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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3 學年度第 4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7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四樓研發處會議室 
主席：盧永祥召集人                                    記錄：許鈵鑫 
出席人員：張再明委員(請假)、朱鳳玉委員、李永琮委員、黃光亮委員(請假)、周良

勳委員、黃承輝委員(請假)、林彩玉委員(請假)、楊弘道委員、林依瑾委

員、蔡昀廷委員(請假) 
列席人員：林翰謙研發長、管理學院李鴻文代理院長、輔導與諮商學系曾迎新

主任、教育學系陳昭如助教、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林裕淵主任、

應用歷史學系吳建昇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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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核項目一：本校校務基金 103 年度決算。(受稽核單位：主計室) 
 建議改善項目： 
一、場地業管單位，宜積極推動場地出租，並訂定考核制度。 
二、鼓勵、獎勵教師同仁投入建教合作計畫，主計室應訂定合理、合法的

核銷制度。 
三、為增加老師爭取校外建教合作計畫意願，請主計室加強計畫經費報銷

宣導事宜。 
  ◎執行情形(請參閱議程附件 1，頁 5-11)： 

一、有關推動場地出租並訂定考核制度項目，總務處表示，改善措施如下： 
(一) 收費標準修訂：已於本年度第五次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修正草案，

並經法規小組及校長核准，預計於行政會議提案討論之。新修正草

案內主要針對收費標準計算修訂，將現行使用收費標準中外借場地

費區分為租借費及基本管理費，將實際場地維護成本及收益程度在

每次出租核算時明確表示，以達確保本校收入之提升。 
(二) 場地管理網站宣傳：架設於事務組網站中的場地介紹，近期已大幅

更新場館照片，並作各場館介紹。未來將定期更新網站資訊，將場

館最新資訊即時更新於網站中，提升校外人員對本校場館設施更深

入的了解，並提高租用的頻率。 
(三) 場館設施改善：事務組所管理各場館皆備有駐點人員，已協請駐點

人員積極巡查場館設施，除維護環境基本整潔及設施基本維護，並

設法提升場館軟硬體設備設施，以提供更具現代化場館設施，提高

出租率。 
(四) 有關嘉大昆蟲館營運，已重新考量調整校內場館之營運政策，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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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展售中心、綠建築及嘉大昆蟲館整合為「嘉大昆蟲館園區」辦

理公開招商，並於 104 年 6 月 9 日於行政中心 2 樓第 2 會議室召開

「嘉大昆蟲館園區」出租案營運管理委員會會議，積極辦理後續招

商事宜。 
二、有關鼓勵、獎勵教師同仁投入建教合作計畫，允宜訂定獎勵機制，此

非主計室權掌未敢擅專；又主計室有關經費報支審核，係在符合法令規

定範圍內積極協助配合辦理，除依照中央訂頒的一致性規定如：內部審

核處理準則、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等法規外，尚依據各補助（委辦）單位

所規定的經費報支注意事項、契約及本校各項收支處理要點等辦理。主

計室同仁均期望老師所報支經費能合於規定順利結報，也將竭盡所能提

供協助。 
三、有關經費報支宣導，除於主計室網站公布各類法令、補助研究計畫經

費支用規定外，每年教務處及人事室辦理之業務講習，亦安排有會計業

務相關課程，歡迎同仁上網查詢或參加講習。 

※稽核項目二：嘉大昆蟲館使用情況。(受稽核單位：總務處) 
 建議改善項目： 
一、因委員會職權有限，許多問題皆源自決策者，故建議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謹慎評估，以免許多場館淪為蚊子館。 
二、儘速維修，並積極招商。 
三、對於有學校配合款之重大建築工程或投資計畫，應審慎評估其必要性

與投資回收計畫，以免空間閒置及造成校務基金損失。 
  ◎執行情形(請參閱議程附件 2，頁 12-13)： 

一、昆蟲館由於屋頂及外牆面漏水，預定 7 月份發包整修。 
二、昆蟲館彩蝶柱損壞維修發包工作，則俟使用單位蝴蝶採購完成後總務

處再予辦理。 
三、有關嘉大昆蟲館營運，已重新考量調整校內場館之營運政策，將整合

為嘉大昆蟲館園區辦理公開招商。 

※稽核項目三：新民校區近期改善工程。(受稽核單位：學生事務處、管理學

院、總務處、進修推廣部) 
 建議改善項目： 
一、碩專班節餘款之運用應訂定相關辦法，以資遵循。 
二、請管理學院、學務處針對相關空間之使用與管理，與新民校區學生代

