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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5年6月14日（三）PM12：10-1:30 

地點：綜合大樓212會議室 

主席：許端芳主任委員                               記錄：廖嫣江 

 

一、主席報告: 

二、報告事項： 

(一)會計主任報告事項： 

1.平衡表(94年5月31日及95年5月31日)、收支餘絀表(93年

8月至94年5月及94年8月至95年5月)、收入明細表(94年

8月1日至95年5月31日)、支出明細表(94年8月1日至95

年5月31日)、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表(94年8月至95年5月)、

銀行存款明細表(95年5月31日)、長期投資及基金明細表詳

如附件資料。 

2.先向委員報告學校的財務狀況，平衡表中，我們主要的收入來

源銀行存款增加，主要來自結餘款約9,130萬元、應收款項-

關係人約4,608萬元及投資基金收回1,400萬元。 

3.特種基金之變動：94年5月31日之餘額為929,894元，94.6.1

至94.7.31利息收入為119元，94.8.1至95.5.31利息收入為

15,855元，但於11月份時支付獎學金6萬元，因此95.5.31餘

額為885,868元。 

4.特種基金與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合計金額為4,059,902元，與指

定用途權益基金差異，係因尚未做調整之部分，,將於七月底作

調整。 

5.收支餘絀表部份，比較的資料昰94學年度與93學年度同ㄧ期 

的比較及與94學年度預算比較。 

(1)收入預算執行率： 

學雜費收入預算執行率99%，差異主因有：日間部二技學生

人數預估過於樂觀少約680萬元；進專13班650人實際招

收12班505人少約730萬元，另未預估暑修費收入實際收

入約680萬元。推廣教育收入，去年有八百多萬元，因預算

偏高且績效尚無法顯現。建教合作收入執行率為預算的兩

倍，係因各系的老師都很積極突破，而且也配合獎勵制度。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係應外系承辦夏令營學員自繳費用，大部

分已於上學年度入帳，並且部分退費產生於本學年度，時間

差異造成負數。本學年度承接案件未收納。補助及捐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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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率111％教育部獎補助款幾乎於5月份已核定且撥款，

造成執行率偏高，年度結算時尚須依補助款支用狀況作調

整。其他收入執行率為94%。 

(2)經常支出預算執行率： 

董事會之人事費因內部稽核及秘書未聘入，因此執行率偏

低。行政管理支出之維護及報廢因部份維護及修繕尚未執

行，因此執 行率偏低。獎助學金支出部份，校內獎助學金

因本學年度申請及符合人數較少，執行率偏低。推廣教育支

出執行率22％因績效尚無法顯現支出相對偏低。建教合作

支出執行率177％因實際案件倍增致使收入倍增支出相對偏

高。 

(3)資本支出預算執行： 

土地改良物部分，體育室預計更換田徑場跑道1100萬，因

新圖書館興建在即，故延後執行。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部分，新建圖書館工程因建照尚未取得，無法支用6000萬

元。綜合大樓屋頂整修工程350萬元尚未執行。圖書館新

建工程設計費1,000萬元，只支付342萬元。篤信樓殘障

觀景電梯新建工程已發包未完工313萬元。講師研究室改

裝為個人研究室90萬元執行金額為50萬元。機械儀器及

設備部分，圖書館查詢用電腦36台未更新少約128萬元，

資科系61台電腦汰舊換換新256萬元尚未執行。資管系科

127台電腦汰舊換換新533萬元尚未執行。預算編列各教學

單位新聘教師用電腦43.2萬元正陸續執行中。應外系發展

重點特色-建置多功能語言教室及語言設備預算科目分類

應歸類建築物及其他設備約433萬元。 

 

(二)委員問：請問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表中之預算數期間為何？ 

會計主任說明：94年的8月到95年的7月初。 

 

(三)委員問：請說明預付工程款中，延後執行之田徑場跑道一千一百

萬，款項是否已撥？ 
會計主任說明：預算已提，但是尚未執行。 

 
(四)委員問：若預算已提列，那在平衡表中是否放在預付工程款中？ 

會計主任說明：沒有，此項只是出現在預算裡面，由於尚未執行，

因此沒有出現在平衡表，在資本支出裡面，它的實

支金額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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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委員問：設備報廢程序為何？本學年度何時辦理報廢？ 

        會計主任說明：預計於6月底至7月初間辦理報廢。 

 

    (六)委員問： 

1.下次請會計室提供現金流量表供參考。 

2.銀行存款明細表中，若無特殊用途者是否可將其整理結清？以節

省管理成本。 

會計主任說明：若干帳戶中僅有少數存款者，係因為招生專用、教

官及護理教師薪水專戶等用途。 

委員：若有用途，則不必結清。 

三、技合處長報告: 

