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公司治理、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意義及其架構 

  

當新聞醒目地揭露某公司的財務急遽惡化或某公司已被掏空報章

等等的時候，身為投資人的您有在青天霹靂般地錯愕下，財富急遽萎

縮，敦厚的您或許開始怪自己為何遇人不淑、識人不明，然而，您可曾

想過身為企業真正老板的您，為甚麼事情發生前無法先得知或取得預警

呢？普羅大眾的投資人卻悶不吭聲地讓這類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呢？是企業財務透明度的不足？還是企業內部控制出了問題？還是資

訊的被扭曲？公司為甚麼不能坦誠相待⋯？諸多的為甚麼，最終是要確

定所有的投資受到保障，讓有效率的資本市場(The Efficient Market)
1

完全發揮價格識別功能(Price Discovery Function)。 

為達到前述之目的，避免資訊不對稱的惡質效應，除奢望企業的自

覺外，並應強制要求企業的統治者需遵循優質的治理規範，方足以確保

市場機制的正常運行。 

本章將就公司治理、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的意義加以闡釋，並

摘選或歸納及引用文獻，以構築金融機構可採行之主要架構；而於下一

章介紹金融機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現行主要架構，以期讀者能對現

行之金融環境有較為實務性之認識；其後再就公司治理與內部控制的關

係、公司治理與內部稽核的關係、及公司治理與內部控制和內部稽核之

交互關係，加以剖析，期使金融機構執行及落實公司治理有較為清晰的

遵循方向。 

 

第一節 公司治理的意義 

 

有關公司治理之課題，一九三○年代美國學術界已開始探討，如：

Adolph A. Berle 及 Gardiner C. Means
2
所著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書，惟一九九七年亞洲國家金融風暴的震撼

後，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才逐漸呼籲企業應重視公司治理制度。其較為

具體者是OECD於1998年提出五項公司治理原則： 

1.保護股東權利； 

2.平等對待所有股東； 

3.確認公司利益相關者的合法權利，鼓勵公司與他們開展積極的

合作； 

                                                 
1 現代投資學 陳松男 新陸書局 第一章 P.5~6 
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Adolph A. Berle 及 Gardiner C. Means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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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保即時、準確地披露所有與公司有關之實性事項的信息，包

括財務狀況、經營狀況、所有者結構、以及公司治理狀況，亦

即達成前三個目標之一個手段
3
； 

5.董事會應確保對公司的戰略指導，及對管理階層的有效控制，

董事會並應對公司及股東負責。 

可視為公司治理之濫觴，作為企業體執行及落實公司治理制度之參

考基礎。 

 

一、何謂治理？何謂公司治理？ 

「Corporate Governance」一詞，中文翻譯因所界定之意義及

範為之不同而版本甚多，如：基於監督、防弊觀念者有稱之為「公

司管控」或「公司監理」，而強調興利功能者則稱之為「公司管理」

或「公司統理」，直至2003/1/29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訂定發布「證券商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4
後始統一譯為「公司治理」，

然其主要之內涵均是在於使企業透過法律之制衡、管控及設計，使

企業之組織體系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的架構下，有效監督其活動

及健全其運作，並防止脫法行為的發生以致產生各類型之經營弊

端，損害投資人利益，及違害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成長
5
。 

其中「Governance」（治理）的字源與「Govern」（統治），

「Government」（政府），均來自共同的拉丁語起源，那就是「掌舵」

（guberno），「掌舵的」（gubernatio），「舵手」（guberato）、「舵」

（guberaculum）等，再進一步查考，該拉丁字係源自希臘，如：

希臘古語的「舵手」即是「kubernetes」
6
，是今日我們所謂的「政

府」這個字的最早前身，如：政治學上『政府』一詞之起源於拉丁

文 「gubinere」和希臘文「kubeman」，原意是為「指導或駕馭」。 

依政治學上「政府論」
7
，我們可以衍繹「政府」為： 

『利益分配的主體---國家(公司)，國家(公司)是

                                                 
3內部控制與審核研習班第十五期內部控制理論綱要國立政治大學會計系馬秀如 93/2 
4 2002/2/8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91)台財證 (一)字第 172439號「初次申請上市時應設立獨

