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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第 1 次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專案小組會議 
會議紀錄 

 
 
日    期：107 年 04 月 12（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0 點至 11 點 30 分 
地    點：和平校區行政大樓 6 樓教學發展中心會議室 
 
 
召 集 人：副校長王政彥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副校長兼教務長廖本煌、學務長李金鴦(請假)、總務長唐硯漁(請假)、

研究發展處處長謝建元、主任秘書黃有志、主計室主任楊秀菊、人事

室主任楊桂榮 
列席人員：圖書資訊處處長余遠澤、總務處環安組組長林文章、總務處文書組組長蔡芳美 
記錄人員：林雪卿 
 
 
壹、主席致詞 

本日為 107 年度第 1 次的內控及內稽專案小組會議，由於本會議的委員無法指派代

理，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之中抽空親自出席。 
今日將進行前次分案實地稽核案件之執行情形確認，以及透過書面暨口頭報告的方

式來進一步討論前次會議相關撙節措施的檢討情形分析與追蹤。 
 
 
貳、稽核案件執行情形追蹤 

編

號 
稽核項目 受稽核單位 稽核委員 執行情形 議決 

1 
資訊安全

議題 
圖資處 謝建元委員 如附件 1 

1.由於愛閱館之空間產權尚

未單一化，為資訊安全漏

洞之一，建請持續於空間

管理委員會議當中討論。

2.本案持續列管。 

2 
資訊安全

議題 
學務處 黃有志委員 如附件 2 

1.改善情形洽悉備查。 
2.本案同意解除列管。 

3 
穩定供水

供電議題 
總務處 李金鴦委員 如附件 3 

1.改善情形洽悉備查。 
2.本案同意解除列管。 

4 

五萬元以

下採購(不
含核銷)授
權給ㄧ級

主管核定

案之試行

後的檢討 

總務處 廖本煌委員 如附件 4 

1.有關｢採購作業授權分層

負責一覽表｣採購相關授

權核定人乙節，「不能」比

照職務代理人方式辦理。

亦即職務代理人不能代理

採購案之核定。 
2.由總務處事務組會同主計

室另案召開會議，共同研

擬各項採購申請作業簡

化、及相關採購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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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之法制化，並將核銷

程序行政流程標準化。 
3.本案解除列管。 

 
 
叁、研擬本校撙節支出之可行措施相關議案追蹤 

報告單位 撙節支出議題檢討分析 執行情形 議決 

總務處 四省專案及開源措施撙節情形 如附件 5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有關本校對於如有學生從

事比特幣採礦行為大量耗

電之預防措施，與本案一

併回歸總務處相關會議持

續控管開源節流執行情

形。 
3.本案解除列管。 

人事室 1.兼任師資聘任檢討情形 如附件 6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建議各系所檢討開課方式

(例如合併開班)，以逐步

減少兼任師資之聘任人

數。 
3.本案解除列管。 

人事室 2.專案教師聘任檢討情形 如附件 7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請學生事務處研議修正相

關法規，讓「專案」教師

亦能擔負專任教師才能擔

任之工作(例如導師)。並

請各系所有教師缺額時，

以「專案」教師優先聘任。

雙管齊下，逐步降低專任

教師人事成本。 
3.本案持續追蹤。 

人事室 3.自審升等通過率檢討情形 如附件 8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持續檢討並進行追蹤。 

人事室 
4.各系所師資總額管制檢討情

形 
如附件 9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有關報告中「為具體評估

教師人力需求…，爰請以

下 各 單 位 提 供 相 關 資

料…」乙節，建議增加「6、
教學發展中心」，將教師評

量相關資料納入評估。 
3.本案回歸本校「人力檢覈

委會」持續檢討。 
4.解除列管。 

人事室 
5.計畫行政管理費(收入面)與
減授鐘點(支出面) 檢討分析

如附件 10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近期研發處已進行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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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 撙節支出議題檢討分析 執行情形 議決 
定的修法，修法後之實施

情形有待觀察。 
3.本案持續追蹤。 
4.承辦單位改為研發處。 

人事室 6.獨立所整併檢討情形 如附件 11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請人事室整理相關資料提

案至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

論。 
3.本案持續追蹤校務發展委

員會議討論結果。 
4.承辦單位改為研發處。 

人事室 

7.兼任行政職務的院長/主任/
獨立所所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等人員之減授時數標

準檢討情形 

如附件 12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本校兼任行政職務的院長/
主任/獨立所所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等人員之

