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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0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 紀錄 

 

時   間： 101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正  

地   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主   席：張副校長志清          紀錄：蔡欣慧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一、報告事項： 

本次會議提案一、二、三之報告說明（詳如附件 1  第 5 頁）  

 

 

 

二、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 (草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行政院 100 年 2 月 1 日院授主信字第 1000000683 號函訂定之健全

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為提升政府施政效能、依法行政及展現廉政肅貪

之決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皆須配合制定內部控制制度。行政

院並於 100 年 7 月 4 日院授主信字第 1000004094 號函訂定「內部控

制設計原則」及範例，以利所屬機關、學校設計內部控制制度（如附

件 2  第 16 頁）。  

二、行政院內部控制小組業已通過主計業務、出納業務、財產管理業務、

採購業務、政風業務、人事業務、科技發展計畫、行政管考業務之編

審等共通性作業範例，並刊登行政院主計處內部控制網頁（網址：

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635&CtUnit=1823&Base

DSD=7）提供所屬機關、學校參考。  

三、本校原依教育部 100 年 8 月 4 日臺會 (四 )字第 1000117148 號函，俟

教育部內部控制研訂完成並通知後，再進行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並依教育部指示先行製作本校共通性作業規範；惟經 101 年 2 月 23

日召開本校內部控制 -共通性作業說明會，各單位仍對共通性作業之

規範存有疑慮，會後經本室秘書組洽詢行政院內部控制制度設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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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後，將本校可配合之作法整理如下：  

(一 )本校可參考行政院提供之內部控制制度範例，同時配合本校現況

及特性，製作專屬本校之內部控制制度。  

(二 )依行政院「內部控制設計原則」，內部控制主要內容包含：1.整體

層級目標及機關組織職掌。 2.作業層級目標及機關組織圖。 3.機

關分層負責明細表。 4.風險評估。 5.控制作業。 6.監督。 7.自行

檢查之表件格式。  

(三 )行政院鑑於部分機關未製訂 SOP，故製訂共通性作業範例提供各機

關參考使用，本校各單位可參考行政院共通性作業範例或使用本

校已完成之 SOP，將具風險之業務及 98、 99 年已發生內部控制缺

失並完成改善之項目提送本校內控專案小組討論，由內控專案小

組決定本校可接受之風險值並選定應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之業務項

目 (選定之業務項目分共通性及個別性，須製作作業程序說明表及

自行檢查表 )，不必將行政院共通性規範或所有業務全部納入本校

內部控制制度。  

(四 )依「內部控制設計原則」第六點彈性措施之規定，共通性及個別

性業務相關表件使用本校 SOP 即可。惟本校選定納入內部控制制

度之共通性及個別性業務 SOP 應增加控制重點及自行檢查表。  

四、本案係參考「行政院內部控制制度（範例）」、「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內部控制制度 (範例 )」及「行政院研考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

業手冊」，擬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 (草案 )及相關表單（如附件 3 第

19 頁）。  

五、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時程 (草案 )如下：  

(一 )4 月：召開內控小組會議，進行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說明及確

認期程表。  

(二 )4-5 月： 98、 99 年監察院糾正、彈劾案件及審計部建議本校改善

事項提內部控制小組討論。  

(三 )5-6 月：各單位就各項業務進行風險評估，將具風險之共通性、個

別性業務 (含 98、99 年察院糾正、彈劾案件及審計部建議

本校改善事項 )提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討論，由內控小組評

估需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之業務項目。  

(四 )6-8 月：各單位就內控小組選定具風險之共通性、個別性業務項

目，擬定其內部控制制度，並送秘書組彙整。  

(五 )8-9 月：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初稿 )送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討論、

定案。  

(六 )10 月：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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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時程(草案) 

工作項目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召開內控小組會議，進行本校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說明及確認

期程表 

 
         

二、監察院糾正、彈劾案件及審計部

建議本校改善事項提內部控制小

組討論 

 
         

三、各單位將具風險之共通性、個

別性業務提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討論，由內控小組選定需納入

內部控制制度之業務項目。 

  

 

       

四、各單位就內控小組選定具風險

之共通性、個別性業務，擬定

其內部控制制度，並送秘書組

彙整。 

   

 

      

五、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初稿)送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討論、定案。 
          

六、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報部。           

決議：  

一、本 (4)月召開說明會，向各行政及教學單位進行內部控制制度說明。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請檢討本校「檢討及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教育部查核本

校 99 年度截至 8 月底預算執行查核通知」各單位辦理情形，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 100 年 3 月 9 日行政院院授主信字第 1000001456 號函訂定各機關

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0 年度重點工作第四點「為強化現有內

部控制作業，各機關應就每年度監察院糾正案件、審計部建議改善事

項、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及自行檢查等，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適

時檢討。  

二、本案係由會計室協助彙整「教育部查核本校 99 年度截至 8 月底預算

執行查核通知」，並由各相關單位填覆辦理情形及是否已完成改善之

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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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校「檢討及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教育部查核本校 99

年度截至 8 月底預算執行查核通知」 (詳如附件 4 第 45 頁 )。  

決議：本案經逐項檢討後，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已列入「檢討及強

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教育部查核本校 99年度截至 8月底預算

執行查核通知」 (詳如附件 4 第 45 頁 )。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請檢討本校「檢討及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98 年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意見及 98 年本校財務收支審核意見」尚未完成改善項目

之辦理情形，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0 年 3 月 9 日行政院院授主信字第 1000001456 號函訂定各機關

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0 年度重點工作第四點「為強化現有內

部控制作業，各機關應就每年度監察院糾正案件、審計部建議改善事

項、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及自行檢查等，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適

時檢討。  

二、本案業於 100 年 10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討

論通過，惟尚有 2 項尚未完成，須持續進行改善。  

三、檢附本校「檢討及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98 年中央政府總決

算審核意見及 98 年本校財務收支審核意見」尚未完成改善項目之辦

理情形 (詳如附件 5 第 69 頁 )。  

決議：  

一、本案經逐項檢討後，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已列入「檢討及強化

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98 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意見及 98 年本

校財務收支審核意見」 (詳如附件 5 第 69 頁 ) 

二、請相關單位依本次會議決議 (詳細內容如附件五之第 70-72 頁 )辦理。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10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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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 
                                                                                             

一、目的 

為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設計內部控制制度，特

訂定本原則。 

二、基本概念 

各機關應衡酌業務繁簡、規模大小及人員多寡等因素，並考量成本效益、重要

性及風險性原則，參考「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據以設計簡明有效且具彈性，並

涵蓋各項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經機關首長核定後，由機關全體人員共同遵循執行。 

三、主要內容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應包括下列文件，並得視管理需要自行增列： 

  (一)整體層級目標及機關組織職掌。 

  (二)作業層級目標及機關組織圖。 

  (三)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 

  (四)風險評估。 

  (五)控制作業。 

  (六)監督。 

  (七)自行檢查之表件格式。 

前項第三款文件，得以註明出處或建立來源連結之方式辦理；第五款文件得併

入作業流程中設計，並納為內部控制制度之附件。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原則以 A4直式橫書方式表達，其核定日期應適當揭露，倘

有更新，另加註最新修訂日期，其檔案可採紙本、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管理。另為

便於查閱，應就其內容建立整體目錄索引。 

四、設計步驟 

(一)確認目標 

1、各機關依設立目的、願景、策略及施政目標等既有整體層級目標，透過內

部各單位業務職掌，確認以作業類別或作業項目為基礎之作業層級目標。 

2、各機關應每年定期或不定期檢視既有整體層級目標與作業層級目標之一致

性。 

 (二)風險評估 

1、各機關得參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作業基準及作業手冊

之觀念、方法，辨識整體層級與作業層級目標不能達成之內、外在因素，

分析其影響程度及發生之可能性，並進行風險評量。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7 月 4 日 

行政院院授主信字第 1000004094 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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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機關進行風險評估時，得參考以往經驗或現行作業缺失，透過量化或非

量化方式，分析風險因素之影響及機率，以決定風險等級。 

3、各機關應綜合考量風險評估結果及風險容忍度，就不可容忍之風險，研議

及採取適當回應措施，如決定採設計控制作業方式回應，應及時設計之，

以降低該風險等級。對於可容忍之風險，應監督並定期檢討，以確定該等

風險仍維持可容忍之程度。 

 (三)選定業務項目 

各機關設計內部控制制度時，應涵蓋內部各單位之業務，並審視各該業

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決定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之業務項目，其中有關出納與

財產管理、政風、主計、人事、公共建設計畫編審、行政管考與社會發展計

畫編審、科技發展計畫編審及政府採購等共通性業務項目，得參採財政部、

法務部、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

訂共通性作業範例辦理。 

 (四)設計控制作業 

1、各機關應針對選定之業務項目，由內部各單位對其承辦作業流程，視業務

性質需要，設計控制重點，包括核准、驗證、調節、覆核、定期盤點、記

錄核對、職能分工、實體控制及計畫、預算或前期績效之分析比較等程序。  

2、各機關應針對已發生內部控制設計缺失之業務項目，立即修正應有之控制

重點。 

(五)建立檢查機制  

1、例行監督：各機關內部各單位主管應於例行業務督導作業中，及時評估內部

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2、自行檢查：各機關內部各單位應就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每

年至少自行檢查一次，遇有特殊情形，得隨時辦理，並作成紀錄建檔備供

主管機關訪查及督導。自行檢查分為整體層級與作業層級自行檢查，其中

整體層級自行檢查得參考「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之五項組成要素內涵

辦理；作業層級自行檢查格式可參採「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所定自行檢查表辦理。自行檢查應敘明結論，有重大缺失應敘明改

善措施，並同時檢視內部控制制度。 

3、稽核評估：各機關應統合或運用行政管考、人事考核、政風查核、政府採購

稽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內部審核等稽核評估職能，協助審視內部控制制

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五、設計限制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因考量成本效益，僅能合理促使內部控制目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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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無法提供絕對保證。 