立董事及監察人」說明五 曾就公司治理制度諮請設計問卷調查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報會，以作為推

動公司治理制度之參考。為首次正式使用該名詞。惟正式法規使用該名詞則為 2003/1/29「證券商公

司治理實務守則」 
5 公司管控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出版。 
6 新新聞 周報第 804期「治理透露出失序恐懼症」南方朔 
7 92-1政治學—政府論講義 中原大學 梁元棟 2003/10/15 
http://courseweb.cc.cycu.edu.tw/yuandong/politics/Paper/20031015/92-1 政治學政府論PPT轉W.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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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擬人化的「法人」，一切的活動仍然要靠自然人(經

營管理階層)來完成；政府(經營管理階層)便是自然人

「假借」國家的意思來完成分配資源(營業利益)的組

織。政府(經營管理階層)的權力要來自人民(股東)，是

為-民意政治(股東會)；其次：政府(經營管理階層)行

使權力要有法律依據(依循公司治理實務準則)---法治

政治(公司治理)；其三：政府(經營管理階層)的決策若

有錯誤必須有人負責---責任政治。』 

此與公司治理有相同之意涵，即： 

「利益之主體---公司，公司是一個擬人化的「法

人」，一切的活動仍然要靠經營管理階層來完成；經營

管理階層藉由公司的意思來完成營業利益的追逐。經營

管理階層的權力要來自股東，是為-股東會議事原則；

其次，經營管理階層行使權力要有法律依據，即「依循

公司治理實務準則」--公司治理；其三：經營管理階層

的決策若有錯誤必須有人負責---代理人制度。」。 

 

二、公司治理的意義 

公司治理主要係指公司董監事會對公司經營之管理權責，並保

障公司資金提供者應有的權益。 

(一)我國中華公司治理協會則明確提出公司治理之定義為： 

「一種指導及管理並落實公司經營者責任的機制與過程，在兼

顧其他利害關係人利益下，藉由加強公司績效，以保障股東

權益。」 

(二)依行政院第 2865 次院會通過之「強化公司治理政策綱領暨行

動方案」對公司治理之定義： 

1.狹義 

公司治理的狹義範疇係指「公司監理」，尤其是上市、上櫃

公司的監理，重點涵蓋公司經營者之責任，公司股東之權利

義務，公司董監事的結構與權責，以及公司營運之防弊措施

等；涉及之規範包括公司法、證券交易法、會計準則等 

2.廣義 

公司治理的廣義範疇除公司監理之外，還包括相關之市場機

制、企業併購、特定組織（如管制機關、公營事業等）之治

理、機構投資人機能、資本市場專業機構的建立、破產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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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機制、財經法之執行與改革等。 

因此公司治理機制之建立，主要著眼於如何透過法律的制定，有效

監督公司之組織活動，防止脫法行為之發生，以實現公司價值最大

化之目標
8
。 

 

三、公司治理的架構 

依1999年世界銀行發出之「Corporate Governance：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中指出公司治理可分為內部架構

及外部架構(A corporate governance frame work: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rchitecture)
 9
反應出內部利益(Internal 

Incentives，公司内各参與者間的關係)與外部影響力間之相互作

用共同影響公司的行為及績效：  

(一)內部架構： 

狹義上，公司治理可以被視為管理階層與股東間內部的契約，

該股東可以是公眾亦可以是個人，可以是集中也可以是分散

的，該項契約可以是存在於公司法、證券法規、函令(listing 

requirements)及類似情形或公司內各相關人間的協議，如公

司章程(corporate charter，By-Law)、股東協議書

(shareholder agreements)。 

內部架構的中心係董事會，其絕對的責任是確保公司之永續經

營，並監督經營管理階層，批核公司之策略、主要決策、及聘

任、監督、及替換經理階層。在部份國家董事會負有信託責任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以確定遵循法令，包括所要求之

