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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不斷發展變化的審計工作環境，如何提升審計機關以至審計人員的專業

能力一直是 INTOSAI 以至各國審計機關致力研究的方向。本文嘗試從《北京宣

言——最高審計機關促進良治》明確的最高審計機關的使命及目標——“促進良

治”出發，結合能力建設委員會所編撰的《最高審計機關能力建設指南》，並從實

務審計工作層面所需掌握的管理概念及報告書寫專業能力視角，對當前審計人員

專業能力提升作出方向性的思考及簡單探討，並對澳門審計署提升審計人員專業

能力的基本情況作出介紹。 

 

【關鍵詞】 

最高審計機關；澳門審計署；專業能力提升；管理概念；審計報告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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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來，最高審計組織（INTOSAI）一直將推動最高審計機關的能力提

升作爲四大核心戰略目標之一。在 2005 年至今的各個 5 年戰略規劃1中，

INTOSAI 持續提出希望透過培訓、技術援助、知識分享以及其他發展活動，

支持與推動最高審計機關的專業及機構能力建設與發展，以最大化最高審計

機關的價值及對社會的裨益。對此，INTOSAI 於 2005 年成立了能力建設委

員會（Capacity Building Committee ，CBC），並一直作爲其下屬負責推動並

達致上述目標的主責機構。 

本文將從能力建設委員會所編撰的《最高審計機關能力建設指南》

（Building Capacity in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A Guide）出發，結合澳門審

計署的相關發展與實際情況，對如何提升審計機關以至審計人員的專業能力

作出分析與探討。 

2. INTOSAI 就專業能力的定義及指引 

《最高審計機關能力建設指南》中將“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Capacity）

一詞定義為“專業能力是指為履行最高審計機關審計職責所必需的所有程序、

技能及知識”。能力建設委員會同時指出“專業能力對於最高審計機關能否有

效的開展審計工作並進行合理管控至關重要”。 

爲了有效協助各最高審計機關提升專業能力，能力建設委員會在上述指

引中提出主要應從“制定適當的審計方法”、“編製合適的審計手冊及指引”、

“提高審計工作的計劃性及工作管理”、“建立質量保證體系”以及“建立培訓

                                                      
1 INTOSAI《戰略規劃 2005-2010》、《戰略規劃 2011-2016》及《戰略規劃 2017-2022》目標 2。 



2/25 

戰略（以具備相關知識及技能的專業人員）”五個關鍵點入手，現綜述如下： 

2.1 制定適當的審計方法 

2.1.1 需與最高審計機關的自身情況相匹配，包括： 

 與審計職責及權限的匹配； 

 與有效資源（包括人員技能）的匹配； 

 與運行環境（包括公共財務管理水平、現行會計制度及內部控

制和內部審計強度）的匹配。 

2.1.2 財務及合規性審計 

 針對財務控制及會計系統的風險及合規性審計； 

 對交易樣本進行深層次的檢查以確保其準確性及合規性； 

 根據檢查結果提出恰當的審計意見。 

  “邊學邊做”( learning-by-doing)是行之有效的手段——通過試

點項目獲取經驗，不斷完善審計方法，促進對新型審計方法的

熟練掌握，保持審計方法改進的可持續性及系統性知識的積累。 

 還應注意下列事項： 

 參考世界審計組織《職業道德及審計準則》(INTOSAI’s 

Code of ethics and auditing standards)或其他國際專業機構

制定的準則及指引，如；  

 與審計職責中所設定的審計目標相匹配； 

 建立精通財務審計方法的小組以提供技術性建議； 

 制定相應的培訓計劃及信息技術發展戰略； 

 比較審計方法間成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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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績效審計 

