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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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十六十六十號草案號草案號草案號草案 

「「「「查核查核查核查核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中之中之中之中之強調事項段及其他事項段強調事項段及其他事項段強調事項段及其他事項段強調事項段及其他事項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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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公報係規範會計師認為有必要時於查

核報告中額外溝通下列下列下列下列事項，以提醒使用

者注意： 

1. 已於財務報表表達或揭露之事項

中，對使用者瞭解財務報表係屬重要

者。。。。；；；；或或或或 

2. 未於財務報表表達或揭露之事項

中，對使用者瞭解查核工作、會計師

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或查核報告係

屬攸關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第 1.與 2.項係額外溝通之目的而非內

容，請參考 ISA 706第 1條。 

2.參考 ISA 706第 1條增加用語。 

1. 條文所指之「查核報告中額

外溝通事項」即是第 1款強

調事項及第 2款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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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

文意並無不同，原條文不致

造成誤解且為與其他審計準

則公報之體例一致，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公報之目的本公報之目的本公報之目的本公報之目的，，，，係規範係規範係規範係規範會計師對財務報表

形成查核意見後，認為有必要時時時時於查核報

告中額外溝通下列下列下列下列事項，以以以以其目的在其目的在其目的在其目的在提醒

使用者注意： 

1.對使用者瞭解財務報表係屬重要之事

項，雖該事項已於財務報表適當表達或

揭露。。。。；；；；或或或或 

2.對使用者瞭解查核工作、會計師查核財

務報表之責任或查核報告等等等等係屬攸關

之事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第 1.與 2.項係額外溝通之目的而非內

容，請參考 ISA 706第 1條。 

2.參考 ISA 706第 1條增加用語。 

1. 原條文係其他審計準則公報

敘明公報目的之用語，為與

其他審計準則公報之體例一

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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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

文意並無不同，原條文不致

造成誤解且為與其他審計準

則公報之體例一致，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3. 其他事項係對使用者瞭解查

核工作、會計師查核財務報

表之責任或查核報告係屬攸

關之事項。條文已清楚敘明

查核工作、會計師查核財務

報表之責任、查核報告三

者，故無須加上「等」。 

第五條及 

內容簡介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參照 ISA 706. #8(a)原文「The auditor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九號第十

九條至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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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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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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及 

內容簡介

3(1)  

would not be required to modify the 

opinion in accordance with ISA 705..... 」

中，「be required to modify the opinion」

原翻譯為「而須表示修正式意見」，建議

將文字酌修為「而須修正查核意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原文係 「to modify the opinion」，而原翻

譯  「修正式意見」  之英文為「  an 

modified opinion」，因原文意旨係不因納

入強調事項段而修正查核意見，例如:原

查核意見為保留意見，不因納入強調事項

段而修正其查核意見為保留意見外之其

他意見 。 

修正式意見之事項須於查核意見

之基礎段中敘明事項之原因及影

響。故納入強調事項段之事項係

會計師不因該事項而須表示修正

式意見者。亦即不因納入該強調

事項而須修正查核意見。大會考

量與本公報第六條第 3款之用語

一致，故酌予修改文字。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認為有必要提醒使用者注意已於

財務報表表達或揭露之事項中，依會計師

之判斷，對使用者瞭解財務報表係屬重要

者者者者，且符合下列條件者者者者，則則則則應於查核報告

中納入強調事項段： 

1. 會計師不因該事項而須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修正式式式式查查查查

核核核核意見。。。。；；；；且且且且 

2.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該事項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非屬非屬非屬非屬須

於查核報告中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2.參考 ISA 706第 8條修訂及增加用語。 

1.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一項之文字。 

2.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九號

第十九條至第二十六條之規

定，導致修正式意見之事項

須於查核意見之基礎段中敘

明事項之原因及影響。故納

入強調事項段之事項係會計

師不因該事項而須表示修正

式意見者。亦即不因納入該

強調事項而須修正查核意

見。大會考量與本公報第六

條第 3款之用語一致，故酌

予修改第 1款之文字。 

3. 由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八號

第九條可知，關鍵查核事項

係由會計師決定，建議之其

他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意

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第

2款之文字尚屬妥適。 

第六條及 

內容簡介

3(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納入強調事項時，該

段應： 

1. 單獨表達且其標題為強調事項。 

2. 將該強調事項……。。。。；；；；且且且且 

3. 敘明未因該強調事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6第 9條增加用語。 

不加上「且」之文字應不致造成

誤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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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納入強調事項段時，該段

