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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7 次委員會次委員會次委員會次委員會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0 年 11月 4日（星期五）上午 09 時 30 分    

二二二二、、、、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行政院第三會議室行政院第三會議室行政院第三會議室行政院第三會議室    

三三三三、、、、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秘書長中森林秘書長中森林秘書長中森林秘書長中森                                    記錄：徐菁鴻、陳志良 

四四四四、、、、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    

石副召集人素梅 石素梅 

李委員述德 蕭家旗代 

曾委員勇夫 蔡清祥代 

吳委員泰成 張念中代 

劉委員憶如 陳麗春代 

朱委員景鵬 趙錦蓮代 

李委員羅權 李吉祥代 

李委員鴻源 陳振川代 

陳委員裕璋 陳裕璋 

陳委員德新 陳德新 

審計部 王麗珍 

鄭教授丁旺 鄭丁旺 

蘇教授瓜藤 蘇瓜藤 

王教授正 王正 

徐教授正戎 徐正戎 

法務部(廉政署防貪組組長) 曾慶瑞                                                                                                                                                                                                                

內政部(政務次長、社會司長) 簡太郎、黃碧霞 

國防部(副部長、軍備局副局長) 楊念祖、魏大鵬 

五五五五、、、、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定上次會議紀錄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會議紀錄確定。    

七七七七、、、、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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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111 案案案案：：：：本院推動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形，報請  公

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洽悉。 

(二)為使本小組能深入診斷各主管機關提報議

題，請主計處賡續充實各類專長之專家學者

人才資料庫，供本小組適時遴選專家學者與

會提供意見，使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更臻周

妥。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檢討改善成效，亦

可多加運用前開資料庫適時邀集專家學者進

行評鑑。 

(三)截至本(100)年 9 月 15 日止，仍有經濟部及

體委會尚未召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另

青輔會尚未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請上開機關

積極辦理。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

形，報請  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洽悉。 

(二)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

形，仍有 10 案繼續列管，請相關主管機關

積極辦理，並依限回報最新辦理情形，俾供

本小組瞭解辦理成效。 

(三)因外界對內部稽核議題特別關注，故請研考

會進一步研議各種可行運作方式、優劣分析

及其相關配套措施，專案提報本小組討論。 

(四)持續性稽核旨在全面性及持續性針對作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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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作查核測試及分析，以發現異常並提出因

應措施。研考會 GPMnet2.0 只能針對施政計

畫管考部分作強化，恐無法防止最近發生之

違失案例，如：台大退休組員利用偽造的人

頭戶侵占公款、樹林分局出納竄改員警的出

勤加班費等再次發生，故仍請研考會針對持

續性稽核議題，研議跨職能系統之資訊整合

平台，以強化內部控制功能，並請研考會先

擇一機關試辦，俟持續性稽核運作成熟後，

再擴及其他機關辦理。 

(五)請法務部儘速會商各法令規定訂定之主管機

關研訂遵循法令之具體可行作法，以達成遵

循法令規定之目標。 

(六)請辦理稽核評估職能之權責機關適時將訪查

結果提報本小組。 

第第第第 3333 案案案案：：：：檢陳「政風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

例」，報請  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洽悉。 

(二)請法務部分行各主管機關轉知所屬參考。 

第第第第 4444 案案案案：：：：檢陳「內政部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之現況

檢討與策進作為」，報請 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洽悉。 

(二)請內政部將與會委員及專家學者所提意見

(如附件１)併同納入檢討與策進作為，強化

內部控制機制，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落實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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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三)社會福利服務為政府之重要政策，為有效提

