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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審計審計審計準則公報第準則公報第準則公報第準則公報第五五五五十十十十九九九九號草案號草案號草案號草案 

「「「「修正式意見之修正式意見之修正式意見之修正式意見之查核查核查核查核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徵詢意見函之建議事項徵詢意見函之建議事項徵詢意見函之建議事項徵詢意見函之建議事項及本會回應及本會回應及本會回應及本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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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公報之目的，係使會計師於下列情況

下，明確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公報之目的，係使會計師於下列情況明

確表達示適當之修正式意見： 

1. 會計師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

礎，作成財務報表整體存有重大不實

表達之結論。 

2. 會計師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以作成財務報表整體未存有重

大不實表達之結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使此公報一致表達，建請酌修文字。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四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廣泛:….對財務報表有廣泛影響係指依

據會計師之判斷：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5第 5條第 a 項，增加用語。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下： 

2. 修正式意見：係指當會計師作成財務

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適用之

財務報導架構之結論時，所表示對財

務報表之保留意見、否定意見或無法

表示意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使各公報一致表達，參考審計準則公報

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報告」第四條

針對無保留意見之定義，建請酌修文字。 

1.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

「財務報表查核報告」第十三

條之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

時，會計師應出具修正式意見

之查核報告： 

(1) 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

基礎，作成財務報表整體

存有重大不實表達之結

論。 

(2) 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以作成財務報

表整體未存有重大不實

表達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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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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報第十六條敘明，會計師

表示保留意見時，應於保留意

見段敘明「除保留意見之基礎除保留意見之基礎除保留意見之基礎除保留意見之基礎

段所述事項之影響外段所述事項之影響外段所述事項之影響外段所述事項之影響外，，，，上開財

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

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

製，足以允當表達……」。 

3. 本公報第十七條敘明，會計師

表示否定意見時，應於否定意

見段敘明「由於否定意見之基

礎段所述事項之影響重大，上上上上

開財務報表未依照開財務報表未依照開財務報表未依照開財務報表未依照[適用之財適用之財適用之財適用之財

務報導架構務報導架構務報導架構務報導架構]編製編製編製編製，，，，致無法允致無法允致無法允致無法允

當表達當表達當表達當表達……………………」。 

4. 本公報第十八條敘明，會計師

因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

核證據而出具無法表示意見

之查核報告時，應於無法表示

意見段敘明會計師對上開財對上開財對上開財對上開財

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並敘明

由於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段

所述事項之可能影響重大，會

計師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

見之基礎。 

5. 綜上所述，修正式意見並非當

會計師作成財務報表在所有

重大方面係依照適用之財務

報導架構之結論時所表示之

查核意見，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五條標題

及內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須須須須出具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出具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出具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出具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之情況之情況之情況之情況 

有下列情況之一時，會計師應出具修正式

意見之查核報告: 

1.會計師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作

成財務報表整體存有重大不實表達之

結論。（相關例示：附錄一情況一至二） 

2.會計師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1.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

第三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

公報之目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

之結論，作為對財務報

表形成查核意見之基

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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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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以作成財務報表整體未存有重大不

實表達之結論。（相關例示：附錄一情

況三至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

考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

查核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2.為利公報閱讀者參照，建議於各類型意

見後增列相關附錄例示。 

查核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

報係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

公報第五十七號之規定對財

務報表形成查核意見時，認

為須表示修正式意見之情況

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之責

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

查核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

無不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2. 本公報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

四條已索引至附錄一之例

示，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須表示須表示須表示須表示應出具應出具應出具應出具修正式意見之情況修正式意見之情況修正式意見之情況修正式意見之情況 

 

有下列狀況之一時，會計師應表示出具修

正式意見之查核報告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已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

第十三條之表達用語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第三

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公報之目

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之結

論，作為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之基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查核

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報係

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七號之規定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時，認為須表示修正式意

見之情況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

之責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查核

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無不

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六條標題

及內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決定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之類型 

保留意見 

在下列情況下，會計師應出具保留意見之

1. 本公報第六條至第十四條係

敘明會計師應依不同情況決

定表示不同類型之查核意

見。另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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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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報告： 

