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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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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內部承辦稽核評估職能之任一單位，其稽核

專業及工作範圍有所侷限，尚缺乏針對機關主要業

務計畫，客觀執行績效稽核之機制。

監察院及審計部提出施政績效不彰意見日益增加，

亟需強化各機關績效管考、風險管理、內部稽核等

利器，以追蹤改善缺失及診治施政目標達成結果，

俾隨時供首長掌握內部運作情形，協助達成機關目

標。

政府內部稽核職能發展緣起政府內部稽核職能發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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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於102年6月底前成立內部稽核專責單位或任務

編組，業務屬性單純者得併由上級機關統籌辦理。

 內部稽核任務編組之幕僚，原則為綜合規劃單位；

首長得視機關屬性及業務特性指定適當單位辦理。

 內部稽核得調度現有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主要核心

或高風險業務單位人員辦理，該等人員應避免針對

目前服務單位或承辦業務執行稽核。

政府內部稽核組織設置政府內部稽核組織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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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部控制
監督機制



 內部稽核之目的

 以客觀公正之觀點，協助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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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機關達成施政目標。

檢查評估制度執行情形檢查評估制度執行情形

第2道防線：
由內部稽核專責單位或任務編組(包括由稽核評估職能及主
要核心或高風險業務單位人員組成)實施內部稽核。但稽核
評估職能單位已辦理之事項，得不重複納入稽核。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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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內部稽核
實作範例

參、內部稽核
實作範例



1、彙整內控缺失

2、確認缺失改善

3、追蹤興革建議

1、蒐集（查核）
佐證資料

2、撰寫稽核紀錄

3、作成稽核報告

4、分送稽核報告

1、決定稽核項目

2、稽核工作分派

3、擬定稽核計畫

4、選擇稽核方式

5、發出稽核通知

內部稽核運作流程三階段內部稽核運作流程三階段

規劃稽核 執行稽核 追蹤結果

9

以下實作範例係按上述三階段所列步驟說明實作流程，範例內所列數據係假
設資料，僅供輔助說明範例內容之用。



實作範例一

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



規劃稽核階段規劃稽核階段

11 決定稽核項目決定稽核項目

22 稽核工作分派稽核工作分派

33 擬定稽核計畫擬定稽核計畫

44 選擇稽核方式選擇稽核方式

55 發出稽核通知發出稽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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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步驟一：：決定稽核項目決定稽核項目(1/2)(1/2)

 機關辦理年度稽核工作，決定稽核項目時，應將政府

內部稽核應行注意事項規定必要項目與機關擇定項目

等納入稽核。

 必要項目：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

意見屬近3年內發生類同事項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

分，經審計部列為仍待繼續改善事項之檢討改善情

形。

 機關擇定項目：包括機關內部控制制度之作業項目、

或針對施政計畫、核心業務等機關潛在風險來源或重

要事項中擇選之，其中機關內部控制制度之作業項

目，原則擇定至少三分之一進行稽核，以確認各項控

制重點之有效性及合理性。



步驟一步驟一：：決定稽核項目決定稽核項目(2/2)(2/2)

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

本機關因應業務ｅ化之需要，於民國ＯＯ年陸續委外

開發相關資訊系統，提供內部單位使用。鑒於目前各項業

務對資訊依存度甚高，且相關資訊系統之建置經費占機關

年度預算資本支出比例高達40%以上，維護費用亦占業務費

比例達10%，將針對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檢視其

執行情形及進度，擇定為本次重點稽核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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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步驟二：：稽核工作分派稽核工作分派(1/2)(1/2)

 各機關內部稽核工作得視業務需要，調度稽核評估

職能單位人員及主要核心或高風險業務等單位人員

辦理，該等人員應避免針對目前服務單位或承辦業

務執行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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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步驟二：：稽核工作分派稽核工作分派(2/2)(2/2)

為有效協助檢查內部控制之實施狀況，視業務需

要，調度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人員及主要核心或高風險

業務等單位人員辦理。其中，針對「資訊系統委外開

發及維護採購案」稽核項目，指派ＯＯ處副處長ＯＯ

Ｏ、政風處專門委員ＯＯＯ、會計處科長ＯＯＯ及秘

書處專員ＯＯＯ共同參與稽核。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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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三：：擬定稽核計畫擬定稽核計畫(1/4)(1/4)

 機關應就年度稽核或專案稽核分類擬定稽核計畫，年度稽核
若分次辦理者，則依預計辦理之次數分別列明各項內容，並
得以列表方式呈現稽核計畫各項內容。

 為期稽核工作順利執行，規劃稽核期程時應評估對受查單位
執行業務之影響程度，如遇特殊情形，得適時調整稽核期
程，以免造成機關業務之困擾。
 例如：「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稽核項目，原訂本年12月

