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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12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年 10月 1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行政院第三會議室 

三、主  席：陳秘書長士魁(石主計長素梅代) 記錄：徐菁鴻 

四、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 

石副召集人素梅 石素梅 

張委員盛和 黃定方代 

曾委員勇夫 蔡清祥代 

黃委員富源 張秋元代 

尹委員啟銘 高仙桂代 

宋委員餘俠 戴豪君代 

朱委員敬ㄧ 葉至誠代 

陳委員振川 張月女代 

陳委員裕璋 林棟樑代 

陳委員德新 陳德新 

王廳長麗珍 王麗珍 

王教授儷玲 王儷玲 

石名譽理事長曜堂 石曜堂 

符顧問寶玲 符寶玲 

法務部(廉政署科長) 高千雲、葉俊宏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處長) 蘇清雄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處長) 葉至誠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高級分析師) 李國田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副主委) 郭芳煜 

教育部(次長) 陳德華 

五、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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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確定上次會議紀錄 

決  定：會議紀錄確定。 

七、報告事項 

第 1案：本院推動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決  定：  

(一)洽悉。 

(二)截至本(101)年 8 月 31 日止，各主管機關檢討 98 及

99 年度審計部審核報告建議改善事項與監察院糾正

（舉）、彈劾案件，認定屬內部控制缺失並檢討完成

改善件數之比例雖已分別達 8 成及 6 成以上，惟尚乏

具體改善成效之說明，仍請各主管機關積極檢討並定

期檢視改善成果。 

 

第 2 案：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

請  公鑒。 

決  定： 

(一)洽悉。 

(二)鑑於政府內部控制工作之推動，內部稽核扮演不可或

缺的監督角色，對其整體推動成效亦具有舉足輕重之

影響，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就適

合我國政府機關內部稽核之可行運作方案及相關配套

措施，重新研議後儘速提報本小組。 

(三)為利整合機關間科技補助研究經費資訊納入政府研究

資訊系統（GRB），請國家科學委員會會同研考會檢

討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科技補助研究計畫登載 GRB 之相

關規範，並強化資訊整合及勾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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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小組第 11 次委員會議決議，為使「公共工程標案

管理系統」能夠更加完備，建議公共工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工程會)參考與會委員意見納入廠商承攬民間

工程之數量，以評估投標廠商可承攬之工程總量，作

為評選廠商之參考一節，因民間工程目前係由內政部

及營造業地方主管機關主政，請內政部配合研議整合

相關資料。 

 

第 3 案：檢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器官移植失誤

檢討與策進作為」，報請 公鑒。 

決  定： 

(一)洽悉。 

(二)請教育部責成臺大醫院將專家學者所提意見(如附件 1)

納入檢討與策進作為，逐步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落實執

行。 

(三)醫療照護行為攸關民眾生命安全及健康，請教育部督

導臺大醫院強化風險評估機制，辨識各項風險(尤其

是人為疏失之風險)，據以設計有效之內部控制作

業；另應確實督導醫事人員落實執行工作職責，遵循

作業流程與規範，以及加強專業人員之訓練，防杜類

此事件再度發生。 

(四)臺大醫院為醫療界之龍頭，完備內部控制制度極具指

標意義，請教育部督導該院加速整合強化內部控制各

項管控機制。 

(五)有關審計部建議衛生署針對器官捐贈移植作業流程關

鍵控制重點，訂定共同性作業指引一節，請衛生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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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整合，俾供各醫院辦理器官捐贈移植作業之參據。 

 

第 4 案：檢陳法務部、本院海岸巡防署及勞工委員會針對 98

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建議事項，其

中涉及內部控制缺失之後續辦理情形，報請  公

鑒。 

決  定： 

(一)洽悉。 

(二)請海岸巡防署及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針對 98

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建議事項屬內部

控制缺失尚未完成改善者，積極檢討完成強化現有內

部控制作業，並逐步完備內部控制機制。 

(三)另鑑於勞工保險普通事故未提存責任準備近年來大幅

增加，為落實保險財務責任，確保該保險制度得以永

續經營，仍請勞委會依本院 101 年 5 月 18 日函示，

並參考專家學者及與會委員代表所提意見(如附件

2)，儘速研提因應對策，提報本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年

金制度改革規劃小組研議。 

 

