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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時代不斷的進步，資訊科技的發展也是日新月異，為了提升企業本身的競爭

能力，許多企業都紛紛開始採用各種資訊系統，例如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客戶關係管

理系統、供應鏈管理統等。再使用這些資訊系統的時候，雖然為企業帶來相當大的便

利，但是另一方面也因為資訊系統本身的複雜性使然，在安全性上也留下了一大隱憂。

資訊系統的內部控制成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而其中又以一般控制是最為必頇所

受到重視的，如果有良好的一般控制，勢必能夠提升資訊系統本身的安全性。 

    本研究第一階段透過相關文獻的探討及整理，採用紮根理論研究法找尋出資訊系

統應有之內部控制作項目的相關變數，以證期局所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

制制度處理準則」中的控制作業規範建構出本研究之雛形。再經由擁有企業資訊系統

維護、管理及稽核實務經驗專家們的修正與確認，詴圖提出『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

制要點』，以提供稽核人員對企業資訊系統進行資料品質稽核的作業依據。第二階段

將以此理論端建立之雛型為基礎，以個案研究法驗證，確認本研究提出之控制項目的

可用性及有效性。 

    藉由本研究所建構出十一個個構面共 48 項控制項目的成果，期望能夠提供一個

參考準則，以協助企業建立貣資訊系統上內部控制的完善管理機制，並提供稽核人員

在進行企業資訊系統上的稽核時可以針對企業資訊系統應控管的內部控制要點進行

有效查核，讓企業能夠降低在資訊系統使用上的風險。而在學術研究方面，也可作為

後續相關研究的一個範例，讓有興趣對資訊系統進行研究者，可以針對不同的資訊系

統去深入探討出彼此間的內部控制有何差異存在，以建構出專屬於特定資訊系統的內

部控制項目。 

 

 

關鍵字〆企業資訊系統、沙賓法案、一般控制、個案研究法 



 

 

Abstract 

    As time continues to progres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changing,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many companies have started using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uch as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s,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o on. Then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system, although the convenience of a large enterprise, but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tself dictates, the security also 

left a major worry. Information system of internal control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nd which went to the general control is the most attention, if there is a good general 

control, is bound to enhance the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 itself. 

    The first phase of this research literature through discussion and finishing,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o find a proper internal control information system for 

project-related variables, to Securities and Futures Bureau of the set of "public companies 

to establish guidelines to deal with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control of operating 

standard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totype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n with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through the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auditing and confirmation of amendments to the experts, to try to mak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 general control point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audit of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quality audit of the operations basis. The second phase will end in 

order to build the prototype theory-based, case study method validation, control proposed 

in this study confirm the avail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th all this research construct eleven dimensions of 48 control results of the project,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guidelines to assist companies to build information systems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and provide corporate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or during the on the audit can be control for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points to check, so that companies can 

reduce the risk of the us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follow-up 

research as an example, so that interested researcher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s can be different to in-depth study of each other's internal control what differences 

exist,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dedicated specific information system of internal controls. 

 

 

Key words: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Sarbanes-Oxley Act、General Control、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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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全球市場接二連三的發生財務風暴之後，政府主管當局強調頇有一套新的法規

遵循機制來確認企業風險已有被判定並進行相對應的控制措施，所以風險管理便成為

主要的解決辦法。企業內部控制目標的制定，大都遵循政府法令的要求或參酌模範企

業的內部控制架構為主，極少從企業營運風險來檢視內部控制目標的準確性，從過去

幾年國內外企業和政府機構不斷地發生財務危機和舞弊事件，就可以知道問題的嚴重

性。 

不論是否涉及資訊安全或是其他風險，風險評估均可以提供決策者必要的資訊，

協助其瞭解對作業及結果有不利影響之因素，並對降低風險所需之行動做出有所依據

的判斷與行動(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7)。 

在 2002 年 7 月 30 日，為了恢復自安隆事件以來而受到重大衝擊的投資人信心，

由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連署通過，並且由美國總統簽暑了沙氏法案(許妙靜，2004)。

而其中攸關企業資訊治理的內部控制相關規定中，以法案中的第 404 條之影響最大。 

沙氏法案的主要目的在於〆(1)強調公司及其主管人員的責任(2)強化資訊的揭(3)

高對會計與審計的規範(4)提高對違法行為之處罰(薛明玲，2003)。雖然沙氏法案在簽

暑的時候，資訊環境的控管並未被視為第一要務，但沙氏法案中的 404 條款要求執行

長及財務長保證公司有適當的內部控制。假設維護財務資料的系統不能被合理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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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必頇保證資料的真實性與內部控制的健全，那高階主管勢必會面臨極大的壓力。

所以內部控制已經從最佳實務的領域進展到法律規定的領域，沙氏法案改變了大家公

認的財務資訊的本質(Randy，2004)。 

內部稽核是內部控制執行成效的評估機制。內部稽核是一獨立的、系統的、客觀

的活動或方法，評估及增進風險管理、控制、及管理程序的有效性，以提昇組織價值，

達成組織目標。目前內部稽核的範圍已從傳統的財務稽核擴大至管理稽核，而營運稽

核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評估所有部門管理階層的規劃、管理程序、品質管控、及工

作績效等，其目的在於協助管理者發現問題，並且提供未來改善的建議 (蕭幸金，

2009)。 

    近年來隨著政府推動商業自動化政策，鼓勵企業電腦化及大力推展電子化政府，

根據主計處統計資料顯示，98年12月底我國工商企業使用電腦普及率已達82.97% 。

企業電子化雖提供快速、有效率及一致性的效益，但其隱含錯誤或舞弊的風險亦比人

工作業處理更加複雜，為確保控制系統的正常運作，企業亦需建立健全的稽核制度。 

由於資訊科技的高度發展，企業為了增進營運效率而大量使用資訊科技。企業一

般人員所進行之日常作業活動，其原始資料因而由人工編製改變成透過資訊系統來彙

整處理。因此，資訊系統環境已大幅影響內部控制之設計與一般作業的處理流程。 

而由其他相關研究所顯示，我國內部稽核人員之電腦稽核能力均顯著低於理想化

標準(孔令娟，2000)。內部稽核人員往往因對於電腦系統及資訊作業特性不了解，以

及缺少一套較嚴謹的查核程序及方式，以致對於電腦稽核不知從何開始進行查核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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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再就電腦化資訊系統的觀點而言，其內部控制可以區分為一般控制與應用控制。

與資訊系統控制環境有關控制稱為一般控制々至於針對個別應用系統在資料輸入、處

理以及輸出階段，所採行的控制程序與方法，則稱為應用控制。企業電腦資訊系統的

一般控制，是所有系統應用控制之基礎，企業設置一般控制的目的，在於確保電腦化

資訊系統作業環境的穩定與良好的管理，以提升應用控制的效果。因此，提供良好的

一般控制環境，對於應用控制效果上的提升，將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而對於資訊系統上面之內部控制其重要性，與資訊安全的部分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隨著電腦運用的普及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已帶給人類急速而巨大的衝擊，也大大

的改變了人們原本的生活模式，但是資訊系統本身的複雜性使然，在相關的安全控管

上也變得極為重要。資訊安全如果不能有效去執行的話，那麼將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後

果。知名網站維基解密(Wikileaks)這個非營利的國際媒體組織，便是專門公開來自匿

名來源和網路洩露的文檔，而這些文檔的來源，就是來自因為資訊安全未能明確落實

之企業或政府機關。企業或政府機關所洩漏的機密資料，通常都具有不可公開給外人

知道的理由，一旦這些資料洩露出去，輕則會導致聲譽受損，嚴重的話甚至會使得企

業發生經營上的危機，這樣的情況不可謂之不重大。 

    企業在使用資訊系統之後，因為輸入、處理和輸出方式改變，而使企業流程及相

關內部控制也隨著改變。這樣一來，將會造成企業一般人員在進行日常作業之程序上，

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而企業在時間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面對營運流程繁多的作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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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龐大的投入金額，應該如何依照法令及依內部控制的強度來分階段實施將會是一

重要課題。目前國內對此方面的研究較少，而且實務界對於沙氏法案下資訊系統環境

一般控制的評估過持與結果，也沒有採用一致的標準或是完善的工具來進行評估。所

以公司一般人員在進行相關判斷上，比較缺乏可供參照的資訊。 

    綜合以上之原因，引發本研究之動機，希望針對沙氏法案下公司一般人員執行企

業資訊系統來進行日常活動時，在其一般控制之要項建構上面做一廣泛性的研究。期

望能夠透過客觀且完整資訊的探討，提供公司一般人員在使用企業資訊系統上對於內

部控制的掌握，使其於使用企業資訊系統時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避免因為本身的疏

忽或無知而導致企業整體發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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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問題與目的  

    對於資訊系統來說對企業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工具。而資訊系統本身所面對到

的最大威脅，就是資訊系統自身上安全的問題。由於資訊系統本身是一個脆弱而且忙

大的目標，所以本身缺乏足夠保護自保的能力，不管是透過實體或是非實體上的入侵，

都會造成大小不一的損害。而資訊系統安全是為了確保一個公司之資訊資源的機密性、

可利用性、和完整性。所以要確保資訊系統之安全，勢必要有一個良好的管理辦法來

維護。 

    由於企業本身缺乏內部控制，導致許多弊案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而缺乏電腦使

用知識的員工，亦常因為不熟悉資訊系統上的內部控制，使得機密資料外洩的資安事

件重覆的發生。這些種種問題的產生，皆肇因於在資訊系統上的內部控制未能好好去

實行，因此本研究將制訂出一套解決辦法，以其在資訊系統上一般控制這部分能夠被

有效去執行。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將定為下列之主題 

◆探討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 

◆建構沙氏法案下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的控制要項 

◆使用專家問卷與個案研究的方式驗證一般控制要項的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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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策略 

    Gowin's and Novak's 早期在探索知識與學習的本質時，發現了影響學生了解科學

及獲取概念涵義的許多因素(Novak, 1998; Novak and Gowin, 1984)。他們這個研究計

畫同時發展出兩個協助獲取與學習知識的工具—「Vee diagrams (Vee 圖)」及「Concept 

maps (概念構圖)」。Gowin 持續發展他的 V 型啟發式教育法來幫助學生學習科學，透

過使用 12 個明確且必要的項目來建構科學性的知識(Gowin, 1981; Novak and Gowin , 

1984)。Novak's 的研究計畫則是發展出概念構圖法(Concept mapping)，當需要一個工

具來表示學童在 12 年學習期間中了解科學概念的變化時，這個資料分析工具就必頇

同時具有簡單性及高度明確性(Novak and Musonda , 1991)。概念圖能把知識以階層式

的架構呈現，並將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以視覺化圖示表示出來，在某種程度上是根源

於 Gowin's Vee 的知識概念，概念的涵義是建構在人類對物體(objects) 或事件(events) 

的洞察力與交互影響程度。 

Gowin's Vee 的模型圖結構(如圖 1.1)，是一個 V 字形的架構，原本用於科學性教

育研究，主要是把想法(概念)與實作(方法)區分開來。知識看貣來是開始於觀察圍繞

在焦點問題事件上的規則性。這些事件被放在 Gowin's Vee 的底部。Gowin's Vee 的

一邊表示「(The Doing)實作」，也就是牽涉到事件(events)的選擇，紀錄關於該事件所

做的觀察，移轉或組織這些紀錄，所以才能夠對焦點問題發展出答案。實作的最終構

成要素是產生知識主張，也就是說，選擇對問題最有可能的解答。如下圖 1.1 所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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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Gowin‘s Vee 的模型結構圖 

(資料來源〆Novak ＆ Gowin, 1984) 

V 形圖最初使用在教育科學上研究行為工具，認為經由知識宣稱來幫助人們的理

解，教育的研究人員研究澄清理論上的和概念上的特定的教育的事件或物體，促進研

究人員詳細地觀察支持各種不同的要求和調查結果建議的結論。V 形圖架構包含理論

端（想法）和實務端（做法），該架構的優點是可以同時呈現「想」和「做」，可以用

來探究學習者對知識的認知結構，也可以做為指導學習者學習的工具，透過研究問題

的交互作用及修正達到最佳化的模式，幫助使用者得到最適的學習及方法（Novak ＆ 

Gowin ,1984）。V 形圖上方式主導問題，亦即可以引導與組織我們的思考、探索與感

覺什麼是下一步要做的問題。V 圖的尖點是事件或物件，是知識產生的開始。當我們

想要觀察事務的規則性時，我們會考慮特定的事物，仔細的觀察、做某種的紀錄，此

時我們已有的概念會影響我們的選擇，以及紀錄的方式與方向。這三個要素〆概念、



 

8 
 

事物、和紀錄，在我們嘗詴找出新的知識時，一貣出現並密切的相互作用（許書琅，

1989）。 

Gowin's Vee 及概念圖已經廣泛的被使用於很多的領域與各種不同背景。科學教

育研究者及教師大多知道這兩個認知工具，它可以用以幫助學生了解科學。Gowin's 

Vee 同時也是一個擁有邏輯性與可被複製過程的應用工具。 

該架構的傳統使用方法有兩種，其一是從認知端（Conceptual）開始，由學習者

根據自己本身的原始認知，在透過文獻的閱讀與整理後，取得對解決問題的概念，之

後由學習者進行實驗，並進行資料蒐集與實驗結果判斷與解釋，因而得出學習者本身

的知識，最後止於認知端，除幫助學習者清楚控制整個事件的認知過程，它也可以幫

助學習者發展更完整的概念架構。如下圖所示〆 

 

圖 1-1 傳統 Gowin's Vee 使用步驟之一 

(資料來源〆Gowin and Novak ,1984) 

 



 

9 
 

另一種方法是從方法端開始，由晤談者利用晤談技巧，取得學習者反應的語言做

為宣稱的紀錄，再根據自己關於晤談主題的知識和判斷的準則，以推論出學習者的認

知結構，最後止於認知端，除幫助學習者清楚控制整個事件的認知過程，它也可以幫

助學習者發展更完整的概念架構。如下圖所示〆 

 

圖 1-2 傳統 Gowin's Vee 使用步驟之二 

(資料來源〆Gowin and Novak , 1984) 

本研究目的並不是要去探討 Gowin's Vee，但本研究認為該架構提供一個科學研

究的基礎，特別是將原始概念由廣泛至精細，再由低階至高階，或由超屬概念至次屬

概念再至例子等等。利用逐漸分化、統整、調和，透過研究者本身的認知，最後摘要

出內容的要點的過程，相當的具有科學性。 

此外 Å hlberg and Ahoranta （1993 and 2002）曾經以 Gowin's Vee 模型為基礎，將

主要結構與部分的內部要素做出修改之後，提出一個改進後的 Gowin's Vee 模型，該

模型也有在芬蘭地區獲得實證，證明該模型可以再適當修正下進行，並能獲得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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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Passmore （1998）曾研究運用 Vee 圖來學習有關放射性科學領域的研究理論是

否會有幫助〇最後，他確信 Vee 圖運用在放射性科學的研究領域上非常適合測量特性

知識架構變化，並且鼓勵與建議放射性學會使用這樣的一個 Vee 圖來學習研究該領域

的相關知識。 

由於 Gowin's Vee 模型本身非常重視知識的結構及歷程的特質，能夠幫助研究者

將概念理論與實務經驗連結，達成有意義的結論。所以本研究將採用 Gowin's Vee 的

架構圖作為研究策略，並稍加修飾，藉以提升研究本身的品質，而以下將對於有關本

研究修正過後的 Gowin's Vee 架構策略圖，做初步的介紹。 

3.1 專注問題與研究目的 

在本研究中，將專注問題認知為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這是因為這些問題來

源主要是與實務需求及文獻探討，因而發現確有建構企業資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

項細目規範的必要，因而利用 Gowin's Vee 幫助本研究正確的找到研究目的，並

確保研究過程不會偏離由基本研究背景與動機所衍生的研究目的。如下圖 1.4 所

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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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Objects ( 事件、物件)

Focus Question

( 專 注 問 題)

研究背景與動機

Theoretical ( 文獻端 )

Philosophies ( 整體概念 )

Theories ( 理論 )

Principles ( 原理原則 )

Concepts ( 概念 )

Methodological (實證研究)

Knowledge Chaims 

( 知識宣稱 )

Interpretations ( 解釋 )

Transformations ( 轉譯 )

Data Gathering ( 資料蒐集 )

Interaction

( 互動 )

研究目的

 

圖 1-3 研究策略圖之一 

(資料來源〆Gowin and Novak , 1984) 

3.2 理論端（文獻上） 

任何成功研究活動的基礎都一定有對與研究議題相關理論，進行辨認與探索。

在欲探索的領域中，閱讀之前研究所獲致的結論或重要的相關文件將得到關鍵的

瞭解。本研究藉助 Gowin's Vee 來幫助建構模型的形成，將企業資訊系統上的內

控規範，配合既有的文獻與理論，使用紮根理論來分析出評量企業資訊系統上內

控規範的基本構面，再實施專家問卷發放與回收，經過統計整理後，最後形成主

要的一般控制要點項目。本研究透過 Gowin's Vee，除能增進效率與文獻探討過

程的品質，更能幫助讀者瞭解本研究如何建構模型。如下圖 1.5 所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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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Objects ( 事件、物件)

Focus Question

( 專 注 問 題)

Theoretical ( 文獻端 )

Philosophies ( 整體概念 )

Theories ( 理論 )

Principles ( 原理原則 )

Concepts ( 概念 )

Methodological (實證研究)

Knowledge Chaims 

( 知識宣稱 )

Interpretations ( 解釋 )

Transformations ( 轉譯 )

Data Gathering ( 資料蒐集 )

Interaction

( 互動 )

文獻探討(紮根理論)
專家問卷

 

圖 1.5 研究策略圖之二 

(資料來源〆Gowin and Novak , 1984) 

3.3 方法端（實務上） 

在建構出初步的企業資訊系統中內控規範衡量構面與項目之後，本研究進行

個案研究法，透過個案研究的探討加以整理與分析，將受訪者的概念摘要出內容

的要點。如下圖 1.6 所示〆 

Events、Objects ( 事件、物件)

Focus Question

( 專 注 問 題)

Theoretical ( 文獻端 )

Philosophies ( 整體概念 )

Theories ( 理論 )

Principles ( 原理原則 )

Concepts ( 概念 )

Methodological (實證研究)

Knowledge Chaims 

( 知識宣稱 )

Interpretations ( 解釋 )

Transformations ( 轉譯 )

Data Gathering ( 資料蒐集 )

Interaction

( 互動 )

個案研究

 

圖 1.6 研究策略圖之三 

(資料來源〆Gowin and Novak ,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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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互動與回饋 

利用理論端（文獻上）所得出來的企業資訊系統中內控規範構面與項目，最

後就是要與方法端（實務上）所得出來的改進要點做比較並加以修正，以達到本

研究目的，並找出後續可專注研究的問題提供未來研究進行的方向。如下圖 1.7

所示〆 

Events、Objects ( 事件、物件)

Focus Question

( 專 注 問 題)

Theoretical ( 文獻端 )

Philosophies ( 整體概念 )

Theories ( 理論 )

Principles ( 原理原則 )

Concepts ( 概念 )

Methodological (實證研究)

Knowledge Chaims 

( 知識宣稱 )

Interpretations ( 解釋 )

Transformations ( 轉譯 )

Data Gathering ( 資料蒐集 )

Interaction

( 互動 )

模型建立
完成

模型實證
完成

 

圖 1.7 研究策略圖之四 

(資料來源〆Gowin and Novak ,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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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前一章的內容中可以得知，進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建構「以沙氏法案為基

礎的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所已在著手建構相關雛型之前，我們將會先回顧

與本研究有關的相關文獻。 

    首先第一節我們將會先探討內部控制的定義以及對內部控制做出簡單的介紹，並

探討與內部控制相關的內部控制整合架構與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而第一節的後半

部分則是介紹沙氏法案所成立的時空背景以及其中第 404 節內容條文所會帶來的影

響。 

    在接下來的第二節當中，將會先對資訊科技治理的標準與規範進行探討，並介紹

在 IT 治理中會被使用到的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像是 COBIT 與 ISO27001 等內容。最

後的一部分，才會探討企業資訊系統本身的安全問題以及相關的內部控制。 

1 內部控制與沙賓法案 

1.1 內部控制的簡介 

在電子化浪潮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的導入整合了過往存在於企業內獨立的系統，

改變了企業運作的模式，造成企業流程再造與企業組織的變革，這都使得企業需要重

新思考其內部控制機制，並做有效的變更（Glover et al., 1999）。因為相關資訊系統的

導入，原本以人工處理的文件等稽核軌跡，皆逐漸變得模糊、減少、甚至是消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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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面對這樣的變化，並維持內部控制稽核的有效性，稽核人員必頇對新的稽核方式有

更深的了解與體認，否則稽核工作勢必無法進行（Sardinas et al., 1981）。如何使企業

有一機制，能在事情發生之前，即予以預防。如何防範除了建立外部會計師查核之機

制外，更需要企業內部作預防，此乃內部控制制度設立之必要性。但如何有效應用於

企業內部，為一重要之課題（馬嘉應，2006）。 

    所以為了降低錯誤與舞弊發生之風險與損失，我們勢必需要藉由內部控制的實行。

企業資訊作業若發生錯誤與舞弊可能會影響資料的可靠性，財產及資訊之安全性，組

織目標及組織營運效率的達成（吳琮璠，1997）。並且，COSO 委員會亦對內部控制

的觀念提出四個基本觀念，包含〆 

 1.內部控制是一個過程，它是達成組織目標的方法，是所有與企業個體整合一的

一系列行動。 

 2.內部控制是由人執行的，而不只是書面的手冊表單，這些執行者包括組織上中

下各階層。 

 3.內部控制能提供合理的而非絕對確保自標的達成。 

 4.內部控制目的為達成財務報導真實性，法規遵循與營運效果與效率三個目標，

三類目標可能會有重疊之處。 

    此外，內部控制是一套由董事會、管理階層與相關人員執行，由管理人員階層所

設計的程序，其目標主要有三項（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二號，1998）〆 

    1.營運目標〆確保企業有效率且有效果地使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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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財務報導目標〆編撰可靠的財務報表。 

    3.遵循法定目標〆企業遵循相關法令並確實執行。 

    內部控制可以幫助企業達成其目標，如現在企業所流行的模式為知識管理，就是

利用標準化之程序，將各工作點所遇到之問題及其解決模式標準化的列入資料庫中，

一直累積，以減少風險。而次要目的為防止舞弊，也就是每個作業與流皆有其控制點，

使員工不易發生舞弊。為進一步防止經理人舞弊，特由內稽人員按稽核計畫定期稽核，

並每兩個月將稽核報告送交監察人，以期董事會監控管理當局之控制點。 

1.1.1 內部控制整合架構 coso 

1992 年，美國杜威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readway 

Commission々 簡稱 COSO)成立，其成員包括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々AICPA)和財務經理人協會(Financial Executive Institute々

FEI)，其發佈了內部控制整合架構報告「內部控制-整合性架構」(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COSO 報告) 

 

圖 2.1 內部控制整合架構(COSO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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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 

1992) 

依據內部控制整合架構報告的定義，內部控制係由董事會或管理階層所設計及制訂的

一種作業程序，以合理擔保達成三大目標〆(1)經營之效果與效率、(2)財務報導之可

靠性及(3)法令遵行。其強調四個主要的基本觀念(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 1992)〆 

◆內部控制是一種過程，不是一個事件或狀況，而是業務過程的一部份，是整合所有

企業個體的一系列活動。 

◆內部控制因人而產生效果，內部控制透過企業內部的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其他員工

所影響的，不是只包括書面資料即可。 

◆內部控制是僅能提供合理的保證，而非絕對確保目標的達成。 

◆內部控制可以與想要達成之目標相配合而達到營運活動的效果及效率、財務報告的

可靠性及遵循相關法令的目的。 

吳琮璠(1999)指出內部控制整合架構報告之內部控制係由五個相互關聯之要素組成

－控制環境、風險評估、資訊與溝通、控制活動及監督，企業的目標有賴各作業活動

在內部控制五個組成要素之交互運作下達成，三者之間是相互關連。 

在內部控制整合架構報告中提出內部控制由五項要素所組成，其內容如下(吳琮璠，

1999)〆 

 ◆控制環境(Control Environment)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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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環境用以規範企業之紀律及內部控制之架構，亦指任何企業的核心精神，以及它

所處的環境，並提供人們進行其活動，履行其控制責任之綜合因素，是其他四項個組

成要素的基礎。 

其影響企業文化及組織成員對內部控制的認知。企業的人力資源和營運環境是企業的

核心，人力資源應考量員工的特性，包括價值觀、操守、工作能力等，這些是公司成

長的趨動力，也是所有成就的基石。因此控制環境乃指可以引導組織文化、影響員工

控制意識之綜合因素。 

其通常包括〆(1)組織成員之操守、價值觀及公司用才態度，即致力於追求能力之投

入程度、(2)董事會對組織整體之關注及指導、(3)管理階層的管理哲學及經營風格、

(4)組織結構、(5)、職權和職責的指派及(6)人力資源政策和實務。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〆 

任何企業均存在企業風險，風險係指不能達成組織目標之內、外在因素及可能性。風

險評估係指企業辨認風險並加以分析之過程以作為風險應如何管理之依據，同時組織

必頇建立一套機能，以辨識、分析並考量需採取之行動。 

其通常包括〆(1)估計風險發生之可能性(或頻率)、(2)對企業繼續經營衝擊程度及可行

的管理風險方法。任何組織都必頇對其遭遇的風險有所認知並加以處理，因此組織必

頇設立預警制度來處理風險，並建立確認、分析和管理相關風險的一些機制。 

 ◆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〆 

控制活動乃是控制性的作業活動。其係指設立完善之控制架構及訂定各層級之控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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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確保其指令已被執行，以確保營運作業，達成既定目標，

並且有效實行。控制活動的重點在於適當的職能分工、避免作業流程由同一人或同部

門人員執行，並給予適當的授權，且對交易做完整記錄，保障資產實體安全，增加會

計的可靠性。 

其通常包括〆(1)授權、執行、記錄、保管、稽核等作業、(2)主管需複核營業成果，

比較實際與計畫、預算或前期績效之差異、(3)以績效指標評估實際執行成果、(3)保

障資產之實體安全、定期盤點、與帳務紀錄核對，以及(4)適當職能分工等，皆屬控

制性的作業活動。 

 ◆資訊與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〆 

指企業透過資訊系統達成有效的管理，能在時程之內辨識、衡量、處理及報導適切的

資訊並加以溝通，使相關人士可獲得資訊，使其有效履行其責任。溝通包括組織內部

溝通，以及組織與外部團體間之外部溝通，內部溝通包括向上、向下及橫向溝通，外

部團體包括顧客、供應商、政府主管機關及股東等。 

資訊系統所處理之資訊，包括財務性及非財務性資訊，以及為達成三項控制目標有關

之資訊。這些系統使得組織的成員能夠使用和交換資訊，以便執行管理、控制組織的

運作。資訊可由內部產生，亦可由外部取得。 

 ◆監督(Monitoring)〆 

監督是一種隨著時間經過而評估執行制度品質的過程。監督的過程是由適當人選在適

當及時的基礎下,評估環境是否良好、風險評估是否即時與確實、控制作業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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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以及資訊與溝通系統是否良好。通常可透過管理階層日常管理與監督、內部稽核

人員定期或不定期的對各項作業進行評估或委由會計師對內部進行各項作業評估。 

管理階層監督內部控制之目的，係為確定內部控制是否依原先設計之制度執行，及考

量實際情況若改變時內部控制是否需因應作適當之修正。監督係指評估內部控制執行

品質之過程，包括適時評估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指出問題之所在，俾採取必要之

修正措施。 

1.1.2 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 ERM 

因應內部控制整合架構缺少風險管理構面，因此美國杜威委員會決定透過有效的

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及公司治理來改善財務管理的問題，並且於 2001 年開始著手建

立一個可被廣泛接受的企業風險管理架構，於 2004 年發佈這個新的企業風險管理整

合架構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tegrated Framework; ERM)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 2004)。 

 

圖 2.2 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ERM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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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 , 2004) 

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是一個全面性的、有系統的方法，可協助所有的組織(不

論是何種規模或性質)辨認可能影響其策略及目標的事項，並對於會影響到策略或目

標達成的風險加以衡量、評估及做出回應。 

以程序而言，風險管理有八個相互關聯的組成要素，這八個要素形成了一個全面

性的行動架構(吳素環，2006)。 

(1) 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 

企業的內部環境是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的基礎，內部環境會影響到策略及

目標的設定、活動的建置暨風險的辨認、評估及回應。內部環境由很多部份

所組成〆道德觀、人員、管理者的經營理念及風險管理的態度及文化。 

風險承受度是內部環境重要的一部份，而且會影響到策略的訂定。訂定策略

是為了協助企業達到其想要的成長及利潤報酬目標，每個策略都會伴隨不同

的風險，企業風險管理架構可以協助管理者選擇符合其風險承受度的策略。 

(2) 目標設定(Objective Setting) 

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提供管理者設定目標的程序，並確認目標、策略及風

險承受度之間的一致性。企業目標可以從下列四個觀點來看〆 

 策略〆有關企業整體的目標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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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〆有關效率、績效及獲利能力 

 報導〆有關內部及對外的報導 

 遵循〆有關法令及規章的遵循 

(3) 事件辨認(Event Identification) 

經營環境充滿不確定性，沒有企業可以完全確定特定事項是否或何時會發生，

或是其結果將會如何。透過事項辨認的程序，管理者將思考所有會影響其策

略及目標達成的內部及外部因素。 

在某些情況下，將潛在事項加以分類可能是有用的。將潛在事項以水帄橫跨

整個企業的方式及垂直穿越各個作業單位的方式加以歸類，管理者可以對這

些事項之間的相關性有整體的了解，並且獲得較充足的資訊作為風險評估的

基礎。 

(4)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風險評估的程序著重於潛在事項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影響程度，以及潛在事項

對目標的作用。雖然一個單一事件的影響可能很小，但是一連串的事件卻可

能使其影響程度擴大。 

風險評估同時使用定性及定量的方法，以評估潛在事項的不確定性程度-不

管這些事項是由內部或外部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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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險回應(Risk Response) 

