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補助款之稽核獎補助款之稽核獎補助款之稽核獎補助款之稽核

慈大秘書室慈大秘書室 林學仁林學仁慈大秘書室慈大秘書室 林學仁林學仁



內部稽核的目的內部稽核的目的內部稽核的目的內部稽核的目的

檢核檢核內控制度內控制度檢核檢核內控制度內控制度
的有效程度的有效程度

衡量衡量學校營運學校營運衡量衡量學校營運學校營運
的效果及效率的效果及效率

適時提供適時提供 •• 以確保內控制度以確保內控制度
得以持續有效實得以持續有效實

改進建議改進建議
得以持續有效實得以持續有效實
施施



內部控制的內部控制的PDCAPDCA內部控制的內部控制的PDCAPDCA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重點重點

SOPSOP
重點重點

內部控制內部控制內部內部 內部控制內部控制
制度制度

內部內部
稽核稽核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評估評估



控制重點是控制重點是

內部稽核的主要根據內部稽核的主要根據內部稽核的主要根據內部稽核的主要根據



內部控制內部控制 稽核階段稽核階段內部控制內部控制 ‐‐稽核階段稽核階段

外部外部

內部內部

外部外部
稽核稽核內部內部

稽核稽核

稽核稽核

自我自我
稽核稽核

檢核檢核



擬訂年度稽核計畫擬訂年度稽核計畫

稽核行前準備稽核行前準備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缺失的改善追蹤缺失的改善追蹤



稽核階段稽核階段:  :  稽核前的準備工作稽核前的準備工作稽核階段稽核階段:  :  稽核前的準備工作稽核前的準備工作

擬訂稽核擬訂稽核
通知書通知書

撰寫查檢撰寫查檢
表表

稽核工作稽核工作
規畫規畫 通知書通知書表表規畫規畫



稽核階段稽核階段: :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稽核階段稽核階段: :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訪談人員、訪談人員、
調閱表單調閱表單

完成查檢表完成查檢表
及工作底稿及工作底稿

確認不符合確認不符合
事項事項調閱表單調閱表單 及工作底稿及工作底稿 事項事項



稽核階段稽核階段:  :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稽核階段稽核階段:  :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陳述陳述 提出提出陳述陳述

稽核結果稽核結果

提出提出

不符合事項不符合事項

矯正行動矯正行動
要求表要求表要求表要求表

觀察事項觀察事項
紀錄表紀錄表紀錄表紀錄表

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紀錄表紀錄表



內部控制內部控制::貴在落實貴在落實內部控制內部控制::貴在落實貴在落實

受稽單位依內稽所發現的不受稽單位依內稽所發現的不受稽單位依內稽所發現的不受稽單位依內稽所發現的不
符合事項及建議事項，提出符合事項及建議事項，提出符合事項及建議事項，提出符合事項及建議事項，提出
改善措施，並予以改善改善措施，並予以改善改善措施 並予以改善改善措施 並予以改善

透過不斷的改善，以提高作透過不斷的改善，以提高作透過不斷的改善，以提高作透過不斷的改善，以提高作
業的品質業的品質業的品質業的品質



稽核員的稽核員的本份本份稽核員的稽核員的本份本份

是客人是客人是客人是客人

蒐集證據、反映事實蒐集證據、反映事實
有備有備
而來而來而來而來

充滿好奇心充滿好奇心
((想著想著… … 什麼什麼
更重要更重要 ))

不要擔心自不要擔心自
己不懂，要己不懂，要

建言來自於您建言來自於您
的擔心，建言的擔心，建言
一定要有證據一定要有證據更重要更重要?) ?) ，，

不要有懷疑心不要有懷疑心

己不懂，要己不懂，要
多請教別人多請教別人

一定要有證據一定要有證據
的支持的支持



準備稽核準備稽核: : 準備查檢表準備查檢表

•• 可以將書面的可以將書面的二階二階SOP (SOP (包含號碼包含號碼) ) ，，COPYCOPY到查檢表到查檢表

優點優點 快速 不會有爭議 受稽單位很容易理解快速 不會有爭議 受稽單位很容易理解怎麼做怎麼做 •• 優點優點:  :  快速、不會有爭議、受稽單位很容易理解快速、不會有爭議、受稽單位很容易理解

•• 由稽核員做或由各受稽單位提供由稽核員做或由各受稽單位提供

誰做誰做
•• 查檢表應在稽核前，提供給受稽單位查檢表應在稽核前，提供給受稽單位: : 讓受稽單位讓受稽單位倍倍感感
尊重，尊重，受稽單位受稽單位也也能在稽核前就先主動的能在稽核前就先主動的改善改善