    相較於財務審計，績效審計所採用的審計方法更為靈活多樣。

主要目標就是通過採取面談、文檔審閱、數據分析、調查、焦點團

體法、觀察及統計分析技術等多種方法，以採集充分、可靠並相關

的證據。 

2.2 編製合適的審計手冊及指引 

2.2.1 審計手冊及指引能夠幫助審計人員更好地保持審計工作的一致性、

合規性及工作方法的有效性。 

2.2.2 為了獲得最好的成效，審計手冊及指引應當具備下列特徵： 

 所有相關條文均經過內部專家的審核以確保其準確性，可考慮

聘請外部專家或同業審核。 

 通過形式多樣的圖表來提高其閱讀的趣味性，做到簡潔明瞭，

通俗易懂。 

 能適應工作實務及內部文化的需求。若引進其他機構制定的工

作手冊及指引時，需根據自身的職責權限及工作方法做出相應

調整。 

 確保工作手冊及指引能夠根據準則及工作實務的變動及時做

出調整，及時將條文變動情況告知舊版手冊及指引的使用人員。 

2.3 提高審計工作的計劃性及工作管理 

2.3.1 為達到良好的規劃以在規定的時間和預算範圍內，高質量地完成審

計工作的目標，最高審計機關應： 

 學習其他國家的優良實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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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培訓審計團隊領導人員來提高計劃、管理和領導員工的能

力。 

2.3.2 人力資源規劃的注意事項： 

 需要採集的相關信息取決於所實施的審計項目類型和對信息

採集成本及其收益的衡量。至少包括：所動用的資源、工作完

成的時間，與預算和項目計劃之間的差異。 

 根據審計項目的性質和強度建立相應的目標導向型流程和系

統(fit-for-purpose processes and systems)，從而能夠及時準確地

採集、分析並向管理層彙報相關信息。 

 對審計項目的領導和管理人員進行團隊領導和激勵、項目管理

等方面的評估或培訓。 

 獎勵表現優異的員工和團隊，建立評價體系，劃分績效等級。 

2.4 建立質量保證體系 

2.4.1 一個高效的質量控制體系應在各審計項目和審計手冊及指引中的

深入貫徹，並在整個審計機關範圍内實施，以確保： 

 相關審計準則、審計方法和審計手冊及指引得到了正確應用； 

 各内部機構及所有審計人員均遵行了統一的審計規範； 

 協助瞭解最高審計機關所需的培訓項目和技能； 

 提高審計手冊及指引的質量標準及制定水平。 

2.4.2 應定期檢驗現行質量保證體系的有效性並提出相應改進意見。 

2.4.3 應建立與質量管理體系相應的內部文化，將高質量作為最高審計機

關領導層管理能力及處理與其他部門關係時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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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立及實施培訓戰略（以具備相關知識及技能的專業人員） 

    員工是最高審計機關的首要資源，提升自身能力最為行之有效的

方法，就是通過培訓來培養具有相關知識及技能的專業人員。通過培訓，

建立培訓人員人才庫並形成一種不斷進步的內部文化，有利於最高審

計機關能力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在建立和實施培訓戰略時，最高審計機關首先需要明確自身的培

訓需求，進而有目的性地針對培訓項目的設計、實施、成果評價及可持

續發展等各個環節，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2.5.1 明確自身培訓需求 

 根據自身的培訓需求及有效資源制定相應的培訓計劃，並將其

列入本系統的人力資源發展戰略； 

 根據所授知識技能的輕重緩急程度制定培訓計劃，合理安排培

訓項目，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合理安排培訓強度，避免因過度培訓而影響最高審計機關正常

審計工作的開展和其他職能的履行。 

2.5.2 設立並制定培訓項目 

 根據成本、資金及實際情況綜合考慮，選擇培訓項目執行人員

及地點； 

 培訓效果取決於培訓的實用價值及能否吸引受訓人員的興趣； 

 培訓內容應當與最高審計機關的工作及內部文化密切相關，並

採取通俗易懂的方式進行傳授； 

 培訓人員應當保持與審計職能部門的密切聯繫，所有培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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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之前均需經過最高審計機關內部資深人員的詳細審核； 

 不同的培訓方式有著不同的成本、效用及成功條件，最高審計

機關需要仔細考察以確定符合自身需求的方式； 

 以老帶新是加強職業能力的另一重要途徑。為提高其效果，可

對“導師”們進行短期培訓，以提高其傳授知識技能、激勵幫助

新人的技巧和能力； 

 隨著科技發展及在信息系統方面投資的不斷加大，網絡培訓亦

是最高審計機關可以考量德有效培訓途徑之一。 

2.5.3 培訓效果的評估及監測 

 監測和評估有助於確保培訓項目在傳授知識技能方面的有效

程度，並完善培訓中的不足； 

 可參考柯克帕特裡克(Kirkpatrick)的四層次評估模型——該模

型採取了循序漸進的方式評估培訓效果，在時間和預算允許的

情況下，每進一層，對於培訓效果的評估越精確。 

 層次 1－反應：評估學員對該培訓的反應如何——學員

的滿意程度及材料的相關程度； 

 層次 2－學習：衡量學員通過培訓，自身技能、知識和

工作態度的進步程度； 

 層次 3－行為：衡量學員在日常工作中所學知識技能的

應用程度； 

 層次 4－結果：評估培訓對最高審計機關工作成果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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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影響。 

