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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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十六十六十七七七七號草案號草案號草案號草案 

「「「「關係人關係人關係人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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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相較於與非關係人之類似交易，企業於

正常營運下之關係人交易，可能並不存

有較高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惟於某些

情況下，關係人之關係及交易之性質可

能導致較高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例如： 

… 

4.進行關係人交易之動機可能係為進行

財務報導舞弊或挪用資產挪用資產挪用資產挪用資產掩飾被挪用掩飾被挪用掩飾被挪用掩飾被挪用

之資產之資產之資產之資產。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查核財務

報表對舞弊之考量」第二條：「本公報訂

定之目的如下：…2.說明與財務報表查

核有關而導因於財務報導舞弊及挪用資

產之二種舞弊型態。」為齊一公報用語，

爰建議酌修文字。 

此處原文為「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may be motivated solely or in large 

measure to engage in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or conceal misappropriation of 

assets」，與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查

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考量」第二條之原

文略有不同，原條文應不致造成誤解，

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六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由於關係人之關係及交易可能未揭露，

因此查核人員於規劃及執行查核工作

時，應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查核財務

報表對舞弊之考量」第二條、第二十二

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九條及第四十

一條，均規範查核人員應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態度，為齊一公報用語，爰建議酌

修文字。 

此處原文為「Planning and performing the 

audit with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as 

required by ISA 200 …」，與審計準則公

報第四十三號「查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

考量」第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

條、第二十九條及第四十一條之原文略

有不同，原條文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

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對所辨認非正常營運之重大關係人交

易，查核人員應： 

1.檢查相關合約（如有時），並評估： 

(1)交易動機是否顯示合約之簽訂係用

以進行財務報導舞弊或掩飾被挪用掩飾被挪用掩飾被挪用掩飾被挪用

之資產之資產之資產之資產挪用資產挪用資產挪用資產挪用資產。 

此處原文為「conceal misappropriation of 

assets」，與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查

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考量」第二條之原

文略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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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查核財務

報表對舞弊之考量」第二條：「本公報訂

定之目的如下：…2.說明與財務報表查

核有關而導因於財務報導舞弊及挪用資

產之二種舞弊型態。」為齊一公報用語，

爰建議酌修文字。 

第二十

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辨認並評估導因於舞弊之重大

不實表達風險時，應考量關係人可能藉

由行使控制力力力力或重大影響力力力力，而對受查

者或其管理階層行使行使行使行使具支配性之影響。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文字酌修，讓語意更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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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對舞弊之討論宜包括關係人涉及舞弊之

各種可能方式，例如： 

1.透過管理階層所控制之特殊目的個體

進行盈餘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操縱操縱操縱操縱。 

2.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按「盈餘管理」係透過對會計政策選擇

及實際交易安排，使企業盈餘達到期望

之行為，尚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

範，而「盈餘操縱」係指基於特定目的，

違反法令或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掏空資

產、虛列負債或以其他方式，虛增公司

利益或掩飾虧損。本公報草案提及關係

人涉及舞弊方式，依其文義應屬不合法

之行為，爰建議酌修文字。 

此處原文為「earning management」，原

條文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第三十

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如受查者無前條所述之資訊系統，則管

理階層可能無法知悉所有知悉所有知悉所有知悉所有完整辨認與完整辨認與完整辨認與完整辨認與關

係人有關有關有關有關之存在存在存在存在資訊資訊資訊資訊。儘管如此儘管如此儘管如此儘管如此，，，，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階層仍可能注意其符合本準則定義之關階層仍可能注意其符合本準則定義之關階層仍可能注意其符合本準則定義之關階層仍可能注意其符合本準則定義之關