16日至30日，因渠等採購案涉及年底結算驗收，為避免影響機關業
務，提前於本年12月1日至15日辦理稽核工作。

 各項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依相關法令規定須辦理稽核或評估之
事項，得併入年度稽核計畫控管作業時程，惟不重複進行稽
核。

 稽核計畫應於執行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定。



步驟三步驟三：：擬定稽核計畫擬定稽核計畫(2/4)(2/4)

範例範例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預定查核日期

預定之稽核人員
起 迄

一、必要項目

1 審計部年度中央
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重要審核意
見屬近3年內發生
類同內部控制缺
失事項，經審計
部列為仍待繼續
改善事項之檢討
改善情形

積極改善監
察院、審計
部等外部機
關所提意見
，以強化機
關內部控制
機制。

5/1 5/15

綜合規劃司
副司長ＯＯＯ
簡任視察ＯＯＯ
科長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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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三：：擬定稽核計畫擬定稽核計畫(3/4)(3/4)

範例範例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預定查核日期

預定之稽核人員
起 迄

二、擇定項目

1 資訊系統委
外開發及維
護採購案

檢視採購案執
行情形及進度

12/16 12/30

ＯＯ處
副處長ＯＯＯ
政風處
專門委員ＯＯＯ
會計處
科長ＯＯＯ
秘書處
專員ＯＯ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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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三：：擬定稽核計畫擬定稽核計畫(4/4)(4/4)

範例範例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預定查核日期

預定之稽核人員
起 迄

三、稽核評估職能單位稽核項目

1 本年度廉政
風險評估

為評估機關廉
政風險狀況，
政風處依其法
定職掌辦理。

12/20 12/31

政風處
處長ＯＯＯ
科長ＯＯＯ

2 本年人事差
勤查核

為查核機關人
員出缺勤情形
，人事處依其
法定職掌辦理

5/31 5/31

人事處
副處長ＯＯＯ
專門委員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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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步驟四：：選擇稽核方式選擇稽核方式(1/3)(1/3)

 執行稽核工作前，稽核單位得依稽核項目之性質及受查

單位之特性等選擇稽核方式，包括檢查、觀察、詢問或

驗算或查證等，並得視需要擇定適宜之抽核比率，以蒐

集充分且適切之稽核證據。

 為有效執行內部稽核，機關如辦理零用金抽查等機敏性

稽核項目，無須事前通知受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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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步驟四：：選擇稽核方式選擇稽核方式(2/3)(2/3)

由於本年度資訊系統委外採購案件數計有30件，為蒐集

充分且適切之稽核證據，爰採取隨機抽樣方式，抽取7件，

通知受查單位備妥採購計畫簽准案、採購招標文件、採購契

約書、契約變更文件、驗收紀錄、結算證明書及相關往返公

文等文件，辦理實地稽核。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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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步驟四：：選擇稽核方式選擇稽核方式(3/3)(3/3)

 稽核項目：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

 稽核目的：檢視採購案執行情形及進度。

 母體範圍：100年1月1日至12月30日資訊系統委外採購案資料

 抽樣方式：

採取隨機抽樣方式(機率抽樣)，抽取7件採購案相關招決

標及履約文件，進行檢查驗證。

採取判斷抽樣方式(非機率抽樣)，針對資本門預算執行進

度相對較落後之7項採購案瞭解目前辦理情形及落後原

因，並進一步檢討相關作業流程，提出管控機制之建議。

抽核範例抽核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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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年10月2日
發文字號：○○字第10006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機關100年度第1次內部稽核將於100年10月間辦理，請 貴單位於稽核
期間配合○○機關內部控制小組內部稽核工作分組查核需要，備妥稽核所需
相關文件等，並於接受稽核人員訪談時詳實答覆，俾利稽核工作順利進行，
請 查照。

說明：請 貴單位就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等相關書面文件備妥，包括：
採購計畫簽准案、採購招標文件、採購契約書、契約變更文件、驗收紀錄、
結算證明書及相關往返公文等。

正本：○○機關○○單位
副本：

步驟五步驟五：：發出稽核通知發出稽核通知
 於執行內部稽核工作前，應通知受查單位備妥稽核所需相

關文件、資產或有關人員，以利受查單位配合。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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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稽核階段執行稽核階段

11 蒐集（查核）佐證資料蒐集（查核）佐證資料

22 撰寫稽核紀錄撰寫稽核紀錄

33 作成稽核報告作成稽核報告

44 分送稽核報告分送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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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步驟一：蒐集（查核）佐證資料蒐集（查核）佐證資料

