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德科技大學 98 學年度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錄 

本記錄已於 99 年 1 月 19 日奉校長核准備查在案 

時  間：99 年 1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 點 

地  點：行政大樓 3 樓 A308 會議室 

主持人：郭翠仰主任委員              記錄：洪儷娟 

出席人員：郭翠仰委員(企管系)、陳俊卿委員(資管系)、陳月英委員(視傳系)、陳文亮

委員(產設系)、曾議漢委員(通識教育學院) 

請假人員：柯乃華委員(應外系)(產假)、林正義委員(金融系) 

列席人員：會計室(陳麗惠主任、孫錦榕組長)、總務處採購組(董偉群組長、陳麗娟、

董惠禎、周佳君、傅淑真)、總務處保管組(唐虎組長)、人事室(陳協勝主

任)、研發處(邱伊君)、教務處(程毓明教務長、請假)、學務處(周政德副學

務長、陳玟瑜)等運用整體經費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或單位主管。 

壹、主任委員致詞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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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規定，各校應於

次年二月二十八日前，將本項補獎助經費使用情形（即執行清冊）、前一學年度之

會計師查核報告(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及財務報表附註)、會議記

錄(包括專責小組、經費稽核委員會及公開招標記錄、簽到單)與確定獎補助經費之

修正支用計畫書彙整書面報告一份，經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先行審核通過後始備

文報本部，俾便考核運用成效。 

二、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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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

學經費稽核作業要點」執行查核 98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之執行清冊。 

三、本委員會於 1 月 13 日抽查並走訪總務處採購組、保管組、會計室、圖書館、電算

中心、行銷系、休運系等單位，就查核結果恐有不足之處，請相關單位列席說

明。 

貳、提案討論 

第1案                       

案由：教育部97年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書面審查意見，並依據本

校回覆文書進行追蹤查核有無改善措施，提請討論。 

說明：一、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執行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計畫書

面審查【委員審查表】詳如附錄一。 

      二、追蹤查核本校回覆文書進行有無改善措施，「教育部對私立技專校院執行 97

年度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學校申覆意見說明詳如附錄二。 

擬辦：查核通過後資料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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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根據教育部 97 年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之書面審查意見，並依

據本校回覆文書進行追蹤查核，本校部分缺失均已改善，詳如稽核工作底稿附

件一~附件三。 

 

第2案                       

案由：教育部98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案扣減事由，提請討論。 

說明：一、本校 98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教育部核定函，詳如附

錄三。 

      二、針對扣減事由人事室回覆說明詳如附件四。 

擬辦：相關資料存檔備查。 

決議：建議事項如查核工作底稿，相關資料存檔備查。 

 
第3案                       

案由：查核98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之執行清冊，提

請討論。 

說明：一、本校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98 年 8 月至 98 年 12 月) 98 年度運用整體發展

經費採購重大圖儀設備 (50 萬元以上) 開標案件一覽表詳如附件六，依查

核程序抽查三件，查核結果及建議事項詳如附件六。 

      二、查核經費分配比例，查核結果及建議事項詳如附件七。 

擬辦：查核通過後提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建議事項如查核工作底稿所列第三點~第八點，相關資料存檔備查。 

叁、臨時動議： 

陳月英委員：本人是視傳系老師，有些書籍是禁止外借，也沒有外借記錄，有些書是

設計領域，通常老師及學生需要最新的資訊，建議圖書館對於專業參考

書是否可考慮外借。 

郭翠仰主委：建議系主任可與圖書館館長溝通，討論哪些書是屬科系專業用書可對專

業科系老師或學生做特殊外借。 

肆、主席提示 

一、本人就 98 年度運用整體發展經費採購重大圖儀設備 (50 萬元以上) 開標案件，依

查核程序抽查三件，於 1 月 13 日抽查並走訪總務處採購組、保管組、會計

室、圖書館、電算中心、行銷系、休運系等單位，各項重大圖儀設備均已完

成採購及驗收程序。惟採購作業管理辦法之修正，建議秘書室再研擬。 

二、惟本校運用整體發展經費採購之重大圖儀設備金額龐大，各物品使用單位

採購進來之圖書、儀器設備應注意物品之借閱率及使用率，並保持使用或

借用記錄，提供教育部管科會訪視時之查核證據。 

三、如何提高西文圖書之借閱率，建議圖書館館長可於行政會議上提出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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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提升西文圖書借閱率之配套措施。 

