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7 月 8 下午 14：00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AD213）
主席：侯副校長春看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許崑燈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追蹤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工作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單位同仁退休或離職或單位間輪調，除落實財產移交外，包括業務、檔案資料移
交均需落實執行。
二、 目前公文書上仍見教師、專案助理私自刻用職章之情形，專任教師不刻製職章，
請人事室通函告知教師職章使用相關規定。
三、
肆、業務報告：口頭補充
【學務處】
有關複合型防災演練實施查核時程已排定(100/07/30、100/08/30、100/09/30)，請各
院於 9 月 30 日前，配合時程完成所有準備工作。各學院須於上下學期各舉辦乙
次複合型防災演練，請院內同仁積極規劃辦理。
【研發處】
一、本處已於 6 月 29 日、6 月 30 日辦理 2 年 1 次全校中心評鑑，查核中心運作績效。
將於 7 月底之前召開產學合作委員會提出查核結果，對於績效不彰之中心將給予
半年的改善期，再辦理複評。
二、請總務處協助計算各中心使用學校場地每坪水電租金成本，以向中心收取合理之
場地使用費，必要時研發處可提供各校之作法供參，避免老師成立自給自足之中
心佔用學校研究室場地之情形，以建立使用者付費落實自給自足之精神及退場穖
制。
三、目前中心主任並無任期規定，建議學校組織章程應予適當規範，以避免發生財物
弊端。
四、審計部查核中有關廠商進駐回饋金收取疏漏問題，以要求育成中心檢討制定相關
作業規定與流程，並排定處理時程，積極處理本案以維護本校權益。
五、各單位中長程計劃以列入校中長程計劃管控範圍，請單位配合辦理並落實執行。
【圖書館】
一、有關審計部查核圖書館缺失，主要是借還書逾期催還及罰款問題，本館已對借閱
規則、違規罰款及館藏報廢制度提出一些檢討，並已完成一些改善措施。
二、提醒各單位注意，計劃案所採購之書籍係以財產列帳，各單位業務費購買之圖書

係以物品列帳，書籍如捐贈予圖書館，應經財產或物品報廢程序始可，或以辦理
財產物品移動。
【資訊中心】
一、請各單位鼓勵同仁多報名參與資安講習訓練活動。
二、為因應未來個資法之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公布一年後實施，各單位如
有委外含有個人資料之資訊系統，應請委外廠商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公布
後一年內，完成改善保護及控管措施，以備未來如有個資訴訟能作為佐證之使用。
【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一、本中心訂於 7 月 8 日至 7 月 25 日實施蓄水池、水塔清洗，以維護同仁用水健康，
停水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二、本校野狗捕捉係委外處理非本中心人員執行，最近委外人員重病暫時無法執行，
將參考其他學校作法以解決校園野狗問題。
三、水質淨化廠操作人員張先生另有他就，為維持水質淨化廠順利運轉，有關新進人
員遞補請人事室與會計室協助，以利工作銜接。
【人事室】
職員研習營因故改為 100 年 8 月 25 日(四)、26 日（五）辦理，24 日下午課程在
杉林溪實施，將安排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秘書室、會計室、資訊
中心及本室，對內部控管及業務提出宣導與報告。
【會計室】
一、基金績效指標及成效考核制度，亟待建立，以發揮學校治理及監督效能：除部分
學校依管監辦法規定訂定 5 項自等收支管理規定報教育部備查，建立部分 5 項自
籌業務項目績效指標外，仍未就校務基金營運、財務等面向，建立績效目標及衡
量指標。
二、依行政院訂定之「公款支付實現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5 點規定：各部門辦理
付款作業時，均應簽註其承辦及遞移時間。惟大多數之請購核銷案件仍未見依規
定辦理，請各單位依規定於各項經費動支及核銷文件上簽註辦理日期，以明責任。
三、依校內採購作業要點規定一萬元以上應填具請購單，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後，始可辦理採購，本室在審核過程發現明顯先採購後請購之情形，請注意改
善以符行政程序。
四、各單位辦理採購品項請儘量依共同契約辦理採購，以避免發生各單位間同質性設
備分批辦理之情形。
【工程學院】
一、下學期工程學院將不定期抽查各系所館舍以落實複合型防災演練成效，維護校園
安全。
二、學校凡有節能政策及經費查核等，工程學院系所均會配合宣導。

【設計學院】
設計學院每兩週均會召開院行政會議，必要時增開臨時會議，以討論院務及教學卓越
推動執行績效，並適時對院屬系所加強宣導，落實執行各項校定政策措施，以達內部
控管效用。
伍、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 1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抽查 99 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通知事項及各單位辦理情形，
提請

公鑒。

決議：洽悉
陸、提案
提案 1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對「設計三館新建工程」原承包商欣業營造有限公司之債權（計至 100
年 4 月底）新台幣 2,333 萬 5,066 元，因無限期繼續執行顯無實益，擬予轉銷為呆
帳，提請

