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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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 次次次次委員會議紀錄委員會議紀錄委員會議紀錄委員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3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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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會議室    

三三三三、、、、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秘書長四川                          記錄：顏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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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  

石副召集人素梅 石素梅 

張委員盛和 黃成昌代 

羅委員瑩雪 周章欽代 

黃委員富源 黃新雛代 

管委員中閔 何全德代 

林委員一平 趙錦蓮代 

許委員俊逸 蘇明通代 

曾委員銘宗 李滿治代 

劉委員文仕 沈淑妃代 

鄭講座教授丁旺 鄭丁旺 

吳講座教授壽山 吳壽山 

蘇教授瓜藤 蘇瓜藤 

李廳長順保 李順保 

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  

法務部(組長) 劉廣基 

衛生福利部(司長) 石崇良 

國家發展委員會(專門委員) 蘇文曼 

國家發展委員會(科長) 陳英傑 

國家發展委員會(科長) 吳美雲 

國家發展委員會(設計師) 林  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長) 陳抄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科長) 謝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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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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會議紀錄確定。 

七七七七、、、、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第第第 1111 案案案案：：：：本院推動內部控制作業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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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備查。 

(二)請本院主計總處將公立醫院內部控制制度整體層級有效性

判斷參考項目及內部稽核分行衛生福利部等相關主管機關轉

知所屬參採，另針對公立醫院接受民間捐贈款項部分，請相

關主管機關督促所屬公立醫院應將接受民間捐贈款項收支作

業之控管機制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以免影響政府公信力。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完成建置民間團體補

（捐）助系統及上線事宜，文化部等 4 個試辦機關及本院主

計總處從旁協助，值得肯定，請相關主管機關就參與人員予

以敍獎鼓勵，並請國發會將系統上線使用事宜及查詢作業範

例代擬代判院函分行各主管機關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四)請各主管機關積極鼓勵所屬於 104 年踴躍提報本(103)年度

內部控制辦理情形參與考評。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檢陳法務部、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本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等 4 個權責機關增修 10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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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備查。 

(二)請法務部、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本院公共工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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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修正之共通性作業範例分行各主管機關轉知所屬參採，

並更新登載於機關外部網站。 

 

第第第第 3333 案案案案：：：：檢陳「102 年跨部會政院管制計畫強化管考機制試辦情

形」，報請 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同意備查。 

(二)國發會針對現有施政計畫管制作業，強化跨機關整合控管

及協調機制之努力，值得肯定。請國發會依與會委員、專家

學者及本小組幕僚單位所提意見(如附件 1)檢討精進現行跨

機關整合管考及研議建立合宜績效衡量指標之訂定等機制，

並課予主管機關權責，以及擇定試辦計畫評核成果良好之機

關分享實務經驗，或製作實務案例供各機關參考，進而提升

計畫執行成效，發揮跨域治理綜效。    

 

八八八八、、、、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第第第 1111 案案案案：：：：各主管機關對監察院彈劾、糾正（舉）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檢討辦理情形，提請  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照案通過，並請參考蘇教授瓜藤所提意見(如附件 2)檢討研

議相關作法。 

(二)肯定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財政部依本院訂頒「強化內部控制

實施方案 103 年度重點工作」規定辦理內部稽核，並提出具

體稽核意見，請配合製作範例或分享實際作法供各機關參

採，並請各主管機關督促所屬確依年度重點工作規定辦理內

部控制相關工作。 

(三)請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賡續敦促各機關確依政府採購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提醒常見缺失，以強化政府採購業務之內部



 4 

控制機制。 

(四)請本院農業委員會及國防部擔任法規檢修及落實執行等之

示範機關，並於 104 年底前將該年度示範辦理情形提報本院

內控小組。 

(五)請財政部、經濟部及交通部加強督導所屬國營事業各依其

相關法令規定強化內部控制機制，以合理確保達成營運目

標。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擬具「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4 年度重點工作」（草

案），提請 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原則通過，請參考專家學者及審計部意見(如附件 3)修正，