四、以上 9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查核完竣，請委員會

授權主席本人撰寫稽核報告。 

散會（上午 12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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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報告工作底稿(99年1月18日) 

一、97年度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支用計劃書面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責任單位 回覆教育部 稽核結果 

(4,857,982-19,000)÷48,579,816 

1. 自籌款 NT$19,000元用於『外聘

社團教師鐘點費』，與教育部學輔

經費相關規定不符。 

會計室 1.因依據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70069613號函，專家學
者的複審意見第 5 點『外聘社團教師鐘點費』編列
NT$100,000，違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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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五)項第 4 款規
定，因此計畫執行時特別注意此項規定，將 NT$81,000
以獎補助款核銷，其餘 NT$19,000元運用自籌款，以
求符合審查意見所提「獎補助款支用於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不能超過規定之上限」要求。 
2.本校計畫執行時將 NT$19,000元運用自籌款，是因教
育部 97年才新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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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五)項第 4 款規
定中，提及『至多 1/4 可用於部份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部獎補助私

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

施要點辦理』，規定中的為「其餘」指的是除「外聘社

團指導教師鐘點費」以外的經常門經費才需比照「教

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

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所以核銷時才會認為計

入配合款未違反規定。 
3.本校一向非常重視整體發展獎補助款運用，因為這筆

98學年度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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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是除了學雜費收入以外，營運上最大的資金挹注，

為了維持與增加獎補助金額，除了執行與核銷時均戒慎

恐懼擔怕違反任一規定外，為提升績效不吝於投入資金

用於校務營運(以 97年社團活動為例共支出
NT$3,022,153，而社團指導老師費共 NT$402,000)，不
會也不允許因 NT$19,000恁意違反規定，而讓學校處於
資金挹注減少的風險中。懇求委員寬待，爾後本校會更

加嚴謹細思與遵循  鈞部「法規新增修定」的原意，亦
即「教育部任何補助款儘量不用於支付薪酬」，自 98年

度起將依委員意見辦理。 

2 管理學院在校務發展計畫書中
（P.64）雖有規劃各系所之資本門預
算表，但各系所大多未訂有採購細

項，以致於無法判定學校獎補助款之

規劃與分配是否符合學校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且會計室亦未見規劃全

校之財務支出與收入。 

由校務發展計畫書，中長程目標皆只

規劃經常門之經費。國企系購買

EzOpen主機用於教學，但無法瞭解此
與其目標之關聯性。 

會計室及

管院各系 
1.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已有考量了「財務規劃」，只是沒
有「專章」書寫出財務策略、財規結構、財務風險評估

與解決方案，爾後將重新編撰讓委員更易於了解整體發

展獎補助款與本校長程發展的重要關聯性。 
(1)本校設立「校務發展委員會」協助擬定中長程計畫書
的各項組成內容，各單位編列預算時配合單位中長程

發展計畫做規劃。 
(2)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一定會運用在中長程校務發展
上，理由一為會計室主辦會計是校務發展委員會成員

之一，本校歷任主辦會計為具財務管理與管理會計專

業素養者擔任，在每月第一週的週一召開的校務發展

委員會議上，針對財務面議題提供意見，避免計畫中

抽查整體支用計畫書與

校務發展計畫書相互勾

稽，顯示尚有改善空間，

詳如附件一。 

建議：秘書室提請系—

院—校務會議再檢視

中、長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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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財務資源無法支持的目標存在，使中長程發展計畫

