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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4O000367_1_161205302594.doc、104O000367_2_161205302594.doc

、104O000367_3_161205302594.doc、104O000367_4_161205302594.doc、

104O000367_5_161205302594.doc、104O000367_6_161205302594.doc、

104O000367_7_161205302594.doc、104O000367_8_16120530259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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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修訂之財產管理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1

份，請參考並轉知所屬，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11月21日主綜督字第

1030600610號函辦理。

二、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財產增加」等10項作業程序說

明表之法令依據，註明法規修訂日期。

(二)「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非宿舍部分)之管控及處理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表(項目編號BA07），配合財政部103年6

月17日修正之「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

原則」，酌作文字調整。

(三)「徵收或購置未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土地之管控及處理作

業」作業程序說明表(項目編號BA08），配合財政部103

年12月10日召開103年檢討會結論機關管控及會議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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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作文字調整。

三、本作業範例請至本部國有財產署網站（www.fnp.gov.tw）/

機關服務/國有公用財產園地/財產管理業務內部控制制度

共通性作業範例下載電子檔運用。

四、副本抄送總統府第三局、立法院總務處、司法院秘書處、

考試院秘書處、監察院秘書處、國家安全會議：本作業範

例，請　卓參。

正本：行政院秘書處、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

、文化部、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財政部秘書處、蒙藏委員會、僑務

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

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客家委員

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臺灣省政府、福建省政府、

臺灣省諮議會、中央銀行、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副本：總統府第三局、立法院總務處、司法院秘書處、考試院秘書處、監察院秘書處

、國家安全會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用財產組、接收保管組；均含附件)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02/16
19:28:15

第 2 頁 共 2 頁

-1843047416



 

 

 

財產管理業務內部控制制度

共通性作業範例 
 

 

 

 

 

 

 

 

 

 

 

財政部 

中華民國 104 年 2 月 16 日 

台財產公字第 10435002140 號函修訂 



  

目       錄 

壹、 前言………………………………………………………… 3   

貳、 財產管理業務內部控制制度共通性作業範例 

一、BA01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增加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1-1   
    (二) 作業流程圖……………………………………BA01-3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1-4 

    二、BA02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移動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2-1 
    (二) 作業流程圖……………………………………BA02-2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2-3 

 三、BA03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增減值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3-1 
    (二) 作業流程圖……………………………………BA03-2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3-3 

    四、BA04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減損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4-1 
    (二) 作業流程圖……………………………………BA04-2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4-3 

    五、BA05 國有公用財產盤點作業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5-1         
    (二) 作業流程圖……………………………………BA05-2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5-3 

    六、BA06 徵收或購置未辦理產權移轉登記土地之管控及 
處理作業（機關）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6-1 
    (二) 作業流程圖……………………………………BA06-3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6-4 

    七、BA07 國有公用被占用不動產（非宿舍部分）之管控 

及處理作業（機關）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7-1 
    (二) 作業流程圖……………………………………BA07-3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7-4 

    八、BA08 徵收或購置未辦理產權移轉登記土地之管控及 

處理作業（主管機關）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8-1 

    (二) 作業流程圖……………………………………BA08-3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8-4 

    九、BA09 國有公用被占用不動產（非宿舍部分）之管控 

及處理作業（主管機關）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09-1 
    (二) 作業流程圖……………………………………BA09-2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09-3 

十、BA10 主管機關對所屬機關進行財產管理檢核之管控及處
理作業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BA10-1 
    (二) 作業流程圖……………………………………BA10-2 

(三) 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BA10-3 

 

 

 

 



  

前       言 

依據行政院訂定「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及「內部控

制制度共通性作業範例製作原則」規定，本部應研訂國有財

產（即國有財產法第 3 條規定之不動產、動產、有價證券及

權利）管理業務內部控制制度共通性作業範例及內部控制制

度自行檢查表，於 100 年 11 月底前送行政院主計總處，提報

行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同意備查後，分行各機關參

採。倘遇有作業項目或控制重點之增刪修正、或有其他重大

修正者，亦須踐行上述程序辦理。 

茲考量業務之重要性、風險性及內部控制缺失，研訂國

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增加、財產移動、財產增減值、

財產減損）、國有公用財產盤點作業、徵收或購置未辦理產權

移轉登記土地及國有公用被占用不動產(非宿舍部分)、主管

機關對所屬機關進行財產管理檢核等業務之共通性作業範

例，供各機關參採運用，以合理確保達成施政目標、依法行

政及展現廉政肅貪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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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BA01 

