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九號草案 

「外部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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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建議： 

…該公報亦提供適用於查核證據之

下列原則： 

1.當查核證據取自受查者外部獨立

來源時，其可靠性較高。 

2.查核人員直接取得之查核證據

（例如觀察控制之執行情形），

較間接或透過推論取得之查核證

據（例如查詢有關控制之執行情

形）更為可靠。 

3.書面形式（不論係紙本、電子或

其他媒介）之查核證據，較口頭

取得之證據更為可靠（例如會議

紀錄較事後對討論事項之口頭聲

明更為可靠）。 

… 

說明：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三號「查核

證據」第四十一條規定，查核證據

之可靠性原則包括：1.當查核證據

取自受查者外部獨立來源時，其可

靠性較高。…3.查核人員直接取得

之查核證據(例如觀察控制之執行

情形)，較間接或透過推論取得之查

核證據(例如查詢有關控制之執行

情形)更為可靠。4.書面形式(不論係

紙本、電子或其他媒介)之查核證

據，較口頭取得之證據更為可靠(例

如會議紀錄較事後對討論事項之口

頭聲明更為可靠)。為利公報用語一

致，建議酌修文字。 

建議新增之文字多為審計準則公報第五

十三號「查核證據」中說明適用於查核

證據之原則之例子且該等例子多與控制

測試有關。因外部函證屬證實程序，故

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三號指出查核

證據之可靠性受其來源及性質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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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且與查核證據取得時之情況有

關。該公報亦提供歸納出下列適用

於查核證據之下列原則： 

說明： 

請參考第五十三號第四十一條修

改。 

第三條 建議： 

其他審計準則公報亦對外部函證有

所規定，例如： 

… 

2.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九號規定，

查核人員所評估之風險愈高，愈

須取得更具說服力之查核證據。

為符合此規定，查核人員可增加

證據之數量，或取得更攸關或可

靠之證據，或二者兼具（例如，

查核人員可更著重向第三者取得

證據，或向數個獨立來源取得驗

證性證據）。… 

3.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三號指出，

自獨立來源取得之驗證性資訊，

例如外部函證，可提高存在於會

計紀錄、會議紀錄或管理階層聲

明中之證據之確信程度。 

說明： 

1.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九號「查

核人員對所評估風險之因應」第

四十六條規定：「查核人員因所

評估之風險較高而須取得較具

說服力之查核證據時，可增加證

據之數量，或取得更攸關或可靠

之證據。…」為利公報用語一

致，建議酌修文字。 

2.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三號「查

核證據」第十八條規定：「…查

核人員自獨立來源取得之驗證

性資訊，可提高受查者內部產生

之查核證據（如存在於會計紀

錄、會議紀錄或管理階層聲明中

針對本條文第2款，此處原文為「ISA 330 

requires that the auditor obtain more 

persuasive audit evidence the higher the 

auditor’s assessment of risk. To do this, 

the auditor may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the evidence or obtain evidence that is 

more relevant or reliable, or both.」，與審

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九號「查核人員對所

評估風險之因應」第四十六條之原文略

有不同，原條文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針對本條文第3款，此處原文為「ISA  

500  indicates  that  corroborating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a source 

independent of the entity, such as external 

confirmations, may  

increase the assurance the auditor obtains 

from evidence existing within the 

accounting records or from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management.」，

與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三號「查核證據」

第十八條之原文略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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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之證據）之確信程度。」為利公

報用語一致，建議酌修文字。 

建議： 

其他審計準則公報亦對外部函證有

所規定，例如： 

1.… 

2.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九號規定，

查核人員所評估之風險愈高，愈

須取得更具說服力之查核證據。

為符合此規定，查核人員可增加

證據之數量，或取得更攸關或可

靠之證據，或二者兼具（例如，

查核人員可更著重向第三者取得

證據，或向數個獨立來源取得驗

證性證據）。該公報亦指出外部函

證程序可協助查核人員取得為因

應顯著風險（不論係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所須取得可靠性較高之

查核證據。 

3.… 

說明： 

建議酌修文字，讓句意更清楚。 

本條文之意涵係外部函證程序可協助查

核人員取得可靠性較高之查核證據，原

文為「ISA 330 also indicates that external 

confirmation procedures may assist the 

auditor in obtaining audit evidence with 

the high level of reliability that the auditor 

requires to respond to significant risk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建議： 

