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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二次稽核事後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02月26日(二)12:20-13:20 

地  點：綜合大樓217會議室 

主  席：稽核人員魏鸞瑩老師 

出席人員：稽核小組(稽核人員、協同稽核人員)(如簽到表) 

記  錄：魏鸞瑩老師 

 

壹、主席致詞 

各位稽核委員開學愉快，感謝各位委員出席事後會議，依 107 年度稽核計畫，本

次事後會議需審議兩項稽核報告，分別是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專案)稽核期末報告

及 107 學年度計畫性(一般)稽核期中報告。 

 

貳、報告事項 

一、專案稽核期中報告已於 108 年 1 月份送校長核閱，本次審議的期末報告的

內容亦包括期中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協助確認。 

参、稽核結果確認 

一、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期末報告草稿：詳如會議資料 

決議：修正通過。 

修正說明如下： 

1. 若干別字修正。 

2. 查核說明內人名應隱藏一字。 

3. 查核重點 8.1 應補上期末稽核結果。 

 

二、107 學年度計畫性(一般)稽核期中報告草稿：詳如會議資料 

決議：修正通過。 

修正說明如下： 

1. 項次 5.107-一般-E02-6 預計改善行動應註明明確完成日期。 

 

肆、需協調之工作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3:2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獎勵補助經費使用之申請程序

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1頁 

稽核項目 獎勵補助經費使用之申請程序 文件編號 107-專案-教補款-A1 

受稽核單位 研發處學術推廣組/會計室 稽核日期 107年10月25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獎勵補助經費使用之申請程序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 

項目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附件 

1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

用，應明訂申請程序相 

關規定。 

本校各項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悉

訂定相關規定，並公告於網頁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獎勵補助經費之申請程序

相關規定是否公告全校教

職員周知。 

經檢視相關之辦法已公告於於學

術推廣組網頁,並將申請時間及

新表單等事項以e-mail告知全校

教職員。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3 

獎勵補助經費之申請程序

相關規定是否合乎教育部

相關規定。 

檢視各項辦法，未有不符之情事。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項目2：於review「研發處學術推廣組」有關教補款之網頁，其中教育部相關

辦法中《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列示的

是９８年版本，《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97年版本,都非新的版本。

建議：公告之相關辦法應即時更新。 

 

實地稽核人員：林光炫，高楷璇 

 

受稽單位：黃小玉，郭孟雅 

 

稽核日期：107.10.2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專責小組之組成辦法、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稽

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1頁 

稽核項目 專責小組之組成辦法、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 
文件編

號 

107-專案-教補款-A2 

(期中) 

受稽核單位 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

期 
107年10月17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專責小組之組成辦法、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 

項目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附件 

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

成辦法(內容包含如：組成成

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

召開次數…等) 

設置有專責小組並訂定組成

辦法如附件1-1，條文中訂定

成員(第三條)開議門檻(第四

條)表決門檻及次數等(第四

條)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1 

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 (含共同

科)代表 

成員中包括各科系及通識中

心代表，如附件名單2-1。惟

依據辦法各系主任僅為列席

主管，不宜同時兼代教師代

表，以免有球員兼裁判之疑

慮。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1 

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

推舉產生 

抽核保金系、行銷系及媒計系

之委員推派及會議紀錄均符

合專責辦法規定。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1 

3-2 

3-3 

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

(如：組成成員、開議門檻、

表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目前專責委員會依規定每年

應至少二次，已招開2/26、

4/24及8/28三次，出席比率分

別為(27/34)(28/34)(26/33)

均有超過2/3以上之人數。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1 

4-2 

4-3 

5 
稽核小組成員不得與專責小

組重疊 

比對專責委員名單與稽核小

組名單(附件5-1)確認無相同

成員。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5-1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經查核專責小組章程、委員名單、各系推舉委員會議紀錄、專責委員會議紀

錄等，雖無重大違反內部控制之缺失，惟專責小組委員不宜由兼行政主管之

成員作為教師代表，故建議：1.各系專責小組成員重新推選非兼行政主管之



教師代替。2.修改本校專責小組組織章程，明訂由非兼行政主管之教師作為

教師代表。3.依前述修改後之組織章程修改本項內部控制。 

實地稽核人員：黃美玲、邱郁琇 

受稽單位：研究發展處 學術推廣組組長 黃小玉 

稽核日期：107/10/1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專責小組之組成辦法、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

