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頁/共 5 頁 
 

真理大學 107年度內部稽核報告 

編號 受稽單位 稽核項目 建議/結論 

107-01 總務處出納組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

盤點 
經盤點，確實無誤。 

107-02 各單位 零用金盤點 經盤點，確實無誤。 

107-03 總務處出納組 

現金及有價證券之管理 

付款作業 

收款作業 

稅務申報作業 

學雜費收費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04 總務處採購組 採購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05 總務處保管組 

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

購置或出租 

財物增置登錄作業 

財產報減作業 

財產定期盤點作業 

財產增置減損及折舊攤銷核

對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06 
秘書室 

校友暨公關組 

募款作業 

收受捐贈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07 秘書室文書組 文書處理作業 

1.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2. 惟發現校外舉辦學術研究、競賽等

活動之相關訊息，各系處理方式大

都以通知本系(院)教師為主，且公

告方式也不一致，無法使相關訊息

確實傳達給有需要之教師。建議秘

書室研議相關作業程序，使得學術

研究、競賽等相關訊息可以充份被

揭露，俾使老師得以參與或申請。 

107-08 體育室 
真理大學運動場館使用管理

作業 

1. 經抽查確實依作業程序辦理。 

2. 惟發現租用單用—康舒科技、英特

衛，這 2 個租用單位收費有 8 折折

扣的優惠。經承辦人員說明，此 2單

位長期租借本校場地已超過 10年，

為使 2單位繼續與本校合作，故給予

折扣。建議承辦單位應依「真理大學

運動場館使用管理辦法」第六條第

九款第三目規定：各場館因特殊狀

況必須變更收費標準時，應另案簽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3. 為活化本校體育場館之使用，租借

場地之收費應具有彈性，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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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受稽單位 稽核項目 建議/結論 

「真理大學運動場館使用管理辦

法」第六條第九款。 

107-09 
學務處 

服務學習組 

服務教育課程施行作業 

服務學習課程施行作業 

1. 經抽查確實符合相關辦法辦理。 

2. 惟依據之法規已修正，故建議修正

內控。 

(1) 「真理大學服務教育課程施行細

則」第三條服務教育課程指導委員

會委員已於 106年 11月 20日修正

通過，故請修正內控「服務教育課

程施行作業」之 2.1.1及 2.1.2。 

(2) 「真理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施行細

則」第四條及第六條已於 107 年 4

月 16 日修正通過，故請修正內控

「服務學習課程施行作業」之 2.3

及 2.5。 

107-10 研發處校發組 

增減調整院、系、所、班、

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 

向學校主管機關指定網站進

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作業 

互動關係人滿意調查作業 

1. 經查發現教與學發展中心確實督導

各教學單位辦理家長座談會並彙整

座談會紀錄，敬會各承辦單位，惟未

依「真理大學互動關係人滿意度調

查施行辦法」第六條提交行政會議

檢討。經告知，已將資料提送 106學

年度第 12次(臨時)行政會議檢討。 

2. 經查發現學務處課外組於 106 年 12

月 21日舉辦「與師長有約座談會」，

確實撰寫意見報告書提交 106 學年

度第 10次行政會議檢討。惟建議座

談會名稱應符合「真理大學互動關

係人滿意度調查施行辦法」第六條

第四款「在校生座談會」。 

3. 其餘皆符合內控要求。 

107-11 總務處出納組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

盤點 
經盤點，確實無誤。 

107-12 電算中心 

影印管理查核及輔導作業 

（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保

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

自評表」）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13 總務處出納組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

盤點 
經盤點，確實無誤。 

107-14 各單位 零用金盤點 經盤點，確實無誤。 

107-15 人事室 

聘僱 

職員工差勤管理 

職員工請假暨休假 

職員工加班暨補休假 

福利及保險 

1. 每項控制重點皆有佐證資料。 

2. 經查「職員工請假暨休假」發現一名

同仁請假 8月 4日至 8月 8日(其中

8 月 6 日及 7 日為例假日)，連續請

假超過 2日，未依照「真理大學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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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受稽單位 稽核項目 建議/結論 

薪資 

進修 

績效評量 

退休、撫卹及資遣 

及適用勞基法人員請假暨休假辦

法」第八條第三項「職員工請各類

假，不含例假日 2日內者(含 2日)，

由一級主管核准，超過 2日者，由校

長核准。」經承辦人員說明，新校務

系統未建置完善。建議儘速與系統

工程師討論修正，以符合本校規定。 

3. 經查「職員工加班暨補休假」，發現

8 月 1 日開始使用新系統則免填寫

「加班之工作紀錄報告單」。建議修

正「真理大學職員工加班暨補休假

辦法」第五條及內部控制制度

2.3.5。 

107-16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學分班與非學分班

事務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17 
教務處 

國際事務中心 

國外姊妹校交換學生作業 

招收外籍學生作業 

締結國外大學姐妹校學術交

流協定實施作業 

締結大陸地區姊妹校作業 

辦理大陸地區短期研修生申

請與入學報到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18 學務處諮商中心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工作 

身心障礙課業輔導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19 秘書室文書組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資訊安全

作業 

（配合教育部「公文電子交

換系統資訊安全管理規

範」）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20 教務處招生中心 

招生考試作業-報名作業 

招生考試作業-書面資料審

查作業 

招生考試作業-筆試作業 

招生考試作業-面試作業 

招生考試作業-成績作業 

招生考試作業-放榜作業 

招生考試作業-經費支用計

畫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21 總務處出納組 
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

盤點 
經盤點，確實無誤。 

107-22 教務處註冊組 
學生註冊作業 

學生成績處理作業 

1. 每項控制重點皆有佐證資料。 

2. 經查核校務系統「學籍表系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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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受稽單位 稽核項目 建議/結論 

學籍管理作業 現學生資料不齊全，經由經辦人員

說明該系統尚未建製完成，建議註

冊組向系統工程師確認資料的正確

度。 

107-23 學務處課外組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作

業 

學生團體活動申請與經費補

助核銷作業 

學生團體成立與運作輔導作

業 

1. 每項控制重點皆有佐證資料。 

2. 經查 2-1-1-3-2「生活知能講座」所

需經費 27,400 元超過二萬元以上

者，未經校長簽核。 

3. 經查學生團體活動 2-4-1-1-25台文

系「台著木財憶童年宿營」及 2-4-

1-1-26 音應系「音浪嗨翻天兩天一

夜新生交流」缺少家長通知書及保

險憑證影本。 

107-24 學務處生輔組 

生活輔導作業 

就學貸款作業 

學生助學金作業 

學生宿舍管理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25 會計室 

現金及有價證券之管理 

借款作業 

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審核、

收支、管理及記錄 

預算與決算之編製 

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負債承諾與或有事項之管理

及記錄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107-26 研發處學研組 

研究發展事項 

產學合作事項 

學術研究獎勵作業 

1. 每項控制重點皆有佐證資料。 

2. 經查發現「真理大學 107 學年度個

別型研究計畫補助申請表」雖經研

究發展會議審查，但表單未填寫審

查結果，建議補齊審查結果，以利資

料備查。。 

3. 經查發現「107學年度研究獎勵申請

明細表」雖經過各院務會議初審，但

表格中「學院複審」未簽核，請補齊，

以利資料備查。 

107-27 
教務處 

教與學發展中心 

課程規劃作業 

選課作業 

課業輔導作業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作業 

經抽查確實符合內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