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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公 報 名 稱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過程中所辨認重大不實表達之

評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酌審計準則公報第48號「瞭解受查

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

表達風險」增加「重大」二字，以符

號審計準則公報一致性表達。再者，

查核人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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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報係規範查核人員評估所辨認

不實表達對查核之影響，以及未更

正不實表達對財務報表之影響二者

所擔負之責任，除不實表達屬顯然

微小者外，不論該等不實表達是否

重大，皆屬本公報之適用範圍，故

維持原公報名稱尚屬妥適。 

 
 

第 一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第三款）本公報所提重大性觀念之

應用，請參見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一

號「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係規

範查核人員於規劃及執行財務報表

查核工作時，對於重大性觀念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五十一號「查核規劃及執

行之重大性」應用。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使文句流暢，增加可讀性。 

原條文參酌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一

號「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第

一條訂定，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三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3.顯然微小：金額低於查核人員所設

定之門檻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公報草案於第四、十四及十六條均出

現「顯然微小」用語，建議於第三條

增列定義說明，以茲明確。 

本草案第十六條已有相關規範，似

不需另加以定義，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第 三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3.顯然微小之不實表達：查核人員可

設定一金額門檻，並將金額低於該門

檻之不實表達視為顯然微小。「顯然

將「顯然微小」相關規範置於本草

案第十六條並不影響讀者對本公報

之理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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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微小」不等同於「不重大」，顯然微

小之事項與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

一號「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所

決定之重大性屬全然不同之層次，且

不論從個別金額或彙總數考量，或從

金額大小、性質或情況之任何標準判

斷，均顯然微不足道。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將第十六條之「顯然微小」定義，先

放在定義部分說明，能讓使用者快速

掌握重點。 
加以，「顯然微小」部分並未在審計

準則公報第五十一號「查核規劃及執

行之重大性」說明，故在本公報中說

明此定義相當重要，因此建議在此先

提出定義以解釋之。 

第 三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下： 
1.不實表達：所報導財務報表項目之

金額、分類、表達或揭露，與該項目

依編製財務報表所依據準則應有之

金額、分類、表達或揭露，二者間之

差異。錯誤或舞弊可能導致不實表

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由於ISA 450 Para.4、美國AICPA所發

布的「Final Clarified Statements on 

Auditing Standards- Evaluation of 
Misstatements Identified During the 
Audit」第四條及中國注冊會計師審

計準則第1251號第三條，亦有相同之

定義。且草案中未將經查核人員判斷

所作之調整列入不實表達定義，致與

本文中其他條文所敘之「查核人員於

查核過程所辨認之不實表達」無法連

結。鑑此，建議將Clarity ISA450第4
條（ISA450 Para.4）(a)項第二段所定

義之不實表達，列入草案中。 

因易誤解為查核人員所提出之調整

屬不實表達而產生法律問題，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四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所辨認不實表達之累計」門檻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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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除不實表達屬顯然微小者外，查核人

員應累計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不實

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原則明確度似乎不足，如：「所辨認

不實表達之累計」門檻由各機構查核

人員設定無統一規定遵循。審計準則

公報第52號，主要係提供會計師於做

成財務報告結論時，需考量其依公報

規定所評估之未更正不實表達對財

務報表之影響與責任。 

會計師專業判斷部分，且本草案第

十六條規範：「查核人員預期該等不

實表達之累計數明顯不會對財務報

表有重大影響」，已提供會計師據以

判斷之原則，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第 十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1.經考量不實表達之金額大小及性

質對於特定交易類別、科目餘額或揭

露事項及財務報表整體後，以及與該

等不實表達之金額大小及性質。2.不
實表達發生有關之特定情況的影響。 
32.以前期間未更正不實表達對攸關

交易類別、科目餘額或揭露事項及財

務報表整體之影響。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經考量特定交易類別、科目餘額或

揭露事項及財務報表整體後，不實表

達之金額大小及性質」及第二款「不

實表達發生之特定情況」，若參考ISA 
450 Para.11「 In making this 

determination, the auditor shall 
consider: (a) The size and nature of the 
misstatements, both in relation to 
particular classes of transactions, 
account balances or disclosures an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a whole, 
and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ir occurrence」原文係指引讀者需