六、彈性措施 

    各機關如已建置有效之內部控制程序文件，例如經國內外驗證通過之標準制度

文件等，得納為內部控制制度之一部分。 

七、附則 

    內部控制制度之附件，除控制作業外，其餘為因應業務上實際需要有所變更，

不視為內部控制制度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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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草案) 

 
 

 

 

 

 

 

 

 

 

 

中華民國 101年 XX月 XX日核定(核定日期) 

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修訂(最新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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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紀 錄 

版本

(次) 
修訂日期 修訂頁次 

修訂

單位 

修訂類別 

修訂摘要 增訂

作業

項目 

刪除

作業

項目 

修正

控制

重點 

其他

修訂 

1.0 101. .        初版 

         

         

         

         

         

         

         

註：  

1.版本(次)：依修訂類別更新版本(次)， 原則如下： 

(1) 勾選增訂、刪除作業項目或修正控制重點者，提升一個版本，如本例 2.0 版。 

(2) 勾選其他修訂，經機關認定為重大修正者，亦提升一個版本；若非屬重大修正者，

則提升一個版次，如本例 1.1 版。 

2.修訂日期：請填寫最新修訂日期。 

3.修訂頁次：請填寫修訂內容之頁次。 

4.修訂單位：請填寫修訂內容之單位。 

5.修訂類別：依實際修訂類別勾選。 

6.修訂摘要：請填寫修訂內容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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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壹、 整體層級目標及各單位組織職掌 

貳、 作業層級目標及機關組織圖 

參、 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註:得以註明出處或建立來源連結之方式辦理)        

肆、 風險評估 

一、 風險辨識 

二、 風險分析 

三、 風險評量 

伍、 控制作業 

陸、 監督 

柒、 自行檢查之表件格式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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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整體層級目標及各單位組織職掌 

整體層級目標 

一、持續強化優勢領域，拓展新興領域； 

二、統籌協調發展，合理分配資源； 

三、鼓舞師生士氣，凝聚向心力； 

四、推動團隊合作，促進跨領域研究； 

五、推動教育改革，實施創新教學； 

六、促進師資團隊成長，強化行政團隊； 

七、積極促進國際化，強化國際學生教育 

一級單位 組織職掌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國際事務處 

 

體育室 

 

秘書室 

一、校務會議、程序、監督、經費稽核委員會、行政會議等各項議事工作。 

二、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追蹤。 

三、列管專案之執行情形追蹤(管制、考核)。 

四、申訴案件之處理。 

五、各級校友會規劃、輔導、聯繫及服務。 

六、校友捐贈與致謝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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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友資料庫查詢系統之建置與更新。 

八、媒體採訪報導及緊急新聞事件處理。 

人事室 
 

會計室 

 

海洋生物科技及

環境生態中心  

 

海運暨管理學院 

 

生命科學院 

 

海洋科學與資源

學院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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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層級目標及機關組織圖 

一、作業層級目標： 

一級單位 作業層級目標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國際事務處 
 

體育室 
 

秘書室 

一、落實列管計畫之執行成效追蹤。 

二、強化校長信箱/電話申訴案件之處理。 

三、健全校友捐贈與致謝相關作業。 

四、強化緊急新聞事件處理。 

人事室 
 

會計室 
 

海洋生物科技及

環境生態中心  

 

海運暨管理學院 
 

生命科學院 
 

海洋科學與資源

學院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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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組織圖： 

 

校 

長 

副
校
長 

副
校
長 

教務處 

1.註冊課務組 
2.招生組 
3.學術服務組 
4.實習暨就業輔導組 
5.進修推廣組 
6.教學中心 

研發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行
政
單
位 

圖書暨資訊處 

國際事務處 

（接下頁） 

1.企劃組 
2.計畫業務組 
3.學術發展組 
4.產學技轉中心 
5.研究船船務中心 

1.諮商轉導組 
2.生活轉導組 
3.課外活動指導組 
4.衛生保健組 
5.住宿轉導組 
6.軍訓室 

1.文書組 
2.事務組 
3.出納組 
4.保管組 
5.營繕組 
6.環安組 
7.駐衛警察隊 

1.採編組 
2.閱覽組 
3.館藏管理組 
4.參考諮詢組 
5.校務系統組 
6.校園網路組 
7.教學支援組 
8.藝文中心 

 
1.國際合作組 
2.國際學生事務組 

秘書室 
1.秘書組 
2.校友組 

體育室 1.體育教學組 
2.體育活動組 

人事室 1.第一組 
2.第二組 

會計室 1.預算組 
2.決算組 

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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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單
位 

海運暨管理學院

院 

1.商船學系 
2.航管管理學系 
3.運輸科學系 
4.輪機工程學系 

生命科學院 

1.食品科學系 
2.水產養殖學系 
3.生命科學系 
4.海洋生物研究所 
5.生物科技研究所 

海洋科學與 

資源學院 

1.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
學系 

2.海洋環境資訊系 
3.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4.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
研究所 

5.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
研究所 

工學院 

1.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3.河海工程學系 
4.材料工程研究所 

電機資訊學院 

1.電機工程學系 
2.資訊工程學系 
3.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4.光電科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科學

院 

1.海洋法律研究所 
2.應用經濟研究所 
3.教育研究所、師資培
育中心 

4.海洋文化研究所 
5.應用英語研究所 
6.通識教育中心 
7.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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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註:得以註明出處或建立來源連結) 

各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刊登於本校人事室網頁，提供下載使用，網

址：http://www.person.ntou.edu.tw/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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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風險評估 

一、 風險辨識 

本校依確認之整體層級目標及作業層級目標，參考行政院研考會所訂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中所列之風險來源及監察院糾正（舉）、

彈劾案、審計部建議改善事項等風險來源，進行辨識風險項目。 

 

二、 風險分析 
本校考量各單位業務特性，訂定適用於本校之「影響程度之敘述分類

表」（如表 1）及「發生機率之敘述分類表」（如表 2），以作為衡量風險影

響程度及發生機率之參考標準，並據以計算風險值。 

風險值之計算方式為影響程度與發生機率之乘積（風險值＝影響程度

＊發生機率）。 

表 1：影響程度之敘述分類表 

等級 
影響 

程度 

影響 

學校形象 

法規/上級

機關處分 

財物 

損失 

人員 

傷亡 

申訴/ 

抱怨 

3 
非常 

嚴重 

國際新聞媒體 

報導負面新聞 
依法懲處 

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人員死亡 

團體(11名

以上) 

2 嚴重 
臺灣新聞媒體 

報導負面新聞 
限期改善 

新臺幣 100

萬至 10萬元 
人員重傷 

多數人 

(3-10名) 

1 輕微 
區域新聞媒體 

報導負面新聞 

書面說明 

或回應 

新臺幣 10萬

元以下 
人員輕傷 

少數人 

(2名以下) 

表 2：發生機率之敘述分類表 

等級 發生機率分類 
發生機率 

百分比 
詳細描述 

3 幾乎確定 61-100%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會發生 

2 可能 31-60% 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1 幾乎不可能 0-30% 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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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險評量 
經過風險分析結果，考量本校人力、資源、組織環境等因素，由本校內

部控制小組召開會議研商後，將本校可接受之風險值訂為○（風險值＝影

響程度＊發生機率），「本校風險圖象」 (如表 3)。 

各單位經過風險評估後，總計有○項超出本校所訂可接受風險值之高風

險項目（如表 4）定為本次風險評估之風險容忍範圍，超出此範圍之風險項

目，皆優先納入風險處理。 

 

表 3：本校風險圖象 

影響程度 風險值(風險分布) 

非常嚴重(3) 
3 

(高度) 

6 

(高度) 

9 

(極度) 

嚴重(2) 
2 

(中度) 

4 

(高度,H1、H2) 

6 

(高度) 

輕微(1) 
1 

(低度) 

2 

(中度) 

3 

(高度) 

 幾乎不可能(1) 可能(2) 幾乎確定(3) 

 發生機率 

          註：灰色區域為本校風險容忍範圍(風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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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校具風險之業務項目彙總表 

單位名稱 風險值 
風險分布

代號 
業務項目(共通性、個別性)＊註 

教務處 
 A1  

 A2  

研究發展處 
 B1  

 B2  

學生事務處 
 C1  

 C2  

總務處 
 D1  

 D2  

圖書暨資訊處 
 E1  

 E2  

國際事務處 
 F1  

 F2  

體育室 
 G1  

 G2  

秘書室 
4 H1 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追蹤(共通性) 

4 H2 申訴處理(個別性) 

人事室 
 I1  

 I2  

會計室 
 J1  

 J2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K1  

 K2  

海運暨管理學

院 

 L1  

 L2  

生命科學院 
 M1  

 M2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N1  

 N2  

工學院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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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  

電機資訊學院 
 P1  

 P2  

人文社會科學

院 

 Q1  

 Q2  

＊註：1.共通性項目：行政院所訂之主計業務、出納業務、財產管理業務、採購

業務、政風業務、人事業務、行政管考業務、科技發展計

畫之編審、公共建設計畫之編審、社會發展計畫之編審。 

2.個別性項目：非共通性項目者、98 及 99年已發生內部控制缺失並完成

改善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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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控制作業 

依據風險評估結果選定下列相關業務項目，並將各作業之控制重點併入

作業流程中設計，完整之內容可參閱本制度之附件。 

一、 共通性業務：行政院所訂之主計業務、出納業務、財產管理業務、採

購業務、政風業務、人事業務、行政管考業務、科技發

展計畫之編審、公共建設計畫之編審、社會發展計畫之

編審（如附件 1） 

單位名稱 SOP編號 附件編號 業務項目 

研究發展處 
 附件 1-1  

 附件 1-2  

總務處 
 ……  

   

秘書室 
秘-書-12  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追蹤 

   

人事室 
   

   

會計室 
   

   

 