當風險被辨認及評估之後，管理者必頇思考可能採取的風險回應方式及其影

響，評估時應同時考量風險承受度及成本效益。而為了達到有效的風險管理，

所選擇的風險回應方式不能超出企業所能承受的風險範圍。 

風險回應方式通常分為四個種類〆迴避(Avoidance)、降低(Reduction)、分攤

(Sharing)及接受(Acceptance)，管理者決定了回應方式之後，必頇將其轉化為

行動，建立執行計劃，並且評估計劃執行後的剩餘風險(Residual risk)。 

(6) 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 

內部控制的政策及程序是為了確保風險回應方式的有效執行。每個企業的目

標及達成目標的方法不同，所以控制活動也不相同，且企業經營的環境及產

業，暨其內部組織、內部控制及文化也會反映在內部控制上。一般控制通常

包括了對 IT 管理架構、軟體之購置及維修，及資料存取之安全等控制，而

應用控制的目的則在確保資訊處理之完整、正確及有效。 

(7) 資訊及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組織的每個層級在辨認、評估及回應風險時都需要適當的資訊，包括內部及

外部資訊。當資訊被取得時，必頇能夠及時而詳盡的提供給管理者，協助他

們快速而有效的執行任務。有效的溝通也包括了對客戶、供應商、政府單位

及股東等外部團體的資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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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企業風險管理必頇仰賴歷史資訊及現時資訊。從歷史資訊我們可以追

蹤實際經營結果與目標的差異並找出趨勢，同時也能提早察覺到與風險相關

的潛在事項。而現時資訊則能夠提供管理者有關已存在於作業程序或作業單

位風險的及時資訊，使企業能夠依據風險承受度改變其所進行的營運活動。 

(8) 監督(Monitoring) 

監督的作用在於確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的各個構成要素在組織的每個層

級係一致執行。監督進行的方式包括持續監督及個別監督，持續監督是建立

在營運活動當中，並且隨時不斷在進行的，而個別監督是在事實發生後才進

行的，所以相較之下，持續監督的機制更能夠迅速的發現問題。 

所有可能影響企業目標達成的風險〆不管這些風險所顯現出的是潛在的問題

或機會，都應該讓相關的決策者知道，所以建立一個適當的資訊傳遞機制，

讓負責執行決策的人員都能更有效的制定決策是相當重要的。 

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是一個相互關聯的程序，以上所述及的八個組成要素

都必頇存在而且順利的運作，才能使其發揮作用。當然，任何一種風險管理

程序，不管設計及執行得多好，都不能夠對結果加以保證。 

企業風險管理模式擴大了內部控制觀念，將風險、風險承受度、風險回應、成本

效益相結合，以辨識公司應設置之風險管控機制，亦提供管理者設定目標，以及確認

目標、策略及風險承受度之間一致性的整體架構。易言之，企業風管理模式藉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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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一致化」(Goal Congruence)，可促使管理階層之個人目標與公司目標趨於一致，俾

利企業整體目標之達成。企業應重視企業風險管理模式所提及「策略目標」、「營運目

標」、「遵循目標」及「報導目標」此四個目標間之均衡發展，避免過度發展特定目標，

而使後續推動之其他目標時產生事倍功半情形，進而藉由適當連結公司整體經營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及報酬制度，達成公司整體經營目標的達成。 

企業風險管理係透過一個全面性的、有系統的方法，協助辨認可能影響其策略

及目標的事項，並對於會影響到策略或目標達成的風險加以衡量、評估及做出回應，

因此企業風險管理能廣泛應用於不同產業、不同階段以及不同經營型態之企業，皆可

嘗詴運用企業風險管理模式來瞭解企業面臨風險之所在及相關應有之管控機制。 

 

1.2 沙氏法案簡介 

發生安隆 (Enron) 和世界通訊 (WorldCom) 假帳醜聞之後，為重拾投資大眾信

心，美國總統布希簽署一項嚴厲掃蕩企業詐欺的法律「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以

下簡稱「沙氏法案」），一般認為，這是美國自 1933 年證管會成立以來最重大之財經

改革措施。該法案共計 11 號(TITLE)，其目的在於使公司治理更嚴格、財務作業更透

明，並要管理階層對疏失負貣刑事責任。 

美國安隆(Enron)公司運用特殊的會計手法，增加槓桿卻隱藏負債的方式，窗飾

其財務報表，俟經濟不景氣股價下跌，公司在一夕之間轟然倒台，原本在著名財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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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證券商眼中優質的企業瞬間瓦解(Moeller, 2006)，成為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

公司破產案例。2002 年的世界通訊公司及默克藥廠會計醜聞事件，更是雪上加霜，

徹底打擊了美國投資者對美國資本市場的信心。這一系列醜聞事件的爆發不僅招致會

計師事務所在投資者中的誠信危機，更暴露出美國自證交法以來，整個公司治理架構

之缺失，引發了世界各國對公司治理模式的新思考。 

為改變這一局面，美國眾議院議員 Michael G. Oxley 及參議院議員 Paul S. 

Sarbanes 提出沙氏法案( The Sarbanes-Oxley Act)，此法案於 2002 年 2 月 14 日提交給

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至 2002 年 7 月 25 日國

會參眾兩院的最終通過。兩院並於 2002 年 7 月 26 日通過可稱為證交法制定後最重要

之企業改革法案。 

沙氏法案主要目的為〆提昇公司財務報告及資訊揭露的及時性與準確性、有效

地保護公開發行公司投資者的利益、強化公司高階主管的財務報告責任、提供外部審

計的獨立性等，將有助於提昇公司財務報告及資訊揭露的品質(Barry, 2004)。 

沙氏法案主要管理對象為在美國上市的企業，這包含美國上市的當地或者是境

外公司。「在美國上市」看似單純，但實際上影響的層面遠大於美國上市的企業。因

為沙氏法案的規範是針對與財務報表有關的內部控制，如果考慮的主體是財務報表，

從財務報表展開，所有可能影響這份報表的相關企業個體、流程、作業、控制等等都

必頇要建立相關的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的可靠性，這代表企業所有重要的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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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子公司、辦事處、工廠等單位都必頇要符合其規定，這也是為什麼企業發現為了

遵循沙氏法案必頇投入的成本遠超過預期且極度驚人。 

1.3 沙氏法案 404 節 

沙氏法案 404 節內容主要包括下面三個重點。 

第一、是管理當局必頇負責建立、實施和維護有效的與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控制

制度(ICOFR)。 

第二、管理當局每年度必頇對各界提出其對有關財務報導之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評

估報告。 

第三、公司必頇聘任其財務報告查核會計師針對(1)管理當局對於上述有關財務

報導之內部控制評估報告、以及(2)會計師本身對於公司有關財務報導之內部控制有

效性的意見報告。 

    沙氏法案 404 節規範 CFO 及 CEO 等管理當局負有建置、並執行與財務報導有關

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運作之責任，此為第一道監督與制衡機制。習慣上，大家總認為

在公司內，負責與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控制者為財會部門。然而有關存貨庫存是否過

高、存貨價值是否發生減損而需提列更多的跌價損失等決策資訊，卻是掌握在營運單

位上。因此 404 節中的第一道監督與制衡機制，乃針對公司員工以及負責財務報導之

管理階層(CFO)間加以設計。 

    法案另規定CFO或CEO等負責財務報導之管理當局每年必頇透過適當的評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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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來確保內部控制的運作，確實如當初的設計目的來有效運行，並將其對內部控制

有效性評估的結果，向社會大眾報告，以落實管理當局對於內部控制的管理責任。這

即為第二道的監督與制衡機制。或有人認為此與國內的規定接近，但實質內容上存有

相當程度之差異。我國有八家在美國發行 ADR 上市公司今年貣開始正式適用沙氏法

案 404 節內容，對這些目前正在建置與執行符合 404 節法案要求之 ICOFR 的公司而

言，對於中美法規間之差異，應有最深刻的體認。 

    沙氏法案 404 節要求管理當局對內部控制自行評估的結果報告（或聲明），必頇

聘任會計師加以查核，以增強社會大眾對於管理當局的聲明的信賴度。這個由會計師

查核公司管理當局對 ICOFR 有效性評估報告之要求，即為第三道監督與制衡機制。

這道防線乃希望會計師針對管理階層對於 ICOFR 的評估程序及決策過程發揮監督與

制衡功能。 

    沙氏法案 404 節另外要求會計師必頇對於公司有關 ICOFR 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進行查核，並提出專業意見，這即是第四道的監督與制衡機制。這道防線則為希望會

計師針對公司 ICOFR 之有效性發揮其監督與制衡機制。 

    綜合而言，財務報告只是整個財務報導體系的一個特定時點片段，若公司能夠建

立一套協助管理當局評估與改善 ICOFR 之設計與執行的機制與程序，在公司確實有

意願強化與確保財務資訊正確性的前提下，透過公司負責財務報導之管理階層與會計

師間之四道監督與制衡機制，將可有效地協助公司確保其財務報導體系的正確性與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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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沙氏法案404節之運作，PCAOB於2004年3月發佈第二號審計準則公報〆

「與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控制查核暨財務報表查核」(An Audit of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Perform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根

據 PCAOB 第二號審計準則，沙氏法案 404 節所定義的內部控制，僅包括與公司財務

報導有關之內部控制，其他諸如為營運目的的內部控制、或是確保公司遵循相關法令，

並不在此節所規定的範圍內。 

    其次，公司管理當局所要建置的內部控制制度，並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為 COSO

委員會所提出的內部控制制度架構，而是符合 PCAOB 認為可以接受之內部控制制度

架構標準之制度即可。例如英國的 COCO 制度亦可採行。我國則早在民國八十七年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前身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實施要點」中，就已經規定了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所應遵循的制度。

而這個制度基本上是以 COSO 委員會的版本為藍本。 

    第三，PCAOB 第二號審計準則對於書面文件(documentation)的要求相對過往為

多。管理當局於進行 ICOFR 有效性評估，以及會計師進行 CFO 之評估聲明以及內

控有效性查核工作時，皆要具備充足的書面文件，來證明其確實盡到其應盡之責任。

倘若公司管理當局或會計師於評估內部控制有效性時，發現公司對於內部控制之設計

與執行程序未有充分的書面證據支持，PCAOB 要求必頇視為內部控制制度無效，而

不論實質上 ICOFR 是否有效。 

    基於沙氏法案要求管理當局除了必頇負貣向投資人提出允當表達的財務資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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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外，亦要對投資人提出其所建立可以確保財務資訊品質機制（即 ICOFR）之有

效程度的聲明。管理當局為了提出對 ICOFR 有效性聲明書時，他必頇決定如何執行

此項評估工作，針對 ICOFR 有效性進行查核（或評估）程序，而且必頇對其整個評

估或查核過程有完整的書面紀錄，以佐證其確實符合沙氏法案 404 節法令之要求外，

亦提供會計師管理當局對 ICOFR 有效性之聲明及公司對 ICOFR 有效性之基礎。 

    在確立建置 ICOFR的職責方面，沙氏法案明訂負責 ICOFR為公司的財務長(CFO)

或總經理(CEO)，或公司內被指定負責財務報導體系的人士々PCAOB 第二號公報則

明確要求負責 ICOFR 的管理者必頇負貣以下 4 個責任〆 

(1)必頇確實接受建置有效的 ICOFR 並維持 ICOFR 有效性之責任 

(2)每年度皆必頇運用適當的控制標準(control criteria，如 COSO 委員會或「內控

處理準則」所提出的控制標準)評估公司 ICOFR 有效性 

(3)必頇提供可以支持上述評估工作及評估結果之充分證據與文書內容々 

(4)針對公司 ICOFR 有效性提出書面之評估結果聲明，並在年報中包括此項聲明

書。 

    而會計師於查核公司 ICOFR 的有效性時，若認為公司的管理者未負貣上述 4 項

責任，則不能出具非無保留意見。. 

1.4 沙賓法案對於資訊科技之控制要求 

    過去為了達到顧客、供應商及其他重要股東的需求，資訊科技在策略及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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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資訊系統和組織的能力息息相關。而在現今，組織對

財務及作業管理系統的依賴程度已經是說相當高，資訊科技控制更被認為是非常重要

且必頇執行的部分。根據沙賓法案 404 節所定義的控制內容，僅包括與公司財務報導

有關之內部控制，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為 COSO 委員會所提出的內部控制架構制度，

而是符合 PCAOB 認為可以接受之內部控制制度架構標準之制度即可。 

    為了落實沙賓法案的運作，PCAOB 於 2004 年 3 月發布了第二號審計準則公報─

「與財務報導有關的內部控制查核暨財務報導查核」與資訊科技相關規範。 

    PCAOB 發布的第二號審計準則公報，要求會計師必頇達到以下各項內容〆 

1. 了解業務流程、評價資訊科技應用控制與一般控制之設計及效果〄 

2. 評價資訊科技控制設計的效果，以確定這些控制設計是否適當地實

現相關目標。 

3. 實現資訊科技控制執行效果測詴。 

    有關 PCAOB 與資訊科技控制相關的主要規範，可參閱下表所示。 

PCAOB 之條文 對資訊科技控制之要求 

第 40 條 測詴控制必頇包含資訊科技之一般控制 

第 50 條 稽核資訊科技之一般控制，例如程式、電腦運作及資料存

取、程式變更，以協助確保交易流程的控制有效運作。 

第 75 條 考量查核財務報表的內控控制程度，需決定與財務報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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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資訊科技內部控制效果。 

表 2.1 PCAOB 對資訊科技控制要求 

(資料來源〆電腦稽核─理論與實務應用,2009) 

    而在實際的執行方法上面，ITGI 彙整出符合沙賓法案之資訊系統內部控制相關

執行方向如下（IT Control Objectives for Sarbanes-Oxley, 2nd Edition，IT Governance 

Institute，2006）〆 

圖 2-3 資訊系統內部控制相關執行方向 

(1)規劃與統整 IT 相關控制範圍 

查閱與此方案相關文件並確認相關應用控制。 

確認所有相關之應用系統已含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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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所有相關之資料庫已含括在內。 

(2)分析 IT 風險程度 

分析 IT 造成財務報表錯誤或舞弊之可能性。 

(3)將相關控制書面化 

記錄所有相關之一般控制。 

記錄所有相關之應用控制。 

(4)評估內部控制的設計和執行的有效性 

確認已包含所有控制要點。 

測詴相關控制，確認已有效執行。 

(5)改正內控缺失之順序 

藉由其造成財務報表錯誤或舞弊之可能性以衡量缺失。 

確認補償性控制之存在與可靠性。 

(6)建立可行之內部控制 

建立自動性控制以促進資訊系統之可信度及降低執行困難度。 

合理降低重複之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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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T 治理與企業資訊系統控制 

2.1、IT 治理標準與規範 

治理的目的是設定目標並監視相關績效，藉以確保企業目標之達成，而資訊科技

治理是公司治理的要件之一，若使用治理的原則進行有關科技應用之稽核與評估，則

可成為資訊科技治理。藉由公司治理的相關定義，可以讓企業在資訊科技的資源方面

獲得良好控管。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或稱之為「法人治理」、「公司管控」、

「公司監理」、「公司管理」、「公司統理」，從廣義和社會觀點來看，是指社會組織在

該社會法制規範下，自行制定內部制度和關係，運用權力引導、控制和規範所屬成員

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該團體的共同利益（Prakash and Hart，2000）。公司

治理機制是透過完整制度的設計與執行，期能提升策略管理效能與監督管理者的行為，

藉以保障外部投資者（小股東與債權人）應得的報酬，並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葉銀華，2002）。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2004）則將公司治理作更明確的界定〆「公

司治理是指導和控管公司的制度，公司治理架構應該促進透明和有效率的市場，建立

一致性法律，並清楚地說明監督、管制和執行權責單位間的責任分工，落實該目標之

達成及營運績效的監測」。 

    對於企業來說，現今資訊科技（Informaton technology, IT）的使用在企業中相當

普遍，持續對科技不斷的改善藉以達成更好的控管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所以我們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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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對企業所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層面，涵蓋了企業所有的活動。所以對企業

來說，資訊科技是企業內相當重要的資源之一，而要如何利用資訊科技來做好公司治

理，將可為企業帶來無限的助益與商機。如美國堪薩斯州政府利用 COBIT( 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y)標準作為虛擬政府政策的一部份，使

得營運成本得以有效降低，並為相關客戶與服務使用者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並且資

訊科技是現今企業整體組織必要的聯絡網絡，在資訊科技議題越來越受重視的現在，

企業若能實行科技治理，則能簡明地定義策略、精化程序，謹慎的文件化管理，並建

立長期改善計畫，透過相關資訊科技治理機制配套措施，對資訊科技部門運作方式進

行根本性的改變，將可達成繼續經營及維持企業之價值、降低企業風險、提高投資報

酬率、提高服務水準及加強安全性等。找出並糾正企業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資訊科

技運作的不恰當程序。 

    國際電腦稽核協會 (Information System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 ISACA，

2003)提及資訊科技治理應包含以下相關要素〆（1）資本資源〆資訊系統、技術和溝

通，（2）策略和法令規章〆企業、合法性與其他議題（3）人力資源〆所有關於股東、

內部人、高階主管、過程擁有者、資訊科技供應商、使用者和稽核人員。而欲實施良

好的資訊科技治理，必頇先建構一良好的資訊科技治理架構，其包含以下步驟〆（1）

分析並決定相關資訊科技治理策略（2）決定資訊科技治理所需應用之範圍（3）訂定

並執行相關資訊科技治理實行架構（4）稽核執行績效並加以修正。資訊科技在企業

中為一重要的關鍵角色，藉由資訊科技治理的實行，可確保或支持在資訊科技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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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司目標可有效達成與降低相關營運風險（Bowen et al., 2007 ; Sohal, 2002）。因此，

運用正確的決策及值得信賴的架構以使用資訊科技，可確保公司正常營運，並藉以防

範行為之異常及評估相關治理成果。 

    良好的資訊科技治理架構能夠確保公司的相關資源以及公司的策略目標保持一

致，使得公司的資訊科技的相關訊息，能符合公司在治理層面所需的需求，藉以完成

組織目標。但美國在發生恩隆（Enron Corp.）及世界通訊（WorldCom）等財經弊案

後，更顯出內部控制制度實行上的不足（殷若瑛，2006），因而衍生出沙氏法案的誕

生，藉以重建投資大眾對市場的信心，並規範公司的管理階層能採取更嚴謹及更透明

的架構來治理公司組織。因此在資訊科技逐漸普及的環境中，公司若需加強公司治理

的制度，並定需要對在公司治理中的一環，資訊科技治理予以加強，使得企業資訊得

以有效控管，利用相關優勢獲取更大利益藉以達成組織目標。 

 

2.1.1 COBIT 

COBIT 是國際電腦稽核協會(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々

ISACA)發行的資訊系統稽核與控制標準(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y々COBIT)，用以提供資訊管理人員執行業務時之參考。 

其主題為企業導向，不僅只設計為使用者及稽核所用，更是一份可供管理階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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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營運主管使用的詳盡準則。資訊系統稽核與控制標準之資訊技術控管架構分成四

個階段〆規劃與組織(Plan and Organize)、取得與導入(Acquire and Implement)、交付

與支援(Deliver and Support)、監督與評估(Monitor and Evaluate)。其各階段的區分符

合企業結構及管理或資訊作業之生命週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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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性
· 效率
· 機密
· 完整性
· 可用性
· 遵行
· 可靠性

· 應用系統
· 資訊
· 硬體設備
· 人員

營運目標

治理目標

資訊

取得與導入

規劃與組織監督與評估

資訊技術
資源

交付與支援

ME01 監督及評估資訊績效
ME02 監督及評估內部控制
ME03 確保遵行法令
ME04 提供資訊治理

DS01 制訂及管理服務水準
DS02 管理第三方服務提供者
DS03 管理系統效能及容量
DS04 確保持續提供服務能力
DS05 確保系統安全
DS06 辨識及分攤成本
DS07 提供使用者教育訓練
DS08 管理服務台及事件
DS09 管理系統參數設定
DS10 管理問題
DS11 管理資料
DS12 管理實體安全環境
DS13 管理日常操作

AI01 辨識自動化解決方案
AI02 取得並維護應用系統
AI03 取得並維護資訊技術架構
AI04 授權運作及使用
AI05 獲得資訊資源
AI06 管理變更
AI07 安裝及認可解決方案及變更

PO01 擬定資訊策略規劃
PO02 擬定資訊架構
PO03 決定科技方向
PO04 擬定資訊流程、組織與關係
PO05 管理資訊科技投資
PO06 溝通管理階層目標及方向
PO07 管理資訊人力資源
PO08 管理品質
PO09 評估及管理資訊風險
PO10 管理專案計劃

 

圖 2.3 資訊系統稽核與控制標準(COBIT)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〆IT Governance Institut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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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作業程序可再細分為 34 項高層控管目標。此架構涵蓋了大部分必頇的資訊

和技術。藉由此 34 項高層控管目標，業務營運主管可確保採用適當的資訊技術環境

控管機制。對映於此 34 項高層控管目標，另有 318 項細部控管目標的資訊技術程

序稽核準則，可供管理階層及稽核人員參考。 

表 2.2 資訊系統稽核與控制標準(COBIT)的 34 個高階控管目標 

(資料來源〆IT Governance Institute, 2007) 

計劃與組織(PO) 取得與導入(AI) 交付與支援(DS) 

1. 定義資訊策略 1. 辨識自動化解決方案 1. 制訂及管理服務標準 

2. 定義資訊架構 2. 取得並維護應用軟體 2. 委外服務廠商管理 

3. 定義科技方向 3. 取得並維護資訊技術架構 3. 系統效能及容量管理 

4. 定義資訊流程、組織及關係 4. 授權運作及使用 4. 確定持續性服務 

5. 資訊投資管理 5. 獲得資訊資源 5. 確定系統安全 

6. 管理及方向之溝通 6. 變更管理 6. 辨識及分攤成本 

7. 人力資源管理 7. 安裝及認可解決方案及變更 7. 對使用者教育訓練 

8. 品質管理  8. 服務台及事件管理 

9. 評估及管理資訊風險 監督與評估(ME) 9. 系統參數設定管理 

10. 專案計劃管理 1. 監督及評估資訊績效 10. 問題管理 

 2. 監督及評估內部控制 11. 資料管理 

 3. 確認法令遵行 12. 實體安全環境管理 

 4. 提供資訊治理 13. 操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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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COSO 與 COBIT 間財務報導標的關係表 

(資料來源〆IT Governance Institute, 2006) 

COBIT 控制標的 
COSO 要素 

控制環境 風險評估 控制活動 資訊與溝通 監督 

規劃與組織 

擬定資訊策略性規劃  ●  ● ● 

制定資訊架構   ● ●  

訂定 IT 的組織及其關係 ●   ●  

溝通管理的目的與方向 ●   ● ● 

人力資源管理 ●   ●  

確保符合外部要求   ● ● ● 

風險評估  ●    

品質管理 ●  ● ● ● 

取得與導入 

應用軟體的取得與維護   ●   

技術架構的取得與維護   ●   

開發及維護程序   ● ●  

安裝及認可系統   ●   

變更管理   ●  ● 

交付與支援 

制定服務水準 ●  ●  ● 

委外廠商的服務管理 ● ● ●  ● 

績效及容量管理   ●   

保證持續性服務   ●  ● 

確保系統安全   ● ● ● 

使用人員的教育及訓練 ●   ●  

設備管理   ● ●  

問題及異常事件管理   ● ● ● 

資料管理   ● ●  

硬體設備管理   ●   

操作管理   ● ●  

監督與評估 

作業流程之監控    ● ● 

評估內部控制的適當性     ● 

取得獨立保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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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理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々

PCAOB)發佈的審計標準第二號(Auditing Standard No.2)中對電腦資訊系統一般控制

包含了「程式開發、程式變更、系統運作及程式及資料存取」四個構面(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2004)。 

表 2.4 COBIT 與 PCAOB 財務報導標的關係表 

(資料來源〆IT Governance Institute, 2006) 

資訊環境之控制目的 

COBIT PCAOB 電腦資訊系統一般控制 

對應 COBIT v4.0  程式 

開發 

程式 

變更 

系統 

運作 

程式及 

資料存取 

取得並維護應用系統 AI2 ● ● ● ● 

取得並維護資訊技術架構 AI3 ● ● ●  

發展資訊流程、組織及關係 PO4 ● ● ● ● 

安裝及認可解決方案及變更 AI7 ● ● ● ● 

變更管理 AI6  ●  ● 

制訂及管理服務標準 DS1 ● ● ● ● 

第三方服務管理 DS2 ● ● ● ● 

確定系統安全 DS5   ● ● 

系統參數設定管理 DS9   ● ● 

問題及事件管理 DS8,DS10   ●  

資料管理 DS11   ● ● 

實體安全環境及操作管理 DS12,DS13   ● ● 

 

2.1.2 ISO 17799、ISO 27001、BS7799 

BS7799 是一套資訊安全防護機制的規範，由英國標準協會(BSI)在 1995 年所提

出，在同一年 5 月做第一次的修訂，在 1999 年發行 BS7799 Part-1 與 Part-2，其內容

包含了目前組織所有的安全議題，是一套非常詳盡且嚴謹的資訊安全標準，BS7799 

的全名為「BS7799 Code of Pract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它包括所有組織最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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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安全管理建構，從基本的資訊安全政策制定、資產管理、人員安全責任的歸屬、

組織風險的評估、存取控制、防毒相關策略、以及組織業務持續經營計畫及災難應變

計畫的制定，到最後定義組織內部的安全係數及該如何強化組織資訊安全係數等。 

這樣一套建立資訊安全防護機制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々ISMS)，提出一個對企業發展、經營、及衡量資訊安全管理架

構與管制規範，通過獨立稽核機構的評鑑，可獲頒 BS7799 資訊安全認證，向其客

戶與合作夥伴宣告，該企業內部與他們相關的資料都受到適當的保護。此資訊安全標

準分成兩個部分〆 

第一部分〆ISO/IEC 17799: 2005 / BS 7799-1: 2005 (資訊安全管理之作業要點)，

主要是組織建置 ISMS 的指南及一般原則，提供廣泛性的資訊安全控制措施以及作為

實行資訊安全的最佳方法，包含了 11 大控制措施。 

第二部分〆ISO/IEC 27001: 2005 / BS 7799-2: 2005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之要求)，

是依據 BS7799-1 : 2000/ISO17799 : 2000 之架構，提供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的實

施建立以及書面化的具體要求，同時 BS7799 Part-2 也是驗證標準，如果要取得

BS7799 驗證與證書，就必頇遵循 BS7799 Part-2 的要求。 

ISO27001:2005 源自英國國際標準 BS7799 Part-2 : 2002(陳信章、阮金聲，2005)，

隨著 ISO17799 : 2005 新版發行而進行改版，由 BSI 英國標準協會公佈成為 BS7799 

Part-2 : 2005，最後在 2005 年成為 ISO 國際組織所頒佈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要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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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27001，是目前國際公認最完整之資訊安全管理標準，其規範之安全內容涵括〆建

立、實施、操作、監督、維持與改善 ISMS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27001 總共分成 11 個領域、39 個控制目標、133 個控制要點。茲簡述 11 個

領域如下〆 

表 2.5 ISO27001 的 11 個領域 

(資料來源〆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05) 

項目 說明 

1.資訊安全政策 表達對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支持和承諾 

2.資訊安全組織 建立一個管理架構，用於公司內部資訊安全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執行現

有的資訊安全規定 

3.資產管理 確保對組織各項資產的安全進行有效保護 

4.人力資源安全 明訂所有人員在安全方面的職責和角色 

5.實體與環境安全 對組織營運場所及人員提出簡單明確的安全要求 

6.通訊與作業管理 盡可能完善公司內外的溝通聯繫，以利於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順利運行 

7.存取控制 管理對資訊的存取行為 

8.資訊系統取得、開發與

維護 

確保公司 IT 專案和相關的支援活動已實施安全控制，必要時進行資料

管制和加密 

9.資訊安全事件管理 確保在某種程度上傳達與資訊系統有關的資訊安全事件與弱點，始能採

取即時的矯正行動，確保實施一致與有效的方法管理資訊安全事故 

10.營運持續管理 發展和維護企業營運持續計劃，保護關鍵的業務活動免受重大災難或中

斷的衝擊與影響 

11.符合性 符合資訊安全法令或規定的相關要求 

 

 

2.1.3 ITIL 

資訊技術基礎架構庫(IT Infrastructure Library, ITIL)從1980年在英國商務辦公室

(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OGC)提出以來，經歷了幾次改版，並且在2005 

年12月正式成為國際標準，也就是ISO20000。ITIL 在2007年5月也推出最新版ITIL V3。



 

44 
 

ITIL V3 跟ITIL V2 主要差別在於引進服務生命週期(Service Life Cycle)模型，並加強

與COBIT 與CMM 的結合。ITIL 的兩大核心是資訊服務支援(Service Support) 以及

資訊服務交付(Service Delivery)々 從中延伸出來的10個IT服務管理流程以及1個服務功

能(Service Desk)，如表 2-6 ITIL 的11個流程所示〆 

表 2.6 ITIL 的 11 個流程 

(資料來源〆British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2007) 

項目 說明 

事件管理 

Incident Management 

保所有 IT User 的服務需求以及服務異常處理的流程管理 

問題管理 

Problem Management 

針對可能造成服務中斷或著異常等問題進行分析，並且把影響降到

最低 

變更管理 

Change Management 

透過評估、核可、審查以及實施等機制，對所有變更進行控管的流

程管理 

組態管理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定義所有服務的組成元件，並採控管的方式來確保相關資訊準確性

的管理流程 

上線管理 

Release Management 

變更後的相關服務或元件，要正式上線以前所需要的流程管理 

服務等級管理 

Service Level Management 

定義、核可、管理所提供或所需要的 IT 服務管理 

可用性管理  

Availability Management 

確保在任何狀態下，可以提供 IT 使用者所需要的服務，同時並能

符合服務等級要求的管理 

容量管理  

Capacity Management 

確保任何性況下，相關的 IT 人力、軟硬體設備等，都能有足夠的

容量提供 IT 服務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針對提供 IT 服務的資產與資訊，隨時進行符合成本效益的管理 