 稽核人員執行內部稽核工作時，依稽核項目之性質及受

查單位之特性等選擇稽核方式，以蒐集充分且適切之稽

核證據。

 稽核人員執行內部稽核工作，得查閱或檢視相關文件、

資產，並訪談相關人員。受查單位應全力配合提供所需

資料並詳實答覆，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

 辦理內部稽核工作時，如稽核項目具有量化或非量化績

效目標，得衡量稽核項目之資源使用是否具有效率、業

務或計畫執行是否達成預期目標等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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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步驟一：蒐集佐證資料蒐集佐證資料(1/3)(1/3)

1.蒐集○○機關100年9月資訊預算執行進度(摘錄）

範例範例

26

計畫名稱
決標金額
（千元）

累 計 經 費 支 用

預定金額
(千元)

實際金額
(千元)

實際支用比
(%)

1.機關檢索系統及資料庫整
體委外服務

13,571 11,000 7,040 64

2.機關公文管理系統 1,610 1,200 486 40.5

3.機關業務資訊系統 35,000 26,250 16,422 62.56

【發現】由上表資料發現，本年度資訊系統委外服務部分案件預算執行進度落
後，經費支用比偏低。



步驟一：步驟一：蒐集佐證資料蒐集佐證資料(2/3)(2/3)

單位：仟元

2.蒐集○○機關近4年(97至100年)各項資訊系統委外採購決標金額(摘錄）

範例範例

系統名稱 97年 98年 99年 100年

機關檢索系統及資料庫整體委
外服務

12,890 13,146 11,935 13,571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 1,502 1,789 1,999 2,320

機關公文管理系統 1,610 1,442 1,587 1,610

機關電子閘門系統 285 280 259 300

機關業務資訊系統 31,585 32,886 32,388 35,000

機關業務統計系統 1,780 1,750 1,964 1,888

【發現】從上表資料發現，近年來部分資訊系統委外採購決標金額呈現逐年向上增
加趨勢。實務上隨系統漸趨穩定，功能增修及維護費用應逐年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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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步驟一：蒐集佐證資料蒐集佐證資料(3/3)(3/3)

3.依「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就資訊系統之開發
、功能增修及維護等，採用服務成本加公費方式計算各項費用細目（如
下表），估算其合理價格。

範例範例

項目 內容

直接薪資
直接薪資包括直接從事資訊服務工作有關人員之實際薪資，另加
30%作為保險費及退休金等費用。

管理費用 管理費用不得超過直接薪資之100%。

公費
指廠商提供資訊服務所得之報酬（包括風險、利潤及有關稅捐等
）。公費不得超過直接薪資及管理費用之合計金額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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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步驟一：查核佐證資料查核佐證資料(1/2)(1/2)

範例範例

4.為瞭解機關各資訊系統間各職類別薪資情形，選擇各資訊系統採購
案所列類型資訊人員薪資單價分析指標，作為比較衡量之基準。

○類資訊人員所需總費用
(包括：直接薪資、管理費用及公費等)

○類資訊人員薪資單價=-----------------------------------
○類資訊人月數量

計算公式



步驟一：步驟一：查核佐證資料查核佐證資料(2/2)(2/2)

【【建議意見建議意見】】從上表單價分析資料中發現，決標金額較大且較繁複之系統，各類資訊人員從上表單價分析資料中發現，決標金額較大且較繁複之系統，各類資訊人員
月薪單價反而較低，故月薪單價反而較低，故為合理估算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之採購金額，撙節經費為合理估算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之採購金額，撙節經費
支出，建議研議機關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作為資訊系統採購價格之評估基支出，建議研議機關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作為資訊系統採購價格之評估基
礎。礎。

範例範例 5.運用計算及比對等方式，比較部分系統單價之差異，並了解
差異原因及其影響。

30

單位：元

無

無無

系統管理

其他 101,660

119,600

系統分析師

決標金額 13,571,610

無

1,888,058 300,000

135,642

121,212

無

149,500

131,560

119,600

電子閘門系統

ＯＯ機關資訊系統委外服務100年度各類資訊人員決標月薪單價分析表

程式設計師

監督管理人員 無

統計系統
機關檢索系統及資料庫

整體委外服務

168,000

144,000

          系統

項目



步驟二步驟二：：撰寫稽核紀錄撰寫稽核紀錄(1/2)(1/2)

 內部稽核人員應正確且完整記錄稽核情形並檢附佐證

資料，作成稽核紀錄。稽核紀錄得包括下列事項：

1. 稽核項目。

2. 稽核方式。

3. 稽核發現。

4. 稽核結論。

5. 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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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步驟二：：撰寫稽核紀錄撰寫稽核紀錄(2/2)(2/2)

