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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界類比建構非營利組織「內部控制」評估指標 

陳政智1、楊雯羽2
 

摘  要 

「內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以控管營運與財務，促使績效成長

並防弊興利為目的，是一種有效管理的過程，目前已被政府機關與各大

企業廣泛應用。然而，非營利組織的管理策略雖漸採企業化經營模式，

但以「內部控制」為管理架構卻仍少見。因此，本研究以十一間評鑑合

格全國性或跨縣市服務之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以跨界類比的方式，

使用 COSO「內部控制--整合架構」為研究主軸，個別訪談主要管理者，

了解該組織內部控制五大要素的運行概況是否具有內部控制概念。研究

結果發現，受訪非營利組織在業務執行過程與管理控制上已呈現結構化

且符合內部控制的概念。最後，研究者提出非營利組織可依循之內部控

制評估指標內容與設計步驟，以利組織在進行內部控制規劃時有更明確

的指標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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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非營利組織雖以「慈善」為立案宗旨，但發生詐欺的現象或不當使

用善心捐款的情況仍時有所聞。甚至有些企業利用設立基金會名義進行

財富轉移與避稅等，突顯了非營利組織未必都善盡社會責任，並暴露了

薄弱的監督與稽核機制。非營利組織發生舞弊的原因可能因為組織小、

人數少，帳目無第二人做再次確認與核章；或者常使用現金而非支票，

帳務凌亂使財務管理人有較多機會舞弊等，加上非營利組織容易以信任

為管理基礎，而容易產生違反道德操守的行為。即使 Bouckaert 以及

Vandenhove 早在 1998 年建議非營利組織須建立適當的監督機制，才能提

升內部管理，以確保組織使命與宗旨的達成，但至今仍有層出不窮的舞

弊事件發生。可見非營利組織若無法對組織成員進行結構化、標準化的

管理控制，管理問題依然會持續發生，並對非營利組織帶來損失與傷害

（李德川，2001；陸宛蘋，2005；Myers & Company, 2014）。因此，非營

利組織須更強化組織自律及整體管理結構，避免過度強調以「道德」、「情

感」為組織營運核心價值，而忽略管理控制的重要（許崇源，2001）。 

相較於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對於組織內部因管理不當而帶來損失

或傷害的風險早有應變之道。在 1985 年美國發生多次企業假帳事件，導

致組織內部發生財務危機，甚至面臨惡性倒閉，促使各界正視「內部控

制（internal control）」相關管理議題，因此成立 COSO（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委員會，試圖藉由

整合經營五大要素（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資訊與溝通、監

督）來控管營運與財務，促使績效成長並防弊興利，是一套架構完整且

涵蓋組織各層面的管理過程。正因實施成效顯著，許多企業與政府部門

已將內部控制設為組織重要管理過程並設立常規，而且出現許多以「內

http://philpapers.org/s/Luk%20Bouckaert
http://philpapers.org/s/Jan%20Vandenh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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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為主題的研究文獻，如 General & Bureau（2005）、Gunderson

（2008）、Hubbard（2009）等，不但將 COSO 所制訂的內部控制移植至

組織管理架構，同時也認為內控能運用於非營利組織當中。由此可見，

國外的非營組織已能使用內部控制為管理架構。 

內部控制於國內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研究仍處探索階段，因此，研究

者認為可近一步分析探討國內非營利組織是否也適用內部控制進行管

理，使非營利組織不僅能降低錯誤的風險，更能以較具結構性、全面性

的管理模式促進組織運作效能。因此，本研究使用 COSO 發布之內部控

制架構，分析現今國內非營利組織的管理過程是否符合內控之要求與期

待，並探討內部控制是否適用於國內非營利組織，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

出適合非營利組織建制內部控制時可參考之具體建議。期待能藉此將「內

部控制」此一架構引進國內的非營利組織，並協助組織能藉由完整的管

理架構，提升工作成效及降低組織風險。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目的為： 

1. 檢視國內非營利組織管理現況，以瞭解與 COSO 所主張的架構是否

相符，進而瞭解 COSO 內控框架是否能適用於國內的非營利組織。 

2. 依 COSO 的基礎，提出一套適合國內非營利組織的性質與使命之「內

部控制」評估指標，使非營利組織能依此評估指標建構組織例行性內

部控制。 

 

貳、文獻探討 

自 1992 年起，美國 COSO 協會正式提出內部控制，並出版實務參考

手冊以提供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參考使用，澳洲、美國等近幾年也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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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關於內部控制如何運用於非營利組織的實務手冊；而國內則將內部

控制列為政府單位與營利組織必須遵守的法規條例。好的內部控制可以

促進良好的營運，使組織確認其運作、財務皆達到目標，提出屬實、公

開化且有品質的財務報告（COSO, 2009）。所以，政府部門現今已致力於

發展內部控制，以求提升施政、營運的效能與效率，將內部控制視為強

化績效、達成政策與目標之管理過程。 

雖然國內對於非營利組織管理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對於內部控制應

用於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研究則仍處探索的萌芽階段。相較於大型的營利

組織，許多小的營利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等，並未有足夠的專業內部財務

管理知識與技能來準備可靠的財務報告，因此，組織的主要領導者便扮

演重要角色，將組織的各種業務的執行績效，透過適當的財務系統（無

論是標準流程或資訊系統）以建立適當且證確的財務報告（Ratcliffe & 

Landes, 2009）。再者，透過適當內部控制機制，能降低舞弊因素，改善組

織環境、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與風險管理機制、強調道德操守等，可增

進工作效率與正確性，進而減少風險與錯誤發生率，保障組織避免因人

為而帶來的損失（禹金塗，2009；韋伯韜等，2005；陳伯松，2012；Kassem 

& Higson, 2012 ; The NonProfit Times, 2010）。由此可見，內部控制可確保

非營利組織達成使命與目標，同時有效利用資源，並減少舞弊、風險與

管理不當而產生的失誤。 

一、 內部控制的五大組成要素 

內部控制是組織經營過程的一部分，確保組織正確實施組織政策，

各部門皆能達成組織的整體目標且避免財務與資源濫用，強化組織內各

種業務報表的正確性（韋伯韜等，2005）。GAO（1999）、COSO（1992、

1994，馬秀如譯）、AICPA（2004）報告指出，內部控制是一動態的過程，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E7%A6%B9%E9%87%91%E5%A1%97%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http://www.np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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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織的整體營運皆有相互關係，和組織業務結合在一起，使業務發揮

作用，確保組織董事會、部門管理單位、組織部屬達成「營運的效果與

效率」、「財務報導的可靠性」及「相關法令與規章的遵循」三大目標。 

根據 GAO、COSO、行政院主計處將內部控制五大組成要素，分別

為「控制環境（Control environment）」、「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資訊與溝通（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監督（Monitoring）」。其組成如下圖所示： 

 

圖 2-1 內部控制組成要素 

資料來源：COSO（馬秀如譯，1998)，內部控制-整體架構。 

以下為 COSO 委員會所制定的內部控制五大要素： 

（一）控制環境 

控制環境對組織活動方式、訂定目標與評估風險相當重要，所

以管理者與成員須在整個組織環境內建立及維持正向、積極的態度

（GAO, 1999）。控制環境是塑造組織文化（如成員操守、價值觀與

能力、管理階層哲學與經營風格）及組織成員控制意識之綜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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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且是控制作業、資訊與溝通以及監督活動等其他四項內控要素

之建立基礎（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2011）。

而控制環境可分為軟性控制與硬性控制，軟性控制指非正式控制，

例如道德操守、誠信原則、經營風格、管理態度等；而硬性控制則

為正式控制，包含正式的制度制定、書面的規章或辦法（江美英，

2006）。 

（二）控制活動 

控制活動會出現在內部控制各個層次及職能當中，包括廣泛且

多樣的活動，如授權、稽核、績效評價（GAO, 1999）。控制活動可

分為預防性控制、偵查性控制、人工控制、電腦控制與管理控制

（COSO，1992、1994；馬秀如譯，1998）。而內部控制方法包含組

織規劃與控制，如設置管理部門；授權批准各類業務的執行或文件

審核；文件記錄控制、實物保全控制，如建立預算制度；執行財務

審計，如定期盤點實體設備、資源、現金等；控制成員素質高低，

並把責任劃分為不同的工作以預防風險；系統軟體控制、存取安全

限制等，皆為控制活動的內容。 

控制活動建立完善架構及各層級控制程序，能保證董事會及管

理階層的指令確實被執行，包括核准、授權、驗證、調節、覆核、

定期盤點、分工、核對記錄、保障資產安全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2011；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2011; 

KMPG, 1999）。例如當組織訂了「本月服務內容將擴增三項」此目

標，卻未考慮人力需求而可能使組織目標難以達成，因此管理階層

須先評估現有人力與業務內容負擔，此意即控制活動。即使組織目

標與結構相同，但由不同管理者領導、組織文化、複雜性、功能性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200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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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其控制活動也不同。例如一個組織針對婦女保護服務，而另

一個則針對癌症病友，其呈現的控制環境不會相同，控制活動也會

不同。 

（三）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當中，一種控制程序可能會包含許多目標，管理者須

確保這些程序能妥善執行。所以要評估風險，必須先確認目標為

何。風險評估的四大因素為：組織整體目標之制定、作業風險目標

之制定、風險之分析、對改變的管理。風險會影響組織的生存能力、

競爭、財務穩固、正面形象與服務品質，因此風險評估能依照組織

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包括資訊、服務等，來協助組織辨認目標無法

達成的內、外在因素，再經由評估結果，發現風險對組織的影響程

度與發生的可能性，協助組織設計、修正及執行必要的控制作業（公

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2011）。 

風險的發生可分為「外部因素」、「內部因素」、「組織層級」與

「作業層級」的風險。外部因素指經濟環境改變、服務對象需求改

變、同性質組織競爭、新法規或政策法令等；內部因素則包含資訊

系統中斷、人力資源管理、績效獎勵制度、成員可接近組織資源的

程度（例如某些資源被特定成員獨霸）等。組織層級可能發生的風

險，例如組織目標與宗旨未能達成而產生風險；作業層級可能發生

的風險則有服務輸送產生的風險、行銷或營運風險等。無論大小風

險都須被辨識，而辨識風險（假想何種情況是風險）時最好跟評估

風險（預先想好風險是什麼）分開進行，且辨識的過程並無一定標

準。 

「設定目標」是風險評估的先決條件，管理者須先訂定目標，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200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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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任何阻礙目標達成的因素就是「風險」，我們因此可以控制風險

或避免風險發生，或者在無法達到目標時採取必要行動。目標可再

分為「組織整體目標」與「作業層級目標」，組織整體目標的建立

須參考組織發展宗旨與相關法令規章，以符合組織發展方向；作業

層級目標則為日常業務中各個作業欲達成的目標。因此組織整體目

標須與作業層級目標有關連且不衝突，且整體目標可整合各個作業

目標。 

（四）資訊與溝通 

資訊是指資訊系統所辨認、衡量、處理的內容，包括營運、財

務報導與遵循法令等有關財務及非財務相關資訊；而溝通是把公司

內、外部的資訊告知相關人員，包括縱向及橫向溝通（行政院金管

會，2011；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2011）。而

根據 COSO，資訊包含外部資訊，如經濟、政府政策等，以及內部

資訊，如組織業務報告、組織財務資訊等。溝通則包含資訊處理過

程，涵蓋範圍包含組織上下階層的溝通、組織內部與外部的溝通等

（，1992、1994；馬秀如譯，1998）。1990 年代開始，資訊系統逐

漸科技化、網路化，藉由整合資訊系統，增加組織前瞻性及主動性。

而組織須辨識、取得適切的資訊，使組織成員與組織能履行工作與

責任，也因系統的科技化而有更多溝通管道。 

 （五）監督 

COSO（2009）認為良好的監督可使組織特有的型態與持續變

動的運作狀態獲得良好的控制，並維持運作的效果與效率。監督是

指組織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品質的評估過程，可確保內部控制有效的

持續進行，包括評估控制環境優劣、是否即時辨認風險、是否確實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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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控制作業、資訊與溝通是否良好等（行政院金管會，2011；公

