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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會計 

科 目：審計學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 

一、查核人員於規劃高雄公司查核時執行分析性程序如下：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流動比率 2.07 2.24 2.50 2.42 2.49 

速動比率 .97 1.32 1.80 1.75 1.61 

利息保障倍數 3.51 3.19 4.09 5.28 7.07 

應收帳款週轉率 4.14 5.50 4.03 5.38 5.61 

存貨週轉率 2.01 1.85 2.66 3.29 3.32 

淨銷占有形資產比 .67 .63 .73 .69 .66 

銷貨毛利率 .13 .14 .16 .15 .14 

總資產報酬率 .09 .09 .12 .10 .09 

權益報酬率 .05 .06 .10 .10 .11 

每股盈餘 $4.30 $4.26 $4.48 $4.26 $4.13 

 

試作： 查核人員在分析性程序工作底稿中之分析及結論。（6 分） 

基於分析性程序計算結果，指出應加強查核之項目。（6 分） 

【擬答】： 

 

應收帳款週轉率於 2020 年下降，代表高雄公司每年都可能有年底虛列銷貨收入及應收帳款

的情況。 

存貨週轉率於 2020 年上升，代表高雄公司年底有存貨滯銷情事。 

查核人員針對應收帳款與存貨，應擴大查核程序，亦即針對此兩個會計項目採用細項測試，

不得僅依證實分析性程序結果作成結論之主要證據。 

 

二、請列出四種與薪資交易相關的舞弊類型。並就各類型分別說明查核人員可能採取的查核程序

（每類舞弊至少 2 項查核程序）。（20 分） 

【擬答】： 

公司聘任不適任的員工，其查核程序為： 

檢查聘任員工時，是否依據人事部門所定條件。 

檢查員工任用與否是否由任用單位與人事單位共同決定。 

員工工資變動，未經適當授權與核准，其查核程序為： 

檢查員工人事異動通知單是否經有權主管核准。 

觀察員工薪資異動的處理情形。 

薪工表之工時或工資率錯誤，其查核程序為： 

確定薪工表是否訂立覆核制度。 

抽查工時計算情形。 

員工代他人打卡，其查核程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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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打卡鐘是否放置於明顯位置。 

由薪資部門調節計時卡與計工單，主動調查差異。 

 

三、查核人員於查核過程中遭遇下列情況： 

管理階層未及時改進已知之重大內部控制缺失。 

經管現金之管理階層，因已知未來裁員計畫而與受查者間存有對立關係。 

股權集中於少數人之企業，其主要股東間存有爭執。 

受查者營運嚴重虧損而面臨破產之威脅。 

未強制負責主要控制功能之員工休假。 

會計人員之流動率高且內部稽核人員及資訊人員不適任，致內部控制組成要素有缺失。 

員工行為顯示其對受查者不滿。 

管理階層對股價及獲利趨勢之提高過度關心。 

受查者財務報表顯示盈餘成長，但持續發生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出。 

試作：運用專業判斷，確認各情況是否存在舞弊風險因子；若存在舞弊風險因子，指出其屬財務

報導舞弊或挪用資產之舞弊風險因子以及其屬三種影響舞弊發生之因素中之何者。（18 分） 

解題關鍵：審計準則公報第 74 號附錄一 

【擬答】：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財務報導舞弊，態度或行為合理化。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挪用資產，誘因或壓力。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財務報導舞弊。態度與行為合理化。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財務報導舞弊，誘因或壓力。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挪用資產，機會。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財務報導舞弊，機會。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挪用資產，態度或行為合理化。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財務報導舞弊，態度或行為合理化。 

是存有舞弊風險因子，財務報導舞弊，誘因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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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選擇題部分 

  A 上市公司因連續虧損數年，會計師根據所蒐集之查核證據認為該公司有繼續經營上的

不確定性， 但管理階層認為將該不確定性及其因應的資訊揭露在財務報表上，會影響公

司的股價，因而在揭露時避重就輕。會計師認為該揭露無法允當表達。在此情況下，下

列那一項做法並不恰當？ 

依情況出具保留意見或否定意見 

增加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說明受查者有關繼續經營上的不確定性 

於保留意見之基礎段或否定意見之基礎段說明受查者有關繼續經營上的不確定性 

查核報告中有關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的說明與無保留意見一樣 

  會計師雖然對財務報表出具無保留意見，但會計師希望強調財務報表中有關關係人交易

的附註揭露，以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的注意，此資訊會被放在查核報告中的那一段？ 

查核意見段  查核意見之基礎段 

強調事項段  其他事項段 

  會計師如懷疑客戶為疑似洗錢交易時，依法應向那一機關（組織）申報？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法務部調查局 

客戶所在地檢察署 

國際防制洗錢組織艾格蒙聯盟（Egmont Group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s） 

  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之目的，通常係為甄選具備那些條件之人才？①有良好品德②有

工作經驗③能發展專業能力以執行事務所之工作④具備獨立性⑤有適當之特質而能勝任

事務所之工作 

僅③④ 僅①②④ 僅①③④ 僅①③⑤ 

  下列關於查核證據攸關性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證據必須與個別項目聲明有關  證據必須具有說服力 

