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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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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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醫護管理專校 97 學年度第三次經費稽核會議紀錄 
時    間：98 年 6 月 30 日 (星期二)  上午 9時 

地   點：A302 資管科會議室 

主    席：王主任委員    士豪                            

出席人員：王主任委員士豪、夏委員光宇、董委員國龍、蕭委員雅慧、賴委員麗敏、卓委

員達雄、文委員淑娟 

列    席: 會計室鄭組長美麗、總務處出納組洪組長明麗、技合處莊組長雅晴、宋雪萍小

姐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参、討論事項： 

提案一 :                                             提案人：王主任委員    士豪 

 案由：查核 97 學年度第二學期之學雜費收入，提請各位委員查核。                        

    說明：1.依照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97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會工作事項說明一覽表進行

本校 97 學年度第二學期之學雜費收入查核。 

         2.相關查核資料煩請會計室協助提供。 

    決議：97 學年度，上學期暑修收入因第二梯暑修人數未訂，因此尚無經費報表，其餘查

核無誤。 

 

提案二 :                                             提案人：王主任委員    士豪 

 案由：查核總務處出納組 98 年 6 月之現金及銀行存款收支日報表，提請各位委員查核。          

    說明：1.依照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97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會工作事項說明一覽表進行

本校 98 年 6 月之現金及銀行存款收支日報表查核。 

         2.相關查核資料煩請總務處出納組協助提供。 

    決議：現金及銀行存款收支日報表基準日為民國 98 年 6 月 26 日星期五，經文委員淑娟、

董委員國龍、蕭委員雅慧、賴委員麗敏、卓委員達雄等五位委員查核無誤。 

 

提案三 :                                             提案人：王主任委員    士豪 

 案由：查核與覆核資本門財產報告，提請  討論。                        

    說明：查核與覆核本校各科 97 學年度資本門財產報告情形報告。 

    決議：上一次查核紀錄中幼保科兩項資本門項目(1.乳牙模型,2.筆記型電腦)，未存放在

保存地點，本委員會預計於 98 年 7 月 1 日下午，由董委員國龍、王委員士豪前往幼保科

再度進行覆核，並於下一次會議提出報告。 

 

提案四 :                                             提案人：王主任委員    士豪 

 案由：籌劃下一屆委員推薦作業，提請  討論。                        

    說明：1.本屆委員會委員任期為 97 年 8 月 1 日至 98 年 7 月 31 日，即將屆滿。 

 2.擬公告下一屆委員推舉作業規定至各單位，俾利相關作業之交接與下學年校務

會議選舉之進行。 

    決議：提請技合處於行政會議公告，請各科於 8月 31 日前，推舉兩位未參與學校講補款

專責小組之老師名單，送交校務會議進行議決，按照本委員會之組織章程，依得票數高

低排序下屆委員名單。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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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醫護管理專校樹人醫護管理專校樹人醫護管理專校樹人醫護管理專校 9797979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四四四四次次次次經費稽核經費稽核經費稽核經費稽核會會會會議議議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98 年 7月 13 日 (星期一)  上午 9時 

地   點：第五會議室 

主    席：王主任委員    士豪                            

出席人員：王主任委員士豪、夏委員光宇、賴委員麗敏、郭委員千華、文委員淑娟、何委

員秋玉  

列    席: 會計室(鄭組長美麗)、總務處出納組(洪組長明麗)、總務處事務組(劉組長春

柳)、技合處(盧主任文芳) 

 

壹壹壹壹、、、、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貳貳貳貳、、、、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参参参参、、、、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 : :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人人人人：：：：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                士豪士豪士豪士豪    

    案由：查核總務處出納組 98 年 6月之現金及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提請各位委員查核。                       

    說明：1.依照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7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工作事項說明一覽表進行

本校 98 年 7月之現金及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查核。 

         2.相關查核資料煩請總務處出納組協助提供。 

    決議：由出席委員分別進行查核，查核結果無誤。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 : : :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人人人人：：：：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                士豪士豪士豪士豪    

    案由：本校美食街合約及收入入帳情形查核。                        

    說明：1.依照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7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工作事項說明一覽表進行

