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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內部稽核暨 
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12 月 10 日（三）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蘇顯達委員(代理)                        記錄：林吟珊 

出席人員：楊凱麟委員、曹安徽委員、鄭淑姬委員、 
戴嘉明委員、于國華委員(請假)、顏淑惠委員、 
曾介宏委員、林明灶委員、李璁娀委員、 
孫斌立委員 

列席人員：主計室林代理主任怡欣 
 

壹、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請參閱會議資料

p.7-p.13)。 
 
貳、 報告事項 

一、委員會組成(略) 

二、會務運作(略)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校103學年度各項招生經費收支狀況，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辦理依據： 

(一)依「國立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試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第

四點規定，略以：「各校自行訂定之各項招生考試試務

人員工作酬勞之支給項目及基準……；其支給情形，應

提送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 

(二)另同要點第三點訂有支給工作酬勞支給總額及各人員

工作酬勞支給比率相關規定(如附件二，請參閱會議資

料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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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瞭解本校「103學年度招生經費收支狀況」，邀請主計室  

進行各項學制招生試務經費支用情形說明(如附件三，請參

閱會議資料p.15 )。 

三、 依主計室提報資料所示各項試務支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之

總額，除碩士班甄試佔51.31％外，其餘未超過收入總額50

％，經主計室就碩甄超過50%計算部分說明如附件三，請參

閱會議資料p.16。依規定該項支出扣除不受限之工作酬勞項

目後為15.73％，尚無與規定未合情形。 

四、 經查本會前曾由分組委員抽查100學年度、102學年度各項

學制招生試務酬勞支給憑證，稽核結果符合前揭要點規

定。有關103學年度收支狀況，是否仍列入稽核項目及進行

分組稽核，提請討論。(參考資料：如附件四-政大校務會議

經費稽核委員會會對於招生試務酬勞進行稽核相關決議，

請參閱會議資料p.17 / 本校「辦理各項考試工作酬勞費用標

準表」，請參閱會議資料p.18-p.19) 

決議： 

(一)考量100學年度、102學年度已就各項學制招生試務酬勞

支給憑證進行稽核，尚無不符相關規定情形。另，配合

103年度行政院函頒修正「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

項」，每年至少須擇定1/3內控作業項目進行稽核的規

定，囿於本會人力及作業期程，爰本案不列入104年度

實地稽核項目，故於今日就主計室所提書面資料完成審

視，均合於規定。 

(二)本案後續若有實需，再行另案討論處理。 

 

案由二、本校104年度「內部控制稽核暨經費稽核計畫」之執行

重點，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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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照於102.1.2本校所訂內控制度，分為9大循環91項業務

(如附件五，請參閱會議資料p.20-p.23)。 

二、 另依「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內部稽核單位(即

本會)每年應納入之稽核項目： 

(一)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屬近3年

內發生類同事項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以及次年經審

計部列為仍待繼續改善事項之檢討改善情形。 

(二)自內部控制制度中原則擇定至少1/3作業項目進行稽

核，以確認各項控制重點之有效性及合理性。 

三、 本會前已完成稽核之內控循環項次： 

(一)營運及收支循環(項次A)： 

1. 推廣教育課程報名流程與學費收入對帳流程作業管

理。(A-1) 

2. 借地租借管理-藝大會館、委外經營餐廳管理。(A-2) 

3. 自行收納收款作業。(A-4) 

4. 零用金作業。(A-6) 

5.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之管理作業。(A-7) 

6. 出納事務盤點及檢核作業。(A-7) 

(二)財產物品管理循環(項次E)： 

1. 財產增加。 

2. 財產移動。 

3. 財產增減值。 

4. 財產撥入及捐贈。 

5. 財產撥出。 

6. 財產報廢減損。 

7. 財產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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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104年度稽核項目之擇定，提請討論： 

(一)「內部控制稽核及經費稽核」部分 

1.內控稽核項目： 

(1)鑑於本會已完成內控循環項次A、E之稽核，依上述

政府規定，至少擇定1/3作業項目，考量本校現有91

個項目，於年度稽核中完成31項實不可行，據瞭解

內控小組已著手研擬整併項次。本會104年度仍先由

未曾查核之7個循環中，擇定循環項次後，再行挑選

抽查之作業項目。 

(2)爰擬就循環項次B~D、項次F~I (如附件五，請參閱會

議資料p.20-p.23)，提請委員會擇定稽核項次。(註：

本會於101年稽核3個作業項次，102年稽核10個作業

項次。) 

