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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17日(週三)12：10 

地    點：雲起樓 402會議室 

主    席：郭冠廷召集人 

出席人員：（以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學院代表-王舒津委員、林晏如委員、林緯倫委員、陳一標委員 

行政單位代表-吳玉梅委員、林郁忻委員、邱美蓉委員、徐偉庭委員、陳拓余委員、黃淑惠

委員、楊豐銘委員、鄭婉如委員、盧俊吉委員 

請假人員：李喬銘委員、陳一標委員、莊啟宏委員、陳應南委員 

記    錄：黃晴郁執行秘書 

壹、報告事項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107學年度稽核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1.本學年度稽核計畫分成 7 大項，計 3 項專案稽核，4 項計畫性稽核。 

(1)專案稽核部分有：1.能源管理內部稽核：配合總務處申請 ISO 50001 能源管
理稽核所需之內部稽核，已於 10 月 19 日由李喬銘委員及陳應南委員協助
辦理，計有 11 項觀察事項(OB)，於提案二說明；2.107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
務資料庫填報資料檢核：配合研發處規劃日程，預計於 11 月 5-9 日當週辦
理。上述兩項均於本學期辦理。3.108 年 03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資
料檢核，預計於下學期辦理。 

(2)計畫性稽核部分有：1.行政單位內控項目稽核，2.學校法人業務稽核，3.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稽核，4.校內經費使用情
形稽核。上述四項預計於下學期辦理。 

2.在行政單位業務稽核部分，悉依據內控項目之風險評估結果排定年度稽核計畫。
底下為建議之評估原則，符合任一者皆列入本學年度稽核計畫。配合秘書室
作業日程，本項業務於 108 年 5-6 月間辦理。 

(1)針對風險等級中級以上之內控項目進行稽核。 

(2)前一學年度被稽核委員提出建議之項目。 

(3)本學年度新增之內控項目。 

3.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稽核預計於 108 年 5 月辦
理。 

4.抽查校內經費使用情形部分，預計抽查 1-3 個單位，並針對去年抽查招生事務
處經費之建議部分進行確認，預計於 108 年 5-6 月間辦理。各單位預算額度
如附件一，請參考。 

5.本年度稽核分組就原有稽核項目部分，擬延續去年分組之名單，專案稽核部分
均已徵詢委員意願，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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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受稽單位/主題 106學年度內稽委員 107學年度預排內稽委員名單 

專 案
稽核 1 

能源管理稽核 
無 

(本學年新增項目) 
李喬銘、陳應南 

(已於本年 9 月 19 日完成) 

專 案
稽核 2 

107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
務資料庫填報資料檢核 

無 
(本學年新增項目) 

林晏如、陳拓余、鄭婉如 
(預計於本年11月5-9日當週辦理) 

專 案
稽核 3 

108 年 3 月大學校院校務
資料庫填報資料檢核 

無 
(本學年新增項目) 

3 位委員 
(預計於108年4月辦理) 

行政

單位

內控 

教務處 林緯倫 吳玉梅 林緯倫 吳玉梅 

學生事務處 王舒津 黃淑惠 王舒津 黃淑惠 

總務處 陳一標 陳應南 陳一標 陳應南 

招生事務處 林緯倫 吳玉梅 林緯倫 吳玉梅 

研究發展處 盧俊吉 楊豐銘 盧俊吉 楊豐銘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陳一標 陳應南 陳一標 陳應南 

圖書暨資訊處 王舒津 黃淑惠 王舒津 黃淑惠 

人事室 盧俊吉 鄭婉如 盧俊吉 鄭婉如 

會計室 盧俊吉 鄭婉如 盧俊吉 鄭婉如 

秘書室＆校長室 陳一標 陳應南 陳一標 陳應南 

通識教育委員會 林緯倫 吳玉梅 林緯倫 吳玉梅 

學校
法人 

學校法人董事會業務 邱美蓉、林郁忻 
視稽核時間由校務研究辦公室協調
稽核委員 

獎補
助款 

107 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
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用
情形 