本校美食街合約及收入入帳情形查核。 

         2.相關查核資料煩請會計室協助提供。 

    決議：各出席委員分別就各廠商與合約資料進行查核與檢閱，查核結果與合約相符無誤。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三三三三 : : :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人人人人：：：：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                士豪士豪士豪士豪    

    案由：覆核幼保科資本門設備，提請討論。                        

    說明： 上一次查核紀錄中幼保科兩項資本門項目(1.乳牙模型,2.筆記型電腦)，未存放

在保存地點，本委員會於 98 年 7月 1日下午，由董委員國龍、王委員士豪前往

幼保科再度進行覆核，覆核結果與後續處理情形報告。 

    決議：1.經覆核後，幼保科之乳牙模型已由幼保科自行採購新品補上，並確實黏貼財產

標籤無誤，另筆記型電腦原借用人也已歸還幼保科，經覆核財產標籤無誤。 

          2.建議各科妥善保管相關專業教學儀器設備，並確實登記借用紀錄，以維護教學

儀器設備之正常使用與妥善率。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四四四四 : : :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人人人人：：：：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王主任委員                士豪士豪士豪士豪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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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查

核。 

說明：1.依照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7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工作事項說明一覽表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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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查核。 

          2.相關查核資料煩請總務處事務組協助提供。 

                決議：由出席之委員針對 97 年度教育部獎補款計畫進行抽查，查核結果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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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人人人人：：：：總務處事務組劉組長總務處事務組劉組長總務處事務組劉組長總務處事務組劉組長        春柳春柳春柳春柳    

             臨時動議一: 

        擬請經費稽核委員會賦予財產盤點與保管之法源依據。 

    說明:學校之專業教學儀器設備，多由自籌款與教育部相關補助經費購置，並由各單位使   

         用與保管，擬請經費稽核委員會制定相關財產與設備之管理與使用辦法，已建立校 

         內財產設備之管理與使用之內控制度。 

     決議:1.經費稽核委員會依照組織章程之規定，主要對學校之各種經費使用進行稽核與 

            查驗，任務重點宜著重經費與款項之使用與流程之確實無誤，避免與糾舉疏失。 

          2. 本校設備儀器保管與使用，各單位均有相關管理辦法，稽核委員會乃根據相關     

             辦法進行查核，不再另訂辦法。 

          3. 委員會成員查核各項經費之使用情形另會酌情查核相關之設備儀器之保管使 

             用情形，若有不當之處，如提案三之覆核幼保科財產之案，會在委員會議中提 

             出報告與後續追蹤，以此報告與會議紀錄提供相關處室進行後續處理。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99998888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8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 中午 12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C棟3樓第三會議室                               記錄:王順興 

三、主席:  

四、出席人員: 

視光學科王委員順興、牙體技術科郭委員千華、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蕭委員雅慧、資訊管理科

江委員佰璋、資訊管理科王委員士豪、幼保科莊委員雅晴、物理治療科邱委員勺那、通識中心黃

委員齡瑤、護理科林委員盈如 

五、列席人員: 

技合處盧主任文芳、技合處產學合作組辦事員 宋雪萍 、 出納組 洪明麗 、總務處 陳立 

六、主席報告:  

略 

七、討論事項： 

提案一：推選主任委員 

案由：委員會需要主任委員協調處理事件  

決議：無記名投票，票選主任委員為 王順興 

 

八、主任委員報告： 

新選出的主委未曾擔任過經費稽核委員，並不清楚經費稽核委員會要如何運作，會後請前任主委

王世豪老師予以指導。會後並依據各老師的空堂時段，訂出本學期每月的現金與存款之盤點時

段，與全員到齊開例行性常會之時間。 

 

 

九、臨時動議: 

無 

 

十、散會:同日 中午13 時 00 分。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99998888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8 年 11 月 24 日   下午 15時 00分 

二、開會地點:C棟3樓第三會議室                               記錄:王順興 

三、主席: 王順興 

四、出席人員: 

視光學科王委員順興、牙體技術科郭委員千華、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蕭委員雅慧、資訊管理科

江委員佰璋、資訊管理科王委員士豪、幼保科莊委員雅晴、物理治療科邱委員勺那、通識中心黃

委員齡瑤、護理科林委員盈如 

五、列席人員: 