會計及財務報告等。 

(二)外部架構： 

公司治理內部機制的範圍及紀律要確實貫徹，需借助外部法

律、規定、及各種機構提供一個準則，俾使包括管理階層及所

有股東之相關人員行為有所依據。而這些政策及機構在已開發

經濟市場著力於降低社會及個人在利益的偏離，以及藉由法律

與自律團體的監督及遵行法令的機制，使資訊更為透明化以降

低代理成本問題，明顯的作法係以法律架構及立法機構來強化

                                                 
8
「我國公司治理政策發展與現況（上）－以政府角度觀察」，《實用月刊》，第三二五期，頁36-43。
財政部證期會李啟賢，2002。註：《實用月刊》原名：實用稅務。 
9 Corporate Governance: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1999/9/20 
http://www.worldbank.org/html/fpd/privatesector/cg/docs/gcgfbook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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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益、會計及稽核制度、完整規則的財務制度、破產制度、

及公司控制之市場機制。 

(三)內、外部架構關係圖： 

圖1-1 公司治理內、外部架構關係圖 

實務作業上，金融機構為滿足外部架構的要求，並免除或降低董事

會及股東之疑慮及保障股東權益，而有以下之組織架構： 

(一)遵守法令主管制(Compliance Officer) 

如：1998/12/22 財政部(87)台財融字第 87763703 號函「信

用合作社遵守法令主管制度之實施事項」(於 2000/12/20 廢

止)、1999/3/4 財政部(88)台財融字第 88709236 號函「金融

機構建立遵守法令主管制度應注意事項」(於 2001/12/18 廢

止)，其後 2003/12/31 中國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風字第

3422 號函「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仍要求『銀行業應建

立遵守法令主管制度，指定單位負責該制度之規劃、管理及

執行，建立諮詢、協調、溝通系統，對各單位施以法規訓練，

並應指派人員擔任遵守法令主管，負責執行法令遵循事宜，

以確保遵守法令主管制度之有效運行，並加強自律功能。』
10

(二)功能性委員會(Functional Committee) 

                                                 
10 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民國 92 年 12 月 31 日 公發布)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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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參照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提出之公司治理架構，於

2003至2004相繼發布「證券商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2003/1/29)、「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2003/5/9)、「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2003/12/31)、「上

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2003/12/31)、「金融控股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2003/12/31)、「期貨商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2004/5/20)，規定為強化管理機能，設置各類功能性專門委

員會，如審計、提名、報酬或其他各類功能性委員會，並明定

於章程；專門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

會決議。
11
。 

花旗集團亦有類似之功能性委員會設置，如：董事會下設置

有：稽核暨風險管理委員會(Audit and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經營管理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人事

暨報酬委員會(Personnel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公

共事務委員會(Public Affairs Committee)、及提名暨遵法委

員會(Nomination and Governance Committee)等。 

(三)公司治理架構圖：  

1.企業之組織體系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的架構下，代表所有

權之董事會透過各種功能性委員會的設置，由內部董事及外

部董事的議事有效監督經營管理階層之各項重要或主要活

動，並促使其健全運作； 

2.總經理並責成遵守法令主管檢核各項活動之適法性，確保法

令之遵循，並管理及控制為達成組織目的所設置之各總管理

處與事業處之運作，以確保策略及目的的達成，與防止脫法

行為的發生。 

3.自高階經迎管理階層以上，資訊之傳遞除正確性及有效行性

外，並應力求公平性、透明性、課責性及制衡
12
。 

                                                 
11金融控股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民國 92 年 12 月 31 日 公發布)第二十三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 (民國 92 年 12 月 31 日修正) 第二十七條 
12公司治理與獨立董監事（前篇）林松樹 鼎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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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公司治理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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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內部控制的意義 

 

