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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注射注射注射注射
用藥用藥用藥用藥，，，，要要要要「「「「五對五對五對五對」」」」

病人對病人對病人對病人對、、、、藥品對藥品對藥品對藥品對、、、、時間對時間對時間對時間對、、、、
劑量對劑量對劑量對劑量對、、、、方法對方法對方法對方法對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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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檢查行李檢查行李檢查行李檢查

身分核驗身分核驗身分核驗身分核驗

全身檢查全身檢查全身檢查全身檢查

放行登機放行登機放行登機放行登機

搭飛機搭飛機搭飛機搭飛機，，，，要安檢要安檢要安檢要安檢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2/7)

4



�工程會於99年11月陳報「「「「公共設施閒公共設施閒公共設施閒公共設施閒
置空間之活化及防範策略方案置空間之活化及防範策略方案置空間之活化及防範策略方案置空間之活化及防範策略方案」」」」，奉
行政院吳院長裁示：

對低度使用及閒置設施，管控於管控於管控於管控於1111年內年內年內年內
完成活化完成活化完成活化完成活化。並嚴謹檢視主管計畫，落
實效益評估，避免公共建設閒置造成
浪費，絕不容許再製造出任何的閒置絕不容許再製造出任何的閒置絕不容許再製造出任何的閒置絕不容許再製造出任何的閒置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閒置設施閒置設施閒置設施閒置設施，，，，全面活化全面活化全面活化全面活化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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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萬人受直接影響，事故清理、遷居及補償費用約2千
億美元。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4/7)

車諾比核電廠爆炸車諾比核電廠爆炸車諾比核電廠爆炸車諾比核電廠爆炸(1986.4.26)

�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

�機組設計有缺陷，但員工未被告未被告未被告未被告
知此風險知此風險知此風險知此風險。

�員工未經上級許可未經上級許可未經上級許可未經上級許可，無視安全管
制規範，違規操作違規操作違規操作違規操作。

�蘇聯政府災後反應遲緩反應遲緩反應遲緩反應遲緩，且未即
時對外發布對外發布對外發布對外發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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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爆炸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爆炸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爆炸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爆炸(2003.1.26)

�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
�對太空梭安全控管存有僥倖僥倖僥倖僥倖
心態心態心態心態。

�過度依賴以往經驗，忽視可忽視可忽視可忽視可
能潛在的風險能潛在的風險能潛在的風險能潛在的風險。

�事前即發現機翼破洞，但下下下下
情無法上達情無法上達情無法上達情無法上達。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5/7)

�事故調查取證及殘骸搜救等，約花費130億美元。

7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6/7)

�某公營當鋪出納人員夥同倉管人員出納人員夥同倉管人員出納人員夥同倉管人員出納人員夥同倉管人員，自金庫中取出客取出客取出客取出客

戶質借物戶質借物戶質借物戶質借物，，，，冒用親友身分重複質借冒用親友身分重複質借冒用親友身分重複質借冒用親友身分重複質借，以「質空借實」

方式，前後詐取公款新臺幣2千餘萬元。

�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內部控制問題：：：：

�濫用職權、串通舞弊。
�估價員未依規定查對客戶身分估價員未依規定查對客戶身分估價員未依規定查對客戶身分估價員未依規定查對客戶身分證件及
經客戶本人捺指印，即予質借。

�稽核人員未依規定確實稽查倉庫稽核人員未依規定確實稽查倉庫稽核人員未依規定確實稽查倉庫稽核人員未依規定確實稽查倉庫、、、、抽抽抽抽
點質物點質物點質物點質物。

質空借實質空借實質空借實質空借實，，，，詐取公款詐取公款詐取公款詐取公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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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7/7)