依教育部函有關獎補助經費稽核委員會檢核表(如附件)有三點需討論： 

1.第11點，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確實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 

2.第13點中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遇有與本身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有

迴避職權之行使。 

3.第17點中本委員會每月應盤點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並作成

書面紀錄，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簽名或蓋章，若盤點金額與帳冊紀錄

不符，應說明其差異原因及處理方案，列入查核報告，函送教育主管

行政機關備查。但於學校寒、暑假期間，可採取不定期盤點方式，不

受前段每月定期盤點之限制。 

 

經各委員討論後決定： 

1.經費稽核委員若有提出請購案時，應迴避參與相關之採購程序會議

分別為(1)採購小組會議;(2)招標會議;(3)議比價會議。並請其職

務代理人出席會議。 

2.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遇有與本身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有迴避職權

之行使。 

3.修正修正「德明技術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以加強本委員會對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之監督。 

修正條文對照如下：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委員會之設置，以代表
全體教職員明瞭校內經費情
形為原則，對於審計會計職
掌不得抵觸，其職責規定如

第五條 

  本委員會之設置，以代表
全體教職員明瞭校內經費情
形為原則，對於審計會計職
掌不得抵觸，其職責規定如

為加強本

委員會對

校內請、採

購規定及

作業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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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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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一、關於各項經費收
支、預算執行及營造
購置事項，得為對內
之監督及查核。 

督，爰修正

第五條第

一項第一

款之規定 

 

 

散會：下午一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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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5年10月20日（五）PM12：10-1:30 

地點：綜合大樓212會議室 

主席：許端芳主任委員（94學年度主任委員）           記錄：廖嫣江 

 

一、確認上次會議記錄：確認通過。 

 

二、推選本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與會委員推選結果，本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童雅玲。 

 

三、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    由：九十四學年度決算（詳附件），提請同意。 

    說    明：九十四學年度決算業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完竣，提

請同意。 

會計主任說明： 

          1.就94年度，平衡表中可看出資產與負債的情況，有結餘增加

的情況；增加的部份，請參考第6頁，現金流量表資金來源之

變動情形。其他部分，較大的差異在於其他應收款的關係人

4000多萬元，由於本學年度新的委員不是很清楚，因此先作

說明，附註十中(p13)所指為以前一筆土地的部份，由於一億

多元無法過帳，造成損失後，董事長承擔此事，分3期買此債

權，將此款項支付給學校，最後一期是在95年2月28日，錢

已匯入，此事已處理完畢，且已呈報教育部。 

2.固定資產的變動在附註六(p11)，資產增加的情形，大約有1

億多元，其中包括圖書二館整修完工及教學儀器設備。 

3.學雜費比去年少，是因為94學年度是班級數最低的一年，因

為過去進修部的二專班級本來修業年限是三年，後來改成二

年，所以第三年畢業的班級數會降下來，班級數是最低的一

年，相對收入就比較少。 

4.推廣教育收入明顯降低，係因政府的政策在改變，推廣教育的

招生不易；建教合作增加係因各位老師之努力。 

5.補助及捐贈收入：主要係整體發展補助經費因教育部核撥經費

時序較晚，執行進度較預計慢，造成補助款收入認列少約860

萬元；重點發展特色獎補助款因政策改變，較93學年度少約

5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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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財務收入：係編列預算時利率水準較低，央行利率政策已微幅

調整數次，故實際數較高。 

7.支出面：94學年度支出金額大幅成長，主要為會計師查帳時

調整95年1-7月年終獎金依應計基礎估計入帳，金額約1,833

萬元；另外報廢金額大幅增加約1,097萬元（各項機械儀器及

設備）；又每年人員晉級費用約450萬元，三項合計增加約

3,380萬元。 

8.其他若有不了解之部分，請委員提出後，本人再作說明。 

 

委員問：圖書二館之固定資產列在何處? 

會計主任答覆：在11頁建築物科目項下，包括在34,399,197元中。 

 

委員問：非列入土地改良物？ 

會計主任答覆：土地改良物的部分係運動場等非建築物之改良。 

 

委員問：建築物包括建築物改良？ 

會計主任答覆：因建築物之會計科目包括建築物改良，未單獨設會計

科目。 

 

決    議：本案通過。 

 

四、報告事項： 

(一)會計主任報告事項： 

1.本學年度每月需請委員協助盤點。 

2.平衡表(94年9月30日及95年9月30日)、收支餘絀表(94年

8月至94年9月及95年8月至95年9月)、現金流量表

(94.8.1-94.9.30&95.8.1-95.9.30)、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表(95

