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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稽核緣起 

本校為檢查內部控制制度之實施狀況，並適時提供各權責單位建議與缺失

矯正措施，故於秘書室下置稽核組，依本校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籌辦每學年度內

部稽核計畫，並執行校內內部控制機制，以確保本校遵循法令規定落實內部控

制、保障資產安全以及持續保持校務行政之效能。 

108學年度第 1次稽核會議於 108年11月13日召開，經稽核委員檢視 102至

107學年度受稽單位所稽核之項目及內容，並評估各單位所承辦業務具較高風

險者，進而擬訂 108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案，計畫執行期間為自 108年8月1日

至 109年7月31日。 

 

貳、稽核委員 

108學年度稽核單位共聘請 7位稽核人員，除法定召集人及主任秘書為當然

成員，其餘委員係由召集人及稽核組建議，由校長核可指派兼任稽核人員如

下： 

一、召集人： 

蔡伯郎副校長。 

二、內聘委員： 

蔡伯郎副校長、簡淑華主任秘書、人事室林妙香主任、校園安全暨災

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張振華主任、人文社會學群郭文正助理教授。 

三、外聘委員： 

果肇法師、許仁壽顧問。 

委員任期配合學年制，聘期自 108月8月1日至 109年7月31日止。 

 

參、稽核時程 

108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案經校長核定，第 1學期受稽單位為人事室、總務

處；第 2學期為會計室、研發組。有鑑於「法鼓文理學院執行教育部獎勵私立

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作業要點」第 5點「控管機制」規定，每年度辦理

獎補助款計畫經費之專案稽核，至遲應於下一年度六月底前完竣，故擬稽查研

發組為定期性稽核，每學年辦理乙次，如往年維持於第 2學期進行稽核作業。

其次，為符合科技部 108年9月23日來函要求，強化支用科技部補助計畫經費使

用合法之機制，安排本學年度對科技部專案作為稽核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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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學年度第 1次內部稽核會議之決議，原則上依 108學年度內部稽核實

施計畫，稽核委員查核範圍皆已排除自己平日所負責之業務，擬定各組人員及

稽核範圍之細節如下： 

一、本學年度第 1學期稽核兩個受稽單位：總務處（4項, 55件）、人事室

（4項, 55件）共計 8個項目計 110件。會議中分別擬定稽核日期為 109

年1月9日與10日，由 5位兼任內部稽核人員及 2位外聘委員以 4位（總

務處）及 4位（人事室）委員分別進行查核作業。 

二、本學年度第 2學期稽核兩個受稽單位：會計室（4項, 53件）、研發組

（5項, 53件）共計 9個項目計 106件。108年12月26日經向各稽核委員

詢問內部稽核共同許可之日期，擬定稽核日期為 109年3月25日，以 4

位（會計室）及 4位（研發組）委員分別進行查核作業。 

三、各組成員及稽核範圍以簡表說明如下： 

 

 

 

 

序號 受稽單位 內控項目 人員 執行時間 

1 總務處 

一、場地借用相關作業 

二、住宿退宿相關作業 

三、建設修繕相關作業 

四、校園安全相關作業 

果肇法師 

蔡副校長 

林主任 

張主任 

109.01.08 

２ 人事室 

一、保險給付相作業 

二、團體保險及文康活動相關作業 

三、薪資發放相關作業 

四、新進人員敘薪相關作業 

果肇法師 

簡主秘 

張主任 

郭老師 

10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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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稽單位 內控項目 人員 執行時間 

3 會計室 

一、財產移動作業 

二、出納收受捐款作業 

三、申請獎補助款經費作業 

四、請購核銷會計作業 

許顧問 

蔡副校長 

林主任 

張主任 

109.03.25 

4 
教研處 

研發組 

一、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支用規劃﹑執行 

二、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形 

三、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執行情形 

四、科技部補經費支用共同性項目 

五、科技部補經費支用各別性項目 

許顧問 

簡主秘 

張主任 

郭老師 

 