不會成為空談；二為中長程發展計畫必須化為短期行

動方案執行才能達成目標，亦即長期財務規劃必須轉

換短期(年度)預算，本校多年來都運用目標管理系統
進行轉換，並聯結預算系統針對各行動方案提出預算

金額，年度收支預算結構中一定涵蓋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委員可以在會計室的預算系統中，針對任何一

筆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預算項，查核相對應的短期

行動方案、長期策略與要達成的中長程發展目標。 
2.國企系採購電子商務(EZOPEN)伺服器主機，是因原主
機無法負荷學生上機操作負載，且伺服器為電子商務

實驗室核心，為提升實驗室使用成效，應實際需要優

先編列資本門採購。此項經費隸屬於學群學程構面中

之提升實驗室使用成效目標。 
3.去年度建議修改學校之採購作業管
理辦法，底價制訂及財產增加單等規

定，似乎尚未見修改。 

總務處 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於民國 98年 4月 29日 97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中提出增列條文如下”採購
金額逾五十萬元未達一百萬元之開標案，標案底價由總

務長核定，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之標案，底價由校長或

授權代理人核定”，惟本案經會議討論裁定緩議，本修
正案已於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再次提出
修正。 

遵照委員意見，本校財產管理及保管辦法已於民國 98

98年5月31日第5屆第

2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採

購作業管理辦法第 12條 
詳如附件二。 
惟歷年條文修正有總務

會議、行政會議、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等通過不

一，觀其「教育部獎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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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18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
訂通過，修訂條文如下”第八條第一項「財產增加
單：由購置經辦單位填造。(第一聯：通知會計部門
列帳、第二聯：送會計部門核對相符後簽章退還總

務部門、第三聯：隨同財產移轉送使用財產部

門)」”。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四項第7點⋯.經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通過⋯. 

建議秘書室對校內組織

訂一內部作業程序。 

98年 3月 18日第 2學期
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第 8
條財產管理及保管辦法

詳如附件三。 

4.建議學校之採購作業管理辦法中：
(1)增訂底價制訂之規定；(2)明訂 50
萬元內之採購案由何人授權核可，並

載明應附若干家估價單；(3)增訂何者
為主驗、監驗及協驗等條文。 

會計帳冊中雖有財產增加單，但相關

辦法中卻未見明載財產增加單為一式

3（或 4）份，且歸何人保管。 

 

總務處 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已於民國 98年 4月 29日 97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中提出增列條文如下”採
購金額逾五十萬元未達一百萬元之開標案，標案底價

由總務長核定，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之標案，底價由

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惟本案經會議討論裁定緩
議，本修正案於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
再次提出修正。(2)依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第五條第
十二項所列”採邀標或比價方式之請購案，金額達公
告金額以上，須將比議價紀錄簽報校長或授權代理人

核定後決標。五十萬元（含）以上未達公告金額之請

購案，須先簽報總務長核定後決標。五十萬元以下之

請購案，則授權採購組比議價後逕行發包”。另第七
條第一項所列”核銷時由請購單位或採購組填寫會計

已修訂 

參考附件同上附件二及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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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單，並附上收據或發票、估價單、驗收單、保固

書等資料辦理核銷請款，採購金額達一萬元(含)以上
未達六萬元(不含)者須檢附二家估價單，採購金額達
六萬元(含)以上之購案，須檢附三家估價單，三萬元
（含）以下之印刷品採購案免附估價單”。(3)於 98學
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提出增訂。 

2.（1）遵照委員意見，本校財產管理及保管辦法已於民

國98年3月18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

過，修訂條文如下”第八條第一項「財產增加單(為一式

三聯單)：由購置經辦單位填造。(第一聯：通知會計部

門列帳、第二聯：送會計部門核對相符後簽章退還總務

部門、第三聯：隨同財產移轉送使用財產部門)」”。(2)

