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1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主計室

案 由 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內部控制小組會議之臨時動議

決議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辦

理。

二、 為利委員協助檢視各項業務是否合理控管並適時提供卓

見，及為保留會議召集彈性，鬆綁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之規

定，使因職務受任之當然委員不克出席時可指派代表為之，

爰經檢視成員屬性，擬從嚴規範，僅修正鬆綁因職務受任之

當然委員得指派代表出席。

三、 本案業經 111 年 7 月 13 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內部控制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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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第三點 

本校內部控制小組(以下

簡稱內控小組)設置委員十

三至十五人，由副校長擔任

召集人，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

長、主任秘書、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展演藝術中心主

任、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

室主任及本校內部稽核小組

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

員由校長遴聘教職員代表擔

任，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專家

參與會議。 

內控小組委員均為無給

職，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教職員代表如離職，由校長

另行指派人員遞補。

內控小組設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主計室主任兼任

之，執行業務及協調有關事

宜。 

第三點 

本校內部控制小組(以下

簡稱內控小組)設置委員十三

至十五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展

演藝術中心主任、藝術資源暨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及本校內部稽

核小組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本校未兼

行政職務教師擔任，必要時得

邀請校外專家參與會議。 

內控小組委員均為無給

職，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教

師代表如離職，由校長另行指

派人員遞補。

內控小組設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主計室主任兼任之，

執行業務及協調有關事宜。

為利各方代表均能協助檢視

各項業務是否合理控管並適

時提供卓見，依據本校110

學年度第1學期內部控制小

組會議之臨時動議決議，修

正將本校教職員納編小組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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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第四點 

內控小組每學期至少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

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

召集人指派委員代理之，委

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當然委

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

代表出席會議，並經委員過

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會

議議案之決議，應經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四點 

內控小組每學期至少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

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

召集人指派委員代理之，委

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並經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

會。會議議案之決議，應經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為保留會議召集彈性，鬆綁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之規

定，使其不克出席時可指派

代表為之，本校內部控制小

組雖非本校組織規程明定設

立之委員會，惟考量其決定

將影響全校內部控制之決策

及定位，爰經檢視成員屬

性，擬從嚴規範，僅就因職

務受任之當然委員得指派代

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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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行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101年 5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3月 29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9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4月 23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年 00月 00日 000學年度第 0學期第 0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健全內部控制，提升行政效能，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

行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內部控制包括： 

（一）教務、學務與學校研究發展相關事項。

（二）行政管考。

（三）預算及主計業務。

（四）人事行政作業。

（五）出納、財產管理及採購業務。

（六）資訊管理相關作業。

(七) 投資及融資作業。

(八) 其他內部控制作業。

三、本校內部控制小組(以下簡稱內控小組)設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展

演藝術中心主任、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及本校內部

稽核小組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教職員代表擔任，必要時得邀請校外

專家參與會議。 

內控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教職員代表如離職，由校長另行指派

人員遞補。 

內控小組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計室主任兼任之，執行業務及協調有關事宜。 

四、內控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派委員代理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當然委員不克出席會

議時，得指派代表出席會議，並經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會議議案之決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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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五、內控小組負責督導本校各單位內部控制之建置，為確保制度持續有效之執行，其任務如

下： 

（一）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及整合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二）審視本校個別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以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

（三）規劃及執行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及風險滾推作業。

（四）督導各單位就內部稽核小組所列內部控制缺失事項或興革建議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

六、各單位個別性業務之內部控制，應由各單位主管確實督導，依業務特性、重要性、風險

性原則，擇業務項目，研訂標準作業流程、控制重點及訂定自我檢查項目，彙整統一提

報各該一級單位主管核定後，彙送內控小組執行秘書提報內控小組審議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七、各單位應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每年九月底前應由各該一級主管督導所屬單位，至

少辦理一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填寫相關表件資料送主計室彙整，提送內控小

組會議確認，以作為判斷控制作業有效性之參據。 

八、各單位應每年辦理風險評估作業，滾動檢討及評量主要風險項目之風險值，以決定是否

需採行新增控制機制因應該等風險，檢討結果應送主計室彙整提送內控小組會議確認。 

九、內部控制稽核方式及程序，依本校內部稽核小組內部稽核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校共通性或個別性業務之相關標準作業程序說明、流程圖、自行檢查之表件等書表格

式，由內控小組統一訂定頒行。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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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內部控制小組會議紀錄 

會議方式：會議採通訊(書面)審查方式舉行，第一次審議由主計室於本(111)年 

6 月 10日寄送電子郵件予各委員，各委員於 6月17日前回覆意見，

經主計室綜整後，除案由二及四部分委員提供建議外，餘均照案通

過，爰請業管單位說明並研提議處方式後，續於本年 7月 7日以電

子郵件寄送各委員進行第二次審議，各委員於 7月 13日前均回覆照

案通過後，擬具本會議紀錄。  

召 集 人 ：李副校長葭儀 

委員名單：林教務長劭仁、林學務長于竝、莊總務長政典、林研發長姿瑩、林

國際長亞婷、電算中心孫主任士韋、展演中心林主任于竝、藝推中

心王主任寶萱、鍾主任秘書永豐、人事室蔡主任旻樺、主計室汪主

任玉雲、音樂學系范姜毅、劇場設計學系林隆圭、文學跨域創作研

究所賀淑芳 

壹、報告事項

 決  議：洽 悉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 111年度內部控制評估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行政院105年12月30日修正「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第 7點及第 8點辦理。 

二、 本案如經會議審議通過，將簽奉校長核定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內部控制作業項目修正，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次擬修正項目包括總務處「D-2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D-4

適（準）用最有利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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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本次修正內容草案及核准便簽影本。 

  決  議：據第一次通訊審議意見研議應處方式後，照案通過。〔詳 111年 7

月 7日簽准(文號：1111002525)如附件〕 

案由三：本校內部稽核小組「111年度稽核報告」稽核結果所提稽核發現缺

失事項及興革建議，其中與內部控制作業項目有關部分，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行作業要點」第 5點第 4款規

定略以，內控小組負責督導本校各單位內部控制之建置，為確保

制度持續有效之執行，其任務包含督導各單位就內部稽核小組所

列內部控制缺失或興革建議檢討修正內部控制。 

二、 本校內部稽核小組「111年度稽核報告」及稽核結果所提「缺失

及興革建議」，其中與內部控制作業項目有關並需檢討修正部分

計 1項，詳如「111年度稽核報告所提內部控制作業缺失及興革

建議彙總表」，並已於本次會議提案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正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及執行作業要點」第 3、4點，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內部控制小組會議之臨時動議決議

及行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辦理。 

二、 檢附本次修正內容草案及核准簽影本，本案如經會議審議通過，

將續提行政會議後實施。 

決  議：據第一次通訊審議意見研議應處方式後，照案通過。〔詳 111年 7

月 7日簽准(文號：1111002525)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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