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內部稽核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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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政府內部稽核規範及作業實務貳

內部稽核範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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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肆

前言壹

結語伍



前言壹



監督作業是內部控制組成要素之一，藉由相關監督
機制，合理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促使機關
達成施政目標。

監督作業要素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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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美國COSO委員會2009年「內部控制監督指引」



內部稽核係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素之重要一
環，透過內部稽核獨立而客觀之評估，可協
助各機關檢查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或
查核機關資源使用之經濟、效率及效果，以
及發揮預警之前瞻功能，進而達成公部門良
善治理之目標。

內部稽核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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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稽核人員因職務異動時有更迭，其專業能
力養成及經驗傳承為現階段推動內部稽核之重點
工作。

近年來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各機關多已運用資訊
系統輔助處理業務，致可能存有案件量大或交易
次數頻繁等情形，以傳統人工方式執行稽核等監
督工作，不易及時偵知內部控制漏洞或隱藏性風
險。

內部稽核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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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資訊技術輔助稽核為當前重要課題之一。



電腦稽核運用概況

公務員違法兼職(民103)--審計部
全國約34萬公務員中，有1,516名。(0.44%)

不具有農保資格的投保人或假農民(民106)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健保署
從119.4萬名投保人中，比對揪出約有1萬多人資格不符。
(0.84%)

勞保、勞退和健保遭高薪低報(民107)--勞保局
在勞保1,000多萬的投保人數中，勞保計有12萬名勞工遭
雇主低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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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稽核規範及作業實務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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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作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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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

簡化監
督作業

自評

內稽 稽核結果明定應載明之事項，
但得以任何形式表達

追蹤
整合「缺失事項追蹤改善表」
及「具體興革建議追蹤情形表」
為單一「缺失事項及具體興革
建議追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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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監督作業辦理期程
舉例

1.每年應至少各辦理一次年度自行評估及年度稽核。
2.評估及稽核之期間至少應涵蓋十二個月份。
3.可自前一年度開始進行跨年度自評內稽，前後年度起訖時間相互銜接。
4.辦理跨年度自評內稽時，如發現跨越前一年期間(ex.(N-1).10.01-12.31)
存有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應就當年未能及時納入評估或稽核期間
(ex.N.10.01-12.31)，就該等重大缺失擇定相關事項辦理專案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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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作業流程

※ 資料來源：林柄滄(2013)，內部稽核理論與實務(第六版)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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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工作分派

理想：獨立客觀之專業人員
現階段作法：成立內部稽核單位

■得視需要調度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主要核心或高風險業務等單位人員
■該等人員不得針對過去一年內、目前或即將負責承辦業務執行稽核
■得會同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擬定稽核計畫，且不重複稽核
■如擇有類似稽核項目，得與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整合稽核工作期程，採
聯合稽核方式辦理
■業務屬性單純或規模較小者，得併上級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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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類型

財務稽核 遵循稽核 績效稽核
目標 證實財務報導允

當表達
決定對政策、程
序及法規的遵循

評估及改進組織
流程的品質

稽核方針 著眼過去 著眼現在及未來
稽核內容 預算、會計、帳

務、報表......
程序、標準、法
規、內部程序......

經濟性、效率性、
效益性

稽核時應該
看些什麼?

得 就 未 來 有 關 管
理 及 績 效 重 大 挑
戰 事 項 提 出 預 警
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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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結果



內部稽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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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絕對保證一定能發現不法或不當情事!

■對潛在風險業務保持警覺，如發現不法或不當情事，應簽
報機關首長責請相關單位人員查處。

■持續參加教育訓練，並秉持誠實信用原則及專業上應有之
注意。

■如發現重大違失或機關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簽報
機關首長處理。

■稽核資訊不宜揭露所有收受者時，得單獨作稽核報告。



其他小叮嚀

■自評結果及內稽報告所列改善措施或興革建議，若涉及需
修正內部控制機制者，應由負責內部控制業務之幕僚單位督
導各單位修正。

■各機關辦理自評及內稽之表件及其佐證資料等，應自各該
工作結束日起，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5年。

■為落實機關自主管理，各機關於整體內部控制有效之前提
下，得彈性調整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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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參



