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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4 次業務會報紀錄 

經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6 次業務會報確認通過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10 分 
地  點：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 
主  席：黃鎮台校長 
出  席：林錦川副校長、趙維良教務長、洪家殷學生事務長、吳添福總務長、 

邱永和研務長、許晉雄處長、莫藜藜院長、賴錦雀院長、楊奕華院長、 

詹乾隆院長、賈凱傑主任秘書、林政鴻主任、洪碧珠主任、丁原基館長、 

林遵遠主任、鄭為民主任、劉義群主任、吳添福主任、劉宗哲主任 

請  假：朱啟平院長、何希慧主任、陳啟峰主任 

記  錄：莊琬琳專員 
 

 

一、主席報告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確認通過  

三、上次會議結論執行狀況：無 

四、各單位業務報告（報告順序如下）： 
    總務長： 

    1.圖書館外觀整修，原規劃今年暑假施工，但因市有地使用權同意書台北市政府有

一定的程序要完成，時程不及，經評估後，決定延至明年暑假施工。 

  2.暑假兩校區將進行多項中小型修繕工程，包括兩校區教室講台、桌椅、地板及天

花板整修、教室多媒體電腦檢修，學生宿舍女生廁所增建、寵惠堂及工友宿舍屋

頂防水工程、哲生樓木窗的更新、城中電算中心機房空調更新、兩校區冷氣更新

及空調修復、兩校區監控系統及緊急求救更新及增設、法學院實習法庭整修、兩

校區廁所照明、通風及牆面修繕等。 

  3.本校向台北大學租用學生宿舍，本校住宿組正與台北大學進行設施及財產的點

交，預計下星期完成簽約。 

  人社院院長： 

    今天日本愛知大學教授來訪，談到有關碩博士班雙聯學制，會後將再與研務長討論。 

    商學院院長： 

    商學院最近與美國 Pace University 洽談雙聯學制，將依程序向學校提報。 

    圖書館館長： 

    感謝學校准我這兩星期到蘭州講學，計在蘭州大學、西北民族大學、西北師範大學，

以及甘肅省圖書館，做了 7場演講。隨後到華中師範大學發表論文及參觀武漢大學，

此行感受到大陸比我們進步很多。我每到一個學校都會去參觀他們的圖書館設施，

他們的進步實在太快了。在武漢機場和上海浦東機場轉機時，發現機場裏有各國的

旅客，各式人種，並不全然是觀光客，多是帶著筆記型電腦洽公洽商的人。回到桃

園中正機場就只見黃皮膚的台灣人及大陸來的遊客，感覺好像台灣被世界邊緣掉

了。看到那邊的大學教授，每一個人都意氣風發，而我們卻停滯不前，頗有感慨。

謹簡單的向各位師長分享此行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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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主任： 

    本校教職員羽球隊及籃球隊將參加 100 年度大專盃教職員工錦標賽，全力為學校爭

取榮譽。 

         

五、提案討論 

第一案案由：提請廢止東吳大學法規彙編「專案簽核預算變更、流用與額度 

超支核判準則」，請討論。 

提案人：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說明： 
一、本校「專案簽核預算變更、流用與額度超支核判準則」於 93 年 12 月

1 日行政會議通過，並經 94 年 8 月 3 日及 97 年 1 月 16 日行政會議修

正，其內容主要為年度預算項目間流用、預算內容變更及額度超支等

相關規範，請詳附件一。 

二、「東吳大學預算制度」、「東吳大學學術單位預算編審作業要點」及「東

吳大學行政單位預算編審作業要點」於 100 年 4 月 12 日陳請校長核

定修正，有關「專案簽核預算變更、流用與額度超支核判準則」之規

範，均已納入學術單位及行政單位預算編審作業要點中（詳附件二及

附件三），建議廢止「專案簽核預算變更、流用與額度超支核判準則」。  

三、本案先提請業務會報討論，再提送 7 月份行政會議討論。 

決議：通過。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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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專案簽核預算變更、流用與額度超支核判準則 

