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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及關鍵詞 

 
擁有大約 50 年歷史的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是台灣第一家國際性會計師

事務所，也一直是業界領導品牌。2003 年與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正式合併

為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進年來,會計師事務所因著其對客戶流程與財務的熟稔，紛紛成立相關之

管理諮詢服務部門，以提供有別於傳統審計之知識密集專業服務，並獲得更

多營收。而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內的風險管理諮詢團隊由李學澄總經理引領，

其團隊成員是事務所內業務與人員皆最多元化的部門。風管的核心價值在人

力資源，故風險管理部門對人才特別重視。而且風險管理部門業務相當多元，

本個案以三個案例分別說明銀行業風險管理業務、資訊安全認證服務、營運

持續管理服務、營收確認服務與財務長服務等五項風管服務。 
 
由於美國於 2002 年實施之沙賓法禁止會計師事務所對其查核客戶提供

特定非審計服務，目的在於確保非審計服務不會傷害會計師的獨立性與其所

提供之審計品質。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也實行一些機制以確保審計獨立

性。然而部分會計師事務所，早在沙賓法實施前，便已將管理顧問部門切割

出去，成為獨立之管理顧問公司。其中的利與弊值得個案使用者討論。不論

獨立性議題之論戰如何，會計師事務所必須著重穩健保守，因此如何同時納

入新的思維以開創新興業務，提供更全面之專業服務，使會計師業務發展更

豐富與多元，遂成為其當前重要之管理議題。 

關鍵詞：會計師事務所管理顧問服務、風險管理、審計獨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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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教學個案議題 

受到本世紀初全球發生連串財務報表舞弊之影響，美國國會通過沙賓法

案，加強對上市櫃公司財務報導與內部控制之監管，也提高對會計師事務所

獨立性及查核品質之要求。2008 年中之全球金融海嘯更掀起各國投資人對市

場之極度恐慌。本個案主要目的在探討，面對此一環境，會計師事務所如何

因應社會廣大需求，提供新的風險管理服務，內容包括如下幾點: 

 介紹台灣歷史悠久且專業聲譽卓著的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瞭解會計師事務所近年業務組合之變化 
 刺激會計師事務所提供風險管理服務之因素與外在環境 
 風險管理服務之發展過程與內容案例 
 建置風險管理知識累積與分享系統之經驗 
 其他 

 
 教學個案之主要目的 

本個案描述一個受到高度管制之專業服務產業，如何因應社會需求而提

供創新服務的個案，以供國內外會計系所及管理相關系所教學與討論使用。

不僅可以使學生瞭解會計師事務所高度管制的特性與現況，並以國內著名的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為例，介紹知識密集的服務產業如何進行風險管理服

務創新之經驗與展望。 

 
 教學個案之貢獻 

目前國內在教育部及國科會的支持下，各大學均展開了對本土企業之個

案撰寫，為國內管理與專業教育建立一完整之教學資料庫。透過本國科會研

究計劃撰寫之個案將在審計及相關會計或管理專業課程(包括 EMBA 與其他

延伸課程等)中，供師生討論，幫助學生瞭解近年事務所為因應全球財務弊案

及金融危機，所提供之風險管理服務內容，期望對瞭解會計師事務所之業務

現況及未來發展有所助益。如果個案在課堂中能夠獲得深入與廣泛討論，當

能激發更多有興趣的學生投入相關領域的學習。再者，此計畫不僅對會計學

系教學貢獻大，更有助所有商學管理相關科系的學生，乃至企業界的管理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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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得以知悉會計師專業提供之新興業務項目，有助企業界善用資源管控各

項企業風險。 

 個案合作會計師之條件 

由於本計劃係以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風險管理服務進行個案探討，需要

會計師及其所屬事務所協助提供所需之資料與分析。目前擬定之合作對象必

須具備下列條件： 

(1) 須為世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台灣聯盟事務所之合夥會計師，且其專業成

就在業界已受到相當肯定者。 
(2)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雖在全球均聲譽卓著，但需願意在本研究上予以支持

協助者為優先。 
(3) 個案會計師提供上市櫃公司及其他企業相關諮詢之經驗必須豐富，且具

有多年具體績效，享有極高之產業競爭力者。 

 教學個案內容簡介 
 

 個案簡介 
擁有大約 50 年歷史的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是台灣第一家國際性會計師

事務所，也一直是業界龍頭。2003 年與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正式合併為勤

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事務所因著其對客戶流程與財務的熟稔，紛紛成立相關之管理諮

