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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綱要簡報綱要

100100年度內部控制度執行情形年度內部控制度執行情形

內部稽核相關法條簡介內部稽核相關法條簡介

內稽人員須具備的特質內稽人員須具備的特質內稽人員須具備的特質內稽人員須具備的特質

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Q&A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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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制度實施目的內部控制制度實施目的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主要精神為增強私立學校經營管理自主性、減少法律
之限制及主管機關之管制：之限制及主管機關之管制：

• (一)學校：可提供學校業務流程品質管理之具體建議，
藉以提升行政服務品質及資源運用效能，亦可減少內
部營運與財務運作上之錯誤與弊端，充分發揮興利與
防弊功能，強化學校內部體質。

• (二)主管機關：可減少政府處理私立學校行政缺失之• (二)主管機關：可減少政府處理私立學校行政缺失之
相關行政成本(如:行政調查、文書往返、會議研商、
爭議處理 追蹤改善情況等所產生之人物力支出爭議處理、追蹤改善情況等所產生之人物力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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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歷次輔導作為本部歷次輔導作為
作為 日期 舉辦地點 與會人數 與會對象 輔導重點

編寫 99 1月至2 20 30人 專家學者及 提供通用性範編寫
參考
手冊

99/1月至2
月 本部 20-30人

次

專家學者及
大專校院代
表

提供通用性範
本以利各校參
考使用

990330 弘光科技大學 167 北區中區南 私立大專校院

召
開

990330 弘光科技大學 167 北區中區南
區各校總務、
教務、學務、
研發、會計

私立大專校院
內部控制實施
辦法、各校業
務流程實務經

990413
990414 東南科技大學 194

177
開
說
明
會

研發 會計
及人事代表

務流程實務經
驗分享990402 正修科技大學 182

990420 國立臺灣科技 約230人
董事會代表、
學校主任秘會 990420 大學 約230人 學校主任秘
書

小計 約950人

舉辦稽
核人員
研討會

1000519-
0520 弘光科技大學 259人 各校稽核人

員

稽核實務、稽
核計畫、報告
之撰寫及人員研討會 之選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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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100年度執行情形各校100年度執行情形
大專校院(學校總數：111所)

內部控制制度
建 立 情 形

已完成校數：110所 執行率：99.10%
說明：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多已送請董事

會審議通過。會審議通過

稽核人員(單位)
設 置 情 形

已完成校數：106所 執行率：95.50%
說明：多已建置專兼任稽核人員，或委託會計師事務所辦理

尚有 所於聘任程序中
設 情 形

，尚有5所於聘任程序中。

99學年度稽核業 執行稽核學校：55所 執行率：49.55%
說 學年度實際執行稽核業務為 半學年度 半數學校務 執 行 情 形 說明：99學年度實際執行稽核業務為下半學年度，半數學校

因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任尚未聘任，爰延至100學年度
開始執行稽核業務。

100學年度稽核
業務執行計畫

執行稽核學校：88所 執行率：79.28%
說明：尚有部分學校因稽核人員尚未配置完成或稽核計畫未

擬定而未執行稽核業務，本部除加強督導外，亦將協擬定而未執行稽核業務 本部除加強督導外 亦將協
助學校提供各式稽核表單範本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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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具體執行成效100年具體執行成效
大部分學校就內部控制制度之文書面及組織面均已大部分學校就內部控制制度之文書面及組織面均已
建置完備，又因內部控制制度之推行，學校反應初
步已確實提高校內各單位法治觀念之落實。

短
程

步已確實提高校內各單位法治觀念之落實

透過稽核業務執行後，除能及時發現流程缺失、立即改
中 善外，亦提供學校業務流程品質管理之具體建議，使各

作業流程更加完備、提高工作效能健全內控制度之實施。

中
程

因其具有上下左右之水平及垂直整合特性，使興利
與防弊功能均能充分發揮，學校各項制度日趨健全，

長
程 與防弊功能均能充分發揮 學校各項制度日趨健全

期能達成提升校務營運績效之目標。
程

6



未來辦理計畫及展望未來辦理計畫及展望

102102～～103103學年度學年度
104104學年度學年度

7 9999--101101學年度學年度
102102 103103學年度學年度



學校內部稽核相關法條簡介學校內部稽核相關法條簡介
學校稽核人員之設置學校稽核人員之設置

• (私校內控辦法§12)

