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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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專案-教補款-A2 

受稽核單位 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期 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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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

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組織章程

並訂定專責小組組成辦法，最

新版本為107年11月07日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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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108學年度專責小組成員

包括各科系、共同科之代表共

計29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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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會計資訊系與行銷系系

務會議資料，科系代表係由各

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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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10月31日以前，專責

委 員 會 計 招 開 三 次 會 議

(108/2/18 、 108/4/25 、

108/8/13) ， 出 席 比 率 為

28/31、22/31、2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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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4-2 

4-3 

5 
稽核小組成員不得與專責小

組重疊 

查核比對專責小組成員與稽

核小組成員並無重疊情形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1 

5-1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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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稽核人員：黃美玲、洪千惠 

受稽單位：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期：10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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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專案-教補款-A3-1 

受稽核單位 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期 108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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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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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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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抽查優先序11-07、

11-18、11-23、11-25、11-29、

15-5、15-6、15-7、18-8、18-

12等品項)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附件 

2-1 

2-2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所有抽查項目，均符合相關規定，惟11-18、11-25與11-29，品項內容、規

格均相同，但品項名稱卻不同(虛擬系統伺服器、虛擬系統磁碟櫃)，建議電

算中心於招開電子諮詢委員會時，品項名稱應盡量統一。  

 

實地稽核人員：黃美玲、洪千惠 

 

受稽單位：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期：10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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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專案-教補款-A3-2 

受稽核單位 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期 109年0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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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期中抽核樣本外，期末檢視

優先序11-1、15.5-14、15.5-

18、15.5-21之變更經108學年

度 第 2 次 專 責 小 組 會 議

(108.11.14)通過。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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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如稽核說明 

 

實地稽核人員：魏鸞瑩 

 

受稽單位：研發處學術推廣組 

 

稽核日期：109年02月18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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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頁 

稽核項目 圖書軟體資源之支用與管理 文件編號 108-專案-教補款-A4 

受稽核單位 圖書館 稽核日期 108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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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於108年10月21日召開圖書規

劃委員會，符合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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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介購資料，財經學院洪○

杰、資訊學院林○川、管理學院劉○淳與

通識中心賴○珠四位老師所介購之書籍，

其中發現賴老師推薦之書籍並未完全符合

其授與課程或研究領域相關，其餘三位老

師均符合規定 (附件2)。據受稽單位表示，

賴老師為通識中心圖書委員，因通識中心

授與課程內容較為廣泛，有時介購書籍性

質可能與其授課課程無直接相關。 

據了解，圖書館之審查以不違反善良風俗

之推薦書籍為原則，故建議圖書館應按實

際審查原則，在教師介購書籍時，無需規

範教師依其授課課程或研究領域介購，但

在圖書推介單上，仍應保留「課程名稱/研

究領域」欄位，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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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由圖書館舉辦「107高教深耕計畫」

及「2018 Openbook好書獎」兩場活動，其

所介購之圖書軟體等資料，無發現重大不

符情事。(附件3)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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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關規定。

(網頁截圖及空白推介單如附件4)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5 
每筆圖書請購案是否在預算額

度內。 

查 107學年度全校各單位圖書預算為

$7,000,000，決算金額為$7,023,2554, 

超支預算23,254元，約千分之三，在正負

理想值內，無重大不符。(107學年度各系

書刊資料費列表及受稽單位圖書館陳館長

E-mail信件說明如附件5。) 

此外，據學術推廣組表示，108學年度教育

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之規範，已取消圖書館自動

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之經費限

制。(108學年度計畫申請作業手冊抽印如

附件6)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5、

6 

6 請購前是否確實查核館藏。 

抽查財經學院洪○杰、資訊學院林○川、

管理學院劉○淳與通識中心賴○珠四位老

師所請購之圖書，符合相關規定。(附件7)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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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了解，本校請購及採購進度為中文書籍

約1個月；西文書籍約3個月，本次稽核抽

查中西文請購資料各一筆，可發現承辦人

員與廠商E-mail往來文件稽催其請購及採

購進度，與相關規定符合。(E-mail往來文

件如附件8)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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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9)西