二、  個別性業務：非共通性項目者、98 及 99 年已發生內部控制缺失並完

成改善之項目（如附件 2） 

單位名稱 SOP編號 附件編號 業務項目 

教務處 
 附件 2-1  

 附件 2-2  

研究發展處 
 ……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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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秘書室 
秘-書-18  申訴處理 

   

人事室 
   

   

會計室 
   

   

海洋生物科技及

環境生態中心 

   

   

海運暨管理學院 
   

   

生命科學院 
   

   

海洋科學與資源

學院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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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監督 

為落實本校各項業務控制重點之管控，並降低風險以達成目標，本校乃

採取以下監督機制： 

一、 例行監督：由本校各單位主管例行督導各項業務。 

二、 自行檢查：每年由本校各單位自行檢查一次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

之有效性。其中整體層級自行檢查表由內部控制小組幕僚單位檢查，

檢查結果由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召集人簽名；作業層級自行檢查表

則由該作業項目業管單位檢查，檢查結果由單位主管簽名。 

三、 現行稽核機制：本校各單位運用現有稽核機制，審視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一)校務發展計晝管考：由本校研發處研擬及修正、秘書室進行追蹤，

並將結果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報告。 

(二)人事考核：由本校人事室依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

理要點等，辦理相關業務。 

(三)採購稽核：由本校總務、會計及採購單位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相關業務。 

(四)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由本校總務處依據出納管理手冊、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手冊、物品管理手冊及宿舍管理手冊等，辦理相關業務。 

(五)會計審核：由本校會計室依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會計

法、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辦理相關業務。 

(六)……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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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自行檢查之表件格式 

一、 整體層級自行檢查表： 

為評估本校整體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將內部控制之組

成要素納入機關整體層級自行檢查表，其中「控制作業」乙項並納入作業

層級自行檢查表中進行檢查，以利檢視實際作業是否依程序執行及有無疏

漏重要環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整體層級自行檢查表 

XXX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檢查日期： XXX 年 XX月 XX日 

組成要素 評估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

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控制環境  是否建立及維持公務職業操守與倫理價值

觀念? 

 是否辦理宣導及教育訓練、提升員工瞭解與

落實執行工作之專業知識、經驗及服務觀

念? 

   

二、風險評估  是否辨識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因素(事項)? 

 是否監督並定期檢討可容忍之風險項目? 

   

三、控制作業  是否訂定對各單位多項業務有廣泛影響之

控管措施或控制規範? 

 是否將各項控制作業納入作業層級自行檢

查?  

   

四、資訊與溝通  是否適時有效編製或蒐集資訊，並傳達給相

關人員? 

 是否與內部全體人員及外部人士進行溝通? 

   

五、監督  是否建立對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成效

之例行監督? 

 是否統合或運用相關稽核評估職能，以協助

審視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內控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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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業層級自行檢查表： 

自行檢查表每年至少自行檢查一次，遇有特殊情形，得隨時辦理。若

業務性質有按月或按季辦理之需要者，各單位得自行訂定檢查次數。 

註：1.各單位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類，同一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檢查表 

XXX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                檢查日期： XXX 年 XX月 XX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

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XX作業    

(一)……    

(二)……    

(三)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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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機關之作業流程包含內部各單位之業務，所設計之控制作業皆併入

作業流程中設計，詳列如下： 

 
一、 共通性業務(附件 1) 

 

附件 1-1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作 業 程 序 說 明 表 (範例) 

單  位 秘書室秘書組 編   號 秘-書-12 頁  次 1/3 

文件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追蹤 公布日期 100-2-15 版  次 1 

1. 目的與範圍 

1.1  藉由追蹤提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之達成率。 

1.2  每學年追蹤檢討 2 次。 

 

2. 參考文件（法規／依據）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 

     

3.權責單位 

由秘書室秘書組進行執行成效追蹤。 

 

4.對象 

各業務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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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校務發展計畫訂定之KPI值
製作各單位執行情形自評表

(每年2月、7月)

函文請各單位就其訂定之KPI值進行自評
(每年3月、8月)

針對執行情形追蹤結果及修正調整方案，
召集各執行單位主管進行討論。

校務發展計畫
執行成效追蹤作業

成效追蹤作業完成

視實際需要召開討論會議

Y

於「校務發展會議」及「校
務會議」，針對計畫執行情

形進行追蹤情形報告
N

決議內容彙送研發處參據。

回收自評表進行統計分析，製作彙整報告
(每年4-5月、9-10月)

 

單  位 秘書室秘書組 編   號 秘-書-12 頁  次 2/3 

文件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追蹤 公布日期 100-2-15 版  次 1 

5.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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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秘書室秘書組 編   號 秘-書-12 頁  次 3/3 

文件名稱 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追蹤 公布日期 100-2-15 版  次 1 

6. 作業內容 

6.1   每學期依據校務發展計畫訂定之 KPI 值追蹤各單位之執行情形。(每年 2、7 月) 

6.2 函請各業務執行單位就 KPI 執行情形與成效進行說明與自評，針對進度落後之項

目，說明原因並提出具提改善措施。(每年 3、8 月) 

6.3  回收自評表，彙整分析各單位之各項 KPI 執行情形，製作追蹤情形報告。(每年

4-5 月、9-10 月) 

6.4  視實際需要召開討論會議。 

6.4.1  需召開會議：針對執行情形追蹤結果及修正調整方案，召集各執行單位主

管進行討論，會議決議內容彙送研發處參據。 

6.4.2  不需召開會議：彙整分析報告提送「校務發展會議」與「校務會議」報告。 

 

7. 控制重點 (內控項目 ■是 □否)  

7.1  是否每學期依據校務發展計畫訂定之 KPI 值執行成效追蹤。 

7.2  各執行單位填報之執行進度是否均經單位主管核可後傳送。 

7.3  各執行單位針對落後之項目，是否有列說明原因並提具體改善措施。 

7.4  彙整分析報告是否提送每學期「校務發展會議」與「校務會議」報告。 

 

8. 附件 

8.1  自評執行情形追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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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各單位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類，同一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檢查表（範例） 

XXX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秘書室秘書組  

作業類別(項目)：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追蹤    檢查日期： XXX 年 XX月 XX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

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追蹤 
(一)是否每學期依據校務發展計畫訂定之 KPI 值追蹤各單位之執

行情形。 

   

(二)各執行單位填報之執行進度是否均經單位主管核可後傳送。    

(三)各執行單位針對落後之項目，是否有列說明原因並提具體改
善措施。 

   

(四)彙整分析報告是否提送每學期「校務發展會議」與「校務會

議」報告。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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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別性業務(附件 2) 
 

附件 2-1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作 業 程 序 說 明 表 (範例) 

單  位 秘書室秘書組 編   號 秘-書-18 頁  次 1/3 

文件名稱 申訴處理 公布日期 100-2-15 版  次 1 

1 目的與範圍 

1.1 顧客對本校各項服務包括行政缺失、教學服務不良、校區環境…等有待改善或加強

之不滿意事項稱之。 

1.2 確保本校客戶對於本校所有相關意見與抱怨能獲得有效的傳達管道，以利溝通，並

提升整體教學與行政服務品質。 

2 參考文件（法規／依據）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ISO 抱怨與申訴處理程序(QP-品-09) 

3 權責單位 

3.1 受理對全校各單位或業務之申訴與抱怨案件：全校各單位 

3.2 校長信箱、學校信箱受理申訴與抱怨案件：秘書室秘書組 

3.3 處理及簽辦各項申訴與抱怨案件：各業管權責單位 

3.4 裁示、協調申訴與抱怨案件處理結果：校長或授權權責單位 

4 對象 

4.1 校內：教職員工生 

4.2 校外：家長、主管機關、各公務部門機關、業務往來廠商、媒體及社會各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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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秘書室秘書組 編   號 秘-書-18 頁  次 2/3 

文件名稱 申訴處理 公布日期 100-2-15 版  次 1 

5. 流程圖 

 

 

有疑義時 

無疑義時 

N 

Y 

書面申訴 

製作申訴紀錄 (客戶申訴表) 

分送各業管單位簽辦 

回覆客戶 

改善流程 

客戶申訴及抱

怨事件 

結案存查 

 

電話申訴 現場申訴 

回覆客戶錄案處理中 

客戶回應 

 

處理結果及覆函稿陳核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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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秘書室秘書組 編   號 秘-書-18 頁  次 3/3 

文件名稱 申訴處理 公布日期 100-2-15 版  次 1 

6 作業內容 

6.1 受理客戶申訴及抱怨事件方式：分為書面申訴、電話申訴及現場申訴。 

6.2 

6.2.1 書面申訴案件：含書函與 Email 電子方式，受理單位先回覆客戶已錄案處理

中，並同時轉知業管單位先行了解與處理，紙本另送會簽。 

6.2.2 電話申訴與現場申訴案件：接獲此類投訴時，均先填寫「客戶申訴表」，製作

申訴紀錄，以便分送會簽業管單位處理回覆。 

6.2.3 投訴案件必要時得以密件處理，以維護保障投訴者之權益。 

6.3 分送各業管單位簽辦：申訴紙本表單分送各業管單位處理簽辦。 

6.4 改善流程：申訴事由確為行政流程不當或疏失者，應填寫「行政作業流程建議單」，

送請相關單位檢討改善流程。 

6.5 處理結果及覆函稿陳核：請各單位除予詳細說明事由及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外，並草

擬回覆函稿併同陳核；陳核未通過時，送還業管單位再辦。 

6.6 回覆客戶：申訴表單及回覆函稿奉核後，口頭或書面回覆投訴者，副知業管單位，

簽辦文稿存查。 

6.7 客戶回應：申訴者仍有疑義時，再送請業管單位處理回覆；否則結案存查。 

 

7. 控制重點 (內控項目 ■是 □否)  

7.1  是否製作申訴紀錄，分送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7.2  申訴行政流程不當或疏失者，是否填寫「行政作業流程建議單」，送請相關單位檢

討改善流程。 

7.3  相關單位處理結果及覆函稿，是否依規定陳核。 

7.4  申訴者仍有疑義時，是否再送請業管單位處理回覆。 

 

