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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03 日(週三)12：00 

地    點：雲起樓 402 會議室 

主    席：饒達欽召集人 

出席人員：（以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學院代表-張世杰委員、黃憲作委員、韓傳孝委員、釋慧峰委員 

行政單位代表-余忠勳委員、吳玉梅委員、林宛萱委員、林郁忻委員、邱美蓉委員、徐

偉庭委員、黃淑惠委員、楊豐銘委員、盧俊吉委員 

請假人員：羅榮華委員、陳應南委員、詹雅文委員 
記    錄：黃晴郁執行秘書 

壹、報告事項 

105 學年度各項稽核時間預排如下表。 

日期 時間 稽核內容 稽核委員 

106/04/21(五) 

106/04/26(三) 

13:30-17:00 

10:00-12:00 

校內經費使用情形稽核-教務處

＆招生處＆國際處 

徐偉庭委員、羅榮華委員、

黃淑惠委員、楊豐銘委員 

106/04/27(四) 13:30-17:00 
校內經費使用情形稽核-學務處

＆圖資處 

張世杰委員、林郁忻委員 

106/05/01(一) 13:00-16:00 
校內經費使用情形稽核-總務處

＆研發處 

羅榮華委員、邱美蓉委員 

106/05/18(四) 
12:30-17:00 

(備午餐)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

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用情形 

張世杰委員、徐偉庭委員、

邱美蓉委員、林宛萱委員 

106/05/19(五) 13:30-16:30 招生事務處 釋慧峰委員、吳玉梅委員 

106/06/15(四) 
08:30-12:00 教務處-註課組和生涯中心 

釋慧峰委員、吳玉梅委員 
13:00-16:30 教務處-教發和學發中心 

106/05/19(五) 09:00-12:00 通識教育委員會 釋慧峰委員、吳玉梅委員 

106/05/11(四) 
13:00-15:30 會計室 盧俊吉委員、陳應南委員 

15:30-17:00 秘書室 盧俊吉委員、陳應南委員 

106/06/08(四) 13:30-17:00 人事室 盧俊吉委員、陳應南委員 

106/05/25(四) 09:00-17:00 總務處 韓傳孝委員、詹雅文委員 

106/05/26(五) 
08:30-12:00 圖書暨資訊處-圖書 

韓傳孝委員、詹雅文委員 
13:00-16:30 圖書暨資訊處-資訊 

106/06/23(五) 09:00-15:00 學生事務處 黃憲作委員、余忠勳委員 

106/06/22(四) 13:30-17:00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黃憲作委員、余忠勳委員 

106/06/22(四) 09:00-12:00 研究發展處 黃憲作委員、余忠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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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新訂「內部稽核小組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為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

五條，訂定內部稽核小組要點，使各項作業有所依據，要點草案詳如附件一。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案由：105 學年度校內經費使用情形稽核結果及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
錄表內容確認。 

說明：1.本次校內經費使用情形查核共稽查教務處、招生事務處、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學務處、圖書暨資訊處、總務處及研究發展處等七單位。 

2.稽核分組、人員及時間請參報告事項之稽核時間表，委員所提之內部
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詳如附件二。 

決議：1.確認稽核結果並存用，亦發送相關單位請其回覆。 

      2.有關項次 3 招生事務處經費建議內容 3-2：建請校方成立專案小組，
全面檢核，以利後續作業。 

 

提案三 

案由：105 學年度行政單位內控之內部稽核記錄表內容確認。 

說明：1.各行政單位內部稽核記錄表如下表所示。 
2.總務處內控文件由秘書室整理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及人事室等單位內控文件將提 105 學年度第 5 次內部控制制度
小組會議討論（5/31 召開），故無此 5 單位之內部稽核記錄表。 
項次 受稽單位 內部稽核記錄表 

1 教務處(32 項) -- 
2 學生事務處(28 項)  -- 
3 總務處(26 項) -- 
4 招生事務處(5 項) 附件三 
5 研究發展處(12 項) 附件四 
6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6 項)  -- 
7 圖書暨資訊處(34 項) 附件五 
8 人事室(17 項) -- 
9 會計室(13 項) 附件六 

10 秘書室(4 項) 附件七 
11 通識教育委員會(4 項) 附件八 

決議：1.以上 6 個單位內部稽核記錄表內容確認通過。 

      2.其餘尚無內部稽核記錄表之單位，先依校務研究辦公室草擬內容進
行稽核，若需修正再提會討論。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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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內部稽核小組要點制定案 

總說明 

本校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董事會、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衡量本校營

運之效果及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依據本校

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五條，特訂定內部稽核小組要點，並提會討論。本要點全文共

九條，其內容概要如下： 

一、 第一點，闡明立法意旨、依循法規。 

二、 第二點及第三點，組成及遴聘方式。 

三、 第四點，任期及工作項目。 

四、 第五點，權限。 

五、 第六點，迴避事項。 

六、 第七點，稽核作業內容。 

七、 第八點，開會及決議。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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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內部稽核小組要點制訂案 

草案條文說明表 

草案條文 說明 

一、依據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五條，

特訂定內部稽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要點，以對內控事項進行

稽核。 

闡明立法意旨、依循法規。 

 