公司為實現其以營利為目的，從投入現金、購買商品或原料等，出

售以後，再收回現金，週而復始地進行營業循環，公司的所有人－股東

在股東會之代議制度下，其所信任者端賴公司治理的實現，藉由董監事

會對公司經營之管理權責，以保障其資金提供應有的權益。因此，對公

司運行的過程除透過法律的制定保護外，確定公司之組織活動，防止脫

序行為，便是首要之務。為達成此一目的，企業對外部行為及內部行為

之過程，均需建立起一定之管理控制的作業標準，並藉以合理確保其可

被接受之一定水準的品質、安全及結果。 

為此，除各主要國際機構或協會對內部控制加以定義外，政府或主

管機構為保障投資大眾及社會秩序與正義，亦對內部控制予以立法要

求。 

金融業一如其他企業，係以營利為目的，為求利潤之最大化，及有

效提高每股營利率，將有限的資源加以適當分配是其必要，因此，對內

部控制活動所形成之成本自然應予以控制，為有效核算其成本及確認其

成效，則需先對內部控制加以定義，並憑以確定其範圍。 

以下節次將介紹各主要國際機構或協會對內部控制之定義，期使金

融機構之經營管理階層為克盡代理責任，達成公司治理目的： 

一、何謂內部控制？ 

(一)美國會計師協會審計準則委員會 

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審計準則委員於一九四八年，在『內

部控制──協調制度之要素，及其對管理當局與獨立會計師之

重要性』公報中對提出內部控制之要求，並定義內部控制為：

『內部控制包括一個企業的組織規劃，以及其保障財產安全，

驗證會計資料的正確與可靠，增進作業效能，及激勵遵行既定

管理政策所採用的一切相應措施與方法。』 

(二)財務經理人協會 

一九八一年財務經理人協會(Financial Executive 

Institute，簡稱 FEI)從企業的角度提出管理控制(Management 

control)的定義，並區分內部控制為內部會計控制(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與管理控制(management control)，他

們認為控制是激勵及幫助組織內部管理階層及員工達成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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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遵循組織政策的分法，因此認為管理控制應具有三個基

本特性： 

1.管理控制是管理階層的責任。 

2.管理控制較會計控制範圍廣，包括用以降低錯誤和舞弊的

方法，以及引導達成組織目標的所有的積極活動。 

3.管理控制的目的乃在促成組織成員在組織政策及限制下

達成組織目標。
13

(三)依我國審計準則公報 

1.公報第五號定義：「內部控制係指受查者之組織規劃及其所

採用之各種協調方法與措施，以保護資產

安全、提高會計資訊之可靠性及完整性，

增進經營效率，並促使遵行管理政策、違

成預期目標。」 

2.公報第三十二號：「內部控制係一種管理過程，由管理階層

設計並由董事會(或相當之決策單位)核

准，藉以合理確保下列目標之達成： 

1.可靠之財務報導。 

2.有效率及有效果之營運。 

3.相關法令之遵循。 

前項目標能否達成繫於內部控制設計之

良窳及董事會、管理階層與員工之有效監

督與執行。」 

(四)美國著名的職業機構 COSO 

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 

way Commission)的定義
14

內部控制是指一個過程(process)，由企業體董事會、管理階

層及其他人員所執行，用以對以下目標的達成提供合理的確

認： 

1.營運的有效性及效率。  

2.財務報告的可靠性。 

3.相關法令和規則的遵循。
15

(五)國際標準組織 

                                                 
13 製造業內部控制制度之建立與研討-以「億昶祥股份有限公司」為例 劉金鳳.2000/2 
14 參閱COSO網頁COSO Defini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http://www.coso.org/key.htm 
15 COSO架構請參閱圖例二http://www.cob.tamucc.edu/asbbs/ASBBS/Journal/Final%20Jour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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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ISO9001 並未直接針對內部控制作出

