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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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六六六號草案號草案號草案號草案 

「「「「書面聲明書面聲明書面聲明書面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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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之之之之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第十二條 

（公報條文

第十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書面聲明應須以查核人員所隸屬事

務所為收受者之書函為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修改用語並與其他條文一致

（例如：第 6、7、8、9、10 及 11

條）。 

本會參考貴單位建議予以修改。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六號草案第十

二條，依 ISA 580 Para.15 之規定 If 

law or regulation requires 

management to make written public 

statements about it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auditor determines that such 

statements provide some or all of the 

representations required by 

paragraphs 10 or 11, the relevant 

matters covered by such statements 

nee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representation letter.，由於部分金融

業，可能依據法規之規定，須將內

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內容揭露於行業

網站，並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因此，建議保留「若法

令要求管理階層對其責任出具書面

公開聲明，且查核人員認為該等聲

明已提供第九條或第十條要求之部

分或全部聲明事項，則此等聲明涵

蓋之事項無須列入書函。」，ISA 580 

Para. A19 及 A20 亦同。 

為利於查核人員取得查核證據，管理階

層應提供本公報所規定之書面聲明，故

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十三條 

（公報條文

第十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如查核人員對管理階層之專業能

力、誠信、道德觀或謹慎程度，或

對管理階層對書面聲明之承諾或執

大會決議將文字修改為「如查核人員對

管理階層之專業能力、誠信、道德觀、

謹慎程度或履行書面聲明之能力存有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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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力存有疑慮，應評估其對口頭

或書面聲明及其他查核證據可靠性

之可能影響。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條文敘明查核人員對管理階層提

供書面聲明之可靠性存有疑慮時，

應評估可能影響，惟係指「查核人

員」對書面聲明存有疑慮時，非指

「管理階層」對書面聲明存有疑慮

時，建議酌修文字，以避免誤解。

另公報草案第三十八條條文亦有類

似情況，建議一併酌修。 

 

 

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如查核人員對管理階層之專業能

力、誠信、道德觀或謹慎程度，抑

或對管理階層對書面聲明之承諾或

執行能力存有疑慮，應評估其對口

頭或書面聲明及其他查核證據可靠

性之可能影響。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修改用語並與其他條文一致

（例如：第 38 條）。 

大會決議將文字修改為「如查核人員對

管理階層之專業能力、誠信、道德觀、

謹慎程度或履行書面聲明之能力存有疑

慮，…」。 

 

 

第十四條 

（公報條文

第十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當書面聲明與其他查核證據不一致

時，查核人員應執行查核程序予以

釐清。如無法釐清，查核人員應重

新考量管理階層之專業能力、誠

信、道德觀或謹慎程度，抑或管理

階層對書面聲明之承諾或執行能

力，並評估其對口頭或書面聲明及

其他查核證據可靠性之可能影響。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修改用語並與其他條文一致

（例如：第 38 條）。 

大會決議將文字修改為「…如無法釐

清，查核人員應重新考量管理階層之專

業能力、誠信、道德觀、謹慎程度或履

行書面聲明之能力，…」。 

 

 

第十九條 

（公報條文

第十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應向對財務報表編製負有

責任之管理階層人員取得書面聲

明。雖然管理階層該等人員可能因

受查者治理結構或相關法令而異，

依本公報第五條所述，本公報所提及之

管理階層於適當時亦包括治理單位，而

第十八條係說明負責編製財務報表之人

員雖然因受查者治理結構與法令而異，

但通常為管理階層之人員而非治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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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常為董事長、總經理及會計主

