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第 12 屆第 7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臺北市南海路 54 號)1 樓
主席：薛董事長化元
出席人員：
（主席以外依姓氏筆劃排序）
董 事：
江榮森
李連權
李慧生
周美里(請假)
林正慧
林黎彩
林騰蛟(請假)
許文堂
陳宗彥
陳儀深
楊 翠(請假)
潘信行
黎中光
藍士博
共計 12 位董事出席
監察人：
李錫東
楊登伍
簡丞婉
共計 3 位監察人出席
列席人員：
部 會：內政部闕青芬科員
基金會：楊振隆執行長、柳照遠副執行長暨各處室主管及同仁
記錄：陳雅真
壹、 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12 屆第 6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准予核備。
參、報告事項：
(一)上（第 12 屆第 6）次會議臨時動議黎中光董事提案回復說明：
1.有關基金會各項活動通知平台管道：本會除於官方網站即時更
新最新活動資訊外，並於各項活動辦理前 1 至 2 周，透過 LINE
＠生活圈官方帳號與臉書粉絲專頁等平台，公布相關資訊供
大眾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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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紀念館特展規劃線上觀覽模式：本會自 2018 年 7 月起即規劃
於官方網站【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數位博物館】，建置常態展
及期間 18 檔特展之 360 度全景線上參觀連結，民眾可透過本
會網站觀覽近期及過往展示內容。
(二)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中樞紀念儀式因應 COVID-19 措施：因應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疫情，今(2021)年中
樞儀式入場將延續去年模式暨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秋冬
防疫專案，為出席來賓量測體溫、酒精消毒及宣導配戴口罩。
(三)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覽與教育推廣：
1.年度主題特展：
（1）「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北部地區」特展：二二八事
件爆發後，國民政府進行全臺武力鎮壓及整肅，各地遍佈
著當年秘密逮捕、羈押、刑求及槍殺埋葬的場所，估計全
臺灣約有數十處至上百處不等。本會經資料彙整規劃，將
大臺北、桃園、新竹、苗栗、基隆、宜蘭、花蓮等地之二
二八事件遺址，規劃為 3 個檔次特展於本館二樓南翼第 2
展區展出。第一檔「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北部地
區」特展將於今(2021)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開展，預
計展示至 5 月 16 日（星期日）止。
（2）「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媒介與抵抗：北美台灣之
音的播音行動特展」：「台灣之音」是 1977 年由張富雄
先生、楊宜宜女士所成立的傳播據點，「台灣之音」透過
國際電話報導了許多臺灣人權活動消息，並呼籲海外臺灣
人勇於發聲、參與公共事務來為臺灣爭取權益。本會規劃
於 3 樓藝文空間，以北美「台灣之音」組織及播音行動為
主題，展示相關圖文、史料及採訪影片，藉以瞭解台灣民
主歷程的演進與發展。展期預計自今(2021)年 2 月 25 日
（星期四）至 6 月 27 日（星期日）止。
（3）「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特展：自終戰至台
灣邁向民主化前，建國中學不斷有學生與老師秉持著自我
良知，勇於挑戰不公不義，這些學生與師長的經歷，將建
國中學、二二八事件與臺灣的民主發展連結起來。本會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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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於 2 樓南翼第 1 展區，展示以建國中學師生為主軸的內
容，讓參訪民眾在深入認識二二八事件歷史的同時，也瞭
解建中人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受牽連的故事。展期預計自今
(2021)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起至 8 月 1 日（星期日）
止。
（4）一樓展間展覽規劃佈置案：一樓展間「史蹟穿越」特展業
已於今(2021)年 1 月 3 日（星期日）結束，新展示內容將
以本館歷史沿革為主，並配合本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合
作推出之實境冒險遊戲「跨越時空：重返 1947 二二八」
闖關關卡進行規劃，預計於 2 月 28 日（星期日）前完成
佈置。
2.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訓練：本會於 1 月 11 日（星期一）辦
理今年第一場志工訓練課程，透過影片放映與映後座談來探討
德國納粹與猶太人議題，並學習德國有關處理轉型正義的經驗，
藉以豐富本館志工的學養知能。
3.真人圖書館、二二八人權影展：為使民眾得以透過閱讀他人生
命經驗，來思索、理解己身與歷史的關係，並透過人權議題電
影與紀錄片的播映，強化民眾對歷史與人權議題的關注，本會
今年 1 月份辦理真人圖書館與二二八人權影展活動計 3 場次，
各場次及主題臚列如下：
日期
1 月 10 日
1 月 16 日
1 月 30 日

