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
這份文件列出支聯會稽核委員會的目的、組

織、職責和責任。

注意：在本文件中，提到支聯會會長、支聯會稽核

員與支聯會文書時，亦指區會和傳道部中的相同職

位。名稱如支聯會稽核委員會亦指區會和傳道部稽

核委員會。名稱如文書是指文書和受指派協助財務

保存紀錄的助理文書。名稱如單位領袖指的是主教、

分會會長、支聯會會長或區會會長。支聯會一詞亦指

區會。支會一詞亦指分會。

1.目的
支聯會會長要確定本教會一切款項都依照教

會財務指示，適當處理並入帳（見總指導手

冊：在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裡服務，34.6，	
ChurchofJesusChrist.org）。他也必須確保單位領
袖和文書學習他們在財務方面的責任，並遵守教會的

財務政策與程序（見總指導手冊，34.2.1）。他要成
立支聯會稽核委員會，協助他履行這些責任。支聯會

稽核委員會找出、評估、處理支聯會的財務風險——

特別是不當使用教會款項的風險。支聯會稽核委員會

確保單位領袖和文書遵循教會的財務政策與程序。

總會會長團成立區域稽核委員會，以保護神聖的

款項、確保款項獲得妥善運用，以及鞏固聖職領

袖和文書。支聯會稽核委員會在完成這些相同的

目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要學會

其職責並加以履行，以議會的形式運作。

羅素·培勒會長談到教會中委員會和議會的重要

性時，說：「神，那位組織專家，透過啟示，創

造了一套委員會和議會體制。如果充分明瞭並適

當推行的話，這體制能減輕每個領袖的負擔，藉著

他人的合作，可以擴展服務的範圍和效果」（「和

議會商量」，1994年7月，聖徒之聲，第25頁）。

為了讓支聯會稽核委員會真正發揮效用，其成員

必須合作。委員會主席或委員會成員不應試著獨

自完成所有的工作。相較於團結的支聯會稽核委

員會，獨自作業會減損一同商議與合作時，所能

得到的益處、能力和祝福。

2.組織
支聯會會長要組織一個支聯會稽核委員會，委員

會主席由他的一位諮理擔任，另外兩位委員則由

支聯會中已懂得財務、或可接受財務訓練的教會

成員擔任。這些弟兄和姊妹應持有有效的聖殿推

薦書。擔任委員會主席者，通常不應該開立支票

或簽署付款核准單，也不應涉入支聯會財務紀錄

的保存。委員會成員不應該兼任支聯會稽核員，

也不應該執行支聯會或支會的財務紀錄保存工作。

（見總指導手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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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責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有四個主要職責：

1. 管理財務稽核的程序。

2. 訓練支聯會稽核員。

3. 督導支聯會其他的財務訓練。

4. 一同商議，以便找出、評估並處理支聯會中的
財務風險。

3.1管理財務稽核的程序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管理財務稽核的程序，要做到：

1. 幫助支聯會稽核員作好準備，進行全面、切實與
及時的稽核。支聯會稽核員接受定期的訓練，

確保他們了解教會財務政策和程序、每個稽核

問題的用意，以及如何處理他們在稽核各個單

位時所找到的風險。（見本文件後段的「3.2
訓練支聯會稽核員」）。

2. 督導稽核的執行品質。支聯會稽核委員會要審
閱每項完成的稽核，檢查是否完整、準確，以

及是否有妥善處理所有的財務風險。必要時，

委員會應要求更正稽核結果。

3. 督導更正行動的品質。支聯會稽核委員會審查
每項更正行動，並評估其是否有效解決稽核的

例外情形，包括其是否有效消除例外情形的根

本原因。必要時，委員會要與支會和支聯會領

袖合作，修正更正行動。

每年有兩次稽核週期。年末稽核可以從1月15日開
始，且應於3月15日前提交，稽核範圍是前一年度
7月1日至12月31日的交易。年中稽核可以從7月
15日開始，且應於9月15日前提交，稽核範圍是
當年度1月1日至6月30日的交易。

