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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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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查核報告自105年適用至今已經3年了

1. 我曾經與我的會計師討論過我們公司的查核報告

2. 我曾經徹底研讀我們公司的會計師查核報告

3. 我曾經快速翻閱過我們公司的會計師查核報告

4. 會計師查核報告是會計師的責任，我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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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Slide5

新式查核報告自105年適用至今已經3年了

1. 我曾經與我的會計師討論過我們公司的查核報告

2. 我曾經徹底研讀我們公司的會計師查核報告

3. 我曾經快速翻閱過我們公司的會計師查核報告

4. 會計師查核報告是會計師的事，我不用管

現在，把「查核報告」改成「企業健康檢查報告」

您認為答案會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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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查核報告之標準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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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名稱

報告收受者：

報告之主體

前言段

範圍段

意見段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地址、電話)
會計師(簽名及蓋章)

報告日期

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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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KYB造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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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悠瑪列車翻覆事件啟發…

8



PwC Taiwan

再看到今年年初四的華航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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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生的重大財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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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面臨空前挑戰…

Slide11



PwC Taiwan

查核報告之主要變革

Today’s auditor’s report

• 關注於過關(Pass)或不過關(Fail)
之意見

• 標準化之敘述文字

What investors needed to see

• 仍維持過關(Pass)或不過關(Fail)
之意見

• 更具資訊性、可讀性及透明度

• 會計師重要之查核判斷

• 差異化，不再千篇一律

受到金融危機數個
審計失敗事件及財
務報導複雜度逐漸
增加之影響，投資
人期望於查核報告
中獲取更多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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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意見之類型

• 當會計師作成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
製之結論時，會計師應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57.12)

• 有下列情況之一時，會計師應出具修正式意見( 包括保留意見、否定意
見及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

- 以所取得之證據為基礎，作成財務報表整體存有重大不實表達之結
論。

- 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成財務報表整體未存有重大
不實表達之結論。(57.13)

• 依照允當表達架構之規定所編製之財務報表如無法允當表達，會計師
應就該事項與管理階層討論，並視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之規定及該事
項之處理結果，決定是否修正其意見。(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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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保留意見 vs.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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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式查核意見之類型

• 本公報規範三種修正式查核意見之類型，亦即保留意見、否定意見及無
法表示意見。會計師決定修正式查核意見類型，取決於下列事項︰

- 導致修正式查核意見事項之性質，係財務報表存有重大不實表達，或
是於無法獲取足夠與適切之查核證據情況下，財務報表可能存有重大
不實表達；

- 會計師就導致修正式查核意見事項，是否對財務報表產生或可能產生
廣泛性影響所作出之判斷。(ISA 705.2)

導致修正式查核意見事
項之性質

此等事項對財務報表產生或
可能產生影響之廣泛性

重大但不具廣泛性 重大且具廣泛性

財務報表存有重大不實
表達

保留意見 否定意見

無法獲取足夠與適切之
查核證據

保留意見 無法表示意見

Slide 14



PwC Taiwan

新式查核報告段落彙總概要(1)

查核意見
查核意見列示於報告之第一段，財務報表
定義與意見涵蓋範圍。

查核意見之基礎
除敘明所遵循之審計準則並索引至會計師
查核財務報表責任段外，新增會計師獨立
性之聲明及相關規定來源之揭露。

繼續經營有關之
重大不確定性

(如適用時)

如對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產生重大疑慮
之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時，會計
師報告中以單獨段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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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查核報告段落彙總概要(2)

關鍵查核事項
上市櫃公司及法令規定或自願之受查者，於查
核報告中應新增段落說明查核時所決定之關鍵
事項及相關因應方式與結果或觀察。

強調事項

(如適用時)

除準則要求須於其他段落敘明強調事項外，所
提及事項與財務報表表達及揭露有關，對預期
使用者對財務報表之基本瞭解至關重要。

其他事項

(如適用時)

某事項未於財務報表中表達或揭露，但與預期
使用者瞭解查核工作、會計師之責任或查核報
告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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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查核報告段落彙總概要(3)

管理階層及治
理單位對財務
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責任對財務報表編製責任，並強調其
對繼續經營能力評估、與其財務表達與揭露之
責任，如治理單位與管理階層不同，另說明治
理單位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
務報表之責任

