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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稽核結果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一) 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稽核

1. 自行收納收款作業 檢視業務單位收受現金開

立收據、保管及解繳各專

戶情形/實地稽核

經調查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各業務

單位辦理自行收納收款作業，均係

依照該作業程序填寫繳款通知單通

知繳款人繳納款項。嗣收款後，皆將

其登入於收據系統資料庫。並於當

日或次日解繳國庫。

抽查結果並

無不合作業

規範情形。

無。

2. 付款作業

—國庫集中支付國庫

集中支付

檢視國庫集中支付之流

程、相關憑證審核情形/實

地稽核

1. 成功大學頂尖計畫補助款俟教育

部撥付至國庫支付專戶後，依規

定按頂尖計畫月份分配數請領，

請領項目包含資本門與經常門。

2. 經抽核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各 2

筆共 4 筆之國庫集中支付流程，

主計室開立之付款憑單及傳票遞

送清單與出納組林冠宏先生填寫

抽查結果並

無不合作業

規範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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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之通知表中憑單編號、資本門與

經常門之分類及金額等資訊皆一

致，且皆以限時掛號寄送至財政

部國庫署支付管理組。

3. 經檢視以上 4 筆補助款，並核對

電匯入戶匯款明細表，款項皆確

實入帳，隨後主計室製作收入傳

票，並經經辦人、單位主管、主計

室主任及正副執行長簽核蓋章。

4. 經檢視以上 4 筆補助款，出納組

林冠宏先生當月底皆確實進入財

政部國庫署網站列印該月份庫款

支付對帳單，經核對對帳單之日

期、憑證編號及金額，確定與成

功大學電匯入戶匯款明細表一致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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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3. 小額付款作業 檢視小額付款作業辦理情

形及小額付款備查簿登載

情形/實地稽核

1. 經抽核民國 104及 105年度各 15

筆共 30 筆小額付款作業之請款

清冊及支出傳票，確認

a. 小額付款支出之費用，其原始

憑證（發票或收據）皆確實黏

貼於「黏貼憑證用紙」上。

b. 小額付款金額皆符合控制作

業中所訂定之1萬元以下之範

圍。

c. 小額付款請款清冊批次號總

金額及支出傳票金額加總相

符。

d. 支出傳票經相關權責人員覆

核，且其原始憑證皆確實加蓋

付訖及日期章

2. 經抽核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上述

共 30 筆小額付款作業之請款清

抽查結果並

無不合作業

規範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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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冊及成功大學匯款發放郵局清

冊，確認兩者記載之受款者及金

額相符。

3. 經檢視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之小

額付款記帳登記簿，確認

a. 該登記簿之小額批次號與小

額付款請款清冊之出納批次

號核對一致。

b. 該登記簿之出納編號與小額

付款請款清冊之付款編號核

對一致。

c. 該登記簿之實際轉帳匯款日

期與匯款發放郵局清冊記載

之日期核對一致。

d. 該登記簿之匯款總筆數及累

計總金額與小額付款請款清

冊核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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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e. 該登記簿之401批次號及支票

號碼與支出傳票之記載核對

一致。

4. 押標金、保證金及其

他擔保之收付作業

檢視押標金、保證金及其

他擔保作業辦理情形/實

地稽核

1. 針對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單位辦

理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

收付作業，經抽核兩年度 30 筆樣

本，確認其業經適當人員核准。

2. 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收

款時均按順序編號開立收據，此

收據係於投標現場開立，無論有

無得標皆會作廢，如有得標則另

外開立收據。

3. 對得標廠商，將押標金轉換為履

約保證金或保固保證金等，於履

約完成後，廠商填寫申請書向學

校申請退還保證金，經主計室核

准後附上收據給出納組完成後續

抽查結果並

無不合作業

規範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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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還款動作。