 
93年12月1日行政會議通過 

94年8月3日行政會議修正三之二~五 

97年1月16日行政會議修正三 

 

配合本校「一級主管代判決行暨分層負責決行事項」之修訂，有關年度預算項目之專案

簽核預算內容變更、流用及額度超支核判準則如下： 

一、人事室統籌經常門之辦公費，會計室統籌經常門及資本門之預備費，教務處統籌經

常門之國科會提升研發能量及教育部各類教學改進計畫配合款，其經常門與資本門

得互相流用（依九十二學年度預算小組會議決議）。 

二、教務處統籌之學術單位內評獎勵與改善經費，其經常門與資本門得互相流用(依九

十二學年度預算小組會議決議)，惟經評鑑督導委員會通過之項目，其預算內容變

更、流用及額度超支專案簽核請准原則依第三項原則辦理。 

三、除辦公費、預備費及國科會提升研發能量及教育部各類教學改進計畫配合款、就學

補助基金外，本校預算經費： 

（一）經常門得流入資本門，資本門不得流入經常門；統籌經費不流入單位提

出經費，單位提出經費得流入統籌經費。 

（二）預算項目之經費「以借款、以前年度剩款」支應者，其執行後結餘款，

僅能支應「以借款、以前年度剩款」之項目。 

（三）因權責發生之保留經費，其執行後之結餘款不得流用。 

（四）預算額度超支或非預算項目，需流用經費者，其額度以流出之預算項目

原核定金額20%為限，流用原則如下: 

1、支應當學年度已核定預算項目之經費不足。 

2、當學年度預算未經核定之項目。 

3、未編列於當學年度預算需求項目者，應考量其必要性、急緩程度（以

配合預算編列為原則）。 

（五）經核定之預算項目，其細目之用途說明、數量、規格等調整，係屬預算

內容變更，得於原規劃額度內辦理。 

四、專案簽核請准案件，其金額為三十萬元以上者，於學年度結束時，由會計室彙總併

同學年度預算執行成效表送預算委員會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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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吳大學 
學術單位預算編審作業要點 