本校財產保管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明確訂定財產關

係人與財產之歸屬暨責任，茲臚列於下： 

第十四條 財物管理人對單位所保管或使用財物，應善

盡單位公用財物（未辦理借出手續者）保管、養護之責。 

第十五條 財物使用人應妥善保管及養護所使用之財

物並配合財物管理人辦理不定期或年度總盤點。 

5.採購作業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四項

『⋯得邀請本校經費稽核委員列席指

導』，似與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所

總務處 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於民國98年4月29日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中提出修訂條文如下”本校自有經

費標案之開標作業，得邀請本校董事會派員列席指

已刪除 

參考附件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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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委員會職責不合，亦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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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一)項第 7、

8款之規定不甚相符。 

導”。惟本案經會議主席裁定緩議，本修正案於98學年

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再次提出修訂刪除本條文。 

6. 有關外文圖書採購乙案
（NT$3,490,000元），底價訂定為
NT$3,850,000元，但 4家廠商之標單
均低與底價，似顯底價之訂定過於粗
糙。 

資管系 50台電腦（金額 NT$1,100,000

元）及休閒運動系（金額 NT$1,550,000

元）採購案，均未見附底價訂定表，

無從觀察如何決標。 

總務處 1.貴會所提NT$3,850,000元應為本校採購組預估採購金
額，本案底價訂定為 NT$3,350,000元且 4家廠商之標
單均未進入底價，開標結果以超底價決標。 

 

2.底價訂定表及底價訂定會議紀錄均依規定完成作業，

惟書面送審時未附於卷內，本案依規定於底價內決標。

(底價訂定表及底價訂定會議紀錄表另檢附) 

總務處採購程序符合。 

7. 資本門採購案最高之第二及第三

筆未有底價訂定會議紀錄；而第三筆

投標廠商資格不符，但經辦單底價訂

定表及底價訂定會議紀錄均依規定完

成作業，惟書面送審時未附於卷內，

本案依規定於底價內決標(底價訂定

表及底價訂定會議紀錄表另檢附)。第

總務處 底價訂定表及底價訂定會議紀錄均依規定完成作業，惟

書面送審時未附於卷內，本案依規定於底價內決標(底價

訂定表及底價訂定會議紀錄表另檢附)。第三筆投標廠商

資格不符原因為其中一項商品不符標單所列規格，審查

人員於商品型錄上註記，並未標註於審查表，感謝委員

之意見提供，本校依委員意見要求審查人員遵照辦理。 

總務處採購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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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筆投標廠商資格不符原因為其中一

項商品不符標單所列規格，審查人員

於商品型錄上註記，並未標註於審查

表，感謝委員之意見提供，本校依委

員意見要求審查人員遵照辦理。位並

未於審查表上說明原因。 

8.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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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第(九)項之規定，相關『經費比率之

計算，不含自籌款金額』，故同法第四

條第(五)項第 4款所規定之『至多四

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之鐘點費』係僅指獎補助款而言，經

常門學輔經費之自籌款則應依「教育

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辦理，而依該實施要點第三條第(一)

項第 2款『本部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

款及學校配合款不得包含⋯社團老師

指導費⋯』；因此，學校經常門學輔經

總務處      

 

1.因依據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70069613號函，專家學
者的複審意見第 5 點『外聘社團教師鐘點費』編列
NT$100,000，違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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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五)項第 4 款規
定，因此計畫執行時特別注意此項規定，將 NT$81,000
以獎補助款核銷，其餘 NT$19,000元運用自籌款，以
求符合審查意見所提「獎補助款支用於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不能超過規定之上限」要求。 

2.本校計畫執行時將 NT$19,000元運用自籌款，是因教
育部 97年才新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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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五)項第 4 款規
定中，提及『至多 1/4 可用於部份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部獎補助私

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

施要點辦理』，規定中的為「其餘」指的是除「外聘社

98學年度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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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自籌款中之 NT$19,000元支用於外

