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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稽核協會常務監事

何達到這個目標？最後，電腦稽核人
本文之為以流程為導向的應用系
員應確保這些控制點已經被妥善記錄
統查核架構兩部分的文章之下半段，
第一部分已先詳細介紹了前三個步驟： 和測試。
規劃，確定目標和映射。剩下的步驟
對於商用套裝軟體，電腦稽核人
將在本卷詳細介紹。完整的應用系統
員可能會從應用程式流程之貫穿檢查
查核架構包括下面的步驟：
開始，以確定哪些控制實際上是有在
應用程式內和瞭解它們的功能。貫穿
 規劃稽核作業
檢查將會依交易步驟，順著資料輸入
 確定稽核目的/目標。
人員按鍵，解釋他們在做什麼和為什
麼，一步一步的進入後續交易或流程。
 應用系統和資料流程之對照。


確定關鍵控制點。



了解應用程式的功能。



執行應用測試。



避免/考慮衍生之枝節問題。



包括財務判斷。



考慮有利的工具。



完成報告。

確 定 關 鍵 控 制 點 （ IDENTIFY KEY
CONTROLS）
在評估相關控制點時，電腦稽核
人員首先想要將公司自己建制的控制
點和那些包含在商用套裝軟體
（COTS）的控制點區別開來。對於
自己建制的控制點，開始評估的好方
法就是「詢問」。

這樣的過程應該讓電腦稽核人員
來大致了解應用程式的控制機制，控
制機制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若單位第
一次使用應用程式時，這種貫穿檢查
是特別需要的。
電腦稽核人員應建立商用套裝軟
體的控制基準底線測試，以了解其可
靠性和有效性。這些將包括應用程式
的作業系統，如 SAP 和 Oracle。
對於商用套裝軟體，電腦稽核人
員需要確定所涉及的供應商的責任。
這就是為什麼圖 1，(在應用系統查核
(上) 系統和資料流程之對照詳細說明)，
列出有關於應用程式的供應商和維護
者資料的本意。當應用程式出現問題
時，管理者需要確認到底是誰來解決
這個問題。顯然地，供應商管理實務
最常運用。

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要問管
理者，在系統開發過程中，有那些的
內部控制專業知識被嵌入到應用程式
中？控制目的為何?也就是說，誰或什
麼部門提供了可以確保適當的控制被
嵌入在新應用程式的專業知識？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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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利用表格應用系統查核對照案例

1(Mapping Example Using Spreadsheet,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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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利用表格應用系統查核對照案例 2 (Mapping Example Using Spreadsheet, Part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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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類型可以採用傳統的系統模型：輸入、
處理和輸出來進行評估。輸入控制包括：



自動對帳



自動通知



存取安全



職責分工(SoD)



對帳



資料驗證



複核



資料完整性



核定



編碼



偵錯及錯誤清單



輸入錯誤更正



實體文件控制(輔助控制)



批次作業控制

了解應用程式的功能

傳統的處理過程控制包括：

(UNDERSTAND APPLICATION’S
FUNCTIONALITY)



自動化程度(全自動、半自動、全人工)



關聯工作排程(依作業處理)



工作排程監控



自動計算

備註
Notes

傳統的輸出控制包括：

通常，有效的稽核品質功能是稽核主管的目
標。稽核程序主要即驗證操作功能的有效性，這
應該在應用程式開發（AppDev）過程中的需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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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階段即應描述清楚。除了檢視應用程式的授
權文件，電腦稽核人員應檢閱最終用戶驗收報告。
如果驗收報告不存在，代表應用程式開發有關的
控制程序不足夠：缺乏最佳實務。
典型的查核目標與該應用程式之目的是相關
的。當測試應用程式時，將考慮到該應用程式的
各種情境已被妥適地測試。如果該應用程式的結
果為二分法（如:是或否，批准或不批准等等）之
結果，測試其中一種情形就可能就夠了。但是，
如果應用程式為工資單處理之更新等類者，則要
考慮到影響計算工資稅的不同因素之各種情境相
關組合之測試。在測試安全性和存取控制時也是
同樣的情形。
另有一些特殊的考慮，包括最終用戶和業務
經理在資訊需求收集階段時往往忽視：安全性和
是否取得適當範圍的數據等 2 項因素。應用程式
開發時，適當水準的安全性明顯是一個關鍵的成
功因素，因此，需要進行評估。通常情況下，用
戶和管理者不完全掌握交易時需要被取得的數據
範圍。但其實這是特別重要的，如果單位有計劃
導入使用數據倉儲、資料探勘進行數據分析以實
現商業價值之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BI)或
業務分析(business analytics)之技術，數據的豐富
性成為資料探勘工具“大卸八塊多樣性詳細分析”
的有用數據，以獲得採用商業智慧的最大利益。
依據應用程式的目的，操作控制及財務報表
的控制機制可能要列入查核範圍內。
利用該系統的模型很可能使分析和測試該應
用程式功能變得更容易和更完整。
執行應用測試
(PERFORM APPLICABLE TESTS)
當一個應用程式無法正確執行，或有錯誤產
生，或嵌入到應用程式之處理進程無法正常工作，
這些問題通常可以追溯到之前不當的測試階段。
測試應用程式並不僅僅是行單一的測試，而其最
佳實務應包括不同層次的測試。首先，通常是由
主要負責開發應用程式之高級程式員或分析師負
責應用程式單元測試，然後，改應用程式再經過