其他審計準則公報亦對外部函證有

所規定，例如： 

1.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九號規定查

核人員應設計及執行：...。 

2.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九號規

定，...。 

3.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查核

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考量」指出，

為因應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

達風險，查核人員可設計詢證函

內容以取得額外之具驗證性資

訊。 

34.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三號指

出，...。 

說明： 

參考 ISA505 第三點加入依審計準

由於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未來將依

據新版之ISA240修訂，故不納入現行審

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之內容；且未引

用該公報亦不影響本公報之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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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公報第四十三號之規定。 

第五條 建議：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下： 

1.外部函證：...。 

2.積極式詢證函：...。 

3.消極式詢證函：...。 

4.未回函：受函證者未回覆（或完

整回覆）積極式詢證函，或詢證

函（包括積極式詢證函及消極式

詢證函）未送達。 

5.回函不符：...。 

說明： 

增加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大會決議修改本條文為：「未回函：受函

證者未回覆（或完整回覆）積極式詢證

函，或詢證函被退回。」 

 

建議：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下： 

1.外部函證：第三者（受函證者）

直接以紙本、電子或其他媒介書

面回覆查核人員之查核證據。 

2.... 

說明： 

由於透過其他媒介不一定有書面，

然而外部函證需要是書面形式，因

此建議加入「書面」以明確規範。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酌予修改。大會

決議將本條文修改為：「外部函證：第三

者（受函證者）直接以書面形式（紙本、

電子或其他媒介）回覆查核人員之查核

證據。」 

 

第七條 建議： 

如管理階層拒絕查核人員寄發詢證

函，查核人員應： 

... 

2.評估管理階層之拒絕對下列事項

之影響： 

(1)查核人員對相關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包括舞弊或錯誤風險）之

評估。 

... 

說明： 

依公報草案第三條第二款規定：「…

該公報亦指出外部函證程序可協助

查核人員取得為因應顯著風險（不

論係導因於舞弊或錯誤）所須取得

可靠性較高之查核證據。」爰財務

大會決議將本條文第 2 款第 1 目修改

為：「先前對攸關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包

括導因於舞弊者）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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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報表或其他重大項目不實表達風險

可能導因於錯誤（無意）或舞弊（故

意），建議酌修文字，以臻完善。 

第十條 建議： 

查核人員如認為回函不可靠，應評

估其對下列事項之影響： 

1.查核人員對相關重大不實表達風

險（包括舞弊或錯誤風險）之評

估。 

... 

說明： 

依公報草案第三條第二款規定：「…

該公報亦指出外部函證程序可協助

查核人員取得為因應顯著風險（不

論係導因於舞弊或錯誤）所須取得

可靠性較高之查核證據。」爰財務

報表或其他重大項目不實表達風險

可能導因於錯誤（無意）或舞弊（故

意），建議酌修文字，以臻完善。 

大會決議將本條文第1款修改為：「先前

對攸關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包括導因於

舞弊者）之評估。」 

第十一條 建議： 

查核人員對所有積極式詢證函未回

函之情況應執行替代查核程序，以

取得攸關且可靠之查核證據。 

說明： 

依據第五條之說明，未回函之情形

包括 1.積極式函證未回函及 2.函證

未送達。因函證未送達已於第六條

及第二十二條執行相關程序，故建

議於此明確說明積極式詢證函未回

函所應執行之程序。 

本公報第六條及第二十二條係規範查核

人員對詢證函之追蹤。查核人員對所有

未回函情況應執行替代查核程序，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十二條 建議： 

查核人員判斷積極式詢證函之回函

對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係屬必要

時，執行替代查核程序已將無法提

供查核人員所要求之查核證據。查

核人員如未取得該回函，應依審計

準則公報第五十九號之規定，判斷

其對查核（包括查核意見）之影響。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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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修改用語，讓句意更易理解。 

第十四條 

 

建議： 

... 

1.查核人員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為低，並已對該聲明相攸關控制

之執行有效性取得足夠且適切之

查核證據。 

... 

說明： 

依據 ISA 505 para. 15 原文，及參酌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八號第 11

條，查核人員應瞭解與查核攸關之

內部控制，建議用語一致，以避免

查核人員在適用條文上有所疑義。 

 

ISA 505 para 15 

The auditor has assessed the risk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as low and has 

obtained sufficient appropriate audit 

evidence regarding the operating 

effectiveness of controls relevant to 

the assertion;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酌予修改。 

建議： 

... 

