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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艾 群校長 

   紀錄：楊子岳 

出席人員：艾 群委員、黃光亮委員、朱紀實委員、楊德清委員(有課請假)、古國隆

委員、林芸薇委員、黃文理委員、徐善德委員、吳惠珍委員、許忠仁

委員(有課請假)、陳宜貞委員、蔡柳卿委員、吳建平委員、葉瑞峰委員、

賴治民委員

列席人員：吳思敬主任祕書、陳信良主任(請假，謝婉雯組長代理)、呂英震主任、王麗

雯組長、賀招菊組長、王勝賢組長、陳鵬文組長、楊詩燕組長、陳志

昇技士、鄭雅文建築師、劉語專員、林正韜輔導員、侯龍彬同學(請假，

江昱緯同學代理)、范姜心瑜同學(請假，游祐華同學代理)、余心卉同學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09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10 時) 

提案一：有關本校嘉師二村學人宿舍新建工程增編預算 7,119 萬 862 元案，提請

審議。 

執行單位：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決議：同意增加預算，另請總務處評估在此預算內調整房間坪數並增加房間數之

可行性。 

◎執行情形：本案經總務處營繕組請細部設計建築師評估後，補充說明(詳如附

件 1，頁 11)。依建築師評估說明如下： 

一、本案若調整隔間，將出現存有面寬尺寸受限、部分房間採光非良好

(外柱阻隔)及室內擺放基本家具、床、書桌、衣櫃後空間略顯壓迫

等情形。 

二、調整隔間增加房間數，勢必增加工程費用，同時設計單位已依需求

完成細部設計，若要調整配置需再增加重新檢討及設計費用，所增

加之費用皆非目前追加 7,119 萬 862 元經費之範疇。 

三、本案目前尚須面對物價上漲趨勢之壓力，重新檢討與設計，仍須耗

費時間重頭進行審查，屆時物價上漲，工程費用勢必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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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本校有價證券交易受任人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總務處(出納組-投資管理小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三：109 學年度校務基金投資管理小組會議紀錄暨 110 年度投資規劃案，提

請審議。 

執行單位：總務處(出納組-投資管理小組)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投資小組定期於本委員會報告投資收益情形。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定期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投資收益情形。 

提案四：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第 6 點、第 10 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如下: 

一、修正規定第 6點第 1項第 1款：行政管理費計算公式中，計畫總經費=計

畫經費＋行政管理費予以刪除。 

二、修正規定第 6點第 1項第 2款第 1目：「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計畫，提列

百分之十，若低於百分之十者，須事先簽核同意，惟對方單位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修正為:「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計畫，提列百分之十，若低於

百分之十者，須事先簽核同意；惟對方單位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修正規定第 10點第 1款第 3目「業務相關行政單位」；修正為:「業務相

關行政單位 10%」。第 10點第 1款第 4目「專利、技轉之申請及維護費用

5%。」；修正為：「專利、技轉之申請及維護費用 2.5%。」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 110 年 1 月 12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

過，並刊登網頁公告周知。 

提案五：本校 110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如下： 

一、删除第 34 頁前言第一項設立宗旨第二段:為因應 90 年 12 月 21 日修正之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例」(以下簡稱設置修例)第 10 條但書規

定，…………..，以符設置條例修正意旨。 

二、删除第 35 頁第二項組織概況(三)基金體系圖。 

三、删除第 35 頁第三項基金歸類及屬性整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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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2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 

二、本處已於 109 年 12 月 24 日以嘉大研發字第 1099006385 號函送教

育部備查。 

三、教育部於 110 年 1 月 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90187810 號函復本校，

本處業依規定公告及登載於學校網頁建置之校務基金公開專區。 

提案六：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經費收支處理要點第 4 點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續提 110 年 1 月 12 日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於產推處

網頁公告周知。 

提案七：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搬遷至林森校區後，原創新育成大樓(A10)場域借款

修繕及購置設備餘款攤提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決議：修正通過，請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先於本年度將 100E6-0005計畫尚未償還

餘款 45,664元全部還清；另 100E6-0001計畫於今年暫不還款，明年起再

以 14年時間進行還款。 

◎執行情形：已由主計室協助創新育成中心依決議方式，調整還款方式與額度，

完成 109 年度還款。 

決定：洽悉。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投資管理小組) 

案由：本校有價證券投資作業，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09 年 11 月 13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

辦理。 

二、 109 年度迄今分別於 109 年 6 月 4-5 日、6 月 30 日、7 月 28 日、8 月 20

日、11 月 26-27 日及 110 年 1 月 6 日、2 月 1 日共執行 7 次有價證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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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作業，總投資金額 39,934,999元(含手續費)。 

