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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計師產業概況與個案會計師事務所介紹 

第一節  會計師產業介紹 

會計師事務所主要是以人員為基礎（People-Based）銷售知識（Knowledge）

提供各項組織（工、商、非營利組織等）專業服務的服務業。會計師事務所也隨

著全球化趨勢、工商活動轉變，服務內容與項目更多元與複雜。從早期提供會計

服務包括查帳、整帳、編製報表、財務資訊分析、演變至今涉及審計、稅務、法

律、管理顧問、系統整合、企業購併與委外業務等範圍廣泛，已轉化成能提供全

方位服務的組織，對經濟與工商發展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在台灣根據金管會民國

94年「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調查顯示，目前執業之會計師事務所已超

過一千家，服務內容除了傳統遵循性業務財務報表簽證外，並為企業提供稅務、

管理顧問及委外受託等非遵循性之專業服務。會計師業對企業提高資訊揭露與協

助企業經營能力具有比以往更重要地位。故會計師事務所是我國經濟發展在財、

稅法令遵循、經營管理協助與資本市場募資重要幕後推手。 

一、會計師業務內容 

會計師業務依據賴春田(2000年)所述主要包括遵循性業務(Compliance 

Services)及非遵循性業務(即廣泛顧問業務Consulting Service)，前者係基於

會計原則、審計原則以及各項法律規定執行的業務，諸如審計(Audit)、簽證

(Attestation)、認證(Assurance)等，此部份業務往往具有公信力問題，而必須

遵守相關法規約束與限制。後者或是所謂顧問諮詢業務，其範圍寬廣並無限制，

從ERP導入到個人財稅規劃均屬之，幾乎除了特殊科技技術諮詢如機械工程、電

子工程、生化工程等顧問外，其他顧問諮詢均涵蓋在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顧問業務

範疇。這些顧問業務主要的目的是在產生(generate)及使用(use)資訊

(Ricchiute，1998，Auditing)。例如市場調查產生可資信賴的市場資訊並建議

客戶如何運用這些資訊，績效管理設計在提供人力資源管理的方法等等。非遵循

性業務一般僅牽涉到會計師及客戶，報告多屬機密性質，只供客戶及特定人員運

用或參考，不涉及第三人的權益。故會計師公會對此並無制定各項規範或特殊限

制，由會計師自行發揮並對其特定客戶負責，惟此服務若屬於簽證客戶則受到獨

立性的需求與限制。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在顧問諮詢業務上也有相當大的發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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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但實務上限於資源有限，發展有侷促性。 

會計師業務亦有用法定業務與非法定業務方法區分，會計師法定業務依照

會計師法第 39 條，會計師得執行下列業務：(一)財務報告或其他財務資訊之簽

證。(二)關於會計之制度設計、管理或稅務諮詢、稽核、調查、整理、清算、鑑

定、財務分析、資產估價或財產信託等事項。(三)充任檢查人、清算人、破產管

理人、仲裁人、遺囑執行人、重整人、重整監督人或其他受託人。(四)稅務案件

代理人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相關申報之簽證。(五)充任工商登記、商標註冊、及其

有關事件之代理人。(六)前五款業務之訴願或依行政訴訟法規定擔任稅務行政訴

訟之代理人。(七)持續查核、系統可靠性認證、投資績效認證等認證業務。(八)

其他與會計、審計或稅務有關之事項。另外還有證券交易法、公司法、稅務法令

規定、金融法規等作業規定要求會計師執行業務均屬法定業務，其業務執行規定

均詳載於各法規，會計師遵循此規定作業，就算履行會計師的法律責任。關於非

法定業務是會計師於執行上述法定業務同時，或是因其他事件之執行或討論，發

現很多值得提供其他商業諮詢的機會，形成會計師取得諮詢服務或是因會計師專

業能力取得非簽證客戶需求的服務。當然會計師是否具有獨立性與足夠專業知識

是推展非法定業務重要議題。此類業務包括財務諮詢、人力資源諮詢、管理顧問

等。 

由上可知隨著工商業發達與多元化，會計師事務所業務範疇愈來愈寬廣，

具有很大發展空間。惟關於簽證部分其特性與一般服務業不同，不能單方面追求

經濟效益，而必須兼顧社會責任，要處於中立的立場對企業經營成果與財務狀況

以財務報表的方式揭露並表示查核意見給投資人、債權人、政府機構及其他相關

人士。以利其進行投資、授信、課稅及其他各種決策。會計師出具查核意見時要

遵守會計師公會訂定職業道德規範，政府對會計師簽證業務在證券交易法、公司

法、會計師法、民法等相關法律中均明確訂立法定要求與相關罰則規範會計師對

法律責任的遵循。 

二、會計師業發展趨勢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國際間許多組織均進行購併以擴張其在產業的

影響力，會計師事務所也受國際化影響經歷多次合併和收購，目前全世界大型會

計師事務所主要為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即DELOITTE（台灣為勤業眾信）、PWC

（台灣為資誠）、KPMG(台灣為安侯建業)與E&Y(台灣為永安)，台灣前四大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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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事務所亦同。而其他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本研究稱為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大

都從事地區性會計師業務，相對較少涉及跨國企業或上市櫃公司簽證。 

就會計師業務發展內容而言，以美國前25大會計師事務所資料分析，如表

４─１所示，審計業務佔收入超過50%為12家，其中前四大有三家審計收入均超

過60%，由此分析恩隆案後美國會計師回歸會計本業，更遵守獨立性原則。同時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國際化與各國政府在稅法上的要求（例如非常規移轉定價）使

得事務所在稅務部份收入成為重要來源，按前25大會計師事務所資料比較，平均

總收入中約30%屬於稅務服務業務，至於原來蓬勃發展的管理顧問業務或許是會

計師事務所將管顧部門出售、或是縮小服務範疇，均呈現大幅降低趨勢，特別在

資料顯示前四大有三家諮詢收入為0，可見沙氏(SoX)法案訂立及相關影響造成會

計師對獨立性問題的遵守與業務品質的調整。 

面對未來會計師業務發展，在全球化趨勢強調整合與專業認證等因素下，

會計師仍有許多發展空間，例如公司治理與購併為會計師帶來新的業務機會，這

些均看會計師本身如何去評估判斷這些機會的價值與發展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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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  美國25個最大會計師事務所資料 