加強對會計師責任(工作)之詳細敘述，包括查
核目的、查核人員工作(包含對企業繼續經營
能力之評估)、治理單位溝通、關鍵查核事項
之溝通等。

日期、地址

及簽名
與我國現行查核報告準則之要求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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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之主要改變

• 查核意見擺至第一段

• 無保留意見不再區分「無保留意見」及「修正式無保留意
見」，均歸入無保留意見

• 出具意見型態為修正式意見（即非無保留意見）時，須直
接明示意見型態（保留意見／無法表示意見／否定意見）
於查核意見段標題中

• 客製化的關鍵查核事項（KAM）段

• 繼續經營假設產生疑慮時，會專段進行說明，不應納入關
鍵查核事項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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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查核報告段落彙總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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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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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查核報告段落彙總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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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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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之樣態 – 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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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之樣態 – 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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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之樣態 – 無法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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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之樣態 – 無法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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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之樣態 – 無法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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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之樣態 – 否定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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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4年8月爆發的國票案，檢調單位查出，國票公司職員楊瑞仁涉嫌偽造客戶

商業本票，並賣給台灣銀行信託部，造成國票102億2千萬元的鉅額虧損，也成為

台灣有史以來金額最高弊案。當時，國票公司決定分5年攤提此鉅額損失，然而，

擔任國票財務簽證委任的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薛明玲會計師，認為作法不符合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因此，他對國票的財報，出具了史無前例的「否定意見」的查核

報告，並且主張一次認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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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

Slide27



PwC Taiwan

何謂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選自
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
項。聚焦於當期查核
最為重要之事項。
(58.7)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會
計師之專業判斷下，對
本期財務報表之查核最
為重要之事項。(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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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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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

1. 貴公司107年度關鍵查核事項是什麼？還記得嗎？

2. 貴公司107年度關鍵查核事項與106年完全相同嗎？

3. 貴公司關鍵查核事項溝通程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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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目的

• 本公報之目的，係於會計師如何決定關鍵查核事項，並於對財務報表形
成意見後在查核報告中溝通該等事項。(58.6)

• 本公報適用於

- 上市（櫃）公司整份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之查核。

- 會計師自行決定於查核報告中溝通關鍵查核事項之情況。

- 依法令規定於查核報告中溝通關鍵查核事項。

• 惟會計師對財務報表出具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時，不得溝通關鍵查
核事項，除非法令另有規定。(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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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目的(續)

• 於查核報告中溝通關鍵查核事項並非用以：

- 取代管理階層依適用之財務報表架構須於財務報表中所作之揭露，
或取代為達到允當表達而作之揭露

- 取代會計師於特定查核案件情況下須表示之修正式意見

- 取代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時所須作之報導

- 對個別事項單獨表示意見。(58.4)

• 會計師對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僅限於對本期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
之事項，即使查核意見涵蓋受查者所列報之比較財務報表時亦然。
(58.26)

• 本公報未要求會計師須更新列入前期查核報告之關鍵查核事項，惟會
計師宜考量列入前期查核報告之關鍵查核事項於本期是否仍為關鍵查
核事項。(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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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

1.決定那些為查核時
高度關注之事項

2.決定那些為本期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

查核報告中所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

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事項中選取

(*)會計師應於查核報告中敘述每一關鍵查核事項，除非: (1)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2)
導致修正式意見之事項 (3) 繼續經營能力可能產生重大不確定性之事件 (4) 在極罕見情況下，
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A two-step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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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

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與決定關鍵查核事項攸關者)

所規劃之查核

範圍及時間

（規劃階段）

• 查核人員規劃如何因應顯著風險。

• 查核人員規劃如何因應風險較高之領域。

• 可能成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事項，查核人員之初
步看法。

查核之重大發現

（查核總結階段）

• 查核計劃(包含風險辨認與因應)之重大改變。

• 對受查者會計實務(包括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及
財務報表揭露)重大質性層面之看法。

• 遭遇重大查核困難。

• 未更正不實表達與內部控制之顯著缺失。

• 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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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

高度關注之事項之考量情事

• 查核人員應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執行高度關注之事項。作
此決定時，查核人員應考量下列事項：(58.8)

風險較高或

顯著風險

1.所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較高之領域，或

2.依審計準則公報第48號「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
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所辨認存有顯著
風險之領域。

