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金融機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主要架構 
  

談論金融機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架構，首先必須敘明金融機構

之組織架構。本章主要在於闡述金融機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組織運

作模式，而非公司法或金融機構特別法之比較分析，因此，僅就金融機

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相關之部份，分別就主要國家現存之金融機構業

務及作業之主管機關形成法源暨主要金融法規、現有金融制度、金融機

構組織形成、金融監理概況1、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控制2組織架構、及

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稽核定位，加以探討；以期藉由瞭解各主要國家之

金融機構、類型及其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設計，評述本國金融機構內

部稽核應有之位置或位階。 
 

第一節  金融機構之組織架構 
 

金融機構依「資產轉換」(Asset Transformation)3功用，可分四大區

塊：「銀行」、「信託」、「證券」、「保險」，惟就法律組織及管理

監督而言，「銀行」的影響層面最為廣泛，而本文亦以探討「銀行」為

主要，故以下釋例將以銀行為軸心。 
各國金融機構體制4雖各有不同，但主要乃受德國、英國、及美國之

金融體制所影響，至今法蘭克福(Frankfurt)、倫敦(London)、及紐約(New 
York)仍為世界主要之金融中心： 
 
 
 
 
 
 
 
 
 
 
 
 

 

                                                 
1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設立問題 黃達業 2001/7/21 台
會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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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內部控制，主要係以公司治理基礎觀念為範疇，加
3 金融市場 沈中華 P.18 及P.448 
4金融市場 沈中華 P.455 圖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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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主要國家之金融體制與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之主要架構 
 

謹以德國、英國、美國、日本、及中國金融體系為例，簡述如下： 
一、德國 
(一)主管機關形成之法源暨主要金融法規 

德國銀行法(Gesetz uber das Kreditwesen) 係於1934年訂定，1961
年開始公布現行銀行法之芻型，並於1967、1984、1995及1997修訂5。 

 
(二)現有金融制度 

採綜合銀行(Universal Bank)及專業銀行，前者之銀行一般均可

兼營證券、信託、保險等業務；而後者係以特定業務為營運重點之

專業銀行。謹臚列金融體系如下： 
 

商業銀行  係以經營綜合銀行業務(Universal  
Banking)，可收受長短期存款，並對企業
進行長短期授信，其中除以三大銀行為重

心：德意志銀行(Deusche Bank)、德利銀

行(Dresdner Bank)、及商業銀行

(Commerzbank)，並包括：地方銀行、個

人銀行、以及外商銀行分行。 
綜合銀行    合作銀行  係以照顧中小企業及弱勢國民為目的，主

要吸收活期性存款，辦理一年以下之存款

透支、票據貼現、短期放款為主，其中以

二大體系為主：中央合作銀行(DG 
Bank)、及WGZ-Bank，前者統轄四分之三
之合作銀行，並為合作銀行體系之上層機

構，收受轄下合作銀行及WGZ-Bank餘裕
資金及提供WGZ-Bank資金需求；後者為

合作銀行體系之中層機構，職司其餘四分

之一合作銀行間之資金調度，以及合作銀

行間之清算及並對合作銀行辦理貸款、證

券及外匯業務。 
儲蓄銀行  以收受中下階層國民儲蓄存款，及貸款予

                                                 
5 落實金融控股公司公司治理之研究，銘傳大學金融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論文，民國 90 年 6
月  謝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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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階層國民和地方政府為目的，1908
年起，並開始辦理支票及清算業務。組織

上德意志中央匯劃銀行(Deutsche 
Girozentrale)為儲蓄銀行之上層機構，而

區域匯劃銀行(Landesbank Girozentrale)
為中層機構。 

 
民營銀行  如：民營抵押貸款銀行(Private 

Hypothekenbbanken)、船舶抵押貸款銀行

(Schiffspfandbriefbanken)、消費金融公司

(Teilzahlungskreditinstitute)、建築儲蓄銀
行(Bausparkassen)、投資公司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en) 

專業銀行   
不動產金融機構(Offentlich-reehtliche 
Grund-kresitanstalten)、 
開發銀行，如：聯邦開發銀行The  

公營銀行       Kreditanstalt fur Wiederaufbau、德意
志農業開發銀行Deutsche Siedlungs 
und Landesrenten Bank、德意志工業開
發銀行Industrie Bank AG-Deutsche 
Industrie Bank） 
郵政銀行，由郵匯局改制，業務以收

受活期性存款，並辦理部份商業銀行

業務。 
 

 
(三)金融機構組織形成 

德國是大陸法系之主要國家，公司形成係依得國商法典

(HGB，1897年5月10日頒布，最近一次修改日期為2002年8月24日)，
其主要類別為：個體企業(Einzelunternehmen)、人員組合公司
(Personengesellschaft)、資本組合公司（Kapitalgesellschaft）三大類6，