 

資料來源：國家菁英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吳琮璠著，全球化競爭下之會計師培育與考試，P.59 

           (Public Accounting Repor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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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會計師業現況分析 

台灣會計師業發展狀況，每年均會由主關機關進行調查，以往會計師業務

由財政部管理，而從民國93年7月後轉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本研究依據

其所公佈民國94年底「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資料為基準，統計之母體家

數計1,124家，扣除94年內因各種因素而暫停執業者，正常有效樣本計801家進行

各項分析，以了解台灣會計師業執行狀況。 

一、組織型態 

民國94年底會計師事務所由會計師單獨開業者（即個人執業）計555家，占

69.3％，而由二位以上開業會計師聯合執業（即合夥執業）者246家，占30.7％，

如圖４─１所示。可知台灣會計師業目前仍以單獨開業者居多，且有逐漸增加趨

勢。家數資料比較單獨開業家數約為聯合執業家數之2.3倍，此反映事務所可能

走向大者恆大與個人執業兩極化發展，顯示中小型聯合執業會計師事務所經營更

艱辛。當然新的會計師法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總統公布，會計師事務

所組織型態分為個人會計師事務所、合署會計師事務所、聯合會計師事務所與法

人會計師事務所四種，未來有何變化尚待觀察。 

 

圖４─１  會計師事務所家數─按組織型態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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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規模 

依據民國94年底會計師事務所調查資料，按事務所平均經營規模、從業人

數規模及執行業務收入規模觀察分析如下： 

(一)平均經營規模： 

民國94年底平均每一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數為21人、營業場所面積為

304平方公尺（約74坪）；平均每一員工年薪為54.2萬元，全年各項收入為2,281

萬元，全年各項支出為1,975萬元，如表４─２所示。表中值得注意的是平均

支出幅度高於平均收入增加幅度，導致會計師事務所利潤逐年減少。另單獨

開業會計師事務所員工平均薪資連續降低，可能原因為資深人才流失並有長

期培育人員困難等問題。 

表４─２  會計師事務所平均經營規模─按組織型態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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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業人員規模： 

民國94年底會計師事務所以從業人數未滿20人之事務所690家為最多占

86.2％； 20人至49人之事務所72家占9.0％；50人至99人之事務所24家占3.0

％；而100人以上之事務所15家占1.8％。顯示台灣地區仍以小規模經營之會計

師事務所為主，大都不具競爭的經濟規模，如表４─３所示。 

表４─３  會計師事務所經營規模─按從業人員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 47 - 

 (三)執行業務收入規模： 

按民國94年會計師事務所全年執行業務收入分析，如表４─４所示，未滿

500萬元之家數有458家，占57.2％，從業人數占13.2％，所創造之執行業務收

入占整體會計師事務所之5.5％； 而500萬元至未滿1,000萬元者168家，占20.9

％，從業人數占10.9％，所創造之執行業務收入占6.5％；全年執行業務收入

在1,000萬元以上至1億元者162家，占20.2％，從業人數占27.9％，所創造之

執行業務收入占21.8％；而全年執行業務收入在1億元以上者13家，占1.6％，

從業人數占48％，所創造之執行業務收入占66.2％，可見13家會計師事務所收

入占整體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三分之二，有大者恆大趨勢。 

表４─４  會計師事務所經營規模─按執行業務收入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 48 - 

三、從業人員 

(一)按職務別及性別分 

依據民國94年統計資料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數為16,724人，若按職務別

區分為合夥會計師、理級主管、專業領組、專業助理及其他人員。其中專業助

理人員計8,631人，占事務所從業人數比率51.61％、其他依序為專業領組2,537

人(15.2％)、理級主管2,121人(12.7％)、合夥會計師1,672人(10.0％)、其他

人員1,763人(10.5％)。再就從業人員之性別觀察，其中男性合夥會計師1,158

人，占69.3％，女性合夥會計師514人，占30.7％。亦即男性開業會計師約為

女性之2.3倍，而理級主管、專業領組、專業助理及其他人員等則以女性人數

為主，約為男性之3.3倍，如表４─５所示。 

表４─５  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數─按職務別及性別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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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專業人員教育程度及年齡分： 

依據民國94年底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之教育程度觀察，如表４─６所

示，合夥會計師中大學程度者877人占52.4％，其次為碩士程度675人占40.3

％。如連同博士程度者亦予計入，我國合夥會計師教育程度在大學程度以上者

計1,583人，占94.6％。至於理級主管、專業領組、專業助理、其他人員共計

15,052人，其中亦以大學程度者9,355人為最多，占62.2％，其次為專科程度

者3,177人，占21.1％。整體觀之，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教育程度在大

學程度以上者，共計12,422人，占74.3％。 

表４─６  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按專業人員教育程度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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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之年齡觀察，如表４─７所示，合夥會計師年

齡層以35歲－44歲者774人最多，占46.4％；其次為45歲－54歲者504人，占30.1

％；二者合計可知我國合夥會計師以35歲－54歲中壯年者為多，計1,278人，

占76.5％。理級主管、專業領組、專業助理、其他人員年齡層以25－34歲者8,748

人最多，占58.1％；其次為未滿25 歲者2,971人，占19.7％；二者合計可知我

國理級主管、專業領組、專業助理、其他人員以未滿35歲之青年為多，計11,719

人，占77.8％。 

 

表４─７  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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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年各項收支與盈餘 

(一)全年各項收入： 

民國 94 年會計師事務所全年各項收入總額為 182.7 億元，絕大多數為執

行業務收入。其中以所得稅簽證申報收入 40.5 億元為最多，占 22.3％，其他

依序為公開發行簽證收入 39.6 億元(21.7％)、其他財務簽證收入 28.5 億元

(15.6％)、融資簽證收入 23.8 億元(13.0％)，合計事務所簽證收入 132.4 億

元，占總收入 72.5％。另管理顧問收入及工商登記收入分別為 7.3 億元及 9.8

億元，各占 4.0％及 5.4％；其餘各類執行業務如稅務業務等收入所占比率較

小。而非執行業務收入如：租金收入、利息收入等計 1.3 億元，僅占 0.7％，

如表４─８所示。 

 
表４─８  會計師事務所全年各項收入─按項目別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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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年各項支出： 