年8月至95年9月)、銀行存款明細表(94年9月30日)、長期

投資及基金明細表等資料詳如附件。 

3.95年8-9月及94年8-9月收支餘絀表差異說明 

(1)學雜費收入：因95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收入做帳時點為10

月份，因此大幅落差，詳95.8.1-95.10.14止收入明細表（第

2-4頁），95學年度第一學期執行率達50%，且金額較94學

年度多約2,568萬元。 

(2)推廣教育收入：因94年度職訓局網路工程班收入約88萬元、

非學分班約17萬元、學分班約74萬元。95年度僅有學分班

約20萬元加上預收款待轉列收入約67萬元共約8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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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教合作收入：因94學年度承接國科會委辦案約177萬元，

造成差異較大。 

(4)補助及捐贈收入：因95學年度教育部對學生減免學雜費補助

部份款於10月初撥入約405萬元。 

(5)財務收入：因95年學年9月份部分利息未及時入帳約60萬

元，另外期初轉回應收利息差額約20萬元。 

(6)其他收入：退撫基金收入差異同學雜費晚入帳差異約444萬

元，福利社租金因舊約到期，重新招標租金差異約30萬元。 

(7)行政管理支出：因94學年度申請專案複評支付評鑑費用約147

萬元，95學年度學院規畫搬遷費23萬元。 

(8)推廣教育支出：因推廣教育收入未實現相對支出僅有例行性支

出。 

(9)獎助學金支出：因95學年度教育部對學生減免學雜費補助支

出帳列10月份金額約1,878萬元，較上年度增加約423萬元，

另95學年度清寒助學金支出，帳列10月份金額約89萬元，

較上年度減少約54萬元。 

(10)其他支出：係兩年度招生費用入帳時間不一致造成差異。 

(11)建教合作支出：建教合作支出以各案件主持人計畫進度來申

請費用，費用與收入並未有固定比例，原則上收入越多支出相

對越多。 

 

(二)總務長報告事項： 

1.為改善科大訪視意見有關本校校地狹小影響發展及配合改名科技大

學，擴增校地使用之需。 

2.購買或租賃鄰近本校又新樓北邊之土地五筆。該土地為學校後山8米

計劃道路旁，取得後將使校區土地運用及視野更有開展性，並配合校

園整體規劃，以利學生機車之停放、美化休閒、學校體育使用。 

3.興建圖書館將於11月送件，進入建照審查，寒假將拆除圍籬，

計劃明年3月動工。 

4.文湖街校地亦重新規劃，將配合學校之整體發展。 

5.以上將擴大本校之資本支出。 

 

散會：下午一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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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6年1月10日（三）PM12：10-1:30 

地點：綜合大樓212會議室 

主席：童雅玲主任委員                              記錄：廖嫣江 

 

一、確認上次會議記錄：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一)會計主任報告事項： 

會計室先補充上一次的提案內容，94學年度決算報表，會計室已公

告在會計室之網頁上，各位委員隨時可上網查詢。 

會計室例行性報告部分： 

1.95年8月到目前1月份原應送95年12月31日之資料，但由於

會議資料需在開會前一週先送各委員審查，因此本次報表日期至

95年11月30日止。 

2.資料計有平衡表(94年11月30日及95年11月30日)、銀行存款

明細表(95年11月30日)、收支餘絀表(94年8月至94年11月

及95年8月至95年11月)、現金流量表(94.8.1至94.9.30&95.8.1  

至95.9.30)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表(95年8月至95年11月)等資料

詳如附件。 

3.95年8-11月及94年8-11月收支餘絀表差異說明 

(1)學雜費收入：因日間部學制招生的差異即95學年度五專學生

減班改招四技學生且四技學雜費較五專高，94學年度班級數

最少的一年。 

(2)推廣教育收入：因94年度職訓局網路工程班收入約143萬

元、非學分班約55萬元、學分班約74萬元。95年度僅有學

分班約20萬元、非學分班約59萬元加上預收款待轉列收入

約86萬元共約165萬元。 

(3)建教合作收入：因94學年度承接國科會委辦案約177萬元，

造成差異較大。 

(4)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95學年度為教務處舉辦的產學個案教

學研討會報名費收入，94學年度因退還教育部94年技專校

院英語歡樂列車活動經費。 

(5) 補助及捐贈收入：教育部補助教官及護理薪94學年度較95

學年度增加約32萬元，教育部補助學生收入94學年度較95

學年度減少415萬元，教育部一般補助收入94學年度較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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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增加574萬元。 

