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內部稽核之方法論 

  
金融機構的大型化、金融機構的合併、金融控股公司的成立、金

融機構的跨業經營、金融機構的策略聯盟、以及金融機構的委外作業…
等，均造成內部稽核查核廣度的擴大；而金融商品的衍生、金融商品的

創新、其他金融商品的引進、以及各類資訊系統的導入，除使業務及作

業的精確度、複雜度與深度加重外，並提高了專業的要求，如：策略階

層的主管支援系統(ESS)、管理階層的管理資訊系統(MIS)及決策支援系
統(DSS)、知識階層的知識工作系統(KWS)及辦公室系統、操作階層的
交易處理系統(TPS)等1(圖5-1)，管理競爭管理系統、作業系統金融商品。 

內部稽核為因應上述嚴峻的轉變，在內部稽核的作法上，已非傳

統內部稽核人員逕由業務、作業或管理單位調任者所能勝任，而需苛以

嚴格之專業訓練，方足以養成適任的專業素養；且執行稽核作業，亦已

非傳統式大幅取樣的清道夫除錯方式，即可排除各類可能風險，而需運

用資訊科技及科學方法，才得以辨識及掌握整體風險，確保公司董監事

會對公司經營之管理權責，保障公司資金提供者應有的權益，並即時而

準確地披露所有與公司有關之實性事項的信息，克盡公司治理之責任，

達到公司營運之防弊措施等。 
 

第一節  內部稽核能力的養成 

 

金融機構之內部稽核依規定執行稽核任務時，應依內部稽核協會及

國際稽核規範，擬定工作目標、訂定稽核範圍、稽核程序、⋯，此外，

為避免便利法則
2
(availability heuristic)在內部稽核作業中造成稽

核品質的不穩定性，或因存取偏見而造成稽核作業或目的扭曲，及因認

知結構的偏見而造成稽核程序遭受阻擾，內部稽核工作，應建立獨立

性、客觀性、建設性、一致性之稽核程序，以取得到經營管理階層及受

檢單位之信賴及支持。 

基於此一目的，稽核人員除對各項指派任務之相關之業務，應有相

當之知識及訓練外，並應有稽核專業之訓練，其領域應包含
3
： 

一、內部稽核過程：稽核概論、舞弊偵防、電腦稽核 

                                                 
1 管理資訊系統 周宣光譯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Managing the Digital Firm Kenneth C. Laudon/Jane P. Laudon P.45 
2 「便利法則」指一個人在估計某一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時,是以大腦記憶上是否容易聯想到的事件作為基礎的方法,越方便聯

想到的就越容易影響我們的判斷。便利法則會造成凸顯偏見。便利法則造成的偏見稱之「存取偏見」;「認知結構的偏見」是

指人們在儲存資料時,會採用一些既定的規則或認知架搆,如預期一個人是屬於某種類型,或會有某種行為,就會推定說這個人

已經有這種行為。「判斷的偏見」商周 839 2003/12/22-28 柯承恩 
3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2003/11前之國際內部稽核師考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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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稽核技巧：資料蒐集、文件作成及稽核報告、問題解決、

審計抽樣與數量方法
4
、稽核證據評估 

三、管理控制與資訊科技：管理控制、作業管理、資訊科技 

四、內部稽核環境：勞動基準法、公司法、證券交易法、營利事業

所得稅法、財務會計學、、管理會計學、財務

管理學 

以培養內部稽核人員擁有適當的能力，擔任內部稽核之專業角色
5
： 

一、內部稽核在治理、風險及控制之角色(The Internal Audit 

Activity＇s Role in Governance, Risk, and Control) 

二、內部稽核之執行(Conducting the Internal Audit Engagement) 

三、經營分析及資訊科技(Business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四、經營管理技能(Business Management Skills) 

                                                 
4 審計抽樣及數量方法，包括應用統計學 
5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2003/11後之國際內部稽核師考試科目，2004/5測驗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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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內部稽核之方法論 

 