民國94年會計師事務所全年各項支出總額為158.2億元，從支出項目分

析，近三年走勢一致，以薪資（包括伙食及加班費）支出98.9億元占62.6％為

最多，其他依序為職工福利、保險及退休支出12.7億元(8.0％)、租金、修繕

及折舊支出11.6億元(7.3％)，最少者為水電瓦斯及燃料支出僅約1.6億元(1.0

％)，其餘各項支出均約4億元上下，占2％至3％之間，如表４─９所示。 

 
表４─９  會計師事務所全年各項支出─按項目別分 

 
資料來源：會計師事務所服務調查報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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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會計師業經營環境評估 

一、台灣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趨勢 

隨著工商業與各式組織多元與全面性發展，會計師事務所的服務項目發展

也日趨多元。會計師事務所業務除傳統簽證部分外，諸如併購、公司治理與管顧

諮詢等非審計業務均有很大發展空間。以台灣比對全球發展趨勢來看會計師行業

在審計業務部份，台灣簽證公費收入遠低於其他地區與國家例如香港、新加坡。

故除提升案件公費為努力目標外，在非審計業務服務部分如何拓展亦屬重要議

題。而就台灣會計師事務所整體業務表現分析，主要差異係因各事務所重視職業

道德、風險控管、服務效率、整體解決顧客能力與品質表現等不同因素產生不同

價值差異。 

目前台灣會計師事務所分為國際化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與以地區為主的中

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兩大類。前者資源豐沛在大者恆大的情況下每年均呈現穩定成

長，後者在國際化與上市櫃公司簽證部分均很難與前四大事務所競爭或抗衡。同

時其在台灣的市場面臨投入者增加競爭更為激烈。本研究個案係屬中小型會計師

事務所，擬從策略規劃開始，調整營運模式，落實策略執行提升整體競爭力。這

也是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因應挑戰所必要調整的思維模式與作為。 

 

二、台灣會計師事務所經營情勢分析 

本研究運用麥克·波特所述五力分析模式具體分析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生

存環境如下：  

1. 潛在進入者：按構成會計師行業進入障礙的分析，首先從規模經濟研究我

國會計師事務所之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擁有絕大部份公開發行公司以上簽

證客戶，地區型會計師事務所在公開發行公司以上簽證業務部份並無法單

獨與其競爭，其生存模式或是併入前四大，或是依據核心能力重新鎖定發

展目標轉變營業範疇否則可能停滯發展。第二從產品差異化分析，目前國

內對中小型與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產出簽證報告，法律上具有一樣效力，

惟上市櫃公司財務簽證大都由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掌握，其他一般組織簽

證業務均有目前執業會計師服務，新加入者有很嚴厲的挑戰。第三從資源

優勢分析已執業會計師事務所憑藉其在人力資源、關係網絡或是專業技術

等方面的優勢，設置許多屬於無形資產的進入障礙。最後就政府政策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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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TO 及與大陸密切交往後終會解除會計服務障礙。因此長遠看終會有

更多高品質、高競爭能力的外國會計管顧公司成為潛在的加入者，對我國

會計師服務市場發展構成威脅。 

2. 替代品的威脅：在傳統的簽證業務部份會計師事務所的專業服務具有不可

替代性，但在稅務服務、會計諮詢、資產評估、管理顧問等非審計領域，

諸如法律事務所、記帳士、信用評估機構與管理顧問公司等都能提供替代

服務，因而會計師事務所擬發展非簽證業務時均存在與上述行業有相同業

務性質的競爭。 

3. 客戶議價力量：就目前台灣會計師服務市場總體評估，購買者有較高的決

定權力，購買者從會計師行業中購買的大部分服務是標準化的（例如查核

報告）。在此情況購買者可以挑選供應者，並使供應者互相競爭。同時購買

者的轉換成本不高，造成會計師事務所更激烈的競爭。不過，公開發行上

市、櫃公司因金管會要求必須定期公佈財務報表，若更換會計師應列為重

要事項揭露且需說明原因。這使得一般公開發行上市、櫃公司不會輕易更

換會計師事務所。至於非審計範疇業務則競爭者眾，除有不可取代專業能

力外，一般而言客戶具有相當的議價力量。 

4. 供應商議價力量：會計師事務所屬於知識密集型行業，會計師是主要的供

應者，並具有較強的品牌、名聲與定價能力。雖然電腦輔助查帳技術發展

已日趨成熟可降低查核人力或是記帳士取代部分帳務處理業務等，但尚無

法取代會計師提供的簽證與專業服務價值。會計師事務所是以會計師為主

從事經營活動的主要投入者具有專業性與寡佔性，並無直接受到供應商（例

如會計師事務所員工）挑戰。同時會計師投入也是服務品質保障，並從而

提高會計師對服務客戶討論價格的能力。 

5. 同業間的競爭：我國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競爭激烈，主要原因為大多數事

務所在同層面競爭，產品缺少差異化而導致零和（zero sum）競爭。同時

行業內眾多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當某家公司欲增加或調整會計師事務所

的服務時，就產生激烈爭奪戰。另會計師事務所的產品缺少差異化，購買

者挑選會計師事務所就會從價格進行考慮。在此情況會計師事務所之間常

常會爆發激烈的價格戰，導致所有會計師事務所整個行業的收入水準降低。 

總體評估，目前台灣會計師事務所在以上五種競爭力量中具決定作用的是

潛在進入者、替代品的威脅和同業間的競爭的激烈抗衡這三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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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會計師事務所的經營策略分析 

本研究運用 SWOT 分析對台灣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研究，其中內部的優勢和劣

勢是相對於競爭對手的比較，表現項目為資金、專業技術、員工素質、服務品質、

管理能力等方面。外部的機會係指大環境中對事務所有利的因素，例如政府法律

規定、良好的顧客關係等。外部的威脅則係指大環境中對事務所不利的因素，如

加入 WTO 引進新競爭對手、不景氣導致市場成長率緩慢、顧客要求降價壓力等。

以台灣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分析主要內容於表４－１０，其中括弧說明部份係對大

型或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大者。 

表４─１０  台灣會計師事務所 SWOT 分析 

優    勢 
 移轉有一定風險，客戶忠誠程度
高。 
 會計師為專業人士具核心能力在
特定範疇專業服務力強，具有解決
顧客問題能力與優良市場聲譽。 
 會計師事務所核心幹部忠誠度
高，且已有一定之文化氛圍(中小
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大)。 
 會計師事務所擁有多處據點，可提
供多區域的整合服務。 
 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可專長互補整
合具綜效能力。 
 主要專業領域具有專業技能。 
 會計師事務所具有執行大型計劃
低成本的效益(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影響大)。 
 具有整合整體服務，全球性服務與
策略聯盟優勢。 
 會計師事務所具有市場領導者與
具有專有性的簽證業務服務客戶
(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大)。 
 會計師事務所達一規模模有能力
獲取經濟規模與學習曲線效果之
利益。 
 國內未立法禁止非審計服務，擁有
財務與查帳檔案暸解客戶詳細狀
況與重要訊息。 
 重視智慧資本發展。 
 使用資訊技術能力(中小型會計師
事務所影響大)。 