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不符規定，

應自其配合款額度中扣除，則學校之

實際配合款所佔比例為

9.96%=(4,857,982-19,000)÷

48,579,816，未達規定之 10%，差額

為 NT$19,000元=48,579,816×

10%-(4,857,982-19,000)。 

團指導教師鐘點費」以外的經常門經費才需比照「教

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

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所以核銷時才會認為計

入配合款未違反規定。 
  

 

二、教育部 發文字號：台技(三)字第0980013616u號 

說明二、貴校經本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暨校務基本資料庫資料查核，有資料填報有誤情事（具有二年以上業界工作實務

經驗之專任師資人數原填報131人，修正為58人，減少73人，修正比率為55.7%），扣減績效型獎助款新台幣30萬元。 

    請人事室說明，詳細如附件四。 

 

建議事項：1.獎補助經費扣減原則： 

(1) 資料填報不實，扣減績效獎助經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惡意填報不實，全額扣減績效獎助及補助經費，並依法究

辦。資料填寫繁瑣並時常更改，請相關單位務必費心。 

2. “二年以上業界工作實務”之定義，請人事室再確任。專任老師參與產學案或專任老師兼行政工作都是很好的經歷。 
 

三、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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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第1款第2點及第5點 

報部申請項目不變，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其會議紀錄（含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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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校備查。如申請之項目名稱變更者，其會議紀錄（含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報本部備查。 

查核事項：98年4月17日第5屆第1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及第1-4次整體發展獎補

助經費規劃專責小組會議記錄，詳細如附件五。 

 

四、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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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第1款第6點、第8點 

購置之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其使用年限及報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 

 
查核事項：抽查資產帳冊並走訪資產放置場所及使用狀況，詳細如附件六。 

 

建議事項：1.請驗收單位務必填寫驗收日期。 

2.資產使用狀況有很大改善空間，已建議使用單位，設置使用登錄簿。 

          3.本校從去年到今年使用整體經費購置西文書，金額近千萬元。查看使用記錄，98年度尚未有借閱，以本校學生素質，恐

少有主動借閱西文書之學生，以近千萬元購置鮮有學生借閱書籍，恐有非議之處，建請秘書處或圖書館於第二學期初，

責請請購單位妥善處理。 

 

五、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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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第2款 

本獎補助經費之分配（不含自籌款）應區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不含計畫型獎助）百分之六十及百分之四十，經費之

使用應依據各校支用計畫所編列為準，如有特殊需求應專案報核並明列於支用計畫中。 

 

 查核事項：依會計室提供之執行清冊查核，並無不符比例原則，詳細如附件七。 

 

七、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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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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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資本門獎補助經費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六十；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分之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應達百分之二；

配合環保教育需求，各校購置上開教學儀器設備後，宜加強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理、

無障礙空間設施。 

 

 查核事項：1.依會計室提供之執行清冊，部分比例已做修正，修正程序符合教育部規定。 

           2. 依會計室提供之執行清冊，其執行比例並無不符教育部之規定，詳細如附件七。 

 

八、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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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第5款 

本項經常門獎補助經費使用原則： 

1.本項獎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三十以上供作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

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 

2.各校應本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獎勵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並依相關法令公開審議及確實

執行，不得僅適用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3.各校依其獎勵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得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支用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4.各校應在本獎補助經常門經費提撥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本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查核事項：1.校訂”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查核，對於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獎勵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而本校訂定”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並未區分教師教學與

行政人員。 

2. 依會計室提供之執行清冊查核，除建議修正細節外，並無不符部訂標準，詳細如附件七。。 



序號 開標日期 案號 案名 招標方式 備註

1 98.07.28 980709a
圖書館購置外文圖書

案
底價4,450,000元;決標4,174,700元 公開招標

2 98.07.28 980709b
圖書館購置中文圖書

案
底價1,050,000元;決標962,911元 公開招標

3 98.07.29 980710a
休運系購置水域適能

器材案
底價850,000元;決標850,000元

公開取得

報價單

4 98.09.08 980819a

圖書館購置視聽資料

案
底價930,000元;超底價決標

950,000元

公開取得

報價單

5 98.09.16 980813a

CS4 Web Premium

CONC中文教育版授

權(含軟體兩年維護

合約)