 

8. 使用表單 

8.1  客戶申訴表 

8.2  行政作業流程建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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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各單位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一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檢查表（範例） 

XXX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秘書室秘書組  

作業類別(項目)：申訴流程                   檢查日期： XXX 年 XX月 XX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

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申訴處理作業 

(一)接獲申訴時，是否製作申訴紀錄，分送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二)申訴行政流程不當或疏失者，是否填寫「行政作業流程建

議單」，送請相關單位檢討改善流程。 

   

(三)相關單位處理結果及覆函稿，是否依規定陳核。    

(四)申訴者仍有疑義時，是否再送請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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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檢討及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製表日期 101年 4月 9日 
(教育部查核本校 99年度截至 8月底預算執行查核通知)  

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

1
)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學務處 

1.貴校 99年 5月 20日第 T201220號支出
傳票係撥還零用金 33 萬 9,838 元，其
中有專案助理羅○麟於 5 月 8、9 日至
林口國立體育大學參加 99 年度全國大
專運動會社團訪視，未檢據請領住宿費
700 元；另查助教陳○智於 5 月 6 日至

11 日出差至相同地點參加 2010 年大專
運動會，但未報支住宿費，該兩案報支
標準不一。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9點規定：「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六
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檢據
核實列報住宿費，未能檢據者，按規定
數額之二分之一列支；出差地點距離機
關所在地未達六十公里，因業務需要，

事前經機關核准，且有住宿事實者，始
可報支住宿費」。爰此，請貴校查明上
開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是否已達
六十公里，專任助理羅員住宿費之報支

1.檢陳 100年 3月 25日送本校
會計室彙整有關本案之辦理
情形（如附件 4-1 第 57
頁）。 

2.99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助
教陳○智為自行開車前往，

本校至國立體育大學車行距
離約 50.7公里；專案助理羅
○麟搭乘大眾運輸輾轉而
至，對於出差距離有所誤
認，然實際出差距離未達 60
公里以上，故依規定業於
100年 3月 23日至本校出納
組繳回住宿差旅補助費用計

新台幣 700 元整（收款書號
1698）。 

 

     

1.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2.爾後若有相關情形，請依國內出

差旅費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1是否已完成改善之自評：Ａ：已完成 Ｂ：部分完成 Ｃ：進行中 Ｄ尚未執行 Ｅ：其它（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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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是否符合規定？如有不符，其溢領部分
請予收回。 

教務處 

2.抽查貴校 99年 7月 23日第 T300130號
支出傳票，其中有關核發 99 年 8 月份
夜間部工作補助費 12 萬 3,590 元部
分，係依貴校「進修推廣教育授課鐘點
費及行政人員工作費支給標準要點」辦
理。又依該要點第 7點「行政人員工作
費編列原則」，係參照教育部訂頒之「公
立大專院校日間部員工兼辦夜間部業

務並實際在夜間部上班者工作費支給
標準表」及「公立大專院校日間部員工
兼辦夜間業務但不在夜間部上班者工

作補助費支給標準表」之規定訂定。貴
校教務處依據上開支給標準要點，於 99
年 3 月 8 日簽請發放 99 年 2 月至 100
年 1月工作補助費（在夜間部上班者）
21名，每人每月支給標準自 3,590元至

1 萬元不等，以及工作協助費（非在夜
間部上班者）250 名，每人每月支給標
準自 755元至 2,210元不等。有關支領
工作補助費部分，經洽據貴校同仁表
示，係循往例簽核同意發給，惟本次查
核發現似有部分人員，並無實際於夜間

部上班。爰請查明有關支領工作補助費

1.本校己參照其他大學進修推
廣教育相關辦法，提請「進
修推廣教育委員會」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完成本校「推廣教育實
施辦法」（詳附件 4-2 第 59
頁），並依照  鈞部審核意見
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進

修推廣教育授課鐘點費及行
政人員工作費支給標準要
點」（詳附件 4-3 第 61頁）。 

2.嗣後本校各項推廣教育班、
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
將視其業務繁複，辦理績效
情形依照「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進修推廣教育授課鐘點費

及行政人員工作費支給標準
要點」核實支給。 

3.已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並修正
相關法規。 

     

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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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之 21人，是否有在夜間部上班之事實，
並為妥適之處理。 

人社院 

3.抽查貴校辦理本部委託之「中小學輔導
教師制度規劃與推動策略專案計畫」，
其中報支採購問卷禮品－三合一雷射
筆共 7筆計 6萬 3,000 元（詳附表 1），
其請購日期皆為 98 年 12 月 25 日，報
銷之收據日期則介於 98年 11月 4日至
14日之間，顯未經動支經費申請作業程
序即先行採購，應予檢討改善。又該 7

次採購案均向廠商「益文影印社」採
購，採購日期相近且每次金額均低於 1
萬元，似有化整為零，分批採購之情

形。本案禮品採購總額雖未超過 10 萬
元，仍屬小額採購，惟為免外界質疑，
嗣後如有類此採購案件，且辦理時程相
近者，建議仍參照「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6條「機關不得

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而採分批辦
理…」之規定處理。 

附表一 

序
號 

傳票日期 傳票編號 
採 購
數 量
(枝) 

採 購
金 額
(元) 

請購日期 收據日期 

1 98.12.30 H200280 82 9,840 98.12.25 98.11.9 

2 98.12.30 H200281 70 8,400 98.12.25 98.11.11 

本案經過檢討，未來加強落實
學校動支經費申請作業程序之
宣導與管控，本中心之具體作
法如下： 
1.於 101 年 3 月 3 日 100 學年
度第 7 次所務會議，提醒計
畫主持人注意應依動支經費
申請作業程序規定執行採

購，並提供本校「預算及會
計業務標準作業流程(SOP)
手冊」，供計畫主持人參考

在案。 
2.已請計畫主持人務必參加
101 學年度「建教合作計畫
會計作業研討會議」。 

3.已加強計畫助理人員採購相

關教育訓練，如請計畫主持
人指派助理參加會計室每年
學期初所辦理「建教合作計
畫會計作業研討會議」，避
免此類案件再發生。 
 

     

1.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2.有關學校動支經費申請作業程

序仍請會計室加強宣導。 
3.建議學校動支經費申請作業程

序製作 SOP並列入內部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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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3 98.12.31 H200282 80 9,600 98.12.25 98.11.6 

4 98.12.31 H200283 65 7,800 98.12.25 98.11.14 

5 98.12.31 H200286 65 7,800 98.12.25 98.11.12 

6 98.12.31 H200287 82 9,840 98.12.25 98.11.4 

7 98.12.31 H200291 81 9,720 98.12.25 98.11.13 

合計 525 63,000     
 

海洋生

物科技

及環境

生態中

心 

4.抽查貴校執行本部補助之「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其中陳
○璇等 6 位同學 99 年 2 至 6 月份工讀
金遲至 99 年 8 月 2 日始以支出傳票第
E200850 號支給，爰請注意學生工讀金
之申請及發放時效，避免延宕過久。 

 

確認通過教育部補助金額後，
向學校借支及早執行計畫，避
免延宕過久。 

     

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會計室 

5.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 第 8 點規定，本部各項補助
或委辦經費之原始憑證應專冊裝訂。經
抽查貴校相關委辦計畫之原始憑證係
以序時方式合併裝訂，未確實依上開規
定辦理，爰請檢討改進。 

 

自 101 年度開始，於會計系統
增設 J 類，控管所有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計畫，J 類之計畫全
數依規定將原始憑證專冊裝
訂。 

     

1.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2.有關教育部補助或委辦經費部

分，請相關單位依教育部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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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總務處 

6.經抽查貴校 99 年度場地提供使用情
形，其中 99 年 1 至 6 月委託廠商經營
學生第一餐廳餐飲服務之場地與設備
使用費及應分攤之水電費有嚴重逾期
繳納情形(詳附表 2)，由於契約未訂定
逾期繳納應加收違約金之條款，未臻周
延，爰請貴校檢討契約內容之妥適性並
加強上開費用收取時間之控管，以確保
學校權益及收入。  

附表二 

月

份 

場地與設備使用費 分攤水電費 

（每月 33,330元，約定
每月 5日繳納） 

（平均每月 27,178元，約定學
校通知後 5日內繳納） 

1 99.2.3   99.4.12  

2  99.4.12   99.6.29  

3  99.6.29  99.7.1  

4 99.7.1  99.7.1  

5 99.7.1  99.7.1  

6  99.7.12   99.7.12  
 

1.該廠商與本校合約至 99年 6
月 30日止結束，該場地與新
廠商訂定新約已將各項費用

遲繳應加收違約金納入合約
中。合約內容如下：乙方逾
期繳納租金或水電費時，依
下列標準加收違約金: 
(1)逾期繳納未滿一個月

者，照欠額加收千分之
五。但逾期二日以內繳
納，免予計收。 

(2)逾期繳納一個月以上
者，未滿二個月者，照欠
額加收千分之十。 

(3)逾期繳納二個月者，未滿
三個月者，照欠額加收千
分之十五。依此類推，每
逾一個月，加收千分之
五，最高以欠額之百分之

三十為限。 
2.至於全校各場地於訂定新約
時，皆一律將遲繳費用應加
收違約金之條款納入。 

 

     

1.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2.建議廠商租用場地違約及催收

違約金部分製作 SOP 及自行檢

查表，並可列入內部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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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教務處 

7.經抽查貴校 99 年 7 月 13 日第 T201913
號支出傳票核撥零用金 18 萬 0,901
元，該傳票除支付不超過 1萬元零星款
項外，尚支付由海洋資源管理學系彙整
造冊請領教師講義、資料蒐集費及交通
補助費等經費（如附表 3）。依出納管理
手冊第 24條：「零用金係因應緊急及各
項零星支付而設置，各機關零用金用以
支付在一定金額以下之經費支出」，及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2條第 10點：「…
零用金以外之支付方式，以直接匯入受
款人之金融機構、儲匯機構存款帳戶為
原則」。考量是項教師講義等經費係屬
支付校內教師之經常性支出，非屬緊
急、零星支出情形，且存入受款人金融
機構存款帳戶較具安全性、迅速性及低
行政成本，爰建請依上開規定檢討以存
帳方式辦理。 