具體註冊形式則有數十種之多；金融機構係資本組合公司，如：德

意志銀行(Deusche Bank AG)、德利銀行(Dresdner Bank AG)、及商

                                                 
6 德國公司主要類型及法律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駐慕尼黑經濟商務室 200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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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銀行(Commerzbank AG)7。 
 

(四)金融監理概況 
金融監理單位：德意志聯邦銀行、及聯邦金融服務監理機構

(Bundesaufsichtsant fuer das Kreditwesen, BAK) 
組 織 型 態 ：政府機構(官僚體系) 
監 理 對 象 ：銀行業務，包括一般存款、匯兌、授信、證券、證

券保管、及投資資金業務 
德國銀行各銀行，包括第二項所臚列之商業銀行、合作銀行、

儲蓄銀行、民營銀行、及公營銀行，均受聯邦銀行(Deutsche Bundesbank)
及聯邦金融監理局(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聯邦金

融監理局或稱為聯邦金融服務監理機構，其前身為1962年依修訂之
銀行法規定，設立之聯邦監理銀行署，惟未設置稽核人員，而係依

據各稽核協會或會計師徵提之稽核報告進行書面監理8，2002年4月
22日再通過整合金融服務監理法律，於同年5月1日設置聯邦監理機

構，將聯邦監理銀行署、保險署、及證券交易署加以統合。 
 

(五)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控制組織架構 
一般由隸屬於管理階層架構之Central Advisory Board 及

Regional Advisory Committees負責。 

 

(六)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稽核定位 
依德國三大銀行德意志銀行(Deusche Bank AG)、德利銀行

(Dresdner Bank AG)、及商業銀行(Commerzbank AG)內部組織架
構，內部稽核分別隸屬Supervisory Board下之Audit Committee9、

Board of Managing Directors下之功能性部門(Functional 
Division)10、及Board of Managing Directors之下Group 
Management11，故可歸納為內部稽核係管理階層責任之一環。就其

實際運作方式，內部稽核係內部控制之一部份。 

                                                 
7 AG，原文為Aktiengesellschaft，意思為公司。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 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Bradford D. Jordan；財務管理 第五版譯者徐燕山 P. 11 
8 落實金融控股公司公司治理之研究，銘傳大學金融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論文，民國 90 年 6
月  謝章捷 
9 參閱Deutsche Bank AG http://www.deutsche-bank.de/index_e.htm 
10 參閱Dresdner Bank AG http://www.dresdner-bank.com 
11 參閱Commerzbank AG https://www.commerzbank.com/konzern/struktu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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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 
 
(一)主管機關形成之法源暨主要金融法規 

金融服務和市場法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12
 係於2000年6月，經英国女王正式批准。 

 

(二)現有金融制度 
 

商業銀行 
商人銀行 

銀行法  外商銀行 
貼現公司    

收受存款 
金融機構  住宅金融合作社 

非銀行法   
(合作社法) 國民儲蓄銀行 

 
商人銀行 

基金  外商銀行 
貼現公司 

非收受存款 
金融機構  人壽保險 

保險  
產物保險 

 
(三)金融機構組織形成 

英國係海洋法系之主要國家，公司組織的形成係依據其公司

法，包括註冊有限及無限公司。而註冊有限公司又分為私人有限公

司(Private Limited Company)及公開有限公司(Public Limited 

Company, PLC)，公開有限公司又分為上市或未上市公司。銀行或保

險業尚須取得金融監理局(FSA)、英格蘭銀行(Bank of England, 即

英國中央銀行)及政府有關部門之核准
13
。 

                                                 
12 參閱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http://www.hmso.gov.uk/acts/acts2000/20000008.htm 
13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http://twbusiness.nat.gov.tw/analy/a06-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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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金融監理概況 
金融監理單位：英格蘭銀行(Bank of England)及金融服務管理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組 織 型 態 ：有限擔保公司 
監 理 對 象 ：負責商業銀行、儲貸機構、相互儲蓄銀行、及信合

社 
FSA對授權銀行〈Authorized banks〉之監理，乃透過不同管

道執行，如：統計資料回函、會計師報告、視察銀行及常態性正式

晤談等。
14

金融監理工作執行目的，除維持金融體系運作順暢與安全外，

尚涵蓋保障存款戶權益及確保公平金融交易，監理制度係由「分業

監管」演變至「混業監管」，僅簡述如下： 

1.1998/6/1 以前為「分業監管」 

1997年以前金融業共有九個機構業務監理： 

(1)建築融資互助社委員會(BSC)； 

(2)互助社委員會(FSC)； 

(3)貿易與工業部保險業委員會(IDT)； 

(4)投資管理監理組織(IMRO)； 

(5)個人投資局(PIA主管零售投資業務)； 

(6)互助社設立登記局(RFS主管信用機構監管)； 

(7)證券期貨管理局(SFA主管證券及衍生性信用商品業務)； 

(8)證券投資委員會(SIB主管投資業務，包括票據清算與交換)；

及 

(9)英格蘭銀行監理局(SSBE主管銀行監理，包括批發貨幣市場)