行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
https://www.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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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
https://www.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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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
https://www.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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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
https://www.dgbas.gov.tw/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主要運用方法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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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權數分析法

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電腦稽核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將稽核資源集中
於查核高風險或
影響績效達成之
重要核心業務

增進監控或稽核
效率

強化職能分工，
建立持續性查核點

電腦稽核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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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13點:內部稽核單位
為檢查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或查核機關資
源使用之經濟、效率及效果，以及發揮預警之前
瞻功能，應檢視機關風險評估或績效達成程度等
情形，就高風險或主要核心業務優先擇定稽核項
目，並據以規劃及執行內部稽核工作。

為協助內部稽核人員依據前開規定，運用有系統
的方法檢討擇定納入年度稽核之項目(不限於內部
控制制度風險評估已辨識之風險來源或所設計之
控制作業)，爰製作本範例供各機關參考，俾發揮
內部稽核功能。

緣由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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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人員應以風險為導向規劃及執行內部稽核
工作，考量可能影響機關使命、願景、施政目
標及相關重要計畫(含方案或措施)等目標達成
之風險，將有限資源集中於查核較高風險或可
能影響機關績效達成之重要核心業務，俾利有
效控管稽核工作之時間及範圍，以提升內部稽
核效能。

稽核目標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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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步驟1-臚列可能稽核項目：查閱機關分層負責、
權責劃分明細表、年度施政計畫、營業計畫 、中長程
個案計畫等，完整臚列各單位業管之業務項目、計畫(
含方案或措施)。

受查單位 業務職掌 風險因素分析 評估結果

○○組

A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B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C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組

D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E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F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組

G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H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I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年度稽核項目擇定一覽表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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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步驟2-決定風險因素與其權數分級標準：內部稽核
單位可從策略、營運、報導及遵循等4個風險構面辨識
機關可能面臨之內、外在風險因素，據以決定機關規
劃稽核項目時須考量之風險因素及其權數分級標準。
風險構面 說明

策略 機關無法達成使命、願景、施政目標等之風險、取得及分配資源、對利害
關係人之影響等。

營運 業務變動性、人力運用或培育情形、與內、外部查核或督導單位之關係，
如久未查核或督導、資產安全等。

報導 舞弊可能性、績效及財務報導、資訊公開等。

遵循 缺失改善情形、新法令規定之影響、遭罰款或懲罰、履行契約責任情形等。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發布「政府機關內部稽核手冊」及國際內部稽核協會所出版「內部稽核人員風險評
估指引」。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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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步驟2-決定風險因素與其權數分級標準
年度稽核項目風險權數參考表

風險
構面 風險因素 因素概述

風險權數分級標準

1 2 3

策略

A.計畫或業務資源
配置比重高

評估計畫或業務歲入(收入)、歲出(支出)之
預(決)算數或經管財物帳面價值，占機關
年度總收入、支出預(決)算數或總財物價
值之比例。

未 達 10 ％ 10％以上，未達20
％

20％以上
(主要核心業務)

B.作業或系統屬重
要績效管制項目

評估作業、制度或資訊系統歸屬績效管制
項目之重要性。

屬 例 行 性
業 務

屬中長程、年度施
政(事業、營業)計
畫或年度績效評核
項目

屬行政院或部
會管制計畫項
目
(主要核心業務)

營運

C.新興業務、新訂
規定或新建置之資
訊系統

評估辦理重大新興計畫或業務、新頒作業
相 關 規 定 或 新 設 置 資 訊 系 統 之 年 數 。

2年以上，
未 達 3 年

1年以上，未達2年 未 達 1 年 或 仍
試行中未全面
施行

D.外部機關或內部
相關權責單位久未
查核

評估距前次審計機關、上級與各權責機關
(單位)、內部稽核、稽核評估職能等查(稽)
核或督導該業務之年數。

未 達 2 年 2年以上，未達5年 5 年 以 上 或 未
曾 查 ( 稽 ) 核 、
督導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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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年度稽核項目風險權數參考表(續)

