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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理念 

由上而下 

品質政策 

由下而上 

落實推動 



大綱 

內部控制手冊 

內部控制稽核計畫 

稽核流程 

內部稽核案例分享─人事事項 

 



內部控制手冊 

依據教育部提供範本 

依據學校年度發展目標 

依據風險評估高低 

依據各單位核心業務 

定期更新 



 法定程序：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毋需報部。 

 版次：99-11-16 第一版 

        101-02    第二版 

 共計七個章節。 

 重要作業時程： 

臺北醫學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改版 

重要作業作業時程 日期 

1.各單位修正 2011/12至2012/01/10 

2.稽核組與各單位討論-事業發展部 2012/01/05 

3.稽核組與各單位討論-管理發展中心 2012/01/05 

4.第一次彙整  2012/01/15 

5.初稿上線各單位確認 2012/01/20 

6.第二次再確認 2012/01/30 

7.校務會議通過 2012/05/23 



稽核計畫 

依據入學作業時程 

依據主管機關訪視時程 

依據外部認證時程 

依據單位作業時程 

 

 



 定期稽核： 

 新增單位：管理發展中心、事業發展部 

 學術單位：系(所)務作業 

•預評作業 

•系(所)務會議 

•學生關懷 

•教師評核 

 專案稽核： 
 獎補助款、國科會計畫、衛生署計畫、農委會計畫、教學卓越計畫、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校方指定內稽之專案、其他經費核撥單位指定內稽之
專案。 

 追蹤改善： 
 依臺北醫學大學內部控制制度、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及ISO27001之規範辦理。 

 

臺北醫學大學100學年度稽核計畫 



臺北醫學大學100學年度稽核計畫實施期程 
稽核日期 稽核項目 受稽單位 備註 定期稽核 專案稽核 追蹤改善 

101年 2月 研究-育成廠商進駐及離駐／畢業作業  研發處     ◎ 

101年 2月 研究-研發成果管理與技術移轉作業  研發處     ◎ 

101年 2月 農委會研究計畫  研發處    ◎  

101年 2月 推廣-推廣教育開班、招生及修業作業  進修推廣部     ◎ 

101年 2月 財務-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記錄  秘書室、會計室、總務處    ◎  

101年 2月 系務、所務作業 醫學院 含各系所 ◎   

101年 3月 管理發展中心作業 管理發展中心  ◎   

101年 3月 總務-採購作業  總務處 事務組    ◎ 

101年 3月 總務-財產保管作業  總務處 保管組    ◎ 

101年 3月 總務-出納管理作業  總務處 出納組    ◎ 

101年 3月 總務-公共設施維護修繕作業  總務處 營繕組 ISO14001   ◎ 

101年 3月 總務-共同空間管理作業  總務處 事務組    ◎ 

101年 3月 研究-研究計畫申請作業流程  研發處     ◎ 

101年 3月 研究-研究發展獎勵與補助作業流程  研發處     ◎ 

101年 3月 衛生署研究計畫  研發處、會計室    ◎  

101年 3月 環安-化學品管理  環安室  OHSAS18001   ◎ 

101年 3月 環安-毒性化學物質採購管理  環安室  OHSAS18001   ◎ 

101年 3月 環安-感染性廢棄物收集處理  環安室  OHSAS18001   ◎ 

101年 3月 環安-廢液收集處理  環安室  OHSAS18001   ◎ 

101年 3月 系務、所務作業 人文暨社會學院(含通識中心) 含各系所 ◎   

101年 4月 事業發展部業務作業 事業發展部  ◎   

101年 4月 人事-職員聘雇  人事室     ◎ 

101年 4月 人事-教師新聘  人事室    ◎ 

101年 4月 人事-敘薪及待遇  人事室     ◎ 

101年 4月 人事-福利及保險  人事室     ◎ 

101年 4月 人事-退休、撫卹及資遣  人事室     ◎ 

101年 4月 人事-出勤  人事室     ◎ 

 



稽核流程 

通知 

實地稽核 

稽核發現與
意見回饋 





稽核流程-通知 



稽核流程-通知 



實地稽核 

結構 過程 結果 

評估 



Q：我想去學生餐廳擔任廚工！ 

A：可以? 

    不可以? 



稽核流程-實地稽核：結構面 

單位工作職掌： 

人員資格： 

相關法規： 

相關委員會章程： 



稽核流程-實地稽核：過程面 

作業流程定期更新 

相關單位會議召開 

相關委員會召開 

相關活動的舉辦 

 

 

 

 



稽核流程-實地稽核：結果面 

單位品質指標趨勢 

會議上期追蹤是否確實 

相關活動結果的追蹤 

入學名單 

獎學金發放 

滿意度 

教師評核作業  等 

 

 

 

 



稽核流程-稽核發現與意見回饋 

重覆與確認發現之問題 

書面確認 

意見回饋 



稽核流程-追蹤改善 

尊重與注重單位隱私 

定期追蹤 

高風險、決策性之案件，由首長指示單位
改善並於主管會報報告 



稽核流程-實地稽核 



內部稽核案例分享─人事事項 



人力資源四大主軸 

人力
資源 

選人 

用人 

育人 

留人 



人力資源七大功能 

人力資源規劃 

人員徵募(選人) 

人員任用(用人) 

人員訓練及發展(育人) 

薪酬(Compensation)及福利(留人) 

安全及健康 

員工及勞工關係 



案例 

作業別 控制點 備註 

人員招募 
1.刊登廣告     3.術科測驗        5.一校三院人才庫 

2.面試委員     4.評分表  

人員報到 
1.體檢            3.職前教育訓練 5.福利及保險 

2.核薪            4.證件審查 

年度考核 1.行政人員    2.教師考核   3.行政滿意度 

教師升等 
1.校級、院級、系級作業流程  3.申訴作業 

2.審查會議召開 

留職停薪 1.資格           2.與教師在家研究的差異 

委員會管理 1.組織章程    2.會議頻率   3.委員出席次數與代理機制   4.聘書 

教育訓練 1.教育訓練年度計劃   2.教育訓練滿意度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