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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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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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之目的，係依據核閱

結果，，，，以以以以對是否發現是否發現是否發現是否發現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是否有未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

編製之情事作成結論。核閱人員執行查

詢、分析性程序及其他核閱程序，將作成

不適當結論之風險降低至中度水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核閱所執行之程序僅提供中度確信，對於

是否有未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製

之情事，由於並未一一查核，因此會計師

無法作成結論，文字採用「是否發現有未

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製」較能反映

核閱之性質是屬於被動的消極確信。因此

建議參考本公報核閱報告及委任書之例

示修改。第十條第二款、第十一條、第二

十一條第九款亦同。 

本條文已敘明核閱人員執行核閱

程序將作成不適當結論之風險降

低至中度水準，原條文不致造成

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五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相較於查核，核閱並非為取得為取得為取得為取得用以對財務

報表未存有重大不實表達之之之之取得合理確

信而設計而設計而設計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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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不致造成誤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六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應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該規

範包括獨立性、正直、公正客觀、專業能

力及專業上應有之注意、保密、、、、及專業態

度及專業準則及專業準則及專業準則及專業準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RE 2410.4 增加用語。 

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一號「中華

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二

條所規範之基本原則為正直、公

正客觀、專業能力及專業上應有

之注意、保密及專業態度，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應對個別核閱案件執行適用之品

質管制。與個別核閱案件攸關之品質管制

本條所述與個別核閱案件攸關之

品質管制要素並非審計準則公報

第四十六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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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要素包括事務所領導階層對品質管制之

責任、職業道德規範、案件之承接與續

任、案件團隊之指派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案件之執

行及追蹤考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六號「會計師事務

所之品質管制」第七條規定：「會計師事

務所應建立品質管制制度，該制度應包括

處理下列要素之政策及程序：「…4.人力

資源。…」爰建議統一各公報有關會計師

事務所品質管制要素之用語，以避免適用

疑義。 

質管制」所規範會計師事務所之

品質管制制度之要素，而應參照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四號「查核

歷史性財務資訊之品質管制」對

個別查核案件應執行品質管制之

相關規定，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第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會計師應與管理階層管理階層管理階層管理階層受核閱者就核閱核閱核閱核閱案

件條款達成協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四號第七條修

訂用語，為一致之表達。 

本條所述之「受核閱者」包括管

理階層及治理單位（如適當時），

且 ISRE2410 第 10 段原文為「The 

auditor and the client should agree 

on the terms of the 

engagement」，原條文應不致造成

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十四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核閱人員因某一事項而對財務報表是否

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未是否有未是否有未是否有未係依照適用之

財務報導架構編製有所疑慮時，應執行額

外查詢或其他程序，俾作成結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公報草案第三條規定：「會計師核閱財務

報表之目的，係依據核閱結果對財務報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未依照適用之財

務報導架構編製之情事作成結論。…」爰

建議酌修文字，以表達核閱工作僅提供中

度確信。 

本條係規範核閱人員於作成核閱

結論前，須執行額外查詢或其他

程序以消除其對財務報表是否在

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適用之財務

報導架構編製之疑慮，原條文應

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第二十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當核閱人員發現財務報表偏離適用之財

務報導架構而須作重大之調整，且管理階

層未予以更正時，會計師應作出保留或否

定結論，並於核閱報告中納入保留或否定

結論之基礎段，以敘明偏離適用之財務報

導架構之事項及其影響，，，，惟若惟若惟若惟若（除非實務

僅於實務上不可行之情況下，會

計師得不敘明偏離適用之財務報

導架構之事項產生之影響，本公

報附錄四情況四即為敘明偏離適

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之事項之影響

於實務上不可行之例。為闡明文

意，大會決議將本條修改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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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上不可行），，，，則應則應則應則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條文敘明受核閱者財務報表偏離適用

財務報導架構之處理原則，並附帶「除非

實務上不可行」之但書，惟未敘明若實務

上確不可行之處理原則，建議補充說明，

以利遵循。另該公報草案第二十四、二十

五、五十六條條文亦有類此情況，建議一

併審酌修正，避免公報使用者（閱讀者）

產生疑義。 

核閱人員發現財務報表偏離適用

之財務報導架構而須作重大調

整，且管理階層未予以更正時，

會計師應作出保留或否定結論，

並於核閱報告中納入保留或否定

結論之基礎段，以敘明導致保留

或否定結論之事項及其對財務報

表之影響（除非實務上不可

行）」。 

 