並循程序簽院核定後函頒。 

(二)為降低各機關常見內部控制缺失發生風險，並強化機關內

部控制機制，請各機關落實執行「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4 年度重點工作」，並督促所屬機關確實辦理。另請就

103 年度監察院彈劾、糾正（舉）案件與 102 年度審計部重

要審核意見，依前開重點工作所列舉常見內部控制缺失態

樣，再次檢視有無遺漏內部控制缺失案件之情形。 

(三)請各機關建立定期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對於涉及人

民權利或義務之業務，考量影響機關施政形象或服務品質之

風險等級，據以設計控制機制。另於 104 年底前至少辦理一

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工作，以確保機關內部

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 

 

九九九九、、、、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 時時時時 222200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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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 3333 案案案案「「「「102102102102 年跨部會政院管制計畫強化管考機制試辦情形年跨部會政院管制計畫強化管考機制試辦情形年跨部會政院管制計畫強化管考機制試辦情形年跨部會政院管制計畫強化管考機制試辦情形」」」」    

與會委員及專家學者意見表 

與會委員及專家

學者 
意 見 內 容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蘇教授瓜藤 

一、 施政目標及績效指標之訂定應配合環境變化適時調

整，且應衡量「成果」 (outcome) 而非「投入」 

(input) 或「產出」 (output)。以「智慧電子國家

型科技計畫」為例，「博碩士人數」人才培育指標僅

著重衡量養成博碩士人數而未能衡量人才投入就業發

揮之效果、「技術移轉與服務」及「專利申請與獲

得」指標僅著重衡量技術移轉件數及專利權數量而未

能衡量其經濟產值、「技術創新」指標著重衡量產學

計畫投入金額而未能衡量產出或成果。此外，該計畫

具體成果提及促進廠商研發與生產投資分別達 80.55

億元與 2,368.58 億元，與「經濟效益」設定促進廠

商投資 10 億元以上之指標差距甚大，應探究其指標

訂定合理性或實際成果衡量是否有誤。 

二、 近來食品安全議題特別引起國人關注。除了已處理之

事項外，例如食用魚類遭使用化學藥劑清洗等情事，

亦危害國人健康。建議相關機關將該等議題納入施政

計畫及評核項目。 

行政院 

李秘書長四川 

一、 針對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院於 102 年因應塑化劑風波

推出「化學雲」，103 年則因應食用油危機提出「食

品雲」，皆為跨部會施政計畫項目，請國發會針對相

關施政計畫實際執行結果確實檢討是否涵蓋足夠層

面、是否有環節漏未管控及相關管控機制是否有效

等。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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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政之管考相當重要，惟通常未獲足夠重視，以公共

工程管理為例，因工程進度延誤導致公帑浪費及民眾

抱怨，可借鏡鄰近國家及企業經驗，強化規劃及進度

管控與落後之因應機制。 

管委員中閔 

（國發會管制考核

處何處長全德 

代表出席） 

一、 目前各機關施政計畫績效指標多屬「產出」(output) 

而非「成果」 (outcome)，國發會將依與會專家學者

建議加以精進。未來將要求機關訂定績效指標應具鑑

別度及挑戰性，並因應時代調整，從過去「供給方」

改為由民眾及產業（即「需求方」）等角度思考訂

定。 

二、 跨部會管制計畫機制為行政院建立管考制度多年以來

ㄧ大創新，由過去以部會個案計畫改由民眾關切之功

能區塊進行跨部會管考，並維持分級管考及機關自主

管理。由國發會擇定部分計畫，例如食品安全及易淹

水地區水患治理等計畫進行試辦，由相關部會建立跨

部會溝通機制及平台。該機制之推動至 102 年以來已

逐步發揮實際效用，包括促進跨部會計畫資訊流通、

加強部會間橫向協調機制、計畫執行經驗分享（例如

採購、工法等）及資源整合等，以確保政府機關說到

做到且施政成果讓民眾看得到。 

三、 國發會秉持監督及透明原則，自 104 年度起將各機關

個案計畫形成、指標訂定、執行過程及評核結果等公

開供外界檢驗。另國發會未來將採建立計畫全生命週

期評估機制，加強機關個案計畫辦竣後之屆期評估，

衡量計畫之遞延效果，並逐步輔導各機關將評估結果

回饋至未來計畫訂定及預算編列。 

四、 國發會對大眾關切之食品安全議題相當重視，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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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將相關食品安全計畫列為政院列管計畫之重