金融業與一般產業之最大不同，在於其以「一業對百業」，除迎合

百業需求外，為提高服務並增加收益，產品需不斷創新，為降低成本，

及提高作業安全，作業程序不段變格，故其內部稽核較諸一般業之內部

稽核猶需不斷進行稽核專業訓練及商業訓練及各類產業結構趨勢等的

訓練 

在1980至2003年代國內外發生了諸多顯著的內部控制失敗的案

例，雖然，諸多的責難在於簽證會計師失職，然而，深入經營管理及日

常作業之內部稽核，更是責無旁貸，內部控制失敗之警訊，第一道防線

係管理階層，第二道防線即為內部稽核，會計師查核僅可視為第三道防

線。其中，最為關鍵與重要者為第二道防線，蓋第一道防線的失敗可能

肇因於營運目的之決策風險或盲於自覺…等，自發性之代理風險；而第

三到防線，往往是落後指標，一旦出具保留意見或部份保留意見時，已

為時已晚或回天乏術。只有第二道防線得以獨立、自主、客觀、公正，

執行與銜接所有權與代理權間之監理缺口，防患未然或亡羊補牢。 

為善盡所有權人付託及監理目的，並協助經營管理階段確實達成公

司治理的落實與品質，內部稽核盡依其責任可分為二：諮詢性服務、與

驗證性服務 

一、諮詢性服務： 

無論是運作中、新創中、或作業流程改造中之業務暨作業諮

詢，均由單一窗口提供受理作業(one-stop solution)，並依重要

性及急迫性分級於特定期限內回覆或指派專業人員(specialist)

協助處理，不因內部稽核人員驗證性服務任務之委派而受影響。內

部稽核為彌補經營管理階層全面品質管理(TQM)缺乏整合之陷阱
6
，

並可適度以內部控制之理由與風險揭示之責任，重視全面的業務流

程。 

(一)作業流程改善中業務暨作業諮詢 

即運作中業務暨作業之諮詢，其間，作業流程改善對組織

造成的衝擊較小，但仍將造成部分工作內容或作業方式的調

整，內部稽核以內部控制原則及風險衡量作為調整基礎，使作

業流程更趨謹密及精簡。內部稽核應強調從流程著手，並解決

跨部門之問題，其具體的執行方法： 

1.進行產品暨作業線檢視專案： 

                                                 
6 六標準差(The Six Sigma Way) Peter S. Pande, Robert P.Neuman & Roland R. Cavanagh樂為良譯 P.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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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擬定
7
「專案立案書」、計畫的程序、工作分解結構(WBS)、

客觀而獨立之SWOT交叉分析； 

(2)聲明諮詢服務之宗旨； 

(3)依產品暨其相關作業流程循序檢視控制點、適法性、偏

離流程的錯誤可能導致之影響評估。 

2.篩檢及警示前項次之不可接受程度，或可接受之錯誤百分比

(如：0.6210%至 0.0034%以下，即四標準差至六標準差間)，

提供第二道防線之備戰警訊，揭示高階主管態度之遲疑可能

導致之後果。 

3.依嚴重性提出或掃除政策與流程之內部障礙及可能失敗。 

4.調整作業流程改善中控制點位置之擺設。 

5.作業風險損失評估之檢測及覆核。 

(二)新創中業務暨作業諮詢 

金融商品的創新與相關作業流程的的新創，涉及組合成份

各商品本身有關之法令依據、原先存在各商品之作業流程及程

序、新創流程及程序之控制點設置、原先存在各商品之負責單

位及其預算…等，內部稽核在新種金融商品或新創之作業流程

的設計中，扮演著調合及顧問的角色，執行新創業務暨作業的

資詢任務，程序如下 

1.檢視法令依據 

2.提出法令衝突及疑慮 

3.檢視產品開發是否依標準化作業程序，如：個人金融業務管

理手冊，應依ISO「管理系統與文件架構」規範，建立「專

案事前評估表」及「專案檢核表」，依循『管理手冊』製作

『營運流程/支援活動 基本資料』、程序書、作業手冊、表

單與管理記錄⋯等。 

4.對上項標準化作業程序，適時提供程序及流程之控制點及效

益挑戰，以COPIS的思維邏輯，獨立、客觀並公正釐清權責

歸屬，整合組織以創造綜效。 
5.覆核新創工作手冊。 

 

實例演練可分為金融商品新創、及新創作業流程二類，如： 

1.產品創新：結構債、雙元貨幣存款、理財金融商品 

2.新創作業流程：「徵信評分系統開發案」，由於工作流程中涉

                                                 
7 成功領導者的管理技巧 李傳政MSSL管理研修計劃課程 P.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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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單位有收件單件、資料鍵入單位、徵信單位、信用政策

