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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產業公司有時會發現自己面臨著
事實上，主要風險是很清楚的：辨
是否將電腦審計服務及資訊科技一般 識風險的過程中，很有可能是被局限於
控制（IT general controls -ITGC）和 除了資訊科技以外的作業面、財務面或
應 用 控 制 （ IT application controls - 合規面的角度，致未能正確地識別所有
ITAC）外包的選擇。外包的決定很可 的風險。此外，也代表所有辨識評估的
能是由於被審計的企業之財務規劃、 模式已被固定化，這也意味著錯過了成
時間因素、資源不足或是公司本身技 熟的稽核部門擬建置“整合性審計模式”
術層面上無法勝任，特別是資訊科技 基礎的機會。
一般和應用控制在技術和實務上的知
能需求，並不像如COBIT4.1或資訊科 內部稽核業務外包時會錯過的機會
技基礎設施庫（the IT Infrastructure （MISSED OPPORTUNITIES WHEN
Library -ITIL）等資訊管理模型那般盡 INTERNAL AUDIT IS OUTSOURCED）
如人意，而是遠超出如沙賓法案中相
內部稽核業務外包使得內部稽核沒
關資訊科技控制目標理論範本中（IT
Control Objectives for Sarbanes-Oxley: 有機會去了解他們單位的全部業務流程。
The Role of IT in the Design and 所有的數據資料都是代表公司業務運作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和管理的資訊，內部稽核人員如果不能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2nd Edition） 了解全公司資訊流，則無法掌握所有業
所提出的論點。事實上，導入資訊科 務流程的真正含義。能處理和了解資訊
技一般和應用控制並不僅是一種規範 系統架構及其可用性，基本上已讓內部
遵循問題而已，而會對於風險的辨識 稽核人員更能掌控相關風險的知識，這
與改善提供附加價值，另在實務上也 意指內部稽核更進一步能掌握前述綜合
有助於即時建立適當的全年審計策略。 性審計業務模式的全貌。
在實施內部稽核服務時，某種程
度上的實務經驗是必須的，但很遺憾
對一般公司而言這不是永遠可得的。
為了彌補經驗不足的缺失，企業能選
擇以外包的方式來處理，但這種為了
現下實行目的的選擇也同時讓企業喪
失了一個重要的學習機會，考量到外
包伴隨的相當程度的風險，這種選擇
可以說是相當沒有遠見的。

在企業組織中起初及最終階段，
均可用數據資料本身來表示其效益，這
些數據資料則經由資訊系統分門別類的
有效率處理後顯現出來的。 COBIT清
楚地在資訊科技和業務目標間的策略結
合研究中總結了這一概念。縱然資訊部
門可以視為一個獨立且完整組織，有自
己的預算、客戶、內部供應商和策略目
標的子公司，資訊科技可以藉由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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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計劃、目的和目標，與公司需求目標的
定位相同且支持企業，成為企業的一個成功因素，
至少也能使企業體認到它的成就。因此，資訊科技
所規劃的預算應花費在支持業務目標的達成，所有
計劃項目都應該顯示其經營策略，並由董事會或高
階管理階層批准並確定。核心業務和資訊科技策略
之間不應該存有任何分歧，或可量化、識別的差異
存在。最好的策略，應盡可能的減少差異。

的公司，提供了將該部門從舊的“資料中心＂屬
性轉變到有增加附加價值的業務單位，與以業務
導向、效益及效率為原則的指導策略方向是一致
的。
最後，依公司治理，管理階層的任務肯定是
向董事會爭取批准建立一個獨立的資訊部門，以
支持業務的發展。

