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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明財經科技大學 

107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期末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8年 2月 26日 校長核准日 108年 2月 27日 

稽核期間  107年 01月 01日～ 108年 02月 22日 

稽核人員 魏鸞瑩、林光炫、黃美玲、陳映霏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經費執行分配

比例－相關比

例計算不含自

籌款金額 

1.1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勵補助款

比例應≧10% 

107年度自籌款為$3,463,062，占總獎

勵補助金額 $34,103,087之比例為

10.151%，符合規定。 

 108/01/24稽核 

稽核人員：陳映

霏 

1.2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70~75% 

107年度資本門款為$23,872,161，占

總獎勵補助金額$34,103,087之比例

為70%，符合規定。 

 

 
同 1.1備註 

1.3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25~30% 

107年度經常門款為$10,230,926，占

總獎勵補助金額$34,103,087之比例

為29.99%，但與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金額與比例一致，符合規定。 

 同 1.1備註 

1.4不得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建校舍工程

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 

檢視獎勵補助款執行之清冊明細，並

無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

款利息補助等情事。 

 同 1.1備註 

1.5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

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應於支用

計畫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 

檢視獎勵補助款執行之清冊明細，並

無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

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等情事。 

 同 1.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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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6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60% 

107年度教學及研究設備金額為

$19,419,550，占資本門款$23,872,161

比例為81.35%，符合規定。 

 同 1.1備註 

1.7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10% 

107年度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刊等

金額為$3,575,915，占資本門金額

$23,872,161比例為14.98%，符合規

定。 

 同 1.1備註 

1.8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2% 107 年度學輔相關設備金額為

$876,696，占資本門金額$23,872,161

比例為3.67%，符合規定。 

 同 1.1備註 

1.9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

比例應≧30% 

107年度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

金額 $7,488,697，占經常門金額

$10,230,926比例為73.20%，符合規

定。 

 同 1.1備註 

1.10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比

例應≦5% 

107年度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金額 $57,816，占經常門金額

$10,230,926比例為0.57%，符合規

定。 

 同 1.1備註 

1.11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

≧2% 

107 年 度 學 輔 相 關 工 作 經 費

$577,500，占經常門金額$10,230,926

比例為5.64%，符合規定。 

 同 1.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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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12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

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應≦25% 

107年度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金

額為$144,375，占經常門學輔相關工

作經費$577,500比例為25%，符合規

定。 

 同 1.1備註 

2.經、資門歸類 2.1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

規定辦理－單價 1萬元以上且耐用年

限在 2年以上者列作資本支出 

檢視 107年度執行清冊及資本門項

目之抽核，並未發現重大異常。 

 108/02/22稽核 

稽核人員：魏鸞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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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時之申請

程序 

3.1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明訂申

請程序相關規定 

1. 經抽檢學校獎勵補助經費相關

補助辦法及申請表單，已明定申

請程序相關規定，依不同獎助項

目置於研發處網頁方便教職員

查詢，經抽查申請表單悉符合教

育部相關規定。 

2. 本年度適用之新版規定及申請

表單已透過電子郵件提供全校

教職員週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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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97

年版本，都非新的版本。 

【稽核建議】 

建議研發處公告之相關辦法應即時

更新。 

【受稽單位說明】 

教育部規定提供之相關

資訊未包含教育部相關

辦法，故未隨時更新。 

【預計改善行動】 

研發處網頁目前改版

中，擬於改版完成，同步

更新相關辦法。(預計改

善完成日：108/01/31) 

 

【108/01/31 追蹤稽核】 

經檢視研發處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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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為 108

年度，業已完成改善。(實

際改善完成日 108/01/31) 

107/10/25稽核 

稽核人員：林光

炫、高楷璇 

 

108/01/31 追蹤稽

核 

稽核人員：魏鸞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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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專責小組之組

成辦法、成員

及運作情形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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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校專責小組依《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組織

章程》運作，檢視辦法為

107/07/02版本。 

2. 專責小組職掌、成員組成、會議

召開事項均有明訂。 

3. 經查核106學年度經費專責小組

之委員名單，各委員未與稽核小

組重曡。 

 107/10/17稽核 

稽核人員：黃美

玲、邱郁琇 

4.2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1. 已查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

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組織章程》及

106、107年度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委員名

單，委員產生包括各科系(含通識

教育中心及體育室)代表 

2. 專責小組委員不宜由兼行政主管

之成員作為教師代表。 

 

【稽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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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稽單位說明】 

1. 依據專責小組組織章

程第三條規定：各教

學單位經由系務(中

心)會議正式推舉產

生教師代表一位為選

任委員。教學單位推

舉系主任為選任委

員，故專責小組成員

事實上包含各科系代

表。 

2. 專責小組組織章程於

107年7月2日，行政會

議討論上述問題，完

同 4.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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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 依前述修改後之組織章程修改本

項內部控制。 

成修訂。 

【預計改善行動】  

1. 系主任較了解資本門

規劃立意與相關細

節，故專責小組組織

章程不予修訂。 

2. 實際執行上，若相關

單位有利益衝突時，

會迴避審議程序。 

【108/01/30追蹤稽核】 

雖各校多以非主管職教

師兼任專職小組成員，惟

教育部亦未強制主管職

不得兼任專責委員，若往

後審議能迴避利益衝突

問題，同意接受成員之組

成。 

(結案日10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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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3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已查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

經費專責小組組織章程》及107年度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

責小組委員名單，及抽核保金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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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4.1備註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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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稽核】 

1. 專責委員會依規定每年應至少二

次，已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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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抽查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悉依學

校所訂辦法執行。 

 

【期末稽核】 

1. 11/12專責委員會又召開一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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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抽查專責小組會議紀錄，悉依學

校所訂辦法執行。 

 107/10/17期中稽

核 

稽核人員：黃美

玲、邱郁琇 

 

108/01/30 期末

稽核 

稽核人員：黃美

玲 

5.經費稽核委員

會相關辦法、

5.1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訂定其組成

辦法 

本校已廢止經費稽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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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成員及運作情
形(僅適用於專
科學校或仍保
留經費稽核委

員會之學校) 

5.2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與專責小組

重疊 

本校已廢止經費稽核委員會   

5.3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本校已廢止經費稽核委員會   

6.專款專帳處理

原則 

6.1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採

專款專帳管理 

【期中稽核】 

1. 期中抽核106學年支出之相關憑
證，尚無不符： 

(1) 經常門：陳○菁、林○、黃○圭、
徐○琇等申請案。 

(2) 資本門：1-35、1-14、1-12、1-10、
1-64等。 

2. 經抽核107學年支出之相關憑證： 

(1) 經常門：沈○鑑、翁○裕、楊○繹、
林○等申請案。 

(2) 資本門：13-05、15.5-13、13-05

等。 

【期末稽核】 

1. 期末抽核107學年11月26日以後

支出之相關憑證，尚無不符： 

(1) 經常門：黃○圭、賀○輝彈性薪資
等申請案。 

(2) 資本門：11-04、11-05.11-12、
11-17、11-20等。 

2. 目前補助款及配合款，均已依計
畫代碼方式管理帳務

(A0724101-A0724109)，符合計劃
專帳的概念。 

 107/11/16 期中稽

核 

稽核人員：林光

炫、葉詩品 

 