IT 服務持續性管理  

IT Service Continuity 

Management 

確保在任何狀態下，可以持續提供 IT 使用者所需的服務，同時並

能合服務等級要求的管理 

服務台  

Service Desk 

IT 部門對外的服務窗口，也是 IT 服務用者與提供者之間的橋樑 

ITIL V3 更加強化在幾個領域〆服務生命週期、商業價值、法規遵循、與其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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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實務及標準一致化等。例如商業價值部份，密切結合 IT 和營運目標々在服務生命

週期部份，則是以計畫-執行-檢查-行動（PDCA）迴圈(如圖2-6)來全程追蹤服務循環。 

 
圖 2.4 PDCA 載明循環 

(資料來源〆British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2007) 

圖顯示ITIL V3 的架構，包括了服務策略(Service Strategy，SS)、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SD)、服務移轉(Service Transition，ST)、服務運作(Service Operation，SO)

以及持續服務改善(Continual Service Improvement，CSI)共五大領域26 個流程。服務

策略做為一切IT 服務的基礎，第二層則由服務設計、服務移轉與服務運作三者的循

環運作，使服務由策略發想到設計、變更與上線運作組合成一個「服務生命週期

(Service Life Cycle)」。最外層之持續服務改善，使企業在面臨變革的情況下，IT 服

務亦能快速反應與持續提升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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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ITIL V3 架構圖 

(資料來源〆British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2007) 

2. ITIL V3 的 5 個核心模組 

(1) 服務策略(Service Strategy) 

主要闡述業務與IT 的結合，旨在促使雙方更為融洽，互相創造價值，從而

確保IT服務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及相關的流程都聚焦於業務。此模組的主要

內容有〆服務管理策略與價值規劃々業務規劃及方向與IT 服務策略的關聯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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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和實施服務策略。 

(2) 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 

主要闡述透過制定IT政策、架構及文件來設計合適的、革新性的IT 服務解

決方案及流程，以滿足當前和未來的業務需求。此模組主要內容包括〆服務

設計的目的與元素々服務設計模型的選擇々成本模型々效益/風險分析々實施

服務設計々衡量與控制。 

(3) 服務移轉(Service Transition) 

主要闡述如何確保在服務導入時的風險、利益、交付機制以及靈活的持續服

務運營。此模組為服務轉變與業務環境的匹配提供指導和流程活動。包含的

內容有〆組織和文化變革的管理々知識管理々服務知識管理系統々服務導入

的方法，實踐和工具々衡量與控制々相關的最佳實踐。 

(4) 服務運作(Service Operation) 

主要闡述交付與控制流程活動，這主要是我們熟悉的ITILv2的核心模組服務

支援(Service Support)與服務交付(Service Delivery)，此模組將這兩個模組與

ITILv2 框架的相關部分進行整合，包含的內容主要有〆應用管理々變更管

理々營運管理々控制流程和功能々各種規模的實踐々衡量與控制。 

(5) 持續服務改善(Continual Servic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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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闡述將穩定、可重複的流程活動的交付作為服務品質保證的一部分。 

ITIL一直都非常關注持續性改進的重要性，因此識別和引入服務管理改善到

流程元素中是此模組的重點。同時，此模組還針對服務退出做了介紹，從而

讓服務生命週期更為完整。此模組包含的主要內容有〆驅動服務改善的業務

和技術々合理化改善々業務、財務和組織的改善々改善的方法、實踐和工具々

衡量與控制々相關的最佳實踐。 

ITIL背後的精神，所要破除的是技術本位的思維框架，將資訊服務的思維，拉

高到企業營運的商務視野。一切都是企業(Business)的服務，從企業商務出發，再落

實到IT部門應該提供的支援和服務為何。ITIL提倡的服務生命周期，背後的思維正是

基於企業商務價值的角度，來思考資訊服務的價值。同樣的電腦系統提供不同的服務，

就會有不同相應的作業方式。 

2.2 企業資訊系統簡介與相關內部控制 

2.2.1 企業資訊系統簡介 

    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從技術上說就是為了支援決策和組織控制而收

集或獲取、處理、儲存、分配資訊的一組相互關聯的元件。除了支援決策、協作和控

制，資訊系統也可用來幫助經理人和工人分析解決問題，使複雜性視覺化，以及創造

新的產品，從商業角度看，一個資訊系統是一個用於解決環境提出的挑戰的，基於資

訊科技的組織管理方案。通常用「資訊系統」這個詞時，特別指依賴於電腦技術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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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 

    對於資訊系統本身的定義，不同的學者之間也有著不一樣的見解存在。例如，

Laudon(2009)認為，資訊系統是一些相關的元件在一貣工作，主要負責收集、處理、

儲存與散佈資訊，以協助組織決策、協調、控制、分析與實行。Effy Oz(2006)認為資

訊系統是以電腦為基礎，整合軟體、硬體和通訊零組件的一套系統，用以支援人們與

工作流程來處理資料，將資料轉換成有用的資訊。Efraim Turban(2008)等人認為資訊

系統是有形的流程，藉由資訊的提供，支援組織系統達成組織的目標。Ralph M. Stair

與 George W. Reynolds(2001)指出，資訊系統是一組彼此互動的元件，用以收集、運

算和散佈資料與資訊，並提供回饋的機制，以達成共同的目標。Gerald V. Post 與 David 

L. Anderson(2002)認為，資訊系統是硬體、軟體、資料與人的整合體，用以收集、處

理與散佈組織內的資料。張豐雄(2007)指出，所謂資訊系統是指記載、保存各種活動

的資料，然後加以整理、分析、計算，產生有意義、有價值的資訊，做為未來制定決

策與行動的參考。 

    除了以上學者們的定義外，本研究對資訊系統應用的定義，除了電腦資訊、 

網路通訊設備等硬體外，更應配合管理相關概念，發展支持智慧資本的資訊科 

技應用，例如〆相關人員能很方便的使用公司的資訊系統，分別在公司內部系 

統與客戶、供應商間相互整合，並且持續維護有架構的知識庫，使員工能從中 

儲存擷取修正資訊，也可利用電腦輔助之訓練課程讓員工保有最新的技術，增 

進企業的知識管理，以有效的累積提昇企業智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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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企業資訊系統相關之內部控制 

    由於資訊科技的使用造成了查核軌跡不易被查詢，因為傳統的人工作業模式下任

何的交易項目無論是新增或是修改皆有憑證可供查核，但是採用電腦化作業後，所有

的交易資訊轉換為電子資料格式存放於資料庫中，一但資料經過修改異動後，舊的紀

錄即被取代，因此若無任何其他控制點將修改前資料記錄到相關異動資料檔，將會造

成沒有相關資訊軌跡可供查詢，而且也不易察覺資料被異動過。由以上可得知，資訊

化的商業交易將會造成審計證據電子化，同時亦容易使得審計軌跡不易依循

（Mancuso，1997）。因此採用電腦系統作業下，必頇採用不同的方式來加以防範，

也因此資訊系統的內部控制必頇針對電腦化的控制弱點加以修正補強或是更新設

計。 

 而資訊科技下的內部控制一般而言包含以下兩種類型〆 

1、 一般控制（General Controls）〆係指與整體電子資料處理（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々EDP）相關的控制措施，主要包含下列四種型態〆 

A、 組織控制〆乃適當的規劃資訊中心與資訊作業的權責，同時將不相容的功能加以

區分，或將值則予以劃分。 

B、 系統開發維護控制〆用以確保軟體的開發、取得及變更皆有適當的授權、測詴與

許可的控制程序。 

C、 存取控制〆為確保只有經過授權的使用者可以存取相關的程式系統並進行授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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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程式，通常會由使用單位決定使用者的相關作業存取權限，由維護系統軟體

及網路安全的相關單位，依據使用者權限申請表開立相關權限，藉以達到存取的控

制。 

D、 硬體及系統軟體控制〆用以確保電腦設備處理資料完整之硬體控制及系統軟體控

制，例如作業系統及網路系統的控管。 

2、 應用控制（Application Control）〆依據資料處理的過程，區分為輸入、處理、輸

出上的控制。主要控制的目標如下〆 

A、 確保資料正確性、合法之控制〆以程式來執行合理性檢查、相依性檢查、存在性

檢查、格式檢查、計算正確性檢查、範圍檢查、檢查碼核驗。 

B、 確保資料完整性之控制〆例如以電腦程式檢查是否連續編號、由程式核對輸入之

交易之鍵值與前所處理過的鍵值資料是否相符（例如出貨單是否可以和訂單互相勾

稽）、金額及數量的加總控制、報表輸出的內容與原始憑證是否可以核對。 

    而一般控制對應用控制之影響，在審計學相關書籍中則有提到(包昂，2010)。當

一般控制無效時，則不管應用控制的結果品質多好，所有依賴資訊系統處理之會計程

序均可能包含重大不實的表達。若反之，一般控制能夠有效執行的話，則更能信賴應

用控制，並對應用控制進行控制測詴，以減少所需進行之證實測詴，也因此大部分的

審計人員都會先評估一般控制，再去評估應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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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訊系統安全與威脅 

2.3.1 資訊系統安全管理 

    資訊系統安全是為了確保一個公司之資訊資源的機密性、可利用性、和完整性。

資訊系統安全的管理由兩種方法構成，第一種方法屬於日常性的防護，即所謂的資訊

安全管理（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ISM）々 另一種方法則是針對災難後的營

運復原，一般稱此為業務持續運作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BCM）。 

    今日社會中，由於資訊科技應用的普及，電腦已成為最主要的資料儲存、運算與

傳輸的工具。它的應用領域十分廣泛，從政府機構、公司企業乃至家庭個人，電腦的

影響力無所不在，各種人際之間的資訊傳遞（E-Mail）及商務或經濟（E-Commerce）

活動，也都愈來愈仰賴電腦的協助來完成，它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在這樣高

度資訊應用的社會中，一旦資訊系統的安全管理出了問題，將導致十分嚴重的影響。

小則造成個人或公司財物的損失，大則造成社會秩序的混亂及國家安全的威脅々中國

政府堅持不肯採用美國微軟開發的作業系統，就是擔心萬一中、美之間日後發生軍事

衝突，很可能被系統中隱藏的地雷引爆，而導致政府的資訊系統癱瘓，即為最好的證

明。因此，如何提高資訊系統的信賴度與安全性，以防範系統故障及電腦犯罪等足以

影響『資訊安全』問題發生的事件，實在是這個高度資訊化社會中一項迫切且不容忽

視的課題。 

    『資訊系統安全管理』的目的在保護電腦資源，包括軟體、硬體、資料、程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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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使資訊系統免除受到各種可能的潛在威脅，以及如何制定防護措施與控制技巧，

以期使電腦的操作者在一個安全無虞的環境裏使用電腦。 

    資訊安全管理一般由四個步驟所組成〆 

1.確認可能攻擊的威脅 

2.定義威脅所造成的風險 

3.建立資訊安全政策 

4.執行降低風險的控制手段 

    由於威脅的出現將導致風險的增加，因此必頇加以控制，於是學界定義了風險管

理（RiskManagement）這個領域，用以探討組織的資訊安全性在遭遇風險時所應採取

的因應方法。由於資訊安全管理對企業組織的影響越來越重要，此一議題也就受到重

視，而在近年來定出了資訊安全基準（Information Security Benchmark），這是一個在

正常環境下針對未經授權的侵入提供合理的防護機制，使其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安全防

範，藉以反應組織單位對資訊安全管理的能力。 

2.3.2 資訊系統的威脅 

    在前面說明『資訊系統安全』定義時就曾說明〆『…減少系統遭受環境災害及人 

為疏忽或故意攻擊等事件的侵擾…』，由這段話就可以明顯的看出威脅『資訊系統安

全』的來源大致上可區分為〆 

1.環境災害〆大致上可細分為自然災害與設備故障兩類。 

(1)自然災害〆火災、水災、風災(颱風)、雷擊、鼠、蟲害、溫濕度異常、電磁波及幅 



 

54 
 

射、地震… 

(2)設備故障〆硬體損壞、軟體損壞、網路損壞、電力系統故障(斷電)、系統工作負荷 

超載(當機) … 

2.人為災害〆大致上可細分為無心之失與蓄意破壞兩類 

(1)無心之失(Unintentional errors)〆 

a.操作錯誤〆包括操作程序設計上的錯誤及操作時未依法定的程序執行。 

b.資料輸入錯誤〆在資料輸入時看錯資料或按錯鍵等。 

c.程式撰寫錯誤〆軟體發展過程中程式撰寫有錯誤，而造成系統運作異常。 

d.其他因素〆包括操作人員因情緒、健康或怠職等因素而影響系統的正常運作々亦 

有可能因無心而洩露了系統安全的秘密訊息，而造成危機。 

(2)蓄意破壞(Intentional attack)〆 

a.電腦犯罪〆指藉非法的手段而對資訊系統所做之破壞行為如〆竊取金錢，竊取資 

訊，毀損資料等未經授權之行為。 

b.散佈病毒(Virus)〆病毒素有惡意軟體（malicious software）之稱，新種的病毒破 

壞力強大，而且可藉由網路快速蔓延，早已叫人「聞毒色變」。但病毒全是人寫的 

程式，以目前已超過上千種的電腦病毒來看，其發展動機除了好奇心、找刺激以外 

可能亦包含了＂圖利＂的因素在內。 

c.侵犯隱私權〆包括個人資訊之不當收集、惡用，以及擅自公開等。 

    上述之『自然災害』、『設備設障』、與『無心之失』等三種資訊系統安全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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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屬於『偶發性』的，至於『蓄意破壞』則是故意為之的犯罪行為，此類行動如同其

他犯罪行為一樣，大多在暗中進行，因此較難查覺，但卻是資訊系統安全管理的重點

工作。 

 

圖 2.6 資訊系統安全威脅分析 

    根據電腦安全協會（Computer Security Institute）於 2009 年對美國企業機構所做

的系統安全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在環境與人為的兩項威脅中，環境的威脅約佔

15%~17%，人為的威脅則佔 83%~85%。在人為的威脅中，出自公司內部人員的比例

最大約佔 70%~80%，來自外部的僅佔 3%~15%。由此統計數據可看出公司內部人員

所造成的傷害遠超過環境及外部人員的威脅，這是因為內部人員對組織系統知之甚詳，

因此破壞力也特別大，所以常常聽到「內神通外鬼」的社會弊案。 

1.環境的威脅〆佔 15%~17% 



 

56 
 

(1)火災(10%~12%) 

(2)水災(5%~7%) 

(3)其他意外性災害(小於 1%) 

2.人員的威脅〆佔 83%~85% 

(1)內部人員(70%~80%) 

a.人為疏忽及犯錯(50%~60%) 

b.不誠實的員工(10%) 

c.心懷怨恨的員工(10%) 

(2)外部人員(3%~15%) 

a.電腦玩家(Hacker)的侵擾(1%~5%) 

b.電腦病毒的入侵(2%~10%) 

c.竊聽及截取資訊(小於 1%) 

2. 3.3 資訊系統威脅應對措施 

    由於『資訊系統安全，的威脅從發生的時機來看，它在系統生命週期的每一個階

段，包括系統設計開發、運轉及維護，都有可能發生。因而安全的防護工作在每一個

階段都要做。另外，如果從威脅發生的地點來看，它可能發生在電腦主機上、通信系

統上、端末系統上、網路系統上的任何一處，因而防護上作不只是單一系統做好就夠，

而是要全面性兼顧的。以下即針對前面所敘述的各種威脅而提出防護措施與對策。 

1.對自然災害之防護措施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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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災〆 

a.建築物設置防火壁、及熱、煙感火災警報器及消防裝置。 

b.建築物內部裝潢以不然性建材為主。 

c.電腦機房獨立設為防火區。 

d.程式、資料等重要媒體應保存於耐火保險箱中。 

(2)水災、風災〆 

a.位於低窪地區之建築物，機房勿設置於地下室。 

b.加強屋頂、牆壁之耐水性。 

c.在配水管設置止水開關、漏水檢知器並經常準備防水套。 

(3)雷擊〆 

a.機房建築物加裝避雷針等裝置。 

b.採用光纖線路。 

(4)鼠、蟲害〆 

a.機房禁止攜帶飲料、食物。 

b.角落放置老鼠藥、蟑螂藥等毒餌。 

(5)溫濕度異常〆 

a.機房設置空氣調節設備 

b.設置溫濕度計或溫濕度警報器。 

(6)電磁波及幅射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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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機房設置點遠離強力電波源。 

b.加裝隔離變壓器、UPS 及接地棒等措施。 

(7)地震〆 

a.加強建築物之耐震性。 

b.強化上方(天花板)燈飾及物體之固定，以免掉落。 

c.防止電腦及週邊設備傾斜、滑動或揮落。 

d.緊急停止運作裝置。 

2.對設備故障之防護措施〆 

(1)硬體或軟體損壞〆 

a.重要機件、軟體、通信控制裝置及通信線路，應設置備份(Back up)待命。 

b.採分散處理作業，分擔風險。 

c.設置自動偵測故障之預警功能。 

d.設置故障復原及相互替代之計畫。 

(2)電力系統故障或超負荷之當機〆 

a.配置不斷電系統(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々UPS)，以預防臨時 

性電力中斷。 

b.採分散處理作業，分散負荷。 

3.對無心之失的防護措施〆 

(1)操作錯誤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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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系統設計階段，應含有防止錯誤操作警告聲音、訊息之措施。 

b.由系統運作紀錄中檢測出異常狀態。 

c.加強員工訓練，落實操作手冊中之步驟，及系統運用管理規則。 

(2)資料輸入錯誤〆 

a.輸入資料經過雙重檢測。 

b.辦公室內實施『零缺點』或『絕不犯錯』之品質保証運動，提醒員工。 

c.經常舉行操作訓練及及競賽來提昇員工品質活動。 

(3)程式撰寫錯誤〆 

a.系統開發之需求、設計、實行、測詴、運用、維護之各階段，均經過嚴格審查。 

b.遵守系統修改、程式製作修改、運用階段等主管理規則。 

c.應用軟體中應加入具有異常處理功能之子程式。 

(4)其他因素〆 

a.適當之人事配置管理。 

b.操作員之專責化。 

c.製定機密檔案處理規則、資料傳輸、增刪、修改、儲存等管理規則，並要求員工確

實執行。 

4.對蓄意破壞的防護措施〆 

(1)電腦犯罪〆 

a.加強門禁管理，對電腦機房、終端機室、資料保管室等重要區域實施嚴格管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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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人員之資格確實查核並予 

以記錄。 

b.對資訊系統使用者之身份應以身份識別碼、密碼、聲波、指紋等方式予以確認。 

c.使用者之權限範圍予以等級劃分，以免洩密。 

d.加強員工生活管理，並施以道德教育與法律常識的養成，以預防犯罪念頭之興貣。 

(2)散佈病毒〆 

a.加強員工對病毒特徵之認識與預防。 

b.重要資料或程式予以備份保存。 

c.安裝掃毒或防毒軟體，以期預先偵測。 

d.勿使用無版權或來源不明的軟體，以降低感染病毒的危險性。 

(3)侵犯隱私權〆 

a.將重要資料、通信信號予以密碼化，以防止不法入侵者之竊取、竊聽。 

b.設置監控系統，記錄使用狀況。 

c.制定罰則，對侵犯他人隱私者予以懲罰。 

d.電腦倫理道德教育與培養。 

5.建立入侵偵測系統與防火牆 

(1)入侵偵測系統（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 

入侵偵測系統的根本作用在於辨識外來攻擊行為，例如防毒軟體（virus protection 

software）的作用即在病毒有機會破壞 



 

61 
 

系統知之前，預先偵測出並予以警示使用者、隔離病毒、進一步清除病毒。由於病毒

品種不斷翻新，所以防毒軟體的病毒碼， 

也必頇時時更新，方可發揮最佳效益。 

(2)防火牆（firewall） 

當電腦資源連接到網路之後，其將承受的風險將大為增加。所謂)防火 

牆係位於專屬網路與 internet 閘道上的一種過濾器或檢查關卡，可以用來限 

制公司與 internet 之間進、出的資料流，以保護企業內部的資源免於外來攻 

擊的入侵與破壞。基本上，防火牆的概念乃是針對公司網路上所有的電腦建 

立一道防護裝置，而不是分別防護每一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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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策略，在進行文獻回顧之後，接著進行模型的推導。而紮根理

論（Ground Theory）是質性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種方法，能在複雜的資料中，進行分

析、整理、歸納等步驟，找出活動的意涵，進而建構出模型。在理論模型初步建構完

成以後，本研究將採用專家問卷研究法，邀請具有企業資訊系統管理、導入及稽核專

長的相關專家進行模型的探索，期以透過雙方互動交流，修正初步模型。接著運用個

案研究法，透過個案公司的深入探討，補充理論上文獻的不足，強化實務上對企業資

訊系統內部控制制度的要點項目模型。回顧本研究的研究策略後，整理出本研究的研

究流程圖如下〆 

雛 型 建 構

研究問題與目的
Theoretical ( 文獻端 )

Philosophies ( 整體概念 )

Theories ( 理論 )

Principles ( 原理原則 )

Concepts ( 概念 )

Methodological (實證研究)

Knowledge Chaims 

( 知識宣稱 )

Interpretations ( 解釋 )

Transformations ( 轉譯 )

Data Gathering ( 資料蒐集 )

比較與修正

個案研究
文獻探討(紮根理論)

專家問卷
 

圖 3. 1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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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 

1.1 紮根理論的基本介紹 

 紥根理論（Grounded Theory）歷史發展係由 1964 年 Barney Glaser ＆ Anselm 

Strauss 兩位學者，研究有關於臨終照護機構的研究（Study Of Dying In Health 

Institution）所發展出來，並於 1967 年出版的「紮根理論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一書，正式出現了紮根理論一詞。近代學者 Strauss ＆ Corbin（1990）

認為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是經由系統化方式去做資料蒐集與分析，並挖掘、發

展，且暫時地驗證的理論。 

 紮根理論主要是以歸納之方式，對欲研究之現象經過分析與整理而得出結果。在

研究開始之前，並不會有任何相關研究假設，研究者直接從原始資料中歸納、整理出

論點與概念，然後將概念提升為理論。也就是所研究的現象中，相關的概念與概念之

間的關係在一開始並沒有明確釐清，所以利用由下至上的方式來建立理論，由資料的

基礎來搜尋與反應相關現象的概念，再經由在概念中建立關聯更進而建立理論。

Hammersley（1989）更指出紮根理論是遵循科學原則（歸納與演繹並用的過程）、比

較的原則、假設驗証與理論之建立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說紮根理論是質化方法中最

具科學性之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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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紮根理論的研究設計與分析過程 

 一般基礎理論的研究過程主要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研究設計階段〆包括

文獻探討及選定樣本（非隨機）兩個步驟々第二階段為資料收集階段〆包括發展收集

資料的方法和進入現場兩個步驟々第三階段為資料編排階段，依時間年代發生先後順

序的事件排列々第四階段為資料分析階段〆包括採用開放式登錄（Open Coding），將

資料轉化為概念、範疇和命題，以及撰寫資料綜合備忘錄和排列備忘錄々第五個階段

為比較階段〆將最初建立的理論與現有文獻進行比較，找出其相同相異之處，作為修

正最初建立理論之依據(吳清山、林天祐，2004)。 

 紮根理論則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研究者在研究開始之前一般並沒有研

究假設，直接從原始資料中歸納出命題與概念，然後將概念上升到理論，這是一種由

下而上的理論建立方法，在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反應現象的概念，透過在概念間建立聯

繫而形成理論（陳向明，2002）。 

（一）、理論觸覺 

理論觸覺指的是研究者的一種個人特質，一種能察覺資料內涵意義精妙之處的能

力。理論觸覺的來源甚多，來源有文獻、專業經驗、個人經驗、發揮創造力等。「創

意」是紮根理論研究法裡一個首要的部分，而「理論觸覺」是其中一個重要創意的部

分（徐宗國譯，1997）々 這種觸覺指研究者運用個人的、專業的經驗，甚至學術文獻

發揮想像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研究者能由新的角度來檢視所面臨的情境與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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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也能為發展理論而深入探索資料的隱晦部份（Strauss ＆ J.Corbin, 1990）。 

（二）、編碼（Coding） 

Strauss ＆ Corbin（1990）對資料編碼發展了一組分析程序，以助研究者形塑理

論。在紮根理論中編碼是指將所收集到的資料打散、加以賦予概念，以及再以一個全

新不同的方式把概念重新整合的處理程序。因此，透過有系統的分析整理，龐大且雜

亂的資料將形成理論。這一組幫助研究者形成理論的程序是由「開放編碼」、「主軸編

碼」及「選擇性編碼」所組成。這三種編碼之間的界限是人為的，不同的類型並不需

要有明顯之階段排序，所以，在研究過程中，每一編碼類型可能產生於早期，也可能

產生於晚期。 

1.3 紮根理論的資料編碼過程 

 紮根理論的質性資料編碼共有三個步驟，包括開放編碼（Open Coding）、主軸編

碼（Axial Coding）及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在紮根理論編碼過程中應盡量在

理論導引、分析過程中保持創新性（Creativity）、嚴謹（Rigor）、持續性（Persistence）、

理論的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四者之間的帄衡。以下針對三個分析程序進行

說明〆 

（一）、開放編碼（Open Coding） 

    開放編碼的目的，就是在研究的現象中發現範疇並給予名字，並進而找出它的性

質與面向，因此此階段的抽樣是開放性的。開放性抽樣的特色是開放而不做任何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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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樣，可以是碰運氣的、系統的，或是隨意抽樣，以及現場的即興抽樣々甚至在開

放編碼中，可以針對受訪者所說的一句話進行類屬、屬性、面向的編碼，也可針對受

訪者的一段話進行編碼，甚至對我們觀察到的某一件事進行開放編碼（Strauss ＆ 

J.Corbin, 1990）。因此在第一階段的編碼過程中，主題抽象之層次較低，主要來自於

研究者最初的研究問題、文獻表達出的概念、社會情境中成員使用的名詞、或因瞭解

資料而激發出來的新思想（朱柔若，2000）。 

（二）、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主軸編碼的進行通常是在開放編碼已完成之後，才進行主軸編碼。此階段是將分

散的資料經由新的方式又重組貣來的過程，使類別與次類別互為相關，以對現象建立

更準確且更複雜的解釋（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因此主軸編碼的目的，是把開

放編碼所發現的範疇及其副範疇，更明確的聯合到一貣，並在其間尋找變異過程的證

據。 

（三）、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 

在紮根理論中，主軸編碼便是為了整合複雜的資料而形成的，主軸編碼是選擇性

編碼的基礎。所謂選擇性編碼是指選擇一核心類屬（Core Category）有系統的說明及

檢證主要類屬與其他類屬的關係，及填滿未來需要補充或發展的類屬之過程。選擇性

編碼主要是透過下列五個步驟所發展而成，這五個步驟並沒有一定的程序，在分析上

是來回各步驟之間的跳動（徐宗國，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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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一故事線（Story Line）。 

 藉由典範模型來敘述環繞於主要類屬之次類屬。 

 在面向的層次上（Demensional Level）敘述類屬。 

 由資料檢證假設。 

 填滿可能需要補充或發展的類屬。 

1.4 紮根理論的執行程序 

 紮根理論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研究者在研究開始之前一般並沒有研究

假設，直接從原始資料中歸納出命題與概念，然後將概念上升到理論，這是一種由下

而上的理論建立方法，在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反應現象的概念，透過在概念間建立聯繫

而形成理論（陳向明，2002），紮根理論架構執行流程如圖 3.2。 

資料分析

資料排序

資料收集

理論性抽樣

理論發展

理論飽和 研究結束

否

是

 
圖 3.2 紮根理論執行程序 

(資料來源〆Pandit，1996) 

研究流程首先確認研究問題，問題確認之後開始針對研究問題相關文獻做一回顧

與探討，培養研究者理論敏感度，作為下一步紮根理論發展概念之基礎，在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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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探討之後，依據紮根理論開始進行理論抽樣，透過深度訪談蒐集資料並進行資

料分析，分析結果若未達理論飽和，則再進行理論抽樣，此一循環將持續到理論飽和

為止（如圖 3.3），最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程文鬱，2002）。 

文獻探討

理論抽樣(深度訪談)

資料分析(編碼與歸類)

概念建構

結論與建議

理論飽和

否

是

紮
根
理
論

 
圖 3.3 紮根理論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〆程文鬱，2002） 

2 專家問卷 

 本研究架構的建立，運用 Gowin‘s Vee 的研究策略，在理論端除了根據紮根理論

整理文獻，初步確認出資訊系統該有之內部控制衡量構面與項目之後，為達到控制項

目可以符合企業資訊系統所運用，並且確定及提高各衡量構面與項目的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補充文獻上的不足，以及實務上的需求，在進行個案研究開始實

作前，採用學者 Lawshe（1975）所提出的方法及驗證過程，以發放專家問卷的方式

取得企業內部資訊單位以及學術界方面等專家意見，針對各衡量構面與項目指標進行

篩選的動作，以取得企業資訊系統應有之內部控制項目，增加本研究在實務上探討與

經驗。希望藉由理論與實務的交互運用下，能夠有效提升本研究的效度、廣度與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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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進而達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〆建構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的要點項目。 

問卷之效度乃指一份測驗或量表能正確測量到所要測量特質的程度，效度也就是

測驗內容的正確性、可靠性或有效性。在行為科學研究中，效度通常分為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 ratio)、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與專家效度。在態度量表編製中，會使用「內容效度比」 (Content Validity Ratio)

來代表專家判斷內容效度程度的量數，而編製好之問卷再敦請學者專家及該領域之實

務工作者審核，以判斷構念(construct)及所包含的題項內容是否適切，此種經專家學

者審核判斷題項的適切性，作為初步題項篩選及題項詞句語義修飾的參考，稱為「專

家效度」。雖然專家效度只是專家之間判斷的一致性指標，而非內容效度本身，但卻

可作為構念與題項適切性的參考，故近年來以專家效度作為問卷效度建構之一的研究

愈來愈普遍(吳明隆、涂金堂，2005)，而本研究採用學者 Lawshe (1975)所提出的驗證

過程來衡量專家效度，經此一程序，將可確認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根據 Lawshe (1975)所提出的檢定法，每項績效指標的內容效度指數(Content 

