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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準則公報第二號草案「職業道德準則」徵求意見函 

一、 有關評價準則公報第二號「職業道德準則」是否應由本會訂定，贊成與反對

之單位及意見如下： 

1. 贊成意見共 13 單位 

 贊成之意見 

1.  鑑於辦理評價業務之人員須秉持公正、客觀、獨立、專業及具公信力，故參考國外

之作法，似有由貴會訂定評價人員相關職業道德規範之必要。 

2.  依貴會第一號公報，已述明評價準則公報訂定之目的與架構，評價準則包括總綱、

道德準則、報告準則等，爰有繼續制定本號公報之必要。 

3.  贊成訂定該號公報。 

4.  贊同訂定該號公報。 

5.  贊同訂定該號公報。 

6.  一、目前國際上已訂定該準則之機構有國際評價準則委員會與美國評價基金會，皆

屬獨立具一定公信力之專業機關，除與國際接軌外，亦可以規範會計師之職業

操守及道德。 

二、該準則係規範評價人員行為之一般準則，似不宜交由個別專業職業團體制定，

且評價業務之執業非僅限於會計師，是贊同提升制定機構之層級，宜由  貴會

訂定該準則。 

7.  本會為發揚不動產估價師崇高品德、增進不動產估價師專業技能、配合經濟及社會

發展、加強不動產估價師信譽及功能，特訂第一號公報－「不動產估價師職業道德

規範」，以規範本會會員之職業操守。故  貴會所擬定「評價準則公報第二號草案

－職業道德準則」為規範評價人員之一般準則，可更廣泛規範評價業務之執業者遵

守職業道德，本會甚表贊成其訂定之必要。 

8.  有鑑於評價之相關結果及數據倘為財務報表所引用，其評價素質之良寙，將影響財

務報表表達之允當性，故宜由公正客觀之專業機構加以規範。本公司贊成由  貴會

所設立之評價準則委員會訂定相關評價準則及職業道德規範，俾供評價人員以為遵

循。 

9.  現行我國評價業務之執業，並無限定專門職業人員之類別，且各評價執業專業團體

對其會員執行評價業務之規範並非一致，甚且未明訂相關準則，因此，有關「職業

道德準則」宜由如  貴會之獨立專業機關訂定較具公信力。 

10. 評價人員提供評價及相關服務時，應秉持信實準之專業精神。  貴會為獨立及具公

信力之專業機構，制定「職業道德準則」規範，將有助於提升評價結果之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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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由於評價準則公報第一號已列明評價準則委員會訂定道德準則，如果認為無須訂

定，則該第一號公報內容應先修改。 

12. 訂定該準則可建立大眾對於評價報告之信賴度。 

13. 為發揚評價人員崇高品德，增進專業技能，配合經濟發展，以加強評價人員信譽及

功能起見，應訂定職業道德規範，唯訂定道德準則之機構除需具一定之公信力外，

另應秉持正直、公正客觀之立場，故贊成由 貴會訂定此一職業道德準則；該職業

道德準則乃對於評價人員道德守則之最低要求，各評價執業專業團體亦得訂定規範

其所屬評價人員之道德細則。 

2. 反對意見共 4 單位 

 反對之意見 

1.  一、 訂定評價準則公報之原則，在於所規範之範疇為專業技術層面，是以訂定評

價準則宜採此原則。 

二、 專業之職業道德準則，須由專業執業團體執行監督，方可落實，故職業道德

準則，應由專業執業團體自訂，以符合其強調自律之特性。 

三、 參採歐美等評價發展較為先進之國家，評價之職業道德規範皆由各專業執業

團體自訂，我國亦宜參照之。 

2.  本會意見同上。 

3.  本會認為專業之職業道德準則，係屬自律事項，應由各專業團體自訂。 

4.  承蒙  貴會的積極籌劃，使得相關國內的評價準則逐現雛形，惟此第二號之”職業

道德準則”其內條文牽涉諸多評價執業團體的自律條款，是否一併由  貴會來主導

此一議題，恐有未見周延之處，畢竟，  貴會為國內會計準則及審計規範之主導機

構，而非在評價領域的同業公會。 
此分際宜由各評價先進，先予以討論定位才是，然後，再進入準則執行細節。 

提供意見之單位如下： 

行政院主計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台灣省中區國稅局、台灣省南區國稅局、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台灣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勤業眾信會計師

