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審計署開展計算機審計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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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介紹出澳門特別行政區審計署開展計算機審計

所面對的環境，在得到國家審計署的支持，以及澳門特區政府的高度

重視下，澳門審計署正式開展計算機審計的艱鉅任務。此外，本文也

會介紹澳門審計署開展計算機審計的方向及所面對的困難，並就第一

階段開展計算機審計所做的前期工作、現場審計實施系統的開發情

況，以及開展計算機審計試點的具體內容及所面對的困難作出介紹。

透過第一階段計算機審計的工作經驗，持續研究、開發、深化，展望

能逐步完善澳門審計署在計算機審計的工作。 

【關鍵字】國家審計署、澳門特別行政區審計署、計算機審計、

現場審計實施系統、審計軟件、年度帳目審計、中央帳目 
 

1. 澳門審計署開展計算機審計所面對的環境 

1.1 開展計算機審計的時機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不斷進步，世界各地企業、機構、政府部門等

的會計電算化及管理信息化亦不斷普及，造就不同的管理方式，增加

了管理自動化的程度，以及改變了錯弊的表現形式。但是，由於審計

的工作涉及大量的數據，以人手進行審計工作欠缺效益及效率，加上

任何使用計算機的操作都有可能進行修改、修訂、反操作，甚至反輸

入，以傳統人手查錯糾弊的審計手段在現今計算機化的大環境下，所

取得的效果已相對降低。因此，發展計算機審計是現時國際審計工作

上的一個大趨勢。 

澳門審計署是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於 1999 年底成立時的新部

門，審計對象主要為政府部門，至今已經過 11 年的發展，雖然各部

門的帳目仍未達到 100%電子化，但根據澳門特別行區政府 2009 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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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年度資訊設備統計報告，由 2001 年至 2009 年的 9 年間，使用各種

管理系統的部門數目顯注增加（見表 1、圖 1）。截至 2009 年底，澳

門特區政府非自治、行政自治、財政自治部門及項目組1中，已應用

與帳目審計相關聯的財務管理、人事管理及資產管理系統的政府部門

數目分別由 2001 年底的 40、37 及 0 個逐步增加至 79、67 及 57 個，

佔截至 2009 年底政府部門總數的 80.61%、68.37%及 58.16%。反映

澳門特區政府部門的內部管理運作計算機化正不斷普及。為此，澳門

審計署已著手發展計算機審計的工作。 

表 1：2001 年與 2009 年使用各種管理系統的政府部門數目比較2 
年度 

 
2001 2009 

增幅（%） 

財務管理系統 40 79 97.50% 
人事管理系統 37 67 81.08% 
資產管理系統 0 57 -- 
文件管理系統 26 69 165.38% 
項目管理系統 0 31 -- 
文件流程管理系統 13 15 15.38% 
工作流程系統 0 16 -- 

圖 1：2001 年與 2009 年使用各種管理系統的政府部門數目 2 

 
                                                       
1 截至 2009 年底，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非自治、行政自治、財政自治部門及項

目組共 98 個。 
2 資料來源：澳門特別行區政府資訊設備統計報告(2009 年下半年度)。 



 

