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號草案 
「分析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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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條 建議： 
（第二項）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

號……亦有規範查核人員可應採用分

析性程序作為風險評估程序。 
說明： 
經查審計準則公報第48號第五條規定

『風險評估程序應包括下列事項： 
1. … 
2.分析性程序。 
3. …』 
爰建議將『可』改為『應』，俾使一致。

 

本會參酌來函意見予以修改。 

第 四 條 建議： 
本公報所稱分析性程序，係指經由分析

財務資料間或與非財務資料間之可能

關係關聯性，藉以評估財務資訊。 
說明： 
本段文意應為強調資料間之因果及影

響，若譯為「關係」，似有未盡，故建

議改為「關聯性」似較有因果、影響之

意涵。準此，第四條第二款、第七條、

第九條相關用語亦同步修正。 

 

建議之文字修改，因與原條文之文意

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四 條 建議： 
2.已辨認之變動或關係（聯）產生之影

響數與預期值間存有重大差異。 
說明： 
本段係指與預期值之差異，有量化之

意，故建議加述影響數，與後文量化觀

念較一致。 

 

原條文之意涵為，查核人員自受查者

帳載金額自行辨認出之變動或關

係，如與查核人員設定之預期值間存

有重大差異，則應執行必要調查（例

如，查核人員發現受查者之薪資費用

增加百分之十五，但與預期之增加幅

度有重大差異，則應加以調查）。故

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五 條 建議：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九號「查核人員

對所評估風險之因應」之規定，查核人

本會參酌來函及各方意見予以修改。



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員可僅設計及無論單獨執行證實分析

性程序，或與結合細項測試結合，以作

為證實測試程序之ㄧ部。，於設計及執

行證實分析進行上述程序時，查核人員

均應：  
說明： 
ISA 520第5段原文「When designing and 
performing substantive procedures, 
either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tests 
of details, as substantive procedures in 
accordance with ISA 330, the auditor 
shall: 」翻譯文意似與原文文意未盡相

同。 
原文係強調無論單獨執行或與細項測

試結合執行證實分析程序均需執行後

述之程序，並無「可僅…」之概念。 
 

第 五 條 建議： 
……1. 針對特定聲明，判斷特定證實

分析性程序之妥適切性。…… 
說明： 
擬將第五條第一項：針對特定聲明，判

斷特定證實分析性程序之「妥適性。」

更改為「適切性」，以符合審計準則公

報一貫用語，並同步修正第十三條、第

十六條、第十七條相關用語。 
 

審計準則公報一貫用語中之「適切

性」係用以形容查核證據，而查核程

序宜使用「妥適性」之用語，故維持

原文字尚屬妥適。 

第 五 條 建議： 
……2.於設定帳載金額或比率之預期

值時，應先評估所依據財務或非財務資

料之可靠性。…… 
說明： 
依第四條分析性程序之定義所述，非財

務資料（指標）為分析程序重要之一

環，故建議強調財務或非財務，以使讀

者清楚可運用之資訊範圍，並重新檢視

本公報草案各段文字，宜於各段文字中

強調財務資料與非財務資料之運用。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第三十

八條之規定，執行分析性程序所使用

之資訊，包括財務資訊及非財務資

訊；故本款「資料」二字之意涵已包

括財務及非財務資料。因此，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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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第 五 條 建議： 
……3.對帳載金額或比率設定預期

值，並評估此預期值是否足夠精確，以

辨認某項不實表達，該項不實表達或與

其他不實表達合併考量時，是否可能導

致財務報表產生重大不實表達。 
說明： 
此款說明查核人員應予評估者有二，其

一，評估預期值是否足夠精確以辨認不

實表達；其二，評估所辨認之不實表達

與其他不實表達合併考量是否將導致

財務報表重大不實表達。惟參考原文可

知該款之主要目的在要求查核人員於

設定預期值時應能足夠精確，以辨認所

有(就其個別考量或與其他不實表達合

併考量下可能導致財務報表產生重大

不實表達)之不實表達。評估所辨認之

不實表達與其他不實表達合併考量是

否將導致財務報表重大不實表達應非

本款目的，故建議修改之。草案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亦建議一併修改之。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 五 條 建議： 
……4.決定可接受之差異金額，作為當

帳載金額與預期值間之差異金額不同

時，無須依第七條規定進行進一步調查

之基礎。 
說明： 
建請配合草案第21條及第22條間之標

題「帳載金額與預期值間可接受之差異

金額」，酌修文字，以統一用語，俾使

條意更加清楚完整。 
 

所建議之「帳載金額與預期值間之差

異金額」非屬專有名詞，第二十二條

前之文字因係標題，故予以精簡。且

原條文之文意較為清楚，故維持原條

文尚屬妥適。 

第 五 條 建議： 
……4. 決定可接受之差異金額範圍，

作為當帳載金額或比率與預期值不同

時，無須依第七條規定進行進一步調查

之基礎。 
說明： 

比率仍可換算成金額，故維持原條文

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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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可接受差異不僅限於「金額」，故建議