事實上，不像外部審計和顧問公司，內部稽核
一般和應用控制的內化作用是將資訊治理知識 部門對公司是有應具備完整企業知識的承諾，不僅
基 礎 整 合 到 企 業 資 產 的 一 個 重 要 途 徑 （ The 僅是查核法令遵詢問題，往往把重點放在經營績效
internalization of ITGC/ITAC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成果是否達到目標。可能只有內部稽核人員最知道、
the integration of fundamental IT governance 也最有機會好好地評估公司全部的業務風險、控制
knowledge within corporate assets）很明顯也很通常， 環境、企業文化及風格以及可能的業務疏失，以履
特別是外包期間，內部稽核人員會進行大量的測試 行其職責。例如：在一個特定的內部稽核中覺察到
工作，而常常忘記其已對一般和應用控制有完整地 在供應鏈過程中的變化，資訊一般和應用控制的風
下定義和信賴其他審計評價結果。然而，若從對已 險提高特別容易出現，事實上，這種變化的影響可
建立的資訊一般控制機制有一定程度的體認開始著 能不會很明顯在IT流程的反映出來，但聯結收到的
手，可以使稽核人員立即看到該公司現在及將來的 資訊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對資訊管理部門或財務
經營策略、組織結構、相關業務作業流程、及資料 部門負責人的訪談，可能不足以偵測到其變化，因
與資訊處理過程的變化。例如，只須檢查該期間之 為一個人不能確認組織內部當場的溝通是有效率及
重要程式變更的數量和內容重點就很有幫助。因此， 有效益的。因此，訪談可能是只有當資訊和業務部
控制測試外包會產生一個不是可以立即或不容易補 門間有具體的策略結盟時，稽核人員用來充分瞭解
救的知識落差。
公司（如COBIT的建議）。資訊和業務部門間的策
略結盟時，是否真的根據一般和應用控制的範圍，
資訊部門_公司內部的公司
有失敗的風險，藉由作業面基礎設施的運作，可以
（THE IT DEPARTMENT—A COMPANY WITHIN THE
實際上“感覺＂公司節拍，掌握其風格和文化。因
COMPANY）
此，依由上而下的方法論來建立策略結盟的誠信。
如果公司的共識是藉由資訊基礎設施（即概念上等
從開發訂單、應付帳款到供應商和薪水線上
同公司的框框），則企業可以公正的確認經由企業
轉帳資訊資料，所有公司都透過組織內部之作業
網路的業務流程變更，可以有被具體實現的機會。
流程處理。
如果公司的共識是不通過資訊基礎設施處理，有可
能整個業務流程和風險相對不能完全理解。
資訊部門可以定義為在公司內部的公司。資
訊部門通常有它自己的供應商和顧客目錄（子公
在稽核人員的測試過程，資訊一般和應用控
司，分公司或控股公司本身的一個部門），其中
制在資訊治理知識和成熟度模型，提供了立即的
從控股公司整體來看，很少會有同一單位同時為
價值，此外，測試資訊一般和應用控制也給企業
供應商和顧客之情形發生。例如，當財務部門之
吸收控制和相關風險的基本要求知識的機會，創
協助或支援需求需要在內部自行開發新電腦程式
造附加價值和資訊治理知識。
時，該部門就可以成為資訊部門的“顧客＂。意
識到管理資訊系統（MIS）部門可作為公司內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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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整合性架構：控制的結合

資料來源: Guess Europe, “ITGC & ITAC at Guess Europe Group: FY2010, July 2010,”
Switzerland, 2010
據資料皆係出自其經營過程，公司則是由一群不同
業務單位作業流程相互交叉組成，所有作業流程整
資訊一般和應用控制的內部化，可以說是把
合起來就是流程週期。因為稽核人員以資訊一般控
資訊治理基本知識整合為企業資產一部份的一個
制來進行MIS部門相關的作業流程的測試，MIS部
重要途徑。公司治理和資訊治理之間的合作發展， 門是一個可以支援所有業務單位和作業流程的業務
創造了發現一個有趣的風險地圖的機會，很明顯， 單位，就此而言，資訊一般控制對其他作業流程和
這些協同效應只在公司內部適用。這是一個令人
審計來說是可靠的。
難以置信的機會，嚴格限制稽核人員於審計期間
使用。這種新的認知將提供立即可見的效益，即
資訊應用控制（ITAC）則關注作業程序與美
策略上建立能完全融合領會風險的年度審計計劃。 國的沙賓法案的測試控制，以評估作業流程控制的
有效性。導入應用控制係為控管得住已被公司辨識
審計計劃裡，稽核人員需要驗證內部控制是有 出的風險。為能更佳認識和評估所有的風險，則必
效的，以確保利益相關者能獲得財務報表能表現其 須利用一般和應用控制及業務流程來檢試資訊治理
真實與公平性。如圖1所描述，雖然財務報表編製 成效。最徹底深入的稽核涉及資訊控制，正確得體
要依循外部的衡量及評價主張，公司內部的所有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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