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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控制小組暨內部稽核小組 

111年度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2月 13日（星期二） 上午 11時 00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主席： 沈召集人和成                        紀錄：黃美華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前次會議提案或建議事項執行情形一覽表 

編號 裁示/提案/建議內容/追蹤辦理事

項 
執行情形報告 

1 
本校「整合性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

修訂案 
業已完成修訂，並據以施行 

2 
本校 111 年度內部控制稽核計畫，有

關稽核項目、範圍及期程等案 

業已依訂定之稽核項目、範圍及期

程完成各項稽核作業 

3 

有關總務處辦理各項財產盤點作業

時，應依據本校盤點計畫及財產盤點

標準作業流程(SOP)確實執行案 

經檢核本年度盤點作業，皆依據本

校盤點計畫及財產盤點標準作業流

程執行。 

4 
未落實每半年定期追蹤內部控制缺失

與興革建議辦理情形案 

111 年度上半年定期追蹤內部控制

缺失與興革建議辦理情形案，於 6

月 27 日完成追蹤報告書並陳核內

稽小組及校長核定在案。 

下半年追蹤報告預訂於 12 月 20 日

提出報告書。 

參、 業務報告： 

一、 內部控制(自行評估)部分： 

(一) 111 年度內部控制作業，分別由各單位完成自行評估及由幕僚小

組彙整自行評估統計表完畢。 

(二) 上開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統計表，業於 11 月 10 日專簽請各內

控小組委員們逐一審議完畢，於本會議補充報告。 

(三) 幕僚小組已著手請各業務單位自行評估、檢視是否調整內部控制制

度作業項目(增加風險分析表供評估使用)，如有需求增加或刪除控

制作業項目，則提送 112年度內控內稽小組委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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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稽核作業部分： 

(一) 111 年度稽核作業，稽核項目共 12 項次(部分項次合併稽核)，稽

核人員分別按表訂期程完成稽核及填寫稽核紀錄表。 

(二) 幕僚小組亦完成彙整 111 年度內部稽核報告，於 110 年 11 月 11

日簽請各內稽小組委員們逐一審議完畢，分送各受稽核單位完

畢，並於本會議補充報告。 

(三) 另，在自行評估及稽核作業過程中(含上級督導發現缺失)，對業

務單位所發現問題或提建議、興革事項，由幕僚小組協助追蹤後

續改善情形，如下表： 

內部稽核報告所列缺失及興革建議追蹤表 

項

次 
自行評估發現缺失或稽核委員興革

建議(含上級督導發現缺失) 

業務單位 

改善/辦理情形 

幕僚小組 

追蹤結果 

1 自行
評估
發現
缺失 

教務處/教學組之「學生選課

作業」： 

選課人數上、下限之規定，
因「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
及實施要點」於 111 年 5 月
4 日修法，故現行規定與法
令不符，應配合修正。 

檢討作業流程 

修正學生選課作業要

點及本校內部控制制

度。 

 

持續追蹤業務單位

是否依所提建議修

正作業流程及本校

內部控制制度。 

2 稽核
委員
興 革
建議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

理」： 

財產明細分類帳，無法依指

定月份列印產生，請改善。 

 

 

 

 

 

建議報廢財物殘值請積極尋

找能增進本校財源收入的有

效措施。 

依稽核委員建議事項

改進作業措施。 

財產明細分類帳報

表，即係依據財產分

類帳列印，不能單純

挑選月份列印，(挑選

月份列印即不能謂之

分類帳) 

 

變賣報廢財物作業，

隨時依程序簽准變賣

並有效管理公用財產

及增進財源收入。 

持續追蹤業務單位

是否依所提建議事

項改善 

3 稽核
委員
興 革
建議 

「學生選課作業」： 

選課人數上、下限之規定，

因「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

及實施要點」111 年 5 月 4

日修法，故現行規定與法令

不符，建議應配合修正。 

業依稽核委員建議事

項改進作業措施。 

學生選課作業要點並

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

行政會報提案修正完

畢。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亦

配合修正。 

經查學生選課作業

要點確實已配合提

案修正。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

另提 112 年度內控

小組暨稽核小組委

員會議提案修正。 

4 稽核
委員

「學校實習廠房安全衛生檢

核作業」： 

諮詢輔導委員當日有

口頭提出部分建議改

列入追蹤承辦單位

是否確實依委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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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革
建議 