上述文字部分修改。 
 

第  七  條 建議： 
……1. 詢問管理階層並取得與管理階

層回應攸關之適當適切查核證據。 
說明： 
參考國際審計準則公報第500、520號及

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4號「查核之證

據」，此處原文（ appropriate audit 
evidence）應係指適切之查核證據，強

調證據之可靠性及攸關性，爰建請將

「適當」修正為「適切」。 
 

本會參酌來函意見予以修改。 

第  九  條 建議： 
1. 依受查者之經驗，財務資訊要素間

存在可預測之關係。如：銷貨毛利率

與依受查者經驗所推估者一致。 
說明： 
修改用語，讓其意思較易理解。 
 

來函建議文字與原條文文意尚無不

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九  條 建議： 
1. 分析財務報表資訊要素各重要項目

間之關係。例如銷貨毛利率、存貨週轉

率及應收帳款週轉率等與依受查者經

驗所推估者一致。 
說明： 
參考原文，此款應係說明財務資訊要素

間之關係，惟所舉釋例，銷貨毛利率與

依受查者經驗所推估者一致，係指財務

資訊與其他資訊間之關係，並非財務資

訊各要素間之關係，與此款主旨不符。

本所參考審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分析

性複核」第六條第3款「分析財務報表

各重要項目間之關係。例如毛利率、存

貨週轉率及應收帳款週轉率等。」財務

資訊要素間之關係應指毛利與銷貨(毛
利率)、銷貨成本與存貨金額(存貨週轉

率)以及銷貨收入與應收帳款金額(應

本款所稱「財務資訊要素」未必為財

務報表上之項目，且本款意旨並非著

重於財務比率之分析（例如查核人員

可能比較平均借款餘額與利息費用

之關係），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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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收帳款週轉率)。故本所認為此款文字

若維持審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分析性

複核」第六條第3款之規定，較能闡明

其意。 
 

第  十  條 建議： 
……。分析性程序可係適用於合併財務

報表、組成項目以及資訊之個別其要素

與組成項目。 
說明： 
此條文將分析性程序之應用侷限於合

併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之要素與

組成項目，惟參考原文，其應用範圍更

為廣泛，故本所建議  貴會考量ISA 
520 Para. A3修改之。 
 

本會參考來函及各方意見酌予修改。

第 十二 條 建議： 
（第二項）查核人員如認為確認受查者

管理階層所提供或編製供分析之資料

係屬適當，則可使用該等資料。 
說明： 
使用管理階層準備所提供或編製之資

料前，仍需確認該資訊之可靠性。該用

語易讓人誤解，無需執行任何程序。 
 

查核人員認為資料係屬適當，即表示

係經過其專業判斷，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第 十三 條 建議： 
……。惟特定分析性程序之妥適性，視

查核人員評估該程序對偵知出某項不

實表達之有效程度而定。，而該項不實

表達或與其他不實表達合併考量

時，…… 
說明： 
文字修改，「偵知」似較符合查核之概

念。 
「而定。」後文字係在界定「某項不實

表達」，應置於為同段文字為宜，故將

標點符號作一修正。 
 

建議之文字修改，因與原條文之文意

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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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第 十四 條 建議： 
……。例如，若受查者於某一期間內對

已知人數之員工按固定薪資率支付薪

資，…… 
說明： 
增加說明原文用語，讓其意思更易理

解。 
 

本會參酌 來函意見予以修改。 

第二十一條 建議： 
查核人員於評估是否能設定足夠精確

之預期值，以辨認某項不實表達，或與

其他不實表達合併考量，是否可能導致

財務報表產生重大不實表達時，應考量

下列攸關事項： 
說明： 
前文以述明「查核人員於評估是否

能….」，後文復用「是否」，一則重複

且文意較模糊，建議將後段之是否刪

除。且原文文字為「may cause」亦無

「是否」之敘述。 
 

本會參考來函及各方意見酌予修改。

第二十一條 建議： 
1. ……。例如，各期銷貨毛利率之比較

相較於各期裁量性費用（如研究費或廣

告費）之比較，查核人員可能會預期前

者之比較其具較高之一致性。 
說明： 
為更清楚說明何者具較高之一致性，故

建議修改之。 
 

本會參考來函及各方意見酌予修改。

第二十一條 建議： 
1. 預期證實分析性程序可預期結果之

準確性。例如，各期銷貨毛利率之比較

相較於各期裁量性費用（如研究費或廣

告費）之比較，查核人員可能會預期其

前者具較高之一致性。 
說明： 
本款應係指查核人員預期證實分析性

程序結果的準確性，而非指分析性程序

本會參考來函及各方意見酌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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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結果本身的準確性，故本所參考審計準

