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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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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05月 24（星期三） 

時    間：中午 12點 20分至 13點 30分 

地    點：燕巢校區致理大樓 2樓會議室 

 

召 集 人(主席)：副校長王惠亮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 

主任秘書黃有志、教務長廖本煌（李秀娥秘書代理）、學務長李金鴦（張素

靜秘書代理）、總務長唐硯漁（蔡芳美秘書代理）、研究發展處處長謝建元（林

幸冠組員代理）、主計室主任楊秀菊、人事室代理主任羅國光 

 

記錄人員：林雪卿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今日會議。本項業務的推動包含「內部控制」和「內部

稽核」兩大範圍，由秘書室擔任幕僚單位，請秘書室先進行工作報告。 

 

 

 

貳、幕僚單位工作報告 

一、101-106年度本校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工作歷程說明(如備註)。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於 106年 4月 12日 105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摘要如下： 

 (一)本小組之設置依據： 

1、100 年訂定之「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104 年之名稱為「強

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先予敘明。 

2、依據教育部 106.01.06臺教綜(三)字第 1050186139號函： 

(1)自 105.12.29裁撤「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 

(2)自 105.12.29停止適用「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設置要

點、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勵要點」。 

(3)惟內部控制為自主管理事項，應賡續依內部控制相關規範，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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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強化內部控制機制並落實執行。 

3、續參採「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104.07.13修正之「政府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原則」及 105.12.30修政之「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

業要點」等相關規範，推動本校內部控制制度。 

4、本小組任務包含內部稽核，故將小組名稱及設置要點名稱均加入

「及內部稽核」文字。 

(二)本要點第三點規定小組委員組成如下： 

1、當然委員為：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2、並得由校長遴聘具相關專長之教職員若干人組織之。 

3、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三)本要點第四點規定小組任務如下： 

1、推動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之規劃、設計與建制。 

2、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3、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4、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5、參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並審視個別

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

作業規定。 

6、規劃及執行自行評估作業、年度稽核計畫，必要時辦理專案稽核，

並作成稽核報告。 

7、就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及改善建議，適時簽報首長核定，並追蹤

其改善情形。 

三、為健全本小組之任務，後續尚有「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計畫、自行評

估作業計畫、年度稽核計畫」等文件待研擬，秘書室預於下次小組會議時

提出草案進行審議，以利後續各項工作之施行。其中，有關內部稽核工作

之執行方式，擬規劃由小組委員以分組方式進行之。 

※主席裁示： 

1、本校各單位所轄業務之內部行政程序 SOP 標準作業流程平時ㄧ定都要自己

建置起來，尤其教、訓、總(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三大部門以及學生

輔導中心等。 

2、內部行政程序 SOP 標準作業流程尚未集結成冊、或者沒有定期修正為最新

版本者，請各單位務必進行自我檢核，以利續行「自行評估作業」(由各單

位自我評估)暨「內部稽核工作」(由本小組委員進行稽核)。 

3、請各單位趁今年暑假完成前述所轄業務之內部行政程序 SOP 標準作業流程

之重新檢視(含新訂或修正)。本項工作之落實，有助於第一線承辦人員、

主管以及各會辦(協助)單位逐級完成正確之應有程序(例如採購案)。 

4、下學期 9 月份起，以新版內部行政程序 SOP 標準作業流程來執行內部稽核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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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小組之專長委員建議名單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要點第三點規定小組委員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為：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二)並得由校長遴聘具相關專長之教職員若干人組織之。 

二、敬請提報專長委員之建議名單，由秘書室簽請校長遴聘3名。參考名單如

下 

專長類別 單位 姓名 

網路與資訊安全類 圖書資訊處 余遠澤（處長） 

網路與資訊安全類 圖書資訊處 李宗曄(組員代理組長) 

政府採購類 總務處 張南山（事務組組長） 

政府採購類 主計室 楊月桃（組長） 

實驗室環境安全類 總務處 劉卜逢（環安組組長） 

人事與勞動法規類 人事室 羅國光（秘書） 

人事與勞動法規類 人事室 鄭淑娟（專員） 

性別平等及學生事務類 學生事務處 張素靜(秘書) 