文及107(23)中文採購案，無發現重大不符

情事。(採購驗收入庫相關單據如附件9)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9 

9 

每學年度購置圖書之編目數量

與驗收數量與支出憑證金額是

否相符。 

經查107學年度資料，新增訂購及財產數量

相符，另抽查中文圖書107(23)(C235292-

C235519；C235608-C235630)及西文圖書

107(29)(W031195-W031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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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9、

10 

10 
每年度及學年度館藏累計及新

增數量是否均有統計。 

受稽單位每年定期於4月更新全國圖書館

年鑑、7月進行學年度圖書資產統計及10月

進行技專資料統計三類，符合相關規定。

(館藏累計及新增數量統計數據詳如附件

11)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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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每半年列印成冊，與相關規定符合。(中、

西文圖書及光碟清冊各抽印一份如附件

12)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 

12 
圖書資料之來源是否均有註明

及蓋教育部補助章。 

抽查中文圖書「華語文能力測驗」、「彼

得林區選股戰略」兩本，西文圖書「The 

Economic Thought of William Petty」、

「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Design Evolution」兩冊及光碟「大數據

時代之行銷策略(上)(中)(下)」三張，均

可發現註明圖書資料來源及加蓋「教育部

獎勵補助款」補助章，符合相關規定。(附

件13)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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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關規定。(附件14)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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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發現重

大不符情事。(標準作業流程資料如附件

15)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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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建議圖書館在教師介購書籍時，應按實際作業以不違反善良風俗之推薦書籍

為審查原則，無需要求教師依其授課課程或研究領域相關介購，但在圖書推介

單上仍保留「課程名稱/研究領域」欄位，作為參考。 

 

實地稽核人員：陳映霏、王淑滿 

 

 

受稽單位：陳淑珍、惠祖月、陳明廷 

 

 

 

稽核日期：10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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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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頁 

稽核項目 財產盤點制度及執行作業 文件編號 108-專案-教補款-A5 

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稽核日期 108年1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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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校財產盤點機制

係依據本校財產及物品管理

規定第五章財產盤點之規定

進行盤點作業。(財產及物品

管理規定抽印影本如附件1)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

定相符。 

    經查，保管組每年5月份

均會實施一次全校性盤點(盤

點公文及時間配置表如附件

2)，若保管人財產數量及金額

較大者，保管組則會每年列出

清單派專人進行盤點(107年

度抽盤清冊如附件3，108年度

有抽盤但未發現清冊)，其他

則由保管人自行盤點確認，雖

然盤點不應由保管人自行盤

點，但基於大部分老師的財產

數量及金額均不大，且財產盤

點表均經保管單位主管蓋章

確認，基於重大性原則，此作

法尚可接受。 

   抽查108年5月盤點作業9

項，其中管理學院歐○恬、國

貿系林○姬、行銷系郭○、保

金系郝○蕙、會資系洪○杰及

李○哲，以上6項盤點作業符

合學校規定(附件4)；另有3項

分別發現下列問題： 

媒計系葉○生：未勾選實際財

產與帳列是否相符？(附件5) 

遺失財產2項，保管組尚未依

財產遺失作業程序處理(附件

6)，分別為媒計系范○玲，椅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3、

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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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一張已失蹤多年及企管系

劉○沼， 電腦軟體 ADOBE 

ACROBAT 7.0版遺失 

  此外，發現多數財產盤點表

未填寫填單日期，建議保管組

在通知保管人填寫財產盤點

表時，提醒保管人確實填寫表

單，以確保表單的完整性，有

利控管。 

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記錄係依保管人分冊保管) 

   經查，保管組將各保管人

擲回之財產盤點單均按單位

別分冊保管，紀錄完備，與規

定相符。(107學年度財產盤點

表目錄繳回紀錄如附件7)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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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財產盤點表均可發現

保管單位主管均有確認蓋章，

盡財產管理督導工作之責。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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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保管組目前針對盤

點結果異常時，會先了解異常

原因並加以處理以求帳務正

確與一致，若肇因於財產保管

人或財產使用者之過失者，則

呈報究責，但此查核工作之紀

錄僅在財產保管人之財產盤

點單上註記並蓋章，並未將異

常狀況列入紀錄。 

   建議，保管組建立「盤點

差異報告」，彙總差異原因，

針對問題提請檢討及改善，並

列入紀錄備查，使盤點制度更

加完善。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1.建議盡速查明下列財產狀況，並補正 

  (1) 媒計系葉○生：未勾選實際財產與帳列是否相符？(附件5) 