審議。

說明：
一、首揭工程原承包商欣業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欣業公司、債務人或被告)因中途無
法履約，致本校需重新辦理發包產生差價損失。經向法院提起請求債務不履行
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獲判決確定被告應給付本校新台幣（下同）2,010 萬 9,830
元、利息及負擔訴訟費 18 萬 8,968 元（詳參考資料第 3~10 頁）。經核計利息（從 97 年 1
月 15 日起至 100 年 4 月底）330 萬 8,587 元，加計強制執行費 16 萬 879 元，並
扣除判決後始收繳之履約保證金 43 萬 3,1987 元（除起訴前已收繳抵充的 600 萬
外均納入求償範圍)後，總計債權餘額為 2,333 萬 5,066 元（計算式詳參考資料第 2 頁）。
二、案經本校以前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債務人無財產
可供執行，致未能執行，經法院發給債權憑證（詳參考資料第 11~12 頁）。另，本校依法
得於期限屆滿前聲請重新發給（換發）債權憑證，每次有效期限均為 5 年，不
限次數。
三、復經多次向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查明債務人之財產、所得，查
詢結果均為「查無資料」
（詳參考資料第 23~32 頁）；另為瞭解債權人公司狀況，經向經
濟部商業司網站查詢，發現該公司登記業經經濟部廢止在案（詳參考資料第 33 頁），商
業登記查詢結果為「查無資料」（詳參考資料第 35 頁）；經向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詢，
其營業登記資料亦為「查無資料」（詳參考資料第 34 頁）。
四、據上，本案經多次查調，債權人均無財產、所得，且債權人公司登記業經廢止

而失其效力，爾後自無從有可供執行資產之可能性，旨揭債權確實無法收繳納
庫，如無限期繼續執行，顯無實益，允宜轉銷為呆帳，俾符實際。
五、案經報請教育部核轉審計機關審核，經教育部 100 年 6 月 9 日臺技（二）字第
1000092818 號函復略以：
「倘經貴校經費稽核單位認定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
意，請逕復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備查；如經認定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
則檢齊有關證明文件報本部核轉該處審核。」
（詳參考資料第 49~50 頁）為釐清相關權屬，
嗣經簽奉 侯副校長裁示，由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辦理本債權臨時專案稽核，
再依稽核結論報審計單位備查或報部核轉，俾免懸宕。
六、檢陳本案參考資料（含債權明細表及含相關證卷、相關簽函影本各 1 份）供參。
辦法：本案倘經認定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將另報請審計機關備查；如經認定未
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則另檢齊有關證明文件報教育部核轉審計機關審核。
決議：
四、本中心訂於 7 月 8 日至 7 月 25 日實施蓄水池、水塔清洗，以維護同仁用水健康，
停水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五、本校野狗捕捉係委外處理非本中心人員執行，最近委外人員重病暫時無法執行，
將參考其他學校作法以解決校園野狗問題。
提案 2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使各單位評估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成效，適時檢討修正改善，擬於本校內部控
制專案小組會議每次會議安排 1 業務單位就內部控制運作及工作稽核情形專案報
告，據以複核單位內部控制及稽核自行檢查結果，提供各項改善建議，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頒訂「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第 4 條第 2 款第 3 項規定及本小組設
置要點第 3 點規定:「……3.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6. 規劃及執行年度
稽核計畫，必要時辦理專案稽核，並作成稽核報告。」辦理。
二、100-101 學年度各單位專案報告時程表如下：
會議時間

專案報告單位

報告要項

研發處

1.99 年度審計部缺失改善情形
2.產學績效評估檢討
3.內控運作及工作稽核情形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總務處

1.
2.
3.
4.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資訊中心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採購作業及稽核情形
事務工作檢核執行情形
財產盤點及缺失檢討
內控運作及工作稽核情形

1. 資訊安全稽核及缺失檢討

備註
預定 100 年
12 月召開

預定 101 年
6 月召開

預定 101 年

2. 個人資料保護業務及稽核
3. 內控運作及工作稽核情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環科中心

12 月召開

1. 實驗室安全稽核及缺失檢討
預定 102 年
2. 化學品管理制度及稽核情形
6 月召開
3. 內控運作及工作稽核情形

決議：照案通過。
柒、主席結論
一、「行政院推動內部控作業辦理情形」行政院主計處簡報，請參閱並向同仁宣傳內
部控為全體人員參與，人人有責，各單位應做好內部控制之五項要素，以達成
1.提升施政效能 2.遵循法令規定 3.保障資產安全 4.提供可靠資訊四大目標。（各
單位）
二、學校正在推行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資訊中心除請各單位同仁填寫保有個人
資料紀錄做好管理外，應建立資訊安全的稽核制度並做紀錄備查，必要時舉辦說
明會，讓各單位了解資安的重要性。（資訊中心）
三、依行政院內部控制實施方案規定，各單位應訂定自行檢查表，每一年至少要自行
檢查乙次紀錄備查，做好自我評鑑工作。（各單位）
四、各單位圖儀設備費應於六月底完成請購決標，執行期限請各單位依研發處規定辦
理，如有特殊情形應專簽敘明原因簽核。（研發處）
捌、散會：1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