資訊部門的一些獨立的專家進行整體測試之品質
控制考驗。
接著，應用程式是由實際用戶測試。通常，
這些終端用戶在應用程式正在開發階段中都會參
與其中一部分。但最低限度，應用程式一旦完成，
一個或多個最終用戶應該測試該應用程式，以便
確定是否充分的發展它的功能性，完整性，正確
性和效率性。基本上有那些最終用戶測試完成簽
署最終用戶驗收報告，記錄測試結果。
然後，該應用程式應與同一模組或同一作業
循環或同一性質類別交易之其他應用程式合併一
起進行測試。這通常需要比早期單元測試時要更
健全的環境。其中最佳作法為之一，為在另外建
立一個有區隔的基礎設施，應用系統、作業系統
和資料庫之模擬實體測試環境，來進行這項測試。
但尚未結束。應用程式應該在企業制度的背景下
進行整體測試，所有的數據傳輸和介面要模擬在
實際的運營資訊系統上運作。此過程中特別是需
要一個與實際營運系統區隔的測試環境作業。
避免/考慮衍生之枝節問題
(AVOID/CONSIDER COMPLICATIONS)
應用系統查核過程中需要考慮應用系統開發
時所會伴隨的一些固有風險。首先，專屬的（客
戶訂制）應用程式具有較高的固有風險。這實際
上影響了目標，規劃，控制和風險的步驟。
若有包括資料倉儲（DWs）系統因素，固有
風險相對較高。當 DW 初步建置時，幾乎是普遍
性的有下列問題，導致被輸入到資料倉儲的數據
幾乎有很高的風險，例如，資料不一致性（同一
個字段名稱不同），數據缺失和錯誤（即錯誤）。
因此，當從交易處理系統（TPS）取得數據，應
注意數據對照，並使用 ETL（提取，轉換和加載）
過程，以找出並改正前面提到的數據異常。
對於正在使用的資料倉儲系統，資料所有者
可以更改欄位名稱和添加欄位，如果變更控制不
佳，該數據資料無法成功通過接下來的提取，轉
換和加載(ETL)過程。因此，對於資料倉儲的變
更管理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這同樣適用於其它類
似的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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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倉儲的風險應該區分兩種類型。首先，
有處理過程的完整性問題。這種完整性是牽涉處
理是否成功，應用程式是否做到它應該做的功能？
第二，數據資料的完整性和數據品質，其中涉及
被處理，傳輸和記錄的資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被輸入的資料是否有效？原始資料是否有效，準
確和完整？原始資料是否有效地完成傳輸而沒有
錯誤？
包括財務判斷
(INCLUDE FINANCIAL ASSERTIONS)
當財務報告也在應用程式範圍時，應用程式
需要發表帳戶餘額及交易類別或財務揭露等辨識
判斷的宣告。應用程式是否有對帳戶餘額或交易
類別的最終結果之適當控制予以辨別判斷？電腦
稽核人員對該應用程式所稱之宣告應予以測試。
舉例來說，如果這個宣示說法是準確度，測試可
能包括的東西，如：

控制測試
(TESTS OF CONTROLS)
一些可能的控制測試包括：


核對/調節



重新計算



重複



缺口差異

核對的應用例子如驗證客戶在主檔與交易檔
中的客戶 ID。也就是說，交易檔中的客戶是否真
的存在於授權客戶名單？另一個例子是重新計算，
電腦稽核人員可能會從存貨資料庫的資料延伸，
看看總庫存成本總量是否與總帳帳戶餘額相符。
重複和差距在偵測資料處理的錯誤非常有用。
電腦協助查核工具
(CAATS)



