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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小組第 2 次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05月 14日(週一)09：00 

地    點：雲起樓 402會議室 

主    席：林信華主任秘書 

出席人員：吳素真委員、林晏如委員、許惠美委員、釋永東委員、林玟君委員、莊展俊

委員、黃淑惠委員、黃晴郁委員、詹素娟委員、劉叔欣委員、滕雨方委員 

請假人員：邱美蓉委員、陳應南委員 

記    錄：黃晴郁 

壹、報告事項 

一、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作業於 5 月 16 日至 31 日辦理。各委員排定時間如下，

屆時請準時至各單位稽核。 

◎◎◎◎上表上表上表上表，，，，教學資源中心稽核時間地點教學資源中心稽核時間地點教學資源中心稽核時間地點教學資源中心稽核時間地點有更改有更改有更改有更改，，，，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    

 

稽核日期 受稽單位 教師兼任之

委員 

稽核委員 稽核時間 稽核單位組別 稽核地點 

5/16(三) 人事室 吳素真委員 詹素娟委員 09:30-12:00 不分組 人事室 404 辦公室 

5/17(四) 研發處 釋永東委員 陳應南委員 09:00-12:00 不分組 研發處 303 辦公室 

09:00-10:00 課外活動組 學務處 205 辦公室 

10:00-11:30 生活事務組 學務處 205 辦公室 

14:00-15:00 體育衛生組 學務處 205 辦公室 

5/18(五) 學務處 釋永東委員 邱美蓉委員 

15:00-16:00 心理輔導組 學務處 205 辦公室 

5/21(一) 會計室 吳素真委員 莊展俊委員 09:30-12:00 不分組 會計室 407 辦公室 

5/21(一) 秘書室 許惠美委員 劉叔欣委員 10:00-12:00 不分組 秘書室主秘辦公

室 

09:00-12:00 資訊部分 圖資處 514 辦公室 5/22(二) 圖書暨

資訊處 

許惠美委員 黃晴郁委員 

14:00-17:00 圖書部分 圖資處 502 辦公室 

09:30-11:30 事務組 總務處 108 辦公室 5/23(三) 總務處 吳素真委員 滕雨方委員 

11:30-12:00 營繕組/環安組 總務處 108 辦公室 

13:30-16:00 教師專業發展

組 

雲起樓 302 會議室 5/24(四) 教學資

源中心 

林晏如委員 黃淑惠委員 

16:00-17:00 學生學習促進

組 

教務處 304 辦公室 

09:00-10:30 註冊暨課程組 教務處 304 辦公室 

10:30-12:00 招生事務組 教務處 304 辦公室 

13:30-15:00 通識教育中心 教務處 304 辦公室 

5/31(四) 教務處 林晏如委員 林玟君委員 

15:00-16:30 推廣教育中心 教務處 304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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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學期工作計畫時間表如下： 

時間 內容 備註 

101/5/14(一) 

9:00-10:00 

召開第 2 次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1.確定內部稽核工作底稿內容及格式 

2.確認稽核表單格式【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
回覆記錄表、追蹤工作底稿】 

101/5/16-31 委員們至各單位稽核 請準時前往稽核地點 

101/6/6(三) 繳回稽核相關紀錄 含稽核工作底稿/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
記錄表【請記得簽名】 

101/6/11(一) 

9:00-10:00 

召開第 3 次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1.確認 6/6 繳回文件之內容。 

2.所列開會時間為建議，於會中討論 

101/6/中旬 發函各單位確認稽核結果並追蹤 秘書室辦理 

101/7 月中
旬 

召開第 4 次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1.各單位建議改善事項追蹤確認 

2.審核稽核報告初稿 

3.討論 101 學年度稽核計畫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案由：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表單格式內容討論。 

說明：1.稽核工作底稿格式如附件一。 

2.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二。 

3.追蹤工作底稿如附件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除除除除【【【【稽核工作底稿稽核工作底稿稽核工作底稿稽核工作底稿】】】】右下方之右下方之右下方之右下方之「「「「審核員審核員審核員審核員」」」」簽名處刪除簽名處刪除簽名處刪除簽名處刪除外外外外，，，，其餘均不變其餘均不變其餘均不變其餘均不變。。。。    

 

提案二案由：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工作底稿內容討論。 

說明：各單位內部稽核工作底稿如附件四，頁次資料如下表。 

處室別 組別 頁次 備註 

績效評量組 1-10  
人事室 

人事服務組 11-17  
研發處 不分組 18-22  

課外活動組 23-26  
生活事務組 27-39  
體育衛生組 40-44  

學務處 

心理輔導組 45-50  
會計室 不分組 51-62  
秘書室 不分組 63-67  

校務資訊組 68-76  
網路暨學習科技組 77-84  
館藏管理組 85-88  

圖書暨資訊處 

諮詢服務組 89-102  
事務組 103-119  

總務處 
營繕組/環安組 120-121  
學生學習促進組 122-123  

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專業發展組 124-130  
註冊暨課程組 131-138  
招生事務組 139-144  
通識教育中心 145-148  

教務處 

推廣教育中心 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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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決議決議決議：：：：需修正需修正需修正需修正處如下表所列處如下表所列處如下表所列處如下表所列，，，，其餘不變其餘不變其餘不變其餘不變。。。。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頁碼頁碼頁碼頁碼////項項項項次次次次    修正內容修正內容修正內容修正內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學務處/32/6 修正為「「「「學生違規事項是否違法學生違規事項是否違法學生違規事項是否違法學生違規事項是否違法，，，，有否有否有否有否
釐清告知釐清告知釐清告知釐清告知？」？」？」？」 

