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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 

第 1 學期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記錄 
 

開會時間：98 年 12 月 02 日下午 15 時        會議主席：黃立仁主任委員 

開會地點：第五會議室                      會議紀錄：林欣怡委員                       

壹、宣布開會 

應到 9人、實到 7人、請假 2 人，已達到法定 1/2 開會人數，在本屆主任

委員（主席）尚未推選前，由吳主任秘書代為宣布開會。 

貳、推選本屆主任委員（主席） 

依「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主任委員（主席）需由委員中產生，林

欣怡委員提議黃立仁委員擔任主任委員（主席），卓俊銘委員擔任副主任委

員（當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時代理主席主持會議），記錄為賴冠年委員，出席

委員們全數同意通過。因賴冠年委員公務因素，本次會議記錄委由林欣怡委

員暫代辦理。 

參、主席致詞 

主席報告：很榮幸被推選為本屆「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此次為本

學期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感謝大家抽空與會，本次主要是

審查經費執行狀況，首先請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肆、業務報告 

一、秘書室報告： 

吳瑞泉主任秘書：每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主要是請各位委員依權責稽

核相關憑證資料，並提供相關寶貴意見，所以請各位委員

依本會權責，稽核相關憑證資料。依「訪視委員」意見制

訂「現金、票據、有價證券等財務收支情形檢查」、「採購

程序檢查」及「財產盤點」委員分組審查表，請委員就實

地檢核後實詳填寫審查表。 

二、總務處報告: 

蕭金財總務長：總務處於今年度目前已完成招標作業採購案及營繕環安組執

行小額金額預算案等，請見會議資料第 9 頁至第 10 頁，請各

委員參閱。第 5頁誤植錯字更正為【景觀系】。 

三、研發處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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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室報告: 

林麗珊主任：會計室提供 98 學年度---97 年 8 月至 10 月 31 日止之經費收

支明細表，請見會議資料第 12 頁至第 18 頁，相關憑證及帳冊

陳列在會場，請各委員於審查後，於帳冊簽名。 

五、主席報告： 

請各委員分工進行審查，分成「現金、票據、有價證券等財務收支

情形檢查」、「採購程序檢查」及「財產盤點」等三大部分，本學期委員

分成三組進行實地稽核審查： 

第一組：黃主仁主任委員、卓俊銘委員、楊菁倩委員 

第二組：黎永松委員、廖淑慧委員、邱創標委員 

第三組：林欣怡委員、賴冠年委員、杜讚發委員 

請委員們依分組進行審查，並實詳填寫審查表。 

伍、審查經費收支明細 

主席報告： 

請委員就會計室、總務處陳列之憑證及帳冊進行稽核，並在帳冊封面

簽名，亦歡迎隨時至會計室查閱。 

陸、提案討論（無） 

柒、自由發言 

 卓俊銘委員：請教會計室，就會計月報表會計科目特種基金說明此科目

用途及 8、10 月兩月為何貸方出現交易分別為 2,894,270
元、27,125 元？ 

 會計室林麗珊主任答覆： 

一、 所謂特種基金會計科目屬性係為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係依學雜費

收入總額，提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經費，作為辦理學生就學獎補

助；；該項經費之核計，不含政府現有之各項學生就學補助費，且

每學年度至少應執行百分之八十額度，剩餘款及孳息部分，則設「學

生就學獎補助基金」帳戶存放，專用於學生就學獎補助及外界捐贈

獎助學基金係由柴沁明先生捐贈以支付清寒學生之獎學金及健麟

貿易股份有限公司捐贈之獎助學金，不得移作他用。 

二、 有關 8 月份貸支出 2,894,270 元，係因 95 學年至 97 學年度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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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課指組辦理校內各項獎助學金核銷時暫由本校土地銀行活期存

款支付當年度未辦理沖銷，於 97 學年度決算與學務處課指組、總

務處出納組清算特種基金結果於當月補轉列。 

三、 有關 10 月份貸支出 27,125 元：係因 96 學年度支付清寒學生之獎

學金及健麟貿易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款時（辦理健麟獎學金 KOTONI
講座)，暫由本校土地銀行活期存款支付，而當年度並未辦理沖銷，