進行稽核時，會上網使用當地單位財務稽核系統

（LUFAS），或使用從LUFAS列印出來的書面表
格。

為了善盡委員會的職責，一般而言，每個稽核週

期要召開三次支聯會稽核委員會會議，每位委員

會成員也有一些各自的工作。如果旅行不便或旅

費昂貴，區域和當地領袖可選擇進行一次或多次

這類的視訊會議或電話會議。在電話、網路或其

他通訊資源不足的地區，可能需要使用其他的方

式進行會議。應該要在所有的支聯會稽核委員會

會議中，強調保密一事。

第一次會議——稽核計劃

為準備讓全面的稽核結果都能準時提交，支聯會

稽核委員會最晚要在稽核開始前（在1月15日、7
月15日之前）一兩週，舉行稽核計劃會議。本會
議的出席人員包括支聯會稽核委員會、支聯會稽

核員、支聯會文書，以及被指派負責財務的支聯

會助理文書。

本會議的議程項目可能包括下列行動：

•	將任務指派給稽核員。

•	訓練稽核員。

•	複習稽核問題及其相關指示。為了有效複習

稽核問題，請使用LUFAS中的「稽核練習」
工具。

•	複習LUFAS的版本資訊，查看是否有變更或更
新。

•	複習先前的稽核結果，以評估當前的稽核結

果中，可能需要多加注意的所有風險或弱點。

•	複習重複出現的稽核例外情形，並討論在本次

稽核期中可能需要哪些其它的抽查，以確保先

前的更正行動發揮效用。

•	評估未曾出現稽核例外情形的單位。如果稽核

做得夠徹底，一個單位不太可能長期沒有例外

情形。

•	告知稽核員領導人方面的異動，例如主教團有

新的諮理或新的文書。領導人方面的異動，可

能會促使稽核員更徹底檢查某些交易紀錄。

•	討論支聯會的政策或先前支聯會稽核委員會的

決定中，可能會影響稽核員執行檢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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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稽核審查

稽核結果已由單位領袖簽名後，但支聯會稽核委員

會主席還未簽名時，支聯會稽核委員會需舉行稽核

審查會議。針對年末稽核，本會議應辦在3月初；
針對年中稽核，本會議應辦在9月初。若2月底完
成年末稽核，8月底完成年中稽核，則支聯會稽核
委員會就會有15天的時間審閱稽核結果。

稽核審查會議的出席人員包括支聯會稽核委員會、

支聯會稽核員、支聯會文書和被指派負責財務的支

聯會助理文書。本會議的目的是要審閱稽核結果，

以及一同商議所有的稽核例外情形。支聯會稽核委

員會將判定各項更正行動是否有效，必要的話，

針對更正行動建議必要的改進措施。如果更正行

動並不充分，或無法更正問題的根本原因，稽核

委員會主席或一位受指派的委員會成員，就應該

要求單位領袖修改之。找出風險並加以處理，是

該委員會的一項重要職責。

審閱稽核例外情形及更正行動的時候，支聯會稽

核委員會的成員會一同商議，判定需要什麼樣的

財務訓練，有誰會因額外的訓練而受益，以及提

供訓練的最佳人選。

如果所有稽核都可以用LUFAS中的稽核審閱工具來
有效地進行審閱，就未必需要召開此會議。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主席在稽核報告上簽名時，即

確認他和委員會成員已審閱並核准該單位的更正

行動計劃，而且他會追蹤，確保單位完成並回報

各項更正行動。

第三次會議——稽核結束和評定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在4月和10月，分別要為年末稽
核和年中稽核舉行稽核結束和評定會議。該會議的

