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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期末內部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地 點：會議室一

三、主 席：林珍如主任委員 記 錄：王怡文組長

四、出席人員：陳玉娟、陳韻如、張玉婷、程君顒、翁銘聰、林雅玲、田一成

練美君、吳善全、連志峰、張美娟、卓麗貞、李怡真、孔慶聞

牛河山、彭少貞、曾瓊禎

五、請假人員：鄧琇介

六、列席人員：陳志聖

七、主席致詞：略

八、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 辦理 105年教育部專案計畫經費稽核。

5案件稽核缺失明細總計為次要不符合 3項、觀察事項 1項。

組別 主辦

單位

執行

單位

項目 稽核

委員

稽核

日期

稽核

缺失明細

第1組

百萬

以上

實就

組

護理、

醫管、

行管、

科管

實務課程發展及師

生實務增能計畫(第

二階段)

田一成

程君顒

106.03.24 無

教務

處

醫放系 技職教育再造-以放

射醫療產業就業為

導向之專業技術人

力培育護理計畫

李怡真

陳玉娟

106.05.22 次要不符合

1項；

觀察事項 1

項

教卓

辦公

室

科室 教學卓越計畫 張玉婷

孔慶聞

卓麗貞

106.03.13 次要不符合

2項

第2組 學諮 學諮中 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張美娟 106.05.2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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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9

萬

中心 心 工作計畫

第3組

50萬

以下

實就

組

醫放系 實務課程發展及師

生實務增能計畫(第

一階段)

彭少貞 106.05.12 無

技職教育再造-以放射醫療產業就業為導向之專業技術人力培育計

畫

－次要不符合事項 1項、觀察事項 1項

1、稽核發現：經查核定版修正計畫書，資本門第 4項購置「影像

處理及品管高階電腦」20台。目前僅採購 18台，採購單號分別

為 105001775計 6台(已入貨)、105002180計 12台(已填單)，實

際採購數量與計畫數量不符。【預計完成日 106.08.31】

2、稽核發現：104年度研發特定應用技術移轉金額為 0元，105年

度目前有一案申請中，金額為 1,250,000元，截至稽核日止審核

程序尚未完成。【預計完成日 106.07.31】

教學卓越計畫－次要不符合事項 2項

1、稽核發現：主軸 C序號 60(簽呈 1051966)護理系活動、序號 65(簽

呈 1051967)行管系活動；主軸 D序號 2(簽呈 1052412)全人教育

中心活動，以上未於活動辦理前上簽。【本案已於 106.4.21覆核

完成】

2、稽核發現：主軸 C序號 80(簽呈 1052541)電算中心活動，依成果

報告課程為 7小時，核銷講師費 8小時。主軸 D序號 51(簽呈

1051062)科管系活動，辦理活動為學生出國交流，編列結緣品，

無培訓課程，採購咖啡豆、茶包，唯採購日期為學生出國期間。

【本案已於 106.4.21覆核完成】

(二)個資安全保護管理稽核案。

執行情形：依決議由陳志聖老師和林雅玲委員共同執行，105學年第 2

學期抽查「教務處註冊組」，已於 106年 5月 24日完成；

106學年第 1學期抽查「電算中心軟體開發組」，稽核日期

另訂。

九、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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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排定 44件稽核項目。

已執行並完成稽核報告計 41件 ，尚有 3件於 7月份執行，缺失明細

總計如下：

主要不符合事項 次要不符合事項 觀察事項

0 5 10

次要不符合事項 5案說明如下：

 1060402_聘僱

稽核發現：抽檢 105/8/1到職之醫放系所新進教師-吳晉暉教師之教

師資格申請時間(105/9/5系教評通過、105/9/9院教評通過、105/11/22

校務評通過)，略有不符合內控文件 2.8.4需於到職日開始一個月內備

齊相關送審教師資格文件，依送審作業程序送至人事室辦理教師資

格審查申請；本校教師聘任已改為三級三審，內控文件 2.8.4內容應

修正明確。另送審需於一個月內開始進行之規定，應為進入系教評

程序中，故若 8/1起聘，即於 9/1前要進行系教評。【已於 106.06.04

覆核完成】。

主席裁示：請下學年稽核本作業的委員，再確認承辦單位是否已釐

清「新進教師資格申請」的控制點。

 1060403_留職停薪

稽核發現：抽檢陳○茹於 105/10/1-106/3/1辦理留職停薪，雖符合申

請資格，但留職停薪申請作業，申請者需填寫留職停薪申請書辦理

離校手續，經抽查陳員留停並未完成離校手續。可能因為陳員於

105/7/30-9/23產假、9/26-9/30特休、10/1起育嬰假，若需進行離校

手續，在 7/30前就要完成，或者需另於 10/1之後需來校進行離校手

續之流程。【已於 106.06.04覆核完成】

 1060509_個人資料安全保護管理

稽核發現：抽查 B員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仍為 XP，建議更新作業系統。

【預計完成日 106.08.30】

 1060604_校園安全、災害管理及學生緊急狀況處理作業

稽核發現：依單位主管及承辦人表示，校安值勤日誌依規定每日需

填寫系統並陳核校長，經發現每月均有多日未依規定填寫。【尚未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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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06_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作業