5. 小額採購作業 檢視小額採購作業及驗收

作業辦理情形及是否有規

避政府採購法之意圖/實

地稽核

1. 依國立成功大學採購辦法，小額

採購作業主要係針對金額小於

新臺幣 100,000 元以下之採購，

會由使用單位提出申請，不經過

採購組。金額於新臺幣10,000元

以下，由單位主管核准；新臺幣

10,000 元以上需檢附一家廠商

估價單，並經經辦人審查報價合

理後，經校長核准之。

2. 屬於共同供應契約項目，請購單

位應優先使用，如不利用應檢附

「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理由書」

經單位主管核准後備查。經抽核

採購項目中有可於政府電子採

購網共同供應契約而不使用者，

抽查結果並

無不合作業

規範情形。

經抽查發現金額大

於新臺幣10,000元

之採購項目繁多，

為考量執行效率，

建議學校可建立分

層核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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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使用單位皆依規定檢附「不利用

共同供應契約理由書」。

3. 請購單經核准後即通知廠商交

貨。交貨完成後，應經適當人員

驗收，並於憑證上之驗收證明欄

簽核確認。

4. 經檢視民國 104 年度請購單號

104-62600 及民國 105 年度請購

單號 105-6067 單位辦理小額採

購作業，小額採購金額皆符合控

制作業中所訂定之範圍。請購及

核准流程至驗收之作業，均係依

照該作業程序並經適當人員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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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6. 招標採購作業 檢視招標採購作業辦理情

形及是否有限制廠商競爭

情事及規避政府採購法之

意圖/實地稽核

1. 主要針對採購組及營繕組之採

購作業進行瞭解。採購組主辦勞

務、財物、耗材及租賃等採購招

標；營繕組主辦工程招標作業。

2. 採購組：

a. 經分別抽查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採購組辦理招標採購

作業，請購單位均備齊會核

單、請購單、財物/勞務(租

賃、維護)明細表、單價明細

表、廠商報價單及底價建議

表提供給採購組。採購組於

審核中，若發現請購單位於

填寫表單有缺漏，會將建議

寫在會核單中，再將整份文

件轉回予請購單位修改。俟

修改完成後，再次送給採購

抽查結果並

無不合作業

規範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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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單位做審核。採購單位確認

無誤後會送經各單位核准

並呈送至校長。校長簽核完

成後，會將公文送回原請購

單位，原請購單位再將資料

送予採購組，即請購流程完

成。

b. 另其餘招標及驗收之流程，

採購組均係依照招標採購

作業進行，決標後皆適當記

錄於開標紀錄表與結算驗

收證明書。

3. 營繕組

a. 依據設計監造單位提具預

算書圖，併投標須知、契約

樣稿，簽立確定預算項目及

核准後，辦理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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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b. 由設計監造單位事先設計

該工程之建案，研訂技術規

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

或服務之特性，並作出預算

總表後，提交發包資料予營

繕組。

c. 另其餘招標及驗收之流程，

採購組均係依照該作業進

行，決標後皆適當記錄於開

標紀錄表與結算驗收證明

書。

7. 教職員月退休金、年

撫卹金及月撫慰金核

發作業

檢視教職員月退休金、年

撫卹金及月撫慰金核發作

業辦理情形/實地稽核 

1. 經查詢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公教

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其載有

發放對象之月俸額及時發金額資

訊。人事室於每月定期核對並更

新領受人相關資料，確認資料庫

中是否有資料變更、喪失或停止

抽查結果並

無不合作業

規範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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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領受事由。

2. 發放清冊及簽呈業經承辦單位人

事室權責人員、會辦單位出納組

權責人員、主計室權責人員、財

務長及校長簽名核准。

3. 經檢視轉帳清冊、匯款明細、民

國 104 年 7 月 9 日開立之支出傳

票 C200736、民國 105 年 1 月 12

日開立之支出傳票C200031、民國

105 年 2 月 1 日開立之轉帳傳票

C400022、民國 105 年 4 月 14 日

開立之轉帳傳票C400127，發放金

額比對無誤，並業經權責人員簽

名核准。

8. 用人費用會計審核作

業

檢視用人費用會計審核作

業辦理情形及人事預算編

列情形/實地稽核 

1. 經調閱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員

工薪俸工餉印領清冊」資料，核

對人員薪金，皆核符該人員職等

經檢視未法

現異常之情

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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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及加給資格。

