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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government of R.O.C. (Republic of China) migrated its political power to Taiwan in 1949 due to the civil war with P.O.C.

(Public of China) in mainland, there had been no severe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m. Nowaday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R.O.C. always wants to get business prosperity and people would like to pursue better life, they have no experience of suffering

misery. So they don't have crisis management on their mind. This study used “the dysfunc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military expenditure system as a case stud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dysfunctional factor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based on theory of crisis management by means of analyzing data from interviews qualitatively, and to propose better

solutions for those who may confront related problem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was listed and obtain three result as follows: 1. In

military service, there is no “cooperation mechanism”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issue at different divisions. 2. Military personnel

responsible for audit at any divisions don’t take financial management as priority. 3. Because of heavy duty in a daily basis, any

chief officers don’t pay attention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ake it a as a worthless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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