2.5.4 培訓及技能開發的可持續發展 

    最高審計機關需要考慮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持培訓和員工能力

建設的可持續發展，並將其列入培訓計劃和人力資源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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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門目前情況 

3.1 制定適當的審計方法 

3.1.1 帳目審計 

    對於審計工作相對固定的年度帳目審計，針對總帳目及不同類

型的部門制定了一套審計程序，同時會通過每年相關工作實踐找出

現有程序中倘有之不足之處，並作相應調整，以提升審計效益。 

3.1.2 專項審計及衡工量值式審計 

    因應每個潛在專項審計及衡工量值式審計項目的審計目的及

內容均不相同，審計組會透過前期研究和資料搜集，從各種途徑了

解審計對象，取得可信資訊後及確定具有合理懷疑的重大審計發現

後，才會確定立項並按項目實際情況、可行性及工作需要及制定對

應的審計標準、審計範圍和審計程序。 

3.1.3 電腦輔助審計 

    隨著電腦輔助審計系統及電腦輔助審計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完

善，在實際審計工作中，審計組可按需要適當應用電腦輔助審計技

術，利用信息技術有效輔助審計工作的開展，在提升審計工作的效

率及效益之餘，亦使以往無法以人工審計方式完成的審計方法可以

付諸實行，切實拓展了審計工作中各類審計方法的選擇面及多樣性。 

3.2 編製合適的審計手冊及指引 

    為著審計人員能有效履行審計監察職責，澳門審計署分別在審計

工作以及工作檔案範疇制定了相對應的審計手冊及指引，歸類如下： 

3.2.1 審計工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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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工作主要包括政府帳目審計、專項審計及衡工量值式審計。

澳門審計署就審計工作的基本規範、步驟及內容，分別建立了“帳

目審計手冊”及“衡工量值式審計手冊”，以提高審計工作效率及效

益。其中，“衡工量值式審計手冊”同時適用於專項審計工作。 

3.2.2 工作檔案範疇 

    為進一步完善工作檔案編製的管理體系，近年來澳門審計署建

立了“審計局檔案管理手冊”、“工作檔案歸檔原則”及“審計局檔案

室工作指引”，並在此框架下，逐步編製及更新了一系列細則性檔

案底稿編製指引——如“永久檔案編製指引”及“帳目審計工作底稿

的編制指引”等以作配合。上述成文指引的建立，除了對澳門審計

署工作檔案歸檔、存檔及應用流程作出相關規範及梳理外，更重要

的是對審計工作檔案的類別、結構及格式作出清晰統一的規定，有

效提升了審計工作檔案的規範性及質量。 

3.3 提高審計計劃性及工作管理 

    適時提升領導團隊的領導力，透過有效的項目管理及激勵等方式

增加團隊效率，確保審計工作的計劃性及工作管理質量，亦是澳門審計

署在能力提升方面重視的一環。除常規性的在職培訓外，澳門審計署亦

會按實際工作需要及需達致的效果做出考量，派出領導及主管參加由

行政公職局和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所舉辦或與其它專業學術機構合辦，

主要針對領導團隊開設的各類培訓課程，有計劃地提升領導及主管的

領導及項目管理能力。例如由行政公職局與國家行政學院合辦的“中、

高級公務員基本培訓課程”、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舉辦的“為領導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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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而設的行政程序課程”、由行政公職局邀請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合