財務報表中

須作重大判斷

對財務報表中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之領域（包括
已辨認具高度估計不確定性之會計估計），查核人
員所作之重大判斷。

重大事件

或交易

於財務報導期間所發生之重大事件或交易對查核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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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高度關注事項時之考量情事

-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較高之領域與顯著風險(1)

• 審計準則公報第48號之規定，將顯著風險定義為，「依查核人員之判斷
，須作特殊查核考量之已辨認及已評估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58.34)

• 查核人員於判斷某風險是否為顯著風險時，至少應考量下列事項(48.27)

- 是否為舞弊風險

- 是否與最近之重大經濟、會計或其他事件有關，而須特別關注。

- 交易之複雜程度

- 是否與重大之關係人交易有關

- 是否涉及財務資訊衡量之主觀程度，特別是不確定較高之衡量

- 與該風險有關之重大交易是否屬非正常營運或不尋常之交易

Slide35



PwC Taiwan

決定高度關注事項時之考量情事

-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較高之領域與顯著風險(2)

• 顯著風險常與重大非例行性交易或判斷性事項有關。(48.145)

- 非例行性交易：係指因金額重大或性質特殊而不常發生之交易。例如，

◦ 管理階層介入會計處理之程度較高；

◦ 人工介入資料蒐集及處理之程度較高；

◦ 複雜之計算或會計準則；

◦ 非例行交易之性質可能使受查者難以對風險執行有效控制(48.146)

- 判斷性事項可能包括對存有重大衡量不確定性事項之會計估計。例如，

◦ 會計估計或收入認列之會計準則可能有不同解釋；

◦ 所需之判斷可能較為主觀、複雜或需要對未來事件之影響提出假設(
如，公允價值之判斷)(4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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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高度關注事項時之考量情事

-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較高之領域與顯著風險(3)

• 查核人員通常假設收入認列存有舞弊風險，並考量收入之類型或交易之方
式可能會導致此等風險。有關收入認列之舞弊風險係屬重大(顯著)風險
(43.59)。若查核人員風險評估結論未能支持該假設，則應將理由作成書面
紀錄。(43.105)

• 管理階層踰越控制之風險存於所有受查者中，且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顯
著)風險(43.73)。查核人員為因應管理階層踰越控制之風險，應設計並執
行下列查核程序：

- 測試普通日記簿分錄及編製財務報表所作其他調整之適當性

- 複核可能導致重大不實表達之會計估計

- 瞭解不尋常或非正常營運之重大交易，其交易動機及合理性。(43.78)

• 惟受查者之營運較為單純時，查核人員可能無須高度關注存有該等風險之
領域，而於決定關鍵查核事項時不將其納入考量。(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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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收入釋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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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收入釋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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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高度關注事項時之考量情事

-對財務報表中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之領域，查核人員所作之重大判斷

• 重大會計估計及相關揭露

- 查核人員與治理單位之溝通常涉及重大之會計估計及相關揭露，該等
會計估計及相關揭露可能為查核人員高度關注之領域，且可能被評估
為存有顯著風險。(58.37)

- 財務報表使用者通常高度關切查核人員所辨認具高度估計不確定性之
會計估計。該等估計高度依賴管理階層判斷，且通常為財務報表中最
複雜之領域，同時可能須管理階層專家及查核人員聘僱或委任之專家
之參與。(58.38)

• 重大會計政策之適用

- 對財務報表具重大影響之會計政策（包括其重大改變）與使用者對財
務報表之瞭解攸關，特別是受查者所採用之會計實務與其所屬產業所
採用者不一致時。(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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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會計估計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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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重大會計估計釋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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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重大會計估計釋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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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高度關注事項時之考量情事

-於財務報導期間內所發生之重大事件或交易對查核之影響

• 對財務報表或查核工作有重大影響之事件或交易可能為查核人員高度
關注且被辨認為存有顯著風險之領域。

- 例如，查核人員可能於各查核階段，與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廣泛討
論重大關係人交易、非正常營運或不尋常之重大交易對財務報表之
影響。管理階層對該等交易之認列、衡量、表達或揭露可能已作出
困難或複雜之判斷，而可能對查核人員之整體查核策略產生重大影
響。(58.39)

- 實務上常見之重大事件或交易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者，例如，重
大未決訴訟、重大之災害損失、重大產品暇疵召回；事業合併與分
割，待處分資產及停業部門。

