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二號「公平價值衡量與揭露之查核」徵求意見函 

來函單位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致遠會計師

事務所 

 

一、第十一條 第五款 

受查者倚賴專業服務機構提供公平價值衡量或

佐證資料之程度。 

建議：「專業服務機構」係 ISA 545 Para.12 中所述

Service Organization 之翻釋。但國外有類似

Service Organization 為客戶提供資訊服務之

專業機構，ISA 並已訂定 ISA 402 “Audit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Entities Using 

Service Organizations”規範相關審計事宜。但

在國內，類似之機構並不常見，故建議刪除

該款，或適當舉例，以免與第六款混淆。 

二、第十八條 

…某些項目之公平價值衡量，可能須再特別考

量受查者事業及其營運特性，例如企業合併所

取得之無形資產…。 

建議：企業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產於續後評價非以

公平價值衡量，而係以攤銷並考量減損之方

式衡量，建議文字改為「，例如企業合併日所

取得之無形資產…。」以避免誤認為其續後

評價可採公平價值。 

三、第二十四條 第一款 

受查者管理階層是否已充分評估並適當採行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允許之方法。 

一、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十一

條第 5 款之修正，「專業服

務機構」中之專業為該機

構之性質，與第 6 款之「專

家意見」不至於產生混

淆，故原條文之用語應屬

妥適。 

二、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十八

條之修正，該例舉係指因

企業合併事件所取得之無

形資產，而非指企業合併

日取得之無形資產，故維

持原條文。 

 

 

 

三、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二十

四條第 1 款之修正，因所

建議之文字意涵與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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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依 ISA 545 之條文，應為如下： 

「若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選擇該一評價方法

訂有條件時，受查者管理階層是否已充分評

估該條件已適當達成。」 

四、第三十條 

…例如，專家用以估計不動產或… 

建議：IAS 允許不動產投資以公平市價衡量。但國

內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並不允許，故建議刪

除不動產等字眼，以免滋生誤解。 

 

 

 

 

 

 

 

五、第三十四條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通常為公平價值之最佳證

據。… 

建議：本公報所稱之「活絡市場」係指上市櫃者，

抑或以財會第 34 號公報對活絡市場之定義

判斷。 

六、第四十八條 

…例如…若受查者以現金流量折現法衡量此項

尚無不同，故維持原條文。

四、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三十

條之修正，本公報係規範

公平價值衡量與揭露之查

核，而非僅限於金融商品

之查核，受查者適用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

「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

則」時，亦可能請專家估

計不動產之淨公平價值，

此時查核人員亦應依本條

文作適當考量，故無來函

所述問題。 

五、來函所述草案第三十四條

所稱「活絡市場」之定義

問題，係以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三十四號「金融商

品之會計處理準則」之定

義判斷。 

六、來函所述草案第四十八條

之建議，因該條文僅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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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投資之價值，查核人員可能認為不適當。

建議：如認為採用現金流量折現法不適當，是否可

舉出較適合之方法，如否，是否改舉其他之

例子予以說明較為適宜。 

七、第六十條 

…例如查核人員應考量於決定投資資產公平價

值時，用以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折現率是否低

於所借入款項之利率。 

建議：1.依國內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投資資產

(Investment Property)尚非以公平價值衡

量，所舉之例子是否改以「金融商品」為

宜。 

2.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折現率並非不能低於

所借入款項之利率，是否依原文改為「…

用以估計未以現金流量之折現率與借入款

項之利率是否應有關聯。」 

明此一情況下該方法可能

不適當，至於較合適之方

法為何，應由會計師自行

判斷。 

七、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六十

條之修正，已參酌建議修

改，另對例舉內容之建

議，因估計資產公平價值

之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值之

折現率若低於所借入款項

之利率，代表企業對資產

要求之報酬率低於借款成

本，則該企業之營運將出

現問題，且依國際會計準

則第 36 號對折現率之探

討，強調折現率之決定與

企業之融資方式無關，故

本會修改原文之文字，以

避免誤解。 

資誠會計師

事務所 

 

一、第三十五條 

…擬訂查核程序之相關考量例舉如下： 

1.採用公開報價測試公平價值時，可能須對該

公開報價之環境取得瞭解。例如，為交易目

的所持有之上市股票使用公開報價評價，可

一、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三十

五條第 1款之修正，本會

已參酌建議將例舉內容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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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相關法令規定而無法以期末當天之公開