 

第二十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已達成協議之案件條款應應應應通常記載於委

任書，以避免雙方對案件之性質（尤其是

核閱之目的及範圍）、管理階層之責任、

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之責任、取得之確信

程度及報告之性質與格式產生誤解。委任

書之內容應應應應通常包括：…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四號第八條修

訂用語，為一致之表達。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四號「查

核案件條款之協議」（以下簡稱第

六十四號公報）第八條之規定，

已達成協議之查核案件條款應記

載於委任書或其他適當形式之書

面協議，並未僅限於記載於委任

書，且第六十四號公報第三十六

條說明委任書之內容可能因受查

者而異，除第六十四號公報第八

條所述之條款外，亦可能包括第

六十四號公報第三十六條所列之

條款。本條列舉核閱案件之委任

書通常包括之內容應不致造成誤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三十條至

第三十四

條、附錄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據ISRE 2410 Para. 3a，其適用範圍並不

限於期中財務報表，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

五號草案第二條亦說明可能包括非公開

發行公司各期財務報表，惟公報中若干程

序係針對期中財務報表，例如：對受核閱

者及其環境(包括內部控制)之瞭解之相關

程序(草案第十條、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

條)及附錄二分析性程序之例示，建議說

明該等程序之適用情況。 

於我國實務環境下，會計師受託

執行核閱之財務報表大部分為期

中財務報表，如核閱人員適用本

公報有關期中財務報表核閱之規

定於期中財務報表以外之財務報

表之核閱，應視實際情況適用該

等規定於相應之報表及期間。原

規定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第三十四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核閱人員如未查核受核閱者前一年度之

財務報表，須於規劃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

時，取得對受核閱者及其環境（包括與編

會計師未查核受核閱者前一年度

之財務報表可能係因受核閱者之

年度查核及期中核閱委由不同會

計師執行，而非僅限於更換會計

師之情況，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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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製期中財務報表有關之內部控制）之瞭

解。此瞭解可提升查詢、分析性程序及其

他核閱程序之有效性。核閱人員通常向前前前前

任任任任其他會計師查詢，並檢視其前一年度之

查核工作底稿及本年度前幾期之核閱工

作底稿，作為取得瞭解之一部分。核閱人

員宜考量已更正不實表達及前任前任前任前任其他會

計師所彙總之未更正不實表達之性質、顯

著風險（包括管理階層踰越控制之風險）

及具延續性意義之重大財務報導事項（例

如，內部控制之顯著缺失）。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其他」會計師改為「前任」會計師較適

切且配合原文，「其他會計師」之範疇似

太廣泛。 

適。 

 

 

第三十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核閱人員執行核閱時，…惟有關訴訟或索

賠之事項如使核閱人員對財務報表是否

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未是否有未是否有未是否有未係依照適用之

財務報導架構編製有所疑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公報草案第三條規定：「會計師核閱財務

報表之目的，係依據核閱結果對財務報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未依照適用之財

務報導架構編製之情事作成結論。…」爰

建議酌修文字，以表達核閱工作僅提供中

度確信。 

本條係規範核閱人員可能須向律

師函詢有關訴訟或索賠之事項之

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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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RE2410#24 原 文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ntity’s lawyer 

with respect to litigation or claims may, 

however,……”中”Direct communication”

原翻譯為「函詢」，建議將文字酌修為：「核

閱人員執行核閱時，通常無須驗證管理階

層對有關訴訟或索賠之查詢所作之回

應，因此無須函詢受核閱者之律師。惟有

關訴訟或索賠之事項如使核閱人員對財

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適用

之財務報導架構編製有所疑慮，且認為受

核閱者之律師可能有相關資訊時，則向該

此 處 原 文 之 「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ntity’s 

lawyer」係對應前方「 send an 

inquiry letter to the entity’s 

lawyer」之敘述，故維持原條文

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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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律師直接溝通直接溝通直接溝通直接溝通（（（（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函詢或口頭電話詢或口頭電話詢或口頭電話詢或口頭電話詢

