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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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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政府機關本存有內部控制機制，透過施政管

考、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核、人

事考核、內部審核及事務管理工作檢核等7項稽核評

估職能執行稽核或評估，惟缺乏針對機關業務進行

稽核，致部分機關未有效控管時有違失案件發生，

如教育部青年發展署競賽評審及贈獎活動得獎名單

造假案、成功大學研究費

詐領案及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器官移植失誤案

等。

外界要求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外界要求強化內部控制機制(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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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要求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外界要求強化內部控制機制(2/2)(2/2)

審計部97、98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

出，部分機關因內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間有施

政效能不彰、投入鉅資興建設施閒置浪費及未依

法制執行預算等，致有重大弊案陸續發生，顯示

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以防杜違失，實刻不

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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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部控制
觀念架構



政府內部控制應有觀念政府內部控制應有觀念

各機關均存在內部控制機制，行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

督導小組著重整合強化政府內部控制制度。

有效之內部控制制度仍需各機關積極推動，避免流於

文書形式，應真正內化於組織文化中，俾落實自主管

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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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目標機關目標

控制環境控制環境 風險評估風險評估 資訊與溝通資訊與溝通

風險風險

控制作業控制作業 控制作業控制作業

單位目標單位目標

使命/願景使命/願景

監督監督

風險風險

控制作業控制作業 控制作業控制作業

單位目標單位目標

風險

控制作業控制作業 控制作業控制作業

單位目標單位目標

目標、風險與控制目標、風險與控制

8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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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控制相關規定政府內部控制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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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範例：「教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度風險評估

範例」。

共通性作業範例：出納與財產管理、政風、主計等11項。

個別性業務範例：「斃死猪非法流用管控與防範作業」、

「營利事業所得稅電腦選案核定進度與管制作業」及「督導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行地下水管制區工廠內水井查察與

處置作業」。

跨職能整合範例：擇定「人事費－薪給作業」、「採購作

業」、「自行收納收款作業」、「物品管理作業」及「民間

團體申請及結報補（捐）助案件作業」等高風險作業，優先

進行跨職能整合。

統整訂定內部控制制度相關範例統整訂定內部控制制度相關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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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設計內部控制制度情形機關設計內部控制制度情形

 隨著各機關陸續依限設計完成內部控制制度，如何維持
機關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成為當前重要課題。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構）完成第1版內部控制制度情形
（截至103年5月止）

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構）數 910 (37)

已完成第1版
內部控制制度

103年5月已完成之機關（構）數 737(25)

尚未完成之機關（構）數 173 (12)

完成比例（%） 81 (68)

註：1.以上機關（構）數未包括適用公開發行公司規定之國營事業。
2.括號內()表示行政院暨主管機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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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之內部稽核之必要性必要性

 政府現況：機關現有稽核評估職能單位雖依法定職
掌及相關規定辦理相關稽核或評估工作，惟僅側重
於個別稽核專業及工作範圍。

 策進作為：機關透過組設內部稽核任務編組統合相
關稽核評估職能，可強化機關核心及高風險業務之
監督機制，協助檢查機關整體內部控制之實施狀
況，並就所發現內部控制缺失追蹤改善，合理確保
內部控制得以持續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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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之內部稽核之獨立性獨立性
 政府現況：囿於行政院組織改造精實原則，在不增加員

額之前提下，現階段除少數機關原設有內部稽核專責單
位外，其餘機關均採任務編組方式辦理內部稽核工作。

 策進作為：
 為改善內部稽核任務編組之獨立性不足情形，各機關
內部稽核工作得視業務需要，調度現有稽核評估職能
單位人員及主要核心或高風險業務單位人員辦理，該
等人員並應避免針對目前服務單位或承辦業務執行稽
核，以融合機關內部各單位具不同專業背景之人力，
並強化辦理內部稽核工作之深度與廣度。

 長期而言，仍以設置專責之內部稽核單位為目標，並
培訓專業之內部稽核人員，以有效發揮內部稽核實質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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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簽署內控聲明書試辦簽署內控聲明書(1/3)(1/3)

 透過各機關首長簽署內控聲明書促使合理確認機關整體
內部控制制度之有效性，以落實課責。

 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以下簡稱內控聲明書)區分為「有
效」、「部分有效」及「少部分有效」等三種格式，由

機關首長及副首長共同簽署。

 第一階段試辦機關

 行政院擇定6個機關參與試辦：

1.二級機關(包括：主計總處、
法務部及故宮博物院)

2.三級機關(包括：臺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法務部矯正署與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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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簽署內控聲明書試辦簽署內控聲明書(2/3)(2/3)

第一階段試辦流程

辦理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
估及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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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試辦情形

