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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關聯的經濟裡，組織是靠資
訊運作。隨著企業關鍵流程自動化，
資訊已成為企業的命脈。
在過去，基於低量、相對穩定、
整體基礎的資訊處理環境，組織能夠
使用人工驗證，並稽核所使用及交換
資訊的正確性、一致性及可靠性。由
於分佈式技術出現及面向服務架構
(SOA)使用，資料量及遵循需求已經倍
數增加。人工控制、半自動控制或自
行開發控制已經變成昂貴、過時及簡
易不可行。KPMG 404 研究所最近發表
在大型企業人工控制的研究報告。1 在
總樣本 1,000 家以上的公司中，有超
過 50%的公司回報他們 80%的關鍵控
制是以人工進行。而大約有 24%的公
司回報他們 60%的關鍵控制是以人工
進行。
標準化、超然獨立及自動化的內
部控制已經是企業必需品，而非可取
捨。自動化內部控制用在降低成本、
減輕風險、改善流程及落實遵循執行
是毫無疑問的，企業應投資發展一套
資訊基本架構，以支持自動化內部控
制，並建立主動資訊風險管理文化。
2,3,4

由於一些先進企業內部控制的例
外，大部份企業的內部控制是遵循導
向，並經常依據風險事件執行內部控
制。由於缺少任何近期明顯的訊息錯

誤事件，內部控制自動化專案在許多
企業的優先順序裡都不具重要地位及
競爭性。但是，若經營者能夠建立一
個具備連續長短期價值主題自動化內
部控制的重要經營個案，形勢會改變。
當這個案的相關財務指標，類如淨變
現價值 (NPV) 、投資報酬率 (ROI) 及償
還期間表現更搶眼時，這自動化內部
控制變成更重要。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觀念就像 ROI
模式的支柱。典型的 ROI 模式有兩個
要素：利潤的時間演化與成本的時間
演化；前者等於自動化內部控制預期
利潤除以工時，而後者自動化內部控
制成本則包括最初展開成本及營運、
保養再發成本。
內部控制自動化案例
內部控制自動化主要理由：降低
成本、降低風險、提高效率及管理透
明化。下列案例展示一些先進企業如
何使用自動化內部控制，獲得積極明
確的 ROI：
‧ 總帳 (GL) 調整－一家地區銀行大
約有 2,400 個總帳科目，每月月
底利用明細帳調整總帳。內部控
制自動化前，這銀行有四個全職
人員 (FTEs) ，這些人使用交易資
料摘取及 Excel 作業基礎，以人
工比對方式調整總帳。除了全職
人員的成本，這銀行還需經歷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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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結帳的挑戰。

因為依賴人工

取得資料及人工比對，典型的月底調整總帳
作業需要三天。自動化內部控制的解決方案
是從明細帳及總帳自動取得資料，並提供自
動比對。因此，這銀行能夠重新指派三個人
員去研究及處理無法比對的交易。
‧ 檔案監控－一家信用卡交易公司有 12 位全
職人員監控超過 600 個結算檔案，並傳送到
超過 400 家財務單位。對於支付結算程序，
及時傳送結算檔案是關鍵的一環。若無法及
時傳送這些檔案，可能造成很重的罰款及客
戶不滿意。這家公司配置了自動化內部控制
解決方案來監控檔案傳送程序，以取代預設
的控制表單，以消除人工觀察檔案傳送程序
的需求。而取得的自動化內部控制成果，將
所需人力降到 3 人(且其中一人為輪值)。除
了節省人力成本，這公司還能省下原本因違
反「服務合約(SLAs)」所遭致每年將近美金
30 萬元的罰款。
‧ 重覆付款偵查－一家壽險公司想消除重覆出
險付款的風險。在執行內部控制自動化之前，
這公司從出險付款交易抽樣 10%，以偵查是
否存在重覆付款。而展開內部控制自動化解
決方案，這公司能夠從每筆請款資料及最近
90 天已付款資料檢查每筆應付交易，以偵
查是否有重覆付款及詐欺交易。這公司亦能
夠自動偵查出大於美金 5 佰萬元的詐欺交易。
不像人工抽樣及稽核程序，自動化內部控制
解決方案能夠執行複雜邏輯，以偵查重覆付
款、化整為零及詐欺交易。
以典型作業程序來看，那些已經以電子檔案
存放資訊的區塊正是採行內部控制自動化的主要
候選者。
評估內部控制自動化效益
內部控制自動化的效益廣泛適用於兩類：定

