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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會計師是一種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此種專門職業為公眾提供若干種服

務1，其中最重要的是簽證服務，而簽證服務中又以財務報表審計為首要。

財務報表審計是一種服務(或稱商品，且為無形的商品)，此服務乃會計師所

能提供的多種服務中，唯一須由其提供2，他人無法代勞者，故財務報表審

計是會計師業存在的主要原因，其重要性不可忽略。 

財務報表簽證，包含查核公開發行公司的年度及半年度財務報表、核

閱第一、三兩季季報表、查核非公開發行公司向銀行借款用的財務報表，

及查核金融、保險等特許行業的年度及半年度財務報表、及核閱此等行業

第一、三兩季季報表。根據財政部統計處的統計，會計師業之簽證收入在

民國 89、90及 91三年均佔其總收入四分之三，比重分別是 74.2%、74.6%

及 74.4%，金額則為 69.1億元、70.6億元及 74.7億元，足見財務報表審計

對會計師之重要性。  

公司管理階層及財務報表之外部使用者對財務報表審計均有需求，而

前者係為回應後者之需求而購買此項服務，故管理階層是財務報表審計之

購買者，而此服務之最後消費者則為財務報表之外部使用者。另，管理階

層除扮演購買審計之角色外，亦為財務報表之編製者。 

會計師執行財務報表審計之成本反映於查核公費，並由公司負擔，惟

                                                 
1 會計師法第 15條列示會計師得執行業務的範圍，其中第二項為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 
2 公司法第 20條第二項，公司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關所訂一定數額以上者，其財務報表 
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此外，證券交易法第 36條規定，發行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 
每營業年度終了後四個月內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之年度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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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審計之價值，繫於其消費者(財務報表使用者)之認知。財務報表使

用者，依其立場，可區分為內部及外部使用者。前者係公司的管理階層，

其對財務報表審計之需求主要源自財務報表的外部使用者，故其對財務報

表審計是否有價值的認知，亦應決定於財務報表外部使用者之認知。後者

種類眾多，包括債權人(或金融機構)、投資人(包含現有及潛在投資人)及其

他第三人等。當消費者為債權人(或金融機構)時，其對財務報表審計是否有

價值，以及財務報表所反映之財務狀況及營運成果之認知決定其是否授信

的決策，亦即，是否借貸之行為；當消費者為投資人時，上述認知則決定

其是否投資的決策，亦即，是否買(賣)股票之行為。 

獲利乃公司經營的主要目的，惟上述目的未必能達成。公司將經營的

成果反映於財務報表，並藉其傳遞予報表使用者，然報表編製者(管理階層)

可能基於某些誘因（如：以淨利為基礎的獎酬計畫），而編製不實的財務報

表。因此，財務報表使用者除關心公司之營運結果，尚關切財務報表是否

允當表達。財務報表眾多使用者中，投資人所佔比例最高，判斷財務報表

之表達是否允當的能力，亦屬投資人最為缺乏，故其不得不倚賴會計師的

專業，以作出投資決策。 

會計師獨立第三者的角色，造就財務報表審計之價值。公司對外發布

的財務報表若有重大錯誤，會計師於執行審計的過程中，應發現此項錯誤，

並於查核報告上說明，此時審計方有價值；反之，若會計師執行審計的過

程，未能偵測財務報表有誤，或縱有發現，卻未在查核報告上說明，二者

均致其查核報告錯誤，此時即發生審計失敗3，而會計師所提供之財務報表

審計亦不復其價值。然投資人往往不了解會計師執行財務報表審計所須承

擔的責任，亦未具備判斷審計是否失敗之能力，故企業發生失敗時，即認

定會計師亦發生審計失敗，因此，投資人對於審計是否失敗之認知與學理

之定義不一致。 

審計失敗的案例不難發現，例如，美國安隆(Enron)公司因多年來(1997

至 2002 年第二季)財務報表不實，其查核會計師事務所 Andersen未能對安

隆的破產提出預警，又不當出具無保留意見，致發生審計失敗。類似地，

                                                 
3 此乃學理對「審計失敗」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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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博達科技 (以下簡稱博達)於 89至 92 年間財務報表不實，其簽證會計