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1頁 

稽核項目 專責小組之組成辦法、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 文件編號 
107-專案-教補款

-A2-期末 

受稽核單位 研發處學術推廣組/會計室 稽核日期 108年01月30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專責小組之組成辦法、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 

項目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附件 

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

組成辦法(內容包含如：組

成成員、開議門檻、表決門

檻、召開次數…等) 

參閱107-專案-教補款-A2-期中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

科)代表 
參閱107-專案-教補款-A2-期中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

行推舉產生 
參閱107-專案-教補款-A2-期中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

(如：組成成員、開議門檻、

表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107年10月17日以前，請參閱” 

參閱 107-專案 -教補款 -A2-期

中”。其後於11月12日專責委員

會又招開一次會議，出席比率為

26/31，符合每年應至少二次，出

席比率超過2/3以上人數之規定。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附件

4-1 

5 
稽核小組成員不得與專責

小組重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1. 於107年10月17日，已進行一次期中查核，針對截至該查核日為止，確保專

責小組之組成辦法、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前次稽核並未

發現缺失，雖建議各系專責小組成員重新推選非兼行政主管之教師替代。但因

教育部未強制規定專責小組應由非兼行政主管之教師做為代表，故同意目前委

任之選任。惟建議專責會議中仍應考慮利益迴避之問題。 

2.故本次查核係以107年10月17日之後專責委員會議，進行查核。 

3.經過上述稽核程序查核相關憑證，並無重大影響內部控制之缺失。 

實地稽核人員：黃美玲 

受稽單位：研發處學術推廣組組長 黃小玉、會計室主任 林淑芬 

稽核日期：108/01/3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原支用計畫變更之處理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1頁 

稽核項目 原支用計畫變更之處理 文件編號 107-專案-教補款-A3 

受稽核單位 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期 107年10月17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原支用計畫變更之處理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 

項目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附件 

1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

量及細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

通過 

於107年8月28日專責小組委員

會通過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

規格、數量及細項等之改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附 件

1-1 

2 
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

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會議記錄、簽到單、變更項目

對照表及理由等均已存校備

查，惟保金系項目 11-40、

11-41、11-42之變更申請文件

並未完整。 

(變更項目本次查核已詳查方

式進行，附件2-1)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1 

2-1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經查核專責小組會議(8/28)、變更項目對照表，除保金系11-40、11-41、11-42

品項不予採購未有完整申請文件外，並無重大影響內部控之缺失之事由。請

保金系盡快補齊不予採購之理由與說明。 

實地稽核人員：黃美玲、邱郁琇 

受稽單位：研究發展處 學術推廣組組長 黃小玉 

稽核日期：107/10/1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原支用計畫變更之處理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1頁 

稽核項目 原支用計畫變更之處理 文件編號 107-專案-教補款-A3-2 

受稽核單位 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期 108年2月20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原支用計畫變更之處理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 

項目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附件 

1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

量及細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

通過 

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於107年

11月12日通過獎勵補助款支用

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等之

改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附 件

1-1 

2 
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

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會議記錄、簽到單、變更項目

對照表及理由等均已存校備

查， (變更項目本次查核以抽

查方式進行，抽核優先序11-

01，11-02，11-28，15.5-19，

15.5-24，15.5-28等品項)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1 

2-1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1. 於107年10月17日，已進行一次期中查核，檢核截至該查核日為止之支

用計畫變更之處理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前次查核保金系11-40、11-

41、11-42品項不予採購未有完整申請文件外，並無重大影響內部控之缺失

之事由；於10月23日保金系已補齊不予採購之理由與說明。故本次查核係以

107年10月17日之後支用計畫變更之處理為範疇，進行抽查。 

2. 經過上述稽核程序抽查相關憑證，並無重大影響內部控制之缺失。 

 

實地稽核人員：黃美玲 

受稽單位：研究發展處 學術推廣組組長 黃小玉 

稽核日期：108/02/2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軟體資源之支用與管理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3頁 

稽核項目 圖書軟體資源之支用與管理 文件編號 107-專案-教補款-A4 

受稽核單位 圖書館／總務處保管組 稽核日期 107年10月16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圖書軟體資源之支用與管理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 

