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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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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7月 2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二、地  點：會議室一 

三、主  席：陳翰霖主任委員                      記 錄：王怡文組長 

四、出席人員：陳玉娟、程君顒、李文禮、卓麗貞、林珍如、賴蓎諼、翁銘聰 

曾瓊禎、彭少貞、吳曼阡、李怡真、張美娟、江玉君、黎依文 

陳清漂、孔慶聞、蔡群瑞、牛河山 

五、請假人員：林雅玲、吳善全 

六、列席人員：無 

七、主席致詞：略 

八、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無 

九、工作報告：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排定 42件稽核項目。 

1. 107.02.01～107.07.02已執行並完成稽核報告計 41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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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主要不符事項 1項，說明如下： 

 1070402聘僱 

稽核發現： 

1. 依據 106年 5月 17日教育部來函文號 1060004078，將此不

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核項目之時間改為每年於 5月及 11

月，並依規定必須確實清查辦理通報。 

2. 經查，前次 106年 4月 27日稽核報告，針對不適任教師之

函報日期為 106年 3月 29日。 

3. 承上之說明，人事單位未於 106年 5月及 11月向教育部辦

理新進人員不適任教育人員查詢作業。 

 次要不符合事項 2案，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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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409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作業 

稽核發現：因必修課由教務處直接匯入系統，若不在意選修

課同學可以不填寫問卷也可以完成選課，導致填答率不夠高。 

 1070507財物採購作業 

稽核發現：抽查案件中，案號 106000797採購金額為 76,560

元，按作業程序 2.4.核決 2.4.2採購金額 10萬元(含)以下，總

務長核決之規定，但本案只經採購組長核決，餘皆依採購金

額不同，逕行不同審查或審議程序，包含不同的詢價、訂定

底價及核決等程序。 

 觀察事項 1案，說明如下： 

 1070505學生操行成績評核作業 

稽核發現：查閱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操行審查委員會會議記

錄簽呈以及承辦員歐陽說明，操行審查經操行成績審查委員

會複審的成績有不及格者會召開獎懲委員會討論不及格學生

的操行，決議後再完成會議記錄與學期總評作為附件，上簽

書面成績冊轉送教務處存查並輸入系統，此流程與學生操行

成績評核作業流程有不符合之處。流程圖及作業程序顯示第

17週召開操行成績審查會議複審核定，經校長核決即送教務

處填入學生成績通知單，實際執行則是對於操行成績複審會

議不及格學生有經獎懲委員會討論，並更改操行成績後再由

簽呈方式送校長核定，此步驟建議需納入評核步驟中，使控

制要點與實際執行符合。 

(二)106學年度內部控制委員會討論通過之內控文件修訂案。 

   1、106學年度第 1學期(107年 1月 16日)討論通過 

稽核日期 事項 作業名稱 單位 修訂內容摘要 

106.05.08 建議 選課作業 教務處 修訂流程 2.7、2.8、3.4、刪

除 4.4。已無期中退選制度，

故將作業文件裡期中退選的

文字刪除。 

106.06.20 建議 校訊出版

作業 

教務處 修訂控制重點 3.1文字每學

期發行 6次改為每學年發行

6次 

106.06.20 建議 體育作業 全人教 體育學科目前已無體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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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日期 事項 作業名稱 單位 修訂內容摘要 

育中心 會議，故修訂作業程序 2.1

為體育學科科務會議、修訂

依據及相關文件 5.2文字及

場地、器材租借流程圖新增

結果正常與否說明及體育課

程制訂流程圖新增體育課程

制訂說明。 

106.10.19 建議 就學貸款

作業 

學務處 修訂流程 2.1、2.2、控制重

點、使用表單、依據及相關

文作 

106.11.17 觀察 訓練 人事室 新進教職員因公務或公差無

法參加，隔年已了解各處室

基本作業不再安排教育訓

練，故刪除流程 3.2職前訓練

內控 

107.01.05 建議 國際學術

合作交流

備忘錄簽

訂作業 

國資中

心 

修訂流程 2.1.1、

2.2.1.1-2.2.1.3、2.3、2.4、控

制重點 3.1-3.5及流程圖。 

107.01.05 建議 選送學生

境外短期

研修作業 

國資中

心 

修流程訂 2.1-2.3、控制重點

3.1-3.3、使用表單 4.1~4.3、

依據及相關法規 5.1~2及流

程圖。 

2、106學年第 2學期(107年 7月 3日)預計討論案 

稽核日期 事項 作業名稱 單位 修訂內容摘要 

107.03.21 建議 招生作業 教務處 修訂流程 2.4.1~2.4.3、

4.1~4.10、5.2~5.5及流程圖、

作業程序、使用表單、依據

及相關文件 

107.03.21 建議 轉學生招

生作業 

教務處 修訂流程 4.1~4.9、依據及相

關文件 5.3 

107.04.11 主要 聘僱 人事室 修訂流程 2.12明訂每學期辦

理一次(3月及 9月)函報查詢

不適任人員 

107.04.19 建議 負債承諾

與或有事

項之管理

及記錄 

會計室 修訂流程 2.4增加若違反合

約時損失負擔之認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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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日期 事項 作業名稱 單位 修訂內容摘要 

107.04.25 建議 學生註冊

作業 

教務處 修訂流程巷 2.2.1、2.2.2、流

程圖及刪除 3.5 

107.04.25 建議 學籍管理

作業 

教務處 修訂流程圖，刪除註冊作業 

107.05.05 觀察 學生操行

成績評核

作業 

學務處 修訂流程圖(圖 4_2_4)，新增

操行成績不合格召開學生獎

懲委員會議流程 

 

(三)106學年度（106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委員稽核件數 

單位 職稱 姓 名 稽核件數 

總務處文書組 組長 陳玉娟 4 

總務處環安組 組長 賴蓎諼 4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所) 助理教授 李文禮 4 

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程君顒 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副教授 林珍如 4 

全人教育中心 教授 陳清漂 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助理教授 吳善全 4 

圖書館 組長 翁銘聰 4 

學務處 組員 林雅玲 4 

人文室慈懿活動組 組長 黎依文 4 

會計室會計組 組長 江玉君 4 

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牛河山 4 

護理系 助理教授 吳曼阡 4 

護理系 副教授 張美娟 4 

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卓麗貞 4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助理教授 李怡真 4 

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孔慶聞 4 

長期照護研究所 副教授 彭少貞 4 

護理系 講師 曾瓊禎 4 

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 主任 蔡群瑞 4 

十、提案討論：無 

十一、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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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