2.採用消極式函證之項目、其母體

包含大量小額且同質性高之帳戶餘

額、交易或條件。 

… 

4.查核人員並未獲悉可能造成消極

式詢證函之受函證者忽略詢證函之

情況或條件。 

… 

說明： 

考量函證類型多元，母體可能亦包

括同質性高之條件，為臻完整，建

議仍依 ISA 505 para.15 原文修改條

文如左述。 

 

ISA 505 para.15 

針對本條文第2款，考量實務上針對條件

予以函證時將採用積極式函證，故維持

原條文尚屬妥適。 

針對本條文第4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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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b. The population of items subject 

to negative confirmation procedures 

comprises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homogeneous account balances, 

transactions or conditions;  

d.  The auditor is not aware of 

circumstances or conditions that 

would cause recipients of negative 

confirmation requests to disregard 

such requests. 

第十六條 建議： 

外部函證程序經常用於確認或要求

有關科目餘額及其組成要素之資

訊，其亦可能用於確認受查者與第

三者之協議、合約或交易之條件

款，或確認未是否存有特定限制條

件（例如附屬協議）。 

說明： 

考量函證類型多元，為臻完整，建

議依 ISA 505 para.A1 原文修改條文

如左述，例如關係人函證，查核人

員可能不僅是確認是否存在限制情

形，亦有可能為確認有別於一般市

場之交易條件，故建議採用原文翻

譯，以包含更多情況。 

 

另外，對於文字”Term”之翻譯，為

與”Condition”有所區別，參考

TIFRS相關翻譯，建議修改為”條

款”。  

 

ISA 505 para.A1 

External confirmation procedures 

frequently are performed to confirm 

or request information regarding 

account balances and their elements. 

They may also be used to confirm 

terms of agreements, contracts, or 

transactions between an entity and 

other parties, or to confir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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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absence of certain conditions, such as 

a “side agreement.” 

第十七條 建議： 

查核人員寄發詢證函予對須確認之

資訊具有相當瞭解之受函證者時，

其回函提供較攸關且可靠之查核證

據。例如，對須確認之交易或安排

具相當瞭解之金融機構權責主管，

可能為該機構或組織內最適當之受

函證者。 

說明： 

考量銀行函證實務，並非直接寄達

金融機構主管，甚至係透過函證處

理中心人員直接查詢系統即回覆，

而未來台灣對國內銀行函證亦將採

行區塊鏈電子函證，若採用 ISA 原

文釋例，可能增加查核人員在適用

條文上有所疑義，建議修改條文如

左述以貼近實務狀況，且仍可保有

該條文原本的提醒用意。 

此係舉例說明適當之受函證者應對須確

認之資訊具相當瞭解，原條文應不致造

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十九條 建議： 

管理階層對受函證者回覆予查核人

員之授權或支持鼓勵。受函證者可

能僅於願意回覆已取得管理階層之

授權之函證下始願意回覆。 

說明： 

本句文意易遭人誤會為當管理階層

同意，受函證者才可回覆函證，因

此建議修改。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酌予修改。 

第二十六條 建議：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三號指出，作

為…。回函存有被攔截、或變造或

舞弊之風險，不論回函之形式為紙

本、電子或其他媒介，該風險皆存

在。 … 

說明： 

回函之風險不僅侷限於被攔截或變

造，例如，有可能受查者會收買或

串通回函者回覆不實資訊等，故參

攔截或變造已包含舞弊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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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照原文 ISA 505 #A11（註）建議仍

應包含“舞弊”之用語。 

 

註：ISA 500 indicates that even when audit 

evidence is obtained from sources external 

to the entity, circumstances may exist that 

affect its reliability. All responses carry 

some risk of interception, alteration or 

fraud. Such risk exis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a response is obtained in paper 

form, or by electronic or other medium. 

Factors that may indicate doubts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a response include that it: 

• Was received by the auditor indirectly; or 

• Appeared not to come from the originally 

intended confirming party. 