108/01/30 期末稽

核 

稽核人員：黃美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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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7.獎勵補助款支

出憑證之處理 

7.1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

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 

1. 補助款及配合款所購教學儀器設

備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軟體之支

出憑證，均分別裝訂成冊，但為

方便追蹤審計軌跡目前係採計畫

代碼方式管理帳務

(A0724101-A0724109屬於資本門，

A0724102 A0724107為經常門)，可算

是計畫專帳。 

2. 配合款、獎補助款之單據目前係

以交易為主體裝訂，亦即若同時

有教補款與配合款，單據會裝訂

在一起以便了解交易全貌。 

3. 抽查八筆資本門、四筆經常門(資

本門傳票號碼 107403095、

107403399、107405895、

107405910、107403479、

107403219、107403625、

107402543、經常門 106402875、

106407821、106407678 兩筆) 相

關交易憑證均符合「教育部獎補

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

關事項」之規定辦理。 

 108/02/18 稽核 

稽核人員：黃美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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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7.2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

原則辦理 

獎勵補助款之收入係以補助收入入
帳，支出部份則依性質分類，資本門
部分依相關支出性質轉入資產類，並
依計畫代碼控管，經常門則於支出列

為各類費用，抽查帳務系統，追蹤教
補款收入與八筆資本門、四筆經常門
資本門傳票號碼 107403095、
107403399、107405895、107405910、
107403479、107403219、107403625、
107402543、經常門106402875、
106407821、106407678兩筆)之入帳流
程，均符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同 7.1備註 

8.原支用計畫變

更之處理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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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

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1. 經檢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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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案，簽到單、會議紀錄、變更項

目對照表及理由悉存校備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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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核建議】 

請保金系盡快補齊不予採購之理由

與說明。 

【受稽單位說明】 

已通知變更單位提供對

照表，然保金系尚未繳

交。 

【預計改善行動】 

再次催收，提醒盡速繳

交，以供備查。 

【108/02/20追蹤稽核】 

1.經檢視107/8/28專責小

組會議紀錄，已補齊不予

採購之說明以供備查，業

已改善完成。(實際改善

完成日:107/10/23)  

107/10/17稽核 

稽核人員：黃美

玲、邱郁琇 

 

108/02/20 追蹤

稽核 

稽核人員：魏鸞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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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9.獎勵補助款執

行年度之認定 

9.1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1.1~12.31)執行，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

完竣－完成核銷並付款 

經抽核執行清冊中，優先序11-04、

11-05、11-12、11-17、11-20、11-38

等項目之請購、採購、驗收相關憑證

文件。該等項目於107年度全數完成

核銷並付款(符合於108年1月15日前

付款之規定)。 

【稽核建議】 

為免增加行政困難度，並考量事後對

保固期間的起算日的爭端，建議是否

於保固書條款中，「驗收日」或「驗

收合格日」改列示為「校方驗收合格

日」，以確認起算日。 

【預計改善行動】 

1. 保管組:依建議改

善，擬請採購組協助

辦理 

2. 採購組:自108/2/5起

採購案件立即改善 

(預計改善完成

日:108/02/26) 

108/02/20 稽核 

稽核人員：黃美

玲 

9.2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行文報部

辦理保留，並於規定期限內執行完成 

本年度未有該情事發生  同 9.1備註 

10.相關資料上網
公告情形 

10.1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行
清冊、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開招標

紀錄及前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
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經檢視學術組網頁，規定之資料悉已

公告於學校網站。 

 107/10/25稽核 

稽核人員：林光

炫、高楷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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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勵補助教師

相關辦法制度

及辦理情形 

1.1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應予

明訂(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審查

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等) 

本校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獎助規定》第

三點，分別訂有《教師研習獎助實施規定」、《教

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規定》、《教師推動

實務教學獎助實施規定》、《教師研究獎助實施

規定》、《教師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獎勵及審查

實施規定》、《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

規定》、《獎勵優秀教學及產學人才彈性薪資支

給作業規定》、《教師進修規定」及《教師升等

規定》。 

 108/01/28

稽核 

稽核人員：

林光炫、黃

美玲、魏鸞

瑩 

1.2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審

核通過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

告周知 

相關規定皆載明相關會議通過日期，並在人事

室、學術發展組及秘書室網頁都可查到。 

 同 1.1備註 

1.3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應符合改

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精神 經稽核尚無不符之情事發生。 
 同 1.1備註 

1.4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獎助規定》第八點

「教師獎助申請金額每人每年最高以新台幣参拾

陸萬元為限」，而依獎助規定第三點的8種獎助項

目，亦各規定金額、次數的限制，經抽核及檢視

「107年度獎勵補助教師金額彙整表」，尚無集中

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之情形。 

 同 1.1備註 

1.5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檢視本年度相關案件均依據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同 1.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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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6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如：申

請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

發金額…等) 

經抽核「改善師資款－彈性薪資」（黃○菁等10

人）、「編纂教材－劉○松」、「製作教具-陳○

瑀」、「研究-黃○穎-TM106-C-017」「研究-林○

偉-MOST105-2410-H-147-003」、「教師研究-劉

○中-106科技部」、「推動實務教學-競賽19-郭○

文」「推動實務教學-競賽41-賴○芳」「推動實務

教學-競賽2-59-彭○群」、「推動實務教學-證照1-

林○蕙」、「推動實務教學-大專生3-張○青」、「教

師研習14-張○惠」「教師研習32-李○玲」、「改

善師資-升等評審費(沈○鑑、翁○裕)」，尚無不符。 

【稽核建議】 

1.抽檢「編纂教材－劉○松」之檢核表，似有將申

請分類及文件檢核兩種目的併在同一張表單，易

造成稽核混淆。請思考檢核表之目的，重新審視

檢核項目之適切性。 

2.「推動實務教學-競賽41-賴○芳」申請表「輔導

獲獎證明」欄，雖有附證明，但漏未勾選。宜完

備形式審核程序。 

3.彈性薪資之補助清冊未註明是依「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獎勵優秀教學及產學人才彈性薪資支給作

業規定」。建議因學校教師獎助種類多，申請時

依何種規定及經何會議審議通過，宜註明在核定

清單上以茲明確。 

【預計改善行動】 

1. 教資中心依委員

建議，擬修正教師

編篡教材暨製作

教具獎勵及審核

檢查表，達到檢核

表的檢核項目明

確對應教材和教

具申請的檢核。

(預計改善完成

日:108年7月底) 

