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能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內部控制制度 

第二次稽核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2011/11/30(三)中午 12:30 

會議地點:行政三樓 

會議主席:李淳禾 主辦稽核 

會議記錄:沈倩如 

會議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本次會議將對本學期 9 月、10 月、11 月已稽核完畢的項目進行檢討，

請協同稽核委員依個人稽核項目加以說明，並提供意見。 

會議內容: 

一、稽核事項檢討： 

1. 財務事項-100 學年度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總務處採購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2. 財務事項-國際交流事項(至國外交流費使用查核) 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教務處、會計室 

   稽核意見：請辦理學校國際交流事宜同仁書寫工作報告。內部稽

核協同稽核人員邱志忠、俞秀美於十月份至教務處國

際交流組及會計室稽核財務事項-國際交流事項(至

國外交流經費使用查核)時，由國際交流組提供之文

件發現，在抽查的七份國際交流事項中，僅有三份書

寫工作報告，其餘則無。建議國際交流組於安排同仁

進行國際交流事務時，應要求參與之同仁書寫工作報

告，以利後續工作之追蹤、執行。 

決議：稽核無誤。 

3. 財務事項-99 決算報表查核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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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事項-學雜費收款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教務處註冊組、出納組、會計室 

   稽核意見： 

1. 針對學期中校外實習同學學雜費收費標準，請說明

之。內部稽核協同稽核人員邱志忠、俞秀美於十一月

份至會計室稽核學雜費收款作業時，其中『稽核內容

二、印製「註冊繳費單」是否與已核定學雜費收費標

準相同』：由會計室提供電子、資公、商設、財金、

觀休、餐飲等系之學雜費繳費單與校網上公告『已核

定學雜費收費標準』兩者相核對發現，餐飲系、財金

系、商設系、資工系、電子系等，註冊繳費單與已核

定學雜費收費標準相同；唯觀休系三年級部分，雜費

與公告收費標準不同，會計室組員的解釋為：「因觀

休系三年級同學有校外實習，因此雜費收費標準為公

告費用的 80%」，但因此部分並未公告於學校網頁上，

請相關單位說明收費為原公告費用的 80%的相關辦法

及規定來源。 

2. 餐飲系及觀休系額外收取瓦斯雜費，相關收費標

準、辦法，請說明之。內部稽核協同稽核人員邱志忠、

俞秀美於十一月份至會計室稽核學雜費收款作業時，

其中『稽核內容二、印製「註冊繳費單」是否與已核

定學雜費收費標準相同』：由會計室提供電子、資公、

商設、財金、觀休、餐飲等系之學雜費繳費單與校網

上公告『已核定學雜費收費標準』兩者相核對發現，

餐飲系、財金系、商設系、資工系、電子系等，註冊

繳費單與已核定學雜費收費標準相同；唯觀休系及餐

飲系部分，有另外收取『瓦斯雜費』，此部分收費並

未出現在學校公告的收費標準中，請會計室說明收費

之相關辦法及規定來源。 

決議：稽核無誤。 

5. 財務事項-盤點現金、有價證券及銀行存款 8月份至 10 月份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總務處出納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針對 99 學年度所提列的建議請出納組購買

保管箱，已於 100 學年度購買，並以設立於出納組。 

決議：稽核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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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運事項-教學事項:增減調整、科、系、所、學程及招生人數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唐幼華 委員 

   稽核地點：教務處註冊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7. 營運事項-教學事項:招生作業 

說明：協同稽核：唐幼華 委員 

   稽核地點：教務處註冊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8. 人事事項-考核與與獎懲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唐幼華 委員 

   稽核地點：人事室 

   稽核意見：針對稽核內容「教職員工評鑑不合者，是否依規定解

聘、免職或資遣」。評鑑不合格者專屬輔導 1.教師

19 人(成績最後 5%，由教學發展中心輔導)2.職員 1

人(由人事主任輔導)，提請建議職員部份是否可聘請

相關專業人員輔導。教師評鑑成績與考績等名實不

符，宜謀改進以維公允。 

決議：稽核無誤。 

9.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校園安全災害管理及學生緊急狀況處理作業(維護

校園安全及災害管理)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李學林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生輔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為了強化校園安全之宣導，＂關懷服務卡＂