1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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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稽核方式 

 
一、 依據「私立學校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之規定，及經校務會議、董事會議決通過之「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實施細

則」實施內部稽核。 

為確保本校（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各單位所訂控制重點皆能掌

握及各項作業流程均依所訂程序確實執行，由內部稽核小組於 108年10月至 

109年6月間進行108學年度內部稽核工作，受稽查文件係依據本校法規及

《內部控制制度手冊》第6修訂版之規定，以合理保障營運效能之提升、資

產之安全、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該手冊歷經 99年 11月24

日、103年 5月30日、104年 11月17日、106年 1月13日、107年 7月30 及108

年 7月30日，共六次修訂（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董事會審議決通過）。 

二、本學年度內部稽核委員會議擇定稽核項目，校長核定後，再與受稽單位主管

溝通協調，確定稽核日期、時間及進行以下之相關工作：  

（一）稽核單位向受稽單位發送稽核通知單後，賡續發送及回收「受稽自

評表」。 

（二）稽核單位確認業務承辦人員依據「受稽自評表」之項目事先準備相

關佐證資料及業務簡報： 

1. 將每個稽查項目之佐證資料（含一個案列）放入一個卷宗，依項

次順排列卷宗於稽核場地。 

2. 稽核委員執行查證前，受稽單位各組以 5至 10分鐘時間作業務簡

報（含各組工作綱要、執行情形及所面臨的問題等）。 

（三）稽核委員以現場溝通及抽核方式，執行實地查證，如發現相關佐證

資料不足或有缺失現象，將建議或問題紀錄在「內部稽核檢查表」

及「內部稽核矯正措施通知單」。 

（四）受稽單位針對「內部稽核矯正措施通知單」所示之建議或問題，擬

定改善措施及計畫，並於期限內完成後送交稽核單位彙整。 

（五）稽核單位彙整稽核工作底稿及稽核報告，籌備稽核事後會議。 

（六）於稽核事後會議，檢討矯正措施改善情形、覆核建議與缺失事項。 

（七）依稽核事後會議之決議，擬訂稽核結案報告，陳送校長核閱，並將

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後存檔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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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稽核結果 

一、108學年度各受稽單位之矯正措施改善案執行情形，提請稽核事後會議決議： 

 

編號 單位 查核項目 發現問題 初判 改善措施及計畫 執行情形 會議議決 

A1.1. 總務處 

庶務組 

1. 場地借用相關作業 

1.1. .校區場地管理是否依規

定辦理？ 

場地借用108學年度已改採

用系統作業，請補 108年度

改用系統作業的差異說

明。 

建議 檢附系統作業的差異說

明。場地借用系統已導

入，並修正內控手冊相

關作業。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A1.2. 總務處 

庶務組 

1. 場地借用相關作業 

1.5. 申請免費借用場地者是

否依規定資格審核，經

校長核示？ 

校外單位借用申請免費

時，需提供校長核准公

文。此與場地借用申請流

程圖不符，請修正之。 

重大

缺失 
檢附校長核准公文、場

地借用申請流程圖補

正。 

已改善

完成 

1. 經評估此案僅為流程

圖不符，未發現有實

際個案，故改列為

「次要缺失」。 

2. 列入來年查核項目，

稽查實際運作層面。 

A1.3. 總務處 

庶務組 

1. 場地借用相關作業 

1.10.得知場地及設備毀損，

權責單位是否視其損害

程度要求借用單位負責

修復或賠償？ 

目前均係採修復方式，水

陸法會借用游心場修復為

例，請補近３年之相關毀

損及修復紀錄。 

次要

缺失 

檢附近３年之相關毀損

及修復紀錄。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A1.4. 總務處 

庶務組 

2. 住宿退宿相關作業 

2.1. 各項住宿申請所需資料是

否翔實登記，存檔備查？ 

目前學生住宿申請作業均

係延用傳統紙本方式。爾

後建議一併將學生相關申

請於線上系統辦理住宿退

宿作業。 

建議 學生住宿線上系統申請

作業已建置完成並於

109年4月30日公告109

學年開始，於系統上申

請學期住宿。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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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查核項目 發現問題 初判 改善措施及計畫 執行情形 會議議決 

