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台科技大學九十四學年度第二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記錄
一、時間：民國 95 年 1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周德光院長

記錄：蘇麗文

四、出席：邱創雄、呂金河、聶澎齡、林國靖、陳木陽、周德光、
林佳慧。
五、列席：洪博昭、陳漢洲、陳賢真
六、主席報告：
感謝大家撥空來參加今天的經費稽核委員會議，希望能夠用最短
的時間，達成最有效率的結果。
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會計主任報告〉
1.94 學年度本校預算編列時，通識教育中心、體育教學中心、
語言中心預算較少，明年應加強這些單位的額度。
2.94 學年度各處室、系所預算數編列多少、剩下多少、執行進度
如何，每兩個月公布一次。已分別在 10 月底及 12 月底的行政
會議上公布。預備金執行情形及進度亦將於下次公布。
3.建議相關單位修改本校獎助金或獎金等辦法，方能落實預算。
例如老師論文獎勵是否應有年度上限？有關本校教師研究獎
助辦法之通盤檢討，將在行政會議提出另行討論。
4.系所購買機器設備 500 萬元（含）以上者，是否妥善使用、是
否發揮預期效用、是否閒置等，將製作一張書面績效表給各系
主任填寫，該設備在教學、研究、建教合作上之具體量化績效。
每學期提報一次，必要時邀請該系主任蒞會說明。
5.95 年度經常門預備金要編列預算；獎助金屬於經常門預算，將
以最近兩三年度為基數來編列，獎助金超支的部分才動用預備
金。
6.會計室已增加 1 名聘僱人員，且搬到 2 樓，空間較為寬敞，憑
證能夠依序擺放；撥款系統使用也電腦化，故付款速度應能加
快。
7.95 學年度預算執行要更保守，擬保留 1 億元預備金，未來 5 年

每年要償還 1 億多元，希望明年開始預算執行能步入正軌，這
是大家要努力的目標。
八、總務長報告：
壹、工程結算報告
一、教學研究大樓新建工程：
（一） 工程結算金額：
１、 建築工程：339,054,561 元；原有發包總價
336,000,000 元，追加工程款 3,054,561 元（追加工
程款約佔原有發包金額之 0.91％）
２、 水電工程：98,500,000 元；原有發包總價 95,000,000
元，追加工程款 3,500,000 元（追加工程款約佔原有
發包金額之 3.68％）
（二） 工程期限說明：
本工程於 94 年 9 月 9 日取得使用執照。本校於 94 年 9 月 12
日開學使用，開學後因室內細部工作繼續施工，造成學校使
用之不便，經本校與承包廠商協商，承包廠商同意將休閒事
業管理系、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及視覺傳達系加鋪石英
地磚（費用為 510,825 元）
、牆壁踢腳油漆（費用為 748,800
元）
、西北側廣場鋪面下加鋪 RC（費用約 44,500 元）及九至
十二樓東側教師研究室隔間修改（折價 120,000 元）等工程
不予計價（工程費合計為 1,420,000 元）以彌補本校之不便。
二、 新校區排水工程：本校新購校區原為未開發之素地並無排水系
統設置，為避免校園內原排水系統無法負荷。擬於新舊校區連通
道路下新設大排水溝，並連通至本校原有雨水排放口。
（一） 完工日期：94 年 9 月 30 日
（二） 預算金額：5,000,000 元。
（三） 總工程結算金額：3,700,000 元；原發包總價為 3,700,000
元。
三、 休閒事業管理系廚具設備工程：休閒事業管理系於教學研究大樓