出納組 洪明麗  

六、主席報告:  

1.請委員一同閱讀”經費稽核委員會之組織規程”第五條之”職責規定，討論經費稽核小組應該

執行之工作內容，與可以執行之工作項目。並思考經費稽核委員會的原始立意。 

2.本稽核委員會無編列預算，故無執行經費。 

3.經詢問本校教職同仁之意願，無人願意依照組織規程第十條來擔任執行秘書。 

 

七、討論事項： 

提案一：王主任委員順興建議更換主任委員 

案由：王主任委員順興覺得並不適合但任主任委員的職責，建議重新推選任新的主任委員  

決議：多數委員不贊成此項提案。 

 

提案二：請委員自行依據經費稽核委員之職責規定來展開初步之稽核工作 

案由：主委建議委員自行利用時間到會計室或是總務處等相關單位查詢 

決議：請委員們下次常會各自針對自行稽核的結果提出報告，以利進一步的擬定計畫。 

 

九、臨時動議: 

無 

 

十、散會:同日 中午16 時 20 分。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98 學年度第 3 次經費稽核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99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整 

開會地點：C403  

主 席：王順興  

紀 錄：郭千華 

 

  出席者：如簽到表  
    

 

  一、主席報告： 

        （一）本會議先進行盤點現金，再進行提案討論。 

        （二）12 月初有至總務處查核資源回收金現況，校方確實將 

回收金入學校自籌款，97 年 8月至 98 年 6月共 48000 

元；98 年 9月至 10 月共 20000 元左右，平均每月 5000 

元，請 20 名工讀生，每人 20 小時，共需支付 400 小 

時的工讀金，也入不敷出，雖然有些學校專款專用， 

但校方也將此筆回收金回饋在學生身上，所以也無缺 

失。 

    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執行清冊 2 月底報部，需稽核委員檢核，擬議決抽檢 

       執行清冊之日期。 

 



     決議：2月 8 日 9：00AM 於 C403 進行抽檢執行清冊業務，請 

各委員先至學校首頁詳閱教育部支用計畫書，以便當天 

查核。 

       提案二： 

       案由：技合處建議需要進行財產盤點，擬議決 98 學年度第二 

學期財產盤點必要性。 

       決議：因為評鑑委員非常肯定此舉，所以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 

將安排時間進行各科財產盤點。 

        提案三： 

        案由：本會無執行祕書，建議輪流分攤工作，擬選出下次會 

        議紀錄人選。 

        決議：由邱勺那老師擔任下次紀錄。 

三、盤點現金，確實無誤。 

四、臨時動議： 

（一）廠商租賃租金的查核應列入下學期的業務。 

 

散   會：4點整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99998888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第四四四四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9 年2 月8 日(星期一)上午9時 00分 

二、開會地點:C406視光科會議室                        記錄:邱勺那、王順興 

三、主席: 王委員順興 

四、出席人員: 

視光學科王委員順興、牙體技術科郭委員千華、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蕭委員雅慧、資訊管理科

江委員佰璋、資訊管理科王委員士豪、幼保科莊委員雅晴、物理治療科邱委員勺那、通識中心黃

委員齡瑤、護理科林委員盈如 

五、列席人員: 

技合處盧主任文芳、技合處產學合作組辦事員 宋雪萍 

六、主席報告:略 

七、討論事項: 查核98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執行清冊情形。 

附件 優先序 項目名稱 查核委員 有無缺失 

1 9 功能性生理能力評估工具 王士豪 無 

1 69 雷射銲接機 王士豪 無 

1 71 教室 E 化設備組 王士豪 無 

1 3 數位教材製作基礎設備組 王順興 建議事項如下 

1 27 大型雷射底片掃瞄機 王順興 建議事項如下 

1 18 兒童特製輪椅 黃齡瑤 無 

1 19 俯臥站立架 黃齡瑤 無 

1 20 數位攝影機 江佰璋 無 

1 30 半身安妮 CPR 模型 莊雅晴 無 

1 31 美國丹佛 DENVERΠ中文版評估工具套組 莊雅晴 無 

1 32 專題用電腦組 蕭雅慧 無 

1 33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蕭雅慧 無 

1 48 婦科觸診訓練模型 蕭雅慧 無 

2 5 UHF1 充電、雙頻道無線麥克風 郭千華 無 

2 10 單眼相機 林盈如 無 

四之（二） 1 獎助教師進修（序號 2、6） 蕭雅慧 無 

四之（四） 32 數位相機 邱勺那 無 

王順興老師的建議 

98 獎補助款 資本門優先序 3 :  98061 數位教材製作基礎設備組  $685,000 

    