國教署於 111 年 10 月 27 日

辦理 111 年度校園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管理實地諮詢輔

導，請承辦單位依委員所提

建議事項積極改善並追蹤改

善情形。 

善事項，將依委員意

見改善。 

目前尚未接獲實地諮

詢輔導委員所提建議

或改善事項書面資

料，俟接獲改善或建

議事項積極改善。 

提建議或改善事項

改進。 

5 上級
督導
發現
缺失 

「資訊安全管理業務作

業」： 

110 年度校園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實施情形實地稽核結果

委員綜合意見，建議 CCTV

留存時間，宜再評估錄影之

留存時間。 

業依審查意見立即改

善完畢。 

並於下年度填報資通

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

形時填報改善。 

經追蹤了解確實已

依稽核委員所列缺

失改善。 

6 上級
督導
發現
缺失 

教育部辦理 110 年度國立高

級中等學校採購稽核案-「政

府電子採購網資料查察」： 

本校被抽查-- 

「 110年食品加工科教學設

備-化學實驗桌等」採購案，

稽核結果部分瑕疵，未有重

大缺失。 

稽核結果部分瑕疵，

未有重大缺失。 

已簽會承辦單位積極

改進，避免發生類此

缺失。 

經追蹤了解確實已

依稽核委員所列缺

失簽會承辦單位改

善。 

7 上級
督導
發現
缺失 

教育部辦理 111 年度國立高

級中等學校採購稽核案-「政

府電子採購網資料查察」： 

本校被抽查-- 

「 110 年度性別事件行為

人防治教育培訓膳宿及會場

租用」採購案，稽核結果部

分瑕疵，未有重大缺失。 

稽核結果部分瑕疵，

未有重大缺失。 

已回復教育部將積極

改進，避免發生類此

缺失。 

持續追蹤業務單位

是否依委員所提缺

失改進，再予結

案。 

8 上級
督導
發現
缺失 

國教署於 111 年 10 月 27 日

辦理 111 年度校園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管理實地諮詢輔導

案 

諮詢輔導委員當日有提出部

分建議改善事項。 

諮詢輔導委員當日有

口頭提出部分建議改

善事項，將依委員意

見改善。 

目前尚未接獲實地諮

詢輔導委員所提建議

或改善事項書面資

料，俟接獲改善或建

議事項積極改善。 

列入追蹤承辦單位

是否確實依委員所

提建議或改善事項

改進。 

(四) 至於 112 年度稽核作業項目及稽核人員分工部分，預計提送 112

年度內控內稽小組委員會議討論。 

(五) 又，以上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如有必要修正本校整合

性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者，另提送 112 年度內控內稽小組委員會

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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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部控制聲明書部分： 

(一) 111 年度各項內部控制作業均未發現明顯之疏失，故，本校依 111

年度之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之結果，認為本

校於 111 年度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係屬『有效』，其能合

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目標之達成。 

(二) 後續應於 112 年 4 月 30 日前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並公開於學校

之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肆、 討論提案： 

  案由一：修正「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設置要點」草

案如附件 1，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幕僚小組) 

  說  明： 

一、 行政院修正「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 4點、第 11點及第 8點

附件一，並自 111年 9月 12日生效。(詳見附錄) 

二、 其中第 11點規定內部稽核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三、 爰此，據以同步修正本校有關稽核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之規定。 

擬  辦：通過後公告據以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草案如附件 2，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幕僚小組) 

  說  明： 

一、 行政院修正「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11 點及第 8 點

附件一，並自 111年 9月 12日生效。 

二、 其中第 11點規定內部稽核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三、 因本校內控小組與內稽小組成員組成是一樣的，故同步修正本校有關內

控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之規定。 

擬  辦：通過後公告據以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略) 

陸、 主席結論：(略) 

柒、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5 

 

附件 1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報通過 

                                        102年11月14日湖農工總字第1020006536號公告 

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106年10月23日湖農工總字第1060007779號公告 