2. 經檢視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員工

薪俸工餉印領清冊、人事費請款

通知單及暫付款申請單皆經出納

組、財務長、事務組、總務長、人

事室、主計室等權責人員及校長

簽名核准。

3. 經比對清冊發放金額、受款人清

單、郵局款項總表、民國 104 年

5 月 26 日開立之付款傳票

T300804、民國 104 年 6月 5日開

立之轉正傳票 T400849、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開立之付款傳票

T300310、民國 105 年 10 月 20 日

開立之轉正傳票T400687、發放金

額比對無誤，並業經權責人員簽

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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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二) 現金出納及壞帳處理

之事後查核

檢視校務基金交易循環，

有關現金出納及壞帳處理

之事後查核，查核包括 104

至 105 年度出納會計事務

查核報告/書面審查

1. 經詢問出納組謝宜芳組長，針對

預收收據未進帳部分，若逾三個

月未辦理進帳，會以電子郵件通

知業務單位。另，一年有兩次以

紙本函送業務單位，請承辦人員

瞭解狀況以確定匯款時程。若有

無法餘期限內匯入者，將請業務

單位向付款人收回預開收據，並

予以作廢。

2. 經檢視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之出

納會計事務查核報告，報告結論

有建議預開收據未進帳應加強管

制。各單位皆有針對未進帳項目

回覆理由並經權責主管核准，如

遇重複開立，亦進行註銷作業。

3. 經檢視民國 106 年 5 月 11 日之

預開收據未進帳回覆單，確認

經檢視未法

現異常之情

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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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a.已由系統自動擷取預開收據

未進帳清單。

b.業務單位回覆預開收據未進

帳原因狀況佳。

c.根據回覆結果，以彙整狀況

經出納組長及財務長用印確

認。

(三) 現金、銀行存款、有價

證券、股票、債券與固

定資產之稽核及盤點

檢視校務基金交易循環，

有關現金、銀行存款、有價

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

產之稽核及盤點之事後查

核，查核內容包括四欄式

銀行調節表、定存明細表、

結存日報表、#26 定存單及

保管品月報表、出納組保

管品調節表及財產盤點報

告/書面審查、實地盤點

1. 目前成功大學出納組之庫存現金

分為兩個功能:一為投標時開立

押標金保證書所需之手續費，金

額為新臺幣 20,000 元;另一則為

櫃臺及投幣機找零或換零錢使

用，金額為新臺幣 50,000 元。經

於民國 106 年 7 月 26 日由出納

組謝宜芳組長協助實地盤點零用

金，盤點金額總計新臺幣 64,473

元，與所提供報表一致，差額新

抽查結果並

無不合作業

規範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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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臺幣 5,527 元主要係支付押標金

保證書手續費之相關費用，業已

核對所提供之相關憑證單據。

2. 經抽核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主要

使用帳戶(401、402 及 410 專戶)

各兩個月份之四欄式銀行調節

表，調節表之銀行金額與臺灣銀

行公庫活期性存款戶對帳單一

致，學校帳面金額與會計系統餘

額一致，銀行金額與學校金額之

差異皆已付上差額解釋表進行調

節，各項差額解釋之數字加總與

調節表一致。主要調節項目為已

存公庫會計未入帳及未兌領支

票。

3. 有價證券經檢視集保存摺及理財

商品對帳單確認與帳上結存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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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一致。另亦取得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成功大學財務處有價證券盤

點工作底稿，皆確實執行盤點工

作且經相關權責人員覆核。

4. 成功大學定期存款主要係存放於

郵局及臺灣銀行，兩者之定存單

正本皆寄存於臺灣銀行，故出納

組所留存之憑證為灣銀行保管品

寄存單。經於民國 106 年 7月 26

日由出納組謝宜芳組長及呂惠清

專員協助核對臺灣銀行保管品寄

存證與出納組製作之定期存款明

細表內存款金額、日期、期間、利

率及定存單號碼一致。

5. #26 定存單及保管品多為廠商與

成功大學往來收取之保證金連帶

保證書，亦寄存於臺灣銀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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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納組每個月會向各承辦單位確認