應： 

1.… 

2.將該強調事項索引至財務報表相關表表表表

達或達或達或達或揭露。該段僅可索引至已於財務報

表表達或揭露之資訊。 

3.…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配合本公報草案第四條就強調事項段之

定義：「…，該段落提及已於財務報表適

當表達或揭露之事項中…」，爰建議酌修

文字，以齊一公報用語。 

第 2款係敘明強調事項段應將強

調事項索引至財務報表中完整敘

明該事項之相關揭露。參照

ISA706第 9條原文之文字，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七條及 

內容簡介

3(3)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認為有必要溝通未於財務報表表

達或揭露之事項中中中中，且且且且依會計師之判斷，

此等事項此等事項此等事項此等事項對使用者瞭解查核工作、會計師

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或查核報告係屬攸

關者者者者，且符合下列條件時時時時，則則則則應於查核報

告中納入其他事項段： 

1. 法令並未禁止該溝通。。。。；；；；且且且且 

2. 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該事項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非屬非屬非屬非屬

須於查核報告中溝通之關鍵查核事

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2.參考 ISA 706第 10條增加用語。 

1.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一項之文字。 

2. 由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八號

第九條可知，關鍵查核事項

係由會計師決定，建議之其

他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意

並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第

1款及第 2款之文字尚屬妥

適。 

第十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會計師認為某一事項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未被決定為非屬非屬非屬非屬關

鍵查核事項，但依會計師會計師會計師會計師其其其其之判斷，該事

項對使用者瞭解財務報表係屬重要（例

如，期後事項）且有必要提醒使用者注意

時，應於查核報告中之強調事項段納入該

事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由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八號第九

條可知，關鍵查核事項係由會計

師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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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於查核報告中納入強調事項段之情況，例

譯成「事件」無法強調該強調事

項對受查者財務狀況或財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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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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如下： 

1.… 

2.… 

3.… 

4.… 

5.對受查者財務狀況或財務績效具重大

影響之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國際審計準則第 706號，草案條文「災

害」原文為「catastrophe」，經查詢牛津

官方線上辭典譯為：「an event that causes 

...or that makes difficulties」，爰翻譯為「事

件」似較為妥適。 

之重大影響，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建議新增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 ISA 706 A10之規定應於第十六條後

加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6第 A10條增加用語。 

考量我國會計師可隨時終止委

任，無會計師無法終止委任之情

況，故大會決議不將 ISA706第

A10段納入本公報中。 

第十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號草案第十七條，於

大會第 58 次會議決定集團查核中區分責

任之相關說明係納入查核報告之「其他事

項段」，且查核意見段之文字應配合修改

為「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

查核結果，暨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及其

所執行之額外查核程序，……」。惟相關

決定並未納入草案中，本所建議將此重要

決定增加至草案中，以供遵循。 

本會未來將配合修正審計準則公

報第五十四號之集團查核報告之

例示。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 ISA 706 A11（當多個項目要納入其

他事項段之規定）應加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 706第 A11條增加用語。 

會計師可依其專業判斷決定是否

使用次標題以區分每一事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建議新增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ISA 706 A12. “An Other Matter paragraph 
does not deal with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auditor has other reporting responsibilities 
that are in addition to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ISAs (see Other 
Reporting Responsibilities section in ISA 

我國法令規定須對相關報告項目

出具個別報告，相關審計準則公

報均刪除其他報告責任之相關規

定，且本公報第四條及第十六、

十七條前之標題已敘明其他事項

係對使用者瞭解查核工作、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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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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vised)10), or where the auditor has 
been asked to perform and report on 
additional specified procedures, or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specific matters.” 主
要係在說明其他事項段的性質，「其他事
項段並非在處理其他報告責任、亦非針對
額外特定程序加以執行並作成查核報告
或針對特定事項表示意見。」雖然我國法
令對於其他報告責任係規定須出具個別
報告（例如，內控報告），因此第五十七
號公報已刪除「其他報告責任」之相關規
定。惟此處係在清楚說明其他事項段的本
質，不作其他用途，因此本所建議予以保
留。 