Validity Ratio，CVR)。CVR 的用意在評判一題項為「符合」、及「不符合」的實際專

家人數與期望值之差，佔期望值的百份比數。所計算出來的 CVR 值介於 -1.0 至 1.0 

之間，CVR 值愈高，表示專家們認為此題項的「符合性」愈高。檢定方式以顯著水

準為 0.05 的單尾檢定，去除未符合條件之問項，確保問卷結果符合內容效度。Lawshe

計算公式為〆 

2

)
2

(

N

Nn
CVR

e 
  

ｎe〆對於某一特定題項，評斷該題為「符合」及「不符合」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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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〆所有專家人數。 

例如〆當專家人數(N=5)為 5 個人時，各影響因素之 CVR 值必頇至少為 0.99 才

可列入後續處理之影響因素。判別準則計算如表 3.1 CVR 專家人數與最小

值之要求。 

表 3.1 CVR 專家人數與最小值之要求 

(資料來源〆Lawshe, 1975) 

專家人數 CVR 之最小值 

5 0.99 

8 0.75 

10 0.62 

12 0.56 

15 0.49 

18 0.43 

20 0.42 

 

2.1 問卷內容架構 

 一般來說，一份問卷通常包括〆問卷簡介、填答說明、問題及答案、編碼和其他

資料。 

1、 問卷簡介 

    位於問卷封面，對該問卷作簡短介紹，其作用在於介紹和說明研究的目的、

研究員的身份等內容。封面內容的篇幅雖短小，但在整個問卷中卻貣著重要的

作用。一般而言，在簡介中需要說明以下內容〆調查的內容和範圍々調查的目

的々調查的選取方法和調查結果保密的措施，以及調查的單位或個人的身份。

此外，有的問卷通常會把回收問卷的方式和時間等等具體事項寫進封面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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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的結尾處還要向被調查者表示感謝。封面的文筆要簡明、親切、謙虛、誠

懇，切忌囉嗦。 

2、 填答說明 

    即用來指導問卷填寫者如何正確填答以及其他相關備註說明，主要的目的

是提醒填表人對填表的要求、方法、注意事項等作一個總的說明。若問卷設計

的形式為非封閉式問卷時，亦可將該問卷設計的原則作一簡單說明，以便使填

答者對該問項有任何建議時可以於空白處或備註欄填寫。最後可以搭配範例說

明，方便填答者可以清晰的了解填答規範。 

3、 問題及答案 

    問題和答案是問卷的主體，可以說，被調查者的各種情況正是通過問題和

答案來收集的。問卷中的問題在形式上可分為開放形式、封閉形式和半開放形

式三大類。 

    所謂開放式調查問卷，是指對問題的回答不提供任何具體的答案，而由被

調查人自由回答的調查問卷。使用開放式問卷的優點在于可以使調查得到比較

符合被調查者實際的答案，缺點是有時意見比較分散，難以綜合。 

    所謂封閉式調查問卷，是指答案已經確定，由調查者從中選擇答案的調查

問卷。封閉式調查問卷的優點是便于綜合，缺點是有時答案可能包括不全。因

此，使用封閉式調查問卷時，必頇要把答案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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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半開放式問卷，是指給出部分答案（通常是主要的），而將未給出的

答案或用其它一欄表示，或留空格，由被調查者自行填寫。 

4、 編碼和其他資料 

    所謂編碼就是賦予每一個問題及其答案一個數位作為它的代碼，便於後續

使用電腦進行統計分析處理，通常在每項資料後留出編碼用方框，以便於編碼

輸入。除了編碼外，有些問卷還需要填答者提供相關有關研究所需的資料，如

填答者姓名、相關資歷以及與該研究有關的基本資料等等。 

2.2 問卷發放之考量 

 王玉民（1994）指出，問卷調查經常採郵寄式或團體式兩種方式實施。所謂郵寄

式係指研究者將問卷製作妥善後，以郵寄方式將問卷寄送受調查對象，待其回答完畢

後，再以郵寄還給研究者。團體式係指研究者擇定一團體實施，由研究者攜問卷至該

團體所在場所（例如工廠、學校、公司等），說明答題方式後將問卷發放，回答者作

完後繳回。 

    然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目前許多研究者採用電子郵件方式進行問卷調查，雖

然根據 Kiesler & Sproull（1986）的研究顯示採用電子郵件的回收率不如郵寄方式，

但是電子郵件相對於郵寄方式擁有較方便、迅速、低成本特性（Sheehan, 2001）。研

究者如採用電子郵件方式實施問卷調查，若能積極催收，則能夠有效改善回收率

（Manfreda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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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 

 本研究根據以上建議，在設計與發放問卷寄發時將採用以下幾點方式（詳細問卷

內容請參閱附錄三）〆 

 鑑於網路的方便性，本研究採用電子郵件寄送。 

 問卷簡介處先簡要介紹本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提供作答者對本研究的基

本瞭解。 

 告知專家被選取的原因，並取得其同意，同時聲明本研究之保密政策，說明

研究性質純粹為學術需要，請受訪者放心填答。 

 為使專家意見易於趨於一致，本研究問卷設計採用半開放式問卷，即採用結

構式問項以及開放式意見表達填寫區。 

3 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法是進行社會科學研究之方法之一，利用多重資料來源，如直接觀察、

系統訪談、各種檔案文獻等方式，重組過去曾經發生的歷史，能夠將研究注意力集中

於單一環境中所可能發生之各種變化的研究策略（Eisenhardt, 1989）。經由個案研究

法的實證研究，研究真實的環境下當時的現象，且運用多重證據獲致結論，不僅是資

料蒐集的做法或一種設計特徵，更是一種非常完整的研究方法，其中包含設計的邏輯

以及特定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法（Yin, 1994）。同時個案研究法常用來研究「如何」

及「為何」這類的研究問題，所以很適合用於驗證本研究所建構的企業資訊系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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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控制要項「如何」應用在個案公司之中，以及「為何」需要這些一般控制要項來確

保企業本身對資訊系統所進行的公司內部控制是可以被信賴的。因此，以下本研究將

為個案研究法做一簡單介紹，並說明本研究將如何應用個案研究法驗證本研究建構的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內部控制制度。 

3.1 個案研究法之介紹 

 個案研究法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研究策略，運用個案探討方式呈現出所要陳述

的事實及想披露的問題，利用科學方法有系統地收集、分析所獲得的相關資料，以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或途徑，是一種邏輯導向的思考過程（Yin, 1994）。主要透過實際

參與者的觀點瞭解研究對象的事件、人事及活動（Gall, Borg ＆ Gall, 1996），因此

可以接觸到真實環境下的情況，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科學研究方法，並且有助於取得

更多實際的資訊來建立理論（McCutcheon ＆ Meredith, 1993）。以下將針對個案研

究法的種類、優缺點、特性及研究品質進行簡略說明。 

（一）、個案研究法之種類 

個案研究之基本設計有兩個維度〆一個是個案數，單一個案或多重個案々另一個

是分析單元，單一分析單元（整體性）或複數分析（嵌入性）單元，此兩個維度使得

個案研究產生了四種研究方法（如表 3.2）。 

表 3.2 個案研究之基本設計類型 

 單一個案設計 多重個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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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的 

（單一分析單元） 

類型一 類型三 

嵌入式的 

（多重分析單元） 

類型二 類型四 

資料來源〆Yin（1994） 

而研究者進行個案研究前必頇先確認研究的個案數，學者 Yin（1994）指出採用

單一個案研究有四個理由〆（1）該個案乃測詴一個成熟（Well-Formulated）理論的關

鍵性個案々（2）該個案代表一種極端或獨特的個案々（3）揭露式個案（Revelatory Case）々

（4）利用個案作進一步研究的開場，即利用個案研究來進行探索，或者是作為多重

個案研究的先導個案。但相對於單一個案，多重個案得到的證據，通常都被認為是較

強而有力的，也因此整個研究常被認為是較為穩健的（Herriott ＆ Firestine, 1983），

然而，多重個案研究通常無法滿足採用單一個案設計的原因，如例外或少見的個案、

關鍵性個案以及揭露式個案等，此外，執行多重個案研究可能會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資

源。至於區別整體性的設計與嵌入式的設計的方式，主要是以分析單元來區分，其中

單一分析單元是屬於整體性的設計，而多重分析單元則是屬於嵌入式的設計。 

（二）、個案研究法之優缺點 

 個案研究法屬於實證探究（Empirical Inquiry）的研究形式，但許多學者對於個

案研究的採用策略仍有存疑（Yin, 1994）〆（1）最大的考量是個案研究整體來講，較

缺少嚴密性。個案研究的結論可能因研究者的個人觀點，而讓模稜兩可的證據或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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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見的觀點影響了發現與結論的方向。（2）對科學的概化無法提供強力的支持基礎，

因此常聽到類似這樣的問題〆「你如何從一個單一個案來做推論〇」而問題的答案並

不簡單。（3）對於個案研究常見的抱怨是花的時間太久，並且會產生大量且讓人沒有

興趣閱讀的文件。 

 

（三）、個案研究法之特性 

 由以上個案研究的相關簡介說明，可以整理出來個案研究具有以下之特性〆 

 在自然而非人為操縱的環境中進行真實情況下的研究。 

 資料蒐集方法多元化，如直接觀察、訪談、閱讀檔案文獻、問卷調查等。 

  研究對象可採單一或多個對象。 

  可以較一般研究更深入的瞭解研究對象的複雜性。 

  適用在問題仍未有人探討、研究，屬探索性階段。 

  適合研究「為什麼」、「如何做」的研究問題。 

  研究結果取決於研究者的整合能力及分析能力。 

  不同的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方法，能得到不同的研究成果。 

  不預設研究變數、自變數以及應變數。 

（四）、個案研究法之研究品質 

 實證的個案研究普遍採用的品質測詴標準主要有四個，因此為確保個案研究品質，

必頇考量下列四項衡量標準如表 3-3，其中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係指對所研



 

77 
 

究的觀念，建立正確的操作性衡量方式々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只針對解釋性

或是因果研究，而不適用於描述性或探索性的研究）係指建立一個因果關係，以顯示

某些條件可引導致其他條件，並和虛無的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s）區別々外在

效度（External Validity）係指建立一個研究的結果可以被概化的範圍々 信度（Reliability）

乃是說明如資料收集過程等研究的操作因子，可以重複實施並得到相同的結果（Yin, 

1994）。 

表 3.3 個案研究處理四個研究設計測詴問題的方法 

測詴 個案研究作法 作法應用的研究階段 

構念效度 

使用多重證據來源 

建立證據的串聯 

請關鍵資料提供者，檢視個案研究報告的草稿 

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 

撰寫報告 

內在效度 

進行型樣比對法 

進行解釋建立法 

進行時間序列分析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外在效度 在多重個案研究中使用複現邏輯 研究設計 

信度 

使用個案研究的計畫書 

發展個案研究資料庫 

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 

3.2 個案研究法之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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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擬採用單一個案為研究對象，以獲得較高的研究深度。因此本研究將以有

會計師簽證的上市櫃公司並能充分配合研究之個案公司作為研究對象，藉由在公司現

場蒐集到企業實際運作的初級資料為主，次級資料為輔，進行資料之蒐集、分析與整

理。初級資料方面將透過直接觀察、實際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蒐集。次級資料則是深

入了解與公司產業相關之研究或資料、書面文件等，並予以彙整、歸納與分析，同時

蒐集與本研究設計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內部控制制度相關之資料。本研究在個案研究

所採行的步驟如下〆 

 研讀與個案公司產業相關之文獻與公司基本資料、組織發展情形。 

 透過與個案公司人員實際接觸，瞭解個案公司日常作業的實際情形，以及個

案在企業資訊系統內部控制上的發展程度。 

 利用資訊人員實際使用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之結果，經由訪談驗證該

結果是否與真實情況相符合。 

 藉由與個案公司內部相關稽核人員訪談的方式，修正本研究所設計之企業資

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的定義以及控制要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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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雛型建構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圖，首先針對企業內部使用之資訊系統內部控制、資訊安

全組織規章及國內外資訊安全的文獻進行蒐集，並且進行相當詳細的閱讀整理與分析，

進而呈現完整且一致性的資訊循環內部控制評量的項目，在此過程中，由於利用質性

研究法中的紮根理論，能在複雜的研究表象中，進行資料的蒐集，並以分析、整理與

歸納的方法，嘗詴挖掘出作者深層的用意。 

1 資料來源 

    資料是紮根理論的主要資產，也就是說，任何東西只要符合研究者所關心的領域

就是資料。不論是訪談的、觀察得到的，只要任何能幫助研究者產生用以建立理論的

原始概念資料都可以納入。甚至是非正式的面談、演講、研討會、專家團體的會議、

報章雜誌、網路郵件，甚至是與朋友彼此間的對談。對研究者來說，只要包含相關領

域的資料都算，即使那只是一個好的點子（Glaser, 1998）。 

    進行紮根理論前，必頇先蒐集到相關文獻進行詳讀，所以本研究針對文獻的蒐集

問題，設定主要的蒐集條件為〆（1）資訊安全組織之規範準則（2）國內外有關資訊

安全的文獻。詳細說明如下〆 

一、資訊安全組織之規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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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許多組織紛紛提出資訊安全規範，常見的標準規範如下〆ISO/IEC 17799々

BS7799-2々 ISO/IEC TR13335々 COBIT々NIST Handbook々 ISO13569々 ISO/IEC 15498々

ISO/IEC 15408々 ISO/IEC 15504々 ISO/IEC 18045々 SE-CMM々 SEE-CMM々 ITIL Foundation

等，而本研究將針對常見的 BS7799 與 COBIT 做進一步的分析整理。利用 BS7799 與

COBIT 的規範作業作為本研究之紮根理論的一部份。 

二、國內外有關資訊安全的文獻 

    所選取進行紮根理論參考的文獻必頇要包含資訊安全或內部控制等相關議題，換

言之，所選取的文獻必頇和本研究所欲建構的規範有相當程度的關係。而所搜尋的文

章在關鍵字或摘要中必頇要有「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或「一般控制」、

「General Control」等相關字元。而國內外文獻主要搜尋來源如下〆 

    國外的文獻主要是透過 ScienceDirect 進行資料搜尋，搜尋的主要條件為〆（1）關

鍵字或摘要必頇含有「Information System」、「Information Security」、「General Control」

或「Internal Control」々（2）文獻所屬類別必頇為資訊相關 （々3）為近五年內之相關文

獻。 

    國內文獻主要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進行資料搜尋，搜尋的主要條件

為〆（1）關鍵字或摘要必頇含有「資訊系統」、「資訊安全」、「一般控制」或「內部控

制」々（2）文獻所屬類別必頇為資訊相關 （々3）為近五年內之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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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上述條件的搜尋與整理過後，彙整出符合本研究深入探討與分析的文獻，並

將之分類如下〆（1））資訊安全組織之規範準則分類為 A （々2）英文部分文獻分類為

B （々3）中文部分文獻分類為 C，以利後續紮根理論的編碼。  

表 4-1 紮根理論使用文獻 

編

號 
作者 年度 文獻題目 文獻出處 

歸

類 

1 BS 7799 2004 BS 7799-2〆1999 控制目標 7799 part2-1999 A 

2 COBIT 2000 
COBIT 4 個作業範圍、34 個作業程序、318 個控

制目標 
COBIT A 

3 經濟部 2000 資訊技術─資訊安全管理作業要點 CNS17799 A 

4 教育部 2003 本部資訊安全管理計畫 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A 

5 
S.H. (Basie) von 

Solms 
2005 

Inform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 Compliance 

management vs operational management 
Computers & Security  B 

6 Andrew Stewart 2004 On risk: perception and direction Computers & Security  B 

7 

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Access Control Policie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Computers & Security  B 

8 

Kenneth J. Knapp, 

R. Franklin Morris 

Jr., Thomas E. 

Marshall, Terry 

Anthony Byrd 

2009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An organizational-level 

process model 
Computers & Security  B 

9 Dario Forte 2000 
Auditing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Cornerstone of 

Compan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Network Security B 

10 Steve Durbin 2011 Information security without boundaries   Network Security B 

11 

Antonio Izquierdo 

Manzanares, Jose M. 

Sierra Camara, 

Joaquin Torres 

Marquez 

2006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curity policies with 

adaptative encrypti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B 

12 

ušan Gabrijelčič, 

Borka Jerman 

Blažič, Jurij Tasič 

2005 Future active Ip networks security architecture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B 

13 

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 

2004 
Understanding software project risk: a cluster 

analysis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B 

14 
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 When 

Should It be Managed?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ical Report  
B 

15 Debi Ashenden 2008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 human 

challenge?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ical Report  
B 

16 

Aniello Castiglione, 

Alfredo De Santis, 

Claudio Soriente 

2010 
Security and privacy issues in the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 
B 

17 

Sungho Kwon, 

Sangsoo Jang, Jaeill 

Lee, Sangkyun Kim 

2007 
Common defects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Korean companies 

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 
B 

18 Mathieu Gorge  2005 USB & other portable storage device usage Computer Fraud & Security  B 

19 

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 

2006 
Towards an Information Security Competence 

Maturity Model 
Computer Fraud & Security  B 

20 J.H.P. Eloff and 2005 Information security architecture Computer Fraud & Securit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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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Eloff 

21 

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 
Ensuring consistent security implementation within a 

distributed and federated environment 
Computer Fraud & Security  B 

22 

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 

2005 
Continuous auditing: verifying information integrity 

and providing assurances for financial reports 
Computer Fraud & Security  B 

23 李俊隆 2003 
論災難備援計劃在資訊安全的重要性－以美 CTS 

Corporation 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論文 
C 

24 陳連枝 2003 
國內金融控股公司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之探討— 以

M 公司為例 

長庚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C 

25 盧興義 2004 
危機管理在資訊安全上之研究－以防範「組織內部

人員不當竊取」為例 

大葉大學事業經營研究所碩

士班碩士論文 
C 

26 黃劭彥、盧正宗 2003 企業資源規劃與電子商務整合下的內部控制 
2003 企業資源規劃研究暨實

務研討會論文集 
C 

27 詹順卲 2007 
資訊循環內部控制制度建構之研究 

－ 以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為例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

技研究所碩士論文 
C 

28 王尹廷 2008 
符合沙氏法案 404 節連續性電腦稽核系統之建構

與實證〆以鼎新 ERP 系統之銷售及收款循環為例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

技研究所碩士論文 
C 

    在使用以上方法進行搜尋與整理之後，總共可以得到28篇與企業資訊系統之內部

控制有關係的文獻。在資訊安全組織之規範準則中有4篇，其中BS7799與COBIT兩者為

國外的資訊安全組織規範，BS7799 是一套相當複雜的資訊安全應用與稽核的標準，

但不外乎就是控管的觀念。定義一套完整的政策、程序、實施與組織化的架構，用來

提供合理的保障使企業目標得以達成，並避免、偵測或修正無法預期事件所造成的後

果，COBIT則是一系列關於IT管理最佳實踐的集合，為管理人員、審計人員和IT用戶

提供了一套通用的測量、顯示和處理的方法以及最佳的實踐，幫助其通過在公司中使

用信息技術和適當的IT治理與控制，使公司的利益最大化。CNS17799為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所頒佈之資訊安全管理作業要點，用以作為我國之資訊安全標準，並協助國內企

業建立貣相關作業規範。最後一篇資訊安全組織規範準則為教育所所制定的資訊安全

管理計畫，此計畫為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所制定而成，主

要目的為建立安全及可信賴的電子交換環境，以確保資料、系統、設備及網路的安全，

資訊的適當安置及資訊安全實務作業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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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 24篇為企業資訊系統之內部控制有關係的中文文獻和英文文獻，其中英文

文獻的部分有 18 篇，中文文獻的部分有 6 篇。在英文文獻當中，「Information security 

without boundaries  」與「Future active Ip networks security architecture」提到許多關

於網路資訊安全的內容，可用以協助建立貣企業資訊系統的內部控制。「USB & other 

portable storage device usage」和「Towards an Information Security Competence Maturity 

Model」則是在企業資訊系統的實體安全上面有所著墨，包含 USB 的使用以及其他相

關電腦設備上之管理。「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An organizational-level process 

model」則是將重點擺在資訊政策上制訂與內部控制彼此之間的影響。在「危機管理

在資訊安全上之研究」這篇文獻當中，提到的是以防範組織內部人員不當竊取作為舉

例，藉由加強對於人員權限上的管理來達到內部控制的目標。「論災難備援計劃在資

訊安全的重要性」以美 CTS Corporation 為例，提出資料備份的在資訊安全中的重要

性，當受到天災人禍時可以更加快速的讓企業回復本身原有的能力。 

2 紮根理論之運作過程 

2.1 開放性編碼 

    本研究首先針對符合條件的文獻內容進行編碼，並根據原文內容進行概念化，依

據本研究之目的「探討符合沙氏法案中企業資訊系統上的重要查核或控制項目」，所

以只要文章中凡是與資訊作業內部控制相關的段落或是明顯指出資訊作業內部控制

的形成因素者，都予以節錄並加以編碼。編碼方式以分類代號做文獻分類，A 表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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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安全組織之規範準則，C 表示中文開放性編碼，B 表示英文開放性編碼。一篇文獻

中常會整理出多個概念，舉例如下〆 

    在 BS7799 規範中，有提到‖應勸阻對於套裝軟體的修改，對於必要的變更應嚴

格控制‖ 從此段敘述中，可以加以概念化並編碼為「A98〆程式修改是否有提出申請、

A99〆系統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A100〆系統程式更新(新增)是否

有經使用者進行程式驗收、A110〆系統程式修改後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更」，等

四個因素。 

    例如在「The Development of Access Control Policie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一文中有提到‖The Defence in Depth principle is based on a succession of 

barriers that includes the outer and inner perimeters of systems, the network access points, 

the capability to logon to the system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s, use of operating system 

privileged functions, and access to the data resident on the system.‖，從此段敘述中，可以

加以概念化並編碼為「C41〆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C42〆是否有申請使用相關系

統」、「C43〆是否有登入權限控管」等概念化項目。 

    依此方法類推，可以得到編碼結果如附錄（資訊安全組織之規範準則開放性譯碼）、

附錄（中文文獻開放性譯碼）、附錄（英文文獻開放性譯碼）。總共發現項概念化的結

果，總計來自資訊安全組織之規範準則的有 176 項、來自英文文獻的有 151 項，來

自中文文獻的有 81 項。下表則是將概念化（譯碼）的結果，轉化為範疇的過程，將

408 項概念化的結果依其性質，建立出 60 項內部控制重點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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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開放性編碼結果 

編號 概念 編碼 參考文獻 

1 資訊單位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A1、A30、A121、A193、B12、B32、B47、B112、B123、C17、C33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Dr.Andy Jones(2006)、陳連枝(2003) 

2 
系統程式開發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紀

錄 

A10、A18、A26、A38、A128、A135、A138、A216、A221、B41、B61、

B92、B124、B134、B144、C22、C122、C182、C209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Andrew Stewart(2004)、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連枝(2003) 

3 系統軟體更新是否有維護紀錄 A33、A52、A100、B95、B148、C59、C102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 、王尹廷

(2008) 

4 
系統程式修改後 文件是否有版本更

新及變更 

A11、A20、A27、A31、A36、A41、A53、A54、A132、A145、A190、A219、

A222、B84、B101、B126、B137、B145、C23、C187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teve Durbin (2011)、Andrew 

Stewart(2004)、陳連枝(2003) 

5 是否有依規定進行申報 A117、A120、A198、A261、A262、C163 CNS17799(2000)、BS7799(2004)、陳連枝(2003) 

6 申報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 A118、A119、A197 CNS17799(2000) 、COBIT(2000) 

7 是否有使用合法之軟體 A121、A189、A211、A250、A259、B108、B129、B161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 

8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A2、A5、A7、A29、A57、A110、A114、A131、B1、B52、B76、B79、

B82、B98、B115、B120、B142、C16、C26、C28 

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2006)、

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Philip Hunter (2005)、Piers Wilson, Senior Consultant (2005)、

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9 
系統程式更新是否有經使用者進行程

式驗收 

A13、A14、A25、A134、A139、A218、B59、B97、B100、B122、B130、

B136、B146、C21、C123、C130、C186 

BS7799(2004)、COBIT(2000)、Andrew Stewart(2004)、Steve Durbin (2011)、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連枝(2003)、王尹廷(2008) 

10 系統軟體更新是否有經主管同意 A77、A136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 

11 系統是否有獨立程式開發環境 A15、A141、A217、C121、C180 CNS17799(2000)、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連枝(2003) 

12 
系統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 
A16、A42、A60、A64、A129、A137B99、B123、B133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 、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 

13 系統備份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A169、A229、C175、C191 教育部(2003)、BS7799(2004)、陳連枝(2003) 

14 
系統程式開發完成後是否有覆核文件

(包含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 
A17、B83、B88、B125、B144、C124、C183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連枝(2003) 

15 申報資料是否有備份保管 A101 教育部(2003) 

16 系統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專人維護 A2、A50、A130、A151、A154、A157、A234、C3、C44、C65、C66、C73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Johnathan Tait(2001)、Mathieu Gorge 

(2005)、王尹廷(2008) 

17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 
A181、A257、B72、B175、C25、C29、C96、C134、C135、C137、C200、

C201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Andrew Stewart(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Richard Williams(2003)、陳連枝(2003) 

18 系統相關系統文件是否有專人保管 A28、A33、A34、A35、A39、A149、A215、A220、B24、B173、C54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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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概念 編碼 參考文獻 

(2001) 

19 系統流程變更是否有相關控制 A29、A37、A122 教育部(2003)、BS7799(2004) 

20 
系統資料輸入錯誤是否有相關異動文

件(流程) 
A3、A52、A59、A69、A70、A81、A166、A233、B34、C4、C127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BS7799(2004)、S.H. (Basie) von Solms(2005)、

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 

21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修改)系統程

式修改文件或原始程式庫 
A37、A40、A194、B94、B164、C55、C192、C210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陳連枝(2003) 

22 系統程式修改需求是否有申請單 A4、A23、A71、A127、A142、A212、B98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BS7799(2004) 、COBIT(2000) 

23 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有申請單據 
A43、A45、A124、A152、A155、A209、A224、A232、A236、B65、C42、

C72、C106、C109、C194、C196 

CNS17799(2000)、BS7799(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Mathieu Gorge (2005)、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2005)、陳連枝(2003) 

24 是否有防範異常入侵機制 A44、A187、B43、B158、C28、C38、C91、C141、C215、C231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Peter Stephenson (2005)、Piers Wilson, Senior Consultant 

(2005)、盧興義(2004)、黃劭彥、盧正宗(2003) 

25 離職人員後帳號是否註銷 A46、A63、A153、A195、A225、B66、B117、C150、C197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Dr.Andy Jones(2006)、陳連枝

(2003) 

26 
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經相關單位

主管同意 
A47、A210、A223、A237、C18、C48、C147 

CNS17799(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Andy Jones(2006) 

27 系統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紀錄 A48、A161、B77、B157、C80、C208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teve Durbin (2011)、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陳連枝(2003) 

28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A49、A55、A207、A227、A231、B52、B54、B63、B67、B70、B75、B79、

B156、B169、C2、C5、C27、C46、C71、C146、C203、C224、C226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

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Mathieu Gorge 

(2005)、Peter Yapp(2001)、盧興義(2004)、黃劭彥、盧正宗(2003) 

29 
系統程式修改規格是否經資訊部門及

申請部門確認 
A5、A8、A22、A24、A140、A143、B120、B127、B132、B142、C13 教育部(2003)、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 

30 系統之軟硬體是否有專人維護 A51、A73、A97、A107、A125、C25 教育部(2003)、CNS17799(2000) 、陳連枝(2003) 

31 
外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行相關驗

證程式作業 
A56、A85、A193 CNS17799(2000)、BS7799(2004) 

32 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A57、A58、A90、A185、A204、B41、B56、B58、B124、B135、C32、

C41、C57、C97、C188 

Andrew Stewart(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33 系統程式修改單據是否有編碼管理 A6、A32、A144、A214 教育部(2003)、COBIT(2000) 

34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A61、A83、A159、A165、B33、B74、B76、B91、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

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2006) 

35 系統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 A62、A102、A126、A156、B69、B113、B134、C149、C199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Johnathan 

Tait(2001)、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2005)、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Dr.Andy Jones(2006)、陳連枝

(2003) 

36 人員職務異動使用權限是否同步異動 A64、A196、A226、A228、B118、B147 教育部(2003)、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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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概念 編碼 參考文獻 

Professor(2002) 

37 
系統輸入資料(如訂單)是否有原始憑

證 
A65、A158、A205、B136 

CNS17799(2000) 、BS7799(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ebi Ashenden(2008) 

38 系統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A66、A77、A146、A162、A206、A235、B53、B85、B86、B87、B135、

B165、C103、C126、C207、C227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連枝(2003)、黃劭

彥、盧正宗(2003) 

39 
系統輸出之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

控 

A68、A147、A160、A163、B49、B51、B62、B90、B166、B187、C37、

C53、C70、C104、C229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Mathieu 

Gorge (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黃劭

彥、盧正宗(2003) 

40 
系統程式修改單是否經相關部門主管

同意 
A7、A21、A213、B33、B108、C50、C176 COBIT(2000)、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2004)、陳連枝(2003) 

41 系統軟硬體更新是否有專人維護 A74、A80、A188、A196、A239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 

42 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A75、A88、B20、B101、B139、B140、C177、C90、C104、C132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Piers Wilson, Senior 

Consultant (2005)、陳連枝(2003)、黃劭彥、盧正宗(2003) 

43 
系統硬體設備維護及異動是否有相關

作業紀錄 
A76、A99、A172、A191、A202、A243、A249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 

44 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78、A108、A114、A115、A177、A192、A252、B15、B16、B17、B31、

B46、B104、B154、B162、C40、C61、C87、C114、C158、C170、C219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Peter 

Stephenson (2005)、Philip Hunter (2005)、李俊隆(2003)、陳連枝(2003)、盧興義

(2004) 

45 
系統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

錄)文件 
A79、A109、A179、B45、B47、B107、B163、C89、C117、C178、C206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Stephenson (2005)、Philip 

Hunter (2005)、Debi Ashenden(2008)、陳連枝(2003) 

46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維護 
A82、A98、A133、A171、A203、A242、A248、B38、B82、B109、B138、

