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雲清雲清雲清雲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科技大學 9999777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11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98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正 

地點：清雲館 10 樓 1002 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列，應到 7 人，實到 6 人。 

出席：趙主任委員志凌         紀錄：石孟娟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號 案由 執行情形 

一 
97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案。 

業於98年1月20日清秘字第

0980000238 號函報部備查。 

參、工作報告：無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清雲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秘書室） 

說明：本修正案如獲同意，將提校務會議通過。檢附清雲科技大學經費

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修正草案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 98 學年度設備報廢案，提請討論。（總務處） 

說明：檢附本校 98 學年度設備報廢金額統計表及明細，如附件二。 

技合處處長提問： 

          現為 97 學年度，是否確為 98 學年度設備報廢？ 

總務處答覆： 

98 學年度設備報廢金額需先經經費稽核委員會通過後，提報行政

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再行報部核備。等 98 學年度預算報部核備後，

才可進行除帳；經財團法人變更程序登記後，依本校報廢品處置流

程進行報廢。 

委員提問一： 

    報廢年限有無規範？ 



 

總務處回覆： 

報廢年限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編列之財務分類標準，98 學年度預備

報廢品皆已超過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 

技合處處長提問： 

          採直線法攤提折舊，其原則及算法為何？攤提完畢後，殘值是否為

0？ 

會計室回覆： 

直線法攤提折舊之殘值計算方式為：殘值=成本/(使用年限+1)，故

超過使用年限後，設備僅剩殘餘價值。 

委員提問二： 

附件二 98 學年度儀器設備報廢明細表第 4 頁之財產編號：

3140503-099060-9109，設備名稱「MS-WIN 2000 SERVER」，與財產

編號：3140503-099061(-62)-9109 出現有相同之設備名稱，但價

格卻不同？附件二 98 學年度儀器設備報廢明細表第 6 頁財產編

號：3013004-030001-8203，設備名稱「水衝擊試驗」，其設備名稱

不夠明確，從字面看來不像設備，是否有誤？ 

總務處回覆： 

「MS-WIN 2000 SERVER」設備名稱相同但價格不同，應為光碟版單

一套與授權版數十套之差異。設備名稱皆依照採購單及發票上之品

名建立，應無錯誤。建議各單位日後採購單及發票上之品名應確實

與實際狀況相符，避免設備名稱混淆不清。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清雲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記錄 

壹、時間：98 年 10 月 29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正 

貳、地點：清雲館 10 樓 1002 會議室 

參、請校長頒贈本屆委員聘書。 

肆、主持人：（由出席委員互選）紀主任委員岍宇 
案由：改選本委員會本學年度主任委員。 

說明：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本會置主

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負責召集常會或臨時

會，並於會議中擔任主席」，本次會議為本學年第 1次

會議，請出席委員互選主任委員。 

選舉結果：經出席委員推選，通過由機械系紀岍宇委員擔任

本學年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伍、宣布開會：應到 7位，1位請假，實到 6位。 

陸、主席致詞：（略） 

柒、報告事項：（略） 

捌、討論事項： 

案由： 97 學年度決算書報表案，提請討論（會計室）。 

說明： 

(一)97 學年度各項收入計有 1,317,328,187 元 

(包含：以下 6大項) 

1.學雜費收入         1,061,137,814 元 

2.推廣教育收入          11,274,940 元 

3.建教合作收入          81,320,437 元 

4.補助及捐贈收入       105,025,430 元 

5.財務收入               7,601,565 元 

6.其他收入              50,968,001 元 

(二)97 學年度各項支出計有 1,131,828,112 元 

(包含：以下 7大項) 

1.董事會支出            2,869,973 元 



2.行政管理支出        202,232,828 元 

3.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795,621,049 元 

4.獎助學金支出         51,496,841 元 

5.推廣及其他教學支出    9,379,487 元 

6.建教合作支出         63,783,856 元 

7.其他支出              6,444,078 元 

(三)97 學年度收支純餘計有 185,500,075 元 

(四)97 學年度決算報表，如附件。 

會計室說明： 

(一)本校自 97 年 8 月 1 日起，依教育部指示，固定資產

及無形資產採直線法提列折舊及攤銷，此項變動致

97 學年度本期餘絀減少 148,340,286 元(為 97 學年

度所提之折舊及攤銷)。另配合前述變動，重編 96

學年度財務報表，以利兩學年度之比較。 

(二)民國 96 學年度財務報表之部份科目業予重分類，俾

便與 97 學年度財務報表比較。 

委員提問一： 

97 學年度決算書報部之程序為何？ 

會計室答覆： 

本校 97 學年度決算業經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完峻後，

送經費稽核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備文報部。 

委員提問二： 

請說明收入明細表中之其他收入-報名費收入與上學年度

差異較大之原因。 

會計室答覆： 

報名費收入增加之原因為本學年度承辦大土盃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玖、臨時動議。 

拾、散會。 
 







清雲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01 月 1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正 

地點：清雲館 10 樓 1002 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列，應到 7位，實到 7位。 

主席：紀主任委員岍宇                   紀錄：石孟娟 

 

壹、主席致詞：（略） 

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號 案由 執行情形 

一 97 學年度決算書報表案。 
業於 98 年 11 月 27 日清會字第

0980004881 號函報部核備中。

 決議：准予備查。 

叁、報告事項：無  

肆、討論事項： 

案由：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行清冊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98 年度補助款金額為 15,987,373 元，績效型獎助款金額

為 23,125,947 元，加上學校配合款 5,500,000 元，總經

費為 44,613,320 元。依規定獎補助款 40%用於經常門，

60%用於資本門，因此 98 年度經常門金額為 15,645,328

元，資本門金額為 28,967,992 元，學校配合款全用於資

本門使用。 

二、依98年度教育部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之規定，獎補助經費執行清冊，需先經本校經

費稽核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備文報部。有關圖儀設備

之購置業經本校專責小組通過；經常門之使用依其性質

分別經學生事務會議、校教評會及行政會議通過。 

委員提問一： 

依獎補助款之規定，應參考政府採購法進行，是否遵守此程序？相



關憑證部分是否符合規定？ 

總務處答覆： 

本校採購案 1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皆透過公開招標方式進行，依政

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 

秘書室答覆：  

1.本校採購案 1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皆透過公開招標方式進行，比

政府採購法採取更嚴謹之規定辦理。 

2. 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料皆依照相關規定辦理。 

3.資本門與經常門經費支用部份，校內皆依嚴謹之程序處理，資本

門規格、數量及細項改變者，皆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不可任

意變動。 

委員提問二： 

學務處訓輔經費是否包含於獎補助款之項目內？ 

       會計室答覆： 

獎補助款規定各校應於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與學務處訓輔經費並非同一項目。 

委員提問三： 

執行清冊首頁之資本門與經常門分配比例呈現方式是否符合規

定？ 

秘書室答覆：  

1.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

資本門佔獎補助款比例應為 60%；經常門佔獎補助款比例應為

40%，對於自籌款並無任何限制，本校依慣例 100%皆分配於資本

門。 

2.本校執行清冊首頁之資本門與經常門分配比例呈現方式，業已於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中討論後決議以此

方式呈現。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 




	200982593128(1)
	0825
	972_1.pdf

	20091112153137(2)
	第一次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函)
	981_1紀錄
	981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簽到表

	2010119115655(3)
	紀錄函
	981_2紀錄全
	981_2紀錄
	981第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簽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