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九號草案 
「查核人員對所評估風險之因應」 
徵詢意見函之建議事項及本會回應 

 
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第 一 條 建議： 
本公報係規範查核人員於查核財務

報表時，對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

號「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

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所辨認及評估

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以下簡稱本風

險），其應設計及執行之因應對策。

說明： 
本號公報中，多次提及「重大不實表

達風險」，為簡化文字表達、並以利

了解與閱讀，建議公報中第二條之

後，若出現「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時，

請改為「本風險」。 
 

本草案中述明「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較為明確，且與原文一致，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六 條 建議： 
查核人員於設計進一步查核程序

時，應遵行下列事項： 
1. 對每一重大交易類別、科目餘額

及揭露事項之個別項目聲明重大

不實表達風險，…… 
說明： 
查核人員已執行完整體查核對策，於

設計進一步查核程序時，應該只要針

對重大交易部分來設計即可，而毋須

對每一交易；另本公報第17、33及69
條條文所載，亦僅針對重大交易類別

來規範。 

 
 

本草案第十七條、第三十三條及第

六十九條係規定對每一重大交易類

別、科目餘額及揭露事項，均應設

計及執行證實程序，而不得僅執行

控制測試。而本條第一款係規定，

於設計進一步查核程序時應考量作

成有關交易類別、科目餘額及揭露

事項之個別項目聲明重大不實表達

之理由（意即查核人員應著重於與

重大不實表達風險相關之交易類

別、科目餘額及揭露事項），其規定

與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瞭解

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

不實表達風險」第二十四條觀念一

致，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九  條 建議： 
… 
1.結合查詢與其他查核程序，以取得

有關控制執行有效性之查核證

本會參酌 貴所意見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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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包括： 
(1)於受查期間內之攸關期間，該等

控制如何執行。 
(2)該等控制執行是否一致。 
(3)該等控制由誰執行或以何種方

式如何執行。 
說明： 
(1) 於受查期間內之攸關期間，該等

控制如何執行。 
(3) 該等控制由誰執行或如何執行。 

兩段用語一致，不易瞭解其意思。

修訂用語，讓該段說明更易瞭解。

 

第 十二 條 建議： 
… 
1.內部控制其他要素（包括控制環

境、控制之監督及受查者之風險評

估流程）之有效性。 
說明： 
與第四十八號第七十九條用語一致。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瞭解受

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

實表達風險」所稱「受查者之風險

評估流程」，主要目的為與查核人員

之風險評估程序作區分，而本條第

一款所述之內部控制其他要素均指

受查者之內部控制，未加入「受查

者」應不致使閱讀者誤解，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十五 條 建議： 
查核人員評估攸關控制執行之有效

性時，應評估於執行證實程序時偵出

之不實表達，是否係因顯示該等控制

未有效執行。惟為執行某一個別項目

聲明執行證實程序時未偵出不實表

達，並不能無法作為與該聲明相關之

控制係有效執行之查核證據。 
說明： 
建議文字酌修。 
 

有關文字之修改，本會參酌各方意

見妥為處理。 

第 二十 條 建議： 
查核人員判斷某一個別項目聲明之

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係屬顯著風險

時，應執行特定能具體因應此風險之

證實程序作為因應。 
說明： 

本會參酌 貴所及各方意見予以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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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用語易讓人認為有一制式規定程

序須執行。修訂用語，讓該段說明更

易瞭解。 
 

第二十六條 建議： 
查核人員如對任一重大之財務報表

聲明尚未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應進一步取得查核證據。查核人

員如未能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應對財務報表出具保留意見或無

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 
說明： 
查核人員理應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

核證據，本條第一段所述，建議刪除

之。 
 

本條文主要為沿續第二十五條「查

核人員應對是否已取得足夠適切之

查核證據作成結論」之規定，即查

核人員應評估查核證據是否足夠及

適切。於評估後，查核人員如認為

對任一重大之財務報表聲明尚未取

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則應進

一步取得查核證據，故維持原條文

尚屬妥適。 

第 三十 條 建議： 
為因應所評估整體財務報表重大不

實表達風險而作之整體查核對策，可

能包括：… 
4.選擇進一步查核程序時，應融入更

多受查者無法預期之因素。 
說明： 
於選擇是否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

時，應考量額外不可預期因素，此等

不可預期之因素，尚非僅指「受查者」

無法預期之因素，可能亦包括受查者

以外者，爰參考國際審計準則第330
號第A1條，建請刪除「受查者」等

文字。 
 

因查核人員於選擇進一步查核程序

時仍以受查者為主要考量，若將「受

查者」刪除，有範圍過於擴大之疑

慮，此外，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

號「查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考量」

第六十五條亦有類似文字，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三十四條 建議： 
查核程序之性質係指查核程序之目

的（即經由控制測試或證實程序達

成）及方法類型（即檢查、觀察、查

詢、函證、計算驗算、重新執行或分

析性程序）。為因應所評估之風險，

最須考量者為查核程序之性質。 
說明： 
配合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四號「參、

經參酌各方意見，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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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查核證據之方法」，使其前後表

達一致，建請酌修文字。 
 

第三十五條 建議： 
查核程序之時間係指何時執行，或應

用查核證據所屬之期間或日期。 
說明： 
參考國際審計準則第 330號第A6
條，原條文「查核證據所屬之期間或

日期」，係指查核證據「發生」或「存

在」之日期，或是「取得」或「應用」

查核證據之期間或日期，易使人混

淆，建請酌修文字。 
 

本條所述「查核證據所屬之期間或

日期」，例如查核人員於民國99年1
月時函證民國98年12月31日之應收

帳款，該應收帳款函證所屬之日期

為民國98年12月31日。因此，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十三條 建議： 
查核程序之範圍通常隨重大不實表