定義，惟其主要目的在確保作業品質之管理，為確保企業品質

保證制度之達成，在其作業流程需予制度化和標準化，並做到

說、寫、做合一，來滿足企業擬定之策略、規劃、控制及流程

上各項節點之管制及績效，以完成企業體之整體目標。 

準此，內部控制所定義之範圍，已非侷限於會計及財務，而需擴大

至營運的範疇，包括生產、行銷、人事、研究發展、資訊管理等企

業職能及相關法令的遵循。 

二、內部控制的意義 

內部控制提供企業體，在內部與外部環境之變動下，仍能確保

會計控制及管理控制的執行，有效達成組織之經營策略與目的，並

在遵循相關法令下，維持生產、行銷、人事、研究發展、資訊管理、

財務管理等企業職能之正常運行。 

內部控制係一複雜的、動態的、且持續不斷地演進的觀念
16
，

其設置必需因應環境之變化而隨時予以調整，藉由計劃(Plan)、執

行(Do)、檢查成效(Check the Result)、制定方法(Act)
 17
，持續進

行改善內部控制制度，俾使經營管理及各層作業有一遵循之規範及

流程，以確保組織目標之達成。 

簡言之，內部控制是指企業體為保證其營運活動不偏離其目標

所採行之預防或矯正行為。 

三、內部控制的架構 

內部控制制度的架構，不僅企業體係依其經營策略及本質而有

多面向的，金融機構亦因著重於法人金融或個人金融，而有不同之

內部控制制度架構，惟其最終仍不偏離前述內部控制之意義及目

的。為達到前述內部控制之目的，謹摘選或歸納及引用文獻，以構

築金融機構可採行之主要架構，作為之內部控制之流程架構： 

(一)依營業循環為內控架構 

內部控制之目的，係為確保整體作業流程之品質、安全、及結

果，因此，內部控制之架構可以依營業循環之九大循環作為其

內部控制之架構，以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為前題之在成本會計為範疇之成本控制(Cost Control)作

                                                 
16內部稽核理論與實務 林柄滄 第三章內部控制系統 P.3-3 
17 The PDCA (or PDSA) Cycle was originally conceived by Walter Shewhart in 1930's 
http://www.dartmouth.edu/~ogehome/CQI/PD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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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依各個循環循序進行，其中同時納入會計控制及管理

控制，如：  

1.銷售及收款循環 

2.採購與付款作業循環 

3.薪工循環作業 

4.固定資產作業 

5.融資循環作業 

6.投資循環作業 

7.電子計算機作業 

8.研發循環作業 

9.職務代理、授權制度 

(二)依COSO Report提出內部控制結構之要素 

COSO Report將內部控制之目的分為三類
18
，與內部稽核準則公

報所列之五項目的，其實並無不同。COSO將「資產保全」及「組

織內部政策及程序之遵循」二項併入「營運活動之效果及效率」

(Control Activities)，其原因係營運活動之績效與其他二項

之目的息息相關，實務上難以分割獨立。
19

1992年COSO Report提出內部控制結構之要素包括下列五項
20
： 

1.控制環境(Control Environment) 

2.管理階層之風險評估(Management＇s Risk Assessment) 

3.資訊與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4.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 

5.監控(Monitoring) 

上述內部控制結構之五要素，關係架構圖例： 

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 (1992) 

                                                 
18 COSO Report將內部控制之目的(或稱三大目標)分為： (1)營運之效果及效率(2)財務報導可靠(3)遵
循法令；及五大要素： (1)監督 (2) 資訊及溝通(3)控制作業(4)風險評估(5)控制環境，財務揭露、營

運、及法令遵循 
19 內部稽核理論與實務 林柄滄 第三章內部控制系統 P.3-13 
20 New COSO ERNST&YOUNG Business Risk Consulting Briefing Material by Lisa Hsu 2004/4/23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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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E-Journal http://www.cob.tamucc.edu/asbbs 

圖 1-3 COSO 金字塔圖 

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The Old Framework： 

 
 

  
圖1-4 Inter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  來源：Ernst & Young 

其後在於2003年提出「企業風險管理架構」(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ERM)，明確表示「ERM係一過程，為

達成企業體之董事會、管理階層、及其他個人策略擬定及整個

企業體，設計如何來辨認對整個企業體產生影響的潛在事件，

並在其承受風險的能力內管理風險，及提供企業體達成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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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確認。」，「內部控制是風險管理不可或缺的一部份，企

業風險管理架構重新界定了內部控制，並為內部控制之整體架

構。」，其內含包括八個要素： 

1.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 

2.目標設定(Objective Setting) 

3.事件辨識(Event identification) 

4.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5.風險回應(Risk Response) 

6.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 

7.資訊與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8.監控(Monitoring) 

上述內部控制結構之八要素，關係架構圖例
21
： 

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 (2003) 

 

 
圖1-5 The New Framework-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來源：Ernst & Young 

