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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教學單位營運事項 

(1)工程學院 

○1 工程學院院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工程學院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工程學院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院務會議召開院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校長核定會議紀錄校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否

每學年各系推派院務會議
教師代表

每學年各系推派院務會議
教師代表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秘書室審核
秘書室

秘書室審核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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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每學年各系推派院務會議教師代表。 

2.1.2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並確認會議之必要性。 

2.1.3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4 發送開會通知。 

2.1.5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6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校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院長及校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提案單。 

4.3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工程院務會議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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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械工程系 

○1 機械工程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機械工程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機械工程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簽核及發送開會通知簽核及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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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簽核並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提案單。 

4.3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機械工程系務會議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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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機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電機工程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電機工程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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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會議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二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電機工程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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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訊工程學系 

○1 資訊工程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資訊工程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資訊工程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簽核及發送開會通知簽核及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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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每年選任各系、所、學位學程老師代表。 

2.1.2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3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4 簽核並發送開會通知。 

2.1.5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6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 

2.1.7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提案單。 

4.3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101.09.13)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資訊工程系系務會議設置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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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1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電通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電通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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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4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電通系系務會議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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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管學院 

○1 商管學院院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商管學院院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商管學院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簽核及發送開會通知簽核及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院務會議召開院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校長核定會議紀錄校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每年選任院務會議代表老師每年選任院務會議代表老師

秘書室審核
秘書室

秘書室審核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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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每年選任各系、所、學位學程老師代表。 

2.1.2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3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4 發送開會通知。 

2.1.5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6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 

2.1.7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校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院長及校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提案單。 

4.3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商管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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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資訊管理系 

○1 資訊管理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資訊管理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資訊管理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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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簽核並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提案單。 

4.3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資訊管理系務會議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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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業管理系 

○1 企業管理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企業管理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確認會議場地

以mail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結束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企管系 相關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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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簽核並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提案單。 

4.3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企業管理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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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 行銷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行銷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行銷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彙整提案和資料彙整提案和資料

確定開會時間與場地確定開會時間與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分送會議紀錄
相關單位

分送會議紀錄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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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彙整提案及開會資料。 

2.1.2 確定開會時間與場地。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製作會議相關資料與簽到表。 

2.1.5 準備茶水及餐點：視開會時間和方式決定是否準備餐盒。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提供會議相關資料。 

2.2.2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並分送相關單位。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簽到表。 

4.3 會議記錄。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行銷系系務會議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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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用外語系 

○1 應用外語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行銷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應用外語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

彙整提案和資料

召開系務會議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結束

分送會議紀錄
相關單位

是

是

否

否

佈置會場

整理並製作會議紀錄

決定並通知
開會時間和地點

院長擲回

會議紀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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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會前準備 

2.1.1 確定主席及出席者 

2.1.2 決定開會時間和地點 

2.1.3 使用Line或E-mail發送開會通知 

2.1.4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 

2.1.5 製作議程資料：簽到表、相關文件等 

2.1.6 準備茶水及餐點：視開會時間和方式決定是否準備餐盒 

2.2 會議進行 

2.2.1 佈置會場 

2.2.2 提供相關資料：提供會議資料並協助出席者簽到和就座 

2.2.3 聯繫出席者：電話聯繫尚未到場出席者 

2.2.4 確認出席人數：符合並達到法定開會人數 

2.2.5 報告事項：主席報告、相關業務報告、上次決議執行情形 

2.2.6 提案討論 

2.2.7 臨時動議 

2.2.8 散會 

2.3 會後整理 

2.3.1 整理並製作會議紀錄：紀錄整理後，由主任檢閱並做修正 

2.3.2 電子公文簽核：將會議紀錄呈送主任和院長簽核 

2.3.3 將已呈核後的紀錄，複印分送相關單位 

2.3.4 會議紀錄保存：印出呈核後的會議紀錄，並置入卷宗留存 

3. 控制重點 

3.1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2 會議紀錄是否經主管簽核 

3.3 呈核之紀錄是否妥善保存 

4. 使用表單 

4.1 會議議程 

4.2 簽到表 

4.3 會議紀錄 

5. 相關文件 

5.1 中華民國內政部會議規範 

5.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文件名稱  版次 

 內部控制制度 09 
 

21 

 