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2011）。監督可分持續性

監督及個別評估，前者是營運過程中之例行監督，後者係由內部稽

核人員、監察人或董事會等其他人員進行評估。當持續監督越有效

果，組織所需的個別評估次數便可減少。因此監督須考量組織可能

涉及的風險、成員的經驗與能力，並對環境改變做出動態的回應。 

本研究所使用之內部控制，仍以上述 COSO 於 1992 年所提出

之要素與十六項評估要點為研究主軸，用來檢視受訪者是否具備內

部控制概念。其架構如下： 

 

1.控制環境七項評估要點 

(1)操守及價值觀：組織想達成的目標，通常依組織偏好、管理者

風格或者價值判斷而定，這些偏好跟價值會成為組織行為的標

準制定依據。而組織的道德操守則影響了組織內部運作、政策

與社會大眾福祉。 

(2)勝任之能力：特定工作須交給擁有相關能力的組織成員處理，

使其能勝任業務目標，也能使成員的個人能力有所發揮。 

(3)董事會或監督委員/監察人：董事密切的參與組織的發展過程，

若經常與高級主管接觸溝通，能較有效的控制組織的運作及財

務狀況（王怡心，2008）。董事會對於管理階層的態度、投入監

事活動的程度等等都會影響控制環境。而外部董事也相當重

要，但中小型的組織通常較難吸引外部董事的加入。 

(4)管理哲學與經營型態：管理階層的哲學與經營風格會影響組織

管理方式，可分為非正式與正式的管理。非正式以面對面接觸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200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200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7%8E%8B%E6%80%A1%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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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而正式的管理則依賴書面政策、績效指標來做為管理依

據。 

(5)組織結構：組織結構是依其需求而發展，從一個組織的組織結

構圖可大致了解該組織的目標與策略，例如某組織最大的部門

是募款部，則募款為該組織最重視的業務。組織結構所牽涉到

的不只是分工，還包含工作流程，進而影響組織成本效率與工

作成效。 

(6)權責分配：組織應授權給基層成員，讓成員有權能主動反應與

決定業務執行方式。須使其明白本身權力上限、職務及組織政

策，藉以達成組織目標。 

(7)人力資源之政策與實行：包括人員升遷、調動、懲戒、組織成

員背景調查、晉升標準等是否得當。 

2.控制活動 

依照組織型態與運作內容訂定，因此無特定評估要項，所以整個控

制活動即為一項評估要點。 

3.風險評估四項評估要點 

(1)織整體目標之制訂：組織須建立目標才能使控制達到效果，而

組織層級目標通常是概括性的、是整個組織欲達成的目標。 

(2)作業層級目標之制訂：作業層及目標是由組織層級目標發展而

來，通常有明確的特定目標與完成期限，且須與組織層級目標

有關連性。 

(3)風險之分析：無論組織層級或作業層級，皆須評估相關風險，

包含無法達成目標的外部因素，並分析目標不能達成可能帶來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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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風險回應：經濟、產業與法令等外部環境都會改變，相對組織

也會改變。因此組織需設立辨認改變、回應改變的機制。 

4.資訊與溝通二項評估要點 

(1)資訊：包含外部資訊（如經濟、政府政策等）及內部資訊（如

組織業務報告、組織財務資訊等）。 

(2)溝通：包含資訊處理過程，涵蓋範圍包含組織上下階層的溝通、

組織內部與外部的溝通等。 

5.監督三大評估要點 

(1)持續監督：包括正規管理、監督過程及評估成員在執行職務時

採用內部控制執行時的品質。 

(2)個別評估：個別評估範圍和次數主要根據持續監督的評估結果

來決定其必要性與頻率。 

(3)缺失的報導：內部控制的缺失須由下往上呈報並告知高層主管

及董事會。但非營組織尚未發展內部控制，故本研究不將「缺

失的報導」納入研究要項。 

COSO 於 2004 年、2013 年分別發布更新出版，新版內容的五大框架

不變，但已增為 17 項原則。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內部控制已有擴

增，國內於 2011 年所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第二章第六條針對公開發行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相關規定仍指出內部控

制應包括控制環境、控制活動、風險評估、資訊與溝通及監督此五項要

素。由此可見，國內尚未依照 COSO 發布之最新內部控制的要素來修訂

法規，而仍以 COSO 於 1992 年發布的內部控制五大要素為法規建制基

礎。因此，在國內非營利組織尚未開始發展正式的內部控制制度的前題

下，本研究將以 COSO 於 1992 年發布之內部控制五大要素做為研究架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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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輔以國內目前發布之相關內部控制法規、國外文獻針對非營利組織

所制定的內部控制制定建議與相關研究，採跨界類比後，修訂為適合非

營利組織之特質、使命與相關規範使用之內部控制評估指標。 

二、 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議題 

內部控制在非營利組織運用的研究仍相當貧乏，其相關研究仍處於

探索階段。然而，國外已有許多文獻說明內部控制如何運用於非營利組

織並佐證其有效性，例如 Brooks (2006)、General & Bureau (2005)、

Gunderson (2008)、Myers & Company (2014)、Petrovits et al. (2011)。由此

可見，在非營利的組織事業體，內部控制也能提供風險預防的資訊給未

能達到組織目標或社會責任的非營利組織。發展內部控制可以增加社會

大眾支持，嚴謹且完整的內部控制制度，也可協助非營利組織在營運的

過程中符合組織宗旨與使命，並進一步達到社會大眾對非營利組織能維

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期待。 

非營利組織屬於公益服務性組織，較不受市場影響，也因不以獲得

利潤為組織目標而難以評定組織績效。除此之外，雖然並非所有非營利

組織都有相同管理問題，但這些問題可能會互相影響，進而衍生出更多

管理問題，包括(梁偉康，1997 ; 許士軍，2000；Anthony & Herzlinger, 

1975)：服務目標的多重複雜、無法建立精確的服務技術測量標準、服務

效益難以量化使得經營績效難以評估；難以整合專業人員各自專業價

值，在經營組織的過程中，容易以各自專業價值觀為主要判斷標準，容

易忽視客觀的管理概念；管理控制薄弱，組織成員可能須同時承擔多項

業務責任，使得工作繁瑣、權責劃分不清之外，在無標準作業流程的情

況下更影響了組織內部與外部的溝通，進而產生風險；非理性決策勝於

理性決策，非營利組織成員的使命感、道德價值、服務熱情與願景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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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理性考量(例如組織績效、成本效益)，甚至因害怕衝突、重視和諧的

非理性情感因素，使組織較不重視效率、效能、損益平衡或風險預防等

理性考量；財政短絀和資源匱乏、財務管理薄弱，多數非營利組織的會

計與財務控制較為簡陋，僅記載財產及收支款項以利查考之用，較無法

提供管理者經營或管理上所需要之資訊。這些管理問題影響了組織經營

管理的成敗，同時也對於非營利組織在建構內部控制所必須著重的重

點，也是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仔細審視受訪者所面臨的管理問題之參考

依據。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採樣版式分析法（Template Analysis Style），參考國外成功

使用內部控制於非營利組織的理論概念，將 COSO 內部控制五大要素與

十六項評估標準跨界類比至非營利組織，其並無固定登錄手冊，是由研

究者根據理論，事先準備一份已概念化分類後的樣版來進行訪談資料蒐

集、歸類，根據資料蒐集情形對原分類系統進行調整。最後，研究者以

詮釋方式說明文字資料的關聯性，再回到文字資料中去加以驗證，最後

提出研究結果。 

研究者以 COSO（1992；馬秀如譯，1998）「內部控制五大要素與十

六項評估要點」做為本研究核心概念，輔以行政院主計處（2011）「內部

控制設計原則」及 GAO（2001）「內部控制標準：內部控制管理評估工具」

所強調之內部控制評估內容，參考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的差異性，將

行政院金管會（2011）「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經由映射

（意即跨界類比的類比過程），設計出非營利組織適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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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項目表，作為訪談大綱的基礎以進行訪談資料蒐集，共整理為 25 題訪

談問題。而資料蒐集完畢後，再依樣本式分析法之分析架構進行資料歸

納分析，評估組織現行管理方式是否符合內部控制之要求。最後，再根

據研究結果，提出非營利組織適用之內部控制評估指標。 

研究者跨界類比的進行方式包括： 

1.刪除營利組織法規所規定之評估項目 

2.刪除內部控制九大循環評估細項，且不逐一分析 

3.刪除為評估已建立之內部控制制度而設定之評估項目 

4.修改及轉換語句，將表中「公司」、「企業」之名稱修改為「組織」；「員

工」修改為「成員」；「管理者」修改為「管理者」，避免因主詞的差異

而導致誤解語意。 

5.將重複的評估項目刪除並加以整合 

6.專家審核，提升研究工具效度 

本研究選擇半結構式訪談法作為資料蒐集方式，研究者以判斷題項表

作為本研究訪談大綱制定基礎，將同質性高之判斷題項結合為同一題目

以節省訪談時間，共整理為 25 題訪談問題，再依照實際訪談過程，受訪

者回答豐富性與完整度來彈性調整問題題項。至於訪談對象的選取，本

研究除了立意取樣法之外，也採「典型個案抽樣策略」與「同質性抽樣

策略」，排除極端個案，如地方性小型非營利組織（人力物力資源貧乏）、

隸屬企業之基金會（有穩定財源及良好企業型管理），再選取同質性較高

之非營利組織以作為研究對象，避免研究資料特殊性與差異性過大而偏

離研究目的（胡幼慧、姚美華，1996；潘淑滿，2002）。最後，再依據研

究者本身取樣便利性，選擇獲得信任之非營利組織作為本次研究對象，

以獲得正確率、豐富程度較高之研究資料。研究對象選取的條件如下： 

1.服務規模：「跨縣市服務」的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且財務規模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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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對象：「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老人福利服務」、「身心障礙福利

服務」、「癌友服務」此四類非營利組織 

3.訪談對象：管理者、第一線員工 

截至 2013 年 1 月，登記在台灣公益資訊中心網站的所有性質之非營

利組織（包含全國性與地區性）共計 6216 個，研究者依此名錄做為研究

對象篩選參考名單，依照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條件限制進行受訪者篩選。 

本次訪談 11 個組織後發現研究資料已達飽和，故結束資料蒐集並開

始進行逐字稿分析。11 個受訪者的成立年資平均為 24.4 年，「組織服務

範圍」為全國性的組織共計 7 個，分別為組織代號 B、C1、C2、D、E、

G、H、K，當中 C1 與 C2 為同一組織但分別隸屬不同地區之分會，故合

併計算為同一組織。而跨縣市服務的組織共計 4 個，分別為組織代號 A

（屏東、高雄）、F（台北、高雄）、I（台東及週邊鄰近地區）、J（台東、

花蓮、南投），「實際受訪」共計 4 個總會，分別為組織代號 A、E、G、I，

以及 7 個分會，分別為組織代號 B、C1、C2、D、F、H、J、K。以下為

本次研究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表（表 3-1）。 

受訪對象的部分，研究者在經由受訪者同意接受研究訪談後，依照專

家推薦、自行電訪及電子郵件的方式連絡組織的受訪對象進行訪談邀

約。本研究共計訪談 12 個組織幹部，分別為 1 位理事長（E1）、4 位主任

（A1、G1、I1、J1、K1）、2 位組長（C2、H1）、4 位督導（B1、C1、D1、

F1），平均訪談時間約為 47 分鐘。需額外一提，受訪者代號 I1 及 J1 為同

一人，因曾任兩個不同單位之主任，且同意針對兩個不同組織進行訪談，

故本研究將此兩個訪談組織分開分析，但受訪者為同一人（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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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受訪者資料表 