2. 已完成申請表之

勾選。(實際改善

完成日:108/01/30) 

3. 依稽核建議於下

一年度「彈性薪資

支給合訂清單」上

加註依據法規及

通過之會議。(預

計改善完成

日:108/07/30) 

同 1.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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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辦理 

2.1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關

辦法應經行政會議通過 
經檢視本校《職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規定》經107

年5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1/04

稽核 

稽核人員：

魏鸞瑩、陳

映霏 

2.2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

務相關 

107度僅申請兩案，楊○真研習及行政研習活動，

均與受訓者業務相關。 

 同 2.1備註 

 

2.3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107年度全校行政研習補助51,816元，佔年度行政

人員研習補助全額之九成，非集中於少數人。 

 同 2.1備註 

2.4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查本年度補助之行政研習之執行係於法有據。

(符合獎補助辦法及校內辦法) 

 同 2.1備註 

2.5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檢視本校《職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規定》經107

年5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同 2.1備註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3.1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

實、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檢視107年度受補助教師清冊，未有違反規定之情

事發生。 

 108/01/24

稽核 

稽核人員：

魏鸞瑩 

3.2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抽核107-1學期廖○如、黃○珊、林○穎等人，均符

合授課時數規定。 

 同 3.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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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3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考「中央政府

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

表」之規定列支，且不得用於校內

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

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

評鑑費 

抽查107年度執行清冊資料及相關憑證，未有違反

規定之事項發生。 

 同 3.1備註 

3.4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及

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

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

進方案」相關規定辦理 

抽查校內自辦研習8/21-8/24，無違反規定之情事

發生。 

 同 3.1備註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4.1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

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幅度應在合理

範圍(20%內) 

各項差異說明如下表： 

項目 

獎補助款實

際執行金額

(A) 

核定版獎補

助款金額(B) 

差異比

例

(|A-B/B|) 

差異超

過20% 

1.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 
7,488,697 7,934,994 

5.62% 

□是 

■否 

1.1新聘(三年以

內)專任教師薪

資 

3,607,700 3,046,930 

18.40% 

□是 

■否 

1.2提高現職專

任教師薪資 
30,854 0 

100.00% 

■是 

□否 

1.3現職專任教

師彈性薪資 
150,000 200,000 

25.00% 

■是 

□否 

1.4編纂教材 30,000 220,000 
86.36% 

■是 

□否 

【受稽單位說明】 

1. 教資中心已於 106

年 7 月 10 日提修

正《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教師編纂教

材暨製作教具獎

勵及審查作業規

定》，針對申請項

目與申請時程提

供 較 彈 性 的 處

理，並於 104學年

度起陸續辦理教

師教具研習製作

課程。 

108/02/22

稽核 

稽核人員：

魏鸞瑩 



 

16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5製作教具 20,000 90,000 
77.78% 

■是 

□否 

1.6推動實務教

學 
1,710,160 1,772,400 

3.51% 

□是 

■否 

1.7研究 1,531,703 1,545,497 
0.89% 

□是 

■否 

1.8研習 378,280 910,167 
58.44% 

■是 

□否 

1.9進修 0 0 
0.00% 

□是 

■否 

1.10升等送審 30,000 150,000 
80.00% 

■是 

□否 

2.學輔相關工作 577,500 577,500 
0.00% 

□是 

■否 

2.1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鐘點費 
144,375 144,375 

0.00% 

□是 

■否 

2.2學輔相關物

品 
0 433,125 

100.00% 

■是 

□否 

2.3其他學輔相

關工作經費 
433,125 0 

100.00% 

■是 

□否 

3.行政人員業務研

習及進修 
57,816 60,000 

3.64% 

□是 

■否 

4.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 
829,026 352,006 

135.51% 

■是 

□否 

5.其他 1,277,887 1,306,426 
2.18% 

□是 

■否 

2. 104年度至 106年

度教資中心積極

辦理教師教具研

習製作與研習課

程，場次分別為 6

場、9場與 18場。

透過研習或工作

坊 傳 授 製 作 技

巧，提升教師製作

教具的技能，激發

教師們對製作教

具的靈感與火花。 

3. 本校編纂教材暨

製作教具獎勵及

審查作業於各學

年下學期，103年

度 申 請 件 數 3

件， 105 年度至

106年度申請件數

增加至 6 件與 8

件，獎補助金額為

6萬與 9萬元。 

4. 本校於 107 年度

高教深耕辦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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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5.1 資料庫訂閱

費 
1,277,887 1,306,426 

2.18% 

□是 

■否 

5.2軟體訂購費 0 0 
0.00% 

□是 

■否 

5.3其他-著作 0 0 
0.00% 

□是 

■否 

6.提升兼任教師授

課鐘點費 
0 0 

0.00% 

□是 

■否 

 

【稽核建議】 

1. 經常門案件執行與原計畫書差異在20%以上

之項目為10項，包括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縣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編纂教材、製作教

具、研習、升等送審、學輔相關物品、其他學

輔相關工作經費及改善教學相關物品等項

目。顯示計畫執行與規劃有諸多落差，建議各

單位在經費支用規劃時宜更加審慎。 

2.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及升等送審等項目已連續

兩年執行率差異過大，建議相關單位宜提出更

有效的鼓勵策略，以確實提升教學及師資結

構。 

師精進研習活動

四大類共 48 場，

分別從 (1)校務研

究觀點檢視自我

評鑑和改進； (2)

創新教學之講座

和工作坊；(3)程式

設計與邏輯運算

講座（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和(4)精

進研習之教師經

驗分享和帶領實

作等，以期能提升

教師之本職學能。 

5. 本校於 107 學年

度第一學期擬定

「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教學創新獎

助規定」，鼓勵教

師投入教學創新

之設計且導入課

程 。 該 規 定 於

108/1/16通過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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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並公布實施。希望

可吸引更多教師

投入心力從事教

學創新，進而提升

教學品質和增進

教學影響力。 

【預計改善行動】 

本校於 107 學年度第

一學期擬定《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教學創新

獎助規定》，並於

108/1/16 通過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議並公布

實施。鼓勵教師投入

教學創新之設計且導

入課程，並藉此希望

更多教師投入心力從

事教學創新，進而提

升教學品質和增進教

學影響力。(預計改善

完成日 1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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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2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成果

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檢視各項補助及教師研習均有具體成果或報告，

教師研究中產學案之獎助於憑證中並未包含成果

報告，此乃因成果報告皆於產學組集中保管，未

有不符。 

 同 4.1備註 

4.3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

整、正確 

【稽核建議】 

經檢視執行清冊仍有部分缺漏，建議盡快補齊正

確資料。 

【預計改善行動】 

將盡快補齊。 

 

【 108/02/25 追蹤稽

核】 

經檢視執行清冊缺漏

部分均已補齊正確資

料，業已改善完成。

( 實 際 完 成 日

108/02/25) 