事務所、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聯會、台

北市會計師公會、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 各單位來函之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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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第二條 

本準則內容係僅供評價人員執行職務

時之參考，並無強制規範之效果，爰

建議將第二條有關「規範」之文字修

正為「準則」，以符實際。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各方意

見，決議維持原條文。 

第三條 

採非通用之評價方式，如能允當表達

評價標的之價值，仍屬可行，建議刪

除「一般性」三字。 

本會係將評價方法(Approach)區分為

一般性方式與特定方法(Method)，故

決議維持原條文，並於附錄加註中英

對照。 

第五條 

建議參考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專

家報告之採用」之用詞，將指導修正

為「溝通」。 

本會參酌各方意見，決議將本條文修

改為「評價人員應確保助理人員遵循

本公報；若接受外部專家之協助，應

提供資訊並促請其遵循本公報。」。 

1. 評價人員或所屬評價機構承接與評

價標的及評價案件委任人涉有財務

或非財務利益之案件，雖規定應於

評價報告充分揭露所涉及之利益，

並說明維持獨立性之措施及其結

果，惟獨立性仍易受質疑，建請再

酌。 
2. 評價報告結果通常影響重大，建議

增列限制與評價標的或評價案件委

任人涉有財務或非財務利益之評價

人員不得接受委任等利益迴避之規

定。 

第十條 

1. 建議條文修改如下： 

…  

評價人員或所屬評價機構如與評價標

的及評價案件委任人涉有任何財務或

非財務利益，除非該利益之影響甚微

或不受影響 1，應於承接案件時向委任

人書面2揭露，獲其同意後始得承接該

案件外，其餘不可接受委任 3；評價報

本條文係參考各國評價準則所訂定，

有關獨立性之規定，各國準則並無嚴

格規範評價人員須保持獨立性，僅要

求相關之揭露，且各國實務上亦有類

似慣例，故我國亦作相同之規範。此

外評價業務之性質與審計案件不同，

有關獨立性之規範亦有所差異：就審

計案件而言，會計師須經由查核受查

公司之財務報表以合理確信其內容無

重大不實之表達，查核之結果除提供

委任人外，尚須提供予第三人使用，

對獨立性之要求較高；而評價之結果

並非確信或證實評估標的應有之價

值，且主要提供予委任人使用，評價

人員與委任人之利益並未衝突，對獨

立性之要求較低，故決議維持原條

文，但為求條文之嚴謹，增列該揭露

須以書面方式為之。 
另外，評價執業公會或評價機構亦可

針對其會員或員工作更嚴格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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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告應充分揭露所涉及之利益，並說明

維持獨立性之措施及其結果。 
2. 說明： 
(1) 應採取何種方式作揭露，未臻明

確。 
(2) 倘遇嚴重利益衝突，舞弊可能性加

大，故不宜承接相關案件。 

 

第十一條 

建議條文修改如下：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不得要求或

收取或有酬金。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函意

見，妥為處理。 

第十二條 

1. 評價人員若接受仲介而承接業務，應

向委任人書面揭露仲介人及支付仲

介費之事實。 
2. 說明：應採取何種方式作揭露，未臻

明確。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函意

見，妥為處理。 

第十二條、 
第二十一條 

第十二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評價人員

得支付仲介費及得進行廣告（不得為

不實廣告），與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職業道德規範第三號「廣

告、宣傳及業務延攬」第五條「…不

得收受或支付佣金、手續費或其他報

酬」及第三條「…不得利用廣告媒體

刊登宣傳性廣告…」等規定，產生競

和，建請再酌。 

評價業務之性質與審計案件不同，因

此有關仲介費與廣告相關之規定亦有

所差異，於從事不同業務時，遵守該

業務之規範即可。此外，根據 96 年 12
月 26 日修正之會計師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已開放會計師得刊登

有關開業、遷移、合併、受客戶委託

以及會計師事務所介紹之廣告。 

第十三條 

1. 建議刪除條文。 
說明： 
(1) 經參考美國專業機關之職業道德

準則(USPAP Ethics Rule)未禁止對

審計客戶提供評價服務。 
(2) 由於有其他許多因素決定評價業

務是否影響審計服務之獨立性，故

本會參酌各方意見，決議將本條文修

改為「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如同

時或先後對同一委任人提供查核或核

閱服務及評價服務，應遵循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公報有關獨立性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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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是否影響審計服務之獨立性宜由