• 影響管理階層假設或判斷之重大經濟、會計、法令、產業或其他發展
，亦可能影響查核人員之整體查核方式，而成為查核人員高度關注之
事項。(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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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當期發生重大事項釋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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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當期發生重大事項釋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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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的影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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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

風險

回應控制程序

溝通

重大

判斷

判斷形成程序

覆核與控制

會計

政策

遵行情形

制度之更新

重大

交易

核決程序

會計處理

專家採用

• 治理單位對於公司營運風險
評估程序為何？

• 治理單位對公司風險如何與
利害關係人溝通？

• 公司如何定義「重大判斷」？

• 重大判斷之核決程序與溝通
等內部控制程序為何？

• 公司於採用外部專家時，對
專家適任性的評估程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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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查核人員高度關注事項時之考量情事

- 非第八條所列情事

• 除與第八條中應特別考量之情事外，與治理單位溝通之其他事項亦可
能被查核人員高度關注而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該等事項可能包括
與所執行之查核攸關，但可能無須揭露於財務報表中之事項。

- 例如，於財務報導期間導入新資訊科技系統或現行資訊科技

系統之重大改變，即可能為查核人員高度關注之領域，尤其當該等
改變對查核人員之整體查核策略有重大影響或與顯著風險有關時（
例如，影響收入認列之系統之變動）。 (58.33)

• 查核人員對財務報表特定領域修正風險評估及重新評估所規劃之查核
程序（即查核方式之重大改變時），可能決定須導致該領域成為查核
人員高度關注之領域 (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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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關注事項可能相關來源

• 審計準則公報所規範之顯著風險：

- 收入認列存有舞弊風險、管理階層踰越控制之舞弊風險

- 重大關係人交易

- 具高度不確定性之會計估計(包含公允價值)

• 財務報表揭露之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主要來源(包含會計
政策之重大判斷與重要會計估計及假設）

• 同產業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

• 當期非正常營運之重大交易或資訊系統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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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同業之關鍵查核事項，我是否曾經比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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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系統變更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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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

決定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

• 會計師依第八條決定之事項(高度關注事
項)中，進一步決定對本期財務報表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亦即關鍵查核事項
。(58.9)

• 最為重要事項之觀念，須考量受查者及
所執行之查核。因此，會計師為決定關
鍵查核事項，須辨認與查核攸關之特定
事項，並判斷該等事項與其他事項之相
對重要性。(58.42)

• 查核人員對高度關注之事項中決定何者
為對本期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
項，係屬專業判斷。受查者事業及環境
之性質、規模與複雜程度，以及查核案
件之事實及情況，可能影響關鍵查核事
項之數量。(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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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

決定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考量(2)

• 會計師判斷與治理單位溝通之某一事項之相對重要性，以及決定該事項
是否為關鍵查核事項時，可能攸關之其他考量包括：

- 重要性：該事項對預期使用者瞭解財務報表整體之重要性，尤其是該
事項對財務報表之重大性。

- 會計政策涉及複雜或主觀程度：為該事項所採用會計政策之性質，或
與同業相較，管理階層選擇某一適當政策時所涉及之複雜度或主觀程
度。

- 不實表達之性質與重大性：與該事項有關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已更正
及累計未更正不實表達(如有時) 之性質與重大性

- 查核所投入資源之性質及程度：

◦ 為該事項執行查核程序及評估該等程序之結果，所須專業技術或
知識之範圍(如有時)。

◦ 就該事項向查核團隊以外人員諮詢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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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

決定最為重要之事項考量(3)

- 查核時所面臨之困難及嚴重程度：於執行查核程序、評估執行該等
程序之結果及取得攸關且可靠之證據以表示查核意見時，所面臨困
難之性質及嚴重程度，尤其是當查核人員涉及更主觀之判斷時。

- 控制缺失之嚴重程度：所辨認出與該事項攸關之控制缺失之嚴重程
度。

- 涉及多個高度關注之領域：該事項是否涉及多個獨立但相關之查核
考量。例如，長期合約可能使查核人員高度關注收入認列、訴訟或
其他或有事項，且可能對其他會計估計產生影響。 (58.43)

• 一般而言，初始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之數量愈多，查核人員可能愈須
重新考量每一該等事項是否符合關鍵查核事項之定義。過多之關鍵查
核事項可能與該等事項係對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觀念不符。(58.44)