稽核紀錄稽核紀錄稽核紀錄稽核紀錄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1.執行經費稽核時，查不到原先寫申購案時訪價的資料，此不利於評估整個採購過程之金額是

否”合理”。因為比對訪價資料與成交資料，可以累積優良之採購經驗。建議檢附原始訪價之資

料。 



2.購置單上金額修正部份應該蓋申請人的印章，而非總務處採購者的印章為宜。 

3.此採購案耗時兩個半月，投標三次。而採購案最後成交價與預算一致，與兩次流標的底標相去

接近三成。顯示申購時的訪價確實，但是底標選定與實際的市場價格有一定的差距。應考慮是否

在訂立底標時，亦該建立訪價的機制，以免無謂延長採購之時程，降低買賣雙方之效益。 

4.實際檢查此採購案之財產放置處，發現有幾個缺失，建議改善： 

(a)建議將”數位教材製作”的六台電腦集中放置於採購的電腦桌，建置成”數位教材製作”專

區，並可製作一張海報，標示此專區。 

(b)稽核當天(20100208)，攝影機與六台電腦、兩台筆電、光碟 1 對 5 拷貝機、多功能事務機都

還沒貼上財產標籤，建議盡速改善。 

(c)建議為此套”數位教材製作設備”建立”器材使用登記記錄本”，以了解與追蹤購置之設備

的使用情形。 

(d)建議電算中心通知全校老師已經添購了新的” 數位教材製作設備”，並歡迎老師使用。(此

點電算中心立即改善，已經於 20100208 15:28 發出 EMAIL 給全校老師) 

 

 

 

98 獎補助款 資本門優先序 27 :  98022 大型雷射底片掃瞄儀  $1,200,000 

 

稽核紀錄與建議稽核紀錄與建議稽核紀錄與建議稽核紀錄與建議:::: 

1.同樣無原始訪價之資料。建議檢附，以累積文字化的採購經驗。 

2.此採購案最後成交價比申購計畫預算低了 17%，接近兩成。是否顯示申購訪價仍有改善的空間? 

3. 此採購案耗時六個月(標案 4 個月，進口物品 2 個月)，共投標六次。整個採購案的效率似乎

不夠高，若是改採用”最有利標”，而非”最低價標”時，是否有可能增進採購之效率，並創造

買賣雙方雙贏？而採購過程中潛藏的成本並非單靠帳面數字就可以衡量。 

4.器材放置於醫影科實驗室，並妥善貼好財產標籤。檢查無誤 

 

 

八、臨時動議:下次會議由林盈如老師紀錄。 

九、散會:同日上午10 時 3 0 分。 



總務處回覆 

針對稽核紀錄與建議下列幾點進行回覆： 

一、98獎補款資本門優先序 3：98061數位教材製作基礎設備組 

1 、第 3點所提流廢標原因除第 1次流標為投標廠商家數不足，其他主要是使用

單位所列之採購規格較高，造成 1次流標（無廠商投標）、1次廢標（投標金額

高出預算）；之後使用單位提出檢討並進行規格變更，變更案號後辦理重新公開

取得報價單，於第一次順利決標。 

2、第 4點（b）攝影機、六台電腦等之財產標籤以於建檔時交資圖處，已請資圖

處保管之人員改正，避免類似情事發生。 

二、98獎補款資本門優先序 27：98022大型雷射筆片掃描儀 

1、本案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18條辦理上網公開招標採購事宜，因此第 3點所建議

之最有利標方式不適用本案。 

2、本案係由醫影科所提之預算辦理採購，此標案辦理了六次招標流廢標原因： 

   1次流標理由：未達法定家數。 

   1次廢標理由：廠商資格文件不符。 

   3次廢標理由：未達校長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