同 4.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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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

管理辦法、制

度 

1.1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

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本校有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採

購作業規定》。 

 108/01/03 稽核 

稽核人員：林光炫、

林容竹 

1.2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經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通過 

上述規定最近一次修訂分別於民國

105年9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及民國

105年10月24日董事會議修正。 

 同 1.1備註 

1.3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本校有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

產及物品管理規定》。 

 同 1.1備註 

1.4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規

定 

本校《財產及物品管理規定》第三

章財產減損及廢品處理內明訂使用

年限及報廢規定。 

 同 1.1備註 

2.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2.1經費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

(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留經費稽核

委員會之學校) 

本校已廢止經費稽核委員會 

  

2.2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執

行 

經抽核，尚無不符之情事發生。  同 1.1備註 

2.3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條規範之採購

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經抽核優先序11-02（多筆中的資管

系1筆）、11-05、11-06、11-07、

11-08、11-16等相關憑證及作業流

程，尚無不符。 

 同 1.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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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4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

標準 

經詢採購組，如果買的是數量少的

電腦等，則會採臺灣銀行聯合採購

標準，但如大量採購，臺灣銀行聯

合採購標準只是參考，因為大量採

購的議價空間較大。 

 同 1.1備註 

3.資本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3.1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

畫書)之差異幅度應在合理範圍(20%內) 

檢視資本門核定總額為23,872,161

元， 

A. 教學與研究設備核定18,718,300

元，執行金額為19,419,550元差

異為701,250元(36%)。 

B. 圖書館自動化期刊教學媒體核

定 3,684,000元，執行金額為

3,575,915元，差異為108,085元

(3%)。 

C. 學輔相關設備核定966,406元，

執行876,696元，差異為89,710

元(10.2%)。 

D. 其他項目核定503,455元，執行

金額0元，差異為100%，經與承

辦單位詢問，其他項目之設備價

格已下降，故以自籌款為支應。

然金額差異過大，日後應審慎評

估規劃。 

【受稽單位說明】 

標餘款金額描述無誤。 

 

【預計改善行動】 

轉知相關單位，於108年

3月編製支用計畫書，規

劃時審慎評估，避免執

行時又不採購，導致標

餘款金額太大。(預計改

善完成日:108年4月) 

108/01/24 稽核 

稽核人員：魏鸞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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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稽核建議】 

經檢視資本門細項，標餘款金額為

8,703,910元，佔資本門支出經費

42%差異過大，其他項目亦是，建

議各單位在提出教學及研究設備規

劃宜更審慎並準確估價，採購時程

也宜提早，以利設備運用發揮效益。 

3.2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經檢視本年度獎勵補助款教學儀器

設備支用金額佔資本門經費

81.35%，符合教育部60%之規定。 

 同 3.1備註 

3.3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檢視107年度執行清冊，均列示補助

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符合教育部

規定。 

 同 3.1備註 

4.財產管理及使

用情形 

4.1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期中稽核】 

期中抽查 106 年 1 月 1 日及 107 年

9月 30日之間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

及電腦財產管理系統，該期間資本

門所購置之儀器設備均已登錄於電

腦財產管理系統中。 

1. 抽核財金學院期中購置財產均

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2. 抽核管理學院期中購置財產均

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1. 107/10/22、

108/02/13 稽核通

識教育中心、體育

室。稽核人員：林

光炫、謝濱燦 

2. 107/10/30、

108/02/15 稽核資

訊學院。稽核人

員：葉嵩生、葉

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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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 抽核電算中心期中購置財產均

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4. 檢視通識中心、體育室期中購置

財產均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5. 檢視資訊學院期中購置財產均

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期末稽核】 

期末抽查 107年 10月 1日及 107年

1月 30日之間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

及電腦財產管理系統，該期間資本

門所購置之儀器設備均已登錄於電

腦財產管理系統中。 

1.抽核財金學院購置財產均納入電

腦財產管理系統。 

2.抽核管理學院購置財產均納入電

腦財產管理系統。 

3.抽核電算中心購置財產均納入電

腦財產管理系統 

4.檢視通識中心、體育室購置財產

均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5.檢視資訊學院購置財產均納入電

腦財產管理系統。 

3. 107/10/30、

108/02/12 稽核電

算中心。稽核人

員：陳映霏、謝

濱燦 

4. 107/11/14、

108/02/11 稽核財

金學院。稽核人

員：黃美玲、高楷

璇 

5. 107/11/22、

12/04、108/02/13

稽核管理學院。稽

核人員：陳映霏、

陳燕鑾、魏鸞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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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2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期中稽核】 

期中抽查 106 年 1 月 1 日及 107 年

9月 30日之間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

及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均已登錄。 

【期末稽核】 

期末抽查 107年 10月 1日及 107年

1月 30日之間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

及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均已登錄。 

【稽核建議】 

因採購作業太急迫，導致保管組在

資產保管與紀錄上屢有欠缺，建議

採購時程應調整，以免過度集中，

影響資產保管之品質。 

【預計改善行動】 

保管組盡速完成財產

卡。 ( 預計改善完成

日:108/02/26) 

 

同 4.1備註 

4.3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部獎補

助」字樣之標籤 

【期中稽核】 

1. 媒計系照相機因標籤過大無法

黏貼於照相機上，故放置於設備

旁邊。企管系仍有5台個人電腦

尚未貼標籤識別，須再追蹤完

成。 

2. 抽核財稅系個人電腦(黃O珊老

師使用)未貼標籤，也不知有標

籤事項，已通知保管組處理。 

3. 其餘系別設備經分類、編號及登

【受稽單位說明】 

1. 因為財產標籤有固

定格式及大小，如要

將額外資訊標示於

標籤內，保管組的作

業恐有困難。保管組

建議將相機和標籤

連結對應。 

 

2. 保管組:請購單位以

「一組」系統購入財

同 4.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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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記後有黏貼「財產標籤」列有「該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置」字

樣之標籤。 

【期末稽核】 

1. 抽查設備除行銷系沈O鈞個人

電腦未黏貼財產標籤外，其餘均

已黏貼「10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

經費購置」之標籤無誤。建議保

管組盡快黏貼該項財產標籤識

別。 

2. 抽查財金學院新購設備均已貼

齊標籤 

3. 抽 查 資 訊 學 院 如

3100508-040(0009347)共 5件、

5010105-99(0009341) 共 5 件、

3070114-253(0009223)等皆是多

件式，但都標籤只貼其中一件，

無法有效管理財產。 

【稽核建議】 

1. 未黏貼標籤之設備應盡快補貼。 

2. 建議相關單位能採其他方式標

示相機或編號，以利後續盤點與

維護(經會同系上討論，可將相

產後，保管組認定一

組 為 一 「 使 用 單

位」；財產管理系統

並依照行政院主計

總處「財務標準分

類」建置財產資料。

「一組」或「一套」

的財產內有哪些物

件，目前尚難由保管

組定義，僅能顯示規

格內含物件項目；但

保管組仍會將財務

規格所含項目，提供

財產編號標籤黏貼 

 