附表三 
會計科目 摘要 支付金額 

教學研究
及訓輔成
本－兼職
人員酬金 

99年 6月海資系教師講義
及資料蒐集費(廖○靜等 11
人-編制內) 

35,692 元 

99年 6月各教師之交通補
助費(廖○靜等 11人-編制
內) 

24,000 元 

本案海資系 99年 6月份講義、
資料蒐集費及交通費，係由出
納組直接匯款至各老師金融機

構存款帳戶，並無查核所述之
情形。今後仍會依據規定，直
接匯入各受款人之金融機構存
款帳戶。 

     

自評項目改列 E.其它（說明：本

校無此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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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99年 6月海資系教師講義
及資料蒐集費(游○平等 11
人-編制外) 

38,506 元 

99年 6月各教師之交通補
助費(游○平等 11人-編制
外) 

26,000 元 

合計   124,198元 
 

生命科

學院 

8.貴校 99年 7月 12日第 T201876號支出
傳票撥還零用金 3萬 8,570元，其中有
關核撥實驗動物中心趙○彬 2至 5月工
讀金 7,980元部分，經查該中心於 2月
時已自行聘請趙生為工讀生，惟因經費
不足，而遲至 99年 5 月 26日始簽請生
命科學院支應該名工讀生年度經費需
求 2萬 4,000元。該中心於經費不足之
情形下，未及時簽准申請需求經費，即
先行聘用工讀生，且二者間隔長達近 4
個月，影響學生權益，建請貴校檢討改
進內部行政作業並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1.本校於教育部查核 99 年度
截至 8 月底止預算執行查核
通知聲覆理由及辦理情形如
下： 
生科院實驗動物中心為自給
自足的單位，在聘請趙生為
工讀生時即已事先聲明 4 個
月給付工讀金一次，且徵詢
趙生同意。中心 99年 2月經
費尚足夠應付工讀金支付，
惟因中心運轉至 99年 5月，
機械設備維修所需及收入不
如預期，評估如續用動物中
心經費做為工讀金，恐影響
中心日後運作，故業經生科
院院長同意補助後，方緊急
簽請校長同意。 
在不影響學生的權益下，本
中心自 100 年度起，工讀金
的標準作業流程擬定如下： 
(1)1 月估算中心經費，如不

     

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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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足支應，簽請生科院院長
補助。 

↓ 
(2)工讀金動支前，簽准本校

會計室及校長同意。 
↓ 

(3)每 2個月一次支付學生工
讀金。 

2.本校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
心目前已依上述作業流程執
行中。 

會計室 

9.抽查貴校 99年 5月 20日第 T201220號
支出傳票，憑證上經辦、驗收或證明等
均未簽註承辦時間，核與「公款支付時
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5 點：「為
利考核，各部門辦理付款作業時，均應
簽註其承辦及遞移時間。…以明責任」
之規定不符。爰請確實依上開規定辦
理，俾便釐清財務支付責任。 

 

1.於行政會議宣導請各單位確
實依「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
應行注意事項」第 5點：「為
利考核，各部門辦理付款作
業時，均應簽註其承辦及遞
移時間。…以明責任」規定
辦理。 

2.送會本室之公文，本室皆簽

註收文日期及審核完成之日
期。 

3.將加強宣導請各部門簽註時
間。 

     

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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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總務處 

10.財物標準分類，財物乃為財產及物品
之總稱，其中物品包括非消耗品及消耗
品，又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16 條第 6
款規定：「關係財物增減、保管、移轉
之事項時，應經主辦經理事務人員簽名
或蓋章…」。經抽查傳票，發現貴校對
於物品列帳管理之標準及作法不一（如
附表 4），爰請檢討改善相關之管控機
制。 

附表四 
傳票日
期及號
碼 

請購品名 單價 保管組是否核章 

99年 5
月 20 日
T201220 

燈具 2,800元 無 

本生燈 1,600元 
有，並填寫物品增
加單 

保溫咖啡壺 1,100元 
有，並填寫物品增
加單 

手寫感應筆 1,000元 有，並註明不列帳 

99年 7
月 1日
T201706 

電風扇 990元 
有，並填寫物品增
加單 

 

1.本校使用單位採購財物後於
核銷時應填寫增加單，先經
總務處保管組再到會計室，

如使用單位未填增加單，則
由會計室退總務處保管組確
認是否登帳。如為消耗品保
管組不列帳（由使用單位自
行管理），由會計室直接送
出。如使用者依其使用情況
認定該物品因使用頻繁容易
損壞無法使用達二年以上

者，並請使用者說明原因，
則不列帳，由使用單位自行
管理。 

2.燈具已補列非消耗品帳。 

     

1.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2.總務處已有財物保管列帳相關

SOP，本項係屬個案，僅燈具乙

項漏未核章，並已補列登帳。 

3.建議本項納入內部控制制度-共

通性業務項目。 

 

 

學務處 

圖資處 

11.內部會計控制制度部分 

貴校 99年 9月 20日第 T202784號支出
傳票核撥 99年 9月一般工讀助學金 155
萬 1,788元，經查是項支出由學務處生

1.學務處生輔組： 
(1)經查圖資處採編組與閱

覽組之預付工讀金與未
簽到退部份，確有工讀事

     

1.經討論後，確認已完成改善。 

2.本項併同第 4、8項，由學務處

重新檢討，製作工讀金發放 SOP

（含相關表件，如工讀生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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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活輔導組於 9 月 20 日彙整簽請發放 99
年 8月 16日至 9月 15 日止工讀助學金
及生活學習獎助金，其中圖書館採編組
所報工讀生工讀期間為 8 月 16 日至 9
月 17日，閱覽組則為 8月 16日至 9月
30日，已超出發放期限（如附表 5），顯
有預付工讀金之情形，請查明該等工讀
生本次支領之 9 月 16 日以後工讀金部
分，是否有工讀事實。另圖書館 K書中
心工讀生許○豪之工讀簽到表只填寫「K
書中心開閉館」字樣，並未標明簽到退
時間，而由業務承辦人逕行核算該名工
讀生之工讀時數 40小時（8月 16日至 8
月 31日），其工讀金之核付依據為何？
貴校工讀生未依實際工讀情形簽到退，
且工讀金未依學生實際工讀時數核發，
核銷作業有欠嚴謹，爰請貴校檢討改善
並建立妥適之內部控管機制。 

附表五 
單位 工讀生 工讀期間 工讀時數 支領金額 

圖書館
採編組 

吳○君 
8月16日至
9 月 17日 138小時 13,110元 

楊○瑤 
8月16日至
9 月 17日 107小時 10,165元 

圖書館
閱覽組 

鍾○遠
(僑生) 

8月16日至
9 月 30日 160小時 15,200元 

陳○明
(僑生) 

8月16日至
9 月 30日 160小時 15,200元 

革○象
(僑生) 

8月16日至
9 月 30日 160小時 15,200元 

實，而此二組承允加以改
進，且未於 99 年 8 月 15
至日 9 月 16 日所提報工
讀金中重複提報。 

(2)本校於 100 年 6 月 14 日
海生內字第 1000401號函
（如附件 4-4 第 64 頁）
通知全校一、二級單位應
落實工讀生簽到退及遵
守提報工讀金期限，並於
100年 11月 1日「100年
度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
會第一次臨時會會議」中
提醒各單位落實工讀管
理（如附件 4-5 第 67
頁），依工讀生實際工作
時間核實申報，留意工讀
生簽到時間不得與學生
之上課時間相衝突。同時
已規劃於教學務系統建
置學生工讀及課程時間
檢核機制；未來持續於本
校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
會議中及以 E-mail 宣導
上述資訊。 

(3)為落實本校工讀金內部
控管，學務處生輔組於

表、控制重點、自行檢查表等），

並請會計室協助設計。完成後由

學務處加強管理，工讀生應確實

簽到退及準時發放工讀金，並請

各單位配合執行。 

3.建議本項可納入內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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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蔡○廷 
9 月 1 日至
9 月 30日 60 小時 5,700 元 

 

100 年度針對圖資處等單
位 6月份工讀金申報情形
進行抽查，抽查單位皆有
落實工讀生簽到退及遵
守提報工讀金期限。仍持
續以不定期方式進行抽
查、管控。 

2.有關圖資處採編組工讀金已
回覆: 
(1)採編組吳○君同學申報

日期時間為 8/16-9/15共
申報 138小時，經查無誤。 

(2)採編組楊○瑤同學申報
日期時間為 9/16-17日多
報的時數已於申報 10 月
份工讀清冊內扣除(10 月
份工讀 176 小時實付 160
小時)。 

(3)本組現已依照學務處規
定進行辦理。 

3.閱覽組工讀金： 
(1)閱覽組四名工讀生申報

時數有預付至 9 月 30 日
之情形，因工讀生繼續聘
用且 9月 16-30日確實有
工讀之事實，並於簽到表
上加註，次月工讀金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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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

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

化控制重點等。(請檢附佐證資

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複申報，經查核指正缺失
後已依學校工讀金結算
日辦理。 

(2)K 書中心許○豪工讀時數
40 小時(8/16-31 日共 16
日)，工讀金之核付係依
閱覽組 K書中心除農曆春
節休館外全年開放，考量
開放時間長、假日協助夾
報、巡視燈具報修與清洗
冷氣濾網等工作，工讀時
數計算方式：每日以早晚
開閉館 2小時計算工讀時
數，周六、日每日 3小時
計算，暑期特別要求工讀
生全面清查燈具報修以 2
小時計、清洗冷氣濾網以
2 小時計，工讀生也確實
回報完成，故 8/16-31的
時數為 40小時。(12日*2
小時)+(4日*3小時)+2小
時(燈具報修)+2 小時(清
洗濾網)=40小時。已依學
校規定並責成工讀生確
實簽到，以核實時數申報
工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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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聲復教育部查核 99年度截至 8月底 