第二十七條 建議： 

以電子形式（例如，傳真或電子郵

件）回函涉及可靠性風險，因回函

者之身分或權限可能難以驗證，且

變造（如有時）可能難以偵出。能

建立安全函證環境之電子函證流程

可降低被攔截或變造之風險。能否

建立安全函證環境取決於查核人員

及回受函證者用以降低被攔截或變

造可能性之機制。… 

說明： 

依公報草案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外

部函證：第三者（受函證者）直接

以紙本、電子或其他媒介回覆查核

人員之查核證據。」公報定義外部

函證為受函證者直接函復查核人員

之查核證據，爰電子函證環境之安

全性自應取決於雙方用以降低被攔

截或變造可能性之機制，因回函者

與受函證者可能非同一人，建議依

公報定義用語酌修文字，以避免適

用疑義。 

回函應來自受函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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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攔截或變造已包含舞弊之意，原條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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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以電子形式…。能建立安全函證環

境之電子函證流程可降低被攔截、

或變造或舞弊之風險。…用以降低

被攔截、或變造或舞弊可能性之機

制。… 

說明： 

配合第二十六條建議用語一致性表

達，建議酌修文字。 

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二十八條 建議： 

查核人員考量經由函證程序所取得

之回函是否可靠時，宜考量之風險

包括： 

1.回函可能非來自適當來源。 

2.回受函證者對須確認之資訊可能

未具相當瞭解。 

3.資訊之完整性或正確性可能已受

損。 

說明： 

依公報草案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外

部函證：第三者（受函證者）直接

以紙本、電子或其他媒介回覆查核

人員之查核證據。」公報定義外部

函證為受函證者直接函復查核人員

之查核證據，爰電子函證環境之安

全性自應取決於雙方用以降低被攔

截或變造可能性之機制，因回函者

與受函證者可能非同一人，建議依

公報定義用語酌修文字，以避免適

用疑義。 

本條文係說明查核人員對於回函是否可

靠宜考量之風險，原條文應不致造成誤

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建議： 

查核人員考量經由函證程序取得之

回函是否可靠時，宜考量之風險包

括： 

1.回函可能非來自適當來源 

2.回函者對須確認之資訊可能未具

相關瞭解或未具權限。 

3.回函資訊之可能不完整性或不正

確性可能已受損。 

說明：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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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第 2 點：評估回函之可靠性風險

時，應考量包含回函者之身分或權

限（亦參考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建

議增加有關回函證者權限之考量。 

第 3 點：建議酌修文字，讓句意更

清楚。 

建議： 

查核人員考量經由函證程序所取得

之回函（包括受函證者委由第三方

服務機構協助提供回函資訊）是否

可靠時，宜考量之風險包括： 

1.回函可能非來自適當來源。 

2.回函者未經適當授權。 

23.回函者對須確認之資訊可能未

具相當瞭解。 

34.資訊之完整性或正確性可能已

受損。 

說明： 

參酌 ISA 505 para.A5 原文，及考量

本草案內其他條文內容尚未有提及

受函證者可能委由第三方服務機構

協助回函之情況，而實務上，未來

由第三方服務機構協助回函的情況

將大幅增加，為強化此條文的提醒

內容，建議修改條文如左述。 

 

ISA 505 para.A5 

If a confirming party uses a third 

party to coordinate and provide 

responses to confirmation requests, 

the auditor may perform procedures 

to address the risks that: 

1.The response may not be from the 

proper source;  

2.A respondent may not be 

authorized to respond; and  

3.The integrity of the transmission 

may have been compromised. 

針對本條文第一項，條文中「經由函證

程序所取得之回函」已包括委由第三方

服務機構協助提供回函資訊之情況，故

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針對本條文原第2款，本會參考來函單位

意見酌予修改。大會決議將原第2款修改

為：「2.回函者對須確認之資訊可能未具

相當瞭解或未具權限。」  

建議： 條文中「經由函證程序所取得之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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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九號草案第二

十八條，ISA 原條文係規範受函證

者透過第三方整合或回函時，查核

人員可能為因應風險而執行的程

序，惟目前草案條文針對第三方函

證並未有相關規範，因此建議補充

ISA 原文第三方函證之程序，以完

整規範。 

已包括委由第三方服務機構協助提供回

函資訊之情況，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三十條 建議： 

受函證者之口頭回覆本身並不符合

外部函證之定義。查核人員如取得

口頭回覆，仍應可能視情況要求受

函證者直接以書面回覆。查核人員

如未收到書面回函，應依第十一條

之規定取得其他查核證據以支持口

頭回覆之資訊。 

說明： 

審計準則公報第六十九號草案第三

十條，由於外部函證須以書面形式

回覆，查核人員如取得口頭回覆，

可能會要求受函證者直接以書面回

覆，亦可能不要求受函證者以書面

回覆，而直接視為未回函而直接執

行替代性程序。 

查核人員如取得口頭回覆，應要求受函

證者直接以書面回覆，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第三十二條

及其標題 

建議： 

回函不可靠之回函（相關條文：第十條） 

查核人員如認為回函不可靠...。例

如，回函不可靠之回函可能顯示... 