減授時數標準，與臺師大

或彰師大之目前規定差異

不大，暫免進一步檢討。

3.本案解除列管。 

人事室 

8.兼任行政職務的院長/主任/
獨立所所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等人員之主管加給檢

討情形 

如附件 13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兼任行政職務的院長/主任

/獨立所所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等人員之主管

加給皆為「固定法定給

予」，無法因各系所主管工

作孰輕孰重，進而給予主

管加給有所區別，本校須

按行政院所核定之「公立

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兼任

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

表」標準支給。 
3.本案解除列管。 

 
 
肆、前次會議之臨時動議追蹤 

報告單位 報告事項 執行情形 議決 

總務處 
評估運用掃描機與有條碼的各

項紙本文件以利追蹤案件流程

進度案。 
如附件 14

1.報告內容洽悉備查。 
2.同意暫緩推動。 
3.本案解除列管。 

IR 辦公室 IR 校務管理成果分享 如附件 15
校務管理成果可提供各單位

在業務推動上之參考，感謝

圖書資訊處余處長的分享。

 
 



4 
 

伍、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有關擬定本(107) 年度資本支出執行率之控管追蹤機制一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 107 年 3 月 7 日行政主管會報主席裁示事項辦理。 
二、教育部於 96 年度起定期召開資本支出計畫執行檢討會議檢討各校執行能力，執行率未

達 90%者均要求提出檢討說明及具體改善措施，並規定各校必須訂定資本門預算執行

進度管控措施，且年度執行率必須達到 90 %以上，否則將扣減各校次年度之補助經費。 
三、除教育部競爭型計畫補助設備費外，本校年度基本需求補助資本支出可分為： 

(一)單位預算設備費：各學院依核定額度分配，比例不得低於40%，行政單位依需求於

核定額度內配置。 
(二)教學專項設備費：研發處訂有「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學專項設備費補助要點」，

由研發處開會分配。 
(三)學校專項設備費：由校長統籌分配。 

四、現行各單位每年1-6月分配數之執行剩餘數及未執行數，由本室收回後通知總務處召開

統籌分配會議再執行，期年度執行率可達90%以上，避免被教育部扣減下年度補助款。 
五、教育部107年1月22日臺教會(一)字第1070004816A號函請各基金自107年度起，按月確

實控管購建固定資產執行情形，並逐項檢討各種重要計畫執行進度落後之原因與擬訂

解決對策，查填「購建固定資產檢討表」： 
(一)截至3月底、6月底「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之執行率」或「單項主要落後計畫之

執行率」未達90%。 
(二)7月底「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之達成率」或「單項主要落後計畫之達成率」未達

60%。 
(三) 8月底「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之達成率」或「單項主要落後計畫之達成率」未達

70%。 
(四)9月底「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之達成率」或「單項主要落後計畫之達成率」未達

75%。 
(五)10月底「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之達成率」或「單項主要落後計畫之達成率」未

達85%。 
(六)11及12月底「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之達成率」或「單項主要落後計畫之達成率」

未達90%。 
六、執行率係「累計實支數」除以「累計預算分配數」，達成率係指「累計實支數」除以「本

年度可用預算數」。 
七、本(107)年度資本門可用預算數210,298,798元，包括以前年度保留數19,514,798元，本

年度法定預算數190,784,000元，截至3月31日止累計預算分配數18,761,797元，累計實

支數5,142,838元，執行率為27.41%，達成率為2.45%。 
八、 本校截至3月31日止保留數、年度預算數及計畫類資本門執行情形，詳如附件。 

決議： 
一、本小組由部分一級行政主管擔任委員，非密集性召集會議，無法直接執行每月控管之

工作，本案仍回歸主計室主政。 
二、依據主計室之規劃，在 108 年度 MBO 資本門預算編列時，將要求各單位自提執行進

度並據以嚴格控管。 
三、請各單位做好自我管理，積極執行 107 年度資本門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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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107 年專項設備經費」執行進度控管追蹤機制一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108-109 會計年度教學暨行政專項儀器設備修正暨新增經費審查會議會議記錄」

中請研發處協助控管專項設備經費的執行，每 3 個月管控進度決議辦理。 
二、希望透過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專案小組會議，協助 107 年各專項設備執行單位能更積

極有效執行經費核銷。 
三、「107 年專項設備經費執行說明一覽表」如附件。 

決議： 
一、本小組由部分一級行政主管擔任委員，非密集性召集會議，無法直接執行控管之工作，

本案仍回歸研究發展處主政。 
二、請各單位做好自我管理，積極執行 107 年專項設備經費。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