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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1 年 06 月 06 日(週三)12：10 

地    點：雲起樓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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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美蓉

委員、莊展俊委員、陳應南委員、黃晴郁委員、詹素娟委員、劉叔欣委員、

滕雨方委員 

請假人員：黃淑惠委員 

記    錄：黃晴郁 

壹、報告事項 

一、本學期工作計畫時間表如下： 

時間 內容 備註 

101/5/16-31 委員們至各單位稽核  

101/6/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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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6(三) 

12:10-14:00 

召開第 3 次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確認各單位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

記錄表內容 

101/6/10 分發「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

回覆記錄」至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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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開會時間為下次開會時間為下次開會時間為下次開會時間為 101/07/09(101/07/09(101/07/09(101/07/09(一一一一))))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0101010 點點點點。。。。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案由：100 學年度各單位稽核結果報告及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內容

確認。 

說明：1.人事室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一。 

2.研究發展處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二。 

3.學生事務處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三。 

4.會計室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四。 

5.秘書室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五。 

6.圖書暨資訊處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六。 

7.總務處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七。 

8.教學資源中心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八。 

9.教務處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九。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圖書暨資訊處之圖書暨資訊處之圖書暨資訊處之圖書暨資訊處之「「「「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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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覆記錄表及回覆記錄表及回覆記錄表及回覆記錄表」沒有修改沒有修改沒有修改沒有修改。。。。其餘處室其餘處室其餘處室其餘處室修正處以紅色標註修正處以紅色標註修正處以紅色標註修正處以紅色標註，，，，如下表如下表如下表如下表。。。。    

文件內容 底稿編號 稽核項目 修正內容 修正後內
容詳頁 

學務處內部稽

核觀察、建議及

回覆記錄表 

45 新生心理衛生
輔導作業 

建議事項：是否有修改規定。 4 

104 教職員宿舍申
請分配 

1.稽核發現(觀察)第三點「「「「覺覺覺覺
冠冠冠冠…………」」」」移至稽核項目？。 

5 

104 ？ 1. 建議事項：建議提法法法法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室分配標準化作業流程室分配標準化作業流程室分配標準化作業流程室分配標準化作業流程。。。。    

2. 新增稽核發現(觀察)第二
點「「「「覺冠覺冠覺冠覺冠…………」」」」 

6 

112 場地管理作業 建議事項：建議如法規行事或或或或
修改法規修改法規修改法規修改法規。。。。 

7 

總務處內部稽

核觀察、建議及

回覆記錄表 

117  公文稽催作業 建議事項：依規定辦理依規定辦理依規定辦理依規定辦理。。。。 8 

122 就業、進修相
關資訊蒐集 

建議事項：目前稽核稽核稽核稽核內控內控內控內控項
目…，以及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等稽核稽核稽核稽核內控內控內控內控項目。 

9 

123 辦理畢業生流
向調查作業 

1. 建議事項 1.目前..應修改
稽查項目。（（（（由秘書室填由秘書室填由秘書室填由秘書室填
答答答答））））    

2. 建議事項 2.目前..畢業上上上上
生生生生上網填寫聯絡資料，與與與與
稽核項目不符稽核項目不符稽核項目不符稽核項目不符，，，，應修改稽應修改稽應修改稽應修改稽
查項目查項目查項目查項目是否依規定辦理是否依規定辦理是否依規定辦理是否依規定辦理，，，，
或依現行作業修正內控文或依現行作業修正內控文或依現行作業修正內控文或依現行作業修正內控文
件件件件。。。。 

3. 建議事項 3….確保各系所
及相關單位有上網查閱並
列入稽查稽查稽查稽查內控內控內控內控項目。 

10 

125 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與獎勵作
業 

建議事項修正為： 

1.1.1.1.課程評點基準已修法更課程評點基準已修法更課程評點基準已修法更課程評點基準已修法更
改改改改，，，，請修正內部控制文件請修正內部控制文件請修正內部控制文件請修正內部控制文件。。。。    

2.2.2.2.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已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已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已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已
變更變更變更變更，，，，請修正內部控制文請修正內部控制文請修正內部控制文請修正內部控制文
件件件件。。。。 

