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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 108 學年度內部稽核彙整報告 
序

號 編號 執行內稽 
查核項目 稽核委員查核結果簡述 受稽單位改善作為簡述 

1 1081101 校園環安衛作業 
【營運事項-總務事

項】 

1. 依據現行做法修改作業程序書。 
2. 修改有關校園環安衛「總-031，有害廢棄物管理流程(廢液處

理)」、「總-030，毒化物運作」及「總-013，校園及實驗室、試

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廠災害防救及申報」三項作業之 SOP。
 

1. 依據現行做法修改作業程序書內容。 
2. 完成三項作業 SOP 之修正。 

2 1081102 出勤及差假作業 
【人事事項】 

抽查本校 10 位教職員工 107/8/15 及 108/7/15 上下班刷卡，請假\
加班申請\審核紀錄，及加班費申請紀錄。 
 

1. 完成差勤系統通知修正。

2. 完成主管簽核時效逾時，差勤系統修正。 

3 1081103 生活輔導作業- 
學生校內生活輔導 
學生獎懲作業 
學生操行成績作業 
寄宿校外學生輔導 
【營運事項-學生事

項】 

1. 「學生獎懲作業：學生獎懲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寄宿校

外學生輔導：各導師是否完成各班寄宿校外學生訪查並上網填

報訪視紀錄，學務處生輔組依訪視紀錄實施重點訪查或通知房

東等相關人員改善。」，請依照現行做法，修正內部控制制度程

序書及相關 SOP 與表單。 
2. 關於「學生獎懲作業」：請依作業流程重新制定「獎懲三聯單」

與「家長通知單」。 
 

1. 依據現行做法修改作業程序書內容。 
2. 完成「獎懲三聯單」與「家長通知單」之

制定。 
3. 完成「學生操性成績評定準則」之修訂，

並廢止「進修部學士班學生操性成績考核

作業要點」，以求一致性。 

4 1081201 107 年度科技部補助

計畫案 
【營運事項-研究發

展事項】 

1. 營運事項-研究發展事項作業程序書之作業程序 2.3 中相關依循

法規與現行法規名稱不符（「明道大學專任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暨

產學合作案獎勵實施要點」、「明道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經費處理

辦法」），請依照現行做法，修正內部控制制度程序書。 
2. 營運事項-研究發展事項作業程序書之作業程序「2.5 相關財務

收支事項之審核及記錄等，依照本校「財務購置辦法」及「本

校會計制度」辦理。」；財務收支審核及記錄除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外，亦需符合補助單位相關作業及經費處理原則辦理，建

議檢視確認後修訂 2.5 之作業程序文字。 
 

1. 依據現行做法修改作業程序書 2.3 內容。 
2. 有關作業程序書2.5相關財務收支事項之

審核及記錄，將重新檢視相關外部辦法及

規定，修正程序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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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編號 執行內稽 
查核項目 稽核委員查核結果簡述 受稽單位改善作為簡述 

5 1090101 收取捐贈 
【營運事項-財務事

項】 

1. 本次抽查 19 筆捐贈，建議收據之領取人務必確實簽收。 
2. 本次抽查 19 筆捐贈，其中捐贈載明有指定用途者，會計室皆依
捐贈單位所指定的用途設立專案計畫之預算編列。 

1.出納組開立領據/收據後將交由承辦人員

簽收。 
2. 出納組將於捐贈款匯入或兌現後出具銀

行入帳明細作為憑證，依內部控制制度程

序書作業辦理。 
3. 已修正捐贈表校內簽辦流程及備註 3 之

說明文字。 
 

6 1090301 資訊處理-業務永續

運作管理作業 
【營運事項-資訊處

理事項】 

資訊中心自 107 年起導入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規範並已通過校外第三方驗證，該管理規範有業務持續運作管理