 (2) 媒計系范○玲椅凳一張已失蹤多年及企管系劉○沼電腦軟體  ADOBE 

ACROBAT 7.0版遺失，保管組尚未依財產遺失作業程序處理(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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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數財產盤點表未填寫填單日期，及少數表單並未在每項財產項目勾選

「符」或「不符」選項，建議保管組在通知保管人填寫財產盤點表時，

提醒保管人確實填寫表單，以確保表單的完整性，有利控管。 

3. 建議保管組建立「盤點差異報告」，彙總差異原因，針對問題提請檢討

及改善，並列入紀錄備查，使盤點制度更加完善。 

 

實地稽核人員：陳映霏、顏嘉良 

 

 

受稽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稽核日期：10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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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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頁 

稽核項目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 文件編號 108-專案-教補款-A6 

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稽核日期 108年1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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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財產及物品管理規定」針對

財產之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均有明

確規範。(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產及物

品管理規定如附件1)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本校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

遺失均按「財產及物品管理規定」執

行，符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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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保管組對財產移轉及報廢均設

有「財產移轉單」及「財產報廢單」，

紀錄完備。財產借用則由各教學單位

各自設置「財產借出登記簿」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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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流通系筆記型電腦(3140101-

03/0009527) 及 資 管 系 控 制 器

(3013704-18/0009424)均可發現財產

驗收單及財產卡，並可在動產增加清

冊中發現此二項新增之財產，與規定

相符。(附件2)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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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圖書及博物、機械儀器及設備、

其他設備增加之財產各兩筆，均依規

定登記於「財產增加單」辦理產籍登

錄。(附件3) 

另抽查李○勛、韓○偉、黃○育、黃○

玲及沈○德之財產移轉，亦依規定登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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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財產移轉單」辦理財產移轉登錄。

(附件4) 

財產減損及報廢如稽核程式10。 

另在稽核過程中發現本校為使各單位

財產共享原則，將各單位之數位照相

機、數位攝影機及攝影機統一存放於

圖書館，由圖書館保管及負責處理借

用相關程序，但在財產系統中之保管

單位及存置地點均仍登錄為原購置單

位，若實物實際存置地點並未在原購

置單位，原購置單位又如何負有保管

及維護責任？建議將實物回歸至原購

置單位保管(系統紀錄之存置地點)，

或於系統中將保管單位及存置地點移

轉至圖書館以使系統紀錄與實際情況

相符(存置於圖書館相機攝影機清冊

如附件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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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會資系主任陳○龍調職財產移

交至李○雀及資訊學院院祕書王○晟

離職財產移交至蕭○宏，均可發現「業

務移交清冊」，依據規定辦理財產移交

手續。(附件6)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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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稽核程式6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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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備，均於校內使用，並無外借之

情形。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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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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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之財產借用及養護紀錄，均設

置於各單位填寫並存查，此項稽核項

目均於各單位財產稽核時查核，查核

結果詳如各單位之「電腦教學研究設

備之管理及使用情形作業(含財產借

用作業)稽核檢查表」(A8、A9、A10、

A11)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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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財金學院、管理學院及資訊學院

各一筆申請報廢作業，符合相關規定。

(財產報廢申請單、財產減損單及108

年7月9日董事會會議紀錄如附件7)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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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稽核程式10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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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108年度報廢之財產中有20個電

腦螢幕由幸福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依資

源回收處理取得現金2000元，變賣所

得亦已轉陳會計室登帳。(附件8)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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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108年7月份財產增加及財產減損

之作業，保管組均依當月之「財產增加

單」及「財產減損單」編製「財產增減

月報表」，會計室依此報表編製傳票入

帳。(附件9) 

在檢視該「財產增減月報表」時，發現

該報表之覆核單位為保管組組長，根

據內控制度建議應轉會計單位覆核。

(內控制度抽印如附件10)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9、10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1. 在稽核過程中發現本校為使各單位財產共享原則，將各單位之數位照相