範例範例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見

1 資訊系統
委外開發
及維護採
購案

1.檢查各資訊
系統預算執行
進度、各階段
採購程序及付
款過程等。
2.就其資源使
用是否具有效
率及業務計畫
執行是否達成
預期目標等衡
量績效。

1.預算執行率
偏低。
2.採購金額過
度依賴廠商估
算報價，致決
標單價差異大
、決標金額未
有一致合理之
標準。
3.系統費用逐
年遞增，顯不
合理。

1.未能參考以
往年度資訊系
統採購案各季
實支數，妥適
分配預算，致
前3季預算執
行率偏低。
2.未建立合理
價格評估模式
，致難以估算
價格。

1.建議參考往年類同資
訊系統採購案，妥適分
配預算，並建立跨單位
溝通機制獲取共識，以
利預算執行。
2.建議資訊系統採購案
件，於年度開始3個月
內（延續性支出則於契
約屆期前3個月內）簽
奉核定，並移請秘書處
辦理後續採購事宜。
3.建議針對資訊系統費
用研議合理價格建構模
式，作為採購價格之評
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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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三：：作成稽核報告作成稽核報告(1/4)(1/4)

 稽核報告原則於稽核工作結束後2個月內完成，得視情

況調整期程。年度稽核若分次辦理者，則按次編製內部

稽核報告，並依程序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送各受查單

位。

 稽核報告內容，稽核緣起應說明稽核期間、稽核工作背

景資料及辦理依據，稽核過程應說明實際執行之稽核工

作與稽核計畫差異之處等。

 稽核結果得以列表、文字敘述、或文字摘述及附表方式

說明稽核發現之優點、缺失、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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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三：：作成稽核報告作成稽核報告(2/4)(2/4)

 稽核緣起：

為強化本機關內部控制機制，並就資訊系統開發及維護費用

進行檢視，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依據「政府內部稽核應行注意事

項」及本機關年度稽核計畫，由本機關內部控制小組內部稽核工

作分組（以下簡稱稽核分組）負責執行年度內部稽核工作，俾協

助檢查內部控制之實施狀況。

 稽核過程：

本年度稽核所決定稽核項目均依計畫預定期程辦理，惟「資

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稽核項目，渠等採購案涉及年底

結算驗收，為避免影響機關業務，提前於本年12月1日至15日辦

理稽核工作。稽核人員於實地稽核時，針對稽核過程中所發現之

問題業與受查單位主管進行面對面雙向討論，以進一步了解與釐

清。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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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三：：作成稽核報告作成稽核報告(3/4)(3/4)

稽核結果：

茲就本次「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稽核結果

（如附表)摘述如次：

 稽核發現及結論：資訊系統採購案未能妥適分配預算，致

前3季預算執行率偏低，且未建立合理價格評估模式，致

難以估算價格。

 建議意見：針對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建議爾

後年度妥適分配預算，並於年度開始3個月內簽奉核定，

移請秘書處辦理後續採購事宜。另建議針對資訊系統費用

研議合理價格建構模式，作為採購價格之評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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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三：：作成稽核報告作成稽核報告(4/4)(4/4)

範例範例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見

1 資訊系統委外
開發及維護採
購案

1.預算執行率偏
低。
2.採購金額過度
依賴廠商估算報
價，致決標單價
差異大、決標金
額未有一致合理
之標準。
3.系統費用逐年
遞增，顯不合理
。

1.未能參考以往年度
資訊系統採購案各季
實支數，妥適分配預
算，致前3季預算執
行率偏低。
2.未建立合理價格評
估模式，致難以估算
價格。

1.建議參考往年類同資
訊系統採購案，妥適分
配預算，並建立跨單位
溝通機制獲取共識，以
利預算執行。
2.建議資訊系統採購案
件，於年度開始3個月
內（延續性支出則於契
約屆期前3個月內）簽
奉核定，並移請秘書處
辦理後續採購事宜。
3.建議針對資訊系統費
用研議合理價格建構模
式，作為採購價格之評
估基礎。

○○機關
○○年度稽核結果表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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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步驟四：：分送稽核報告分送稽核報告
 分送內部稽核報告，請相關單位就內部控制缺失確實檢討

改善，以利後續追蹤改善情形。

37

○○機關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年12月11日
發文字號：○○字第1000600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機關本（100）年度第1次稽核報告，請就所列內部控制缺失確
實檢討改善，以利後續追蹤改善情形，請 查照。

正本：○○機關○○單位
副本：

範例範例



追蹤結果階段追蹤結果階段

11 彙整內控缺失彙整內控缺失

22 確認缺失改善確認缺失改善

33 追蹤興革建議追蹤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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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步驟一：：彙彙整內控缺失整內控缺失(1/2)(1/2)

 內部稽核單位針對本次新增之缺失項目，包括內部控制制度

自行評估結果所發現缺失、內部稽核報告所列缺失、監察院

彈劾與糾正(舉)案件、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

審核意見、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所提缺失、稽核評估職能單

位所發現缺失等，以及上次追蹤尚未完成改善之缺失予以彙

整追蹤。

 審計部所提年度審核意見，機關可於接獲通知時透過聲復辦

理情形或主動洽詢等方式，就重要審核意見改善完成之認定

等與審計部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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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所發現缺失
有關採購案件保證金收取及退還審核作業，依據出