(11)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
(電子通訊方式)

發送開會通知
(電子通訊方式)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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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電子通訊方式)。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提案單。 

4.3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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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學程 

○1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學程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學程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開始

彙整提案和資料

召開系務會議

確定
開會時間與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結束

否

否

是

是 分送會議紀錄
相關單位

製作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是

會展學程 相關業務單位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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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彙整提案及開會資料。 

2.1.2 確定開會時間與場地。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製作會議相關資料與簽到表。 

2.1.5 準備茶水及餐點：視開會時間和方式決定是否準備餐盒。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提供會議相關資料。 

2.2.2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並分送相關單位。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簽到表。 

4.3 會議記錄。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會展學程系務會議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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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民生學院 

○1 民生學院院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民生學院院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民生學院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確認主席及出席人員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院務會議召開院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校長核定會議紀錄校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否

每學年各系推派院務會議
教師代表

每學年各系推派院務會議
教師代表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秘書室審核
秘書室

秘書室審核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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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每學年各系(學程)推派院務會議教師代表。 

2.1.2 彙整提案及相關資料，並確認會議之必要性。 

2.1.3 確定與會人員時間。 

2.1.4 發送開會通知。 

2.1.5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6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將決議製成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提案單。 

4.3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民生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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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觀光事業系 

○1 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觀光事業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觀光事業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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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會議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Email或是電話詢問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二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觀光事業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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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休閒事業系 

○1 休閒事業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休閒事業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休閒事業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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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主席及出席人員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4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5 彙整相關資料。 

2.1.6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初及期末至少各召開一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休閒事業系系務會議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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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餐飲管理系 

○1 餐飲管理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餐飲管理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餐飲管理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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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會議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二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餐飲管理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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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文件名稱  版次 

 內部控制制度 09 
 

34 

 

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會議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4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5 彙整相關資料。 

2.1.6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二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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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1 演藝事業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演藝事業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演藝事業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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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會議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二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演藝事業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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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程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程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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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會議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4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5 彙整相關資料。 

2.1.6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二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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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程會議管理作業: 

1.流程圖：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程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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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會議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3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4 彙整相關資料。 

2.1.5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二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旅館學程學程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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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流行音樂事業系 

○1 流行音樂事業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 

流行音樂事業系系務會議管理作業流程圖 

流行音樂事業系 相關業務單位

開始開始

確認會議時間確認會議時間

確認會議場地確認會議場地

發送開會通知發送開會通知

召開系務會議召開系務會議

製作會議紀錄製作會議紀錄

主任簽核會議紀錄主任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簽核會議紀錄院長簽核會議紀錄

院長核定會議紀錄院長核定會議紀錄

結束結束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會議紀錄會辦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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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開會前置作業 

2.1.1 確定會議時間。 

2.1.2 確定可使用之會議室。 

2.1.3 發送開會通知。 

2.1.4 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 

2.1.5 彙整相關資料。 

2.1.6 製作會議簽到表。 

2.2 會議進行注意事項 

2.2.1 確定出席人數符合會議規定。 

2.2.2 確定會議過程依議程進行。 

2.2.3 提案事項須經出席人員半數同意通過，始生效力。 

2.3.4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二次會議。 

2.3 會議後續作業 

2.3.1 製作會議記錄。 

2.3.2 會議記錄呈送院長核定。 

3.控制重點： 

3.1 會議前是否發放開會通知。 

3.2 會議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3.3 會議記錄是否經系主任及院長簽核。 

4.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簽到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本校流行音樂事業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