範，故建

2

會計師自行評估。 
(3) 國內及國際會計師公會對於兼辦

審計服務與非審計服務對獨立性

之影響已有詳細規範，另各國際性

事務所亦對此亦有內部規

議刪除第十三條條文。 
. 或，文字建議修改如下： 

事務所或事務所關係企業為其審計客

戶提供評價服務，且此項評價之結果

將形成財務報表之一部分時，則可能

產生自我評估之影響。因此，評價之

結果對財務報表之影響重大，且該項

評估具高度主觀性時，應拒絕提供評

價服務或審計服務之其中一項。 
評價結果對財務報表之影響並不重

大，或不具高度主觀性時，所產生之

自我評估之影響，可採用下列措施，

使其降低至可接受程度： 
(1) 採用獨立於審計服務小組以外之

專業人員，覆核該評價服務之結

果。 
(2) 確認審計客戶了解此項評估之基

本假設及所採用之方法，並取得客

戶同意將該項結果使用於財務報

表上。 
(3) 執行評估工作之人員不應為審計

服務小組成員。 
準則第十三條規定「相關當事人」之

定義及範圍為何？ 
本會參酌各方意見，決議將本條文修

改為「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如同

時或先後對同一委任人提供查核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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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現行會計師事務所另行成立之企管顧

司，是否符合本項 定，建議再

職

業道德規範公報有關獨立性之規問公 規

明。 予釋

閱服務及評價服務，應遵循會計師

定。」，故已無來函所述之疑義。 

第十五條 未訂定競業

要性。

本條文係參考中國資產評估職業道德

準則基本準則第十四條所訂定，且本

條文有例外規定，尚屬妥適。  

1. 建議衡量條文必要性。 
2. 說明：美國專業機關之職業道德準

則(USPAP Ethics Rule)
禁止之限制，應無訂立此條文之必

 
1. 建議條文修改如下：評價人員提供

評價服務時，應具備專業能力。評

價人員唯有能合理預期具有專業

能力及相關經驗以完成所欲承接

之評價案件時，方可承接該案件。

2. 說明：相關經驗亦為評價人員完成

評價服務之重要因素，故建議增加

「及相關經驗」。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函意

見，妥為處理。 

 
1. 建議具體說明「專業能力」，例如

資格或證照，俾便遵循。 
建議第二十八條說明評價人員之

具體資格及經驗。

2. 
 

第十六條

本公報係訂定評價人員應遵循之職業

道德準則，關於評價人員專業能力之

認定，非屬本公報之規範範圍。該等

規範是否適宜由本會訂定，或應由主

 

3. 專業能力如何認定。 管機關規劃，尚待進一步討論。 

第十八條 

保密責任應僅限未公開資訊。建議條

文修改如下：「評價人員對承接案件、

執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價結果之過程

中所獲得或知悉之未公開資料，應予

 
 

以保密…」 

來函所述之修改，本會參酌各方意

見，綜合考量後決議維持原條文。

第十九條 

本公報規定委任書應明列之事項，建

議參考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七號第四

條修改為「評價人員進行評價前，宜

先取得委任書，以免雙方對委任內容

誤解」之規定，將委任書詳細內

本會參酌來函意見修改部份條文，惟

 
 

產生

有關委任書應記載之項目，綜合考量

後仍維持於條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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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容於後續公報明定。 

1. 原則上本條文規範係屬專業作業

準則，似乎與職業道德準則無涉，

建議刪除之。若保留之，建議修改

如下： 

「評價人員或所屬評價機構承接案件

時應簽定委任書，並至少就下列項目

：與委任人達成共識，且明列於委任書

1. 評價之目的 

2. 評價之標的、範圍及限制。 

3. 委任人及評價人員就評價人員及所

屬評價機構獨立性之認知。 

4. 委任人應提供之資料及其提供之時

程。 

5. 委任人及相關當事人應出具聲明之

事項。 

日。 

評價機構簽定委任書。

作業需求而有增減，多採書面

份條文，至

於本條所規範第三至五款，則參考實

務上之作法予以修改。 

6. 評價基準

…      」 
2. 說明： 
一般實務，多由

項目 3：多另行與委任人溝通，而不載

於委任書中。 
項目 4：因資料提供內容與時程尚受限

於標的公司之資料可取得性與配合

性，存在不確定性，多採書面另行與

委任人溝通，而不載於委任書中。 
項目 5：該聲明事項之內容，可能因執

行評價

另行與委任人溝通，而不載於委任書

本會參酌來函意見修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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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中。 