證據必須能支持多個個別項目聲明 證據必須來自有效的內部控制 

  根據我國第 45 號審計準則公報規定，下列有關查核工作底稿之敘述，何者錯誤？ 

查核工作底稿之彙總及歸檔通常在查核報告日後 60 天內完成 

彙整查核工作底稿後，原則上即不得新增或修改查核工作底稿 

查核工作底稿的所有權一定是屬於會計師事務所 

原則上查核工作底稿的保管年限，自查核報告日起算不短於 5 年 

  下列何者非為舞弊三角（fraud triangle）？ 

誘因或壓力 機會 態度或行為合理化 監督 

  下列有關控制風險、固有風險、偵查風險的敘述，何者正確？ 

三種風險是互相獨立的，查核人員應秉持專業分別判斷 

三種風險是互動的，提高任一種風險，另外兩種風險應成正向變動，提高其風險判斷 

查核人員應該先評估固有風險及控制風險，再訂定可接受之偵查風險 

查核人員應該在評估完固有風險、控制風險、偵查風險之後，再訂定可接受之查核風

險 

  審計準則公報要求查核人員評估受查者至少_____的事件或情況，以確定受查者是否存有

繼續經營重大的疑慮？ 

資產負債表日後一季 查核報告日後一季 

資產負債表日後一年 查核報告日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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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審計準則公報第 44 號「查核歷史性財務資訊之品質管制」之規定，下列有關案件品

質管制複核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之查核案件，主辦會計師必須確定已指派非參與查核案件

之案件品質管制複核人員 

案件品質管制複核應於出具查核報告後進行，以考核案件執行品質 

主辦會計師與品質管制複核人員對案件某些層面存有歧見時，應作適當諮詢 

品質管制複核人員雖未與受查者直接接觸，仍受會計師職業道德有關獨立性之規範 

  下列有關書面聲明之敘述，何者錯誤？ 

書面聲明應涵蓋查核報告中提及之所有期間，因此管理階層須再確認先前對前期所出

具之書面聲明仍屬適當 

現任管理階層於查核報告中提及之所有期間可能並非均在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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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聲明為管理階層對查核案件條款中所述責任之認知與瞭解，非為查核證據 

管理階層若於書面聲明中使用「就本公司所知」之限制性文字，如查核人員確定該書

面聲明係由對所涉及之事項具適當責任及瞭解之人員出具，則通常可接受該用語 

  依據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64 號「查核案件條款之協議」規定，查核委任書之內容最不可

能包括下列何者？ 

管理階層對財務資訊之責任 會計師賠償責任之限制 

審計酬金之計算基礎及收款方式 實際查核過程中發現問題之處理方式 

  資料之可靠性受其來源及性質之影響，且與資料取得之情況有關。為設計證實分析性程

序而判斷資料是否可靠時，應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下列何者？①可取得資訊之來源②可

取得資訊之可比較性③可取得資訊之性質及攸關性④資訊科技環境之變化⑤為確保資訊

之完整性、正確性及有效性，而對資訊之編製所設計之控制 

僅①④⑤ 僅①②③④ 僅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⑤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47 號「財務報表查核之規劃」之規定，下列有關查核小規模受查者得

予特別考量之敘述，何者錯誤？ 

可由主辦會計師在無任何查核團隊成員下獨力完成規劃作業 

前期根據工作底稿之複核及已辨認重要議題所作之備忘錄，於考量當期與受查者之討

論並予以更新，不可作為當期查核策略 

個人會計師負責執行所有查核工作時可諮詢其他事務所具有適當經驗之查核人員 

查核人員可採用事務所依相關控制活動較少之假設所訂定之標準查核程式或案件完成

檢查表，並予以修改，以因應該案件之需要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63 號「首次受託查核案件－期初餘額」規定，查核人員應閱讀前任會

計師之查核報告，如前任會計師對前期財務報表表示修正式意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評估本期財務報表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時，應評估導致該修正式意見之事項之影響 

導致該修正式意見之事項對本期財務報表仍屬攸關且重大，本期財務報表表示修正式

意見 

已於本期解決之導致該修正式意見之事項，不影響本期財務報表表示之意見 

查核人員藉由複核前任會計師之工作底稿，即可取得期初餘額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下列有關銷貨退回與折讓之查核目標，何者與挪用現金之舞弊最為攸關？ 

發生 完整 分類 截止 

  查核人員執行金融機構往來函證程序時，詢證函內容通常不包括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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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現及放款 商業本票保證 應收帳款承購 寄銷之存貨 

  有關稽核人員執行作業審計（operational audit ）時所採用之衡量標準（criteria），下列

敘述何者不適當？ 

該作業或計畫過往歷史性之實際績效 

受查單位內部或外部執行相同或類似作業之標竿資訊（benchmarking） 

與受查單位管理階層及報告使用者共同討論並取得共識 

由稽核人員依專業判斷自行辨識適當之標準，以維持獨立性 

  關於各機關接獲審計機關審核通知之後續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一律應於接到通知 10 日內聲復，由審計機關決定；逾限者，審計機關得逕行決定 

除決算審核依決算法規定外，應於接到通知 10 日內聲復，由審計機關決定；逾限者，

審計機關得逕行決定 

一律應於接到通知 30 日內聲復，由審計機關決定；逾限者，審計機關得逕行決定 

除決算審核依決算法規定外，應於接到通知 30 日內聲復，由審計機關決定；逾限者，

審計機關得逕行決定 

  關於考核施政效能、事業效能或營業效能，係包含於下列何種應注意之事項內？ 

審核中央政府總決算應注意之事項 

審核各機關或各基金決算應注意之事項 

辦理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審計事務應注意之事項 

辦理公務機關審計事務應注意之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