預算執行查核通知辦理情形表 

查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承辦單位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壹、查明事項                                      

一、貴校 99年 5月 20日第 T201220號

支出傳票係撥還零用金 33萬 9,838

元，其中有專案助理羅○麟於 5月

8、9日至林口國立體育大學參加 99

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社團訪視，未

檢據請領住宿費 700元；另查助教

陳○智於 5月 6日至 11日出差至相

同地點參加 2010年大專運動會，但

未報支住宿費，該兩案報支標準不

一。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9

點規定：「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

六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

檢據核實列報住宿費，未能檢據

者，按規定數額之二分之一列支；

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未達六十

公里，因業務需要，事前經機關核

准，且有住宿事實者，始可報支住

宿費」。爰此，請貴校查明上開出差

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是否已達六十

公里，專任助理羅員住宿費之報支

是否符合規定？如有不符，其溢領

部分請予收回。 

 

 

  

學務處 

課指組 

會計室 

 

 

 

 

 

 

 

 

 

 

 

 

 

 

 

 

課指組說明： 

一、專案助理羅○麟於 99 年 5

月 8日（六）入住於桃園縣長

庚會館，俾利翌日一早訪視社

團（跆拳、銳劍、射箭社）比

賽。 

二、『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六

十公里以上』部分，課指組專

任助理羅員無自用小客車，以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輾轉前往

（如附件 2）；經詢問體育室

助教陳員為自行 google 開車

前往，因此方出現兩案對出差

距離之認知差異。 

三、google查詢後出差地點距離

機關所在地未達六十公里，雖

有業務需要，然專案助理羅員

住宿未事前報請機關核准，擬

將溢領部分（700元）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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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指組聲復情形附件 

一、自行開車到 333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0號 的路線指示 

 

＊建議開車路線： 

1.國道 1號（1小時 1分鐘）-50.7公里 

2.國道 1號和台 1線（1小時 10分鐘）-50.6公里 

 

 

 202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號 
 

 
1. 朝西，走北寧路/北部濱海公路/台 2線，往祥豐街/市 9鄉道前進  
繼續沿著台 2線前進 

 

  2.0 公里  
 2. 於中正路/台 2 線口向右轉   
  900 公尺  

 
3. 向左轉後，繼續走中正路/台 2線  
繼續沿著中正路前進 

 

  1.4 公里  
 4. 靠左上匝道，走國道 1號   
  41.7 公里  
 5. 在林口交流道出口下交流道，朝龜山/林口前進   
  650 公尺  

 
6. 於文化一路/文化一路一段/105 縣道口向左轉  
繼續沿著文化一路前進 
目的地將在右邊 

 

  4.0 公里  

 

333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0號 

 

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0號 的路線指示 

＊建議路線 

103→ 2002→ 1211→  

→ 1051→ 2002→ 1211→  

104→ 1070→ 1212→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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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100 年11 月10 日100 學年度第1 學期第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0 年11 月24 日100 學年度第1 學期第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1 日海教進字第 1000016842 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校為推廣終身教育，提昇大眾學識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依據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維持本校推廣教育班次之素質，設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由教務長、辦理推廣

教育之相關系（所）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進修推廣組組長組成之，

教務長為召集人，依教育部規定審查本校各類推廣教育班次招生計畫及指導本

校推廣教育發展方向。 

第三條 本校推廣教育班次分類如下： 

一、學分班： 

學士學分班學員應具備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資格，碩士學分班學員應具備報

考研究所同等學力資格。其修習學分數、成績考查及學分抵免等項，悉比

照本校教務章則或相關規定辦理。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發給學分證

明。 

二、非學分班： 

學員資格由主辦單位訂之。學員修讀期滿，經通過學習評量且缺席及請假

未達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含)者，發給結業證明書。 

第四條 本校推廣教育得採面授教學、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及境外教學等方式。境外教

學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四條之三款、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規定辦理。 

第五條 推廣教育地點得採校內及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場地以洽借學校或公務機關（構）

現有合格場地為原則，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部備查；其他校外教學場地應檢具

合格建管（使用分配符合教學使用）、消防及衛生檢查等相關證明及設置計畫，

報部核准。 

第六條 各類推廣教育班次師資，以本校專兼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為主。非學分班或

屬實務性課程，得視需要由具有實務經驗者擔任。 

第七條 本校推廣教育辦理方式如下： 

一、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位規劃辦理之班次，由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單

位負責籌劃課程及安排師資，進修推廣組統籌辦理開班之行銷、招生、教

務及經費編列與執行等業務。 

二、進修推廣組規劃辦理之班次，由進修推廣組或該組委託之課程規劃人負責

籌劃課程及安排師資，並由進修推廣組統籌辦理開班之行銷、招生、教務

及經費編列與執行等業務。課程規劃人辦法由進修推廣組訂之。 



60 

 

三、各界委託辦理之班次 

進修推廣組得依委託單位需求，協調相關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外)單位辦

理，或自行或委託課程規劃人負責籌劃課程及安排師資，並由進修推廣組

主辦該項推廣教育班次。 

四、性質特殊者或為配合政府、本校政策規劃辦理之班次，經進修推廣組簽請

校長專案核准後，由各院、系所或其他校內(外)單位統籌辦理所有業務。 

第八條 本校各院、系所、進修推廣組或其他校內單位擬開辦各類推廣教育班次時，應

提招生計畫送進修推廣組，並由進修推廣組於開班一個月前提報推廣教育審查

小組，經討論通過後辦理。依第七條第四款規定辦理者，仍須依前項規定提招

生計畫送進修推廣組依程序辦理。 

第九條 各類推廣教育班次，得視需要設置班主任及班導師以推動教學，處理班務。各

班次學員得視需要選舉班代表，執行各班班會有關事宜。 

第十條 各類推廣教育班次預算之編列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其經費使用依據「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規定百分之三十納入校務基金，其

餘百分之七十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與研習班經費使用編列

要點」之原則處理之。 

推廣教育班別之教師鐘點費，參照「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

之夜間標準支給，並以 5倍為上限。 

第十一條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退學者，應依下列標準退費：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

費用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在班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各班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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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海洋大學進修推廣教育授課鐘點費及行政人員工作費支給標準要點 

中華民國95 年6 月28 日94 學年度第2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教育部95 年11 月10 日台高三字第095016558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0 年12 月28 日100 學年度第1 學期第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修正第2、5、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0 日海教進字第 1010000442 號令發布 

一、本校進修推廣教育計分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碩士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士推

廣教育學分班及推廣教育研習班等五種班別。為本諸自給自足之原則，特訂定本要

點。 

二、碩士在職專班教師授課鐘點支給標準如下表： 

教師職等 
修課人數（X） 

X<15 15≦X<30 X≧30 

教授 1,750 1750+（X-15）*50 2,500 

副教授 1,600 1600+（X-15）*50 2,350 

助理教授 1,500 1500+（X-15）*50 2,200 

說明： 

（一）一個學分每學期授課鐘點時數以十八小時計列。 

（二）修課人數以 15（含）以上始可開課為原則。 

（三）修課人數少於 15人且不少於 10（含）人時，則需視該碩士在職專班總

課程平均修課人數，若不少於 15人時始可開課；否則得專案簽請教務長

核准後始可開課。 

（四）修課人數少於 10人時，需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始可開課。 

三、進修學士班教師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如下：講師每小時 752元，助理教授每小時 813

元，副教授每小時 868元，教授每小時 1,015元，海洋資源管理學系因上課地點在

蘇澳，另補助講義與資料收集費及交通費。修課人數超過 55人以上時准用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時數處理要點第 9條計算其鐘點時數。 

四、碩士推廣教育學分班教師授課鐘點支給標準如下表： 

教師職等 
修課人數（X） 

X<15 15≦X<30 X≧30 

教授 1,750 1750+（X-15）*50 2,500 

副教授 1,600 1600+（X-15）*50 2,350 

助理教授 1,500 1500+（X-15）*50 2,200 

說明： 

（一）一個學分每學期授課鐘點時數以十八小時計列。 

（二）授課人數以報名且完成繳費人數計列，最少 20人始可開課。 

五、學士學分班教師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如下：講師每小時 1,000元，助理教授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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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元，副教授每小時 1,100元，教授每小時 1,200元。 

六、推廣教育研習班教師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以每小時 800元計列，如有需要助教支援

時以每小時 200元計列，如有編選講義教材者得支付講義教材編撰費，上課地點非

在本校校區者另行支付交通補助費。 

七、行政人員工作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行政單位人員工作費編列原則：參照教育部頒訂之「公立大專院校日間部員

工兼辦夜間部業務並實際在夜間部上班者工作補助費支給標準表」及「公立

大專院校日間部員工兼辦夜間部業務但不在夜間部上班者工作補助費支給標

準表」規定訂定。前開所稱「實際在夜間部工作上班」，係指於例假日或夜間

依業務需要專案簽核；所稱「兼辦人員」；係指由教務處循行政程序陳奉核定

兼辦是項業務人員。其工作費係依照業務繁複及辦理績效核實支給。 

1、日間部教職員兼辦業務並實際在例假日或夜間工作上班者每月工作補助費支

給標準： 

類別 正、副主管 
組、室、館主

任、秘書 
職員 工友 

支

給

數

額 

最

低 
7,195 6,465 5,150 2,525 

最

高 
10,285 8,130 6,645 3,590 

2、日間部教職員兼辦業務並未在實際在例假日或夜間工作上班者每月工作補助

費支給標準： 

職級 支給金額（元，每月） 

簡任 2,210 

薦任 1,845 

委任 1,475 

工友 755 

（二）主辦系所主管及承辦人員工作費編列原則： 

1、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主辦系所主管及承辦人員協助費支領標準表（每半年）單位：元 