底價1,500,000元;決標1,500,000元 公開招標

98年度整體資本門經費開標案件一覽表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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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說明 

 

一、 九十八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中，補助款有18,396,916元，獎助款有30,536,045

元，本校已提自籌款4,893,296元，總經費計53,826,257元。 

 

二、 九十八年度使用資本門經費共計32,295,755元，包含學校自籌款2,935,978元，其中

「購置教學儀器設備」項目計22,332,061元(獎補助款支用20,049,649元、學校自籌款

支用2,282,412元)；「購置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暨教學媒體」項目計8,785,484元(獎

補助款支用8,631,918元、學校自籌款支用153,566元)；「購置訓輔相關設備」項目計

678,210元(獎補助款支用678,210元)；「購置省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設施或其他項目」計500,000元(學校自籌款支用500,000元)。以上請參考「資

「購置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暨教學媒體」獎補助款佔資本門獎補助款經本門執

行清冊」。另「購置教學儀器設備」獎補助款佔資本門獎補助款經費68.29%；費29.4%；

「訓輔相關設備」獎補助款佔資本門獎補助款經費2.31%，均符合教育部之規定。 

 

三、  九十八年度使用經常門經費共計21,530,502元，包含學校自籌款1,957,318元。其中

獎助教師項目經費有 11,063,532元(獎補助款支用 9,958,056元、學校自籌款支用

1,105,476)，獎補助款支用數已達經常門獎補助款經費之50.87%，符合教育部規定之30%

以上；行政人員研習、進修項目經費有350,211元(獎補助款支用254,362元、學校自籌款

支用95,849元)，獎補助款支用數達經常門獎補助款經費1.3%，符合教育部規定之5%以

內支用；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有412,261元(獎補助款支用412,261元)，獎補助款支用

數達經常門獎補助款經費2.11%，符合教育部規定之2%。 

四、 上述各項經費執行數及相關比例計算明細請詳「附表一」。 

五、 本計畫各項經費原計畫書金額與實際執行數對照表請詳「附表二」。 

六、 本計畫各項經費執行明細請詳附件「九十八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執行清冊」。 

附件七 



附表一

 補助款 獎助款
 獎補助款小

計
自籌款10% 總經費

                18,396,91630,536,045      48,932,961   4,893,296    53,826,257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補助款分配 11,038,150      60.00%7,358,766    40.00%18,396,916 

 獎助款分配 18,321,627      60.00%12,214,418  40.00%30,536,045 

 獎補助款合計 29,359,777      60.00%19,573,184  40.00%48,932,961 

 配合款分配 2,935,978        60.00%1,957,318    40.00%4,893,296   

 總經費分配 32,295,755      60.00%21,530,502  40.00%53,826,257 

 經費性
質

 經費項目
 執行金額-獎
補助款

 佔資本門比
例

 執行金額-
自籌款

 佔資本門比
例

 (一)教學儀器設備 20,049,649      68.29%2,282,412    77.74%22,332,061 69.15%執行清冊附件一(P1-P42)

 (二)圖書館自動化
等

8,631,918        29.40%153,566       5.23%8,785,484   27.20%

        圖書館自動化809,993          2.76%153,566       5.23%963,559      2.98%執行清冊附件二(P43-P44)

        圖書期刊7,821,925        26.64% -              -              7,821,925   24.22%執行清冊附件二(P44)

        教學媒體 -                 -              -              -              -             

 (三)學生事務與訓
輔相關設備

678,210          2.31% -              0.00%678,210      2.10%執行清冊附件二(P44-P47)

 (四)其他(省水器
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理、無障
礙空間設施等)

-                 0.00%500,000       17.03%500,000      1.55%執行清冊附件三(P48)