機、數位攝影機及攝影機統一存放於圖書館，由圖書館保管及負責處理借

用相關程序，但在財產系統中之保管單位及存置地點均仍登錄為原購置單

位，若實物實際存置地點並未在原購置單位，原購置單位又如何負有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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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護責任？建議將實物回歸至原購置單位保管(系統紀錄之存置地點)，

或於系統中將保管單位及存置地點移轉至圖書館以使系統紀錄與實際情況

相符(存置於圖書館相機攝影機清冊如附件5) 

2. 在檢視該「財產增減月報表」時，發現該報表之覆核單位為保管組組長，

根據內控制度建議應轉會計單位覆核。(內控制度抽印如附件10) 

 

實地稽核人員：陳映霏、顏嘉良 

 

 

受稽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稽核日期：108年12月23日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電算中心電腦教學研究設備之

管理及使用情形作業(含財產借用作業)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4頁 

稽核項目 電算中心電腦教學研究設備之管理及使

用情形作業(含財產借用作業) 

文件編號 108-專案-教補款-A7 

受稽核單位 電算中心 稽核日期 108年11月12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電算中心電腦教學研究設備之管理及使用情形作業(含財產借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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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所購置之儀器

設備經分類、編號及登記後，均應

黏貼「○○○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

費購置」字樣之標籤 

從107年之執行清冊抽出是以「電

算中心」或「各系所」名義申購，

登載放置地點是放於中正樓，且確

認是歸電算中心保管的設備為樣

本，經查尚無重大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2 

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所購置之儀器

設備是否做為教學研究之用途，而

非作為行政業務之用途 

所抽核之樣本皆有關教學研究之

用途，經查尚無重大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 

3 

各單位對設備負有保管責任，對於

財產異動相關事項皆確實知會保管

組，以利財產資料之準確性。 

經抽核，尚無重大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 



4 

設備保管人及設備使用人應經常注

意設備養護檢查及清潔，並於保養

維護紀錄表記載 

經詢李慎芬，C405、C504教室教

學設備，平時並無特別保養，如

有故障等間題，才會處理（與本

校其他教室教學設備處理方式相

同），在衡量本校現有人力及同

仁工作量下，此種處理方式尚可

接受。經詢李慎芬，此二教室本

期尚無報修情形。機房C503，有

外部廠商定期保養，經抽核廠商

「技術服務明細表」，尚無重大

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6 

5 

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所購置之儀器

財產外借時，財產保管人應即時登

錄於「財產借出登記簿」 

電算中心的設備主要外借是連教

室一併借出，經抽核「電算中心電

腦教室借用登記表」，尚無不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6 

領借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所購置之

儀器設備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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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項目5。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7 

儀器設備借用歸還時，應逐項點交

財產，如有損壞或短少時，借用人

應依評定市價金額賠償。財產保管

人點交無誤，應即時於「財產借出

登記簿」記載歸還。 

如項目5。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8 

凡財產撥借於校外其他單位，應報

簽校長核准，並知會保管組，始得

借出。 

經詢李慎芬，本學年無此情形。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9 
財產運用之實際績效應符合計畫預

期效益。(可往前追蹤一年)。 

107年購置設備，置於C503（機房）

部份，都已開始使用，並無閒置情

形。置於教室的相關教學設備

（C405，C504），經抽核課表，尚

能應符合計畫預期效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一、項目2：所採購的設備雖都與教學研究有關，但有的設備（如wifi與其相