1.會計師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並認為不實表達(就個別或彙總而

言)對財務報表之影響雖屬重大但並非

廣泛。（相關例示：附錄一情況一）    

2.會計師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某礎，但認為

未偵出不實表達(如有時)對財務報表

之可能影響雖屬重大但並非廣泛。（相

關例示：附錄一情況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

考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

查核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2.為利公報閱讀者參照，建議於各類型意

見後增列相關附錄例示。 

條文並無不一致之情形，故

除原標題酌修文字外，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2. 本公報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

四條已索引至附錄一之例

示，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修正式意見類型 

第六條 

在有下列情況下之一時，，，，會計師…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標題：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第六條：參考 ISA 705第 7條增加用語。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並

認為不實表達(就個別或彙總而言)對財

務報表之影響係屬重大且廣泛，應出具否

定意見之查核報告。（相關例示：附錄一

情況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

考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

查核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2.為利公報閱讀者參照，建議於各類型意

見後增列相關附錄例示。 

1.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

第三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

公報之目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

之結論，作為對財務報

表形成查核意見之基

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

查核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

報係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

公報第五十七號之規定對財

務報表形成查核意見時，認

為須表示修正式意見之情況

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之責

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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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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

無不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2. 本公報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

四條已索引至附錄一之例

示，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且認為未偵

出不實表達(如有時)對財務報表之可能

影響係屬重大且廣泛，應出具無法表示意

見之查核報告。（相關例示：附錄一情況

四至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利公報閱讀者參照，建議於各類型意見

後增列相關附錄例示。 

本公報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

已索引至附錄一之例示，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建議修改為 

 在極罕見情況下， 儘管查核人員已對

多項不確定性中之每一個別不確定性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但會

計師因該等不確定性事項事項事項事項之潛在相互

影響與對財務報表之可能累積影響，而

無法對財務報表形成查核意見。 

 將「不確定性」改為「不確定事項不確定事項不確定事項不確定事項」 

2. 建議舉例說明「極罕見情況」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三號「或有事項

之查核」，修改不確定用語，讓句意更易

理解。 

1. 原條文「不確定性」之意涵

亦可涵蓋「不確定性事項」，

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2. 查核人員應運用專業判斷決

定是否已發生極罕見情況。

為避免誤用，不宜於公報中

提供「極罕見情況」之例子。 

第十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如管理階層….，除非所有治理單位成員

均參與屬受查者之管理階層成員，…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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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如管理階層拒絕解除第十條所述之限

制，除非所有治理單位成員均參與受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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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管理，查核人員應與治理單位溝通該事

項，並確定是否可執行替代查核程序以取

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文字酌修。 

第十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如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則會計

師應採取下列措施： 

1.如認為未偵出不實表達對財務報表之

可能影響雖屬重大但並非廣泛，則應出

具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2.如認為未偵出不實表達對財務報表之

可能影響係屬重大且廣泛，致使出具保

留意見之查核報告仍不足以適當溝通

該情況之嚴重性…。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考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

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第三

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公報之目

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之結

論，作為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之基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查核

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報係

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七號之規定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時，認為須表示修正式意

見之情況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

之責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查核

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無不

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未偵出之不實表達（如有時）對財

務報表之可能影響… 

2. 如認為未偵出之不實表達（如有時）對

財務報表…致使保留意見…則會計師

應： 

(1)終止委任，如實務上可行且法令允許

終止委任； 

(2)出具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如於

出具查核報告前終止委任在實務上

不可行或不可能。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明確說明採取行動之主體為會計師讓

句意更易理解； 

2.與第六條及 ISA 705第13條用語一致修

訂用語。 

1. 本條文係敘明管理階層對查

核範圍予以限制，且查核人

員無法執行替代程序以取得

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之情

況。因會計師並未進行查

核，故不宜加上「（如有時）」。 

2. 本條文首句已敘明第1款及

第2款皆為在無法取得足夠

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之情況

下，會計師應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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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出具修正式意見之查核報告時，應