管。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公報草案第六條條文：「查核人員

應要求對財務報表負適當責任且瞭

解相關事項之管理階層，提供書面

聲明。」及第七條條文：「查核人員

應就管理階層已履行其依照適用之

財務報導架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

報表之責任，要求提供書面聲明。」

為利公報用語一致並有利閱讀者明

確辨認查核人員取得書面聲明對象

係受查者管理階層，爰建議酌修文

字。 

位，故維持原用語尚屬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但通常為董事長、總經理人及會

計主管。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參考商業會計法第 35 條及證

交法第 14 條之用語。 

此處為對財務報表編製負有責任之人員

之例舉，維持原用語尚屬妥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但通常為負責人董事長、總經理

人及主辦會計主管。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六號草案第十

九條「查核人員應向對財務報表編

製負有責任之人員取得書面聲明。

雖然該等人員可能因受查者治理結

構或相關法令而異，但通常為董事

長、總經理及會計主管。」，正如條

文中所述，該等人員會因治理結構

或法規而異，鑑於審計準則公報適

用於各類型商業，因此參考商業會

計法第 66 條之規定「決算報表應由

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理人及主辦

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負責」，建議將

舉例之人員修改為「負責人、經理

人及主辦會計」，附錄一亦同。 

 

此處為對財務報表編製負有責任之人員

之例舉，維持原用語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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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公報條文

第二十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於某些情況下，管理階層可能於提

供書面聲明前諮詢參與財務報表編

製與表達及其聲明之其他人員，包

括對書面聲明所涉及事項具專業知

識之個人，例如：…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In some cases, however, management 

may decide to make inquiries of 

others who participate in preparing 

and present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assertions therein, 

including… 

配合原文意旨，建議酌修文字。 

條文中「財務報表編製與表達」已包含

財務報表相關聲明之意，原條文應不致

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五條 

（公報條文

第二十四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之書面聲明，

係基於管理階層對查核案件條款中

所述責任之認知與瞭解。除要求管

理階層確認已履行其責任外，於下

列情況下，查核人員亦可能要求管

理階層於書面聲明中，再次確認對

其責任之認知與瞭解： 

1.代表受查者簽訂查核案件條款簽

署委任書之人員不再承擔攸關責

任。…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經參酌 ISA 原文，目前草案中在本

條第一款之「委任書」用語，實則

與第二款或本準則草案中所述「查

核案件條款」同屬「terms of the audit 

engagement」，卻於準則中使用不同

名詞易生混淆。且參閱審計準則公

報第六十四號「查核案件條款之協

議」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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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委任書係查

核案件條款之協議記載之文件，惟

仍有可能有其他適當形式之書面協

議。綜上，建議應從 ISA580 條文之

建議之修改文字與原條文文意並無不

同，原條文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

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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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將「委任書」改為「查核案件

條款」，並配合修改文字為「簽訂」。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管理階層對其認知與瞭解之再次確

認，不得使用第二十二條所提及「就

本公司所知」之限制性文字。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係參考 ISA580.A8 後段「made 

subject to the best of management’s 

knowledge and belief」之原文，增加

「就本公司所知」之用語，以貼近

原文。 

本會參考貴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第二十七條 

（公報條文

第二十六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除依第八條規定取得之書面聲明

外，查核人員可能認為須要求管理

階層提供其他書面聲明。（例如，管

理階層已與查核人員溝通所有已知

內部控制缺失之書面聲明）。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修改用語並與其他條文一致

（例如：第 24 條）。 

括號內之文字係其他書面聲明之例子，

故維持原用語尚屬妥適。 

第二十九條 

（公報條文

第二十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可能認為須要求管理階層

對財務報表之特定聲明提供書面聲

明，特別是用以支持與管理階層對

特定聲明之判斷或意圖，或與特定

聲明之完整性有關之其他查核證

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六號草案第二

十九條並未將「特定聲明之完整性」

納入，惟完整性如同管理階層之判

斷及意圖，倘若無法取得管理階層

之書面聲明，可能即無法取得足夠

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因此建議參考

原文加入「特定聲明之完整性」，建

議修改為「……特別是用以支持管

理階層對特定聲明之判斷或意圖，

為避免閱讀者誤解為財務報表聲明中之

「完整性」聲明，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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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特定聲明之完整性有關之其他

查核證據。……」。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參照 ISA580.A13 之規定，將原

條文最後一段加入「惟書面聲明雖

為必要之查核證據，但其自身無法

對該聲明提供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亦或於條文最後提及查核人員

仍應考量本準則第三條之規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照 ISA580.A13 規定，在本草案第

