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證照持續進修要點
第一條

依據國際內部稽核協會（以下簡稱 IIA）之規定，特訂定「專業證照持續進修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維持國際內部稽核師（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
以下簡稱 CIA）
、國際內控自評師（Certification in Control Self-Assessment，以
下簡稱 CCSA）
、國際政府稽核師（Certified Government Auditing Professional，
以下簡稱 CGAP）
、國際金融稽核師（Certified Financial Services Auditor，以下
簡 稱 CFSA ）、 國 際 風 險 管 理 確 認 師 （ Certification in Risk Management
Assurance，以下簡稱 CRMA）
、內部稽核領導認證（Qualification in Internal Audit
Leadership，以下簡稱 QIAL）之專業知識與技能。凡持有上述任何一種證照者，
每年應依本要點持續進修，並遵循國際內部稽核執業準則及職業道德規範。

第二條

本要點採”年度”進修時數法，請至 IIA 之證照考生管理系統（Certification
Candidate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 CCMS 系統）完成持續進修登錄，網
址為 https://ccms.theiia.org/。進修時數之計算，為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當年度 12 月 31 日止之進修時數。凡持有內部稽核相關專業證照者，不論總共
具有幾張證照，針對持續進修之內容，每年至少須有 2 小時(含)以上之道德倫
理（Ethics）課程。

第三條

持續進修登錄者，須自行保留相關持續進修活動紀錄至少三年以上，以供 IIA
或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稽查之用。進修活動之相關證明文件應包括以下適當
資訊：
(一)課程名稱及／或內容之描述
(二)出席之日期
(三)課程或計畫之地點
(四)主辦單位
(五)經主辦單位核可之進修時數
(六)檢附有持續進修之結業證書或證明文件
(七)檢附有可資佐證從事內部稽核相關專業出版、進行主講、參加委員會或其
它相關專業活動之文件。
(八)通過當年度考試之成績單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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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進修時數登錄狀態，可劃分為以下五類：
狀

態

定

義

使用

執行

CIA 每

CCSA、

專業

內部

年度須

CGAP、

證照

稽核

進修之

CFSA、

名銜

？

時數

CRMA

？

、QIAL
每年度
須進修
之時數

內部稽核從業人員 目前正執行內部稽核相
（Practicing）

關業務

非內部稽核從業人

目前並沒有執行內部稽

員（Non-Practicing） 核相關業務
退休（Retired）

已離開職場

是

是

40

20

是

否

20

10

是

否

0

0

沒有登錄呈失效之 當沒有進行持續進修或

欲 恢 復 有 效

狀態（Inactive）

（reactive）狀態，

沒有繳付持續進修登錄
費時

否

否

須補足本要點所
規定之進修時數
並繳付登錄費。

若您同時具有多張證照，凡認列為 CCSA、CGAP、CFSA、CRMA 及 QIAL 之進
修時數，亦可列為 CIA 之進修時數。例如：同時具有 CIA 及 CRMA 者，若完成了 40
小時與內部稽核和風險管理相關之進修，就算同時滿足了 CIA 和 CRMA 之要求。

第五條

目前正從事內部稽核相關工作者，每年須遵循第四條所表列規定之時數進修，
非從事內部稽核相關工作者，進修時數減半。已退休者可檢附證明向本協會提
出免予進修之申請，而繼續保有名銜，但如要從事內部稽核工作，仍需遵循本
要點之規定，補足所需進修之時數。
若進修之當年度有兵役問題或特殊因素，例如：某位 CIA 因重大傷病，向公
司請假 3 個月並檢附有醫院證明，則原本須進修 40 小時者，可按比例酌減 10
小時，僅須進修 30 小時。但須於當年度截止持續進修登錄作業前，直接向 IIA
提出申請，IIA 仍保有核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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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持續進修登錄費用：
一、 新持有內部稽核協會所授予之國際證照者，於英文版證照上所載日期之
當年度可開始持續進修，並須於次年度之12月31日以前，完成持續進修
登錄。
（例如：若於2020年2月20日取得國際證照，則於2020年可開始進修，但
須於2021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持續進修登錄。）
二、持續進修之年度登錄費用請依 IIA 之收費標準，直接於線上刷卡完成登錄
作業。
（註： CIA 或 QIAL 之持續進修登錄費用為每種證照會員 30 美元、非會
員 120 美元；CCSA、CGAP、CFSA、或 CRMA 之持續進修登錄費
用為每種證照會員 20 美元、非會員 120 美元。）
例如：若您為會員，並且同時有 CIA、CCSA、CFSA，則共須繳 70 美元登錄
費。
三、凡未持續進修之時間超過 12 個月者，須補足所需之進修時數，並繳付登
錄費用。恢復有效狀態之登錄費用依 IIA 所訂之標準收費，並直接於線
上刷卡完成登錄作業。
（註：收費標準為──會員 100 美元；非會員 250 美元。）