三、 投資標的及權重均符合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投資組合表(略)依會議

決議不予公開。109 年已實現報酬(現金股息收入)為 788,848 元(不含配

股)，預期年化報酬率應可達 3%以上，整體投資效益明顯優於郵局 2年期

定存利率。 

四、 本校於 109 年 11 月 26 日以股價 10.35 購入日盛金(5820)共 50 張，計

517,875元(含收續費)，經投資標的規劃小組視經濟情勢彈性調整投資組

合，一致同意於 110年 1月 13-14日以股價 12.25賣出日盛金 50張，淨

收 610,223元(扣除手續費及交易稅)，獲利了結，實際獲利 92,348元，

已實現損益率為 17.8%。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校務基金各單位借支經費 109 年度償還情形乙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統計本校校務基金 109 年期借支待償還情形，各單位向校務基金借款且

尚於償還期者共計 14 案，舉借動支金額共計 7,714 萬 6,739 元，實際舉

借應償金額為共計 7,332 萬 0,604 元，截至 108 年度總計已償還 3,449 萬

5,099 元，後續尚應償還金額為 3,882 萬 5,505 元。 

二、109 年度各單位應償還案件計有 14 案，年度規劃還款總計 309 萬 6,231

元，截至目前尚未完成還款計有 1 案，其餘 13 案皆已完成年度還款或依

會議決議本年度暫免還款，說明如下： 

(一)尚未歸還部分:生命科學院生技健康館實驗動物舍(100E6-0004)規劃償

還金額為 20 萬元，惟因收入減少，無法全額償還，擬於本次會議中提

案減少 109-110 年歸還金額，由 20 萬元降為 2 萬元。 

(二)全額還款及暫免還款部分: 

1、依年度規劃完成還款計有 13 案(含學務處刻正簽請還款案)，金額為

817 萬 3,201 元。 

2、有關創新育成中心搬遷至林森校區後，原創新育成大樓(A10)場域借

款修繕及購置設備餘款攤提等 2 案，業經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同意由校務基金回補 57 萬 6,135 元，實際尚需

償還金額為 68 萬 8,457 元，109 年度將 100E6-0005 計畫尚未償還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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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4 萬 5,664 元全部還清；另 100E6-0001 計畫 109 年暫不還款，110

年起再以 14 年時間進行還款。 

三、未來(110 年 3 月)實驗動物舍完成年度還款(20 萬元)，總計全校本年度償

還金額為 837 萬 3,201 元；另若實驗動物舍通過變更年度償還金額為 2 萬

元，則總計全校本年度償還金額為 819 萬 3,201 元。 

四、檢附本校 99 年起各單位提送舉借計畫及償還規劃表、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創新育成中心借支及還款變化說明表及 99 年起各單位舉借校務基金 109

年還款情形及預估還款說明表等各 1 份(詳如附件 2，頁 12~14)，請卓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提請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決算，業依相關規定編製完竣，並於 110 月 2 月 2

日簽奉校長核閱在案，並擬於教育部規定期限內(110 年 2 月 17 日)前函送

行政院主計總處、教育部、財政部及審計部。 

二、109 年度校務基金決算摘要說明如下： 

(一) 收支餘絀執行情形： 

１、109 年度收入決算數 23 億 9,833 萬 4,944 元，較預算數 23 億 8,713 萬

6,000 元，增加 1,119 萬 8,944 元，增加比率 0.47%。 

２、109 年度支出決算數 24 億 205 萬 1,278 元，較預算數 24 億 5,914 萬

6,000 元，減少 5,709 萬 4,722 元，減少比率 2.32%。 

３、收支相抵後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371 萬 6,334 元，較預算短絀數 7,201 萬

元，減少短絀 6,829 萬 3,666 元，減少比率 94.84%。主要係各項費用

依實際需求覈實列支並撙節開支、折舊費用較預計減少所致。如以教

育部陳報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准之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公式推算調整加

回其折舊及攤銷費用，則 109 年度實質賸餘 9,872 萬 1,092 元，符合教

育部應有實質賸餘之規定。 

(二) 購建固定資產執行情形： 

109 年度購建固定資產計畫決算數 1 億 6,939 萬 3,248 元，占可用預算數

1 億 8,574 萬 5,000 元，執行率 91.20%。 

三、檢附奉核准簽、109 年度收支餘絀表、109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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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表、近 3 年度收入決算比較分析及 109 年度可用資金計算明細表各 1 份

(詳如附件 3，頁 15-21)，請卓參。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第 4 點、第 6 點修正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為激勵執行業務人員，提升自籌經費之有效運用，並且支援院系教學及