99年12月22日核定 

100年4月12日修訂  

一、 本校預算依設計計畫與零基預算方式，以學年度為預算編製期間，加以規劃編製。 

二、 學術單位預算依性質區分如下： 

(一)、 例行性業務支出為各學術單位之辦公費，辦公費直接分配至各學術單位。 

(二)、 非例行性業務計畫支出:除統籌經費外，各單位依實際需求，提出詳實內容

及經費規劃，經由院依其重點發展方向審核後提出計畫。  

三、 單位預算編製注意事項： 

(一)、 預算之編列，應參考上年度核定金額，依實際需要審慎規劃各計畫之優先

順序及詳細計畫內容與經費數額，不得以上學年度預算概略增減為依據。 

(二)、 凡重要及必須辦理之計畫應優先列入該年度預算，不得因漏列或排序過

低，致無法列入預算，而於執行時提出追加預算需求。 

(三)、 各單位年度計畫之經費規劃，應確實估列計算，以避免低列或高估預算，

致無法完成計畫目標或影響其他重要計畫之推動。 

(四)、 預算之規劃，各主管單位應召集所屬及有關單位，共同釐訂計畫之優先順

序及經費概算。 

四、 各計畫之經費規劃，應參照「預算項目表」填具相關表單。 

五、 非例行計畫應依研務處規劃之年度計畫編號，各執行單位以計畫分別提送計畫提

報單位，經提報單位審核後彙整之。 

六、 各單位應於二月十五日前完成下年度計畫填報及經費規劃，會計室應於計畫填報

截止日後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彙整，並提送預算小組審議。 

七、 各單位所提之非例行性計畫應先經「計畫審查小組」審查，並由「計畫審查小組」

向預算小組提出優先順序及預算數額之初步審查意見。 

八、 預算小組依據全年度總收入預估數扣除例行性計畫支出後，得出可分配資源後，

參酌「計畫審查小組」之建議，核定各項非例行性計畫及預算數。 

九、 預算小組於四月十五日前完成計畫及預算核定，各單位於接獲預算核定通知後 10

個工作日內，參照預算項目之用途別及功能別，分別依「單位預算」及「統籌預

算」之經常門及資本門完成預算系統填報。 

十、 會計室應於五月十五日前完成預算彙整，編製下年度預算草案，呈校長核定後，

送請校務會議之預算委員會審議，並於校務會議提出預算審查報告。 

十一、 年度預算案經校務會議審查通過後送請董事會審議核定，會計室於七月三十一日

前報請教育部核備。 

十二、 預算之流用： 

各單位執行年度預算，應切實依照核定計畫執行，子計畫與子計畫間之預算不得

流用。惟為使各單位之預算能在合法範圍內預留適度彈性，計畫內預算項目間遇

有經費不足情況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流用： 

(一)、 資本門預算不得流用至經常門，經常門得流用至資本門。 

(二)、 為執行計畫所需，原核定之預算項目需流用者，應填寫「計畫預算變更

申請表」，以流出之預算項目原核定金額 20％為額度，經權責主管核定

後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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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公費、預備費及計畫配合款不受以上之限制。 

(四)、 補助及委辦計畫等指定專款經費，其流用依補助及委託單位之規定辦

理。  

十三、 預算之變更： 

各單位執行年度預算，為達成原核定計畫之成效，其預算項目必須變更者，應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經核定之預算項目，其細目之用途說明、數量及規格等調整，應於原核

定金額內填寫「計畫預算變更申請表」，經權責主管核定後執行。 

(二)、 變更計畫預算項目者，應填寫「計畫預算變更申請表」，以流出之預算

項目原核定金額 20％為額度，經權責主管核定後執行。 

十四、 預算之保留： 

(一)、 各單位經核定之預算(不含辦公費)，應於期限內申請採購或支用，年度

終了後，其預算未經使用部分應即停止使用，但於該年度 7月 31 日前

已動支並完成議價、產生契約責任者，應依行政程序，陳報校長核定後

保留經費。 

(二)、 各單位之辦公費，如有未用磬部分，無須繳回，得遞延至次一學年，但

以一學年為限。 

(三)、 經核定保留之預算，不得辦理預算之流用，執行後之結餘款亦不得再使

用。 

十五、 預算流用及變更簽核請准案件，其金額為三十萬元以上者，於年度結束時，由會

計室彙總併同年度預算執行成效表送預算委員會存參。 

十六、 本作業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公布並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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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東吳大學 
行政單位預算編審作業要點 

