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6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7 年 1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25 分 

二、開會地點:第三會議室                                記錄:宋雪萍 

三、主席: 許主任委員俊顯 

四、出席人員: 

牙體技術科張委員正君、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黃委員英明、資訊管理科 

王委員瓊如、應用外語科何委員秋玉、物理治療科文委員淑娟、通識中心 

陳委員秋吟 

五、列席人員: 

總務處陳立主任、楊保管組長淑芬、洪出納組長明麗、會計室楊主任媚靜 

六、主席報告:略 

七、業務單位報告：略 

八、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查核總務處出納組 97 年 1 月 21 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詳如 

附件一)。 

  說明: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二項辦理。 

  決議：各銀行帳戶餘額（詳如附件一），查對銀行存摺、對帳單與現金日報表 

        金額確實無訛，決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查核9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執行清冊情形。 

  說明: 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七項辦理。 

  決議: 審核通過。 



提案三: 

  案由:複檢視光科財產:緊急照明燈(501050404-00009-00010)之財產標籤是 

       否依規定貼齊。 

  說明: 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六項辦理。 

  決議:複檢通過。 

提案四： 

   

  案由:查核 96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執行情形（詳如附件二）及 96 學年度 

       各類獎助學金一覽表，請會計室提出書面資料。 

   

  說明: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九項辦理。 

   

   決議:審核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0 分。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6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7 年 6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二、開會地點:第三會議室                                記錄:宋雪萍 

三、主席: 許主任委員俊顯 

四、出席人員: 

幼保科蔣委員嘯琴、牙體技術科張委員正君、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黃委 

員英明、資訊管理科王委員瓊如、應用外語科何委員秋玉、通識中心 

陳委員秋吟 

五、列席人員: 

    總務處陳立主任、楊保管組長淑芬、洪出納組長明麗、會計室楊主任媚靜 

六、主席報告:略 

七、業務單位報告：略 

八、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查核本校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學雜費收入。 

  說明: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辦理。 

  決議：各項收入類別依據財務報表查核所示(詳如附件一)，決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查核總務處出納組 97 年 6 月 16 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 

  說明: 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項辦理。 

  決議: 各銀行帳戶餘額（詳如附件二），查對銀行存摺、對帳單與現金日報表 

        金額確實無訛，決議通過。 

提案三: 

  案由:抽檢本校應外科、幼保科資本門財產，請總務處提出書面資料(詳如附 

       件三)，提請討論。 

  說明: 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三項辦理。 

  決議:抽檢報告詳如抽檢報告。 

八、臨時動議:無。 

九、建議事項: 

   （一）蔣委員說明有關各採購流程及各計畫核銷文件應提供至本委員會查 

         核。 

         主席說明:蔣委員說明應列入。 

  （二）蔣委員提出說明有關學雜費收入明細表是否由本委員會查核。 

        盧主任說明:學雜費收入一覽表是否由委員會查核，將於下次會議討 

                   論。 

        楊主任說明:有關委員是否查核學雜費收入，或應查核哪些項目，將於 

                   下次會議提出。 

        主席說明:查詢其他學校作法後，可參照辦理。 

九、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10 分。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6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7 年 7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二、開會地點:第五會議室                                記錄:宋雪萍 

三、主席: 許主任委員俊顯 

四、出席人員: 

幼保科蔣委員嘯琴、牙體技術科張委員正君、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黃委 

員英明、資訊管理科王委員瓊如、應用外語科何委員秋玉、通識中心 

陳委員秋吟、物理治療科文委員淑娟 

五、列席人員: 

    總務處陳立主任、莊事務組長智能、洪出納組長明麗、會計室楊主任媚靜 

六、主席報告:略 

七、業務單位報告：略 

八、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查核總務處出納組本校 97 年 7 月 14 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 

  說明: 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項辦理。 

  決議：各銀行帳戶餘額（詳如附件一），查對銀行存摺、對帳單與現金日報表 

        金額確實無訛，決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查核本校美食街合約及收入入帳情形，請總務處提出書面資料。 

  說明: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項辦理。 

  決議: 合約經查核無異。 

 

提案三: 

  案由:查核 97 年度教育部「獎補款執行計畫」採購流程(含上網公告、 

       招標情形等)」執行情形，請總務處提出書面資料。 

  說明: 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7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4時 

二、開會地點:第三會議室                              記錄:宋雪萍 

三、主席: 吳主任委員昭燕 

四、出席人員: 

    視光科卓委員達雄、通識中心郭委員千華、幼兒保育科賴委員麗敏、牙體 

    技術科董委員國龍、資訊管理科王委員士豪、應用外語科何委員秋玉、物 

    理治療科文委員淑娟、醫學影像技術科蕭委員雅慧 

五、列席人員: 

    會計室楊主任媚靜、技術合作處盧主任文芳、總務處陳立主任、簡事務組 

    長駿莛、劉保管組長春柳、洪出納組長明麗 

六、主席報告:略 

七、業務單位報告：略 

八、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修訂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如附件一）， 

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實際作業需修正該組織規程。 
   二、經各委員逐條討論，需修訂後通過，再提報校務會議。 

決議：本案經修訂後通過。 

 
提案二： 
案由: 查核會計室 97 年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收入（如附件二）。 

說明: 