【預計改善行動】 

1. 未黏貼之標籤將盡

快補貼。 

2. 保管組印製同一相

機 的 財 產 標 籤 二

份，一份置於相機

旁，另一份裁剪財產

編號，黏貼於相機

上。(實際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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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機出廠號註明於財產標籤上以

備未來對應) 

3. 建議多件式財產每一件都要貼

標籤，且財產管理系統亦要顯示

某一財產編號批次共有幾件，以

確實財產管理。 

日：107/11/30) 

3. 已由保管組印製財

產標籤予五位老師

黏貼。(實際改善完成

日：108/01/18) 

4. 保管組將依建議黏

貼標籤。(預計改善完

成日:108/02/26) 

4.4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期中稽核】 

1. 抽核管理學院仍有部分財產尚

未拍照建檔，據保管組表示，部

分設備需與財產保管人約時間

照相建檔，將會盡快完成，後續

需再抽查確認。 

2. 財金學院查核時資產均尚未拍

照建檔，已敦促保管組盡快完成

該作業 

【期末稽核】 

1. 管理學院新購設備抽查時皆已

納入保管組電腦財產管理系

統，但尚未完成照片建檔。建議

保管組應盡快完成拍照建檔及

製作財產卡。 

【預計改善行動】 

將聯繫各單位時間，以

不影響教學單位衡鑑準

備工作為前提，盡快完

成拍照建檔。(預計改善

完成日108/03/05) 

 

 

同 4.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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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 抽查電算中心部分設備資料尚

未照相建檔完成，保管組應盡速

完成，後續須再抽查確認。 

3. 抽查通識教育中心新購設備皆

尚未「拍照建檔」，經與受稽單

位討論，若是人力不足可多請工

讀生幫忙完成此項程序。建議二

月底前完成。 

4. 抽查資訊學院新購設備皆尚未

「拍照建檔」，建議 2月 25日前

完成。 

【稽核建議】 

建議盡快完成全校設備拍照建檔。 

 

4.5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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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抽核各系所購置教學媒體軟

體，尚未發現重大瑕疵 

 

同 4.1備註 

107年 10月 16日稽

核圖書館。稽核人

員：陳燕鑾、陳映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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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6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期中稽核】 

經抽查期中資本門購置財產符合

「一物一號」原則，尚未發現重大

瑕疵。 

【期末稽核】 

建議保管組在財產清冊的麥克風規

格上除原先主機外新增「含兩支麥

克風」字樣，同時亦給予麥克風編

制財產批號之子編號並製作麥克風

財產標籤，以利控管。 

【受稽單位說明】 

本校財產管理系統，目

前無法提供財產批號之

子編號，保管組將和系

統供應商討論可行性(麥

克風與麥克風主機目前

同屬一個編號)。 

同 4.1備註 

4.7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規

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經檢視 107 年度設備購置清冊，均

已註明清楚。 

 同 4.1備註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

失處理 

5.1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理 

1. 經查核總務處「財產及物品管理

規定」、「各項設備管理規定」、

「教學儀器設備借用管理規

定」、「電腦配用與汰換作業規

定」已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理。 

2. 在學校財產及物品管理規定第

16 條財產報廢相關條文與作業

流程圖似有不符，建議相關單位

在相關會議上將條文修正為正

確流程。 

【受稽單位說明】 

1. 根據本校財產及物

品管理規定之第十

六條，保管單位提出

財產報廢申請後，由

總務處保管組派員

前往會勘該申請報

廢 財 產 之 損 壞 程

度，經簽註意見陳請

核准辦理報廢及董

事會議通過除帳，陳

同 4.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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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 人員異動或財產異動，在資料更

新作業上稍有延遲。 

4. 資產保管人，對於財產標籤的重

視程度不足，常常忽略其重要

性，建議保管組於資產移交時，

多加提醒。 

請核准的形式，因報

廢項目眾多且不一

而是，故改由報廢申

請單取代簽成的形

式，但報廢申請單仍

需由保管單位提出

後，經保管組、總務

長、會計室及校長依

所請報廢之狀況會

簽及核示，陳請核准

後，續送董事會決

議，董事會決議除帳

後，再回到會計室，

完成除帳的審核流

程。而財產作業報廢

流程圖，是將保管單

位提出財產報廢申

請後，由總務處保管

組派員前往會勘該

申請報廢財產之損

壞程度，經簽註意見

陳請核准辦理報廢

及董事會議通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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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帳的過程圖示化並

將會簽及核示的流

程列出。基於以上的

說明，財產作業報廢

流程圖為第十六條

之輔助說明，保管組

擬不修改本校財產

及物品管理規定，請

核示。 

2. 人員異動，需等待人

事令公布後，辦理財

產異動。 

【預計改善行動】 

1. 財產異動確認，保管

組盡快配合更新。(預

計改善完成日:立即

改善) 

 

【108/02/12 追蹤稽核】  

查學校財產及物品管理

規定中，財產報廢最終

流程均為董事會議通過

後，由會計室辦理財產

銷帳，只是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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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中的最後的最後流程似

乎不盡完善。因規定辦

法若要修改須送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程序較為繁

瑣，而此部分的問題，

風險不大且無急迫性，

可待下次修改規定辦法

時，請保管組再將流程

圖稍作修正即可。 

5.2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核本校財產移轉、借用、報廢

及遺失處理未有不符學校辦法規章
之情事發生。 

 

【稽核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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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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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稽單位說明】 

1. 本校財產管理系統
之「類別欄」依照行
政院主計處財務分
類表制訂，不同於教
育部所公布之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立
私立學校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的會計
項目名稱、編號及定
義；學校財產管理與
會計制度依不同的
規定辦理。 

2. 本校變賣資源回收

之報廢品引用統一

發票使用辦法第二
章免開免用範圍第 4

同 4.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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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 發現在資管系筆電借用單上有

一筆系辦借用(107.6.20借，尚未

歸還)，似為供行政用，與教補

款的使用要求，恐有不符。建議

宜避免此種行政使用情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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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請盡快完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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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二十一、各級
政府機關標售賸餘
或廢棄之物資」。另
依國稅局解釋，收入

全數解繳公庫者，準
予免徵營業稅。 

【預計改善行動】 

1. 配合會計室需求調
整，將聯繫財產管理
系統廠討論調整的
可能性。(預計改善完
成日:108.02.26) 

2. 資 管 系 主 任 已 於
108/02/19 歸還。(預
計 改 善 完 成
日:108/02/19) 

