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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一號草案 

「繼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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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建議： 

本公報係規範查核人員於查核財務報表

時，對繼續經營假設及其對查核報告之影

響所負之責任。 

說明： 

參酌原文： 

Thi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n Auditing 

(ISA) deals with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relating to going concer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auditor’s report.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

函意見，妥為處理。 

第三條 建議： 

建議依ISA570第3段後段，提及IAS 1規定

管理階層需評估繼續經營能力云云。 

說明： 

參考ISA570第3段增加用語。 

因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

之表達」第25段及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第二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第八條已有相關規定，無論是否

於本公報納入該等規定，管理階

層皆須評估企業繼續經營之能

力，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條 建議： 

管理階層對企業繼續經營能力之評估，涉

及於特定時點對事件或情況之未來結果

（此結果具先天不確定性）作出判斷。與

該等判斷攸關之因素包括： 

1.事件或情況之未來結果確定所需時間

愈長，則與該結果有關之不確定性程度

愈高。因此，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明確

要求管理階層考量與特定期間（例如，

至少但不限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

個月）有關之所有可得資訊。 

… 

說明：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第26段「管理階層於評估採用繼續經營個

體假設是否適當時，應考量有關未來（至

本條僅係對特定期間之例舉，並

未涵蓋所有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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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但不限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

之所有可得資訊」，故建請酌修文字。 

建議： 

管理階層對企業繼續經營能力之評估，涉

及於特定時點對事件或情況之未來結果

（此結果具先天不確定性）作出判斷。與

該等判斷攸關之因素包括： 

… 

3.對於未來之判斷係基於判斷時可得之

資訊。縱使於當時所作之判斷係屬合

理，惟期後事項所導致之結果可能與當

時所作之合理該判斷不一致。 

說明： 

由於草案文字易使讀者誤解為必須根據

期後事項之結果修正判斷，惟 ISA570 原

意在強調判斷時，係基於當時可得資訊，

並補充說明，即便期後事項所導致之結果

可能與該判斷不一致。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

函意見，妥為處理。 

第六條 建議： 

因查核人員無法預測可能導致受查者不

再具有繼續經營能力之事件或情況之未

來結果，致其偵出與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

不實表達之能力受先天限制之潛在影響

較大。因此，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未提及

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並不能視無法作為對受查者繼續經營

能力作出之保證。 

說明： 

修訂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

函意見，妥為處理。 

第十條 建議： 

查核人員應評估管理階層對企業繼續經

營之能力所作之評估。 

說明：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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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建議： 

查核人員評估管理階層對企業繼續經營

之能力所作之評估時…。 

說明： 

修訂用語，以與其他條文（第十條）一致。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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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建議： 

查核人員評估管理階層對企業繼續經營

能力所作之評估時，其所涵蓋之期間應與

管理階層依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作評估

所涵蓋之期間，或依法令規定具體指明一

段較長之期間相同。 

說明： 

經參酌 ISA570第 13段原文「In evaluating 

management’s assessment of the entity’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the 

auditor shall  cover the same period as that 

used by management to make its 

assessment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financial reporting framework, or by law or 

regulation if it specifies a longer period.」，

除依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作評估所涵蓋

之期間外，ISA570 另外針對可能因當地

法令規定而對企業繼續經營能力評估另

有規定明確之期間，可能長於適用之財務

報導架構所規範（如 ISA1 規定「至少但

不限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為

免日後可能鑒於法令增修而使準則條文

有所更動，建議從 ISA570 規範增加文字。 

我國相關法令之發展方向係回歸

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第十四條 

 

建議： 

造成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

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如經辨認，查核人

員應執行額外查核程序（包括考量管理階

層之因應措施），俾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

核證據，以判斷造成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

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

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以下簡稱「重大不

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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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與其他公報之用

語一致，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第十六條 建議： 

建議參照ISA570第18段之規定，將適當揭

露於財務報表之目的，依照為達成財務報

表允當表達之允當表達架構及為達成避

免誤導財務報表之遵循架構，兩者源於不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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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同財務報導架構之目的於條文中說明清

楚。 

說明： 

參照ISA570第A22段規定，查核人員應對

受查者繼續經營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

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有重大不確定性作

出結論，無論其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是否

或如何對重大不確定性定義，故建議應將

基本準則第十六條條文中不同財務報導

架構之原意說明清楚。 

ISA570(Revised)18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when the 

magnitude of its potential impact and 

likelihood of occurrence is such that, in the 

auditor’s judgment, appropriate disclosure  

of the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uncertainty is necessary for:  

(a) In the case of a fair presentation 

financial reporting framework, the fair 

present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r   

(b) In the case of a compliance framework,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not to be 

misleading.  