另外，我們在去年已展開計算機審計的前期資料搜集及研究工

作，以及參考內地及香港同業的相關經驗，我們計劃加強人員的專業

培訓及開發審計專用軟件，並藉著拜訪國家審計署的機會，向國家審

計署提出給予我們在有關方面的協助，國家審計署亦表示會大力支持

我們發展計算機審計。因此，透過國家審計署多年來發展計算機審計

的豐富經驗，以及在相關範疇的專業技術，對於我們開發審計軟件及

人員培訓方面，均提供全力的協助，是我們開展計算機審計重大而強

力的後盾。 

1.2 澳門審計署開展計算機審計的方向 

在兩岸四地當中，相比起內地、台灣及香港，澳門審計署在計算

機審計方面的發展相對較遲，但現時在得到國家審計署的大力支持，

以及澳門特區政府的高度重視下，發展計算機審計是我們今後工作的

重大方向。 

在第 5/2007 號審計長批示生效後，各個部門所提交的電子化帳目

資料一般以 Excel 格式為主，過往我們在審計過程中透過計算機執行

的工作相對較少，僅包括數據加總計算、年度比較分析、抽樣等，另

外，亦會透過人手審查電子數據，找出異常交易項目。 

1.2.1 開展計算機審計需面對的困難 

對於澳門審計署來說，計算機審計是一項嶄新的工作，具一定的

挑戰性。以過往所採用的局部計算機化的審計技術，我們尚處於計算

機審計的起步階段，同時需面對以下困難： 

(i) 審計人員缺乏計算機審計的相關專業知識。如電子數據的採

集、清洗、轉換及查詢等技術。 

(ii) 存在需要審計對象作出配合的客觀因素。一是，部份部門管

理的計算機化程度仍然不高，甚至個別部門仍使用手帳，其

工作人員亦缺乏使用計算機的技術，故需部門對其管理觀念

作出改變，推動各個部門的管理運作電子化；二是，現時部

門所提供的電子帳目資料格式不一致，在統一處理數據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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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困難，故需要求各個部門提供相應格式的電子化數

據資料。 

(iii) 欠缺有關計算機審計工作的專用軟件。需要重新開發有關軟

件，希望能透過計算機執行過往以人手處理的工作，如帳目

數據匯總、核算、核對等。 

1.2.2 第一階段計算機審計的發展方向 

澳門審計署要發展計算機審計仍有一段很的路要走，以我們正處

於起步點的情況下，首要任務是打好根基，無論硬件及軟件配套，以

至人員的專業技術及知識方面，仍需進一步提高。因此，經過我們的

前期研究及分析後，第一階段先開展計算機輔助審計，透過計算機技

術取代人手執行審計工作，以提高審計工作的效率及準確性。為開展

第一階段的計算機輔助審計，我們正在進行以下工作： 

(i) 鑑於現場實施審計系統（下稱“AO系統”）3切合我們實務上的

要求，雖然內地的會計系統及審計作業與澳門有所不同，但

經過專門的開發後應可符合澳門實際審計工作的需求。因

此，我們已請求國家審計署協助開發澳門版AO系統。 

(ii) 在審計程序及方法不變的前提下，為年度帳目審計上以試點

方式進行計算機輔助審計。 

(iii) 加強人員有關計算機審計的專業培訓。 

(iv) 更新審計人員現有的硬件設備，以應付計算機審計的需要。 

(v) 推動政府部門的管理運作電子化及會計帳目的標準化，並著

手研究各部門使用統一會計系統的可能性。 

2. 澳門審計署開展計算機審計工作的情況 

本部份主要介紹澳門審計署開展計算機審計的前期準備工作、主

要審計軟件（AO 系統）的開發情況，以及第一階段透過計算機審計

進行的試點內容。 
                                                       
3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是國家審計署金審工程所開發的專業審計系統。 



 