主題/片名
真人圖書館：從周梓樂之死，看中大二號橋事件、理大
圍城及國安法下的拘捕潮及逃亡潮
人權影展：親愛的莎瑪
二二八人權影展：山那邊的青稞田

(四)檢陳第一處 2020 年業務執行成果一覽表（詳附件 1）
。
二、第二處報告：
(一)上（第 12 屆第 6）次會議臨時動議黎中光董事提案回復說明：
1.有關二二八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案件後續授權及使用情
形：依本會「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辦法」第十
五條「接受本會補助之申請者，應於相關研究成果註明獲本會
補助之字樣，出版品則應於再版時加註，並將相關研究成果(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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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提供本會使用。」本此規定受本會補助之作品，申請
者對其作品仍擁有著作財產權，惟本會得無償使用其作品(含
電子檔)。
(二)二二八事件賠償金辦理情形：
1.賠償金受理及審查情形：
(1)依據 102 年 5 月 22 日及 107 年 1 月 17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2 條第 3
項，分別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2017 年 5 月 23 日已截止)
及 2018 年 1 月 19 日(2022 年 1 月 18 日截止)各延長賠償金
申請期限 4 年。
(2)本會分別將 2 次延長期間重新受理賠償金申請案情形，統
計至 2021 年 1 月 13 日止說明如下表：
延長受理
申請期間

受理案
件數

董事會決議
案件數
予以
不予
賠償
賠償

尚待處理案件
件數

說明

2013.05.2485
46
39
0
2017.05.23
2018.01.1925
11
12
2
2021.01.13
總計
110
57
51
2
以上核定予以賠償金金額總計數為 新臺幣 8,720 萬元

2.賠償金發放情形：截至今(2021)年 1 月 13 日止，經董事暨監
察人會議審核通過並完成公告之賠償金申請案共 2,324 件，實
際應核發金額為 72 億 6,453 萬 4,130 元，應受領人數為 10,186
人，已受領人數為 10,072 人，未受領人數為 114 人，已發放
金額合計 72 億 4,060 萬 4,736 元，未領金額計 2,392 萬 9,394
元。
(三)真相調查研究：
1.2021 年度 1 至 3 月出版品：
序
號
1

出版品名稱

出版推廣計畫執行情形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日文版
《二二八事件の
推廣案為本會與日本名古屋風媒社合作，計畫
真 相 と 移 行 期 正 執行自2020年4月始，將於2021年1月底前完成
4

出版，後由該社主責將專書於日本當地進行推
廣。
「於二二八事件的情境中」專書編輯出版推廣
《二二八‧「物」 計畫執行期間自2020年6月始至2021年3月31日
止，本專書將於2021年2月底前完成出版，並於
的呢喃》
3月31日前進行推廣宣傳。
為落實政府推動轉型正義之政策方向，還原二
《 二 二 八 事 件 檔 二八事件真相，國史館與本會合作出版《二二
案彙編》第28冊及 八事件檔案彙編》第 28 冊（花蓮縣政府檔案）
及第 29 冊（屏東縣政府檔案）
，預訂於今（2021）
第29冊
年 1 月底前完成出版。
義》