點，委託專業食品研究所作成評估報告，提出包括赴

國外進行查廠等多項具體意見。針對食品安全計畫管

考機制，國發會另提出創新作法如下： 

(一) 配合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於審查政院列管計

畫之年度作業計畫與績效指標合理性時將相關政

策及民眾觀點納入評核加以強化。另預計自 104

年起公開所有計畫資訊，接受大眾檢驗，形成社

會監督。 

(二) 擴大行政院列管食品安全相關計畫之範圍，例如

納入科技計畫等，以完整呈現計畫面向。 

(三) 研擬走動式管理，將各機關所填報書面資料，藉

由會同相關單位及專家不定期至現場進行深度評

估實際執行情形，以確保計畫如期如質達成。 

臺灣師範大學 

全球經營與策略

研究所 

吳講座教授壽山 

一、 跨部會施政計畫之管控機制可以「一棒接一棒」為

喻，針對跨部會管控機制及績效指標之訂定，建議國

發會研議相關精進作法，例如針對產出與成果等面向

分別訂定績效指標，俾利顯示計畫各階段實際成效，

各階段績效相乘則為總績效。 

二、 管控之目的非為管控而管控，而係為了發現問題而管

控並加以改善，再藉衡量指標之設計，協助快速且有

效地達到提前發現問題，產出成果或防範於未然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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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 1111 案案案案「「「「各主管機關對監察院彈劾各主管機關對監察院彈劾各主管機關對監察院彈劾各主管機關對監察院彈劾、、、、糾正糾正糾正糾正（（（（舉舉舉舉））））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檢討辦理情形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檢討辦理情形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檢討辦理情形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檢討辦理情形」」」」 

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蘇教授瓜藤 

一、 建議進一步就本案附件 1「100 至 102 年度監察院彈

劾、糾正（舉）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重要審核意見屬內部控制缺失件(項)數」分析並追

蹤各部會內部控制缺失件(項)數之改善或惡化情形，

或將缺失案件依其性質及重要性訂定不同管考時程或

作為等。 

二、 附件 2「101 年度審計部重要審核意見屬內部控制缺失

近 3 年發生類同事項追蹤查核情形」中，「已研謀改

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中」、「依法陳報監察院，

該院或業提案糾正，或已提具調查報告」及「仍待繼

續改善」等欄位定義及彼此邏輯關聯性宜予確認，再

者針對「仍待繼續改善」欄中經機關自行認定非屬內

部控制缺失者之項數占發生類同事項總數比率甚高，

請主管機關探究其自行認定之合理性。 

三、 有關附件 3「100 至 102 年度機關常見內部控制缺失態

樣」註明機密案件不列入該表計算一節，鑒於缺失案

情或屬機敏，但去識別化後仍可就件數納入統計，俾

利加強管控。以近來食品安全議題為例，將部分有安

全疑慮之食品以已銷售或已過期為由未公告其品名，

致引起民眾不滿，影響政府公信力。爰屬機密性質之

內部控制缺失案件，其檢討改善情形亦應納入追蹤管

控，建議仍宜將該等缺失案件列入該表統計分析。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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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前行政院推動強化內部控制工作，依規定其實施對

象僅包括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行政院以

外機關未來是否有推動內部控制之具體時程規劃，請

補充說明。 

審計部 

李廳長順保 

一、各機關對於審計部年度重要審核意見所提缺失本應關注

是否確實改善或檢修相關規制。審計部前因考量行政

院推動政府內部控制初始階段，爰就 100 及 101 年度

審計部重要審核意見協助各主管機關認定是否屬內部

控制缺失。嗣鑑於認定內部控制缺失尚非屬審計部業

務範圍，且部分機關對於認定結果亦有不同見解，為

落實各機關對其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負責，爰自 103

年度起，已回歸由機關自行認定內部控制缺失(含審計

部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 

二、本案附件 2 機關自行認定屬內部控制缺失情形似略為保

守，建議可研究就機關自行認定結果建立抽樣覆核機

制，認定結果有重大差異或特殊事項並可於本委員會提

出說明，以逐步建立機關認定內部控制缺失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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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第事項第事項第事項第 2222 案案案案「「「「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4104104104 年度重點工作年度重點工作年度重點工作年度重點工作（（（（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蘇教授瓜藤 