A1.5. 總務處 

庶務組 

3. 建設修繕相關作業 

3.1. 校園場地標示與圖說文件

是否相符？ 

109.02.15確認： 

(1) 教室門牌18件 

(2) 颱風損壞4件 

(3) 電梯樓層19件 

(4) 新單位門牌8件。 

建議 

 

1. 教室門牌與颱風損壞部份
已於4月29日核銷完成。 

2. 電梯樓層指示圖與新單位
標示因7月份教育部核定
停招後恐會有異動，校長
指示：更新綜合大樓的空
間指標，可以再等等。此
為學校整體的考量而延
後，以上說明。 

改善進

行中 

1. 維持判定為「建議」。 

2. 列入稽核追蹤。 

A1.6. 總務處 

營繕組 

3. 建設修繕相關作業 

3.5. 校園建設之修繕驗收是否

依規定程序辦理？ 

校園建設之修繕驗收，請提

供最近2個案例佐證。 

建議 檢附３份校園建設之修

繕驗收資料。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A1.7. 總務處 

營繕組 

3. 建設修繕相關作業 

3.6. 更動校園建設是否依相關

公共安全和消防安全設備

檢測等規定辦理？ 

更動校園建設，請提供最近

案例簽呈佐證。 

建議 檢附揚生館4樓體適能

教室外，增設玻璃隔間

案簽呈。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A1.8. 總務處 

營繕組 

3. 建設修繕相關作業 

3.7. 校園消防設備是否依規定

定期檢視配置、檢修和保

養？ 

消防設備僅附10月資料，請

提供11及12月巡檢資料佐

證。 

建議 檢附108年10月及12月

之維護、請購核銷及施

工照片。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A1.9. 總務處 

營繕組 

3. 建設修繕相關作業 

3.10. 校園耗用能源政策是否遵

行國家能源管理相關再生

能源發電規定執行？ 

教育部配合行政院再生能源

政策來函鼓勵本校「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共6份

後，總務長認為可取消設

置，校長核示重新評估。 

建議 檢附108學年度第13次

主管會報紀錄之決議，

本校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案暫緩實施，視未

來能源法規再作決定。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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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查核項目 發現問題 初判 改善措施及計畫 執行情形 會議議決 

A1.10. 總務處 

營繕組 

4. 校園安全相關作業 

4.7. 校園防災避難建築設施

是否有顯著避難方向指

示燈及避難指標？ 

綜合大樓之樓層之逃生平面

圖尚未建置，應儘速建置完

成。 

建議 經提報109年6月8日第

29次主管會報，同意執

行。逃生避難圖以電腦

大圖輸出方式制作。預

計廠商報價，請購，發

包，排程施工進行中。 

改善進

行中 

列入稽核追蹤 

A1.11. 總務處 

營繕組 

4. 校園安全相關作業 

4.8. 校園老園舊建築物和重

要公共建物是否依規定

補強安全設備？ 

第三大樓及法印書苑已委託

廠商辦理耐震力等安全評

估，惟尚未執行。 

建議 1. 本案已完成請購程

序，申請單如附。 

2. 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

期規定，本校已排定

檢查及申報日期於109

年7月執行。 

改善進

行中 

列入稽核追蹤 

A1.12

. 