量效益及定性效益。當量化效益造成企業個案強
烈爭議時，定性效益的價值便不應被忽略。表一
敘述內部控制自動化四方面的效益，係依據文獻
評論及作者協助 Fortune500 企業發展內部控制
自動化個案的經驗發展而來。7,8,9,10
表一－內部控制自動化效益
降低成本
降低風險
‧ 控制的成本
‧ 收入風險
‧ 研究的成本
‧ 成本風險
‧ 避免成本
‧ 信譽風險
遵循執行
流程改善
‧ 降低稽核成本
‧ 流程週期
‧ 減少罰款
‧ 完成確認及企業
‧ 增加內部控制效
能見度
果及範圍
‧ 決策效能
內部控制自動化四方面效益包括：
1. 降低成本－降低成本係來自所有因執行內部
控制自動化而實現的直接與間接成本節省。
最低限度，應考量下列三類型的成本：
‧ 控制的成本－內部控制自動化能夠降低或
消除現有人工控制成本。典型降低成本包
括執行必要控制的資源數量。例如，在檔
案監控案例中，信用卡交易公司由於減少
9 個全職人員，結果每年估計節省美金 72
萬元。
‧ 研究的成本－企業花費時間及努力，去研
究並解決偵查內部控制所帶來的例外問題。
內部控制自動化保存完整稽核軌跡，並使
研究‐解決程序順暢。例如，一家產險公
司透過總帳調整程序，使用兩種資源研究
及解決問題。總帳調整程序自動化後，這
公司便能夠辨認及區隔所有異常之交易，
並降低 50%其原本在研究及解決模式所需
之投入。
‧ 避免成本－高人力成本及內建內部控制，
逼迫許多企業接受風險。例如，因為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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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資料計花成本且費時，企業只好採取
技術性抽樣。內部控制自動化使企業能夠
選擇瞄準已辨識的風險，來避免可能發生
的成本。舉例來說，一家財富管理機構需
要雇用 5 位全職人員來驗證其為高資產客
戶編製的每月報表之準確度。且在內部控
制自動化之前，這機構僅抽樣 10%的報表。
藉由內部控制自動化，這機構不僅能減少
驗證所需之全職人力，同時還能查對
100%報表。
2. 降低風險－「風險」定義為任何事件對未來
成果造成負面影響，且評估其具有造成事件
有不良結果或往不良方向發展之可能性。內
部控制自動化藉由在早期程序偵查過失減輕
影響或偵查過失減輕之可性，以降低資訊風
險。除了財務方面的影響，風險更能長期的
造成企業信譽的不利影響。最低限度，應考
量下列三類型的成本：
‧ 收入風險－因為資訊風險表現在企業收入
鏈，企業失去收入。這種風險的例子包括
漏計帳單及少計帳單。
‧ 成本風險－企業因為核心流程的資訊失誤，
招致額外成本。這種風險的例子包括重覆
付款及溢付款項。
‧ 信譽風險－企業與客戶、供應商、股東、
管理者及公眾交換資訊的失誤造成信譽喪
失，以及可能發生的罰款。例如財務報表
重置及顧客抱怨。
3. 遵循執行－企業因執行內部及外部稽核、監
管標準改變、風險管理的更大需求及確保財
務報表及其他報告材料精確性的需求均是造
成遵循執行成本持續攀升的原因。遵循執行
成本的案例就像是稽核成本及違反服務品質
協定。自動化內部控制經由降低內部控制稽
核及測試成本、降低遵循執行失敗遭致的罰
款、以及提供更好的保險項目降低整個企業
的風險以減少遵循執行成本。而最低限度，
應考量下列三類型遵循執行相關的成本：