辦的“政策制訂及執行培訓課程”及“中、高級公務員管理發展課程”等。 

3.4 建立質量保證體系 

3.4.1 整體層面 

    無論是年度帳目審計、專項審計或衡工量值式審計，在審計工

作報告上呈審計長批閲前，均會透過三層質量控制體系進行把關： 

 第一層由各審計師（審計組組長）負責，對整體審計方向及各

項具體事務的質量把關；此外，審計師亦會確保整個審計報告

編製過程中，相關審計準則、審計方法和審計手冊及指引得到

了正確及統一的應用。 

 第二層由各高級審計師（廳級主管）負責，從較高的管理層面，

對其下屬各審計組負責的審計工作的方向性以及其他各類事

項的質量進行把關； 

 第三層是由局長/副局長負責，在最高層次對審計報告作出最

後的技術把關，於深層質量控制後報告審計長。 

3.4.2 其它關鍵質量控制措施 

 在得出審計結論前，審計組會先就其中與潛在審計發現相關的

主要法律觀點及相關問題，取得法律人員的確認及意見。 

 審計報告的最終行文亦會交由法律人員覆核，以確定在法律層

面沒有出現不合適的地方。 

 各類審計報告在上呈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之前，會交由內部

審計人員進行質量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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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立培訓戰略（以具備相關知識及技能的專業人員） 

    澳門審計署一直秉持重視學習、鼓勵進修的正向觀念，因應審計工

作重點、預期達致的成效、未來發展規劃的需要、相關財務安排、培訓

強度及配合相關審計工作安排等因素，建立及實施符合實際需要的一

系列培訓戰略課程，保持及適時更新相關審計知識及技術水平，提升審

計人員的整體競爭力，迎接新的工作挑戰。同時，亦注重形成内部學習

文化，推進學習型組織的形成，鼓勵審計人員不斷自我學習，與時俱進。

近年來，澳門審計署規劃及實施的具體培訓包括： 

3.5.1 入職基本培訓 

    爲了讓新入職的審計人員對未來需執行各類審計工作的知識

及技能全面了解，掌握基本技能並儘快投入到工作中去，澳門審計

署有針對性地透過入職基本培訓，著重介紹與審計工作相關的審計

知識、審計技術以及與公共財政相關的法律制度——如審計工作流

程、審計方法、審計程序、案例分析，預算綱要法、採購及招標相

關法規以及行政程序法典等。此外，亦會對基本工作守則、組織結

構、人員結構等澳門審計署的一般性資訊及規範作出介紹。 

3.5.2 在職培訓 

    對於無法在短期内透過基本課堂培訓掌握的審計知識及技術，

在職培訓是審計人員積累知識及經驗的另一有效途徑。審計人員可

以透過對日常審計工作的不斷實踐與接觸、學習審計專業上的判斷，

積累實際工作經驗，達到提升自身技能、知識及態度的目的。工作

上在職培訓一般透過以舊帶新的模式進行，由已具資歷的審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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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授經驗予新進同事。此外，在具備條件及得到國家審計署大力支

持的前提下，亦會派員前往内地審計機關進行實習，吸收先進的審

計工作經驗。 

3.5.3 提高電腦輔助審計技術、培養複合性人才 

    隨著信息化社會的不斷發展，對電腦輔助審計技術的要求越來

越高，涉及的知識面也越來越廣。在主要獲得國家審計署的長期大

力支持，以及個別情況下透過葡萄牙審計法院、廣東省審計廳等審

計機關的支援下，澳門審計署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到澳門授課以及外

派人員參加相關培訓課程，以學習其他機構及地區的先進電腦輔助

審計經驗及技術，培養同時俱備審計與電腦技術的複合型人才。相

關培訓課程包括： 

 參加非澳門本地舉辦的培訓課程，其中以長期由國家審計署，

每年舉辦的“計算機審計中級培訓”及其後續課程為主，亦包括

廣東省審計廳舉辦的“計算機審計強化班”以及葡萄牙審計法

院舉辦的“電腦審計應用培訓班”等。 

 邀請國家審計署及葡萄牙審計法院專業人士，前來澳門開辦與

電腦輔助審計相關的課程，例如由國家審計署開辦的“信息系

統審計專題授課”、“AO 澳門版功能及操作培訓”等，以及由葡

萄牙審計法院開辦的“電腦輔助審計培訓班”。 

 

 

3.5.4 特定行業知識培訓 

    為提升工程、環保等特定行業專業範疇的相關審計知識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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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確保如澳門特區政府大型工程管理審計、環境審計等審計工