單位、資訊單位…等，法規則涉及銀行法、銀行法施行細則、

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施行細

則、個人授信案件徵信處理注意事項⋯等，如為金控共同行

銷創造整體利益，則應再考慮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進行共

同行銷相關規範、金融控股公司公司法、金融控股公司及其

子公司自律規範、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

法及金融控股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等。 

(三)作業流程改造中業務暨作業諮詢 

作業流程改造
8
係透過各種不同的工具與方法、運用新思維

（create new paradigms），使企業組織得以針對企業體與滿

足客戶間有關的主要流程（core business process），作巨大

的變革，從而獲得「成本」、「作業時間」、「服務」、「品質」方

面之突破，以鞏固市場占有率，或取得市場領先地位。作業流

程改造揭櫫「流程導向」（process-oriented），以消除部門間壁
壘分明之本位主義，並進一步「解構機能式組織」（defunction- 
alized organization）。此間，內部稽核即是至為重要之「協調者」
(coordinator)，擁有縱觀產品「流程導向」之專業，意即同

時瞭解產品結構、業務流程及作業流程，並能跳脫部門本位利

益之獨立及公正之判斷者，原因即獨立、專業及公正，才能無

私地釐清和調整控制點及作業流程之各節點、或重訂流程渠

道，並為流程間各部門(部門本身或擬裁撤部門之上層部門)所

共同尊重及接受，避免各部門因流程之改變所導致組織架構或

職務異動及內部計價基礎移動而抗拒流程改造。 

二、驗證性服務 

金融機構在面臨日益白熱化的市場競爭，無不極力引進新的組

織理論、架構與管理模式，尤有甚者，在保持有效戰力的要求前提

下，組織不僅每年一大變動，甚至隨時可能新增或裁減一至多個部

門。內部稽核在此環境下，實地檢核作業執行之困難度亦隨之增

加，且依傳統方式之依部門別實地檢核方式已無法瞭解業務及作業

整體風險。 
內部稽核，無論是在監督經營管理階層之公司治理、投資人利

益、或是站在社會公平正義與消費者權益的維護上，為因應此一劇

                                                 
8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H.J. Johansson, P. Mchugh, A.J. Pendlebury, W.A. Wheeler，John Wiley & Sons Ltd., England, 
1994/7, pp.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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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內部稽核在驗證作業之方法上，應依各種不同目的及時機，採

取較整體及有效之作戰策略及方法： 

(一)實地檢核方法： 

1.風險分類：依存在於金融機構之主要風險，如： 

(1)信用風險 

(2)流動性風險 

(3)財務風險 

(4)市場風險 

(5)內部管理風險 

加以區分，指派擁有各項專業之內部稽核或特定之專人負責

實地檢核作業，以確認各項風險的可辨識及承受核決層級。 

2.營運流程分類： 

循營運流程、顧客、供應者、顧客需求、供應者需求、產出、

投入及流程績效指標，檢核營運流程。 

3.產品及作業流程分類 

即產品線檢核，可由上而下(Top Down Strategy)，由產品

研究、企劃草擬、產品會議、作業設計、預算審核、產品/

促銷活動準備、產品銷售、客戶資料維護、客戶帳戶維護、

定期帳務報告、管理性表報、⋯至結束業務關係止；或由下

而上(Bottom-up Strategy)，由產品或作業流程之最後結

果，逆向至產品研究止之各項活動止。 

4.帳務流程 

依帳務或傳票處理之流程，循序漸進，逐一檢核。 

5.電腦系統流程 

組織內不同的階層及專門領域，各有不同之系統，以組織階

層可分為策略階層、管理階層、知識階層、及操作階層(圖

5-2)；另一方面亦可依功能劃分為銷售、行銷、製造(即產

品或PM)、財務、人力資源等部門
9
。而實地檢核就是要分別

對這些領域之資訊流加以檢視，以操作階層為例，即依電腦

作業流程，從交易之鍵入至最終報表的產出，交互勾核，確

保資訊傳遞的正確與安全，相同的，應用資訊科技支援營運

管理，以提高其績效指標，如納入：供應鍊管理(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先進規劃與排程系統(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APS)、客戶關係管理 (Customer 

                                                 
9 管理資訊系統 周宣光譯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Managing the Digital Firm Kenneth C. Laudon/Jane P. Laudon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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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需求鏈管理（Demand Chain 

Management,DCM）、企業資源規劃（E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知識管理系統(Knowledge 

Management,KM)、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等資訊科技議題，及其與營運管理議題間之交互檢核。(圖

5-3) 

 