      2.103年度校務基金年度決算： 

有關本校103年度校務基金決算報告，經洽詢主計室援

例約於104.2進行確認，擬俟決算完成後另行召開委員

會擇定稽核項目。 

(二)「內部控制制度整體層級有效性審議」部分 

為瞭解本校103年度內控執行情形，主計室於103.11完成

各單位作業層級自行評估彙整，預計於103.12.16送內控

小組討論確認，並續由評估單位、主辦單位分別進行評

估，預計於104.2前由本會執行秘書完成評估總表之彙

整，續提送本會進行審議。 
決議： 

         (一)為利本委員會執行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以及

內控制度等稽核作業，擬就 104 年度「內部控制稽核暨

經費稽核計畫」，擇定下列業務項目進行稽核： 

            1. 工程、勞務、財物採購循環(項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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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4 限制性招標(最低價標) 。 

              (2) B-5 適用最有利標。 

              (3) B-8 共同供應契約大量訂購及監辦作業。 

            2.教務、學務及研發循環(項次 C)： 

              (1) C-1-4 課務管理作業。 

              (2) C-2-2 獎助學金發放作業。 

              (3) C-3-1 本校教學與研究單位新增、調整與裁撤作

業。 

            3.國際交流業務 (項次 I)： 

              (1) I-3-2 國際交換學生出國修業併教育部菁英計畫

甄選作業暨行政作業流程。 

                (2) I-4-2 赴本校交換學生申請流程業務(國外)。 

            4.103 年度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俟決算完成後另行召開

委員會擇定稽核項目)。 

 

案由三、104年度稽核作業執行方式及期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會設置要點第十一點規定：委員會應於每學年第二

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之稽核報告。 
二、下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於104.6.2召開，為利103年度稽核

業務執行及稽核報告之提出，擬定作業期程如下： 

項次 工作事項 期程 權責分工 
1 確認年度稽核項目 103.12.10(內控項目) 

104.03.10(年度決算) 
委員會 

2 內控整體層級有效

性書面審議 
104.03.10 委員會 

3 完成稽核作業及分

組報告撰擬 
 

104.04.30 各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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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核作業之執行 
    擬請推派各項目負責之委員進行書面或實地稽核，並由執

行秘書陪同辦理相關作業，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經會議決議稽核項目及負責委員如下： 
項次 稽核項目 負責委員 

1 

工程、勞務、財物採購循環(項次B)： 

(1)限制性招標(最低價標) 。 

(2)適用最有利標。 

(3)共同供應契約大量訂購及監辦作

業。 

曹安徽委員 
戴嘉明委員 
李璁娀委員 
孫斌立委員 

2 

教務、學務及研發循環 (項次C)： 

(1)課務管理作業。 

(2)獎助學金發放作業。 

(3)本校教學與研究單位新增、調

整與裁撤作業。 

鄭淑姬委員 
顏淑惠委員 
林明灶委員 
 

3 

國際交流業務循環(項次I) ： 

(1)國際交換學生出國修業併教育

部菁英計畫甄選作業暨行政作

業流程。 

(2)赴本校交換學生申請流程業務

(國外)。 

楊凱麟委員 
戴嘉明委員 
蘇顯達委員 

4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 
于國華委員 
孫斌立委員 
曾介宏委員 

4 完成稽核報告初稿 104.05.15 委員會 
5 確認稽核報告 104.05.29 委員會 
6 提報校務會議 104.06.02 委員會 
7 提送稽核報告予各

執行單位 
104.06.30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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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利各分組稽核進行，請執行秘書儘速聯繫各分組負責委

員擇定進行書面或實地稽核時間，就稽核方式、稽核重點，

續依程序請各相關單位提供資料，俾利稽核作業之執行。  

 

案由四、本校「內部稽核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係依行政院103.7.9函頒修正「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

事項」、「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辦理。 

二、 因應行政院函頒修正前揭相關規定，爰配合修正第四點，

並酌修第二、十三點文字(如附件六，請參閱會議資料p.24 

-p.27)。  

三、 依本校「內部稽核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十三點，

本修正草案擬先提請本會討論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

議，俟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請執行秘書再行確認部分文字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俟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案由五、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評估計畫」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行政院103.7.9函頒修正「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辦理。 

二、 為利後續作業，依前揭規定配合擬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

評估計畫」修正草案(如附件七，請參閱會議資料p.28-p.48)。 

三、 檢附行政院函頒內部控制制度評估作業流程圖(如附件八，

請參閱會議資料p.49-p.50)，併請參閱。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函知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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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