升社會福利服務補助款執行績效，應著重源

頭管理，以降低控制成本。另內政部應再強

化補助作業要點效益面規範，以及加強社會

福利補助經費核銷訓練，讓社福團體了解政

府核銷之作法及流程，以期社會福利補助經

費發揮最大效能。 

第第第第 5555 案案案案：：：：檢陳「國軍採購作業檢討及策進作為」，報

請 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洽悉。 

(二)請國防部將與會委員及專家學者所提意見(如

附件２)併同納入檢討與策進作為，並請按內

部控制五大要素，配合機關組織面、制度面

及執行面逐一深入檢討，納入內部控制制度

落實執行，並適時再將改善結果提報本小

組。 

(三)另請工程會研議評估是否將本案內部控制缺

失相關改進措施及控制點，納入採購業務共

通性作業範例，供各機關參考。 

八八八八、、、、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關於各主管機關針對 98 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建議改善事項檢討辦理情

形，提請  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請審計部協助自本年度起將建議改善事項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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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缺失者分開表達，99 年度建議改善

事項併請考量能否區隔，以利各主管機關後

續檢討，本院並可掌握各主管機關內部控制

缺失案件消長情形。 

(二) 99 年度審計部審核報告提出 98 年度缺失仍

未完成改善，但各主管機關認定已完成改善

之比率甚高，爰請差異最大之勞委會、法務

部及海巡署針對本年度重點工作，檢討強化

現有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形（含審計部提出

尚未完成改善項目），提報本小組。 

(三)另請主計處代擬代判院函要求內部控制缺失

未完成改善比率偏高之主管機關加速檢討，

以強化內部控制機制。 

 

九九九九、、、、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中中中中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 11115555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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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內政內政內政部部部部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之現況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之現況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之現況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之現況檢討與檢討與檢討與檢討與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    
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7 次會議－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審計部 

第一廳 

王廳長麗珍 

審計部近年來積極推動績效審計工作，有關各部會補助款項支

出，建議亦可在相關補助要點內設定補助目標及衡量指標，據

以評估考核補助款項支出獲致之成效，審計部亦會針對此部分

辦理績效加強查核。 

中正大學 

王教授正 

一、首先，社會服務補助具多樣化及難以量化之特性（很多情

況屬於質性服務提供），且民間社福機構非常多，中央較

難直接控管。基於地方政府最清楚受補助機構的執行效

果，所以經費核銷管理的關鍵在地方政府。 

二、其次，經費核銷與執行的成效要分開來看。有些機構核銷

比率很高，但福利機構評鑑的結果不佳（成效不好）；反

之，有些機構核銷率差，但有極高的評鑑成果。故建議內

政部將社福機構的經費核銷與執行效果合併考量，建立內

部控管合宜之衡量指標。 

三、近年來補助經費的核銷率漸達滿意水準，因此本案的關鍵

在於建立地方政府及受補助社福機構的評鑑機制。而評鑑

機制亦屬監督機制之一環，故請內政部輔導強化。 

政治大學   

鄭教授丁旺 

一、目前內政部已大致設計完整內部控制制度的各項控制環

境，惟本案是社會福利補助經費核銷問題之檢討，然而經

費核銷僅是事後的細微問題，如何將補助經費做最有效的

運用才是內部控制的重點。如果補助費已全數核銷，但效

果不彰，仍是一種資源浪費。 

二、要瞭解社福機構對政府的補助經費是否有效的運用，才能

達到效率和效果，效率與效果是政府的經費支柱，也是審

計部未來績效審計的方向。 

三、就核銷問題建立相關制度，提下列 4 點建議: 

(ㄧ)持續性的補助：平常要考核其績效，內部要建立機制，

針對每年補助的成效，亦應建立評鑑機制。 

(二)一次性補助：嚴格審查其計畫內容。 

(三)第一次(新成立)補助：站在輔導的立場，強化後續的輔

導。 

(四)另持續性的補助，可透過平時考核來瞭解，事後的控制

與監管就可放鬆，把重點放在一次性及第一次的補助

案上。 

四、又期中查核制度之建立，可利用實地訪查及檢視受補助機

構所提供的期中報告，以瞭解經費支用進度。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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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曾發生過無法核銷的問題，可列案上網公告無法核銷之