3. 本校「財產報廢申請
單」，已按規定，遊
保管組、總務長、會

計室審核。並由校長
核定後送董事會決
議；「財產已達年限
減損單」則提供作為
會計除帳用，將不重
複「財產報費申請
單」的審核流程，並

與系統業者討論修
改「填表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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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單位」和「保管組」
等欄位之可行性。
106 學年部份，將除
「填表人」和「主管

單位」外，盡快送審
核和用印。(預計改善
完成日:108/02/25) 

4. 將轉知出納組及會
計室。(預計改善完成
日:108/02/26) 

5.3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

應予完備 

1. 經抽查發現總務處備有財產移

轉、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但財

產借用紀錄則由各保管單位自

行記錄並保存。 

2. 抽查全校各教學單位財產借用

記錄，抽查未發現有校外借出。 

 

【稽核建議】 

1. 建議體育室即使老師器材的借

用，亦宜設置「財產借出登記簿」 

2. 目前電算中心財產外借時(如電

腦教室)，係以 Email 方式通知，

並無設置「財產借出登記簿」以

供登錄，故無法於「財產借出登

記簿」記載歸還。 建議設置「財

【預計改善行動】 

1. 配合辦理，設置「財

產借出登記簿」 (實
際 改 善 完 成
日:108/2/11) 

2. 已依稽核建議建立
「電算中心電腦教
室借用登記簿」。(實
際 改 善 完 成 日 ：

107/11/01) 

3. 立即改善，將簽名欄
補簽章(實際改善日
期:107/11/30) 

4. 管院已立即改善。(實
際 改 善 日 ：
108/02/13) 

5. 管院已立即改善。(實
際改善日：108/02/13) 

同 4.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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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產借出登記簿」供借出單位登

錄，以備查核之用，並符合相關

規定。若該單位認為借用電腦教

室有別於一般財產外借，相對單

純，則建議修改相關規定。 

3. 通識中心「財產已達年限減損

單」之簽章欄皆未有簽章，建

議改善。 

4. 建議管理學院 C403-1 智慧學習

教室設置「設備保養維護紀錄

表」以做後續儀器設備維修清潔

之完整紀錄。 

5. 建議管理學院 C403-1 智慧學習

教室設置「教室借用登記簿」由

借用人借用時及歸還時簽名，確

認點交儀器設備，以利判斷損壞

或短少時之責任歸屬。 

6. 建議各系規定一定金額以上之

資產應設置「保養維護紀錄表」

並記載詳實，以做良好控管。 

6. 各單位儀器設備之
用途、用途、保養方
式及使用年限不盡
相同，故難以依金額

統一訂定是否需用
「 保 養 維 護 紀 錄
表」，擬請各單位自
行依單位儀器設備
特性訂定標準，將須
維修保養之儀器設
備按時填寫「保養維
護紀錄表」，保管將

提供「保養維護紀錄
表」範本，供各單位
使用，請各單位填寫
並於盤點時備查。(預

計 改 善 完 成
日:1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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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6.財產盤點制度

及執行 

6.1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訂 經查核發現總務處「財產及物品管

理規定」明訂財產盤點由保管組每

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一次，由

會計室派員監盤，並作成盤點清

冊，經相關人員簽章確認。 

 107/12/03 稽核 

稽核人員：林光炫、

謝濱燦 

6.2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經抽查本校財產盤點實施與學校規

定相符。 

 同 6.1備註 

6.3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抽查總務處存有完備財產盤點記

錄。 

 同 6.1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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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7年 02月 27日 經費執行分配比例－

相關比例計算不含

自籌款金額 

1.9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等項目占經常

門比例應≧30% 

改善教學師資項目為6,705,262元，占經常

門52.01%，符合規定。 

 

【稽核建議】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雖然自105年度

45.51%提升至52.01%，也符合教育部

50%以上之指標，但建議相關單位宜再

思考更能提升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策略及

具體做法，以妥善運用獎補助款。 

【預計改善行動】 

1. 研發處擬於「教師研究獎助

實施規定」新增關於教師採

多元升等通過之相關獎

助。(107/03/31預計完成) 

2. 教資中心持續辦理創新教

學與多元升等相關研習，以

提升教師之專業本職學

能。(107/03/31預計完成) 

【108/01/24追蹤稽核】 

1. 經檢視本校教師研究獎助

實施規定，已於107年03月

21日修正新增第七條，多元

升等之獎勵措施。 

2. 教資中心已於107年辦理多

項創新教學與多元升等之

研習，業已改善完成。(實

際改善完成日:10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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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7年 02月 27日 6.專款專帳處理原則 6.1各項獎勵補助經費

應據實核支，並採

專款專帳管理 

1. 抽查七筆資本門、三筆經常門(傳票號

碼106402101、 106402740、

106402839、105405302、105405965、

105406718、105407186、106402158、

106402750)，均據實核支，無違反規定

事項。 

2. 為方便追蹤審計軌跡目前補助款及配

合款，均已依計畫代碼方式管理帳務

(A0624101-A0624109)，符合計畫專帳

的概念。 

 

【稽核建議】 

1. 雖以計畫代碼方式管理，符合計畫專

帳概念。但建議根據不同補助來源另

設更高層之統制帳，例如A06241類

來自教補款，A06242類來自產業學

院補助，以供各校內部專、兼任稽核

人員及教育部或審計機關查核。 

【預計改善行動】 

預計於每年教育部調查該系統

之問卷時再做建議。(預計108

年底完成) 

 

【108/01/25追蹤稽核】 

因本校系統採教育部委託之免

費系統，大部分大學應有相似

問題，請會計主任於教育部問

卷時，提出改善意見。(因非學

校所主觀能改善意見先結案) 

107年 02月 27日 7.獎勵補助款支出憑

證之處理 

7.1應依「教育部獎補

助款支出憑證免

送審配合作業相

關事項」辦理 

1. 經抽查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06 日相關正本憑證均已保管妥當，未

發現重大瑕疵。 

2. 補助款及配合款所購教學儀器設備及

【預計改善行動】 

1. 預計於每年教育部調查該

系統之問卷時再做建議。

(預計108年底完成) 



 

38 

 

【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軟體之支出憑證，

均分別裝訂成冊，但為方便追蹤審計

軌跡目前係採計畫代碼方式管理帳務

(A0624101-A0624109)，可算是計畫專

帳。 

3. 配合款、獎補助款之單據目前係以交

易為主體裝訂，亦即若同時有教補款

與配合款，單據會裝訂在一起並未分

別單獨裝訂成冊。 

4. 抽查七筆資本門、三筆經常門(傳票號

碼 106402101 、  106402740 、

106402839、105405302、105405965、

105406718、105407186、106402158、

106402750)，相關交易憑證均符合「教

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

業相關事項」之規定辦理。 

【稽核建議】 

1. 建議根據不同補助來源另設更高層

之統制帳，例如 A06241 類來自教補

款，A06242 類來自產業學院補助，

以供各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及教

育部或審計機關查核。 

2. 單據分別裝訂(立即改善) 

 