問問問問））））有關訴訟或索賠之事項可能係屬適

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配合原文意旨，執行核閱程序應較具彈

性，而直接溝通方式不僅函詢一種。 

第四十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核閱人員因某一事項而對財務報表是否

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未是否有未是否有未是否有未係依照適用之

財務報導架構編製有所疑慮時，…。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公報草案第三條規定：「會計師核閱財務

報表之目的，係依據核閱結果對財務報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有未依照適用之財

務報導架構編製之情事作成結論。…」爰

建議酌修文字，以表達核閱工作僅提供中

度確信。 

本條係規範核閱人員於作成核閱

結論前，須執行額外查詢或其他

程序以消除其對財務報表是否在

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適用之財務

報導架構編製之疑慮，原條文應

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第四十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相較於財務報表之查核，財務報表之核閱

並非為取得為取得為取得為取得用以對財務報表未存有重大

不實表達之之之之取得合理確信而設計而設計而設計而設計。惟核閱

人員應評估（個別及彙總）所辨認之不實

表達（包含不適當之揭露），以決定財務

報表是否偏離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而須

作重大之調整。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用語與第五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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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十五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加入 ISRE2410第33條中有關評估不實表

達時量化及質性因素之考量。建議內容：

「此時此時此時此時，，，，核閱人員考量重大性之決定涉及核閱人員考量重大性之決定涉及核閱人員考量重大性之決定涉及核閱人員考量重大性之決定涉及

量化及質性因素量化及質性因素量化及質性因素量化及質性因素，，，，因此相對金額不大之不因此相對金額不大之不因此相對金額不大之不因此相對金額不大之不

實表達仍可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實表達仍可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實表達仍可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實表達仍可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ISRE2410第 33條係規範核閱案件於評估

不實表達時應考量之事項。本條文未將原

文中應考量量化及質性因素列入，建議依

原文修訂較為妥適。 

本條文已敘明金額低於顯然微小

之門檻之不實表達之累計數預期

明顯不會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

響，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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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之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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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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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參照 ISRE2410#33 原文” In so doing, the 

auditor considers the fact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ity involves 

quantitative as  well  as qualitative  

considerations, and  that  misstatements 

of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could 

nevertheless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interim financial information.”「 此時此時此時此時，，，，核核核核

閱人員應考量重大性之決定涉及量化與閱人員應考量重大性之決定涉及量化與閱人員應考量重大性之決定涉及量化與閱人員應考量重大性之決定涉及量化與

質性因素質性因素質性因素質性因素，，，，以及金額不大之不實表達仍可以及金額不大之不實表達仍可以及金額不大之不實表達仍可以及金額不大之不實表達仍可

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事實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事實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事實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事實。。。。」原翻

譯條文將該段落刪除，建議配合原文意旨

加回該段落。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配合原文意旨，闡明重大性之考量因素不

僅為金額之大小。 

然微不足道，原條文應不致造成

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五十條、

第五十一

條、第五十

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草案已納入強

調事項段、其他事項段及與繼續經營有關

之重大不確定性段，且均應置於結論段之

後，惟並未規範三者間段落之位置，建議

參考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號第二十一條

之規定，予以規範。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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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該公報附錄一亦有例示

包含強調事項段及其他事項段之

查核報告。核閱人員可參考該等

規定及例示，決定相關段落於核

閱報告中之位置。為使文字簡

潔，大會決議將第五十七條修改

為：「會計師於核閱報告中納入繼

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

時，宜置於結論段之後。」。 

第五十四條

及第五十五

條標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管理階層對核閱範圍予以限制管理階層對核閱範圍予以限制管理階層對核閱範圍予以限制管理階層對核閱範圍予以限制（（（（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第第第第

XX條條條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註明相關條文條號，俾利閱讀者對

照。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酌予修

改。大會決議將第五十四條至第

五十六條之標題修改為：「核閱範

圍受限制（相關條文：第二十三條至第

二十五條）」 

 

 

第五十六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酌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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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其他範圍受限其他範圍受限其他範圍受限其他範圍受限（（（（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相關條文：：：：第第第第 XX條條條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註明相關條文條號，俾利閱讀者對

