1.經核會成員之產生方式、數量、職掌及相關迴避規定不適當，或未明訂於辦法中。 

如委員之產生方式及職掌未明確訂定；或委員所屬單位為被稽查單位時，未有迴 

避規定…等。 

    2.經核會之功能未落實於獎補助經費事後稽核層面。如會議記錄內容偏向資本門支 

用項目之報告，少有實質稽核。 

    3.經核會之實際運作與所訂辦法不一致。 

    4.經核會成員與專責小組成員重疊。 

 

三、教育部日前已來函核定本校「96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分別為 

補助款$3,474 萬 6,056 元整，績效型獎助款$3,218 萬 3,894 元整，共計 6,692 萬 

9,950 元整，本校獲核配之金額於 73 所技專院校中排名第 3名。 

 

四、配合教育部核定之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相關「修正支用計畫書」已於 5 

月 31 日寄送教育部審查並請領該年度核配款項。本年度資本門及經常門相關編列項 

目及金額如下，請委員參考。 

【資本門】 

序號 總類別項目名稱 項數 金額 備註 

01 教學儀器設備 91 項 $40,099,960

02 圖書自動化設備 2 項 $460,000

03 軟體教學資源 5 項 $4,680,000

04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15 項 $1,088,500

05 其他項目 5 項 $970,000

合計金額： 

$47,298,460 元 

(含本校配合款) 

 

【經常門】 

序號 總類別項目名稱 金額 備註 

01 研究 $3,888,235

02 研習 $3,028,855

03 進修 $1,691,989

04 著作 $251,657

05 升等送審 $348,036

06 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2,002,863

07 績效獎金 $1,500,000

08 學生事務與輔導 $763,000

09 增聘教師薪資 $2,891,373

10 現有教師薪資 $11,511,951

11 行政人員進修研習補助 $679,144

合計金額： 

$28,557,103 元 

(含本校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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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 

  一、總務處在未來之作業執行上以如何節能之方向為主，包括在電費、水費等各項資源 

為目標做規劃。 

 

 

 
  會計室報告： 

一、有關 96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之資本門及經常門目前執行狀況如下，請各位委員參 
考。 

※96 獎助案已付款資料 
項次 項目 件數 金額(元) 說      明 

1 內購期刊 3 339,168 中文 日文 大陸等期刊 
2 教師研究 20 128,100 專利 發明 產學等案件審查 
3 短期進修 12 264,877 駐廠 進修 

說明：已付款金額合計 714,145 元(未包含已買匯之西文資料庫及西文期刊)，該等費用

將列入配合款中。 
※96 獎助案待付款資料 
項次 項目 件數 金額(元) 說      明 

1 圖書 14 495,070  
2 研讀學位 9 230,100 3 案 9 人次 
3 短期進修 10 63,480  
4 駐廠研習津貼 2 52,000  

說明：待付款金額合計 840,650 元(未包含資本門請購案件)，該等費用將於教育部撥款

後立即辦理付款。 
 

 

二、提供本校其他財務相關資訊，請委員參考。 
(1)截至 96/5 底董事會合計捐贈 120.89 億元。 
(2)截至 96/5 底資產總值 141.56 億元、資金結餘 50.31 億元(現金及銀行存款 24.84 

億元)、持有上市櫃公司股票 2.64 億股(市值約 151.83 億元)。 

(3)本學年截至 96/5 底，累計收入為 40.34 億元，累計支出為 7.19 億元(經常支出 5.66 
億元、資本支出 1.53 億元)，結餘 33.15 億元。 

 
 
三、依據 95 學年度上學期第 3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錄所述，有關 95 年度整體發 

展獎補助之各項憑證已配合依規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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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委員提供建議及討論事項：(請各位委員提出關於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之建 
議事項)。 
委員建議一： 
本校學生於餐廳用餐時原規定學生使用校園卡刷卡用餐，但有學生有時會忘了帶卡，而 
改以輸入學號用餐，不知是否會有重覆輸入或操作問題，而造成廠商請款重覆及造成收 
支不平之問題，怎樣可以讓同學知道用餐次數是否合理。 

  總務處回覆： 
一、學生用餐刷卡之作業已實施很久，但仍有一半以上同學會忘了帶卡，所以才會用未 

帶卡則輸入學號亦可用餐之方式辦理，但目前均無操作上之問題。 
  二、廠商之請款均依實際用餐人數辦理，所以不會有收支不平問題，且現行之狀況均有 

盈餘，盈餘部份也回饋給班級使用。 
  三、為了避免及減少學生單次用餐時是否重覆輸入或刷卡而造成廠商重覆請款之疑慮， 

總務處將請廠商將各班級每個禮拜的用餐記錄 e-mail 給導師，請導師公布供學生核 
對個人用餐量。 

 
 
  委員建議二： 
  本校有些老師或職員對請採購等各項作業不甚清楚，總務處是否有更好的措施讓大家更 

了解相關作業。 
  總務處回覆： 
  有關委員之建議，總務處預計規劃每個學期辦理有關請採購作業等相關說明會，使大家 

在作業上更為熟悉。 
 
 
 
 
 
 
 
肆、臨時動議：查核會計室之憑證帳冊是否依專款專帳分類彙總並裝訂成冊。 
  查核結果：各項憑證帳冊均依專款專帳彙總並依規定裝訂成冊完成，請會計室妥善保存。 
 
 
 
 
伍、散會：九十六年六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十三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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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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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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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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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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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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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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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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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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