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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3 年 3 月 27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四樓第 4 會議室 
主席：周良勳 召集人                                 記錄：許鈵鑫 
出席人員：張再明委員、朱鳳玉委員、李鴻文委員(請假)、黃光亮委員、周良

勳委員、徐錫樑委員、張光亮委員、范惠珍委員、楊弘道委員、

謝竺均委員(請假)、蔡昀廷委員 
列席人員：水生生物科學系陳哲俊主任、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吳瑞得院長、

研發處林翰謙研發長、鄭榮輝簡任秘書、劉耀中主任、黃振瑋經

理、龔士凱專員 

壹、主席報告(略)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稽核建議事項改善作法(請參閱議程附件 1，頁 6-11) 
一、有關 102 年 11 月 5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進行

遴選本屆召集人：周良勳教授，並進行提案審查，決議事項摘要如下： 
（一）102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會預定會議時間，原則訂於 103 年 3、5 月

召開，由業務單位先行調查多數委員可出席日期，據以排定會議日

期與時間；本年度稽核項目除固定稽核項目外，將就校務基金借支

經費、統籌款分配經費等資料供委員挑選，據以決定稽核項目。 
    ◎執行情形： 

1.有關「校務基金借支經費」稽核項目，經彙整 100-101 學年度 8 次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之經費借支案，經委員分別各勾選 3 項，以

最高票數與第 2 高票決定稽核項目。 
2.有關「學校統籌款補助經費」稽核項目，依據本校 101 學年度第 1
次及第 2 次學校統籌款核定名冊，按申請補助單位區分為 3 類，第

1 類為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院、管理學院；第 2 類為農學院、理

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第 3 類為行政單位，並以學校統籌款核定補

助金額達 50 萬元以上，不列明補助單位之計畫項目，經委員從各類

名單中各挑選 2 筆，將彙整統計排序後，以各類第 1 高票，為 3 個

受稽核單位。 
3.依據委員勾選結果，彙整 102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會第 2、3 次會議

稽核經費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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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稽核項目 會議時間 

第 2 次會議 

1.產學技轉研發成果經費收支。 
2.其他經費稽核事項：「校務基金借支經費」 

(1) 水生生物科學系-台灣魚類保育研

究中心新建工程借支 375 萬元。 
(2) 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原規劃「核磁

共振儀拆遷安裝工作、儀控室建構

及其加強防護工程」用途所借貸之

校務基金 650 萬元，變更為「核磁

共振儀拆遷工作、儀控室安裝、加

強防護工作、及設置伴侶動物專屬

封閉型活動空間」。 

103 年 3 月 27 日

第 3 次會議 

1.校務基金年度決算之稽核。 
2.其他經費稽核事項：「統籌款分配經費」 

(1) 管理學院觀光休閒管理研究所-休
閒資源規劃與觀光旅遊多媒體實驗

室設備汰舊換新計畫。 
(2) 生命科學院-教學研究設備及維護。 
(3) 總務處營繕組-林森校區音樂教室

及嘉師一村（安和街 248 巷）老舊

宿舍拆除工程。 

103 年 5 月○日 
(於前一個月調

查多數委員可出

席日期，據以排

定會議日期與時

間) 

實地查核作業 (請委員討論決定實地查訪作業稽核項目) 
由召集人會同各

委員，採無預警

方式進行 

（二）審議本校日間學制 102年度自辦各項招生經費收支結算表案(受稽核

單位：教務處)，建議改善項目：  
1.招生經費若能再撙節，則可以有更多經費挹注校務基金或進行各項

招生宣傳工作。 
2.招生經費宜增列招生海報製作、廣播宣傳費用。 

    ◎執行情形： 
1.102 年度本校自辦招生經費除繳回校務基金(20%)外，除付必要經費

支出外，均秉持撙節開銷，經費平均執行率為 93.28%，累積結餘 43
萬 4,752 元。 

2.102 年度招生相關活動： 
(1) 持續運用本校免費資源如學校網頁與 CBS 校園廣播系統，提供師

生最新招生訊息外，並在蘭潭、新民與民雄校區豎立大型醒目招

生看板，達最佳招生宣傳效果。 
(2) 每年招生海報製作寄送國內各大專校院。此外，有關體育運動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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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招生，透過製作招生簡訊寄送國內體育班或棒球隊之高中職

校。 
(3) 102 學年度籌組招生宣導團，分別前往平鎮高中、小港高中、新

港藝術高中、台南二中、後壁高中、彰化正德高中、輔仁中學、

潮州高中、揚子高中…等 15 校宣導本校辦學績效與招生說明。 
(4) 接待蒞校參訪之高中師生計有復華中學、麥寮高中、內埔農工、

潮州高中、台南善化高中等校，共有約 3,000 位師生到校參訪。 
(5) 2013 年大學博覽會於臺北、高雄同步舉行，活動日期為 7 月 20

日、21 日，地點為臺大綜合體育館 1 樓、高雄左營新光三越 10
樓，共發放本校文宣 7,000 份。 

3.102 年度有關本校專刊招生報導刊登於國內發行量屬一屬二之「天下

雜誌」。 

（三）審議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社團經費之各社團分配比例及

學生運用經費相關支出案(受稽核單位：學生事務處)，建議改善項目：  
1.請課外活動指導組核列支用來源和補助金額，另補附學生社團相關

經費收支結算表(含收入、支出明細)及主計室計畫經費收支明細表，

並敘明學生社團經費於各學生活動及學生社團補助之運用與分配情

形，以利查核。 
2.應依不同補助項目，分列補助情形，以利經費稽核之進行。例如社

團評鑑優良之獎勵經費或各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等。 
3.各社團使用經費明細請列出(社團評鑑等第、可補助多少、已使用多