保管品之異動情形並製作保管品

月報表及保管品調節表，經於民

國 106 年 7 月 26 日由出納組謝

宜芳組長及呂惠清專員協助核對

臺灣銀行保管品寄存證明細與出

納組製作之#26 定存單及保管品

月報表內寄存證號、金額、存入

廠商一致。

6. 於民國 106 年 7 月 26 日由財產

管理組組員鄭芳瑛及蔡岳昌協助

實地盤點，實際順盤及逆盤各 16

筆存放於貴重儀器中心、微奈米

科技研究中心、資訊系及化學系

之固定資產，確認盤點標的之存

在性。確認抽盤之項目皆黏貼財

產標籤，標籤上記錄財產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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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編號、取得時間、取得金額、保管

人等資訊，與盤點清冊一致。另

取得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成功大

學總務處盤點紀錄，經查閱皆確

實執行盤點工作且經相關權責人

員覆核。盤點過程若有缺失，具

體提出相關改進方法;未盤得之

財產列出清冊並持續追蹤，針對

前一年度未盤得之財產亦出示處

理結果。

(四) 校務基金各項業務績

效目標達成度之定期

評估、稽催及彙整報

告

檢視本校 104 至 105 年財

務規劃報告書，各單位年

度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

情形/書面審查

1. 經檢視民國 105 年度校務基金績

效報告書，該報告已針對校務發

展策略、績效目標達成情形、財

務變化情形進行說明。

2. 經檢視民國 105 年度校務基金績

效報告書中，將績效量化分為教

學、國際化、研究成果、產學等四

校務基金各

項業務績效

目標達成度

之定期評估

及彙整報告

除下列事項

外，依抽核

建議可考量依各指

標建立客觀評估之

衡量機制，可於撰

寫規劃報告時明確

設定並讓各單位執

行為妥。



國立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 106 年度稽核報告

【稽核範圍：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19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項目進行自我評量。

3. 經檢視民國 105 年度校務基金附

屬單位決算書，民國 105 年度決

算帳面短絀新臺幣 528,775,619

元，民國 104 年度決算帳面短絀

新臺幣 610,281,907 元，短絀未

有增加之情況。

4. 經檢視民國 105 年度校務基金附

屬單位決算書，民國 105 年度期

初現金為新臺幣 6,037,763 仟

元，期末現金為新臺幣5,689,752

仟元，差距約 6%，未低於預計數

新臺幣 5,513,002 仟元。

結果未發現

重大異常。

針對校務

基金績效

報告書已

針對績效

目標達成

情形、投資

收益、財務

變化進行

檢討與改

進方式，雖

有就當年

度達成值

及目標值

進行比較，

惟未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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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異進行說

明及檢討。

(五) 校務基金運用效率與各項支出效益之查核及評估

1. 各種學雜費支用情形 檢視本校 104 至 105 年各

種學雜費支用辦理情形/

書面審查

經訪談瞭解學雜費之支用，並檢視

收支餘絀表，學雜費支用係併同其

他費用撥出，各項費用之撥付未拆

分出來源，故無法單獨瞭解學雜費

支用之狀況。

不適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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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2. 圖儀經費支用情形 檢視本校 104 至 105 年圖

儀經費支用辦理情形/書

面審查

經檢視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各學院

圖儀經費支用情形，該經費係依各

單位師生人數編列預算，經檢視民

國 104 及 105 年度各單位預算達成

率，除民國 105 年中專案設備款執

行率較預算低外，其餘皆符合預期。

專案設備款執行率較預算低主要係

因標餘款較多，而標餘款需按校方

規定回收至主計室重新分配所致，

經檢視標餘款明細未有重大異常之

情事。

經檢視支用

情行並無不

合。

無。

3. 人事費、國外旅費及

體育活動費

檢視本校 104 至 105 人事

費、國費及體育活動費用

支用情形/書面審查

1. 人事費－生日禮金

經抽核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生日

禮金發放流程係由人事於每月底

評估下月的生日禮金發放總額，

至政府採購網之臺銀採購部辦理

共同供應契約案，得標後送經各

經檢視並無

發現不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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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處室會簽，並發起請購單，後送