發展所需，同時規範專班停招後的結餘款處理方式，爰修正旨揭要點第

4 點及第 6 點。 

二、檢附奉核准簽、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原條文各過 1 份(如附件

4，頁 22~30)，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如下: 

一、修正要點第 4 點:「碩專班經費就其實際總收入提撥校務基金行政管理

費，……….。」；修正為:「碩專班經費就其實際總收入提撥校務基

金，……….。」。 

二、修正要點第 4 點第 1 款:「提撥全學期實際總收入 25%..........，2%作為學

術發展使用(1％提撥國際事務處，1％提供各學院)。」；修正為:「提撥全

學期實際總收入 25%..........，2%作為學術發展使用(1％提撥國際事務處，

1％提供各學院)，其中提撥至教務處及學院行政相關業務使用之經費，可

用於工作酬勞部分各以提撥全學期實際總收入 0.5%為上限。」。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推動開源節流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法係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3條及第 23條

規定之自籌收入範圍及開源節流計畫之必要，檢討資本支出及人事費項

目，以及本校現行開源節流推動項目，修正歸納本校各項開源節流推動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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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依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紀錄報告事項一

決議事項，修訂推動開源節流績優單位獎勵標準及程序，以鼓勵提出創

新方案之同仁及主辦單位。 

三、檢附奉核准簽、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各 1份（詳如附件 5，頁

31～42），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如下： 

一、修正要點第 3 點第 1 款第 5 目:「合理聘用工讀生及生活學習生，核實報

領工讀金。」；修正為:「合理聘用工讀生，核實報領工讀金。」。 

二、修正要點第 3 點第 5 款:「其他節流措施。」；修正為:「活動節流措施。」 

三、 增加要點第 3 點第 6 款:(六)其他節流措施。 

四、修正要點第 6 點第 2 款:「方案之成效計算…………，方案結束撙節支出 15%

以上或撙節經費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者提報獎勵，………..。」；修正為:「方

案之成效計算…………，方案結束撙節經費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者(實收數扣

除必要成本)提報獎勵………..。」。 

五、修正附表中：「主辦單位」用詞；修正為:「辦理單位。」 

※提案三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新民校區田徑場整修工程，自籌款 1,500 萬元擬由校務基金增加 110

年度預算分配額度，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室於 109 年 9 月 14 日提報新民校區田徑場整修工程計畫書，申請教育

部經費補助。 

二、109 年 12 月 9 日接獲教育部來函，補助本校「109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

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新民校區田徑場 PU 跑道整修工程計畫」、

「提升教學成效之設備精進計畫」共 2,000 萬元(資本門)。 

三、因補助款不敷支應跑道整修經費，前項補助款僅進行規劃設計費 116 萬

2,491 元之編列，餘款移作「教學研究及學習場域相關設備改善計畫」。 

四、109 年 12 月 31 日教育部來函第二次補助「新民校區田徑場 PU 跑道整修

工程計畫」1,000 萬元(資本門)。 

五、為撙節經費，變更施作工法，重新估算新民校區田徑場 PU 跑道全部整修

工程款調整為 2,500 萬元，除前項補助款 1,000 萬元，尚需學校自籌款

1,500 萬元，擬由校務基金增加 110 年度預算分配額度。 

六、檢附奉核准簽、教育部補助本校「109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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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改善計畫」、「新民校區田徑場 PU 跑道整修工程計畫」、「提升教學成

效之設備精進計畫」共 2,000 萬元(資本門)來函、「教學研究及學習場域相

關設備改善計畫」計畫書、變更施作工法後之新民校區田徑場整修工程計

畫書(含計畫內容、預期績效、預算書)、工程概算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教育部 1,000 萬元補助核定函各 1 份（詳如附件 6，頁 43-86），

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 

案由：本校生命科學院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生技健康館實驗動物舍(以

下簡稱實驗動物舍)調整校務基金舉借償還費用，提請審議。 

說明： 

一、實驗動物舍於 100 年度自校務基金借款 494 萬 7,533 元，區分 20 年攤還。 

二、惟近幾年計畫申請不易，動物實驗數減少，以致收入減少。另外部分設備

老舊需維修，預計明後年可能有動物舍查核，以致經費更加拮据。 

三、在 107、108 年已調整年度償還金額至 2 萬元，擬申請調降 109 及 110 年

度償還金額至 2 萬元，及增加還款年度至 128 年，減少之金額調整至 119

年度之後償還。 

四、檢附奉核准簽及調整舉借償還申請單各 1 份(詳如附件 7，頁 87-90)，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請將舉借償還申請單內還款年度 119 及 120 年度之還款金額

修正為 30 萬元，本借款案仍維持於 126 年度完成全部還款。 

※提案五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11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 111 年度預算係參酌相關業務單位概編數、上(110)年度預算數及前