(二)依ISO提出作業品質之管理作為內部控制架構 

依ISO 9001：2000之條款，將業務劃分成「文件化管理」、「管

理責任」、「資源管理」、「產品實現」及「量測、分析與改善」

                                                 
21 New COSO ERNST&YOUNG Business Risk Consulting Briefing Material by Lisa Hsu 2004/4/2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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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大構面
22
。並根據是否直接提供產品予顧客以獲取收益，

區分為二類活動： 

1.營運活動(operational activities) 
「產品實現」類業務屬之。係直接提供產品給顧客而產生收益，可視

為全處之核心業務。 

2.支援活動(supportive activities) 
「文件化管理」、「管理責任」、「資源管理」及「量測、分析

與改善」類業務屬之，為營運流程之輔助與支援活動，無法

直接提供產品給顧客而產生收益。 
內部控制架構將依整體及分項業務管理，以及各細項流程進

行，並根據PDCA(Plan, Do, Check, Act)原則，維持內部控制
之優質化及最佳化： 

 
圖1-6 ISO 9001：2000五大構面關係圖 

                                                 
22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個人金融總管理處管理手冊 P.14業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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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部稽核的意義 

 

生產力中心的一張著名的海報，其標語內容是『執行不足以成

其事，稽核方能竟全功』，其意係指制度之執行，並不表事情即能

做對、做好，而是還必需藉由稽核程序，方足以確保制度之完整及

有效。 

就企業體之營運而言，「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可稱為「一

體兩面」，「一體」意謂一個生命體，乃指公司係一有機獨立之法

人個體；而「兩面」者，一是「裡面」(即「自省」)，一是「外面」

(即「外檢」)。「自省」係指前述內部控制制度之實現，是公司經

營管理階層之自發性行為；而「外檢」則為確認經營管理階層與所

有權間之善良管理及忠實義務之代理人關係，需由超然且獨立、客

觀、及專業，確實掌握及保障董事會、全體股東、投資人等之權益，

藉由勾稽及檢核以有效監督經營階層之內部稽核。 

 

一、何謂稽核？何謂內部稽核？ 

稽核(Audit)一詞，源自拉丁文「Audire」，意思是「聽」(to 

hear)，意即稽核人員赴現場，看、聽，根據觀察的結果，提出報

告。
23
惟商業活動的廣度、及營運活動的深度，隨其活動的加劇，

單憑「聽」已未能克盡其功，市場競爭的瞬息萬變，商品種類的更

替創新，交易行為、方式與途徑的推陳出新，在在增加了勾稽、檢

核的困難度，稽核的本意隨之應予擴大為：Accuracy(準確性)、
Unlimitation(廣泛性)、Development(延伸性)、Integrality(完整性)、
Talisman(法寶/方法論)，以適當之稽核方法準確地掌握整個企業體

之各項作業及產品的內容、品質及其未來之發展和趨勢。 

為達成前述稽核目的，企業體委由獨立、客觀、及專業人員，

進行各項營運活動之確認，此等專業人員由企業長期聘任駐留企業

體內者，為內部稽核，其活動依國際內部稽核執業準則「1100 獨
立性與客觀性」必需是免予遭受干擾24；而非長期聘任，僅於特定

需要時聘任者，為外部稽核，可能為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亦可

能為各類專業人員或主管機構。其所進行者均稱為稽核活動。 

依國際內部稽核協會之定義，「內部稽核是一種獨立、客觀的

                                                 
23 內部稽核理論與實務 第五版 林柄滄 第一章內部稽核概論 P.1-3 
24 國際內部稽核執業準則 「1110.A1內部稽核活動於決定內部稽核範圍、執行工作及溝通結果時，

應免予遭受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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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及諮詢活動，用以增加價值及改善一個組織的營運。它協助一

個組織透過一系統化的方法，評估及改善風險管理、控制及治理過

程的效果，以達成組織的目標。」
25

 

二、內部稽核的意義 

如前言所述，董事會擁有企業體之「政權」，代表股東；而相

對之「治權」係指經營管理階層自身的力量。董事會授予經營管理

階層充分的治權，經營管理階層才能提高經營效率，謀取最大利

益，但在授予充分治權的同時，為避免經營管理階層擅斷妄為、損

害股東權益，除政府之主管機關設定應有其法令規定及董事會依公

司章程設定固有之政策及應有之一定程序外，為確保公司治理及內

部控制制度之有效執行，以永續經營獲利，董事會責成及委任內部

稽核「確保內部制度得以持續有效實施」並「適時提供各項改進建

議」，此即內部稽核存在之意義。 

 

