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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國軍的組織文化與政府機關有所不同，均以階級與職務服從為主，故國

軍主計人員在執行內部審核時，發現管理階層涉及的財務貪瀆行為時，

能否善盡內部審核職權，避免國防預算遭致不當運用，甚為重要。本研

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及層級程序分析法建構影響主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之

評選指標及相對權重，作為國防部主管機關對於政策擬定與主計人員作

業的參考。本研究之結論如下： 一、根據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之結果，

內部審核專家評選之影響因素共分為三大因素及十二項指標，其中制度

層面有三項，人格特質有五項，外在環境有四項。 二、全體受測專家一

致認同本研究三要項中，以「制度層面」最重要，權重達 0.538；其次



為「外在環境」，權重達 0.264；「人格特質」則居第三，權重達

0.199。 三、本研究三要項衍生之 12 項評估細項相對權重中，以「主計

人事管」0.32 最重要、其次為「主計組織機構」0.156、第三則為「內控

及內稽機制」0.103。 經由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可從以下幾方面著

手：修訂人事管理職權、強化品德教育、改變舊有審核思、維給予適當

補助、建立外部稽核機制。 

摘要

(英)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s different to Government Agency. They 

demand obedience from rank and function. While military comptroller execute 

internal audit, he found the Administration relate to financial corruption. It’s 

most important that comptroller can do the internal audit utmost to avoid military 

budgets to be used inappropriate. This thesis builds the structure of the key index 

and relative importance effect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litary on 

Comptroller execute internal audit based on the in-depth interviewing and AHP 

method. And some suggestions will provid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Comptroller Bureau for policy making and oper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as follows: 1.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s Interview, the 

effect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litary on Comptroller execute internal audit 

consisted of 3 factors and 12 criteria. The 12 criteria included 3 items about the 

Comptroller-system, 5 items abou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4 items about the 

Outside-environment. 2.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of this study, all expert 

examinees prove that the weight of “comptroller-system” with highest at 

0.538; “outside-environment ” at 0.264;“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t 0.199. 

3. In this study, find result that the relative weight of twelve criteria from three 

factors, “comptroller personnel management” at 0.320, “comptroller 

organization” at 0.156, “internal control and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at 0.103. 

Via the result of study , propose being can be set abou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this research: Revise personnel management authority, Strengthen the moral 

education, Change the existing audit thinking, Providing appropriate allowance 

and set up external aud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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