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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五號草案 

「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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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條 建議： 

…… 

4.財務報表發布日：查核報告及經查

核之財務報表可提供予第三者之日

期。…… 

說明： 

為明確劃分會計師合理責任，建議修

正定義。 

第五十五號公報第四條係為公報之用語

作定義，因此需較高之精確度。如依 貴

會之建議將財務報表發布日定義中之

「提供」改為「可提供」，則其後之「日

期」勢必因可提供之日期不只一日而須

配合改為「期間」，惟財務報表可發布期

間(即查核報告交付日至財務報表實際

發布日) 非本公報所需之用語。本公報

所使用之「財務報表發布日」，其目的在

於確認受查者是否己將查核報告及經查

核之財務報表提供予第三者(如股東、債

權人等)，換言之，在於確認是否存在已

信賴查核報告之財務報表使用者。因

此，財務報表發布日係一「截止點」之

概念。 

如本公報第九條所述，查核人員於查核

報告日後，並無對財務報表執行任何查

核程序之義務。因此，查核人員對查核

報告日後至財務報表發布日前之期後事

項及財務報表發布日後之期後事項均不

負主動查核之責任。會計師僅於查核報

告日後因獲悉某事實，而發現原先簽發

之查核報告不適當時，方須辨認財務報

表發布日。會計師於查核報告日後因獲

悉某事實而發現原先簽發之查核報告不

適當之情況，應屬較少發生之特例。惟

會計師遇此特殊情況時，財務報表發布

日之概念可對其後續處理提供有用之指

引。 

此外，為明確受查者管理階層對期後事

項之責任，本公報第八條規定查核人員

須要求管理階層針對期後事項於財務報

表中均已適當處理出具書面聲明，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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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第二十五條規定查核人員須將管理階層

對期後事項之告知責任列入審計委任

書。 

另依本公報第二十條之規定，在某些情

況下，財務報表發布日可能為向主管機

報申報之日；惟若受查者之財務報表無

須向主管機關申報，則本條文於實務上

之應用可參考審計準則委員會第十屆第

68次之會議紀錄：「審計準則委員會之經

濟部商業司代表表示，基於公司法之架

構，財務報表發布日實務上通常為承認

財務報表之日；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股東

常會之日，在其他組織為股東同意之日

（公司法第20條第1項）。惟若在承認財

務報表日之前，公司將已查核之財務報

表交付予債權人或其他第三者，則得視

為特別情況處理，而以兩個日期孰早者

為準。」 

第 五 條 建議： 

釐清通過發布財務報表日與查核報

告日間應如何適用草案第五條所述

須於財務報表中調整或揭露之規

定？ 

說明： 

依據草案第五條，查核人員應執行適

當程序，以取得足夠適切之證據確認

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後至查核報告

日間所發生須於財務報表中調整或

揭露事項是否均已辨認。另依據國際

會計準則第 10 號第 3 條，報導期間

後事項係指於報導期間結束日至通

過發布財務報表日間，所發生之有利

及不利事項。 

查核報告日得於通過發布財務報表

日之後，在此情形下，於適用 IFRS

財務報導架構之企業，針對於通過發

布財務報表日之後至查核報告日間

發生之事項，因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

第 10 號對報導期間後事項之定義，

1.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係企業編製財務報

表所應遵循之規範，審計準則係會計

師提供審計及相關服務所應遵循之規

範。 

2.依本公報第四條之規定，「財務報表核

准日」係指財務報表（包含相關附註）

均已編製且有權通過財務報表者（單

位或個人）聲明對財務報表負有責任

之日期；另依國際會計準則第10號（以

下簡稱IAS10）第5段之釋例可知，在

一般情況下，企業之「財務報表之通

過發布日」即為「董事會通過發布日」

（即董事會於該日複核該財務報表並

通過發布），就其條文實質意義觀之，

IAS10所稱之通過發布財務報表日應

等同本公報所稱之財務報表核准日。 

3.本公報第七條已明定，查核人員執行

第五條及第六條所規定之程序而辨認

出須於財務報表中調整或揭露之事項

時，應判斷其是否均已依編製財務報

表所依據之準則適當反映於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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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究應如何適用草案第五條所述須於