班數 系所主管協助費 系所辦公室承辦人協助費 合計 

1班 30,000 36,000 66,000 

2班 40,000 46,000 86,000 

3班 45,000 51,000 96,000 

備註：班數之定義係以各系所實際開設該種班別數為準。 

2、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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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系所主管及承辦人員協助費支領標準表（每半年）單位：元 

班數 系所主管協助費 系所辦公室承辦人協助費 合計 

1班 15,000 18,000 33,000 

2班 20,000 23,000 43,000 

備註：班數之定義係以各系所實際開設該種班別數為準。 

3、各系所臨時助理費之支給標準： 

主辦系所臨時助理費支領標準表（每半年）單位：元 

班數 1班 2班 3班 

金額 30,000 46,000 56,000 

4、主辦系所主管係由教務處聘任教師兼任者，其規劃調整編列支領標準為每月

系主任 24,950元，系辦公室承辦人協助費 5,000元，本項經費每學期按月

造冊發放，共發放 12個月。 

5、海資系蘇澳水產職校辦事處承辦人員協助費規劃調整編列支領標準為每月主

任 1名 3,000元，秘書 1名 20,000元，組員 2名（其中 1名 5,000元，另

1名 3,000元）。 

6、系所同時設有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分班者，主辦系所主管及承辦

人員支領上述班別之協助費，總計不得超過行政人員工作費支給標準之最

上限，超過的部份充入校務基金。 

上述支給標準視進修推廣教育班別收入情形併預算分配案送進修推廣教育

委員會議評估修正。 

八、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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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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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讀簽到表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工讀單位： 

 

姓名  系班級  學號  

身份別 □一般工讀□僑生工讀 

日期 時間 工時 工讀生簽名 工讀單位人員簽章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合計： 

備註：1.因故不能工讀，請先來電請假。 

2.學生簽證欄必須於當日工作結束以全名簽到後，不可以記號簽到。 

3.請工讀單位人員於查核工讀生簽到後簽章認證，簽到表並請留存 5年。 

 

合計：     工時×     元 =       

工讀單位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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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0年度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11月 1日（二）下午 14：30 

地點︰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主席︰王學務長天楷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林恩霖 

一、 主席致詞：略 

二、承辦單位報告 

(一)依 100年 8月 1日臺高通字第 1000129572號函「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修正案，原「生活服務學習」及「生活學習獎助學金」修正重點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生活服務學習 

執行時數依核發之助學金

金額有別，以每小時 200

元計。 

1.名稱修正為「服務學習」。 

2.服務學習時數不因核發助學金金額有

別，本校訂定「服務學習」時數為每

人每學年 50小時。 

生活學習獎助學

金 

執行方式原與「學生工讀

助學金」併同辦理，具「弱

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

金」資格者，其在校申領

之助學金免納得稅。 

1.名稱修正為「生活助學金」。 

2.需經校內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資

格，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學生家庭現

況困難者優先核給。獲助學金學生，

由生活輔導組分發校內單位執行生活

服務學習。「學生生活助學金」以每小

時 150元計，每月最高 6,000元。 

（二）依據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本校經 100年 9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發

布施行「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如附件 1)。 

(三) 生輔組業已於 100年 9月 30日發函調查各單位於 100年 11月至 101年 11月

期間「服務學習」需求，俾利「服務學習」之分配。俟教育部及財稅中心查核

後，生輔組將依申領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學生狀況及各單位之需求，分配學生

至各單位執行「服務學習」時數。 

(四) 依教育部 100年 9月 21日臺人(一)字第 1000162126號函，自 101年 1月 1日

起，學生工讀助學金調漲為每小時新台幣 103元。 

(五) 為利每月工讀金核撥及避免影響學生權益，煩請轉知各單位於聘用工讀生及提

報工讀金時，務必請同學確實提供正確之個人金融帳戶，並於「新版教學務系

統」-「學生學籍」中更新相關資料。 

會計室：請各單位留意所屬工讀生需依規定於課餘時間工讀，並請各單位每月提報工

讀金時，留意工讀生簽到時間不得與學生之上課時間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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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生活服務學習執行方案」名稱及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辦法」(如附件 2)辦理。 

二、修正本方案名稱，並擴增「服務學習」執行事項。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 3)。 

四、本辦法俟本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組生活輔導組 

案由︰本校 101年度「學生工讀助學金」經費分配調整及 100學年度「學生生活助

學金」分配額度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100年度「學生生活助學金」經費已簽准由就學獎補助預備金支應，101年

度所需經費擬由研究生助學金、學生工讀助學金及清寒學生獎學金預算中移

撥(學生生活助學金經費說明如附件 4)。 

  二、「學生生活助學金」由生輔組接受學生申請，於校內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

核資格，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學生家庭現況困難者優先核給，本學年度已核

定 20位名額。獲助學金學生，由生活輔導組分發校內單位執行生活服務學

習。「學生生活助學金」以每小時 150元計，每月最高 6,000元。本學年度

自 100年 11月 15日開始核撥至 101年 6月截止(寒、暑假除外)，共計 7個

月。 

三、101年度學生工讀助學金預算將移撥新台幣 140,000元至「學生生活助學

金」；考量乙類工讀助學金與「學生生活助學金」核發對象同為清寒學生，

該經費建議以分發 1位獲「學生生活助學金」學生至具乙類工讀單位，同時

酌減該單位乙類工讀助學金新台幣 7,000元方式計（經費酌減計算方式及學

生生活助學金分配如附件 5）。 

四、本提案俟本會議通過後，將 101年度「學生工讀助學金」經費移撥案，提報

本校 101年度「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預算編列協調會議。並請獲分配「學生

生活助學金」之單位填報助學金執行單位調查表（如附件 6）至生輔組，俾

利賡續辦理學生分發、報到事宜。 

決議： 

    一、考量 101年度學生工讀助學金時薪調漲，如於預算不增加情況下，各單位工

讀時數將會縮減，101年度學生工讀助學金移撥至「學生生活助學金」之經

費（新台幣 140,000元）改以 101年度丙類工讀金酌減支應。 

    二、100學年度「學生生活助學金」依原提案分配方式為原則分配。另考量體育

室體育館場地維護等需求，如單位無需增加「學生生活助學金」員額，於 11

月 4日（五）前與生輔組聯繫，將員額改分配至體育室。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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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檢討及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製表日期 100年 10月 28日 

(98 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意見)  

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制度

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化控制重

點等。(請檢附佐證資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

2
)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通案 

（會計

室、總

務處） 

9.部分機關仍存有帳外帳
情事。 

1.本校收支均納入校務基金，並無另
立基金會。 

2.100 年 10 月 14 日教育部會計處
100 全部 12 號通報，為加強各機
關及學校專戶開立及後續管理，行

政院主計處擬定之「政府各機關專
戶開立及後續管理之相關管控作
業」草案中已將以本校名義或統一
編號開立專戶且非本校列管有案
之專戶者視為帳外帳，本校目前已
知有系學會、各實驗室、行政單
位、退休人員等，目前正由總務處
清查及歸類非本校列管有案之專
戶者，再行提報處理銷帳之相關後

續程序。目前已控管新開戶之審
查。 

     

1.經討論後，本校雖無另立基金會，

惟今年教育部會計處通報，請各校加

強專戶開立及後續管理，故本項目改

列Ｂ部分改善， 

2.請總務處、會計室針對以學校專戶

開立及後續管理管控部分持續進行

改善，並將改善情形提下次會議討

論。 

 

                                                 
2是否已完成改善之自評：Ａ：已完成 Ｂ：部分完成 Ｃ：進行中 Ｄ尚未執行 Ｅ：其它（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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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制度

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化控制重

點等。(請檢附佐證資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2)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101.2.29)辦理情形： 
1.會計室 
(1)銀行部份： 

本室業於 100年 11月 28日分別

向本校往來銀行台北富邦銀行
市府分行、台灣銀行基隆分行、
第一銀行基隆分行及第一銀行
哨船頭分行(如附件 5-1 第 73
頁)函請提供以本校名義及統一
編號開立之帳戶資料，經前述金
融機構提供之帳戶資料，加會出
納組後僅有戶名為國際漁業經

濟與貿易學會會議非本校帳
戶，目前應用經濟研究所已於
100 年 12 月 14 日海經所字第
1000016511 號函函請台灣銀行
辦理銷戶。(如附件 5-2 第 93
頁) 

(2)郵局部分 
目前已知總務處已完成清查及

歸類非本校列管有案之專戶者。 
2.總務處 
(1)本校經財政部核准設立之帳戶

共計 10 個、投資理財免報部之
帳戶共計 7 個另因業務需要經
核准於郵局設立之帳戶共計 4

     

1.73個非本校列管帳戶部分： 
(1)請各單位針對非本校列管帳戶部

分進行問卷調查(如附件 5-6 第
107頁)，並由總務處進行結果彙

整，會計室協助審核，其結果提
下次會議確認。 

(2)問卷調查部分，製作 73個非本校
列管帳戶表單，送相關單位/人員
勾選 1.本帳戶為校務基金公款，
應予結清繳回校務基金(訂定繳
回期限) 2.本帳戶為非校務基金
公款，將自行結清，撤銷帳戶(訂

定撤銷期限) 3.本帳戶為非校務
基金公款，但仍有必要保留帳戶
(但爾後仍有被審計部認定為公
款，而遭收回之虞)。 

(3)問卷調查結果，勾選 1、2者，請
總務處協助分類及會計室查核相
關單位是否於期限內確實結清或
撤銷。勾選 3 者，請會計室協助

確認保留理由是否充份。 

2.274個終止戶部分：處理方式同上列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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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令制度

研(修)訂 2.落實執行、強化控制重

點等。(請檢附佐證資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2)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備註 
A B C D E 

個(如附件 5-3 第 94頁)，以上
各帳戶均依相關規定辦理收支
作業。 

(2)以本校統一編號但未經財政部

核准於金融機構設立之帳戶，經
會計室查核僅有 1個，已於 100
年 12月 21日由開戶單位辦理銷
戶，其結餘款 1,213元整亦於當
日存回本校校務基金 401 專
戶。(如附件 5-4 第 95頁) 