八、討論事項 

案  由：關於各主管機關對 99 年度監察院糾正(舉)、彈劾案

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建議改善事項

檢討辦理情形，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99 年度監察院糾正(舉)、彈劾案件，各有關主管機關

就內部控制缺失部分已檢討完成但尚未完成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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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完成檢討者，請積極檢討改善，並按月通報累計

改善情形。 

(二)99 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建議改善事

項，經審計部追蹤查核仍待繼續改善，業於 100 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再綜合研提審核意見者計 86

項，請主計總處代擬代判院函請相關主管機關再予檢

討或積極檢討改善，以避免類同內部控制缺失再次發

生。 

(三)關於外交部、法務部及國家科學委員會認定非屬內部

控制缺失事項，惟審計部認定屬內部控制缺失且仍待

繼續改善部分，請相關主管機關再予以深入檢討；另

未來各主管機關對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建

議改善事項屬內部控制缺失部分之檢討分類及精進作

為，請主計總處再洽審計部研處(審計部意見如附件

3)。 

九、散會：下午 4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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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器官移植失誤檢討與策進作為」 

  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12次會議－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台灣醫務管理

學會 

石名譽理事長

曜堂 

一、內部控制目的在明察秋毫及防微杜漸，建議醫療

機構應強化控制環境，建立醫療團隊人人有責的

當責文化觀念及培養醫事人員之風險意識，並針

對醫療服務相關作業流程設置關鍵檢核點(或建置

適當檢核機制)，一旦發生異常情況，即無法再進

入下一個程序，以達管控效果。此外，本案對病

人及其家屬均造成傷害，臺大醫院應盡全力協

助，並對病人及其家屬進行人道關懷。 

二、醫療照護行為攸關民眾生命安全及健康，醫療機

構應具備高度敏感度，所以建立醫療安全系統是

非常重要的，首先要有驅動力，即承諾

(Commitment) 、 認 知 (Cognizance) 及 能 力

(Competence)(簡稱 3Cs)；而在實際執行時要有

管 理 機 制 ， 即 原 則 (Principles) 、 政 策

(Policies) 、 程 序 (Procedures) 及 執 行

(Practices) (簡稱 4Ps)。運用 3Cs 與 4Ps 經緯

並序即可建立周延之安全系統。而系統建置完成

後，仍有賴人員落實執行方能有效運作，建議應

要求所有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員須有正確的工作態

度，有再好的系統，如果執行人員的工作態度不

對就會出狀況。 

審計部 

王廳長麗珍 

器官捐贈移植作業涉及器捐中心、網絡醫院及移

植醫院等多個單位，臺大醫院針對本次器官移植失誤事

件，已研擬很多改善措施，對防杜類此事件再度發生

有很大的幫助。目前器捐網絡醫院約有 11 家，各醫院

可能自行訂定器官捐贈移植作業流程，建議可否由衛

生署研議針對器官捐贈移植作業關鍵控制重點，訂定

共同性作業指引，以供各醫院遵循。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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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針對 98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建議事項，其中涉及內部控制缺失之後續辦理情形」 