�改進作為改進作為改進作為改進作為：：：：
�落實休假代理休假代理休假代理休假代理，建置增修質借系統質借系統質借系統質借系統，透過線上即線上即線上即線上即

時控管時控管時控管時控管，減少人為疏失。

�全面檢修檢修檢修檢修業務手冊及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落實執行。

�建置監視系統監視系統監視系統監視系統及金庫大門密碼鎖密碼鎖密碼鎖密碼鎖，確實定期盤點盤點盤點盤點。

�各單位建立自行檢查自行檢查自行檢查自行檢查機制，並採定期

及不預警方式辦理稽核稽核稽核稽核。

質空借實質空借實質空借實質空借實，，，，詐取公款詐取公款詐取公款詐取公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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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內部控制的緣起政府推動內部控制的緣起政府推動內部控制的緣起政府推動內部控制的緣起(1/2)

行政院鑒於內部控制重要性行政院鑒於內部控制重要性行政院鑒於內部控制重要性行政院鑒於內部控制重要性，，，，近年陸續頒行相關規定近年陸續頒行相關規定近年陸續頒行相關規定近年陸續頒行相關規定
89年「「「「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
控制實施方案控制實施方案控制實施方案控制實施方案」」」」

請各機關建立有效內部控制機制

97年「「「「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
審核方案審核方案審核方案審核方案」」」」

請各機關檢討改善現存各項缺失，
並維持有效之管控機制

98年「「「「強化中程計畫預算作業促進資強化中程計畫預算作業促進資強化中程計畫預算作業促進資強化中程計畫預算作業促進資
源有效運用方案源有效運用方案源有效運用方案源有效運用方案」、「」、「」、「」、「強化特種基強化特種基強化特種基強化特種基
金預算管理提升營運效能方案金預算管理提升營運效能方案金預算管理提升營運效能方案金預算管理提升營運效能方案」」」」及及及及
「「「「提升政府財務效能方案提升政府財務效能方案提升政府財務效能方案提升政府財務效能方案」」」」

請各機關提升財務效能及有效運用

資源

98年「「「「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請各機關加強內部控制機制，針對
風險較高的業務實施稽核

99年「「「「整合服務效能躍升方案整合服務效能躍升方案整合服務效能躍升方案整合服務效能躍升方案」」」」 請各機關強化內部管理、表單標準
化及行政流程簡化，提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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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內部控制的緣起政府推動內部控制的緣起政府推動內部控制的緣起政府推動內部控制的緣起(2/2)

�外界要求強化內部控制機制：

�審計部審計部審計部審計部97、9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

，部分機關因內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內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內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內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間有施政

效能不彰、投入鉅資興建設施閒置浪費及未依法

制執行預算等，致有重大弊案陸續發生。

�顯示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以防杜違失，實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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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政府內部政府內部政府內部
控制現況控制現況控制現況控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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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內部控制之重要，政府相關部門已
陸續推動辦理。

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

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近近近近10101010年推動內部年推動內部年推動內部年推動內部

控制情形控制情形控制情形控制情形… … … …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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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2/12)

�行政院近年相繼頒行內部控制相關規定，責由各

主管機關積極建立相關管控作業機制。

�中央行政機關按現行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業務，主主主主

管機關並依權責督導管機關並依權責督導管機關並依權責督導管機關並依權責督導。

�各機關之行政管考、人事考核、

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核、事務

管理工作檢核及內部審核等6項
業務，分由相關權責機關進行重點稽核或評估由相關權責機關進行重點稽核或評估由相關權責機關進行重點稽核或評估由相關權責機關進行重點稽核或評估。

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中央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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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3/12)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研考研考研考研考((((企劃企劃企劃企劃))))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理要點理要點理要點、、、、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

點點點點、、、、施政計畫評核作業要點施政計畫評核作業要點施政計畫評核作業要點施政計畫評核作業要點

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施政績效評估施政績效評估施政績效評估施政績效評估、、、、施政計畫管制施政計畫管制施政計畫管制施政計畫管制

及評核及評核及評核及評核

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
管管管管
考考考考

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1111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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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4/12)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人事單位人事單位人事單位人事單位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

設置管理要點設置管理要點設置管理要點設置管理要點、、、、中央政府機關中央政府機關中央政府機關中央政府機關

員額管理辦法員額管理辦法員額管理辦法員額管理辦法

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員額員額員額員額

評鑑評鑑評鑑評鑑

人人人人
事事事事
考考考考
核核核核

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2222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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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5/12)