表妥為溝通、規劃。 
  ◎執行情形(請參閱議程附件 3，頁 14-20)： 

一、有關碩專班結餘款之運用，已於 104 年 5 月 12 日管理學院院務會議由

主席向管理學院各系主任及院務會議代表宣達本校相關經費使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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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列及收支管理要點)，又於 104 年 6 月 24 日

院務會議再次宣達。 
二、有關空間之使用與管理，已於 104 年 5 月 21 日經費稽核管理委員會向

學生代表說明，為持續改善新民校區學生活動空間之使用與管理，以達

到最佳利用效果，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預計 104 年 9 月與管理學

院、新民校區學生代表進行溝通及協調，共同規劃空間用途、使用規範

及相關管理配套措施。 

※稽核項目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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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儀之零件修理及簽訂一

年維護合約。(受稽核單位：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建議改善項目：動物醫院投入相當資源，收入雖有大幅增加，但獲利似乎未

明顯增加。宜針對開源節流事項進行規劃，以增加盈餘挹注

校務基金。 
  ◎執行情形(請參閱議程附件 4，頁 21-22)：目前機器尚在安裝及進行防護工

程，尚未投入醫院營運。 

※稽核項目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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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改善項目： 
一、借支 375 萬元分年攤還，是否符合預算科目支用。 
二、宜由學院整合院資源來分攤。 
三、對於有學校配合款之重大建築工程或投資計畫，應審慎評估其必要性

與投資回收計畫，以免空間閒置及造成校務基金損失。 
  ◎執行情形： 

一、就改善建議之「借支 375 萬元分年攤還，是否符合預算科目支用。」

本系所轄經費項目計有系經費(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固定資產)、指定

用途捐款(辦理活動用、學生獎學金用…等)及建教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

等，不宜用於攤還，以免影響學生受教及教師教學資源。 
二、就改善建議之「宜由學院整合院資源來分攤」因學院經費資源有限，

無力協助分攤。 
三、就改善建議之「對於有學校配合款之重大建築工程或投資計畫，應審

慎評估其必要性與投資回收計畫，以免空間閒置及造成校務基金損失。」

同意所提建議。 

  決定：洽悉。 

 



4 
 

參、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因應「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修正，原條文有關校務基

金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規定已刪除，為俾依設置條例調整本校經費稽

核作業方式，提請委員會惠賜建議，以利修正本校相關作業規定。 
說  明： 

一、 旨揭條例第五條原條文： 
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管理委員會管

理，由校務會議下所設置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管理及監督之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前項管理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不兼行

政職務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

參與。委員任期兩年，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第一項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中推

選產生。但其成員不得與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之成員重疊。 
二、 因應「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於 104 年 2 月 4 日修正，

原條文第一項後段有關管理及監督辦法之規定移列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之辦法，刻正由教育部修正中)；另同項及第

三項有關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規定，因其實質功能及職掌已

由第七條及第八條規範，爰予刪除。新增第七條：國立大學校院為

強化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度持續有效運作，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一、年度總收入在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者，應置隸屬於校長

之專任稽核人員一人至數人；必要時，得設專責稽核單位，並置稽

核主管一人。二、年度總收入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者，得準用前款

規定，或置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專任及兼任稽核人員應具

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所需人力由各校現有預算員額內調

整，稽核主管並得以契約進用。前項稽核人員執行第八條任務時，

其迴避事項由教育部定之。 
三、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14條第 1項第

9款訂定。本次設置條例修法為強化校務基金內部控制機制，爰參考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規定，經

查目前中原大學、臺北醫學大學、真理大學、中州科技大學、世新

大學、大葉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等，或於秘書室設置稽核組或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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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行政單位設置稽核室等專責單位。 
四、 本處於 7 月 7 日亦接獲屏東大學秘書室來電，表示該校經費稽核委