 

ISA570(Revised)A22 

The auditor is required by paragraph 18 to 

conclude whether such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how the applicable financial reporting 

framework defines a material uncertainty. 

第二十條第

二款 

建議： 

敘明該等事件或情況顯示受查者繼續經

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致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且並未因此而修正查核意見。 

說明： 

參酌原文： 

(b) State that these events or conditions 

indicate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原條文係配合附錄一情況一「繼

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

文字「該等情況顯示甲集團繼續

經營之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修改。情況一之文字則係因若加

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於查核

報告中將過於冗長，且第七條已

說明係對「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

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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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entity’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and that the auditor’s opinion is not 

modified in respect of the matter. 

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

出結論，刪除此句應不致造成誤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一條 

 

建議： 

財務報表未對重大不確定性作適當揭露

時，會計師應： 

1.依案件之情況表示保留意見或否定意

見。 

2.於查核報告之保留（或否定）意見之基

礎段，敘明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且惟財務報表未適當揭

露此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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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未對重大不確定性作適當揭露

時，會計師應： 

1.依案件之情況表示保留意見或否定意

見。 

2.於查核報告之保留（或否定）意見之基

礎段，敘明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

產生重大疑慮致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惟

財務報表未適當揭露此事實。 

說明： 

參酌原文： 

(b) In the Basis for Qualified (Adverse) 

Opinion section of the auditor’s report, state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entity’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and tha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do not adequately 

disclose this matter. 

原條文係配合附錄一情況一「繼

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

文字「該等情況顯示甲集團繼續

經營之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修改。情況一之文字則係因若加

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於查核

報告中將過於冗長，且第七條已

說明係對「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

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

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

出結論，刪除此句應不致造成誤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三條 建議： 

查核人員應與治理單位（除非所有治理單

位成員均參與受查者之管理）溝通已辨認

之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

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 

說明：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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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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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第二十六條 建議： 

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

疑慮之事件或情況（就個別或彙總而言）

例舉如下，惟存在下列事件或情況之一項

或多項，並不表示一定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 

1.財務方面： 

(1)淨值負債或營運資金淨流動為負值

債部位。 

(2)… 

說明： 

ISA570第A3段所述「net liability or net 

current liability position」，係指資產總額小

於負債總額，或流動資產小於流動負債，

建議以中文常用語詞表達，俾利公報閱讀

者瞭解。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意

並無不同，且建議之用語於所適

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中並無相關定

義，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六條 

 

建議： 

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

疑慮之事件或情況（就個別或彙總而言）

例舉如下，惟存在下列事件或情況之一項

或多項，並不表示一定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 

1.財務方面： 

… 

(4)歷史性或預測性財務報表顯示營業

活動之現金流量為淨流出。 

… 

說明：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將

「operating cash flow」譯為「營業活動之

現金流量」，建議配合法規修正用詞。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並

無相關翻譯，且原條文應不致造

成使用者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建議： 

3. 其他方面： 

(1)未遵循有關法令之規定，例如金融機

構之償債能力及流動性規定。 

(2)未決訴訟或行政處分之不利結果，非

受查者所能負擔。 

說明： 

修訂標點符號，讓句意更易理解。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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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第二十九條 建議： 

管理階層對企業繼續經營能力所作之評

估，係查核人員評估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

營會計基礎編製財務報表是否適當之關

鍵部分。 

說明： 

文字增加，參考第二條、第五條、第七條、

第十五條及第三十條。 

本會參考來函意見酌予修改。 

第四十四條 建議： 

重大不確定性之辨認對財務報表使用者

瞭解財務報表係屬重要。會計師使用於繼

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之標題，以

表敘明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且索引至相關附註，可提醒財務

報表使用者注意該等情況。 

說明： 

按 ISA570第A28段原文「The use of a 

separate section with a heading that 

includes reference to the fact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related to going concern exists 