等。 

其中，金融監理業務由英格蘭銀行轄下之銀行監理局掌管，係

依據 1987年銀行法規定。 

2.1998/6/1~至今為「混業監管」 

1997年工黨上台後，首相布萊爾於 1997年 5 月 20 日宣布，金

融監理體系改制，英國金融業由分業監管轉向混業監管，建立

                                                 
14 英國金融服務總署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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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性的金融監管機構—金融服務監管局，將資金供需與支付

清算系統中居樞紐地位之銀行體系，及隸屬證券投資委員會之

各類金融機構，業務整合成立單一監理機構－金融服務總署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簡稱 FSA)，統一行使對銀

行業、保險業、及證券業的監理。至此 FSA 合併前述的九個機

構，並由法律賦予如下權力： 

(1)對銀行、建築互助社、投資公司、保險公司與互助社之授

權與審慎監理； 

(2)對金融市場與清算支付系統之監理； 

(3)解決對影響公司企業、市場及清算支付系統之問題，在某

些特殊狀況下，如：英格蘭銀行未能貫徹其利率政策，且影

響或危及經濟體系之穩定性時，FSA 將與英格蘭銀行諮商合

作。 

3.FSA 須向財政部負責，財政部並轉向國會報告 
 

(五)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控制組織架構 
金融機構之各事業體均以獨立之子公司方式經營，銀行僅經營其商

業銀行業務，其他如：證券、保險、信託、租賃、及其它銀行業務，

均透過轉投資成立子公司方式經營。內部控制之組織架構，僅匯豐

集團及巴克來銀行集團為例
15
，闡述如下： 

1.匯豐集團內部控制16之架構 
(1)董事會全體22位董事均需對內部控制負責，並檢核其有效
性，其設計的目的並非是消除失敗的風險，而是管理風險。 

(2)金控董事會(Board of HSBC Holdings)、集團執行委員會

(Group Executive Committee)、子公司董事會(Subsidiary 

company boards)、及直屬董事會之委員會或高階管理階層

(Board committees or senior management)負責建置各方面

有關的政策及作業程序(Policies and Procedures)，以指引各子公
司及其經營管理階層之經營，及避免商譽的損害。 

                                                 
15落實金融控股公司公司治理之研究，銘傳大學金融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論文，民國 90 年 6
月  謝章捷 P.37 
16 匯豐集團，相關資訊取材自該行網站，2004/2/22 
http://www.hsbc.com/hsbc/investor_centre/corporate-governance/internal-control 

 7/29 第二章、金融機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主要架構 



(3)董事會授權指派執行長負責各子公司之營運。 

2.巴克來銀行內部控制17之架構 

(1)該行董事會內設有執行董事及非執行董事，其中執行董事七

席，負責集團每日之營運、行政、風險、客戶關係、資訊、

及財務； 

(2)九席非執行董事，負責風險委員會(Board Risk Committee)、

薪酬暨派任委員會(Board Remuneration and Board 

Nominations Committees)、稽核委員會(Board Audit 

Committee)、及高階職員薪資審議委員會(Senior Salaries 

Review Board)。 
 

(六)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稽核定位 
1.匯豐集團 

(1)內部稽核功能是集中控管的，縱貫整個集團的P&P的遵行、及

內部控制架構的有效性，其工作著重在風險管理角度決定之最

大風險所在區塊。 
(2)內部稽核主管需向集團主席及集團稽核委員會報告。而集團內

部稽核委員會需確實覆核內部稽核體系的有效性，及定期向董

事會報告。且董事會成員亦藉由集團內部稽核委員會來對集團

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進行全面性覆核，內容涵蓋財務、作

業、及控制及風險管理的遵行等。 

                                                 
17 巴克來銀行相關資訊取材自該行網站，2004/2/26 

http://www.personal.barclays.co.uk/BRC1/jsp/brccontrol?task=articleabout&site=pfs&value=2967&menu=2788 
http://www.personal.barclays.co.uk/BRC1/jsp/brccontrol?task=articleabout&site=pfs&value=2984&menu=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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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 
 