作項目的質量與水平，澳門審計署不定期請求國家審計署派專業人

員到來講授特定的審計相關課程，例如“公共工程審計”、“工程投資

審計專題授課”、“環境審計及社保審計”等。此外，亦會邀請及外聘

相關行業的專家及工程師，對工程項目管理等相關範疇的專業知識

進行培訓及講座，如“工程項目管理入門課程”等。 

3.5.5 經驗分享 

    鼓勵執行同類審計項目的主管、不定期對日常工作中不同審計

議題中的有關事項進行溝通交流及知識共享，如所落實的審計工作

要求、法例標準以及專業知識等，提升主管人員的知識水平之餘，

亦可達致消除歧義，以統一標準及理解執行審計工作的目的。此外，

亦不定期由參與審計工作的同事及主管主辦經驗交流會，以便將工

作中不同的經驗和體會，與其他審計人員作出分享。 

3.5.6 軟技巧培訓  

    不定期組織一些和審計工作相關的“軟技巧”培訓課程，例如

“講授技巧”、“查問技巧”及“溝通技巧”等，增加審計人員面對客戶

時的自信心及互動技巧。 

3.5.7 審計同業交流 

    積極參加審計同業或其他審計機關舉辦的審計學術交流活動

——例如每年舉辦的兩岸四地審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透過與審計

仝人的交流活動，擴闊審計人員的視野，吸收最新同業的經驗、專

業知識及技術。  



14/25 

3.5.8 專業知識及信息的更新 

    鼓勵審計人員參加由業界及專業組織舉辦的審計、會計、財務、

法規及其他專業知識的講座及研討會，培養審計人員對不同範疇專

業、時事及社會民生的觸覺，加強職業判斷能力，並不斷更新和擴

展自身知識水平。例如參與由澳門財政局舉辦的“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 9 號——金融工具”系列講座、澳門註冊核數師公會舉辦的“裝

備好使用新的澳門核數準則研討會”、“內部審計及風險管理新知工

作坊”，澳門註冊會計師公會舉辦的“會計基礎—淺析政府部門及私

營企業所採用的會計規範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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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最高審計機關專業能力提升的新思考 

  從傳統意義來看，審計人員的專業能力不外乎審計方面的知識與技術

（包括因應資訊科技的發展而產生的電腦輔助審計技術）、會計方面的知識、

法例方面的知識等等。然而，隨著審計工作内容的不斷發展與變化，尤其於

2013 年第 21 屆世界審計組織大會上，INTOSAI 透過《北京宣言》首次明確

了最高審計機關的共同使命及工作目標是“促進良治”之後，將最高審計機關

的工作提升至更高的層次——從相對被動的“監督”角色，變爲一個更加主動

的“促進”角色，故相對而言，審計工作的專業能力的要求也隨之提高。這讓

我們作出思考及疑問——為應對不斷變化演變的審計工作，上述傳統意義上

的專業能力是否仍然足夠？ 

  對於上述思考，讓我們回溯至專業能力的基本定義——INTOSAI 能力

建設委員給出的定義是“專業能力是為履行最高審計機關審計職責所必需的

所有程序、技能及知識”。對此，如結合最高審計機關“促進良治”的目的出

發，試想想以下兩種狀況： 

 審計工作必定涉及對被審計單位的管理事務，而具備對這些管理的

知識及技巧是否屬於專業能力呢？ 

 爲了使審計報告發揮應有的效用，具備良好的審計報告書寫技巧及

文字能力是否又應屬於專業能力呢？  

  顯然，從上面兩種情況來看，傳統意義上的專業能力並不能滿足特定審

計工作的需要，這無疑對最高審計機關審計人員能力提升的策略提出了新的

挑戰，而我們作爲最高審計機關又應該如何應對？——對此，我們將在下文

中作出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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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審計人員專業能力的演變 

4.1.1 財務審計 

  傳統意義上財務審計工作所需的專業能力包括審計、會計以及

法例方面（如公司法、商業法等）的知識與技術。如果被審計單位

業務相對簡單，上述專業能力是可以滿足審計工作的要求的。而對

於業務特殊的行業——如銀行、保險、航運、資訊科技以及酒店業

等等，除了以上專業能力之外，還需要審計人員對相關行業具有較

深入的瞭解，否則連相關財務報表也難以真正看得懂，就更不用説

執行審計工作了。 

4.1.2 合規性審計 

  對於合規性審計工作，基本上也需要著重審計、法例以及對被

審計單位内部規範的瞭解。同樣地對於特殊行業，與財務審計工作

所面對的以上情況及要求類似，亦同時進一步要求審計人員對相關

行業的情況具有一定的瞭解。 

4.1.3 績效審計 

  就績效審計而言，傳統上審計、法例以及行業的相關知識與技

術是審計人員必須具備的專業能力，由於績效審計往往涉及日常營

運及執行操作上的管理問題，需要審計人員找出管理上的不足及提

出對應建議，故此在日常營運及執行操作這一方面的管理概念、手

段、機制等都是審計人員應該掌握的知識，屬於他們應具備專業能

力的構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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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促進良治 