所以會計室於 98 學年度初與總務處出納組清算出特種基金結果計

27,125 元後，於當月補轉列。 

柒、臨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論 

第一組『現金、票據、有價證券等財務收支情形檢查』經委員審查無誤，

如附件一。 

第二組『採購程序檢查』經委員審查無誤，如附件二。 

第三組『財產盤點』經委員審查無誤，如附件三。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這次會議，將經費稽核做到嚴謹詳實，如有發現缺失也

請各位委員提出以利相關單位作業改進。 

玖、散會（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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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 

第 1 學期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記錄 
 

開會時間：99 年 1 月 20 日 下午 2時         

開會地點：第五會議室  

出席：黃立仁(工程技術研究所)、杜讚發(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楊菁倩(行銷與流通管

理系)、廖淑慧(電子工程系)、卓俊銘(景觀設計系)、黎永松(企業管理系)、林欣怡(行

銷與流通管理系)、賴冠年(職員代表) 

列席：吳瑞泉主任秘書、總務處蕭金財總務長、研發處校發組黃玟儀組長、會計室林麗珊主

任、林素珠秘書 

主席：黃立仁主任委員 

紀錄：賴冠年委員                                                               

壹、宣布開會 

應到 9人、實到 8人、請假 1 人，已達到法定開會人數，黃主任委員立仁

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主席報告：此次為本學期第二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感謝大家抽空與會，

本次主要是審查經費執行狀況，所以請各位委員依本會權責，稽

核相關憑證資料。請委員就實地檢核後實詳填寫「現金、票據、

有價證券等財務收支情形檢查」、「採購程序檢查」及「財產盤點」

委員分組審查表。再進行相關分組審查前，先請各業務單位報告。 

參、業務報告 

一、秘書室報告： 

吳瑞泉主任秘書：每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主要是請各位委員依權責稽

核會計、總務相關憑證資料，並提供寶貴意見，請各位委

員實際檢核後，填寫相關審查表。 

二、總務處報告: 

蕭金財總務長：總務處於今年度目前已完成招標作業採購案及營繕環安組執

行小額金額預算案等，請見會議資料：業務報告～總務處～

第 1 頁，請各委員參閱。 

三、研發處報告:無 

四、會計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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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麗珊主任：會計室提供 98 學年度---97 年 11 月至 12 月 31 日止之經費收

支明細表，請見會議資料：業務報告～會計室～第 1頁至第 4

頁，相關憑證及帳冊陳列在會場，請各委員於審查後，於帳冊

簽名。 

五、主席報告： 

請各委員分工進行審查，分成「現金、票據、有價證券等財務收支

情形檢查」、「採購程序檢查」及「財產盤點」等三大部分，本學期委員

分成三組進行實地稽核審查： 

第一組：黃主仁主任委員、卓俊銘委員、楊菁倩委員 

第二組：黎永松委員、廖淑慧委員 

第三組：林欣怡委員、賴冠年委員、杜讚發委員 

請委員們依分組進行審查，並實詳填寫審查表。 

肆、審查經費收支明細 

主席報告： 

請委員就會計室、總務處陳列之憑證及帳冊進行稽核，並在帳冊封面

簽名，亦歡迎隨時至會計室查閱。 

伍、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請審查執行「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案。 

說明： 

一、 教育部核定 98 年度獎補助款金額為 34,339,525 元，其中資本門

20,603,715 元，佔總經費 60%，經常門 13,735,810 元，佔總經

費 40%，符合教育部所規範經資門比例 40%、60%原則。 

二、 教育部規範獎補助款學校自籌款需達 10%以上，98 年度學校自

籌款支用金額 5,714,915 元，達獎補助金額 14%，符合教育部規

範。 

三、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已執行完畢，詳如

會場陳列資料所示，提送委員會審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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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行清冊； 

附件 2：前一學年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含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及財務

報表附註); 

附件 3：會議紀錄-含專責小組會議紀錄與簽到單、公開招標紀錄、簽到單; 

附件 4：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 

決議：出席委員 8人全數通過本案報部核備，並於所陳列之清冊封面簽名。 

陸、自由發言（無） 

柒、臨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論 

第一組『現金、票據、有價證券等財務收支情形檢查』經委員審查無誤，

如附件一。 

第二組『採購程序檢查』經委員審查無誤，如附件二。 

第三組『財產盤點』經委員審查無誤，如附件三。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這次會議，將經費稽核做到嚴謹詳實，如有發現缺失也

請各位委員提出以利相關單位作業改進。 

玖、散會（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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