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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7 時 10 分 

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上級指導:陳校長文貴 

主持人：許召集人建文                                     

出席人員：賴主任雅韻、曾主任文峯、楊主任素卿、江主任明翰、歐主任宗明、蔡主任秀

美、陳主任弘斌、黃主任美玲(請假)、仇主任敏、黃主任美荏、徐主任照程、姚

主任奮志、蔡主任雅文、林主任桂琴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行政院修正「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及函頒「政府內部控制共通性作業(含跨職能

整合)範例製作原則」供各機關(構)、學校參考。(教育部 106 年 1 月 6 日臺教綜(三)字

第 1050186951號函) 

二、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29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暨該小組設置要點及「強化內

部控制實施方案」、「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勵要點」等規定停止適用。(教育部 106 年 1

月 6日臺教綜(三)字第 1050186139號函) 

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 年 4 月 13 日主綜規字第 1060600160 號函略以，自 106 年度起行

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構)、學校全面簽署年度內控聲明書，依「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

署作業要點」規定，由機關首長與督導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業務之召集人於每年 4 月底

前共同簽署內控聲明書(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稽核工作之國立大學

校院，應於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送校務會議通過前簽署內控聲明書)並將內控聲明

書公開於對外網站。 

四、本校 105 年度內部控制評估作業，評估期間為 104 年 12 月 1 日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

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完成各單位內部控制作業共 61 項，評估重點共 366 點、落實 340 點

(92.89%)、部份落實 0點、未落實 1點(0.273%)、不適用 7點(1.192%)、其他 18點(4.9

18%)，扣除未落實 1點，其餘合計為 365點(99.726%)，依「政府內部控制聲明簽署作業

要點」第 5 點規定，內部控制聲明書按整體內部控制之有效程度，區分為「有效」、「部

份有效」、「少部份有效」，本校 105 年度內部控制有效性達 99.726%，且缺失部份已於聲

明日前採行改善措施，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能合理確保本校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五、有關 105 學年度校務評鑑，肆、行政支援組，三、會計行政執行成效，建議事項有關主

計室主任負責統籌學校財務，建議不應由主計室主任負責擬訂稽核計畫，以免有「球員

兼裁判」之嫌，針對上開建議經秘書室向行政院主計總處洽詢相關意見，據該處羅簡任

視察表示，並無明文規定內稽業務應由何單位辦理較為妥適，應視機關屬性及業務性質

指定適當單位辦理，據上，參酌主計總處之意見，本校內稽業務承辦單位仍建議由主計

室辦理，惟須注意迴避原則。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 105 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建議後續追蹤案，提請確認。 

說明： 

一、本校 105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作業已於 105年 11 月 11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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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查單位進行稽核，計有「學生宿舍暨餐廳管理作業」、「校園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

案件」、「出納事務之盤點及檢核作業」、「採購作業」、「第二次專技護理師考試應屆

畢業生集體報名作業」、「畢業學生流向調查作業」、「自動化系統管理與維護作業」、

「基礎資訊系統軟體資源備份作業原則」、「實驗室安全衛全管理作業」及「廢棄物

處理管理作業」等 10 個控制作業為查核項目。 

二、本次稽核結果有「校園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作業程序」、「採購作業」、「畢業生流向

調查」、「二次專技護理師考試應屆畢業生集體報名作業」、「自動化系統管理與維護

作業」、「基礎資訊系統軟體資源備份作業原則控制作業」、「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作

業」、「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作業」等 8個控制作業有缺失或建議改進事項，受查單

位依稽核小組成員稽核建議，進行後續改善，經內控作業幕僚單位追蹤，各單位均

已改善缺失或建議改進事項。 

項次 查核項目 缺失(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 追蹤結果 備註 

1 

校園智慧

財產權疑

似侵權作

業程序 

建議宜修正作業流程圖

讓其更明確完善。 

重新修改流程圖，

修改使其更完善 
已完成  

建議將「本校網路智慧

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

序」納入內控文件較完

備。 

依建議事項辦理 已完成  

一、宜增加判斷情節是

否輕重之建議處理

選項。 

二、核示流程建議增加

秘書室(主管單位)

