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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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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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2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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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第行政院第行政院第行政院第 3333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三三三三、、、、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李李李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四川四川四川四川                          記錄：徐菁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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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奇代 

張委員善政 趙錦蓮代 

許委員俊逸 陳尤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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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教授洪昭 俞洪昭 

蘇教授彩足 蘇彩足 

李廳長順保 李順保 

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  

勞動部(科長) 陳美女 

國家發展委員會(設計師) 林嬿 

科技部(研究員) 傅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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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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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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落實內部控制自我監督機制，請各機關參考本院主

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分行之「政府內部稽核實作

範例」規劃及執行內部稽核工作，俾合理確保機關內部

控制持續有效運作，協助機關達成施政目標。 

(三)請主計總處將鄭講座教授丁旺所提意見(如附件 1)納入各

主管機關對審計部年度審核報告涉及內部控制缺失案件

及改善情形案一併檢討分析。 

(四)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依本次會

議結果仍有 2 案繼續列管，請相關主管機關賡續積極研

處辦理。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檢修「主計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一案，報

請  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同意備查。 

(二)俞教授洪昭所提意見請主計總處於會後適度說明，並參

酌其意見檢討修正主計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

例後，分行各主管機關轉知所屬參採。 

(三)有關鄭講座教授丁旺之意見請主計總處納為後續研議推

動強化政府內部控制之參考（專家學者意見如附件 2）。 

 

第第第第 3333 案案案案：：：：關於審計部專案調查地方政府內部控制制度推行情形一

案，報請  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請主計總處參考專家學者意見(如附件 3)，研議可行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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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作法，以敦促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內部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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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陳第一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成果及擬具

「第二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推動計畫（草

案）」，提請 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原則通過，請主計總處參採專家學者意見（如附件 4）檢

討「第二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推動計畫（草

案）」，並循程序簽院核定後分行法務部等 16 個參與試

辦機關，請其依規劃時程積極辦理，以順利推動第二階段

試辦作業。 

(二)法務部、法務部矯正署、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國立故

宮博物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主計總處等 6 個機

關配合本院推動參與「第一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

聲明書推動計畫」，已完成階段性目標，值得嘉許，請

上開機關就相關人員予以敘獎鼓勵。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擬具「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草案)」，提請 討

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原則通過，請參酌與會委員及專家學者意見(如附件 5)修

正，並循程序簽院核定後函頒。另請各機關依要點所訂

提報程序於 104 年度踴躍提報 103 年度內部控制辦理情

形參與考評。 

(二)為鼓勵各機關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各項工作，並針對執行

成效良好機關給予適當獎勵，請主計總處會同財政部、

法務部、國家發展委員會等權責機關辦理相關考評作

業，以促使各機關積極發揮內部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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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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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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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辦理情形後續辦理情形後續辦理情形後續辦理情形」」」」    

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丁旺 

行政院推動強化政府內部控制工作迄今將屆 4 年，惟

據本案統計資料顯示審計部年度審核報告所提各機關

涉及內部控制缺失案件未見顯著下降，建議檢討分析

其原因。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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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 2222 案案案案「「「「檢修主計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檢修主計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檢修主計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檢修主計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    

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俞教授洪昭 

一、內部控制一般可分為個體內部控制及聲明內部控制，建

議確認我國政府目前所推展之內部控制機制屬何者，若

為個體內部控制，是否再細分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

請予補充說明。 

二、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應先有控制目標，依控制目標據以

訂定控制作業。控制目標不等於遠景或一般作業目標，

控制目標乃希望避免某項風險發生，而進行辨識風險、

確認目標（即確認欲控制之風險，例如為達防弊或提升

效率等控制目標）之過程，本報告案所附相關控制作業

範例僅彙整作業程序，未列示控制目標，建議納入各該

作業項目之風險項目及控制目標，以利設計有效之控制

作業，從而發揮內部控制功能。 

三、作業程序說明表中之「作業程序說明」與「控制重點」

似有雷同，建議依其性質檢討整併之可能性。另建議於

「法令依據」之後註明法規之最新版本及修訂日期，以

利參考。 

四、建議流程圖可註明各項作業係採人工或電腦處理，產生

之文件應註明份數（如一式三聯）、流向及存查單位與

方式；各單位間流程之串連應明確，部門專屬文件應清

楚標註，以發揮流程圖應有功能。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

丁旺 

主計總處擔任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之幕僚，於推

動政府內部控制機制過程中均參照國際 COSO 原則建構我國

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目前中國大陸官方及非營利組織，

係將防止公信力喪失、防止權力失控（濫用權力）、防止政

府施政不作為、防止財務貪腐情形及防止行政效率不彰等定

為內部控制目標，為更精進我國政府內部控制，建議政府後

續強化內部控制工作之推動可朝此一方向研議。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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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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審計部專案調查地方政府內部控制制度推行情形關於審計部專案調查地方政府內部控制制度推行情形關於審計部專案調查地方政府內部控制制度推行情形關於審計部專案調查地方政府內部控制制度推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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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 