思考不實表達之金額大小及性質，其

與特定交易類別、科目餘額或揭露事

項及財務報表整體（第二十七條）以

及所發生之特定情況（第三十條）的

國際審計準則第450號第11段之(a)
款 索 引 至 第 A13-A17 段 及 第

A19-A20段，經檢視該等條文，原條

文之文字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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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相對關係。目前草案條文似乎無法明

確表達。 

第 十 一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應透過治理單位要求管

理階層更正查核過程所累計之所有

未更正不實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不實表達包含不需更正之顯然微小

不實表達，草案要求管理階層更正所

有未更正不實表達，易使人誤解包含

顯然微小部分，爰參考國際審計準則

第450號第12條，建請刪除「所有」

之文字。 

原條文係配合本草案第七條之規

定，即查核人員透過治理單位促使

管理階層更正查核過程中所累計之

所有不實表達。此外，依本草案第

十六條規定，屬顯然微小者，即無

須加以累計，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第 十 一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應與治理單位溝通每一

個別重大之未更正不實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目前草案條文所述，僅要求查核人

員與治理單位就個別重大之未更正

不實表達進行溝通，惟此與該條文之

意旨不符，所有重大不實表達均應溝

通，無論係屬個別重大，或與其他不

實表達合併考量為重大。 

本條文「查核人員應與治理單位溝

通未更正不實表達及其個別金額或

彙總數可能對查核意見之影響」已

強調查核人員須就「所有」重大不

實表達與治理單位進行溝通。「查核

人員應與治理單位溝通每一個別重

大之未更正不實表達」乃規範「個

別」重大不實表達應與治理單位進

行溝通，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十 四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應列入查核工作底稿之事

項包括： 

1.所設定之門檻，。金額低於該門檻

之不實表達將被視為顯然微小（參見

第四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由於本條文在說明包括哪些事項，故

應以句號結束所包含之項目，句號之

後再作進一步說明。 

本會參考 台端意見酌予修改。 

第 十 五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4.查核人員認為管理階層對會計估

計所作之判斷或假設不合理、會計政

策之選擇或應用不適當。 

會計估計本身已包括許多假設及模

型，似不需再加以強調，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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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酌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第七

十九條作文字修正，俾使用語一致。 

第 十 六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可設定一門檻，並將金額低

於該門檻之若不實表達屬視為顯然

微小則，且無須加以累計，因查核人

員預期該等不實表達之累計數明顯

不會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顯然

微小」不等同於「不重大」，顯然微

小之事項與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

一號「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所

決定之重大性屬全然不同之層次，且

不論從個別金額或彙總數考量，或從

金額大小、性質或情況之任何標準判

斷，均顯然微不足道。當一個或多個

項目不確定是否顯然微小時，則不應

被視為顯然微小。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將刪除內容移至草案第三條處

說明。 

將「顯然微小」之相關規範置於本

條文並不影響讀者對本公報之理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十 七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1.實際不實表達：係指確切實無誤之

不實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確切不實表達，未能貼切解釋實際不

實表達之意涵，建請酌修文字。 

以「確實無誤」來形容「不實表達」

似乎不甚妥當。關於建議之文字修

改，本會參考各界意見酌予修改。 

 

第 十 七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3.推估不實表達：係指查核人員自樣

本中所辨認之不實表達，推估亦即母

體中存在不實表達之最佳估計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這兩句是同樣意思，為讓文句易懂，

建議修改文字。 

原條文係說明查核人員自樣本推估

母體中存在不實表達之最佳估計

數，而建議之文字修改易誤解為樣

本中所辨認之不實表達等於母體中

存在不實表達之最佳估計數。關於

文字修改，本會參考各界意見酌予

修改。 

第 十 七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因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意

並無不同，且會計估計本身已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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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2.判斷性不實表達：係指查核人員認

為管理階層對會計估計所作之判斷

或假設不合理、會計政策之選擇或應

用不適當，所產生之偏差。 
3.推估不實表達：係指查核人員自樣

本中所辨認之不實表達，推估母體中

存在不實表達之最佳適估計數（the 
best estimate）。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酌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第七

十九條作文字修正，俾使用語一致。 

許多假設及模型，似不需再加以強

調，故維持原文字尚屬妥適。 

 

第 十 八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2.受查者廣泛地採用不適當之假設

或評價方法不適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讓文句符合文法，應將名詞放後

面。加以原句亦為「 Inappropriate 

assumptions or valuation methods that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by the 
entity」，故建議修改文字。 