稽核發現：以 105學年度實驗室負責人名單，抽查 12位擔任實驗室

負責人參加教育訓練情形，根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第 17-1條: 第七款至第十三款之勞工，每三年需接受至少三小

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查閱 103年 6月至 106年 5月校內辦理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每年共計九小時，發現許○翔、蔡○書、郭○貞、郭
○銘、李○彰等老師，未有參加過去三年至少三小時之安全教育訓練
記錄。【尚未回覆】

(二) 105學年度（105年 8月 1日至 106年 7月 31日）委員稽核件數

單位 職稱 姓 名 稽核件數 專案稽核件數

總務處文書組 組長 陳玉娟 4 1

會計室 組員 陳韻如 4 -

研究發展處學術服

務組/護理系
組長/副教授 張玉婷 4 1

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程君顒 4 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副教授 林珍如 2 -

全人教育中心 講師 鄧琇介 5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助理教授 吳善全 5 -

圖書館 組長 翁銘聰 6 -

學務處 組員 林雅玲 5 -

全人教育中心 講師 田一成 6 1

人事室 組員 練美君 5 -

全人教育中心
約聘助理

教授
牛河山 4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副教授 連志峰 5 -

護理系 副教授 張美娟 5 1

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卓麗貞 4 1

醫務管理系 助理教授 李怡真 6 1

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孔慶聞 5 1

護理系 副教授 彭少貞 5 1

護理系 講師 曾瓊禎 4 -

十、提案討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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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臨時動議(討論)：

(一)主席：委員們稽核時若發現有關內控 SOP問題，請於會議中提出，

由稽核組統整年度紀錄送交內控委員會討論。

1、「個人資料安全保護管理」

陳志聖老師：(1)某些重要個資的電腦和系統都是比較老舊，易構

成資料外洩。

(2)學校個資保護的內控剛起步，建議使用師生個資

業務單位多辦理員工教育訓練及宣導，並列為重要

預算項目，唯有不斷宣導，才能落實個資保護。

田一成委員：有些事項的改進是不需要太久的時間，請委員在簽

矯正預防措施單時，需衡量單位預定改進時間的合

宜性。

2、「留職停薪」

李怡真委員：本作業的 SOP有瑕疵；在稽核時若發現問題，單位

有時會不以為意，回覆這不是他可以做的到的，並

牽涉別的單位，所以控制點在哪需要討論和釐清。

主席：(1)教職員工若已經離職(或留職停薪)但沒完成交接，會有後

續的財產釐清與業務銜接問題，所以本作業的 SOP應要人

事室與會計室的製發薪資做連結，並制訂交接追蹤的控制

機制。

(2)建議提高本作業的風險評估。

3、「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作業」

張玉婷委員：勞動部規定實驗室的負責人每三年需接受至少三小

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經抽查有些人沒有達到時

數。因業務單位對沒有上課的人沒有約束力，所以

就把這個控制重點刪除，這樣是否合適。

主席：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每年辦理實驗室人員研習課程活動

並且紀錄時數，此外，需要再請環安組制定教職員參加校

內外其他單位辦理之研習活動的認可機制 (如醫放系所辦

理的安全教育訓練)，避免業管單位之間認定不同的爭議。

4、「財務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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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少貞委員：採購流程是由需求單位提出規格，採購組公告及招

標，有發生招標廠商的規格與單位提出的規格不一

致，導致採購財產不適用的情形，採購組請單位再

次確認，有可能單位換了負責人或不了解詳細規格

而選了不符合規格的廠商，這樣權責是屬於誰，採

購組是否應把關，不該讓不符合規格的廠商投標。

陳韻如委員：採購人員應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翁銘聰委員：採購組只能列常規規格，廠商符合就可以投標，所

以當採購請單位再確認時，單位自己也要做詳細比

對和檢核。

主席：(1)建議在 SOP中明訂：廠商所投標之物件規格若連採購組

所公告提出的基本要項都不符合時，此廠商是不能列入

投標廠商候選行列。

(2)採購稽核未來可以強化，次數增加或多增加 1名稽查委

員人數, 提高案件抽驗機率。(註:財務採購作業為高風

險，一年稽二次)

(3)基於採購案件業務需要嚴謹處理，請下學年委員注意公

開招標廠商的資格與投標書有沒有符合 SOP。

(二)106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面審查意見，下一屆委

員稽核獎勵補助款，可以參考本資料。

十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