弱    勢 
 員工專業能力需持續培養與加強
(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大)。 
 無完整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與培訓
計畫(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
大)。 
 員工與組織間之整合能力弱。 
 績效管理系統不建全(中小型會計
師事務所影響大)。 
 會計師事務所面臨轉型階段，進行
組織變革挑戰大。 
 僅會計師具業務推展能力(中小型
會計師事務所影響大)。 
 缺乏國際經驗人才與組織支援(中
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大)。 
 各會計師事務所間差異化小，無法
找出新的經營模式應付新挑戰。 
 資訊系統未全面化，造成作業成本
較高(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
大)。 
 缺乏較多的有效行銷通路與宣導。
 會計師事務所品牌名聲不夠響亮
(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大)。 
 缺乏技能、管理與智慧資本能力(中
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影響大)。 
 整合電子商務能力薄弱。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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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機    會 
 稅法、證券交易法與公司法等政府
法律之修訂及會計原則修正頻
繁，增加會計師事務所服務項目與
機會。 
 運用資訊科技，縮短會計師作業時
間。 
 企業競爭壓力大，需要會計師提供
更多專業諮詢服務。 
 會計師業與異業結盟擴大服務項
目，以提供顧客整合性服務。 
 台灣企業國際化，可提供台商赴大
陸與國外投資稅務及財務服務。 
 進入大陸與國際市場區隔。 
 增加趨勢性服務項目，例如購併
等。 
 新管理資訊需求增加，使會計師事
務所對公司服務項目增加。 
 資訊技術運用降低成本。 
 會計師事務所逐步進行水平與垂
直整合。 
 國際化與加入 WTO 解除會計師進
入其他國家的障礙。 
 具有專業知識能滿足客戶變化過
程中所需財稅與管理需求。 

威    脅 
 會計師產業重視職業道德，相關法
規愈趨嚴格，會計師法律責任與風
險較以往為高。 
 會計審計等專業知識發展愈來愈複
雜，造成工作量增加與執行業務成
本提高。 
 經濟不景氣產業發展緩慢市場萎
縮，客戶議價能力變強。 
 同業間競爭激烈，客戶削價與議價
問題嚴重。 
 高成長客戶流出轉由前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服務上市櫃(中小型會計師
事務所影響大)。 
 會計師考試率取人數增加，造成新
競爭者進入者眾。 
 記帳士法通過傳統記帳與工商業務
受到其嚴重挑戰(中小型會計師事
務所影響大)。 
 電子資訊與網絡讓資訊透明化降低
顧客對部份專業需求。 
 受景氣與經濟狀況影響整體市場變
化很大，且近期成長趨勢較為遲緩。
 顧客外移與減緩投資整體客戶減
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以上整理，可知台灣會計師界在迎接國際化挑戰，增加對客戶整體性服

務（特別在非審計服部分）與重視審計風險等問題時會因為事務所的規模不同而

有差異。因此各會計師事務所面臨新挑戰時如何善用現有資源與優勢，正確判斷

外在環境的差異，釐定合理策略與行動方案至為重要。而平衡計分卡是由策略到

管理的整套系統，有助於解決複雜繁瑣的狀況與達成一定成效，茲將理由與效益

說明如下： 

( 一 )清楚說明會計師事務所的使命、願景與策略目標。 

( 二 )會計師事務所可依據策略安排衡量指標與行動方案。 

( 三 )會計師事務所可有效衡量與管理，特別是人力資源部份。  

( 四 )會計師事務所配合策略進行組織變革並與績效管理連結。 

( 五 )將會計師事務所具體目標體落實在各層級員工之行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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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經由策略地圖能清楚傳達會計師事務所目標並進行整合。 

( 七 )活化管理效率，加強管理溝通語言與管理平台之提昇。 

( 八 )建立共同語言，大幅提升管理績效。 

( 九 )運用科學管理工具支援問題分析，並進行資料蒐集、追蹤研究造成問

題真正原因。 

( 十 )強化策略間因果關係，訓練所內全體員工邏輯分析能力與相互問題間如

何溝通處理的能力。 

(十一)建立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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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概況 

一、個案會計師事務所背景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於高雄創設，當時為個人執業的會

計師事務所，創設初期僅一名會計師與一名員工，經過一段期間發展分別於八

十七及八十九年完成台南與台北事務所設立，並於九十一年申請符合簽證公開

發行公司的聯合會計師事務所並增加至六位合夥會計師。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經歷十餘年的發展，經過與一般企業相同的各階段發展

（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發展期、成熟期、衰退期與蛻變期），目前共計六

名會計師合夥人，員工人數 81 人，現階段正屬於蛻變期，希望在新經濟時代

重新定義，成為顧客不可或缺少的事業夥伴與服務價值的提供者。 

二、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組織與部門介紹 

(一)組織圖 

工商組工商組

工商組工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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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２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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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部門簡介 