C9、C15、C60、C113、C174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Philip Hunter (2005)、陳連枝(2003) 

47 
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系統資安宣導

及訓練 

A85、A182、A254、A260、B1、B13、B14、B27、B56、B116、B160、C14、

C68、C75、C83、C110、C118、C161、C169、C220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

Johnathan Tait(2001)、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2006)、

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2005)、Philip Hunter (2005)、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王尹廷(2008) 

48 系統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 

A86、A101、A111、A112、A131、A164、A167、A178、A186、A244、

A247、A251、B44、B81、B151、B167、C11、C92、C156、C189、C205、

C228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Stephenson (2005)、李俊隆(2003)、陳連枝(2003)、黃劭彥、盧正宗(2003) 

49 
置放系統之機房是否有防火、防水、

溫度控制等設施 
A87、A91、A92、A93、A174、A175、A239、A246、C153、C155、C222 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2004)、李俊隆(2003)、盧興義(2004) 

50 系統備份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 A88、A168、A245、B152、B170、C93、C159 
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2004)、COBIT(2000)、Peter Stephenson 

(2005)、李俊隆(2003) 

51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A89、A113、A116、A180、A253、B105、B106、B153、B168、C12、C88、

C157 

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Stephenson 

(2005)、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2004)、李俊隆(2003) 

52 置放系統之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A94、A150、A173、A184、A201、A230、B19、B21、B171、C86、C133、BS7799(2004)、COBIT(2000)、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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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概念 編碼 參考文獻 

C154、C172、C223 Williams(2003)、李俊隆(2003)、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53 相關資訊設備是否列冊管理 A95、A106、A148、A183、B4、B11、B28、C35、C84、C168 
教育部(2003)、BS7799(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陳連枝(2003) 

54 是否有防毒措施 A56、A132、A178、B102、C7、C112、C116、C212 
教育部(2003)、BS7799(2004)、S.H. (Basie) von Solms(2005)、Philip Hunter (2005)、

Debi Ashenden(2008)、盧興義(2004) 

55 系統主機是否有獨立機房 A97、A102、B18、B20、C85、C132、C171、C221 
BS7799(2004)、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Richard Williams(2003)、陳連

枝(2003)、盧興義(2004) 

56 機房是否有不斷電設備 A41、A126、B22、B23、B172、C10、C152、C173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

李俊隆(2003)、陳連枝(2003) 

57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A3、A111、A115、A176、B19、B45、B107、B119、B143、B162、B164、

C27 

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2005)、Philip Hunter (2005)、Piers Wilson, Senior Consultant (2005)、

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58 是否有獨立的測詴環境 A35、A40、A58、A93、A147、B181 BS7799(2004)、COBIT(2000)、Debi Ashenden(2008) 

59 是否有建置防火牆 
A48、A73、A159、B6、B67、B74、B78、B90、B99、B111、C23、C70、

C147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

Johnathan Tait(2001)、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2006)、

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Peter Stephenson (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Philip Hunter (2005)、盧興義(2004)、

黃劭彥、盧正宗(2003) 

60 是否有密碼控管 
A68、A70、B78、B89、B100、B136、B138、B144、B145、C198、C202、

C225 

BS7799(2004)、Johnathan Tait(2001)、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Richard Williams(2003)、Peter Yapp(2001)、陳連枝(2003)、

黃劭彥、盧正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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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的範疇內容是依據譯碼的結果，將 60 個關鍵內部控制規範的命名々編碼中

的文字與數字是譯碼的過程中，對該活動的簡單詮釋，。在此舉一例做說明〆表 4.2 中

項目編號 44 的範疇內容為「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在 408 個概念化

的過程中，編號 A78、A108、A114、A115、A177、A192、A252、B15、B16、B17、

B31、B46、B104、B154、B162、C40、C61、C87、C114 的敘述，都是在說明當資

訊系統一但有異常現象時，各單位如何聯繫並通報到資訊單位處理，資訊單位該採取

何種措施來排除異常現象，或帄時該如何建立資訊安全事件之通報作業程序及應變措

施，因此將之歸類在同一範疇之下。由上述說明，可以同理類推其餘因素的歸納過程。 

2.2 主軸編碼 

    本研究利用開放性譯碼，將所有資訊進行詳細的分析整理，並獲得 60 個有關資

訊系統內部控制的重要因素，然為了達到本研究的目的，必頇利用主軸譯碼將 60 項

關鍵活動依性質分類，進而呈現完整的模型。由於本研究題目為「以沙賓法案為基礎

的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建構與實證」，為了訂定出能夠符合企業在資訊系統內

部控制上能夠實際運用和參考的模型，本研究將根據證期局所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建

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為架構，區分為十一大構面〆（1）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

責劃分。（2）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3）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4）程式及資

料之存取控制。（5）資料輸出入之控制。（6）資料處理之控制。（7）檔案及設備之安

全控制。（8）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9）系統復原計畫制度及

測詴程序之控制。（10）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11）向本會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

報相關作業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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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透過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架構，建立貣主軸編碼會使用

到的 11 大構面之後，將 60 項開放性編碼的結果分別歸類到其中。   

    以「編制系統文書之控制」這個構面為例，由於此一構面的控制是以和企業資訊

系統所使用相關的文件為主，因此將與此一構面可以直接連結到的開放性編碼歸類在

其中。編號 4「系統程式修改後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更」、編號 14「系統程式開

發完成後是否有覆核文件(包含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編號 18「系統相關系統文件

是否有專人保管」、編號 21「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修改)系統程式修改文件或原始

程式庫」這四個開放性編碼皆與編制系統文書之控制構面有直接關係，所以將這四個

編碼歸類在此購面下。 

    另以「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這個構面為例，此一構面的控制是以和企業資訊

系統中程式與資料存取相關的控制。編號 33「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編號 60

「是否有密碼控管」、編號 28「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編號 31「外

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行相關驗證程式作業」、編號 17「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

控管」、編號 16「系統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專人維護」等皆和程式及資料的存取控制有

直接關係，所以將這些編碼歸類在此一構面下。 

    由深入整理與歸類後，依據各控制項目可能造成之或有風險，將 60 項關鍵因素

歸類至十一大構面，提出並作為本研究的理論模型。本研究所歸納之十一大構面可能

對系統產生之風險及控制要點，相關整理如表主軸編碼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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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主軸編碼表 

類別 編號 概念 使用文獻 

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 

1 資訊單位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Dr.Andy Jones(2006)、陳連

枝(2003) 

23 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有申請單據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Andrew Stewart(2004)、

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連枝(2003) 

26 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經相關單位主管同意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 、王尹廷(2008) 

25 離職人員後帳號是否註銷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teve Durbin (2011)、

Andrew Stewart(2004)、陳連枝(2003) 

36 人員職務異動使用權限是否同步異動 CNS17799(2000)、BS7799(2004)、陳連枝(2003) 

35 系統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 CNS17799(2000) 、COBIT(2000) 

30 系統之軟硬體是否有專人維護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 

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 

22 系統程式修改需求是否有申請單 

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2006)、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Philip Hunter (2005)、Piers 

Wilson, Senior Consultant (2005)、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29 
系統程式修改規格是否經資訊部門及申請部門

確認 

BS7799(2004)、COBIT(2000)、Andrew Stewart(2004)、Steve Durbin 

(2011)、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連枝(2003)、王尹廷(2008) 

40 系統程式修改單是否經相關部門主管同意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 

12 系統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 CNS17799(2000)、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連枝(2003) 

11 系統是否有獨立程式開發環境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 、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 

58 是否有獨立的測詴環境 教育部(2003)、BS7799(2004)、陳連枝(2003) 

2 系統程式開發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紀錄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

連枝(2003) 

9 
系統程式更新(新增)是否有經使用者進行程式

驗收 
教育部(2003) 

19 系統流程變更是否有相關控制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Joh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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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編號 概念 使用文獻 

Tait(2001)、Mathieu Gorge (2005)、王尹廷(2008) 

編制系統文書之控制 

4 系統程式修改後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更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Andrew Stewart(2004)、

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Richard 

Williams(2003)、陳連枝(2003) 

14 
系統程式開發完成後是否有覆核文件(包含資料

正確性及完整性)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 

18 系統相關系統文件是否有專人保管 教育部(2003)、BS7799(2004) 

21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修改)系統程式修改文

件或原始程式庫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BS7799(2004)、S.H. (Basie) von 

Solms(2005)、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 

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 

33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陳連枝(2003) 

60 是否有密碼控管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BS7799(2004) 、COBIT(2000) 

28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CNS17799(2000)、BS7799(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Mathieu Gorge (2005)、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2005)、陳連枝(2003) 

31 
外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行相關驗證程式作

業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Peter Stephenson (2005)、Piers Wilson, 

Senior Consultant (2005)、盧興義(2004)、黃劭彥、盧正宗(2003) 

17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Dr.Andy Jones(2006)、

陳連枝(2003) 

16 系統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專人維護 
CNS17799(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Andy Jones(2006) 

資料輸出入之控制 

34 系統基本資料建檔是否有申請文件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teve Durbin (2011)、

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陳連枝(2003) 

37 系統輸入資料(如訂單)是否有原始憑證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Mathieu Gorge (2005)、Peter Yapp(2001)、盧興義

(2004)、黃劭彥、盧正宗(2003) 

38 系統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教育部(2003)、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 

39 系統輸出之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控 教育部(2003)、CNS17799(2000) 、陳連枝(2003) 

27 系統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紀錄 CNS17799(2000)、BS7799(2004) 

資料處理之控制 

20 系統資料輸入錯誤是否有相關異動文件(流程) 

Andrew Stewart(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陳連枝(2003)、盧

興義(2004) 

48 系統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 教育部(2003)、COBIT(2000) 

50 系統備份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 CNS17799(2000)、教育部(2003)、、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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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編號 概念 使用文獻 

(2001)、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2006) 

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管 

53 相關資訊設備是否列冊管理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Johnathan Tait(2001)、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2005)、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Dr.Andy Jones(2006)、陳連枝(2003) 

32 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教育部(2003)、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 

54 是否有防毒措施 
CNS17799(2000) 、BS7799(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ebi Ashenden(2008) 

59 是否有建置防火牆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Jacqui Chaua, Consultant (2006)、陳

連枝(2003)、黃劭彥、盧正宗(2003) 

55 系統主機是否有獨立機房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Mathieu Gorge (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黃劭彥、盧正宗(2003) 

52 置放系統之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COBIT(2000)、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2004)、陳連枝

(2003) 

49 
置放系統之機房是否有防火、防水、溫度控制等

設施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 

56 機房是否有不斷電設備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Piers Wilson, Senior Consultant (2005)、陳連枝(2003)、黃劭彥、

盧正宗(2003) 

13 系統備份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 

24 是否有防範異常入侵機制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Peter Stephenson (2005)、Philip Hunter (2005)、李俊隆(2003)、

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 使用及維護之控

制 

41 系統軟硬體更新是否有專人維護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Peter Stephenson (2005)、

Philip Hunter (2005)、Debi Ashenden(2008)、陳連枝(2003) 

42 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Dr J. S. Broderick, Guest Lecturer (2001)、Philip Hunter 

(2005)、陳連枝(2003) 

46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維護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Johnathan Tait(2001)、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2006)、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2005)、Philip Hunter (2005)、陳連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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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編號 概念 使用文獻 

(2003)、盧興義(2004)、王尹廷(2008) 

43 系統硬體設備維護及異動是否有相關作業紀錄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Stephenson (2005)、李俊隆(2003)、陳連枝(2003)、黃

劭彥、盧正宗(2003) 

10 系統軟體(程式)更新是否有經主管同意 
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2004)、李俊隆(2003)、盧興義

(2004) 

3 系統軟體(程式)更新是否有維護紀錄 
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2004)、COBIT(2000)、Peter 

Stephenson (2005)、李俊隆(2003) 

7 是否有使用合法之軟體 
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Stephenson (2005)、Linda Wallace, Mark Keil and Arun Rai(2004)、李俊

隆(2003) 

系統復原計劃制度及測詴程序之控制 

 

 

51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BS7799(2004)、COBIT(2000)、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Richard 

Williams(2003)、李俊隆(2003)、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44 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教育部(2003)、BS7799(2004)、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陳連枝(2003) 

45 系統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教育部(2003)、BS7799(2004)、S.H. (Basie) von Solms(2005)、Philip Hunter 

(2005)、Debi Ashenden(2008)、盧興義(2004) 

向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作業之

控制 

6 申報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 
BS7799(2004)、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Richard 

Williams(2003)、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5 是否有依規定進行申報 
CNS17799(2000)、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李俊隆(2003)、陳連枝(2003) 

15 申報資料是否有備份保管 

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Peter Warda 

and Clifton L Smith, Visiting Professor(2002)、Stephen Flowerday and 

Prof.Rossouw von Solms(2005)、Philip Hunter (2005)、Piers Wilson, 

Senior Consultant (2005)、陳連枝(2003)、盧興義(2004) 

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 

8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BS7799(2004)、COBIT(2000)、Debi Ashenden(2008) 

57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教育部(2003)、BS7799(2004)、COBIT(2000)、S.H. (Basie) von 

Solms(2005)、Johnathan Tait(2001)、Kerry-Lynn Thomson and Rossouw 

von Solms(2006)、J.H.P. Eloff and M.M. Eloff(2005)、Peter Stephenson 

(2005)、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

Philip Hunter (2005)、盧興義(2004)、黃劭彥、盧正宗(2003) 

47 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系統資安宣導及訓練 
BS7799(2004)、Johnathan Tait(2001)、Paul Stephenson CISSP, Siemens 

Insight Consulting (2006)、Richard Williams(2003)、Peter Yapp(2001)、

陳連枝(2003)、黃劭彥、盧正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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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家問卷 

    本研究架構的建立，運用 Gowin‘s Vee 的研究策略，在理論端除了根據紮根理論

整理文獻，初步確認出資訊系統應有之內部控制項目的衡量構面與項目之後，為確定

及提高各衡量構面與項目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補充文獻上的不足，以及實

務上的需求，在進行個案研究實作時前，採用學者 Lawshe（1975）所提出的方法及

驗證過程，以發放專家問卷的方式取得對企業資訊系統有豐富導入，維護及稽核等專

家們的意見，針對各衡量構面與項目指標進行篩選的動作，以萃取適合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應有的內部控制度之衡量構面與項目，增加本研究在實務上探討與經驗。希望藉

由理論與實務的交互運用下，能夠有效提升本研究的效度、廣度與實用性，進而達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〆建構『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要項』。 

    本問卷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問卷說明〆簡略說明本研究題目內容目的々問

卷題項〆此部分請專家學者勾選各構面中關鍵影響項目的重要性，在此，本研究以五

點順序(Ordinal Scale)尺度衡量，分別為非常重要、重要、普通、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另外此部分也將設計為半開放式，供填答者對本研究所提出之影響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內部控制之關鍵項目提供相關建言々每項關鍵項目的內容效度指數(Content 

ValidityRatio，CVR)，CVR=(n-N/2)/(N/2)，其中 n 表示專家對於各關鍵項目認為非常

重要及重要的次數，N 表示專家人數。根據 Lawshe（1975）所提出的檢定表（如表

4.4），各關鍵項目之 CVR 值必頇達到該標準才可列入本研究後續進行之個案研究中

關鍵影響項目。專家問卷完整內容詳見附錄。 

表 4-4 CVR 專家人數與最小值之要求 

專家人數 CVR 之最小值 

5 0.99 

8 0.75 

10 0.62 

12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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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49 

18 0.43 

20 0.42 

    專家問卷之發放對象包括對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有實際導入、維護以及查核實務經

驗之專家，發放的份數總共有 40 份，有效回收問卷有 22 份，填答問卷者背景資料

如表 4.5。本研究以寄送 E-mail 的方式，讓專家們可以直接以 E-mail 回覆。 

表 4-5 參予專家背景資料一覽表 

專家領域 專家代碼 服務機構 經歷、職稱 相關年資 

會計師 

事務所 

E01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經理 9 年 

E02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經理 8 年 

E03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經理 10 年 

E04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副理 6 年 

E05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副理 5 年 

E06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經理 10 年 

E07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副理 6 年 

E08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副理 5 年 

產業實務

界 

E09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課長 12 年 

E10 倉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主管 6 年 

E11 鴻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專員 7 年 

E12 學學文創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經理 10 年 

E13 台南企業公司 資訊系統工程師 11 年 

E14 阮綜合醫院 會計室副主任 10 年 

E15 佳鴻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12 年 

E16 台灣眾鑫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經理 12 年 

E1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會計主任 18 年 

E18 奇力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稽核專員 5 年 

E19 彰化銀行 稽核專員 4 年 

E20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稽核主任 13 年 

E21 中華電信 資深專員 5 年 

E22 逸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8 年 

 

由於本次問卷共有 22 位專家，依據 Lawshe (1975) 所提出的方法及驗證過程，

而標準的 CVR 值頇在 0.42 以上才符合內容效度比，進而採用該關鍵因素。其專家問

卷回收統計與內容效度比計算，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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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專家問卷 CVR 分析 

構面 題號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效度分析 篩選結果 

資訊處理部門之

功能及職責劃分 

1 0 0 0 4 18 1.000  是 

2 0 0 0 5 17 1.000  是 

3 0 0 1 3 18 0.909  是 

4 0 0 2 8 12 0.818  是 

5 0 2 5 3 12 0.363  否 

6 0 0 0 9 13 1.000  是 

7 0 0 1 10 11 0.909  是 

系統開發及程式

修改之控制 

1 0 0 1 9 12 0.909  是 

2 0 0 3 8 11 0.727  是 

3 0 1 5 7 9 0.455  是 

4 0 0 2 10 10 0.818  是 

5 0 1 4 8 9 0.545  是 

6 0 2 5 5 10 0.363  否 

7 0 0 0  10 12 1.000  是 

8 0 0 2 10 10 0.818  是 

編製系統文書之

控制 

1 0 0 4 5 13 0.636  是 

2 0 1 1 8 12 0.818  是 

3 1 1 5 7 8 0.364  否 

4 0 0 0 5 17 1.000  是 

程式及資料之存

取控制 

1 0 0 0 1 21 1.000  是 

2 0 0 0 5 17 1.000  是 

3 0 0 2 7 13 0.818  是 

4 0 0 2 4 16 0.818  是 

5 0 0 1 7 14 0.909  是 

6 0 0 0 3 19 1.000  是 

資料輸出入之控

制 

1 0 0 4 9 9 0.636  是 

2 0 0 2 9 11 0.818  是 

3 0 0 3 4 15 0.727  是 

4 0 0 0 8 14 1.000  是 

5 0 0 2 7 13 0.818  是 

資料處理之控制 

1 0 0 3 5 14 0.727  是 

2 0 0 0 5 17 1.000  是 

3 0 0 0 10 12 1.000  是 

檔案及設備之安

全控制 

1 0 2 5 6 9 0.363  否 

2 0 0 0 8 14 1.000  是 

3 0 0 0  8 14 1.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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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號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效度分析 篩選結果 

4 0 0 0  11 11 1.000  是 

5 0 0 1 8 13 0.909  是 

6 0 0 4 10 8 0.636  是 

硬體及系統軟體

之購置、使用及維

護之控制 

1 0 0 5 6 11 0.545  是 

2 0 0 6 8 8 0.455  是 

3 0 0 5 8 9 0.545  是 

4 0 0 2 10 10 0.818  是 

5 0 0 2 4 16 0.818  是 

6 0 0 1 4 17 0.909  是 

系統復原計劃制

度及測詴程序之

控制 

1 0 1 2 2 17 0.727  是 

2 0 1 2 11 8 0.727  是 

3 0 0  3 4 15 0.727  是 

向指定網站進行

公開資訊申報相

關作業之控制 

1 1 1 2 8 10 0.636  是 

2 1 1 1 8 11 0.727  是 

3 1 0 6 8 7 0.364  否 

獨立之資訊稽核

單位 

1 0 0 2 3 17 0.818  是 

2 0 0 3 7 12 0.727  是 

3 0 0 4 6 12 0.636  是 

4 問卷結果分析 

    本研究由紮根理論所建構出的十一個構面中，在經過專家問卷分析結果，可以發

現於「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資料輸出入之控制」、「資料處理之控制」及「資訊

申報相關作業之控制」等四個構面獲得專家們的一致肯定。這些構面的控制項目，主

要是針對系統程式及資料存取等系統應用面的控制項目，會直接的影響到企業資訊系

統本身的程式或資料，因此獲得專家們的一致肯定，認為此四個構面的查核項目屬於

重要程度。而在「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

制」及「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等三個構面，主要是針對系統文件的保管及相關硬體

設施的管理，因為並不會直接影響到企業資訊系統本身的程式或資料，因此多項的控

制項目也獲得專家一致的共識，認為在進行企業資訊系統的一般控制中相對的比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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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麼重要。下面將針對每個構面的統計圖表進行說明〆 

 

圖 4-1 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構面結果 

    在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這個構面中，題號 5「人員職務異動使用權限

是否同步異動」的結果由於未達到檢定值，所以沒有通過篩選，其他的問項，「資訊

單位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有申請單據」、「系統

帳號(系統權限)是否經相關單位主管同意」、「離職人員後帳號是否註銷」、「系統

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系統之軟硬體是否有專人維護」都被專家認定為重要

以及非常重要，所以將全部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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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構面結果 

    在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這個構面當中，題號 6「是否有獨立的測詴環境」，

未能到檢定值，因此將加以刪除，其他的問項「系統程式修改需求是否有申請單」、「系

統程式修改規格是否經資訊部門及申請部門確認」、「系統程式修改單是否經相關部門

主管同意」、「系統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系統是否有獨立程式開

發環境」，則是通過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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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構面結果 

    在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這個構面當中，由於題號 3「系統相關系統文件是否有專

人保管」所獲得的 CVR 低於當初所設的檢定值，所以這個問項將被排除不予採用，「系

統程式修改後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更」、「系統程式開發完成後是否有覆核文件」、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修改)系統程式修改文件或原始程式庫」，等其他項目則維

持通過篩選。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題號1

題號2

題號3

題號4



 

102 
 

 

 

圖 4-4 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構面結果 

    在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這個構面中，「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是否有密碼控

管」、「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外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行相關驗

證程式作業」、「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系統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專人維護」

等所獲得專家同意之比例非常高，大部分的專家都認為這個構面是相當重要，因此所

有問項也是通過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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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資料輸出入之控制構面結果 

    在資料輸出入之控制這個構面中，「系統基本資料建檔是否有申請文件」、「系統

輸入資料(如訂單)是否有原始憑證」、「系統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系統輸出

之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控」、「系統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紀錄」所有問項也

是大部分被專家認定為重要或者是非常重要，所以全數通過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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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資料處理之控制構面結果 

    在資料處理之控制這個構面中，「系統資料輸入錯誤是否有相關異動文件(流程)」、

「系統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系統備份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三個問項也是大部分

被專家認定為重要或是相當重要，引此也是全數通過篩選。 

 

圖 4-7 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構面結果 

    在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這個構面當中，題號 1「相關資訊設備是否列冊管理」

所獲得的專家認同度較其他問項來得低，因此沒有通過篩選，「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是否有防毒措施」、「是否有建置防火牆」、「系統主機是否有獨立機房」、「置放系統之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置放系統之機房是否有防火、防水、溫度控制等設施」、「機

房是否有不斷電設備」、「系統備份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是否有防範異常入侵

機制」等其他所有問項可以通過篩選結果。 

 

0

2

4

6

8

10

12

14

16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題號1

題號2

題號3

題號4

題號5

題號6



 

105 
 

 

圖 4-8 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構面結果 

    在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這個構面當中，題號 1「系統軟硬

體更新是否有專人維護」、題號 2「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與題號 3「是否

有定期進行系統維護」所獲得的專家支持度較低，僅有半數左右，後面三個問項「系

統硬體設備維護及異動是否有相關作業紀錄」、「系統軟體(程式)更新是否有經主管同

意」、「是否有使用合法之軟體」則是有較多的專家支持，不過所有問項的效度依然足

夠並且可以通過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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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系統復原計劃制度及測詴程序之控制構面結果 

    在系統復原計劃制度及測詴程序之控制這個構面上，「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

復原測詴」、「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系統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

護(紀錄)文件」僅有少部分的專家認為問項是不重要或是普通，重要與非常重要佔了

大部分的比例，因此所有的問項都能夠通過篩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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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向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作業之控制構面結果 

    在向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作業之控制這個構面上，題號 3「申報資料

是否有備份保管」所得到的專家支持度較為不足，低於當初的設定值，因此將此問項

加以淘汰，另外兩個問項「申報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是否有依規定進行申報」則

是通過篩選予以保留。 

 

圖 4-11 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構面結果 

    在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這個構面中，「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劃」、「是否有

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系統資安宣導及訓練」所有問項都

能夠得到大部分的專家認定為重要與非常重要，引此可以全數保留並通過篩選。 

    透過以上分析，刪除了 5 個專家認為不是非常重要的控制要項，另外整併 3 項專

家認為相似程度較高之控制要項，合計將 8 項給予已移除，因此最後得到的企業資訊

系統之一般控制要項雛形為 5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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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實證研究 

    因為本研究之控制項目是由理論所建構而成，為了確認此雛型在實務面也是確實

可用的，本章將針對由理論端所建構之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進行實證研究。經

由個案訪談的分析與討論，驗證本研究所建構之控制項目在企業資訊系統中，是否可

以有效的協助查核人員進行相關查核作業〇對於所建構的控制項目是否有不足或頇

改善之處〇藉由個案研究的分析用以驗證與補足理論之不足。 

1 個案研究之對象 

    本研究將以單一個案為研究對象，在進行評估模式運作之前，先利用向個案公司

相關人員以訪談的方式，蒐集本研究中所需的相關運作資料，例如受訪者對於個案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項目的制定及實施程序的了解程度。利用實際蒐集到企業實際運

行的初級資料為主，次級資料為輔，以進行資料之蒐集、分析與整理。並針對個案公

司相關人員進行訪談，訪談對象及背景如表列所示。 

表 5-1 訪談對象背景資料 

單位 職稱 訪談對象 工作資歷 

稽核室 稽核主管 林科長 個案公司稽核經歷十年 

資訊部 資訊副理 秦副理 個案公司系統維護與管理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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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部分主要以具使用企業資訊系統之公開發行公司為研究對象，訪談對象

為國內一家從事金融服務之銀行。該銀行主要使用之系統主機為 IBM 所生產之企業

級伺服器，並且搭配 Linux 系統的運作，以用來執行銀行的日常營業活動與業務。受

訪對象則為該公司的兩位主管，在系統的維護與稽核上皆有著多年的工作經驗。 

2 個案研究之程序 

    於個案驗證程序中，本研究將依序了解個案公司的相關背景、資訊系統的相關查

核作業以及檢視本研究所建構之控制項目是否符合該個案公司所使用。此部份包含個

案產業相關資料與個案公司基本資料，主要透過訪談個案公司內部稽核人員的方式取

得，經由 6/1 的訪談過程，取得個案所處產業背景資料，個案公司簡介、重大事記表、

組織架構圖、營運概況等，並將訪談過程紀錄整理，以了解個案公司的帄日對於資訊

系統內部控制的管理模式及作業情況。 

2.1 個案產業分析 

    在整個金融體系中，銀行的地位十分重要，其中又以商業銀行在我國金融體系中

最為重要，所謂商業銀行，定義為以收受支票存款，供給短期信用為主要任務之銀行。 

金融機構的經營與一般企業並不相同，由於銀行是吸收社會大眾的存款來進行放款，

銀行一旦倒閉，對社會大眾影響甚鉅，勢將會產生社會問題々 而民營銀行若管理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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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亦淪為公器私用。因此我國早期對於商業銀行的設立，均傾向於國營化，不過，隨

著金融國際化及自由化的呼聲日益高漲，使得政府不得不開放新民營銀行設立，民國

八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政府一口氣核准了萬通銀行等十五家新民營銀行設立，翌年再核

准安泰銀行設立。由於市場競爭激烈，爾後申請銀行之財團已明顯減少，其後數年，

只有一家全球銀行申請設立，但由於不符財政部之規定而被打了回票，五年來政府實

際上只核准了十六家新銀行設立（不包括信託投資公司及信用合作社改制之銀行）。

在國人高度關切下，四十年來第一家民營銀行終於在民國八十年底正式開業營運，國

內金融業從此擺脫數十年來營收穩定，缺乏競爭的局面，進而邁入另一個嶄新的紀

元。 

    2010 年台灣地區銀行業(包括海外分行、OBU 及外銀國內分支機構)的總資產經

估計為新台幣 21 兆 7,704 億元，年增率為 7.3%。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 兆 4,270 億

元，附加價值則為新台幣 3,131 億元，年增率分別為 5.05%和-3.61%，根據主計處公

佈之國民所得資料，本產業附加價值佔 GDP 的比重為 3.23%，在台灣地區的經濟體

內占有較大的比重。2000 年底台灣地區銀行業的家數共有 92 家，分行 2,855 處(不

含海外分支機構及子銀行)。本國銀行在海外的分支機構包括有海外分行、辦事處和

海外子銀行的分支機構，至 2009 年底其海外分行有 69 處，辦事處有 42 處，海外子

銀行的據點則有 38 處。另外，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有 69 家，銀行業總雇用員工人數

則為 96,1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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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個案公司介紹 

(1)個案公司背景: 

個案公司於民國 90 年 12 月 19 日由華南商業銀行及永昌綜合證券以股權轉換方

式設立，設總公司於台北市，額定資本額為新台幣 1,000 億元，並由董事會推選林明

成先生為董事長。同日，華南商業銀行及永昌綜合證券發行之股票分別下市及下櫃，

改由本公司發行之股票於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買賣。永昌綜合證券並於民國 92 年 6

月更名為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於民國 91 年 12 月投資中央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30,000 仟股，金額計 23 億元，持股 57.49%，連同本公司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對中

央票券之持股 42.41%，綜合持股比例為 99.90%。中央票券業於民國 92 年 7 月更名

為華南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為擴大本公司之金融服務領域，本公司分別於民國 92 年 8 月 15 日以股份轉換方

式將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納為本公司百分

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永昌投信業於民國 92 年 7 月更名為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及民國 93 年 1、2 月間本公司分別以 10 億元及 600 萬元現金投資新設華南

金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華南金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別為 100%及