出納組完成付款並取得統一發

票，禮券由人事室簽收並發放。

取得領取生日禮金職員之簽收

單，將憑證交付主計室入帳。經

檢視政府採購網、簽呈、請購單、

簽收單、入帳傳票及憑證內容相

符且經權責人員簽名核准，尚屬

適當。

2. 國外旅費

(1) 經抽核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

出差申請記錄，出差人員均

已在出差前至成大行政 e 化

系統做線上申請出差。

(2) 於出差結束後，人事室比對

申請人交回之相關憑證及出

差報告並送主計室入帳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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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出納組依入帳傳票付款，經

檢視成大行政 e 化系統、國

內(外)旅費申請單、相關憑

出差證簽、支出傳票及匯款

紀錄，內容相符且經權責人

員簽名核准，尚屬適當。

3. 體育活動費

(1) 經抽核民國 104 及 105 年度

各一筆體育活動費申請，學

生均已填具獎勵金申請表，

並經教練與主管簽核；由體

育室彙總得獎人、參賽結果

等明細提出於室務會議中討

論發放金額，並附有簽函核

准。

(2) 交由體育室彙總並於成大行

政系統上填具得獎人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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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明細，列印出清冊交由主計

室及出納組會簽，並送交主

計室入帳及出納組付款，經

檢視教職員工等各項補助印

領清冊、匯款紀錄及支出傳

票容相符且經權責人員簽名

核准，尚屬適當。

4. 產學合作計畫成效 檢視本校產學計畫計畫辦

理成效書面審查 

經抽核檢視產學合作計畫案，其申

請投標、簽約請款、專案於得標後

由計畫主持人依與廠商或政府間之

合約約定，定期提供執行進度報告

(做為請款之依據)予合作廠商，經

收款入帳等程序皆依照適當程序執

行。所抽核之計畫案皆有達成廠商

之規定結案。

經檢視並無

發現不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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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5. 開源節流計畫成效 檢視本校開源節流計畫辦

理成效書面審查 

1. 經檢視民國 104 及 105 年度開源

節流計畫追蹤報告，發現如下：

(1)開源計畫分別就學雜費收

入、推廣教育、建教合作、

場地設備管理、捐贈、投資

取得等收入進行彙整。

(2)收入部分，皆根據預算達成

率執行情形說明達成狀況。

亦針對達成率較低之捐贈收

入，提出具體改善方案。

(3)支出部分，針對當年度支出

(包含電話費、電費及水費

等)與標值相比，進行探討，

亦根據達成率執行情形說

明。

2. 民國 104 及 105 年度開源節流計

畫追蹤成效業已分別於民國 105

經檢視開源

節流計畫追

蹤報告皆已

就執行情形

進行探討，

並提出改善

方案定期追

蹤，無發現

異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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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缺失事項/

具體興革建議

年 5 月 17 日及 106 年 5 月 22 日

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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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 103 年度之列管案件追蹤報告

列管事項 列管情形 近期追蹤進度 執行狀況

1.學生公費及獎勵

金運用情形

國際處列管 本案於 105 年 1 月 26 日經第三次臨時會議

決議如下:

1. 建議國際處主動向學校教師詢問是否有

認識且值得發展的東南亞國家學校相關

招生管道，由國際處彙整瞭解後，安排相

關招生活動。

2. 提供境外數理資優生入學後在校成績狀

況供委員參閱

本列管案件負責單位國際處業已提出相關回覆：

1. 經檢視國際處回覆內容，業已將實際運作情形具體說明並彙整

教育展及海外招生活動，請參見附件一。 

2. 歷年境外數理資優生成大在校成績狀況業已彙整回覆，請參見

附件二。

2.圖書及儀器設備

之經費運用情形

研發處列管 本案於 105 年 1 月 26 日經第三次臨時會議

提出建議如下:

1. 儀設中心 103 年度儀器收入僅

2,142,750，請瞭解儀器設備實際使用及

管理狀況，確認是否有未入帳之情形。

2. 儀設中心儀器是學校資源，貴儀中心儀

器則是服務大眾，在儀設中心儀器使用

收入不多的狀況下，請儀器中心考量將

儀器留置在儀設中心，除增加學校收入

外，也可避免學校老師使用貴儀中心之

排擠效應。

3. 請儀設中心考量針對校內老師及校外使

本列管案件負責單位研發處業已提出相關回覆：

1. 經檢視研發處回覆內容，已再次確認主計經費系統實收款項資

料，確認款項皆已入帳。

2. 研發處說明貴儀中心經費來源主要來自來自科技部，該儀器設

備皆由科技部列管，故無法將貴儀中心之儀器設備置於儀器中

心。

3. 研發處業已針對儀設中心儀器之使用方式及收費方式訂定收費標

準，請參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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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 列管情形 近期追蹤進度 執行狀況

用者訂定不同收費標準。

3.專案計畫研發成

果稽核

研究總中心列

管

本案於 105 年 1 月 26 日經第三次臨時會議

提出建議如下:

1. 請技轉育成中心提供列管之專利費用詳

細資料說明，針對專利費用欠款情形(包

含科技部、校方及發明人)請規劃處理方

案，以避免問題愈趨嚴重。

2. 請技轉育成中心設計發明人之覆專利自

費額度之切結書，並落實執行，以避免

發明人口頭承諾衍生之欠款問題亦愈趨

嚴重。

本列管案件負責單位研究總中心業已提出相關回覆：

1. 經檢視研究總中心回覆內容，技轉育成中心已積極處理專利費

用欠款事宜，包含：

(1)向科技部爭取約 1000 萬元「發明專利申請維護及推廣計

畫」，用於支付科技部補助研發成果之專利費用；

(2)校方提撥 1,600 萬元及專利經費約 650 萬元，用於清償校方

應付未付之款項；

(3)並針對欠款金額較高之發明人進行專案處理，指派專人定期

追蹤付款進度，目前大多數發明人已付清費用。

2. 為避免發明人口頭承諾衍生之欠款問題，技轉育成中心已設計

並實施「國立成功大學研發成果推廣申請表暨專利費用分攤同

意書」以降低欠款之風險。

4.斗六醫院回饋校

務基金報告

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財務

處）列管

本案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經第二次臨時會議

提出建議如下:

待醫院資金到位轉入校務基金後方能解除列

管。

本列管案件負責單位財務處業已提出相關回覆：

經檢視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4次會議記錄，目前斗六

醫院資金尚未到位，故本案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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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日期 主辦單位 參與單位 地點 目的 參訪學校/單位

103 年度

03/3004/05 工學院 自災所

環工系

土木系

水利系

越南胡

志明市

招生

學術交流

HCM City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HCM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HCM City University if Technology

HCM City University of

07/507/12 學務處 僑輔組 馬來西亞 招生

學術交流

教育展

09/1009/14 國際處 國際處

理學院

工學院

電資學院

馬來西亞 招生

數理資

優競賽

馬來西亞獨中及數理資優生招生行程 居

鑾中學招生說明會 拜訪馬來西亞陳

唱企業 數理比賽資優生說明會

09/2109/27 國際處 國際處

工學院

規劃設計

學院 生

科學院

印尼 招生

學術交流

Institute Technology of Sepuluh November

(ITS)

Universitas Airlangga (UA)

Band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0/1610/20 教務處

國際處

招生組

僑陸組

香港 招生 教育展

10/2310/26 教務處

國際處

招生組

僑陸組

澳門 招生

教育展

10/3111/02 醫學院 護理系 印尼 招生

學術研究

交流

Assocaition of Indonesian Nurses

Education Center(AINEC)