alerts users to this circumstance」係指繼續

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標題（並非指

段落中之內容），已表明此事實，而有助

於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該等情況，再

者，第四十五條亦另有說明內容部分，並

索引第二十條之規定，無須在第四十四條

中重複。 

本條文係說明於查核報告中以單

獨段落說明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

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提醒財務

報表使用者注意該等情況。本會

參酌來函意見，修改第二十條為

「如財務報表已對重大不確定性

作適當揭露，會計師應表示無保

留意見，並於查核報告中納入繼

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

其標題為「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

不確定性」，以（以下略）」。 

第四十五條 建議： 

建議於草案中釐清或解釋該等額外資訊

應於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或

其他段落敘明。 

說明： 

第一款本質上係屬強調事項段，惟ISA570

原文附註索引至ISA706第 A2段（即審計

準則公報第六十號「查核報告中之強調事

項段及其他事項段」第十一條），第A2段

在說明關鍵查核事項段之事項若欲強調

其對財務報表使用者瞭解財務報表係屬

重要，可使用突顯之方式表達該事項（例

為避免造成誤解，本會決議參考

來函意見刪除第二十五條之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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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如，列為第一個事項），或於關鍵查核事

項之說明中納入額外資訊，因此第一款本

所理解為，若重大不確定性之辨認對財務

報表使用者瞭解財務報表係屬重要，應是

置於重大不確定性段並加強說明；第二款

之內容雖屬於關鍵查核事項段之範疇，惟

按草案目前架構，第四十五條係重大不確

定性存在之情況，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

八號「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

（以下簡稱第五十八號公報）第十四條之

規定，不應於關鍵查核事項段敘述該事

項，而應索引至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

定性段，因此第二款亦應於重大不確定性

段說明如何因應，惟目前條文加入第二十

五條之索引，易使讀者混淆，ISA570原文

中，除索引至A1段（第二十五條）外，

在第A1段亦有附註索引至ISA 701 第15

段（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即第五十八號公

報第十四條）及第A41段（未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即第五十八號公報第五十五

條），因此建議於草案中予以釐清或解

釋。 

第四十八條 建議： 

在極罕見情況下，財務報表涉及多項不確

定性且對財務報表整體之可能影響重

大，會計師可能認為出具無法表示意見之

查核報告，而非依第二十條之規定於查核

報告中納入相關說明，係屬適當。…。 

說明： 

參照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九號「修正式意

見之查核報告」（以下簡稱第五十九號公

報）第八條及第九條對於出具無法表示意

見類型之查核報告，係因無法取得足夠及

適切之查核證據而對財務報表整體可能

影響重大且廣泛，故建議爰修正式意見條

文增加「可能」二字。  

第五十九號公報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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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未偵出不實表達（如

原 條 文 之 原 文 為 「 multiple  

uncertainties that are significant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a 

whole」，本會決議依原文修改條

文為「在極罕見情況下，受查者

涉及對財務報表整體係屬重大之

多項不確定性，會計師可能認為

出具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

而非依第二十條之規定於查核報

告中納入相關說明，係屬適當。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九號「修正

式意見之查核報告」對此議題亦

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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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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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條 建議： 

於某些情況下，查核人員可能認為須要求

管理階層作評估或延伸其評估。如管理階

層不願意，查核人員因無法對管理階層採

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編製財務報表之適

當性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例如有

關管理階層已執行未來因應計畫或存有

其他因應措施之查核證據），而可能須出

具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 

說明： 

參 酌 ISA570 第 A35 段 「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auditor may believe it 

necessary to request management to make 

or extend its assessment. If management is 

unwilling to do so, a qualified opinion or a 

disclaimer of opinion in the auditor’s report 

may be appropriate, because it may not be 

possible for the auditor to obtain sufficient 

appropriate audit evidence regarding 

management’s use of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uch as audit evidence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of plans 

management has put in place or the 

existence of other mitigating factors.」之意

旨，酌修文字。 

建議之修改係增加對有關管理階

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編製財

務報表之適當性之查核證據之例

舉。原條文已有相關例舉說明。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

函意見，妥為處理。 

附錄一 

情況一 

會計師查核

報告之繼續

經營有關之

重大不確定

性 

建議：  

如財務報表附註X所述，甲公司民國一○

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淨損

失為新台幣XXX元，且民國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超過資產總額計

新台幣XXX元。該等情況顯示甲公司繼續

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致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本會計師並未因該等情況修