• 會計師對上市(櫃)公司整份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之查核，未能從與治理單
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至少一項關鍵查核事項，可能係屬罕見。(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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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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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小問題：

1. 顯著風險一定會是關鍵查核事項嗎？

2. 關鍵查核事項就一定會是顯著風險嗎？

3. 與關鍵查核事項有關之會計估計，一定會在財報附

註中揭露為「重要會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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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Slide55

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vs. 查核中最為重要之事項：

1. 我了解我所在產業的風險，我的會計師也了解

2. 針對產業風險與公司面臨的風險，我會與會計師溝

通他們的查核策略

3. 我們公司對於會計估計事項，有完善的政策與內部

控制 (例如IFRS 15內部控制，IFRS 9 預期損失模型

與相關前瞻資訊……等)→我們公司財報是公司自行

編製，並請會計師查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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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實務：常見關鍵查核事項

IT 
environment 
and control 
deficiencies

Revenue 
recognition

Goodwill 
impairment

Inventory 
valuation

Property 
valuation 

and 
impairment

Taxation 
(deferred 

and 
current)

Claims & 
litigation

Pension 
accounting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s of 
operating 
activities

Management 
override of 

controls

Going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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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 KAM 項目- HK
(資料來源：PwC HK - Enhanced auditor's report)

常見關鍵查核事項前四項分別為「放款及應收款項之減損」、「商譽及
無形資產之減損」、「不動產之評價與減損」及「收入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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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 KAM 項目- SG
(資料來源：ACRA - Review of implementation of Enhanced Auditor Reporting)

常見關鍵查核事項前四項分別為「應收帳款之減損」、「存貨評價」、
「收入認列」及「商譽及無形資產之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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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KAM項目－TW

上市（櫃）公司常見關鍵查核事項前三項分別為「存貨評價」、「收入
認列」及「資產減損」，占全部項目之26.07%、25.79%及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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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FRC Survey-產業別風險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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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 平均數 - HK
(資料來源：PwC HK - Enhanced auditor's report)

91%之報告所溝通之KAM個數介於1-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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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 平均數 - SG
(資料來源：ACRA - Review of implementation of Enhanced Auditor Reporting)

87%之報告所溝通之KAM個數介於1-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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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平均數- TW

105年上市（櫃）公司（1,627家）關鍵查核事項共計3,548個，各家公司
關鍵查核事項平均個數為2.1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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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但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之情況

- 使會計師能鼓勵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公開揭露與該事項攸關之資訊（
如適當時）。特別是，當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對溝通該事項之疑慮僅
限於特定層面時，得溝通與該事項有關但較不敏感之資訊。

• 會計師亦可考量取得管理階層認為公開揭露該事項係不適當之書面聲明
（包括管理階層對該等溝通可能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之看法）。 (58.68)

• 會計師決定不溝通某一關鍵事項時所考量之議題係複雜且涉及重大判斷
。因此，會計師可能認為取得法律專家之意見係屬適當。(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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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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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段

• 除適用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之情況外，會計師應於查核報告中「關鍵查
核事項」段，使用適當之次標題並敘述每一關鍵查核事項，可進一步區
分每一關鍵查核事項。

• 關鍵查核事項段之前言應說明：(58.10)

• 個別事項於關鍵查核事項段中之表達順序，係屬專業判斷。例如，該等
資訊可能依查核人員所判斷相對重要性之順序列示，或與該等事項於財
務報表中揭露之順序相對應。 (58.46)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XX集團民國
oo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
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僅與本期財務
報表之查核有
關(58.47)

不對該等事項
單獨表示意見

(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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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關鍵查核事項
-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58.12)

索引至財務報表相關揭露

為何該事項為查核中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如何於查核中因應該事項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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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關鍵查核事項說明

DO

• 索引財務報告相關附註

• 連結至受查者特定層面與其特
定資訊(客製化，非標準化)

• 內容力求簡潔與平衡，使用簡
單易懂之用語

• 使用過去式， e.g. we checked, 
we obtained…”已”

• 與財務報表之揭露一致(如適用
時)，但不宜僅重覆敘述

• 宜有量化資訊(如有時） DON’T

• 避免採用過於專業或技術性用語

• 避免採用標準版本或一般通用陳
述

• 不能提供受查者原始資訊（包含
尚外公開或是財務報表未揭露之
資訊）

• 避免用假設性用語，例如，當辨
認出差異或例外情形時，本會計
師將執行…

• 不能隱含該事項尚未適當解決

• 不應包含或隱含對財務報表之個
別要素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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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索引關鍵查核事項至財務報表相關揭露