學校稽核人員之職責

• (私校內控辦法§13)

學校稽核計畫

• (私校內控辦法§14)

學校稽核報告之陳核及處理程序學校稽核報告之陳核及處理程序

• (私校內控辦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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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稽核人員之設置學校稽核人員之設置(私校內控辦法§12)

1.學校年度總收入在新臺幣20億元以上，且學生人數在2萬人以上者

•應依學校規模、校務情況及管理需要，配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應依學校規模 校務情況及管理需要 配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

稽核人員1人至數人，執行內部稽核業務；必要時，得設專責稽

核單位，並置稽核主管1人。核單位 並置稽核主管1人

2.學校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20億元或學生人數未達2萬人者

• 得準用前項規定

• 或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執行內部稽核業務。

• 或委任非辦理學校法人或學校該年度財務簽證之會計師，執行內

部稽核業務。部稽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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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稽核人員之職責學校稽核人員之職責(私校內控辦法§13)

應依規定對學校 學校稽核人員之職權如下：

• 學校之人事、財務、業務、教學• 學校之人事、財務、業務、教學

應依規定對學校

內部控制進行稽

學校稽核人員之職權如下：

事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

展及資訊處理等活動之事後查核。

• 現金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事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

展及資訊處理等活動之事後查核。

• 現金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核，以衡量學校

對現行人事、財
• 現金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 學校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

之盤點。

• 現金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 學校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

之盤點。

務與營運所定政

策、作業程序之
• 財務上增進效率與減少不經濟支

出之查核及建議。

學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 財務上增進效率與減少不經濟支

出之查核及建議。

學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策 作業程序之

有效性及遵循程

度，並不得牴觸 • 學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學校之專案稽核事項。度，並不得牴觸

會計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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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稽核計畫學校稽核計畫(私校內控辦法§14)

學校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
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學校之
內部控制 學校稽核計畫應經校內部控制，學校稽核計畫應經校
長核定；修正時，亦同。長核定；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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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稽核報告之陳核及處理程序學校稽核報告之陳核及處理程序
(私校內控辦法§16)

11 學校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將學學校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將學11..學校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將學學校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將學
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閱；並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閱；並
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重大違規情事重大違規情事22..如發現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重大違規情事，，對學校法人或學校對學校法人或學校

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立即作成稽核報告陳應立即作成稽核報告陳

送校長核閱送校長核閱，，校長接獲報告後校長接獲報告後，，應立即送董事應立即送董事

會會，，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會會 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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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人員須具備的特質內部稽核人員須具備的特質

1 超然、公正1.超然、公正

的立場

2.敏銳觀察力6.重視人性

3 分析電腦應5 協調及推動

6.重視人性

3.分析電腦應

用系統能力

5.協調及推動

方案能力

4. 使用查核

軟體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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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人員須具備基本能力內部稽核人員須具備基本能力

1.熟悉教育行政法規、學校內部規章熟悉教育行政法規、學校內部規章

2.熟悉學校行政實務運作熟悉學校行政實務運作

3.熟悉教育理論與實務熟悉教育理論與實務—教育心理、課程設計、教學方法、
產學合作、教育評鑑……等

4.熟悉學校會計實務熟悉學校會計實務(報表解讀、帳務處理、成本分析、憑證審
核…)與會計理論(財務會計、管理會計、成本會計、審計學) 

5.有擔任學校行政工作經驗之職員或教師有擔任學校行政工作經驗之職員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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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人員如何選任及培訓？稽核人員如何選任及培訓？

1.瞭解上市公司稽核實務

2.參加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講習課程

3校際觀摩3.校際觀摩

4.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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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制度Q&A內部控制制度Q&A
1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存廢問題？1.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存廢問題？

2 學校會計人員可否兼任稽核人員？2.學校會計人員可否兼任稽核人員？

3 學校稽核計畫經校長或其授權人修改，稽核人員應如何處理？3.學校稽核計畫經校長或其授權人修改，稽核人員應如何處理？

4 內控制度實施辦法預計何時修法？可否增加其彈性？4.內控制度實施辦法預計何時修法？可否增加其彈性？

5內部稽核與內部審核之差異5.內部稽核與內部審核之差異。

6內部稽核與政風人員之差異6.內部稽核與政風人員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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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存廢問題？1.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存廢問題？