係人係人係人係人，，，，於此情況下於此情況下於此情況下於此情況下，，，，故故故故第十一條所規定

之查詢仍屬屬屬屬適用。於此情況下於此情況下於此情況下於此情況下，，，，查核人

員就受查者受查者受查者受查者管理階層管理階層管理階層管理階層對關係人之辨認所

作之查詢，有助於查核人員有助於查核人員有助於查核人員有助於查核人員可能構成其可能構成其可能構成其可能構成其

依據據據據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之規定所所所所

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及相關作業之一部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及相關作業之一部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及相關作業之一部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及相關作業之一部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意並無不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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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分分。。。。，，，，查核人員執行前開程序及作業為查核人員執行前開程序及作業為查核人員執行前開程序及作業為查核人員執行前開程序及作業為

取得與與與與下列事項有關之事項有關之事項有關之事項有關之資訊：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經參酌 ISA550 A12原文，建議將原本未

逐句翻譯之文意列入，以更清楚原條文

所欲傳達，即使無透過資訊系統記錄、

處理及彙總關係人之關係及交易，查核

人員仍可透過查詢管理階層其辨認關係

人之程序，藉以獲得審計準則公報四十

八號所規定程序欲取得之資訊。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如受查者無前條所述之資訊系統，則管

理階層可能無法完整辨認與關係人有關

之資訊。於此情況下，第十一條所規定

之查詢仍適用。查核人員就管理階層對

關係人之辨認所作之查詢，有助於查核

人員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之規

定，取得與下列事項有關之資訊： 

1.所有權所有權所有權所有權股權股權股權股權及治理結構。 

2.目前進行及計劃投資之類型。 

3.組成結構及籌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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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用語，實則與審計準則

公報第四十八號第五十三條(ISA315)中

所述「所有權結構暨…」同屬”

ownership”，卻於準則中使用不同名詞

易生混淆，且本條文亦爰引第四十八號

公報之規定，爰建議宜使用一致之用語。 

另，準則範疇應非僅限於股份有限公司

型態之受查者，如條文規範”股權”實

有限縮於特定公司型態，故建議修改

為”所有權”較為適當。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瞭解受查

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第十條之規定，查核人員應瞭解

下列事項： 

2.受查者之性質，包括： 

(1)營運狀況。 

(2)股權及治理結構。 

(3)目前進行及計劃投資之類型，包括

對特殊目的個體之投資。 

(4)組成結構及籌資方式。 

原條文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

尚屬妥適。 

 

第三十

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執行查核之前提為，管理階層…，俾依

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辨認並適當處理辨認並適當處理辨認並適當處理辨認並適當處理適適適適

當當當當辨認辨認辨認辨認、、、、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及揭露關係人之關係及交

易。…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本公報草案第七條：「本公報之目的，

係規範查核人員：…2.對關係人之關係

此處原文為「…so that these are identified 

and appropriately accounted for and 

disclo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ramework」，與第七條之原文略有不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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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交易是否已依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適

當辨認、處理及揭露，…」為齊一公報

用語，爰建議酌修文字。 

第三十

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之

規定瞭解控制環境控制環境控制環境控制環境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

制制制制時，可考量為降低關係人關係及交易

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控制環境攸關要之控制環境攸關要之控制環境攸關要之控制環境攸關要

素素素素所執行之攸關內部控制所執行之攸關內部控制所執行之攸關內部控制所執行之攸關內部控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考 ISA原文 “In meeting the ISA 315 

requirement to ob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ol environment, the auditor may 

consider features of the control 

environment relevant to mitigating the 

risk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associated 

with related party relationships and 

transactions”且考量所列釋例，亦為控

制環境之相關要素，因此本所建議將該

條文修改為「查核人員依審計準則公報

第四十八號之規定瞭解控制環境時，可

考量為降低關係人關係及交易之重大不

實表達風險之控制環境攸關要素……」 

本條文之舉例並非僅限於控制環境之要

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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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人員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之

規定瞭解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時，可

考量為降低關係人關係及交易之重大不

實表達風險所執行之攸關內部控制，例

如： 

… 

3.受查者受查者受查者受查者對辨認、記錄、彙總及揭露關

係人交易之職責劃分。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文字酌修，讓語意更為清楚。 

本條文之舉例均為受查者為降低關係人

關係及交易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所執行

之攸關內部控制，原條文應不致造成誤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四十

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可能之舞弊例舉如下： 

… 

2.以明顯偏離公平公平公平公平市場價格格格格值值值值之金額金額金額金額價價價價

格格格格將資產移轉予管理階層或其他方，

或自管理階層或其他方取得資產。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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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酌修，讓語意更為清楚。 