•• 其它學校的缺失，以前該單位的缺失，教育部的評鑑基其它學校的缺失，以前該單位的缺失，教育部的評鑑基

其他其他

其它學校的缺失 以前該單位的缺失 教育部的評鑑基其它學校的缺失 以前該單位的缺失 教育部的評鑑基
準，都可以放在查檢表準，都可以放在查檢表【【補充事項補充事項】】的項下的項下

•• 某項重要流程，不在某項重要流程，不在SOPSOP及查檢表上，及查檢表上，稽核員應主動稽核員應主動其他其他
加在查檢表上，加以稽核加在查檢表上，加以稽核



準備稽核準備稽核: : 準備查檢表準備查檢表準備稽核準備稽核: : 準備查檢表準備查檢表

做為輔助稽做為輔助稽
跟受稽單位跟受稽單位
充分溝通、充分溝通、 把控制重點、把控制重點、做為輔助稽做為輔助稽

核、記錄事核、記錄事
實的工具實的工具

充分溝通充分溝通
事先告知查事先告知查
檢表上的項檢表上的項

把控制重點把控制重點
作業程序放作業程序放
進進查檢表查檢表實的工具實的工具 檢表上的項檢表上的項

目目
進進查檢表查檢表



準備稽核準備稽核

了解了解受稽單位針對以前的缺失受稽單位針對以前的缺失

準備稽核準備稽核

了解了解受稽單位針對以前的缺失、受稽單位針對以前的缺失、
建議，所做的改善建議，所做的改善

確認需確認需攜帶的資料攜帶的資料，都齊全了，都齊全了

了解稽核了解稽核的的流程、針對流程、針對SOPSOP的的控控
制重點制重點進行蒐證、記錄事實、進行蒐證、記錄事實、善善制重點制重點進行蒐證、記錄事實、進行蒐證、記錄事實、善善
意意提醒、做出建議提醒、做出建議、、提出缺失提出缺失



準備稽核準備稽核: : 準備好以下的文件準備好以下的文件準備稽核準備稽核: : 準備好以下的文件準備好以下的文件

分享慈濟大學內部稽核查檢表分享慈濟大學內部稽核查檢表

分享慈濟大學內部稽核通知書分享慈濟大學內部稽核通知書分享慈濟大學內部稽核通知書分享慈濟大學內部稽核通知書



現場稽核的流程現場稽核的流程現場稽核的流程現場稽核的流程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人員訪談人員訪談執行稽核執行稽核::人員訪談人員訪談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查檢表查檢表

查檢表是彙總表 表上有欄位 稽核查檢表是彙總表 表上有欄位 稽核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查檢表查檢表

內容內容

•• 查檢表是彙總表，表上有欄位，稽核查檢表是彙總表，表上有欄位，稽核
負需要回答負需要回答 Y, N, NA, Y, N, NA, 也需將狀況加也需將狀況加

內容內容 以彙整式的敘述以彙整式的敘述

查檢表有附表 複印文件 訪談的情查檢表有附表 複印文件 訪談的情

附表附表

•• 查檢表有附表，複印文件，訪談的情查檢表有附表，複印文件，訪談的情
況，針對抽出樣本的觀察結果、記錄況，針對抽出樣本的觀察結果、記錄

附表附表 不符合稽查項目的編號，都是附表。不符合稽查項目的編號，都是附表。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查檢表查檢表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查檢表查檢表

查核記錄是查核記錄是 觀察是否依觀察是否依
做訪談之用做訪談之用

查核記錄是查核記錄是
否完整、有否完整、有

效效

觀察是否依觀察是否依
據作業規定據作業規定

實施實施

輔助查核作輔助查核作

效效 實施實施

發掘作業流發掘作業流輔助查核作輔助查核作
業程序的進業程序的進

發掘作業流發掘作業流
程的潛在風程的潛在風

行行 險險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從人員訪談開始從人員訪談開始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開始開始
•• 無法全查，必須抽查，抽查的數量由稽核員決無法全查，必須抽查，抽查的數量由稽核員決
定定

用心用心
•• 用心在小地方、著眼在大地方用心在小地方、著眼在大地方

•• 稽核員稽核員不懂的地方，不懂的地方，可以可以多請教人多請教人

請教別人請教別人

•• 稽核員稽核員不懂的地方，不懂的地方，可以可以多請教人多請教人

•• 可以邀請熟悉該領域的老師或同仁參與可以邀請熟悉該領域的老師或同仁參與稽核稽核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文件文件//記錄的查核記錄的查核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文件文件//記錄的查核記錄的查核