修改查核意見段之標題為「保留意見」、

「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考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

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第三

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公報之目

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之結

論，作為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之基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查核

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報係

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七號之規定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時，認為須表示修正式意

見之情況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

之責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查核

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無不

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十六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因財務報表之重大不實表達而出

具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時，應於保留意見

段敘明： 

1.… 

2.…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考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

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第三

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公報之目

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之結

論，作為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之基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查核

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報係

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七號之規定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時，認為須表示修正式意

見之情況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

之責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查核

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無不

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條文規定會計師因財務報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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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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照允當表達架構報導時，…；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5 第 17 條增加用語。 

ISA 705 對於條文之遵循有明確說明「或」

或「及」之事項，建議公報內容亦應加入

相關用語，以利遵循。 

重大不實表達而表示保留意見

時，財務報表如係依照允當表達

架構報導，則保留意見段應敘明

第 1款之文字；如係依照遵循架

構報導，則保留意見段應敘明第

2款之文字。原條文之文字尚不

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因財務報表之存有重大不實表達

而表示保留意見時，應於保留意見段敘

明：…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配合第四十三條用語及使公報一致表

達，建請酌修文字。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十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之查核報告時，應於

否定意見段敘明： 

1.… 

2.…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考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

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第三

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公報之目

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之結

論，作為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之基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查核

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報係

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七號之規定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時，認為須表示修正式意

見之情況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

之責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查核

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無不

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依照允當表達架構報導時，…；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5 第 18 條增加用語。 

ISA 705 對於條文之遵循有明確說明「或」

或「及」之事項，建議公報內容亦應加入

本條文規定會計師表示否定意見

時，財務報表如係依照允當表達

架構報導，則否定意見段應敘明

第 1款之文字；如係依照遵循架

構報導，則否定意見段應敘明第

2款之文字。原條文之文字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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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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用語，以利遵循。 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十七條第

一款及第二

款、第十八

條、第二十

七條及附錄

一之相關範

例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因由於否定意見之基

礎段所述事項之影響之極為重要性大，上

開財務報表未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

構]編製，致無法允當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根據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九號草案第三

十條之規定，會計師對於導致修正式意見

事項影響或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之廣泛程

度所作之判斷為「重大且廣泛」時，分別

可能出具否定意見及無法表示意見，又草

案中並無定義「極為重大」，因此本所建

議參酌 ISA原文 「in the auditor’s opinion,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tter(s) 

described in the Basis for Adverse Opinion 

section / Basis for Disclaimer of Opinion 

section, 」 採 用 較 中 性 的 說 法 ， 將

significance譯為「重要性」。 

第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十八條、第

二十七條及附錄一之相關範例宜一併考

量。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十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敘明由於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段所述

事項之影響情節極為重大，會計師….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及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與第十七條及 ISA 705第 19條用語一致。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十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出具修正式意見之查核報告時，除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

核報告」中與查核意見之基礎有關之規定

外，應： 

1.… 

2.…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考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第三

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公報之目

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之結

論，作為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之基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查核

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報係

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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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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十七號之規定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時，認為須表示修正式意

見之情況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

之責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查核

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無不

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並於本段敘明導致…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5 第 20 條增加用語。 

原條文已說明會計師表示修正式

意見時，查核意見之基礎段應使

用之標題及敘明之事項且若依建

議修改文字，則語意不順。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修改為 

財務報表中之特定金額（包含財務報表附

註中之特定金額）如存有重大不實表達，

會計師應於查核意見之基礎段中敘明該

不實表達及其對財務報表之影響金額，除

非實務上不可行。如將其影響量化於實務

上不可行，會計師應於本段敘明此一事

實。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1. 公報之文字「如財務報表存

有與特定金額有關之重大不

實表達」並非僅指金額存有

重大不實表達，維持原條文

尚屬妥適。 

2. 建議之其他文字修改，與原

條文之文意並無不同，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財務報表之敘述性揭露如存有重大不實

表達，會計師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二十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財務報表應揭露但未揭露之資訊如存有