財務報表中調整或揭露？建議基金

會予以釐清。 

表。故查核人員應執行適當之查核程

序，並依受查者編製財務報表所依據

之準則之規定加以判斷並處理。 

第 五 條 建議： 

……先前已執行之查核程序所得之

證據，如能對某些事項提供令人滿意

之結論，查核人員無須對該等事項執

行額外之查核程序。 

說明：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53號「查核證據」

規定，查核證據係查核人員作成查核

結論之重要基礎，爰建議新增文字，

俾強調已執行查核程序之證據性。 

因本條第一句已提及查核人員應執行適

當之查核程序，俾對須調整或揭露之事

項是否均已辨認，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

核證據，故本條文應已妥適表達查核證

據係查核結論之重要基礎，尚不致造成

讀者之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六 條 建議： 

……查核人員於決定前述查核程序

之性質及範圍時，應考量執行風險評

估程序之結果。該等查核程序應包括

下列各項，或採取檢查帳冊等替代性

程序： 

1…. 

2…. 

3.閱讀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後所召開

之股東會、管理階層及或治理單位

會議之會議紀錄（如有時）…… 

4.閱讀受查者期後之最近期期中財務

報表（如有時） 

說明： 

依公報草案第二十二條規定，當受查

者未能編製期中財務報表，或管理階

層之會議紀錄尚未編製完成時，相關

查核程序可能為檢查可取得之帳簿

及紀錄。公報草案既已提出期中財務

報表或相關會議紀錄尚未編製完成

之替代性查核方式，爰建議於本條提

及相關替代性程序，並酌修文字，俾

利前後條文相互呼應。 

本草案第二十二條雖規定，當受查者未

能編製期中財務報表，或管理階層之會

議紀錄尚未編製完成時，相關查核程序

可能為檢查可取得之帳簿及紀錄。但於

該情況下，本條第1款及第2款之程序仍

要執行，故似不宜如此修改。 

第 九 條 建議： 

查核人員於查核報告日後，並無對財

務報表執行任何查核程序之義務。惟

因貴單位建議之修改並未影響文意，且

不致造成讀者之誤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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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人員於查核報告日後至財務報

表發布日前始獲悉某事實，而該事實

若於查核報告日即獲悉，可能導致會

計師修改其查核報告時，查核人員

應： 

1. 就該等於查核報告日後至財務報

表發布日前始獲悉之事項與管理階

層（如適當時，亦包括治理單位）

討論。 

2…….。 

說明： 

調整文字說明，使文意更為清楚。  

第 九 條 建議： 

……惟查核人員於查核報告日後至

財務報表發布日前始獲悉某事實，而

該事實若於查核報告日即獲悉，可能

導致查核人員會計師修改其查核報

告時，查核人員應…… 

說明： 

經參考國際審計準則(ISA)第 560 號

「期後事項(Subsequent Events)」原

文，其查核人員或會計師均採

「Auditor」之稱謂，爰建議齊一公報

用語表達方式，並將第 9、11 至 13，

及 26至 27條併同修正。 

原文雖皆為Auditor，惟因修改及簽發查

核報告並表示意見為會計師之權責，草

案為強調此一事實，而將有關修改與出

具查核報告之查核人員皆表達為「會計

師」，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 十 三 條 建議： 

查核人員於財務報表發布後，並無對

該等財務報表執行任何查核程序之

義務。惟查核人員於財務報表發布後

始獲悉某事實，而該事實若於查核報

告日即獲悉，可能導致會計師修改其

查核報告時，查核人員應： 

1.就該等財務報表發布後始獲悉之事

項與管理階層（如適當時，亦包括

治理單位）討論。 

2…….。 

說明： 

調整文字說明，使文意更為清楚。 

因貴單位建議之修改並未影響文意，且

不致造成讀者之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第 十 四 條 建議： 本會參酌 貴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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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 