風險
構面 風險因素 因素概述

風險權數分級標準

1 2 3

報導

E.績效欠佳
計算前開主要核心業務實際執行結果占年
度績效目標值之比例，據以評估績效目標
值達成度。

100% 95 ％ 以 上 ， 未 達
100％

未達95％

F.發生短絀
(虧損)

計算前開主要核心業務短絀(虧損)金額占
該項業務收入之比例，據以評估發生短絀
(虧損)之程度。

無 未達5％ 5％以上

遵循

G. 缺 失 迄
未 完 成 改
善

評估立法院、監察院、審計機關、上級與
各權責機關(單位)、內部稽核、稽核評估
職能或內部重要會議等所提該業務缺失之
改善情形。

無 完成改善 未研議或採取改善措施

H. 控 制 機
制改變

評估作業相關規定、流程、制度或資訊系
統等增刪修訂之程度。

無 未涉控制點之修正 涉及控制點之修正

I.違反契約

評估承攬廠商或受委辦、補助單位未依契
約規定履行致進度落後，或機關因故中止、
解除契約。

無 巨額工程採購：進
度落後未達10％
其他契約：進度落
後 未 達 20 ％

巨額工程採購：進度落後10
％以上或因故中止、解除契
約
其他契約：進度落後20％以
上或因故中止、解除契約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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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步驟3-分析各風險因素之影響程度：依風險因素
與其權數分級標準，評估各單位業管業務或計畫(含方
案或措施)於各風險因素之權數，並針對各項目計算其
風險權數 。 年度稽核項目擇定一覽表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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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步驟4-依風險因素分析等評估結果，擇定稽核項目：
年度稽核項目擇定一覽表

受查單位 業務職掌 風險因素分析 評估結果

風險權數合計 依風險權數合計大小排序

○○組

A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3 1
B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2 2
C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0 3

○○組

D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9 4
E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8 5
F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7 6

○○組

G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1 9
H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2 8
I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4 7

1.風險權數較高項目:
擇定權數合計值較高前 3 項【 A 、 B 及 C 】 ，納入年度內部稽核之
項目。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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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步驟4-依風險因素分析等評估結果，擇定稽核項目：

受查單位 業務職掌 風險因素
分析

評估結果

風險權數
合計

近年遭立法院、監察院、審計機關、上級
與各權責機關單位 、內部稽核、稽核評估
職能或內部重要會議等所提及缺失者

○○組

A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3

B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2

C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0

○○組

D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9 V
E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8

F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7

○○組

G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1 V
H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2

I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4

2.近年外部機關或內部稽核等提及缺失， 且風險權數達一定數值(如17分以上):
【 D 】 ，納入年度內部稽核之項目。

年度稽核項目擇定一覽表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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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步驟4-依風險因素分析等評估結果，擇定稽核項目：

受查單位 業務職掌 風險因素分析 評估結果

風險權數合計 距前次內部稽核之年數

○○組

A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3 1
B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2 2
C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0 3

○○組

D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9 4
E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8 5
F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7 6

○○組

G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1 7
H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2 8
I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4 9

3.距前次稽核已逾一定年數(如5年)， 且風險權數達一定數值(如17分以上):
【 E、 F】 ，納入年度內部稽核之項目。

年度稽核項目擇定一覽表

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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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步驟

步驟4-依風險因素分析等評估結果，擇定稽核項目：

受查單位 業務職掌 風險因素分析 評估結果

風險權數合計 重要性項目

○○組

A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3 V
B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2

C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20

○○組

D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9

E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8

F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7

○○組

G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1

H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2

I業務項目、計畫(含方案或措施) 14 V

4.重要性項目:
【 I】 ，納入年度內部稽核之項目。

年度稽核項目擇定一覽表

例如:
★影響上年度簽署部分或少部分有效
內部控制聲明書之缺失。
★重要審核意見經審計部追蹤仍待繼
續改善並再提審核意見者。
★外界關注或機關首長指定重要議題。

擇定稽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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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擇定稽核項目



內部稽核範例-

36

依建構政府內部控制E化管理:所謂E化管理係指運用資訊
科技加速組織內部流程。導入內部控制E化管理，可藉由
資訊科技之輔助，建構新的內部控制工作環境，以整合稽
核資源與提升工作效率。