如果文件如果文件//記錄眾記錄眾 抽樣的方式與種類，抽樣的方式與種類，
多，可以採用抽樣多，可以採用抽樣
的方式選取文件的方式選取文件

請稽核員視臨場的請稽核員視臨場的
狀況來決定狀況來決定

盡量到現場稽核。盡量到現場稽核。
需要需要 copycopy文件時，文件時，需要需要 copycopy文件時文件時
先徵得受稽單位的先徵得受稽單位的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紀錄查核紀錄查核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紀錄查核紀錄查核

沒有上限沒有上限

至少一件至少一件至少一件至少一件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不符合的事項不符合的事項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不符合的事項不符合的事項



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不要為缺失訂數量目標不要為缺失訂數量目標執行稽核執行稽核: : 不要為缺失訂數量目標不要為缺失訂數量目標

不要為缺失訂不要為缺失訂不要為缺失訂不要為缺失訂
數量目標數量目標

不要為缺不要為缺
失訂數量失訂數量

目標目標

不要為不要為
缺失訂缺失訂缺失訂缺失訂
數量目數量目

標標標標



內稽內稽::
•• 可以針對服務項目、特定對象、專案進行稽核，只要有可以針對服務項目、特定對象、專案進行稽核，只要有可以針對服務項目 特定對象 專案進行稽核 只要有可以針對服務項目 特定對象 專案進行稽核 只要有
規範，就可以稽核。規範，就可以稽核。

•• 教育部訪視或評鑑必問的項目，可以放在稽核的查檢表教育部訪視或評鑑必問的項目，可以放在稽核的查檢表
的【補充項目】的項下的【補充項目】的項下的【補充項目】的項下的【補充項目】的項下

常思惟常思惟常思惟常思惟::

•• 受稽單位的這一個步驟是否一定需要受稽單位的這一個步驟是否一定需要?  ?  能能
否簡化否簡化??

是否可以複印受稽單位的文件是否可以複印受稽單位的文件? ? 

•• 基於尊重受稽單位，不複印。除非學校有規定，基於尊重受稽單位，不複印。除非學校有規定，
在什麼情況下可以複印。在什麼情況下可以複印。

•• 同時，複印的文件也是內稽的寶貴同時，複印的文件也是內稽的寶貴



結束會議結束會議結束會議結束會議

召集結束會議前，稽核召集結束會議前，稽核
員可能要先開會前會員可能要先開會前會

受稽單位的主管、同仁、受稽單位的主管、同仁、
稽核員一起參與稽核員一起參與員可能要先開會前會員可能要先開會前會 稽核員一起參與稽核員一起參與

多讚美受稽單位多讚美受稽單位 要寫會議紀錄要寫會議紀錄



執行執行稽核稽核執行執行稽核稽核

今日事今日事 今日畢今日畢今日事今日事 今日畢今日畢



執行稽核及撰寫報告執行稽核及撰寫報告執行稽核及撰寫報告執行稽核及撰寫報告

如果有不如果有不
必要的流必要的流

•• 稽核員提出建稽核員提出建
議議

必要的流必要的流
程程

議議

•• 請請受稽單位受稽單位考考
量簡化流程量簡化流程程程

如果重要如果重要

量簡化流程量簡化流程

•• 稽核員提出建稽核員提出建如果重要如果重要
的流程不的流程不

•• 稽核員提出建稽核員提出建
議議

•• 請請受稽單位受稽單位增增
存在存在

•• 請請受稽單位受稽單位增增
加該加該項項流程流程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對所有事項的稽對所有事項的稽
核過程及結果，核過程及結果，
要善盡保密的本要善盡保密的本

如何建言如何建言? ? 關起門關起門
來講、提醒、建議、來講、提醒、建議、

要善盡保密的本要善盡保密的本
份份

來講、提醒、建議、來講、提醒、建議、
提出缺失提出缺失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 擬定不符合事項的陳述擬定不符合事項的陳述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 擬定不符合事項的陳述擬定不符合事項的陳述

描述描述全貌全貌   以口頭陳述事實以口頭陳述事實: : 
自然就好自然就好

描述描述全貌全貌: : 

要清楚要清楚自然就好自然就好 要清楚要清楚

要舉證要舉證

改善改善
缺失缺失::由由稽查員填稽查員填

改善改善::

由由權責單位填權責單位填由由權責單位填權責單位填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分享慈濟大學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
紀錄表紀錄表

分享慈濟大學內部稽核報告



感恩您感恩您

敬請指正敬請指正敬請指正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