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3333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3333

政政政政
風風風風
查查查查
核核核核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政風單位政風單位政風單位政風單位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政風政風政風政風

業務督導考核實施要點業務督導考核實施要點業務督導考核實施要點業務督導考核實施要點、、、、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
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政風業務督導考核政風業務督導考核政風業務督導考核政風業務督導考核、、、、員工貪瀆員工貪瀆員工貪瀆員工貪瀆
不法之預防發掘與處理不法之預防發掘與處理不法之預防發掘與處理不法之預防發掘與處理、、、、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機密維護及稽核使用管理機密維護及稽核使用管理機密維護及稽核使用管理機密維護及稽核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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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6/12)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部會組成之採購稽核小組部會組成之採購稽核小組部會組成之採購稽核小組部會組成之採購稽核小組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

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工程定作工程定作工程定作工程定作、、、、財物買受財物買受財物買受財物買受、、、、定製定製定製定製、、、、

承租及勞務委任或僱傭等採購承租及勞務委任或僱傭等採購承租及勞務委任或僱傭等採購承租及勞務委任或僱傭等採購

之稽核之稽核之稽核之稽核

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
採採採採
購購購購
稽稽稽稽
核核核核

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4444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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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7/12)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財政部國庫署財政部國庫署財政部國庫署財政部國庫署、、、、國有財產局國有財產局國有財產局國有財產局、、、、行行行行
政院主計處政院主計處政院主計處政院主計處、、、、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內政部營內政部營內政部營內政部營
建署建署建署建署、、、、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人行政院人行政院人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事行政局事行政局事行政局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總務單位總務單位總務單位總務單位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事務管理各手冊規定事務管理各手冊規定事務管理各手冊規定事務管理各手冊規定、、、、工友管理工友管理工友管理工友管理
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出納出納出納出納、、、、財產財產財產財產、、、、物品物品物品物品、、、、車輛車輛車輛車輛、、、、辦公辦公辦公辦公
處所處所處所處所、、、、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宿舍及工友管理等宿舍及工友管理等宿舍及工友管理等宿舍及工友管理等
8888項檢核項檢核項檢核項檢核

事事事事
務務務務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檢檢檢檢
核核核核

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5555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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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8/12)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主主主((((會會會會))))計單位計單位計單位計單位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會計法會計法會計法會計法、、、、內部審核處理準則內部審核處理準則內部審核處理準則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稽核內容：：：：主計業務督導考核主計業務督導考核主計業務督導考核主計業務督導考核、、、、財務審核財務審核財務審核財務審核、、、、

財物審核財物審核財物審核財物審核、、、、工作審核工作審核工作審核工作審核

內內內內
部部部部
審審審審
核核核核

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6666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政府稽核評估職能現況────6666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項重點之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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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公開發行公司及金融業者屬公開發行公司及金融業者屬公開發行公司及金融業者屬公開發行公司及金融業者，，，，均已依現有法令規均已依現有法令規均已依現有法令規均已依現有法令規

定辦理定辦理定辦理定辦理，，，，其作法與民營企業相同其作法與民營企業相同其作法與民營企業相同其作法與民營企業相同：：：：

�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或辦法)。

�設置檢核(或稽核)單位隸屬董事會，辦理內部稽核

工作。

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9/12)

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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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10/12)

�91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訂頒訂頒訂頒訂頒「「「「為健全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財務秩序及內為健全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財務秩序及內為健全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財務秩序及內為健全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財務秩序及內
部控制興利與防弊機制強化措施部控制興利與防弊機制強化措施部控制興利與防弊機制強化措施部控制興利與防弊機制強化措施」」」」：：：：各機關由首長或副
首長召集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針對業務特性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

�91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訂頒訂頒訂頒訂頒「「「「臺北市政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臺北市政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臺北市政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臺北市政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
控制成效作業原則控制成效作業原則控制成效作業原則控制成效作業原則」」」」

�各機關每年應至少自行檢查一次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各主管機關每年查核所屬內部控制運作情形。