二、本小組置召集人 1 人，由校務研究辦公室召集人兼任之，置執行

秘書一人，由校務研究辦公室人員兼任。 

組成 

三、本小組置成員若干人，由校長擇聘本校具教學或行政經驗豐富之

教職員擔任。 

組成及遴聘方式 

四、本小組成員任期為 12 年，連聘得連任，應依規定對學校內部控

制進行稽核，以稽查學校對各項之業務之作業程序之的有效性及

遵循程度。其工作項目如下： 

（一）本校之人事活動、財務活動、業務活動、教學事務活動、

學生事務活動、總務活動、研究發展活動，以及資訊處理

活動之事後查核。 

（二）本校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本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四）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五）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任期及工作項目 

五、本小組因稽核需要，得調閱校內帳目、表冊、案卷、會計報告及

其他相關資料，惟不得牴觸會計室執掌。 

權限 

六、本小組成員須遵守迴避原則： 

（一）於稽核作業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該受稽

核部門之內部控制制度稽核。 

（二）應迴避與其本身職務相關及採購事項稽核，且不得兼任本

校「預算委員會」委員。 

（三）涉及本身目前或過去一年內任職之事項應迴避外，亦不得

稽核目前任職單位。 

（四）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召集人應令其迴避，

並另指派稽核人員。 

迴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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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稽核工作開始之時，通知受稽核單位，各項稽核文件包括「內

部稽核記錄表」、「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及稽核報

告，送校長核閱。 

稽核作業內容 

八、本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乙 1 次，應有小組成員過半數以上參加，

並經表決人數過半數同意行之，得召集臨時會議處理緊急事項。 

開會及決議 

九、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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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內部稽核小組要點 

 

一、 依據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五條，特訂定內部稽核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要點，以對內控事項進行稽核。 

二、 本小組置召集人1人，由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兼任之，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務研

究辦公室人員兼任。 

三、 本小組置成員若干人，由校長擇聘本校具教學或行政經驗豐富之教職員擔任。 

四、 本小組成員任期為 2 年，連聘得連任，應依規定對學校內部控制進行稽核，以稽查

學校對各項業務作業程序的有效性及遵循程度。其工作項目如下： 

（一）本校之人事活動、財務活動、業務活動、教學事務活動、學生事務活動、總

務活動、研究發展活動及資訊處理活動之事後查核。 

（二）本校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本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四）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五）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五、 本小組因稽核需要，得調閱校內帳目、表冊、案卷、會計報告及其他相關資料，惟

不得牴觸會計室執掌。 

六、 本小組成員須遵守迴避原則： 

（一）於稽核作業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該受稽核部門之內部控制

制度稽核。 

（二）應迴避與其本身職務相關及採購事項稽核，且不得兼任本校「預算委員會」

委員。 

（三）涉及本身目前或過去一年內任職之事項應迴避外，亦不得稽核目前任職單位。 

（四）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召集人應令其迴避，並另指派稽核人員。 

七、 本稽核工作開始之時，通知受稽核單位，各項稽核文件包括「內部稽核記錄表」、「內

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及稽核報告，送校長核閱。 

八、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1次，應有小組成員過半數以上參加，並經表決人數過半數

同意行之，得召集臨時會議處理緊急事項。 



 

1 

稽核項目：105 學年度校內經費使用情形                             稽核日期：106 年 04 月 21 日及 26 日 

查核內容：教務處經費/招生事務處經費/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經費 

稽核委員：  羅榮華委員、徐偉庭委員、黃淑惠委員、楊豐銘委員     
 

項次 分類 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回覆單位 
10502 內稽小

組會議決議 

1 
教 務 處

經費 

研究生論文審查費用表格式不一致，有

些使用新表格，有些使用舊表格。 
（傳票編號 1060313011 使用新表；傳票

編號 1060216024 使用舊表） 

請宣導使用新表格 

會計室 發送 

2 

招 生 事

務 處 經

費 

1. 龍潭高中、南山高中及滬江高中三校

之一日體驗營活動，便當與保險人數

有顯著出入。 
2. 龍潭高中、蘭陽女中之一日體驗營活

動，便當人數與車輛數不符。 
3. 一日體驗營活動預算均列有保險費

用，但部分活動有保險、部分沒有。 
4. 經常往來廠商如來來食品(名產)、金

林排骨(便當)，均由個人墊款且金額

甚大。 
5. 傳票編號 1060103086 中，承辦人個人

代墊金額超過 26 萬元，且免用統一發

票單據金額過高(NT$54,000)。 

1. 一日體驗營活動於核銷時，建議應

附上編列及實際支出對照表，並規

劃完善的核實報銷機制。 
2. 建議便當應附送貨單，名產要有明

細，且大額款項儘量選擇使用統一

發票廠商。 
3. 若活動保險為必要項目，請務必逐

案加保。 
4. 經常往來廠商應依規定由學校付

款，避免由個人墊款。 

會計室 發送 

3 
招 生 事

務 處 經

1. 經請招生處A人員及B人員來說明一

日體驗營人數差異的情況，A 人員表

1. 一日體驗營的活動人數控管應該

保留詳細資料，例如：來訪人數、 會計室 發送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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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示，車輛、保險數會以來訪學校要求