•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並非僅重複財務報表所揭露之資訊。索引關鍵查核
事項至財務報表相關揭露，能使預期使用者進一步瞭解管理階層編製財
務報表時如何因應該事項。(58.54)

- 實務上，財務報表揭露之索引可能包含重大會計政策彙總，重大會計
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主要來源，財務報表項目、個別交易事項
之揭露等。鍵查事項之說明

- 該事項如有量化之金額，是否於關鍵查核事項中說明金額及影響之財
務報表項目

• 釋例

有關商譽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七)非金融資產
減損；商譽減損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
附註五(二)；商譽減損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九)(十) 無形資
產及非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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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連結至受查者特定情況

• 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係對該事項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之理
由提供獨到見解。 (58.56)

• 將某一事項直接連結至受查者特定之情況，可避免該事項之說明過度標
準化及隨時間經過而降低其有用性。

• 例如，因特定產業情況或財務報導之複雜度，某些事項可能於同產業之
多數查核案件中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會計師說明為何該事項為財務
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時，強調受查者特定之層面（例如，影響
本期財務報表中所作判斷之情況），可使該說明對預期使用者更為攸關
。

• 將以往經常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連結至受查者特定之情況，亦屬
重要。(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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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連結至受查者特定情況-釋例

甲集團於民國104年度取得A公司100%股權，並於該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認列商譽帳面值計新台幣計520,000仟元。A公司係歐洲最大太陽能相
關組件及設備之通路商，對甲集團而言，A公司係屬獨立之現金產生單
位，並以A公司之未來估計現金流量及使用適當之折現率加以折現以衡
量商譽之可回收金額，作為評估商譽是否減損之依據。

本年度因受太陽能市場持續不景氣之影響，經甲集團衡量該商譽之可回
收金額，其衡量結果較商譽帳面值減少，故甲集團於本年度認列商譽減
損計新台幣300,000仟元，佔合併稅前利益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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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說明該事項之關鍵層面

• 除索引至相關揭露外，會計師可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該等揭露之關
鍵層面。

• 管理階層對與特定事項如何影響本期財務報表有關之特定層面或因素所
作揭露之程度，可能有助於會計師精準敘明如何於查核中因應該事項，
以使預期使用者瞭解該事項為關鍵查核事項之理由。例如：

- 當受查者對會計估計作詳實揭露時，……，可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
主要假設之揭露、可能結果區間之揭露，以及與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
來源或重要會計估計有關之其他質性及量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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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如何於查核中因應關鍵查核事項

• 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如何於查核中因應關鍵查核事項之詳細程度，
係屬專業判斷，會計師可能敘述下列一項或多項要素：

1. 對關鍵查核事項所採取因應或查核方式之最攸關(或特定)層面。

2. 所執行查核程序之簡要概述。

3. 執行查核程序之結果。

4. 與該事項有關之主要觀察。(58.60)

• 會計師可能不易以簡潔方式彙整所執行之查核程序，以溝通針對所評估
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所採取因應之性質及範圍，以及所涉及之重大判斷。
惟會計師於溝通如何於查核中因應該事項時，可能認為須敘明所執行之
某些程序。該等說明通常僅係概述，而非查核程序之詳細說明。(58.64)

Slide73



PwC Taiwan

如何於查核中因應關鍵查核事項

-針對關鍵層面說明查核程序

• 會計師對關鍵查核事項所採取因應或查核方式之最攸關(特定)層面之說明
，可協助預期使用者瞭解不尋常情況及查核人員因應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所作之重大判斷。(58.62)

Slide74



PwC Taiwan

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說明該事項之關鍵層面與查核程序-釋例

前述A公司之未來估計現金流量以衡量商譽之可回收金額，因涉及A
公司未來五年度之預測，而編製預測所採用之假設易有主觀判斷並
具高度不確定性，導致對可回收金額衡量結果之影響重大，進而影
響商譽減損金額之估計，因此，本會計師認為甲集團對A公司商譽所
作之減損評估，列為本年度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未來現金流量預測之特定層面
已執行之因應程序彙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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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不宜成為原始資訊提供者