表４－１１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部門別與職掌表 

部門別 主要職掌 

合夥人會議 掌理有關全所策略發展、規章制度審定、風險控管及資

訊管理等事宜。 

所    長 對外代表會計師事務所及負全所經營管理之責。 

經營管理團隊 屬於虛擬組織，主要為執行合夥人會議內容，由會計師

負責各項作業之規劃與執行，並設協理一名。 

簽證部門 負責整體性查核業務研發改進與高雄所業務執行，包括

稅務簽證、財務簽證、認證與專案查核等工作。 

帳務部門 負責整體性帳務規劃及高雄所之記帳、營業稅申報、營

所稅申報、扣繳與結、清算等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工作。

專案部門 負責整體性專案業務（主要為高雄所與台南所）說明如

下： 

一、稅務規劃、國際稅務規劃、稅務行政救濟案件、與

個人稅務處理例如遺產稅贈與稅申報等。 

二、顧問服務主要包括內部控制設計、成本會計規劃、

平衡計分卡建置與作業制成本制度設計等。 

工商組 負責公司、行號、財團法人之設立、變更、解散與外國

公司認許或分公司設立登記等工作。 

台南所 設有查帳、帳務與工商等部門，主要執行簽證、帳務處

理與工商登記業務。 

台北所 除同上外，另設專案組進行管顧與整體性規劃服務開

發。 

管理部門 負責全事務所之行政管理、人力資源、財務、總務與資

訊處理等工作 

人力資源組 負責人員聘用、教育訓練及事務所績效制度規劃等工作

事宜。 

財務組 負責事務所內帳務處理與財務管理。 

資訊組 負責事務所電腦維護、網站維護及相關資訊軟硬體合約

事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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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業務服務項目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為傳統型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主要仍以法定業務為

主，包括查核簽證、帳務處理、工商登記、稅務規劃、行政救濟與管理諮詢服

務等。目前正整理深耕現有客戶，並積極發展以顧客需求為導向的整合性服務，

現有業務分類如下： 

(一)查核業務部分： 

1.財務報表查核：包括銀行融資簽證、一般公司財務簽證、公開發行公司

年度半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與季報核閱等。 

2.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及未分配盈餘

簽證申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簽證申報等。 

3.決算書表查核：受託查核企業運作是否有違公司法、商業會計法及相關

法律或約定事項之遵循。 

4.特殊目的專案查核：因特殊目的，針對客戶之特別需要承辦各項專案查

核工作，例如公司淨值查核或特定科目評估等。 

(二)稅務服務部分： 

1.節稅規劃：主要包括公司稅務問題研究與解決模式例如企業改組、購併、

投資、多角化相關租稅合法節稅計劃等。在公司與個人租稅部份包括遺產

稅、贈與稅及家族財產節稅規劃。另尚有外國事業在台經營特定業務之優

惠稅率申請、投資抵減申請、權利金及技術服務報酬免稅申請等。 

2.行政救濟代理：主要包括協助客戶與稅捐稽徵機關溝通，代理協商、復

查、訴願等租稅救濟及代理行政訴訟。 

3.國際租稅規劃：主要包括境外投資稅務諮詢服務，境外投資租稅規劃等。 

(三)帳務輔導處理部份 

1.協助客戶進行帳務處理、營業稅申報、扣繳申報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與公司結清算申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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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商登記服務部份 

1.公司行號、分公司與特許業務之申請設立、變更登記、組織變更、停業、

解散與清算之申請及登記，以及僑外投資案之申請及登記，外國公司認

許或分公司設立登記、財團法人之申請登記及各項變更登記及設立及增

加資本額查核簽證與代理股票印製簽證等事宜。 

(五)管理顧問服務部份 

1.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建立：包括財務會計系統之規劃及輔導執行、各項

交易作業程序之設計及輔導執行、成本會計制度之設計及輔導執行、內

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之設計及輔導執行。 

2.企業制度導入與診斷：企業組織變革推行、企業管理制度之診斷、企業

整體財務之診斷、成本會計系統建立、平衡計分卡導入、作業制成本制

度導入與專案評估等。 

四、個案會計師事務所人力資源狀況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目前主要目標在提供客戶具公信力的財稅簽證，協助客

戶合法申報稅務資訊，主要人力配置均以此為重心。現亦積極推展管理顧問與

稅務諮詢項目，期望提供具有整合性價值的專業服務。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目前共有員工 80 餘名，主要以傳統審計、會計與工商

登記等業務為主，具有豐富的稅務行政救濟經驗。工作地點計有台北、高雄與

台南三事務所，總所在高雄。各地區事務所同仁分配如下（不含會計師）：  

表４─１２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依所別人力概況分析表 

     職別 

所別 

經理級 

人數 

中階幹部 

人數 

基層員工 

人數 
合計 

高雄所 4 8 33 45 

台南所 2 4 10 16 

台北所 2 5 13 20 

合  計 8 17 56 81 

註：經理級係指「協理」、「經理」與「副理」； 
    中階幹部係指「主任」、「高專」與「組長」； 
    基層員工係指「高助」、「中助」與「初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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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性別區分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的從業人員按性別分，由表４─１３所示，會

計師以男性居多，但整體而言以女性占多數，就與前述會計師產業之

從業人員性別統計結果相符，說明在這個產業中，會計師仍以男性居

多數，其他專業人員及非專業人員以女性居多數。 

表４─１３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依性別人力概況分析表 

     性別 

職稱 男生 女生 合計 

會計師 5 1 6 

經理(副理) 2 6 8 

主任 2 4 6 

高專  6 6 

組長  5 5 

高助  10 10 

助理人員 2 44 46 

合  計 11 76 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依據學歷區分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的從業人員按學歷分，就表４─１４所示，會

計師以學士畢業者居多，其他人員以專科畢業者居多。就整體而言，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早期聘用專科畢業人員居多，占事務所人數比例為

27.6％。據訪談瞭解，早期聘用專科畢業人員主要原因為專科生在高

商時代，就已接觸會計專業訓練，比較容易瞭解事務所的工作內容及

進入狀況。但隨著時代改變，大學率取率增加，目前聘用人員以大學

生為主，從助理人員的學歷狀況可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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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４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依學歷別人力概況分析表 

    學歷 

職稱 碩士 碩士肆業 大學 專科 高商 合計 

會計師 1 2 3   6 

經理（副理）   4 4  8 

主任   3 3  6 

高專   3 3  6 

組長   1 4  5 

高助   10   10 

助理人員   32 10 4 46 

合  計 1 2 56 24 4 87 

百分比 1.1% 2.3% 64.4% 27.6% 4.6%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經營狀況分析 

(一) 最近三年服務收入分析 

依據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之最近三年服務收入分析表，如表４

─１５所示，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申報收入在九十五年度與九十四年度

比較略為減少，主要是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客戶營業額減少，導致

財稅簽證收入略減所致。可由營運數據驗證會計師事務所正面臨新的

挑戰。 

表４─１５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 93 年至 95 年收入分析 

     單位：萬元 

年度 金額 百分比 

93 7,560 100.0% 

94 7,920 104.0% 

95 7,730 10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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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三年服務支出分析 