 

秘書室/64/1 「「「「庫至庫至庫至庫至」」」」改為「「「「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錯字修正 

秘書室/64/4 修正為「「「「承辦人是否於期限內完成申報承辦人是否於期限內完成申報承辦人是否於期限內完成申報承辦人是否於期限內完成申報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使文意更清楚明瞭 

圖資處/85/4 「「「「採產採產採產採產」」」」改為「「「「財產財產財產財產」」」」    錯字修正 

圖資處/86/1 修正為「「「「彙整各系所提供之期刊採購清彙整各系所提供之期刊採購清彙整各系所提供之期刊採購清彙整各系所提供之期刊採購清
單後單後單後單後，，，，是否依規定辦理採購是否依規定辦理採購是否依規定辦理採購是否依規定辦理採購？？？？」」」」    

使文意更清楚明瞭 

圖資處/88/4 「「「「和侍候和侍候和侍候和侍候」」」」改為「「「「核示後核示後核示後核示後」」」」    錯字修正 

圖資處/89/4 「「「「催繳催繳催繳催繳」」」」改為「「「「催還催還催還催還」」」」    圖書逾期除罰款外，還

可選擇停權，故修正 

圖資處/91/4 「「「「單由圖書上圖書上圖書上圖書上之標示」」」」改為「「「「單由圖書圖書圖書圖書/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之標示」」」」    
 

圖資處/92/3 修正為「「「「列入列入列入列入『『『『去向不明去向不明去向不明去向不明』』』』之書之書之書之書，，，，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依規定處理依規定處理依規定處理依規定處理？？？？(例例例例：：：：重新採購重新採購重新採購重新採購…等等等等)」」」」    

 

圖資處/97/1 修正為「「「「線上資料庫採購是否依規定辦線上資料庫採購是否依規定辦線上資料庫採購是否依規定辦線上資料庫採購是否依規定辦
理理理理？？？？」」」」    

 

圖資處/99/2 「「「「申請見申請見申請見申請見」」」」改為「「「「申請件申請件申請件申請件」」」」    錯字修正 

總務處/105/6 修正為「「「「是否切實掌握車輛狀況及車班是否切實掌握車輛狀況及車班是否切實掌握車輛狀況及車班是否切實掌握車輛狀況及車班
安排情形安排情形安排情形安排情形？」？」？」？」 

 

總務處/111/7-8 修正為「「「「盤點記錄是否陳校長核定盤點記錄是否陳校長核定盤點記錄是否陳校長核定盤點記錄是否陳校長核定，，，，並並並並
辦理後續追蹤及改善辦理後續追蹤及改善辦理後續追蹤及改善辦理後續追蹤及改善？」？」？」？」 

稽核內容重複，故合併 

總務處/112/4-5 新增 4「「「「是否依規定收是否依規定收是否依規定收是否依規定收取保證金取保證金取保證金取保證金？？？？」」」」    

5.修正為「「「「有繳保證金者有繳保證金者有繳保證金者有繳保證金者，，，，活動…」」」」    

讓稽核的邏輯更清楚明

確 

教學資源中心/124/9 「「「「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改為「「「「註冊暨課務組註冊暨課務組註冊暨課務組註冊暨課務組」」」」    單位名稱變更 

教學處/132/5 「「「「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改為「「「「註冊暨課務組註冊暨課務組註冊暨課務組註冊暨課務組」」」」    單位名稱變更 

教務處/137/2 「「「「成績繳交成績繳交成績繳交成績繳交」」」」改為「「「「成績登錄成績登錄成績登錄成績登錄」」」」    作業流程變更，老師直

接於系統登錄學生成

績，不需繳交紙本至教

務處 

教務處/145/5 第第第第 5555 條刪除條刪除條刪除條刪除    該項動作於電腦系統處

理，無紙本記錄可查詢 

全部 「「「「是否切實是否切實是否切實是否切實」」」」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是否依規定是否依規定是否依規定是否依規定」」」」    計 120 處修正 

◎◎◎◎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1.1.1.1.請圖資處請圖資處請圖資處請圖資處整理下列名詞定義及內整理下列名詞定義及內整理下列名詞定義及內整理下列名詞定義及內容容容容，，，，以供稽核當天參考以供稽核當天參考以供稽核當天參考以供稽核當天參考。。。。    

              A.              A.              A.              A.重要程式重要程式重要程式重要程式 B. B. B. B.重要軟體及機密檔案重要軟體及機密檔案重要軟體及機密檔案重要軟體及機密檔案 C. C. C. C.重要伺服器重要伺服器重要伺服器重要伺服器 D. D. D. D.重要資料重要資料重要資料重要資料 E. E. E. E.重重重重

要電腦及通訊設備要電腦及通訊設備要電腦及通訊設備要電腦及通訊設備。。。。    

2.2.2.2.圖資處館藏管理組之圖資處館藏管理組之圖資處館藏管理組之圖資處館藏管理組之「「「「期刊採購與管理期刊採購與管理期刊採購與管理期刊採購與管理」」」」項目項目項目項目，，，，請請請請於稽核當天於稽核當天於稽核當天於稽核當天說明系所說明系所說明系所說明系所

推薦採購但買不到推薦採購但買不到推薦採購但買不到推薦採購但買不到////無法如期出貨等之處理方式無法如期出貨等之處理方式無法如期出貨等之處理方式無法如期出貨等之處理方式。。。。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