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或查核報

告係屬攸關者，故大會決議不將

ISA706第 A12段納入本公報中。 

 

第 十 九 條

（公報條文

第二十條）

前之標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不得不得不得不得於查核報告中納入其他事項段之情之情之情之情

況況況況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伍節、解釋及應用之次標題，為利與條

文內容連結，建議酌修文字。 

第二十條係敘明於查核報告中納

入其他事項段時應注意不得包括

之資訊，並非「不得納入其他事

項段之情況」且原標題與第十五

條前之標題對稱，故維持原標題

尚屬妥適。 

第 十 九 條

（公報條文

第二十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其他事項段不得包括會計師依法令或專

業準則禁止提供之資訊（（（（例如例如例如例如，，，，道德準則道德準則道德準則道德準則

中有關資訊之保密中有關資訊之保密中有關資訊之保密中有關資訊之保密）））），亦不得包括須由管

理階層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揭露揭露揭露揭露之資訊。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ISA 706 A15之例子宜列入 

2.「提供」該辭太廣泛，易產生誤解。原

意應指會計師不應於報告中替管理階

層揭露資訊。 

專業準則已涵蓋職業道德規範，

另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八號第

四十九條之文字「…該等資訊之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係受查者管理階層及治理單

位之責任。」，故維持原條文尚屬

妥適。 

第二十條 

（公報條文

第 二 十 一

條） 

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依據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號草案第二十

條之規定，查核報告中強調事項段或其他

事項段之位置，取決於所溝通事項之性質

及其對預期使用者之相對重要性（相較於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

報告」規定之查核報告其他段落），因此

強調事項段或其他事項段之位置也未必

會緊鄰關鍵查核事項段，視情況而有不

同，惟附錄一情況一最後說明文字「如第

二十條所述，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溝通關

鍵查核事項時，可將強調事項段緊鄰關鍵

1. 依本公報第二十一條之規

定，查核報告中強調事項段

或其他事項段之位置，取決

於所溝通事項之性質及其對

預期使用者之相對重要性

（相較於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報告」

規定之查核報告其他段

落），因此本公報未規定強調

事項段或其他事項段之位

置，會計師可依其專業判斷

決定之。 

2. 大會決議刪除附錄一情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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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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事項段，何者在前視所強調事項之相

對重要性而定。」重複強調第二十條範例

之內容，似有規定強調事項段應緊鄰關鍵

查核事項段，本所建議大會提供明確指

引。 

最後之說明文字。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直接索引至五十七號公報之特定條

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提及『五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報告」規

定之查核報告其他段落』，但五十七號公

報未有其他段落之標題。故建議直接索引

至要陳述之特定公報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所規定

查核報告應包含之段落涉及眾多

條文，另第五十七號第四十七條

之規定「除查核意見及查核意見

之基礎兩段外，本公報並未規定

查核報告其他段落之順序」，原條

文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

文尚屬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參照 ISA 706. A16 第一段例二原文「…an 

Emphasis of Matter paragraph may be 

presented either directly before or after the 

Key Audit Matters section,…」中，「either 

directly before or after the Key Audit 

Matters section」 原翻譯為「緊鄰關鍵查

核事項段」，建議將文字酌修為「緊鄰關

鍵查核事項之前段或後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配合原文意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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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附錄一 查核報告之例示(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十二條十二條十二條十二條) 

情況一：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之查核報

告同時包括關鍵查核事項段、強調事項段

及其他事項段(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 

情況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公號草案第二十二條條文例釋說明包

括附錄一之情況一及二，惟附錄索引僅於

情況一標題之後段列示，未於情況二標題

末段亦加註索引條文，爰建議將索引條文

加註於附錄一標題之後段，以完整表達文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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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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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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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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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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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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