總務處 

營繕組 

4. 校園安全相關作業 

4.14. 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應

變工作之權責範圍是否

明確及合理？ 

4.4、4.5、4.7、4.14有關校

園安全相關業務似未與校安

中心完成業務轉交協議。建

議總務處與秘書室校安中心

召開協調會以釐清業務負責

單位。 

次要

缺失 

1. 本案經109年6月1日第

28次主管會議議決，

校園安全統籌整合單

位由秘書室校安中心

負責。會議決議校園

災害防救計畫由校安

中心執行。 

2. 業務移交清冊如附。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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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查核項目 發現問題 初判 改善措施及計畫 執行情形 會議議決 

A2.1. 人事室 1. 保險給付相關作業 

1.1.至1.11.、1.13與1.14. 共13

題。 

未依事前之通知配合，稽查

現場之佐證資料不足，亦無

相關詳述說明。展示佐證資

料之方式有待改善。 

建議 於改善期限內，檢附相

符之佐證資料。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A2.2. 人事室 3. 薪資發放相關作業 

3.1.至3.10.、3.12. 共11題。 

未依事前之通知配合，稽查

現場之佐證資料不足，亦無

相關詳述說明。 

建議 於改善期限內，檢附相

符之佐證資料。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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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查核項目 發現問題 初判 改善措施及計畫 執行情形 會議議決 

B1.1. 會計室 1. 財產增置與減損相關作業 

1.10.報廢資產如有處分收益

是否將收益列入「雜項

收入」科目？ 

稽查現場之佐證資料不足，

補107學年度報廢簽呈附件

佐證。 

建議 檢附107年10月8日以招商

回收方式辦理變賣廢金

屬、報廢電器、電腦等之

簽呈、項目表及照片。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B1.2. 會計室 3. 獎補助款經費相關作業 

3.1.獎補助款經費是否於支用

前入本校帳戶？ 

3.6.為維持校務中長程營運效

能，是否定期檢核本校現

金與銀行存款之運用情

況？ 

1. 教育部補助款年中撥入，

學校如何建立撥款前，計

劃項目執行之付款管理。 

2. 為維持校務中長程營運效

能，建議定期檢視資金運

用情況。 

 

建議 1. 有關學校付款管理，於補

助款未撥入前，計畫執行

上確有必要支付款項時，

若專戶無餘額可供支付，

均由學校先行墊付，俟補

助款撥入後再行歸墊。 

2. 各專案及產學合作計畫，

除配合款外，以收入額

作為支出最高限，學校

一般行政業務以匡列額

度編列，以掌控資源作

有效運用。嗣後將依建

議加強定期檢視資金運

用情形（詳見底稿）。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B1.3. 會計室 4. 請購核銷相關作業 

4.2. 各經費請購動支簽辦

案，原核項目用途和金

額，是否與會計科目和

金額相符？ 

發現有部份付款先於請購

完成，程序不符。 

次要

缺失 

嗣後加強宣導，以導正

符合程序，會簽時發現

請購程序不符，將加註

主意見提醒承辦單位。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10 

 

 

編號 單位 查核項目 發現問題 初判 改善措施及計畫 執行情形 會議議決 

B1.4. 會計室 4. 請購核銷相關作業 

4.3. 經費請購核銷書據之數字

或文字如有塗改修訂，是

否取得相關權責人員齊全

之簽名或蓋章證明？ 

部份財產增加單科目更改

未核章。 

次要

缺失 

已請修改人核章，嗣後

會簽時多加留意及宣

導。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B1.5. 會計室 4. 請購核銷相關作業 

4.6. 各項支付款項檢附原始

憑證之審核，是否依相

關支出標準及審核作

業，並於規定時間內完

成執行？ 

未規範審核作業時間。 建議 依本校支出憑證核銷作業要

點規定，每月付款日為月中

及月底二次，會計室收件截

止日為8日及20日，相關憑

證審核均依上述要點規定作

業，如有審核時間差異過大

或退請承辦單位修正，於憑

證上蓋具送(補)件日期，以

明權責爰本校未規範審核作

業流程時間。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B1.6. 會計室 4. 請購核銷相關作業 

4.8. 經費動支許可期間，是

否依合法之原始憑證悉

數入帳、開立傳票、實

支實付？ 

經費動支許可時間不明

確。 

建議 經費動支原則上依請購

(修)暨費用支出申請單，

經核可後即可動支執行後

檢附相關憑證辦理核銷…

經費動支許可期間並無法

明確規範，實務上，自請

購核准後至核銷結案止，

可視為經費動支許可期間

（詳見底稿）。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11 

 