�該府成立督導會報，由權責機關個別或聯合訪查各機關
實施情形。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1)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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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11/12)

�95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訂頒訂頒訂頒訂頒「「「「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研訂內部控制制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研訂內部控制制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研訂內部控制制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研訂內部控制制
度一致原則度一致原則度一致原則度一致原則」」」」：：：：統一規範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格
式，並分由權責機關(含主計處、人事處、政風處
、工務局、財政局及研考會等)訂定共通性作業規
範。

�辦理內部控制研習辦理內部控制研習辦理內部控制研習辦理內部控制研習：：：：初期邀集一級機關首長與副
首長、二級機關首長、各機關主管人員，並賡續
對基層業務及幕僚人員施予訓練。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2)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臺北市政府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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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我國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現況(12/12)

�98年年年年12月訂頒月訂頒月訂頒月訂頒「「「「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規範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規範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規範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規範」」」」

�各機關應組成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
�各機關依該府主計處提供設計規範，評估各作業風險，訂定
風險管理導向之內部控制制度，可先由財務面進行；其中學
校及警察機關，由教育局及警察局統一訂定。

�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
�該府主計處設查核小組，依該處各科室每年自行檢查紀錄，
辦理實地抽核；其餘機關則每年填寫自行檢查表，經研考人
員複核後簽陳首長核閱。

�該府主計處訪視所屬各機關時，就財務面抽核內部控制制度
執行情形，並提出改善建議。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部分高雄市政府部分高雄市政府部分高雄市政府部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部分高雄市政府部分高雄市政府部分高雄市政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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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協助及督導縱向協助及督導縱向協助及督導縱向協助及督導
�各機關並非無內部控制機制，而在如何落實及發落實及發落實及發落實及發

揮功能揮功能揮功能揮功能；內部控制非僅財會或研考人員需處理，

而係機關內部人人有責人人有責人人有責人人有責，，，，並由首長負最終責任並由首長負最終責任並由首長負最終責任並由首長負最終責任。

�上級機關上級機關上級機關上級機關對其所屬不應僅是督導，更須積極提供積極提供積極提供積極提供

必要協助必要協助必要協助必要協助，從行政院、主管機關到所屬機關，上上上上

下一體通力合作下一體通力合作下一體通力合作下一體通力合作，始克全功。

25

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1/2)



�橫向聯繫及統合橫向聯繫及統合橫向聯繫及統合橫向聯繫及統合

�我國政府現有各項稽核評估職能各項稽核評估職能各項稽核評估職能各項稽核評估職能，由各權責機關

督導辦理，業務分工明確分工明確分工明確分工明確。

�目前依各權責分工辦理之情況，若能強化聯繫及強化聯繫及強化聯繫及強化聯繫及

統合統合統合統合機制，不但無損原有功能，更可發揮整合綜

效。

26

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中央行政機關內部控制之檢討(2/2)



行政院之行政院之行政院之行政院之
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

27



行政院之推動作法行政院之推動作法行政院之推動作法行政院之推動作法

� 發揮縱向協助及督導縱向協助及督導縱向協助及督導縱向協助及督導功能，行政院、主管機關及所屬
機關，現階段原則應採任務編組方式組設內部控制推
動單位，並責成主管機關督促所屬配合推動。

� 強化橫向聯繫及統合橫向聯繫及統合橫向聯繫及統合橫向聯繫及統合功能，透過各機關組設之內部控
制推動單位統合現行機制。

� 提升政府整體施政效能，達到興利及防弊功能。

� 基於內部審核為內部控制重要一環，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參
考先進國家經驗及兼顧我國需求，審慎研議規劃。

� 奉行政院吳院長核定奉行政院吳院長核定奉行政院吳院長核定奉行政院吳院長核定，，，，由林秘書長籌組由林秘書長籌組由林秘書長籌組由林秘書長籌組行政院內部控行政院內部控行政院內部控行政院內部控
制推動及督導小組制推動及督導小組制推動及督導小組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簡稱行政院內控小組簡稱行政院內控小組簡稱行政院內控小組簡稱行政院內控小組)，，，，於於於於100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函頒函頒函頒函頒「「「「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逐步推動政府內逐步推動政府內逐步推動政府內逐步推動政府內
部控制事宜部控制事宜部控制事宜部控制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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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之架構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之架構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之架構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之架構

