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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20202020 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3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二二二二、、、、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行政院第行政院第行政院第行政院第 3333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三三三三、、、、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李李李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四川四川四川四川                          記錄：徐菁鴻 

四四四四、、、、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出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  

石副召集人素梅 石素梅 

張委員盛和 黃成昌代 

羅委員瑩雪 周章欽代 

黃委員富源 黃新雛代 

管委員中閔 洪瑞智代 

張委員善政 趙錦蓮代 

顏委員久榮 蘇明通代 

曾委員銘宗 林棟樑代 

劉委員文仕 沈淑妃代 

鄭講座教授丁旺 鄭丁旺 

吳講座教授壽山 吳壽山 

黃講座教授光男 黃光男 

王副審計長麗珍 王麗珍 

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  

文化部(主任秘書、處長、視察) 
蕭宗煌、吳建國

郭芳杏 

勞動部(專門委員、科長) 朱柏樑、陳美女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科長) 陳隆欽 

國家發展委員會(高級分析師、簡任技正) 蔡世田、高偉峰 

五五五五、、、、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定上次會議紀錄    

決  定：會議紀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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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第第第 1111 案案案案：：：：本院推動內部控制作業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同意備查。  

(二)主計總處以財政部提供綜合所得稅試算服務為例，製作

「內部控制應用於報稅便民」宣導短片，傳達內部控制

的意涵及重要性，請各機關於辦理宣導訓練時參考運

用。 

(三)為強化機關法治觀念，請各機關確實依法務部訂頒之

「內部控制制度遵循法令機制」，落實辦理高風險法令

之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事宜，以達成遵循法令規定

之內部控制目標。 

(四)財政部近年加速清理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已逐漸顯現

成效，值得肯定，請該部持續依計畫加強處理，以保障

國家資產安全。 

(五)針對審計部及監察院所提內部控制缺失尚未完成改善

者，請各機關儘速檢討改善。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請  公

鑒。 

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同意備查。 

(二)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依本次會

議結果，仍有 3 案繼續列管，請相關主管機關依本小組

幕僚單位研提意見（如附件 1）積極研處辦理，並依限回

報最新辦理情形，俾供本小組瞭解辦理成效。 

 

 

第第第第 3333 案案案案：：：：檢陳「文化部演藝團隊補助作業及考核機制策進作為」報

告，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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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決決決        定定定定：：：：    

(一)同意備查。 

(二)肯定文化部本次報告的用心。鑒於扶植優質文藝團隊，

以達成推廣文化之政策目標，建立合宜之獎補助計畫審

查及考核機制至為關鍵，請文化部依與會委員、專家學

者及本小組幕僚單位所提意見納入檢討與策進作為（尤

其是建立評審委員之遴選標準、發掘具潛力團隊長期補

助及補助對象兼顧多元等關鍵重點），並以風險為導

向，進一步檢修內部控制制度落實執行，俾妥善運用補

助經費，發揮補助計畫預期效益。另委員所提跨部會整

合協調各文化領域補助資源分配一節，亦請文化部適時

配合檢討研處（本案專家學者意見如附件 2）。 

(三)有關「民間團體申請及結報補（捐）助作業資訊整合平

臺」系統，請國家發展委員會研議推廣至各部會。 

 

八八八八、、、、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擬具「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修正草案)」及

「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原則通過，請循程序簽院核定後函頒。 

(二)鑑於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皆為內部控制監

督機制之重要防線，請各機關落實辦理相關工作。另考

量內部稽核尚在初期推展階段，請主計總處擇選適當實

務案例，據以製作內部稽核範例供各機關參考（本案專

家學者意見如附件 3）。 

 

九九九九、、、、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時時時 222200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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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 2222 案本案本案本案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小組歷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    

幕僚單位意見    

一、 有關建置「民間團體申請及結報補（捐）助作業資訊整合平臺」

一案， 請國發會會同主計總處檢視系統周延性後完成系統測

試，於本年辦理教育訓練並正式上線使用。 

二、 有關各事業機構專案精簡（裁減）發放勞保補償金收回作業一

案，請人事總處依 102 年 12 月 17 日會議決議，於國發會研議公

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修正事宜時，提出增訂由承保機關代扣勞保

補償金規定之建議。 

三、 其餘尚未辦理完成事項請各相關主管機關積極研處。 

附件 1 



 5 

    

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報告事項第 3333 案案案案「「「「文化部演藝團隊補助作業及考核機制策進作為文化部演藝團隊補助作業及考核機制策進作為文化部演藝團隊補助作業及考核機制策進作為文化部演藝團隊補助作業及考核機制策進作為」」」」    

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 

設計學系 

黃講座教授光男 

四、 政府文化補助資源有限，有關補助資源之分

配應秉持公開、公正原則選定補助對象，爰

建議文化部除應檢討補助已具相當營運收入

之知名演藝團隊外，並可透過主動瞭解演藝

團體需求方式，發掘扶植具潛力之團隊，以

充分發揮補助預算效用。 

五、 藝術只有水準沒有標準，關於演藝團隊表現

之評價講求的是「水準」而非「標準」，針

對文藝領域之考核，建議審計部酌予放寬標

準。 

六、 建議文化部確立補助演藝團隊之目的，包括

預期收益及達成條件後即不再補助等，以評

核補助計畫績效及有效運用補助資源。 

七、 本次報告演藝團隊補助計畫未有明確補助目

標，恐難以發揮補助成效（如在地扎根方

面，係針對那些類型演藝團隊扎根等）。 

八、 建議明確訂定補助案件評選委員客觀多元之

資格條件及透明公正之遴選機制。 

九、 建議設計客觀有效之評鑑方法，例如將演藝

團體之觀眾數、成本、利潤等資料表格化進

行比較分析等。 

十、 文化具多樣性（包括文學、視覺藝術、表演

等），政府補助應同時兼顧，建議行政院檢

討各文化領域補助情形，俾妥適分配政府資

源。 

審計部 

王副審計長麗珍 

一、 建議文化部研議將該部開發之獎補助資訊系

統與國家發展委員會開發之「民間團體申請

及結報補（捐）助作業資訊整合平臺」整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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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介接之可行性。並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及