2

3

2.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公告名單：本會於 2018 年底邀集專家
學者組成「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組」，進行「二二八
事件可能受難者名單」之清查，截至 2020 年年底已公告四批
可能受難者名單，共計 1,461 名。繼賡續清查後，本會預訂於
今（2021）年 1 月底前公告第五批可能受難者名單，本次公告
名單暫估 700 名，其中死亡案件計 11 名。
(四)真相與轉型正義研討會或論壇：為重新解讀原住民族在二二八
事件中的角色與處境，並從寬闊視角闡述臺灣原住民族與二二
八事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原住民委員會與本會於二二八事
件 74 週年將屆之際，規劃於今(2021)年 2 月 25 日假國史館共
同合辦「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並於會後將發表成
果出版論文集。
(五)教育推廣活動：
1.2021 年「近代東亞人權與轉型正義」系列研討會暨論壇活動：
自 2018 年始，本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及國立政治大學等學術
單位共同合作辦理「近代東亞人權與轉型正義」系列相關研討
會暨論壇活動，今(2021)年將賡續執行本計畫，規畫於 2021
年 3 月至 12 月間辦理三場活動，透過跨國交流與研究分享，
推動人權教育及拓展學術成果。
2.團體預約導覽：截至今(2021)年 1 月底，本會已受理 4 組國
內團體預約導覽，計有國防部軍法系師生、宸恩實驗教育高一、
高二生師生、台中市立文華高中及私立淡江高中等單位來館參
訪，團體參訪人數約 14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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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其他單位合辦或協辦之推廣教育活動：本會以協辦方式自
今(2021)年 1 月 3 日起至 2 月 7 日止提供本館 1 樓展演廳，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連續六周辦理「戰前台共創
黨書記長林木順失蹤六講」講座。
序
號
1
2
3
4
5
6

時間

參加
人數

活動主題

1 月 3 日 戰前台共創黨書記長林木順失蹤六講
(星期日) 「一講:北投埔族譜、臺北師範林李鄭三人」
戰前台共創黨書記長林木順失蹤六講
1 月 10 日
「二講:杭州上海、『聯俄容共』、草創期中
(星期日)
共」
戰前台共創黨書記長林木順失蹤六講
1 月 17 日
「三講:謝雪紅與林木順、東方勞動者大學、
(星期日)
共產國際」
戰前台共創黨書記長林木順失蹤六講
1 月 24 日
「四講:戰後初期『人民協會』與老台共的政
(星期日)
治軌跡」
1 月 31 日 《戰前台共創黨書記長林木順失蹤六講》
(星期日) 「五講:日共之台共支部創黨、俄羅斯檔案」
戰前台共創黨書記長林木順失蹤六講
2月7日
「六講:上海讀書會事件、林木順失蹤、屘叔
(星期日)
口述」

40 人
40 人
預估
40 人
預估
40 人
預估
40 人
預估
40 人

(六)檢陳第二處 2020 年業務執行成果一覽表（詳附件 2）。
三、行政室報告：
(一)上（第 12 屆第 6）次會議臨時動議黎中光董事提案回復說明：
1.有關基金會資通安全維護情形：
(1)資通安全管理法於 107 年 6 月 6 日公布，並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會為內政部所屬暨監督機關及所管特定非公務
機關，因自有營運網站及 Email 收發管理系統，經行政院 108
年 6 月 14 日院臺護字第 1080177093 號函，依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分級辦法第 6 條規定核定為 C 級機關。依規定本會應配
置具資通安全專業證照之專責人員，且該資通人員須專責全
職執行資通安全業務，考量本會相關資通安全業務較為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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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自行維運負擔，將朝把本會主機移入內政部資訊中心
資源池代管為規畫方向。
(2)本會會務使用電腦主機定期委託專業電腦廠商進行掃毒及
軟體更新，檔案資料目前採外接硬碟以及 Nas(網路附加儲存)
雙備份方式辦理，未來得規畫異地及雲端備份方式以確保本
會重要檔案安全存放。
2.有關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古蹟消防演練情形：本會每年定期依二
二八國家消防防災編組進行消防演練，並要求本館駐衛警、志
工及同仁配合演練及進行滅火器操作；紀念館消防主機及廣播
器則委由專業消防廠商定期檢測及修繕。
3.基金會大事紀彙整：本會及紀念館相關大事紀配合紀念館年報
編列，刻正積極彙整中，後續將擇要上傳至本會官方網站。
(二)109 年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等相關營運維護管理費」賸餘款
繳回：本會 109 年度受託辦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等相關營運
維護管理費」新臺幣 3,688 萬元，除配合紀念館消防設備工程
減帳繳回資本門賸餘款新臺幣 1 萬 7,793 元外，已於今(2021)
年 1 月 12 日完成第四批支出憑證檢送結報，經常門及資本門核
銷總數為新臺幣 3,686 萬 2,207 元。
決