目的是評估和改善稽核的品質，以及評估處理財務

風險。只有支聯會稽核委員會的主席和成員才需要

參加這場會議。在本會議當中，將開誠佈公地討論

支聯會稽核程序和財務風險的各個面向。（見本文

件後段「3.4一同商議，找出、評估、解決支聯會
的財務風險」。）

本會議的議程項目可能包括下列行動：

•	檢討及追蹤稽核審查會議中所提出的指派工

作。

•	判定更正行動是否已妥當完成。

•	如果更正行動似乎無法有效解決稽核的例外情

形，請討論替代方案，並指派任務。

•	檢討稽核的品質，判定支聯會稽核員、單位領

袖或文書可能需要哪些額外的訓練。

•	討論和記錄下個稽核週期，任何需要變更的

人、指派工作或程序。

•	評定風險——特別是教會款項遭到不當使用的

風險——和判定如何減低這些風險。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主席，對稽核之例外情形的解

決情況感到滿意時，要在LUFAS中將例外情形標
記為已解決。

3.2訓練支聯會稽核員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定期訓練支聯會稽核員，確保

他們了解：

1. 稽核的目的和程序。

2. 教會財務的政策與程序。

3. 支聯會稽核員的職責，他們有責任以關愛的態
度，在聖靈的指導下進行每一次稽核。

4. 每個稽核問題所解決的風險。

5. 如何使用「當地單位財務稽核系統」
（LU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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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訓練主題如下：

•	教會財務稽核的目的。

•	如何在稽核期間辨認和聽從聖靈。

•	每個稽核問題背後的原則，能如何保護教會款

項與領袖。

•	為什麼在進行稽核時，有必要遵循下列敘述：

	◦ 一字不差地讀出每個稽核問題。

	◦ 仔細閱讀並遵循所有的指示。

	◦ 讀出「政策和程序複習」部分裡所有的輔

助問題。

部分稽核問題隨後的指示中，可能包含了

輔助問題。輔助問題能幫助稽核員在稽核

時，找出待解決的特定風險。

改變問題的說法或忽略指示，可能會導致

誤答和效果較差的稽核。

•	「財務與稽核」和「供應屬世所需和培養自

立」，總指導手冊的第34和第22章。

•	如何進行高品質的稽核，以及為什麼高品質的

稽核通常會發現稽核的例外情形。

•	稽核之例外情形如何提供學習的機會；為什麼

應該接受所有的稽核例外情形，不用擔心；稽

核何以既能鞏固單位領袖和文書，又能幫助他

們改進。

•	有效更正行動的要件。

•	如何使用LUFAS裡的「稽核練習」工具來訓
練。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要帶頭訓練支聯會稽核

員。該委員會也鼓勵稽核員自己去研讀。	

ChurchofJesusChrist.org上的「幫助中心」，包
含了許多跟教會財務和稽核有關的文章。在LUFAS
中進行稽核練習是自我訓練的好方法。

3.3督導支聯會其他的財務訓練
支聯會會長必須確保支會和支聯會的領袖和文書

學習他們在財務方面的責任，並遵守教會的財務

政策與程序（見總指導手冊，34.2.1）。

為了協助支聯會會長履行這項職責，支聯會稽核

委員會要利用稽核結果、支聯會稽核員以及委員

會成員自己的觀察，評估支聯會先前的財務訓練

的成效，並判定是否需要額外的訓練。支聯會稽

核委員會向支聯會會長團推薦財務訓練的內容、時

間表、應該接受訓練的人，以及提供指導的最佳人

選。比方說，針對主教所舉辦的財務訓練，由支聯

會會長團的一員來提供可能最有成效。

在支聯會會長的指導下，提供財務訓練的人選有：

•	支聯會會長團的成員。

•	支聯會文書。

•	區域助理稽核員。

•	其他由支聯會會長指派，足以適任的人。

3.4一同商議，找出、評估、解決支聯會的財務
風險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的成員，要提升自己對支聯會