原因、困難，以利受補助機構瞭解辦理核銷該具備之條

件，減少發生同樣的問題。 

七、落實內部控制的目標，是要把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建議

內政部再加強平時的稽核及利用統計抓重點，即可避免核

銷困難的問題。 

八、檢討內部控制時，可按下列 4 類依序檢討: 

(ㄧ)第一類：風險高、控制成本低，應作好，績效會最高 

(二)第二類：風險高、控制成本高。 

(三)第三類：風險低、控制成本低。 

(四)第四類：風險低、控制成本高，可不予理會 

政治大學  

蘇教授瓜藤 

ㄧ、國家的內部控制制度已逐步改善，但由於時空移轉，舊制

度已難適用，又因新業務不斷產生，相關的配套、規劃亦

應隨之調整。 

二、社會福利補助除考量補助經費的多寡外，補助後的執行進

度與效果、人力資源配置亦是重點。經費、事情及人力這

3 項要互相搭配並到位。如再將補助作業資訊化、流程化

並善用甘特圖規劃時程，即使對較小的團體也有輔助的功

能。再輔以會計師事務所協助流程前端的預備事項及後端

的處理等，將整個流程合理化，可提升整體作業效率。 

三、資訊系統平台的建立：國外已有政府實施國家資料庫整合

的概念，將政府與人民的資料串連，人民可與政府共享資

料，資料庫的整合與串連除可提升政府施政效能與節省人

力外，更可簡化人民團體輸入資料之程序，將使前端的輔

導及後端的控管程序比較健全。 



 1 

「「「「國防國防國防國防部部部部國軍採購國軍採購國軍採購國軍採購作業檢討作業檢討作業檢討作業檢討及及及及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    
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7 次會議－專家學者意見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中山大學  

徐教授正戎 

國防部已依據審計部所提出之審核意見檢討並完成採購相關

法規之增刪修訂，值得肯定，另外提出 2 點意見如下： 

 一、制度面： 

(ㄧ)鑑於國防採購事務龐雜，採購人員應施以專業訓練，故

建議將國防採購相關法規彙編成冊，並適度納入標準

作業流程，俾利於採購專業知識之傳承，另訂定之國

防採購法規，倘能報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備查，

則程序上將更臻完備。 

(二)有關政府採購法中涉有上級機關職權規定部分，因國

防部囿於組織調整之變遷，管理人力尚屬有限，擬研

訂妥適授權條件，惟查政府採購法涉有上級機關職權

者計有第 12、14、50、53、55、56、64、72、85、

103、105 及 106 條等 12 條 14 項之規定，除依第 12 條

得制訂相關授權辦法外，餘皆需由上級機關依職權監

辦，不得授權，故請國防部針對審計部審核意見再予

釐清。 

二、執行面: 

(一)採購評選委員會之工作小組應由採購專業暨專職人才

擔任，至於人力來源可考量運用軍事院校如國防大學

管理學院所培訓之人員或由文職人員出任。 

(二)另在內部控制防弊方面，只要採購承辦人員不參加採

購評選委員會之評選，並經由建立人才資料庫，增加

外聘專家學者參與之比例，尤其是增加法律專業人

員，即可進一步獲得改善。 

政治大學  

鄭教授丁旺 

國防部已針對審計部審核意見提出因應措施，並就採購作業制

度規章修正完峻，惟實際改善成果仍應視審計部實質審查結果

而定。 

 

政治大學  

蘇教授瓜藤 

國防部報告已十分完整，內部規章及流程之檢討都已具備，外

部環境及內外部環境之落差可再稍加著墨，並透過問卷調查分

析瞭解內部與外部期望是否存有落差，倘外部環境不良，則應

由政府加以改善，又為使問卷調查有效，請考量問卷調查辦理

單位之獨立性及專業性。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