 

編號 單位 查核項目 發現問題 初判 改善措施及計畫 執行情形 會議議決 

B2.1. 教研處 

研發組 

2. 獎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

形 

2.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

制度是否已明訂，並經校

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

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且適

時修訂與確實執行？ 

請補述執行情形是否確實執

行？並補附佐證資料。 

建議 已增列表格說明辦法通

過之會議及最新修訂時

間，並附該年度執行情

形之佐證資料。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B2.2. 教研處 

研發組 

2. 獎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

形 

2.5. 獎補助款「未」以教師人事

經費之薪資方式支應教學研

究經費（含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

習、進修、著作、升等送

審、其他等）？ 

請補附「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規定」。 

建議 已補附「教育部補助及

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規定」。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B2.3. 教研處 

研發組 

2. 獎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

形 

2.8. 經常門經費支用於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是否符合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

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

點」規定？ 

1. 請補附「教育部獎補助私

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實施要點」並補述符合之

項目內容。 

2. 請檢視學校是否有依上述

要點訂有相關支用規定。 

建議 1. 已補附「教育部獎補

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

點」並述明相符之支

用項目內容。 

2. 請經查學生事務處訂

有「法鼓文理學院學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12 

 

 

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

要點」，經與承辦同

仁討論相關法規內

容，目前所訂之要點

在經費支用上可再進

一步進行明確規範。

承辦同仁擬將修訂辦

法，提會議審查。 

B2.4. 教研處 

研發組 

3. 獎補助款「資本門」執行情

形 

3.1.至3.10. 共10題。 

1. 資料及文件宜再整理，以

適當佐證各查核重點。 

2. 自評現況欄位內之說明宜

切題，清楚回應稽查項

目。 

3. 佐證資料請依稽查項目各

自納入專屬的卷宗或資料

夾。 

建議 1. 已再整理佐證資料，

並提出適於查核重點

之資料。 

2. 自評現況已調整說

明，並輔以佐證資

料，回覆稽查項目。 

3. 佐證資料將置於專屬

卷宗或資料夾。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B2.5. 教研處 

研發組 

5. 科技部補經費支用各別性項

目 

5.8.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人員請

假，是否確實依規定程序

申請，並經權責主管核

准？ 

請提供108學年各專案人員

「出勤紀錄簽到表」佐證。 

建議 已各專案人員調出勤簽

到表請詳附件。在預防

措施上，以每學期說明

會和內部控制作業執行

流程，加強宣導，並考

量恢復核銷檢附簽到表

之措施。 

已改善

完成。 

同意核備 

 



 

 

 

二、108學年度內部稽核追蹤情形彙整表（表2）： 

 

