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財務審計、績效審計
科 目：審計學（包括政府審計）
考試時間：2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32870
32970

頁次：4－1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72號「查核財務報表對法令遵循之考量」規範查核人

員於查核財務報表時，對法令遵循之考量；第56號「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查核」規範查核人員於查核財務報表時，對會計估計（包括公允價值會

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責任。現請依相關規範，回答下列問題：

查核人員於執行其他查核程序時，應對存有未遵循或疑似未遵循法令

事項之可能性保持警覺。請問：（12分）

請試述「未遵循法令事項」（Non-compliance）之定義為何？

有關未遵循法令事項之跡象為何？請列舉三項說明之。

查核人員應複核管理階層作會計估計時之判斷及決定，以辨認是否有

管理階層偏頗（Management bias）之跡象。請問：（13分）

與會計估計有關之管理階層偏頗跡象為何？請列舉三項說明之。

查核中所辨認管理階層偏頗跡象之書面紀錄，可協助查核人員何事？

請列舉二項說明之。

二、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59號「修正式意見之查核報告」規範會計師對財務報

表形成查核意見時，認為須表示修正式意見之情況下，出具適當查核報告

之責任。現請依相關規範，回答下列問題：

修正式意見之類型取決於導致修正式意見事項之性質、會計師就該事

項對財務報表之影響或可能影響是否廣泛所作之判斷。請敘述「對財務

報表有廣泛影響」（Pervasive effects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之意涵

為何？（6分）

會計師接受委任後，於財務報表形成查核意見時，因管理階層之限制，

除非所有治理單位成員均參與受查者之管理，查核人員應與治理單位

溝通該事項，並確定是否可執行替代程序以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請問：如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則會計師應採取那些措

施？（9分）

下列所述之查核結論或報告等狀況，該會計師（或繼任會計師）依審計

準則公報第59號之規範，對財務報表表示何種查核意見？（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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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如推斷期初餘額存有重大影響本期財務報表之不實表達，且

其影響未適當處理、表達或揭露。

查核人員認為未遵循或疑似未遵循法令事項對財務報表具重大影

響，且未適當反映於財務報表。

查核人員因管理階層或治理單位之限制而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

核證據，以評估是否已存有或可能存有對財務報表具重大影響之未

遵循法令事項。

會計政策之變動（如有時）未依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適當處理、表達

或揭露。

期初餘額所適用之會計政策未依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於本期一致適用。

【請依下列格式作答】
編號 對財務報表表示何種查核意見？

1 ……
2

……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7328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審計機關依據審計法規定辦理各種審計工作，審計人員藉由適當之標準考核被審核機關施政偏離

標準之原因。試問審計人員執行此項工作之性質，係屬於下列何者？

鑑識審計 財務審計 遵循審計 績效審計

2 根據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66號「書面聲明」規定，下列何者正確？①書面聲明為必要之查核證據 

②書面聲明可對涉及之事項提供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③受查者拒絕提供書面聲明時，會計師

應出具否定意見之查核報告 ④書面聲明書應由受查機構負責人和稽核主管簽章

僅① 僅①② 僅②④ ①②③④

3 查核人員於X1年9月5日被委任查核甲上市公司之X1年度財務報告，並於X2年3月5日結束X1年度

財務報告之外勤工作，且於X2年3月15日上傳該財務報告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請問查核人員取得

之書面聲明所簽具的日期以那一天為宜？

X1年9月5日 X1年12月31日 X2年3月5日 X2年3月15日

4 有關審計抽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統計抽樣可運用非機率選樣方法

非統計抽樣可運用機率選樣方法

所有查核程序均可適用於審計抽樣

統計抽樣與非統計抽樣，二者所執行之查核程序（audit procedures）不同

5 查核人員執行審計抽樣，下列何者非影響樣本量之因素？

錯誤類型 查核目的 信賴水準 可容忍誤差

6 有關查核人員對分析性程序之運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證實分析性程序之主要目的為印證查核結論

查核年度財務報告之際，無需執行分析性程序

證實分析性程序通常運用於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及重要性較小的聲明

設計證實分析性程序而判斷資料是否可靠時，應考量財務及非財務資訊之可取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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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核人員執行同業比較之分析性程序，其最大的效益為何？

指出可能舞弊 減少細項測試 了解受查者的業務 辨識潛在之不實表達

8 查核意見可為無保留、保留、否定、無法表示意見，當查核人員對年度財務報告已取得足夠且適

切證據之際，則查核人員對年度財務報告之查核意見，最多可簽出幾種查核意見？

一種 二種 三種 四種

9 甲上市公司之X1年度財務報告由A會計師事務所查核，X2年度財務報告改為B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則X1年度財務報表由其他會計師查核的相關說明，於B會計師事務所簽發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中，應置於何段落？