健全內部健全內部健全內部健全內部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實施方案實施方案實施方案實施方案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準用準用準用準用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獎勵獎勵獎勵獎勵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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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方案訂定之目的本方案訂定之目的本方案訂定之目的本方案訂定之目的：行政院為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依法行政及展現廉政肅貪之決心，特訂定健全內部

控制實施方案(簡稱本方案)。

落實自律落實自律落實自律落實自律 增進效能增進效能增進效能增進效能

防弊防弊防弊防弊 興利興利興利興利

達成達成達成達成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

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提升政府提升政府提升政府提升政府
施政效能施政效能施政效能施政效能

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依法行政
廉政肅貪廉政肅貪廉政肅貪廉政肅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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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本方案實施之目標本方案實施之目標本方案實施之目標本方案實施之目標：合理促使達成下列四項目標四項目標四項目標四項目標～

1、提升施政效能； 2、遵循法令規定；

3、保障資產安全； 4、提供可靠資訊。

�政府資產濫用及公共設施閒置資產濫用及公共設施閒置資產濫用及公共設施閒置資產濫用及公共設施閒置，亟需改進；且政府須公開或提

供的資訊，不以財務報導為限，業務績效等報告業務績效等報告業務績效等報告業務績效等報告亦屬重要。

�我國參採了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INTOSAI)(INTOSAI)(INTOSAI)(INTOSAI)等普遍公認之政

府部門內部控制四項目標。

�以以以以1992199219921992年內部控制整體架構之三大目標年內部控制整體架構之三大目標年內部控制整體架構之三大目標年內部控制整體架構之三大目標(含營運之效果與效率

、財務報導之可靠及相關法令之遵循)為基礎為基礎為基礎為基礎，並具體以四

項目標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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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及準用之對象實施及準用之對象實施及準用之對象實施及準用之對象

�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行政院及所屬行政院及所屬行政院及所屬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簡稱各

機關)。

�國營事業之準用國營事業之準用國營事業之準用國營事業之準用：國營事業除已依現有法令規定訂

定內部控制制度者，應加強落實辦理外，準用本方

案之規定。

(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國營事業尚未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者尚未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者尚未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者尚未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者，，，，

納入準用納入準用納入準用納入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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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

� 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

� 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 設計有效設計有效設計有效設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

� 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

� 逐級逐級逐級逐級督導落實執行方案督導落實執行方案督導落實執行方案督導落實執行方案

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
�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

�權責機關權責機關權責機關權責機關(含財政部、

法務部、行政院主計處、
人事行政局、經濟建設委
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公
共工程委員會)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

逐級分工逐級分工逐級分工逐級分工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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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1.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1/4)

�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負責整體性統合、協調、規劃及

推動內部控制相關事宜，並督導落實執行。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衡酌所屬機關之規模大小、業務繁簡

及人員多寡等因素，連同所屬一併組設。組設情形

無需報行政院備查。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內部控制專案小組除已併入主管機關組設

外，均須分別組設，並由副首長以上人員擔任召集

人，負責督導推動及執行本方案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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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

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兼任兼任兼任兼任

副召集人副召集人副召集人副召集人

行政院主計長行政院主計長行政院主計長行政院主計長兼任兼任兼任兼任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財政部財政部財政部財政部
部長部長部長部長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
部長部長部長部長

�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單位單位單位單位))))首長組成首長組成首長組成首長組成。。。。�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由行政院秘書長召集相關機關((((單位單位單位單位))))首長組成首長組成首長組成首長組成。。。。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人事局人事局人事局人事局
局長局長局長局長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經建會經建會經建會經建會
主委主委主委主委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研考會研考會研考會研考會
主委主委主委主委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主委主委主委主委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工程會工程會工程會工程會
主委主委主委主委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金管會金管會金管會金管會
主委主委主委主委