110年 3月 9 日本校 110年第 1次內部稽核小組會議通過修正 

110年3月11日湖農工總字第1100001606號公告 

111年12月13日本校111年第2次內部稽核小組會議通過修正 

111年**月**日湖農工總字第111000****號公告施行 

一、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及「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訂定。 

二、目標：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實施狀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追蹤

複查其改善情形，落實自我監督機制，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

效運作，提升校務行政效能。 

三、為辦理內部控制稽核工作，設內部控制稽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召

集人由校長擔任；並置成員10人，由秘書(兼統籌管控)、教務主任、學務主

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圖書館主任、人事主任、主計主任及

主任教官組成。幕僚作業由文書組承辦。 

    本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倘未符合性別比例時，由召

集人另指派成員擔任。 

    本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主持會議時，得由召集人指

派成員一人，代理主持會議。 

    為辦理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得視業務需要，就其稽核項目邀集相關行政人

員、專業人員或具專業知能教師進行稽核。該等人員不得針對過去一年內、

目前或即將負責承辦業務執行稽核。 

四、本小組之任務： 

   (一) 規劃及執行本校內部稽核工作。 

   (二) 綜整訂定評估計畫、督導評估計畫之執行及複評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

估結果等。 

   (三) 擬定稽核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料及製作稽核紀錄及稽核報告等事項。 

五、本小組人員均為無给職，惟因本小組工作需要加班或出差時，得依本校相

關規定支領加班費或差旅費。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及「政府內部

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辦理。 

七、本要點經本小組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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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草案) 
                               100年 5月 14日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通過 

106年 10月 17日本校第 2次內部控制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0月 23日湖農工總字第 1060007782 號公告 

110年 3月 9 日本校 110年第 1次內部控制小組會議通過修正 

110年 3月 11日湖農工總字第 1100001605 號公告 

111年 12月 13日本校 111年第 2次內部控制小組會議通過修正 

111年 12 月**日湖農工總字第 111000****號公告 

一、 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及「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

點」訂定。 

二、 目標： 

(一) 提升校務行政效能。 

(二) 行政透明及遵循法令規章。 

(三) 保障資產安全。 

(四) 提供適時可靠資訊。 

三、 為推動及執行內部控制相關工作，設內部控制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召

集人由校長擔任，並置小組成員 10人，由秘書(兼統籌管控)、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實習主任、總務主任、圖書館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任、主

計主任及主任教官組成。 

    本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倘未符合性別比例時，由召

集人另指派成員擔任。 

四、 本小組辦理項目如下： 

1. 辦理內部控制教育訓練。 

2. 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3. 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4. 參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並審視個別性業務

之重要性及風險性，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 

5. 規劃及執行自行評估作業。 

6. 就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及改善建議，並追踪其改善情形。 

7. 其他有關健全與強化內部控制事項。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及「政府內

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辦理。 

六、 本要點經本小組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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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修正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四點及第十一點 

(自111年9月12日生效) 

四、各機關可視業務之風險及重要程度，依下列分類辦理當年度自行評估及內

部稽核工作，且原則於工作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自行評估結果及內部稽核

報告：  

（一）年度自行評估及年度稽核：每年應至少各辦理一次年度自行評估及年度

稽核，原則於內部控制聲明書聲明日(即年度終了日)前完成，評估及稽核

之期間至少應涵蓋十二個月份，並可自前一年度開始進行跨年度之自行

評估及稽核，其前後年度之起迄時間應分別相互銜接。 

（二）專案稽核：針對指定案件或異常事項等辦理專案稽核。另辦理跨年度之

自行評估或年度稽核時，如發現跨越前一年期間存有內部控制重大缺

失，應就當年未能及時納入評估或稽核期間，針對該等重大缺失擇定相

關事項辦理專案稽核。 

十一、各機關應成立內部稽核單位辦理內部稽核工作，並由副首長以上人員擔

任召集人。但業務屬性單純或規模較小者，得併由上級機關統籌辦理，

並得統籌調派所屬人力交互檢查。 

機關採任務編組方式設置內部稽核單位者，其幕僚作業原則由綜合規劃

單位辦理。但機關首長得視機關屬性及業務性質指定適當單位辦理之。 

前項內部稽核單位，其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