第四十

三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檢查下列紀錄或文件時，可能

取得與關係人之關係及交易有關之資

訊： 
… 

7.與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管理階層或治理單位成員簽訂成員簽訂成員簽訂成員簽訂

之合約及協議。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經參酌 ISA550原文，該合約及協議應指

與主要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之人員所簽

訂，且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四號第七十

七條針對”key management”亦翻譯

為”主要管理階層”；另因審計準則公

報第六十二號公報第九條對治理單位之

定義主要為”對企業之策略方向及與企

業責任有關之義務負有監督責任之人員

或組織”，故治理單位尚非代表公司對

外簽訂合約及協議之單位。綜上，如依

原草案條文將可能產生適用上有所疑

義，爰建議參照 ISA550 A22原文將本草

案條文第七款修改為「與主要管理階層

或治理單位成員簽訂之合約及協議」。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查核人員檢查下列紀錄或文件時，可能

取得與關係人之關係及交易有關之資

訊： 

… 

12.受查者向證券主管機關提交之文件受查者向證券主管機關提交之文件受查者向證券主管機關提交之文件受查者向證券主管機關提交之文件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經參酌 ISA550原文，查核人員檢查相關

紀錄或文件，可能取得與關係人之關係

及交易有關之資訊，所列舉紀錄或文件

包含「受查者向證券主管機關提交之文

件（例如，公開說明書）」，考量其亦可

能為查核人員可取得關係人資訊之途

徑，爰建議於本準則草案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新增第十二款「受查者向證券主管

機關提交之文件（例如，公開說明書）」

之規定。 

本條文第 3款已敘明可能取得與關係人

之關係及交易有關之資訊包括向主管機

關申報之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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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

八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當管理階層故意未將關係人或重大關係

人交易告知查核人員時，查核人員應考

量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查核財務查核財務查核財務查核財務

報表對舞弊之考量報表對舞弊之考量報表對舞弊之考量報表對舞弊之考量」」」」中有關查核財務報中有關查核財務報中有關查核財務報中有關查核財務報

表對舞弊之責任表對舞弊之責任表對舞弊之責任表對舞弊之責任之規定及指引。查核人

員亦可能考量是否須重新評估管理階層

對查核人員所作查詢之回應及所作聲明

之可靠性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公報草案係參考國際審計準則第 550

號(ISA550)之相關規定訂定，依 ISA550

第A37點「The requirements and guidance 

in ISA 240 regarding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relating to fraud in an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relevant 

where management appears to have 

intentionally failed to disclose related 

parties or significant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o the auditor. ...」即管理階層

故意未將關係人或重大關係人交易告知

查核人員時，查核人員應參酌 ISA240

之相關規定及指引。按我國與 ISA240

相對應之審計準則公報為第四十三號

「查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考量」，爰建議

配合 ISA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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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

二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相較於大規模受查者，小規模受查者可

能未有分層授權及核准之控制。因此，

對非正常營運之重大關係人交易之有效

性取得查核證據時，查核人員可能較不

倚賴其其其其授權及核准之控制之控制之控制之控制，而選擇執行

其他查核程序（例如，檢查相關文件、

向其他方函證或觀察所有者兼管理者之

參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文字酌修，讓語意更為清楚。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第六十

七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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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查核人員

於評估不實表達是否重大時，考量不實

表達之金額大小及性質與與與與、、、、不實表達發

本條文係說明評估關係人交易對財務報

表使用者之重要性時不應僅考量其金

額，亦應考量其他質性因素，原條文應

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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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特定情況，，，，暨以前期間未更正不實暨以前期間未更正不實暨以前期間未更正不實暨以前期間未更正不實