詢服務部門，以提供更多服務，並獲得更多營收。而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內的

風險管理諮詢團隊由李學澄引領，其團隊成員是事務所內業務與人員皆最多

元化的部門。風管的核心價值在人力資源，故風險管理部門對人才特別重視。

而且風險管理部門業務相當多元，本個案以三個案例分別說明：銀行業風險

管理業務、資訊安全認證服務、營運持續管理服務、營收確認服務與財務長

服務等五項風管服務。 
 
由於美國於 2002 年實施之沙賓法禁止會計師事務所對其查核客戶提供

特定非審計服務，目的在於確保非審計服務不會傷害會計師的獨立性與其所

提供之審計品質。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也實行一些機制以確保審計獨立

性。然而部分會計師事務所，早在沙賓法實施前，便已將管理顧問部門切割

出去，成為獨立之管理顧問公司。其中的利與弊值得個案使用者討論。不論

獨立性議題之論戰如何，會計師事務所必須著重穩健保守，因此如何同時納

入新的思維以開創新興業務，提供更全面之專業服務，使會計師業務發展更

豐富與多元，遂成為其當前重要之管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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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受到本世紀初全球發生連串財務報表舞弊之影響，美國國會通過沙賓法

案，加強對上市櫃公司財務報導與內部控制之監管，也提高對會計師事務所

獨立性及查核品質之要求。2008 年中之全球金融海嘯更掀起各國投資人對市

場之極度恐慌。本個案主要目的在探討，面對此一環境，會計師事務所如何

因應社會廣大需求，提供新的風險管理服務。本個案之主要教學目標如下： 

1. 介紹台灣歷史悠久且專業聲譽卓著的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2. 瞭解會計師事務所近年業務組合之變化 
3. 認識刺激會計師事務所提供風險管理服務之因素與外在環境 
4. 報導近年風險管理服務之發展過程與個別案例 
5. 建置風險管理知識累積與分享系統之經驗 

 個案計畫執行過程 

安侯建業個案是由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風險管理公司李學澄總經理

等多位會計師之鼎力協助，坦誠提供事務所管理變革之各項資料與經驗，方

能達成此個案計畫。在計劃執行期間，本研究團隊與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Deloitte）互動過程摘記如下： 

第一次訪談 

時間 民國 97 年 11 月 5 日 

地點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與會人員 李學澄總經理、周玲臺教授、張謙恆（博四）、邱獻良（博二）、

范懿心（碩二） 

內容摘要 1. 向會計師簡介本計畫與其成員 
2. 本研究團隊已完成個案記錄  

(1) 王金來會計師的訊碟經驗 
(2) 安侯建業(KPMG Taiwan)：全球化下之管理變革(A)(B)

3. 預計工作時程 
4. 討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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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風險管理業務之主要內容？ 
(2) 為何事務所要開發此新業務？需求來自何處？ 

第二次訪談 

時間 民國 98 年 2 月 19 日 

地點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與會人員 李學澄總經理、周玲臺教授、張謙恆（博四）、邱獻良（博二）、

范懿心（碩二）、蔡武延（碩一） 

內容摘要  問題討論： 

1. 風險管理業務之主要內容。(請貴事務所提供相關業務簡介

資料) 

(1) 協助客戶評估風險管理架構 
(2) 協助客戶建置風險管理架構 
(3) 協助企業評估風險管理缺失 
(4) 協助企業解決風險管理缺失 
(5) 協助事務所審計部門承接客戶時評估客戶相關風險 

2. 針對風險管理業務部份，所需人力資源的背景與能力。（請

事務所提供風險管理部門同仁的學經歷背景資料） 
3. 為了提供風險管理業務，需要做哪些改變？（提供風險管理

業務部門之人員結構、員工流動率） 
4. 若客戶已有風險控制部門，貴所可以提供哪些優於客戶本身

風險控制之服務？ 
5. 風險管理客戶以一次性為主？還是以經常性為主？ 
6. 事務所相對於其他專業管顧公司（例如McKinsey管顧公

司），在從事風險管理有何利基？又美國Deloitte認為其風險

管理業務超越同儕有何優勢？ 
7. 風險管理業務成長性、市占率、獲益率與同業的比較結果為

何？為何有此差異？ 
8. 請提供貴事務所風控部門之客戶滿意度結果。 
9. 進行風險管理服務時，事務所本身對資訊系統有何特殊需

求？ 
10. 主要的風險管理業務客戶所具備之特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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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開發風險管理業務所遭遇之困難為何？ 
12. 請貴事務所提供進行一些風險控制業務之小個案。 