(一)主管機關形成之法源暨主要金融法規 

1999/11/12美國柯林頓總統簽署了「金融服務現代化法案」

(Financial Services Act of 1999)。 
 

(二)現有金融制度 
 

商業銀行 
儲蓄貸款協會 

非 銀 行 相互儲蓄銀行 
貨幣機構 信用合作社 

郵政儲金制度 
 

保險公司 
退休基金 

其他非銀行 投資公司 
金融中介機構 不動產投資信託公司 

聯邦贊助信用機構 
貨幣市場共同基金 
金融公司 
租賃公司 
證券經紀商和交通商 
投資銀行 
抵押銀行 

 
(三)金融機構組織形成 

1999年11月以前金融機構係依不同機構類別分別適用相關法

規，金融機構因受制約所適用制度之不同而分為聯邦銀行與州法銀

行，前者之設立與營運應受聯邦銀行法(Act of June 3, 1864 National 
Bank Act)制約，應得到聯邦貨幣監管局(the Office of the Con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C)之營業許可，並受聯邦儲備銀行(Federal Reserve  
Board, FED)及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之監管；而一般依州法成立之銀行，則由州之銀

行局(Banking Department)審核及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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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999年金融服務現代化法案，金融控股公司要進入銀行、證

券、和保險等領域，應達到一定之自有資本比率及相關之資格要求，

且一但無法滿足該等條件時，即需退出相對之業務。 
(四)金融監理概況 

金融監理單位：聯邦金融機構檢查委員會(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Council, FFIEC) 

監 理 對 象 ：商業銀行、儲貸機構、相互儲蓄銀行、及信合社 

1999/11/12美國柯林頓總統簽署了「金融服務現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of 1999)18，廢除1933年制定之「銀行法案」(Banking Act 
of 1933)19，徹底結束銀行、證券、保險的分業經營與分業監管的局

面，金融業開始走向混業經營的新紀元。 
聯邦立案銀行由聯邦貨幣監管局執行，州立案會員銀行由聯邦儲備

銀行執行，州立案已投保非會員銀行由聯邦存款保險公司執行，州

立案未投保非會員銀行由各州銀行局負責之。 
監理方式主要採報表稽核，並建立評等制度(如對本國商業銀行採 

CAMELS
20
原則，對外國銀行則採ROCA

21
原則)重大金融監理決策溝通

機制，係透過聯邦金融機構檢查委員會，其成員包括聯邦貨幣監管

局局長、聯邦儲備銀行主席指定之理事、聯邦存保公司董事長、儲

蓄協會監理署(DTS)署長、全國信合社管理局 (NCUA)理事主席。 

 
(五)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控制組織架構 

金融機構主要以金融控股公司方式，並區分為次集團或子集團為事

業體方式經營。內部控制之組織架構，僅花旗集團為例，簡述如下： 
1.花旗集團內部控制之架構 

(1)董事會全體16位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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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金融市場 沈中華著 P. 446 ：該法案又稱葛姆-利奇-布萊利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 GLBA) 

19
 金融市場 沈中華著 P. 446 ：P. 443 ：「銀行法案」(Banking Act of 1933)由於它是參議員格拉斯(Glass)

和史蒂格勒(Steagall)提出，故又稱為格拉斯-史蒂格勒法案(Glass-Steagall Act)， 
20 CAMELS係指Capital adequacy, Asset quality, Management quality, Earnings, 
Liquidity,及Sensitivity to Market Risk 
21 ROCA係指Risk management, Operational controls, Compliance,及Asse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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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各委員會均設置有委員會章程22，委員會必需依該章程執

行其功能外，為求財務報告及內部作業目的，該花旗集團由

五個集團組成：Citigroup Global Consumer Group、 Global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Group、 Citigroup 

Global Investment Management、Citigroup International、

及Smith Barney，並為求每季及年度營收報告之需要，該集

團依營業活動本質區分為全球消費金融集團(the Global 

Consumer Group)及全球法金投資集團(Global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Group)，該五集團並負責北美及全球之

營運
23
。 

 
(六)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稽核定位 

以花旗集團24內部稽核之架構為例： 
該集團之內部稽核主要詳述於「稽核暨風險管理委員會章程

(Audit and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Charter)25」，稽核部主管依

該章程需直接向稽核暨風險管理委員會報告，該會代表董事會需覆

核已向管理階層報告並取得其回覆之稽核暨風險報告(Audit and 
Risk Review, ARR)中之各項發現，並對稽核主管及其報告之評價，
及確認該報告係獨立且適當取得應有之資訊，其中並包括年度稽核

計劃。 

                                                 
22參考花旗集團網頁http://www.citigroup.com/citigroup/corporategovernance/charter.htm 
23參考花旗集團網頁http://www.citigroup.com/citigroup/about/productlines/index.htm 
24參考花旗集團網頁http://www.citi.com/citigroup/corporategovernance/data/auditriskcharter.pdf 
25參考花旗銀行網頁http://www.citigroup.com/citigroup/corporategovernance/data/auditriskchar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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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國 
 