• 會計師不宜於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中提供有關受查者之原始資訊。關鍵
查核事項本身通常非為受查者之原始資訊，而係對該事項之查核所作之
說明。

• 原始資訊係指受查者尚未對外公開之資訊（例如，尚未納入財務報表之
資訊，或管理階層或治理單位尚未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對外溝通之資訊）
。該等資訊之提供係受查者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之責任。(58.49)

• 除非法令有所限制，會計師可能認為須以額外資訊解釋，為何該事項為
查核中最重要事項之一，因而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以及如何於查核
中因應該事項。當會計師認為該等資訊係屬必要時，宜鼓勵管理階層或
治理單位揭露額外資訊，而非由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提供原始資訊。
(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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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商譽減損

關鍵查核事項說明

有關商譽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七)非金融資產減
損；商譽減損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
(二)；商譽減損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九)(十) 無形資產及非金融
資產。

甲集團於民國104年度取得A公司100%股權，並於該年度合併財務報表認
列商譽帳面值計新台幣計520,000仟元。A公司係歐洲最大太陽能相關組件及
設備之通路商，對甲集團而言，A公司係屬獨立之現金產生單位，並以A公司之
未來估計現金流量及使用適當之折現率加以折現以衡量商譽之可回收金額，作
為評估商譽是否減損之依據。。

本年度因受太陽能市場持續不景氣之影響，經甲集團衡量該商譽之可回收
金額，其衡量結果較商譽帳面值減少，故甲集團於本年度認列商譽減損計新台
幣300,000仟元，佔合併稅前利益約12％。

前述A公司之未來估計現金流量以衡量商譽之可回收金額，因涉及A公司未
來五年度之預測，而編製預測所採用之假設易有主觀判斷並具高度不確定性，
導致對可回收金額衡量結果之影響重大，進而影響商譽減損金額之估計，因此，
本會計師認為甲集團對A公司商譽所作之減損評估，列為本年度查核最為重要
事項之一。

。

索引至財務
報表相關附

註

連結至受查
者特定情況

說明重大不
實表達風險
之特定層面

敘明決定為
關鍵事項之

理由

量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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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商譽減損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未來現金流量預測之特定層面已執行
之因應程序彙列如下：

1.評估管理階層對A公司未來現金流量之估計流程，並比較評價模型中所列
未來五年度之現金流量與董事會所核准之營運計畫，並未並發現有不一
致之情形。

2.就營運計劃之特定作為與管理階層討論，以評估其執行之意圖與能力。

3.由本所評價專家協助評估模型中所採用之各項預計成長率及折現率等重
大假設之合理性包含下列程序：

•所使用之預計成長率，與歷史結果、經濟及產業預測文獻比較，未發現
有不合理情形。

•所使用之折現率，與現金產生單位資金成本假設及類似資產報酬率比較，
未發現有不合理情形。

•檢查評價模型參數與計算公式之設定，未發現不一致或錯誤之情形。

•評估管理階層採用不同預期成長率之替代假設所執行未來現金流量之敏
感度分析，確認管理階層已適當處理減損評估之估計不確定性之可能影
響。

採用「已」用語，
表示已完成工作，
未採用假設性用語

針對重大不實表
達風險之特定層
面予以回應

非僅說明採用專
家工作

針對顯著風險之
額外查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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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FRC Survey
-風險說明連結至受查者特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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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審閱缺失
(資料來源：金管會證期局 – 20170512 上市(櫃)公司105年財務報告採用新式查核報告情形)

• 於查核報告中納入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時，未依公報規定
加註「重大」字樣。

• 個體財報未揭露關鍵查核事項。

• 關鍵查核事項段未敘明會計師決定列入該關鍵查核事項之理由。

• 關鍵查核事項段未索引至財務報告相關附註揭露。

• 關鍵查核事項段敘述過於簡略及制式化，未敘明該事項受查公司之特
定情況。

• 更改會計師或管理階層責任段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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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規定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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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但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之情況(1)

• 會計師應於查核報告中敘述每一關鍵查核事項，除非有下列情況之一：

- 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 在極罕見情況下，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
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但如受查者
已公開揭露有關該事項之資訊，則會計師仍應敘述該事項。(58.13, 
67)