(二)程式化稽核方法(Audit Program)： 

為確保內部稽核作業品質之一致性及標準化，內部稽核單

位將預先依各金融商品(Product)業務、作業及管理上有關之

固有風險及控制風險加以條列，並評估各項次之風險等級，作

為對受檢單位進行客觀及公平之衡量基礎，同時成為稽核報告

或底稿之一部份。 

稽核程式化，一般多以題庫(Questionnaires)方式表現，其項

次可分為：科目、項目、細目、及題目，其中科目應對業務種

類，而項目則與該業務流程之傳接或步驟對映，即作業流程圖

上之各個區塊，細目及題目可混合使用並對應至各個作業之處

理。 

內部稽核人員各人依接受指派之稽核任務或分配之稽查

科目，循該程式化題庫，即可循序漸地進完成整體業務流程及

作業流程的檢核，其中並包含全部之內部控制流程。 

 

(三)分析性複核方法 

稽核人員對受檢單位有關財務資料、管理性報表等進行研

究分析，並對異常變動與異常項目予以慎密的關注。其方法： 

1.比率分析法(Proportional Analysis Method)：可分為 

(1)構成比率法(Component Ratio Method) 

檢視構成分子間各分子佔全體或分類總和之比率，顯示

業務集中情形。 

(2)關係比率法(Relative Ratio Method) 

檢視兩個不同數值以求出各個關係間之比率，藉以瞭解

是否存在有替代效果。 

2.比較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1)前後期數值之比較，如遇前後期基礎不一致，應先作調

整後再作比較，並確定是否有季節性或週期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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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質金融商品之比較，含業務量、獲利情形，藉以瞭解

是否有獲利過於集中之情形。 

 

(四)模組化稽核方法(Audit Module) 

金融市場與金融商品的開放，使金融機構與客戶間之介面

由櫃檯、ATM/CDM、網路銀行、到空中銀行，由有形到無形；

金融商品則由傳統之存款放款、衍生性金融商品、理財型金融

商品到智慧型金融商品，由簡單的存提款到電腦屬性分析與參

數設定之人工智慧投資模型或理財模型；投資、理財或其他金

融行為之交易往來，由以往的活期與定期轉為瞬間，單一產品

轉為複合性產品…等。此皆導致傳統之管理者背離實務作業的

範疇，而確立分層負責制度的實踐，專業專責，至終實現現代

組織理論與管理，各長鼎立，如：執行長、策略長、財務長、

行政長、營運長等，負責共撐大局。而各長之下，亦已趨向打

破傳統之事業處、部門、科、組層級倫理觀念，事業處及部門

與科、組層隨時皆可能消失，亦可能隨即新增另一組織形態，

或逕以專案或任務為執行單位。內部稽核因應之策： 

1.產品及流程設計過程的參與及諮詢服務 

內部稽核無法像經營管理階層可以各種管理理論、原則

及方法加以牽制及掌控，然為因應上述突破性觀念的產生及

影響，得藉由各產品及流程設計過程的參與及提供諮詢
10
服

務，提供及覆核各項作業控制點及法令遵循情形，嵌入適當

檢核機制。 

2.嵌入適當稽核模組 

在政府持續開放政策下，金融業業務種類及作業渠道日

益複雜，以不成比例的內部稽核人員的編制，勢必難撐全

局，必得藉諸各產品或作業流程之模組化(Modula)元件的設

計及設置，於交易執行之同時加以檢測其正當性與正確性，

其設計及設置並需由內部稽核控制及管理。 

其具體之作法，是在作業系統開發建置之初期，即嵌入

稽核模組，內部稽核人員於該模組內預設檢測機能及連結或

聯繫稽核資料庫之功能，並作為作業風險衡量基礎。 

3.試算模組的運用 

                                                 
10 銀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各種作業及管理規章，銀行應配合法規、業務項目及作業流程等之變更，定期檢討
修訂，並有內部稽核及資訊單位之參與。」91/1/31 修正財政部(91)台財融(六)字第 0910002018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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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物件導向技術中的繼承(Inheritance)、封裝

(Encapsulation)與多型性(Polymorphism)等功能，將現有

的軟體元件重新加以組合，或將現有複雜的軟體系統拆解成

一個一個的軟體元件，使軟體可以重用或重新架構
11
，藉以

因應產品創新，及組織架構之變革。 

 

