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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政府機關本存有內部控制機制，透過施政管考、資

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核、人事考核、內

部審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其他稽核職能等執行稽核

或評估，惟缺乏針對機關業務進行稽核，致部分機關未

有效控管時有違失案件發生，如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競賽

評審及贈獎活動得獎名單造假案、成功大學研究費                          

詐領案及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

醫院器官移植失誤案。                    等。  

外界要求強化內部控制機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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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要求強化內部控制機制(2/2) 

審計部97、9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部

分機關因內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間有施政效能不彰、

投入鉅資興建設施閒置浪費及未依法制執行預算等，

致有重大弊案陸續發生，顯示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以防杜違失，實刻不                             

容緩。 



內部控制 

行政院近年陸續頒行相關規定（一） 

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 為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設計內部
控制制度 

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為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落實自我
監督機制，以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 

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點 為利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構）、學校每年
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以強化內部控制自主管
理 

政府內部控制共通性作業(含跨職能整合)範
例製作原則 

為協助各機關建立出納與財產管理等共通性業
務之內部控制機制，減輕各機關自行設計之歧
異及負擔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設定作業層級目標實施原
則 

為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設定作
業層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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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 

其他參考規定（二）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 將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融入日常作業與決策運

作，以降低災害之可 能及後果 

教育部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推動作業原則 教育部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內部控制規定 

共通遵循高風險法令(主管機關)成果考核表 

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應共通遵循之高風險法
令填報表 

辦理共通遵循高風險法令(二級機關)成果考
核表 

政府內部控制之推動電子書 

風險評估觀念與實務 

教育部1040056943修正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pdf
教育部1040056943修正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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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40056943修正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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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個案符合SOP程序。 
部分落實：部分個案不符合SOP程序。 
未落實：未依SOP辦理業務。 
未發生：有SOP，但評估期間未發生個案。 
不適用： 
一、法規修改或作法已修正，但SOP程序尚
未修改。 
二、沒有該項業務(業務已移轉他單位)。 



內部控制與組織治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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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治理 

內部控制 

內部稽核 

內部審核 



內部控制的定義及觀念 

高階主管(尤其
是首長)對內部控
制制度的有效設
計、執行及維持，
負主要責任 

透過五項互有關聯
的組成要素，整合
內部各種控管及評
核措施 

按五項要素逐一檢
查、判斷內部控制
制度的有效性 

何謂內部控制： 
 係由機關內部全體人員參與           →人人有責 
    藉以合理確保達成機關目標         →四項目標 
      共同設計、執行及維持的管理過程 →五項要素 

 

內部控制制度有其
先天限制 

不論設計及執行如
何有效，僅能「合
理確保」而非絕對
保證目標的達成 



內部控制的目標及要素 

五項要素： 
1.控制環境：機關文化、內部控制認知  

2.風險評估：辨識、分析與評量風險 

3.控制作業：控制規範及程序 

4.資訊與溝通：資訊編製、蒐集與傳達 

5.監督作業：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有效性 

四項目標： 
● 實現施政效能 

● 遵循法令規定 

● 保障資產安全 

● 提供可靠資訊 

政府內部控制整體架構~ 
機關各單位及業務，經整合五項組成要素，合理促使達成四項目標 

監  督  

資   訊   與   溝   通 

控  制  作  業 

風  險  評  估 

控  制  環  境 

業  

務 

2 

業 

務 

1 

單
位 
B 單

位 
A 



內部控制五大要素金字塔 

監督作業評核各項要素，並追蹤改善情形 

控制環境係內部控制的基礎，位於金字塔底部 
配合控制環境及設定之目標，據以評估風險 
針對風險有效設計及執行控制作業 

充分溝通資訊，及時連貫與支援各項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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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整體層級)目標 

控制環境 風險評估 資訊與溝通 

風險 風險 

控制作業 控制作業 

單位(作業層級)目標 

使命/願景 

監督作業 

風險 風險 

控制作業 控制作業 

單位目標 

風險 

控制作業 控制作業 

單位目標 

目標、風險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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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政府內部控制五項要素—控制環境 

 外部環境不可控制；控制環境可控制影響 

 控制環境=內部環境 

 塑造機關文化及影響其人員對控制環境認知之綜
合因素，為其他四項組成要素之基礎。包括： 
–建立及維持公務職業操守與倫理價值觀念，型塑廉政文化
，  建立即時處理偏差行為之機制； 

