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1學年度下學期內部稽核計畫書 

                                            102.02.25 101 學年度下學期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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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3月 26日(星期二 )至 102年 5 月 22日(星期三) 

四、稽核地點：本校各業務執行單位 

五、主辦單位：內部控制委員會 

六、聯絡人： 

(一) 內部控制委員會：執行祕書黃登淵教授 

(二) 內部控制委員會行政助理：黃麗麗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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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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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稽核作業表定時間請分別參看表 1內部稽核計畫表及 表 2稽核作業時程表。 

表 1、內部稽核計畫表 

編 號 稽 核 項 目 稽 核 單 位 備 註 

101B001 營運事項-推廣教育事項 
研究發展處/推廣

教育組 
 

101B002 營運事項-產學合作事項 
研究發展處/產學

合作組 
 

101B003 營運事項-升學與就業輔導事項 
研究發展處/升學

與就業輔導組 
 

101B004 營運事項-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通信與管理作業 計網中心  

101B005 營運事項-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存取控制管理作業 計網中心  

101B006 
營運事項-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系統開發與維護作

業 
計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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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處- 

推廣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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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26 

星期二 
9:00～12:00 推廣教育組 

紀學斌 

  鄭博真 

101B007 營運事項-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安全事件管理作業 計網中心  

101B008 營運事項-圖館館事項-流通作業 圖書館  

101B009 財務事項-預算決算之編置作業 會計室  

101B010 營運事項-總務事項-財務管理作業 保管組  

101B011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生活輔導作業 生活輔導組  

101B012 營運事項-學生事項-課外活動作業 課外活動組  

101B013 營運事項-教學事項-招生作業 註冊組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組 

1.產學合作機構委託本校各 

  單位或個人進行產學合作 

  計畫，是否由各單位或計 

  畫主持人擬具研究計畫 

  書，檢同「經費預算表」 及 

  「產學合作合約書」，簽 

  會有關業務單位。 

2.產學合作是否簽訂書面契 

  約。 

3.產學合作計畫除專案特准 

  外，提列行政管理費是否 

  符合標準。 

4.產學合作案所購置之圖書 

  、期刊、儀器、設備等除 

  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是否 

  依規定列入校產統一管理 

  運用。 

5.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是 

  否符合處理原則。 

6.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成果如 

  涉及專利等權益之取得、 

  授權或讓與，合作機構有 

  約定或無約定者，是否以 

  專案簽請校長核定辦理。 

102/3/26 

星期二 
9:00～12:00 產學合作組 

紀學斌 

鄭博真 

研究發展處-

升學與就業

輔導組 

1.本校是否提供升學資訊， 

  供應屆畢業生參考。 

2.是否依就業輔導程序舉辦 

  校內外就業輔導活動。 

3.是否針對應屆畢業生畢業 

  出路調查、流向調查。 

4.是否針對畢業校友追蹤調 

  查與雇主滿意度調查工 

  作。 

5.是否輔導學生考照、鼓勵 

  學生考取專業及相關證 

  照，以提升專業能力。 

6.學生就業輔導實施是否進 

  行成效考核。 

7.各系(所)是否將歷年就業 

  輔導資料建檔留存。 

8.100學年度就業暨升學輔導 

  組就業輔導成效稽核。 

102/4/2 

星期二 
9:00～12:00 

升學與就業

輔導組 

紀學斌 

鄭博真 



計網中心 

1.資訊系統安全規劃。 

2.資訊系統相關控管。 

3.資料備份。 

4.安全稽核。 

102/4/12 

星期五 
9:00～12:00 計網中心 

黃登淵 

  莊侑哲 

計網中心 

1.存取控制政策。 

2.帳號與密碼管理。 

3.使用者存取管理。 

102/4/12 

星期五 
9:00～12:00 計網中心 

黃登淵 

  莊侑哲 

計網中心 
1.應用系統之正確處理。 

2.技術脆弱性管理。 

102/4/12 

星期五 
9:00～12:00 計網中心 

黃登淵 

  莊侑哲 

計網中心 

1.資訊安全事件之管理。 

2.資訊安全事件通報與應變 

  作業流程。 

3.資訊安全事件通報單。 

102/4/12 

星期五 
9:00～12:00 計網中心 

黃登淵 

  莊侑哲 

圖書館 

1.書籍是否有不經借閱程序 

  出館外。 

2.借閱是否逾期、污損、遺失， 

  並依相關規定處理。 

3.上磁消磁、借還登記之步驟 

  是否正確。 

4.學校借書使用率成效。 

102/5/1 

星期三 
9:00～12:00 圖書館 