• 法令可能不允許管理階層或會計師公開揭露某一經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之特定事項。例如，法令對不利於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調查實際或疑似
違法行為（例如，可能涉及洗錢之事項）之公開溝通可能加以禁止。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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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但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之情況(2)

• 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某一關鍵查核事項時，應考量與該事項
有關之事實及情況。與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溝通有助於會計師瞭解，管
理階層對因溝通該事項所可能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之看法。

• 可藉由下列方式協助會計師判斷是否於查核報告溝通該事項：

- 協助會計師瞭解受查者未公開揭露該事項之理由(例如，法令或財務報
導架構允許延遲揭露或不揭露該事項)，以及管理階層對揭露之負面影
響之看法（如有時）。惟管理階層對負面影響之看法本身，並無法減
輕會計師依第十三條第二款判斷該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是否大於所
增進之公眾利益之責任。

- 關注受查者是否曾與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進行任何與該事項有關
之溝通，特別是該等溝通是否支持管理階層，對公開揭露該事項並不
適當所作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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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式意見與存有繼續經營之重大不確定性時
-關鍵查核事項之規定

• 導致表示修正式意見之事項，或使受查者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
疑慮之事件或情況之重大不確定性，本質上即為關鍵查核事項。

• 惟於該等情況下，會計師不應於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段敘述該等事

項，而應：

- 依相關審計準則公報之規定報導該等事項。

- 於關鍵查核事項段索引至保留（或否定）意見之基礎段或有關繼續經
營之重大不確定性段之說明。(58.14)

• 當會計師表示保留或否定意見時，溝通其他關鍵查核事項有助於提高預
期使用者對查核之瞭解，故決定關鍵查核事項之相關規定仍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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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鍵查核事項段中無關鍵查核事項之情況

• 會計師依高度關注事項之相對重要性決定關鍵查核事項。因此，會計師針
對上市（櫃）公司整份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之查核，如未能從與治理單位溝
通之事項中決定出至少一項關鍵查核事項，可能係屬罕見。惟於少數情況
下（例如，營運極為單純之上市（櫃）公司），會計師依第九條之規定可
能決定未有關鍵查核事項。 (58.73)

• 依受查者及查核之事實與情況，查核人員如決定未存有須溝通之關鍵查核
事項，或須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僅屬第十四條所述之事項，則會計師應於
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段說明之。(58.15) 適用下列三種情況：

- 會計師依第九條之規定決定未有關鍵查核事項。

- 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符合依第十三條規定之關鍵查核事項且
未有其他關鍵查核事項。

- 會計師所決定須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均屬第十四條所述之事項。
(58.71)

Slide85



PwC Taiwan

問題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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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關鍵查核事項的內容會不會引起財
務報表使用者的疑慮？

?
因應

1. 關鍵查核事項是針對當期會計師查

核中最重要事項的說明，該等事項

皆已予以因應，應不致引起財務報

表使用者之疑慮

2. 公司對外發言人應瞭解關鍵查核事

項之本質，妥善回覆外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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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是否增加公司及會計師成本？ ?

因應

1. 及早與公司管理階層、董事、監察

人、審計委員會溝通相關規範。

2. 建立公司內部溝通及複核程序。

公司

- 瞭解

- 溝通

- 內部複核成本

會計師

- 導入程序

- 需由資深人員撰擬

- 品質管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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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對治理單位與會計師溝通有何
影響？ ?

因應

1. 預期治理單位與會計師之溝通將更

頻繁，內容更深入。

2. 審計委員會之議程增加與會計師之

溝通項目，或另行召集治理單位與

會計師之溝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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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要溝通幾個關鍵查核事項？

?

因應
參考國外經驗並考量同業及公司情形

，及早與會計師討論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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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可否因關鍵查核事項內容涉及商業機
密，而要求會計師不於查核報告中溝
通該事項？

?
因應

1. 仍須溝通，惟可要求會計師溝通與

該事項有關但較不敏感之資訊

2. 於查核規劃工作開始前，提早與會

計師及治理單位針對關鍵查核事項

深入討論，並對揭露內容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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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對財務報表揭露會不會有影響？

?

因應
可能會增加財務報表額外揭露，或原

有之揭露做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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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本年度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與上年度

在數量、個別項目是否須一致？ ?

因應

在公司規模及營運無重大改變下，應

視會計師對本年度財務報表查核所辨

認項目與相對重要性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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