緣由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可創造預期效益:
降低風險、提高作業效率、協助達
成施政目標

可創造預期效益:
降低風險、提高作業效率、協助達
成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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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內部控制監督
作業得利用資訊技術，配合業務流程建立自動化勾稽比對
等機制，就業務活動之關鍵控制重點進行持續性監控或稽
核，俾及時偵測及防止異常事項，以合理確保業務之正常
運作。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及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收支
處理注意事項之規定，各機關對於代收款等應隨時注意清
結，懸記帳項應積極清理。本範例係為協助機關遵循上開
規定，運用電腦資料分析進行內部稽核工作，機關得參考
本範例作法，洞察風險並針對異常資料加強查核，以降低
查核成本、增進監控或稽核效率。

緣由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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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發布電腦稽核專業倫理規
範:「凡稽核之技術(工具)或過程，涉及電腦或資
(通) 訊系統，即為電腦稽核。」

方法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電腦稽核定義及工具

資料來源:G. Song (2017)，國際內部稽核年會演講簡報。

電腦稽核運用工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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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資料分析技術：

緣由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一、計算統計參數（例如平均數、中位數、眾數、標準
差、最大及最小值），以辨識出異常的交易。

二、將數值分層，以辨識出不尋常（特別高或特別低）
的數值。

三、連結不同的資料來源，以辨識出在不同的系統中不
當配對的內容，例如姓名、地址及帳戶號碼。

四、間隔測試，以找出序號資料中遺漏的號碼。
五、加總數值，以檢查可能有誤的控制總數。
六、驗證資料輸入日期，以辨識不恰當或可疑的過帳或

資料輸入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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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電腦稽核步驟
步驟 說明

1.瞭解資料 執行電腦稽核前，先確認機關是否具備相關電腦檔案資料。

2.整理資料 瞭解檔案資料欄位、格式(例如:資料屬於文字或數字格式)及資
料的正確性。不同檔案資料來源，其格式或內容如有不一致，
需先進行資料齊一化處理 (例如:資料表內容有些是西元年、有
些是民國年，爰需將該等資料加以處理使其趨於一致)，以利
後續分析。

3.建立聯結性 對於非屬於同一資料表之互有關聯資料，稽核人員須利用主鍵
(Primary Key)進行資料表間之關係連結。
若為同一資料表，則此步驟可省略。

4.分析資料 透過資料分類(例如:年齡分層)，以辨識異常資料(例如:重複投
保)或分析資料是否有資料組合不大可能出現的數值或者數值
不合的部分(例如:低於最低或超過最高薪點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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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1.瞭解資料

影響健保保費的因素???

1.投保金額
2.眷口數

經查該機關係由權責單位自行開發相關資訊系統處理薪資
及勞(健)保費，其中員工薪資檔、員工基本資料檔、衛生
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提供機關之健
保投保檔及勞保投保檔，具備關鍵資料(Primary Key)可
進行資料表間的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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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2.整理資料

該機關健保、勞保投保檔的投保日期分別為西元
年度及中華民國年度，利用程式齊一化為西元年
度。

該機關健保、勞保投保檔的投保日期分別為西元
年度及中華民國年度，利用程式齊一化為西元年
度。

將資料整理一個維度將資料整理一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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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主要以員工身分證字號(Primary Key)串聯該機關
之員工薪資檔或投保明細、員工基本資料檔及權責機關提
供之勞(健)保投保檔，建立資料表間關聯性。

案例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3.建立聯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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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人員以員工薪資對應投保級距應負擔保費金額，
及串聯該機關與勞(健)保權責機關間投保人員、應繳
納保費與代扣保費資料等，分析步驟如下圖。

案例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4.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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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機關稽核人員經運用電腦資料分析概念執行稽核結果，發
現該機關有員工薪點調整卻未依規定薪資標準投保情況；另
查該機關每年雖已就離(調)職員工停止代扣勞(健)保費，惟
並未將溢扣之勞(健)保費退還當事人；且有員工眷屬已另自
行投保，投保差額未退還當事人情事。