 

表 3-2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者

代號 
職稱 工作年資 

在此職位

年資 
專業背景 訪談時間 

A1 主任 11年 1 年以下 社工 42分 52秒 

組織代號 組織成立年資 組織服務範圍 實際受訪 

A 19 年 屏東、高雄 屏東總會 

B 25 年 全國性 高雄分會 

C1 
47 年 全國性 

高雄分會 

C2 屏東分會 

D 20 年 全國性 高雄分會 

E 15 年 全國性 台中總會 

F 15 年 台北、高雄 高雄分會 

G 16 年 全國性 台北總會 

H 10 年 全國性 高雄分會 

I 38 年 台東及週邊鄰近地區 台東總會 

J 10 年 台東、花蓮、南投 台東分會 

K 31 年 全國性 嘉義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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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督導 7 年 7 年 社工 37分 37秒 

C1 督導 16 年 3 年 社工 58分 45秒 

C2 組長 15 年 15 年 社工 1時 36分 50秒 

D1 督導 5 年 1 年以下 社工 39分 00秒 

E1 理事長 20 年以上 2 年以上 非社工 57分 19秒 

F1 督導 9 年 3 年 社工 25分 16秒 

G1 主任 （未提供） 5 年以上 社工 50分 00秒 

H1 組長 7 年 5 年 非社工 26分 34秒 

I1 
主任 13 年 

5 年 
非社工 50分 38秒 

J1 1 年以下 

K1 主任 10 年 1 年以下 社工 41分 00秒 

 

研究者將依照研究對象所提供之個人經驗、口述資料或訪談時所提供

之機構佐證資料進行研究資料分析，根據內部控制五大要素明確的概念

結構進行有系統的資料化約後，再經由樣版式分析法，以有系統的資料

組織方式使化約後的資料能賦予意義，最後依此歸納研究發現。 

 

肆、研究發現 

研究者以受訪者目前正運行的業務執行與組織管理方式，對照內部控

制相關文獻所闡述的內控概念，分別以內部控制五大要素與十六項評估

要點分析組織目前的業務執行與管理方式，並根據訪談內容整理出受訪

者目前業務執行的具體方式。 

一、控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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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COSO 針對內部控制的分類，在控制環境的部分，共可分為操

守及價值觀、執行之能力、董事會或監督委員/監察人、管理哲學及經營

型態、組織結構、權責分派、人力資源之政策與實行此七大項，以下將

針對各項逐一進行分析。 

（一）操守及價值觀 

1.組織的成員行為守則如何制定、內容： 

(1)組織重視成員的倫理道德價值與使命，明訂倫理道德規範 

受訪者認為，組織的倫理道德相當重要，且組織的助人工作

辦法裡會明確的寫下提醒成員在工作中須注意的倫理道德事

項，且成員皆須避免違反(D1、J1、K1)。 

(2)使命會影響工作熱忱與對組織的認同感 

受訪者認為，在非營利組織工作，對組織必須有保有相當程

度的認同感，認同組織使命價值、對工作保有熱情，如此才能持

續且穩定的在非營利組織工作(A1、B1、G1、H1)。而成員對部門

的認同度、價值觀、業務分工方式與受訪者高層對單位的重視程

度等會影響成員去留意願。 

2.定期宣導工作倫理與工作規則 

此外，COSO 強調工作倫理與工作規則須定期修訂以確保倫

理守則符合社會變遷，而受訪者表示，每年皆會開會共同修訂工

作規則與工作倫理(K1)。 

（二）執行之能力 

1.每一職務有職務說明書： 

(1)依照個職位設計職務說明書 

組織依照職位性質的不同，設計該職位的職務說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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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工作標準流程、工作守則、工作內容以及組織相關業務介紹

等，並發放給所有成員，使成員在工作的過程中更清楚自己的職

掌範圍與所需負擔的責任項目(A1、B1、C1、C2、D1、K1)。 

(2)依照各部門業務內容個別制訂 

並非所有組織皆針對各職務設計專屬職務說明書，某組織則

以團隊或部門為單位，撰寫針對該團隊或部門的專用職務說明書

(G1)，目的為在進行職務交接或職務主責人替換時，能使團隊中

的各個成員皆能知曉自己本身之外的業務承辦人所需承擔的責

任與工作內容。 

此外，部分受訪者則認為，制式化的職務說明書不夠彈性，

無法在工作時進行彈性調整，容易流於形式反而難使成員遵守

(A1、J1)，加上組織成員少可直接傳達工作經驗與規範(F1)，無須

透過制式化的書面職務說明，因此無特別設計職務說明書。 

2.依照實際工作內容與法律規範制定職務說明書 

(1)參考政府法規內容設計人事規章辦法 

組織參考政府法令規範來制定人事規章，符合勞基法並保障

成員工作權益，此外，組織也參考其他有信用且大型的組織人事

規章，做為組織工作規範之基礎(G1、K1)。 

(2)職務說明書制定方式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職務說明書的制定方式，大至上分為高層主管制定(由上而

下)(C1、C2)，或者成員個人依照各自工作內容自行撰寫(由下而

上)，撰寫後再交由主管進行審核(D1)。 

(3)將工作經驗與最佳的業務執行方式制定為職務說明書 

職務說明書的制定是工作經驗的累積，從工作的過程累積經

驗，找尋最適合的業務執行方式，並將其擬定為統一規範，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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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業務達成率，進一步避免風險的發生(G1)。此外，組織會依照

業務需求適時調整職務說明書的內容(E1)。 

3.業務分配方式採專業分工制有且有特殊專長人員(財務、資訊等) 

(1)組織聘請專業人員進行業務分工 

聘請社工、新聞公關、醫療人員、財務人員、資訊人員、法

務人員、秘書處等專業人員執行業務，可使業務執行專精化(A1、

B1、C1、D1、E1、F1、G1、I1、K1)，降低風險失誤之外，也能

使成員專長適得其所加以發揮。 

(2)聘請專責財務會計協助組織帳務處理 

在財務的部分，大部分組織皆聘請專業財務會計人員進行組

織的帳務管理(A1、B1、G1、I1、E1、F1)，降低舞弊或財務損失

等風險，且年底時外聘會計師進行查核，確保組織年度財務正確

並提供捐款人透明化且清晰的帳務報告(A1、B1、C1、E1、A1、

B1、H1、G1、J1)。 

（三）董事會或監督委員/監察人 

1.定期提供董事會或監督委員相關報告，如定期開會、討論年度預

算、重大缺失等，頻率 

董事會或組織的監督委員在組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常為監

督者，包含財務審核、預算裁決與設定組織發展方向及年度計畫

(B1、D1、E1、G1)。此外，董事會或組織的監督委員定期舉行會

議。值得一提的是，董事會與監督委員通常握有最後決策權，幾乎

所有新的業務或方案在推行之前皆須經由最高層同意後方可執行

(B1、D1)。 

2.董事會或監督委員董事會組成多元可協助組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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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或監督委員在組織內扮演監督角色之外，對於組織運作

與發展方向更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受訪機構當中，董事會或監

督委員的專業背景多元，如醫師、律師、政務官員、社工、醫療相

關或社會倡議人等等，皆可提供組織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更多專業上

的建議(B1、D1、K1)。 

（四）管理哲學及經營型態 

1.管理階層重視領導管理以降低風險發生機率 

現今非營利組織的經營運作是否能符合社會正義與組織使

命，其最大關鍵是領導跟管理(J1)。受訪者認為，進行標準化的控

制管理，可更清楚的檢視組織的工作績效，並透過標準化品質管理

分析需要再加強的業務項目，如此不但可發現組織的弱點，更能達

到風險預防的效果(A1、D1)。 

2.領導者專業素質會影響組織工作績效 

(1)較佳的領導者專業素質有較佳的管理控制 

組織規模大，許多分會皆握有較獨立的自主權，領導者的素

質好壞，將可能對管理控制的效果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故獨立

性高的分會便相當重視主管專業素質(D1)。 

3.管理者的管理風格影響組織經營型態 

(1)不同領導者有不同領導風格 

工作方針與組織業務目標，都會跟著領導者風格改變而有所

不同(J1)。然而，即便管理者的更迭帶來不一樣的管理風格，受

訪者表示，在新管理主義的影響之下，許多非營利組織皆重視組

織績效(B1)。 

(2)領導者須尊重成員個人特質並適才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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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讓成員發掘個人特質，並根據自己的個

人專長適才適性的發揮，才能在未來生涯發展上一展長才(H1)。

此外，受訪者也表示，成員在工作過程中若發生錯誤或遭遇困

難，須重視外在歸因，可能是工作內容無法使其發揮專長，故只

要調整職位或工作內容，便可讓成員專長有所發揮(H1、I1)。 

(3)重視組織內部溝通，重視成員意見 

受訪者認為，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溝通」。管理者必須

重視組織的縱向(主管與成員之間)與橫向溝通(成員彼此之間)，使

其流暢才能正確傳達組織價值觀、工作規則給成員(A1、I1)，並

得到成員的回饋與反應。除此之外，領導者在進行決策之前，須

重視縱向溝通，並參考、尊重第一線成員的建議(A1)。 

（五）組織結構 

1.組織結構、分組狀況：配合組織規模及作業之複雜性設計 

較大的組織常有較複雜的人事項目、多元的服務內容、複雜的

業務執行細項等，加上許多業務的責任歸屬必須詳細劃分使業務權

責明確，如人事簽核權僅限高層主管、業務決策權可交由業務主責

成員(K1)，因此，許多組織的組織架構皆以科層化為主(B1、C1、

C2、D1、E1、F1、K1、I1)。 

然而，較小的組織較無明顯的科層化制度，但因組織目標明

確，扁平化的組織架構使業務執行彈性較大，可隨時進行調整，且

成員與主管之間有較寬裕的討論空間可溝通彼此意見(F1、G1)。 

2.組織結構配合組織規模與業務改變進行調整 

因應人力的擴編、建立新的管理階層的、擴大服務範圍等，組

織結構勢必進行重整與改變，這些皆迫使成員須重新適應新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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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並接受新的管理模式(C1、D1、E1、G1、K1)。加上組織架構

發展未完全便開始運作的話，在控制管理與人力編制時將會產生問

題(J1)。因此，部分受訪者已意識到須外聘人資專家協助建制組織

管理架構，才能使日漸擴增的組織規模獲得適當的管理控制(D1、

G1)。 

（六）權責分派 

1.個人工作權責劃分方式：矩陣式人力分配方式使人力達到最大運用 

(1)組織人力充足 

部份受訪者表示，目前組織內人力尚可應付組織各項業務且

人員編制量固定且流動率低(A1、C1、G1、I1)，尚不至於發生人

力分配不均問題。且因成員為相同專業背景，熟悉彼此業務內容

故可彈性運用人力(A1)。 

(2)矩陣式人力分配使人力發揮最大效用 

非營利組織常採取矩陣式人力分配，使人力與其專長能獲得

充分利用。意即每個成員不只專責某項業務，而是同時身兼多重

身分，如直接服務之外必須承擔行政職等其他工作責任，但矩陣

式人力分配方式卻同時讓成員須承擔更多的業務責任(C1、E1、

F1、G1、J1、K1)。 

2.明確權責劃分以確保適當分派業務責任 

(1)職務分類清楚，不同業務設置各自職務權限 

部分受訪者因組織結構科層化，依照業務的不同劃分為數個

業務專責部門，每個部門皆依照權責等級高低，劃分為科層化的

管理結構 (B1、C1、C2、D1、K1)，並且賦予成員高度彈性的業

務決定權，使其能在主管支持的情況下獨立執行符合組織整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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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規劃的作業目標。正因組織職務分類清楚，其權限劃分也必須