主計總處研酌將已開發之系統推廣至各機關

運用，俾節省各機關重複開發系統之支出。

另請研酌於系統建立民間團體立案編號等關

鍵資料，俾透過系統比對避免重複補助。 

二、 報告中有關逾期未結案件考核部分(p.36)提

及獲補助單位應於計畫預定時間結束後一個

月內檢送成果報告及經費原始憑證辦理結

案。鑑於實務上並非每案均須檢附憑證送審

（例如報經審計機關同意採就地抽查，憑證

免送審之案件），相關內容請更正；另報告

中敘及針對獲同意就地查核之計畫，其原始

憑證留存受補助機構，由文化部派員就地查

核，爰建議文化部可於事前衡酌受補助機關

之內控及參考渠等過去執行良窳，明確建立

優先實地查核之選案標準據以執行。 

三、 有關評審委員之遴選，建議可參照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作法建置委員資料庫及建立相

關明確遴選機制。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丁旺 

一、 同意黃教授所提「藝術只有水準，沒有標

準」之說法，文化部應先訂定演藝團體藝術

水準，再依據具體的水準訂定相關獎勵標

準；另同意本小組幕僚單位意見，建議文化

部應依據機關施政目標，採用滾動式風險評

估機制，規劃設計合宜有效之獎補助控制作

業。 

二、 SWOT 分析是一種用來協助機關或組織設定

目標、擬訂策略之工具，運用時應先釐清角

色立場。以文化部而言，其分析結果應係協

助該部擬定對演藝團體補助之政策目標，並

據以衡量目標達成程度。 

三、 演藝團隊性質多元，素質參差不齊，建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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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明確訂定補助政策目標，例如： 

（一） 針對演藝團隊營運、人才培育、通路

開發、展演品質等方面，係採個別重

點補助或全面兼顧方式進行補助。 

（二） 補助政策目標係國際化或本土化。 

（三） 培植卓越團隊或全面提升演藝團隊品

質。 

（四） 補助目的在於拉近城鄉差距或提升重

點城市水準。 

四、 本次報告中有關受補助單位行政處理能力不

足之風險，建議文化部得就以前年度資料進

行統計分析，以協助評估其風險程度。 

五、 建議針對補助計畫目標之達成程度制定激勵

機制，例如票房收入佳者可再給予獎勵性質

之額外補助等。 

六、 有鑑於演藝人才須長期培養，建議文化部研

擬培植計畫，對具發展潛力之團隊給予長

期、跨年度之補助並定期評估。 

七、 本次提報之演藝團隊獎補助項目，僅占文化

部 103 年度獎補助預算總額之 6%，其餘項

目亦請建立完善補助作業及考評機制。 

臺灣師範大學 

全球經營與策略

研究所 

吳講座教授壽山 

一、 建議文化部針對文化與文創等施政發展方

向，善用 SWOT 工具全面分析優劣勢及面臨

之機會與威脅，據以研訂合宜補助計畫目標

及策略。 

二、 「水準」及「標準」之具體化運作相當具挑

戰性，建議可由「質」與「量」之原則切

入，「質」的性質與文化較為相關；「量」

的性質則與文創較有關聯。 

三、 「雲端運算」可拆解為「雲」、「端」、

「運」、「算」四項，以文化部為例： 

（一） 「雲」：人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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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端」：終端使用者，包括觀眾或其

滿意度。 

（三） 「運」：機制。 

（四） 「算」：文化具有累積的概念，其表

現可經由累積展現成效。 

四、 文化工作者較易忽視財務及行政方面的事

項，建議文化部在訂定補助作業及考核機制

時，應針對教育、宣導及公告等面向投注更

多心力及關注。 

五、 建議文化部於獎補助管理系統中針對關鍵績

效指標（KPI）增列子項統計（subtitle）

項目，以提供資訊作為檢討改善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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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    

及及及及「「「「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    

  專家學者意見表 

專家學者 意 見 內 容 

審計部 

王副審計長麗珍 

一、 有關「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修

正草案)」第四點規定原則由內部稽核單位研

擬評估計畫一節，依國際內部稽核協會(IIA)

有效風險管理與控制之三道防線，自行評估

與內部稽核為不同防線，應先由各單位就自

行擇定之作業項目進行評估，再由內部稽核

就各單位自行評估結果進行審視，故由內部

稽核代為擬訂自行評估計畫是否妥適，仍請

審慎卓酌。 

二、 「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草案)」

第五點之(二)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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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經本部列為仍待

繼續改善事項之檢討情形納入稽核項目，惟

依本年初行政院主計總處與本部研商所獲共

識，自本年度起，重要審核意見涉及內部控

制缺失項目將回歸由各機關自行認定，重要

審核意見是否屬近 3 年內發生類同事項，建

議亦回歸由各機關自行認定，以促使機關對

其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負責。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