項目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附件 

1 是否依規定召開圖書規劃委員會。 
經查，均依規定召開圖書規劃委員

會，會議記錄如附件1。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2 

由教師依其授課課程或研究領域介 

購所需之CD、CD-ROM、VCD、DVD、

與圖、多媒體等資料。 

抽查106學(51)視聽資料兩位老師

(黃雍欽、陳俐君)介購光碟，均符

合規定敘明授課課程或研究領

域。E-mail說明授課課程或研究領

域如附件2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3 

由處室單位舉辦之活動、展覽等需

要介購之CD、CD-ROM、VCD、

DVD、輿圖、多媒體等資料。 

本年度未有處事單位舉辦之活

動、展覽需要介購之狀況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是否開放讀者上線介購或填寫推介

單。 

圖書館網頁可查見線上推薦流程

及下載圖書推介單，亦可在讀者服

務櫃台取得圖書及非書空白推介

單，圖書館收到推薦後會依規定及

流程辦理介購，網頁截圖及空白推

介單如附件3。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5 
每筆圖書請購案是否在預算額度

內。 

經查，106學年度請購金額皆在預

算額度內，並經圖書規畫委員會審

查通過，預算及執行金額列表如附

件4。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6 請購前是否確實查核館藏。 

確依規定及流程查核館藏複本，抽

查呂國禎、史豐榮兩位老師推介之

圖書，均依規定查核館藏，如附件

5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5 

7 
圖書軟體資料之請購與採購進度是

否確實稽催以符合時效。 

請購及採購進度皆按程序確實稽

催，此為上期改善項目，新增

E-mail方式稽催以保存證明留

存，經抽查「朱江圖書有限公司」

之請購，確實已增加E-mail方式稽

催無誤。E-mail往來如附件6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6 

8 
圖書軟體資料之採購結果是否依校

內採購流程辦理。 

抽查TEJ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採購

一案，符合採購作業流程，採購驗

收入庫相關單據如附件7。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7 

9 
每學年度購置圖書之編目數量與驗

收數量與支出憑證數量是否相符。 

經查106學年度資料，新增訂購及

財產數量相符，另抽查中文圖書

(C232849)及西文圖書 (W031041)

採購各一筆，其採購與編目數量、

驗收數量及支出憑證相符。詳如附

件8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8 

10 
每年度及學年度館藏累計及新增數

量是否均有統計。 

館藏累計及新增數量均有統計數

據，詳如附件9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9 



11 
新增館藏清單是否均有造冊及保

存。 

新增館藏清單確實依規定造冊及

保存，中、西文圖書及光碟清冊各

抽印一份如附件10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0 

12 
圖書資料之來源是否均有註明及蓋

教育部補助章。 

圖書資料來源均有確實註明及蓋

教育部補助章，抽查中、西文圖書

各一冊及光碟一張，均符合規定註

明及加蓋「教育部獎勵補助款」

章，如附件11。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1 

13 
查詢館藏目錄時書目資料是否清楚

詳實。 

館藏目錄書目資料確實清楚詳

實，抽查中文、西文、光碟資料及

電子書各一均詳實呈現，如附件

12。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 

14 
是否依據本校圖書館使用規則、辦

法及相關SOP流程圖執行業務。 

抽查辦理借書證申請作業，確實按

標準作業流程執行，抽查讀者鄭O

涵辦理借書證程序均按標準作業

流程執行無誤，相關資料如附件13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3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經實地抽查，該單位圖書軟體資源之支用與管理，未發現重大不符情事。 

 

實地稽核人員：陳燕鑾、陳映霏 

 

 

受稽單位：圖書館讀者服務組代理組長 陳淑珍、圖書館組原 林素緊 

          圖書館組員 曾春葉、圖書館館長 陳維華 

 

稽核日期：107/10/1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產盤點制度及執行作業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1頁 

稽核項目 財產盤點制度及執行作業 文件編號 107-專案-教補款-A5 

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稽核日期 107年12月03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財產盤點制度及執行作業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 

項目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附件 

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

明訂。 

學校訂有《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產及物品管理規定》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

定相符。 
經以下稽核，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記錄係依保管人分冊保管) 

經抽核盤盤相關文件，尚無不

符，且記錄係依保管人分冊保

管。（抽核企管系黃運圭「財

產盤點表」）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4 

各保管及使用單位主管應重視

財產管理督導工作，定期或不

定期自行盤點該單位之財產。 

經抽核盤盤相關文件，尚無不

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 

5 

保管組得定期或不定期至各單

位進行財產盤點查核工作，以

確保固定資產之帳務一致性，

並針對問題提請檢討及改善，

列入紀錄備查。 

經抽核盤盤相關文件，尚無不

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無 

 

