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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109 學年度之內部稽核計畫係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

度實施辦法」、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辦法」及本校「內部稽核作業程序」擬訂稽核項目，

送請研發長審閱後，於 109 年 10 月 7 日召開學年度內部稽核工作會議討論，通過後，法

稽組據以擬訂稽核計畫(草案)，陳報校長於 109 年 10 月 30 日核定，復於同日副知各受稽

單位及稽核人員，據以辦理後續查核作業，並公告於本校網頁「校務資訊公開專區」供查。 

貳、 稽核期程 

原預訂自稽核計畫核定日(民國 109 年 10 月 30 日) 起至 110 年 6 月 30 日止，後因故

延至 9 月始完成。 

參、 稽核項目 

109 學年度規劃執行之內部稽核項目共 26 項，含專案稽核 5 項、例行稽核 18 項及追

蹤稽核 3 項 ，詳如下表： 

分
類 

序
號 

稽核項目編號 稽核項目 受稽核單位 

專

案

稽

核 

1 
IA-109-P-推廣-會展-01 翻譯會展中心營運績效 推廣部翻譯會展中心 

IA-109-P-思源- -01 思源翻譯社營運績效 思源翻譯社 

2 IA-109-P-跨單位-01 教師差假調代補課之後續追蹤 
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教務

組、人事室、總務處出納組 

3 IA-109-P-跨單位-02 
獎補助款之經費運用管控、執行成效查

核機制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研發

處、人事室、會計室 

4 IA-109-P-研發-校發-01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KPI 未達目標值項目

之後續追蹤 
研發處校發組 

5 IA-109-P-研發-校發-02 
校務研究議題規劃、校務研究資訊平台

之功能發揮 
研發處校發組 

例

行

稽

核 

6 
IA-109-R-教務-招生-01 

招生循環 

招生策略及簡章擬定

作業 

教務處招生組 

IA-109-R-進修-教務-01 進修部教務組 

7 
IA-109-R-教務-招生-02 

招生試務作業 
教務處招生組 

IA-109-R-進修-教務-02 進修部教務組 

8 
IA-109-R-教務-註冊-01 入學至畢業 

循環 
畢業資格審查作業 

教務處註冊組 

IA-109-R-進修-教務-03 進修部教務組 

9 
IA-109-R-教務-課務-01 教學作業 

循環 
排課暨開課作業 

教務處課務組 

IA-109-R-進修-教務-04 進修部教務組 

10 IA-109-R-學務-生輔-01 
學生輔導 

循環 

工讀生聘任暨管理作

業 

學務處生輔組 

(人事室配合) 

11 IA-109-R-人事-一組-01 人事管理循環 職員工招聘僱作業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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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序
號 

稽核項目編號 稽核項目 受稽核單位 

12 IA-109-R-人事-一組-02 
專案、約聘僱人員及

工讀生加退保作業 

人事室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學務處

生輔組、研發處產學組、總

務處出納組配合) 

13 IA-109-R-人事-一組-03 
職員工轉任、升等作

業 
人事室 

14 IA-109-R-跨單位-01 
採購及付款 

循環 

請採購作業(含申購、

招標、比議價、驗收、

付款、財產登錄作業) 

總務處事務組、營繕組、環

安組、出納組、會計室 

15 IA-109-R-總務-營繕-01 

不動產、建築

物及設備循環 

建築物及設備之發包

作業 總務處營繕組 

16 IA-109-R-總務-營繕-02 營建管理作業 

17 IA-109-R-跨單位-02 財產報廢處分作業 
總務處環安組、資教中心技

服組 

18 

IA-109-R-資教- -01 

資訊管理 

循環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作 業

(含 ISO27001 資安管

理系統) 

資教中心 

IA-109-R-圖書-資訊-01 圖書館系統資訊組 

19 IA-109-R-資教-技服-01 智慧財產權年度稽核 資教中心技服組 

20 
IA-109-R-學務- -01 

性平事件檔案管理作

業 

學務處 

IA-109-R-人事- -01 人事室 

21 IA-109-R-秘書-校史-01 校史檔案管理作業 秘書室校史館 

22 IA-109-R-會計- -01 
109 年度獎補助款經費執行期中及期末

稽核 
會計室 

23 IA-109-R-總務-出納-01 現金及定存盤點 總務處出納組 

追

蹤

查

核 

24 
IA-109-F-108-國合-國

交-01 
締結姊妹校 國合處 

25 

IA-109-F-108-人事- -01 

全校各單位辦法、表單之檢視、稽核 

人事室 

IA-109-F-108-秘書- -01 秘書室 

IA-109-F-108-教務- -01 教務處 

IA-109-F-108-國合- -01 國合處 

IA-109-F-108-學務- -01 學生事務處 

IA-109-F-108-總務- -01 總務處 

26 

IA-109-F-108-教務-註

冊-01 
成績管理 

教務處註冊組 

IA-109-F-108-進修-教

務-01 
進修部教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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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稽核方式及程序 

一、稽核人員填寫內部稽核工作資訊收集單（IA_FM_01），法稽組製作內部稽核通知

單（IA_FM_02）於實施稽核前正式通知受稽單位。 

二、 內部稽核執行方式採實地查核或問卷查核或兩者並行，進行問卷查核時，受稽單

位接獲內部稽核通知單（IA_FM_02）後，於期限前完成問卷填寫並檢附應提供之

資料送交法稽組/稽核人員；執行實地查核時，法稽組/稽核人員先與受稽單位事前溝

通，確定稽核時間，並告知受稽單位需提供資料或訪談人員等相關協調工作。屬跨單

位業務或審查權責涉及其他單位之稽核項目，由主要受稽單位規劃安排相關單位配合

訪談或提供資料。 

三、稽核人員稽核時，將稽核過程記錄於內部稽核程式(序)及工作底稿（IA_FM_03），

並以內部稽核結果與稽核發現意見回覆單(IA_FM_04) 初擬稽核結果與建議後，交

由受稽單位於期限內表示意見後，送交法稽組。 

四、法稽組依受稽單位回覆意見，分別進行以下處理： 

(一) 受稽單位同意稽核結果、稽核發現與稽核建議，且稽核人員對受稽單位所提

預計改善日期無異議：通知稽核人員進行稽核報告撰寫等後續作業。 

(二) 受稽單位對稽核結果、稽核發現與稽核建議有表示意見，或稽核人員對受稽

單位所提預計改善日期有異議：提請稽核單位主管召開內部稽核結果討論會

議，並做成會議紀錄，其會議流程如下： 

1. 由稽核人員提出報告，進行討論；除得邀請業管單位所隸屬副校長、校長

列席指導外，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權責單位派員參加。 

2. 確認稽核結果及預計改善日期。若認有續查必要則再行查核；若認結論明

確，即應商定稽核結果與建議之文字。 

伍、 稽核發現與建議 

除「專案、約聘僱人員及工讀生加退保作業」因故延至 110 學年度續查外，其餘 25

項皆已完成並逐一發出稽核報告。 

前述 25 項稽核項目中，除「締結姊妹校」及「職員工招聘僱作業」列入追蹤稽核項

目外，其餘並未發現重大缺失，各項目查核細節及結果如附件之內部稽核報告所示。 

陸、 附件(紙本附件抽存於內部稽核業管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