委委委委 員員員員
法規會法規會法規會法規會
主委主委主委主委

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行政院內控小組之組織圖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1.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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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或學者專家列席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或學者專家列席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或學者專家列席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或學者專家列席。運運運運

作初期奉行政院林秘書長指示密集召開作初期奉行政院林秘書長指示密集召開作初期奉行政院林秘書長指示密集召開作初期奉行政院林秘書長指示密集召開。

�該小組下設工作分組該小組下設工作分組該小組下設工作分組該小組下設工作分組，幕僚作業由行政院主計處擔幕僚作業由行政院主計處擔幕僚作業由行政院主計處擔幕僚作業由行政院主計處擔

任任任任，負責研擬內部控制規劃、推動作業及綜理小組

各項行政業務。

行政院內控小組運作機制行政院內控小組運作機制行政院內控小組運作機制行政院內控小組運作機制行政院內控小組運作機制行政院內控小組運作機制行政院內控小組運作機制行政院內控小組運作機制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1.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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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審議審議審議「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實施方案實施方案實施方案 」。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設計原則設計原則設計原則」。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內部稽核作業應行注意事項應行注意事項應行注意事項應行注意事項」。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落實執行情形落實執行情形落實執行情形落實執行情形。

�備查備查備查備查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共通性作業範例共通性作業範例共通性作業範例。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或備查備查備查備查內部控制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相關事項。

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行政院內控小組工作職責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1.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組成內部控制推動單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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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
�完成審議完成審議完成審議完成審議「「「「辦理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應行注意事辦理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應行注意事辦理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應行注意事辦理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應行注意事

項項項項」」」」：：：：行政院內控小組審議通過後於100年5月由院函

頒，具體規範行政院內控小組、主管機關與各機關辦

理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分工事宜。

�對主管機關首長主管機關首長主管機關首長主管機關首長、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幕僚單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幕僚單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幕僚單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幕僚單

位主管位主管位主管位主管，宣導內部控制重要性及實施作法；及培訓政

府內部控制種子教師種子教師種子教師種子教師，以利落實

執行本方案相關工作。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2.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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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gbas.gov.tw

�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將宣導教材範例，及種子教師、
行政院主計處工作圈成員與專案會議諮詢委員名單
等，登載於行政院主計處網站內部控制專區行政院主計處網站內部控制專區行政院主計處網站內部控制專區行政院主計處網站內部控制專區，供各
機關參用。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2.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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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對所屬辦理宣導，並督導所屬辦理

教育訓練工作；另得衡酌所屬之規模大小、業

務繁簡及人員多寡等因素，由本機關或指定所

屬集中辦理全體人員之教育訓練。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定期或不定期對全體人員辦理內部控

制之教育訓練。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2.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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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

�行政院於100年3月函頒「「「「各機關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各機關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各機關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各機關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100年度重點工作年度重點工作年度重點工作年度重點工作」」」」，請各機關檢討監察院糾正案件

、審計機關建議改善事項、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及自行

檢查等，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並應優先檢討應優先檢討應優先檢討應優先檢討9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監察院糾正案件及審計機關建議改善事項監察院糾正案件及審計機關建議改善事項監察院糾正案件及審計機關建議改善事項監察院糾正案件及審計機關建議改善事項。

�完成審議完成審議完成審議完成審議「「「「一百年度擇定主管機關提報內部控制作業落一百年度擇定主管機關提報內部控制作業落一百年度擇定主管機關提報內部控制作業落一百年度擇定主管機關提報內部控制作業落

實執行情形原則實執行情形原則實執行情形原則實執行情形原則」」」」：行政院內控小組審議通過後於100年4
月由院函頒，供主管機關據以就本機關及所屬本年度檢

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形，

提委員會議報告提委員會議報告提委員會議報告提委員會議報告。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3.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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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督導所屬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自

100年年年年4月起月起月起月起選定議題(含主動、被通知自行選定或

經指定外界關注事項) ，提報行政院內控小組。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針對機關重大施政風險、依行政院函頒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基準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基準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基準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基準」」」」