依照職務分類進行限制，限制各個業務間只能處理、閱讀各自的

業務資料，確保重要資料不經手非業務相關人事(A1、B1、C1、

C2、D1、G1、H1)。 

(2)電腦資訊系統設置閱覽權限避免資料遭受濫用 

除了組織最高主管可閱讀所有部門的相關資料外，其餘皆受

到權限限制(A1)。大部分受訪者將資料劃分為三大區塊，一個缺

塊為成員個人資料，如個人基本資料、出缺勤、業務執行報表等，

而另一塊為共享區域，為組織所有人皆可閱讀的資料，如會議資

料、方案資料、組織訊息等，而第三個區塊則為各單位自行控管

的業務資料，如資訊部門、物流部門、個案服務部門等，僅限於

部門內的成員可閱讀，其他無權限可瀏覽(A1、B1、C1、C2、D1、

G1)。 

(3)會計帳務設有權限避免財務資料遺失或盜用風險 

受訪者在財務會計的部分特別設計獨立權限、獨立電腦資訊

系統，僅限於財務部門專責人員可閱覽與修改，組織所有成員皆

無法經手，確保帳務資料的安全(C1、C2、G1、H1)。 

（七）人力資源之政策與實行  

1.舉辦共識營，凝聚成員團隊精神提升對組織的向心力 

共識營為組織定期舉辦的營隊，部分組織稱為生活營，舉辦方

式通常為旅行郊遊，而營隊的內容包含組織價值觀的傳達、專業知

能訓練、團隊感情培養等，是組織受訪者用以凝聚成員的向心力的

重要方案活動，因此，受訪者藉由定期舉辦共識營提升成員合作默

契、向心力與情感凝聚(B1、D1、E1、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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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視教育訓練提升專業知能，尊重成員個別化教育需求 

(1)定每年須完成的教育時數要求 

組織內部每人每年進修時數高，例如組織每年定期自行舉辦

且規定成員需參與之教育訓練(G1、D1、B1)、學會要求之特定教

育訓練時數與法規規定之教育訓練時數(G1、K1)等，已經使成員

每年有足夠的教育訓練增強專業能力 (C2、D1、E1、H1)。 

(2)依照成員興趣與喜好自由選擇參加與業務相關之教育訓練 

許多組織在符合個人業務性質的條件之下，可讓成員依照個

人興趣、喜好與業務需求自由參加教育訓練(A1、B1、E1、F1、

G1、H1、K1)，而組織更提供教育訓練獎勵與補助措施，除了提

供成員專業進修管道之外，更提供金錢上的支持，最常見的為公

費與公假補助(D1、F1、G1、H1)。 

(3)教育訓練內容依照成員需求安排 

教育訓練的課程內容包含最基本的工作標準流程之外(C2)，

更以成員工作過程所遭遇的困難、瓶頸為主要訓練內容(H1、

K1)，針對成員的需求提供教育訓練，提升成員的專業知能，也

針對工作上的問題進行改善，避免再度犯下同樣的錯誤。受訪者

認為，以專長制的方式來分配教育訓練的機會，不但能使成員在

業務執行上有更專業的表現，更能讓成員擁有更專精的專業能

力，使其在該組織的工作生涯中，不只是貢獻一己之力，更能在

未來規劃生涯發展時有更多專業素養提升個人專業價值(I1)。 

3.進行定期績效考核，正向維持成員工作績效 

組織定期對成員進行績效考核，頻率通常為一年一次(B1、K1、

H1)，一年兩次(C1、D1、F1)，透過定期檢視成員的工作狀況，確

保組織能達到預定工作目標，期待能藉由績效考核來提升成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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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達成率，並依照績效考核內容做為年終獎金的發放標準(D1)。 

4.績效考核評估方式多元 

(1)核評估以面談、量化指標及督導為主 

組織最常使用的績效考核方式為條列工作清單並將其設計

為考核量表，以量表式的評估方式來稽核成員的工作績效(A1、

H1、I1)，甚至要求成員需在績效考核過後簽名表示閱讀，期待

能藉由績效考核來提升成員工作目標達成率。 

此外，組織也使用面談與督導方式進行績效考核，或者在日

常工作以觀察評量進行考核(I1)，用以輔助或代替量表化的正式

考核。例如組織邀請其他外部專業單位進行外聘督導(E1)，藉由

督導考核解決成員工作中所遭遇的問題，並在督導過程提供成員

相關專業知能培育(D1、F1、G1、H1、I1、K1)。 

(2)織未設計嚴謹績效考核制度 

部分組織表示，成員人數少，建置績效考核機制反而耗費成

本，因此人數較少的小型組織並未設計較嚴謹的績效考核制度，

而是在平常工作時若發現成員工作缺失，便當面以口頭告知並做

立即性的改善，無須等到年底才進行績效考核，以增強問題處理

的即時性(E1、F1、G1、H1、I1)。 

(3)核制度以法規為制定基礎 

組織在制定績效考核制度時，除了根據組織業務內容、發展

方向與宗旨使命之外，更參考政府機關或其他非營利組織的相關

人事規章進行考核制度的設計(G1、K1)。 

(4)核機制彈性、人性 

儘管組織設計績效考核機制，但受訪者認為國內非營利組織

在管理成員上普遍較人性化且彈性，是為「人治而非法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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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考核的過程當中，組織多以包容的態度面對成員的表現

(C1、I1)。 

5.制定明確薪酬政策與升遷制度，提升組織內部良性競爭 

(1)練時數影響成員考績 

教育訓練能確保成員定期提升專業能力，因此，部分組織將

成員所受的教育訓練多寡列為成員績效考核的評估項目，用以評

定成員在該年度是否達到專業訓練的要求(B1、C2)。 

(2)結果作為績效獎金賞罰依據 

部分受訪者依照成員年度考績結果，做為該年度的績效獎金

發放標準，以鼓勵成員年度的工作表現(B1、D1、E1、G1、H1)。

然而，儘管部分組織認為升遷與賞罰制度對成員可帶來正向激勵

效果，但仍有較小的組織因人力少、科層較不明顯而無升遷機

會，甚至尚未建立薪資制度(E1)。 

(3)作表現與年資調薪及升遷 

組織依照試用期與成為正式職員做為薪資調整分野，並且在

穩定工作半年後再調整一次薪資(A1)。而部份組織依照工作年資

加薪，在組織工作年資越長，其薪資等級越高(C1、E1)，或者依

照個人在前工作單位的工作經驗或相關執照予以加薪(K1)。此

外，在工作的期間，若成員個人對組織有重大貢獻，例如協助評

鑑或獲得競賽獎項，則組織會額外提供獎勵(A1)。 

在升遷制度的部分，多數組織屬於科層化組織架構而劃分為

數個不同層級的幹部職位。因此，組織高層管理者會依照成員的

工作表現與在組織內的工作年資，評估其是否符合升遷資格

(C1、K1)。值得一提的是，若組織未開立新的幹部職缺，或者該

層級的幹部無人升遷，儘管成員已符合組織升遷條件，仍無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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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C1)。 

(4)級依學歷劃分 

受訪者依照學歷調整薪資，例如大學學歷與專科學歷的起薪

不同，碩士學歷則可再額外加級(C1)。 

以下表 4-1 為受訪者在控制環境要素中業務執行的具體方

式： 

 

 

 

 

 

 

表 4-1受訪者業務執行具體方式-控制環境 

（一）操守及價值觀 

1.組織的成員行為守則如何制定、內容 

(1)明訂倫理道德規範：組織助人工作辦法明確寫下提醒成員在工作中須注意

的倫理道德事項並定期宣導、修訂（D1、J1、K1）。 

(2)使命會影響工作熱忱與對組織的認同感：在非營利組織工作須認同組織使

命價值且對工作保有熱情（A1、B1、G1、H1）。 

2.定期宣導工作倫理與工作規則：每年開會共同修訂工作規則與工作倫理（K1）。 

（二）執行之能力 

1.每一職務有職務說明書並依照實際工作內容與法律規範制定職務說明書： 

(1)依照個職位設計職務說明書並依照各部門業務內容個別制訂： 

a.依各職位性質不同設計專屬職務說明書，包含工作標準流程、工作守則、

工作內容以及組織相關業務介紹等（A1、B1、C1、C2、D1、K1）。 

b.以團隊或部門為單位，撰寫針對該團隊或部門的專用職務說明書（G1）。 

c.參考政府法令規範制定職務說明與規範（G1、K1）。 

d.參照有信用且大型的非營利組織之人事規章做為設計工作規範基礎

（G1、K1）。 

e.從工作的過程累積經驗，找尋最適合的業務執行方式，並將其擬定為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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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並依照實際情況調整職務說明書內容（G1、E1）。 

(2)職務說明書制定人員： 

a.由高層主管制定（由上而下） ）（C1、C2）。 

b.由成員個人依照各自工作內容自行撰寫（由下而上），撰寫後再交由主管

進行審核（D1）。 

2.業務分配方式採專業分工制有且有特殊專長人員（財務、資訊等） 

(1)聘請業務相關專業人員：聘請社工、新聞公關、醫療人員、財務人員、資

訊人員、法務人員、秘書處等專業人員執行業務（A1、B1、C1、D1、E1、

F1、G1、I1、K1）。 

(2)特聘財務會計專責組織帳務：聘請專業財務會計人員進行組織的帳務管理

（A1、B1、G1、I1、E1、F1）。 

(3)外聘會計師進行查核（A1、B1、C1、E1、A1、B1、H1、G1、J1）。 

（三）董事會或監督委員/監察人 

1.定期提供董事會或監督委員相關報告，如定期開會、討論年度預算、重大缺

失等，頻率： 

(1)監督範圍廣泛： 

a.包含財務審核、預算裁決與設定組織發展方向及年度計畫（B1、D1、E1、

G1）。 

b.握有最後決策權：幾乎所有新的業務或方案在推行之前皆須經由最高層同

意後方可執行（A1、B1、D1、E1、I1、K1）。 

 (2)定期舉行會議（A1、B1、D1、E1、I1、K1）： 

a.開會頻率固定：董事會或監督委員開會時間頻率固定，如月會、年會或

季會等。 

b.定期與組織其他部門的開會：傳達資訊、監督業務執行狀況及目標達成。 

2.董事會或監督委員董事會組成多元可協助組織發展：如醫師、律師、政務官

員、社工、醫療相關或社會倡議人等（B1、D1、K1）。 

（四）管理哲學及經營型態 

1.管理階層重視領導管理以降低風險發生機率且領導者專業素質會影響組織

工作績效： 

(1)標準化的控制管理： 

a.檢視工作績效，並分析需要再加強的業務項目（A1、D1）。 

b.較佳的領導者專業素質有較佳的管理控制（D1）。 

2.管理者的管理風格影響組織經營型態 

a.新管理主義的影響而重視組織績效（B1）。 

b.領導風格不同：工作方針與組織業務目標會跟著領導者風格改變而不同

（J1）。 

c.尊重成員個人特質：讓成員發掘個人特質，根據自己的個人專長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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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I1）。 