(一)主管機關形成之法源暨主要金融法規 

主要金融法規 
1992年通過金融制度改革法

1996年日本金融體系改革方案(包括金融信貸、證券流通、外匯管

理等諸多內容的劃時代改革方案) 

1996年日本金融體系改革方案(包括金融信貸、證券流通、外匯管

理，其目的係為建立一自由競爭，透明度高，且具國際話之金融

體系，並取消各種對金融機構及金融市場之限制，鼓勵跨業經營

以進行自由競爭，習慣上稱之為「金融大改革」
26
) 

1998年 10 月 23 日金融再生法案 
1998年 10 月新設立的「整理回收公司(RTC)」 

1998年 10 月 16 日通過的「金融機能早期健全化緊急措置(施)法」 
 
(二)現有金融制度27

 都市銀行 
普通銀行 

 地方銀行 
商業銀行法  外匯專門銀行 

 在日外國銀行 
民間金融 
機    構  長期信用銀行 

長期金融機構 
 信託銀行 

 
全國信用金庫連合會－信用金庫 

中小企業金融 全國信用協同組合連合會－信用

機構 金庫 
  勞動金庫連合會－勞動金庫 

商工組合中央金庫 
信用農業協同組

                                                 
26 「金融大改革」即Financial Big Bang 
27 兩岸金融監理制度之探討，義守大學管理科學研究碩士論文，民國 92 年 6 月 王政雄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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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連合會 
(農業協同組合) 

農林漁業金融－農林中央金庫   信用農業協同組 
機構  (漁業協同組合) 

森林組合連合會 
(森林組合) 

證券公司 
保險公司 

其他 證券金融公司 
短資公司 
住宅金融公司 

 
 
 
 

郵局 
日本輸出入銀行 

銀行  日本開發銀行 
國民金融公庫 

公營金融  中小企業金融公庫 
機    構  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 

公庫  環境衛生金融公庫 
農林漁業金融公庫 
住宅金融公庫 
公營企業金融公庫 
北海道東北開發公庫 
沖繩振興開發公庫 

 
(三)金融機構組織形成 

都市銀行體系在1968年間，即已經形成，之後日本政府從未核

准新設立，直至1998年日本金融改革措施，廢除禁止新設立都市銀

行的條款，新的都市銀行才紛紛出現，例如新生銀行、大和銀行及

あさひ銀行
28
。 

                                                 
28 日本銀行體系之政治經濟分析－  從政府、企業、銀行與交叉持股觀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蔡增家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cholar-0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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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金融監理概況 
金融監理單位：總理府金融監督廳 (Financial Supervisory 

Agency , FSA) 

組 織 型 態 ：政府機構(官僚體系) 
監 理 對 象 ：銀行，證券及保險業之檢查與管理，農林體系金融

機構事項則與農林水產省共同負責 
 

(五)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控制組織架構 
日本於2001年(平成13年)發表「部分商法之修正草案要旨(中間試案)」
29
，確立大公司30應有一名以上「獨立董事」(日稱為社外取締役)，其
功能有： 
1.提升經營績效，具體而言，即對經營策略提供建言，並作業務評價； 
2.確保經營者的誠實，亦即在提名委員會(Nomination Committee)、
報酬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與監察委員會(Audit 

Committee)中發揮確保業務執行之適法性、董事報酬之合理化； 
3.兼顧公司應負擔之社會責任。 
惟實務上外部董事及各委員會的設立，及外部監察人制度或監察人

會制度之效益良窳尚難定論，仍多分歧，僅以瑞穗金融集團(圖2-2)
及UFJ(圖2-3)示例： 
1.瑞穗金融集團(Mizuho Financial Group) 

董事會設置七位董事，其中並有二位係外部董事
31
，並成立由

外部專業人士組成之諮商委員會 (Advisory Board)，進一步將加

強透明化及可責任化，如增加外部董事席次
32
。 

2.UJF控股公司(UFJ Holdings, Inc.) 
董事會設置七位董事，其中並有三位係外部董事(非執行董事

三位，執行董事二位，董事二位)，董事審核各項管理政策及策略，

並藉由監督及評價經濟管理階層之績效來增進集團之最大利益。

董事會下設置三個委員會，除集團監察委員會(Group Audit 
Committee)外，提名委員會及報酬委員會均由外部董事負責，以確

                                                 
29 論我國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監控設計之改造--以公司監控理論為中心，國立台北大學法學學系碩士

論文，楊明佳Ch.5 P105 
30 日本商特法將股份有限公司分為三類，即資本額在五億元以上或負債合計達二百億以上之股份有

限公司稱之為大公司，資本額在一億以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小公司，介於其間者為中公司。 
31 取締役のうち、福原 義春およびグレン・S・フクシマの両氏は、商法第 188 条第 2 項第 7 号ノ

2 に定める社外取締役です。http://www.mizuho-fg.co.jp/company/info03.html 
32 參考http://www.mizuho-fg.co.jp/english/ir/faq/keiei.html#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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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透明化及公正原則。 
 
(六)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稽核定位 

日本於1993年(平成5年)公布實施外部監察人及監察人會二制
度，得決議監督該金融機構之方針與方法，實務上亦如董事成員，

尚未完全法制化： 
1.瑞穗金融集團(Mizuho Financial Group) 

設置監查役五位，其中三位係外部監察人
33
，執行役員六位， 

2.UJF控股公司(UFJ Holdings, Inc.) 