本研究按一般服務業的特性，將支出區分為人事支出、業務支出、

設備支出及其他支出。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最近三年重要支出概況如表

４─１６所示。由表中顯示，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的人事支出是個案會

計師事務所的最大支出項目，約佔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支出的百分之七

十，與中小型事務所或全體事務所之比重相當。其他各項支出及細項

的支出比重於最近三年均無明顯的變化，這應與採行利潤中心制，有

效的控制各項支出有關。 

 

表４─１６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 93 年至 95 年支出分析 

     單位：萬元 

年度與科目 金額 
費用當年

度百分比 
各年度比較百

分比 

93 年合計 6,790 100.0% 100.0% 

93 年人事費 4,570 67.30%  

93 年業務費 1,827 26.90%  

93 年設備與 

其他費用 
394 5.80%  

94 年合計 7,120 100.0% 105.86% 

94 年人事費 4,820 67.70%  

94 年業務費 1,915 26.90%  

94 年設備與 

其他費用 
384 5.40%  

95 年合計 6,850 100.0% 100.88% 

95 年人事費 4,761 69.50%  

95 年業務費 1,747 25.50%  

95 年設備與 

其他費用 
343 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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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平衡計分卡與策略地圖原因與現況 

一、個案會計師事務所面臨挑戰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正面臨新的挑戰，外部有景氣不佳、顧客歇業或轉赴國外

發展流失客源的壓力，內部有不同發展路線及維持員工生計與職涯的責任，故在

嚴峻時代如何因應調整事務所的經營策略非常重要。茲將現實面臨問題說明如

下： 

(一)策略目標不具體無共識：個案會計師事務所雖曾以『成為具有提供客戶整體

服務解決方案能力的會計師事務所』為願景，卻沒有具體明確策略，也未

指引出未來的方向與目標。目標並無詳細文字說明，缺乏內部共識，不但

高階主管彼此認知不一，也無法明確地傳達予員工知曉。 

(二)策略無法落實執行：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的年度計劃是參考上年度財務數據及

本年度重點目標制定，與策略及未來發展的關連性幾乎為零。當年度重點

項目向下展開至各部門年度計劃，缺乏雙向溝通與協調機制，不但內部缺

乏連結性，更容易造成部門各自為政與資源爭奪。綜合而言，個案事務所

面臨僅重視短期績效無中、長期策略，形成策略發展失序與執行偏差。例

如事務所重視顧客滿意策略，但員工日常營運卻重視財務目標達成，造成

策略對員工只是浮而不實的詞彙。 

(三)執行成效控管未與策略連結：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目前的策略執行並無適當的

管控機制。許多策略訂定出來並無目標值也無行動方案，執行過程是否與

原本的策略偏離？執行成效如何？都無法有效檢測與控管更無法驗證策略

連結性。 

(四)策略目標執行缺乏回饋機制：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每只重視短期營運績效的達

成，缺乏對策略實施成效的檢視與回饋。也因為策略缺乏控管，無法蒐集

有關策略執行的績效資料，並檢討調整策略目標，亦難以獲得策略執行的

回饋與學習。 

(五)績效評估制度未與策略相連結；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現行的績效考核項目皆參

考財務性指標來衡量績效例如業績達成率、純利率等，計算模式由主管自

行設定，在衡量績效時存在過多的主觀判斷，績效評估制度無法有效衡量



- 66 - 

實際成效，使得績效評估制度與策略不連結。 

(六)部門間缺乏整合：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所屬各地的查帳部門、帳務部門與工商

組乃至服務部門很少交流，主要溝通為例行性工作執行，部門均有本位主

義，也缺乏相互交流意願與動機，整體而言部門間甚少溝通。 

(七)選才、育才與留才困難：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屬勞力密集與專業知識要不斷進

修的行業，多數新進員工志在磨練基本會計專業技術與吸收經驗，願意長

期學習與投入者不多。又事務所工作旺季為一至五月，此期間員工作壓力

大，身心靈經常無法平衡。旺季過後查帳人員工作大幅減少，雖以員工輪

替、員工訓練與組織重組等方式調整，但工作落差仍很大造成留才困難。 

(八)核心能力未整合發揮：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原本在某些行業具有一定名聲與能

力，且在台北、台南與高雄均有據點，但因缺乏溝通議題與執行模式，未

能優化核心資源能力與創造效益。 

(九)客戶維繫風險提高：目前個案會計師事務所仍以簽證及帳務客戶為主，部分

客戶已將重心移至海外或因應台灣經濟狀況縮編或歇業。而經營狀況良好

客戶企圖朝上市、櫃方向發展而轉由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輔導。又部份記

查帳客戶常會要求調降公費，凡此種種均增加客戶不確定性，個案事務所

應找出維持顧客忠誠度與建立屬於自己的利基市場經營模式才能擴大發展

空間。 

綜合上述，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缺乏聚焦策略與執行能力，建議積極導入平

衡計分卡，將其與專業、管理與日常作業整合，以解決策略無法落實、管理無法

聚焦及傳承專業知識困難等各項問題。 

二、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發展平衡計分卡的原因與目的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參考實務界已有的經驗，並衡量現況，決定推行平衡計

分卡提供策略性管理重要原因與目的如下： 

(一) 清楚明確表達策略：平衡計分卡明確闡述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共同願景，建

立具因果關係的策略議題，以非常清楚的言語表達組織目標，經由有效溝

通讓各部門與個人將其努力與希望成就和事務所連結，亦將個人努力與組

織目標連結，讓個人目標都能配合事務所策略，並從多構面評估組織與個

人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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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無形資產：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希望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及服務、具有能