(6) 財務收入：因94學年度有德信萬保基金投資收益約81萬元。 

(7) 其他收入：福利社租金因舊約到期，重新招標租金差異約

30萬元，游泳池使用費94學年度較95學年度多約53萬元，

94學年度教師離職退回教補款較95學年度多約20萬元，TQC

報名費收入10萬元。 

(8) 行政管理支出：因94學年度申請專案複評支付評鑑費用約

147萬元，95學年度學院規畫搬遷費23萬元、95學年度增

加分攤全校水電費約90萬元、郵電費95學年度較94學年

度增加約20萬元。 

(9)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95學年度人事費因晉級、新聘教師及

一位教官退休較94學年度增加約488萬元，95學年度業務

費較94學年度減少約74萬元，全校性修繕95學年度較94

學年度減少約145萬元。 

 (10)推廣教育支出：因推廣教育收入未實現相對支出僅有例行性

支出。 

(11)獎助學金支出：因95學年度教育部對學生減免學雜費補助

支出較上年度增加約423萬元。 

(12)其他支出：係兩年度招生費用入帳時間不一致造成差異。 

(13)建教合作支出：建教合作支出以各案件主持人計畫進度來申

請費用，費用與收入並未有固定比例，原則上收入越多支出

相對越多。 

 

(二)總務長報告事項： 

1.有關購買鄰近本校又新樓北邊之土地五筆之進度，教育部將於本月十

六日先蒞校勘查土地，總務處將對來訪之教育部長官作簡報，希能在

購買土地後，變更為文教用途，俾使將來開發時較沒有困難。 

2.興建圖書館部分原希望於十一月送件,但因附近居民仍有意

見，被退件後，又於十二月再送件，附近居民仍不能認同，又被

退件。將於今日下午參加市政府召開之本校圖書館審議幹事會議。 

3.文湖街校地規劃研究推廣大樓已上網進行發包作業中。 

4.有關綜合大樓屋頂及外牆整修工程施工。已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以防水及美觀為訴求。 

5.預計於寒假中辦理興建圖書館工程舊有男生宿舍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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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技合處 

    案    由：95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已執行完畢，95
年度各項經費執行清冊提請審議。 

技合處范組長說明： 

95 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已執行完畢，95
年度各項經費執行清冊如會議資料所列，補助款為

12,314,092 元、獎助款為 22,045,003 元、自籌款金額為
5,069,579 元、總經費為 39,428,674 元；其中資本門金額為
24,310,672元、經常門金額為 15,118,002元；各項支用項目
及比例皆按照教育部所規定之項目及比例辦理，但因資料繁

多，在資料送會議後又再次檢查，有些欄位再此提出更正： 
(一) 清冊首頁中，資本門與經常門分配比例之績效獎助分配

比例應為 40%。 
(二)第 21頁： 

1.獎助教師研究之經費佔全部獎助金額（不含自籌款）
比例為 71.21%。 

2.獎助教師研究之經費佔全部自籌款金額比例為
88.91%。 

3.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佔全部獎助金額（不含自籌
款）比例為 2.34%。 

4.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佔全部自籌款金額比例為 0%。 
(三)第 23 頁編號 13 調整全部使用獎補助金額；編號 14 調
整為獎補助款 52,090自籌款為 54,590元，合計因而一併
更動。 

(四)第 65頁編號 217、218及 219傳票日期更正為 12月 29
日。 

(五)第 80頁編號 18調整為自籌款，合計因而一併更動。 
 

    討    論： 

(一)委員問：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需經哪些會議通
過？ 

技合處答：資本門部份需經系務會議、專責小組會議討

論通過；經常門部份係經系評會、校教評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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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尚需經學術審查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始得獎

助或補助。 
 

(二)委員問：第 21頁之比例是如何計算？ 
技合處答： 
1.獎助教師研究之經費部份。 

           (1)佔全部獎助金額（不含自籌款）比例為：獎助教師
研究之經費除以獎補助款經常門之總經費（不含自

籌款）之百分比。 

           (2)佔全部自籌款金額比例：獎助教師研究之自籌款經
費除以經常門之自籌款總經費之百分比。 

                2.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部份 
                (1)佔全部獎助金額（不含自籌款）比例為：行政人員

業務研習進修之經費除以獎補助款經常門之總經

費(不含自籌款)之百分比。 

                (2)佔全部自籌款金額比例：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之
自籌款經費除以經常門之自籌款總經費之百分比。 

 

(三)委員問：因清冊之複雜及重要性，能否再次檢查以免有
所誤值，如 116頁編號 4之職級是否有誤？ 

技合處答：此升等獎助案為人事室所提供，擬再次確認

後並更正，承辦單位會再次檢查是否有疏漏，因資料達

134 頁，難免有遺漏或繕打錯誤之部份，若檢查有繕打
錯誤並不會影響金額及結構之情形下，懇請委員讓執行

單位自行修正後，再送一份完整之資料予經費稽核委員

會。 
 

決    議：本案通過。 

 

散會：下午一時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