集團監察委員會監管控股公司及旗下子公司之內部管理系

統及法令遵循，係由外部董事及外部之專業人事擔任，而監察人

會(Board of Corporate Auditors)設置監查役五位，其中二位

為外部稽核，三位為內部稽核三位，併同作業，外部稽核以獨立

客觀的角度執行作業
34
。 

                                                 
33 監査役のうち、梅澤節男、野崎幸雄および長谷川俊明の 3 氏は、株式会社の監査等に関する商

法の特例に関する法律第 18 条第 1 項に定める社外監査役です。

http://www.mizuho-fg.co.jp/company/info03.html 
34 參考http://www.ufj.co.jp/english/about/governan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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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 
 
(一)主管機關形成之法源暨主要金融法規 

1995年 3 月 18 日，中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

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行法」
35
，確定該行之地位

及職責訂定中央銀行制度。 

主要金融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金融機構管理條例(1994/4/1、2001/12/3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行法(1995/3/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行法(1995/7/1)  
票據法/擔保法/貸款通則/外匯管理條例/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

懲治破壞金融秩序犯罪的決定/國務院頒布的零星法規 

金融機構管理規定、信託投資公司管理辦法、企業集團財務公司

管理辦法、金融租賃公司管理辦法、金融機構高級管理人員任職

資格管理辦法、金融資產公司管理公司條例 

 
(二)現有金融制度

36

 
商業銀行 
商人銀行 

合作金融機 
構監管司  外商銀行 

貼現公司 
 
  住宅金融合作社 

非銀行法金 
融機監管司  國民儲蓄銀行 

中國人民 
銀行監督 國有獨資商業銀行 

委員會  政策性銀行 

                                                 
35 大陸於 1948~1983 年間中國人民銀行除扮演中央銀行角色外並兼營及專業銀行業務，1983 年 9 月

17 日~1995 年間大陸國務院發出「關於中國人民銀行專使中央銀行職能的決定」決定中國人民銀行

專門行使中央銀行職能，不再兼辦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專司領倒及管理金融事業。 
http://www.ccbczpx.com/wsxx/jhxx/jcll/zyyh013.htm 
36 台灣銀行業赴大陸初期經營策略之研究，台銀張國訓、鍾義經，財政部九十年度研究發展專題報

告，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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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監管一司 金融資產管理公司 

外資銀行 
郵政儲蓄 

 
股份制商業銀行 

銀行監管二司 城市商業銀行 
住房儲蓄銀行 

 
商人銀行 

基金          外商銀行 
貼現公司    

中國保險監 
督委管理員  人壽保險 
會 保險  

產物保險 
 
 

期貨監管部  
基金監管部 

中國證券監 上市公司監管部 
督管理委員 機構監管部會 市場監管部  

發行監管部  
 

(三)金融機構組織形成 
自1994年實施金融許可制度以來，凡經營金融業務者均依有關規定

領取「金融機構法人許可證」或「經營金融業務許可證」37，2003
年7月1日開始實施「金融許可證管理辦法」38，中國人民銀行業監

督管理委員會(簡稱銀監會)對金融機構的設立、變更等內容統一進

行公告，經銀監會核准之高級管理人員，銀監會負責定期公告，金

融許可證應在金融機構營業場所公示，其批准的業務範圍、管理人

員也應以適當方式在營業場所公示。 

                                                 
37中国银行业监督管理委员会今日发布《金融许可证管理办法》

http://www.cbrc.gov.cn/chinese/module/viewinfo.jsp?infoID=15 
38中国银行业监督管理委员会令(2003 年第 2 号)金融许可证管理办法

http://www.cbrc.gov.cn/chinese/module/viewinfo.jsp?infoID=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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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十五人民代表大會中，揭櫫要在金融領域中實現「以公有制

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度，加快地方性

金融機構的建設，加快多類型的金融機構體系的建設，實現多形式

並存，分工合作、功能互補的金融體系。 
 
(四)金融監理概況 

金融監理單位：中國人民銀行監管局、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證券

監督管理委員會 
組 織 型 態 ：政府機構(官僚體系) 
監 理 對 象 ：銀行業、保險業、基金公司、證券期貨公司 
中國之金融監理依金融產業之不同而分別由中國人民銀行監管