第七條

本要點所認可之內部稽核相關專業進修活動包括：
（一）通過內部稽核相關專業認證考試（例如：CIA、CCSA、CGAP、CFSA、
CRMA、QIAL、CPA）。
（二）參加本協會主辦、合辦或協辦或本協會所認可之機構所舉辦之授課型講
習會、研討型座談會或專題演講會。
（三）正式之內部訓練課程。
（四）任職產業界所進行之專業訓練。
（五）參加大學院校(含)以上之正規或推廣教育，研習科目與內部稽核專業有
關，並取得學分或結業證明者。大學院校之推廣教育，僅限於取得大學
學位後所參加之推廣教育。
（六）與內部稽核專業有關之著作、翻譯，經登載於新聞行政機關登記有案之
報章雜誌或內部稽核季刊，或經登記有案之出版商出版，或獲有著作權
者。
（七）擔任本協會主辦、合辦或協辦或本協會所認可之機構所舉辦授課型講習
會、研討型座談會或專題演講之講師或主講者。
（八）在大學或大學程度之專科教育機構擔任講席，講授與內部稽核專業有關
課程，取得證明者。

C-試 025 –V1.1

3

（九）擔任和內部稽核專業有關之組織的行政主管或委員會委員。
（十）參與國際內部稽核協會（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以下
簡稱 IIA）所推動之「外部品質評核」作業。
（十一）取得內部稽核相關專業認證（例如：CIA、CCSA、CGAP、CFSA、
CRMA、QIAL、CPA）所認定之專業進修。
（十二）其他經本協會考試委員會認可之進修。
第八條

符合本要點第七條第十一項專業進修標準之主題請參閱各類考試內容綱要。

證照類別

考試內容綱要連結網址

CIA

https://global.theiia.org/certification/CIA-Certification/Pages/Exam-Syllabus.aspx

CCSA

https://global.theiia.org/certification/CCSA-Certification/Pages/Exam-Syllabus.aspx

CGAP

https://global.theiia.org/certification/CGAP-Certification/Pages/Exam-Syllabus.aspx

CFSA

https://global.theiia.org/certification/CFSA-Certification/Pages/Exam-Syllabus.aspx

CRMA

https://global.theiia.org/certification/crma-certification/Pages/Exam-Syllabus.aspx

QIAL

www.theiia.org/QIALSyllabus

第九條

本要點之進修時數計算規定如下：

考試：

通過非 IIA 舉辦之會計或稽核

CIA

CCSA、CGAP、CFSA、CRMA、QIAL

10

10

40

20

考試
-每科考試當年度可認列之進
修時數
-當年度最多可認列之進修總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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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發表：限與內部稽核專業相關
各類別最多可認列之進修時數
類別
1. 書籍著作

CIA

CCSA、CGAP、CFSA、CRMA、QIAL

25

10

15

6

20

10

20

10

25

10

(每 200 字認列 1 小時)
2. 研究報告、文章發表、或部
落格
(每 200 字認列 1 小時)
3. 撰寫 IIA 認證考試之試題
(每個被 IIA 接受之試題，
認列 1 小時)
4. 撰寫 QIAL 之個案研討
(每個被 IIA 接受之案例，
認列 10 小時)
透過著作發表，最多可認列之
進修總時數
翻譯：限與內部稽核專業相關
各類別最多可認列之進修時數
類別
1. 書籍翻譯