  以上所闡述的是以往傳統意義上財務審計、合規性審計以及績

效審計的專業能力的要求。現在，如從“促進良治”方面出發，則顯

然對審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高審計機關不能單單只留意被

審計單位日常執行上出現了什麽管理問題，而需要進一步將關注點

延伸至被審計單位在調研、策略制定、風險梳理以及規劃配套等在

具體執行/落實階段前已經要做好的工作上。這無疑是最高審計機

關對相關工作審計人員專業能力的最新要求，也是現今審計人員所

需面對的挑戰。 

  以資源環境保護審計爲例，如果從一般績效審計的角度出發，

其關注點一般會集中在被審計單位如何在具體執行層面上，包括管

理層是否及如何建立及落實執行環境相關法例及其它行政規範的

有效機制，以確保依法審批及後續的監督等，並通過審計工作檢驗

其環保方面的執行成效。然而，若將上述績效審計的工作目的提升

至“促進良治”的更高層面上，例如像“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

審計”那樣，就無可避免地需要關注相關事項在整體策略部署層面

上是否完善，如被審計單位或其決策層人員是否通過調研、整體規

劃等方式在初始階段對相關區域的作出判定，確保應優先保護的環

境資源不被錯誤開發，而可開發區域則在作出環境保護的前提下被

適當開發等。試想想，如果管理層沒有在最高層面做好整體規劃的

話，極可能因經濟發展成效與環保法例及政策之間的矛盾，從而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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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造成應保護的自然資源資產被妥協犧牲。如果這樣的話，即使環

保部門及審計機關進行監督及審計，在保護自然資產成效方面亦必

然事倍功半。相反，如果地方主要負責人能夠把關注面提升至整體

規劃層面，對潛在的矛盾及利益衝突預先進行梳理的話，則會達致

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亦是審計工作的關注重點。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為更好地達致“促進良治”的目的，我們

的關注點應該比傳統績效審計更高，從所需掌握的知識及技術上來

看，傳統的績效審計更偏向於日常執行上的管理機制，而“促進良

治”則會同時涉及戰略部署等方面更高層次的管理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說，對於上至策略/風險梳理等，下至管理模式/

機制等各層次的管理概念及知識，都應是執行相關審計人應具備的

專業能力。換句話說，若然審計對象是一間銀行，那麽它的主要業

務就是銀行相關的服務；但如果審計對象是一位領導，那麽管理就

是這位高階管理人員的主要業務。 

4.1.5 審計報告的書寫能力 

以上四點固然講述了執行審計方面的專業問題，然而對於最高

審計機關而言，爲了達成“促進良治”的目標，除了審計工作外，更

重要的是如何將審計結果與被審計單位、其上級單位以及其他持份

者的溝通，因此書寫審計報告亦是重要的專業能力。 

也許有人會認為，書寫審計報告是一種表達能力或文字運用等

文案方面的能力，不能算是審計人員的專業能力。可是，本文要提

出的思考是，如果大家編寫已具備公認審計準則、規範及指引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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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審計報告是一種專業能力的話，那麼編寫欠缺指引的審計報告難

度更高，如前面提到了“促進良治”的各類審計工作報告顯然要求將

更加高，所以肯定這也屬於執行相關審計之工作人員應具備的專業

能力。 

事實上，若審計報告的讀者只是被審計單位及具備相關專業知

識的監管部門或相關上級單位，這方面的要求固然是高，但也相對

簡單直接及容易書寫。但若對象亦包括沒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上級單

位、議員、媒體以及普羅大衆的話，報告的書寫要求就更高。 

這也是爲什麽 INTOSAI 在審計準則中明確指出“書面報告應

將審計結果傳達給各級政府，使結果不易產生誤解，使結果可供公

眾檢查，並促進後續行動以確定是否採取了糾正措施”2，以及其下

屬能力建設委員會在《如何增加審計報告的使用和影響》(How to 

increase the use and impact of audit reports)中提出爲了提升審計報告

的影響力，最高審計機關應“製作清晰易懂的審計報告…讓非相關

專業範疇的人員亦能夠理解審計報告的語言”3的基本原因。 

因此，從能夠良好地將審計結果呈現並使最高審計機關可以達

到“促進良治”相關工作成效的層面去看，書寫報告亦是當今審計人

員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之一。 

                                                      
2  INTOSAI ISSAI 3000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performance auditing based on INTOSAI’s 

Auditing Standard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 P.69.“Written reports should communicate the results of 