 試辦機關均已完成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及
內部稽核。

 試辦機關擇定之內部稽核項目包括:採購案辦
理情形、撤銷假釋受處分人減刑複核作業、
收容人脫逃事故、誤釋或冒名頂替事件通報
作業、受理民眾有關行蹤不明外勞報案之後
續處理作業等，涵蓋業務管理層面，部分稽
核結果已呈現風險導向績效稽核之雛型。

試辦簽署內控聲明書試辦簽署內控聲明書(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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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內部控制
實務案例

參、內部控制
實務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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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為改善並提升稅務
服務品質，營造友善、便
捷且具效率之租稅環境，
自100年起推行「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
務」，主動提供納稅義務
人稅額試算資料及線上稅
額試算服務資訊系統。

(圖片來源:財政部賦稅署)

內部控制興利案例內部控制興利案例

所得稅試算，報稅免煩惱所得稅試算，報稅免煩惱(1/3)



 財政部為了改善並且提升稅務服務品質，從100 年
起推行「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 ，
主計總處以該項服務為例，製作政府內部控制宣導
短片，提供各機關參考運用。

內部控制興利案例內部控制興利案例

所得稅試算，報稅免煩惱所得稅試算，報稅免煩惱(2/3)

19



政府內部控制宣導短片

－報稅便民篇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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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效益：

透過財政部主動提供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

務，101年產出之適用案件數達總申報件數567萬件之

56%，服務採用率達63%，民眾滿意度達98%，101年實施

總效益達節省11億3，100萬元，扣除執行成本9，400萬

元，淨效益達10億3，700萬元。

內部控制興利案例內部控制興利案例

所得稅試算，報稅免煩惱所得稅試算，報稅免煩惱(3/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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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2月間外界指出某機關辦理網路議題調查
、創意logo設計及願景徵文等三項活動之得獎名
單，民眾未報名參加，名字卻出現在得獎名單中
，且未領到獎品；得獎名單並與華梵大學92學年
度入學名單相同，質疑名單造假。經該機關核對
得獎者名單確有造假情事。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給獎不實給獎不實，，偽造得獎名單偽造得獎名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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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控制問題：

 承辦人與廠商串謀舞弊及行政主管監督不周。

 抽獎過程無資訊單位負責稽核，致廠商有機會灌入並
抽取造假名單。

 得獎名單核定過程中未要求廠商提供得獎者原始資料
查對。

 採購契約書中未訂定要求廠商於驗收時應檢附證明文
件。

給獎不實給獎不實，，偽造得獎名單偽造得獎名單(2/7)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給獎不實給獎不實，，偽造得獎名單偽造得獎名單(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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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作為：

控制環境：本案係該機關多年來委由廠商辦理活動之採

購案件，致使相關人員警覺性較低而疏於督導，應加強

主管督導考核責任，以確保辦理結果已達到原訂目標，

並加強採購專業訓練以提升專業能力及適任性。

風險評估：應評估各項勞務採購可能產生

之風險及廠商履約風險，於契約書中訂定

相關驗收證明文件及履約保證金等規定，

以符實需。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給獎不實給獎不實，，偽造得獎名單偽造得獎名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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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作為：

控制作業：

 設計標準作業程序時應考量職能分工及相關牽制機制。

 加強競賽評審與贈獎作業程序之管控，於評審作業後確
認得獎名單之相關資料，請評審委員確認做成紀錄，避
免不當之誤植，並要求廠商檢附採購獎品之原始憑證影
本及獎品寄送證明文件，併同執行報告相關資料辦理請
款。

 採購案件驗收作業，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辦理，如
作結算驗收證明書。

給獎不實給獎不實，，偽造得獎名單偽造得獎名單(4/7)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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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作為：

資訊與溝通：機關辦理網路抽獎活動，應由資訊單位

或人員針對抽獎資料庫異動歷程及紀錄進行稽核，以

防止人為灌入造假資料；抽獎程式如由廠商開發，應

由機關針對該程式進行檢視及測試，以確保符合隨機

抽取之要求。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給獎不實給獎不實，，偽造得獎名單偽造得獎名單(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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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作為：

監督：

需求單位應確實加強採購案件履約執行檢核，檢核之
工作項目應符合企劃書及契約等工作事項規定。

勞務採購案件之驗收程序，驗收單位於驗收時，應通
知監辦單位派員監辦，驗收紀錄文件應參照工程會範
本設置監驗人員欄位，俾利監驗單位辦理監驗。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給獎不實給獎不實，，偽造得獎名單偽造得獎名單(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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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給獎不實給獎不實，，偽造得獎名單偽造得獎名單(7/7)