二十九條條文後仍有一段「惟書面

聲明雖為必要之查核證據，但其自

身無法對該聲明提供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之規定。用以提醒查核

人員原條文中所提針對管理階層對

特定聲明之判斷或意圖，須取得其

書面聲明作為查核證據，惟如僅取

得書面證據其自身係無法對該特定

聲明提供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或許在準則草案第三條有同樣之規

定，惟仍建議依照 ISA 條文所列在

本條文提及特定聲明可能須取得書

面聲明方為足夠及適切時，再次提

醒單取得書面聲明並不足以為此特

定聲明之查核證據，以免查核人員

在適用條文上有所疑義。 

本公報第三條已規定：「書面聲明雖為必

要之查核證據，但其自身無法對所涉及

之事項提供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其亦可適用於特定聲明之情況，原條文

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第三十一條 

（公報條文

第三十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書面聲明係必要之查核證據，因此

查核報告日不應早於書面聲明之日

期。此外，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五

號「期後事項」規定查核人員應查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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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揭露之事項。因此，書面聲明之

日期應盡可能接近查核報告日，但

不得晚於該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修改用語，使語意更為通順。 

本會參考貴單位意見酌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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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公報條文

第三十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書面聲明應涵蓋查核報告中提及之

所有期間，因此管理階層須再確認

先前對前期所出具之書面聲明仍屬

適當。查核人員可與管理階層協議

就前期書面聲明之更新所出具書面

聲明之形式取得協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修改用語，使語意更為通順。 

本會參考貴單位意見酌予修改。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管理階層須再確認先前對前期所出

具之書面聲明仍屬適當，因此書面

聲明應涵蓋查核報告中提及之所有

期間。，因此管理階層須再確認先

前對前期所出具之書面聲明仍屬適

當。查核人員可與管理階層協議就

前期書面聲明之更新所出具書面聲

明之形式，以更新前期所作之書面

聲明，其內容包括該書面聲明是否

有任何變動，及該變動為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由於原草案條文中有關「…就前期

書面聲明之更新所出具書面聲明之

形式」不易理解，且所述書面聲明

應涵蓋查核報告所提及之期間，其

原因應源自管理階層須再次確認前

期所出具之書面聲明是否仍適當，

原草案條文中之因果關係似有所

誤。故建議依 ISA580.A17 原意修改

條文。 

1.依本公報基本準則第十條之規定：「書

面聲明應涵蓋查核報告中提及之所有

財務報表與期間。」本條文係說明管

理階層須再確認前期所出具之書面聲

明。此外，本公報第三十條至三十三

條之標題為書面聲明之日期與涵蓋期

間，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2.本條文規定查核人員可與管理階層就

前期書面聲明之更新所出具書面聲明

之形式達成協議，其內容可能包括敘

明書面聲明是否有任何變動，及該變

動為何，原條文不致造成誤解，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十一條 

（公報條文

第四十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2.管理階層對已提供查核人員所有

攸關資訊責任之書面聲明可能敘

明，除因火災害損毀之資訊外，其

已提供所有攸關資訊。如查核人員

認為管理階層已提供可靠之書面聲

明，則第十七條之規定不適用。惟

會計師仍應考量因火災害損毀之資

本會參考貴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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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來函單位之之之之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本會回應 

訊對財務報表及查核意見之影響。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鑑於其他災害（如水災、風災等）

亦可能損毀資訊，爰建議酌修文字。 

附錄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書面聲明之例示 

（相關條文：第三十五七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公報草案第三十五條條文：「附錄

一提供書面聲明之例示。」爰附錄

一例示之相關條文應修正為第三十

五條。 

本會參考貴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公司名稱： 

董事長： 

總經理人： 

會計主管：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建議參考商業會計法第 35 條及證

交法第 14 條之用語。 

此附錄為書面聲明之例舉，維持原用語

尚屬妥適。 

其他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增列第 2、4、6、8、10、12、14、

16 頁之頁碼。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公報草案漏列雙數頁碼，建議修正

增列。 

此為電子公文傳輸轉檔疏失，書面之徵

求意見函頁碼正確，本會將於正式發布

時確認頁碼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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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所所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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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