12/0112/09 工學院 水利系

化工系

環工系

機械系

材料系

越南河內/

順化/峴港

招生

學術交流

SATI(STATE AGENCY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no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ST)

HU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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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參與單位 地點 目的 參訪學校/單位

12/1412/20 國際處 理學院

物理系

光電系

校友中心

生科所

越南胡志

明市/順 化/

芹苴

招生

參訪

Can Tho University 芹苴大學

HU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順化教育大

學

HUE University if Science 順化科學大

學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HCMUS) 胡志明市自然科學

大學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HCMUE) 胡志明市教育大

學

104 年度

03/0203/08 工學院 材料系 印尼/菲律賓 招生

學術交流

印尼 Sepuluh Nopemb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TS)

菲律賓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Diliman
03/2203/26 工學院 航太系 泰國 招生 Kasetsart University Tha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chool

High School in Kasetsart University Campus

Chulalongdorn University

08/1208/19 國際處 國經所

微免所

物理系

馬來西亞 招生

教育展

馬來西亞國民大學 馬來亞大學拉曼大學

廈門大學馬來西亞分校

08/1708/22 工學院 機械系 馬來西亞 招生

學術交流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拉曼大學

Multimedia University 多媒體大學

Taylor's University 泰萊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諾丁漢大學馬來西亞分校
09/0809/11 國際處 生科院 規

劃設計學

院

醫學院

菲律賓 招生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菲律賓大學

Ateneo University 雅典耀大學

De La Salle University 德拉薩大學

University of Sto. Thomas 聖道頓馬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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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參與單位 地點 目的 參訪學校/單位

09/1709/20 國際處 國際處

數學系

物理系

馬來西亞 招生

數理資優

競賽

吉隆坡循人中學 巴

生中華獨立中學 吉

隆坡中華獨立中學

10/1510/18 國際處 國際處 澳門 招生 教育展

10/2811/01 國際處 國際處 香港 招生

教育展

華英中學

培正中學

九龍真光女子中學

10/0810/17 工學院 工學院

化工系

材料系

土木系

水利系

環工系

測量系

印尼泗水/

峇里島

招生

學術交流

Sepuluh Nopemb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TS)

Gajah Mada University (UGM)

Industrial Technology Universitas

Islam Indonesia (UII) Yogyakarta

University of Surabaya (UB)

UPN Yogyakarta

10/1510/18 國際處 僑陸組 澳門 招生 教育展

10/910/13 理學院 物理系 泰國 招生 Suranar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UT)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san

10/2811/01 國際處 僑陸組 香港 招生 教育展

11/0711/11 國際處 護理系 印尼日惹/三

寶瓏

招生 Diponegoro University

Gadjah Mada University

12/1012/17 國際處 國際處

工學院

生科院

越南 招生 College of Education, Hue University 順化

師 範大學

Hue University of Sciences 順化科學大學

Hue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順化農林大學

TON DUC THANG UNIVERSITY

VUNG TAU UNIVERSITY

105 年度

03/0503/10 國際處 生科所 馬來西亞 招生 馬來西亞獨立中學

中華獨立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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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參與單位 地點 目的 參訪學校/單位

04/1704/21 工學院 材料系 越南河內 招生 University of Danang 峴港大學

Hue University 順化大學

04/2604/30 工學院 土木系

醫工系

機械系

航太系

測量系

菲律賓 招生 學

術交流

Mapu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De La Sall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04/2705/03 設計學院 創產所

都計系

印尼日惹 工作坊 University of GadjahMada (UGM,

Indonesia) 印尼日惹大學

07/0407/09 工學院 工學院 菲律賓 招生 Mapu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Association od