力與向心力的員工、滿意及忠誠的顧客等均依賴領先指標或是驅動因素的

定義確定與衡量系統建立，方能真正將無形資產與策略連結，其中最重要

就是培育人才，建立組織文化與專業知識。 

(三) 評價系統建立：平衡計分卡為策略性評價系統，經由營運策略因果關係分

析、測試、評價修改或證明依據的假設，同時評價系統可確定各項指標的

意義與評估價值。也讓個案會計師事務所主管以系統化思考策略執行狀況

與問題處理。 

(四) 檢討修正機制；平衡計分卡能協助個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策略檢討，以往

合夥人會議著重財務績效的檢討，平衡計分卡明確顯示績效驅動因素和目

標之間的因果關係，若驅動因素表現良好而未能達到預期成果可能是策略

設計有錯誤，管理階層可重新思考策略或是調整策略指標間量化關係。若

非策略問題則應運用管理工具分析(例如魚骨圖)找出是否因其他作業錯誤

造成目標無法達成。 

(五) 整合與連結：整合是以平衡計分卡整合會計師事務所各單位並延伸至每名

員工與外部單位。連結是將會計師事務所的關鍵管理流程以策略為焦點緊

密嚴謹的連結一起。經由整合讓策略目標、長短期目標值與年度預算緊密

結合。透過連結確定規劃、資源分配、定期報告及績效獎酬。 

三、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平衡計分卡初步發展 

在進行本研究時，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已完成部份管理資訊，茲將推行平衡

計分卡相關之使命、願景建立及策略規劃與事務所之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分別

說明與分析如下： 

(一)使命、願景的建立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為重新擬定使命與願景，特別召開專案合夥人會議經過

熱烈討論及充分意見溝通後定義如下： 

1.使命：「秉持專業素養與服務熱忱，提供顧客與員工優質的服務與工作環境，

成為值得信賴的專業會計師事務所。」 

2.願景：「具有提供客戶整體服務解決方案能力的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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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的規劃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管理階層透過資料蒐集與專案會議討論後，決定運用已

知產業五力分析研究解析個案會計師事務所，並完成SWOT分析整理如表４─１７

所示。 

表４─１７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 SWOT 分析

優    勢 

 目前重要客戶忠誠程度高，不會

隨意移轉。 

 會計師在特定產業專業服務能力

強，具有解決顧客問題能力與優

良市場聲譽。 

 事務所核心幹部忠誠度高，且已

有一定之文化氛圍。 

 在台灣有三地設立事務所，可提

供多區域的整合服務。 

 會計師專長互補能整合具綜效。

劣    勢 

 員工專業能力尚待加強。 

 無完整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與培

訓計畫。 

 員工間整合能力弱。 

 績效管理系統不建全。 

 事務所面臨轉型階段，進行組織變

革挑戰大。 

 僅會計師具有業務推展能力。 

 缺乏國際經驗人才與組織支援。 

 

機    會 

 政府對稅法、證券交易法與公司

法等法律之修訂及會計原則修正

頻繁，增加會計師事務所服務項

目與機會。 

 資訊科技運用，縮短會計師作業

時間。 

 企業競爭壓力大，需要會計師提

供更多管理專業服務。 

 會計師本業與異業結盟擴大服務

項目，以提供顧客整體性服務。

 台灣企業國際化，可提供台商赴

大陸與國外投資稅務及財務服

務。 

 

威    脅 

 會計師產業道德要求高，相關法規

愈趨嚴格，會計師法律責任與風險

愈來愈重。 

 會計審計等專業知識發展要求愈

來愈嚴格，造成工作量增加執行業

務成本提高。 

 經濟不景氣產業發展緩慢市場萎

縮，客戶議價能力變強。 

 會計師考試變革與記帳士合法化

造成競爭對手增加。 

 同業間競爭激烈，削價競爭嚴重。

 高成長客戶因上市櫃需要，轉由前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研究將個案會計師事務所SWOT分析與平衡計分卡的四個構面結合分

析，亦即將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細分為財務、顧客、內部與學習成長四項，

透過交叉分析找出可行策略。依據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狀況分析如表４─１８及４

─１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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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１８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BSC+SWOT分析表(一) 

－事務所核心幹部忠誠度
高，且已有一定之文化
氛圍。

L
&
G

－會計師在特定產業專業
服務能力強，具有優良
市場聲譽

－會計師專長互補整合具
綜能力

I
P

－目前重要客戶忠誠程度
高，不會隨意移轉。

C

•強化現有客戶忠誠度，提供整合性專業服務。

•深化事務所具有產業核心競爭力知識的產業服務，
建立整體管理服務系統。

•培養更精進專業能力，創造與開發顧客新價值。

－在台灣有三地設立事務
所，可提供多區域的整

F

Ｓ
優
勢

－高成長客戶上市櫃轉由前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服務

L
&
G

－L
&
G

－會計師產業法律責任與風
險愈來愈重

I
P

－資訊科技運用，縮短會
計師作業時間

I
P

－同業間削價競爭嚴重
－會計師考試變革與記帳士
合法化造成競爭對手增加

C－台灣企業國際化，可提
供國外稅務與財務規劃

－企業需要會計師提供更
多服務

C

－執行業務成本提高
－經濟不景氣產業發展緩慢
市場萎縮，客戶議價能力
變強

F－政府法律要求，增加會
計師事務所服務項目

－會計師本業可與異業結
盟擴大服務項目

F

T  威脅O  機會

努力
方向

內部
環境
分析

外部
環境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４─１９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BSC+SWOT分析表(二) 

－員工專業能力尚待加強
－績效衡量系統不建全
－事務所面臨轉型階段，進行組

織變革挑戰大。

L
&
G

－無完整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與
培訓計畫

－員工間整合能力待加強

I
P

－僅會計師具有業務推展能力C

•強化風險控管，遵守法令作業
•聚焦專業與業務範疇，開發具高度附加價值客戶
•建立人才選用與培訓計畫
•建立透明績效獎酬制度

－缺乏國際經驗、相關組織支援
與人才

F

W
劣
勢

－成長客戶上市櫃轉由前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服務

L
&
G

L
&
G

－會計師產業法律責任與風
險愈來愈重

I
P

－資訊科技運用，縮短會
計師作業時間

I
P

－同業間削價競爭嚴重
－會計師考試變革與記帳士
合法化造成競爭對手增加

C－台灣企業國際化，可提
供國外稅務與財務規劃
－企業需要會計師提供更
多服務

C

－執行業務成本提高
－經濟不景氣產業發展緩慢
市場萎縮，客戶議價能力
變強

F－政府法律要求，增加會
計師事務所服務項目

－會計師本業可與異業結
盟擴大服務項目

F

Ｔ 威脅Ｏ 機會

努力
方向

內部
環境
分析

外部
環境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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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之分析導出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的運作模式與策略如下： 