則公報第十二號「分析性複核」第十二

條第4款「預期分析性複核結果之正確

性」，建議修改之。 
 

第二十一條 建議： 
2.資訊依其性質可細分之程度。例

如，……較用於企業整體財務報表時更

為有效。或針對營業收入區分為地區別

或產品別來分析，較分析營業收入整體

更為有效。 
說明：  
設定預期值時，若實務上可行，查核人

員將被分析之項目，依其性質加以頗

析，分別去設定預期值，得到之結果應

更加精確。爰建議加入分層的概念。 
 

建議之文字修改，因與原條文之文意

並無不同，且草案文字之釋例已說明

將資訊加以細分之觀念，故維持原條

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二條 建議： 
查核人員決定可接受之帳載金額與預

期值間之差異金額，作為當帳載金額與

預期值不同而無須進行進一步調查之

基礎時，須考量：……  
說明： 
建請配合草案第5條及第21條間之標題

「帳載金額與預期值間可接受之差異

金額」，酌修文字，以統一用語，俾使

條意更加清楚完整。  

原條文意涵為，當帳載金額與預期值

有差異時，應以決定之金額作為判斷

是否須進行進一步調查之門檻，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五條 建議： 
依第六條規定執行之分析性程序，可能

與用以作為應參酌審計準則公報第四

十八號關於風險評估之分析性程序相

似或執行本公報第八條例舉之分析比

較。 
說明：  
依本號公報第一及第六條規定，查核工

作結束前的整體結論之分析性程序

『應』執行，本號公報卻又未將最後的

分析性程序如何執行明訂，反而在第11
條至22條大篇幅闡述非必要查核工作

本條文之意涵為，查核人員於執行協

助作成整體結論之分析性程序時所

作之工作，與執行作為風險評估程序

之分析性程序時所作之工作可能類

似（但未必相同），且本公報第二條

已敘明以分析性程序作為風險評估

程序之相關規定，審計準則公報第四

十八號已有規範；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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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之『證實分析性程序』應如何執行。避

免查核人員不知該如何擬訂分析性程

序，爰建議將本條『可能』等字樣修改

為『應參酌48號公報』，或另訂至少應

採行的查核程序。 
 

第二十六條 建議： 
查核人員可經由對受查者及其經營環

境之瞭解，以及於查核過程中所取得之

其他查核證據，以評估管理階層對分析

性程序結果之回應，進而取得與管理階

層回應攸關之查核證據。 
說明： 
該條文主係說明取得管理階層回應分

析性程序結果之查核證據，惟該條文未

明確指出取得查核證據之用語。 
 

由於評估管理階層對分析性程序結

果之回應即為取得查核證據之程

序，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七條 建議： 
於某些情況下，例如管理階層無法提供

解釋，或管理階層提供之解釋及併同與

管理階層回應攸關之查核證據考量並

不適切時，查核人員必須執行其他查核

程序。 
說明： 
此條文係回應草案第七條第1款詢問管

理階層並取得與管理階層回應攸關之

適當查核證據的執行結果，故本所建議

修改之。 
 

本會參考來函及各方意見酌予修改。

第二十七條 建議： 
於某些情況下，例如管理階層無法提供

解釋，或管理階層提供之解釋及與管理

階層回應攸關之查核證據並不適切適

當時，……  
說明： 
參考國際審計準則公報第500、520號，

此處原文（is not considered adequate）
應係指考量管理階層回應之行為及證

據之適當性，爰建請將「適切」修正為

本會參考來函及各方意見酌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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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適當」。 
 

附錄一 建議： 
預期值  Expected value/Expectation 
 

本準則原文中之expectation，並非皆

有「值」之概念，故維持原文字尚屬

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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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五十號公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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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320, Materiality In Planning and 

Performing an Audit 
2. ISA500, Audit Evidence 
 

本會將積極配合增修相關公報。 

其他 建議： 
建議「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

及「會計師查核簽證金融業財務報表規

則」亦應比照該公報用語同步修訂。 
說明： 
簽證規則亦為目前查核簽證遵循之規

範，為避免後續適用產生不一致或混淆

之情形，建議簽證規則內規範程序及用

語亦應比照國際審計準則同步修訂，或

考量該規則存在之必要性。 

本會已轉知相關主管機關，請將建議

修改內容逕陳相關主管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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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銘

傳大學會計學系、社團法人台灣省會計師公會、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