案例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稽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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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再次發生前開異常事項，爰建議該機關以後年度應持
續運用電腦稽核方式逐月比對員工薪資檔及員工基本資料檔
等，透過排程定期產製異常資料表件(如下表)，供相關內部
人員查閱據以追蹤改善。

案例員工薪資代扣勞(健)保費
之應付代收款作業

持續追蹤改善

單位 姓名 (被保險人)
姓名

(被保險人)身分證
字號

身分別( 本人
、眷屬)

已代扣保費與應
繳納保費之差異

投保日期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A1*****789 眷屬 1,000 108.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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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交通監理機關因未落實相關職能分工，致發生業務
違失或舞弊案件，在某次例行審查結算報表時，發現收
據補發及作廢銷號情形異常，且該異常係由單一窗口作
業員針對案件進行收退款、開立、補發及作廢收據等業
務，並於系統同步登載，卻無專人於系統進行複核，爰
就相關異常情形進行研析。

緣由

鑒於交通監理機關規費、違規罰鍰、汽機車之車籍資料
及駕駛人之駕籍資料等業務量不斷增加，為加強管理，
建置公路監理資訊系統。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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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方式一：審查結算報表，確認作廢銷號及收據補發之
單據。

(1)瞭解資料：查閱規費及違規罰鍰之收據資料檔。

(2)分析資料：透過系統將收據補發及作廢銷號情形呈現，再
檢視其發生原因，是否存在異常情形。

瞭解資料

某監理所窗口結算報表
104年○○月○○日～104年○○月○○日

單位：新臺幣元

張數 筆數 件數 金額
收費總金額 100 148 148 229,592
退費總金額 2 2 -3,600
減列總金額 0 0 0 0
應繳總金額 225,992
作廢銷號單據總金額 2 2 2 350
收據補發單據總金額 2 2 350
資料來源：參考交通部公路總局暨所屬所站。

案例



方式二：利用系統設定條件篩選出當日補發收據又作
廢，違費（規費因民眾逾期繳納而產生逾期罰鍰，該罰鍰簡
稱違費）狀態為「刪除」或「免罰」之案件清查。

49

某窗口規費、違規罰鍰收據當日補發後作廢清單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姓名 收據號碼 收據金額
收據初次
列印時間

收據重複
列印時間

收據作廢
時間

作廢原因 違費狀態

1 陳○○ 60*******51 200 104-12-04 
10:30:25

104-12-04 
10:31:15

104-12-04 
10:32:05

民眾現金
不足

刪除:
104-12-04 
10:40:55

2 林○○ 60*******69 150 104-12-04 
10:35:25

104-12-04 
10:36:15

104-12-04 
10:37:05 資料不符

免罰:
104-12-04  
15:45:40

…
資料來源：參考交通部公路總局所屬所站，作者自行假設數據

內部稽核範例-內部稽核範例-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案例



方式三：利用系統針對民眾隔日以後才發現錯誤，由
窗口收回收據或收據遺失切結逕自退費情形進行清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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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內部稽核範例-

某資料庫規費、違規罰鍰隔日退款結案狀態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收據號碼 退款金額 違費結案狀態
有無簽辦退款申請

書

1 64*******95 -3,000 刪除 全無

2 64*******06 -600 免罰 全無

…

資料來源：參考交通部公路總局所屬所站，作者自行假設數據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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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內部稽核範例-

稽核發現
當日補發收據又作廢，違費狀態為「刪除」或「免罰」之案件，總
計725筆，金額為98萬9,886元。

民眾隔日以後才發現錯誤，由窗口收回收據或收據遺失切結逕自退
費情形，總計840筆，其中未依規定檢附簽辦及退款申請書等資料
者計832筆，金額為140萬8,470元。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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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內部稽核範例-

擴大清查

公路總局擴大清查對象至所屬所站各窗口作業員(103年7月7日
至106年5月31日)
項目：規費、違規罰鍰收據作廢與帳號權限，包括：

• 規費、違規罰鍰收據作廢次數。

• 規費、違規罰鍰收據補發又作廢次數。

• 有違費之規費收據補發又作廢次數。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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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內部稽核範例-