(3)以本校統一編號於郵局開戶，目
前有金額且非本校列管有案之

專戶共計 73個，依據 100年 10
月 14 日教育部會計處 100 全部
12 號通報應辦理銷戶，其提報
處理銷戶應由開戶單位辦理，惟
開戶單位涵蓋範圍甚廣(如附件
5-5 第 96頁)，且開戶時並非由
本組辦理，無法得知其現況，如
何通知其辦理銷戶，建請內部控

制專案小組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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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檢討及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情形表               製表日期 100年 10月 28日 

(98 年本校財務收支審核意見)                                                               

執行

單位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本校辦理情形，包括 1.法

令制度研(修)訂 2.落實執

行、強化控制重點等。(請檢

附佐證資料) 

是否已完成改善
之自評(註 1)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建議事

項 

備註 A B C D E 

研發處 二、  貴校創新育成中心收支管理與營運情
形，經查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查明妥
處。 

(二)未積極督促合約廠商，依約如期繳交進
駐費 

依據貴校創新育成中心中小企業進駐申請要
點規定，相關費用 1、育成服務費用(即進駐

費用)每月 6,000元，費用採半年繳，於簽約
後兩週內付清。經查貴校創新育成中心 98年
度廠商進駐費收入情形，計有和雅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等 6家公司進駐費計 903,000元(附
表 2)尚未繳納，核與合約書規定不符。其中
吉洋堂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自簽約 94 年 8 月
30日至 98年 2月 28日培育期滿畢業離校之
進駐期間，積欠進駐費 252,000 元均尚未繳

納，顯示貴校未積極督促廠商依約如期繳交
進駐費。 

1.於進駐合約中修訂每年進
駐費用以開立即期或預
開支票為收款方式，且按
月開製支票一次收齊。另
外，進駐企業簽署進駐合
約 時 需 繳 交 2 個 月
(12,000元)保證金。 

2.中心積極稽催未繳之款
項，其中 2 家已全數繳
納、1 家分期繳納中，另
3家尚未繳納。 

3.詳細辦理情形如"產學技
轉中心(育成)逾期未繳
款廠商催討辦理情形表
"(如附件5-7 第 108頁)。 

 
 

   本項目為部分改善，請研發處

對逾期未繳款之廠商加強催

討。 

 

(101 年 2月 29日)辦理情
形： 
1.99年度及 100年度進駐企
業皆依約繳款、無未繳款。 

2.詳細辦理情形如"產學技
轉中心(育成)逾期未繳
款廠商催討辦理情形表
"(如附件5-8 第 109頁)。 

 
 

   
1.請研發處對逾期未繳款之廠

商持續催繳。 

2.爾後請育成中心確實依廠商

進駐費 SOP，執行相關費用

催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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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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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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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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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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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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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6 

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或統一編號名義開立之帳戶 

後續處理方式調查表 

   依教育部會計處 100年 10月 14日之 12號通報及 98年中央政府總決

算審核通知，機關不得有帳外帳情事。故本校除校務基金以外，其他款項

不能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名義或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統一編號(00501503)名

義開立帳戶。為避免爾後帳戶存款遭審計部修正收回，下開帳戶係以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或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統一編號開立的帳戶，請  貴系/所/處

協助調查後續處理情形，並請於    月    日前勾選回覆，傳至總務處出

納組。 

                                                                                                                   

回覆後續處理情形 

□ 本帳戶為校務基金公款，應予二個月內結清繳回校務基金。 

□ 本帳戶為非校務基金公款，將自行於二個月內結清，撤銷帳戶。(如有

開立帳戶之需求，請另以其他帳戶名稱開立) 

□ 本帳戶為非校務基金公款，但仍有必要保留帳戶。(但爾後仍有被審計

部認定為公款，而遭收回之虞) 

(須保留帳戶之理由:                                                                             

                                                           ) 

承辦人員及電話分機:           系/所/處主管簽核: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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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7 

產學技轉中心(育成)逾期未繳款廠商催討辦理情形表 

廠商名稱 催討辦理情形 

洋昇生物科技(股)公司 
積欠 98年 10月 1日~98年 11月 30日進駐費用 18,000

元(6,000元*2個月)，已於 99年 7月 28日繳清欠款。 

吉洋堂生醫(股)公司 

一、積欠 94年 8月30日~98年2月 28日進駐費用 252,000

元(6,000元*42個月)，已自 99年 8月起分 12分期(每

期 21,000元)全數繳清欠款。傳票日期及標號如下: 

1.99.08.26 A100766 21,000元 

2.99.10.13 A101022 21,000元 

3.99.11.02 A101095 21,000元 

4.99.12.08 A101234 21,000元 

5.99.12.31 A101393 21,000元 

6.100.2.1  A100112 21,000元 

7.100.4.1  I100016 21,000元 

8.100.4.1  I100018 21,000元 

9.100.5.9  I100033 21,000元 

10.100.6.10 I100048 21,000元 

11.100.7.4  I100062 21,000元 

12.100.8.4  I100074 21,000元 

二、99年 2月 1日~99年 12月 31日進駐費用 66,000元

(6,000元*11個月)，培育室租金 98,280元(15,120

元*1個月(201、203室)+7,560元*11 個月(210 室)，

水電費 7,653元，合計 171,463元已全數繳清。傳票

日期及標號如下: 

99.6.30  A100565 59,080元 

(99.1租金 15,120元+99.2租金 7,560元+99.2~99.7進

駐費 36,000元+99.1~2清潔費 400元)  

99.11.4  A101106 65,461元 

(99.3~99.10租金 60,480元(7,560元*8個

月)+99.1~99.8水電費 4,981元) 

99.12.31 A101394 15,120元 

(99.11~99.12租金 7,560元*2個月) 

99.12.31 A101394 30,000元 

(99.8~99.12進駐費用 6,000元*5個月) 

99.12.31 A101394  1,802元(99.9~99.11水電費) 

 



109 

 

附件  5-8 

產學技轉中心(育成)逾期未繳款廠商催討辦理情形表 

廠商名稱 催討辦理情形 

洋昇生物科技(股)公司 
積欠 98年 10月 1日~98年 11月 30日進駐費用 18,000

元(6,000元*2個月)，已於 99年 7月 28日繳清欠款。 

吉洋堂生醫(股)公司 

一、積欠 94年 8月30日~98年2月 28日進駐費用 252,000

元(6,000元*42個月)，已自 99年 8月起分 12分期(每

期 21,000元)全數繳清欠款。傳票日期及標號如下: 

1.99.08.26 A100766 21,000元 

2.99.10.13 A101022 21,000元 

3.99.11.02 A101095 21,000元 

4.99.12.08 A101234 21,000元 

5.99.12.31 A101393 21,000元 

6.100.2.1  A100112 21,000元 

7.100.4.1  I100016 21,000元 

8.100.4.1  I100018 21,000元 

9.100.5.9  I100033 21,000元 

10.100.6.10 I100048 21,000元 

11.100.7.4  I100062 21,000元 

12.100.8.4  I100074 21,000元 

二、99年 2月 1日~99年 12月 31日進駐費用 66,000元

((6,000元*11個月)，培育室租金 98,280元(15,120

元*1個月(201、203室)+7,560元*11 個月(210 室)，

水電費 7,653元，合計 171,463元已全數繳清。傳票

日期及標號如下: 

99.6.30  A100565 59,080元 

(99.1租金 15,120元+99.2租金 7,560元+99.2~99.7進

駐費 36,000元+99.1~2清潔費 400元)  

99.11.4  A101106 65,461元 

(99.3~99.10租金 60,480元(7,560元*8個

月)+99.1~99.8水電費 4,981元) 

99.12.31 A101394 15,120元 

(99.11~99.12租金 7,560元*2個月) 

99.12.31 A101394 30,000元 

(99.8~99.12進駐費用 6,000元*5個月) 

99.12.31 A101394  1,802元(99.9~99.11水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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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雅國際企業有限公

司 

1.積欠 96年 12月 12日~99年 1月 11日進駐費用 118,000元， 

99年 1月 12日~99年 6月 11日進駐費用 30,000元、租金

31,500元及水電費 2 045元，總計金額 181,545元(細目如

附)。 

2.和雅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已於 99年 11月 16日辦理停業，該公

司已無營運收入，然而負責人陳先生竭盡所能還款，陸續繳

納 4筆共計 33,970元。 

99.1.26  A100070 21,433元 

100.3.9  I300001 5,037元 

100.8.1  I100070 5,700元 

100.8.18 I100082 1,800元 

3.於 100年 6月 17日再發函稽催欠款。 

4.尚欠款金額 147,575元 

坤寶科技有限公司 

1.積欠 96年 11月 25日~99年 1月 24日進駐費用 156,000元

依 99年 7月 28日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諮詢推動

委員會決議，已於 99年 8月 25寄送存證信函限期還款。 

2.99年 1月 25日~99年 6月 24日進駐費 30，000元(6,000元

*5個月)，租金 52,920(7,560元*7個月)，水電費 3,017元，

合計 85,937元已全數繳清。傳票日期及標號如下: 

100.09.08 A100824 55,937元(租金52,920元+水電費3,017

元) 

100.01.02 A100085 30,000元(進駐費) 

3.尚欠款金額 156,000元 

福爾摩薩海洋深層水 

(股)公司 

1.積欠 97年 4月 6日~98年 4月 5日進駐費用 72,000元 

2.依 99年 7月 28日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諮詢推動

委員會決議，已於 99年 8月 25寄送存證信函限期還款。 

3.尚欠款金額 72,000元 

精研行實業有限公司 

1.積欠 96年 11月 15日~98年 11月 14日進駐費用 144,000元 

2.依 99年 7月 28日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諮詢推動

委員會決議，已於 99年 8月 25寄送存證信函限期還款。 

3.尚欠款金額 14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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