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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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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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104 年 8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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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第 3 會議室    

三三三三、、、、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簡秘書長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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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良波代 

黃委員富源 游金純代 

杜委員紫軍 沈建中代 

徐委員爵民 葉至誠代 

許委員俊逸 蘇明通代 

曾委員銘宗 林育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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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廳長順保 李順保 

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  

法務部法制司(科長) 王晶英 

法務部廉政署(副組長) 葉傳發 

國家發展委員會(專員) 曾慶昌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專員) 陳彧如 

財政部會計處(科長) 陳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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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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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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決議事項後

續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同意備查。 

(二)審計部及監察院所提內部控制缺失，間有事隔多年仍未完

成改善者，請主管機關針對無法改善之環節，會同所屬檢

討因應或指定所屬至其內部控制小組報告辦理情形，並訂

定改善期程，督促所屬依限完成。 

(三)有關事業機構專案精簡(裁減)發放勞保補償金收回問題一

案，請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列管並定期追蹤勞保補償金追繳成效。 

(四)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依本次會議決定繼續列管

者，請相關主管機關積極辦理。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檢陳第二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結果，報請公

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法務部等 16 個機關配合本院推動參與「第二階段試辦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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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開機關持績精進現有內部控制作業，並就相

關有功人員予以敘獎鼓勵(專家學者與機關代表意見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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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

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原則通過，其中遵循法令之評分標準，請法務部參酌與會

專家學者意見分析利弊後，儘速修正分行「辦理共通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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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法令成果考核表」等相關表件，並配合修正本要點

遵循法令考評項目之評分標準後，由本院主計總處彙整循

程序簽院核定後函頒。另請各主管機關依要點所訂程序推

薦本機關及所屬機關提報 104 年度內部控制辦理情形參與

考評。 

(二)請本院主計總處、財政部、法務部、科技部及國家發展委

員會等權責機關賡續辦理相關考評作業，以促使各機關積

極發揮內部控制功能(專家學者與機關代表意見如附件 2)。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有關 103 年度政府內部控制考評結果，提請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照案通過，提報參與 103 年度政府內部控制考評獲獎之機

關成效良好，請循程序簽院核定後辦理後續獎勵作業。 

(二)請本院主計總處綜整內部控制標竿學習案例，函送各機關

參考，以促使達成擴散學習效果。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等 4 個權責機關積極協助辦理考評作業，

值得嘉許，請該等機關就相關人員予以敘獎鼓勵。 

(四)另為使各機關（構）瞭解內部控制的重要性及具體做法，

由本小組規劃辦理對所屬機關（構）內部控制（含內部稽

核）小組召集人之講習。 

(五)請本院主計總處於辦理 104 年度內部控制考評作業時，針

對考評結果表現優良、中等及尚待改善者分別擇選部分機

關辦理實地訪查。另請參考與會委員及專家學者意見衡酌

將考評結果分數轉換為等第方式呈現(與會委員及專家學者

意見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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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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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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陳第二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結果檢陳第二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結果檢陳第二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結果檢陳第二階段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試辦結果」」」」    

專家學者與機關代表意見表 

專家學者與機關

代表 
意 見 內 容 

審計部 

李廳長順保 

外交部連同所屬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一併出

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考量為何？鑑於該部所屬駐外機

構甚多且事務繁雜，與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業務屬性仍有差異，為了聚焦於機關本身內部控制機制運

作情形，建議嗣後該部與其所屬能各自簽署內部控制制度

聲明書。 

黃處長叔娟 

（行政院主計總處

綜合規劃處處長列

席） 

外交部係考量所屬兩個機關之屬性單純，爰併同所屬設計

內部控制制度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鑑於內部控制

主要係幫助機關察覺缺失並落實改善或提出興利作法，為

尊重該部意見並配合其需求，已針對試辦機關連同所屬一

併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情形，於試辦計畫中提供相

關範例供試辦機關參考。 

臺灣師範大學 

全球經營與策略

研究所 

吳講座教授壽山 

一、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類型係以內部控制缺失於聲明日

前所採行改善措施之情形，及其能合理確保內部控

制目標達成之程度，作為判斷依據，此種以內部控制

目標之達成及尋求內部控制問題的解決之道，作為定

義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類型內容之主軸，甚為贊同。 

二、內部控制積極功能在於幫助機關有效管理風險及其可

能造成之損失，以避免無法控制之風險事件發生。通

常無法有效管理風險及損失可能存在三種問題：控制

作業之設計有效性有待檢討、內部控制未落實執行及

受到難以掌控之外部風險的波及。第二階段試辦結果

有兩個機關簽署「部分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渠等若能就前開三種可能問題進一步檢討強化內

部控制機制，對機關可產生正面且積極的影響，應表

支持。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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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第事項第事項第事項第 1111 案案案案擬具擬具擬具擬具「「「「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修正草案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修正草案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修正草案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點修正草案」」」」    