d.重視組織溝通：重視成員意見，加強組織的縱向（主管與成員之間）與

橫向溝通（成員彼此之間）（A1、I1）。 

（五）組織結構 

1.配合組織規模及作業之複雜性設計組織結構、分組狀況： 

(1)依照業務性質劃分部門：劃分為數個業務專責部門（B1、C1、C2、D1、

E1、F1、K1、I1）。 

(2)職位科層化：每個部門皆依照權責等級高低，劃分為科層化的管理結構，

如部門主任、業務組長等（B1、C1、C2、D1、K1）。 

2.配合組織規模與業務改變調整組織結構：因應人力的擴編、建立新的管理階

層、擴大服務範圍等調整組織結構，甚至外聘人資專家協助建制組織管理架

構（C1、D1、E1、G1、K1）。 

（六）權責分派 

1.個人工作權責劃分方式為矩陣式人力分配方式使人力達到最大運用： 

採取矩陣式人力分配，每個成員不只專責某項業務，而是同時身兼多重身分

（C1、E1、F1、G1、J1、K1）。 

2.明確權責劃分以確保適當分派業務責任： 

(1)劃分業務權限：依照職務分類進行限制，限制各個業務間只能處理、閱讀

各自的業務資料（A1、B1、C1、C2、D1、G1、H1）。 

(2)電腦資訊系統設置閱覽權限：除了組織最高主管可閱讀所有部門的相關資

料外，其餘皆受到權限限制（A1、B1、C1、C2、D1、G1）。 

(3)會計帳務設有獨立權限：財務之電腦資訊系統等相關資料，僅限於財務部

門專責人員可閱覽與修改（C1、C2、G1、H1）。 

（七）人力資源之政策與實行  

1.成員訓練方式為舉辦共識營，凝聚成員團隊精神提升對組織的向心力： 

(1)定期舉辦組織共識營：內容包含組織價值觀的傳達、專業知能訓練、團隊

感情培養（B1、D1、E1、H1）。 

(2)教育訓練時數影響成員考績：成員所受的教育訓練多寡列為成員績效考核

的評估項目，用以評定成員在該年度是否達到專業訓練的要求（B1、C2）。 

2.重視教育訓練提升專業知能，尊重成員個別化教育需求： 

(1)無強制規定每年須完成的教育時數要求 

a.每年定期自行舉辦且規定成員需參與之教育訓練（B1、C2、D1、E1、

G1、H1）。 

b.依照政府規定之教育學分要求：學會要求之特定教育訓練時數與法規規

定之教育訓練時數（G1、K1）。 

(2)彈性分配教育訓練機會： 

a.依照成員興趣與喜好自由選擇，使成員自由參加與業務相關教育訓練

（A1、B1、E1、F1、G1、H1、K1）。 



127 
 

b.以專長制分配教育訓練機會：成員依照各自專長接受相關的教育訓練。 

(3)提供教育訓練獎勵與補助措施：如公費與公假補助（D1、F1、G1、H1）。 

(4)教育訓練內容依照成員需求安排： 

a.包含基本工作標準流程（C2）。 

b.以成員工作過程所遭遇的困難、瓶頸為主要訓練內容（H1、K1）。 

3.定期對成員考核績效，正向維持成員工作績效： 

(1)定期考核：頻率通常為一年一次或一年兩次（B1、C1、D1、F1、H1、K1）。 

(2)確保了解考核內容：要求成員需在績效考核過後簽名表示閱讀。 

4.考核方式多元： 

(1)績效考核評估以面談、量化指標及督導為主 

a.以量化指標考核：條列工作清單並將其設計為考核量表（A1、H1、I1）。 

b.以面談、督導、觀察評量考核：用以輔助或代替量表化的正式考核（I1）。 

c.外聘督導考核：邀請其他外部專業單位進行外聘督導與考核（E1）。 

d.日常即時矯正工作行為：平常工作發現成員工作缺失便當面以口頭告知

以做立即性的改善。 

(2)以法規為制定基礎：制定績效考核制度時根據組織業務內容、發展方向與

宗旨使命、政府機關或其他非營利組織的相關人事規章進行考核制度的設

計（G1、K1）。 

(3)績效考核機制彈性：非營利組織在管理成員上普遍較人性化且彈性，在考

核的過程多以包容的態度面對成員的表現（C1、I1）。 

(4)藉由督導考核專業知能培育：解決成員工作所遭遇的問題，並在督導過程

提供成員專業知能培育（D1、F1、G1、H1、I1、K1）。 

5.制定明確薪酬政策與升遷制度，提升組織內部良性競爭 

(1)考核結果影響績效獎金：績效獎金發放標準依照成員年度考績結果（B1、

D1、E1、G1、H1）。 

(2)依照工作年資加薪： 

a.在組織工作年資越長，其薪資等級越高（C1、E1）。 

b.依照試用期與成為正式職員做為薪資調整分野，在穩定工作半年後再調

整一次薪資（A1）。 

(3)依照工作經驗加薪：依照個人在前工作單位的工作經驗或相關執照加薪

（K1）。 

(4)依照學歷調整薪資：如大學學歷與專科學歷的起薪不同，碩士學歷則可再

額外加級（C1）。 

(5)依照重大貢獻加薪：成員個人對組織有重大貢獻，如協助評鑑或獲得競賽

獎項，額外提供獎勵（A1）。 

(6)升遷資格：依照成員的工作表現與在組織內的工作年資，評估其是否符合

升遷資格（C1、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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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活動 

依照 COSO 針對內部控制的分類，在控制活動的部分，並無分類為

幾個特定分類項目，而是依照組織目前控制現況進行分析。以下將依照

受訪者所呈現的訪談資料進行討論。 

1.目前的控制作業方式為設立工作標準流程(SOP)，以確保業務正確

執行 

許多組織將工作流程書面化，做為組織統一的標準工作流程 

(A1、C1、F1、I1、K1、F1)。因此，組織認為，可將已發展成熟的

工作標準流程放入工作手冊中，作為成員工作時的參考依據。 

將工作流程標準化，可使成員了解如何以最有效率且正確的方

式執行業務，讓新接任業務的成員能按照標準流程執行業務，使其

提早上手，甚至因標準化的實施，促使成員用同樣的方式執行業

務，降低因不同成員工作方法的差異而影響業務執行結果(C2、E1、

G1、I1)。 

2.設立財務會計標準流程，並強調成員對此制度的熟悉度 

財務會計是非營利組織維持運作的重要業務，正確且公開透明

的財務內容才能使捐款者有更多信心能參與社會公益，因此，受訪

者在財務會計的部分設立標準化流程，並規定組織內所有成員皆必

須熟悉並加以遵守，確保財務正確，以掌握所有捐款者及補助金額

能正確運用，避免舞弊(B1、D1、H1)。 

以下表 4-2 為受訪者在控制活動要素中業務執行的具體方式： 

 

表 4-2受訪者業務執行具體方式-控制活動 

控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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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受訪者業務執行具體方式-控制活動 

設立標準流程（SOP）： 

(1)建置工作標準流程（A1、C1、C2、E1、F1、G1、I1、K1、F1）： 

a.將較合適、風險較低且較流暢的業務執行方式書面化，做為組織統

一的標準工作流程。 

b.包括在職進修辦法、請假辦法、外出辦法、活動課程執行辦法、會計

財務辦法、簽訂合約辦法、採購辦法、人事管理手冊等。 

(2)建置財務會計標準化流程：在財務會計的部分設立，並規定組織內所

有成員皆必須熟悉並加以遵守（B1、D1、H1）。 

三、風險評估 

依照 COSO 針對內部控制的分類，在風險評估的部分，共可分為組

織整體目標之制訂、作業層級目標之制訂、風險分析、風險回應此四大

項，以下將針對各項逐一進行分析。 

（一）組織整體目標之制訂 

在規劃組織的整體年度發展目標時，須確保整體發展目標是在符

合組織的使命與宗旨的條件下所制定，因此，組織發展目標常由總會

的高層幹部統一制定，組織的各分會再依此整體目標制定符合各分會

服務對象需求的作業目標(H1、B1、G1、K1、I1)。 

（二）作業層級目標之制訂 

1.訂定作業層級目標方式是依地區個別化需求制定作業目標 

在符合組織整體發展目標的條件下，總會尊重各分會的區域特性

與業務執行重點，如服務對象需求、地域性個別化特色(如各地區的

文化或風俗民情等區域差異)等，賦予各分會較大的獨立性跟自主

權，使其能發揮創意跟巧思去訂定符合地方性組織的個別需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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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目標(A1、B1、C1、C2、D1、E1、F1、G1、H1、K1、F1)，制

定完成後再交由最高層主管審核是否符合組織發展宗旨，裁決後便

可各自開始執行。 

2.依照政府合約內容規範制定作業目標 

部份組織因承接政府方案而簽訂相關合約，且合約內容已包含

需執行的業務內容、須達成的作業目標等等，因此，組織若與政府

簽訂相關合約，其組織作業目標之制定便依照合約內容為主(B1)。 

（三）風險分析 

1.資料控管不當，經手人員複雜致使資料遺失或遭竄改 

組織資料例如財務資訊、個案紀錄、業務報告等皆為組織重要

資料須妥善保存，資料控管不嚴謹，在資料傳遞的過程，可能被擅

自竄改或遺失導致資料失真，如財務資料若無妥善保管則可能產生

資料竄改導致舞弊風險，因此需避免非業務相關的成員經手相關資

料(C1、J1)。 

2.總會對於地方風土民情或地方性需求不了解 

受訪者認為，總會若要對各地區分會進行管理，當務之急是必

須對地方分會的區域特色、服務內容或分會在執行業務時所遭遇的

困難有所了解，否則總會在不了解地方需求的情形下，兩邊在進行

組織發展的期待與規劃的溝通時將產生摩擦與衝突(J1)。 

3.雙頭馬車式管理模式，科層界線不清 

非營利組織的人力資源規劃常以矩陣式為主，因此，同一個成

員可能肩負數個業務責任，導致雙頭馬車式的行政管理時常發生，

在科層界線模糊的情況下，成員將不知該遵從哪個主管的領導

(D1、J1)。而人力流動率較高的原因通常是為一年一聘的工作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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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成員安定感不足，影響對組織的向心力，若加上組織的期待與成

員期待不同，便很難達成共識而導致人力流動頻繁。 

4.組織人力資源問題，使業務執行困難 

(1)成員流動率高 

為配合政府方案補助，許多組織的成員招募皆為一年一聘

制，因此成員須每年重新簽訂契約，導致安定感不足而影響了成

員對組織的向心力，導致人力流動率較高(J1)。此外，若組織總

會的期待與地方分會的成員期待不同，導致彼此無法達到共識，

進而促使人力流動頻繁(J1)。為此，受訪者表示，在符合法律要

求的情況下，為保障勞工權益，組織無法強迫成員繼續留任，因

此難以掌握成員的流動率(A1)。 

(2)無財務會計專責人力 

組織最容易發生風險的部分為財務業務，部分組織受經費限

制，無法聘請財務專長的專責人力，須從現有成員中以矩陣式方

式分配人力，可能導致無法以專業方式記錄帳務及財務報告，或

因辨認財務風險的敏感度較低，促使組織發生財務上的風險

(J1)。此外，因成員必須將工作時間一分為二，無法專心於財務

業務，導致核銷的時間過長，在核銷前成員皆必須獨自承擔組織

財務資料的保管責任(C1)。 

5.跨部門溝通不易，無法取得共識 

受訪者表示，依照業務性質與工作內容的不同而劃分為不同的

部門的分工模式，提升了跨部門間溝通的困難度，專業不同、教育

訓練背景不同、處理業務的方法與習慣不同，皆可能成為跨部門間

溝通的阻礙(C2、I1、A1)。 

6.財務問題，營運出現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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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運經費不足也是非營利組織容易遭遇的風險之一。非營