定：同意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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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案 由：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提
請審議案
提 案：行政室
說 明：
一、本會依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及第 61 條規定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下稱本制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二、本會經內政部以 109 年 2 月 11 日台內民字第 1090103816 號函
依「財團法人法」第 67 條規定，同意延長本制度補正期限一年
至 110 年 2 月 1 日在案。
三、本制度編列包含總則、內部控制制度規範、內部稽核之組織及
人員、內部稽核之規劃及執行、附則（附件 3）。
擬 辦：擬經本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財團法人法規
定於期限內報請內政部核定。
附帶說明：
一、 謹依監察人會前書面等意見修正本制度原條文內容(稿)，並依
董事及監察人於會議中所提條文修正意見完成修正條文內容
(稿)，其中除順編點次修正各章之點次外，另修正第 1 點、第
5 點、第 6 點、第 8 點、第 9 點、第 11 點、第 13 點、第 14 點、
第 15 點、第 17 點及第十九點；制定本制度共 6 章 21 點。
二、 本制度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表所示：
修正條文內容(稿)
原條文內容(稿)
壹、總則
壹、總則
一、為提高財團法人二二八 一、為提高財團法人二二八
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
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
稱本會)人事、業務與財務
稱本會)人事、管理與財
事項之作業效率與可信
務事項之作業效率與可
度，實施內部控制與稽核
信度，實施內部控制與
制度，以協助董事會及管
稽核制度，以協助董事
理階層檢查、評估、諮詢
會及管理階層檢查、評
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
估、諮詢內部控制制度
衡量營運之效果與效
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
率，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
果與效率，並適時提供
或意見，以確保內部控制
改善建議或意見，以確
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
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
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
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
8

說明
配合第五點第一
項第二款修改文
字，修改第一點
部分文字。

制制度之依據。
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
二、本會內部稽核人員應依
據。
本制度規定辦理稽核事 二、本會內部稽核人員應依
宜。
本制度規定辦理稽核事
三、內部稽核工作執行範圍
宜。
包括本會各單位。
三、內部稽核工作執行範圍
包括本會各單位。
貳、內部控制制度規範
貳、內部控制制度規範
四、本會內部控制作業在成 一、本會內部控制作業在成
本效益考量下，涵括所有
本效益考量下，涵括所有
營運活動之相關作業程
營運活動之相關作業程
序及控制重點，並進行風
序及控制重點，並進行風
險評估，以有效確認風險
險評估，以有效確認風險
發生頻率與剩餘風險對
發生頻率與剩餘風險對
目標之影響，作為後續自
目標之影響，作為後續自
行評估之考量依據。
行評估之考量依據。
五、內部控制範圍應包含下 二、內部控制範圍應包含下
列事項，並依相關法令規
列事項，並依相關規範辦
範辦理：
理：
(一)人事事項應包含任
(一)人事事項應包含任
免、差勤、考評、獎懲、
免、差勤、考評、獎懲、
薪資等。
薪資等項目，並依本會
(二)業務事項應包含組
訂定之人事規章及相
織、職掌、安全維護、
關法令辦理。
利益迴避等。
(二)管理事項應包含組
(三)財務事項應包含採
織、執掌、安全維護、
購、出納、財產管理、
利益迴避等項目，並依
會計等。
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
六、內部控制事項之相關規
及相關法令辦理。
範，應考量控制環境、
(三)財務事項應包含採
風險評估、控制作業、
購、出納、財產管理、
資訊與溝通及監控等原
會計等項目，並依本會
則，並應符合相關法令。
會計制度及相關法令
七、為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
辦理。
控制制度及運作，本會 三、內部控制事項之相關規
應建立稽核制度。
範，應考量控制環境、風
險評估、控制作業、資訊
與溝通及監控等原則，並
應符合我國相關法令。
四、為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
控制制度及運作，本會應
建立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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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順編點次，將
原點次一、
二、三、四點
修改為四、
五、六、七
點。
2. 增 列 第 五 點
第一項部分
文字，修正第
一項第二款
「業務」部分
文字。
3. 刪 除 第 五 點
第一項第一
至第三款後
段文字，及修
正第五點第
二款部分文
字。
4. 刪 除 第 六 點
「我國」部分
文字。

