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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查詢  友善列印

0962學期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會資系  3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81U00115 / B

學分數學分數 3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必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審計學(二)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Auditing(2)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賴建文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32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69人

起始週起始週  / 結束週結束週  /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教學目一、教學目
標標 (Objective) 透過課堂講解、課堂討論與測驗，使學生對審計學的基本概念，能有清楚且深入的了解。

二、先修科目二、先修科目 (Pre
Course)

三、教材內三、教材內
容容 (Outline)

Course Description: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auditing that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skills necessary to enter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with the appropriate
knowledge to function in the auditing area.

四、教學方四、教學方
式式 (Teaching
Method)

This course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ole of the auditor. There follows detailed consideration
of the main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auditors are required to perform to arrive at an opinion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an appreciation of
the role which auditing plays in society, a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key elements in the audit
process, a knowledge to critically evaluate the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literatures dealing with the
current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auditing.

五、參考書五、參考書
目目 (Reference)

2008/2/26 課程介紹與複習 賴建文

2008/2/26 Introduction: Course Outline 林郁青

2008/3/4 偵知風險與證實測試的設計 賴建文

2008/3/4 CH1 審計理論與會計專業 林郁青

2008/3/11 偵知風險與證實測試的設計 賴建文

2008/3/11 CH1 審計理論與會計專業 林郁青

2008/3/18 控制測試的查核抽樣 賴建文

2008/3/18 CH2 會計師之職業道德與法律責任 林郁青

2008/3/25 證實測試中的查核抽樣 賴建文

2008/3/25 CH2 會計師之職業道德與法律責任 林郁青

C:query.asp
http://webap.asia.edu.tw/courseinfo/
http://www.asia.edu.tw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度度 (Syllabi)

2008/4/1 證實測試中的查核抽樣 賴建文

2008/4/1 CH3 查核委任與規劃 林郁青

2008/4/8 查核收入循環 賴建文

2008/4/8 CH3 查核委任與規劃 林郁青

2008/4/15 查核收入循環 賴建文

2008/4/15 Review 林郁青

2008/4/22 期中考 賴建文

2008/4/22 Mid-term Exam 林郁青

2008/4/29 查核費用循環 賴建文

2008/4/29 CH4 內部控制 林郁青

2008/5/6 查核費用循環 賴建文

2008/5/6 CH4 內部控制 林郁青

2008/5/13 查核生產與人事薪資循環 賴建文

2008/5/13 CH5 查核證據 林郁青

2008/5/20 查核投資與融資循環 賴建文

2008/5/20 CH5 查核證據 林郁青

2008/5/27 查核現金餘額 賴建文

2008/5/27 CH6 審計抽樣 林郁青

2008/6/3 查核工作之完成 賴建文

2008/6/3 CH6 審計抽樣 林郁青

2008/6/10 財務報表之查核報告 賴建文

2008/6/10 Debating Competition 林郁青

2008/6/17 財務報表之查核報告 賴建文

2008/6/17 Review 林郁青

2008/6/24 期末考 賴建文

2008/6/24 Final Exam 林郁青

七、評量方七、評量方
式式 (Evaluation)

八、講義位八、講義位
址址 (http://)

九、教育目標九、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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