三、內部稽核的架構 

內部稽核的有效性，在於其持續性的監督，以確定經營管理階

層是否依公司治理的內涵有效執行內部控制，為確保內部稽核程序

及作業的嚴謹，應先建置內部稽核架構及內部稽核程序。一般而

言，內部稽核架構可依不同構面再分不同類型，謹臚列如下
26
: 

(一)組織架構 

內部稽核單位之設置，原係為檢核各執行單位是否依組織之政

策、決策、目標而設立，故有對總經理負責者，亦有向董事會

負責者，即如政治上之內閣制或總統制，並未有一定論。我國

主管機關為求公司之永續經營及強化公司之專業治理，在經營

權與所有權的隔離而不脫離的前提下，將內部稽核單位設置於

董事會下，獨立行使其稽核權。 

1.組織位階 

(1)組織位置 

為獨立而有效評估內部控制制度之運作及營運效率之衡

量，我國依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

、票券商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信託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信託公司應設置隸屬董事會之

                                                 
25 內部稽核理論與實務 第五版 林柄滄 第一章內部稽核概論 P.1-3 
26 實例請參閱本篇論文之「第八章、海外分支機構內部稽核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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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單位，並建立總稽核制，」均將稽核單位設置在董

事會之下，期望該架構能使內部稽核跳脫經營管理階層

之節制，以超然獨立之精神，綜理稽核業務。稽核單位

除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外，並能對經營管理階層

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2)組織位階架構圖 

A.如董事會下設置稽核委員會，則稽核單位應將查核結

果呈報予總稽核，總稽核應即審閱裁示，並將稽核報

告呈報該委員會進行評估，再由該委員會將評估結果

呈報董事會。 

B.如董事會下未設置稽核委員會，則稽核單位應將查核

結果呈報予總稽核，於總稽核審閱裁示後，逕將稽核

報告呈報董事會。 

圖示如下： 

圖1-7 內部稽核組織位階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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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方式 

(1)集中式 

統由總公司所設置之稽核單位負責，並由總公司稽核單

位編列預算、執行稽核計劃、追蹤考核。由於資源及管

理的集中，內部稽核政策執行較直接及有效，而作業品

質之效率及效果亦易趨於一致，且內部稽核獨立於管理

及營業單位之外，不受各單位之節制，可確保其獨立性

與客觀性。 

(2)分散式 

總公司不設置稽核單位,而僅於分公司或分區域設置稽

核單位，由各稽核單位獨立編列預算、執行稽核計劃、

追蹤考核。其優點在於可依各分公司或分區域所在或業

務重心，作不同之資源分配，如以法人金融為主要業務

之單位，其內部稽核之延攬可取擁有法人金融業務背景

之專業人員擔任；又如金融交易及相關部門，含金融交

易之前台(金融交易部)及交易風險控管之中台(風險管

理部)和負責清算交割作業之後台(清算科)，之內部稽核

可延攬財務工程等之專業人員擔任內部稽核。 

(3)混合式 

金融控股公司或組織較為龐大之金融機構，可能因分支

機構分布幅員較為廣闊，或因特殊原因而設置有區域母

行者，其內部稽核組織結構，將無法由總公司所設置之

內部稽核單位獨自所能負擔，因而以分層負責及責任分

工方式混合前二種方式，執行內部稽核作業，管理上屬

地方事務則由地方負責，惟整體稽核政策和策略則由設

於總公司之稽核單位負責。 

(二)執行作業架構 

金融機構之組織大致上均較其它產業之企業體為大，一般而

言，絕無法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全部或整體之內部稽核作業，

而勢必需依不同之構面，切割或規劃成不同之內部稽核範圍
27
，俾以有系統、有組成地執行稽核工作。 

1.控制流程 

(1)帳務流程 

                                                 
27 內部稽核範圍之區分可以 1.以組織單位為基礎，請參閱並套用第八章內部稽核在稽核海外分支機

構之角色實現「國際稽核管理網絡架構」；2.以組織職掌功能為基礎，本處以 2.作為討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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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內部會計控制」，可以是會計循環(Accounting  

