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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3學年度上學期定期內部稽核計畫書 

                                 103.09.24  103 學年度上學期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議通過 

一、目的：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為合理保障其營運效能之提升、資產之安全及財務 

      報表之可靠性，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定期與專案進行各單位內部稽核。 

二、依據：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進行本校之稽核作業。 

三、稽核時間：103年 10月 15日至 103年 12月 1日 

四、稽核地點：本校各業務執行單位 

五、主辦單位：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 

六、稽核注意事項： 

(一)受稽核單位需提供卷宗檔案或佐證資料備查驗，且須先進行自評，並於排定稽核日 

   期 7天前繳交一式 3份的自評相關佐證資料。 

(二)填報稽核自評表，須呈現稽核項目相關的質性與量化的內容，佐證資料依稽核項目 

       分別於文件夾歸類，各文件夾首頁包含內容清冊。 

    (三)稽核當日請單位主管與業務相關人員陪同稽核，稽核之相關卷宗及佐證資料，請依 

       表定地點陳列，便於稽核作業進行。 

    (四)稽核作業表定時間請分別參看表一、內部稽核計畫表及表二、稽核作業時程表。 
表一、內部稽核計畫表 

編 號 稽 核 項 目 稽 核 單 位 備 註 

103A001 人事室事項-人事聘雇 人事室  

103A002 人事室事項-進修、訓練及研究 人事室  

103A003 人事室事項-考核及獎懲 人事室  

103A004 人事室事項-教師評鑑 人事室  

103A005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諮商輔導作業 學生輔導中心  



2 

 

103A006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衛生保健作業 衛生保健組  

103A007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校園安全、災害管理及學生緊急

狀況處理作業 
校安中心  

103A008 財務事項-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作業 會計室  

103A009 財務事項-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記錄 會計室  

103A010 
財務事項-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之審核、收支、管理

及記錄 
會計室  

103A011 營運事項-總務事項-一般性財務之採購 事務組  

103A012 營運事項-推廣教育事項 推廣教育組  

103A013 
營運事項-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事項-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與管理 
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  

103A014 
營運事項-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事項-實驗室有害事業廢

棄物處理 
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  

 

專案稽核之稽核時間暨稽核事項表 

日期 稽 核 項 目 稽 核 單 位 備 註 

103年 10月 103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期中稽核 
研究發展處/會計處

/總務處/人事室 

期中 

查核 

104年 1月 103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成效稽核 
研究發展處/會計處

/總務處/人事室 

結案 

稽核 

 

表二、內部稽核作業時程表 

受稽核單位 稽核事項 稽核日期 稽核時間 稽核地點 稽核人員 

人事室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二、人事聘雇 

1.「用人需求申請書」是否

經相關權責主管核准 

2.招聘及甄選方式是否以

公平、公開方式進行並慎重 

10/15 

星期三 
14：00〜16：00 人事室 

鄭博真 

蔡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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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3.聘用職工或教師，是否依

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教師法」、「本校聘任及升

等辦法」及教育部核准班級

數規定辦理 

4.聘用新進職工或教師，是

否經「人事評議委員會」或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5.新進職工或教師，是否依

據「本校敘薪辦法」辦理，

並經會計室審核 

6.經簽准之聘任申請書上

所載核定敘薪等級是否與

人事室發出之「到(離)職通

知單」之敘薪相符 

三、進修、訓練及研究 

1.教職員工進修申請是

否符合資格辦理 

2.欲進修之教職員工，是

否依規定填具各項表單 

3.欲進修之教職員工，是

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或人事評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 

4.獲准進修教師於進修

前，是否填具「合約書」

履行返校服務 

5.獲准進修教職員工，其

薪資、鐘點費是否依規定

核發 

6.進修完畢返校服務之

教職員工，是否依履行服

務義務之年限，如違反履

行服務義務之年限，是否

依規定賠償本校 

7.職員工進修完畢，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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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或納入專任教師是否

依規定辦理 

四、考核及獎懲 

1.平時獎懲案件是否具備

充分理由及佐證資料 

2.獎懲案是否提供當事人

適當之申訴管道，以避免紛

爭 

3.年終考核是否均卻實填

載考績表，考核方式應客觀

公平 

4.教師任用及升等程序是

否符合規定程序 

5.職員之晉用、升遷、獎懲、

免職等事項之審查是否符

合規定 

6.教職員工之考勤記錄是

否確實？人事室是否確實

考核出勤分數 

7.教職員工請公差、公假及

事假，是否事先申請核准 

8.病假之補辦資料及程序

是否完備 

9.所有請假單是否均經權

責單位主管簽准 

五、教師評鑑 

1.教師評鑑是否可以落實

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師績效

考核 

2.教師評鑑是否提供當事

人適當之申訴管道，以避免

紛爭 

3.教師評鑑是否均卻實填

載評鑑表，評鑑方式應客觀

公平 

4.教師評鑑程序是否符合

規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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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職員之教學、研究及產