(五)電腦化稽核方法 

內部稽核在經營環境日益複雜的情況下，單以傳統之人工

實地檢核方法，已無法一窺堂奧，加諸商品的創新與發達，交

易量或交易金額已非絕對風險所在，誠如前言，政策、策略、

管理、財務、營運的任一疏失，均可能導致金融機構的崩塌，

內部稽核之職責在金融機構組織日益龐雜的運作下，亦已非能

侷促於營運面及財務面而已，作為金融機構防護的「第二道防

線」，必需兼負全面性之風險監理，尤其在金融機構EDP系統

不斷的擴充，使得企業應用軟體系統愈來愈龐大，也益發難以

管理
12
。 

內部稽核在執行全面風險監理的方法上，應使用電腦設備

及稽核軟體作為稽核工具，擴大前項(四)模組化稽核方法，整

合為系統化之電腦運用，藉由以下查核步驟進行同步檢測

(Synchronization)及/或模擬檢測(Simulation)，以確定資訊

流的正確性、可靠性與安全性。其具體之方法，可分為： 

1.系統查核(System Review) 

(1)硬體變更檢測。 

(2)途徑變更檢測。 

(3)系統環境變更檢測。 

(4)程式變更檢測。 

(5)資料庫變更檢測。 

(6)參數變更檢測。 

(7)存取權限變更檢測。 

…等，確保資訊風險管理。 

2.數據查核(Information Flow Review) 

運用交易資料或數據投入該項交易系統，確定其從鍵入

至產出，含交易過程中每一節點之可靠性與安全性，與最終

                                                 
11
以CORBA為基底輔助會計師稽核資訊系統之架構 林鳳儀 89/7博士論文Ch3.1 P.23~24 

12 以CORBA為基底輔助會計師稽核資訊系統之架構 林鳳儀 89/7博士論文Ch3.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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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訊的正確性，提供有效之分析及運用。檢核範圍如次： 

(1)資料登入及管制。 

(2)資料處理及管制。 

(3)資料產出及管制。 

(4)資料備援及回復。 

3.績效查核(Performance Review) 

組織的形成必先有其成立之目的，為確定其目的之達

成，而需有績效衡量。一般而言，金融機構如同一般企業，

為達成組織目的，依功能區分組織階層可分為策略階層、管

理階層、知識階層、及操作階層，為確定各階層之使命或任

務之達成情形，各階層均訂定有自身之績效衡量指標，作為

目標管理(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MBO)13甚至為策略管理

工具。 
內部稽核檢核各階層之績效，應以該金融機構整體(即

其本身)為主體，以企業願景(Vision)與使命(Mission)之組織
目的為主軸，衡量及評核各階層在組織定位上之成效，並確

定組織策略之四大構面，即財務構面、顧客構面、流程構面、

及學習與成長構面，在各階層均被嚴謹地加以落實執行。績

效查核之步驟： 
(1)檢核組織所設定之目標是否符合其設立之宗旨。 
(2)績效衡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的設定14

是

否符合管理階層設定之政策，如：MBO、TQM、BSC…
等。 

(3)績效指標的設定是否符合可衡量性及可驗證性。 
所達到的績效是否符合其本身所設定的目標。 

(3)該等績效之核算是否精確。 
(4)核算基礎是否合理。 
(5)業務暨績效報告(即Performance Indicator, PI)是否基礎在

精確核算。 
(6)經營結果等非財務資訊及風險管理之分析、檢討及揭露之

確認。 

                                                 
13 策略核心組織-以平衡計分卡有效執行企業策略The Strategy-Focused Organization- How Balanced Scorecard Companies 
Thrive in the Mew Business Environment, Robert S. Kaplan & David P. Norton P.343註 1.目標管理制度是由Peter Drucker於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54) 中介紹。 
14 有關平衡計分卡理論為基礎之電腦系統運用，係藉由系統參數設定產生為衡量指標之基礎，其軟體開發及使用已日益廣

泛，企業e化應用已從以往IT的角度成為支援營運管理的工具。(架構如示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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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應確保監督經營管理階層之公司治理的落實、投資

人利益的維持、及社會公平正義與消費者權益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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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組織內六種主要資訊系統類型 

 

 

 

 

 

 

 

 

 

 

 

 

 

 

 

 

 

 Figure 2-2 資料來源：@2004 by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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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資訊系統的種類與組織層級 

 

 

 

 

 

 

 

 

 

 

 

 

 

 

 

 

 

 

 

 
資料來源：@2004 by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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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營運管理與資訊科技運用關係 

 
 資料來源：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15

 
 
 
 

                                                 
15 http://dsa.dsc.com.tw/class/IT_Strategy/IT_Strategy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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