第三次訪談 

時間 民國 98 年 5 月 4 日 

地點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與會人員 陳嘉祥會計師、周玲臺教授、張謙恆（博四）、邱獻良（博二）、

范懿心（碩二）、蔡武延（碩一） 

內容摘要 1. 請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提供各項業務組合變化之數據資

料以及風險管理部門之財務數據(例如絕對金額、組合比例

變化等)。 
2. 請提供事務所風險管理部門管理階層的學經歷背景資料。 
3. 請提供風險管理業務部門之組織圖、人員結構、員工流動率

等相關數據。 
4. 請提供貴事務所風控部門之客戶滿意度調查資料。 
5. 針對各風險控制相關業務，請貴事務所提供各業務之一、兩

個小個案。 

第四次訪談 

時間 民國 98 年 5 月 11 日與 12 日，共兩日 

地點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與會人員 李學澄總經理、溫紹群經理、陳志明經理、柯治宏副理、周玲

臺教授、邱獻良（博二）、范懿心（碩二）、蔡武延（碩一） 

內容摘要 事務所方準備三種各風險管理業務之代表性案例，讓本計畫組

員能更深入瞭解實際案例，並以此為依據撰寫個案。 

案例一： 

風險管理業務 ITSM 

個案 群益證券 ITIL/ISO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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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程 2009/5/11 下午 5:00- 6:00 

訪談人員 溫紹群經理 

會議室 勤業眾信 12F 213 

案例二： 

風險管理業務 ISMS 

個案 和泰汽車 

訪談時程 2009/5/11 下午 6:00-7:00 

訪談人員 陳志明經理 

會議室 勤業眾信 12F 213 

案例三： 

風險管理業務 FRM 

個案 某銀行 Basel II 建置 

訪談時程 2009/5/12 下午 3:00-4:00 

訪談人員 柯治宏副理 

會議室 勤業眾信 12F 203 
 

第五次訪談 

時間 民國 98 年 11 月 18 日 

地點 國立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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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 李學澄總經理、周玲臺教授 

內容摘要 1. 風管部門業務與制度相關問題： 

(1)  審計服務客戶占管顧業務之比例如何?原本屬於審

計客戶的比例高?哪些是原本非審計客戶?  
(2)  招募新員工時，所要考慮其條件為何?主修背景?工

作年資?本所或外所? 
(3)  管顧的 career track 是否暢通?風管業務之未來發展

為何?是否樂觀? 

2. 風管部門與審計部門間獨立性問題： 

(1)  管顧服務如何確保不會影響審計客戶的獨立性？ 
(2)  風管業務是否可在不影響審計業務的情形下持續發

展?所內兩業務比重的策略為何？ 
(3)  四大中有的已將管顧 spin off，考慮 SOX 之規範下，

究竟 spin off 有何優缺點? 

 

 六、相關學術研究領域 

  COSO 委員會在 2004 年發行企業風險管理（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之觀念架構，認為 ERM 乃企業管理過程（process）中的一部份，包括辨認

潛在事項、衡量風險、決定管理風險的方式等（馬秀如，2005），現已儼然成

為本世紀企業管理領域中最受到重視與討論的議題之一。本計畫之學術研究

將承續 Johnstone(2000) ， Johnstone and Bedard(2003) 及 Johnstone and 
Bedard(2004)等一系列針對會計師事務所接受審計客戶評估過程之研究，以

國內某會計師事務所本身推動風險管理之經驗，進行剖析及追蹤，探討客戶

組合管理與降低審計風險之關係。除了由客戶之財務風險切入，亦期望取得

事務所內部評估之審計風險資料以為佐證，使達到「有效之客戶組合管理可

顯著降低審計風險」之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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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師生進一步研討.本個案提供此一機會,將風險管理服務的技術創新發展詳實

報導,有助相關企業管理者參考外,亦可更新教師的產業知識,有助大學學生在畢

業進入職場之前,即對此業務有最新的了解,對提升管理水準與學生的實務知識頗

有價值.其次,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是台灣最早國際化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本個案

對其歷史與發展的介紹,亦有助擬進入會計服務專業的學生甚有意義.特別是勤業

管理顧問公司如何在台灣競爭激烈的環境中,保持其服務水平與特色,建立專業的

聲譽及策略,對了解台灣管顧的經營具極佳的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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