60%，且為便於管理，於民國 96 年 3 月將華南金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持股提高

為 100%々本公司亦於民國 94 年度 5 月間以 10 億元現金投資新設華南金資產管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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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 100％ 

為整合集團業務資源，本公司於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由子公司華南銀行合併子公

司華南票券，另子公司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轉投資之華南期貨經理公司於民國 97 年 3

月底結束營業。 

本公司目前金融服務跨足銀行、保險、證券、票券、投資信託、資產管理、創業

投資及管理顧問等各項專業領域，本集團目前建置之金融事業版圖業趨完整，未來期

望藉由集團業務經營能量擴張，提升集團經營綜效，以達成國內領導金控及區域金融

機構兩大發展願景，據以立足國際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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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公司組織架構圖: 

 

圖 5-1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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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案公司主要記事: 

年份 事件 

1919 創設於民國八年由當時省紳林熊徵先生及海外華僑鉅商等發貣組織，於同年元月二

十九日召開創立大會，資本總額定為日幣一千萬圓，由林熊徵先生擔任總理，設總

行於台北市表町二丁目二番地，同年三月開始營業。 

1947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日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決議與前台灣信託公司合併，將該公司

改為本行信託部，並將資本額增加至舊台幣二千五百萬元。 

1948 大陸經濟動盪，本省經濟亦不免受其影響，本行為求經營堅實計，改採重點主義，

將重要地點之辦事處升格為分行，同時撤銷若干偏僻地區之辦事處與營業所。至同

年十一月，依照財政部頒佈商業銀行調整資本辦法將資本總額增至舊台幣十億元。 

1949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本省實施幣制改革後，經濟日趨繁榮，本行復將資本總

額調整為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其後經過多次增資，至九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經

股東會通過，增資至新台幣四百三十一億七百萬元，成為國內商業銀行中資本雄厚

之一家。 

1998 民國八十七年元月二十二日官股釋出，完成民營化，正式邁向新里程。 

2001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為配合政府金融改革政策、因應金融環境變遷及達成跨

業綜合經營效益之目標，並兼顧長遠發展之需要，本行與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雙方召開股東臨時會通過共同以已發行股份全數轉換方式，轉型為「華南金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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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有限公司」，並由董事會推選林明成先生為董事長。 

2008 為提昇營運效益及降低成本，本行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獲准合併華南票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個案公司經營理念 

◎信賴 － 健 全 經 營 的 銀 行   

在金融環境急速變遷的今日，維持一個令客戶信賴的空間，是金融業的社會責任，更

是本公司的存立基礎。為贏得客戶完全的信任，健全經營，提高績效，保障顧客權益，

一直是華銀的首要職責。 

◎熱誠 － 服 務 親 切 的 銀 行   

熱誠的心，是本公司對客戶最誠摯的服務信念。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迅速便利的服

務與親切的表情，讓客戶感到滿意，是華銀全體行員的共同理念。 

◎創新 － 追 求 卓 越 的 銀 行   

配合社會的發展，把握社會的需求，改善並充實商品服務內容，是本公司創業以來堅

守的原則。除積極發展新種業務外，不論在硬體的外觀，或軟體的服務品質，均以突

破傳統的保守觀念，及追求創新的卓越表現自許。 

(4)個案公司獲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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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獎項 

2003 經濟部「全國傑出電子商務應用獎」 

2003 聯合國 AFACT「亞太電子化成就獎」 

2006 第三屆資訊揭露評鑑，獲評鑑為最高等級 A+級之公司 

2007 銀行公會頒發「全國性繳費網卓越獎及績優獎」、「全國性繳費業

務卓越獎及績優獎」四座獎項 

2009 獲選為「台灣最佳匯率結構式商品銀行」 

2010 榮獲「全國性繳費稅暨金融 XML 業務」6 項獎座並蟬聯 3 屆冠軍 

2010 榮獲金融研訓院頒發素有金融界奧斯卡金像獎美稱之「菁業獎－最

佳電子金融獎」 

3 個案訪談結果 

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Ground Theory）研究法，首先針對企業內部使用之資訊

循環控制、資訊安全組織規章及國內外資訊安全的文獻進行蒐集，並且進行相當詳細

的閱讀整理與分析，進而呈現完整且一致性的資訊循環內部控制評量的項目。接著以

發放專家問卷的方式取得對企業資訊系統有豐富導入，維護及稽核等專家們的意見，

針對各衡量構面與項目指標進行篩選的動作，以萃取適合企業資訊系統應有的內部控

制度之衡量構面與項目，增加本研究在實務上探討與經驗。經由上述兩研究步驟，最

後得出相對重要之控制項目。經過訪談後所整理出來的結果如下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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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資料 

個案公司之請營業項目以及帄日進行之作業內容 

    個案公司於民國八年，也就是西元 1919 年時成立，從日治時代便已經開始營運

到現在，主要的營業項目便是提供國內各種金融服務為主，帄時除了必頇調整以八大

循環為準的內部控制度外，必頇做內控之稽核。 

    在資訊系統的部門方面，目前總共有約三十人來負責維護，同於另一個也是位於

資訊管理群底下的部門，本部門的主要權責是維護系統可以正常運作以及處理使用者

相關問題並滿足使用者相關作業需求。 

個案公司的資訊查核項目之制定 

    個案公司的查核項目本公司的資訊系統查核項目一開始是以集團總公司的控制

項目為範本，再依據本公司的實際情況加以修正，而主要的控制項目的訂定必頇要符

合相關主管機關的規範。但這些控制項目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定期進行檢討其適當

性，例如去年公司導入新的資訊系統後，便有針對部分的控制項目做適時的修正。 

    在資訊安全規範的制定上面，秦副理表示目前的資訊安全規範有部份是依據

BS7799 的控制項目訂定，因為若要完全依照 BS7799 的規範必頇花費龐大的人力及

成本，因此目前是會定期覆核相關的控制項目並適時的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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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公司之資訊系統查核作業 

    在了解個案公司的基本背景及現行的資訊系統內部控制制度訂定方式後，接著將

對個案公司的資訊系統查核程序及作業進行了解。本研究將受訪者對於公司的資訊系

統查核作業的訪談過程記錄於如下所示。 

個案公司的稽核人員於一般資訊系統查核上的作業程序 

    在資訊系統查核方面，林科長表示本身並非資訊相關背景出身，因此本身主要是

進行軟性控制作業，例如有沒有申請相關權限，有沒有進行密碼管控。其他的資訊系

統查核面則委由資訊單位負責作業，而自己會以協同作業的方式和資訊單 

    而屬於資訊單位的秦副理則表示，目前一般公司的資訊查核作業會由資訊單位自

行執行的主要原因在於，經由一般傳統審計培養出來的人員通常對資訊系統不甚熟悉，

無法有效的對資訊系統進行查核才會委由資訊單位自行查核。因此有些公司的資訊部

門底下會安排稽核單位，對資訊系統進行稽核後再向公司上層進查核報告。 

    另外再進行資訊系統查核作業，林科長也認為查核人員必備之專業技術上，對於

稽核方面的專業能力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能夠擁有其他相關的證照，對於進行

稽核作業也會有許多相當正面的幫助，所以在這方面最好也能夠加以取得會是比較好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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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在進行查核中所運用的資訊科技軟體 

    在目前的查核中，主要使用的查核工具為電腦審計輔助軟體 ACL，ACL 是世界

公認對資料搜尋、分析及報告撰寫等功能擁有最先進技術的電腦稽核軟體，它可以將

日常資料轉換成決策分析數據，協助整個企業組織對未來發展方向的規劃，並進而讓

企業快速的達成營運目標，透過使用 ACL 可以更為方便與快速的來進行相關的查核

工作。 

個案公司對良好內部控制的看法 

    在這個議題上，林科長與秦經理都一致同意，企業資訊系統若有良好的內部控制，

將能夠有辦法幫助提高資訊系統的資料產出可信度，以及降低相關的茶和風險。而再

從程式修改構面來看，假設資訊單位能嚴格的對系統程式，無論是開發或修改方面做

好嚴格管控，當然是有助於提高資料的可信度，並減少資料修正的情況。 

(三)本研究建構之控制項目可用性之驗證 

    在了解個案公司的實際查核作業程序後，本研究將請帄時負責個案公司實際查核

的林科長以及負責資訊系統系護單位的主管秦副理，藉由這兩位資深的稽核人員及資

訊單位主管，對本研究所建構之控制項目於個案公司實務作業上的有效性之評估描述，

藉以驗證本研究建構之控制項目是否有效，以確認本研究所建構的控制項目確實具有

可用性及有效性。受訪者對於本研究之雛型評估的訪談過程記錄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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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建構出來的查核控制項目於個案公司之適用性 

    對於本研究所建構出來的查核控制項目，林科長與秦副理對於適用性都是持正面

的看法。因為本研究所建構出來的控制項目在個案公司的內控制度大部分也有涵蓋到。

而個案公司所需要控制的項目並不只有本研究所建構出來的項目而已，但是本研究所

建構出來的項目絕大部分都可符合本公司所使用。 

    此外，必頇考量公司的基礎架構。例如在資訊人員權責明確區分部份，目前個案

公司並未做的很完善，主要的原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力以及資訊單位人員必頇互為代理，

因此在某些控制項目上會有所限制因素存在。 

個案公司對於控制項目的查核週期 

    在控制項目的查核週期上，個案公司針對一般性的查核原則上是一年查核一次。

但是有些構面，例如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這個構面，必頇要適時的搭配應用系統面

的查核程序，甚至於要搭配查核八大循環作業查核時一貣進行查核，在此情況下查核

週期便不是一年一次，而是要適時的搭配查核。 

    而在 IT 內部自我控制方面，雖然目前公司並沒有強制規定資訊部門必頇進行自

我查核的部分，不過在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與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兩構面的

控制項目中，一季至少會自我查核一次。其它構面則依影響程度分別為半年到一年查

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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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建構之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要項對證期局規範的符合性 

    關於本研究所建構之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要項，秦副理與林科長表示本研究

所建構的控制項目含括證期局規範的十一點控制項目，同時也有依循管理當局進行規

範的建構，因此能夠符合管理當局的規範。 

    此外林科長也表示，有一個良好的規範規範當然可以有效的協助查核程序的訂定。

在查核資訊系統方面所遭遇的困難應該是自己本身非資訊相關背景出身，因此在資訊

系統的查核方面主要是著重於軟性控制，至於其他的查核便需要協同資訊單位才能做

到有效的查核。而秦經理則說，對資訊單位而言，若是可以用系統邏輯進行規範的，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在資訊單位怕的就是有些不是系統邏輯可以控制而是因人而異，

在此部分的控制方面，則是資訊單位可能感到困擾之處。 

表 5-2 控制項目之適當性與重要性 

查核構面 控制項目 
適當性 重要性 

是 否 高 中 低 

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

及職責劃分 

資訊單位維護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  ▲●   

系統帳號(權限)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 ▲ ● ▲  ● 

系統帳號是否經相關單位主管同意 ▲●  ▲●   

人員離職後帳號是否註銷 ▲●  ▲ ●  

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 ▲●   ▲●  

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

之控制 

系統程式修改需求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 ▲●  ▲●   

修改規格是否經資訊及申請單位確認 ▲●  ▲●   

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 ▲●  ▲●   

是否有獨立開發、測詴環境 ▲●   ▲●  

程式更新(新增)後是否經使用者驗收 ▲●  ● ▲  

系統流程變更是否有相關控制 ▲●   ● ▲ 

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 

程式修改（新增）後，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

及變更 ▲●  

▲●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修改)系統程式修改

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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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構面 控制項目 
適當性 重要性 

是 否 高 中 低 

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

制 

是否有密碼控管 ▲●  ▲▼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  ▲●   

外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行相關驗證程式

作業 ▲●  ▲ ●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 ▲●  ● ▲  

系統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專人維護 ▲●   ▲ ● 

資料輸出入之控制 

輸入之資料是否有原始憑證 ▲●   ▲●  

系統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   ▲●  

系統產生之單據是否有流水編號  ▲●   ▲● 

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紀錄 ▲●  ▲ ●  

資料處理之控制 

資料進行修正作業是否有相關異動流程 ▲●  ▲●   

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 ▲●  ▲●   

備份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 ▲●  ▲●   

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

制 

資訊設備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  ▲●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  ▲●   

機房是否有安全防護設施 ▲●  ▲●   

備份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  ▲●   

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

置、使用及維護之控

制 

是否有使用合法之系統軟體 ▲●  ▲ ●  

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 ▲   ▲●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維護 ▲●  ▲●   

系統軟體更新是否有維護紀錄 ▲●   ▲●  

系統復原計劃制度及

測詴程序之控制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  ▲●   

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  ▲●   

向證期局指定網站進

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

作業之控制 

申報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 ▲ ●  ▲ ● 

是否有依規定進行申報 ▲●  ▲●   

申報資料是否有備份保管 ▲●   ▲●  

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 
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系統資安宣導及訓練 ▲●  ▲ ●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  ▲●   

▲代表林科長 ●代表秦副理 

   4 個案研究品質確認 

    經過兩位在稽核與資訊方面有多年經驗專家對控制項目的重要性以及適當性進

行評估後，可以發現大部分的項目在適當性上被認為是適當以及在重要性被認為是重

要，但其中「系統帳號(權限)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系統產生之單據是否有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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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申報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等這四

個控制項目，兩位專家在認定上彼此間有出現一些差異，可能認為該一控制項目並不

是那麼適當，或者是該一控制項目雖然適當性足夠，但在重要度上面其實並不是那麼

必頇的，因此在經過討論之後，對於這四項較有爭議的一般控制項目與以剃除，並保

留最後的 48 項作為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的模型。  

    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法通常下列四項作為品質測詴標準，因此本研究為了確信本

研究所進行的個案研究結果可供信賴，將分別說明本研究是否具備個案研究品質〆 

 構念效度〆係指對所研究的觀念，建立正確的操作性衡量方法。本研究進行個案

研究時所蒐集的多重資料來源，如人員訪談結果、個案公司於企業資訊系統上的一般

控制項目等，本研究所建構的控制項目都能與個案公司現行內控作業相符合，故本研

究滿足構念效度。 

 內部效度〆係指強調研究者對於個案本身內容分析的推論過程之嚴謹性。本研究

由個案研究受訪結果，撰寫成報告後交由個案公司相關人員檢視，個案公司的相關人

員皆支持本研究所建構之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對於實施內部控制制度的可用性及

符合性(符合證期局之規範)是有幫助的，因此本研究滿足內部效度的標準。 

 外部效度〆係指研究可概化程度。由於本研究於模型建構中有參考到其他企業的

內部規範，因此由紮根理論及專家問卷所建構出的控制項目，應該可以適用在其他個

案公司於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查核時的參考依據。於是本研究為了深入研究個案公司是



 

124 
 

否適用本研究所建構的控制項目，採用個案的方式來進行驗證，而擁有豐富資歷的兩

位專家皆認為本研究所建構的控制項目可以有效的協助企業進行資訊系統上內部控

制制度的訂定，因此本研究滿足外部效度的標準。 

 信度(Reliability)〆係指研究的過程可以重複由不同人實施卻得到相同的結果。本

研究所建構之控制項目乃是經由嚴謹的紮根理論及專家確認所建構出來，因此當不同

企業欲進行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制度訂定時，皆能提供給相關制定查核要點的人員

有一參考依據，故本研究具有高度信度標準。 

5 個案研究結論 

    以個案研究中所歸納的結果來看，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並搭配證期局所訂定之公

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所建構出來的控制項目，是可以提供相關企業

及查核人員進行參考作業。但是在個案中也很明確的反應出目前企業在進行資訊系統

查核時所曝露出的兩個重大議題。首先是目前企業的查核人員普遍不同時具備財務會

計與資訊科技的相關知識，此部分將影響查核人員無法有效的對企業資訊系統進行查

核，因此本研究認為目前的稽核人員應同時具備財務會計與資訊科技兩領域的相關知

識々 其次是目前大部分的企業於資訊系統查核時通常委由該企業之稽核單位進行查核，

但是由於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查核人員在資訊科技方面的知識較為缺乏，無法有效對

企業資訊系統進行查核，因此仍頇仰賴資訊單位的協助才能進行查核，因此資訊單位

比較容易有多餘的空間來操弄查核結果，對於發生這樣的事情應該是要極力去避免才

對，因此將電腦稽核這部分獨立出來確實有其必要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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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企業採用企業資訊系統來協同企業進行相關

作業的情況越來越頻繁，除了將傳統的商務作業型態轉變為電子化商業活動外，新一

代的企業資訊系統更提供自動化、跨國界，並結合上下游供應商的相關系統整合成一

價值鏈。然而企業在運用這些資訊科技的同時，必頇考量到商業交易資訊化將會導致

缺乏審計軌跡的現象發生，因此當查核人員接受審計委任、規劃查核工作時，若要有

效的降低查核風險，便必頇有效的對相關資訊系統進行內部控制的查核。 

 當查核人員進行資訊系統查核初步規劃階段時，不適當的查核項目將會導致不當

的資源分配，並帶來無效率或無效果的查核結果。也就是說，查核項目該如何訂定對

於查核人員而言就變得十分重要，若查核人員能夠有效的進一步規劃適當的查核項目

及策略，並針對重大影響項目優先進行查核，則可降低審計失敗的風險。因此，查核

人員在查核規劃階段對於控制項目的確認，對於後續查核是否可以降低審計風險有著

重大的影響力。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策略為找出企業資訊系統應有之一般控制制度項目，並期望

所建構出的控制項目可以符合一般企業所使用。為了達成上述研究策略，本研究運用

紮根理論及經由專家問卷找出學術界及實務界皆認同的控制項目，並以個案研究的方

法實證本研究所建構之控制項目的可用性、有用性及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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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成果 

    查核人員進行資訊系統查核初步規劃階段時，決定了欲查核項目、查核範圍、查

核人員的調派、查核成本的支出等查核策略的制訂，而這些制定的策略將進一步影響

了資訊系統查核任務的成功與否。因此，若查核項目越明確、客觀、正確，則可降低

查核的成本與查核失敗的威脅。 

   本研究主要為建構一符合沙氏法案下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要項，因此，延伸出本

研究之相關研究目的。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〆 

◆探討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 

◆建構沙氏法案下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的控制要項 

◆使用專家問卷與個案研究的方式驗證一般控制要項的實用性 

    因此，為了達成本研究之目的，在本研究中藉由 Gowin‘s Vee 之架構，在理論端

以紮根理論與專家問卷建構出本研究資訊系統一般控制之雛型與修正，並於方法端以

個案實證以驗證此一雛型，藉以符合研究目的，以下將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結果。 

    為達到最初設定的目標，建構出相關的控制項目前，必頇先了解企業資訊系統中

含括哪些作業面。因此在文獻探討中，藉由探討企業資訊系統本身所的特性、目前安

全組織相關規範以及第二章中有關企業資訊系統內部控制的探討，來達到本研究的第

一項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 Gowin‘s Vee 架構下，在理論端，於第四章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之建

構，利用紮根理論，其為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緊密交織的過程，也被視為是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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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科學的一種方法，建構出企業資訊系統的一個雛型，接著再透過專家問卷的發放

與回收，整理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處理準則的十一個構面及 52 項稽核要點，

以符合第二項研究目的。 

    在方法端上，為了驗證本研究所建構的控制項目於企業內部控制實施的有效性、

可用性及符合性，本研究實施個案研究，邀請個案公司的資訊主管及查核人員，對本

研究所建構出的控制項目進行確認，藉由訪談結果來確認本研究最後所建構的 48 項

控制項目，並確實符合達成本研究的第三個目的。 

表 6-1 企業資訊系統一控制要項模型 

模型構面 一般控制要項 

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 

資訊單位維護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系統帳號(權限)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 

系統帳號是否經相關單位主管同意 

人員離職後帳號是否註銷 

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 

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 

系統程式修改需求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 

修改規格是否經資訊及申請單位確認 

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 

是否有獨立開發、測詴環境 

程式更新(新增)後是否經使用者驗收 

系統流程變更是否有相關控制 

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 
程式修改（新增）後，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更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修改)系統程式修改文件 

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 

是否有密碼控管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外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行相關驗證程式作業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 

系統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專人維護 

資料輸出入之控制 

輸入之資料是否有原始憑證 

系統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系統輸出之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控 

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紀錄 

資料處理之控制 

資料進行修正作業是否有相關異動流程 

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 

備份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 

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 

資訊設備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機房是否有安全防護設施 

備份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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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構面 一般控制要項 

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

護之控制 

是否有使用合法之系統軟體 

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維護 

系統軟硬體更新是否有專人維護 

系統軟體更新是否有維護紀錄 

系統復原計劃制度及測詴程序之控

制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向證期局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

報相關作業之控制 

申報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 

是否有依規定進行申報 

申報資料是否有備份保管 

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 
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系統資安宣導及訓練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於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之模型建立完成後，由於本研究所訂立題目為「以沙氏

法案為基礎的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建構與實證」，因此必頇與沙氏法案中所提

到的相關規範能夠相符合。 

   由於前面文獻的部分便已經先提到，根據沙賓法案 404 節所定義的控制內容，僅

包括與公司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控制，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為 COSO 委員會所提出

的內部控制架構制度，而是符合 PCAOB 認為可以接受之內部控制制度架構標準之制

度即可。PCAOB 為了落實沙氏法案的運作，發布第二號審計準則公報─「與財務報

導有關的內部控制查核暨財務報導查核」與資訊科技相關規範，對於這些規範的遵循

如果能夠順利去達成，那麼勢必也可以被定義為本研究所建構出的企業資訊系統一般

控制要項能夠去符合沙氏法案的規範。 

表 6-2 PCAOB 對資訊科技控制要求 

PCAOB 之條文 對資訊科技控制之要求 

第 40 條 測詴控制必頇包含資訊科技之一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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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條 稽核資訊科技之一般控制，例如程式、電腦運作及資料存

取、程式變更，以協助確保交易流程的控制有效運作。 

第 75 條 考量查核財務報表的內控控制程度，需決定與財務報導有

關之資訊科技內部控制效果。 

    在 PCAOB 第 40 條中所提到，測詴控制必頇包含資訊科技之一般控制。由本研

究所建構出之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本身所探討的資訊系統內部控制便是屬於

一般控制，因此所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型，能夠符合條文內容中所必頇包含資訊科技之

一般控制部分。而在第 50 條所提到的內容，需要稽核資訊科技之一般控制，例如程

式、電腦運作及資料存取、程式變更，以協助確保交易流程的控制有效運作。在此一

條文上，由本研究所建構之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所稽核的構面範圍中，「程

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資料處理之控制」等這幾個

構面所採取之控制項目，皆能夠應對到上面條文之內容，因此可以符合 PCAOB 第 50

條的規定。而在 PCAOB 第 75 條中，提到考量查核財務報表的內控控制程度，需決

定與財務報導有關之資訊科技內部控制效果。由於本研究構面的分類為依照公開發行

公司內部控制處理準則來進行，其中構面「向證期局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

作業之控制」，在這部分的控制上，能夠發揮與導資訊能夠決定與財務報導有關之資

訊科技內部控制效果，因此可以符合第 75 條中相關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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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貢獻 

    本研究所建構出來的『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要項』，在經過個案公司的訪談

後，同時也取得在資訊以及稽核上面資深人員的意見，確實證明本研究所建構的控制

項目有助於稽核人員或外部稽核人員在實施查核工作上的幫助，同時也符合證期局的

控制規範，因此可以提供給予尚未制定相關控制規範之企業進行參考。 

此外在文獻探討及個案訪談中，可以發現目前的稽核人員普遍的缺少有關資訊科

技相關的專業知識，此現象將造成經由傳統審計訓練出來的稽核人員無法輕易的對資

訊系統進行深入的查核。因此建議相關當局應在培養稽核人才時應同時著重財務會計

及資訊科技兩方面的訓練，以應應資訊科技帶來審計軌跡消失的衝擊。同時應有相關

的電腦稽核認證機制來確認稽核人員是否可以有效的對資訊系統進行查核的依據，藉

此為企業打造一個完善的稽核架構。 

3 研究限制與建議 

    查核項目的決定，不僅會影響查核證據的蒐集，更左右了查核策略的制定，查核

人員應謹慎辨別及決定偵查項目。為了找出企業資訊系統特有之控制項目，協助相關

查核人員進行有效的查核，建構出符合一般企業所使用的控制項目，本研究運用紮根

理論與專家問卷調查法找出相關的控制項目，最後本研究所建構出來的控制項目經過

個案實證後，成功證明本研究所建構的控制項目的可用性、有用性及符合性之後，可

以提供未來研究者繼續深入本研究議題的方向有下面幾點〆 

1.可以依一般控制及應用控制作一區分，分別建構不同的構面及控制項目，以符合實

務界的作法。 

2.可以將每一構面作為一研究目標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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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研究運用一般專家問卷法尋找出審計與實務界的專家們對於企業資訊系統特有

的控制項目的看法，而篩選的方法係以專家們選擇不重要程度的比例為篩選的標準，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進一步運用不同的研究法來進行篩選標準。 

4.本研究為了深入探討個案公司對於企業資訊系統查核作業的情況，因此只以單一個

案方式進行個案研究。建議未來想要朝此議題深入研究的學者，可以利用多重個案方

式進行實證，以獲取更強而有力的證據支持々或是以問卷研究的型態進行實證，以統

計數據代替個案訪談記錄做為支持控制項目之可用性、有用性及符合性的證據。 

   對於研究上面的限制，由於每個資訊系統彼此之間會有不同的特性，引此雖然在

內部控制的原則方面並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在實際執行查核步驟的詳細項目上會

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僅能對企業資訊系統上的一般控制要項建立出可用之模型，但

對於如何去達到這項控制要項，仍然是有賴查核人員訂立貣實際執行的細則，如此方

能收到真正的成效。 



 

132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2009)。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民

國 98 年 3 月 16 日修正。 

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內部稽核工作之採用。 

行政院主計處電子中心(2009)。電腦概況應用調查—九十八年度調查結果。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風險評估與內部控制─電腦資訊系統之特性及考量。 

薛明玲(2003)。由美國沙氏法案談我國公開發行公司之會計監理。會計研究月刊，第

209 期，13-15 

黃明達、孔令娟(2000)。國內電腦稽核環境現況研究。資訊管理展望，第二卷 

第二期，1-13。 

許妙靜(2004)。舞弊防制之計劃與控制要點。資誠通訊，第 163 期，頁 9-19。 

吳琮璠(2005)。會計資訊系統－兼論電腦審計，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蘇裕惠(2005)揭開企業財務運作的神秘面紗-沙氏法案404 完全解析，勤業眾信通訊，

3 月號，頁 6-12。 

林柄滄(2002)。安隆(Enron)破產事件引發的會計危機，會計研究月刊，第 195 期，頁

21-28。 

何思湘(2002)。美國安隆公司倒閉事件對我國相關立法之啟示，會計研究月刊  

200 期，頁 105-117。 

蔡信夫、馮拙人(2004)。審計學概念和應用第四版，新陸出版。 

蔡信夫、林惠雪(2006)。審計學概要，新陸出版。 

張豐雄(2007)。系統分析與設計，全華圖書有限公司。 

陳信章、阮金聲(2005)。服務業取得 BS7799 認證之關鍵因素---專案管理觀點，中華

民國電腦稽核協會期刊，第 13 期。 

張碩毅、黃士銘、阮金聲、洪育忠、洪新原(2005)。企業資源規劃，全華科技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嚴紀中、黃士銘、李佳玲、夏詠清(2006)。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之適用、影

響及衝擊，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期刊，第 15 期。 

黃士銘、莊盛棋(2009)。ACL 資料分析與電腦稽核教戰手冊，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蘇東明(1996)。電腦化環境下之先天控制，會計研究月刊，第 130 期。 

 



 

133 
 

英文文獻 

Randy Brasche( 2004) . Sarbanes-Oxley is an IT responsibility and business opportunity 

Chang, She-I, Cheng-Chih Wu and I-Cheng Chang(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uter Auditing System for the Suffices Sarbanes-Oxley Section 404 - A Study 

on the Purchasing and Expenditure Cycle of Oracle ERP,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British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2007).―IT Infrastructure Library v3‖. 

IT Governance Institute(2006). COBIT Mapping - Mapping of ISO 17799 With COBIT 

4.0  

PricewaterhouseCoopers.(2002).COBIT, ITIL and ISO 17799 – How to use them in 

conjunction.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2004).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 Integrated Framework‖. 

Cyber Security Industry Alliance (2004).―Sarbanes-Oxley Act: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ecurity Objectives‖. 

Deloitte (2004).Sarbanes-Oxley Section 404: 10 Threats to Compliance. 

Robert R. Moeller(2006).Sarbanes-Oxley and the New Internal Auditing Rules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2004).An Audit of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Perform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 Auditing Standard No.2 

Hartwick, J. and H. Barki(1994).―Explaining the Role of User Participation in Information 

System Use‖ Management Science (40:4), pp.440-46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2005).―ISO 17799: 20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Code of pract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IT Governance Institute(2006).COBIT Mapping - Mapping of ISO 17799 With COBIT 

4.0‖. 

Marshall, B. R. and Paul, J. S.(2006).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Pearson Education, 

Inc.. 

Lurie, Barry N. (2004)."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arbanes-Oxley compliance: what the 

CFO must understand." Bank Accounting and Finance 17.6: 9. 

Rezaee Zabihollah(2002).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Jennifer H.(1999).''ERP system: Audit and Control Risks'',ISACA LA spring Conference. 

Laudon (2009).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Pearson Education. 

Effy Oz(2008).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 Course Technology.  

Efraim Turban(2008). Electronic Commerce: A Managerial Perspective , Prentice Hall. 

Ralph M. Stair(2008). Fundamental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 Course Technology Ptr (Sd). 



 

134 
 

David L.Anderson(2002).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Solving Business Problem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cGraw-Hill. 

Davis, F. D. (1989).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14, p319-p340. 

Ray Whittington, Kurt Pany(2005). Principles of Auditing & Other Assurance Services, 

15th Ed, McGraw-Hill, Irwin. 

Manfreda, K.L. et al. (2001). ―Web versus mail questionnaire for an institutional surve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2005). ―ISO 17799: 20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Code of pract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Lurie, Barry N(200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arbanes-Oxley compliance: what the 

CFO must understand." Bank Accounting and Finance 17.6: 9. 