項目名稱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增加 

承辦單位 財產管理單位 

作業程序 

說明 

一、  各機關凡有因採購、撥入、孳生及其他方式（如接管、沒收、徵

收、接受捐贈或依其他法令規定取得者）增加之財產，應由財產

增置經辦單位根據發票、單據圖說、核定公文書或憑證等文件等

填造財產增加單（1 式 3 聯）。 

二、 各機關接受捐贈財產時，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應檢附捐贈者

同意捐贈之意思表示文件及捐贈財產之基本資料（如型式、價值

等），並說明有無附有負擔及使用用途後，報請主管機關通知財

政部轉報行政院指定其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指定管理機關辦理

國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之程序。（行政院及所屬財產管理機關以

外之受贈機關，除附有負擔者，仍需循行政程序報請指定主管機

關外，業經行政院通函指定各受贈機關之主管機關，為受贈財產

之主管機關，免再逐案報核）。 

三、 各機關經管之財產，其計價標準應依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

第 7 點辦理。由其他機關撥入、本身孳生或因接收、受贈而取得

時，應填明財產之價格，如原價無法查考或根本無原價者，得由

財產管理單位會同有關單位予以估列。 

四、 財產保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收到財產增加單，填具財產保管人員及

存置地點後，送交會計單位。 

五、 會計單位收到財產增加單，辦理會計事務之處理，並於財產增加

單編填傳票號數及會計科目後，送財產管理單位。 

六、 財產管理單位收到財產增加單後，編填「財產管理單位編號」、「財

產編號」、「殘值」、「使用年限」、「折舊方法」4 欄，抽存其第 1

聯，並據以登記財產帳、卡及黏貼標籤，第 2、3 聯分送會計單

位及財產保管單位存查。 

七、 設置財產卡，以一物一卡為原則，多種財產組成或附有設備之財

產，應以組成或主體之財產設卡，並將各個組成之財產及設備登

入財產卡。 

八、 黏貼標籤，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同類型之財產，應將標籤劃一黏訂於顯明處。 

（二）標籤式樣，以簡明扼要為主，包括機關名稱、財產名稱、

財產編號、財產保管人員、取得日期及使用年限等欄位資

料為原則，必要時得由各機關自行增設之。 

（三）標籤之質料，須經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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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重點 一、 增置財產應填造財產增加單辦理財產產籍之登記。 

二、 受贈之財產，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國有財產法第 37 條

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29 條規定辦理。 

三、  經管之財產應依規定格式設置財產卡及明細分類帳。 

四、  財產標籤應依規定設置並加以黏訂。 

五、 應向地政機關洽取地政登記資料或申請謄本建立或釐整土地及

已登記建物之產籍。 

六、  財產價值應依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規定辦理計價。 

法令依據 一、國有財產法第37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29條。(101.1.4；99.7.23)

二、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 11 點、第 12 點、第 13 點、第 15 點、

第 20 點、第 23 點及第 25 點。（94.6.27） 

三、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第3點、第 7點及第 8點。（102.8.15）

使用表單 一、財產增加單。 

二、各類財產之財產資料卡。 

三、財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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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作業流程圖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增加作業流程                           

 

 

 

 

 

 

 

 

 

 

 

 

 

 

 

 

 

 

 

 

 

 

 

 

 

 

 

 

 

 
 

BA01 

1. 各機關凡有因採購、

撥入、孳生及其他方

式（如接管、沒收、

徵收、接受捐贈或依

其他法令規定取得

者）增加財產時，應

填造財產增加單 (一

式 3 聯，簡稱增加

單)，為財產產籍之登

記。 

2. 各機關經管之財產其

計價標準應依國有財

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

第 7 點辦理。由其他

機關撥入、本身孳生

或因接收、受贈而取

得時，應填明財產之

價格，如原價無法查

考或根本無原價者，

得由財產管理單位會

同有關單位予以估

列。 

財產增置經辦單位根據發票、單據圖說、

核定公文書或憑證等文件等填造增加單 

經辦人員 

財產保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於增加單填具
保管人員及存置地點 

財產保管人員、使用人員 

會計單位於增加單填具會計科目，簽製傳
票，編填傳票號數 

會計人員 

財產管理單位於增加單編填財產編號、殘
值、使用年限、折舊方法等 

財產管理人員 

財產管理單位抽存增
加單第 1 聯，登記財
產帳、卡及黏貼標籤 

 
 

財產管理人員 

會計單位抽存增加單
第 2 聯 

 
 
 

會計人員 

財產保管單位或使用
單位抽存增加單第 3
聯 

 
 

財產保管人員、使用
人員 

結束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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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度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表 

     年度 

自行評估單位：財產管理單位    

作業類別(項目)：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增加    

 評估日期：  年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行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說明 
符合 未符合 不適用 

一、作業流程有效性     

(一) 作業程序說明表及作業流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 內部控制制度是否有效設計。     

二、經管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

產增加之處理作業 

    

(一) 增置財產是否填造財產增加單

辦理財產產籍之登記。 

    

(二)受贈之財產，除其他法律另有規

定外，是否依國有財產法第 37

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29 條規定

辦理。 

    

(三)經管之財產是否依規定格式設

置財產卡及明細分類帳。 

    

(四)財產標籤是否依規定設置並加

以黏訂。 

    

(五)是否向地政機關洽取地政登記

資料或申請謄本建立或釐整土

地及已登記建物之產籍。 

    

(六)財產價值是否依國有財產產籍

管理作業要點規定辦理計價。 

    

結論/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流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
同 1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就作業流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應根據評估結果於自行評估情形欄勾選「符合」、「未符合」或「不適用」，

並應於評估情形說明欄詳細說明評估之理由及依據；其中遇有「未符合」情形，

於撰寫評估結論時一併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遇有「不適用」情形，應檢討是

否須修正評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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