數據輸入驗證控制



自動驗算

電腦協助查核工具可以用在重新執行自動計
算或自動核對的功能



自動調節核帳

資料探勘

存在性的宣告可能會是對資料輸入驗證控制
機制進行測試。完整性宣告可能為工作/整批處理
控制或調節表進行測試。

(DATA MINING)

考慮有利的工具

資料探勘可以支持審計目標。特別是在從事
如涉及代碼是否被正確的認證或有無分類錯誤等
之資訊作業相關的實質性程序測試時，非常有用。

(CONSIDER BENEFICIAL TOOLS)

訂購單門檻

電腦輔助審計技術(CAATs)和 ETL 是測試應
用程式有用的工具。電腦輔助審計技術在引導辦
理某些檢查程序是很有用的，例如資料探勘技術，
以檢測應用程式產生的最終結果數據，以確定該
應用程式的控制是否有用?還是有效?還是會產生
錯誤。

(PURCHASE ORDER THRESHOLDS)

電腦輔助審計技術在對利用分析數據達成確
認數據完整性的稽核目標上也是很有用的。
ETL 技術在偵測問題資料上非常有用，追溯
到應用程式產生問題資料的源頭，因此提供改正
的機會。

任何時間應用程式會涉及初始/額外採購審批
門檻的需要，電腦輔助審計技術可確定該項控制
是否有效運行。例如，應用程式是否不是採購訂
單就是支出，是否採購和付款都是一筆對一筆
（即，支出需憑發票支付和而非憑報表不支付），
抓取所有超過門檻的支出的檔案資料，比對檢視
這些交易批准檔案資料（如採購訂單文件），此
簡單的測試會暴露任何例外控制/門檻。如果有人
對審批門檻故意偷梁換柱，這也有偵測欺詐的額
外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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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異常

ADDITIONAL REAOURCES

(INVENTORY ANOMALIES )

1.

Bitterli, Peter R., et al; “Guide to Audit of IT
Applications,”ISACA Switzerland Chapter,
2010

2.

ERP Seminars,“Auditing Application Controls,”
2008,www.auditnet.org/docs/Auditing_Applicati
on_Controls.pdf

3.

SANS Institute,“The Application Audit Process, ”
InfoSec Reading Room,
www.sans.org/reading_room/whitepapers/

4.

auditing/application-audit-process-guideinformationsecurity-professionals_1534

如果該應用程式是記錄接收的存貨，電腦輔
助審計技術可用於顯示應用程式是否允許零或負
的數量進行記錄。顯然構成了錯誤（異常），因
此，該應用程式將被視為含有一個控制缺陷，不
是需要進行應用程式變更就是要有其他補償控制。
其他的應用程式，可以使用這種測試。其次，如
果應用程式是一個維護檔案的程式時，系統會希
望盡量減少其僱員可能無核准文件而變更庫存資
料的情況，可能會導致存貨資料的差異和錯誤。
故需要予以控制，以防止這種異常現象。例如，
使用分工牽制功能可限制負責維護檔案的員工不
能隨意變更檔案資料。此外，應用程式/系統可以
通過改變前和改變後的記錄資料來追踪其變化。
如果沒有這樣的追踪，員工可以偽造的變更
資料，創建錯誤資料或舞弊。資料探勘可以利用
期初餘額加計所有交易總和之結果，來驗證期末
餘額，找出帳戶餘額差異。類似的情況存在於任
何檔案維護應用程式。
完成報告
(COMPLETE THE REPORT)
顯然地，所有查核審計係以某種形式的報告
來結束。這些報告通常是專有的格式。但是，他
們往往包括審計目標，進行了測試，測試結果和
建議。
結論
(CONCLUSION)
成功的應用系統查核有賴於一個可靠的方法。
此兩部分的文章展示了一個可靠的方法和一些工
具，應該是有幫助開展查核工作，尤其是系統和
資料流程之對照和電腦輔助審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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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相關委員會之政策和官方聲明相左，也可能與作者的雇主或本刊編輯有所不同。ISACA Journal 則

無法保證內容的原創性。

若為非商業用途之課堂教學，則允許教師免費複印單篇文章。若為其他用途之複製，重印或再版，則必
須獲得 ISACA 的書面許可。如有需要，欲複印 ISACA Journal 者需向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版權批
准中心，地址：27 Congress St., Salem, MA 01970) 付費，每篇文章收取 2.50 元美金固定費用，每頁收取
0.25 美金。欲複印文章者則需支付 CCC 上述費用，並說明 ISACA Journal 之 ISSN 編碼(1526-7407)、文
章之出版日期、卷號、起訖頁碼。除了個人使用或內部參考之外，其他未經 ISACA 或版權所有者許可之
複製行為則嚴明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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