再製作時，建議校安中心服務專線電話印製於卡片

上。 

決議：稽核無誤。 

10.營運事項-學生事項:課外活動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李學林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課指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11.營運事項-學生事項:學生校外旅遊活動申請作業規範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李學林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課指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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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營運事項-學生事項:學生宿舍申請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李學林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生輔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13.營運事項-總務事項：實驗室廢棄物管理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李學林 委員 

   稽核地點：環安衛中心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14.營運事項-總務事項：實驗場所職業災害緊急通報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李學林 委員 

   稽核地點：環安衛中心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15.營運事項-總務事項：公務車管理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李學林 委員 

   稽核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二、臨時動議 

三、散會 





萬能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內部控制制度 

第三次稽核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2012/01/16(一)下午 01:30 

會議地點:行政三樓 

會議主席:李淳禾 主辦稽核 

會議記錄:沈倩如 

會議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本次會議將對 11 月、12 月、1月已稽核完畢的項目進行檢討，請協同

稽核委員依個人稽核項目加以說明，並提供意見會議內容。 

會議內容: 

一、稽核事項檢討： 

1. 財務事項-盤點現金、有價證券及銀行存款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針對本月 11 月、12 月盤點現金、有價證券及銀行存

款做稽核。 

決議：稽核無誤。 

2. 財務事項-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之決策、買賣、保管及記錄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本校無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事項，此稽核項目不

適合。 

決議：稽核無誤。  

3. 財務事項-代收款與其他收支之審核、收支、管理及記錄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本校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收費，

均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4. 財務事項-負債承諾與或有事項之管理及記錄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本校無負債承諾與或有事項，此稽核項目不適用，針

對重要合約、未決送案及重要校務會議是否建檔管

理，本校重要合約係由總務處張育菁小姐負責建檔管

理、重要校務會議資料由係由文書組李素美負責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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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 

決議：稽核無誤。  

5. 財務事項-100 年度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紀錄（執行成效）稽

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採購組、人事室、各單位 

   稽核意見：均依照『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核配

及申請原則』規定執行之。 

決議：稽核無誤。 

6. 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邱佩瑜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針對 99 學年度提列建議「是否逐年訂定系統開發策

略計畫」之缺失追蹤，至 100 學年度將每年召開校園

e 化推動委員會議、每半年檢討審議訊系統開發時程

規劃。另外建議修改「內部控制制度：資訊處理事項

-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作業」之作業流程及稽核重

點，以符合單位實際作業程序，於稽核時更為符合單

位現況。  

決議：稽核無誤。  

7. 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系統文書編製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邱佩瑜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建議請修改內部控制制度稽核重點第三項「是否標明

控制點與審計軌跡」，因根據文件管理程序書＂審計

軌跡＂無明確定義建議修改，其餘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8. 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程式及資料之存取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9. 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資料輸出及輸入及處理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建議修改「內部控制制度：資訊處理事項-資料輸出

入及處理作業」內容，請電算中心針對現行單位作業

程序修改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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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稽核無誤。  

10.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檔案及設備之安全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稽核項目中的文件名稱與內部控制制度條文文件名

稱，名稱不符合，請單位將文件名稱用語宜統一。 

決議：稽核無誤。 

11.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硬體及系統軟體之使用及維護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稽核項目「是否評估簽訂適當適額之保險契約」，於

稽核發現未訂有保險契約（但有硬體保固）。 

決議：稽核無誤。 

12.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系統復原計畫及測試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無缺失。 

決議：稽核無誤。 

13.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資訊安全之檢查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均依照 ISMS 存取控制管理程序書規範執行之。 

決議：稽核無誤。 

14. 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向學校主管機關指定網站進行公開申報相關

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 邱志忠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本校公開資訊公告事項均經全責主管覆核，且均依『公

私立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發表作業原則』執

行之。 

決議：稽核無誤。 

15.營運事項-總務事項：財產報廢減損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李學林 委員 

   稽核地點：總務處保管組 

   稽核意見：經抽查各系單位之財產均依照『萬能科技大學財產、

物品管理作業規定』執行之。 

決議：稽核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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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臨時動議 

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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