師又不當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發生審計失敗4。對此，行政院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 (以下簡稱金管會5)處以博達的簽證會計師停止 2 年(停業期間

自 2004 年 8月 1日起至 2006 年 7月 31日止)辦理簽證業務之處分，此係

國內主管機關對會計師之處分最為嚴重者。 

我國為提升對投資人之保護，制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易人保護法6」

（以下簡稱投資人保護法），並依該法設立「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易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投保中心7），其得為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以求

償。投保中心針對財務報告不實請求民事賠償的對象8，包括會計師，申言

之，會計師若有審計失敗，投資人得向其求償，且投資人可能獲得賠償。 

以順大裕案為例，此係國內投資人委由投保中心集體民事求償其因公

司公開說明書及財報不實而發生的損失，並成功自公司、其代理人及負責

人獲賠之首例9。法院雖駁回投保中心對順大裕董監事及會計師請求連帶賠

償，投保中心仍分別就二者公開說明書不實，及後者財務報表簽證不實之

賠償責任，向法院提起上訴。 

博達案對會計師業及資本市場均造成嚴重的衝擊，有些投資人甚至質

疑財務報表審計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價值。這些投資人認為財務報表審計乃

因應政府管制而生，會計師查核報告之內容，尤其是標準式無保留意見，

千篇一律，只更換年份、日期及受查公司之名稱，內容可預期，因此，投

                                                 
4 博達 89 至 91 年，以及 92 年財務報表之簽證會計師分別為安侯建業的蔡添源與游萬淵

及勤業眾信的李振銘與王金山。前者在查核博達 89 到 91 年之財務報表時，對 91 年度

外幣存款及售予五大代理商之銷貨金額等項目，未蒐集足夠且適切的查核證據，即出具

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而後者在查核博達 92 年之財務報表時，對於函證銀行

存款、盤點重要資產，及對博達認列持股比例達百分之百的子公司之投資損益等，亦未

蒐集足夠適切的查核證據，即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 
5 金管會乃依據「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於 93 年 7月 1 日成立，其負責原

隸屬於財政部的銀行、證券及保險等金融監理工作，期落實金融監理一元化。 
6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易人保護法」於民國 91 年 7月 17日經總統公布，於 92 年 1月 1
日開始施行。 

7 投保中心之前身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發展基金會投資人服務與保護中心」，

其受理投資人求償案件。 
8 投保中心針對財務報告不實之案件，請求民事賠償的對象，概略可分為三類，第一類是

公司(法人)與其代理人(包括經理人及財務經理等)，第二類為其負責人，含董監事，第三

類則為會計師。經理人在業務範圍內，亦為負責人。 
9 投保中心於 89 年 4月受理順大裕之投資人委託求償，並於 89 年 8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台中地方法院於 93 年 2月 18日宣判，順大裕公司及前負責人張文儀、財務經理黃芳薇

等相關人員，應連帶賠償 591位投資人 2.0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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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認為，縱使審計未失敗，會計師執行審計，除提供深口袋的保險功能

外，並無其他價值。故財務報表審計究竟有無價值，即值討論，而審計有

無價值主宰會計師業是否有存在之必要，其影響不容小覷。 

審計究竟有無價值之討論取決於衡量的結果。過去有關審計價值的研

究，多以事件研究法，從事務所規模(size)的觀點切入，藉由市場在各種事

件(如：會計師事務所合併、倒閉等)下之反應，衡量審計的確信及保險價值。

然本研究認為，事務所的規模與其賠償能力有關，卻未必與審計品質有關，

亦即，事務所規模愈大，審計之確信價值未必愈高，故過去的研究可能無

法正確衡量出審計的確信價值。有鑑於此，本研究欲藉我國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失敗之案例，來衡量審計的保險及確信價值。 