查核意見段 強調事項段 其他事項段 關鍵查核事項段

10 根據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68號「內部控制缺失之溝通」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內部控制缺失有三類：重大缺失、顯著缺失及其他缺失

查核人員可以依口頭方式與管理階層溝通任何型態之缺失

內部控制顯著缺失，溝通對象主要係治理單位及管理階層

受查客戶存在內部控制其他缺失，則查核人員將簽發保留意見

11 查核人員進行銀行存款查核，執行現金驗證表（proof of cash）測試，此程序係屬：

控制測試 了解控制環境

控制測試與交易證實測試 交易證實測試與細項測試

12 根據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46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質管制」，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查核案件之

主辦會計師應於一定期間（通常不超過X年）後進行輪調，且至少需間隔一定期間（通常不短於Y

年）方得回任，請問X和Y分別為：

5和1 5和2 7和1 7和2

13 某公司因會計兼出納所導致之財務報表重大不實表達風險為：

固有風險 控制風險 偵查風險 營業風險

14 當會計師認為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係屬不適當時，應出具：

無保留意見 保留意見 否定意見 無法表示意見

15 當查核人員因首次受委託致無法對期初餘額取得足夠且適切之證據。除此之外，並未存在其他導

致會計師出具修正式意見之因素，請問會計師最可能出具無保留意見之財務報表為何？

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16 下列何種情況最可能被查核人員懷疑發生薪資作業舞弊？

人事部門負責員工薪資之調整

員工離職時，人事部門立即以書面方式通知薪工部門

員工的計時卡經由直屬主管核准後，才進行發薪作業

薪資費用帳列數與預算數之間存有無法合理解釋之重大差異

17 下列對於查核關係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查核人員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時，應將「具支配性影響之關係人」視為顯著風險

若辨認出「管理階層先前未辨認或未告知查核人員之關係人或重大關係人交易」，查核人員應重

新評估是否還有先前未辨認或未告知查核人員之其他關係人或重大關係人交易，並執行必要之

額外查核程序

若重大交易由關係人作最終核准，該關係人很可能是「具支配性影響之關係人」，查核人員在辨

認及評估「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時，應考量該舞弊風險因子之影響

若管理階層作出「關係人交易之條款係與公平交易之條款相當」之聲明，查核人員應對該項聲

明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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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對於查核人員認為重大的事項或交易，若受查者管理階層未能提供書面聲明，查核人員最不可能

採取下列那一方式處理？

與管理階層討論該事項

重新評估管理階層之誠信，並評估該事項對口頭或書面聲明及其他查核證據可靠性之可能影響

採取適當措施，包括評估其對查核意見之可能影響

出具否定意見

19 下列有關書面聲明之敘述，何者錯誤？

書面聲明之日期應儘可能接近查核報告日，但不得晚於該日

查核人員於查核過程要求管理階層更新前期書面聲明

年度中更換管理階層，查核人員仍須向現任管理階層取得涵蓋所有期間之書面聲明

書面聲明應以委任會計師為收受者

20 若查核人員欲查驗受查者銷貨交易之完整性，應從何處選取樣本進行查核？

客戶訂單 出貨單 銷貨日記簿 應收帳款明細帳

21 若查核人員調整降低可接受偵查風險水準，後續最可能採取之處理方式為：

提高固有風險之評估水準

將控制風險由最高水準調降至較低之風險水準

在期末或接近期末而非於期中執行證實程序

減少證實程序之範圍

22 下列那些項目不是審計準則公報第64號規定應記載於委任書之查核案件條款？①財務報表查核

之目的及範圍 ②酬金的計算基礎與收款方式 ③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④管理階層之

責任 ⑤會計師擬出具之意見類型 ⑥編製財務報表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

①②③⑤ ②⑤ ③④⑤ ①④⑤⑥

23 下列或有事項之查核程序中，何者最無效？

查閱董事會之會議紀錄 取得包括或有事項之書面聲明

查閱借款合約及背書保證事項 對保險費用做分析性程序

24 有關審計職權行使，下列規定何者錯誤？

直轄市政府財務之審計，由該直轄市審計處辦理之

審計機關對於審計上涉及特殊技術及監視、鑑定等事項，僅得諮詢其他機關、團體或專門技術

人員，仍由原審計機關辦理之

審計機關應經常或臨時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

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一切收支及財物，得隨時稽察之

25 審計人員發覺各機關人員有財務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上之行為時，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審計人員應報告該管審計機關，通知各該機關長官處分之，並得由審計機關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

應負責者為機關長官時，審計機關應通知其上級機關執行處分

涉及刑事者，應移送法院辦理，並報告於監察院

審計人員認為有緊急處分之必要，應立即報告審計部，通知該機關長官從速執行之



類科名稱：

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科目名稱：審計學(包括政府審計)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財務審計、績效審計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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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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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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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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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C B # C C C C C

D B C A D A D D B

C B D B D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5題答Ａ或Ｂ者均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