報價為公平價值。 

建議：參照 ISA 545 第 36 段原文，與現行草案中譯

內容並未相符，故酌做文字修改： 

擬訂查核程序之相關考量,例舉如下： 

1.採用報價資訊作為評價之查核證據時，應

考量形成該報價之情況。例如，當報價之

標的係作為投資目的而持有之證券時，以

公開價格為評價基礎時可能因持有之證券

數量重大；或其流動性受有限制，而需予

調整。 

二、第四十四條 

    …如實務上可行，查核人員應鼓勵受查者管理

階層使用敏感性分析之技術，以辨認特別敏感

之假設。受查者管理階層若未執行此項分析，

則查核人員應考量採用敏感性分析進行查

核。… 

建議：1.參照 ISA 545 第 45 段原文酌做文字修改。

2.依原文查核人員是否採用敏感性分析進行

查核，得於考量後予以決定。現行草案中

譯內容可能造成誤解為：若管理階層未執

行該項分析；則查核人員「應」採用該項

技術進行查核。 

建議修改文字如下： 

 

 

 

 

 

 

 

 

 

 

 

二、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四十

四條之修正，本會已參酌

貴所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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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務上可行，查核人員應鼓勵受查者管

理階層使用敏感性分析之技術，以辨認特別

敏感之假設 。受查者管理階層若未執行此

項分析，則查核人員應考量是否採用敏感性

分析進行查核。」 

勤業眾信會

計師事務所 

 

一、草案第 8 條、第 11 條、第 19 條、第 33

條、第 48 條、第 51 條之 “評價方法 ”，建

議參酌原文 “valuation model”譯為 “評價

模式 ”，俾與 “valuation method”有所區隔。

 

 

 

 

二、草案第 9 條「…，以決定有效之查核方

向」，建議參照 ISA 545 Par. 10 譯為「…，

以辨認及評估重大誤述之風險，並設計

及執行進一步之查核程序。」  

三、草案第 19 條「…例如上市股票公平價值

之衡量，應採用公開市價而非採用其他

評價方法。」，建議將 “公開市價 ”改為 “公

開報價 ”，以與財會準則公報第 34 號第

35 條條文用語一致。 

一、來函所述建議草案中「評

價方法」與「評價模式」

用語之區隔，採用「評價

方法」之用語係為與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

「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

則」用語一致，故維持原

用語。 

二、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九條

之修正，本會於條文二讀

時已作修改。 

 

三、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十九

條之修正，本會已參酌 貴

所意見修改。 

 

會計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一、第二節：「貳、瞭解受查者決定公平價值衡量與

揭露之過程及相關控制程序，並評估其風險」。

一、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貳節

標題之修正，因本節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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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標題過於冗長，是否予以簡化，改為「貳、

瞭解受查者之相關控制程序與風險評估」。本公

報之基本目的，即是對公平價值衡量與揭露之

查核目的，故標題上即已列明，在段落上用詞，

應可盡量簡化。 

 

 

二、第十一條：「查核人員於瞭解公平價值衡量與揭

露之過程時，通常考量下列事項：1.決定公平

價值衡量之相關控制程序。…4.須以公平價值

衡 量 與 揭 露 之 會 計 科 目 及 交 易 型

態。…7.……8.……」。 

建議：1.本條文通常考量下列事項之順序，是否將

第 4 項：「須以公平價值衡量之會計科目及

交易型態。例如……」改列為第 1 項，優

先於其內控瞭解與評估問題。因為查核人

員應先瞭解受查者有何會計科目及交易型

態後，方可思考及應再進一步瞭解其內控

程序。 

2.「決定公平價值衡量之相關控制程序。例

如…」其公平價值衡量之相關控制程序並

非由查核人員決定，而是在於瞭解之後再

行評估及測試，故並非「決定」。建議修正

為「2. 瞭解公平價值衡量之相關控制與處

範查核人員瞭解受查者

之相關控制程序與風險

評估外，尚規範查核人員

須瞭解受查者決定公平

價值衡量與揭露之過

程，故原標題文字較為周

延。 

二、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十一

條之修正，有關第 1 款及

原第 7、8 款已參酌建議

修改，另第 4 款順序問

題，從文意觀之，係考量

事項之例舉，尚無隱含絕

對的先後順序，故維持原

條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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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例如…」 

3.第 7、8 項應可合併成一項，建議修正為：

「7.管理階層用以決定公平價值之重要假

設與支持其所作假設之文件。」 

三、第四節「肆、專家報告之採用」，於本公報草案

條文計有第 28、29、30、31 條等，其規範上有

無必要，應於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專家報

告之採用」訂定及規定，若無特別需要狀況，

第四十二號公報該條文將之列入第二十號公報

上規定，避免往後發生競合問題，故建議於第

四十二號公報第 28 條條文修正引用第 20 號公

報規定，故請刪除第 29、30、31 條條文，將之

納入第 20 號公報修訂範圍。 

四、本公報訂定目的在於查核公平價值之衡量與揭

露是否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於公報內諸多

條文一再重複此項，是否可在本公報壹、前言

範圍中（第 2 條）開宗明義予以闡明理念與規

定，並簡化後面條文引述或說明上之重覆來簡

化條數量或用詞。 

 