ChineseFilipino Schools in the Philippines

菲律賓華文學校聯合會

08/1208/23 國際處 僑陸組 馬來西亞 招生 教育展

08/3109/04 國際處 物理系

生科所

國經所

化學系

馬來西亞 招生 數

理資優

競賽

招生說明會（含濱華中學、中華中學與光

華中學）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拉曼大學

招生說明會（鐘靈獨中以及鐘靈國中）

10/1110/15 醫學院 護理系 印尼勿里

洞島

招生

演講

University of Muhammadiyah Jakarta

Assocaition of Indonesian Nurses Education

Center(AINEC)

10/1910/23 工學院 水利系 越南胡志明

市/河內

招生 學

術交流

Hochiminh Cit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Open University or Hochiminh city

Univers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

or University of Natur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cience,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10/2010/23 國際處 僑陸組 香港 招生 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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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參與單位 地點 目的 參訪學校/單位

11/0211/06 工學院 材料系 越南河內 招生 Hano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河內理工大學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anoi (VNU

Hanoi)河內國家大學

VN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河內科技大學

11/1311/19 國際處 測量系

環工系

土木系

水利系

材料系

機械系

醫工系

電機系

資工系

印尼 招生 Sepuluh Nopemb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TS)

University of Pembangunan Nasional

Veteran Jawa Timur (UPN)

University of Brawijaya

University of Diponegoro

Gajah Mada University (UGM)

UPN Yogyakarta (UPNVY)

11/1911/21 工學院 材料系 香港 招生

學術交流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11/1911/27 理學院 理學院

數學系

物理系

化學系

電漿所

越南順化 招生 Ton Duc Thand University

Duy T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 Hue University

Hue University of Sciences

11/2011/24 醫學院 護理系 越南太原 招生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Duy Tan University

12/2012/25 社科院 法律學系 中國北京 招生 學

術交流

中國中央財經大學 北京化工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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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年度 外籍生 僑生

數理資優

競賽年度
系所/姓名 數理資優

競賽名次
學業表現 系所/姓名 數理資優

競賽名次
學業表現

土木系黃思衡 第 8 名 在校 4 年之班排名在

1-3 名內（全班共 52-

98 年 60 人）

(25 屆) 在校 4.5 年之班排名

資源系李建鴻 第 5 名
在 5-49 名內（

103.01.22 畢業，全

班共 54-59 人）

在校 4 年之班排名

1 名內（全班共 49

101 年 數學系邱普照 第 3 名 人)。105.02 畢

(28 屆)
業,並於本校數學

系繼續攻讀碩士

在校 4 年之班排名

化工系陳尚健 第 7 名 26 名內（全班共

49 人）

在校 3 年之班排名在

航太系黃廣安 第 10 名 1-10 名內（全班共

56-61 人）

102 年

(29 屆)

電機系鄒鎮文 第 6 名
在校 3 年之班排名

為第 1 名

（全班共 45 人)

統計系陳俑輝 第 13 名

在校 3 年之班排名在

7-27 名內（全班共

50-55 人）

在校 3 年之班排名在

化工系羅舜豐 第 14 名 4-21 名內（全班共

43-47 人）

數學系陳平原 第 5 名 在校 2 年班排第 8

103 年 名（全班共 42 人)

(30 屆)
電機系黃俊龍 第 10 名

在校 2 年班排第 4

名（全班共 53 人)

在校 1 學期之班排名

機械系石松靈 第 7 名 為第 1 名

104 年 （全班共 52 人）

(31 屆) 在校 1 學期之班排名

環工系朱正軒 第 12 名 為第 1 名

（全班共 5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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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目前儀設中心各項共用儀器收費標準均有訂定校內、校外不同收費標準。

以高解析度電腦斷層掃瞄機為例:

收費辦法及標準(含訓練課程)：

校內學術單位
第一小時收費1600元(不足一小時一律以一小時計算。

之後每半小時收費700元（不足半小時一律以半小時計算）。

校內學術單位
第一小時收費2000元（不足一小時一律以一小時計算）。

之後每半小時收費800元（不足半小時一律以半小時計算）。

業界
第一小時收費4000元（不足一小時一律以一小時計算）。

之後每半小時收費1600元（不足半小時一律以半小時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