說明： 

參酌第 10 條、第 32 條及第 39 條，

考量用語一致性，建議修改章節標

題及條文如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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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條 建議： 

... 

2.特定舞弊風險因子（例如，與員

工或管理階層共謀或管理階層逾越

控制有關者）使查核人員無法倚賴

自受查者取得內部之證據。 

說明：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13 

 

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由於自受查者取得之證據並非侷限

在受查者內部之證據，因此建議修

改。 

第三十六條 建議： 

回函不符可能顯示存有財務報表不

實表達或潛在不實表達。當查核人

員辨認出不實表達時，應評估其是

否導因於舞弊。回函不符可能提醒

查核人員注意類似受函證者（或類

似科目）回函之品質；。回函不符

亦可能顯示受查者與編製財務報表

有關之內部控制存有缺失。 

說明： 

本條文內容多次敘及「回函不符可

能…」，爰建議精簡整併文字，俾利

閱讀。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酌予修改。 

 

第三十七條 建議： 

回函不符不必然代表不實表達。例

如，查核人員可能推斷回函所顯示

之差異係導因於時間或衡量之差異

或筆誤誤植。 

說明： 

依公報草案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外

部函證：第三者(受函證者)直接以

紙本、電子或其他媒介回覆查核人

員之查核證據。」公報定義詢證函

之回函格式除紙本外，尚包括電子

或其他媒介，而「筆誤」一般多用

於書面型態，爰建議酌修為「誤

植」，以適用各種回函格式。 

本會參考來函單位意見予以修改。 

建議： 

回函不符不必然代表不實表達。例

如，查核人員可能推斷回函所顯示

之差異可能係導因於時間或衡量之

差異或筆誤。，查核人員應評估該

差異是否合理。 

說明： 

予以修改文字以強調回函差異需經

查核人員執行適當查核程序以評估

第十三條已規定查核人員應查明所有回

函不符之原因，本條文係舉例說明回函

不符不必然代表不實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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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合理。 

第三十八條 建議： 

... 

例如，就應收帳款函證（即函詢交

易對方之應付帳款），若銀行存款戶

交易對方認為詢證函所記載之應付

帳款餘額被低高列，則存款戶較可

能回覆，惟當餘額被高低估時，則

較可能不回覆。因此，於查核存款

應收帳款餘額是否被低高列時，寄

發消極式詢證函可能較為有效，反

之，於查核存款應收帳款餘額是否

被高低列時，則可能較為無效。 

說明： 

對於 ISA 505 para.A23 原文例舉，

受函證者為存款戶，非金融機構，

可能主要適用於受查者為金融產

業，惟考量大部分受查案件之函證

實務，對於存款餘額之確認，受函

證者主要為金融機構，故建議刪除

條文中的例舉，或是修改條文如左

述或改為其他釋例，以貼近較常見

之實務狀況，且仍可保有該條文原

本的提醒用意。 

此係舉例說明消極式詢證函之受函證者

較可能及較可能不回覆之情況，原條文

應不致造成誤解，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其他 建議： 

函證格式例示 

建議參酌原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八

號第六條及附錄之說明以及參考現

行會計／審計準則，提供函證格式

及各科目函證應注意事項以作為實

務運作之參考。 

本公報第六條規定查核人員應設計詢證

函內容，且ISA505及AUC.505皆未提供

詢證函格式，故本公報不再於附錄中提

供詢證函格式。本會後續將於本會網站

提供金融機構往來詢證函之格式供外界

參考。 

建議： 

建議仍保留舊公報附錄一「金融機

構往來詢證函｣，並對外徵求意見。 

說明： 

由於金融機構函證為查核案件中最

為主要之函證類型，草案所刪除的

舊公報附錄一「金融機構往來詢證

函｣，可明確提供查核人員發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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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來函單位意見 本會回應 

引，且亦有助於與受查者及受函證

者溝通，建議一併納入審計準則第

六十九號公報，並對外徵求意見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