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alogue
關 鍵 人 物

臺
灣
期
貨
雙
月
刊

18

文／鍾丹丹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行政營運長)

數
據與資料分析，是指透過建立審計分析模型

對數據進行核對、檢查、重新驗算、判斷等

作業，對存放於資訊系統中數據之現實狀態與理

想狀態進行比較，從而發現審計線索，搜集審計

證據的過程。此外亦可將隱沒在一堆看來雜亂無

章的數據資料將有用的信息集中、萃取和提煉出

來，以找出其內在規律。在實務應用上，數據與

資料分析亦可協助企業管理階層作出判斷，以便

採取適當行動。

資料分析應用三大階段

從資料分析於審計工作之演進，基本上分

為數位自動化(Digital Automation)、預測性的

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及認知科技(Cognitive 

Technology)等三大階段。

數位自動化

此階段主要係以數位自動化方式整理相關資

料，提供現時資訊分析與解讀，如現在市場、業務

及相關財務報表分析，意即對歷史資訊的分析。

預測性的分析

現階段可以將上階段透過以數位自動化方式，

將相關資訊彙整後，可協助企業管理階層作出判

斷，以便採取適當的行動，亦即透過資料分析可以

協助對未來決策的擬定。

認知科技

未來趨勢為透過認知科技將人思考及判斷邏輯

設定於應用軟體中，何謂認知科技，去年曾經有國

際棋士與電腦對弈，結果電腦打敗人腦，這就是認

知科技的應用，已非01，而是將人思考及判斷邏輯

設定於應用軟體，故未來有可能，當客戶開戶時，

給予其額度時，非僅就其提供相關財力證明來判

斷，而是電腦可依其對外可連接資訊，包括開戶人

的其他資訊，如消費習慣等，以及未來經濟環境預

測，乃至於未來期貨市場交易量等，綜合資訊判斷

後，給予適當的額度。

內稽內控應用四面向

以目前數據與資料分析於期貨商內稽內控之相

關應用，可以分為業務面、內控面、系統面及財務

報表面等4個面向進行。

業務面

一、分析期貨收入來源

可就國內外期貨收入分析其相關費用之攸關

性，如此可確認收入及費用之完整性，也可以加強

分析其市場之走向及業務發展方向。

二、分析個別交易手續費收入金額

因為期貨手續費並無標準費率，每個客戶都

有可能有自己適用的費率表，所以透過個別交易

數據與資料分析
於期貨商內稽內控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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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篩選出是否有過高、過低或異常之情形。