表達對攸關交易類別表達對攸關交易類別表達對攸關交易類別表達對攸關交易類別、、、、科目餘額或揭露科目餘額或揭露科目餘額或揭露科目餘額或揭露

事項及財務報表整體之影響事項及財務報表整體之影響事項及財務報表整體之影響事項及財務報表整體之影響。交易對財

務報表使用者之重要性不僅取決於交易

之金額，亦可能取決於其他質性因素（例

如，關係人關係之性質）。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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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查

核人員應決定未更正不實表達（個別金

額或彙總數）是否重大…1.經考量特定

交易類別、科目餘額或揭露事項及財務

報表整體後，不實表達之金額大小及性

質。2.不實表達發生之特定情況。3.以前

期間未更正不實表達對攸關交易類別、

科目餘額或揭露事項及財務報表整體之

影響。」為完整表達公報意涵，爰建議

酌修文字。 

第六十

九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於下列情況下，取得治理單位成員成員成員成員之書

面聲明可能係屬適當： 

1.治理單位成員成員成員成員已核准涉及管理階層之

特定關係人交易。 

2.治理單位成員成員成員成員已就某些關係人交易之

特定層面向查核人員作口頭聲明。 

3.治理單位成員於關係人交易中具直接

或間接之財務或其他利益。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七號草案第六十九

條，本條係依據草案第二十四條具體說

明查核人員可能要求治理單位出具聲明

之情況，目前草案條文要求針對治理單

位「成員」取得書面聲明，惟治理單位

之成員或個人並不符合「治理單位」，雖

然管理階層或治理單位之成員有可能因

個人因素涉及關係人交易，惟交易仍係

由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之授權或核准，

且考量查核證據力，向治理單位成員取

得書面聲明，其實質意涵模糊不清，本

所認為取得治理單位整體之書面聲明，

意義在於確認治理單位對受查者所有關

係人關係或交易充分認知，而非針對治

大會考量我國實務上董事會及審計委員

會之核准事項均有會議紀錄作為佐證，

故決議將第一款刪除。大會決議將本條

文修改為：「取得治理單位之書面聲明可

能係屬適當之情況，例舉如下：1.治理

單位成員已就某些關係人交易之特定層

面向查核人員作口頭聲明。2.治理單位

成員於關係人交易中具直接或間接之財

務或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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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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單位內所涉入之個人對所涉入事項之

承認。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於下列情況下，取得治理單位成員之書

面聲明可能係屬適當： 

1.治理單位成員已核准涉及管理階層之涉及管理階層之涉及管理階層之涉及管理階層之

某項某項某項某項特定關係人交易，，，，該項交易可能該項交易可能該項交易可能該項交易可能

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或涉及管理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或涉及管理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或涉及管理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或涉及管理

階層階層階層階層。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經參酌 ISA原文，原條文中除該特定關

係人交易可能涉及管理階層外，尚有可

能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之規定，故

配合上述修改原草案條文第六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如下： 

1.治理單位成員已核准某項特定關係人

交易，該項交易可能對財務報表產生

重大影響或涉及管理階層。  

大會考量我國實務上董事會及審計委員

會之核准事項均有會議紀錄作為佐證，

故決議將第一款刪除。 

 

第七十

一條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溝通查核時所發現與受查者之關係人有

關之重大事項，有助於查核人員與治理

單位對該等事項之性質及解決方式建立

共識。與關係人有關之重大事項例舉如

下： 

1.管理階層未告知查核人員之關係人或

重大關係人交易（無論是否故意），對

此事項之溝通可提醒治理單位注意是

否尚有其先前未知悉之關係人或重大

關係人交易。 

2.所辨認未經適當授權及核准之重大關

係人交易，此交易可能肇因於舞弊之之之之

疑慮疑慮疑慮疑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參照原文 ISA550#A50“The identification 

of significant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hat have not been appropriately 

authorized and approved, which may give 

rise to suspected fraud.” 文字酌修，讓語

意更為清楚。 

建議之文字修改與原條文之文意並無不

同，原條文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

條文尚屬妥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