3.除適用第十一條之情況者外： 

(1)延伸本公報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

之查核程序至更新之查核報告

日，更新之查核報告日不得早於修

改後財務報表之核准日期。 

(2)對修改後之財務報表簽發更新之

查核報告。更新之查核報告日不得

早於修改後財務報表之核准日期。 

4…….。 

說明： 

配合草案第十條第 1項第 2款之表達

方式，故建議修正本條文。 

第 十 五 條 建議： 

查核人員應於更新或修改之查核報

告中增加一說明段，強調原發布之提

示財務報表使用者參閱及查核報告

經修改之理由，並於財務報表附註對

於財務報表修改之中作更詳細之說

明及原發布之查核報告。 

說明： 

本條文與 ISA 560 Para.16 有顯著不

同，原文使用“referring to a note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at more 

extensively discusses the reason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previously issu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o the earlier 

report provided by the auditor”，係要

求查核人員提示財務報表使用者參

閱財務報表附註中對於財務報表修

改之詳細說明及原已發布之查核報

告，並未要求查核人員於說明段敘述

財務報表修改之理由，且財務報表之

編製係屬管理階層之責任，故條文中

「並於財務報表附註中作更詳細之

說明」與會計師之責任顯不相當。故

本所建議修改第十五條內容。 

本會參酌 貴所意見予以修改。 

第 十 六 條 建議： 

…查核人員應告知管理階層及治理

本會參酌 貴所意見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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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單位（除非所有治理單位成員均參與

受查者之管理）其將採取行動以為避

免財務報表使用者信賴原查核報告

所擬採取之行動。… 

說明： 

參考 ISA 原文“the auditor shall 

notify management and, unless all of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are 

involved in managing the entity,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that the 

auditor will seek to prevent future 

reliance on the auditor's report.”查核

人員所須告知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

者係指查核人員為避免財務報表使

用者信賴原查核報告將採取行動(此

一事實)，而非告知所擬採取之行動

(內容)，故建議修改草案條文內容。 

另建議一併修改草案第二十九條。 

第 十 六 條 建議： 

查核人員認為財務報表應修改而管

理階層未修改，且若管理階層未採取

必要之步驟以確保所有接獲原發布

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之報表使用者

已被及時告知財務報表須修改之事

實時且未修改財務報表時，查核人員

應告知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除非所

有治理單位成員均參與受查者之管

理）其為避免財務報表使用者信賴原

查核報告所擬採取之行動。… 

說明： 

配合第十二條條文，酌作文字順序修

正。 

本會參酌 貴公司意見予以修改。 

第 十 七 條 建議： 

...前述程序可能包括： 

1…. 

2.閱讀該公開說明書以評估其所包含

之其他資訊與經查核或核閱經查核

人員產生關聯之財務資訊是否一致。 

說明：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第二條之規

定，該號準則對其他資訊之規範亦適用

於對公開說明書之規範，而該號公報第

三條及第四條亦明定，該號公報所稱財

務報表，係指經會計師依一般公認審計

準則查核之財務報表，且查核人員須閱

讀與考量該等其他資訊，以辨認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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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草案第十七條第二款「閱讀該公開說

明書以評估其所包含之其他資訊與

經查核或核閱之財務資訊是否一

致。」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為財務報

表，而非財務資訊，因此本所建議採

用 ISA 原文之說法”whether the other 

information in the offering docu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with which the auditor is 

associated”，而修改第十七條第二款。  

與財務報表之資訊有重大不一致之情

事。本草案為精確表達該等財務報表之

資訊係業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故逕

以「經查核或核閱之財務資訊」表達本

條文意旨。 

因貴所建議之修改並未影響文意，且不

致造成讀者之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 十 八 條 建議： 

依法令規定，財務報表須由股東會

（或類似單位）承認時，該承認並非

查核人員作成已取得足夠及適切查

核證據結論之必要條件。就審計準則

而言，財務報表核准日應為有權通過

財務報表者（單位或個人）確認財務

報表（包含相關附註）均已編製並聲

明對財務報表負有責任之日期或較

最早之日期。 

說明： 

經參考國際審計準則(ISA)第 560 號

「期後事項(Subsequent Events)」A2.