重大不實表達： 

1. 查核人員因與治理單位討論該未揭露

之情事； 

2.會計師於查核意見之基礎段敘明所遺

漏資訊之性質；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1. 有應於財務報表揭露但未揭

露之資訊，該事實本身即為

財務報表重大不實表達，故

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2. 建議之其他文字修改，與原

條文之文意並無不同且為與

其他審計準則公報之體例一

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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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因無法取得…時，會計師應於查核

意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二十四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出具保留或否定意見之查核報告

時，應將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

報表查核報告」第二十三條第四款之規

定，修改為「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

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保留或否

定意見]之基礎」。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統一各公報用語及明確語意，建議參考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

報告」體例，酌修文字。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第三

條之規定，第五十七號公報之目

的，係規範會計師： 

(1) 評估由查核證據所獲致之結

論，作為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之基礎。 

(2) 透過書面報告明確表示查核

意見。 

另本公報第一條敘明，本公報係

規範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七號之規定對財務報表形成查

核意見時，認為須表示修正式意

見之情況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

之責任。本公報亦規範會計師表

示修正式意見時，如何修正查核

報告之格式及內容。 

原條文之用語與其他條文並無不

一致之情形，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會計師是否相信已取得….，以作為

表示〔保留或否定意見〕之基礎」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ISA 705第25條用語，使句意更相

近。 

引號中之文字係查核報告中會計

師應敘明之文字，為避免誤解，

大會決議酌修文字。 

第二十五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敘明是否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建議依ISA 705第26條用語，使句意更相

近。  

會計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

報告時，應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

表之責任段敘明「無法無法無法無法取得足夠

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

查核意見之基礎」，為避免誤解，

大會決議酌修文字。 

第二十六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即使出具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意

建議之文字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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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之查核報告，仍應於查核意見之基礎段

敘明其他已辨認出事項，其將會導致修正

式意見之其他事項之原因及影響。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第二十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會計師之責任…。惟由於無法表示意

見之基礎段所述事項之影響情節極為

重大，會計師….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與第十八條用語一致。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三十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須考量其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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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

定，就所評估之未更正不實表達（如有時）

對財務報表之影響評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5 第 A2 條增加用語，並修訂

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原條文係引用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二號第一條第二項最末句，且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三十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所選擇之會計政策不適當。； 

2.所選擇會計政策之應用不適當。；或 

3.財務報表之揭露不適當或不足夠。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5 第 A3 條增加用語。 

ISA 705 對於條文之遵循有明確說明「或」

或「及」之事項，建議公報內容亦應加入

相關用語，以利遵循。 

本條文係說明可能導致重大不實

表達之三種情況，原條文之文字

尚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

尚屬妥適。 

第三十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與管理階層所選擇之會計政策…不實表

達可能包括導因於： 

1. 所選擇之會計政策不符合與適用之財

務報導架構不一致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 ISA 705 第 A4條用語，使句意更

相近。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三十四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財務報導架構…。當受查者改變重大會計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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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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但未遵循前述規定時，則可能產生重

大不實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則」通常於另一種情況下使用，若只說

明單一情形，通常不另加「則」。 

妥適。 

第三十五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與所選擇會計政策不實表達可能包括導

因於： 

1.管理階層未依財務報導架構一致應用

所選擇之會計政策…；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ISA 705第A6條用語，使句意更相

近。 

ISA 705對於條文之遵循有明確說明「或」

或「及」之事項，建議公報內容亦應加入

相關用語，以利遵循。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且為與其他審計準

則公報之體例一致，故維持原條

文尚屬妥適。 

第三十六條 建議： 

與財務報表之揭露不適當或不足夠有關

之重大不實表達可能包括導因於： 

1.財務報表未包括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

規定之所有揭露； 

2.財務報表之揭露未依適用之財務報導

架構之規定表達；或 

3.財務報表未提供為達成允當表達所須

之揭露。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 ISA 705 第 A7條用語，使句意更

相近。 

ISA 705 對於條文之遵循有明確說明「或」

或「及」之事項，建議公報內容亦應加入

相關用語，以利遵循。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且為與其他審計準

則公報之體例一致，故維持原條

文尚屬妥適。 

第三十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亦稱為查核範圍受限制），可能導因

於： 

1.受查者無法控制之情況；  

2.與查核工作之性質或時間有關之情

況；或 

本條文係說明可能導致查核人員

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之三種情況，亦已先說明查核人

員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亦稱為查核範圍受限制，原條

文應不致造成誤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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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階層對查核範圍加以之限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建議依ISA 705第A8條用語，使句意更