財務作法，與教會財務程序和政策的了解程度，

藉此準備好有效地共同商議。個人的準備也包括

研讀總指導手冊，和ChurchofJesusChrist.org「幫
助中心」之「紀錄保存」頁面中的「財務」與「稽核」

這些部分。準備也可以包括仔細複習已完成的稽核

結果，以及分析當地單位財務稽核系統（LUFAS）中
的稽核歷史資料。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要召開會議，透過祈禱找出支

聯會的財務風險，加以討論，並一同商議，找出

受靈啟發、能有效解決這些風險的解決之道。風

險評定的程序，是判斷哪些不好的事會發生，以

及發生的可能性有多高。這包括判定哪些不好的

事可能已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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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教會的財務風險，往往是從提出下列問題開

始的：

什麼可能會出錯？

為什麼會出錯？

我們要怎麼做才能避免？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至少要考慮到下列的財務風險

跡象：

•	證據顯示領袖有意無意，處身於可能會為了私

利而不禁盜用款項，或可能會遭受此等指控的

情境。可能的證據包括：

	◦ 付一大筆錢給單位領袖或其妻子，或付給

其他領袖或其配偶。在線上進行稽核時，

這些交易都會被用「交易備註」來醒目標

示。

	◦ 大筆金額的付款沒有附上證明文件。

	◦ 處理和存入捐獻時未遵守同伴團原則。

	◦ 延遲存款。

•	支聯會會長未與主教定期、確實地審閱每份單

位財務報表。

•	單位領袖或文書沒有每個月仔細審閱他們的單

位財務報表。

•	不尋常的禁食捐獻付款，或大筆的禁食捐獻援

助。

•	稽核例外情形的總數很高。

•	重複的稽核例外情形。

•	未曾出現稽核例外情形。

•	單位領袖不了解稽核的例外情形，也不了解該

如何解決。

•	教會款項或財務紀錄未小心看管。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可能需要考慮其他的風險跡象，

像是支聯會成員和聖職領袖身上的經濟壓力、領袖

的知識與經驗水平、地方文化、銀行地點、教會款

項及建築的實體安全。

降低財務風險的可能方式包括：

•	透過更全面、更切實、更及時的稽核，來改善

稽核的整體品質。

•	幫助稽核員針對所觀察到的財務問題，以及該

問題的成因，向支聯會稽核委員會說明情況。

•	幫助單位領袖制定更正行動，避免問題再次發

生，並且解決根本的問題。

•	教導適當的教會福利原則，並確保領袖遵行這

些原則（見「供應屬世所需和培養自立」，總

指導手冊，第22章）。

稽核問題可以找出許多應該考量的重大風險。因

此，對支聯會稽核委員會來說，稽核的結果和報

告是很好的風險資料來源。

4.責任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直接向支聯會會長回報。支聯

會稽核委員會主席要定期回報該委員會的活動。

報告的內容可能包括：

•	稽核結果，像是稽核報告提交狀況、稽核的觀

察結果、稽核例外情形的摘要、稽核例外情形

的解決情況。

•	找到的財務風險，包括教會款項之不當支出。

•	目前如何透過訓練、監督、稽核和其他的方式

來解決各項風險。

•	正在進行或需要進行的訓練。

•	支聯會稽核委員會和支聯會稽核員的人員配置

需求。

墨林·羅慕義會長教導說：「弟兄們，請記著，

回來報告是每一個忠信和優秀管家的最後行動」

（「福利服務——救主的計劃」，1981年4月，	
聖徒之聲，第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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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總結
若要妥善看管教會款項，造福聖徒，組織完備且運

作良好的支聯會稽核委員會，是不可或缺的。總指

導手冊將支聯會和支會稽核的目的說得很清楚：「稽

核員要確定什一奉獻及其他捐獻被正確地記錄下來，

教會的款項妥善使用、確實入帳且安全無虞，各項財

務紀錄也都完整正確。」（34.9.3）。支聯會稽核委員
會的成員恰如其分地履行他們的職責，就能保護教會

的神聖款項，鞏固經手這些款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