照。 

改。大會決議將第五十四條至第

五十六條之標題修改為：「核閱範

圍受限制（相關條文：第二十三條至第

二十五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條文後增列附錄四情況三之索引。建議

內容：「因核閱範圍受限所出具保留結論

之核閱報告例示如附錄四情況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公報第五十六條之內容係為其他核閱

範圍受限所出具保留結論之核閱報告，建

議增列索引至附錄四情況三，以利核閱人

員參閱。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酌予修

改。大會決議新增以下文字：「…

範圍受限制時，會計師所出具保

留結論之核閱報告例示如附錄四

情況三。」 

第六十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旨揭公報預定為自107年7月1日起實施，

可能造成公司107年度各季財務報告因適

用不同審計準則公報，而有會計師核閱意

見類型不一致情事，請評估是否基於同一

年度一致性考量，將適用日期提前至會計

師出具107年第1季核閱報告起實施，且無

須提前適用。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予以修

改。大會決議修改為：「本公報於

中華民國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發布，並自中華民國一○七年四

月一日起實施。自本公報實施日

起，本會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三十六號「財務報表之核閱」，

不再適用」。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自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公報係參酌 ISRE2410 之相關規定訂

定，公報之架構與原第三十六號相去甚

遠。除核閱報告之格式及內容不同外，委

任書及書面聲明亦有實質上之修改。主管

機關及會計師事務所面對新審計準則之

適用，須先研究評估後，進行一系列之推

廣及相關訓練，此外，核閱程式及相關範

本亦須隨之更新。再者，若自一○七年七

月一日起實施，將導致同一年度出具之核

閱報告存在報告格式及內容不一致之情

況。故建議 貴會將本公報實施日延至中

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使受到此公報

影響之人員有足夠時間規劃因應措施及

大會綜合考量各方意見後，決議

修改為：「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發布，並自中

華民國一○七年四月一日起實

施。自本公報實施日起，本會於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不再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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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進行推廣訓練。 

附錄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參考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五號第二

十五條之規定，將管理階層期後事項之告

知責任一同納入附錄一委任書之例示中。 

本公報第十二條已敘明核閱人員

應向管理階層查詢截至核閱報告

日所發生可能須於財務報表中調

整或揭露之事項是否均已辨認。

核閱人員無須執行其他程序辨認

核閱報告日後發生之事項，故維

持原附錄內容尚屬妥適。 

附錄四情況

一至情況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草案附錄四之

財務報表核閱報告例示，其段落標題是否

為必要，條文中並未規範，因此建議參考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第五十九號及

第六十號，予以明確規範標題內容及段落

位置。 

本公報附錄四情況一至情況四已

例示核閱報告之標題內容及段落

位置，會計師可參考該附錄出具

適當之核閱報告，故維持原條文

內容尚屬妥適。 

 

附錄四情況

一至情況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本會計師核閱結果，並未發現上開財

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有未依照[適用之

財務報導架構]編製而須作修正而須作修正而須作修正而須作修正，致無法

允當表達甲公司民國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及民國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暨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

一日及民國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

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情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按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期中財務報

導」第五段之說明，我國期中財務資訊多

數係屬簡明財務報表，並不適用允當表達

架構，因此建議將核閱報告中結論段及附

錄三書面聲明例示之說明「依本會計師核

閱結果，並未發現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有未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

製，致無法允當表達甲公司民國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六年一月一

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五年一月

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

流量之情事。」修改為「依本會計師核閱

結果，並未發現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規定，我國公開發行公司之期

中財務報表應為整份財務報表，

且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

「財務報表查核報告」第四條對

「允當表達架構」之定義，我國

公開發行公司之期中財務報表係

依照允當表達架構編製，故維持

原附錄及相關條文之內容尚屬妥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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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方面有未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製

而須作修正之情事。」，管理階層之責任

亦同，另，請同時考量第二十一條第五款

及第九款。 

附錄四情況

一至情況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按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期中報告第二十

條(a)，期中財務報導應包括當期期中期間

結束日之財務狀況表及前一財務年度結

束日之財務狀況表。因此在出具對期中財

務報告的會計師意見時，會出現當期僅作

核閱但前一財務年度結束日之財務狀況

表係經執行查核的情況。建議於會計師核

閱報告中，可加其他事項段，敘明會計師

之意見。舉例如下：「XX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民國一○五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先前業經本會計師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