CIA

CCSA、CGAP、CFSA、CRMA、QIAL

25

10

15

6

25

10

(每 200 字認列 1 小時)
2. 翻譯 IIA 補充指引，例如：
實務指引、全球科技稽核指
引（GTAG）等，或是研究報
告、文章、或部落格
(每 200 字認列 1 小時)
透過翻譯，最多可認列之進修
總時數

C-試 025 –V1.1

5

演講：限與內部稽核專業相關
各類別最多可認列之進修時數
類別
1. 若為首次準備之講授

CIA

CCSA、CGAP、CFSA、CRMA、QIAL

25

10

5

2

25

10

課程或主題時，每 1
節可認列 4 小時進修
時數。
2. 若為重複講授之課程
或主題時，每 1 節可認
列 1 小時進修時數。惟
能證明內容有重大修
改者，不在此限。
透過演講，最多可認列之
進修總時數
擔任與內部稽核專業團體相關之志工：
例如：擔任委員會委員、QIAL 評審或與談人、IIA 全球指引之編纂或試題內容翻譯品質
之複核人員。
各類別最多可認列之進修時數
類別
1. 擔任 IIA 或其它與內

CIA

CCSA、CGAP、CFSA、CRMA、QIAL

15

10

10

5

部稽核專業團體相關
之主任委員或委員
(每 50 分鐘的會議可認
列 1 小時)
2. IIA 全球指引之編纂
(每份 IPPF 之補充指引
可認列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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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題內容翻譯品質之

20

10

20

10

20

10

20

10

20

10

複核人員
(每 50 分鐘可認列 1 小
時)
4. QIAL 志工：
-擔任專業經驗審查之
評審
（每份認列 0.5 小時）
-擔任個案研討評分者
（每份認列 0.5 小時）
-擔任 QIAL 面談評審
（每份簡報認列 1 小時，
每份面談認列 1 小時）
擔任專業團體志工，最多
可認列之進修總時數
外部品質評核：
限為參照國際專業實務架構(IPPF)之定義，所進行之外部品質評核，並且所認列之進修
時數，限為現場實地之評核活動，並不包含事先準備之時間及撰寫報告之時間。
各類別最多可認列之進修時數
類別
1. 對內部稽核單位之自

CIA

CCSA、CGAP、CFSA、CRMA、QIAL

5

5

10

5

20

10

20

10

評作業（請參照 IPPF
定義），進行獨立（外
部）驗證
2. 為期 1 週之外部品質
評核
3. 為期 2 週之外部品質
評核
進行外部品質評核，最多
可認列之進修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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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前條內容所稱之 1 節，係不包括休息時間之實際到課出席或授課時間，以每 50
分鐘為 1 節。若超過 50 分鐘，但不到 100 分鐘，則僅能以 1 節計算。若有連續
之會議被劃分成數小段時間，每段時間均不到 50 分鐘，則可先加總時數再計算
可認列之時數。例如：連續進行 5 小段之 25 分鐘演講，共計有 125 分鐘，故可
認列進修時數 2.5 小時。

第十一條

來不及於當年度之 12 月底完成持續進修登錄者，時間若不超過 1 年，IIA 仍
會給予寬限期（grace period），可於次年度補足進修時數完成申報，但凡列
為補足去年度之進修時數，不可再重複列為次年度之進修時數。

第十二條

IIA 進行持續進修抽查作業時，不符合規定者，將受暫停使用內部稽核相關
專業名銜之處分。若要恢復使用名銜者，須依 IIA 之規定於 6 個月內補足並
檢附持續進修相關證明文件，向 IIA 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

報送之進修時數或證明文件，若有虛報或偽造之情事，或違反本要點而使用
內部稽核相關專業名銜屢勸不改，經提報本協會考試委員會核議確定者，
將報請本協會考試委員會及轉報 IIA 考試委員會註銷其資格，並於本協會網
頁及季刊上刊登其姓名。

第十四條

若申報持續進修時有選擇同意列入公共名錄中，則可以連結以下網址，輸入
英文名字或證書號碼(Certificate NO.)，來進行查閱。https://certified.thei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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