 強化現有客戶忠誠度，提供整合性專業服務。 

 深化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具有產業核心競爭力知識的產業服務，建立整體管理

服務系統。 

 培養更精進專業能力，創造與開發顧客新價值。 

 遵守法令作業，強化風險控管。 

 聚焦專業與業務範疇，開發具高度附加價值客戶。 

 建立人才選用、培訓與能力提昇計畫。 

 建立透明公平績效獎酬制度。 

 

(三)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策略地圖與平衡計分卡 

透過合夥人會議的共識與專案經理的投入，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建立會計師

事務所（總所）策略地圖如圖４－３與平衡計分卡如表４－２０。策略地圖主要

為事務所策略的落實與因果關係的連結。平衡計分卡則包括策略性議題、策略性

衡量指標、指標目標值、策略性行動方案與策略性預算等具體內容。藉由平衡計

分卡的規劃與導入，事務所在發展與管理面也有新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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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策略議題中有 符號表示為短期目標。 

圖４─３  會計師事務所策略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個案案會會計計師師事事務務所所策策略略地地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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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０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計分卡 

構
面 

策略性
議題 

策略性目標 策略性衡量指標
X 年策略性衡量指

標之目標值 
策略性行動方案 

策略性

預算 

增加公費收入 
增加記、查帳公費

收入百分比 
較上年度增加 20%

1.經由品質與服務

水準提高，調整公費

收入 

2.開發新的記查帳

客戶 

略 

提高專案收入

比例 

增加專案收入百

分比 
較上年度增加 50%

增加新專案客戶 

增加新服務項目 
 

營收 

成長 

新客戶開發 新客戶增加數  新客戶增加 10 家

增加業務開發通路

(方式包括演講、拜

訪及原有客戶介紹) 

 

提高員工產值 
增加每名員工平

均產值百分比 

增加每名員工產

值 10% 

強化員工作業能力 

建立完整管理制度 
 

提升 

生產力 降低固定成本

比率 

降低每名員工非

薪資部分平均成

本百分比 

降低每名員工非

薪資部分平均支

出 5% 

節約水、電、紙張與

不必要資源消耗 
 

財

務

構

面 

強化風 

險控管 

避免錯誤訴訟

索賠 

錯誤、訴訟索賠案

件數 

錯誤、訴訟索賠案

件數 0 

建立事前預防風險

機制 

稅務申報案件嚴格

覆核 

 

即時反應客戶

要求 

回應顧客問題等

待時間與滿意度

顧客問題即時回

應（一日內） 

建立顧客問題回答

控管流程 
 

定期客戶溝通頻

率準時度 

每週定期 E-MAIL

連絡準時率 100%

建立客戶資料庫與

管控連絡表 
 

定期溝通與網

絡連結 

報告 
主動解決客戶問

題的頻率次數 

每季主動發現問

題及建議被採納 2

次 

經由主動拜訪了解

客戶問題建議行動

方案 

 

與客戶 

建立夥 

伴關係 

開發新客戶網

絡 

潛在客戶開發成

功數 

每季主動開發新

客戶 3家 

1.主動拜訪客戶增

加服務機會 

2.經由舊客戶介紹

找尋新客戶 

 

提供最實用新

知與法規 

新法規與知識提

供次數 

每雙月主動提供

客戶相關專業知

識 2次 

研究新的管理、會計

與稅法規定並建檔 

主動提供客戶相關

專業知識 

 

組織的 

醫師 

完整解決問題 問題解決滿意度
顧客問題解決滿

意度 80% 

建立電話、e-mail

等顧客滿意度調查

模式(每年一次) 

 

準時完整服務

產出 

顧客要求完成工

作準時率 
完成率 100% 

建立組織內協調工

作與支援機制 
 

顧

客

構

面 

高品質 

的服務 
具有決策與法

律效用的建議

與報告 

專業報告覆核次

數 

專業報告須經過

第二人覆核 
建立覆核報告機制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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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前頁) 
構
面 

策略性
議題 

策略性目標 
策略性衡量指標 X 年策略性衡量指

標之目標值 
策略性行動方案 策略 

性預算

建立顧客通路 
顧客通路建立管

道次數 

建立二個新的發

展通路 

參加外界團體擴大

交流面 

與異業策略聯盟 

 新通路

發展流

程 
追蹤專案執行 專案執行達成率 專案進度 100% 

建立專案控管表掌

握進度 
 

提升產出品質 
產出資訊正確與

有效 

產出資訊正確度

100% 

建立重要作業之標

準流程（例如繼查帳

作業流程） 

 

卓越專

業流程 

改善作業效率 
縮短無效工作時

間 

節省一般執行作

業時間 10% 

常規作業模組化 

專業知識與相關網

站資料學習與更新 

 

快速回應顧客流

程 
回應顧客時間 一工作日內 

建立快速回應顧客

作業流程 
 

顧客關

係管理 建立定期連絡傳

遞 

定期連絡傳遞準

確率 

完成定期連絡傳

遞系統 100% 

建立定期連絡傳遞

系統流程 
 

遵守法律與各項

規範 

查核案件規範遵

循 
案件 100%檢視 

建立查核案件規範

遵循流程 
 

內

部

流

程 

風險管

理 避免非專業範疇

接案 

風險評估委員會

評審 

每案件均經風險

評估委員檢討 

建立風險評估委員

會 
 

維持高品質稳定

人員 
重點人才留置率 

重點人才留置率

100% 

建立重點人才留育

計畫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時數 每月訓練四小時 
建立完整教育訓練

計劃 
 

人才資

本 

客戶夥伴 顧客滿意度 顧客滿意度 95% 

建立解決客戶問題

題庫 

訓練服務觀念 

調查方法設計 

 

建立知識管理系

統 

知識管理系統完

成度 
100% 

建立知識資料庫並

規劃次期發展 
 

資訊資

本 完備顧客管理資

訊系統 

員工電腦使用能

力 
100% 

建立完成電子報與

客服網站 
 

建立以客為尊信

念 
顧客讚賞次數 

每季超過5次顧客

主動讚賞 

專業解答諮詢與電

話禮貌 
 

領導 授權機制建立 
非規範授權行為

次數零次 

建立決策權與授權

機制負責表 
 

學

習

成

長

面 

組織資

本 

共好和諧 員工滿意度 員工滿意度 80% 學習野雁精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