之欄位。 

於案件調查紀錄表

中加入判斷情節輕

重的選項及增加主

管單位核章的欄

位。 

已完成  

「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

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

法」應依 103年 5月 13

日小組會議之修正內容

更新。 

依建議事項辦理。 已完成  

2 

採購業務

(2)案號 

10526 防

曬係數分

析儀決標

金額 1,24

0,000元 

廠商統一發票開立日期

為 105 年 10 月 25 日，

截至 105 年 11 月 17 日

始付款，逾 15日付款之

規定。 

委員意見: 請依行政院

105 年 1 月 6 日院授主

會財字第 1051500006

號函規定辦理。 

請各單位協助配合

辦理以利於時效內

完成付款。 

擬提 107 年 1 月 9

日行政會議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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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畢業生流

向調查作

業 

努力達到預設的回收

率，但是牽涉到學生畢

業一及三年後調查，運

用策略與技巧及回收率

待加強。 

委員意見：畢業學生流

向調查要調查應屆、畢

業一及三年，對於畢業

一及三年建議透過導師

與班級的感情來了解學

生動向會較有效率的獲

得學生資料。 

目前做法是於每年

畢業班級設置班級

聯絡人，並藉由班

級聯絡人 LINE 群

組，協助追蹤並回

報各屆班級畢業生

之升學就業流向。

另亦於暑假期間透

過電子郵件、學校

網站公告、電話、社

群網站及請導師於

班級 FB 及班 LINE

群組宣導提醒同學

至畢業生流向追蹤

平臺上網填寫。本

組並親自個別請託

各班導師協助，並

於調查完成後，統

計各班是否已達函

報教育部預計回收

率，頒發給導師感

謝狀，以達謝意。 

經實際執行改善措

施後，能有效運用

追蹤及回報成果。

於 106 學年度的教

育部「大專校院畢

業生流向追蹤」，

100學年度(畢業滿

5 年)、102 學年度

(畢業滿 3 年)及

104學年度，本校函

報教育部已達成畢

業滿 5年 36%(本校

實際平均 50.9%)、

畢業滿 3年 56%(本

校實際平均 56%)、

畢業滿 1年 76%(本

校 實 際 平 均

90.29%)不僅全數

達成函報的比率更

能有效率完成。除

就輔組的努力外，

各班導師也全力協

助，並頒發導師感

謝狀，深表謝意。 

 

4 

二次專技

護理師考

試應屆畢

業生集體

報名作業 

建議對於全國前十名的

學生給予獎勵措施可激

勵學生準備考照，但建

議對全班都考取證照的

導師也給予實質(獎金)

獎勵，導師常常扮演輔

導激勵的角色帶動班級

氣氛。 

目前依據護理科應

屆畢業生專技高考

成績優秀學生及帶

班導師獎勵辦法中

是以全國前 10名

編列獎狀及獎金，

而導師亦有獎勵辦

法，當執照考照率

達全班 100%，頒發

導師獎牌一式，以

茲感謝，而至於另

增頒發獎金給導師

建議，將會提行政

會議討論。 

目前仍維持專技

護理師考試的獎

勵辦法及導師獎

勵辦法。並加強宣

導鼓勵學生努力

考取證照以提高

自我榮譽及積極

爭取獎勵金。 

 

5 自動化系 是否定期備份系統資料 已依委員建議將資 系統定期備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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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管理與

維護作業 

庫 

建議:目前資料庫容量

已可擴充較大，

可否建議廠商將

備份版本擴充至

三個月。 

料備份延長至三個

月。 

個月之資料如附

件(為 106年 7月

26日至 10 月 25

日之備份檔清單) 

6 

基礎資訊

系統軟體

資源備份

作業原則

控制作業 

各列管資源是否如期備

份? 