參、內部控制之評估
八、自行評估：本會每年應
至少辦理一次自行評
估，自行評估可分為整體
層級、作業層級二層次，
對於所發現之內部控制
制度缺失，應向管理階
層、董事會及監察人溝
通，並及時改善：
(一)整體層級評估：評估
本會組織整體層面控
制之成效。
(二)作業層級評估：依第
五點內部控制範圍，評
估相關規範之成效。
九、內部稽核：本會稽核小
組隸屬於董事會，另依據
內部稽核制度進行稽核
作業。
十、外部稽核：本會得委託
會計師查核內部控制制
度設計及執行是否有
效，並進行改善，以確
保制度有效運作。

參、內部控制之評估
1. 依 順 編 點 次
一、自行評估：本會每年應
修正，修正第
至少辦理一次自行評
八點第一項
估，自行評估可分為整體
第二款部分
層級、作業層級二層次，
文字。
對於所發現之內部控制
2. 第 十 一 點 已
制度缺失，應向管理階
規定採任務
層、董事會及監察人溝
編組，且稽核
通，並及時改善：
單位係隸屬
(一)整體層級評估：評估
屬董事會，故
本會組織整體層面控
修改第九點
制之成效。
部分文字。
(二)作業層級評估：依
3. 順編點次，將
貳、二內部控制範圍，
原點次一、
評估相關規範之成效。
二、三點修改
二、內部稽核：本會稽核任
為八、九、十
務編組隸屬於董事會，另
點。
依據內部稽核制度進行
稽核作業。
三、外部稽核：本會得委託
會計師查核內部控制制
度設計及執行是否有
效，並進行改善，以確
保制度有效運作。

肆、內部稽核之組織及人員
十一、本會因業務單純、收
支規模較小且人員較
少，由內部人員採任務編
組。以交互稽核方式，秉
承董事會指揮監督，執行
內部稽核工作，幕僚單位
由行政室擔任。
十二、內部稽核人員應秉持
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
之立場，確實執行其職
務，並盡應有之注意。
十三、內部稽核人員執行業
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並
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本會之營運活動、報
導、相關法令規章及其執
行有損害利害關係人之

肆、內部稽核之組織及人員
一、本會設置內部稽核小組
隸屬於董事會，由內部
人員採任務編組或其他
方式組成，採交叉稽核
並秉承董事會指揮監
督，執行內部稽核工作。
二、內部稽核人員應秉持獨
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
之立場，確實執行其職
務，並盡應有之注意。
三、內部稽核人員執行業務
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並
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本會之營運活
動、報導及相關法令
規章遵循情況有直接
損害利害關係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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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順編點次，將
原點次一、
二、三、四點
修 改 為 十
一、十二、十
三、十四點。
2.刪除並修改第
十一點部分文
字，增列幕僚
單位。
3.修正第十三點
第一項第一款
部分文字。
4.將第十三點第
一項第三款後
半段文字改列
為第四款。
5.原第十三點第