稽核發現
規費收據作廢共計13萬5,812次，作廢數量大於600次者為15人(
作業員約1,443人)，上述15人收據補發又作廢共884次，金額約
為122萬元，有違費之規費收據補發又作廢，共有701次，金額約
為101萬元，且皆為同1人所承辦。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案例

規費收據作廢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所站 姓名 作廢次數
補發又作廢次

數
含違費補發又作

廢次數
含違費補發又作

廢金額
1 臺中所○○○ 陳○○ 833 742 701 1,012,673
2 嘉義所○○○ 林○○ 689 44 0 0
3 新竹所○○○ 王○○ 1,105 38 0 0

…
15 高市所○○○ 林○○ 622 1 0 0

合計 12,590 884 701 1,012,673
總計 135,812 5,797 918 1,243,634
比例 9.27% 15.25% 76.36% 81.43%

統計期間：103年7月7日至106年5月31日。
查詢條件：規費收據作廢次數達600次以上且含違費之收據補發又作廢之人員。
備註：本表按補發又作廢次數由多至少排序。
資料來源：參考交通部公路總局暨所屬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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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內部稽核範例-

稽核發現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針對收據補發又作廢次數大於200次或金額大於20萬元者進行資
料分析，計有5人，次數共1,802次，金額約為279萬元，又收據
含違費且補發1次以上，上述5人共有801次，金額約為112萬元
。

案例

規費收據補發又作廢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所站 姓名 作廢次數 補發又作廢次數
含違費補發又作

廢次數
含違費補發又作廢

金額
1 臺中所○○○ 陳○○ 833 742 701 1,012,673
2 高雄所○○○ 邱○○ 469 401 57 56,090
3 臺北所○○○ 連○○ 268 206 39 49,131
4 臺北所○○○ 魏○○ 245 242 4 2,955
5 高雄所○○○ 詹○○ 211 211 0 0

合計 2,026 1,802 801 1,120,849
總計 135,812 5,797 918 1,243,634
比例 1.49% 31.09% 87.25% 90.13%

統計期間：103年7月7日至106年5月31日。

查詢條件：規費收據補發又作廢次數大於200次或含違費之收據補發又作廢金額達20萬元之人員。

備註：本表按補發又作廢次數由多至少排序。

資料來源：參考交通部公路總局暨所屬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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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內部稽核範例-

稽核發現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各作業員同時擁有收據補發及作廢權限之情形尚屬普遍，係考量人
員業務需要及各地區民眾臨櫃辦理業務人數多寡，相關收據補發及
作廢集中在少數同仁情形。

同仁利用系統權限職能分工不當侵占公款。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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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內部稽核範例-

改善措施
由專人負責每日列印「收據異常狀況報表」及每月列印「違費刪除
及免罰清單」。

精進臨櫃窗口解繳作業

收據異常狀況報表（補發）
單位：新臺幣元

收據號碼 金額 繳款人 收費日期 補發日期 作業人員 補發原因

60*******51 200 陳○○
104-12-04 
10:30:25

104-12-04 
10:31:15 abOOO 印表機卡紙

60*******69 150 林○○
104-12-04 
10:35:25

104-12-04 
10:36:15 abOOO 收據毀損

資料來源：參考交通部公路總局暨所屬所站。

新建告警通報機制並設立每月、每季告警閥值。
將收款及案件之刪除、免罰作業分開。
將違費作業之刪除、免罰與收據銷號功能分設權限。
定期清查各業務承辦人員權限。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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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肆



行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
https://www.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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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部控制相關規定