建議: 教職員帳密備份

可考慮半年進行

一次。 

目前帳密系統共 3

台，互為備援，3台

同時毀損機率不

高，為進一步降低

風險，將採購新的

虛擬平台備份軟

體，可大幅提高備

份頻率。 

已完成備份軟體

建置，每日備份

一份。 

 

7 

實驗室安

全衛生管

理作業 

一、實驗人員使用化學

物質時是否依規定

佩帶防護器具。 

建議:增購防護面罩及

護目鏡。 

 

 

二、化學物質之存放是

否依規定做好防震

措施 

建議: 一小座藥櫃移至

他處或補強或改

放其他物品。 

 

三、不定期進行實驗查

核。 

建議該項次為半年 1次

或 3個月 1次。 

一、防毒面罩及護

目鏡為個人安

全防護用具，

護目鏡已請學

生自行準備，

防毒面罩逐年

採購並增購備

品。 

二、待化妝品應用

科實習工廠驗

收完成後，將

藥品櫃移至工

廠。 

 

三、將調整查核頻

率為半年 1次。 

一、已完成 

 

 

 

 

 

 

二、已完成 

 

 

 

 

 

 

三、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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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

廢棄物處

理作業 

一、有害事業廢棄是否

依規定分類? 

建議:請貼標語提示學

生落實。 

已完成 已完成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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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校 106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提請審議。 

說明： 

一、106 年 9 月 11 日至同年月 30 日請各單位逕行檢視內控工作項目，經各單位依現行

業務狀況滾動修正如下： 

(一)教務處刪除 A301「校訊出版作業」。 

(二)總務處 C201「出納事務之盤點及檢核作業」名稱修正為「出納事務盤點作業」。 

(三)研發處 E201「與台灣健康教育推廣協會合辦班別訓練」名稱修正為「與校外合

作單位辦理訓練」。 

(四)護理科 H101「護理示範教室管理辦法」名稱修正為「護理技能教室管理辦法」 

(五)106年度各單位提列作業項目合計為 61項(如附件第 8頁~第 9頁) 

二、本校 106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計畫於本(106)年 10 月 16 日簽請校長核准，

爰依據前開計畫(附件第 7頁)，請各單位於 106年 10 月 31日前完成本年度自行評

估作業，評估期間為 105年 11月 1日至 106 年 10月 31日。 

三、本年度評估情形如下表: 

(一)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辦理情形一覽表: 

評估情形 

單位 

評估重點 

落實 部份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教務處 24     

學務處 42     

總務處文書組 24     

總務處出納組 12     

總務處事務組 6     

總務處保營組 27   16  

研發處 24     

實輔處 30     

人事室 49     

主計室 36     

圖書資訊中心 16    14 

環安中心 18     

秘書室 7     

護理科 6     

妝品科 6     

老服科 6     

通識教育中心 5    1 

小計 338 0 0 16 15 

比例 92% 0%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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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辦理情形一覽表： 

 評估情形 

 單位 

控制重點 

落實 部份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教務處 28    1 

學務處 37   5  

總務處文書組 31     

總務處出納組 12     

總務處事務組 33   6 7 

總務處保營組 21   3  

研發處 26 2    

實輔處 18     

人事室 62     

主計室 63     

圖書資訊中心 38     

環安中心 9   1  

秘書室 8     

護理科 7     

妝品科 4     

老服科 3     

通識教育中心 7     

小計 407 2 0 15 8 

比例 94% 0.5% 0% 3.5% 2% 

四、本年度評估重點並無未落實及部份落實之情形，控制重點除研發處有 2點部份落

實外，扣除未發生及不適用之情形外，均屬落實之情形，依「政府內部控制聲明

簽署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內部控制聲明書按整體內部控制之有效程度，區分

為「有效」、「部份有效」、「少部份有效」，本校 106年度內部控制有效性達 90%以

上，且部份落實部份已於聲明日前採行改善措施，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能

合理確保本校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下午 17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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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06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計畫 