 

 

 

三、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肆節

架構之修正，因本節與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專

家報告之採用」精神相

符，於本公報中係加強說

明，並無來函所述之疑

慮。 

 

 

四、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壹節

之修正，有關公平價值衡

量與揭露之查核是否符

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在

各條文中分別敘述較為

清楚，故目前條文之文字

應屬妥適。 

台北市會計

師公會 

 

一、第十一條 第五款 

受查者倚賴專業服務機構提供公平價值衡量或

佐證資料之程度。 

建議：「專業服務機構」係 ISA 545 Para.12 中所述

一、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十一

條第 5 款之修正，「專業服

務機構」中之專業為該機

構之性質，與第 6 款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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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Organization 之翻釋。但國外有類似

Service Organization 為客戶提供資訊服務之

專業機構，ISA 並已訂定 ISA 402 “Audit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Entities Using 

Service Organizations”規範相關審計事宜。但

在國內，類似之機構並不常見，故建議刪除

該款，或適當舉例，以免與第六款混淆。 

二、第二十四條 第一款 

受查者管理階層是否已充分評估並適當採行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允許之方法。 

建議：依 ISA 545 之條文，應為如下： 

「若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選擇該一評價方法

訂有條件時，受查者管理階層是否已充分評

估該條件已適當達成。」 

三、第三十條 

…例如，專家用以估計不動產或… 

建議：IAS 允許不動產投資以公平市價衡量。但國

內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並不允許，故建議刪

除不動產等字眼，以免滋生誤解。 

 

 

 

 

 

家意見」不至於產生混

淆，故原條文之用語應屬

妥適。 

 

 

 

 

二、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二十

四條第 1 款之修正，因所

建議之文字意涵與本條文

尚無不同，故維持原條

文。 

 

 

三、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三十

條之修正，本公報係規範

公平價值衡量與揭露之查

核，而非僅限於金融商品

之查核，受查者適用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

「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

則」時，亦可能請專家估

計不動產之淨公平價值，

此時查核人員亦應依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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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六十條 

…例如查核人員應考量於決定投資資產公平價

值時，用以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折現率是否低

於所借入款項之利率。 

建議：1.依國內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投資資產

(Investment Property)尚非以公平價值衡

量，所舉之例子是否改以「金融商品」為

宜。 

2.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折現率並非不能低於

所借入款項之利率，是否依原文改為「…

用以估計未以現金流量之折現率與借入款

項之利率是否應有關聯。」 

文作適當考量，故無來函

所述之問題。 

四、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六十

條之修正，已參酌修改，

另對例舉內容之建議，因

估計資產公平價值之未來

現金流量折現值之折現率

若低於所借入款項之利

率，代表企業對資產要求

之報酬率低於借款成本，

則該企業之營運將出現問

題，且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對折現率之探討，強

調折現率之決定與企業之

融資方式無關，故本會修

改原文之文字，以避免誤

解。 

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

員會檢查局 

 

一、第 11 條第 10 及 11 項、第 19 條、第 33 條第 1

項、第 10 頁標題列、第 36 條第 2 項、第 14

頁標題列、第 48 條及第 51 條所提之「評價方

法」，建議依原文 valuation model 譯為「評價模

式」。 

 

 

一、來函所述建議草案中「評

價方法」用語之修正，採

用「評價方法」之用語係

為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

計處理準則」用語一致，

故維持原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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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四十八條 

    查核人員應複核受查者所採用之評價方法，並

評估該方法是否適當及所使用之假設是否合

理。例如，被投資之企業仍處創業期間，…，

查核人員可能認為不適當。 

查核人員不應以其自有之判斷取代受查者管

理階層之判斷。 

建議：參考國際審計準則 545 第 49 條，公報

第 48 條一、二項文句應對調。 

三、建議於第 22 條第 1 項增列「考量受查者管理階

層對營運風險的認知及其對風險管理之執行情

形」乙項查核程序。藉由受查者管理階層對營

運風險的認知及管理情形，瞭解其對資產負債

之配置計畫及意圖是否具合理性。 

四、建議修訂第 35 條第 2 項文字如下： 

    「查核人員採用第三者所提供之證據時，應考

量其可靠性。例如，當資訊係經由函證取得時，

查核人員應考量受函證者之適任性、獨立性、

函復權限、對函證內容之瞭解及客觀性等影響

函證所獲取證據之可靠性。查核人員應依照審

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八號「函證」之規定辦理。」

理由：1.國際審計準則 545 第 36 條第三段原文

包含上列文句。 

2.為加強查核人員採用函證作為查核證

二、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四十

八條之修正，建議第一、

二項文字對調，因本條文

係採正面表列再採負面表

列，維持原條文次序尚無

不妥。 

 