三至六樓設置中餐、西餐、烘焙及調酒實習教室，為配合 94 學
年度預算先行發包中餐、西餐、烘焙教室。
（一） 完工日期：94 年 10 月 9 日
（二） 預算金額：16,000,000 元
（三） 總工程結算金額：14,450,000 元；原發包總價為
14,450,000 元。
四、 藝文中心二樓室內裝修工程：原有藝文中心二樓配合藝術品之收
藏，進行室內裝修。
（一） 完工日期：94 年 11 月 18 日
（二） 預算金額：6,600,000 元。
（三） 總工程結算金額：6,500,000 元；原發包總價為 6,500,000
元。
貳、進行中工程概況：
一、 汽車工廠部分拆除工程：配合新校區連通道路之新建，汽車工廠
部分位於新建道物上，故需拆除汽車工廠部分，本工程僅包含牆
面拆除及遷移。
（一） 發包金額：298,000 元。
（二） 預算金額：500,000 元。
（三） 工程進度：於 95 年 1 月 7 日開工，預定於 1 月 27 日前完
工。
二、 N 棟及哲學之道北側道路拓寬工程：因哲學之道北側道路接通日
後連接新校門之十二公尺道路，本道路原有道路寬度僅為十公
尺，配合新校門道路規格予以拓寬柏油路面至 12 公尺，兩側另
加 1.5 公尺人行道。
（一） 發包金額：1,050,000 元。
（二） 預算金額：1,500,000 元。
（三） 工程進度：於 95 年 1 月 12 日開工，預定於 2 月 12 日前
完工。
三、 N 棟斜屋頂防水工程：N 棟斜屋頂因防水功能不佳致雨天漏水嚴

重，故拆除原有文化瓦施做防水層，再鋪以瓦型鋼板屋頂。
（一） 發包金額：1,900,000 元。
（二） 預算金額：0 元
（三） 工程進度：於 94 年 12 月 30 日開工，預定於 94 年 2 月
12 日前完工。
四、 新校門及機車停車場新建工程：本校正門由於出入巷道狹窄，出
入甚為不便。現本校新購校區東側面臨 12 公尺計畫道路，且連
通至 1 號省道亦極為方便，故擬將本校大門遷至該處。並配合機
車不准進入校園之管制，於新校門南側增設約 300 輛之機車停車
場。
本工程於 94 年 1 月 3 日進行規劃簡報，目前正進行規劃修正，
預定 95 年 4 月底完成規劃，8 月底工程完成。
五、 小木屋拆除
說明：
１、 小木屋建於 84 年，總樓地板面積為 218.38 平方公尺（66
坪），是為休閒事業管理系實習旅館之用。
２、 因小木屋受白蟻啃蝕已不堪使用，且因休閒事業管理系實習
旅館已遷至教學研究大樓四樓，現小木屋已閒置不用，故擬
予以拆除。
３、 本工擬報請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進行拆除。
４、 本項工程費用約新台幣三十萬元。

參、申購國有土地進度
１、 本校擬購之國有財產局土地已辦妥使用分區變更及分割手
續，目前正辦理土地價購手續（註：已於 95.1.10 發函國有
財產局）。
２、 擬購之國有地計有台南縣永康市頂中段 241-2、242-1、
243-2、243-3、244-2、244-3、245、245-1 地號等八筆土地，
面積總計 200.12 平方公尺。按公告現值加五成估計，總價
約三百七十萬元。

九、委員綜合意見：
1.目前每 2 個月於行政會議公佈一次的各單位預算及實際支用
數據，建議應包括校長以預備金對各單位之補助，希望藉此能
讓各系主管同儕間產生一些制衡作用。
2.各系設備良好，管理是否也相對的好？資源可以共享、系與系
之間的設備也可以共享。希望各系所間能多發揮資源共享的精
神。
3.目前工學院老師每個月 18000 元研究獎助金之申請由系主任
提名，可能不夠客觀。建議由校務會議或校教評會提名。（經
工學院盧院長事後說明，該研究獎助是以老師發表論文或參加
競賽獲獎表現來評選，申請時由系主任簽名只是行政程序，並
非提名）。
十、討論提案：
案由：本校執行 94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使用情形，
提請審議。
說明：單項獎補助經費使用情形〈執行清冊〉其修正前後之經費
支用計畫書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臨時動議：
案由：本校目前學生數 18000 人，1 年總收入 17 億多元，因組
織龐大，人事費即佔 10 億元左右，未來學生數若降到
15,000 人，1 年總預算可能只有 14 億，扣除人事費及水
電費支出就所剩無幾，有何方法提醒全體同仁要有危機意
識，以學校整體利益考量之觀念。
決議：開源節流。總務處明年編列預算區分各系館電表，劃分各
系館責任區，以加重各系自行管理的責任。學生宿舍則以
插卡管制用電及冷氣，以達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並培養年
輕人惜福、惜物之觀念。
十二、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