正查核意見。 

說明： 

若加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於

查核報告中將過於冗長，且第七

條已說明係對「使受查者繼續經

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

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刪除此句應不致

造成誤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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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酌原文意旨「We draw attention to Note 

6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mpany incurred a net 

loss of ZZZ during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X1 and, as of that date, the 

Company’s current liabilities exceeded its 

total assets by YYY. As stated in Note 6, 

these events or conditions, along with other 

matters as set forth in Note 6, indicate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Company’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Our opinion 

is not modified in respect of this matter.」。 

附錄一 

情況二 

假設3 

建議：  

受查者尚未能對即將到期之銀行借款取

得再融資或其他替代融資，且僅於財務報

表附註揭露銀行借款之金額及到期日，但

未揭露再融資之可行性及其影響，亦不認

為該等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會計師認

為該不適當之揭露對於財務報表之影響

雖屬重大但並非廣泛，故表示保留意見。 

說明： 

受查者是否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與查

核報告並不攸關，即便受查者認為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但揭露不足，會計師仍會修

正其意見，且ISA570原文僅說明未揭露為

重大不確定性，並未提及受查者是否認為

重大不確定性存在，因此建議將「，亦不

認為該等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予以刪

除。 

本公報第四十七條規定，查核人

員已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

計基礎之適當性取得足夠及適切

之查核證據，惟財務報表未對存

在之重大不確定性作適當揭露

時，會計師所出具保留意見及否

定意見之查核報告之例示如附錄

一之情況二及情況三。本例之文

字係說明財務報表未揭露此重大

不確定性，原文為「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do not include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r the 

availability of refinancing or 

characterize this situation as a 

material uncertainty」。為避免誤

解，本會決議酌作文字修改。 

附錄一 

情況二 

會計師查核

報告之保留

意見之基礎 

建議：  

如財務報表附註X所述，甲公司之銀行借

款新台幣×××元將於民國一○六年三月十

九日到期，但甲公司尚未能對該借款取得

再融資或其他替代融資。該等情況顯示甲

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

致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此事項未於財務報

表適當揭露。 

說明： 

若加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於

查核報告中將過於冗長，且第七

條已說明係對「使受查者繼續經

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

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刪除此句應不致

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11 

 

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參酌原文意旨「As discussed in Note yy, 

the Company’s financing arrangements 

expire and amounts outstanding are payable 

on March 19, 20X2. The Company has 

been unable to conclude re-negotiations or 

obtain replacement financing. This situation 

indicates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Company’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do not 

adequately disclose this matter.」。 

附錄一 

情況三 

假設4 

建議：  

「會計師無須且決定不依審計準則公報

第五十八號「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之

溝通」之規定，會計師無須且決定不溝通

關鍵查核事項。」 

說明： 

文字修改。 

原條文係配合審計準則公報第六

十號「查核報告中之強調事項段

及其他事項段」附錄一情況二假

設四之文字，為與其他公報用語

一致，故維持原條文之文字尚屬

妥適。 

附錄一 

情況三 

會計師查核

報告之否定

意見之基礎 

建議：  

甲公司之銀行借款新台幣×××元已於民國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但甲公司

尚未支付且未能對該借款取得再融資或

其他替代融資，並正考慮聲請破產。該等

情況顯示甲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

生重大疑慮致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此事實

未於財務報表揭露。 

說明： 

參酌原文意旨「The Company’s financing 

arrangements expired and the amount 

outstanding was payable on December 

31,20X1. The Company has been unable to 

conclude re-negotiations or obtain 

replacement financing and is considering 

filing for bankruptcy. This situation 

indicates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Company’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do not 

adequately disclose this fact.」。 

若加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於

查核報告中將過於冗長，且第七

條已說明係對「使受查者繼續經

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

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刪除此句應不致

造成誤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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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建議： 

建議配合本公報之施行修正相關公報條

文內容。 

說明： 

依本公報第五十條規定，自本公報實施日

起，貴會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六

日修訂之審計準則公報第十六號「繼續經

營之評估」，不再適用。經查審計準則公

報第五十三號「查核證據」第二條及第五

十六號「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查核」第

七十二條，均援引第十六號「繼續經營之

評估」。 

本公報第五十條已敘明自本公報

實施日起，審計準則公報第十六

號「繼續經營之評估」不再適用。

依本會發布公報之慣例，將不另

修正相關公報之條文，而係自動

適用新發布之公報。 

提供意見之單位： 

審計部、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