利組織的財務支援通常來自社會大眾捐款、企業支持、董事會捐贈

以及政府補助，部分受訪者表示，若失去任何一項財務來源，皆可

能影響組織的營運，或使服務品質下降，導致無法達成組織目標，

進而影響服務使用者權益(A1、B1、C1、F1、K1)。 

7.獨霸性高，業務交接與傳承不易 

各項業務設立專責人員可以使業務更正確的執行，但業務專精

化的結果可能帶來業務獨霸性高的風險，意即該主責人離職或人事

異動，可能因接手的成員對業務不熟悉或執行方式的差異，而導致

業務停擺。此外，業務主責人離開的時候，也可能將許多組織機密

或業務內容帶離組織，導致組織的重要資料外洩(A1、E1、J1)。 

 

8.未定期整理業務報告 

組織的各項業務報表用途為分析業務執行狀況，並能用此掌握

業務所遭遇的困難並進行矯正。然而部分受訪者表示，未按時登錄

資料至資訊管理系統，僅統整承辦政府方案所規定需繳交的業務報

告(D1)，因此，可能發生的風險為，組織無法掌握成員工作狀況或

組織績效。 

9.主管行政工作量大而無法在員工專業技能提昇上發揮功能 

組織的主管職通常需承擔管理責任之外，仍須額外負擔部門許

多行政業務，所以部分受訪者表示，龐大的行政業務所耗費的工作

時間，會影響主管的角色扮演，無法協助成員提昇所需的專業工作

技能(K1、J1)。 

10.資訊系統不發達，訊息傳遞緩慢而拖延工作進度 

資訊系統對於全國性或跨縣市服務的組織相當重要，能及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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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組織所發布的最新訊息。然而，即便組織各分會與總會的距離

遠，仍有組織目前尚未有完善的資訊系統，導致資訊傳遞緩慢、拖

延工作進度(J1)。 

（四）風險回應 

1.設置危機處理辦法 

組織設置危機處理辦法，將危機的依照輕重緩急與影響組織的

程度分為數個等級進行因應，在風險發生後，再依照風險等級進行

通報及責任歸屬(D1、E1)。除了設置危機處理辦法之外，組織也會

條列單位可能遭遇的風險，並定期在會議期間討論其因應之道，強

化風險預防的概念。 

2.定期備份資料避免資料流失 

部分組織除了將資料電子化之外，更印製書面檔，或者存放在

個人電腦，將資料備份於不同位置，以異地備份的方式預防資料遺

失的風險(B1、C1、D1、K1)。此外，受訪者表示，每個地區分會

皆須將分會資料，如業務報告、方案執行成果、人事資料等，須繳

回總會備份以利存查(B1、D1、F1)，如此可使總會嚴格控管各分會

資料，避免資料流失(B1、F1)。 

3.職務定期輪調，加強成員了解組織業務 

為避免業務獨佔性，部分組織採取職務輪調、工作擴大、工作

豐富等方式，使成員能學習並執行組織內不同業務，使個人能力多

元化，避免因人力流失或專業單一化而產生獨佔性及不可取代性，

讓組織在未來需進行人力調動、業務異動時能順利進行業務交接

(C1、F1、G1)。 

4.重要資料不讓所有成員都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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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並非所有資料大家可以接觸到，部分資料如人事資料、

個案資料等若遭到外洩，則可能觸及法律，而組織財務資料若無妥

善保管則可能產生舞弊風險。因此，部分組織將資料分級處理，採

科層化的方式進行管理，避免非該層級或者非業務相關的成員經手

相關資料(C1、D1)。 

5.委外律師確保組織合法運作 

受訪者表示，非營利組織因無營利性質且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

與關注，導致某些不肖人士擅自濫用組織的名義發布不實消息，進

而損害組織名譽。因此，組織會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議題的釐清，保

障組織名譽與正當性(G1)。 

以下表 4-3 為受訪者在風險評估要素中業務執行的具體方式： 

 

表 4-3受訪者業務執行具體方式-風險評估 

（一）組織整體目標之制訂 

由總會決定組織發展方向與年度目標：由總會的高層幹部統一制定

（H1、B1、G1、K1、I1）。 

（二）作業層級目標之制訂 

1.訂定作業層級目標方式：依地區個別化需求制定作業目標： 

(1)賦予各分會較大獨立性跟自主權（A1、B1、C1、C2、D1、E1、F1、

G1、H1、K1、F1）： 

a.尊重各分會的區域特性與業務執行重點，使其各自訂定符合地方性

需求的作業目標。 

b.制定完成交由最高層主管審核，裁決後各自執行。 

(2)須符合組織宗旨使命：在符合案主最大利益原則，主管賦予成員較

高權限。 

2.依照政府合約內容規範制定作業目標：若與政府簽訂相關合約，其組

織作業目標之制定便依照合約內容為主（B1）。 

（三）風險分析 

1.資料控管不當，經手人員複雜致使資料遺失或遭竄改：資料控管與監

控不夠嚴謹時，在資料傳遞的過程，可能被擅自竄改或遺失，導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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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失真（C1、J1）。 

2.總會對於地方風土民情或地方性需求不了解： 

(1)總會對於地方性需求不了解：總會對各地區域差異、執行業務時所

遭遇的困難的不瞭解，可能導致兩邊在組織發展期待與規劃產生摩

擦（J1）。 

(2)跨部門溝通不易：業務專精化的分工模式提升跨部門溝通困難度：

專業背景、處理業務的方法與習慣不同而阻礙跨部門溝通（C2、I1、

A1）。 

3.科層界線不清：雙頭馬車式的行政管理，意即成員須接受兩個同等級

但不同業務的主管領導，科層界線模糊，成員不知該遵從哪個主管的

領導（D1、J1）。 

4.組織人力資源問題，使業務執行困難： 

(1)成員流動率高： 

a.一年一聘制的契約使成員安定感不足而影響了成員對組織的向心

力（I1）。 

b.組織的期待與地方成員期待不同，成員無法認同總會工作目標與

要求而無法達到共識，人力流動頻繁（J1）。 

c.符合法律要求，為保障勞工權益，組織無法強迫成員繼續留任

（A1）。 

(2)無財務會計專責人力： 

a.受經費限制而無法聘請財務專長的人力專責財務相關業務，無法以

專業的方式記錄帳務及財務報告（J1）。 

b.核銷的時間長，成員須獨自承擔財務保管責任，提高舞弊與失誤

風險（C1）。 

5.財務問題，營運經費不足：失去大眾捐款、企業支持、董事會捐贈及

政府補助任何一項財務來源皆可能影響組織的營運（A1、B1、C1、

F1、K1）。 

6.業務獨霸性高： 

(1)業務專精化使獨霸性高，若該主責人離職或或人事異動致使業務停

擺（A1、E1、J1）。 

(2)許多組織機密或業務內容被離職成員帶離組織，導致重要資料外洩

（A1、E1、J1）。 

(3)工作交接過程，資料撰寫、業務處理方式不同而失去共同目標（E1、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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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定期整理業務報告：組織無法掌握成員工作狀況或組織績效（D1）。 

8.主管行政工作量大而影響專業技能發揮：龐大的行政業務所耗費的工

作時間會影響主管發揮專業知能而無法協助成員（K1、J1）。 

9.資訊系統不發達：組織各分會與總會的距離遠，訊息傳遞緩慢，拖延

工作進度（J1）。 

（四）風險回應 

1.設置危機處理辦法（D1、E1）： 

(1)危機處理辦法： 

a.將危機的依照輕重緩急與影響組織的程度分為數個等級進行因應。 

b.風險發生後，依照風險等及進行通報及責任歸屬。 

c.主責成員須在 24小時內完成危機處理報告。 

(2)定期討論可能發生之危機：條列單位可能遭遇的風險，並定期在會

議期間討論因應之道。 

2.定期備份資料避免資料流失：  

(1)資料備份於不同位置：將資料電子化並印製書面檔，或存放在個人

電腦（B1、C1、D1、K1）。 

(2)資料回繳總會存查：每個分會皆須將分會資料，如業務報告、方案

執行成果、人事資料等繳回總部（B1、D1、F1）。 

3.職務定期輪調：定期輪調職務，如每兩年執行一次，使成員能學習並

執行組織內不同業務（C1、F1、G1）。 

4.重要資料不經手成員：將資料分級處理，採科層化的方式進行管理，

避免非該層級或者非業務相關的成員經手相關資料（C1、D1）。 

5.委外律師確保組織合法運作：聘請委外律師進行法律責任的釐清（G1）。 

四、資訊和溝通 

依照 COSO 針對內部控制的分類，在資訊和溝通的部分，共可分為

資訊、溝通此兩大項，以下將針對各項逐一進行分析。 

（一）資訊 

1.定期整理工作報表，呈現業務執行狀況 

(1)以報表呈現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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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組織以月報表的方式統整當月的業務執行成果，以利

分析組織服務執行狀況，並從中發現待加強的事項(E1、F1、H1、

K1)。而部分組織則以質化的方式，如週報表或日誌，呈現日常

業務執行狀況(F1、H1、I1)。 

2.資訊管理系統的建置與整合性功能，會影響組織訊息與資料傳遞 

(1)資訊管理系統整合性功能強 

現今組織運作相當仰賴資訊化的資料，因此資訊管理系統通

常有獨立的預算，建置專責部門或聘請專責工程師定期維護、更

新並擴增系統功能，使其符合組織需求。因此，許多組織資訊管

理系統已全面 e 化，甚至可連線直接傳遞資訊，促進資訊的即時

性及使用的便利性，能輔助組織以較快速且正確的方式協助服務

的進行。此外，許多全國性或跨縣市非營利組織的資訊管理系統

整合能力強，能夠進行全國連線，除了可即時傳遞組織最新訊息

與資料之外，總會更能掌握所有分會的業務進行狀況，並能以資

訊系統管理組織龐大的人事業務 (B1、C1、C2、E1、F1、G1、

K1、H1)。 

(2)未建置資訊管理系統 

部分受訪者表示，現無 e 化系統或向外購買的套裝軟體，資

訊設備較老舊或數量較少，因此在資訊傳遞的部分仍須加強

(A1、D1、F1、J1)。而未建立 e 化系統的組織，則使用傳統的紙

本方式保存各類業務報告（表）；但組織仍備有專門的資訊化會

計系統，以確保財務資訊的正確(A1、K1)。 

3.機密文件傳送方式重視保密與及時性 

(1)以郵寄或親送進行資料傳送 

機密文件若為紙本文件，其傳送方式可為掛號郵寄資料



138 
 

(G1、K1)，或使用便利袋專人收送，甚至可藉由員工出公差時交

件，確保資料不經由他人之手傳遞(G1、F1)，而資訊管理系統最

常用的則是設定帳號與密碼，避免被盜用(K1)。但人員離職後是

否立即終止其使用權，則與系統是否能自行做後台管理有關。 

(2)將紙本文件收至特定收納櫃並上鎖保管 

若紙本文件須保存在分會辦公室內，則多將重要紙本文件上

鎖於特定櫃子內，或交由成員自行保管 (K1、F1、B1)。甚至有

組織將機密文件統一交由專責部門進行管理(C1)，若要調閱甚至

須提出申請，嚴格控管機密資料的傳送，以避免資料遺失或遭到

濫用。 

（二）溝通 

1.主管重視內部縱向(主管與成員)與橫向(成員之間)溝通 

(1)成員互動良好，資訊傳遞流暢 

受訪者認為目前溝通流暢，能正確傳達組織價值觀、工作規

則給成員，並得到成員的回饋與反應，且主管與成員間的互動密

切，能隨時討論業務內容 (G1)。而部分組織的辦公空間規劃使

成員能在同一辦公室工作，彼此互動熱絡，並對其他成員的業務

較為熟悉，促進不同業務間的交流與協調(A1)。 

此外，在跨部門的溝通方面，部分組織跨部門互動密切，共

享資源與傳遞資訊，藉由加強跨部門間的交流與互動，使彼此更

加認識，便能在需要時有效且即時的調動人力(B1)。 

(2)資訊傳遞即時性佳 

若主管能與成員密集的討論工作狀況及業務執行進度，且隨

時掌握成員遭遇的困難，將有助於在成員遭遇困難時及時提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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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辦法，可提升組織的工作效率(B1、F1、G1)。 