2.1 前期工作 

計算機審計是澳門特區政府高度重視的工作，是今後我們的發展

方向之一。為著能順利地開展計算機審計，我們做了以下的前期準備

工作：  

2.1.1 學習同業的經驗 

澳門審計署得到國家審計署的多方面的支持，由國家審計署計算

機技術中心協助澳門審計署人員培訓的同時，進行有關計算機審計的

經驗分享。另外，澳門審計署亦派出代表團考察了廣東省審計廳就計

算機審計工作方面的情況，以及聽取香港審計署在有關方面的經驗。

從而吸收同業在發展計算機審計工作的經驗。 

2.1.2 加強人員的專業培訓 

在得到國家審計署的大力支持下，澳門審計署於 2010 年 9 月邀

請國家審計署計算機技術中心主任等人來澳，為澳門審計署人員舉辦

AO 系統課程，內容包括介紹中國審計信息化和 AO 系統的功能及應

用。另外，澳門審計署於 2010 年 10 月至 12 月，派 2 名同事到北京

參加為期兩個半月的第 29 期計算機審計中級培訓班，培養出發展計

算機審計的骨幹人員。 

2.1.3 加強計算機審計的發展策略研究 

發展計算機審計對於澳門審計署是一項具挑戰性的新工作，具體

執行細節仍需作進一步研究。因此，澳門審計署於 2010 年下半年成

立了計算機審計發展策略工作小組，由審計長辦公室及審計局的領

導、顧問、主管及工作人員組成，當中包括電腦技術及審計範疇人員，

小組會針對澳門審計署計算機審計的發展方向、怎樣發展、從哪裡開

始等問題，作深入的探討，以及推動財政局及行政暨公職局開展澳門

特區政府財務管理系統一體化的基礎調研。是澳門審計署發展計算機

審計的主要策略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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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澳門版 AO 系統的開發情況 

澳門版 AO 系統的開發，是國家審計署協助澳門審計署發展計算

機審計的重要工作項目。現時 AO 系統是內地審計部門的主要審計軟

件之一，並切合我們實務工作上的需要。自去年 9 月國家審計署計算

機技術中心向澳門審計署的人員進行 AO 系統的培訓後，我們經過對

AO 系統的調查研究及分析後，希望能夠擁有開展計算機審計工作的

系統軟件，但礙於澳門特區政府的帳目是採用現金收付的單式會計，

與內地的複式會計不同，故當時的 AO 系統未能適合澳門審計署使

用。為此，我們與國家審計署溝通有關協助開發 AO 系統的需要，並

獲得國家審計署的大力支持，專門為我們開發澳門版的 AO 系統，以

適合澳門政府的會計制度使用。 

我們經過研究分析審計的實際工作後，訂定了澳門版 AO 系統的

用家要求，並於 2010 年 11 月在我們與國家審計署計算機技術中心商

討後，正式啟動澳門版 AO 系統的開發。而第一階段的功能主要集中

在公庫帳目的帳表生成、帳套審查、數據分析及工作底稿的編製上。

開發期間雙方主要透過電郵及電話，就需要進一步了解的問題進行溝

通，以及提供政府帳目的示範數據及數據結構。截至 2011 年 4 月，

有關開發工作仍在進行，而系統內部份項目已完成開發，可進入測試

階段。 

2.2.1 首階段澳門版 AO 系統的主要功能 

澳門版 AO 系統是在內地 AO 系統平台的基礎上，根據現金收付

的會計制度、澳門審計工作的實際應用流程、步驟、方法而開發的。

除了完善的系統管理及項目管理的功能外，有關系統的主要功能包

括： 

(i) 數據採集及轉換 

數據採集及轉換功能將被審計單位提供的公庫帳目數據採集到

系統中，包括收入、開支、出納活動、預算、結餘調節數據、經濟分

類、出納活動分類等，然後系統將上述數據按照經濟分類、組織結構

及出納活動帳目分別匯總，編製用作審查的基礎數據和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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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帳套審查 

帳套審查功能包括管理帳審查、分類匯總帳審查、明細帳審查、

預算執行審查、多年開支比較、報表審查等。 

(iii) 數據分析 

數據分析功能是由審計人員通過編寫 SQL 語句，對系統已採集的

數據表進行查詢，並能保存為審查資料或生成 Excel 工作表等。 

(iv) 審計文書 

審計文書功能主要包括編製底稿、匯總審計結論、編製審計簡報

和法規庫的維護等。審計人員可根據相應要素進行底稿的填寫，以及

根據審查問題從法規庫中引入相關法規條款，並能將審計結論數據根

據重點審計事項進行分類匯總，並生成審計簡報初稿。 

透過首階段澳門版 AO 系統的主要功能，審計人員可通過有關系

統實現對數據的審查、訪問、分析，並編製審計工作底稿及簡報，減

省過往人手核算、核對、輸入等效率相對較低的工作，並能藉計算機

準確的自動化計算來提高工作的質量。 

2.2.2 開發 AO 系統期間所面對的困難 

在開發澳門版 AO 系統期間，我們一直與國家審計署計算機技術

中心保持溝通，共同解決開發期間所發現的問題，以及釐清我們對於

系統功能的需求，避免影響系統完成品的效用。 

另一方面，系統原計劃是以審計對象電腦系統的原始數據資料

（如 DB2 檔案），進行數據採集及轉換。但是，審計對象僅提供經轉

換的相關數據 Excel 格式檔案。為此，我們已就取得原始數據的問題

上仍與審計對象進行溝通當中，現時系統的開發暫以 Excel 檔案的數

據進行，有關系統內數據審查的框架已基本完成，後期需根據原始業

務數據資料進行細節上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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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開展計算機審計的試點工作 