  一、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辦理。 
  二、依會計室楊主任說明，依據附件二「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與 96 學年度學雜費收入比較表」，本校 97 學年度招生人數較 96 學  
      年度增加，故預估 97 學年度學雜費收入可增加新台幣 1,000 萬元。 
決議: 經各委員參閱資料，無其他意見，故准予備查。 

 

 



提案三: 
案由：查核總務處出納組 97 年 12 月 15 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如附 

件三）。 

說明：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二項辦理。 

決議：經各委員查對銀行存摺、對帳單與現金日報表金額確實無訛。 
 
提案四: 
案由:查核總務處 97 年度教育部之各項獎補助款(包含整體發展及提升教學品 

質）、資本門採購、驗收與保管程序是否依規定辦理及相關執行進度( 
     如附件四)。 

說明:  

  一、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七項辦理。 
  二、依總務處陳主任說明，依據附件四「97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資本門採購進 
      度一覽表及97年度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資本門採購進度 
      一覽表」，請各委員查核各計畫相關作業程序資料。 
  三、各委員以抽查方式進行查核，抽查計畫名稱說明如下: 
優先序 案號/契約 名稱 抽查委員 

11 97009-1 個人電腦組 郭千華 
52-56 97029 資圖處教學系統相關設備 蕭雅慧 
59 97031-1 英檢網(永久授權) 王士豪 

92-93 97036 液晶電視、數位相機 賴麗敏 
95 97038-1 全自動鏡片驗度儀 文淑娟 

 
決議: 經各委員抽查查核部分計畫，各項獎補助款(包含整體發展及提升 
      教學品質）、資本門採購、驗收與保管程序經查核相關資料，無異常情形。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50 分。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7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8 年 1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第三會議室                                 記錄:宋雪萍 

三、主席: 吳主任委員昭燕 

四、出席人員: 

    醫學影像技術科蕭委員 雅慧、幼兒保育科賴委員 麗敏、牙體技術科董委員 國 

龍、資訊管理科王委員 士豪、應用外語科何委員 秋玉、物理治療科文委員 淑 

娟(請假)、視光科卓委員 達雄(請假)、通識中心郭委員 千華(請假)  

五、列席人員: 

    人事室簡主任 春潭、學務處及幼保科許組長芸菲（代）、會計室鄭組長 美麗 

(代)、技合處盧主任 文芳、技合處莊組長 雅晴、總務處陳 主任立、簡事務組 

長駿莛、劉保管組長 春柳、洪出納組長 明麗、職治科張主任 明瑞 

六、主席報告:略 

七、業務單位報告：略 

八、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查核總務處出納組 98 年 1月 14 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如附件一)。 

說明: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二項辦理。 

決議：經各委員查對銀行存摺、對帳單與現金日報表金額確實無訛。 

提案二： 
案由:審核本校執行「97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報部資料，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七項辦理。  

二、根據 97 年 12 月 22 日教育部獎補助款訊息公告，各校報部資料內容需含經 

    費使用情形(即執行清冊)、96 學年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含平衡表、收支餘 

    絀表、現金流量表及財務報表附註)、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含專責小組、經 

    費稽核委員會與公開招標紀錄、簽到單)與修正前、後之經費支用計畫書等 

    資料，且需經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先行審核通過後始備文報部，俾便考核 

    運用成效。 

 

 

 

 



三、各委員以抽查方式進行查核，抽查計畫名稱說明如下: 

項目 名稱 抽查委員 
97 年度獎助教師薪資
經費支出明細表 

97 年 4月至 7月薪資經費支出明細表-資訊 
管理科柯助理教授文長  
獎助教師進修-護理科李講師佩育-選派進修 
獎助教師研究-視光科黃助理教授-材質因素
對 CR-39 光學塑膠鏡片折射率之影響 
獎助教師研習-應用外語科李助理教授佩怡
-97 年 5月 4 日第 25 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
研討會暨 2008 國際英語教學與評量研討會 
編纂教材-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黃助理教
授英明-教材製作-放射線治療原理與技術學 

97 年度獎助教師研究
進修分項執行 

學校自辦研習活動-幼兒保育科專題演講-教
師教學專長與研究方向 

97 年度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分項執
行表  

職治科-觸覺活動箱 

賴委員麗敏 
董委員國龍 
王委員士豪 
何委員秋玉 
蕭委員雅慧 

決議: 經各委員抽查查核部分計畫，97 年經費使用情形(即執行清冊)無異常情形。 
      報部資料審核通過，同意准予報教育部。 
 

提案三: 

案由:抽檢本校職治科及幼保科資本門財產，請總務處提出書面資料，提請討論。 

說明: 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六項辦理。 

決議: 詳如抽檢報告(如附件二)。 

提案四： 

案由:查核 97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執行情形及 97 學年度各類獎助學金一覽 

     表，請學務處提出書面資料。 

說明: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辦理。 

決議:經各委員參閱資料，無其他意見，故修正「各類獎助學金一覽表」及「97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執行情形」(如附件三)後通過。 

 

提案五: 

案由:查核本校美食街合約及收入帳情形，請總務處提出書面資料，提請討論。 

說明:依本校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三項辦理。 
決議：經各委員參閱資料，無其他意見，增加收入明細表表單日期(如附件四)後通 

      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