情事，而予以隱飾或作不
事，而予以隱飾或作
四款調整接續
實、不當之揭露。
不實、不當之揭露。
第三款後半
(二)因職務上之廢弛，致損及
(二)因職務上之廢弛，致損
段。
本會或利害關係人之權
及本會或利害關係人 6.第十四點部分
益等情事。
之權益等情事。
文字修正。
(三)逾越稽核職權範圍以外
(三)逾越稽核職權範圍以
之行為或有其他不正當
外之行為或有其他不
情事，與自身有利害關係
正當情事，意圖為自
或利益衝突案件未予迴
己或第三人之利益，
避。
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
(四)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
侵占本會資產。
利益，違背其職務之行為
(四)與自身有利害關係或
或侵占本會資產。
利益衝突案件未予迴
(五)未配合主管機關指示或
避。
未依據契約規定接受政
(五)未配合主管機關指示
府審計、專案查核事項或
或未依據契約規定接
提供相關資料。
受政府審計、專案查
(六)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
核事項或提供相關資
要求或收受不合理餽贈
料。
或其他任何形式之不正
(六)直接或間接提供、承
當利益。
諾、要求或收受不合
(七)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理餽贈或其他任何形
十四、內部稽核人員得持續
式之不正當利益。
進行專業訓練，以提升稽
(七)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核品質及能力。
四、內部稽核人員得持續進
修或參加專業認證考
試，以提升稽核品質及能
力。
伍、內部稽核之規劃及執行 伍、內部稽核之規劃及執行 1.考量有些屬稽
十五、內部稽核工作之規劃 一、內部稽核工作之規劃及
核單位作業而
及執行，依下列規定辦
執行，依下列規定辦理：
非稽核人員，
理：
(一)本會可視業務之風險
修改第十五點
(一)本會可視業務之風險
及重要程度，依下列分
第一項第二
及重要程度，依下列分
類辦理內部稽核工作：
款，第十七點
類辦理內部稽核工作：
1.年度稽核：針對應辦
及第十九點部
1.年度稽核：針對應辦
理稽核之業務或事
分文字。
理稽核之業務或事
項進行稽核。
2.順編點次，將
項進行稽核。
2.專案稽核：針對指定
原點次一、
2.專案稽核：針對指定
案件、異常事項或其
二、三、四、
案件、異常事項或其
他未及納入年度稽
五、六點修改
他未及納入年度稽
核之事項進行稽核。
為十五、十
核之事項進行稽核。 (二)內部稽核人員應檢視
六、十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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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稽核小組應檢視
風險評估或績效達成
風險評估或績效達成
程度等情形，就高風險
程度等情形，就高風險
或主要核心業務優先
或主要核心業務優先
擇定稽核項目，擬訂年
擇定稽核項目，擬訂年
度稽核計畫，並經董事
度稽核計畫，並經董事
會通過後執行；修正時
會通過後執行；修正時
亦同。
亦同。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辨識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辨識
充分、可靠、攸關及有
充分、可靠、攸關及有
用之資訊，對其適當分
用之資訊，對其適當分
析、評估，並作成紀
析、評估，並作成紀
錄，以支持稽核結果及
錄，以支持稽核結果及
結論。
結論。
(四)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內
(四)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內
部稽核工作，得檢查相
部稽核工作，得檢查相
關文件及資產，並詢問
關文件及資產，並詢問
有關人員，受查單位應
有關人員，受查單位應
全力配合提供稽核所
全力配合提供稽核所
需資料並詳實答覆，無
需資料並詳實答覆，無
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五)年度稽核計畫及專案
(五)年度稽核計畫及專案
稽核應確實執行，據以
稽核應確實執行，據以
評估及檢查本會之內
評估及檢查本會之內
部控制制度，並檢附工
部控制制度，並檢附工
作底稿及相關資料等
作底稿及相關資料等
作成稽核報告。
作成稽核報告。
(六)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
(六)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
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5
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5
年。
年。
二、內部稽核人員應與受查
十六、內部稽核人員應與受
單位就稽核項目查核結
查單位就稽核項目查核
果充分溝通，對於評估所
結果充分溝通，對於評估
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
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
失及異常事項，應據實揭
缺失及異常事項，應據實
露於稽核報告，並於該報
揭露於稽核報告，並於該
告陳核後送受查單位改
報告陳核後送受查單位
善。
改善。
三、內部稽核人員就內部控
十七、內部稽核小組就內部
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
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
改善情形應加以追蹤，包
項改善情形應加以追
括內部稽核作業所發
蹤，包括內部稽核作業所
現、自行評估、政府部門
發現、自行評估、政府部
或業務委託單位查核所
門或業務委託單位查核
發現之各項缺失，並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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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二
十點。

所發現之各項缺失，並應
少按年度作成追蹤報告
至少按年度作成追蹤報
至改善為止，以確定相關
告至改善為止，以確定相
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
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
之改善措施。
當之改善措施。
四、本會應就前項所發現之
十八、本會應就前項所發現
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常
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
事項及改善情形，列為個
常事項及改善情形，列為
人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
個人績效考核之重要項
五、內部稽核人員應將稽核
目。
計畫執行情形定期提報
十九、內部稽核小組應將稽
董事會，並向監察人報
核計畫執行情形定期提
告。
報董事會，並向監察人報 六、內部稽核人員如發現重
告。
大違規情事或本會有受
二十、內部稽核人員如發現
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
重大違規情事或本會有
作成報告陳核，並同時通
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
知監察人。
即作成報告陳核，並同時
通知監察人。
陸、附則
二十一、本制度經本會董事
暨監察人會議同意後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修正時亦同。

陸、附則
本制度經本會董事暨監察人
會議同意後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修正時亦同。

決 議：同意本案修正後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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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編點次，故增
列二十一點點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