audits to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make the results less susceptible to misunderstanding, make the results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s, and facilitate follow-up to determine whether corrective actions have 

been taken.” 
3 Capacity Building Committee, How to increase the use and impact of audit reports ,Pg.13. “Produce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audit reports. Since legislators, journalis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re not 

auditors or specialists in the fields being audited, the layperson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audit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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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何提高管理及專業報告的書寫能力 

就提升審計人員在審計、會計、法例以及行業的相關知識等專業能

力方面的議題，内地、臺灣以及香港的最高審計機關都具有豐富的經驗

可以分享，而國外其他最高審計機關亦有很多相關論述與研究發表。 

對此，澳門審計署由於相關經驗較少，將不就上述議題進行詳細論

述，以下我們希望就澳門審計署審計人員在管理概念的觸覺以及書寫報

告能力方面所面對的困難作出分享，並供大家思考。 

4.2.1 管理方面的概念 

雖然傳統的審計、會計以及法例的相關專業能力，亦需審計人

員透過不斷實踐逐步釐清及優化，但其中大部分基礎知識，卻是可

以通過授課培訓的方式，有效獲取及掌握。但相對而言，管理概念

則難以單單透過授課培訓掌握，就好比一個可以在大學管理學科中

取得高分的學生，卻未必可以在工作中成爲一個稱職的管理人員一

樣。因此，管理能力是一個著重實踐的專業能力。 

正如第 4.1.3 點和第 4.1.4 點所述，管理問題一般都會涉及日常

營運及執行的一般層次，以及與“促進良治”相關的戰略部署/整體

規劃等的更高層次，我們以下亦希望從這兩個層面進行探討，以帶

出相關問題。 

傳統意義上的績效審計方面，主要關注面是日常的管理手段，

可以參考的常規管理機制的模式較多，又不會涉及較爲深入或抽象

的管理概念，故審計人員可以透過審計工作實踐的方式對被審計單

位進行了解，逐步認識相關的管理知識。此外，為更切實執行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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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審計人員的相關思考定位亦需要調整，不應單純從檢查是否

出現問題的角度出發，更重要的是透過換位思考，嘗試從管理層的

角度出發，考慮如何在平衡效率及效益的前提下，有效建立相關管

理及監督機制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之下，如審計人員還具有較强的

管理營運觸覺，則更容易找出管理上的真正問題，使審計工作事半

功倍。 

更進一步，說到如何達至“良治”，如何落實中央政府及上級單

位的政策，則不能局限於一般的日常管理行爲上，而更需要從整體

大局出發，除執行層面的管理工作外，更應切實做好調研、制定策

略，梳理風險以及做好整體規劃部署等事項。對此，需要強調的是，

其難度在於不能單憑被審計單位已完成調研、制定策略及風險管理

等程序，就判斷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做好，因爲在這種高層次的管理

範疇，好壞的關鍵是取決其實際内容，而不是形式。 

而事實上，這種更高層面的管理概念及能力，無疑更加難以透

過授課培訓甚或審計實踐的方式讓審計人員獲取，而或許只能透過

對大型案例的分析研究的相關模式（如由哈佛商學院始創的案例分

析模式）使審計人員逐步掌握。在執行此類面向高層次管理行爲的

審計工作時，審計人員不能從普通管理人員的角度出發，而是需要

從如企業總裁、市長甚或省長、部長等最高決策層的高度及視角做

出考量，看看有否及如何從宏觀層面作出對應佈局及做好相應工作，

正所謂高瞻遠矚。可見，這無疑對審計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之前提到的管理觸覺也從一般管理層面提升至對更高層次，如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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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局掌控佈局的層面上來。 