然我國會計師簽證制度與美國不同。在美國，簽署查核報告並負責的

主體為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會計師個人的名字並不出現在查核報告上，故

報告閱讀者無從獲悉查核報告是由哪位會計師簽署，故無法探討會計師個

人之審計價值；反之，在台灣，於查核報告上簽字的主體是會計師個人，

惟亦加註事務所的名稱，且台灣對公開發行公司之財務報表採雙簽制度，

係由兩位會計師簽署，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在我國簽證制度下，會計師個

人的審計是否有價值。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已查核財務報表有資訊價值，其價值包括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兩者之

價值。由於財務報表可幫助投資人預測公司未來的現金流量，進而評估公

司的價值，故財務報表對投資人有價值，其價值反映於投資人購買股票的

價格，然投資人是否認為財務報表審計服務亦有價值，則為本研究所欲探

討。 

在台灣，簽署查核報告並負責的主體，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及會計師個

人，且由於在台灣，公開發行公司之財務報表採雙簽制度，須由兩位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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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簽署，故會計師事務所及會計師個人之審計價值，可分別加以探討。另，

會計師事務所內部區分為各組以執行審計業務，簽證的二位會計師通常是

同一組，當某會計師發生審計失敗，與其同組之會計師，其審計價值是否

受損亦可討論。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是財務報表審計是否有價值，依衡

量標的，分為： 

1. 會計師事務所。 

2. 會計師個人。 

3. 兩位共同簽證會計師。 

4. 與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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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如圖 1-1，本研究分別設計實驗組(企業及審計均失敗的公司)與控制組

(企業及審計均未失敗的公司)，以衡量財務報表審計是否有價值。衡量標的

包括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個人、兩位共同簽證之會計師及與簽證會計師

同組之會計師。研究架構如圖 1-1所示。 

 

 

 

 

 

 

       

 

 

            

 

 

 

 

 

 

 

 

圖 1-1  研究架構圖 

 

 

N家企業及審計均失敗的公司
(實驗組) 

N家企業及審計均未失敗的公司
(控制組) 

衡量財務報表審計是否有價值

1.會計師事務所 

2.會計師個人 

3.兩位共同簽證之會計師 

4.與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 

目的 

 
衡量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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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藉會計師審計失敗，探討財務報表審計是否有價值。

Wallace(1980， 1987)提出代理假說 10 (agency hypothesis)、資訊假說

(information hypothesis)及保險假說(insurance hypothesis)，以說明審計之需

求。 

代理假說宣稱，由於公司管理當局與投資人間存在利益衝突，投資人

理性預期管理當局會犧牲投資人的利益，而進行自利的行為，故投資人藉

會計師查核管理當局編製之財務報表，而達到監督管理當局之目的。審計

對投資人提供監督的功能，Menon and Williams (1994)稱之為確信效果

(assurance effects)，當此種功能反映於股價時，Doogar et al.(2003)則稱其為

確信價值(assurance value)。 

資訊假說主張，由於公司管理當局與投資人間存在資訊不對稱

(information asymetry)，投資人無法取得足夠的資訊以瞭解管理當局之經營

績效，因而產生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問題，管理當局為改善前述現

象，乃提供投資人信號(signaling)─財務報表係經公正獨立的第三者(亦即，

會計師)查核，審計需求即應運而生。 

保險假說則認為，財務報表經具深口袋(deep pocket)的會計師查核後，

公司卻發生財務危機，此時，財務報表使用者(包括：投資人、債權人或其

他第三者)則有權利對會計師提起訴訟以求償；易言之，財務報表使用者如

同購買保險，索賠有門，故對審計產生需求。此權利之價值依未來行使可

能性波動而產生變化，並反映於股價。Menon and Williams(1994)稱此權利

為保險效果(insurance effects)，Doogar et al.(2003)則稱該權利之價值為保險

                                                 
10 代理假說又稱監督假說(monitoring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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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insurance value)。 

諸多相關研究係依據Wallace(1980，1987)的審計需求理論，以衡量審 

計是否有價值。本章將回顧相關實證研究：首先於第一節對國內、外與審

計價值相關之文獻，作一探討；續後在第二節先說明本研究採用之事件研

究法，再探討依事件研究法衡量審計價值之相關文獻。 

 

 

 