納管理手冊規定，會計處應核對出納單位所送現金結存
日報表，惟目前出納單位所送報表為現金結存週報表，
與規定不符。

2. 內部稽核報告所列缺失
有關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及維護採購案，經查資訊系

統採購案未能參考以往年度資訊系統採購案各季實支
數，妥適分配預算，致前3季預算執行率較偏低。

3. ………

步驟一步驟一：：彙彙整內控缺失整內控缺失(2/2)(2/2)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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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步驟二：：確認缺失改善確認缺失改善(1/2)(1/2)

 內部稽核單位應彙整內部控制缺失事項，送相關單位填報改

善情形，並至少每半年將該等缺失事項改善情形及追蹤結果

作成追蹤改善表，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內部控制缺失應追蹤

至改善完成為止，以確認相關單位已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

 內部稽核單位於稽核報告所列缺失如與監察院彈劾與糾正

（舉）案件、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

見、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所提缺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內

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所發現缺失等重複時，得擇一填列

並附註說明。

 本次內部稽核所發現之缺失部分，應納入追蹤改善表中「本

次新增之缺失」項目予以追蹤改善；上次追蹤尚未完成改善

之缺失部分，仍納入追蹤改善表中「上次追蹤尚未改善完成

之缺失」項目，持續追蹤至改善完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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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步驟二：：確認缺失改善確認缺失改善(2/2)(2/2)

範例範例 ○○機關
○○年○○月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追蹤改善表

項次 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次新增之缺失

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所發現缺失

內部稽核報告所列缺失

1 資訊系統委外開
發及維護採購案
（前三季預算執
行率偏低；未建
立合理價格評估
模式）

資訊處已就涉及其他業務單
位部分，主動與相關單位溝
通機制獲取共識，並參考往
年類同採購案支用情形，妥
適分配本年度預算經費。

已依102年度內部稽核建議意見
完成改善。

…………

二、上次追蹤尚未改善完成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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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稽核單位亦應就具體興革建議至少每半年追
蹤相關單位之辦理情形，併同追蹤改善表簽報機
關首長核定。具體興革建議應追蹤至相關單位評
估其可行性，以決定是否採納該等建議或採行相
關因應作為為止。

步驟三步驟三：：追蹤興革建議追蹤興革建議(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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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三：：追蹤興革建議追蹤興革建議(2/2)(2/2)

○○機關
○○年○○月內部控制具體興革建議追蹤情形表

項次 具體興革建議 辦理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次新增之建議

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所列建議

內部稽核報告所列建議

1 建議針對資訊系統費用
研議合理價格建構模式
，作為採購價格之評估
基礎。

資訊處已蒐集資訊人員直接
薪資、資訊系統管理費用及
公費等相關資訊，完成資料
庫之建立與合理價格分析模
式之設計，並將該模式納入
內部控制機制。

經檢視近3個月資訊系統採
購案，均已參考「資訊系統
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
，提供作為訂定合理建議底
價之基礎，本項建議之內部
控制機制已建立完成。

…………

二、上次追蹤尚未辦理完成之建議

1 … … …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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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用主計總處100年9月公布之「資訊人員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概況-按
行業別分」之資訊及傳播業各類職務人員平均月薪資料（101年後改採
勞動部職類別薪資調查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各業員工人數、平均每
人月薪資」統計經常性薪資資料）。

單位：元

職稱 平均薪資

監督管理人員 61,000 

系統分析師 48,000 

程式設計師 42,000 

系統管理師 40,000 

機器操作員 38,000 

範例範例

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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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立資訊系統直接薪資及管理費用計算參考

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2/9)(2/9)

範例範例

機關資訊系統每月平均薪資計算參考標準表

職稱
平均薪資 直接薪資(平均薪資*1.3)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監督管理人員 61,000 50,830 48,060 79,300 66,079 62,478 

系統分析師 48,000 42,890 38,810 62,400 55,757 50,453 

程式設計師 42,000 38,000 36,000 54,600 49,400 46,800 

系統管理師 40,000 36,190 34,285 52,000 47,047 44,571

機器操作員 38,000 36,000 35,000 49,400 46,800 45,500 

(1)直接薪資：引用主計總處100年9月公布之「資訊人員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概
況—按行業別分」之資訊及傳播業各類職務人員平均月薪資料，並依資訊系
統之規模、難易及繁簡等情形，細分1至3級薪資等級，另加30%作為保險費及

退休金等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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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3/9)(3/9)