Cycle)或是「營業循環」為管理架構。如：以營業循環

為帳務流程架構者，可依九大循環為內部稽核之架構。 

(2)管理流程 

即「管理控制」，可以是「全面品質管理(TQM)」
28
或「品

質管理流程」。如：以ISO作業品質管理流程為管理架構

者，可循ISO之五個文件架構為內部稽核架構，其中並含

對各項流程之確認，如：作業流程、產品流程、會計流

程⋯等。 

 
 

圖 1-8 ISO 文件管理架構圖 

2.風險架構 

風險架構依風險分類之不同而有以下不同之方式： 

(1)依財務中介之風險(Risk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9
種類為架構，如： 

A.利率風險(Interest Rate Risk) 

B.市場風險(Market Risk) 

C.信用風險(Credit Risk) 

D.表外風險(Off-Balance-Sheet Risk) 

                                                 
28 六標準差(The Six Sigma Way) Peter S. Pande, Robert P.Neuman & Roland R. Cavanagh樂為良譯 
P.83~86 
29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 A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 Fourth Edition  Ch.7 Risk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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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技術及作業風險(Technology and Operational Risk) 

F.外匯風險(Foreign Exchange Risk) 

G.國家或主權風險(Country or Sovereign Risk) 

H.流動性風險(Liquidity Risk) 

I.破產風險(Insolvency Risk) 

J.其他風險(Other Risk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Risks) 

(2)依2003 COSO Report之企業風險管理(ERM)架構 

A.檢視策略(Strategic)、營運(Operations)、報告

(Reporting)及法令遵循(Compliance)等目標。 

B.業務及行為(Business and actions)與策略目的和目

標是否吻合。 

C.ERM八要素(8 Components of the COSO ERM Framework)
 

30
範疇之各項檢核，如： 

a.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包括風險管理

原則、風險胃納、風險文化、管理哲學及營運風格、

承諾及能力、組織架構、授權及責任、人力資產政

策及實務等。 

b.目標設定(Objective Setting)－包括策略目標及願

景、相關目標、選用目標、風險胃納、風險容忍度

等。 

c.事件辨識(Event identification)－包括事件所

在、影響策略及目標之因素、方法及技巧、事件分

類、風險及機會等。 

d.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包括固有風險及殘留

風險(Inherent and Residual Risk)、可能性及影

響、質與量及方法與技巧、相互關係(如：連續事件、

種類、壓力測試、及各種情況)等。 

e.風險回應(Risk Response)－包括辨識風險的回應

(Identify Risk Responses)、評估可能風險的回應

(Evaluate Possible Risk Responses)、選擇回應

(Select Response)(如：管理階層的決策)、檢視組

合 (Portfolio View)(如：就整個金融機構立場觀

                                                 
30New COSO ERNST&YOUNG Business Risk Consulting Briefing Material by Lisa Hsu 2004/4/23 
P.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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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各單位立場觀之、以固有風險和殘留風險基

礎觀之)等。 

f.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包括風險回應的

整合(直接納入管理程序)、控制活動(含政策、程

序、預防措施、偵測、手冊及自動化)、一般控制活

動(General Controls)(資訊管理、資訊基礎設備、

安全管理、軟體開發及維護)、運用控制

(Application Controls)(完整性、精確、權限及合

法)、金融機構本身特定事項。 

g.資訊與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包

括有關資訊(內部、外部、手冊、電腦化資料、正式

及非正式、資訊系統架構)、策略性及整合性系統、

溝通(內部、外部、整個金融機構、預期及責任、架

構、傳遞的方法)等。 

h.監控(Monitoring)－包括監控的持續性(即時、內建

式、及日常作業)、獨立評估(含範圍、頻率、自行

查核、文件)、及呈報程序不足(含持續性、外部單

位、傳遞途徑、替代管道)等。 

 21/21 第一章  公司治理、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