檢討之主要風險項目、監察院糾正案件、審計機關

建議改善及外界關注事項等，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

制作業辦理情形。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3.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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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審議審議審議審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行政院內
控小組審議通過後於100年7月由院函頒，完整規
範內部控制觀念架構及設計步驟等，供各機關研
訂內部控制制度。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審議審議審議審議「「「「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
則則則則」」」」：行政院內控小組審議通過後於100年4月由
院函頒，供權責機關據以研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
性作業範例。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4.設計有效設計有效設計有效設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1/3)

43



�權責機關權責機關權責機關權責機關
�依「「「「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則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則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則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則」」」」及下表
所定分工，就「主管機關」及「機關」之作業層級，
考量業務重要性、風險性及內部控制缺失等，檢討訂
定共通性作業範例，並製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供各機關辦理自評作業。

�共通性作業範例及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應於
100年年年年11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研訂完成送工作分組，俟提報行政院
內控小組同意備查後，分行各機關參採，以減輕各機
關各自規劃設計之負擔。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4.設計有效設計有效設計有效設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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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分工表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分工表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分工表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分工表

出納、財產管理業務

政風業務

主計業務

人事業務

公共建設計畫之編審

行政管考業務

社會發展計畫之編審

科技發展計畫之編審

採購業務

財政部

法務部

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 權責機關權責機關權責機關權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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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督導所屬訂定內部控制制度並予備查，所屬
性質相同者，得為一致規定或指定所屬統一訂定；本機
關內部控制制度免送行政院備查。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審視業務重要性、風險性及考量成本效益，就
下列事項優先選定業務項目，逐步納入內部控制制度：
�重大施政風險及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
機處理作業基準機處理作業基準機處理作業基準機處理作業基準」」」」檢討之主要風險項目。

�監察院糾正、審計機關建議改善、外界關注、上級與
權責機關督導及自行檢查等事項，涉內部控制缺失部
分。

�參採權責機關所訂之共通性作業範例。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4.設計有效設計有效設計有效設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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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推動單位逐級分工各推動單位逐級分工各推動單位逐級分工各推動單位逐級分工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研訂內部控制制度
設計原則，送行政
院內控小組審議後
，由行政院函頒

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
幕僚單位幕僚單位幕僚單位幕僚單位

研訂內部控制制度
共通性作業範例製
作原則，送行政院
內控小組審議後，
由行政院函頒

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
幕僚單位幕僚單位幕僚單位幕僚單位

研訂內部控制制度共
通性作業範例，送行
政院內控小組同意備
查後，分行各機關參
採

權責機關權責機關權責機關權責機關

將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結果，及參採權責機關所訂之
共通性作業範例，並審視個別
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逐
步設計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

督導所屬訂定內部控
制制度並予備查，所
屬性質相同者，得為
一致規定；本機關內
部控制制度免送行政
院備查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47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訂定內部控制制度流程圖訂定內部控制制度流程圖訂定內部控制制度流程圖訂定內部控制制度流程圖

簽請由機關首長或
副首長召集內部各
單位主管組成內部
控制專案小組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

通知各單位就其主
管業務逐項擬訂作
業流程 (含控制作
業)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

彙整各單位作業流
程(含控制作業)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

簽請召開內部控制
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

通知各單位依內部
控制專案小組審查
結果修改作業流程
(含控制作業)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

彙整修改後之作業
流程(含控制作業)
簽報機關首長核定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

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

【註】：1.表內主政單位，指簽奉機關首長裁定的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幕僚單位。

2.表內各單位，指各業務之權責單位，如採購作業由總務單位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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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5.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1/3)

�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審議或備查各主管機關所提

報，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發現之重大缺失及

督導改善情形，以及本方案執行進度。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督導所屬機關加強自行檢查，並統

合或運用現行稽核評估職能，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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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5.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2/3)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
�例行監督例行監督例行監督例行監督：：：：單位主管於例行業務督導時，及時檢查評估。