(109)年度決算數編列，因 111年度教育部國庫補助基本需求及績效型額

度尚未確定(預計於 110 年 7 月通知)，爰暫以 110 年度補助額度分別編

列經常門收入 11億 0,291萬 5千元、資本門收入 2,900萬元，相關編列

情形說明如下： 

(一)經常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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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編列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11 億 0,291 萬 5 千元、其他補助

收入 2 億 1,300 萬元、自籌收入 10 億 7,409 萬 1 千元，合計

編列業務總收入 23億 9,000萬 6千元。 

2、支出:編列業務成本與費用 23 億 4,745 萬 3 千元、業務外費用 1 億

1,555萬 5千元，合計編列業務總支出 24億 6,300萬 8千元。 

3、以上業務總收支相抵後，111 年度本期短絀數 7,300 萬 2 千元，較

110年度預算短絀數減少 1萬 4千元。 

(二)資本門項目：預計由基本需求及績效型補助支應 2,900 萬元、教育部

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支應 1,500 萬元、專案型補助支應

1,300萬元、學校自有資金支應 7,092萬 5千元及收支併

列計畫之自籌財源支應 1,800萬元，合計編列 1億 4,592

萬 5千元，其編列科目如下：  

1、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編列 1億 2,240萬 5千元。 

2、遞延費用(代管資產大修)編列 1,000萬元。 

3、無形資產編列 1,352萬元。 

(三)111年度本期收支短絀數 7,300萬 2千元，擬相對編列撥用公積 7,300

萬 2千元予以填補；另配合教師遷調相關計畫購置財產移入(出)需要，

編列增撥及折減基金各 100萬元。  

二、各單位達 1,000 萬元以上之工程需求經費，將俟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再予以納編；本校新民校區學生宿舍及嘉師二村學人宿舍，

俟教育部召開「國立大學校院（含附設醫院）111 年度延續性工程及新興

工程概算經費需求審查會議」決議後，依會議核定額度納編。 

三、倘教育部核定 111 年度國庫補助額度有增減變動，或行政院、教育部有

增刪相關科目及額度者，請授權主計室配合依其規定調整預算案。 

四、檢附奉核准簽、本校 111 年度收支餘絀預計表及資本門預算明細表各 1

份(詳如附件 8，頁 91-94)，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新民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規劃總經費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原於 106 年 9 月 27 日召開之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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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通過以 3 億 7,318 萬 567 元進行新建工程興建規劃，所需經費擬分年向

校務基金借支，並於營運後分 40 年逐年攤還校務基金。 

二、本案業經營繕組辦理 4 次招標作業皆流標(無廠商投標)，經建築師檢討預

算與市場行情發現有落差情況，建議增加總經費 7,700 萬元。 

三、本案空間量體為地下 1 層地上 8 層，1 樓至 2 樓為學生餐廳及委外出租

空間，3 樓至 8 樓為學生宿舍，每層樓 33 間雙人房。本案完工後得將 7

樓及 8 樓移撥資產經營管理組教職員職務宿舍使用，作為「嘉師二村學人

宿舍」之替代方案；「嘉師二村學人宿舍」空間量體為 52 間單人房，8 間

多人房。 

四、依據資產組會簽意見，停止興建「嘉師二村學人宿舍」將衍生下列問題：

本案建築師已完成細部設計，已執行 201 萬 4,981 元，110 年依本案勞務

契約須再支付 141 萬 6,600 元，經費列帳及違約問題尚待解決；110 年已

編列資本門預算 3,000 萬元待執行，將影響資本門執行率；「嘉師二村學

人宿舍」預定地可能因低度利用而被收回。 

五、依據主計室會簽意見，停止興建「嘉師二村學人宿舍」則已投入之規劃設

計費應認列當期損失，可能衍生究責問題；工程變更案應詳述變更理由及

整合效益陳報教育部審核。 

六、檢附奉核准簽、建造費概算表、財務計畫及調整舉借償還申請單各 1 份

(詳如附件 9，頁 95-111)卓參。 

七、增加補充資料區分甲、乙、丙 3 案(詳如附件，頁 112) 

決議：同意維持甲案，並將建議之增加總經費 7,700 萬元提高至 9,000 萬元，以

符合市價行情有利招標。 

伍、臨時動議 

※提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要點第三點修正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例」、「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監督辦法」及「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第 2 條，

所修訂之自籌收入項目及範圍，配合修正本案支給要點第 3 點內容，加入

學雜費收入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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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各 1 份(詳如附件 10，頁 113-114)卓

參。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略) 

柒、主席結論(略) 

捌、散 會（下午 5 時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