三、公司員工交易分析

員工之交易檢查有無違反公司之規定，可就公

司端已有之現成相關報表及檢查機制，若透過統計

資料分析，可以追查至更細的項目，如交易員自身

是否操作與其客戶相同之標的，或反向之操作，交

易之時序等。

內控面

一、業務員經手交易分析

篩選業績高或業績突然遽增業務員之交易，分

析交易來源客戶，下單方式等資訊，驗證其是否有

代客戶保管印鑑及下單等情事，亦可查驗是否有冒

用客戶帳戶下單等徵兆，以評估是否有需採取進一

步查核。

二、系統內客戶連絡資訊檢查

比對是否有客戶連絡資訊，如連絡地址、電

話、email等與公司員工相同或相近，不同客戶連絡

資訊相同或相近時，應先排除親屬之情形，檢查其所

屬業務員及交易內容是否有異常，通常作此類交易之

確認，必須先阻斷公司對客戶之各種通知訊息。

系統面

一、就防呆、防錯及限額等安全機制

就歷史發生、公司曾經發生或近期業界發生錯

帳交易之情形，比對現有系統設計是否能防止或有

效降低錯誤發生率，或有其他補償性控制，可降低

錯帳風險。

二、自動交易功能

在自動交易功能中，如自動區間操作，自動停

損等，其處理邏輯設計之確認，是否會有意外狀況

時，其會自動觸發錯誤交易，而違反當初預期的目

的，所以可以清查所有可用之自動交易功能，不限

已掛在線上運作的，確認自動交易功能是否經嚴謹

測試，由業務人員參與，模擬各種極端狀況下皆

能作出正確反應。

三、法遵規定

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範，如禁止開戶規定，公

司員工開戶規定等，在系統限制中，是否會有人為

疏失或蓄意即有可能會違反相關規定，就此應可透

過系統限制部分，是否已於系統設計已經有完善的

設計，並有效運作。若無，則是否依賴其他人工之

控制機制並有效運作。

四、一般業務設定調整

是否會有客戶各類交易適用手續費費率，或

各種臨時放寬限制之功能，有不當授權未經適當授

權，即予以更動，故應透過系統去確認相當授權是

否適用運作，可以透過虛擬的交易測試其運作。

財務報表面

一、經紀手續費收入

可與相關交易所資料勾稽確認相關交易存在

性。另者因為期貨手續費並非標準費率，故應可

從分析個別交易手續費金額，可以用商品別、客

群、月份等資料分析是否有過高或過低之情形。

二、自營部位價值及損益驗算

亦可透過系統連結外部資訊，驗算其目前留

存部位價值及相關之損益。

以上僅就四大面向，就期貨商內控及內稽於

數據與資料分析之應用舉例說明，當然各期貨商可

就自己內部系統運作思考其應用範圍，並不限於以

上所舉之例子。

資訊環境管控四面向

最近又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即為流程機器人

(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2020年東京

奧運，各式各樣的機器接待員也已經開始曝光，

42.indd   19 2017/12/12   下午 09:49:44



Dialogue
關 鍵 人 物

臺
灣
期
貨
雙
月
刊

20

目前在日本已經有許多接待櫃台都已經由機器人取

代原來的接待秘書，而這些機器人，並非只是一般

制式的接待與問答。筆者曾經在日本開會時，親身

體驗過，機器人除了接待、宣讀當日開會之內容，

甚至可以和它聊天，在聊天的過程中，完全感受不

到你是與機器人聊天，而目前已逐步發展到用機器

人來協助平常作業上許多制式的工作流程。例如：

會計部在審閱相關的費用文據及相關核准流程的確

認，如核決權限等，是否符合相關內部控制規範，

以及與客戶簽署的合約是否符合公司的規範，機器

人都可以協助審閱其基本條款，若有例外時，會由

人工作二次審閱，如此可以大幅減少相關作業的時

間並節省人力，當我們開始大量使用自動化的作業

時，對資訊環境的管控需求將大幅增加，以下分存

取控制、變更管理、系統開發及運作管理等四大面

向進行分析。

存取控制

一、  就應用層而言，對使用者帳號之管理，對新進

人員之帳號授權是否符合其工作層級、對離職

員工是否立即刪除其帳號，若為業務所需，必

須繼續使用一段期間時，是否區隔在一獨立空

間並予以監管；就權限而言，是否確認其工作

職位與內容，就電腦權限，授予適當的權限，

另者對密碼之安全性控管，是否定期修改及保

密措施是否確實落實。

二、  就系統層，如系統程式、參數及資料庫之存

取權限及限制，是否都有相關之管理辦法及

落實執行，相關之稽核是否亦由相關專業人

員執行。

三、  網路安全機制，包含網路架構配置，各個安全

機制及規則之訂定，網路安全相關軟體配置之

妥適性，若有變更，其相關之管理是否有效管

理其變更之必要及有效性。

變更管理

程式修改與新增功能應特別注意風險，以下

5點為須留意的地方。

一、  透過新增功能，變更系統邏輯或重要參數

時，其可以直接影響之後所有交易，造成交

易資料錯誤，所以在執行相關稽核工作時，

必須特別注意其新增或變更功能，是否有正

式依據與授權以及相關之妥適性。

二、  是否有造成取消或繞過即會產生控制機制的

後門，可能會產生控制的漏洞，所以若有任

何新增與變更功能，可能會影響既有控制設

計時，是否會有風控、稽核等單位參與意

見，意即是否有機制在受理變更及進行設計

時，便可判斷有影響資料處理邏輯、內控機

制，還是只是單純功能改善優化，因為一般

出問題都是肇因於其後有意識到相關變更會

影響控制，在新增與變更功能後，是否實質

造成控制設計的變動？是否會增加風險，則

風控與內稽在實地抽樣審查相關的意見都應

納入。

三、  測試交易未於隔離區域執行或於非交易日

執行之測試交易未清除，可能會造成流入

正式交易而產生錯帳，所以是否設立相關

測試作業規則、執行與記錄，是否有謹慎

考量防止誤入或交易之問題，例如是否為

利用非交易日於正式區域進行模擬測試，

並復原環境參數及清除測試資料，均應列

入正式檢查項目。

四、  交易功能設計是否有設計限額、防錯機制或

相關機制設計程式可自行關閉或防堵任何繞

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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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時實務上會因便宜行事，而未執行標準

程序即進行修改，造成錯誤，通常源於程

式上線權限，未能獨立控管並授予程式開

發人員可自行上架，所以必須執行最終執

行程式上線與進館的權限，是否確實由程

式開發人員以外的人員控管，並且必須自

系統異動軌跡，抽樣逆查其是否均有對應

之正式異動授權。

系統開發

就系統開發而言，對每家公司都是件大事，

必須透過完善計劃及效益分析，相關執行方式與

流程，事前評估工作、進行中的校對、工作完成

驗收與使用者流程的確認，必須透過完整的專業

管理控制方能達到相關效益，並作好相關風險的

控管。

運作管理

一、  環境控制，機房必須設定門禁才能確保所有

運作確實執行，當然環境中相關空調、不斷

電系統等及消防設備是否正常運作，都是保

持其資訊環境作業運作之基本要件。

二、  意外與災害應變機制，鑒於所有資料都保存

於電腦中，因此相關資料備份、系統備援以

及應變措施相關作業都是非常的重要，任何

突發事件發生是否都能予以處理，排除相關

狀況以維護資訊安全，當然模擬演練，更是

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模擬演練，當事件發

生時，方能從容不迫的應變。

三、  系統運作監控，批次作業管理以及異常處

理，更是每日必須執行的工作，主要係維持

資訊作業之順暢。

四、  網路安全及異常處理，目前駭客盛行，網路

安全相對非常重要，如此方能確保所有網路

交易的安全性以及作業正確性，並確保公司

所有資產的安全。

展望

人工智慧以及流程機器人議題非常夯，前者也

就是我前面所提的認知科技，後者是作業流程自動

化，屆時所有的運作會更加透明及自動化，精準度

與風險管理的力度也相對的提高，許多運作的效率

也會大幅提升，期貨市

場交易的多樣化，期貨

商扮演的角色，可能會

有不同的面貌，當然面

臨的挑戰將會與現在截

然不同，所以在此，建

議我們都必須關注這些

脈動，動態調整所有的

管理，方能享受迎接人

工智慧與流程機器人時

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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