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能科技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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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3(三)上午 9:00 
會議地點：行政三樓會議室 
會議主席：李淳禾 主辦稽核 
會議紀錄：廖英姿 
會議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本次會議將對本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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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稽核事項檢討： 

 
1. 人事事項－考核與與獎懲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人事室 
   稽核意見：建議稽核內容第 3 項直接修改為教職員工考核，刪除

「教師評鑑及職員」；第 7 項內容，建議增列不續聘。

此項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2. 人事事項－人事事項－聘僱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人事室 
   稽核意見：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3. 人事事項－人事事項－出勤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人事室 
   稽核意見：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4. 人事事項－人事事項－差假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吳明陵 委員 
   稽核地點：人事室 



   稽核意見：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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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介銘 委員 
   稽核地點：教務處註冊組 
   稽核意見：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6. 營運事項－教學事項：招生作業 
說明：協同稽核：黃介銘 委員 
   稽核地點：教務處註冊組 
   稽核意見：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7. 營運事項－教學事項：學雜費收款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黃介銘 委員 
   稽核地點：教務處註冊組、出納組、會計室 
   稽核意見：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8. 營運事項－教學事項：學生註冊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黃介銘 委員 
   稽核地點：教務處註冊組、出納組、會計室 
   稽核意見：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9. 營運事項－教學發展事項：教師評鑑結果追蹤輔導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邱佩瑜 委員 
   稽核地點：教學發展中心 
   稽核意見：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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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淑姮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生輔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1.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課外活動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柯淑姮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課指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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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淑姮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課指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3.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學生宿舍申請作業規範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柯淑姮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生輔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4.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體育與衛生保健作業（體育作業／運動場地管理

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柯淑姮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體育室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5.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學生就學獎補助作業（運動代表隊參加校際運動

競賽獎助學金）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柯淑姮 委員 
   稽核地點：學務處體育室、課指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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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慧瑜 委員 
   稽核地點：環安衛中心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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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慧瑜 委員 
   稽核地點：環安衛中心 
   稽核意見：除第 2-6 項及第 8 項無相關事故發生，所以不適用；

其餘各項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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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慧瑜 委員 
   稽核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19. 營運事項－總務事項：出納管理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汪慧瑜 委員 
   稽核地點：總務處出納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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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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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財產報廢減損作業，並附

101(1)第一次財產報廢審查清冊如附檔，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21. 營運事項－總務事項：文書處理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汪慧瑜 委員 
   稽核地點：總務處文書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22. 營運事項－總務事項：印鑑管理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汪慧瑜 委員 



   稽核地點：總務處文書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23. 財務事項－盤點現金、有價證券及銀行存款 11 月份至 1 月份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顏碧霞 委員 
   稽核地點：總務處出納組、會計室 
   稽核意見：盤點 11 月、12 月及 102 年 1 月之現金、有價證券及

銀行存款，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24. 財務事項－國際交流事項（至國外交流經費使用查核）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顏碧霞 委員 
   稽核地點：秘書室國際招生中心、會計室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25. 財務事項－零用金管理作業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顏碧霞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教務處註冊組、學務處、工程與電資學院、

管理學院、觀設學院、行銷系、觀光系、餐飲系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26. 財務事項－101 年度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年中及年終）

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總務處採購組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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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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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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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 



決議：稽核無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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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第 4 項各項代收代辦款項會計處理是否適當。經查核

與原辦法規範不符。另外支出項目與原辦法所訂支出

項目不盡相同，建議於辦法中明訂清楚，以免造成學

校與學生對支出認知不同。 
決議：開具改善建議單與受稽單位，請其依規定辦理。本單位並將持續

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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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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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合約正本留存於會計室，副本交由總務處張育菁小

姐負責建檔管理。重要校務會議資料係由秘書室負責

建檔管理。 
決議：稽核無誤。 
 

30. 財務事項－100 學年度決算之編制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俞秀美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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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現行體制未考慮，系統開發與維護程式書內容沒有啟

用後之作業流程，定期執行系統轉換環境後之運轉績

效評估，系統開發與維護程式書內容沒有記載，建議

業務單位研議。 
決議：開具改善建議單與受稽單位，請其依現況進行研議改善。本單位

並將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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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現行制度中未考慮覆核機制，及未標明控制點與審計

軌跡，建議業務單位研議。其餘項目稽核無誤。 
決議：開具改善建議單與受稽單位，請其依現況進行研議改善。本單位

並將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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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第 12 項程式各種錯誤訊息未確實記錄。第 14 項各種

錯誤及其處理紀錄未定期陳送主管核驗。其餘項目稽

核無誤。 
決議：開具改善建議單與受稽單位，請其依規定進行改善。本單位並將

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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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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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第 7 項稽核內容，未制定完整之電腦機房管理制度及

辦法，，建議應制定之。第 8 項稽核內容，檔案備份

未依「檔案備份計畫」，確實記錄於「主機備份紀錄

表」，檔案備份作業發現異常時，亦未於「主機房操

作日誌」上記錄發生原因及排除方法，應依規定辦理

改善之。其餘項目稽核無誤。 
決議：開具改善建議單與受稽單位，請其依規定進行改善。本單位並將

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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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第 3 項稽核內容中，是否評估簽訂適當適額之保險契



約。未編列預算簽定適額保險。第 7 項稽核內容中，

各單位是否定期稽查未經授權使用之軟體及其它不

當軟體。無明確運作機制及回報資料。僅有禁用非法

軟體之宣導。其餘項目稽核無誤。 
決議：開具改善建議單與受稽單位，請其依規定進行改善。本單位並將

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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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第 5 項稽核內容中，復原程序是否訂明復原工作之優

先順序。業務永續運件計劃僅有流程，尚無特定工作

之優先序。應依規定辦理改善，其餘項目稽核無誤。 
決議：開具改善建議單與受稽單位，請其依規定進行改善。本單位並將

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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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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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會計室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40. 營運事項－資訊處理事項：校園保護智慧財產宣導與執行事項－校園影

印管理稽核結果 
說明：協同稽核：施伯勳 委員 
   稽核地點：電算中心 
   稽核意見：所有項目均依規定辦理，稽核無誤。 
決議：稽核無誤。 
 

二、臨時動議：無 
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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