程序書(ISMS-P-006)，且相較於本校內控制度(資訊處理)內容較為

完整，惟與現行資料稽核項目業務永續運作管理作業內容不符，

建議依實際執行狀況修正內部控制制度程序書。 
 

依實際執行狀況修正內部控制制度程序書。 

7 1090401 108 年度校務發展經

費支用 
（獎補助款經費支

用含執行成效） 
【財務事項-教育部

獎補助款及其他補

助案作業】 

1.功能測試報告之「交貨期限、交貨日期、測試日期」誤植為 107
年，請補正。 

2. 第一次公開招標公告日期早於採購規格委員會召開日及開標簽

呈核定日。建議總務處務必依正常時程進行招標事宜（採購規

格委員會、開標案簽呈、招標公告）。 
3. 會計傳票或會計相關文件若有塗銷修改，承辦人應蓋章以示負

責。 

1.「未於請購單核准即先行上網公告公開招

標」為採購之錯誤態樣，爾後總務處將注

意相關流程之先後順序。 
2. 為避免壓縮採購作業時程，應儘早規劃獎

補助款經費之使用。 
3. 會計系統已上線，付款作業也一併於系統

上操作，日後將不會再發生文件塗改狀

況，一切依系統標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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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內部稽核追蹤報告 
追蹤執行期間：108 學年度 
序

號 編號 查核項目 查核 
範圍 稽核委員查核結果簡述 作為改善 追蹤查核 追蹤結果 

1 1061002 
【106 學年

度後續追

蹤】 

菁英輔導計畫執

行作業 
 

105
學年度 

學士班菁英學生之輔導，請教務處修改

法規；並將相關配套納入辦法。 
 

持續追蹤。 
 

109 學年度將針對相

關法規及執行方式

全面考量修法。 

□結案 
□未執行改

善 
█其他：持續

追蹤 
2 1071202 

【107 學年

度後續追

蹤】 

國內新生入學獎

助學金 
【營運事項-學
生事項-就學獎

助學金作業】 
 

106 
學年度 

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實施細

則」，查核 106 學年度入學資料 
1. 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實施細則」

第二條第二款獎學金名稱「薪傳獎學

金」易與「薪傳獎設置實施細則」產

生混淆。 
2. 本校「薪傳獎設置實施細則」獎勵對

象是大學部明道中學畢業新生。 
 
依據本校「國內新生入學獎助學金作業

要點」，查核 106 學年度入學資料 
1. 依要點第三點第四款「新生入學獎學

金」為眾多獎學金中之一項。其獎學

金名稱與要點名稱「國內新生入學獎

助學金作業要點」易產生混淆。 
2. 依要點第四點：依現況修訂時程。 
 

1. 「薪傳獎設置實

施細則」已移轉

至招生處，該項

獎學金主要獎勵

對象為明道中學

畢業新生；招生

處已統整該項獎

勵納入本校「新

生入學獎助學金

作業要點」第三

點第十二款。 
2. 依委員建議，修

改本校「國內新

生入學獎助學金

作業要點」第三

點。 

已於 109 年 5 月 29
日完成「國內新生入

學獎助學金作業要

點」之修訂。 

█結案 
□未執行改

善 
□其他：持續

追棕 



4 
 

明道大學 107 學年度內部稽核彙整報告 
序號 編號 查核項目 稽核委員查核結果簡述 受稽單位改善作為簡述 後續追蹤 

1 1071201 易經大學案之學分抵免 
【營運事項-教學-推廣

教育事務】 
 
 

1. 與校外單位之合約內容應審慎訂之，法源依據

需正確，以免影響合約效力。 
2. 特殊班隊之開班，請邀集相關單位進行審查，

會議紀錄有所依據。 

1. 往後注意合約內容之正確性。 
2. 考量本合作模式並未達成當初預期之效

益，為免影響學校教學品質，本案即日

起暫緩辦理。 
 

 

2 1071202 國內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
就學獎助學金作業】 
 

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實施細則」，查

核 106 學年度入學資料 
1. 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實施細則」第二條

第二款獎學金名稱「薪傳獎學金」易與「薪傳

獎設置實施細則」產生混淆。 
2. 本校「薪傳獎設置實施細則」獎勵對象是大學

部明道中學畢業新生。 
 
依據本校「國內新生入學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查核 106 學年度入學資料 
1. 依要點第三點第四款「新生入學獎學金」為眾