 

 

三、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二十

二條之修正，所建議增列

之查核程序與本條文之內

容不相契合，且範圍過於

廣泛，故未便採納。 

四、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三十

五條之修正，建議於第 2

款加入之文字，因容易讓

人誤解只須依審計準則公

報第三十八號「函證」第

24 條之規定，且其規定不

勝枚舉，故維持原條文。

 



 

來函單位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據時應注意其可靠性，前列文句不宜

刪除。 

安侯建業會

計師事務所 

 

一、草案第四十八條第二項，「查核人員不

應以其自有之判斷取代受查者管理階層

之判斷」，建議可將此段文字置於第一

項之前，藉以讓查核人員瞭解其如何判

斷受查者之評價方法是否適當。  

 

二、草案第五十條，「查核人員應評估公平

價值衡量所依據之資料是否正確、完整

且攸關…」，建議修改文字為「查核人

員應評估受查者公平價值衡量所依據之

資料是否合理、完整且攸關…」，因實

務上查核人員並無法判定何謂公平價值

衡量之『正確性』，應只能作到判定其

『合理性』之程度。  

三、公平價值之衡量應為企業管理當局之責

任，但截至目前為止業界似乎尚無此共

識，故建議基金會於公佈四十二號公報

前，應建議主管機關傳達相關訊息予所

有公司，並要求企業於今年度建立有關

金融商品公平價值評價之模組及建立相

關內部控制制度，以供查核人員作為未

來評估受查者金融商品公平價值衡量之

一、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四十

八條之修正，建議第一、

二項文字對調，因本條文

係採正面表列再採負面表

列，維持原條文次序尚無

不妥。 

二、來函所述建議草案第五十

條之修正，本會已參酌 貴

所部分建議修改。 

 

 

 

 

 

三、來函所述建議於本公報發

布前，應向主管機關傳達

相關訊息予所有公司，本

會已轉呈 貴所之建議予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證券期貨局。 

 

 



 

來函單位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參考資料，以避免未來產業未依規定建

置相關評價機制時，查核人員無從評估

或衡量之情況發生。  

四、過去實務上客戶會向銀行承作衍生性金

融商品，如：選擇權及利率交換合約等，

且於查帳時僅提供由該承作銀行出具之

對帳單（即其評價後之公平價值金額）

作為該金融商品認列公平價值之依據，

另銀行並不會提供其評價模組或參數等

資訊予查核人員評估其合理性，故在此

種情況下，查核人員於遵循四十二號公

報上應有實務上執行之困難。  

 

 

 

 

 

 

 

 

 

五、鑑於國內鑑價環境尚未成熟，建議草案中可對

公平價值專家之定義加以具體化，如：限定專

家必須取具金融商品鑑價資格證照或專業鑑價

 

 

 

四、來函所述於適用本公報資

料難以取得之問題，當查

核人員無法取得受查者公

平價值衡量所依據之資料

時，除與受查者溝通外，

查核人員得依本公報第二

十八條之規定，決定是否

採用專家報告，或依第五

十一條之規定，採用自行

建立之方法獨立估算公平

價值，以驗證受查者公平

價值之衡量。查核人員對

公平價值衡量與揭露之查

核，因缺乏客觀資料而無

法合理估計時，查核人員

應依本公報第七條之規

定，考量是否出具無保留

意見以外之查核報告。 

五、來函所述建議草案對公平

價值專家之定義具體化，

因其不易明確定義，且非



 

來函單位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公司必須定期由其會計師針對其內部控制制度

出具審查意見等，藉以供查核人員判斷該等專

家之資格及能力。 

審計準則公報之範疇，故

不擬規範。 

 

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

員會證券期

貨局 

一、草案第 6 條後段「…查核人員係基於查核時可

取得之資訊，考量此等假設是否合理，而不對

未來情況、交易或事件之預期負責，縱使該預

期可能對受查者管理階層在公平價值衡量與揭

露所作之假設有重大影響。」建議修訂為：「查

核人係基於查核時可取得之資訊，考量此等假

設是否合理，毋需預期未來之情況、交易或事

件，即使該情況、交易或事件可能對受查者管

理階層在公平價值衡量與揭露所作之假設有重

大影響。」 

一、來函所建議草案第六條之

修正，本會已參酌 貴局意

見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