受稽

單位 

稽核 

編號 

初核結果 覆核結果 

建議 
次要

缺失 

重大

缺失 

完成

改善 
稽核事後會議議決 

稽核

追蹤 

總務處 

A1.1. 1 - - 1 同意核備 - 

A1.2. - - 1 1 改列為「次要缺失」列入來年之查核項目 - 

A1.3. - 1 - 1 同意核備 - 

A1.4. 1 - - 1 同意核備 - 

A1.5. 1 - - - 改善進行中 1 

A1.6. 1 - - 1 同意核備 - 

A1.7. 1 - - 1 同意核備 - 

A1.8. 1 - -  同意核備 - 

A1.9. 1 - - 1 同意核備 - 

A1.10. 1 - - - 改善進行中 1 

A1.11. 1 - - - 改善進行中 1 

A1.12. - 1 - 1 同意核備  

人事室 
A2.1. 1 - - 1 同意核備 - 

A2.2. 1 - - 1 同意核備 - 

會計室 

B1.1. 1 - - 1 同意核備 - 

B1.2. 1 - - 1 同意核備 - 

B1.3. - 1 - 1 同意核備 - 

B1.4. - 1 - 1 同意核備 - 

B1.5. 1 - - 1 同意核備 - 

B1.6. 1 - - 1 同意核備 - 

研發組 

B2.1. 1 - - 1 同意核備 - 

B2.2. 1 - - 1 同意核備 - 

B2.3. 1 - - 1 同意核備 - 

B2.4. 1 - - 1 同意核備 - 

B2.5. 1 - - 1 同意核備 - 

 25件 20件 4件 1件 22件  3件 

註： 本統計彙整自「內部稽核矯正措施通知單」之回覆及相關會議紀錄。 



 

 

 

三、108學年度稽核追蹤情形彙整表顯示，5件初判為缺失案已完成改善，其餘所抽

查項目皆依相關規定之流程執行，並未發現有違反內部控制制度重大情事或舞

弊。此外，人事室、會計室與研發組各項矯正措施亦全數同意核備，完成改善

並結案。但總務處仍有 3項列入下學年度稽核追縱事項如下： 

（一）校園建設與修繕（A1.5.）經查證場地標示重做項目：教室門牌與颱風

損壞部份已改善完成，電梯樓層指示圖與新單位標示則改善進行中。 

（二）校園防災避難建築設施（A1.10.）經查證樓層逃生平面圖尚在建置中。 

（三）校園老園舊建築物和重要公共建物補強安全設備（A1.11.）經查證某建

築物耐震力等安全性評估，已排定檢查及申報日期。 

 

四、綜觀本學年度內部稽核四個單位：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與研發組，共 17

項作業程序，216件重點查核項目，25件提出矯正措施改善案。受稽自評回覆

總平均符合率高達 96%，稽核委員實地查證總平均符合率為 86%，經受稽單位

矯正措施通知單回覆之改善驗證總平均符合率為 99%，各別差異如下表： 

 

受稽單位 
符合規定 

總數 (件) 
受稽自評 ％ 實地查證 ％ 改善驗證 ％ 

總務處 50 91% 43 78% 52 95% 55 

人事室 52 95% 42 76% 55 100% 55 

會計室 52 98% 48 91% 53 100% 53 

研發組 52 98% 52 98% 53 100% 53 

總 計 206 96% 185 86% 212 99% 216 

註：工作底稿詳如附件。 



 

 

 

陸、稽核翦影 

一、受稽單位：總務處（109年 1月 8日） 

 

 

二、受稽單位：人事室（109年 1月 9日） 

 



 

 

 

 

三、受稽單位：會計室（109年03月25日） 

 
 

四、受稽單位：研發組（109年03月25日） 

 

 



 

 

 

柒、查核資料 

一、法鼓文理學院〈受稽自評表〉。 

二、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檢查表〉。 

三、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矯正措施通知單〉。 

四、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追蹤情形彙整表〉 

五、法鼓文理學院《內部控制制度手冊》新6版。 

六、法鼓文理學院法規。 

 

捌、建議事項 

一、受稽單位應依事前之通知，將每個稽查項目之佐證資料（含一個案例）

放入一個卷宗，並標示第幾查核項目之佐證資料，以便稽核委員順利依

序稽核，以免浪費時間。 

二、受稽單位因受查項目需提供相關之個資，亦應如實提供，此係執行業務

之稽核單位及承辦人員必需了解，對相關個資均有保密之義務。 

三、受稽單位應於稽核後，重新檢視查核項目，依現行法規及行政程序修訂

《內部控制制度手冊》中的作業事項（流程圖、作業程序、控制重點、

使用表單、依據及相關文件）俾利該手冊之作業事項與法規相符。 

四、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應列入學年考核

相關規定處理，並列入下學年度稽核重點。 

五、與會者應準時蒞臨稽核現場，以避影響稽核活動之進行與維護其他與會

者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