    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12次會議－專家學者及與會委員代表意見表 

專家學者及與

會委員代表 
意 見 內 容 

政治大學 

王教授儷玲 

一、建議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監理重點不應僅著眼於

基金之投資績效（即投資報酬率是否高於兩年期定

存利率），而應以保險基金風險管理或內部控制的

觀點，每年定期檢視基金財務缺口是否擴大，並擬

訂短、中、長期的缺口改善對策或計畫以為因應。

若經評估由政府撥補基金財務缺口之作法不可行，

應設法提高基金之投資報酬率，即要求其報酬率須

至少高於負債折現率，方能確保財務缺口不致擴

大。 

二、依勞工保險局以 98 年 12 月 31 日勞保資料為基礎

之委託精算結果，勞保普通事故保險平衡費率為

23.84%，惟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

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 7.5%至

13%，上開條文修正施行時，保險費率定為 7.5%，

施行後第 3 年調高 0.5%，其後每年調高 0.5%至

10%，並自 10%當年起，每 2 年調高 0.5%至上限

13%，故勞保費率即使調增至法定上限 13%，仍遠低

於前述精算結果平衡費率（23.84%），現行機制下

勞保普通事故保險已面臨極高之財務風險，建議政

府部門應修法解除每年只能調高 0.5%，與費率上限

為 13%的作法，建議以能維持未來 30年不會破產作

為保費費率為調整之依據之參考以為因應。 

三、在現行體制下的機關人力無法負荷未來基金操作業

務，且目前基金操作業務透過委外處理多從事國內

投資行為，投資報酬率亦不高，建議短期內應將現

行的短期投資策略調整為更具前瞻性之中長期全球

佈局投資策略，增加國外委託部分，以多元投資策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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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及與

會委員代表 
意 見 內 容 

略佈局全球市場，中長期可研究改變由行政機關直

接負責委外之作法，將所有政府基金委外投資部分

整合，改由行政法人機制辦理此業務，進行更專業

化之委外投資，這樣才能排除現行相關法令（如政

府採購法）與專業人力不足之限制，以增加投資報

酬率。 

四、在人口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發展趨勢下，現今世

界各國的社會保險財務均面臨嚴重衝擊，並已紛紛

採行提高保險給付條件或縮減給付金額等措施，建

議勞保基金應考量財務負擔之可行性，參考全球社

會保險所得替代率之改革趨勢不宜超過 45%，逐漸

調整勞保年金之所得替代率；另可研擬從制度面進

行相關配套改革，規劃年輕世代多投資在個人儲金

帳戶制，且可開放個人帳戶之儲金靈活運用(如由

民間金融機構操作)，將資金導入民間以活絡台灣

的金融市場。 

公務人員退撫

基金監理會 

符顧問寶玲 

鑑於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及勞保基金未來 20 年內

將可能面臨破產危機，必須從制度上澈底改革，方能根

本解決其財務問題。爰建議勞委會針對 40 歲以下的勞

工採行個人帳戶制，保費收入不論是雇主提撥、自行提

撥及政府撥補的金額，均存入被保險人自己專屬帳戶

中，無論傷病、殘廢、老年、死亡等給付均由此帳戶支

付，可參考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將個人未來的給付完

全由個人帳戶支應，以避免未來世代對立的社會問題。 

張委員盛和 

(財政部黃次長

定方代表出席) 

勞保基金原則上要自給自足，在收入不足支應支出

時應適時調整費率因應，不宜依賴政府撥補；另基金不

能僅有短期財務操作，更要有長期的財務規劃，即透過

目前基金的收入、支出實況及未來可能變動情形，精算

出合理的保險費率及投資報酬率。 

  



 9 

 「各主管機關對 99年度監察院糾正(舉)、彈劾案件及審計部

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建議改善事項檢討辦理情形」 

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12次會議－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審計部 

王廳長麗珍 

一、鑑於各機關負責實際業務執行，審計機關主要負

責事後審核，本部審核所發現缺失是否未涉及內

部控制五項要素之範疇，原則尊重各機關之認

定。本部提出審核所發現之缺失，重點不在於區

分是否屬內部控制缺失，而是各機關能否就缺失

事項加以檢討改善；倘屬內部控制缺失事項，可

由機關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就機關整體內部控制

機制予以檢視後，透過強化控制重點或內部控制

要素等環節逐步改善。 

二、另為避免耗費過多時間在解決內部控制缺失認知

差距，建議由各機關自行針對審核報告建議改善

事項做明確分類，本部亦會視需要提供相關資

料，俾利各機關進行檢討改善。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