局、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及證券監督委員會負責；惟自200年9月
起，中國人民銀行、中國保險監都委員會、及證券監督委員會等三

機構，正式確立了金融監督管理部門聯合會議制度，以加強對金融

監管、指導及解決政策協調問題39。 
自2003年4月28日起有關銀行、信託投資公司金融資產管理公司、

及其他存款類金融機構，均由銀監會負責，以維護銀行業之合法、

穩健運行的職責，截至2003年10月19日止，全中國掛牌成立有36個

省級機構。40

 
 
(五)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控制組織架構 

1.中國民生銀行為例 
董事會設置有15位董事，其中一位董事長、二位副董事長；

一位為外部董事。該行並於2004/5/21第三屆董事會第九次會議

決議通過，實行行長領導經營管理委員會制度，公司經營階層則

設置有銀行管理委員會，再由該銀行管理委員會授權成立專業委

員會管理制，並於專業委員會下設置職能部門及委員會直管中心

(如圖2-4)，新架構並增設法律與合規事務部、資產負債管理部

及基金托管部
41
。 

2.中國銀行 

董事會設置有10位董事，其中一位榮譽董事長、一位董事長、

                                                 
39 兩岸金融監理制度之探討，義守大學管理科學研究碩士論文，民國 92 年 6 月 王政雄 Ch.4 P.57 
40 中国的金融安全与社会稳定 2004 年 2 月 20 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理学院 黄燕芬副教授 
41 中國民生銀行 民生快訊第十五期 2004/6/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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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副董事長；一位為外部董事。董事會下設置七個職能委員會：

風險管理委員會、資產負債管理及預算委員會、稽核委員會、薪

酬管理委員會、反洗錢工作委員會、信息科技管理委員會、及業

務發展協調委員會
42
。(如圖2-5) 

 
(六)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稽核定位 
1.中國民生銀行 

監事會設置有7位監事，其中一位監事長，並於董事會下財務

總監下設置稽核部。 

稽核管理體制係分三個區域稽核中心，即華北、華東、華南

三中心，採獨立於各級經營機構外之方式，負責在分行及支行之

各項稽核檢查，其重點包括：所駐分行內部控制制度之是否有效、

人力資源、物資資源、及財力資源是否合理布局與充分應用，其

業務上係直接接受總行指導，且其人事亦直屬總行
43
。 

2.中國銀行 

監事會設置有7位監事，其中一位主席，稽核部與監察部屬監

督層下之稽核監查部門，並隸屬行長室，由其中一為副行長負責；

稽核委員會並直屬行長室。其作業係採獨立、垂直之稽核監都體

制。 

稽核部門負責監督內控制度的執行情況，定期和非定期對全

行內部控制制度執行情形，進行現場及非現場檢查，以確保內部

控制制度之貫徹與落實。 

 

                                                 
42 中國銀行2003 年年报中文版 P.15~17
43中国民生银行首席稽核检查官亮相 2004/2/5 國際金融報 王方琪

http://202.130.245.40/chinese/FI-c/4910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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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台灣 
 

(一)主管機關形成之法源暨主要金融法規 
我國銀行法係 1931 年三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51 

條，最近一次修訂於 2004年 2 月 4 日修訂，前後計有 16 次修訂。 

主要金融法規 

票券商管理辦法(1999/12/31) 

信託業法(2000/7/19) 

金融機構合併法(2000/12/13) 

金融控股公司法(2001/7/9) 

票券金融管理法(2001/7/9) 

行政院金融重建基金設置及管理條例(2001/7/9) 

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即預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修正

(2002/1/22)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
44
(2003/7/23) 

(二)現有金融制度 
 

商業銀行 本國商業銀行 
 外國在台分行 
 

儲蓄銀行 
 

依銀行法設置 
之金融機構  工業銀行 
   農業銀行 
  專業銀行 不動產銀行 
   輸出入銀行 

  中小企業銀行
45

信託投資公司 
財政部 
  住宅金融合作社 

依其他法規設  

                                                 
44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 2003/7/23 公布 2004/7/1 實施 
45 中小企業銀行多轉型為區域性商業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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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金融機構 國民儲蓄銀行 
 
商人銀行 

基金  外商銀行 
貼現公司 

非收受存款 
金融機構  人壽保險 

保險  
產物保險 

 
(三)金融機構組織形成 

1998年財政部公布「工業銀行設立及管理辦法」且財政部金融局核

發設立許可函。 
金融控股公司法第八條，均應經主管機關核准方得設立，係採設立

許可制，原則上除法律另有規定或是法律修正施行前經專案核准者

外，其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2001年金融控股公司、資產管理

公司、及依法陸續核准成立，同年並啟用行政院金融重建基金(RTC)
機制。 

 
(四)金融監理概況 

金融監理單位：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自2004/7/1起成立) 
組 織 型 態 ：政府機構(官僚體系) 
監 理 對 象 ：金融控股公司、金融重建基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銀行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金融交易