員會業已依修正後之設置條例停止經費稽核委員會之運作，並就置

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一人至數人；必要時，得設專責稽核單

位，並置稽核主管一人乙節詢問本校作法。為利本校依設置條例調

整本校經費稽核作業方式簽核，提請委員會惠賜建議，以利修正本

校相關作業規定。 
五、 檢附「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國立嘉義大學經費稽核

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各 1份，請卓參。 
決  定：請業務單位依設置條例修法意旨，研簽陳核校長核示經費稽核委員

會於下一學年度開始是否裁撤或繼續運作，以進行後續作業。 

肆、經費稽核 
※稽核項目一：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經費稽核(Ⅰ)-(嘉義班)管理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結餘款、(台北班)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受稽核單

位：管理學院)  
  說明：管理學院 EMBA 提送受稽核項目經費使用狀況及簡報資料(請參閱議程

附件 5，頁 23-80) 
一、請受稽核單位列席人員進行簡報(5 分鐘)。 
二、書面資料查證、確認與雙向溝通(5 分鐘)。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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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儘速制訂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的使用辦法，訂定結餘款的使

用用途；此辦法也應先由班務會議及院務會議中加以制訂與通過；並依

班務或院務發展，事先規劃執行；且每學年或每學期須於班務會議及院

務會議中進行專案報告。 
二、請儘速制訂管理及監督機制，以利結餘款的經費支用更加制度化與透明

化。 

※稽核項目二：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經費稽核(Ⅱ)-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結餘款(受稽核單位：輔導與諮商學系) 
  說明：教育學系提送受稽核項目經費使用狀況及簡報資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6，頁 81-91 ) 
一、請受稽核單位列席人員進行簡報(5 分鐘)。 
二、書面資料查證、確認與雙向溝通(5 分鐘)。 
三、委員撰寫稽核報告交由召集人確認(5 分鐘)。 

  建議改善項目：該班的結餘款使用雖有透過「系務會議」決定，但是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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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訂其使用辦法，加強管理及監督機制，使經費支用更加制

度化與透明化。 

※稽核項目三：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經費稽核(Ⅲ)-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結餘款(受稽核單位：教育學系) 
  說明：教育學系提送受稽核項目經費使用狀況及簡報資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7，頁 92- 315)  
一、請受稽核單位列席人員進行簡報(5 分鐘)。 
二、書面資料查證、確認與雙向溝通(5 分鐘)。 
三、委員撰寫稽核報告交由召集人確認(5 分鐘)。 

  建議改善項目：該班的結餘款使用經「系務會議」決定，也制訂系上可支用

結餘款的項目範圍，此運作模式給予高度肯定。不過，仍可

研訂結餘款的使用辦法，加強管理及監督機制，使經費支用

更加制度化與透明化。 

※稽核項目四：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經費稽核(Ⅳ)-土木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結餘款(受稽核單位：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說明：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提送受稽核項目經費使用狀況及簡報資料稽核

項目經費使用狀況及簡報資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8，頁 316-433 ) 
一、請受稽核單位列席人員進行簡報(5 分鐘)。 
二、書面資料查證、確認與雙向溝通(5 分鐘)。 
三、委員撰寫稽核報告交由召集人確認(5 分鐘)。 

  建議改善項目：該班的結餘款使用，經「系經費委員會」規劃與支用，給予

肯定，若能再研訂結餘款的使用辦法，並加強管理及監督機

制，更能提升經費支用的制度化與透明化。 

※稽核項目五：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經費稽核(Ⅴ)-史地所碩士在職專班結

餘款(受稽核單位：應用歷史學系) 
  說明：應用歷史學系提送受稽核項目經費使用狀況及簡報資料(請參閱議程附

件 9，頁 434- 504) 
一、請受稽核單位列席人員進行簡報(5 分鐘)。 
二、書面資料查證、確認與雙向溝通(5 分鐘)。 
三、委員撰寫稽核報告交由召集人確認(5 分鐘)。 

  建議改善項目：該班的結餘款使用經「系務會議」決定，仍建議研訂結餘款

的使用辦法，加強管理及監督機制，使經費支用更加制度化

與透明化。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 3 時 5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