 

 

實地稽核人員：林光炫、謝濱燦 

受稽單位：保管組組長 沈榮鈞、保管組 李銀金 

稽核日期：107.12.3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3頁 

稽核項目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 文件編號 107-專案-教補款-A6 

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稽核日期 107年12月03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符合相關法令與規定 

項目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附件 

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

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 

學校訂有《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產及

物品管理規定》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本次抽核，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

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以下抽核，尚無不符。（經詢李銀

金，尚無遺失情形）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新購設備經驗收確認，即由保

管組依財產類別及本校會計

制度規定之會計科目，予以分

類、編號及登記列管，登載於

「財產卡」。 

經抽核三筆教補款採購： AISP情報顧

問、（13-05）TEJ台灣經濟新報、

（15.5-13）Casio投影機，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5 

設備變更、移轉與減損是否依

規定登記於「財產增加單」、

「財產移轉單」及「財產減損

單」辦理產籍新設登錄及變更

登錄。 

經詢李銀金，本年度尚無減損情形。

經抽核李琇玲、謝姿亭設備移轉記錄

及文件，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6 

新購設備經驗收確認，即由保

管組依財產類別及本校會計

制度規定之會計科目，予以分

類、編號及登記列管，登載於

「財產卡」。 

與項4重複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7 

單位主管或財產保管人調職

時或單位遇改組、合併或裁撤

時，應辦理財產移交手續，編

列「財產移交清冊」，由財產

移交人、接交人及保管組，會

同校指派監交人辦理移交。 

同項5。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8 

移入單位主管及財產保管人

經財產點收簽章確認，並加註

放置地點後，送保管組辦理財

產移轉登記。 

同項5。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9 

領借設備時，僅限於校內業

務、教學、研究所需為主。各

單位所保管財產若有必要外

借，應逐級簽准始得為之，惟

回復原狀仍屬原保管單位責

任。 

經詢李銀金，尚無單獨外借之情形。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0 

校內各單位間財產之借用，借

用人應填寫單位「財產借出登

記簿」，並載明借用財產養護

與安全保管責任，交財產保管

人存查，始得領借。 

經抽核媒計系及行管系之財借用記

錄，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11 

本校財產逾使用年限且已故

障無法修復，符合報廢狀態，

始可填具「財產報廢申請單」

提出報廢申請。 

經抽核會資系電腦及媒計系電腦軟體

之「財產報廢申請單」及「財產已達

年限減損單」，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12 

保管或使用單位提出財產報

廢申請後，由保管組派員前往

會勘該申請報廢財產之損壞

程度，經簽註意見後，陳單位

主管，再轉會計室查核，送董

事會審核同意後，保管組辦理

銷帳，並處理報廢品。 

同項11並抽核董事會會議紀錄，尚無

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5 

13 

汰舊尚堪使用或可資源回收

之報廢品，以報請變賣或捐贈

為原則，變賣所得轉陳會計室

登帳。 

經抽核三筆變賣給幸福水泥及中天交

易，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6 

14 

保管組每月應根據當月份「財

產增加單」及「財產減損單」

編製「財產增減月報表」，轉

會計單位覆核。 

抽核經會計室覆核的「財產增減月報

表」，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一、 項4：李銀金反應，現行財產管理系統印出的《財產卡列印》有些問題，如「類

別欄」的會計項目，系統設定的與教育部規定不一致，如投影機，教育部規

定的會計項目是「什項設備」，但系統設定「其他設備」；另外，「保管人」

欄字體會被切半。這些因素必須用人工排除，導致不必要的人工作業。建議：

請巷總務處及相關單位，就系統問題，協助排除，以免耗費無謂的人工。 

二、 項11：抽核之兩筆之「財產已達年限減損單」多個簽名欄皆未完成。建議：請

儘速完成。 

三、 項13：有一筆金額$3,440賣予幸福水泥，應開統一發票卻開收據；另一筆賣予

中天是開收據，須查明賣予是中天否適用免開立統一發票。建議：請注意需開

立統一發票者之情形，以免漏開受罰；並評估已漏開，是否要補開。 

 

實地稽核人員：林光炫、謝濱燦 

受稽單位：保管組組長 沈榮鈞、保管組 李銀金 

稽核日期：107.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