由於澳門版 AO 系統仍處開發階段，對於現階段開展計算機審計

的試點工作，暫不考慮 AO 系統的情況。我們基於已就年度帳目審計

設立了一套審計程序及方法，引入計算機技術輔助可提高審計工作效

率，亦可結合計算機審計來適當調整審計程序及方法，達致提高審計

效益。因此，我們現階段以年度帳目審計為開展計算機審計的試點。 

另外，由於政府中央帳目4的會計系統相對成熟，現時已被超過

40 個一般部門及行政自治部門所使用，並可提供電子化的帳目資料，

加上中央帳目所涉及的人手核算、核對工作繁重，故我們亦會專門為

政府中央帳目的審計設定計算機審計的工作試點。 

2.3.1 計算機審計試點的介紹 

過往我們執行審計工作時，主要使用 Excel 作為計算機輔助工

具，對於一些沒有電子檔案的數據，甚至需要以逐一把重新數據輸入

Excel 後再進行處理。因此，我們主要針對需透過人手處理且工作量

較大、涉及層面較廣的帳目審計工作上，經過我們的審計及資訊技術

單位的協調溝通，並作出可行性分析後，在審計程序及方法不變的前

提下，設定了 6 個計算機審計試點，並計劃於年度帳審計中執行有關

試點工作，內容如下： 

(i) 收入及開支的比較分析表之編製（試點 1） 

把各部門提供的管理帳目數據複製到樣本表格內，再匯入我們專

門開發的審計輔助工具軟件（見圖 2），由軟件根據預設的重要性的

金額及顯注變動水平自動匯出比較分析表。 

 

 

 

 
                                                       
4 中央帳目範圍包括非自治部門、行政自治部門、項目組及特別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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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審計輔助工具軟件(試點 1)的操作界面 

 

(ii) 試點 2 至試點 5 

 年終未入帳之支票在年度開支補充期5內兌現之審查 

 中央帳目收入的合理性測試及透過直接核實金額測試的

項目之計算 

 中央帳開支按組織分類及經濟分類之最初預算、預算修

改、最終預算、已結算及已支付的開支金額之核算 

 憑單印花稅的徵收金額之審查 

把各部門提供的未入帳未票表數據、各部門的銀行往來帳戶的電

子交易數據、中央帳目收入徵收表及開支支付表、開支演算表6等相

關數據，匯入我們專門開發的審計輔助工具軟件（見圖 3），自動就

上述試點項目進行審查及核算工作。 

                                                       
5 年度開支補充期為翌年 1月 1日至 1月 31 日。 
6 屬政府總帳目附錄內記錄有關年度開支的最初預算、預算調整、最終預算、已

結算、已支付金額。 



 

圖 3：審計輔助工具軟件(試點 2 至 5)的操作界面 

 

(iii) 確保綜合收支表「工作底稿」披露的收入及開支金額與中央

帳目及各部門的管理帳目相符，且確保「工作底稿」之綜合

項目正確（試點 6） 

把各部門的管理帳目、中央帳目收入徵收表及開支支付表、綜合

收支表工作底稿電子資料，透過編寫 SQL 語句，核對中央帳目及各

部門的收入開支項目及金額與綜合收支表工作底稿相符。 

2.3.2 各試點在推行期間所面對的困難 

在確定各試點的內容後，我們需要進行前期準備工作，並計劃於

進行 2010 年度帳目審計時正式推行。準備期間我們需要解決下列的

困難： 

(i) 開發專門的審計輔助工具軟件 

由於執行計算機審計需具一定的計算機專業知識，審計人員未必

具有相關技術執行，需要開發易於使用的審計輔助工具軟件供審計人

員使用，故第一階段的 6 個計算機審計試點中，有 5 個是透過審計輔

助工具軟件執行。為此，我們審計局及資訊處通力合作，由審計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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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需求，資訊處負責編製程式，並透過審計人員用往年的帳目數據進