段原文，所稱「財務報表核准日」應

係指有權通過財務報表者確認財務

報表均已編製並聲明其對財務報表

負有責任之當日或較早之日期，爰建

議酌修文字，以符原意。 

本條文意旨應為財務報表核准日較股東

會承認之日而言，係一較早之日期。為

使條文更妥切表達其意旨，本會參酌 

貴部意見予以修改。 

第 二 十 條 建議： 

1.財務報表發布日通常視受查者之規

範環境而定。在某些情況下，公開發

行公司之財務報表發布日可能為依

向主管機關規定公告或申報之日

期。… 

2.建議舉例說明非公開發行公司可能

之財務報表發布日。 

說明： 

依據草案第四條，財務報表發布日為

查核報告及經查核之財務報表提供

1. 因草案內容已明文「在某些情況下，

財務報表發布日可能為向主管機關

申報之日期」，公司及查核人員對於

是否適用此種情況有賴其自行判

斷，草案似無強調公開發行公司須以

公告方式之必要性，故維持原條文應

尚屬妥適。 

2. 因財務報表發布日之定義為「查核報

告及經查核之財務報表提供予第三

者之日期」，就一般公司而言，基於

公司法之架構，實務上通常為承認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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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予第三者之日期。另依據草案第二十

條，財務報表發布日可能為向主管機

關申報之日期。 

惟目前實務上，公開發行以上公司之

財務報表公開程序通常係先於公開

資訊觀測站公告後才以書面申報主

管機關，為避免誤解，建議修改本條

文之文字。此外，非公開發行公司財

務報表之公開程序並無相關規定，為

避免爭議，建議亦於草案第二十條舉

例說明非公開發行公司可能之財務

報表發布日。 

務報表之日；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股東

常會之日，在其他組織為股東同意之

日（公司法第20條第1項）。惟若在承

認財務報表日之前，公司將已查核之

財務報表交付予債權人或其他第三

者，則得視為特別情況處理，而以兩

個日期孰早者為準。 

3. 若有優先適用其他法律（如證券交易

法）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應從其

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建議： 

… 

3.是否擬辦理增資或發行債務工具

（例如辦理或計畫發行新股或債

券）。 

說明： 

對應前後款文字，酌作文字修正。 

本會參酌 貴公司意見予以修改。 

第二十九條 建議： 

為避免財務報表使用者信賴原查核

報告，若查核人員已告知管理階層或

治理單位其將擬採取之行動以避免

財務報表使用者信賴原查核報告，而

管理階層或治理單位仍未採取必要

之步驟，則查核人員應考量其法律權

利及義務而採取適當行動。因此，查

核人員可考慮尋求法律專家之意見。 

說明： 

建議理由與第十六條相同，且依第二

十九條之規定，行動之內容係於確認

管理階層或治理單位未採取必要之

步驟後，考量查核人員之法律權利及

義務，始能決定。 

本會參酌 貴所意見予以修改。 

第 三 十 條 建議： 

查審計準則公報第 48號至 53號係訂

定自 1月 1日或 7月 1日起適用，惟

旨揭草案實施日為 102 年 12 月 15

日，是否考量實施日期訂定原則之一

原草案意旨係為使查核人員於查核中華

民國102年度之財務報表時即應適用本

公報，經考量各方意見，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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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 

其他 建議： 

本草案將取代現行審計準則公報第

30 號「期後事項」，原 30 號公報第

18條規定予以刪除，是否對實務執行

有重大影響，建議洽詢會計師事務所

及業者。 

註： 

原 30號公報第 18條明定「若查核報

告交付日後發現重大事實之日，與下

期財務報表之查核報告即將交付之

日期極為接近，且管理階層同意在下

期財務報表作適當之修正，則原發布

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得不予修

正」。 

即使財務報表發布日後發現重大事實之

日與下期財務報表即將發布之日期極為

接近，且管理階層同意在下期財務報表

作適當之修正，惟考量於財務報表發布

日後，社會大眾仍可能持續信賴會計師

原出具之查核報告並作出決策，故會計

師對其原出具之查核報告仍應適當處理

為宜，因此維持原草案內容尚屬妥適。 

 

提供意見之單位：審計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安永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