黃登淵 

莊佑哲 

會計室 

1.預算報表是否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提董事會通過， 

  於規定期限內報教育部備 

  查。 

2.經各單位會議討論決議增 

  刪項目及優先順序之各單 

  位主管「經費預算表」，是 

  否於公告期限前將送會計 

  單位彙總整理。 

3.下學年度預算編製是否考 

  量以前年度預算金額與實 

  際營運結果做分析比較， 

  並了解原因。 

4.本校於會計年度終了，是 

  否即時辦理決算，編製財 

  務報表，將財務報表委請 

  符合學校法人主管機關規 

  定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提董事 

  會議通過，於規定期限前 

102/5/8 

星期三 
9:00～12:00 會計室 

陳住銘 

李蓓芬 



  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5.決算財務報表之會計科目 

  的分類是否適當。 

6.決算財務報表是否依教育 

  部規定格式編製。 

7.已審核之財務報表是否經 

  權責人員簽名或蓋章。 

8.查核後之財務報表連同會 

  計師之查核報告書及重要 

  會計科目明細表，是否彙 

  整提報董事會通，過於規 

  定期限內函報教育部備 

  查。 

9.本校當學年度簽證會計師 

  是否符合未連續 3 年(含 

  受查之本學年度)查核簽 

  證受查核標的學校，且最 

  近 3 年內(含受查之本學 

  年度)並不曾在受查核之 

  私立學校專(兼)任教職 

  董事，或有償提供學校諮 

  詢及顧問業務。另該會計 

  師於受查之本學年度之前 

  3學年度(含受查之本學年 

  度)，未受會計師懲戒委員 

  會懲戒。 

10.本校當年度決算財務報 

   表是否依據 90 年 12 月 

   25 日台(90)會二、字第 

   90176749 令發布之公私 

   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 

   第 5 條之規定,於學年度 

   結束後 4 月內，將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會計師查核 

   報告書、平衡表、收支餘 

   絀表、現金流量表、現金 

   收支概況表、收入明細 

   表、支出明細表及編製財 

   務報表依據之附註，於學 

   校網站公告。 



總務處-保管

組 

1.本校新增或現有財物是否 

  以財產與列管物劃分明， 

  確並以適當會計科目入  

  帳。 

2.財產籍登記是否明確。 

3.發生應辦理產籍登錄時  

  機，是否確實登錄。 

4.所有財產經分類、編號及 

  登記後，是否均黏貼財產 

  標籤識別。 

5.保管單位，是否明確列出 

  財產保管人名冊。 

6.本校財產增加，是否填寫 

 「財產增加單」，並完成驗 

  收。 

7.財產雖非因購置(如捐贈) 

  取得，是否仍填寫「財產 

  增加單。 

8.財產養護檢查及清潔，是 

  否確實記載於「保養維護 

  紀錄表」。 

9.各單位間財產因業務或特 

  定需求有轉移之必要，是 

  否由移出單位填寫「財產 

  移轉單」，連同財產相關資 

  料送至移入單位。 

10.財產領借，是否依規定填 

   寫「財產領借單」。  

11.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 

   學校現有財產管理法規  

   所定程序，予以簽核、除 

   帳。 

12.財產是否依規定時間進 

   行盤點。 

13.列管物品管理是否依 

   定編列物品管理帳。 

14.物品減損，是否填具「 

   產減損單」，並依規定程 

   序辦理。  

15.保管單位是否每月編製 

  「財產增減月報表」，陳相 

   關單位覆核及核備。  

102/5/14 

星期二 
9:00～12:00 保管組 

方松傳 

蕭潤漢 

 



16.財產管理各項表單是否 

   依規定存查。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1.學生獎懲否依規定程序辦 

  理。 

2.學生操行成績是否依規定 

  程序辦理。 

3.新生或在校生申請住宿是

否符合申請資格及程序，

始得住宿。 

4.學生宿舍修繕是否依規定

程序辦理。 

5.住宿生申請退宿是否填具

「退宿申請單」，經規定程

序核准。 

6.住宿生於學期中符合規定

申請退宿，並經核定者，

其住宿費之退費是否依規

定核算。 

7.住宿生於學期中退宿或學

年結束退宿時，是否點交

寢室財產。 

8.住宿生於學期中退宿或學

年結束退宿時，如有不當

損壞或未完成清潔復原

者，是否依規定程序處理。 

9.校外租屋服務中心於新生

註冊前及舊生開學前，是

否評核房東資料，公布於

本校網站「租屋資訊」，供

學生參考。 

10.每學期學生上網填寫「居

住地調查表」。 

11.每學期導師實施校外賃

居生訪視，並上網填寫

「訪視紀錄表」。 

12.生活輔導組是否於學期

結束前完成考評各班導

師實施校外賃居生訪視

執行率。 

13.開學後詳實核對兵役狀

況調查表，依規定格式造

冊函請直轄市、縣（市）

102/5/15 

星期三 
13:30～16:00 生活輔導組 

林明珍 

葉文隆 



政府、後備指揮部核定。 

14.學生休、退學離校（如期

畢業除外）三十天內需彙

製學生緩徵、儘召原因消

滅名冊，報請相關單位廢

止其緩徵核准，並依法徵

集服役或註銷其儘後召

集核准。 

15.學生請假是否依規定程

序辦理。 

16.學生改過銷過申請作業

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17.學生各類學雜費減免作

業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 

1.輔導學生自治團體設置、

運作及學校補助之經費之
業務，是否依本校「學生
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
法」辦理。 

2.輔導學生社團成立及運作 
  之業務，是否依本校「學

生課外活動輔導辦法」辦
理。 

102/5/15 

星期三 
13:30～16:00 課外活動組 

林明珍 

葉文隆 

教務處-註冊

組 

1.學生招考入學是否符合各 

  管道規定辦理。 

2.分發或放榜後，是否依榜 

  單資料通知學生報到、註 

  冊事宜。 

3.遇招生糾紛是否依招生委 

  員會規定的時間辦理。 

9.各輔導課程實施完畢後是 

  否進行考核檢討以作為下 

  次輔導課程之參考。 

102/5/22 

星期三 
9:00～12:00 註冊組 

蔡淑芳 

方松傳 

蕭潤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