11 

教學資源中心
內部稽核觀察、

建議及回覆記錄

表 

127,128,129 研究生獎助學
金作業 

建議事項：…優秀教學助理選
任，可以列入稽核稽核稽核稽核內控內控內控內控項目。 

另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建議可
列入稽核稽核稽核稽核內控內控內控內控項目控管。 

12 

教務處內部稽

核觀察、建議及

回覆記錄表 

148 資訊能力檢合
作業 

建議事項修正為：本項業務本項業務本項業務本項業務之之之之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請教務處請教務處請教務處請教務處////圖書暨資訊處圖書暨資訊處圖書暨資訊處圖書暨資訊處
協調協調協調協調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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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案由：本次發送各單位之「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格式討論。 

說明：本表下方簽核欄的部分，是由至各單位稽核的委員簽名，還是統一列出「○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次會議決議」？ 

決議：統一列出統一列出統一列出統一列出「「「「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議次會議決議次會議決議次會議決議」」」」。。。。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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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回覆回覆回覆回覆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稽核項目：新生心理衛生輔導作業                                              稽核日期：101/5/18 

受稽單位：學務處心理輔導組                                                  底稿編號：45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未參加者進行補測有執行上的困

難。 

是否有有有有修改規定。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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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回覆回覆回覆回覆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稽核項目：教職員宿舍申請分配                                              稽核日期：101/5/23 

受稽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底稿編號：104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一、 劉麗雲主任

(100.9~101.4.29)八個月未

付房租事宜。 

二、 陳一標老師住宿”海淨樓”

未付房租。 

三三三三、、、、    覺冠法師研究室覺冠法師研究室覺冠法師研究室覺冠法師研究室(501)未清未清未清未清

空空空空，，，，總務處公文上已清空總務處公文上已清空總務處公文上已清空總務處公文上已清空，，，，

並轉交佛教學系助理王慧並轉交佛教學系助理王慧並轉交佛教學系助理王慧並轉交佛教學系助理王慧

媛媛媛媛。。。。 

建議依規定行事。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10101000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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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回覆回覆回覆回覆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稽核項目：?                                                                稽核日期：101/5/23 

受稽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底稿編號：104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一、 研究室分配標準化作業流程

未製“稽核工作底稿” 

二二二二、、、、    覺冠法師研究室覺冠法師研究室覺冠法師研究室覺冠法師研究室(501)未清未清未清未清

空空空空，，，，總務處公文上已清空總務處公文上已清空總務處公文上已清空總務處公文上已清空，，，，

並轉交佛教學系助理王慧並轉交佛教學系助理王慧並轉交佛教學系助理王慧並轉交佛教學系助理王慧

媛媛媛媛。。。。 

建議提法法法法研究室分配標準化作業研究室分配標準化作業研究室分配標準化作業研究室分配標準化作業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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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回覆回覆回覆回覆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稽核項目：場地管理作業                                                     稽核日期：101/5/23 

受稽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底稿編號：112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一、 校內活動承辦單位未依規定

收保證金 

建議如法規行事或修改法規或修改法規或修改法規或修改法規。。。。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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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回覆回覆回覆回覆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稽核項目：公文稽催作業                                                     稽核日期：101/5/23 

受稽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底稿編號：117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一、 「單位未結案公文稽催

單」，承辦人有些並未回覆。 

二、 「公文展期申請單」未放置

網頁供下載。並未使用。 

依規定辦理依規定辦理依規定辦理依規定辦理。。。。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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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回覆回覆回覆回覆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稽核項目：就業、進修相關資訊蒐集                                          稽核日期：101 年 05 月 24 日 

受稽單位：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促進組                                     底稿編號：122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學生學習促進組工作項目： 

一、 就業輔導 

二、 生涯輔導 

三、 學生生涯發展資料 E 化 

四、 生涯問卷系統／畢業生流

向調查工作 

五、 校外企劃執行 

 

目前稽核稽核稽核稽核內控內控內控內控項目為「就業、進

修相關資訊蒐集」和「辦理畢業

生流向調查作業」兩項，建議就

其工作內容增加企業求才、學生

求職媒合、學生學習輔導預警系

統，以及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等稽稽稽稽

核核核核內控內控內控內控項目。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10/13 

 

 