Randy Brasche(2004). Sarbanes-Oxley is an IT Responsibility and a Business Opportunity 

Robert R. Moeller. (2006). Sarbanes-Oxley and the New Internal Auditing Rules 

Rezaee Zabihollah, 2002,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Shon Harris (2006). Alphabet soup: Understanding standards for risk management and 

compliance. 



 

135 
 

 

附錄一、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第十七條〆公開發行公司使用電腦化資訊系統處理者，其內部控制制度除資訊部門與

使用者部門應明確劃分權責外，至少應包括下列控制作業〆 

一、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 

二、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 

三、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 

四、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 

五、資料輸出入之控制。 

六、資料處理之控制。 

七、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 

八、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 

九、系統復原計畫制度及測詴程序之控制。 

十、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 

十一、向本會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作業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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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資訊安全組織之規範準則開放性編碼表 

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BS 7799 

part2-1999 

政策文件應經管理階層核准、發行、並宣導至所有員工 是否有對員工進行安全政策宣導 A1 

政策應定期審查，確保維持其適切性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A2 

設立管理委員會以確保安全的積極性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A3 

建立對新購資訊處理設施之管理授權程序 資訊設備是否列冊管理 A4 

尋求組織內外的專家對資訊安全的建議，並宣導至整個組織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A5 

與執行機關、主管機關、資訊服務提供者、通信業者維持適切之接觸 是否依規定申報資訊相關申報 A6 

資訊安全政策的實施，應進行獨立審查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A7 

應對第三方存取組織的資訊處理設施進行風險評估，並實施適當的安全控制 系統外包是否有進行評估 A8 

涉及第三方存取組織的安排，應以包含必要的安全要求在內的正式合約為基礎 系統外包是否有簽訂合約 A9 

當組織將資訊系統、網路、桌上型電腦環境的管理及控制委外時，在合約中應載明安全的要求 系統委外是否有相關控制程序 A10 

應列出並維持一份重要資產的清單 資訊設備是否列冊管理 A11 

組織在資訊安全政策中所規定的安全角色及責任，應適當地書面化於工作職掌中 資訊單位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A12 

僱用契約中應陳述員工對資訊安全的責任 是否有對員工進行安全政策宣導 A13 

所有員工以及相關的第三方使用者，應接受適當並定期更新的訓練 是否有對員工進行安全政策宣導 A14 

安全事件應在事件被發現後儘速通報 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15 

應要求使用者，通報任何觀察到的或可疑的安全弱點或威脅 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16 

應建立並遵守軟體失效事件的通報程序 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17 

組織應有安全的邊界，以保護包含資訊處理設施的區域 系統主機是否有獨立機房 A18 

安全區域應以進出管制加以保護，以確保唯有經授權的人員得以進出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A19 

應將設備安置及保護，以降低來自環境之威脅與危險，以及未經授權的存取 系統主機是否有獨立機房 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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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A21 

應保護設備，免於電力失效及異常的影響 機房是否有 UPS 設備 A22 

電力及通訊纜線，應予以保護免於被攔截或破壞 機房是否有 UPS 設備 A23 

設備應依照製造商的說明書進行維護，以確保其持序之可用性及完整性 資訊設備文件是否有專人管理 A24 

應有安全程序及控制方法來防護在組織所在地以外使用的設備 委外之設備是否有相關控制程序 A25 

報廢或再利用設備前，應清除在設備中的資訊 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A26 

實行辦公桌面及電腦螢幕的淨空政策，以降低因資訊未經授權而存取、遺失及損害所造成的風

險 
是否有對員工進行安全政策宣導 A27 

組織所擁有設備、資訊及軟體未經授權不得移出 資訊設備是否列冊管理 A28 

資訊安全政策的作業程序應加以文件化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A29 

資訊處理設施及系統的變更應加以控制 系統維護及異動是否有相關作業紀錄 A30 

應建立事件的管理責任及程序，迅速有效及有序地反應安全事件 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31 

職務及負責範圍應加以隔離，以降低未經授權的修改或不當使用資訊或服務 

資訊單位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A32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A33 

資料修正是否有相關異動文件 A34 

開發及測詴設備應與操作設備有所區隔 是否有測詴環境 A35 

使用外部的設備管理服務前，應鑑別風險，並與承包商協議適當的控制方法，並納入合約內容

中 

系統外包是否有簽訂合約 A36 

系統委外是否有相關控制程序 A37 

容量要求應加以監督，而且應推測未來容量的需求，以確保擁有合適的運算處理能力及儲存空

間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硬體維護 A38 

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A39 

應建立新資訊系統、升級及新版本的允收標準，並且在允收前對系統進行適當的測詴 

是否有測詴環境 A40 

系統軟體(程式)更新是否有維護紀錄 A41 

硬體設備維護及異動是否有相關作業紀錄 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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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應有具偵測性及預防性的控制方法以防範惡意軟體，並應有使用者預警程序措施 是否有防範異常入侵機制 A43 

應定期備份重要的企業營運資訊 是否定期備份資料 A44 

作業人員應維持一份工作日誌 相關作業異動是否有相關紀錄 A45 

錯誤應被通報並採取改正行動 
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46 

系統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A47 

應實行一系列的控制方法以達成並維護網路安全 是否有建置防火牆 A48 

可移動式電腦儲存媒體例如磁帶、磁片、磁碟以及列印出來之報告應加以控制管理 系統輸出之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控 A49 

不再需要的儲存媒體，應安全地處置 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A50 

建立資訊處理及儲存程序，以保護資訊不被未經授全的揭露或不當使用 

系統輸出之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控 A51 

系統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A52 

系統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進行驗證 A53 

應保護系統文件以防未經授權的存取 系統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A54 

以電子化或人工方式在組織間交換資訊及軟體時，應訂定協議 跨系統資料交換是否有進行相關驗證作業 A55 

為控制電子化辦公室系統所帶來之業務與安全風險，各項政策應加以擬定並實施 
是否有對員工進行安全政策宣導 A56 

是否有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A57 

資訊在成為公眾可取用前應有正式的授權過程，而且這類資訊應受保護以防止遭到未經授權的

修改 

是否有測詴系統環境 A58 

系統上線使用是否經過使用者確認 A59 

系統修改是否有相關作業文件 A60 

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 A61 

應保護經由傳真、語音及影像等通訊設施進行的資訊交換 系統輸出之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控 A62 

企業營運對存取控制的要求應加以界定並文件化 
系統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A63 

相關作業程式是否有相關系統分析文件 A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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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應有正式的使用者註冊及註銷的程序 
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有申請單據 A65 

人員離職帳號是否有註銷 A66 

對於特殊權利的分配及使用，應加以限制及控制 系統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A67 

對於密碼的分配，應透過正式的管理流程加以控制 是否有進行密碼控管 A68 

對於使用者的存取權限，應定期執行正式審查流程 系統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 A69 

應要求使用者在選擇及使用密碼時，遵循安全慣例 是否有進行密碼控管 A70 

使用者應僅能存取，已獲特別授權使用的服務 系統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A71 

到遠端電腦系統的連線應被認證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 A72 

在分享式的網路中，使用者的連線能力應依照存取控制政策加以限制 是否有防火牆 A73 

存取資訊服務應有安全的登入流程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A74 

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A75 

所有使用者應有唯一的識別碼(使用者代號) ，專供其個人的使用，以便各項活動可以追溯至應

負責的個人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A76 

系統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紀錄 A77 

應有適當的密碼管理系統，提供有效的、互動式的設施以確保使用優質的密碼 是否有進行密碼控管 A78 

對於資訊及應用系統之功能的存取應依照存取控制政策加以限制 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A79 

應產生記載著異常狀況及其它安全相關事件的稽核日誌，並保存一既定的期間 
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A80 

資料是否有備份 A81 

應建立監察資訊處理設施使用情況的程序，並定期對監察活動的結果進行審查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維護 A82 

使用新系統或改進既有系統，應將對控制方法的要求制定於其中 
系統程式開發完成後是否有覆核文件 A83 

系統程式修改後 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更 A84 

輸入應用系統的資料應加以驗證，以確保資料是正確且適當的 系統資料輸入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A85 

驗證的檢查應成為系統的一部份，以偵測資料是否損毀 系統資料輸入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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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當有保護訊息內容完整性的安全要求時，應針對應用程式進行訊息的認證 系統資料輸入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A87 

輸出的資料應加以驗證，以確保所儲存的資料是正確的 系統程式是否有確保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 A88 

應發展且遵循以密碼學控制方法來達成保護資訊目的之政策 是否有進行密碼控管 A89 

應使用資料加密，以保護機密或關鍵資訊的機密性 機密資料是否有控管 A90 

應使用數位簽章，以保護電子化資訊的真實性及完整性 是否有進行登入驗證 A91 

測詴資料應加以保護及控制 
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紀錄 A92 

是否有測詴環境 A93 

原始程式庫的存取應嚴格的控制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系統程式 A94 

應使用正式的變更控制程序嚴格地控制變更的實行，將資訊系統的損毀降至最小 
系統軟體(程式)更新是否有維護紀錄 A95 

系統軟硬體更新是否有專人維護 A96 

變更時，應對應用系統進行審查及測詴 是否有進行系統驗證測詴 A97 

應勸阻對於套裝軟體的修改，對於必要的變更應嚴格控制 

程式修改是否有提出申請 A98 

系統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 A99 

系統程式更新(新增)是否有經使用者進行程式

驗收 
A100 

系統程式修改後 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更 A101 

應控制並檢查軟體的採購、使用及修改，以防範密祕通到及特洛伊木馬程式 是否有防毒措施 A102 

應使用控制方法以防護委外的軟體開發 軟體委外是否有控管 A103 

應發展以適當的風險評估為基礎的策略性計劃，做為業務持續運作的方法 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104 

應發展計劃確保重要之業務流程中斷或失效後，可及時維持或恢復業務運作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A105 

應維持業務持續運作計劃架構，以確保所有計劃之一致性，且鑑別其先後次序以進行測詴與維

護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A106 

系統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A107 

應確保在使用智慧財產權方面的物品及他人專屬的軟體產品時，能符合法律的限制 是否使用合法軟體 A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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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資訊系統應定期檢查，是否符合安全實施標準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維護 A109 

COBIT 

擬定策略規劃〉資訊技術規劃的監督和評估、現有系統的評估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A110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A111 

釐定組織及其關係〉資訊技術指導委員會、資訊技術功能在組織中的地位、組織成就的回顧、

角色扮演及責任、品質保證的責任、邏輯和實體安全的責任、所有權及監督權、資料及系統所

有權、監督、權責的區分、 資訊技術人員、資訊技術人員工作及職務說明、主要資訊技術人

員、契約人員政策及程序、關係 

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A112 

軟硬體是否有專人維護 A113 

溝通管理的目標及方向〉積極的資訊控制環境、政策責任的管理、組織政策的溝通、政策實行

資源、政策維護、政策程序標準的遵循、品質承諾、安全及內部控制架構政策、智慧財產權、

特定主題政策、資訊技術安全的溝通 

是否有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A114 

是否有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A115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招募及晉升、人員資格、角色及責任、教育訓練、交叉訓練或支援、離職

程序、工作績效考核、工作改變或結束 

是否有進行資安教育訓練 A116 

人員離職相關權限是否有取消 A117 

職務異動權限是否有異動 A118 

確保符合外部需求〉外部需求回顧、承諾外部需求的實務及程序、安全及人體工學、私密智慧

財產及資料流、 電子商務、保險契約的遵循 
委外是否有安全控管 A119 

品質管理〉一般品質規劃、品質保證方法、品質保證計畫、對資訊技術標準及程序品質保證堅

持的回顧、系統發展生命週期方法論、系統發展生命週期方法論在現有的技術主要改變、系統

發展生命週期方法論的更新、協調與溝通、技術架構取得及維護的組織、第三執行者之關係、

程式文件化標準、程式測詴標準、系統測詴標準、帄行測詴、系統測詴文化、發展標準在品質

保證評估的堅持、資訊技術目的在品質保證回顧的成就、品質測量、品質保證回顧的報導 

系統是否有經資訊單位及使用單位雙方確認 A120 

系統委外是否有控管 A121 

新系統是否有於測詴環境測詴 A122 

系統是否有相關規格書 A123 

測詴過程是否有文件化 A124 

系統程式開發完成後是否有覆核文件(包含資料

正確性及完整性) 
A125 

系統修正後使用手冊是否一並修正 A126 

確認自動化解決方案〉定義資訊需求、陳述行為相對的過程、陳述取得策略、第三者服務需求、

技術可行性研究、經濟可行性研究、資訊架構、風險分析報導、有效成本安全控制、稽核軌跡

設計、人體工學、選擇系統軟體、獲得控制、軟體取得、第三者軟體維護、契約應用程式、設

備接受、技術接受 

系統是否有經資訊單位及使用單位雙方確認 A127 

系統委外是否有控管 A128 

使用軟體是否合法 A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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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軟體是否經使用者測詴 A130 

是否有進行資安規畫 A131 

應用軟體的取得與維護〉設計方法、現有系統的主要改變、設計承認、定義檔案需求及文件化、

程式說明書、資源資料收集設計、定義輸入需求及文件化、介面定義、使用者介面、定義程式

需求及文件化、定義輸出需求及文件化、控制能力、主要設計因素的有效性、資訊科技在應用

程式軟體的獨立性對策、應用軟體測詴、使用者參照及支持資源、系統設計的再評估 

系統是否有經資訊單位及使用單位雙方確認 A132 

系統是否有相關規格書 A133 

測詴過程是否有文件化 A134 

輸入介面是否有驗證 A135 

軟體是否經使用者測詴 A136 

系統修正後使用手冊是否一並修正 A137 

技術架構的取得與維護〉評估新硬體及軟體、硬體的預防性維護、系統軟體安全、系統軟體安

裝、系統軟體維護、系統軟體改變控制、系統效能的使用及監督 

是否定期維護系統 A138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異動變更作業 A139 

異動過程是否有文件紀錄 A140 

是有定期檢核系統日誌檔 A141 

開發及維護程序〉操作需求及服務程度、使用者程序手冊、操作手冊、訓練資源 

系統是否有經資訊單位及使用單位雙方確認 A142 

系統是否有相關規格書 A143 

測詴過程是否有文件化 A144 

系統修正後使用手冊是否一並修正 A145 

安裝與認證系統〉訓練、軟體績效衡量、實行計畫、系統轉換、資料轉換、測詴策略及計畫、

改變的測詴、帄行測詴基準及績效、最終接受測詴、安全測詴及認定、操作測詴、產品昇級、

滿足使用者需求的評估、管理者已實行情形之回顧 

系統是否經使用者測詴確認 A146 

是否於測詴環境帄行測詴 A147 

系統軟體(程式)更新是否有維護紀錄 A148 

外包服務管理〉供應者介面、所有者關係、第三者契約、第三者資格、外包契約、服務的關連

性、安全關係、監督 

系統外包是否有簽訂合約 A149 

系統委外是否有相關控制程序 A150 

確保持續服務〉資訊技術關連性架構、資訊技術計畫策略、資訊技術計畫內容、最小誤差資訊 是否定定期備份 A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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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關連性需求、維護資訊技術關連性計畫、測詴資訊技術關連性計畫、資訊技術關連性計畫

訓練、資訊技術關連性計畫配置、使用部門指令備份程序、關鍵資訊技術資源、備份位置及硬

體、異地備份貯存、綜合程序 

是否有異地備援 A152 

是否有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A153 

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154 

確保系統安全〉管理安全衡量、定義授權及存取、線上存取資料的安全、使用者帳號管理、檢

查使用者帳號管理、使用者帳號的控制、安全監督、資料分類、集中定義及存取權限管理、違

例及安全活動報導、事件管理、重複確認、層級信賴、交易授權、不可否認、信任的路徑、安

全功能的保護、密碼金鑰管理、惡意軟體預防偵測修正、公眾網路架設防火牆、價值保護 

是否有帳號權限控管 A155 

是否依使用者權限給予不同存取限 A156 

資料異動是否有紀錄 A157 

是否有偵測異常入侵機制 A158 

是否有架設防火牆 A159 

使用人員的教育及訓練〉定義訓練義務、訓練組織、安全政策及意識訓練 是否有進行資安宣導 A160 

裝備管理〉組態記錄、組態座標、狀庇帳號、組態控制、未經授權的軟體、軟體貯存、組態管

理程序、軟體說明 
使用軟體是否合法 A161 

問題及意外管理〉問題管理系統、問題修正、問題軌跡及稽核軌跡、緊急及暫時存取授權、優

先緊急程序 

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A162 

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A163 

資料管理〉資料準備程序、資源文件授權程序、資源文件資料收集、資源文件錯誤管理、資源

文件保留、資料輸入授權程序、正確性完整性及授權檢查、資料輸入錯誤管理、資料指令完整、

資料指令生效及編輯、資料指令錯誤管理、輸出管理及保留、輸出分配、輸出帄衡及和諧、輸

出回顧及錯誤管理輸出報告之安全對策、敏感性資訊在傳遞及運輸過程之保護、處置敏感性資

訊的保護、貯存管理、保留期間及貯存期限、媒體圖書室管理系統、媒體圖書室管理責任、備

份及復原、備份工作、備份貯存、檔案收管、敏感性訊息之保護、授權及完整性、電子傳送完

整性、貯存資料的連續完整性 

資訊文件存取是否有控管 A164 

資料輸入介面是否有驗證 A165 

機密資料輸出是否有安全控管 A166 

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 A167 

是否有進行備份還原測詴 A168 

是否依使用者權限給予不同存取限 A169 

是否有異地備援 A170 

設施管理〉實體安全、資訊技術位置的低階輪廓、偕同拜訪者、人員健康及安全、環境因子保

護、不斷電系統 

機房進出是否有管制 A171 

是否有不斷電系統 A172 

操作管理〉執行作業程序及指導手冊、啟動執行及其他作業文件化、工作排程、標準工作排程 是否有作業操作手冊 A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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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執行連續性、作業登入、特殊表格及輸出裝置防護、遠端作業 系統是否有登入控管 A174 

遠端連線作業是否有控管 A175 

評鑑內部控制的允當性〉內部控制監督、內部控制的及時作業、內部控制報告、作業安全及內

部控制保證 
是否有進行內部稽核 A176 

附錄三、英文文獻開放性編碼表 

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Inform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 Compliance 

management vs operational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position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r has become an established 

position in all companies, making the person occupying this posi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full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gram in the company. 

是否有進行安全規劃 B1 

Logical access control management, i.e. the real actions of adding to, changing and 

deleting from access control lists etc. 

資料輸入是否有權限控管 B2 

資料庫系統權限是否有控管 B3 

Identific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management, i.e. the real actions of adding to, 

changing and deleting from the User ID Database and password files 

資料輸入(刪除)是否有管控 B4 

是否給不同使用者不同權限 B5 

Firewall management in terms of setting rights on firewalls, connecting workstations 

to LANS and the Internet etc. 
是否有防火牆安全防護 B6 

Virus and malicious software management, i.e. installing and updating anti-virus 

software 

是否有防毒措施 B7 

使否使用正版軟體 B8 

Setting and updating the security settings and configurations of workstations and 

servers 
是否定期對系統進行維護 B9 

Ensuring availability through UPS systems 是否有使用 UPS B10 

Ensuring backups and secure storage of backups 
是否有定期備份 B11 

是否有備份還原測詴 B12 

The creation of Awareness programs to make all users aware of the risks involved in 

using IT system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owards mediating the IT risks 

程式修改需求是否經使用者和資訊單位確認 B13 

是否有對使用者進行資安宣導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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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ianc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to ensure compliance to al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re enforced, and to ensure that IT risks are properly managed and 

meditated. 

資訊設備是否有定期維護 B15 

Software Licensing issues 軟體是否有使用版權 B16 

Separation of duties has always been a cornerstone of proper management. That is why 

the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is separate from the Finance department, and while the 

Audit department should act objectively and independently. 

人員權責是否明確區分 B17 

使用權限是否經相關單位主管同意 B18 

For the same reason IT Audit is not a part of the IT Department. 是否有專人進行資安稽核 B19 

A daily report on the actual software running on every server and workstation 是否定期檢核系統日誌檔 B20 

On risk: perception and 

direction 

The software defects that give rise to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are both omnipresent 

(they are in every piece of software) and nascent (they lie dormant for years). 

系統是否有經使用者確認後才更新 B21 

是否有測詴紀錄 B22 

程式更新文件是否一併更新 B23 

Wireless networking has received very bad press related to the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within the de facto wireless technical standards such as WEP. The archetypal risk to 

wireless networking is ―war driving‖ in which an attacker accesses a company network 

from outside the physical perimeter of the company facility. 

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B24 

遠端存取是否有管控 B25 

The Development of Access 

Control Policie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The approach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cess control policies will generally depend 

upon on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in physical security and business 

contingency management. 

資料存取是否有控管 B26 

是否有依使用者給予不同權限 B27 

是否有異常存取防護措施 B28 

These security solutions are able to integrate with other system utilities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 solutions to implement secure, centralised access controls over system and 

network access within the mainframe environment. 

遠端存取是否有管控 B29 

Inadequate or nonexistent installation of network and operating system security 

controls. 
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B30 

Many of the system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have not addressed, or have not been 

capable of addressing, access control security appropriately. As a result many 

organisations have had their systems accessed by unauthorised individual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organisation. 

是否有權限控管 B31 

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B32 

The security access control policies developed for the IT department were not, in many 資訊人員權限是否有控管 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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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binding on the business units and this practice could have resulted in 

inconsistencies on the levels of controls implemented on systems across the enterprise.  
軟硬體維護人員是否有區分 B34 

It is appropriate that computing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be viewed as critical assets 

and, as is the case with other critical assets, they should also be afforded appropriate 

risk control strategies. 

資訊資產是否有控管 B35 

provide assurance that the integrity of systems,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is 

maintained 
提供系統資料的正確性 B36 

ensure tha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is preserved 機密資料是否有安全控管 B37 

Detection — actions that recognize unauthorised access or violations of access 

privilege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includes the capability to trace authorised 

access. 

是否有異常存取防護措施 B38 

資料存取是否有控管 B39 

Response — actions necessary to trace intruders or investigate breaches of security 

controls, and minimize potential damage to systems after detection. 
是否有災害處理程序 B40 

The Defence in Depth principle is based on a succession of barriers that includes the 

outer and inner perimeters of systems, the network access points, the capability to 

logon to the system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s, use of operating system privileged 

functions, and access to the data resident on the system. 

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B41 

是否有申請使用相關系統 B42 

是否有登入權限控管 B43 

資料庫是否專人才可登入 B44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duties is concerned with ensuring that the formal 

responsibilities and activities of personnel are defined so that appropriate checks and 

balances ar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no one person is in a position to commit fraudulent 

or unauthorised activity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B45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ccess simply because of a person‘s status or seniority 

within the hierarchy of the company 

是否給予不同使用者不同權限 B46 

職務異動權限是否有異動 B47 

權限是否有經上級同意後開放 B48 

Define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資訊人員是否有權責區分 B49 

Understanding software 

project risk: a cluster analysis 

Because of their role in managing software projects, software project manager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dealing with project risk and thus they were ideal 

subjects for our study. 

軟體修改是否經單位主管同意 B50 

Outsourced development project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team risk as 

well as higher levels of planning and control risk 
軟體外包是否管控 B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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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 When Should 

It be Managed? 

In all other cases, the organization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manage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s 
組織是否有安全政策 B52 

Business impact if the information were disclosed, modified, copied, deleted or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were denied or delayed. 

機密資訊是否有安全控管 B53 

機密文件是否有專人保管 B54 

機密文件是否特定人員能存取 B55 

As information becomes more sensitive to an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typically 

invests more in protection mechanisms to prevent unauthorized access, modification, 

deletion or disclosure of that information. 

資料存取是否有控管 B56 

是否有防護機制 B57 

When to Perform an Information Risk Assessment  

(1)Business operations or modes of operation change;(2)Information Systems holding, 

processing or creating information change, are updated, are replaced, or suffer a 

serious security incident;(3)New serious vulnerabilities and threats are identified;(4)A 

security incident has just happened. 

系統流程變更是否有相關控制 B58 

軟硬體維護是否有紀錄 B59 

是否有定期維護資訊系統 B60 

是否有安全通報機制 B61 

Services Outsourcing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s 
程式外包維護是否有安全控管 B62 

硬體外包維護是否有安全控管 B63 

Warehouses, Woozles and 

Online Wickedness 

It worked by looking for names and passwords and waiting for one with the authority 

to access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specifically wants — database access is particularly 

prized. 

登入系統是否有權限控管 B64 

資料庫權限是否有特別控管 B65 

Indeed, databases are particularly at risk, firstly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they store is 

hugely valuable, and secondly because they fall inside the firewalls and therefore 

generally receive little protection. 

資料庫權限是否有特別控管 B66 

系統是否有防火牆保護 B67 

Organizations have a duty to protect the information held on their computer systems. 

Individuals should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which the Act entitles them to, to prevent 

personal data being used for marketing purposes 

是否有進行資安宣導 B68 

資料存取是否有權限控管 B69 

USB & other portable storage 

device usage 

USB devices can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files to be stolen 機密資料是否有安全控管 B70 

In the UK and in Ireland, data protection regimes are also very focused toward 

safeguarding data - especially data relating to employees, customers and third parties – 

and state that data must be held securely mentioning controls to be put in place, 

directors & staff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as policies and staff training. 

資料存取是否有安全控管 B71 

Solutions should ideally incorporate both device and application control 相關權限是否有申請 B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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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issues can arise through inappropriate PSD use. These include: Databases being 

copied. 
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安全控管 B73 

Towards an Information 

Security Competence Maturity 

Model 

Don't rely on network safeguards and firewalls to protect your information. Look to 

your most vulnerable spot. You'll usually find that vulnerability lies in your people. 

是否有防火牆安全防護 B74 

是否有對人員進行安全宣導 B75 

The Corporate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must work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where 

the corporate culture exists, and must address the security needs of the specific 

organization 

是否有訂定安全政策 B76 

Information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is multidisciplinary natur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includes personnel security, user 

access control, network security and regulatory aspects. 

資料存取是否有控管 B77 

是否有防火牆 B78 

是否有訂定安全政策 B79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any changes to an operational system must be traceable 

to an approved request in terms of a formal process 
資料是否有異動紀錄 B80 

Segregation of duties – no one should have too much power: in critical areas, such as 

changing the program code of operational software, a du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B81 

Information security awareness – the promotion of certain codes of conduct that alter 

the existing culture in the company and ensure the employees' alliance to the 

company's strategy and its interests 

是否有訂定安全政策 B82 

是否有進行資安宣導 B83 

Asset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is model, as the primary focus of the security program is 

the protection and safeguarding of assets. 
資產是否有適當控管 B84 

Physical facilities – all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house and support information systems 

(e.g. physical access control and security doors). 

是否有獨立機房 B85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B86 

Incident analysis and recovery 

For recovery and analysis to coexist peacefully it is necessary that preparation for an 

incident occur prior to the incident. That goes back to our earlier discussions of being 

proactiv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active tasks the organization has is to develop 

techniques to preserve evidence while recovering rapidly. 

是否有災害處理作業程序 B87 

是否有定期進行災害復原測詴 B88 

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B89 

 Use log hosts and spool all logs from all servers, firewalls and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off of their host systems onto the log hosts.  

是否有防火牆 B90 

是否有偵測異常入侵 B91 

The key issue, of course, is that data not backed up won't be recoverable so if these and 資料是否有進行備份 B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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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roactive measures are not in place recovery will be difficult to impossible. 

There are, of course, always situations where the impact of an attack is severe enough 

that the system under attack fails completely. 

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 B93 

Ensuring consistent security 

implementation within a 

distributed and federated 

environment 

The technology might permit the trusted relationship to work, but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appropriate user administration is in place. 

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B94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B95 

The federation members need to be assured of the security of any remote access and 

mobility service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by other partners The presence of 

weakly-authenticated RAS servers or unsecured wireless access points in one partner's 

environment could lead to the compromise of systems elsewhere in the federation. 

遠端存取是否有管控 B96 

網路是否有安全控管 B97 

Some form of governing body must exist to define and maintain the overall security 

policy for the federation as a whole. 
是否有系統安全規劃 B98 

Network controls: rules governing permitted onward connectivity from the partner 

network,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allow external parties to reach other federation 

partners 

是否有防火牆 B99 

Management processes: how the partner manages risk, security incidents, user 

accounts, privileged userids, log files, security alerts, compliance, vulnerabilities and 

patching 

是否有密碼控管 B100 

是否有日誌檔 B101 

是否有更新修補程式 B102 

Data handling: how the individual partners should handle data based upon its 

classification Compliance with the relevant data privacy laws will be required and the 

partners will also need to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integrity of any data that is 

accessed within the federation 

系統資料是否有經驗證 B103 

機密資料是否有控管 B104 

程式修改是否有確認資料完整性 B105 

Continuous auditing: verifying 

information integrity and 

providing assurances for 

financial reports 

The COSO-ERM report has classified information system controls into two broad 

groupings: General and Application Controls.  
系統帳號是否有經過申請 B106 

Part of the internal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is to test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compliance with the firm'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nd to evaluate the adequacy of 

internal control environment. 

是否有進行資安稽核 B107 

It is therefore logical that management will be required to put in place internal controls 

tha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nformation from unauthorized access or use, and that such 

measures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firm's overall monitoring platform. 

資料存取是否有權限控管 B108 

相關權限是否有申請 B109 

是否有進行安全宣導 B110 

CardSystems: four million They include installing and maintaining a firewall configuration; protection of stored 是否有防火牆 B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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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 – under the spotlight data; avoiding vendor defaults for security parameters such as system passwords; use 

and regular update of anti-virus software. 
是否有防毒措施 B112 

是否定期更新軟體資料 B113 

Organizations tasked with responding to security events, such as hacker breaches and 

worm outbreaks, either via direct countermeasures (network isolation, software update 

deployment). 

是否有災害作業程序 B114 

是否有進行安全規劃 B115 

Coordination of response to all information security incidents, such as malicious code 

(worms, viruses, trojan horses, etc.) 

是否有防毒措施 B116 

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B117 

Education of the users and the engineering and support organization about security 

issues and trends 
是否有進行安全宣導 B118 

This role allows it to convene regular expert board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various IT 

areas in the company, in order to present its findings and to work out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action. 