專家學者與機關代表意見表 

專家學者與機關

代表 
意 見 內 容 

王科長晶英 

（法務部法制司科

長列席） 

一、103 年度內部控制考評作業其中法令遵循考評項目執

行面係以機關人員參加與其業務攸關高風險法令說明

會或講習之參與比率為評分標準，惟法務部發現因各

機關實際上所擇選辦理高風險法令說明會或講習之標

準及基礎不一，若機關僅辦理極少數與其攸關高風險

法令之說明會或講習，惟人員參與率高，相較於投入

辦理多數高風險法令說明會或講習之機關，因其人員

參與率難以配合所辦理之次數提高，致前者獲評高

分，後者獲評低分，恐有失公允，爰建議刪除此項指

標。考量現行所篩選出 26 種高風險法令屬公務員執

行職務易發生違法違失之攸關法令，希望機關能普及

性辦理教育訓練，以達預防性效果，因此「內部控制

遵循法令機制」之法令傳達仍將請各機關賡續就上開

高風險法令辦理說明會或講習場次及人數提報辦理成

果。至效益面有關違法違失案例考評指標以考評期間

有罪判決確定及彈劾案件為評分標準，考量該考評資

料之時間往往落後於案件發生時間甚久，若改以受評

機關人員於考評期間受懲處或懲戒等行政處分情形作

為標準，更能適切反映機關當年度遵循法令之情形。 

二、另為使修正後內部控制遵循法令之考評項目評分標

準，能與法務部「內部控制制度遵循法令機制」之成

果考核作業緊密連結，法務部將配合檢討修正上開機

制之相關作業所需表件，並於 9 月初分行予各主管機

關配合辦理相關遵循法令作業。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丁旺 

在推動內部控制初期，機關辦理內部控制及法令之教育訓

練，對於維持良好之控制環境頗為重要，建議仍維持執行

面就機關辦理高風險法令說明會或講習之評分標準，並可

附件 2 



 6 

改以機關辦理與其業務攸關之高風險法令說明會或講習之

法令占所擇選與其業務攸關高風險法令數之比率，與參加

說明會或講習之人數占機關人數之比率，兩個比率綜合來

評分，以避免法務部辦理 103 年度內部控制遵循法令考評

所發現之偏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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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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103103103103 年度政府內部控制考評結果年度政府內部控制考評結果年度政府內部控制考評結果年度政府內部控制考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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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秘書長太郎 

一、本次僅擇選成績優良之部分機關辦理實地訪查，建

議未來實地訪查對象應包括表現良好、中等及較差

之機關，尤其對於表現較差機關更應藉由訪查檢視

其原因，並輔導以強化其內部控制機制，必要時應

要求考評成績較差、漠不關心或不建立制度之機關

檢討改進並參加相關講習或訓練，遲未改進者則應

予懲處。 

二、書面考評之盲點可能在於受評機關不瞭解考評項

目，致所提報考評資料未能反映其內部控制工作辦

理情形，建議應對機關高階主管辦理講習。 

三、建議將考評結果分數轉換為「特優」、「優」、

「甲」、「乙」及「待改善」之等第。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丁旺 

本次考評 80 分以上之機關占總機關數比率未達 5%，60

分以上之機關占 40%，40 分以上未達 60 分者占 32%，顯

見考評作業相當嚴謹。建議針對未達 40 分之機關全面列

入追蹤輔導，或要求各該機關於次年持續參與考評以檢

視其改善成果，避免其內部控制流於書面作業。 

許委員俊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蘇主任秘書明通

代) 

本次考評結果 6 個機關達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核予最高

記功 2 次，相較於考評分數 90 分以上且提報興革建議確

有重大績效之機關核予記 2 大功 1 人，其獎度似有頗大

差距，建議衡酌核予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且成績亦趨近

90 分之 3 個機關記大功 1 次。 

臺灣師範大學 

全球經營與策略

研究所 

吳講座教授壽山 

一、一般通常以 60 分為及格標準，對於未達 60 分者易

造成對事實認知的盲點，故提出下列 3 點建議供主

辦單位審思： 

 (一)將分數轉換為以等第方式詮釋是否較為妥適？ 

 (二)依現行標準所評核之結果，對於分數較低機關倘提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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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疑義，主辦單位是否能提出合理的回應？ 

 (三)建議考評結果對於獲獎勵機關列為「優良」，未達

一定分數者為「待改善」，至於考評分數則留存於

主辦單位內部。 

二、內部控制考評項目依照政府內部控制考評及獎勵要

點係以「行政性」內部控制為主軸，而屬機關核心

業務面「專業性」內部控制未納入考評，獲評分數

較低機關可能疏忽「行政性」內部控制，或有相關

控制機制卻未訂於制度，或無法提出具體明確成效

以顯現其「專業性」內部控制，建議主辦單位應適

時提醒機關兼顧專業性及行政性內部控制，強化內

部控制機制完整性，積極落實專業性可操作部分納

入內部控制制度作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