相近。 

2.與草案第三十八及第四十一條用語一

致。 

ISA 705 對於條文之遵循有明確說明「或」

或「及」之事項，建議公報內容亦應加入

相關用語，以利遵循。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之之之查核證據查核證據查核證據查核證據之因素之因素之因素之因素    

查核人員無法取得足夠適切之查核證據

(亦稱為查核範圍受限制)，可能導因於： 

1. 受查者無法控制之情況。 

2. 與查核工作之性質或時間有關之情

況。 

3. 管理階層之加以限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ISA705(revised)第A8條原文(註)，本條

之重點係指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查

核證據之性質。建議修改相關翻譯以更符

合原文之意旨及中文表達方式。 
 
註 

Nature of an Inability to Obtain Sufficient 

Appropriate Audit Evidence 

(a) … 

(b) … 

(c) Limitations imposed by management.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三十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可藉由執行替代程序而取得足

夠及適切之査核證據時，即使無法執行特

定程序亦未構成查核範圍受限制。如無法

執行替代程序，會計師應適用第六條第二

款、第八條及第九條之規定。當管理階層

對查核範圍加以限制時，可能對查核工作

產生其他影響，例如舞弊風險之評估及繼

續接受委任之考量。會計師可能須重新評

估舞弊風險及是否繼續接受委任。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原條文敘明當管理階層對查核範

圍予以限制時，會計師須重新評

估舞弊風險及是否繼續接受委

任，原條文並未將管理階層對查

核範圍予以限制對查核工作產生

之影響限縮於重新評估舞弊風險

及是否繼續接受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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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依 ISA 705 第 A9條用語，影響可能

不限於舞弊及繼續接受委任。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當查核人員可藉由執行替代查核程序而

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時，即使無法

執行特定程序亦未構成查核範圍受限

制。如無法執行替代查核程序，會計師應

適用第六條第二款、第八條及第九條之規

定。當管理階層對查核範圍加以限制時，

會計師可能須重新評估舞弊風險及是否

繼續接受委任。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請酌修文字。 

本公報第十一條已敘明如管理階

層拒絕解除對查核範圍之限制，

查核人員應確定是否可執行替代

程序以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再者，本公報之原文為

「alternative procedures」，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三十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重要組成個體之會計紀錄已遭司法機

關無限期扣押。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 ISA 705 第 A10條用語，使句意更

相近。 

實務上司法機關不會無限期扣

押，且本條文僅係例舉，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十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與查核工作之性質或時間有關之情況，例

舉如下： 

1.… 

2.… 

3.受查者之內部控制並非有效，且查核人

員認為僅執行證實程序並不足夠。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國際審計準則第 705號原文，建議就內

部控制之用語酌修文字。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就受查者採用權益法處理之關聯企業

投資，查核人員對相關財務資訊無法

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評估

是否適當應用採用權益法之適當性。 

2. … 

3. 查核人員認為受查者之控制並非有

效，而僅執行證實程序並不能取得足

夠之證據。 

1. 建議之文字「評估採用權益

法之適當性」易誤解為採用

權益法是否適當，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2.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三款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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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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與查核工作之性質或時間有關之情況，例