2.「會議」為組織溝通與資訊傳遞的重要管道 

(1)定期舉辦會議已提升組織溝通與資訊交流 

定期舉辦部門內部會議、跨組會議、跨縣市會議、主管會議

以促進業務交流，使分會與總會達成共識，確保每個部門皆能接

收總會訊息。因此，組織透過會議來進行經驗交流、傳達行政事

項、方案討論、工作分配，或是分享工作所遇到問題，甚至傳達

工作要求與績效報告，「會議」是 NPO 的員工接受與表達訊息的

重要管道(C2、K1、B1、F1)。此外，部分組織已採視訊會議的方

式進行跨縣市會議，降低成員為了參與會議而耗費的交通往返時

間與金錢成本(C2、D1、H1)。 

(2)定期舉辦主管會議促進組織縱向、橫向溝通協調 

主管會議的頻率多為每月或每週進行，內容為報告年度計畫

績效、預算及業務報告、成員工作狀況、與總會協調工作目標、

工作期待或跨部門間的業務合作，使分會與總會的期待能達成共

識，確保每個部門皆能接收總會的訊息(B1、C1、D1、F1、G1、

I1、K1)。 

3.確保所有成員知曉會議內容，以已達到資訊傳遞正確性 

組織資訊傳遞的正確性會影響成員執行業務的方式，進而影響

組織服務品質(J1)。因此，部分組織在部門間或各分會間使用公文

的方式傳遞訊息，加強訊息傳遞正確性，以確保成員皆能正確接收

訊息內容。 

此外，組織在會議後規定其會議紀錄需在期限內完成，並將電

子檔存放於開放式資訊平台，以供會議缺席的成員閱覽，或者進一

步規定成員須以簽名方式確認成員已閱讀會議內容，以提升資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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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的確實性(D1、E1、F1、G1)。 

以下表 4-4 為受訪者在資訊與溝通要素中業務執行的具體方式： 

表 4-4受訪者業務執行具體方式-資訊與溝通 

（一）資訊 

1.定期整理工作報表：以報表呈現業務報告 

(1)以月報表的方式統整當月的業務執行成果，例如個案量、方案成果報告、

帳務資料等量化數據資料（E1、F1、H1、K1）。 

(2)以質化的方式，如週報表或日誌，每日或每週統整工作報告（F1、H1、I1）。 

2.建置資訊系統：資訊系統整合性功能強（B1、C1、C2、E1、F1、G1、

K1、H1） 

(1)資訊系統有規劃獨立預算，聘請專責工程師定期維護、更新並擴增系統功
能，並在資訊系統當機時進行修復。 

(2)進行全國連線，即時傳遞組織最新訊息與資料。 

(3)管理龐大人事業務，如成員請假申請、教育訓練紀錄等。 

3.機密文件收納與傳送不經手第三者： 

(1)以郵寄或親送進行資料傳遞： 

a.掛號郵寄資料（G1、K1）。 

b.使用便利袋專人收送，或由成員外出公差時以本人交件（G1、F1）。 

c.電腦資訊設定開機密碼（K1）。 

(2)將紙本文件收至特定收納處： 

a.將重要紙本文件上鎖於特定櫃子，或交由成員自行保管各自記錄文件

（K1、F1、B1）。 

b.將機密文件統一交由專責部門進行管理，調閱須提出申請（C1）。 

（二）溝通 

1.資訊傳遞、資源交流順暢： 

(1)溝通直接，成員能隨時與主管討論業務執行內容，主管在決策某項業務決
議後可立刻執行（G1）。 

(2)辦公空間規劃，使成員在同一辦公室工作（A1）。 

2.以「會議」進行溝通與資訊傳遞： 

(1)定期部門舉辦會議： 

a.經驗交流、行政事項覆達、方案討論、工作分配，或是分享工作所遇到

問題、傳達工作要求與報告績效（C2、K1、B1、F1）。 

b.使用網路視訊會議進行跨縣市會議（C2、D1、H1）。 

c.定期聚辦月例會，或者每週一次的業務報告會議（A1、B1、C2、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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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H1、I1、K1）。 

d.定期進行跨組別會議，如各組別會議或各縣市同部門會議。 

(2)定期舉辦主管會議促進組織縱向、橫向溝通協調（B1、C1、D1、F1、G1、

I1、K1）： 

a.每月或每週進行。 

b.內容為報告年度計畫績效、預算及業務報告、成員工作狀況、與總會協

調工作目標、工作期待或跨部門間的業務合作。 

3.確保所有成員知曉會議內容（D1、E1、F1、G1）： 

(1)在部門間或各分會間使用公文的方式傳遞訊息。 

(2)會議後規定其會議紀錄需在規定時間內將完成，並將電子檔存放於開放式

資料夾以供會議缺席的成員閱覽。 

(3)規定成員須以簽名方式確認已閱讀會議內容，確保成員了解會議傳達訊

息。 

五、監督 

依照 COSO 針對內部控制的分類，在監督的部分，共可分為持續性

的監督與個別評估此兩大項，以下將針對各項逐一進行分析。 

（一）持續性的監督 

1.監督成員工作方式是以 KPI 指標衡量成員的工作成效 

有部分組織已設定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簡稱 KPI)作為衡量組織目標的工具，期待能建立客觀、量化且結構

性的績效評估方式來考核組織目標是否達成 (D1、K1、B1)。然而，

並非所有業務項目皆可使用 KPI，而是可數據化管理的業務項目較

適合以 KPI 作為客觀衡量的績效指標。因此，受訪者認為在物資、

募款與個案量等工作目標設定，可要求須達到特定業務量與績效者

較適合使用 KPI(B1、D1)。 

2.以標準化流程來規範整理財產的頻率或方式 

會設計標準盤點財產的流程，使各個分會在盤點時皆能使用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6%8D%AE%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8%BE%E6%95%88%E6%8C%87%E6%A8%9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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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表單與程序，避免盤點方法上的誤差導致難以統整財產清單 

(D1、H1、K1)。 

（二）個別評估 

1.年底進行結案評估，審核組織年度績效 

部分組織在日常工作便採定期與不定期針對各部門進行個別

評估，評估方式多以口頭面談居多。此外，組織在年底時會統一審

核組織年度業務報告，檢討每個業務各別的執行狀況，並分析各業

務所遭遇的問題及成效(C1、G1)。 

2.科層化的組織監督、稽核評估機制 

(1)稽核內容包含組織各項業務 

稽核可提升組織的服務品質，確保服務目標皆達成且符合法

律規範，因此稽核內容常包含人力資源、服務成效、成員專業能

力、時間控管、品行、跨部門合作成果、行政業務，皆列為組織

監督與稽核的內容(A1、C1、C2、D1、G1、K1)。 

(2)稽核過程科層化、嚴謹且公開透明 

組織稽核方式普遍由成員自我評量，檢視自己所負責的業務

工作成效後，再由第一層主管進行稽核(C1、D1)。尤其是預算等

財務稽核，組織常以科層化方式進行，跨層級多次稽核以確保財

務資料正確性，並避免舞弊的發生(D1、E1、H1、K1)。 

(3)由組織最高層主管進行組織稽核 

各個部門的稽核先交由各部門的主管進行稽核(D1)，而組織

的所有部門稽核則交由組織的最高主管進行(如董事長、執行

長、理監事會) (B1、E1)。有的會成立專責的稽核單位，定期針

對國內所有分會進行稽核(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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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稽核目的與內容廣泛，不僅限於查核績效 

(1)稽核可促進縱向與橫向溝通 

稽核的目的不只是確認工作目標是否達成，而是依照工作規

範、組織的使命宗旨來評估業務是否正確達成、有無失誤，也藉

由稽核的過程針對新成立的分會或方案等進行輔導(B1、K1)。並

利用稽核過程與組織高層主管進行溝通協調，例如改革組織工作

規範、改變作業目標等等，或者尋求組織高層主管的協助，以解

決執行業務時所遭遇的困難(B1、K1)。 

(2)評估績效的方式難以定奪 

非營利組織的服務內容，許多無法使用量化的績效評估標準

進行服務品質與工作成效的判定，因此受訪者認為績效評估方式

若全以量化評量，可能無法實際衡量成員在質性面向的成效

(B1、C2、J1)。 

以下表 4-5 為受訪者在監督要素中業務執行的具體方式： 

 

表 4-5受訪者業務執行具體方式-監督 

（一）持續性的監督 

1.監督成員工作方式：以 KPI 指標衡量成員工作成效（D1、K1、B1）： 

(1)設定關鍵績效指標：衡量組織目標是否達成。 

(2)定期檢討各類系統是否適當運行：如資訊系統、業務標準化流程或組織結

構等是否適當運行。 

2.整理財產的頻率或方式：組織財產流程標準化 

3.設計年度財產盤點標準盤點流程，各分會盤點時使用同樣的表單與程序，再

將最後報告送至總會統整（D1、H1、K1）。 

（二）個別評估 

1.年底進行結案評估，審核組織年度績效（C1、G1）： 

(1)採定期與不定期針對各部門進行個別評估。 

(2)評估方式多以口頭面談居多。 

(3)檢討業務執行狀況、遭遇的問題、服務成效是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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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層化的組織監督稽核評估機制： 

(1)稽核項目包含組織各項業務：如人力資源、服務成效、成員專業能力、時

間控管、品行、跨部門合作成果，甚至行政業務（A1、C1、C2、D1、G1、

K1）。 

(2)稽核過程科層化： 

a.先由成員自我評量後，再由主管進行稽核（C1、D1）。 

b.預算等財務稽核以科層化方式進行（D1、E1、H1、K1）。 

3.稽核功能多元（B1、K1）： 

(1)藉由稽核的過程針對新成立的分會或方案等進行輔導。 

(2)與高層幹部溝通協調，如改革組織工作規範、改變作業目標等。 

 