學、輔導及服務等事項之審

查是否符合規定 

6.所有評鑑表單是否均經

權責單位主管簽准 

    

學生輔導 

中心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二、諮商輔導作業 

1.是否訂定學生憂鬱與

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

計畫 

2.是否增進教師、輔導教

師及學務工作人員，對憂

鬱與自我傷害之辨識及

危機處理，增進即時處置

知能 

3.是否落實高關懷學生

群之篩選，並建立檔案，

定期追蹤，以減少校園憂

鬱自傷事件之發生 

4.是否建立憂鬱與自傷

之危機處理標準作業流

程 

5.是否增進專業輔導人

員對憂鬱自傷學生之有

效心理諮商與治療之知

能 

6.是否整合憂鬱與自我

傷害防治相關網路資源，

共同推動學生憂鬱與自

我傷害防治工作 

7.是否建立並落實學生

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

防工作模式 

10/30 

星期四 

 

9：00〜12：00 
學生輔導 

中心 

歐錦綢 

葉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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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級預防工作是否有

專責單位執行 

9.是否規定期限內，填列

「執行憂鬱與自我傷害

防治工作自我檢核表」，

並陳報教育部備查 

10.學生輔導中心承接諮

商輔導個案，是否安排輔

導老師輔導做晤談 

11.經輔導老師晤談之個

案，是否登錄個案資料於

「學生輔導中心個別諮

商記錄表」及「學生輔導

中心個案登錄表」 

12.學生輔導中心針對學

生輔導個案，是否依規定

程序處理並回報導師 

13.學生輔導中心是否每

學期統計諮商輔導個案，

並製表存檔 

14.是否針對諮商輔導統

計進行會議討論，以預防

事件發生 

    

衛生保健組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二、衛生保健作業 

1.學生健康檢查是否依

程序辦理 

2.是否實施衛生保健教

育 

3.是否依據教育部與政

府相關單位規定，進行各

項疾病管治作業程序 

4.承保機構之決定是否 

10/29 

星期三 
13：20〜15：20 

衛生保健

組 

葉文隆 

蔡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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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程序辦理 

5.承保機構之保險條款

是否有違反法令及本校

之規定 

6.除身故保險金外，學生

團體保險其他各項保險

金的受益人，是否為被保

險人本人 

7.身故保險金受益人是

否符合規定順位 

8.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

金額及給付標準是否符

合當年度本校學生團體

保險契約書所訂保險金

額及保險給付標準 

9.選擇不參加學生團體

保險之成年學生，是否簽

署「放棄學生團體保險同

意書」 

10.選擇不參加學生團體

保險之未成年學生，是否

由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簽署「放棄學生團體保險

同意書」 

    

校安中心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二、校園安全、災害管理

及學生緊急狀況處理作

業 

1.本 校 已 設 立 校 安 中

心，以執行校園災害管

理工作，作為校園災害

管理機制之運作平台 

2.校安中心為一有固定 

11/12 

星期三 
14：00〜16：00 校安中心 

鄭博真 

黃登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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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場所，設置傳真、電

話、網路及相關必要設

備，並指定 24 小時聯繫

待命人員 

3.本校已指定專人承辦

校園事件通報工作，業務

承辦人對通報資料應負

保密責任 

4.通報專線電話、傳真號

碼已建立安全緊急聯絡

卡轉知教職員工、學生周

知 

5.本校依規定已訂定校

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明

定減災、整備、應變及復

原等階段具體作為及作

業流程 

6.發生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均依減災、整備、

應變及復原等階段執行 

7.通訊及必要資訊設備，

均與教育部通報系統聯

結，以確保通報網路暢通 

8.定期檢討校園安全及

災害管理工作狀況，據以

辦理獎懲，以提升實施成

效 

9.本校於衛生保健單位

是否設置規定之救護設

備 

10.救護設備是否定期維

護，並加以記錄 

11.是否指導學生救護設

備正確之操作方法 

12.本校學生傷病是否依

傷病程度，進行傷病救護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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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發生校內外緊急傷病