�自行檢查自行檢查自行檢查自行檢查：：：：

�整體層級自行檢查整體層級自行檢查整體層級自行檢查整體層級自行檢查－針對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內部控制之五項組成要素

進行檢查評估，其中各要素之評估重點可參考「政府內

部控制觀念架構」之五項組成要素內涵辦理。

�作業層級自行檢查作業層級自行檢查作業層級自行檢查作業層級自行檢查－針對機關內部各單位機關內部各單位機關內部各單位機關內部各單位控制作業設計

及執行之有效性進行檢查評估，其中檢查格式可參採「

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則」

所定自行檢查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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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5.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檢查評估制度執行情形(3/3)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
�稽核機制稽核機制稽核機制稽核機制：：：：
�短程作法短程作法短程作法短程作法：：：：得統合或運用現行稽核評估職能，就發現缺
失及改善建議，提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檢討，並追蹤改善情
形。

�中長程規劃中長程規劃中長程規劃中長程規劃：：：：
�設獨立內部稽核單位設獨立內部稽核單位設獨立內部稽核單位設獨立內部稽核單位，因涉機關與業務之調整，將列為
未來組織改造議題，由研考會及人事局審慎研議處理。

�藉由自動監控系統等「「「「持續性稽核持續性稽核持續性稽核持續性稽核」」」」工具，以監督風險
並維持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因涉各機關資訊系統之建
構與整合，將由研考會併入第四階段電
子化政府或配合組織改造資訊配套相關
議題，適時研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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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內部各單位作業層級自行檢查流程圖機關內部各單位作業層級自行檢查流程圖機關內部各單位作業層級自行檢查流程圖機關內部各單位作業層級自行檢查流程圖

各單位依核定作業
層級自行檢查表
檢查控制作業之遵
行性及有效性

各單位依核定作業
層級自行檢查表，
檢查控制作業之遵
行性及有效性

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

發現缺失立即改進
，
作業流程
作業

發現缺失立即改進
，必要時檢討修正
作業流程 (含控制
作業)

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

彙整各單位自行檢
查結果，簽請召開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會議審查或簽報首
長核定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

各單位依審查會議
決議或首長核定須
改善事項，限期填
報改善辦理情形

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

彙整本機關作業層
級自行檢查表，簽
請召開內部控制專
案小組會議審查或
簽報首長核定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

彙整各單位改善辦
理情形陳核後建檔
，備供現行相關稽
核機制追蹤複核，
並利主管機關訪查
及督導

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主政單位

【註】：1.表內主政單位，指簽奉機關首長裁定的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幕僚單位。

2.表內各單位，指各業務之權責單位，如採購作業由總務單位主辦。

擬訂各單位作業層
級自行檢查表

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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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行政院內控小組：督導各主管機關落實執行本方案

相關工作，由權責機關按照現行個別督導各項稽核

評估職能之運作方式提報訪查結果。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督導所屬落實執行本方案相關工作，定

期或不定期透過相關機制進行訪查，並得指定所屬

至本機關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報告辦理情形。

�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首長應責成機關內部控制

專案小組督促相關單位確實執行。

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實施策略及方法─6.逐級逐級逐級逐級督導落實執行方案督導落實執行方案督導落實執行方案督導落實執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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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經費經費經費及獎勵及獎勵及獎勵及獎勵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機關編列年

度預算支應。

�獎勵獎勵獎勵獎勵：各機關對執行本方案著有績效人員，從

優獎勵。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及獎章條例等規定辦理

行政獎勵行政獎勵行政獎勵行政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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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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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100年4月21日吳院長於行政院院會提示：「行政院
積極推動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各級各級各級各級機關應相互合機關應相互合機關應相互合機關應相互合
作作作作、、、、落實執行落實執行落實執行落實執行，尤其各機關首長務必全力支持機關首長務必全力支持機關首長務必全力支持機關首長務必全力支持，，，，
並負起最終責任並負起最終責任並負起最終責任並負起最終責任，以提升政府整體施政效能」。

�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亦有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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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的聆聽的聆聽的聆聽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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