由於管理不是一個純粹的科學，也不是純粹的藝術，而是科學

與藝術甚或哲學的結合。當涉及的層次越高，其所具備相關藝術及

哲學的特質就更加顯著，而這些特質最難透過審計工作的相關培訓

或實踐獲取。 

説到這裡，或者有人會問，如果審計人員可以掌握這一方面的

管理能力，豈不是也可以做到企業總裁、市長甚或省長、部長？這

是否對審計人員的要求過高？但實際上，這確實是現代審計工作中

對相關審計人員的具體要求——這也是爲什麽在國外超大型機構

裏，存在任職營運審計或内部審計部門領導可成爲該機構最高決策

層成員的主要原因之一。 

4.2.2 審計報告書寫能力 

審計報告書寫表面上應屬對文字的掌握能力，理論上可以透過

授課培訓或實習掌握。然而，根據以往的經驗，發現相關問題的出

現主要不在於文字或措辭的掌握，而是對於事件的看法。當審計人

員能夠準確判斷有關事項，即使文筆欠奉，只要能將關鍵内容清楚

扼要，有組織的敍述出來，其中文字運用的問題反而可以透過後續

豐富及修飾加以改善；反之，即使文筆很好，但内容欠奉，則出現

會本末倒置的情況，無法讓審計報告達致應有的效應。我們可以看

出，與管理概念一樣，如何讓審計人員正確判斷及敍述相關事件的

内容，亦是很難透過培訓或實踐掌握的。 

根據以往經驗，傳統審計出身的人員習慣從執行層面出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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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從管理角度的思考——他們將注意力放在事物具體執行的細

節和程序上，例如做了什麽？沒有做什麽？如何執行？而較難從相

關發現的内容中昇華提煉出管理上的問題或本質所在；相反，有管

理經驗及觸覺的人員由於懂得從管理角度進行換位思考，比較容易

總結及看出當中的關鍵問題。對此，我們可以得出，這裡要求的主

要不是對文字運用的掌握和技巧，而更多的是對於事物本身的觸覺。 

4.2.3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針對管理及審計報告書寫兩方面的著重點並不

在於傳統的知識及技術層面而是在觸覺層面，這一部分主要涉及審

計人員自身的特質。因此，若然如果缺少相關特質的話，則較難僅

通過審計工作方面的常規培訓及實踐大幅提升這方面的專業能力。 

至於如何提高管理及審計報告書寫這兩方面的專業能力，澳門

審計署正嘗試在開展審計工作的初期，以資料搜集、可行性研究等

前期工作為基礎，預先構建審計報告的結構及各個審計重點，並將

所要帶出的重點概念、現象以及審計發現事項等，由上至下一層一

層組織好，而非在完成審計工作後，才從相對瑣碎繁多的具體審計

工作資料中，慢慢嘗試總結及向上昇華構建審計報告。這種作法不

但有助及早從管理問題及事件本質等較高的角度，去思考及掌握

（潛在）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更可以此為中心，管理好審計工作，

並確保在執行階段能夠釐清相關事實及取得相關審計證據，有助於

及早排除不相關的事項，減省不必要的審計工作，以免浪費審計資

源，同時也有助及早根據所掌握的具體事實，對審計的方向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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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作出更新或修正，以確保審計報告能準確反映實際情況。 

必須指出的是，以產品（審計報告）導向的審計工作管理，並

非新事物——在數十年前不少審計事務所在財務審計以外的工作

都已經有使用。然而，實踐成功的關鍵，並非是否採用這種形式，

而是在初始階段，是否能夠在綜合相關前期資訊及研究結果的情況

下，以一個較高的層面構建審計報告。 

爲此，在審計隊伍的構建方面，需要留意相關觸覺能力較好的

人員，注意培養及給予機會。另一方面，亦需注意將上述人員與傳

統知識及技術層面能力較強得人員進行配對及作出合理分工，互補

長短，透過團隊協作，促進及確保最高審計機關的工作可以達致應

有的成效。而在提升審計人員能力方面，我們建議一方面通過實踐

增加審計人員的工作及生活歷練，如參考内地審計人員派往地方掛

職的方式；另一方面則可以鼓勵審計人員擴大對各類資訊的接觸面，

認識及學習各專業範疇以的相關事項，如歷史、哲理、藝術、處世

等方面的學説甚或簡單如故事等，以啓發及強化審計人員從多個層

次及維度去看待事件的觸覺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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