原條文係說明某一受查者廣泛使用

之假設或評價方法為不適當。建議

之文字修改，易誤解為受查者一直

採用不適當之假設或評價方法，故

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二 十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可視情況需要（例如，查核

人員自樣本中所辨認之不實表達推

估母體中存在之不實表達時），要求

管理階層 

1.檢查某一交易類別、科目餘額或揭

露事項。該要求可使管理階層：1.以
瞭解查核人員所辨認不實表達發生

之原因。 
2.執行程序以確定該交易類別、科目

餘額或揭露事項之實際不實表達金

額。3.，並對財務報表作適當調整。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要求管理階層檢查某一交易類別、科

目餘額或揭露事項，並不必然產生上

述第一、二、三款之結果，若要達成

所述目的，必須透過要求管理階層執

行上述程序。 

原條文旨在說明當查核人員要求管

理階層檢查某一交易類別、科目餘

額或揭露事項時，該要求可使管理

階層達成原條文所列示之三個目

的，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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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第二十四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於出具查核報告時，應評估財

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依照編

製財務報表所依據之準則編製及表

達。該評估包括對受查者會計實務質

性層面（包含管理階層之判斷可能存

有偏差之跡象）之考量，該考量可能

受查核人員對管理階層未更正不實

表達理由之瞭解所影響。「會計實務

質性層面」…。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條文中提及「會計實務質性層面」之

用語，未於公報中明確定義，建議於

該條文內容增訂用語之定義，俾利條

文意旨更加清楚完整。 

因會計實務層面非屬「量化」者即

屬「質性」，且其所涉範圍極廣，無

法加以定義，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第二十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例如，當資產負債表項目間之分類不

實表達與資產負債表相關項目比較

金額不大，且不影響損益表或其他關

鍵比率時，該分類不實表達對財務報

表整體而言可能非屬重大。「質性因

素」…。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條文中提及「質性因素」之用語，未

於公報中明確定義，建議於該條文內

容增訂用語之定義，俾利條文意旨更

加清楚完整。 

「質性因素」已有例舉，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即使分類之不實表達超過重大性

或用以評估其他不實表達之重大性

金額，查核人員仍可能作出就財務報

表整體而言該項分類之不實表達非

屬重大之結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該草案條文易令人誤解為評估分類

之不實表達及用以評估其他不實表

達係使用不同之重大性標準，惟參考

ISA 450 par.15 「 There may be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auditor 

本會參考 貴所意見酌予修改，但

因重大性及不實表達已隱含「金額」

之意，故不新增「金額」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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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concludes that a classification 
misstatement is not materi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a 
whole, even though it may exceed the 
materiality level or levels applied in 
evaluating other misstatements.」 原文

中「materiality level or levels」應係指

重大性本身具有多個金額（如特定交

易類別、科目餘額或揭露事項之重大

性），並非說明用以評估分類之不實

表達的重大性與用以評估其他不實

表達者不同。 

第 三 十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10.遺漏之資訊，其於。雖然編製財

務報表所依據之準則中雖未明確要

求，惟基於查核人員之判斷，該資訊

對財務報表使用者瞭解受查者之財

務狀況、財務績效或現金流量係屬重

要者，即可能影響不實表達之評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由於本條文在說明包括哪些影響因

子，故應以句號結束所包含之項目，

句子後面再作進一步說明，並建議修

改文字讓文句通順。 

建議之文字修改，因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且由原條文已可知不

實表達與遺漏之資訊間之關聯程度

可能影響查核人員對不實表達之評

估，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三 十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10.遺漏之資訊，其於編製財務報表

所依據之準則中雖未明確要求，惟基

於查核人員之專業判斷，該資訊對財

務報表使用者瞭解受查者之財務狀

況、財務績效或現金流量係屬重要。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雖原文為：「…,in the judgment of 
auditor,….」，然為因應 IFRSs之採

用， 增加「專業」二字俾使查核人

員認知須提升專業技能以符合新公

報之規定。 

查核人員之判斷，即應基於其專業

所作成，似不需於本條文中再強調

專業判斷，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三十六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會參考  貴部意見酌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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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受查者管理階層（如適當時，亦包括

治理單位）基於財務報表編製規範準

則須調整財務報表以更正重大不實

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公報草案第三條「不實表達」時，係

稱「…依編製財務報表所依據準則應

有之金額、分類、表達或揭露，…」，

建議同號公報第三十六條酌修用

語，俾利公報用語一致表達。 

 