 資本門合計 29,359,777      100%2,935,978    100%32,295,755 100%

 佔獎補助款金額比
例

60.00%

 經費項目
 執行金額-獎
補助款

 佔經常門比
例

 執行金額-
自籌款

 佔經常門比
例

 執行金額
小計

 佔經常
門比例

 (一)獎助教師薪資 8,948,505        45.72%261,430       13.36%9,209,935   42.78%

 新聘教師薪資 8,948,505        45.72%261,430       13.36%    9,209,93542.78%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一)、獎
助教師薪資(P50-P51)

 (二)獎助教師研究
進修分項項目

9,958,056        50.87%1,105,476    56.48%11,063,532 51.39%

        進修 240,000          1.23% 0.00%240,000      1.11%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一、
獎助教師進修(P52-P54)

98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執行一覽表

 執行金額
小計

資本門

執行情形

經常門經費資本門經費
合計

經常門

參考文件
 佔資本
門比例

2



 經費項目
 執行金額-獎
補助款

 佔經常門比
例

 執行金額-
自籌款

 佔經常門比
例

 執行金額
小計

 佔經常
門比例

        研究 4,824,276        24.65% -              0.00%4,824,276   22.41%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二、
獎助教師研究(P55-P104)

        研習 916,003          4.68%179,230       9.16%1,095,233   5.09%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三、
獎助教師研習(P105-P133)

        著作 2,854,594        14.57% -              0.00%2,854,594   13.26%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四、
獎助教師著作(P134-P293)

        升等送審417,000          2.13% -              0.00%417,000      1.94%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五、
獎助教師升等送審(P294-
P298)

        改進教學208,420          1.06%620,000       31.67%828,420      3.85%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六、
獎助教師改進教學(P299-
P305)

        編纂教材357,500          1.83% -              0.00%357,500      1.66%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七、
編纂教材(P306-P308)

        製作教具140,263          0.72% -              0.00%140,263      0.65%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八、
製作教具(P309-P311)

        學校自辦研習
活動

-                 0.00%306,246       15.65%306,246      1.42%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二)九、
學校自辦研習活動(P312-
P313)

 (三)獎助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進修

254,362          1.30%95,849        4.89%350,211      1.63%

        獎助行政人員
進修

87,234            0.45% -              0.00%87,234        0.41%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三)一、
獎助行政人員進修(P314)

        獎助行政人員
業務研習

167,128          0.85% 4,970          0.25%172,098      0.80%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三)二、
獎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P315-P318)

        學校自辦研習
活動

-                 0.00%90,879        4.64%90,879        0.42%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三)三、
學校自辦研習活動(P319)

 (四)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                 0.00%494,563       25.27%494,563      2.30%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四)改善
教學之相關物品(P320-P328)

 (五)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412,261          2.11% -              0.00%412,261      1.91%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之鐘點費

78,500            0.40% 0.00%78,500        0.36%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五)一、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P329)

        相關執行成效333,761          1.71% 0.00%333,761      1.55%
 執行清冊附件四之(五)二、
相關執行成效(P330-P331)

 經常門合計 19,573,184      100%1,957,318    100%21,530,502 100%

 佔獎補助款金額比
例

40.00%

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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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度整體發展補助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資本門 

 支用計畫數(第一次修正) 執行數 

項目 獎補助款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獎補助款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

門經費60%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20,008,688 68.15% 2,000,869 68.15% 20,049,649 68.29% 2,282,412 77.74%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10%)【不含自

籌款金額】 

8,162,018 27.8% 816,202 27.8% 8,631,918 29.4% 153,566 5.23% 

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訓輔相關設備(至少占

資本門經費2%)【不含

自籌款金額】 

616,555 2.1% 61,655 2.1% 678,210 2.31% 
- 

 

 

- 

 

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

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

空間設施等) 

572,516 1.95% 57,252 1.95% 
- 

 

 

- 

 

500,000 17.03% 

合計 29,359,777 100.00% 2,935,978 100.00% 29,359,777 100.00% 2,935,978 100.00%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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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支用計畫數 執行數 