(1)一般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

現已無法源依據，可免設置。

(2)私立專科學校因專科學校法第24條規定需設置經(2)私立專科學校因專科學校法第24條規定需設置經

費稽核委員會，故現階段私立專科學校仍應保有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組織(本年度已提案修正廢止)。

(3) 經費稽核委員會可轉型為稽核報告之諮詢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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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會計人員可否兼任稽核人員？2.學校會計人員可否兼任稽核人員？

(1)若學校稽核人員是由許多處室派員兼任，而

非僅由會計室人員兼任 並無不可 只要由會非僅由會計室人員兼任，並無不可，只要由會

計人員兼任之稽核人員不要稽核會計室業務即

可，會計人員兼任之稽核人員，可稽核總務、

人事及其他部門業務人事及其他部門業務。

(2)上市公司會計人員禁止兼任稽核人員，主要(2)上市公司會計人員禁止兼任稽核人員，主要

是上市公司之稽核人員要「專任」，自然不得

由會計人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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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稽核計畫經校長或其授權人修3.學校稽核計畫經校長或其授權人修
改，稽核人員應如何處理？
(1)請保留原始稽核計畫

(2)留存原始修正意見

(3)若為口頭指示修正，稽核人員宜應記錄指示

之人、時間、地點、修正理由之人、時間、地點、修正理由

(4)財簽會計師、專案查核會計師、臨檢會計師、(4)財簽會計師 專案查核會計師 臨檢會計師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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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控制度實施辦法預計何時修法？4.內控制度實施辦法預計何時修法？
可否增加其彈性？

(1)內部控制實施辦法就內控目的預計於101年度

修正發布增訂＂相關法令遵循＂文字。

(2)內部控制修正程序 考量法案訂修廢程序一致(2)內部控制修正程序-考量法案訂修廢程序一致

性，修正仍須提董事會通過，惟建議各校董事

會得訂定授權規定衡酌簡化提報董事會之程序。

(3)預計105年後通盤檢討內控制度實施辦法，回

歸正統內部控制體例條文。歸正統內部控制體例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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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部稽核與內部審核之差異？5.內部稽核與內部審核之差異？
(1)內部稽核：由內部稽核人員執行之，主要是針對內

部控制要素中的監督項目加以個別檢核與評估，由部控制要素中的監督項目加以個別檢核與評估 由

評估者每隔一段時間從全新的觀點去評估別人的作

法是否恰當法是否恰當。

(2)內部審核：由會計人員執行之，內部審核包含事前

審核及事後複核，著重在財務收支之控管，原始與

會計憑證、帳簿報表之複核及財務面工作績效之查會計憑證、帳簿報表之複核及財務面工作績效之查

核，範圍則及於計畫、預算之執行與控制、現金及

其他財物處理程序及成本之審核等其他財物處理程序及成本之審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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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內部稽核與政風之差異？6.內部稽核與政風之差異？

政風主要是關於員工貪瀆不法之預防、發掘及處理檢舉

事項、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事項等，意即政風單位事項、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事項等，意即政風單位

之工作以員工操守及風紀問題為主，學校辦理各項業務

如發生弊端疑慮或有檢舉情事，政風人員本於職責當進

行瞭解或調查。行瞭解或調查

如該政風人員於業務執行過程中已參與實質稽核者，將

造成職權混淆，機關中亦乏其他超然獨立之單位可為調

查，爰不建議稽核人員兼具政風人員之雙重職位。查 爰不建議稽核人員兼具政風人員之雙重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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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運作 除視內部控制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運作，除視內部控制

制度建置、學校校長配合與優良組織文化的培育，

業務主管及承辦同仁應遵守作業規章及程序。

稽核人員亦應落實執行稽核工作，方能確保學校自

治機制有效運作，而非僅靠一套內部控制制度或置治機制有效運作，而非僅靠 套內部控制制度或置

一位稽核人員即可達成，各校首長應了解內控制度

之重要性，並確實督導同仁落實執行。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