並執行查核工作，並於民國一○六年 X

月 XX 日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

案。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

財務季報告中自民國一○五年度合併財

務報告擷取列示之民國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及其有關揭

露，在所有重大方面，係屬允當表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考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第二十條(a)之

規定，以及讓財務報表使用者可更明確瞭

解核閱報告之資產負債表之表達。 

由於附錄四僅作為適用本公報相

關規定時之例示，會計師須依照

個別需求及情況修改之，故維持

原附錄內容尚屬妥適。 

 

 

附錄四情況

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草案第二十二

條之規定，當核閱人員發現財務報表偏離

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而須作重大之調

整，且管理階層未予以更正時，會計師應

作出保留或否定結論，並於核閱報告中納

入保留或否定結論之基礎段，以敘明偏離

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之事項及其影響(除

非實務上不可行)。草案附錄四情況四否

定結論之基礎段並未說明其影響，僅說明

為重大，惟作成否定結論，其影響應為重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酌予修

改。大會決議修改為：「甲集團於

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起，停止

將子公司××公司納入合併財務報

表，致偏離[適用之財務報導架

構]，並重大影響民國一○七年度

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之多項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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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大且廣泛，建議說明其影響遍及合併報表

之多項要素，以回應相關規定。 

新增附錄四

之例示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公報草案附錄四之例示，未列舉第五十條

及第五十一條條文所述強調事項段及其

他事項段之範例，建議增加相關段落例

示，以利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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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業已例示包含強調事

項段及其他事項段之查核報告，

核閱人員可將該等例示作為於核

閱報告納入強調事項段或其他事

項段之參考，故維持原附錄之例

示尚屬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建議提供依據第 25 條，出具無法作

成結論之核閱報告例示。 

2. 建議提供依據第 57 條，出具繼續經

營之核閱報告例示。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提供例示以利遵循。 

1. 考量國內實務狀況，會計師

出具無法作成結論之核閱報

告之情況較少，且 ISRE2410

原文亦無相關例示，故維持

原附錄之例示尚屬妥適。 

2.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一號

「繼續經營」附錄一已例示

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時會計師所出

具之查核報告。如使受核閱

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

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會計師可參

考該附錄出具適當之核閱報

告，故維持原附錄之例示尚

屬妥適。  

其他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五號草案並未納入

其他資訊之相關程序，惟第二十九條及第

五十八條均提及「包含財務報表之任何文

件」，根據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第三

條，已符合其他資訊之定義，因此建議釐

清財務報表之核閱是否亦應閱讀與考量

其他資訊。 

考量國內實務狀況，季報之核閱

通常不涉及其他資訊，故不納入

有關其他資訊之規定，維持原條

文尚屬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加入 ISRE2410 第 36 條及 37 條有關會計

師對於核閱財務報表併列之其他資訊之

責任，或於本公報中加入準用審計準則公

報第四十號「其他資訊之閱讀與考量」之

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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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公報第五十八條「…當包含財務報表之

任何文件（例如，公開說明書）指出財務

報表業經核閱時，核閱報告亦應包含於該

文件中。…」文中任何文件與第四十號公

報「其他資訊之閱讀與考量」第三條第二

款其他資訊之定義類似。然，第四十號公

報係規範經會計師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查核財務報表之其他資訊，並未規範核閱

財 務 報 表 之 其 他 資 訊 ， 建 議 加 入

ISRE2410 36 及 37 條文或增列準用第四

十號「其他資訊之閱讀與考量」之文字，

藉以規範會計師對與核閱財務資訊併列

之其他資訊之責任。 

其他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原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號第三十條，於

財務報表各表及附註首頁標明「僅經核

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字樣，

建議討論是否予以保留。 

本公報第二十一條第八款規定會

計師所出具之核閱報告應包括敘

明核閱工作之範圍明顯小於查核

工作之範圍，會計師可能無法察

覺所有可藉由查核工作辨認之重

大事項，故無法表示查核意見。

因核閱報告之範圍段已有相關敘

述，故維持原內容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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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審計部審計部審計部審計部、、、、安侯建業安侯建業安侯建業安侯建業聯合聯合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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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安永安永安永聯合聯合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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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勤勤勤

業眾信業眾信業眾信業眾信聯合聯合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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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資誠資誠資誠聯合聯合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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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