少…) ，另請補附課外活動組補助之各評比社團之補助經費「詳細」

補助使用情況及項目。 
    ◎執行情形：業已依據建議改善事項，列出有關社團經費之各社團分配

比例及學生運用經費相關支出(請參閱議程附件 2，頁

12-14) 

（四）審議進修推廣部學務組經費用於學生比例(除獎助學金之外)及其他

學生相關支出經費案(受稽核單位：進修推廣部)，建議改善項目：  
1.學務組宜將分屬進修部教務組、總務組支應之工讀金或教學助理工

讀金改列於教務組、總務組經費項下，讓學務組的經費能主要運用

於學生相關業務及活動上，以利未來相關評鑑作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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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於學生活動經費所占比率過低，應建立機制，鼓勵學生活動之辦

理，發揮經費之最大效益。 
3.請學務組補附相關經費收支結算表(含收入、支出明細)及主計室計畫

經費收支明細表，以利查核。 
4.學生活動經費補助金額過低，應提高學生活動經費補助，而不應將

大部分金額放在工讀金，導致工讀金比例偏高。 
    ◎執行情形： 

1.已依委員建議將經費改列各組項下，並讓學務組的經費能主要運用

於學生相關業務及活動上。 
2.已訂定本校進修推廣部補助社團及系學會活動經費要點，經 102 年

12 月 23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部務會議通過，並於 103 年 1
月 17 日簽奉核定。 

3.已擷取 101 年度學務組經費收支明細表(請參閱議程附件 3，頁

15-17)。 
4.已依委員建議將經費改列各組項下，並讓學務組的經費能提高學生

活動經費補助，避免導致工讀金比例偏高。 
 決 定： 

一、招生經費部分，請招生組持續以中南部地區(嘉義、雲林、台南等縣

市)高中(職)學校，進行招生活動。 
二、請課外活動組就實際補助社團經費資料未補齊的部分，再提供相關資

料。 
三、請進修推廣部提供最近辦理活動的計畫內容。 
四、請業務單位依照作業時程，據以排定第 3 次經費稽核會議時間，並補

充前 3 年實地查核過的單位，作為委員進行實地查核參考。 

參、經費稽核 
 ※稽核項目一：產學技轉研發成果經費收支。(受稽核單位：研究發展處創

新育成中心) 
  說明：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提送受稽核項目執行計畫書、基本資料表、

經費使用狀況及簡報資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4，頁 18- 181)。 
        1.請受稽核單位列席人員進行簡報(5 分鐘)。 
        2.書面資料查證、確認與雙向溝通(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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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委員撰寫稽核報告交由召集人確認(5 分鐘)。 
  建議改善項目： 

一、請補附 101C7-0001、0201，102C7-0001、0201 支出會計帳。 
二、102 年度技轉金額和經費收入不符，請補充說明 1,335,384 元、980,858

元之差異性，且支出流向並未提供詳細明細。 
三、各項技轉經費收支應有細目，明確各項經費收支情形。 
四、102 年歸屬創新育成中心經費，請再釐清確切數額。 
五、支出部分宜有較明確說明，例如主要支出項目及比重。 

 
※稽核項目二：台灣魚類保育研究中心新建工程借支 375 萬元(受稽核單位：

水生生物科學系) 
  說明：水生生物科學系提送受稽核項目執行計畫書、基本資料表、經費使

用狀況及簡報資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5，頁 182- 221)。 
        1.請受稽核單位列席人員進行簡報(5 分鐘)。 
        2.書面資料查證、確認與雙向溝通(10 分鐘)。 
        3.委員撰寫稽核報告交由召集人確認(5 分鐘)。 
  建議改善項目： 

一、建請學校建置校務基金還款時程管控機制。 
二、1 樓空間如何規劃運用，並妥適規劃積極的作為。 
三、受稽核單位應積極規劃 1 樓展示空間之使用，以計畫型式爭取中央部

會補助，避免空間之閒置，並符合當初新建本工程之目標及宗旨─台

灣魚類保育研究中心，發揮指標性之保育研究中心之功能。 
四、學校規劃新建工程應考量經費、目標，避免因中央補助停止需由系所

承擔之風險。 
五、如何償還 375 萬元借支並未說明，未提出償還計畫書說明。 

 
※稽核項目三：原規劃「核磁共振儀拆遷安裝工作、儀控室建構及其加強防

護工程」用途所借貸之校務基金 650 萬元，變更為「核磁共

振儀拆遷工作、儀控室安裝、加強防護工作、及設置伴侶動

物專屬封閉型活動空間」(受稽核單位：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說明：動物醫院提送受稽核項目執行計畫書、基本資料表、經費使用狀況

及簡報資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6，頁 222-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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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受稽核單位列席人員進行簡報(5 分鐘)。 
        2.書面資料查證、確認與雙向溝通(10 分鐘)。 
        3.委員撰寫稽核報告交由召集人確認(5 分鐘)。 
  建議改善項目： 

一、同一設備拆裝似乎應一同採購，不應個別招標。 
二、借支運用項目及經費需求應儘速確認，並將餘款歸還學校。 
三、應確實依原借支用途妥適規劃各項借支經費應完成事項。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論(略) 

陸、散會（下午 1 時 3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