舉如下： 

1. 就受查者採用權益法處理之關聯企業

投資，查核人員對相關財務資訊無法

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評估

是否適當應採用權益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同一段落之文字應統一表達，建請酌修文

字。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投資關聯

企業及合資」第16至43段有關權

益法會計處理之規定之標題為

「權益法之應用」，故維持原條文

尚屬妥適。 

第四十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管理階層對查核範圍加以限制之情況，舉

例如下： 

1.… 

2.管理階層禁止查核人員對特定項目餘

額發函詢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版本）及商業會計法分別於

100年 7月 7日及 103年 6月 18日參考國

際會計準則用語，將「會計科目」修正為

「會計項目」，建議配合法規修正用語。 

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用語，審委會

將「科目」修正為「項目」，惟

大會決議保留「科目餘額 account 

balance」一詞。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管理階層對查核範圍加以限制之情況，例

舉如下：  

1.管理階層禁止或妨礙查核人員觀察實

體存貨盤點。 

2.管理階層禁止或妨礙查核人員對特定

科目餘額發函詢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修訂用語，讓情況更接近實務。 

2.建議依 ISA 705第 A12條用語，使句意

更相近。 

本條文係例舉說明管理階層對查

核範圍予以限制之情況，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十二條

前的標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修正式意見之類型修正式意見之類型修正式意見之類型修正式意見之類型    

會計師接受委任後會計師接受委任後會計師接受委任後會計師接受委任後，，，，因管理階層因管理階層因管理階層因管理階層加以加以加以加以之之之之限限限限

1.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標題。 

2.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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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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制制制，，，，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相關條文：第十二條第 2款第 1目至第

十三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與草案第三十八及第四十一條用語一致。 

之文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接受委任後會計師接受委任後會計師接受委任後會計師接受委任後，，，，因管理階層因管理階層因管理階層因管理階層之之之之加以加以加以加以限限限限

制制制制，，，，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導致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配合第三十七條用語酌修。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新增條

文 

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建議加入 ISA 705 A14 及 A15 之規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七號審計委任書第 6

條第 4項有「委任關係終止之情況」之得

記載事項，因此 A14 及 A15建議列入。 

1. 考量國內法令對會計師並無

不得終止委任之限制，故大

會決議不將ISA705之第A14

段納入本公報中。 

2. 考量國內實務狀況，我國並

無任何規定會計師終止委任

時須與何人或單位討論終止

委任之事由，故大會決議不

將ISA705之第A15段納入本

公報中。 

第四十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財務報表存有重大不實表達時，會計師所

分別出具保留意見及否定意見之查核報

告之例示如附錄一之情況一及情況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請酌修文字。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四十四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本段最後加入 

導致情況四或情況五無法取得查核證據

對財務報表之可能影響係屬重大且廣泛。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 ISA 705 第 A18條用語，使句意更

相近。 

情況四與情況五之假設2已清楚

敘明「查核人員無法取得足夠及

適切之查核證據對財務報表之可

能影響係屬重大且廣泛」，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建議新增條

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加入 ISA 705 A20 之規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加入公報遵循更為一致。 

實務上會計師應會依本公報附錄

之例示撰寫查核報告，不會使用

ISA705第A20段所述之文字，故

大會決議不將ISA705第A20段納

入公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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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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報告格式及各段落內容之一致性有

助於辨認導致修正式意見之情況並提升

使用者之瞭解。因此，對導致修正式意見

事項之說明雖然未能提供統一例示不盡

相同，惟查核報告之格式及各段落內容宜

维持一致。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 ISA 705 第 A21條用語，使句意更

相近。 

原條文係提醒會計師對導致修正

式意見事項之說明雖然不盡相

同，但查核報告之格式及內容宜

維持一致，以提升使用者之瞭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十六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應於査核意見之基礎段中，敘明重

大不實表達對財務報表之影響金額之例

子，例譬如，當存貨餘額被高估時，會計

師可能以敘明該高估對所得稅費用、稅前

淨利、本期淨利及保留盈餘之影響金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 ISA 705 第 A22條用語，使句意更

相近。 

1. 本條文首句強調會計師應於

查核意見之基礎段中敘明重

大不實表達對財務報表之影

響金額，第二句再舉例說明。 

2. 本期淨利及保留盈餘係實務

上敘明重大不實表達對財務

報表之影響金額時較常見之

項目。此係例舉說明，會計

師亦可依其專業判斷於查核

意見之基礎段中敘明重大不

實表達對其他財務報表項目

之影響金額。 

3. 綜上所述，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四十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如有下列情況之一，實務上於查核意見之