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
第2點 機關核定內部控制制度之程序 。

第3點

強化內部控制四項目標之連結；並考量關鍵策
略目標係依據施政目標訂定已包含於整體層級
目標，刪除關鍵策略目標納入整體或作業層級
目標之規定 。

第4點

簡化機關內部控制表件， 將整體與作業層級目
標及風險項目對應表、風險項目彙總表與風險
評估及處理表範例，整併為風險評估及處理彙
總表。

刪除第7點、第8點、
第9點前段及新增第
11點

為增加機關執行彈性 ，刪除內部控制制度制式
格式之規定，及增訂機關除設計並維持有效內
部控制制度外， 可採取之其他辦理方式 。

59



60

 透過機關首長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之過程，提供機關一個

自我檢視內部控制建立及執行情形的機會，除可合理確認

機關整體內部控制有效程度外，並能有助於強化機關首長

及全體同仁澈底檢討改善內部控制缺失、檢討精進作業流

程、強化逐級督導及落實執行各項內部控制工作，以強化

自主管理。

內部控制聲明書就像機
關的健康檢查報告！

簽署內控聲明書之意義



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
第2點 各機關應依本要點規定格式擬具內部控制

聲明書，以及運用內部控制聲明書申報系
統操作及上傳。

第8點 機關因應組織及業務調整之簽署內部控制
聲明書作法。

第9點 各機關如有須併同其他機關共同簽署內部
控制聲明書之作法。

第10點 為落實逐級督導，增訂各級主管機關督導
所屬機關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及採例外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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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暨所屬機關於辦理103年度內部稽核所提出具體興革建
議均獲採納，並據以納入研(修)訂相關內部控制作業流程；
自行評估結果發現27項控制作業所列194項控制重點中有7項
未依規定辦理，其中國會室重大新聞處理程序及駐外機構贈
禮作業等2項缺失未及於聲明日前完成改善，該部基於自我嚴
格要求，考量其內部控制仍有改善進步空間，爰於103年度簽
署「部分有效」類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行政院推動情形(1/3)

○○部為確實改善前開內部控制缺
失，於104年度檢討修正相關控制
作業，並提出改善措施且改善完成，
爰於104年度簽署「有效」類型內
部控制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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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獄於辦理103年度自行評估結果未發現內部控制缺失，
惟考量該年度經內部稽核及稽核評估職能單位等共發現3項採
購內部控制缺失，且曾於104年2月11日至12日發生6名受刑人
集體挾持監所主管企圖脫逃事件，顯見內部控制有尚待加強
之處，爰於103年度簽署「部分有效」類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行政院推動情形(2/3)

經該監典獄長對內部控制之重
視，於監務會議指示做好風險
評估工作，俾提升內部控制品
質，爰於104年度簽署「有效」
類型內部控制聲明書，顯見機
關透過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
確有助於落實推動強化內部控
制工作。



65

 ○○高等法院○○分院檢察署於辦理104年度內部稽核發現資
訊機房安全等3項非屬重大之內部控制缺失，未及於聲明日前
採行改善措施，以及○○部矯正署○○看守所所長認為機關
整體內部控制尚有待加強之處，爰於104年度簽署「部分有效」
類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行政院推動情形(3/3)



實地查核所發現內部控制共同性缺失

類型 內容
未落實風險
辨識及滾動
檢討

上年度部分風險項目新增之控制機制，未滾動納入次年度現
有控制機制一併檢討。

未落實追蹤
改善

內部控制缺失及興革建議之追蹤範圍僅限自行評估或內部稽
核意見，未將稽核評估職能單位與上級及各權責機關督導所
提意見、監察院彈劾與糾正(舉)案件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以
及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一併追蹤其
改善或辦理情形。

未落實每半年追蹤內控缺失或興革建議辦理情形。

未落實聲明
書簽署作業 於次年第一季始辦理上年度自行評估或內部稽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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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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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為維持內部控制有效運作之重要防線。
各機關應妥為規劃及執行內部稽核工作，確實評估
或檢查內部控制之實施狀況，或查核機關資源使用
之經濟、效率及效果，以及發揮預警之前瞻功能，
適時提供改善建議，協助機關達成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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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內部稽核協會前理事長Mr. Paul J. Sobel於
2013年「亞洲區內部稽核研討會」的「內部稽
核的未來：無限的可能性」演講特別指出，內部
稽核人員在未來10年內，必須具備強化資料探勘
與分析的專業能力，善用資訊科技，甚至隨時動
態地進行風險評估，才能真正發揮內部稽核，增
加對組織的價值貢獻。
內部稽核人員應積極學習運用新興資訊科技及大

數據分析等工具，及時發掘內部控制漏洞或隱藏
性風險的問題，並與受查單位充分溝通，以提高
稽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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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

不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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