達風險之增加而增加。例如，查核人

員為因應所評估導因於舞弊之重大

不實表達風險，宜適當增加樣本量或

執行更加詳細準確度更高之證實分

析性程序。 
說明： 
本所認為在此所稱準確度更高之證

實分析性程序，若參考ISA 330 Para. 
A15原文performing substantive 
analytical procedures at a more 
detailed level，採用「更加詳細之證

實分析性程序」似可提供較明確的查

核指引。此乃因證實分析性程序本身

並無準確度的概念，而係其分析結果

有準確性高低之分，一般較為精細的

分析性程序可提供較準確的結果。 
 

本會參酌 貴所意見予以修改。 

第四十五條 建議： 
對小規模受查者而言，查核人員可辨

認出之控制作業可能不多，……。然

而於少數情況下，缺乏控制作業或其

他控制組成要素，可能使查核人員無

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說明： 

本條文之規範意旨為，說明小規模

受查者如缺乏控制作業或其他控制

組成要素，於通常情況下，查核人

員仍可藉由執行證實程序取得足夠

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僅於少數情況

下，查核人員即使執行證實程序仍

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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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受查者通常無法取得內控相

關資料，而非少數情況，建議將「於

少數情況下，」刪除。 
 

因此，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十九條 建議： 

…例如，查核人員對預算政策之風險

評估程序可能包括： 
1.查詢管理階層有關預算之使用。 
2.觀察管理階層對每月預算及實際

支出之比較。 
3.檢查有關預算與實際金額差異之

調查報告。 
說明： 
前述提及之釋例係有關查核人員對

於受查者預算政策所作之風險評估

程序，故對此條規定建議酌予增加文

字。 
 

原條文之意涵為風險評估程序可能

包括有關受查者預算之評估，若於

風險評估程序前加入「預算政策」，

則有風險評估程序之範圍僅限縮於

預算政策而過於狹隘之疑慮，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五十一條 建議： 

…此可能發生於受查者以資訊科技

系統處理其營運，且除透過資訊科技

系統外，未產生或留存任何與交易相

關之書面紀錄未對交易產生或留下

書面紀錄之情況。… 
說明： 
修訂用語，讓該段說明更易瞭解。 
 

經參酌各方意見，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六十五條 建議： 
一般而言，受查者之重大不實表達風

險愈高或查核人員對控制之信賴程

度愈高，則重新測試控制之間隔應宜

愈短。… 
說明： 
對此二情況，應屬不同主詞，故將主

詞標示清楚，以避免混淆。重新測試

控制之間隔，係屬專業判斷，建議將

「應」愈短，改為「宜」愈短。 
另，詢問：於何種情況下，重新測試

控制之間隔宜愈長？ 
 

本條文所述之兩種情況，主詞均為

查核人員。為使文意更為清楚，本

會參酌 貴公會意見修改相關文

字。 
關於 貴公會建議將「應」改為「宜」

之部分，經參酌各方意見，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為維持審計品質，本公報僅規定應

愈短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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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條 建議： 
…可能導致重新測試控制之間隔縮

短或不再信賴以往查核所取得查核

證據之因素，包括： 
… 
5.情況變更環境變遷致有改變控制

之需要。 
… 
說明： 
條文中所考量之因素係回應草案第

十二條，因此，本所認為宜採用一致

的敘述文字，故第5點「情況變更致

有改變控制之需要」似宜配合第十二

條第5點「是否因環境變遷卻未變更

特定控制而產生風險」，將「情況變

更」修改為「環境變遷」。 
 

因「情況變更」較能表達條文涵意，

本會參酌 貴所意見後一併修改草

案第十二條相關文字。 

第七十九條 建議： 
查核人員…，取決於受查者財務報導

過程之性質及複雜程度，暨及相關重

大不實表達風險之性質及複雜程度。

說明： 
依據原文建議用語。 
 

本會參酌 貴所及各方意見予以修

改。 

第 八十 條 建議： 
依本公報第二十條規定，查核人員對

經其判斷屬顯著風險者，應執行特定

能具體因應此風險之證實程序作為

因應。 
說明： 
原用語易讓人認為有一制式規定程

序須執行。修訂用語，讓該段說明更

易瞭解。 
 

本會參酌 貴所及各方意見予以修

改。 

第 八十 條 建議： 
…例如，若查核人員發現管理階層承

受達成預期盈餘之壓力，則存有管理

階層藉由對尚不得認列收入之銷售

合約認列收入，或尚未出貨即開立發

票等方式，高估膨脹銷貨收入之風

本會參酌 貴部及各方意見予以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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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說明： 
配合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

「玖、辨認並評估導因於舞弊之重大

不實表達風險」之收入認列之舞弊風

險（第五十九條），使其前後表達一

致，建請酌修文字。 
 

其他 建議： 
由於ISA Clarity相關準則已於民國98
年12月15日起適用，配合四十九號公

報相關影響，建議 貴會加速修訂下

列準則，俾利與國際審計準則接軌。

1. ISA520, Analytical Procedures 
2. ISA540, Auditing Accounting 

Estimates, Including Fair Value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Related 
Disclosures 

3. ISA 550, Related Parties 
 

本會將積極配合增修相關公報。 

 
提供意見之單位： 
審計部、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社團法人台灣省會計師公會、勤業

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