一、 十分肯定政府積極推動 104 年度內部控制重點工作。 

二、 針對鄭教授於第 21 次委員會議建議將公權力濫用、

施政不作為、公信力喪失及行政效率不彰等定為政府

內部控制目標，經檢視本重點工作草案相關內容似無

法直接對應上述目標，惟幕僚單位已說明將研議逐年

納入。建議建立較大內部控制目標，規劃採行具體推

動作法，並運用內部控制組成要素由上到下管控流

程，使機關落實自主管理。 

三、 本重點工作著重於執行成果面之控管，若能納入前期

規劃面之預防措施將更妥適。過去曾有部分機關因計

畫之前期規劃時程延宕或涉及跨部會協調議題等問

題，導致執行進度落後，甚至被審計部提出缺失之情

形。建議考量於「如何規劃事情」即一般所稱前期作

業(Stage Zero)階段進行控管，從廣義之「應作為」

將控管範圍擴及到預防措施。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丁旺 

一、 蘇教授所提本案工作內容似無法直接對應本人於第

21 次委員會議所建議之政府內部控制目標部分，考

量本草案係屬年度重點工作，得不詳細列舉，若行政

院政策決定將公權力濫用、施政不作為、公信力喪失

及行政效率不彰等納入內部控制目標並落實執行，建

議將其嵌入（Build-in）政府內部控制整體架構，並

作為未來政府內部控制之努力方向，以提升行政效率

及廉政倫理。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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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審計部案件，可分兩方面來探討：重複發生

(recurring) 及 逾 二 年 以 上 仍 未 完 成 改 善

(prolonging)之案件。其中重複發生之案件可再細分

為同一機關重複發生案件與不同機關類似案件重複發

生，兩者意義不同，應注意該等案件之發生原因及其

影響程度。另針對逾二年以上仍未完成改善之案件，

應探討其遲未完成改善之原因及財務影響數

(Financial Impact)。 

三、 審計部近年積極推動績效審計，建議對於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所提涉及內部控制缺失案件，考量自次

年起估算各項缺失造成政府資源浪費或相關執行成本

增加之財務影響數並予以統計，例如因工程延宕而導

致相關成本增加之金額等，此與績效審計關係非常密

切。另鑑於公權力濫用及不作為皆係內部控制問題，

建議參考大陸作法針對不同類型內部控制缺失，擇選

典型案例估算年度財務影響數，以利瞭解政府因內部

控制缺失而產生之損失金額，相關估算資料可供內部

管理參考，並作為政府內部控制長期改善精進方向。 

審計部 

李廳長順保 

一、 鄭教授建議就審核報告所提涉及內部控制缺失案件估

測其財務影響數部分，現行審計部審核意見如經機關

採納並採取改善措施，其中屬可量化財務效益部分，

審計部會嚴謹估算其財務影響數且經機關確認後，納

入每年度績效報告對外揭露，審計部將朝鄭教授建議

方向持續努力。 

二、 鄭教授所提針對監察院彈劾、糾正(舉)或提出其他調

查意見之案件及審計部之審核意見，控管重點應為瞭

解案件發生原因及後續改善是否採行積極作為，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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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深感認同。考量監察院彈劾、糾正(舉)或提出其他

調查意見之案件，行政機關需函復所採行改善措施，

直到該院同意結案，爰建議未來可先從此類案件做

起，針對重要計畫之缺失案件改善情形由行政院相關

管考機關透過書面審查及實地查證機制，以掌握機關

是否確實針對缺失發生原因採取具體且有效改善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