‧上表所列資訊系統開發及維護之適用級數條件標

準：

–第1級：業務性質屬整體規劃、系統整合、系統管理、網路

管理、軟體驗證及系統稽核等項目，其作業複雜度極高，

具複雜資料庫規劃及網路管理或總人月超過100人月者。

–第2級：業務性質屬多元化之應用作業系統或中大型主機之

軟硬體操作（含資料庫系統）等，具資料庫設計及線上處

理者或總人月超過25至100（含）人月者。

–第3級：單一應用作業或一般資訊設備之軟硬體操作，總人

月在24（含）人月以下者。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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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4/9)(4/9)

資訊系統管理費用占直接薪資比例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4

15年
以上

軟體開發 100 保固

軟體開發
後續維護

95 95 90 90 85 80 75 70 65 60 50

功能增修 95 保固

功能增修
後續維護

90 90 85 80 75 70 65 60 50

註：依《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六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不得超過直接薪資之
100%，按系統維護的時間年期逐年遞減，以符合公平比例原則。

範例範例
(2)管理費用：考量系統漸趨穩定，可適度減少部分管理費用(包括

：降低系統維護費用)，故按系統維護時間年期逐年遞減，以符
合公平比例原則。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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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系統開發為例，模擬試算預估採購金額。

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5/9)(5/9)

範例範例

(1)有關「投入人月」欄，由資訊人員或單位協助評估並製作分析計
算表（如下表），以估算人月數量。

機關○○系統所需程式清單及人力需求分析計算表
(時間計算：8小時/天、22天/月)

程式
編號

程式名稱
程式
內容

人力分析（單位：工作時數）

監督管理人員 系統分析師 程式設計師 系統管理師 …

(1)主系統名稱：A系統

01 ○○程式 XXX 200 1,600 2,000 1,502 …

(2)主系統名稱：B系統

01 ○○程式 XXX 160 960 720 302 …

… … … …

(1)+(2)+(3)+…合計
880

(換算為5人
月)

8,272
(換算為47
人月)

10,560
(換算為
60人月)

4,048
(換算為23
人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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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開發為例(適用級數：第2級；管理費用100%；公費23.2%)

資訊服務人員
投入人
月(1)

第2級直
接薪資
(2)

管理費用
(3)=(2)*
100%

公費
(4)=(2+3)
*23.2%

每人月費
用小計

(5=2+3+4)
合計(6=1*5)

專案監督管理人員 5.00 66,079 66,079 30,661 162,819 814,093

系統分析師 47.00 55,757 55,757 25,871 137,385 6,457,107

程式設計師 60.00 49,400 49,400 22,922 121,722 7,303,296

系統管理師 23.00 47,047 47,047 21,830 115,924 2,666,248

機器操作員 0 46,800 46,800 21,715 115,315 0

稅金 862,037

預估採購金額 18,102,781

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6/9)(6/9)

範例範例
(2)由於○○系統為新開發系統，經資訊人員或單位評估後，其適用級數

為第2級、管理費用參照「資訊系統管理費用占直接薪資比例表」中第
1年比例為100%；公費參考以前年度資訊系統採購決標價之明細訂為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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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7/9)(7/9)

‧新開發或增修系統功能，於系統保固期滿後之維護費

用計價如下：

–系統品質不穩定可歸責於機關者，需敘明分析具體理由確

認後，維護費用在系統決標價15%以內。

–系統品質穩定或推行一段時間後漸趨穩定者，維護費用在

系統決標價11%以內。

–系統品質已非常穩定，維護費用在系統決標價10%以內。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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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維護為例(適用級數：第2級；管理費用90%；公費23.2%)

資訊服務人員
投入人
月(1)

第2級直
接薪資
(2)

管理費用
(3)=(2)*

90%

公費
(4)=(2+3)
*23.2%

每人月費
用小計

(5=2+3+4)
合計(6=1*5)

專案監督管理人員 0.50 66,079 59,471 29,128 154,678 77,339 

系統分析師 4.70 55,757 50,181 24,578 130,516 613,425 

程式設計師 6.00 49,400 44,460 21,776 115,636 693,813 

系統管理師 2.30 47,047 42,342 20,738 110,128 253,294 

機器操作員 0 46,800 42,120 20,629 109,549 0 

稅金 81,894 

預估採購金額 1,719,764 

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8/9)(8/9)

範例範例
(3)依據合理價格建構模式估算○○系統後續維護費用：系統品質已非常

穩定，參酌前開維護費用計價原則，進一步將投入人月以決標數量10%
計算；適用級數為第2級、管理費用參照「資訊系統管理費用占直接薪
資比例表」中維護第4年比例為90%；公費參考以前年度資訊系統採購
決標價之明細訂為23.2%。

52



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資訊系統費用之合理價格建構模式(9/9)(9/9)