‧ 降低稽核成本－因為自動化內部控制被設
計只需要在測試期間測試一次，而人工內
部控制則需要測試很多次，故自動化內部
控制得以較低的成本稽核。除此以外，自
動化內部控制降低了整體稽核所需的時間，
因為當失誤偵查時，其可提供內部控制執
行及解決方案的完整稽核軌跡。例如，一
家壽險公司在執行內部控制自動化前，每
年使用將近 50 小時測試是否符合每個關
鍵的美國沙賓法案內部控制項目。經由自
動化，這公司可以將每年每個內部控制項
目的測試時間降低至 10 個小時以下。以
這家公司在橫跨數州的多重業務範圍，超
過 200 項沙賓法案內部控制項目，估計藉
由內部控制自動化每年可以省下 8,000 個
小時在內部控制測試之投入。
‧ 減少罰款－自動化內部控制藉由提早偵查
失誤，並使企業執行矯正措施，以減少罰
款成本。在先前描述的檔案監控案例中，
這種節省成本類型便是範例。
‧ 增加內部控制效果及範圍－自動化內部控
制對減輕風險是很有效的，因為自動化內
部控制是標準化且可再使用，在企業內提
供減輕風險的更佳範圍。例如，多數企業
並不聚焦在某些開展內部控制的流程，基
於人工成本或內部開發成本而被認為是低
度至中度風險。在這些流程開展自動化內
部控制的低增加成本，促使企業用有效方
法減輕風險。
4. 流程改善－自動化內部控制經由人工程序及
人工確認自動化，簡化及加速這些流程。當
流程改善的財務價值難以量化時，發展企業
個案的價值不應被忽視。而所期待的流程改
善需要很清楚的與企業個案連結，且應當使
用適當的假設來評估價值。當考慮流程改善
時，必須顧及下列三種改善類型：
‧ 流程周期－自動化內部控制徹底減少執行
控制活動所需時間。在前文提到的總帳調
整案例，銀行能自動進行其總帳資料取得
ISACA JOURNAL 摘譯文章

31

及資料比對程序。因此，每月調整合計時
稽核軌跡，能夠為達成有效決策提供更佳
間可由 3 天減至 10 分鐘。
視野。
‧ 完成確認及企業能見度－自動化內部控制
投資報酬率自動化內部控制效益摘要
經由內部控制活動 100%驗證所有交易及
提高企業能見度，提昇了股東信心。而查
若要分析自動化內部控制各方面的效益，可
核人員及企業流程擁有者能夠在中心監控
以用類似表二的模板來量化其效益。而在此模板
點確認內部控制正常進行。假使有內部控
內呈現的財務數字是一家北歐主要銀行在其技術、
制例外發生，查核人員及企業流程擁有者
營運及財務流程中超過 5,000 項內部控制項目中
能夠看到何者是錯誤的、何時錯誤、誰被
自動化估計出來的代表項目
注意、及問題該如何解決。
‧ 決策效能－資訊的準確可信賴搭配以完整
表二－自動化內部控制效益模板實例
內部控制價值

年度可撙節金額

節省成本
內部控制自動化節省
例外研究節省
紙張及郵資成本
電腦資源耗用成本
客服中心因失誤斷線成本
復原服務成本
小計

1,000,000
5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900,000

小計

100,000
10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40,000

小計

200
520,000
200,000
10,000
‐
‐
25,000
755,000

降低風險
平均短收金額
溢付導致的額外成本
品牌保護價值
迴避公關費用
確保資訊正確價值
新客戶取得成本
遵循執行效益
人工控制稽核人數
稽核成本節省
服務合約相關成本節省
內部控制效果增值
注意避免違規價值
違規罰款預期支出
避免財報重置價值

註釋
本期實際, 10 全職人員
本期實際, 5 全職人員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依據歷史資料推估值

估計值
依據歷史資料推估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依據歷史資料推估值
依據歷史資料推估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ISACA JOURNAL 摘譯文章

32

企業流程改善
提高產出及速度之價值
小計
年度循環撙節金額總計

自動化內部控制成本評估
正確且完整的估計內部控制相關成本，就和
估計一個可靠的企業個案利益同等重要。成本的
每一項要素均應被充分評價。評估一次性成本及
循環性成本均必須謹慎執行。需要考慮包括下列
的關鍵成本要素：
‧