多獎學金中之一項。其獎學金名稱與要點名稱

「國內新生入學獎助學金作業要點」易產生混

淆。 
2. 依要點第四點：依現況修訂時程。 
 

1. 「薪傳獎設置實施細則」已移轉至招生

處，該項獎學金主要獎勵對象為明道中

學畢業新生；招生處已統整該項獎勵納

入本校「新生入學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十二款。 
2. 依委員建議，修改本校「國內新生入學

獎助學金作業要點」第三點。 
 

為避免「獎學

金名稱」與要

點名稱產生

混淆。招生處

需修改本校

「國內新生

入學獎助學

金作業要點」

第三點。 

3 1080101 學術主管聘任作業（學

術主管不符法定資格） 
【人事事項-聘僱作業】 
 

1. 依教育部來函，及大學法、本校組織規程、本

校院系所主管選薦辦法規定，請人資室於 108
年 8 月完成新任主管兼聘作業程序。並持續依

法完成本校兼任主管聘任作業。 
2. 依教育部來函，有關學術主管出缺代理事宜，

請人資室後續研議是否納入本校相關法令。 

1. 依據「大學法 13 條」、及本校「院、系、

所主管選薦辦法」，提前於 108 年 7 月 1
日完成 108 學年度新任主管兼聘作業程

序，並經校長就所屬學系符合資格之專

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聘請兼任之。 
2. 本校部分系所主管未符法令規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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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查核項目 稽核委員查核結果簡述 受稽單位改善作為簡述 後續追蹤 
悉依第五條由校長就資深教師中擇聘一

人，代理職務，並積極推動系所教師升

等，以提昇師資質量及系所發展。 
3.「本校 108 學年度學術主管名冊」已於

108 年 8 月 13 日函覆教育部。 
 

4 1080102 招標作業程序 
【營運事項-總務事項-
財物採購與營繕作業】 
 

落實詢價機制，避免「超底價決標」情況發生。 107 學年度已無「超底價」決標案件。  

5 1080401 107 年度校務發展經費

支用（獎補助款經費支

用含執行成效） 
【財務事項-教育部獎

補助款及其他補助案作

業】 
 

1. 單據黏貼單「總務處」欄位，為確認財產登錄

之依據，建議財產組之二級主管需於此欄位

（代）壓章以完成程序。 
2. 流標紀錄主持人需簽名，以示該招標案之完整

性。 

1. 單據黏貼單「總務處」欄位，由二級主

管壓章完成確認財產登錄之程序。 
2. 確保開標紀錄表之完整性，主持人需完

成簽名。 

 

6 1080402 附設幼兒園營運事項-
學生收費作業 
【附屬機構組織】 
 

退費標準應備註於收費規定。 
 

108 學年度家長手冊版本已將收退費辦法/
標準獨立說明。 

 

7 1080501 印鑑管理作業 
【綜合行政事項-印鑑

管理作業】 
 

秘書處印鑑管理皆依程序完成作業程序。 無  

8 1060902 
【106 學

年度後

續追蹤】 

學生註冊作業 
【追蹤】計算退費金額

執行單位應為「會計室」

【結案】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內部稽核協調會議

（2018.12.06）決議，計算退費金額執行單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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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查核項目 稽核委員查核結果簡述 受稽單位改善作為簡述 後續追蹤 
或「總務處出納組」之

疑義。 
 

「總務處出納組」，並由「會計室」做覆核。 

9 1061002 
【106 學

年度後

續追蹤】 

菁英輔導計畫執行作業 
 

學士班菁英學生之輔導，請教務處修改法規；並

將相關配套納入辦法。 
持續追蹤。 請教務處修

改法規；並將

相關配套納

入辦法。 
10 1061101 

【106 學

年度後

續追蹤】 

資訊安全作業 
 
【追蹤】 
資訊中心已於 107 年度

重新申請進行資安輔導

驗證。 
 

【結案】 
本校已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經教育機構資安驗證

中心審議委員會複核通過。 

  

11 1070401 
【106 學

年度後

續追蹤】 

106 年度校務發展經費

支用 (獎勵補助經費執

行符合規定情形) 
 
 

【結案】 
1. 校務發展中心已修正「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獎

補助款作業）」SOP。 
2. 現行「校務發展計畫重要指標」已依教育部辦

學指標分類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