–首長與高階主管重視及支持內部控制，督導工作執行； 

–授權適當明確，落實責任分工及制衡機制； 

–人力資源之妥適管理，職務輪調及人才培育之機制； 

–強化內部控制課責性，落實考核獎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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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控制五項要素—風險評估 

全面辨識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分析該等風險之影響
程度與發生可能性，及評量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
目，據以決定採取控制作業，處理或回應相關風險： 

 確認整體與作業層級目標、定義適切之風險容忍度，以辨
識相關風險； 

 辨識貪腐與影響政府公信力之風險，強化廉政透明； 

 落實風險分析，評量決定需處理之風險項目； 

 滾動檢討風險，以因應對內部控制產生重大影響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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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控制五項要素—控制作業 

  依風險評估結果，採適當政策與程序，將風險
控制在可承受範圍之內。控制作業具有預防性
或偵測性之功能，亦可涵蓋人工化與自動化作
業。包括： 

  選擇業務項目，建立控制作業，以降低達成目標之
相關風險至可容忍程度； 

  建立資訊作業之控制，強化安全管理； 

  定期檢討控制作業，授予權限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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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控制五項要素—資訊與溝通 

蒐集、編製及使用來自內、外部攸關及具品質之資訊
，以支持內部控制其他組成要素之持續運作，並確保
資訊於機關內、外部間有效溝通。包括： 

  確保資訊品質，以支持內部控制持續運作； 

  建立內部溝通，履行內部控制職責： 

  落實內部控制制度遵循法令機制； 

建立通報異常情事之管道。 

  建立攸關且及時資訊之外部溝通，促進多方交流： 

推動行政透明措施，對外界意見及時處理； 

  落實跨機關整合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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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控制五項要素—監督作業 

採持續性評估、個別評估或二者併行，以合理
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 

  落實監督作業，提出可能提升績效之建議； 

  定期檢視各項作業流程之簡化及透明化程度； 

  針對內部控制缺失及具體興革建議，落實追蹤檢討
改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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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制度之限制 
  ─「合理確保」而非絕對保證「達成目標」 

成本效益之考量 

若要求絕對確保達成目標，其成本可能超過所能產生的效益 

人性面先天限制 

人為疏忽或誤解規定 

串通舞弊或蓄意偽造 

高階主管逾越制度 

遵循制度日久鬆懈 

情況變遷複雜性 

正常環境或一般事項之控制，難以因應環境變遷或特殊事項 

 



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流程圖 

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流程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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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流程圖.pdf
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流程圖.pdf


控制重點的類型－以控制作用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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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改正偵查性控制所發現的問題，如隔離或刪 

除病毒。【已發生要改正】 
改正性控制 

利用某些程序來偵測已發生的錯誤，如定期掃毒 

。【發生要知道】 
偵查性控制 

藉由『事前』的控制，形成一道屏障，防止錯誤 

的發生，如安裝防毒軟體。【期望不發生】 
預防性控制 

用來補充其他控制之不足，使某些控制弱點不會 

成為問題，如採用免費軟體或線上掃毒。 
補償性控制 

由管理階層指示一些行動，以便達成某種結果， 

進而產生正面成效。【好的結果要讓它發生】 
指示性控制 



本校內部控制作業文件 
內部控制小組設置要點 

內部控制制度手冊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實施計畫 

修訂SOP申請表 

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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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作業手冊 
作業流程圖SOP：應依相關規定及一般行政流程
確實設計開始及結束，涉及相關單位時，應將流
程表明，並保留適當的作業期程。 

風險評估：進行風險辨識、風險分析與風險評量
，擇定風險等級。 

控制重點：核准、驗證、調節、覆核、定期盤點
、記錄核對、職能分工、實體控制與計畫、預算
或前期績效之分析比較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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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內控作為 
處(室)會議：修法或改善行政作業 

意見反映：教職員生或校外人士所提建議或陳情 

上級機關交辦：審計部或教育部等查核結果或來文 

媒體、網路關注：其他機關學校所發生的事件 

司法調查：政風單位、地檢署或法院調查案件 

管考：本校管考系統後續追蹤缺失改善辦理情形 

自發精進：承辦人例行業務中發現應改善項目 

內部稽核：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所辦理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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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內部控制制度之實施，雖不盡然保證各項事務之成功，
但透過機關內部各種管理措施日趨健全，可合理促使─ 

提升政府整體施政效能 

達到興利及除弊之功能 

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關鍵在於─ 

機關首長全力支持 

全員參與凝聚共識 

化繁為簡精進流程 

控管風險即時修正 

內部控制目的是防弊與興利 

內部控制最終目的是提高學校的競爭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