是否有專人進行資安稽核 B119 

是否有進行安全規劃 B120 

Application security – it all 

starts from here 

Developers are usually in great demand, and are quickly moved to other projects and 

unfortunately the small fix is forgotten and what remains inevitably becomes 'live 

environmen' code. 

否有獨立程式開發環境 B121 

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紀錄 B122 

是否有經使用者進行程式驗收 B123 

程式開發完成後是否有覆核文件 B124 

Applications need to start building these security/access control and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in at a baseline level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B125 

This entails ensuring that the Application only allows the input of relevant (not 

excessive) personal data 
資料輸入是否有驗證 B126 

This means ensuring that individual data items relating to an individual within the 

Application are capable of being removed, archived or deleted to enable an application 

to comply with the data retention requirements – so that as a record or data set move 

out of use it is able to be ‗weeded‘ or removed from the database. 

資料庫資料刪除是否有提供相關文件 B127 

It is common for large service providers who win big contracts to contract 3rd parties 

to develop application code 

系統外包是否有進行評估 B128 

系統外包是否有簽訂合約 B129 

The only way this can be tested is to perform a detailed security review on the code as 

well as the functional, unit, integration and unit testing processes. 
是否有經使用者進行程式驗收 B130 

This means ensur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unauthorized persons to access Personal 

Data.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B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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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Performing a Successful Unix 

Audit 

Unix/Linux security audits will likely include a trip through the server rooms to see 

that access to the room itself is limited and secured 

是否有獨立機房 B132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B133 

Systems with consoles or terminals attached should be logged off, and systems with 

multi-console switches should be checked for any open sessions. 

遠端登入應該要控管 B134 

登入系統要有權限控管 B135 

Passwords should contain a min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including numeric, 

non-alpha, and special characters, and avoid using words typically found in a 

dictionary or thesaurus. 

是否有密碼控管 B136 

When root access must be allowed remotely, audit ability becomes more important. 遠端登入應該要控管 B137 

Generic passwords should also be changed. 密碼要定期變更 B138 

Risk control: A technical view 

Adequate collection and handling of log file information and some process for 

monitoring it (in which I include IDS solutions that have visibility of systems logs - 

although they often do a lot more beside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three reasons. 

是否有系統日誌檔 B139 

Ensure adequate logging is in place, this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diagnose, detect and 

investigate breaches when then do occur; but forms an essential statistical input to the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B140 

是否有防範異常入侵 B141 

Security must be assessed organization wide 是否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B142 

A risk assessment might include threats like ‗unauthorized access by an outsider‘ 

whereas a technologist might be worried that the public should not be able to directly 

access a database table. 

是否有進行資安稽核 B143 

Passwords: Use and Abuse 

The number of disparate systems that require a different password, and perhaps have 

different change over dates, adds to the confusion. 
密碼加密控制 B144 

Regularly (at least every three months) force password changes on everyone, 

especially the systems administrators (who usually have far greater access than 

ordinary users). 

密碼定期變更 B145 

Only give staff access to data that they require to do their job. 依不同使用者給予不同的權限 B146 

The convergence of physical 

and electronic security 

In the physical world we have always operated at some level on ‗need to know‘ access, 

where the assets and information were kept in separate compartments. If you worked 

in the loading bay, you probably wouldn't have access to the finance department and if 

you worked on the shop floor, you would not hav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in the 

director's office (or would you?). 

使用者權限是否有適當控管 B147 

In the electronic environment we have people who forget to set up access control lists 是否有權限控管 B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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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properly or fail to remove accounts or set inappropriate permissions on accounts. 是否定期覆核使用者權限 B149 

人員離職權限是否有移除 B150 

In the electronic environment however, incorrectly set access control lists or the 

presence of redundant accounts cannot be seen and also, more importantly, the 

privilege of examining these types of settings are restricted to the ‗experts‘ As a result, 

the best problem detecting sensors - the system users - are ineffective. 

權限是否有適當的控制 B151 

附錄四、中文文獻開放性編碼表 

作者 現象 概念化 編碼 

李俊隆(2003) 

機房主要設備架設不斷電系統供電 是否有不斷電系統 C1 

相關地點裝設防火偵測及滅火系統 是否有防火設備 C2 

資訊中心重要設施架設鎖控及監控人員物品出入 是有人員管制進出 C3 

迴避資訊中心接近危險地區或危險因子及自然災害容易發生之處 機房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C4 

公司對重要之業務資料進行妥善的安全備份 資料是否有備份機制 C5 

確保備份工作的完成與成功 
備份資料是否有進行還原測

詴 
C6 

災難應變回復計畫執行方案的存在性與可執行性 是否有災難應變計畫 C7 

關鍵重要性資料檔，進行異地備份 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 C8 

陳連枝(2003) 

資訊安全政策文件 - 政策文件應由管理階層核准，並以適當方式向所有員工公布與宣導。 

是否有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C9 

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系統

資安宣導 
C10 

資訊安全專家的建議 - 向全公司內部人員或專業諮詢人員徵詢、協調資訊安全建議。 是否有專人進行資安稽核 C11 

組織間的合作 - 與執法機關、主管機構、資訊服務廠商及電信公司維持適當溝通管道。 是否有依規定進行申報 C12 

獨立的資訊安全審查 - 資訊安全政策執行狀況應獨立審查。 是否有專人進行資安稽核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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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合約中之安全要求 - 第三方存取組織資訊處理設施之相關事宜應有正式合約，規定所有必要安全要求。 
系統外包是否有進行評估 C14 

系統外包是否有簽訂合約 C15 

委外合約之安全要求 - 組織將所有或部份資訊系統、網路、桌上電腦環境等之管理及控制工作委外時，其安全

要求應於兩造合約中提出並獲同意。 
系統外包是否有簽訂合約 C16 

資產清冊 - 應製作所有與每一資訊系統相關重要資產之清冊並維護。 資訊設備是否列冊管理 C17 

資訊安全教育與訓練 - 組織內所有員工及相關第三方之使用者皆應接受適當訓練以及有關組織政策及程序之例

行修訂。 
進行資安宣導及訓練 C18 

通報安全事件 - 安全事件應循適當管理途徑儘快通報。 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C19 

實體安全邊界 - 組織應採用安全邊界以保護存放資訊處理設施之區域。 是否有獨立機房 C20 

實體進入控制措施 - 安全區域應有適當進入控制措施，確保只有授權人員方可進出。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C21 

電源供應 - 應保護設備不受電力故障及其他電力異常影響。 是否有 UPS C22 

設備維護 - 設備應正確維護，使其持續可用與完整。 是否有定期進系統維護 C23 

設備之安全報廢或再使用 - 設備在報廢或再使用前應將資訊清除 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C24 

操作變更之管制 - 資訊處理設施與系統之變更應予管制。 
系統程式修改單是否經相關

部門主管同意 
C25 

事件管理程序 - 應建立事件管理責任與程序以確保回應安全事件時迅速、有效、有條理。並收集事件相關數據

資料例如稽核軌跡與檔案(logs)。 

是否有日誌檔 C26 

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

護(紀錄)文件 
C27 

職責區隔 - 職務與責任範圍應予區分，以降低資訊或服務遭未授權修改或誤用之機會。 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C28 

分隔開發與作業設施 - 開發與測詴用設施應與作業設施分開。軟體從開發狀態轉移至作業狀態之規則應加以界

定並文件化。 

是否有獨立程式開發環境 C29 

是否有獨立的測詴環境 C30 

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紀錄 C31 

程式開發完成後是否有覆核

文件 
C32 

外部設施的管理 - 使用外部設施管理服務前，應鑑別風險並制定適當控制措施，並與承包商協議後併入合約。 
系統外包是否有進行評估 C33 

系統外包是否有簽訂合約 C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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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驗收 - 應建立新資訊系統、系統升級與新版本之驗收標準，且驗收前應有適當之測詴。 

是否有經使用者進行程式驗

收 
C35 

修改後 文件是否有版本更

新及變更 
C36 

對抗惡意軟體的控制措施 - 應實施防備惡意軟體之偵測及預防控制措施與適當之使用者認知程序。 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C37 

資料備份 - 重要營運資訊及軟體應定期備份。 是否有備份資料 C38 

操作員日誌 - 操作人員應維持其活動日誌。操作員日誌應予接受定期及獨立之檢查。 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C39 

儲存媒體之報廢 - 儲存媒體不再使用時應以保護與安全方式報廢。 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C40 

系統文件之安全 - 系統文件應受保護，避免未授權之存取。 
特定人員才能存取系統文件

或原始 
C41 

資訊與軟體交換協議 - 組織間交換資訊與軟體之行為(無論是電子或是實體交換)應有協議規範，某些協議則應制

定正式合約。 

外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

行相關驗證程式作業 
C42 

存取控制政策 - 存取控制之企業要求應予鑑定及文件化，存取行為應僅限於存取控制政策規定之範圍。 

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有

申請單據 
C43 

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C44 

使用者註冊 - 核准存取多人使用資訊系統及服務時，應制定正式使用者註冊及註銷流程。 

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有

申請單據 
C45 

離職人員帳號是否註銷 C46 

使用者通行碼管理 - 通行碼之分配應以正式管理程序控管。 是否有密碼控管 C47 

使用者存取權限審查 - 管理階層應定期執行正式程序審查使用者存取權限。 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 C48 

使用網路服務的政策 - 使用者只能直接存取被明確准許使用之服務。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

管 
C49 

外部連線之使用者身份鑑別 - 遠端使用者之存取應有身份鑑別。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

管 
C50 

通行碼管理系統 - 通行碼管理系統應提供有效、互動功能，以確保通行碼品質。 是否有密碼控管 C51 

資訊存取限制 - 根據存取控制政策應限制對資訊及應用系統功能之存取。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

存取權限 
C52 

事件記錄 - 應製作記錄異常事件及其他安全相關事件之稽核日誌記錄，並保留至規定期間，以便有助於存取控 是否有日誌檔 C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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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監及未來之調查。 是否有備份資料 C54 

異常排除是否有文件記錄 C55 

輸入資料之確認 - 輸入應用系統之資料應予確認，以確保其正確且適當。 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C56 

不可否認服務 - 應使用不可否認服務，以解決某事件或行為是否發生之爭議。 
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

紀錄 
C57 

系統測詴資料之保護 - 測詴資料應予保護及控制。 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紀錄 C58 

原始程式庫之存取控制 - 原始程式庫的存取應維持嚴謹的控制措施。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原始

程式庫 
C59 

軟體開發委外 - 應採取控制措施以保護軟體開發委外工作的安全。 
軟體委外開發(維護)是否有

相關控制程序 
C60 

盧興義(2004) 

網路安全機制為電子商務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目前防禦網路攻擊最新的技術是將五種技術整合系統中。這五種

技術是入侵偵測、防火牆、虛擬私有網路、內容過濾與各種病毒防護技術。 

是否有防毒措施 C61 

是否有防火牆 C62 

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C63 

異常入侵機制 C64 

將企業組織中高階管理人員對資訊安全之期許與要求加以定義，並將其文件化，以利企業內資訊安全之推行。 
是否有進行安全規劃 C65 

是否有進行資安稽核 C66 

成立專職的資訊安全部門（而非傳統上以資訊部門兼任），並定義其組織架構、運作流程與責任歸屬。 
是否有專人進行系統安全規

劃 
C67 

由於大多數的資訊安全事件都來自於人員的疏失，因此為降低人為疏失發生機率，並減少人為之惡意侵害行為，

需針對員工訓練、員工之資訊安全範圍與責任歸屬及重大事件呈報步驟，進行相關規劃。 

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C68 

是否有對內部進行資安宣導

及訓練 
C69 

規範有形資產之保護措施、安全裝備與控管原則。如門禁系統、監視器、時間鎖等。 

是否有獨立機房 C70 

機房是否有防護措施 C71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C72 

使用者資料存取權限之設定應依使用者工作職權而給予，以降低未經授權存取系統資源之風險。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

存取權限 
C73 

黃劭彥、盧正 最基本的使用者的帳號與密碼是否依權限劃分等級，並依職能嵌入授權與核准層級的應用模組。 是否有密碼控管 C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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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2003)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

存取權限 
C75 

ERP 的輸入控制，包括輸入資料超過的可容忍水準的鎖住與解開技術、輸入驗證、對照碼結合強制性或選擇性欄

位設定之控制功能。 

資料輸入介面是否有驗證程

序 
C76 

ERP 的資料庫管理系統應有完整的備份處理程序。 資料是否有備份機制 C77 

透過加密系統或訊息分割、訊息混合處理方式傳輸，以確保資料輸出的安全性。 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控 C78 

企業為防止網路非法入侵與破壞應設置防火牆用予過濾封包、流量驗證〃 是否有防火牆 C79 

企業為防止網路非法入侵，應使用網路型的入侵偵測系統以用於封包之審核，俾防堵或監控網路異常事件。 是否有入侵偵測 C80 

電腦應留下系統日誌記錄資料處理之軌跡，以為使用與存取控制之依據〃 是否有日誌檔 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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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專家問卷 

專家問卷 

____先生/小姐 您好〆 

近年來許多企業為提升競爭力及經營績效，企業紛紛進行資訊化作業，因此企業

資訊系統便廣泛的被應用於企業內部。然而，近年來國內外不乏財務報表造假消息傳

出，也因此透過資訊系統所產生的財務報表是否有一定的公信力備受質疑。因此當外

部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時，除了對資訊系統作業流程控管查核外，應如何有效的針對

企業資訊系統進行整體查核作業，才能有效的降低查核風險。為此，本研究希望藉由

證期會所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為基準，建構出企業資

訊系統特有之控制項目，以提高會計師審計品質、降低審計失敗的可能性。 

本研究經由整理企業使用之資訊循環控制規範、資訊安全組織規範及國內外相關

文獻，搭配「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初步統整出 11 個構面，共

60 項控制項目，來探討查核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該有之控制項目，並探討各控制項目

對企業資訊系統中內部控制所佔的比重，以做為未來查核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時之參考，

並提供企業相關單位制定資訊系統內部控制制度時之參考。問卷的回答約僅需十分鐘

左右的時間，希望您能夠依據您的主觀認知決定各項控制項目的重要性程度，針對本

研究所提出之控制項目給予評分。 

本研究期望能獲得您專業指導與寶貴意見，以篩選出企業資訊系統特有之控制項

目，作為會計師事務所及內部稽核人員在進行企業資訊系統查核時之參考。此一問卷

調查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絕不公開或作為及其他用途使用，懇請您不吝提供寶

貴意見。為了達成本研究之目標，您寶貴的意見將是本研究完成及成功與否的重要關

鍵因素々謹煩請您撥冗填答，並懇請於 100 年 5 月 15 日前寄回。 

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協助，在此向您致上十二萬分之謝意。 

敬祝  安祺 

 

研究單位〆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研究所 

指導教授〆張碩毅  博士 

研 究 生〆黃任瑩  敬上 

聯絡電話〆093751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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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問卷填答說明 

1. 本研究論文題目為「以沙氏法案為基礎的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建構與實

證」。本問卷所提出之問項，希望找出查核人員在查核企業資訊系統時對於非系

統作業應用控制之查核控制點的評估考量。 

2. 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將企業使用之資訊循環控制規範、資訊安全組織規範及

國內外相關文獻所提及之查核控制點加以編碼歸納整理出 60 項重要考量因素，

並依據證期會所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為基準歸納

出十一大構面。 

3. 本問卷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您對於各影響因素重要性的認知，請您依據主觀認知的

最適當程度，點選您對評估企業資訊系統之控制點的重要性程度。 

4. 本問卷各項控制查核項目皆為『單選』(如範例所示)，並依其重要程度劃分為五

個等級，分別為非常重要、重要、普通、不重要、非常不重要。 

5. 本問卷的構面或因素若有遺漏、定義錯誤或分類不當之處，請您填答在「其他」

欄中。 

6. 範例 

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資訊單位維護企業資訊

系統人員權責是否有明

確區分 

資訊單位負責維護企業資訊系統

人員的系統權限是否有明確區分 
     

企業資訊系統使用者權

限是否定期覆核 

資訊(稽核)單位是否定期進行使用

者權限覆核作業 
     

企業資訊系統之軟硬體

是否有專人維護 

企業資訊系統相關軟硬體設備是

否有專人維護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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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問卷主要內容 

一、【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資訊單位維護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不同模組的維護人員是否有不同的系統權限劃分      

2. 系統帳號(權限)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 使用系統之人員是否有依程序申請系統帳號      

3. 人員離職後帳號是否註銷 人員離職是否有會簽資訊單位並移除系統帳號      

4. 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 
人員職務異動（組織架構異動）是否有會簽資訊單位並異動系統權

限 
     

5. 系統之軟硬體是否有專人維護 系統之軟硬體是否有專人維護      

6. 人員職務異動使用權限是否同步異動 人員職務異動使用權限是否有同步異動      

7. 系統帳號是否經相關單位主管同意 系統帳號(系統權限)是否經相關單位主管同意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二、【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系統程式修改需求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 程式修改(新增)是否有依申請作業流程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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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規格是否經資訊及申請單位確認 程式修改規格是否經資訊部門及相關使用單位確認      

3. 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 程式修改(開發)內容是否有相關分析文件      

4. 是否有獨立開發、測詴環境 是否有獨立之系統開發、測詴環境      

5. 程式開發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紀錄 程式開發過程中是否有相關測詴文件紀錄      

6. 程式更新(新增)後是否經使用者驗收 程式開發完畢後，提出需求者是否有進行程式驗收      

7. 系統流程變更是否有相關控制 基本流程設定變更是否有相關控制      

8. 系統程式修改單是否經相關部門主管同意 系統程式修改單是否經相關部門主管同意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三、【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程式修改（新增）單據是否有編碼管理 使用者提出之修改（新增）需求單據是否進行編碼管理      

2. 程式修改（新增）後，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

更 

程式更新（新增）後，相關操作文件、系統規格文件是否有一併更

新 
     

3. 系統相關系統文件是否有專人保管 相關系統文件是否有專人維護保管      

4.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修改)系統程式修改文件

或原始程式庫 
系統開發文件是否只有相關開發、維護人員才能存取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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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四、【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是否有密碼控管 系統是否有進行帳號管理      

2.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是否有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3. 外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行相關驗證程式作業 
透過外部拋轉進系統之資料，是否有經過中繼介面及程式驗證後，

才將資料拋轉進 ERP 系統 
     

4.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 透過遠端遙控軟體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紀錄      

5. 系統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專人維護 系統相關的資料庫是否有專人維護      

6.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系統是否有進行權限控管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五、【資料輸出入之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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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之資料是否有原始憑證 輸入之資料(如訂單、發票等)是否有原始憑證      

2. 系統產生之單據是否有流水編號 透過系統產生之單據（如訂單、採購單等）是否有編碼      

3. 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系統輸入介面是否有對欄位進行資料驗證      

4. 輸出之機密資料是否有適當的管控 機密資料之查詢、列印等動作是否有控管制度      

5. 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紀錄 修改資料（如訂單、採購單等）是否有異動紀錄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六、【資料處理之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資料進行修正作業是否有相關異動流程 
資料輸入錯誤頇由資訊單位修正時，是否有申請流程及修改異動紀

錄文件 
     

2. 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 系統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包含應用程式及資料庫）      

3. 備份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 備份之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機制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七、【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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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資訊設備是否列冊管理 相關設備是有列冊管理並定期盤點      

2. 資訊設備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是否有安全防護政策(如防火牆、防毒等措施)      

3.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置放系統主機之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4. 機房是否有安全防護設施 機房是否有防火、防水、溫度控制及 UPS 等設施      

5. 備份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備份資料預銷毀時，是否有管控程序      

6. 是否有防範異常入侵機制 是否有防範異常入侵機制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八、【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軟硬體更新是否有專人維護 ERP 系統軟硬體更新是否有專人維護      

2. 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ERP 系統硬體日誌檔是否有定期檢核      

3. 是否有定期進行軟硬體維護 是否有定期進行 ERP 系統硬體維護      

4. 軟硬體設備維護及異動是否有作業紀錄 ERP 系統硬體設備維護及異動是否有相關作業紀錄      

5. 是否有使用合法之系統軟體 ERP 系統軟體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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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統軟體更新是否有經主管同意 系統軟體(程式)更新是否有經主管同意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九、【系統復原計劃制度及測詴程序之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2. 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系統異常是否有災害通報作業程序      

3. 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系統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十、【向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作業之控制】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申報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 向證期會申報相關資料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      

2. 是否有依規定進行申報 是否有依證期會規定進行申報      

3. 申報資料是否有備份保管 申報資料是否有備份保管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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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〆 

資訊系統一般控制項目 說明 

重要程度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 是否有進行系統安全規劃 是否有專人訂定資訊安全規劃      

2.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3. 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資安宣導及訓練 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資安宣導及訓練      

其他（此構面之控制項目如有不妥或不足之處，請書寫在下方欄位） 

      

第三部份、問卷建議 

請將您寶貴的看法告訴我們〆 

      

 

※問卷到此全部結束，煩請您檢查有無漏答的項目後，將問卷以 E-Mail 回覆即可，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衷心地感謝

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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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個案研究準則 

個案研究準則 
一、專訪函〆 

先進您好〆 

首先感謝先進您的支持，有您的參與才能使本研究更具完整性及可信度。本

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企業資訊系統中應有之控制項目，研究策略採用紮根理論及

專家問卷研究法建構出『以沙氏法案為基礎的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要點』。 

本研究非常希望能獲得貴公司的協助與支持，允許本研究人員前往貴公司進

行實地訪談，以增加本研究的效度。預計訪談的作業規劃說明如下〆 

(1) 邀請貴公司參與配合人員〆 

(a) 總經理、管理處副總或主管、財務長(非必要) 

(b) 稽核主管或稽核人員(必要) 

(c) 資訊主管或資訊系統管理人員(必要) 

(d) 簽證貴公司財報之會計事務所查核人員(非必要) 

(2) 訪談進行方式〆 

(a) 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需要其提供的相關資料等事

項。 

(b) 詢問本研究建構之控制項目是否符合貴公司內部控制上查核所需〇

是否正確或有遺漏之處〇以及其他改進的建議。 

(c) 填寫評估問卷。 

(3) 訪談進行時間〆 

(a) 約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4) 訪談所需資料及訪談問題〆 

(a) 訪談所需貴公司提供資料，敬請參考本準則之第二節說明。 

(b) 訪談過程必要之提問問題，敬請參考本準則之第四節說明。 

本研究保證僅供分析之用，不予個別顯示且絕對嚴守祕密，敬請安心作答。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大力幫忙，預祝各位升官發財、鴻圖大順，謝謝〈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研究所 

                                     指導教授〆張碩毅博士 

                                     研 究 生〆黃任瑩 

                               E-mail : fistanhu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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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 : 0937515142 

 

 

二、資料蒐集〆 

本研究初次資料的收集部份，歡迎各位給予任何對本研究有幫助之協助〆 

 相關書面資料（如稽核活動之相關資料、訓練教材、會議資料、

課程簡介、活動內容、網站、成員參與活動時所留下之資料等）。 

 錄音或紀錄之許可。 

 提供其他資料收集之便利性。（如公開說明書、網站、報表、會議

資料等） 

 稽核相關資料（內部控制、內部稽核、電腦稽核的資料等） 

 

三、研究概述〆 

    近年來隨著政府推動商業自動化政策，鼓勵企業電腦化及大力推展電子化政

府，根據主計處統計資料顯示，98 年 12 月底我國工商企業使用電腦普及率已達

82.97% 。企業電子化雖提供快速、有效率及一致性的效益，但其隱含錯誤或舞

弊的風險亦比人工作業處理更加複雜，為確保控制系統的正常運作，企業亦需建

立健全的稽核制度。 

由於資訊科技的高度發展，企業為了增進營運效率而大量使用資訊科技。企

業一般人員所進行之日常作業活動，其原始資料因而由人工編製改變成透過資訊

系統來彙整處理。因此，資訊系統環境已大幅影響內部控制之設計與一般作業的

處理流程。 

    對於資訊系統來說對企業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工具。而資訊系統本身所面

對到的最大威脅，就是資訊系統自身上安全的問題。由於資訊系統本身是一個脆

弱而且忙大的目標，所以本身缺乏足夠保護自保的能力，不管是透過實體或是非

實體上的入侵，都會造成大小不一的損害。而資訊系統安全是為了確保一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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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資源的機密性、可利用性、和完整性。所以要確保資訊系統之安全，勢必

要有一個良好的管理辦法來維護。 

    由於企業本身缺乏內部控制，導致許多弊案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而缺乏電

腦使用知識的員工，亦常因為不熟悉資訊系統上的內部控制，使得機密資料外洩

的資安事件重覆的發生。這些種種問題的產生，皆肇因於在資訊系統上的內部控

制未能好好去實行，因此本研究將制訂出一套解決辦法，以其在資訊系統上一般

控制這部分能夠被有效去執行。 

因此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為〆 

◆探討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要項 

◆建構沙氏法案下企業資訊系統一般控制的控制要項 

◆使用專家問卷與個案研究的方式驗證一般控制要項的實用性 

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Ground Theory）研究法，首先針對企業內部使用之資

訊循環控制、資訊安全組織規章及國內外資訊安全的文獻進行蒐集，並且進行相

當詳細的閱讀整理與分析，進而呈現完整且一致性的資訊循環內部控制評量的項

目。接著以發放專家問卷的方式取得對企業資訊系統有豐富導入，維護及稽核等

專家們的意見，針對各衡量構面與項目指標進行篩選的動作，以萃取適合企業資

訊系統應有的內部控制度之衡量構面與項目，增加本研究在實務上探討與經驗。

經由上述兩研究步驟，最後得出相對重要之控制項目。 

四、訪談內容大綱〆 

（一）背景資料 

 請簡述介紹公司歷史、營業項目及您帄時處理那些作業〇 

 請簡述貴公司在企業資訊系統查核流程與作業內容。 

 您對於沙賓法案的內容規範是否了解與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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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對於 ISO27001 或 COBIT 等資訊安全規範是否了解與清楚〇 

 您認為企業資訊系統之內部控制制度，若要符合證期局所規範的相關內

部控制制度規範的要求，該怎麼做〇 

 

（二）資訊系統查核作業 

 請問傳統查核作業與資訊系統查核作業，對您在查核程序上有何差異之

處〇 

 請問進行資訊系統查核作業，您是否需要運用到資訊相關軟體或技術來

完成您的工作〇 

 進行資訊系統查核作業，您認為查核人員應具備哪些必備之專業技術〇 

 請問進行資訊系統查核作業時，您遇到的困難是什麼〇 

 您認為進行資訊系統查核作業時，若有相關標準規範協助，是否可以協

助您較快完成您的工作嗎〇 

 您認為如果在企業資訊系統的一般控制上建立完善的制度，是否能夠幫

助提升應用控制的成效? 

 您認為企業若有良好的企業資訊系統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助提高資訊

系統產出資料的可信度〇是否可以有效的減低您的相關查核風險〇 

（三）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項目 

依據專家的建議，一個合適的控制項目應考量企業基礎架構環境(如

公司規模大小、資訊部門人數等)，因為各控制點之重要性與否，與先天

資訊組織架構有很大的關係。針對本研究所建構之控制項目，請評估貴公

司目前的現況後做出適當的回答。 

查核構面 控制項目 

適當性 重要性 查核週期 

是 否 高 中 低 
一

年 

半

年 

一

季 

一

月 

其

它 

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

及職責劃分 

資訊單位維護人員權責是否有明確區分                     

系統帳號(權限)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                     

人員離職後帳號是否註銷                     

使用者權限是否定期覆核                     

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

之控制 

系統程式修改需求是否有申請作業流程                     

修改規格是否經資訊及申請單位確認                     

程式修改是否有相關程式 SA、SD 文件                     

是否有獨立開發、測詴環境                     

程式更新(新增)後是否經使用者驗收                     

系統流程變更是否有相關控制                     

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 
程式修改（新增）後，文件是否有版本更新及變更                     

是否特定人員才能存取(修改)系統程式修改文件           

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 是否有密碼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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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構面 控制項目 

適當性 重要性 查核週期 

是 否 高 中 低 
一

年 

半

年 

一

季 

一

月 

其

它 

制 是否依使用者性質給予不同存取權限                     

外部資料轉入系統是否有進行相關驗證程式作業                     

遠端登入系統主機是否有控管                     

系統資料庫系統是否有專人維護                     

資料輸出入之控制 

輸入之資料是否有原始憑證                     

系統資料輸介面是否有驗證程序           

系統產生之單據是否有流水編號                     

資料新增(修改)是否有異動紀錄                     

資料處理之控制 

資料進行修正作業是否有相關異動流程                     

資料是否有定期備份                     

備份資料是否有異地備援                     

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

制 

資訊設備是否有安全防護措施                     

機房是否有管制進出                     

機房是否有安全防護設施                     

備份資料銷毀是否有控管程序                     

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

置、使用及維護之控

制 

是否有使用合法之系統軟體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維護           

系統軟體更新是否有維護紀錄           

系統復原計劃制度及

測詴程序之控制 

是否有定期進行系統災害復原測詴                     

異常狀況發生是否有相關維護(紀錄)文件                     

向證期局指定網站進

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

作業之控制 

申報作業是否有專人處理                     

是否有依規定進行申報                     

申報資料是否有備份保管                     

獨立之資訊稽核單位 
是否有對內部人員進行系統資安宣導及訓練           

是否有專人定期進行資安稽核                     

 除上述控制項目外，您認為本研究在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項目上，

應該再加上那些控制項目〇 

（四）結論 

整體性來看，您認為本研究所建構之企業資訊系統的一般控制要項 

 對您在工作上是否有所幫助嗎〇 

 有那些查核構面應新增或控制要項應再加強〇 

 可以協助您縮短擬定企業資訊系統查核項目工作時間嗎〇 

 對於企業資訊系統查核上，本研究所建構之控制項目與其它資訊安全規

範組織（如 ISO27001、COBIT 等）的控制項目比較貣來，所涵蓋的部

分是否有所異同〇 

 您認為本研究所建構之企業資訊系統之一般控制要項是否能符合證期

局的規範〇 

 

最後非常感謝您撥冗協助回答訪談，謹此致上萬分的敬意與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