1. 建議條文修改如下：評價人員承接

案件時應簽訂委任書，並至少就下

 
 

列項目與委任人達成共識，且明列

於委任書：

…  
4. 委任人應提供之資料及其提供之

時程。 
…  

2. 說明： 
(1) 美國專業機關之職業道德準則

(USPAP Ethics Rule)未訂定委任人

應提供資料與其提供時程之限

制，應無訂立此條文之必要性。 
(2) 於實際評價服務進行時，委任人應

提供的資料與評價工作內容相

關，故確定工作內容即大致確立需

提供的資料，且評價人員會依據評

價進行調整應提供之評價資料，因

此若於委任書規範委任人應提供

之資料及其提供之時程將導致評

料及其提供之時

本會參酌來函意見，妥為處理 

價工作缺乏彈性，故建議刪除「委

任人應提供之資

程」。 
建議增列評價報告收受者、評價方法 之其他事項，將於

及程序等二項目。 
關於委任書應明列

未來訂定相關公報時再行列入。 
建議文字修改為： 價人員承接案件「評

時應簽定訂委任書。」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函意

見，妥為處理。 

 

建議文字修改如下： 

…  
3. 委任人及評價人員就評價人員及所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來函意

見，妥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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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屬評價機構獨立性及潛在利益衝突

之認知。      …  
說明：依第十七條內容增列。 

第二十條 

價人員間應建議條文文字修改為：「評

敦睦關係，共同維護職業榮譽，不得

為不正當之競爭，並不得以不正當之

抑價方式，延攬業務。」 

來函所述文字修改部分，與條文原意

存有部份差異，本會參酌各方意見，

綜合考量後決議維持原條文。 

建議衡量條文必要性。 
說明：美國專業機關之職業道德準則

性。

條文

員應專業判斷評價設

(USPAP Ethics Rule)未訂定設定情境

之限制，是否有訂立此條文之必要

關於來函建議，本會參酌各方意見，

綜合考量後決議維持原條文。本

係參考國際、歐洲之評價準則所訂

定，規範評價人

定情境能否於合理時間實現。 
第二十三條 

機率如何判定，例如壓力測試之發生

機率低，但損失金額可能甚高。 
來函所述之情況係為評價人員應專業

判斷之事項。 

1. 建議修改如下：評價人員應向關鍵資

料之獨立來源進行適當證實性求

限制條件。 

據外部獨立

來源資料進行合理性評估，否則應將

該資料之採用明列為限制條件。」故

證，以確認及採用委託人或他人所提

供之關鍵資料，否則應將採用該資料

明列為

2. 說明：非僅為普通程度之「適當」，

應與「確認」相對應，不宜籠統規範

之。 

本會參酌各方意見，決議將本條文修

改為「評價人員對委任人或相關當事

人所提供之關鍵資料應根

已無來函所述之疑義。 
第二十四條 

務廠商直接

資料之採用與決定係依評價人員專業

判斷，非本公報之規範範圍。 
關鍵資料如匯率利率等，一般均由路

透社或彭博等金融資訊服

撈取，但兩者之間有時亦有差異（例

如路透 6165 page 和彭博 CPTW90DY 
Index），如何對其確認？ 

第二十五條

若接受其他

 
外部

1. 建議修改如下：評價人員

專家之協助，應敘明其協助，於

正常情況下並，應取得委任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書面同意。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參酌各方意

見，綜合考量後決議維持原條文。本

條所述之「正常情況」係評價人員應

專業判斷之事項。 



 

2011/5/11                                                           VSB-2-No.2 意見函_網站版本  Page 
10 of 12 

 