李喬銘、陳拓余、徐
偉庭、邱美容 

李喬銘、陳拓余、徐偉庭、
邱美蓉 

校內
經費 

抽查 1-3個單位，會議討
論後決定 

林晏如、莊啟宏、林
郁忻、楊豐銘 

林晏如、莊啟宏、林郁忻、
楊豐銘 

決議：1.專案稽核 3.108 年 3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資料檢核由陳拓余委員、莊
啟宏委員及楊豐銘委員負責執行。 

2.行政單位內控稽核依去年分組名單進行。 
3.獎補助款稽核由李喬銘委員、徐偉庭委員及邱美蓉委員負責執行。 
4.校內經費查核由林晏如委員、林郁忻委員及黃淑惠委員負責執行，本學年度
查核圖書暨資訊處經費使用情形。 

 

提案二 

案由：107學年度能源管理專案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內容確認。 

說明：1.配合總務處導入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由本小組負責能源管理內部稽核，
導入前兩年擬以專案稽核方式辦理，之後將列入計畫性稽核。 

2.配合此項政策，感謝李喬銘、林晏如、吳玉梅、邱美蓉、楊豐銘、黃淑惠、
陳應南及鄭婉如等 8 位委員參與 9 月 13 日之內部稽核訓練課程。 

3.本項稽核由外部輔導單位賴宛貞稽核員輔導李喬銘委員及陳應南委員於 9 月
26 日執行，提出 11 項「觀察事項」，總務處回覆內容如附件二。 

4.SGS 認證單位已於 10 月 4 日完成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將於 10 月 26 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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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實地審查，通過後即可取得 ISO-50001 能源管理證書。配合外部審
查，擬於 10/22 當週由黃晴郁執行秘書進行觀察事項追蹤確認。 

決議：同意由內部稽核小組黃晴郁執行秘書協助追蹤 11個觀察事項的辦理情形。 

 

提案三 

案由：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107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資料檢核執行規畫
案，提請討論。 

說明：1.教育部自 99 年度起委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協助建置「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主要蒐集對象除國立大學校院 34 所及私立大學校院 39 所外，亦擴增蒐集臺
北市立大學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等 2 校，共 75 所學校之校務資訊。蒐集填報
時間分別包括每年 3 月、10 月、12 月等，共 3 次，校庫表冊資料領域為「基
本資料類」、「學生類」、「教職員類」、「研究類」、「校務類」、「財務類」等 6 大
領域，總計約 120 餘張表冊，本期填報表冊應用範圍詳如附件三。 

2.本項稽核主要目的是確認填報流程是否經覆核確認後才填報、各項填報數據相
關資料是否留存備查，非進行各欄位內容確認。 

3.本次稽核以 106 年 11 月 29 日教育部獎補助款基本訪視查核時被建議之項目
（如附件四），及與研發處討論後而得下列稽核事項，計 9 項。 

本次稽核表單 對應附件四表單名稱/說明 

學 1.一般生在學學生人數表 學生 1.學生人數明細表 

學 2.學生就學情況統計表 學生 1.學生人數明細表 

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統計表 就業 1.學生參與實務實習時數明細表 

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教師 1.專任教師人數明細表 

研 5.學校補助專任教師研究、進修
之獎補助人次及金額表 

研究 2.合格專任教師研究、進修補助明
細表 

研 8.學校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交
流活動統計表 

查核與國外及兩岸建立姐妹校數，以及
建立跨國學位合作學校數 

校 10-2.配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學計畫之其他助學措施統計表 

經費 1.助學措施統計表 

職 3.學生輔導人員統計表 曾發生前後期填報數據出入大，被要求
解釋。 

職 4.學生輔導情形統計表 

決議：同意本規畫案，暫訂於 11月 7日下午辦理。 

 

提案四 

案由：佛光大學稽核人員保密協定，提請討論。 

說明：1.依 107 年 6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2 次會議討論事項提案二附帶
決議辦理。 

2.草擬之內稽人員保密聲明書如附件五。 

決議：同意保密聲明書內容，並請所有內稽委員簽署。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http://hedb.mo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