第三十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1.未更正不實表達之累計影響金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惟參考 ISA 450 Para. A25 「The 

auditor’s documentation of 
uncorrected misstatements may take 
into account: (a)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ggregate effect of uncorrected 
misstatements」原文所指並非只有金

額，而是累計的影響，其中可能包括

查核人員對於未更正不實表達金額

所作成之評估及結論。 

本會參考 貴所意見酌予修改。 

其 他 事 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增修現行審計準則公報。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在本公報草案所涉之「客戶聲明書」

及「與受查者治理單位之溝通」，係

查核人員取自受查者之極重要的溝

通文件。 
而現行審計準則公報第七號「客戶聲

明書」及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九號

「與受查者治理單位之溝通」與

ISA580及260等相關公報已存有差

異，為避免查核人員與受查者間存有

歧見，建請考量增修現行審計準則公

報。 

本會將積極配合增修相關公報。 

其 他 事 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亦

本會已轉知相關主管機關，請 貴

會將建議修改內容逕陳相關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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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比照新發布公報同步修訂；如查簽

規則第11條、第12條及第15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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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簽規則內規範程序及用語亦應依

新公布之審計準則公報予以修正。 

關參考。 

其 他 事 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有關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二號「查核

過程中所辨認不實表達之評估」草案

中「不實表達」之用詞，在法律上與

審計上是否有不同之意涵，宜先請律

師表達法律見解，建議前揭公報俟律

師表達意見後再考慮發布。 

 

本會已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諮詢其

法律顧問之意見。部分事務所之法

律顧問認為本號公報對會計師應負

之責任並無影響；部分事務所認為

本號公報使用之「不實表達」可能

有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虞。經本會討

論，目前僅有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

號提及其他資訊中所存有之「重大

誤述之情事」(material misstatements 
of fact)始採用「誤述」一詞，其餘

各 公 報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之

misstatements皆使用「不實表達」一

詞，且本公報已對不實表達明確定

義，故維持原用語尚屬妥適。 

其 他 事 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不實表達誤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經諮詢本所法律顧問有關草案

中「不實表達」之用語，認為財務報

表「不實表達」乃一廣泛的法律概

念，於現行法中並無明確定義；若依

文義解釋，「不實表達」可解為報表

所表達或揭露之資訊與實際經濟活

動狀況不符、不充分或不完整之謂，

可涵蓋現行法中諸如虛偽、隱匿、錯

誤、不實等用語。因此，「不實表達」

用語一般認知上有較多負面色彩。 
又，參考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規定：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

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

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

目前僅有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提

及其他資訊中所存有之「重大誤述

之情事」(material misstatements of 
fact)始採用「誤述」一詞，其餘各

公報有關財務報表之misstatements
皆使用「不實表達」一詞，且本公

報已對不實表達明確定義，故維持

原用語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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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

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

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

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

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

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而草案採用「不實表達」之用語，並

要求受查者管理階層（或包括治理單

位）將未更正不實表達對財報整體影

響是否屬重大、未更正不實表達彙總

表、管理階層與查核人員對於某項差

異是否屬不實表達認定有所分歧之

理由等事項詳細列入客戶聲明書上

等，似有可能造成受查者管理階層

（或包括治理單位）有違反商業會計

法第71條第一款及第四款之疑慮。因

此，本所建議將該用語改為「誤述」，

以降低此草案適用上之衝擊。 

其 他 事 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不實表達誤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草案第 15條之規定，

misstatements導因於發生錯誤、誤

列、誤解或判斷，如「不實表達」之

中文涵意，易解為故意為之窗飾、隱

匿等，惟依該段之意旨，並未限定於

此類情形。鑑此，建議重新考量

misstatements之譯名。 

目前僅有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提

及其他資訊中所存有之「重大誤述

之情事」(material misstatements of 
fact)始採用「誤述」一詞，其餘各

公報有關財務報表之misstatements
皆使用「不實表達」一詞，且本公

報已對不實表達明確定義，故維持

原用語尚屬妥適。 

 

 
提供意見之單位提供意見之單位提供意見之單位提供意見之單位：：：：審計部審計部審計部審計部、、、、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張謙恆教授張謙恆教授張謙恆教授張謙恆教授、、、、資誠聯合資誠聯合資誠聯合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