在使用內部控制五大要素對本研究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後發現，非營

利組織重視組織使命與宗旨的實踐，除了要求組織內成員須遵守組織倫

理道德規範，更強調成員需認同組織的價值觀。而在管理策略上，現今

非營利組織多已脫離早期一桶水的管理方式，意即從無職權劃分概念且

執掌界線模糊的管理方式改為階層化且制度化的管理模式，將管理責任

依層級劃分以提升管理效能，使成員能在良好的領導下以發揮其專業能

力。 

為提升業務執行成效，組織將業務依照其性質與內容的不同劃分為

不同的職位與權責，並設計職務說明書明訂工作內容與成員需遵守的規

範。此外，組織在各業務間劃分權責限制，意即成員僅需且僅能修改個

人業務範圍內的資料並且對該業務負責。由特定成員執行特定業務，不

但可確保責任歸屬明確，更能專精化業務的執行過程，提升業務完成率，

避免因模糊的權責分派而導致風險發生。值得一提的是，為避免組織因

發生危機事件而影響名譽或營運，部分非營利組織設置風險管理機制，

如在定期會議中討論組織目前面臨的風險並集思廣益其解決辦法，或者

制定風險管理辦法因應危機發生時成員所需負擔的責任等，這些都已符

合內部控制風險管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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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受訪非營利組織在業務執行的過程與管理

控制上已呈現結構化且符合內部控制的概念，即便仍有少數組織因成員

人數少無須科層化架構、業務性質單一不複雜而無特定職務說明書，但

幾乎所有組織皆重視業務達成率、風險預防與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的專

業提升。 

 

伍、結論 

受訪的非營利組織已部分移植企業的管理概念與方法，此次研究發

現國內非營利組織的管理策略許多皆已包含內部控制的概念，只是不熟

悉內部控制的用詞，因此不曉得組織使用的管理模式已使用了內部控

制。現今非營利組織的管理概念、稽核標準與營運方式其實與內部控制

核心概念相當類似，只是尚未出現正式規章與書面記錄，受訪者目前已

有部分業務運行方式符合內部控制，且部分組織也已發展風險評估與績

效控制的概念。因此，研究者認為，非營利組織可根據組織目前各自的

管理模式，進一步具體發展內部控制架構以提升管理效能。 

在移植營利組織的管理方法時，非營利組織也需特別注意其管理模

式是否符合非營利組織的工作方式，且符合組織的發展目標。COSO 提出

的內部控制有其市場的考量，希望此制度的推動可以帶來龐大的輔導商

機。但非營利組織在已有管理機制，而非毫無管理策略的前提下，不一

定需要委外辦理內部控制的建立與稽核，而可利用現有的專業人力與管

理概念，在尚未發展成熟內部控制的階段，依照內部控制五大要素為基

礎，先對組織現況做一探索性的全盤了解，例如目前有哪些待改進的問

題或已發展成熟的業務執行模式、部門規模大小及成員多寡等，再開始

逐一的發展適合組織使用的內部控制架構。此外，非營利組織發展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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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其實並不與已存在的管理策略衝突，反而能相輔相成，強化組織本

身正在推行的管理機制，補足尚未顧及到的部分。 

最後，研究者參考受訪者目前符合內部控制要求的業務執行方式，

以 COSO 內部控制五大要素與十六項評估要點為架構，提出非營利組織

在建構組織內部控制制度時可參考的評估指標，發展出評估表格。期待

本評估表可協助組織在進行內部控制規劃時有更明確的指標可依循，並

可在表格後方「是否達成」一欄加以記錄，可做為組織在評估是否符合

內部控制要求時參考之方針，減少對於外來專家的依賴，降低建立新制

度的成本。但因本研究對象的選取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老人福利服

務、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癌友服務等四類型組織為主，研究結果所建構

的內部評估指標，在運用於其他類型或不同規模的非營利組織時宜更慎

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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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評估指標項目 
是否達成 

是 否 

壹、控制環境 

一、操守及價值觀 

1.使成員明白了解、認同組織使命價值且對工作保有熱情。 □ □ 

2.根據組織宗旨制訂倫理道德事項，如保密責任、誠信原則、

遵循法令、保護並適當使用組織資產等。 
□ □ 

3.明確寫下成員在工作中須注意的倫理道德事項，並定期修訂

以符合社會變遷。 
□ □ 

二、執行之能力 
4.聘請業務相關專業人員進行專業分工，使各業務交由專責人

員負責。 
□ □ 

5.聘請或委託財務會計等專責人員進行帳務管理。 □ □ 

6.依各職位性質不同設計專屬職務說明書並定期更新，可參考

政府法令規範、相關非營利組織人事規章、最適合的業務執

行方式，內容可包含工作標準流程、工作守則、工作內容來

制定職務說明書。 

□ □ 

7.職務說明書制定人員可為高層主管或成員個人依照各自工

作內容自行撰寫，但無論職務說明書撰寫人員為何，撰寫後

皆需交由最高主管審核。 

□ □ 

三、董事會或監督委員/監察人 
8.監督者，確認組織目標(包含組織發展目標、財務決策，如

財務報告審核），皆由高層正式批准後才能執行。 
□ □ 

9.定期與組織各分會主管定期與舉行會議，如月會、年會等，

討論年度計畫、傳達資訊、監督業務及確保組織目標達成。 
□ □ 

10.專業能力須與組織宗旨與使命相關，並提供專業建議，做

對組織有利的正確決策。 
□ □ 

11.將分支單位管理責任交給分支單位最高領導者(如主任），

避免直接指導基層成員混淆主管權責。 
□ □ 

四、管理哲學及經營型態 
12.尊重成員個人特質，根據個人專長發揮專業知能。 □ □ 

13.重視溝通及成員意見，加強組織縱向與橫向互動，確保資

訊能正確傳達。縱向溝通指主管與成員之間，而橫向互動

意指成員與成員之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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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結構 
14.明定組織架構圖，依組織性質與規模使用科層化管理結構

進行權責劃分，如主任、組長等，確保指令傳達順利。 
□ □ 

15.因應內外在因素調整科層結構，如建立新的管理階層等。

外在因素包含法令規定、社會環境、組織策略、地理環境、

人力的擴編等。 

□ □ 

六.權責分派 
16.訂定工作執掌範圍，設置各業務的職務權限，除了組織最

高主管可閱讀所有部門的相關資料外，限制只有業務相關

成員才能修改資料。 

□ □ 

七.人力資源之政策與實行  
17.可依照政府法規、相關專業學會規定之教育訓練學分時

數、成員個人興趣或成員專長等定期安排安排教育訓練(如

職前訓練、在職訓練），以及可凝聚組織共識的相關教育

訓練。教育訓練內容可包含組織價值觀傳達、專業知能訓

練、團隊感情培養。 

□ □ 

18.制定鼓勵參與教育訓練之獎勵措施。可制定公費與公假之

相關教育訓練補助辦法。 
□ □ 

19.將教育訓練列為成員績效考核評估項目，評定成員在該年

度是否達到專業訓練的要求。 
□ □ 

20.根據組織業務內容、發展方向、宗旨使命、政府機關或相

關人事規章設計考核制度，定期考核成員績效，並依照成

員考核結果作為績效獎金發放標準。考核方式建議：條列

工作清單並將其設計為考核量表，可使用面談、督導、觀

察評量考核、外聘督導考核，或日常工作即當面以口頭矯

正缺失。 

□ □ 

21.依照組織經營績效設立明確薪酬制度、懲處賞罰制度與升

遷制度。可依照工作年資、過去相關工作經驗、學歷等級、

重大貢獻加薪。 

□ □ 

貳、控制活動 

22.訂定標準工作流程確保業務執行。標準流程可包含：在職

進修辦法、請假辦法、外出辦法、活動課程執行辦法、會

計財務辦法、簽訂合約辦法、採購辦法、人事管理手冊等。 

□ □ 

参、風險評估 

一、組織整體目標之制訂 

23.由高層主管以年度營運策略及年度預算做為組織整體目標

制定基礎，且建立新的標準工作流程或策略目標時，須定

期檢視以確保其與現行整體目標為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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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層級目標之制訂 

24.主管賦予各分支單位權限，使各分支單位以符合地方性須

求來制定各自作業層級目標，且作業層級目標需與組織層

級目標關連，有明確的特定執行方向，並且需在期限內完

成。作業目標制定完成後需交由最高層主管審核後再執

行。 

□ □ 

25.定期追蹤各作業層級目標的達成情形，發現缺失即要求提

出改善方案。 
□ □ 

三、風險分析     四、風險回應 

26.建立風險評估機制，辨識可能發生的風險，討論預防辦法

以評估內外部因素引起的風險，根據風險危及組織的程度

高低與後果決定如何回應。可設置危機處理辦法，依照輕

重緩急與影響組織的程度分為數個等級進行因應、條列可

能遭遇的風險並定期討論因應之道。 

□ □ 

27.風險發生後須重新分工，降低風險再次發生的機率。 □ □ 

肆、資訊和溝通 

一、資訊 

28.定期整理業務報表，如月報表或週報表。報表內容可包含

個案量、方案、帳務資料等業務執行成果。 
□ □ 

29.機密文件收納與傳送不經手第三者或交由專責部門進行管

理。重要資料傳遞可使用掛號郵寄、親送，電腦資料以密

碼保護資訊安全，確保資料傳遞隱密性。 

□ □ 

30.將重要資料備份於不同位置以不同方式備份避免遺失。如

以紙本檔、電子檔、郵件等不同方式進行備份避免資料流

失。 

□ □ 

31.定期維護、更新資訊系統，安排資訊工程師經費預算。 □ □ 

二、溝通 

32.定期舉辦會議，如主管會議、跨組別會議或全國性會議，

管理階層須列席高層主管會議。 
□ □ 

33.會議紀錄須在規定時間完成，並將電子檔存放於開放式資

料夾以供會議缺席成員閱覽。規定成員須以簽名方式確認

已閱讀會議內容。 

□ □ 

34.制定溝通機制，暢通組織內縱向與橫向溝通，以及組織外

重要關係人的互動。依照組織科層結構制訂溝通機制，如

定期舉辦會議。 

□ □ 

伍、監督 

一、持續性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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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持續性監督評估項目包含內部監督(組織環境、辨認風險、

確實落實標準作業、暢通資訊與溝通等）及外部監督(個案

服務狀況）。 

□ □ 

36.主管須審核與監督組織系統與文件(如資訊系統、標準化流

程）是否適當運行與紀錄。 可使用如簽章覆核的方式進

行審核。 

□ □ 

37.標準化組織整理財產流程，使各分支單位使用同樣表單與

程序，定期核對、盤點組織資產。現金、硬體設備等動產

與不動產皆須每年盤點並重複核對紀錄是否正確。 

□ □ 

二、個別評估 

38.定期與不定期進行個別評估並將成果做成書面報告。評估

內容可包含：風險評估、檢討業務執行狀況、組織遭遇的

問題、服務成效、成員專業能力、跨部門合作成果、行政

業務等。 

□ □ 

39.評估者可為監察人、董事會、成員個人自我評估或對他人

評估。 
□ □ 

40.將評估過程層級化或階層化，訂定內部稽核評估標準程序

與規範。評估程序可由成員先行自我評量後，再由主管進

行再次稽核後與成員討論其評分落差。 

□ □ 

41.從稽核評估結果輔導組織、改善問題或與高層幹部溝通協

調，如改革組織工作規範、改變作業目標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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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rans-boundary Analogy to Construct Internal 

Control Assessment Indicators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heng-Chih Chen, Wenyu Sichmann 

 

Abstract 

Internal control can improve the growth and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prevent cheating and increase profits by controlling operation 

and finance of organizations. As such a useful management process, it has 

already been adopted widely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major companies. 

Although NPOs have gradually started adopting business-like strategies, few 

of them are based on internal control. Hence, this study took eleven qualified 

national or county established servic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s subjects. 

With analogy methods, I took COSO (1992) 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 as research focus; and I processed individual interviews with 

those main managers. According to my research results, we can see, 

interviewed organizations had met the five required elements and sixteen 

points of assessments for interior controls. Finally, the author suggested 

NGOs of interior control assessments in order to give them more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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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es to follow while interior control being plan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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