【108/01/25追蹤稽核】 

1. 因統計帳之設計不影響內

部控制之運作，同亦逐步改

進。待教育部調查系統之問

卷時提出建議，再據以修

改，故同意其改善說明。 

2. 僅建議評估分冊保管的必

要性，若目前保管方式能確

保資料完整性及利於追查

抽驗，則亦同意其做法。(結

案日:10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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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2. 由於控管單據的方式目的在防止缺

漏、便於追蹤，目前配合款、獎補助

款之單據目前係以交易為主體裝

訂。此作法亦能達到防止遺漏、便於

追蹤效果，不影響內部控制有效性。

建議會計室評估未來配合款、教補款

單據分開裝訂成冊的必要性。 

107年 02月 27日 9.獎勵補助款執行年

度之認定 

9.1獎勵補助款配合政

府會計年度

(1.1~12.31)執行，

應於當年度全數

執行完竣－完成

核銷並付款 

經抽核優先序1-01(管)、1-02(管)、

1-16(財)、1-18(管)、1-20(資)、1-50(資)、

8-01(電)、1-27(保)、7-04(學)、6-05(圖)、

6-01(圖)、8.5-12(學)之請購、採購、驗收

等相關憑證文件，尚無重大異常。 

 

【稽核建議】 

對50萬以下的採購，也應有買賣雙方確認

驗收日期的設計，以免事後對保固期間的

起算日的爭端。 

【預計改善行動】 

將請廠商於保固書上加註驗收

日期，保固日期自驗收日起

算，本校驗收完成後，填註驗

收日期，再影印或掃描通知廠

商。(自107年度採購開始改善) 

 

【108/01/22追蹤稽核】 

1. 經抽核107優先序11-12之

財產，保證書期間為

2018.12.12-2019.12.11,一

年。但保管組的「財產驗

收單」驗收日期為

2018.12.18.的確會有保固

期間起算日的爭議，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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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採購組討論，108年度的採

將請廠商的保固書註明

「本公司自校方驗收日起

提供一年保固」，來解決

保固期間起算日的爭議。 

107年 02月 27日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

形 

1.3獎勵補助教師案件

之執行應符合改

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為主之支用精

神 

1. 依本校「教師獎助辦法」第三條已經

明確規範獎助範圍，分別有改善教學

(第三款推動實務教學)及師資結構(第

六款教師升等)等為主支用精神，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經常門之用為

50%，本校編列 57.95%。 

2. 期末檢視經常門經費之執行比例，改

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比例為 52.01%，

符合教育部 50%以上之指標。 

 

【稽核建議】 

建議相關單位宜再思考更能提升教學及

師資結構之策略及具體做法，以妥善運

用獎補助款 

【預計改善行動】 

1. 研發處擬於「教師研究獎助實

施規定」新增關於教師採多元

升等通過之相關獎助。(107

年03月31日預計完成) 

2. 教資中心持續辦理創新教學

與多元升等相關研習，以提升

教師之專業本職學能。(107

年03月31日預計完成) 

 

【108/01/24追蹤稽核】 

經檢視本校教師研究獎助實施

規定，已於107年03月21日修正

新增第七條，多元升等之獎勵

措施。教資中心已於107年辦理

多項創新教學與多元升等之研

習，業已改善完成。(實際改善

完成日:10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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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7年 02月 27日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

形 

1.4應避免集中於少數

人或特定對象 

1. 為避免獎助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

象，依本校「教師獎助辦法」第八條

規定教師為限，而且第三條規定教師

獎助範圍有教師進修、教師研習、推

動實務教學、教師研究等，每ㄧ項補

助皆有獎助金額上限，如教師研習獎

助，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研習

獎助實施規定」第二條對參加國內研

習之教師，每人每年參加國內研習經

費以壹萬元為上限。 

2. 經檢視本年度經常門執行清冊，本年

度受補助之教師為 115人，近全校教

師之半數，但仍有將近 5成以上教師

未申請使用此一經費。前 20人之補助

金額所占比例總計超過 50%。 

【稽核建議】 

1. 建議學校依中長程規劃，引導及推動

校內教師積極參與，以更避免集中於

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預計改善行動】 

由各單位增列獎助項目，增加
全校教師申請獎助機會。(107

年 03月 21日預計完成) 

【108/02/22 追蹤稽核】 

經檢視相關規定，發現修改或
新增獎助規定如下： 

1. 107/03/21 校教評會修正通
過「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
研究獎助實施規定」新增第

三條第七項「教師通過多元
之升等之獎勵金額」項目。 

2. 107/06/20 校務會議修正通
過「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
研究獎助規定」修改第三條

第(五)項「教師彈性薪資」
規定。 

3. 108/01/16 校教評會修正通

過「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
研習獎助實施規定」第三條
第二項第(一)款，修正「師
資培育計畫之專業研習，不
受壹萬元之上限之限制」。 

4. 108/01/16 校教評會通過，
新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

學創新獎助規定」。 

(實際改善完成日：10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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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7年 2月 27日 3.經費支用項目及標

準 

3.3支用項目及標準應

參考「中央政府各

機關用途別科目

分類及執行標準

表」之規定列支，

且不得用於校內

人員出席費、審查

費、工作費、主持

費、引言費、諮詢

費、訪視費、評鑑

費 

依據 106 執行清冊彙總資料，經常門支出

比例介於 25%-30%之間，符合教育部規

定。支用類別符合教育部之分類用途科

目。茲抽查改善與師資結構(10件)、學生

事務(3 件)、行政人員研習(2 件)、改善教

學物品(3 件)、新聘教師(同 1)、其他(3

件)。查核結未有不符之情事。 

 

【稽核建議】 

1. 抽查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關於補

助教材編撰部分，李○傑老師受補助

之教材中將法條與歷屆考古題直接

做為補助教材標的，是否妥善值得討

論，建議未來申請獎助之教材若有法

條與歷屆考古題，應以編排整理後之

教材申請較事宜。 

2.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中，查核專利補

助(劉○淳老師，兩次申請，黏存單品

項不同，一次屬研究，一次屬著作)(附

件106-教-A15-3-3)，已請研發處即刻

更正黏存單品項。 

 

【預計改善行動】 

1. 依稽核建議，後續之申請案

於審核前，由教資中心先進

行形式審查，避免送審資料

為法條和歷屆考古題等資

料，並要申請教師調整後再

行送審，以符合補助教材之

精神。(107年06月30日預計

完成) 

2. 已立即改善完成。 

 

【108/01/24追蹤稽核】 

經檢視107年度未有類似情事

教材提出申請，顯示承辦單位

已有宣導或先行審核，業已改

善完成。 ( 實際改善完成

日:10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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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7年 2月 27日 4.經常門經費規劃與

執行 

4.1獎勵補助案件之執

行與原計畫(核定

版支用計畫書)之

差異幅度應在合

理範圍(20%內) 