業及其他金融服務業
46

 
(五)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控制組織架構 

台灣金融機構應適用之內部控制規範，因主管機關之不同而各

自依機構類型之不同分別擬訂及頒布，以致種類甚多，且各需依所

屬類別分別適用，如：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 

(90.10.31)、銀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91.01.31)、信用

合作社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92.12.30)、票券商內部控制

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92.12.30)、信託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

辦法(89.12.04)、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

                                                 
46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 2003/7/23 公布 2004/7/1 實施，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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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2.20)、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92.12.18)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 

(93.01.12)、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商內部控制制度

標準規範」總則(91.02.01)、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

公司內部控制制度查核作業程序(93.01.08)、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對上櫃公司內部控制制度查核作業程序(93.01.08)

等。 

如為金融控股公司則除應適用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度實施辦法外，並應依金控公司下子公司間之共同行銷、及跨業

經營之內容，而增加適用之規範。 

金融機構之各事業體原則上係以獨立之子公司方式經營，銀行

專營其商業銀行業務(並得兼營信託業務)，至於證券及保險則係透
過金控公司轉投資成立之子公司方式經營；如未成立金控公司者，

則仍為單一類型之金融機構。內部控制之組織架構，僅中國信託金

控股公司及台灣銀行為例，闡述如下： 
1.中國信託金控股公司(圖例四) 
董事會設置有 7位董事，董事會下設置三委員會，經營決策委員

會、風險與資本委員會、及授信政策委員會；為日常營運需

要並設置有策略長、行政長、資訊長、財務長、授信長、法

金執行長、及個金執行長，分別依其專業督導相關業務。 

(2)董事長為最高風險管理單位，建立指引公司風險管理策略，

授與風險權限及賦予相關單位權限，以確保風險管理之順利

運作。因該行係以銀行為主體(Bank-Centric)的金融控股公

司，故實務上主要經理人均由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中國信

託商業銀行之經理人兼任。 

(3)其中風險與資本委員會，負責投資風險、信用風險、市場

風險、及作業風險之管理。 

(4)該行於 2000年信用卡各項業務均完成並通過 ISO-9000 認證

續評，2001年個人金融業務再獲得 ISO-9001 國際品質保證

標準認證續評作業，刻正進行全面推展至整體個人金融總管

理處，進行自我監督機制，包括自行查核制度、遵守法令主

管制度、及自行評估制度。 

2.台灣銀行(圖例五) 
董事會設置有11位董事，其中一人為董事長，依組織表顯示，尚

未有職能委員會之設置，其內部控制制度之執行，係對各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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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均訂定作業規章及手冊，並訂定自行查核辦法，並由各營

業、財務保管及資訊單位指定副主管一人專責司理內部自行查

核作業。作業上尚符主管機關之規定。 

(2)該行於2002年通過ISO-9002國際品質保證標準認證續評作

業。 

 

(六)主要金融機構之內部稽核定位 
1.中國信託金融控股公司 
該行設置有3位監察人，惟該等監察人均係法人代表，而該法人

同時為該金融控股公司之董事成員。 

(2)金融控股公司董事會下設置總稽核辦公室，子行(中國信託商

業銀行)則設置稽核總管理處，處下再設置稽核部，而其他子

公司亦均設置有稽核部，職司內部稽核作業。 

(3)如前所述，該行係以銀行為主體(Bank-Centric)的金控公

司，故內部稽核作業主要係由銀行之稽核部主導，並負責金

控下子公司之查核；惟銀行之稽核部並未有上層內部稽核作

業，核有欠妥善。 

2.台灣銀行 
該行設置有3位監察人，依組織表稽核室係直接向董事會負

責，僅依規定每年至少一次一般查核及一次專案查核，對國外營

業單位，美年亦派遣稽核人員前往查核。對各單位所提出之查核

缺失事項，除要求定期改善外，並依據其「內部查核及獎懲辦法」

規定考核各單位自行查核績效。大致上，尚屬傳統作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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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瑞穗金融集團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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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UJF控股公司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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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中國民生銀行組織圖 
 

 
資料來源：中國民生銀行網頁http://www.cmbc.com.cn/cmbc/article/20020902/20020902000010_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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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中國銀行組織圖 
 

 
 

2002年年報 

 
2003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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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中國信託金融控股公司組織圖 
 
 

 
資料來源：中國信託金融控股公司網頁http://www.chinatrustgroup.com.tw/tools/about/abo_or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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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例五：台灣銀行 
 

 
 
 
資料來源：台灣銀行網頁 

 29/29 第二章、金融機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主要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