一、辦理依據：  

依據行政院修正「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及行政院函頒之「內部控制制度

設計原則」，特制定本計畫。 

二、計畫目的： 

針對本校已頒行之內部控制制度所列各控制作業項目，評估其控制重點設計

及執行情形，以作為判斷本校控制作業有效性之參據。 

三、作業層級自行評估方式： 

（一）各單位依本校已頒行之內部控制制度所設計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件辦理評估作業。 

（二）各單位辦理作業層級自行評估時，勾選「落實」時應檢附各項評估

重點執行軌跡之佐證資料；勾選「部份落實」及「未落實」時應於

情形說明欄及改善措施欄詳細述明，且於撰寫結論時一併敘明須採

行之改善措施；勾選「不適用」時應於情形說明欄及改善措施欄敘

明理由及是否須檢討修正評估重點。 

（三）各單位自行評估結果須經由單位主管簽章確認後，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前送秘書室彙整，俾便編製作業層級自行評估統計表，以作為

評估本校控制作業有效性之參據。 

（四）自行評估範圍：本校各單位所提列之 61 項作業項目(如附件)。 

四、 自行評估期間： 

就 105 年 11 月 1 日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間本校內部控制度運作情形進

行評估，並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辦理完畢。 

五、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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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一、 個別性業務： 

（一）教務處 

1. 課程規劃作業 

2.增設調整各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管制作業 

3.學生註冊作業 

4.英語自學課程教學課程助理制度實施作業 

（二）學務處 

1. 學生意外事件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個別性) 

2.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作業 

3.個別諮商作業 

4.校園登革熱防治工作作業 

5.運動場地安全管理維護 

6.學生宿舍暨餐廳管理作業程序 

7.校園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案件 

（三）總務處 

1. 檔案歸檔點收 

2.檔案庫房安全管理 

3. 機密檔案解降密管理  

4.出納事務盤點作業 

5.付款作業 

6.國有公用財產盤點作業 

7.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財產增加 

8.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財產移動 

9.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財產減損 

10.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財產增減值 

11.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12.採購業務 

13.郵件處理作業 

1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作業 

15.消防設備檢修申報作業 

（四）實習就業輔導處 

1. 學生實習針扎預防及處理作業 

2. 學生實習安全用藥及給藥錯誤處理作業 

3. 學生實習關懷輔導作業 

4. 第二次專技護理師考試應屆畢業生集體報名作業 

5. 畢業學生流向調查作業 

（五）研究發展處 

1.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與報結作業 

2.校內研究計畫作業 

3.與校外合作單位辦理訓練 

4.照顧服務職類職業訓練 

（六）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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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度圖書經費控管作業 

2.自動化系統管理與維護作業 

3.資訊組標準作業流程控管流程 

4.基礎資訊系統軟體資源備份作業原則 

5.技專資料庫填報作業控管流程 

（七）通識教育中心 

1. 教師升等作業 

（八）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1.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2. 廢棄物處理管理 

3. 飲用水檢驗 

（九）護理科 

1. 護理示範教室管理辦法 

（十）化妝品應用科 

1. 專業教室設備空間管理辦法 

（十一）老人服務事業科 

1. 老人服務事業科教師升等作業 

（十二）秘書室 

1. 本校發生緊急事故之新聞發佈與處理 

（十三）主計室 

1. 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 

2.決算之編製作業 

3.人事費-薪給動支審核作業 

4.採購案件監辦作業 

5.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審核作業 

6.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 

（十四）人事室 

1.任免遷調-職員內陞標準作業 

2.任免遷調-職員外補標準作業 

3.月退休金、撫恤金、月撫慰金核發 

4.俸給核發作業 

5.新聘專任教師作業 

6.新聘專任教師敘薪作業 

7.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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