經常門案件執行與原計畫書差異在20%以

上之項目為五項，包括編纂教材、製作教

具、研究、研習、升等送審、行政人員業

務研習及進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等項

目。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雖然自105年度

45.51%提升至52.01%，也符合教育部50%

以上之指標，但建議相關單位宜再思考更

能提升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策略及具體做

法，以妥善運用獎補助款。 

【預計改善行動】 

轉知相關單位，於 107 年 3月

編製支用計畫書預算時審慎評

估，減少執行金額與預算金額

之差異。(107/03/30/預計完成) 

 

【108/01/24 追蹤稽核】 

經檢視本校教師研究獎助實施

規定，已於 107年 03 月 21日

修正新增第七條，多元升等之

獎勵措施。教資中心已於 107

年辦理多項創新教學與多元升

等之研習，業已改善完成。(實

際改善完成日:108/01/24) 

107年 2月 27日 4.經常門經費規劃與

執行 

4.2獎勵補助案件之執

行應有具體成果

或報告留校備供

查考 

1. 查核各項補助及教師研習均有具體

成果或心得報告存校查考。 

2. 查核教師研習1、16、17案件教師搭

乘非本國籍航空公司參加研習之申

請日期為106年12月，已為研習日之

後不符「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軍公教人

員因公出國搭乘本國籍航空班機作

業規定」第三項之規定，然檢視校內

相關申請作業流程未明確納入此規

【預計改善行動】 

1. 修改「教師研習獎助實施規
定」如下： 

(1) 「參加研習簽呈」新增教
師提供「因公出國人員搭
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
請書」，若搭乘本國班機則
不需提供。 

(2) 「研習獎助申請表」亦新
增檢附上述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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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定，建議未來宜明確訂定該申請程

序，以避免觸法。 

3. 查核教師教材教具之製作成果雖存

於校內，但除數位教材外，其他未依

校內規定存於圖書館、網路教學平

台，為提高教材教具使用效益，建議

落實校內規定。 

 

 

【稽核建議】 

1. 建議未來宜明確將「搭乘非本國籍航

空公司」申請程序納入獎補助款申請

程序，以避免觸法。 

2. 建議落實教材教具留校保存之相關校

內規定。 

2. 將依申請補助之項目落實
相關規定： 

(1) 數位教材存放於德明 e 學

院 

(2) 教材教具依申請教師提供
申請之相關紙本 (含電子
檔)存於圖書館。 

(3) 教具之實體存於系辦公
室。 

【108/01/16 追蹤稽核】 

1. 經檢視 107 年度執行清
冊，該年度未有國外研
習，且再詢郭孟雅，該年
度也未有以教補款出國之
情形。檢視民國 108 年 1

月 16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的《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
師研習獎助實施規定》附

件，也確如預計改善行動
執行。 (實際改善完成
日:108/01/16)  

2. 經抽核 107 年度三筆編纂
教材及一筆教具，尚無重
大不符。 (實際改善完成
日:10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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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7年 2月 27日 2.請採購程序及實施 2.4各項採購單價應參

照臺灣銀行聯合

採購標準 

本校各項採購單價會與「共同供應契約」

之公告廠商優先採購，參照採購標準進行

議價，未發現重大瑕疵。 

【稽核建議】 

建議議價程序中參照台灣銀行之聯合採

購標準過程應呈現在內部審查表單中以

便比較 

【預計改善行動】 

台灣銀行辦理之共同契約採購

資訊並未涵蓋所有本校採購項

目，於採購時將查詢是否有相

同產品之資訊並記錄予以佐

證。(預計 107年 02月 09日起

立即改善) 

【108/01/24追蹤稽核】 

經詢承辦人員，未來每筆採購

是否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的流程，均會有紀錄。 

107年 2月 27日 3.資本門經費規劃與

執行 

3.1採購案件之執行與

原計畫(核定版支

用計畫書)之差異

幅度應在合理範

圍(20%內) 

【稽核建議】 

圖書館自動化、圖書期刊之項目經費比例

差異超過 20%，學輔相關設備經費比例亦

超過 20%，建議未來在進行經費規畫時應

更審慎評估，並積極找出差異過大之原因

進行改善。 

【改善行動】 

轉知圖書館與學務處，107年3

月編製支用計畫書預算時審

慎評估，減少執行金額與預算

金額之差異。(預計完成日107

年03月30日) 

 

【108/01/24改善追蹤】 

經檢視107年度圖書館期刊等

設備預算3,684,000，執行金額

3,575,915，差異幅度(108,085)

為3%，學輔設備預算96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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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元，執行 876,696元，差異

89,710元，差異幅度10.23%，

業已改善完成。(實際改善完成

日:108/01/24) 

 

107年 2月 27日 5.財產移轉、借用、報

廢及遺失處理 

5.3財產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相關

記錄應予完備 

【稽核建議】 

1. 目前各系在財產借用登記本尚未有記
錄點交情形，建議各系在借用登記本
上歸還清點時確認資產狀態以判別責

任歸屬。 

2. 應外系部分資產(如 104 年購置之 3D

虛擬實境設計軟體及 106 年購置放置
於 A414 情境教室之兩台電腦)使用頻
率偏低。建議保管單位評估提高使用
效益之可能性，或是評估是否依流程
移轉至更有效益並符合規定之用途 

3. 各教學單位申請之相機與攝影機均由

圖書館統一保管出借卻不負保管之
責，雖目前無保管上的缺失，但實質
保管人不負保管之責，恐有未來物品
遺失時之責任歸屬問題，建議應予改
善。 

【改善行動】 

1.管理學院各系在登記本上將

填註資產設備妥適狀態，將可

明確歸責。(即刻改善) 

2.應外系：計畫將 A414 兩台電

腦移至 A415 自學教室，供學

生使用。 

3.與圖書館商討執行至今是否

有保管或管理上之問題或缺之

以利後續改善建議。(預計完成

日 107.01.31)  

4.擬將已購入財產移轉於實質

保管單位圖書館，爾後新增採

購將以教學單位為請購人但保

管人及存置地點為圖書館(預

計於 106學年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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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7/02/26 追蹤稽核】 

1. 經檢視各系登記本，已增

加填寫資產設備妥適狀

態，業已改善完畢。(實際

完成日 107年 02月 26日) 

2. 經檢視 A414 之兩台電腦

已移至 A415 供學生使

用，業已改善完畢。(實際

完成日 107年 02月 26日) 

【108/01/04 追蹤稽核】 

1. 107年 9月自應外系移出之

104 年度購置的電腦已由

會資系承接，做為 SAP 及

ERP 教學之用，保管組已

立即辦理移轉。經檢視財產

移轉資料，該項財產業已改

善完畢。 (實際改善完成

日：107/12/27) 

2. 經檢視財產移轉清單，相機

及攝影機並未完成保管人

及存置地點為圖書館之移

轉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