關設備、tip有關選課等）或亦與教學行政有關，供教學行政使用，是否會



被外界認定為供行政使用？建議：電算中心資本門部分財產用途屬於全校

性，依獎補助款使用原則，建議實際用途僅限於教學研究為當。 

二、項目3：執行清冊採購序15.5-26，有兩台「無線網路控制系統」，於執

行清冊的申購單位是電算中心，清冊上所載的存放地點為C503機房及

C403-1教室（此教室據詢黃洪源系屬資訊學院），但於此次稽核時發現兩

台皆放於C503機房。又詢保管組李銀金，其「動產增加清冊」所載一台是

屬電算中心，一台是屬資訊學院。此有幾個問題：1.當初申購是以電算中

心名義，為何事後一台會變成隷屬於資訊學院？2.即使採採購後由電算中

心移轉給資訊學院，為何該設備又放於電算中心的機房？3.是否電算中心

移轉給資訊學院後，又移轉回電算中心？若是如此，應告知保管組，為何

未告知？建議：宜釐清上述問題，否則易造成財產保管的權責不清及學校

財產管理上的混亂。 

三、項目9：107年度電腦教室的教學設備預期效益是以：36÷40（40堂扣掉週

三下午不排課÷教室一週可用40堂）＝90%。（附件5）而抽核C504教室107

下學期及108上學期的教室排課率皆為75%（30÷40）；C405教108上學期的教室

排課率60%（24÷40）。雖都不及預期90%的效益。但在少子化導致招生不易

及減班效應，合理的預期效益是否是要訂那高（90%）？或是否還有（教學

研究）其他可合理衡量的指標？建議：類似情況（如各系的專業教室）全

校應該都有，學校宜協助各單位建立一套切合現狀、與教補款要求之教學

研究有關的效益評量指標。 

 

 

 

 

實地稽核人員：林光炫、葉詩品 

  

受稽單位：電算中心－黃志泰、李慎芬 

 

 

稽核日期： 108 年 11 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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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電腦教學研究設備之

管理及使用情形作業(含財產借用作業)稽核檢查表 
第 1頁/共 3頁 

稽核項目 通識教育中心電腦教學研究設備之管理

及使用情形作業(含財產借用作業) 

文件編號 108-專案-教補款-A8 

受稽核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稽核日期 108年11月21日 

稽核目的 合理確保通識教育中心電腦教學研究設備之管理及使用情形作業(含財產借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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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所購置之儀器

設備經分類、編號及登記後，均應

黏貼「○○○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

費購置」字樣之標籤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0月31日通

識中心增加之動產清冊如附件1，

因增加項目不多，故此次稽核進行

普查。 

新增之個人電腦 65台 (3140101-

03/0009311) 、 教 學 廣 播 系 統

(3140401-17/0009342)及投影機

(5010105-21/0009308)均可發現

「107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費購

置」之標籤，符合相關規定。(附件

2)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 

2 

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所購置之儀器

設備是否做為教學研究之用途，而

非作為行政業務之用途 

經查受稽單位設備均使用於教學

研究之用途，無發現重大不符情

事。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各單位對設備負有保管責任，對於

財產異動相關事項皆確實知會保管

組，以利財產資料之準確性。 

本年度通識中心保管之設備，並無

異動情事發生。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2 
 

4 

設備保管人及設備使用人應經常注

意設備養護檢查及清潔，並於保養

維護紀錄表記載 

經查通識中心專業教室均設有「專

業教室設備維護登記表」，記載詳

實，符合相關規定。(附件3)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5 

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所購置之儀器

財產外借時，財產保管人應即時登

錄於「財產借出登記簿」 

經查受稽單位設有「財產借出登記

簿」，且於借出及歸還時皆有登錄

但有多筆歸還時並未簽名，建議改

善。(附件4)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6 

領借以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所購置之

儀器設備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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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中心設備皆為校內業務、教學

或研究使用，符合相關規定。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7 

儀器設備借用歸還時，應逐項點交

財產，如有損壞或短少時，借用人

應依評定市價金額賠償。財產保管

人點交無誤，應即時於「財產借出

登記簿」記載歸還。 

同稽核程式5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8 

凡財產撥借於校外其他單位，應報

簽校長核准，並知會保管組，始得

借出。 

設備無撥借校外情事。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9 
財產運用之實際績效應符合計畫預

期效益。(可往前追蹤一年)。 

檢視該中心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

預期績效指標，設定為維持可使用

率100%，經查新增之電腦設備為汰

舊換新且兩間專業教室每學期皆

有安排課程，且於課程空檔時亦可

開放讓須使用設備之課程借用，符

合預期績效。(附件5)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5 

實地稽核人員說明及建議： 

無發現重大不符情事。 

建議：在「財產(教室)借出登記簿」中，發現有多筆歸還時並未簽名且無借

用日期(如附件4)，建議改善，以利後續追蹤與控管。 

 

實地稽核人員：陳映霏、江政杰 

  

 

 

受稽單位：通識中心 

 

 

 

 

稽核日期： 108 年 1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