改進作為：

 已就網路抽獎活動之規劃、審查、得獎名單抽籤作業、獎
品購買及寄送等設計相關內部控制制度，並於2013年9月
辦理作業層級自行評估，評估結果皆符合，確認該項作業
已有效設計及執行。

 已修訂勞務及財物採購業務及監辦分工表，明訂採購監辦
單位應辦理事項。

 已檢討主管機關審議完成採購申訴案件至機關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之時程落差，接獲審議判斷書即可逕行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以爭取時效，並以電子郵件通知機關全體同仁及
於內部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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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來地方政府發生數起浮報加班費違失案件：

 ○○局○○室辦事員利用負責審核加班費之便，使用文書編
輯軟體複製及篡改差勤系統產出之個人加班時數資料，本案
肇因勾稽檢核機制不足致承辦人得以順利詐取公帑。

 ○○局○○室課員誤導出納將經收離職人員繳回薪資由其代
為繳納公庫，並利用審核是項業務之機會，漏開部分支出收
回書及收入傳票詐取公款。本案係肇因於該局會計人員與出
納人員未落實遵守職能分工原則，致使涉案人有機可趁。

 ○○局隊員藉由兼辦同仁加班費並負責核對點名紀錄表及加
班請示單與製作加班費印領清冊之便，影印偽造該等文件浮
報加班費時數。本案係肇因該局未確依報支加班費標準作業
程序辦理，且未落實職能分工原則，方造成此一疏漏。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人事待遇給與違失案人事待遇給與違失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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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人事待遇給與發放作業：

 針對涉案人利用職務之便偽(變)造相關文件，故意避開
相關單位審核，該機關若能善用既有之差勤系統加班費
動支申請、核銷及匯款等功能，強化勾稽檢核機制，應
可降低發生類此舞弊案件之風險。

 各機關應針對差勤系統加班時數資料正確性之管控、資
料介接轉入薪資系統之安全性，及防止請領加班費時數
證明書面文件之事後竄改等，強化相關內部控制機制。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人事待遇給與違失案人事待遇給與違失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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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人事待遇給與
發放作業：

 各機關應透過辦理內
控制度自行評估中所
列「遵循公務倫理
型塑廉政文化」及
「授予權限責任 落
實職能分工」等整體
層級判斷項目自行評
估，如機關高風險業
務，因人員編制不足
時，則須有補償性控
制機制，以落實自我
監督。

內部控制缺失案例內部控制缺失案例
人事待遇給與違失案人事待遇給與違失案(3/3)

判斷項目
評估
單位

評估結果

1.3 授予權限責任 落實職能分工

1.3.1
機關內部高風險業務
是否有明確職能分工
及制衡機制?例如：
出納與會計分工、機
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
員不得為所辦採購之
主驗人或樣品及材料
之檢驗人。
(參考法令：出納管
理手冊、政府採購法
等)

綜合研
考單位

□落實
(高風險業務皆
有分工及制衡
機制)
□部分落實
(部分高風險業
務未有分工及
制衡機制)
□未落實
(高風險業務皆
未有分工及制
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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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來推動
方向



3333

各機關應針對各項施政作為於不同階段落實
風險評估檢討機制，並就不可容忍風險或重
要性原則訂定相關管控措施或控制作業，強
化機關內部控制機制及因應潛在風險。

設計風險導向內部控制制度設計風險導向內部控制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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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內部控制制度監督機制落實內部控制制度監督機制

 各機關透過自行評估提出之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
建議，由內部控制小組督導各單位確實檢討改
善，形成PDCA管理循環，以有效發揮內部控制機
制。

 各機關應妥為規劃及執行內部稽核工作，確實檢
查內部控制之實施狀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
以合理確保內部控制得以持續有效運作，俾使機
關達成施政目標。

 為改善各機關各項施政品質，應加強各機關重要
業務或計畫績效之稽核工作，協助提升施政效率
與效果，以合理達成機關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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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試辦機關將於103年8月，由機關首長及副首

長簽署102年度內控聲明書。

 未來將擴大擇定機關簽署內控聲明書，並就簽署

內控聲明書之責任範圍及時效性（簽署時程是否

提前）等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期發揮簽署內控

聲明書之實質效益。

擴大擴大試辦簽署內控聲明書試辦簽署內控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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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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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年多來行政院積極強化政府內部控制，已初步
建構我國政府內部控制架構體系，並發揮整合
綜效。推動過程中，感謝各位同仁的付出與努
力!

 行政院內控小組將賡續訂（修）頒內部控制相
關規範、督導各機關持續檢討精進內部控制機
制，以及落實自行評估與內部稽核等監督機制
，亦請各位同仁協助擔任本機關或所屬機關宣
導及教育訓練講師，以協助機關改善治理效能
，合理確保達成施政目標。

結語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