基礎段中揭露所遺漏資訊係實務上不可

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四十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縱使因某特定事項而出具否定意

見或無法表示意見之査核報告，亦不可遺

漏對應說明其他已辨認出會導致修正式

意見事項之說明。於該等情況下，會計師

對該等其他事項之說明可能與對財務報

表使用者攸關。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建議之文字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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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新增條

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加入 ISA 705 A25 之規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加入公報遵循更為一致。 

ISA705第A25段之規定已納入本

公報第27條中，故大會決議不重

複納入第A25段。 

第四十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

時，如包含導致無法表示意見之說明以外

之溝通關鍵查核事項資訊，可能暗示財務

報表中與該等事項有關之部分可被信

賴，而與對財務報表整體之無法表示意見

不一致。因此，除非法令另有規定，會計

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時，查核

報告不應包括關鍵查核事項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依 ISA 705 第 A26條用語，使句意更

相近。 

本公報第二十八條規定，除非法

令另有規定，會計師出具無法表

示意見之查核報告時，查核報告

不應包括關鍵查核事項段。此

外，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八號之

用語為溝通關鍵查核事項，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附錄一 

情況二及情

況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九號草案附錄一情

況二及情況四之例示，查核意見段之標題

及查核意見之基礎段標題與草案第十五

條「會計師表示修正式意見時，應修改查

核意見段之標題為「保留意見」、「否定意

見」或「無法表示意見」。」及第十九條

第一款「將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

務報表查核報告」第二十三條所規定之標

題，由「查核意見之基礎」修改為「保留

意見之基礎」、「否定意見之基礎」或「無

法表示意見之基礎」。」之規定有所牴觸，

請大會討論目前表達是否妥適。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附錄一 

情況三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修改標題：就上市（櫃）公司應採用權益

法處理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1. 證交所一般會計項目代碼表

及經濟部於全國商工行政服

務入口網公布之會計項目表

（104.12）之項目名稱為「採

用權益法之投資」。 

2. 原標題之文字尚不會造成誤

解，故維持原標題尚屬妥適。 

附錄一 

情況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於假設段新增公司於105年投資乙公

1.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

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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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如此，104年出具無保留意見才適

當。若是修改例示情況。 

2.建議修訂以下文字 

對民國一○五年度財務報表無法表示

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未能接觸乙公司之財務資

訊、管理階層及查核人員暨其查核工作

底稿，致無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投資乙公司若於104年前已取得，卻於

105年才發生無法接觸似不合理。 

2.參考 Illustration 4新增用語說明。 

2. 原條文之文字尚不會造成誤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附錄一 

情況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例示對象是限定範圍在「非公開發行公

司」，「公開發行公司」應仍可適用。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所有類型公司均可能會有出具無法表示

意見之情形。 

例示僅係舉例說明，並非限定非

公開發行公司始可適用。公開發

行公司可修改文字後適用之。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於民國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後方接受委任，致…亦無法以替代

查核方法確定其存貨數量。…本會計師無

法以替代查核方法確認或…調整。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配合第十一條用語酌修。 

大會參酌本公報第十一條之用語

「替代程序」修改文字。 

附錄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公報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廣泛 Pervasive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廣泛」一詞以往公報並未明確定義，且

概念較難理解不易中文化，建議增加中英

對照表。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公報用語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則」之使用： 

 「則」通常於另一種情況下使用，若只

說明單一情形，通常不另加「則」。 

2.ISA705 對於條文之遵循有明確說明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

意並無不同，另檢視各段文字，

不加上「或」、「及」之文字應不

致造成誤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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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或「及」之事項，建議公報內容

亦應加入相關用語，以利遵循。 

公報發布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因應 ISA 700修訂查核報告有關系列之規

定，建議基金會盡速修訂/發布更新國內

審計準則公報。 

來函意見將納入本會修訂審計準

則公報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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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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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所所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