‧
‧
‧

硬體及支援軟體成本－硬體的建置成本及後
續支援的軟體成本。不僅初期建置硬體是成
本要素，包括持續性的支援及軟體更新的成
本也均需完整考慮。
自動化內部控制軟體成本－自動化內部控制
軟體年度特許成本。
執行成本－期初執行及持續維護的成本。
訓練成本－內部控制發展及運作的訓練資源
成本。

投資報酬率自動化內部控制成本摘要
若要分析自動化內部控制各方面的成本，必
須用類似表三中顯示的模板來量化其成本。
評估投資報酬率的財務模式
成本效益分析初期估計必須使用適當的財務
模式表達。多數企業對下列財務資訊有興趣：
‧ 初期投資－大量金額投資需要開始知道效益。
‧ 淨現值(NPV)－所有估計未來效益的淨現在
價值。
‧ 損益兩平期間－補平專案成本/投資所需要
之時間。
‧ 內部報酬率(IRR)－投資年限期間內，企業所
賺的年度平均投資報酬率。

10,000
10,000
2,905,000

估計值

表三－自動化內部控制成本模板實例
成本估計
自動化資訊控制
成本類型
第一年
循環成本
硬體
100,000
20,000
軟體
內部控制軟體年
500,000
500,000
度特許成本
第三方軟體年度
100,000
100,000
特許成本
支援軟體
0
50,000
初期執行
外部顧問
500,000
0
內部資源
250,000
0
訓練
20,000
20,000
持續管理
0
200,000
總成本
1,470,000
890,000
我們應該擷取自動化內部控制的成本與效益
來建立一份 10 年期的現金流量表，以估計前面
提到之關鍵指標。在表四，假設企業在第 2 年第
3 季開始實現自動化效益。
假設通貨膨脹率 3%及資本成本 10%，我們
可以利用表四估算下列關鍵財務指標：
‧ 期初投資需求：US$1,470,000
‧ 淨現值：US$10 million

‧
‧

所有估計未來效益的淨現在價值。
損益兩平期間：30 個月
內部報酬率：94%

瞭解非財務價值
除了投資報酬率，獲得以下關鍵非財務價值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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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高對財務資訊的信心
企業觀點的內部控制及控制結果

步驟，得以發展一個引人注目的企業個案：

加強資訊例外管理程序
結論
採用自動化內部控制不再只是個選項，得以
加速原有系統改變以滿足企業需求、提高企業關
鍵營運及決策資訊可信賴度、擴大(含改變中)法
規及遵循需求。自動化內部控制是確保資訊在整
體企業內部正確的唯一方法。企業應該遵循下列

‧ 量化自動化內部控制效益。
‧ 聯結自動化內部控制的無形效益。
‧ 量化自動化內部控制成本，需同時考量一次
性成本及循環性成本。
‧ 發展一套財務模式以規劃投資報酬率。
‧ 運用企業個案總結關鍵發現。
‧ 向所有主要股東展現企業企業個案。
‧

表四－10 年現金流量表實例
自動化內部控制現金流量表(單位：仟元)
年
價值報表
降低成本
降低風險
遵循成本
流程改善
價值合計
成本報表
硬體
軟體
執行
訓練
持續管理成本
成本合計
現金流量

0
0
0
0
0
0
100
600
750
20
0
1470
‐
1470

1
950
120
378
5
1453

2
3
1957 2016
247 255
778 801
10
11
2992 3083

4
5
6
7
8
9
10
2076 2138 2203 2269 2337 2407 2479
262 270 278 287 295 304 313
825 850 875 902 929 956 985
11
11
12
12
12
13
13
3174 3269 3368 3470 3573 3680 3790

20
650
0
21
200
891
562

21
21
670 690
0
0
21
22
206 212
918 945
2074 2138

22
23
23
24
25
25
26
710 732 754 776 799 823 848
0
0
0
0
0
0
0
23
23
24
25
25
26
27
219 225 232 239 246 253 261
974 1003 1033 1064 1095 1127 1162
2200 2266 2335 2406 2478 2553 26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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