行軟件的測試工作，務求結合審計及計算機方面的專業技術，完善有

關審計輔助工具軟件的開發。 

(ii) 更新要求審計對象提供的資料需求 

由於各部門提供的帳目資料格式不一，部份資料甚至沒有提供電

子檔案。為著有效推行各個試點，以及提高執行的效率，我們需要就

審計對象提供的資料作出更新，包括規範涉及試點工作的帳目資料的

內容及格式、以電子格式提供相關帳目數據等。為此，我們已向各部

門發出公函，要求各部門按我們更新的需求整理，並把編寫相關帳目

表格的樣本範例放在我們的互聯網頁內，供各部門下載，並同時設定

聯絡人，專門解答各部門就整理帳目資料方面的疑問，減低各部門所

提供的帳目資料未能符合我們開展計算機審計的風險。 

(iii) 向兩間公庫銀行索取各部門的銀行電子交易數據 

為著有效執行計算機審計試點 2，需要取得各部門在兩間公庫銀

行的電子交易數據。由於銀行對於取得其客戶資料顯得十分謹慎，要

求我們必須先提供獲各部門有權限人仕簽署的授權書，方可取得有關

數據。另一方面，由於兩間銀行的電腦系統不同，其電子交易數據格

式不一，需就數據的格式作出統一。為此，我們透過公函向各部門取

得有關銀行授權書，並與兩間公庫銀行溝通，要求以我們預設的格式

提供各部門的電子交易數據，以便匯入審計程式進行有關審查工作。 

綜上所述，由於 6 個計算機審計試點屬高度倚賴人手輸入、以

Excel 逐項計算，以及由人手對各項目逐一核對的工作，需要一定的

人力及時間來完成，工作效率偏低。在可以使用計算機技術輔助下，

能提高資料輸入、核算核對工作的準確性，以及提升工作效率。現時

我們已完成了有關審計軟件的開發及測試，待取得本年度的帳目及相

關電子資料後，正式展開我們計算機審計試點的實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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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門審計署推行計算機審計的工作展望 

現時澳門審計署在發展計算機審計方面才剛剛起步，今年是我們

首次正式在實務工作上開展計算機審計，相關工作仍需繼續開發、研

究、深化，透過發展澳門版 AO 系統，以及在實際審計工作上推行試

點，不斷累積計算機審計的實務工作經驗，期望能逐步以計算機審計

技術取代過往人手查錯糾弊的審計方法。為此，我們會繼續完善開展

計算機審計的各項配套，以及總結過去經驗，發掘更多以計算機審計

執行的領域，以持續我們發展計算機審計的步伐。具體工作內容包括： 

3.1  繼續澳門版 AO 系統的開發及測試工作，期望能於 2011 年度帳

目審計中試行應用 AO 系統執行計算機審計。另外，我們會總結

本年度首次推行的 6 個計算機審計試點的結果、工作成效，改善

不足之處，並研究把有關試點工作納入透過澳門版 AO 系統執行

的工作，以及研究進一步開展計算機審計的工作範圍。 

3.2  研究澳門版 AO 系統的應用範圍，包括從首階段的公庫帳目審計

擴展到整個特區政府各部門的帳目審計、專項審計及衡工量值式

審計工作上，以及運用 AO 系統發掘衡工量值式審計的潛在題

材。  

3.3  為配合我們日後逐步發展的計算機審計工作，我們會加強對人

員進行有關計算機審計範疇的培訓工作，包括內部培訓、外部專

業機構舉辦的進階培訓，以至參與國家審計署舉辦的專業培訓。 

 

【參考文獻】 

 澳門特別行區政府資訊設備統計報告(2009 年下半年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