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建議及回覆記錄表    
稽核項目：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作業                                         稽核日期：101 年 05 月 24 日 

受稽單位：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促進組                                     底稿編號：123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作業項目: 

一、定期追踨與否 

二、建檔保存與否 

三、畢業生資料更新 

四、畢業流向提否定期提供系所 

1.目前該組無資源對畢業生進行定

期追蹤，僅更新畢業生資料內容，

與稽查項目不符，應修改稽查項

目。（（（（由秘書室填答由秘書室填答由秘書室填答由秘書室填答））））    

2.目前該組無進行 E-mail 通知畢業

上上上上生生生生上網填寫聯絡資料，與稽查項與稽查項與稽查項與稽查項

目不符目不符目不符目不符,應修改稽查項目應修改稽查項目應修改稽查項目應修改稽查項目是否依規定是否依規定是否依規定是否依規定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或依現行作業修正內控文件或依現行作業修正內控文件或依現行作業修正內控文件或依現行作業修正內控文件。。。。 

3.僅提供在網站上由系所自行上網, 

是否可設置查收機制,確保各系所及

相關單位有上網查閱並列入稽查稽查稽查稽查內內內內

控控控控項目。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11/13 

 

 

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建議及回覆記錄表    
稽核項目：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作業                                              稽核日期：101 年 05 月 24 日 

受稽單位：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專業發展組                                           底稿編號：125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作業項目: 

一.是否依規定查自薦或被推薦

教師資料 

二. 各遴選委員會組成是否符合 

三. 是否依規定辦理遴選 

四. 是否依規定公告人選 

五. 是否公開表揚 

六. 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

議是否於校教學評鑑小組開會後

辦理。 

第六項作業項目第六項作業項目第六項作業項目第六項作業項目,法規已修訂法規已修訂法規已修訂法規已修訂,應應應應

修正內部控制項目修正內部控制項目修正內部控制項目修正內部控制項目 

1.課程評點基準已修法更改課程評點基準已修法更改課程評點基準已修法更改課程評點基準已修法更改，，，，請請請請
修正內部控制文件修正內部控制文件修正內部控制文件修正內部控制文件。。。。 

2.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已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已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已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已變

更更更更，，，，請修正內部控制文件請修正內部控制文件請修正內部控制文件請修正內部控制文件。。。。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12/13 

 

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回覆回覆回覆回覆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稽核項目：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                                             稽核日期：101 年 05 月 24 日 

受稽單位：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專業發展組                                     底稿編號：127,128,129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稽核項目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分

為三部分：A.研究生獎學金作

業、B.研究生助學金作業─行政

助理、C.研究生助學金作業─教

學助理及補助數位化教材作業。 

研究生獎助學金部分適用同一辦

法，以及同一審查委員會，目前

審查委員會功能為事先預算金額

分配，是否於收齊各院彙整申請

表後審議通過？又送教學資源中

心覆核通過？另建議後續請領助

學金及補助數位教材核報、優秀

教學助理選任，可以列入稽核稽核稽核稽核內內內內

控控控控項目。 

另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建議可列

入稽核稽核稽核稽核內控內控內控內控項目控管。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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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回覆回覆回覆回覆記記記記錄表錄表錄表錄表    
稽核項目：資訊能力檢核作業                                                     稽核日期：101.5.31 

受稽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底稿編號：148 

受稽單位回覆 
稽核發現(觀察) 建議事項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該作業之報名、辦理以及開課等

相關工作，皆由圖資處負責辦理， 

該項工作之校內權責單位該項工作之校內權責單位該項工作之校內權責單位該項工作之校內權責單位，，，，似可似可似可似可

再加以斟酌再加以斟酌再加以斟酌再加以斟酌。。。。 

本項業務之分工請教務處本項業務之分工請教務處本項業務之分工請教務處本項業務之分工請教務處////圖書圖書圖書圖書

暨資訊處協調確認暨資訊處協調確認暨資訊處協調確認暨資訊處協調確認。。。。 

  

 

受稽單位人員 受稽單位一級主管 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本表經 10010010010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3333 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次會議決

議議議議，，，，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1/6/30101/6/30101/6/30101/6/30 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前回覆秘書室    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黃晴郁小

姐姐姐姐，，，，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150111501115011150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