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2. 說明：草案條文「於正常情況下」之

規定，有排除其他情況之適用，建議

刪除「於正常情況下」之字句。另為

明確界定評價人員及其他外部專家

之責任，建議將「告知」修正為「取

得書面同意」，並酌作文字修正。 
3. 條文並未對「正常情況」有所定義，

為避免產生爭議，建議應再予釋明，

俾利遵循。 
1. 建議修改如下：評價人員若接受其他

外部專家之協助，應於工作底稿（及

評價報告）中敘明其協助，於正常情

況下並應告知委任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且應考量其他外部專家之獨立

性及取得其獨立性聲明。 
2. 說明： 
(1) 於何處敘明外部專家之協助，應明

確規範之。 
(2) 加強要求外部專家之獨立性考量。

本會參酌來函意見，針對本條文字酌

作修改。此外，本會將於訂定評價報

告、評價流程及工作底稿相關公報

時，考量來函意見。 

第二十六條 

建議修改如下： 
評價人員於執行評價工作過程中，如

遇有下列事項，應及時告知委任人： 

…  
4. 經評價人員判斷，對評價結果有重

大影響之發現或事件。 
說明：評價工作係綜合各項因素客觀

呈現評價結果，單一重大影響之發現

或事件僅為影響評價結果之一環，因

此是否為對評價結果有重大影響之發

現或事件，應為評價人員專業判斷，

故建議修改為「經評價人員判斷，對

評價結果有重大影響之發現或事件」。

來函所述有關文字增列之部份與原條

文之文意並無太大差異，故維持原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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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1. 建議修改如下： 人員於執行評價

，並應保留紀錄於工作

評價

工作過程中，如遇有下列事項，應及

時告知委任人

底稿中： 

…  
2. 說明：工作底稿中應留下相關工作過

程之紀錄。 

本會將於訂定工作底稿相關公報時，

考量來函意見。 

第四、九、

十條 

惟相關條文並無明定獨立性之具

體規範，建議比照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立性」訂定專章規範獨立性之認定標

準。 

同，故有關獨立性之規範目前僅於本

號公報部份條文中，作一般性之規

必要時進一步規範之。 

草案第四、九、十條文皆敘及「獨立

性」，

範公報第十號「正直、公正客觀及獨

由於評價業務之性質與審計案件不

範，本會日後將視實務運用之情況，

於

建議將徵求意見函中所述「本準則係

對於評價人員道德守則之最低要求，

各評價執業團體亦得制定規範其所屬

評價人員之道德細則。」訂定於條文

中。 

關於來函建議，本會參酌各方意見，

 
 
綜合考量後決議維持原條文。

評價準則之落實，事涉主管機關配合

措施，建議將本號公報函知不動產估

價之主管機關內政部參處。 

本會參酌來函意見，妥為處理。 

查本準則 29 條條文中，係將所謂「職

業道德」再區分為「一般」、「承接案

件」及「執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價結

果」等三個章節分別訂定之，考量該

等條文之實質內容性質差異均不大，

爰有關本準則之章節分類似可再予簡

化。 

「承接案件」

與「執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價結果」

等章節，俾利評價人員遵循。 

本會參酌各方意見，綜合考量後決議

維持原章節。由於不同階段應規範之

重點可能不同，故本公報除列示於所

有情況下，評價人員皆須遵循之「一

般職業道德」外，尚區分

其他 

本會參酌來函意見，未來若修訂一號

公報時將納入考量。 
準則第六條有關評價人員之禁止行為

（如不得詐欺、明知而出具不實報

告）、第九條評價人員獨立性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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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第十一條評價人員或有酬金收取之禁

止及第二十條評價人員不得進行不公

平業務競爭等內容，均屬重大事項，

建議將該等內容訂於評價準則公報第

一號「評價準則總綱」中，以彰顯其

重要性。 

 

部分條文中所述有關專業能力、行為

及酬金等，尚乏詳細之規範及解釋，

建議參照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一號「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

附則方式（第 條），增列「本規範

 

28
謹說明......之綱要，其補充解釋另以公

報行之。」等文字，以資周延。

綜合考量後決議維持原條文。本會日

後將視實務運用之情況，於必要時增

列相關規範。 

關於來函建議，本會參酌各方意見，

新增 
列入規範範圍。文字建議如下： 

持續進修，砥礪新知，以

評價人員應持續進修規定，予以增訂

評價人員應

增進其專業之服務。 

關於來函建議，本會已發布之評價準

則公報第一號「評價準則總綱」已有

相關規範。 

提供意見之單位如下： 

審計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台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資

誠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