李秘書長四川 

依審計部調查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內部控制推動情

形確實尚待加強，請主計總處參考審計部意見，研

議提供補助款等誘因，鼓勵地方政府落實推動內部

控制工作之可行性，或適時推動內部控制法制化，

強制規範地方政府推動內部控制工作，避免因首長

更替等因素，致地方政府落實辦理情形不一。 

審計部 

李廳長順保 

依本部第 1 次全面調查地方政府內部控制推動情形

之結果，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分別於 91 及 98 年即

逐步推動內部控制工作，並已展現初步成效，另有

部分市縣政府尚未開始推動，顯示地方政府內部控

制工作之推動情形存有顯著差異。建議行政院除以

院函請地方政府依地方制度法本權責強化內部控制

機制並落實執行外，可進一步研議提供獎勵誘因或

擇選部分地方政府作為示範，以敦促地方政府積極

推動內部控制工作。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丁旺 

依本案附表，直轄市中臺北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政

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之比率已近 100%，而新北市及

臺中市政府實施比率則分別僅有 65%及 23%，建議進

一步瞭解其實施比率偏低之原因，並協助改善。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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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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陳第一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成果及擬具檢陳第一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成果及擬具檢陳第一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成果及擬具檢陳第一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成果及擬具

『『『『第二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推動計畫第二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推動計畫第二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推動計畫第二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推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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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教授洪昭 

一、「第二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推

動計畫（草案）」將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依

有效程度區分為「有效」、「部分有效」及

「少部分有效」3 種類型，除與民間企業區分

為「有效」及「無效」2 種類型不同外，一般

民眾（使用者）亦可能不易瞭解「部分有

效」及「少部分有效」類型之差異。 

二、機關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件中，僅評估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面與執行面之符合情形，建議

再就內部控制之有效性進行測試，方能合理

判斷機關整體內部控制有效程度。 

三、依 COSO 內部控制理論架構，內部控制缺失有

「顯著缺失」及「重大缺失」等類型，惟前

揭計畫草案僅就「重大缺失」予以定義，並

未敘及「顯著缺失」類型。 

四、前揭計畫草案附件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範例

僅說明該聲明係依據評估及稽核之結果，建議

將機關辦理評估及稽核工作所依據之法令或規

定加以敘明，俾資周延。 

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蘇教授彩足 

為使內部控制工作之推動有效發揮功能，建議先

行檢視評估第一階段試辦計畫執行成效，以及內

部控制制度聲明書簽署前後對機關運作之差異為

何，以作為研議是否擴大辦理之參考。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  

丁旺 

主計總處於本（103）年委託國立政治大學辦理

「政府內部控制法制化及相關配套措施」專案研

究，研究團隊業請試辦機關就其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自行評估作業及內部稽核工作等辦理情形提

供相關資料或進行個案研究，研究發現機關首長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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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程度為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能否有效落實推動

之關鍵，參與第一階段試辦機關確能藉由試辦過

程強化其內部控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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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 2222 案案案案「「「「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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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 

李秘書長四川 

一、 有關本草案附表一之三「內部控制法令遵循

之評分標準表」所列執行面之評分標準，宜

從共通遵循高風險法令的宣導或教育等情形

評分，以避免產生蘇教授所提之疑義。 

二、 考評機制實施初期可採獎勵方式鼓勵機關積

極辦理內部控制相關工作，惟中長期宜考量

機關屬性等，研議增加懲處機制之可行性。 

 

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蘇教授彩足 

一、 十分同意政府以獎勵方式鼓勵機關積極辦理

內部控制相關工作。 

二、 有關本草案附表一之三「內部控制法令遵循

之評分標準表」所列執行面之評分標準，因

機關業務性質不同，若以溝通、協調與諮詢

之次數或法令數作為評分標準，恐導致部分

對於法令不清楚之機關得分較高，惟針對其

業務特性只加強辦理少數特定法令宣導之機

關反而得分較低等情形。 

三、 考量機關提報內容可能具有多樣性，故可規

範機關提報資料參與考評時，必須提供之資

料範圍，惟應避免統一規範填報格式，以提

供機關填報資料之彈性。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