事故，是否依規定程序送

醫 

14.緊急傷病處理事件，

本校緊急救護人員是否

填寫「緊急傷病送醫處理

紀錄表」，分別由衛生保

健單位及軍訓室簽報後

存查 

15.衛生保健單位是否協

助學生定期接受基本救

命術訓練課程至少 4 小

時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

並鼓勵師生成立急救社

團 

16.本校護理人員是否曾

接受教學醫院或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之機構、學校

或團體辦理之救護技術

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明 

17.學生緊急傷病處理事

件，衛生保健單位是否統

計分析及檢討 

    

會計室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二、不動產之處分、設

定負擔購置或出租作業 

1.本校不動產之購置、出

租、處分、設定負擔(含

不動產之出售、報廢、抵

押等)，是否符合「私立

學校法」第 49 條之規定 

三、獎補助款之收支、管

理、執行及記錄 

11/13 

星期四 
9：00〜12：00 會計室 

陳住銘 

李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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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

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

無閒置未經使用 

2.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

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

部有關規定 

3.本校受領教育部補助

款其會計處理，是否依據

「教育部補助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

及查核要點」及「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設置專帳

紀錄 

4.本校使用教育部補助

款購置之財物、勞務，每

一採購個案若補助金額

超過所購置財物、勞務價

格之半數以上，且金額超

過新臺幣 1,000,000 元

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

政府採購法辦理 

四、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

之審核、收支、管理及記

錄 

1.各項代辦費收入及其

他收入是否無漏列或低

列帳 

2.應以收入類科目列帳

之收入是否無以代收款

項科目列帳 

3.各項代收代辦款項填

具單據及權責核准是否

符合規定 

4.各項代收代辦款項會

計處理是否適當 

5.其他收入符合稅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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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銷售貨物或提供勞

務者，是否依稅法規定

報繳營業稅 

6.收取其他收入是否開

立「收款收據」，並轉會

計單位登帳 

    

事務組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二、一般性財物之採購 

1.採購金額在新台幣三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之採購案，是否和請購

單位合辦詢價取得三家

以上具有合法營業登記

殷實廠商比價或議價 

2.逾十萬元(含)之採購

案除適用限制性招標情

形外，是否強制採公告

方式詢價 

3.逾一佰萬元(含)之採

購案除適用限制性招標

情形外，是否採公開招

標方式 

4.「請購單」、「損壞請

修單」是否確經單位主

管、會計主任及校長核

准 

5.採購金額超過新台幣

五十萬元以上是否另附

簽合約書 

6.詢價、比價或議價之

供應商有無為同一家廠

商，分設不同行號之情

形 

11/26 

星期三 
9：00〜12：00 事務組 

方松傳 

蕭潤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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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採購之物品及機械儀

器設備僅有獨家廠商經

營(代理)或必須指定一

家廠牌或其他機構讓售，

無法招商或比價者，得採

直接議價方式辦理，若係

指家一家廠牌時，請購單

位是否敘明原因，呈請校

長核准 

8.審核詢價結果，如未採

行最低廠商，採購之理由

是否充分 

9.驗收時，請購單位是否

於「驗收報告」上簽章 

10.如屬非消耗性物品及

財產是否經保管組人員

點檢 

11.驗收結果是否明確註

明合格、不合格 

    

推廣教育組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二、推廣教育事項 

1.推廣教育各班次，招生

計畫及各項證明書均是

否冠以「推廣教育」字樣，

並載明學分班或非學分

班 

2.推廣教育學分班各班

次所授課程師資是否符

合規定 

3.推廣教育招生人數、修

讀學分、授課時間及教學

地點是否依規定辦理 

4.開班計畫及審查紀錄 

11/27 

星期四 
10：00〜12：00 

推廣教育

組 

紀學斌 

楊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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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資料是否留存本

校備查 

5.每學年度結束後於一

定期間內，是否將該學年

度所辦理學分班及非學

分班(含境外)實際開班

情形彙報教育部 

6.推廣教育招生簡章中

是否註明本班次為學分

班(或非學分班)，且不授

予學位證書 

    

環安衛中心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二、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

管理 

1.毒性物質使用是否依規

定提出申請 

2.毒性物質用畢是否依規

定辦理註銷 

3.毒性物質是否有相關的

警語標示 

4.毒性物質操作時是否依

規定填寫運作紀錄 

三、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

處理 

1.實驗室廢液是否依規定

收集、分類、貯存 

2.存放廢液之廢液桶是否

標示清楚確實 

3.每月實驗室產出廢棄物

（廢液）是否確實於環保署

網站申報 

4.有害事業廢棄物須定期

清運處理，其貯存以一年           

12/1 

星期一 
14：00〜16：00 

環安衛 

中心 

楊榮文 

黃登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