‧採取本價格建構模式後，每年系統維護費用確實逐年

下降。

‧針對已開發完成之30個資訊系統，採行新計價模式後

， 101年維護費預估金額較100年決標金額撙節436萬

元；實際決標金額較100年決標金額撙節455萬元。

範例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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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範例二

ＯＯ地區補助計畫



重要步驟重要步驟：：決定稽核項目決定稽核項目

ＯＯ地區補助計畫
為持續改善ＯＯ地區民眾生活品質，本機關規劃完成「ＯＯ

地區補助計畫」，並為本機關重要施政項目之一。經本機關施政

計畫管考機制發現，該計畫實際執行進度明顯落後，為瞭解其實

際執行狀況，並探究其落後原因研謀改善措施，將針對該計畫抽

查檢視其執行進度落後原因及本機關督導管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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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步驟：重要步驟：蒐集佐證資料蒐集佐證資料

1.蒐集103年1至3月ＯＯ地區補助計畫執行進度(摘錄）

範例範例

56

地方政府名稱
計畫金額
（元）

計畫預定執
行進度(%)

計畫實際執
行進度(%)

實際支用金額
(元)

進度嚴重落後
案件是否進行
實地查核

1.ＯＯ縣政府 15,396,678 65 51 4,619,003 是

2.ＯＸ縣政府 22,112,024 55 44 5,085,766 否

3.ＸＸ縣政府 22,963,628 40 32 3,329,726 否

… … … … … …

【發現】
由上表資料發現，部分地方政府補助計畫實際執行進度明顯落後，且對於嚴重落
後之地方政府未全面落實執行實地查核，瞭解其實際執行狀況，並探究其落後原
因研謀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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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步驟：重要步驟：查核佐證資料查核佐證資料(1/2)(1/2)

範例範例

2.為衡量各地方政府執行補助計畫經費執行情形，選擇經費支用比，
作為比較基準。

實際支用金額
○○縣政府執行補助計畫經費支用比=------------------------

補助計畫總金額

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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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名稱
計畫金額
（元）

預定支用比

累 計 經 費 支 用

實際金額
(元)

實際支用比
(%)

1.ＯＯ縣政府 15,396,678 43 4,619,003 30

2.ＯＸ縣政府 22,112,024 36 5,085,766 23

3.ＸＸ縣政府 22,963,628 28 3,329,726 14.5

… … … … …

3.運用計算及比對等方式，比較預定與實際經費支用比之差異，並了
解差異原因及其影響。

重要步驟：重要步驟：蒐集佐證資料蒐集佐證資料(2/2)(2/2)

範例範例

【建議意見】從上表經費支用比資料中發現，實際與預定經費支用比明顯落後，應進一步
了解其落後原因及影響；此外，為提升計畫經費成效，建議研議考核地方政府執行成效機
制，作為日後補助計畫審查之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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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步驟重要步驟：：撰寫稽核紀錄撰寫稽核紀錄

範例範例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見

1 ＯＯ地區
補助計畫

針對補助計畫
抽查檢視其執
行進度及本機
關督導管考情
形

1.部分地方政
府執行補助計
畫進度嚴重落
後者未落實執
行實地查核。
2.部分地方政
府執行補助計
畫經費支用比
明顯偏低，原
因包括：土地
取得困難、未
合理預估計畫
期程及工程進
度延宕等。

1.對於嚴重落
後之地方政府
未全面落實執
行實地查核，
且未探究落後
原因。
2.未建立考核
地方政府執行
成效機制。

1.建議對於嚴重落後之
地方政府全面落實執行
實地查核，瞭解其實際
執行狀況，並探究落後
原因，以研謀改善措施
。
2.建議研議考核地方政
府執行成效機制，作為
日後補助計畫審查之參
據，以提升計畫經費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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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步驟：重要步驟：確認缺失改善確認缺失改善

範例範例 ○○機關
○○年○○月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追蹤改善表

項次 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次新增之缺失

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所發現缺失

內部稽核報告所列缺失

1 對於嚴重落後之地
方政府未全面落實
執行實地查核，且
未探究落後原因。

建設處已就進度嚴重落後案件
全面落實執行實地查核，瞭解
其實際執行狀況，並探究落後
原因以研謀改善措施。

已依103年度內部稽核建議
意見完成改善。

…………

二、上次追蹤尚未改善完成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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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步驟：重要步驟：追蹤興革建議追蹤興革建議

○○機關
○○年○○月內部控制具體興革建議追蹤情形表

項次 具體興革建議 辦理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次新增之建議

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所列建議

內部稽核報告所列建議

1 建議研議考核地方政府執
行成效機制，作為日後補
助計畫審查之參據，以提
升計畫經費成效。

建設處已研議完成並納入
考核地方政府執行成效機
制，作為日後補助計畫審
查之參據，並將該機制納
入本機關內部控制機制。

本項建議之內部控制機制已
納入內部控制制度設計。

…………

二、上次追蹤尚未辦理完成之建議

1 … … …

範例範例

61



62

肆、內部控制
e化管理

及持續性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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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內部控制運用e化管理，可創造下列預期效益：