招生及教學類 教務處 李秀娥(秘書) 

招生及教學類 國際事務處 楊文霜(編審) 

決議：本小組之運作方式由當然委員自行搭配教職員(行政協助)進行內部稽核

工作即可，免再增設專長委員。本案撤案。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小組委員聘期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要點第三點規定小組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二、委員聘期建議方案： 

（一）甲案：以完整年度聘任，本屆委員聘期擬追溯自 106年 01月 01日

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為止。 

（二）乙案：考量 8月 1日部份行政主管可能異動，本屆委員聘期由 106

年 08月 01日起算，至 107年 12月 31日為止。 

決議：以業務銜接性考量，採取甲案，本屆委員聘期自 10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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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小組委員無法出席會議時之代理機制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要點第三點規定小組委員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為：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二)並得由校長遴聘具相關專長之教職員若干人組織之。 

二、小組當然委員及專長委員無法出席時，應如何代理？敬請提供建議。 

決議：1、當然委員應親自出席，不能代理。 

2、本小組當然委員目前均為ㄧ級主管，建議爾後會議之安排仍以搭配行

政主會會報或行政會議日程為原則，以提高出席率。甚或另行事先調

查委員出席與否。 

 

 

 

肆、臨時動議 

有鑒於 105-106 年以下數項重要議題為眾所關注者，建議納入未來本小組

優先進行了解之內容：例如，資訊安全議題(圖資處、學務處)、燕巢校區穩定

供水供電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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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等。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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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01-106年度本校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工作歷程說明 

 

日期/期程 工作項目 說明 

101.11.14 101 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

議通過「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

要點」 

新訂要點/ 

要點未提及如何建立和執行內部稽

核機制。已納入 106年加強之要項。 

102.02.23 簽聘當然委員 9位 聘期 102.01.01-103.12.31 

102.03.13 102年度第1次專案小組會

議 

會中討論：1.編訂內控手冊、2.各

單位內控作業項目、3.教育訓練。 

102.07.22 102年度第2次專案小組會

議 

會中討論：1.內控手冊第 1 版、2.

教育訓練。 

內控手冊第 1版於 102年 7月編製；

行政單位未全數納入；不含學術單

位；尚未做風險評估。 

103.1-12月 未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103 年有做單位自評(須再找出資料

整理)。 

104.09.23 104年度第1次專案小組會

議 

 

會中討論：1.內控手冊第 2 版、2.

修正新增納入單位、3.教育訓練。 

漏未簽聘 104.01.01-105.12.31 委

員。 

內控手冊第 2版資料未及出版。 

105.1-12月 未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105年8月份已新增國際事務處和圖

書資訊處、106年新增藝文中心和東

南亞中心等單位；擬重新研議內控

手冊更新事宜。 

106.04.12 105 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

議修正通過「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內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修正設置依據 

納入內部稽核工作 

106.05.24 106年度第1次專案小組會

議 

擬補簽聘委員，任期兩年

106.01.1-10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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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101年11月14日101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04月12日105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施政效能及依法行政，依據行政院訂頒之「政府內部控制制度

設計原則」及「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等相關規範，成立「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要點所稱內部控制包括經費之執行與稽核、人事與行政作業流程之管控、

財物之採購、管理與運用等。 

三、本小組委員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擔任當然委員，並得由校長遴聘具相關專長之教

職員若干人組織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本小組召集人由副校長擔任，副校長出缺時，由主任秘書代理。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推動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之規劃、設計與建制。 

(二)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三)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四)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五)參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並審視個別性業務

之重要性及風險性，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規定。 

(六)規劃及執行自行評估作業、年度稽核計畫，必要時辦理專案稽核，並作

成稽核報告。 

(七)就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及改善建議，適時簽報首長核定，並追蹤其改善

情形。 

五、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得邀請校

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