100年1月18日核定 

100年4月12日修訂 

一、 本校預算依設計計畫與零基預算方式，以學年度為預算編製期間，加以規劃編製。 

二、 行政單位預算依性質區分如下： 

(一)、 單位預算 

1.例行性業務支出為各行政單位之辦公費，辦公費直接分配至各行政單位。 

2.非例行性業務計畫支出:除統籌經費外，各單位依實際需求，提出詳實內容及

經費規劃，經由各該一級單位依其重點發展方向審核後提出計畫。  

(二)、 統籌預算 

 1. 例行性統籌預算，分為二大類：並由各相關單位提供概算。 

(1)、必要支出: 含薪資(不含改善師資專款)、保險費(人事室)、退休金、撫卹

金、辦公費、保險費(總務處)、稅捐、水電費、郵電費、租金

支出(承租國有土地租金)、燃料費(學生宿舍瓦斯費)、報

廢費、折舊費、攤銷費、財務支出、預備費、校長辦公費、

會計師查核費。 

(2)、指定專款: 含教育部弱勢助學金、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金、教育部工

讀助學金、推廣教育支出、外界捐款指定用途支出、招生

考試試務費、招生考試結餘提撥職工福利委員會經費、暑

修鐘點費等支出、論文指導費、研究計畫管理費、松江學

舍宿舍費、林語堂學校配合款、停車場相關支出、大一國

文、英文及日文課本教材相關費用等。  
2. 非例行性統籌預算：除例行性統籌預算外，皆為計畫性統籌預算， 由各

該一級單位依實際需求，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提出計畫。 

三、 單位預算編製注意事項： 

(一)、 預算之編列，應參考上年度核定金額，依實際需要審慎規劃各計畫之優先

順序及詳細計畫內容與經費數額，不得以上學年度預算概略增減為依據。 

(二)、 凡重要及必須辦理之計畫應優先列入該年度預算，不得因漏列或排序過

低，致無法列入預算，而於執行時提出追加預算需求。 

(三)、 各單位年度計畫之經費規劃，應確實估列計算，以避免低列或高估預算，

致無法完成計畫目標或影響其他重要計畫之推動。 

(四)、 預算之規劃，各主管單位應召集所屬及有關單位，共同釐訂計畫之優先順

序及經費概算。 

四、 各計畫之經費規劃，應參照「預算項目表」填具相關表單。 

五、 非例行計畫應依研務處規劃之年度計畫編號，各執行單位以計畫分別提送計畫提

報單位，經提報單位審核後彙整之。 

六、 各單位應於二月十五日前完成下年度計畫填報及經費規劃，會計室應於計畫填報

截止日後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彙整，並提送預算小組審議。 

七、 各單位所提之非例行性計畫應先經「計畫審查小組」審查，並由「計畫審查小組」

向預算小組提出優先順序及預算數額之初步審查意見。 

八、 預算小組依據全年度總收入預估數扣除例行性計畫支出後，得出可分配資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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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酌「計畫審查小組」之建議，核定各項非例行性計畫及預算數。 

九、 預算小組於四月十五日前完成計畫及預算核定，各單位於接獲預算核定通知後 10

個工作日內，參照預算項目之用途別及功能別，分別依「單位預算」及「統籌預

算」之經常門及資本門完成預算系統填報。 

十、 會計室應於五月十五日前完成預算彙整，編製下年度預算草案，呈校長核定後，

送請校務會議之預算委員會審議，並於校務會議提出預算審查報告。 

十一、 年度預算案經校務會議審查通過後送請董事會審議核定，會計室於七月三十一

日前報請教育部核備。 

十二、 預算之流用： 

各單位執行年度預算，應切實依照核定計畫執行，子計畫與子計畫間之預算不得

流用。惟為使各單位之預算能在合法範圍內預留適度彈性，計畫內預算項目間遇

有經費不足情況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流用： 

(一)、 資本門預算不得流用至經常門，經常門得流用至資本門。 

(二)、 為執行計畫所需，原核定之預算項目需流用者，應填寫「計畫預算變更申

請表」，以流出之預算項目原核定金額 20％為額度，經權責主管核定後執

行。 

(三)、 辦公費、預備費及計畫配合款不受以上之限制。 

(四)、 補助及委辦計畫等指定專款經費，其流用依補助及委託單位之規定辦理。  

十三、 預算之變更： 

各單位執行年度預算，為達成原核定計畫之成效，其預算項目必須變更者，應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經核定之預算項目，其細目之用途說明、數量及規格等調整，應於原核定

金額內填寫「計畫預算變更申請表」，經權責主管核定後執行。 

(二)、 變更計畫預算項目者，應填寫「計畫預算變更申請表」，以流出之預算項

目原核定金額 20％為額度，經權責主管核定後執行。 

十四、 預算之保留： 

(一)、 各單位經核定之預算(不含辦公費)，應於期限內申請採購或支用，年度終

了後，其預算未經使用部分應即停止使用，但於該年度 7月 31 日前已動

支並完成議價、產生契約責任者，應依行政程序，陳報校長核定後保留經

費。 

(二)、 各單位之辦公費，如有未用磬部分，無須繳回，得遞延至次一學年，但以

一學年為限。 

(三)、 經核定保留之預算，不得辦理預算之流用，執行後之結餘款亦不得再使

用。 

十五、 預算流用及變更簽核請准案件，其金額為三十萬元以上者，於年度結束時，由

會計室彙總併同年度預算執行成效表送預算委員會存參。 

十六、 本作業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公布並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