數量處理，便當則是以預算人數訂

購。來訪便當由 A 人員電話訂購，來

訪人員數則由 B 人員控管。便當送來

時，負責確認便當數及付款者是 B 人

員或學生（連同便當所附之送貨單沒

有留存），通常於當下即刻付款(便當

錢由 A 人員先行墊支)。 
2. 名產的部分，採跨案核銷。例如：甲

案名產 30 個，乙案名產 20 個，招生

處會一併核銷「名產」品項，而非一

案一核，此部分由 B 人員之談話中得

知。經向會計室承辦人員再確認時，

其告知已察覺此情形，正檢討中。 

訂購便當數（含送貨單）、車輛數

及保險資料等。遇車輛、保險核銷

人數與總人數不同時，在核銷時應

與校內其他單位作法一致，需敘明

差異原因（例如：總共來訪 2 台

車，XX 學校支付 1 台車費，本校

支付 1 台車費。而不是僅註記「XX
學校負擔部分費用」。） 

2. 抽樣發現招生處在一日體驗營的

經費使用上，超過 2 件有便當數、

來訪人數、保險費或車輛數不一致

之情形，建請校方成立專案小組，

全面檢核。在內部發現問題，解決

問題，遇會計師查核時，能有依

據。 
3. 本案一日體驗營來訪人數、便當

數、保險人數不一致，建議會計室

應檢核清楚，以便與承辦單位權責

劃分清楚，未來應可避免類似情況

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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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項目：105 學年度校內經費使用情形                                    稽核日期：106 年 04 月 27 日 

查核內容：學生事務處經費/圖書暨資訊處經費 

稽核委員：  張世杰委員、林郁忻委員     

項次 分類 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回覆單位 
10502 內稽小

組會議決議 

1 

學 生 事

務 處 經

費 

105-1 宿舍幹部助學金 
此預算科目金額為 40,000 元，共補助 10 位

宿舍幹部的助學金，每位 4,000 元。但未說

明發給的標準為何？為何是此 10 位同學可

獲得這些助學金。 

建議今後將發給助學金的標準及考

核結果再製成清楚表格，一併附

上。不同宿舍的助學金頒給名額分

配是否也有標準，也請一併說明。 

學生事務

處 
發送 

2 

學 生 事

務 處 經

費 

關於學術導師費支出部分應為全校導師統

一支付，但在 105-1 學術導師費支付中，卻

發現分為二次支付，其中一次為僅一個系

所單獨報支，且與上一筆核銷時間相差近 1
個月。 
傳票編號：1051228073、1060118003 

承辦人在報支時是否能多注意時

間，以免影響老師權益及整體計畫

之執行成效。 學生事務

處 
發送 

3 

學 生 事

務 處 經

費 

校慶舞台佈置請購案（傳票編號

1051110044），最後核銷單金額與議價之估

價單有差異，比價後 32,000 元，實際核銷

單據為 16,380 元。 

核銷金額雖未超過原議定金額，但

建議應於傳票上註明原因為宜。 
會計室 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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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暨

資 訊 處

經費 

採購標的之名稱為：林美寮宿舍對外網路

暨網路服務。由中華電信○北宜蘭營運處報

價為 750,000 元。然林美寮總共 A.B.C.棟
636 個資訊點，每個資訊點及相關服務費之

建置經費如何可以 750,000 元這個金額數

本採購案有參考過去標案的金額數

字，建議請參與廠商提供每個資訊

點之服務費及相關建置費用金額，

而非一開始便先給予 750,000 元之

金額，再用 750,000 元除以 636 個資

圖書暨資

訊處 
發送 



 

4 

來概估？750,000 元這個數字如何得出，頗

值得向廠商詢問稍微細節的經費配置狀

況。 

訊點，每點每月平均單價為 98.3
元。另外，過去相關標案的金額數

字為何，也建議附上提供參考。 

5 

圖 書 暨

資 訊 處

經費 

雲五館辦公室線路佈線調整工程。 
� 4 桌整線單價 525 元，共 2,100 元 
� 雙插座建置 3 個，單價 900 元，共 2,700

元 
� 工人，每位工資 2,500 元 
請問插座金額是否過高？是否一位工人即

可完成此一工程？ 

請檢附插座的規格及相關材質資

料。 

總務處 發送 

 

稽核項目：105 學年度校內經費使用情形                                      稽核日期：106 年 05 月 01 日 

查核內容：總務處經費/研究發展處經費 

稽核委員：  羅榮華委員、邱美容委員     

項次 分類 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回覆單位 
10502 內稽小

組會議決議 

1 
總 務 處

經費 

請購案（請購編號：120170119002）買青剛

櫟 50 棵、小花紫薇 150 棵，總金額 82,500
元，無驗收記錄。請購案（請購編號：

120170111004）買八重櫻 12 棵，總金額

84,000 元，有驗收記錄。同樣買樹，作法不

一致，請釐清。 

應有一致的作業流程。 

會計室/ 
總務處 

發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