 降低風險：運用資訊技術，針對各項作業的關鍵控制點可
能發生未確實遵循等潛在風險進行監控，有助於降低施政
風險。

 提高作業效率：經由資訊系統協助彙整或分析內部控制運
作情形，降低傳統人工作業時間，提高作業效率，並節省
人力成本。

 協助達成施政目標：藉由資訊科技即時提供施政決策所需
資訊，並可透過資訊系統輔助偵測內部控制重大違失或異
常情事，以即時因應處理可能發生之危機。

建構政府內部控制建構政府內部控制ee化管理化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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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署建構內部控制移民署建構內部控制ee化管理系統「自行收納收化管理系統「自行收納收
款作業款作業--證照費收入作業」證照費收入作業」（（1/31/3））

 緣起

以往第一類陸客團體旅遊(含自由行)業務，依據兩
岸旅遊協議，需透過大陸及臺灣旅行社代辦申請事
宜，作業方式採傳統紙本臨櫃送件。移民署考量人
力及經費有限，為因應大陸觀光客來臺業務量急遽
成長，爰規劃建置「大陸、港、澳地區短期入臺線
上申請暨發證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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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署建構內部控制移民署建構內部控制ee化管理系統「自行收納化管理系統「自行收納
收款作業收款作業--證照費收入作業」證照費收入作業」（（2/32/3））

 檢討改進措施
 簡化申辦流程，提供線上列印許可證及收據
 以媒體或清冊替代收據辦理送審
 設置網站專區提供資訊
 降低財務風險，保障資產安全
 善用資訊科技，擴大線上申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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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署建構內部控制移民署建構內部控制ee化管理系統「自行收納化管理系統「自行收納
收款作業收款作業--證照費收入作業」證照費收入作業」（（3/33/3））

 執行效益

 發證時間由5個工作天縮短為2個工作天。

 線上系統提供電子憑證(收據)及入出境許可
證供申請人自行列印，取代原有紙本許可證
及收據，並以電子媒體或清冊替代紙本收據
送審，縮減相關文件印製人力及費用，經統
計100年6月至102年12月節省印製費等6,505
萬元，達成節能減碳目的，並可將節省經費
優先用於其他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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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稽核持續性稽核--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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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強化管理源頭強化管理源頭 明確職能分工明確職能分工

「人事費－薪給作業」跨職能
整合範例（含短期精進作法）
「人事費－薪給作業」「人事費－薪給作業」跨職能跨職能
整合範例（含短期精進作法）整合範例（含短期精進作法）

內部控制內部控制內部控制

「人事費－薪給作業」
中長期精進作法

「人事費－薪給作業」「人事費－薪給作業」
中長期精進作法中長期精進作法

持續性稽核持續性稽核--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2/32/3））

共通性作業項目共通性作業項目--「「人事費人事費--薪給作業薪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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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稽核持續性稽核--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3/33/3））

‧建立持續性稽核以發揮監督功能
‧開發完成「內控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強化「人事費－

薪給作業」內部控制機制 。

7

1.技工、工友基本資
料匯入或更新

2.職員(含聘僱人員)
基本資料匯入或更新

4.薪給報表陳核後，
由權責人員鎖定當次
發薪資料

5.產製劃帳撥付檔並上傳

3.產製與上月差額
比較表供陳核

7.核對技工、工友薪給資料

8.核對職員(含聘僱人員)
薪給資料

金融機構
技工工友
資料檔

人事系統

薪資發放系統

9.留存異動紀錄

10.核對職員俸點

11.核對技工、工友俸點

6.劃帳回饋檔匯入薪資
系統與發薪資料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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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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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精進方向未來精進方向

行政院自102年5月函頒「政府內部稽核應行注意事項
」以來，各機關已陸續啟動內部稽核工作，惟各機關
為首次辦理內部稽核工作，為提升稽核人員專業知能
，將持續開設稽核專業課程並分享稽核實作經驗。

另為避免現行內部控制制度複評作業與內部稽核部分
功能重疊，影響稽核成效，爰規劃簡化內部控制制度
自行評估作業，並檢討強化內部稽核職能。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各機關應運用資訊系統補
助強化內部控制機制，並逐步導入持續性稽核技術，
發揮內部控制監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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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 語語

內部稽核為內部控制監督機制之重要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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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機

關達成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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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府內部控制相關資訊 http://www.dgbas.gov.tw取得政府內部控制相關資訊 http://www.dgbas.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