項目 
獎補助款金

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獎補助款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研究 3,380,289 17.27% 338,029 17.27% 4,824,276 24.65% - - 

研習 916,003 4.68% 179,230 9.16% 

研習-學校自辦

研習活動 

949,316 4.85% 94,931 4.92% 
- - 306,246 15.65% 

進修 1,775,288 9.07% 177,529 9.07% 240,000 1.23% - - 

著作 3,914,637 20% 391,464 20% 2,854,594 14.57% - - 

升等送審 332,727 1.63% 33,273 1.63% 417,000 2.13% - - 

改進教學 610,683 3.12% 61,068 3.12% 208,420 1.06% 620,000 31.67% 

編纂教材 454,098 2.32% 45,410 2.32% 357,500 1.83% - - 

製作教具 90,037 0.46% 9,004 0.46% 140,263 0.72% - -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構

(占經常門經

費30%以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小計 11,507,075 58.79% 1,150,708 58.79% 9,842,462 50.87% 1,105,476 56.48% 

行政人員進修 87,234 0.45% - - 

行政人員研習 167,128 0.85% 4,970 0.25% 

二、行政人員
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
含自籌款金
額】)(含學校
自辦研習活
動) 

研習-學校自辦

研習活動 

780,970 3.99% 78,097 3.99% 

- - 90,879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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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支用計畫數 執行數 

項目 
獎補助款金

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獎補助款金額 比例 自籌款金額 比例 

外聘社團指導
鐘點費 78,500 0.40% - - 

三、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
經費(占經常
門經費 2%以
上【不含自籌
款金額】) 

相關執行成效 

401,250 2.05% 27,011 1.38% 

333,761 1.71% - -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 495,984 25.34 - - 494,563 25.27% 

五、其他-新聘教師薪資 6,883,889 35.17% 205,518 10.50 8,948,505 45.72% 261,430 13.36% 

合計 
19,573,184 100.00% 1,957,318 100.00% 19,573,184 100.00% 1,957,318 100.00% 

 


	
	Page 1
	Titles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受文者:樹德科技大學 
	http://www.management.org.tw )。 
	lily@mail.management.org.tw '以利後續作業之進行。 
	?家 
	話1水 
	理事長 


	Page 2
	Titles
	，-否 
	-t天7.教學儀器設誦了磊扁豆科瓦L;三教學云說?或言是:Tlf是-Jj孟宣示Hi逐費ti按1- --誌:i吾友r19-，876，9沾沾;i玩函ι------ 
	-t正了，自吾爾自Eittii自垂頭指:教學媒體尋設備治責~T.-是-Jj孟責示兩豆豆登記的- --函:函古rS:S97:而baj說迫切- - 
	fjtY屁事頓時;等福闊論惱不FH而是番話告T.--是-;-福蘇兩徑-缸fill-“MhLijjhhbb 
	-i玩了-教師馮主主教-材..;要祥教;其:這支進-教學-;-崩話:說1且是-;-j且極;需HS程-費-ti街一-于丘克石r13，而沾沾于1鼠忌ii必 
	-i干了學亟事務員輛;享福閻王祥詮白蓮街經常兩區詞是台:T.-是-;-j已是最而緩費ti伊i一- -玄緝私T3話;云4干，i山玩羊迋- -- 

	Images
	Image 1


	Page 3
	Images
	Image 1


	Page 4
	Images
	Image 1


	Page 5
	Images
	Image 1


	Page 6
	Titles
	一一 

	Images
	Image 1


	Page 7
	Images
	Image 1


	Page 8
	Titles
	，.包含口不包含 

	Images
	Image 1


	Page 9
	Titles
	大符 
	﹒口﹒口 

	Images
	Image 1


	Page 10
	Titles
	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執行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用績效訪視計畫書面審查【委員審查表】 
	04樹德科技大學 
	一、學校優點 
	二、學校待改進事項及審查建議 

	Images
	Image 1



	
	樹德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