第一節  審計之價值 

本節針對審計價值相關文獻，說明研究內容及研究結果，並與本研究

作一比較，最後彙整於表 2-1。惟該等文獻若採用事件研究法，其研究方法

及樣本係屬事件研究法之範疇，則於本章第二節說明。 

 

一、Menon and Williams (1994) 

(1) 研究內容 

Menon and Williams (1994)自保險假說的觀點，首先測試美國第七大會

計師事務所 Laventhol & Horwath (以下簡稱 L&H)1990 年宣告破產，其簽證

客戶股票價格的反應，以衡量審計是否有保險效果。惟Menon and Williams 

(1994)認為，由於 L&H之破產，並未傳遞其係因審計品質有問題而起的訊

息，且因繼任會計師的審計品質尚無法得知，故為佐證市場對此消息之反

應不包含 L&H審計的監督效果，該研究更進一步以 L&H簽證客戶之投資

人對於公司委任繼任會計師的反應作為控制。 

(2) 研究方法及樣本 

    此乃事件研究法之範疇，詳見本章第二節。 

(3)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證實，L&H 簽證客戶的股票價格對 L&H 破產之消息，有顯

著為負的反應。然而，無論事件期間為三天或五天，L&H簽證客戶的股票

價格對於公司委任繼任會計師，均無顯著反應，故美國 L&H宣告破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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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價值受損，換言之，審計有保險的價值。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Menon and Williams (1994)與本研究所衡量審計之價值並不盡相同。前

者藉會計師事務所破產之消息，以公司委任繼任會計師的事件作為控制

後，發現當會計師事務所破產，其簽證客戶之投資人請求賠償的權利受損，

亦即，審計之保險價值受損。然本研究採用會計師審計失敗的事件，其同

時傳遞會計師審計品質及賠償能力可能受損的訊息，若市場11有負向反應，

即為審計之確信及保險價值受損。 

 

二、Blackwell, Noland, and Winters (1998)  

(1) 研究內容 

Blackwell et al.(1998)依據代理假說，探討小規模非公開發行公司向銀

行貸款所需支付利率的高低，以衡量審計對小規模非公開發行公司及貸款

銀行是否有價值。由於小規模非公開發行公司得自行決定是否委任會計師

查核其財務報表，故可藉其報表是否經會計師查核，衡量審計是否有價值，

換言之，若公司向銀行貸款所需支付的利率較未經查核者為低，審計則有

價值；反之，審計則無價值。 

(2) 研究方法 

研究模型之應變數是貸款利率減基本放款利率，自變數則為財務報表

是否經會計師查核(1：有，0：無)，此項變數旨在區分實驗組及控制組。控

制變數則包括：受查公司之規模、公司與銀行的關係及銀行所承受風險的

大小等三項。該研究以 ln(總資產)來衡量受查公司之規模；公司與銀行的關

係則以成為銀行客戶之時間(以年為單位)來衡量，至於銀行所承受風險的大

小，則在衡量申請貸款公司的償債能力，其衡量方式有三種：第一是銀行

對申請貸款公司風險之分類(1：高，0：低)；第二為貸款總額除以總資產，

以控制貸款風險；第三則以是否提供擔保品(1：有，0：無)來控制擔保品對

利率之影響。其中，受測銀行對風險分類，乃依據每年對貸款核閱(review)

之次數。當銀行每年對貸款核閱一次，則歸類為低風險貸款；反之，若每

年核閱二次，則歸屬在高風險貸款。 
                                                 
11 本研究所稱「市場」係指會計師簽證客戶股票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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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為美國 212家在 1988 年年底有與金融機構簽訂借款合約的小

規模非公開發行公司。 

(4) 研究結果 

該研究結果顯示，小規模非公開發行公司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

向銀行貸款所需支付的利率較未經查核者低。該研究進一步探討審計所產

生的利率效益與公司之規模間的關係，發現經控制公司與銀行之關係及銀

行所承受之風險後，審計所產生的利率效益隨受查公司規模增大而呈非線

性遞減。 

 (5) 與本研究之比較 

Blackwell et al.(1998)與本研究所著眼的財務報表使用者及研究對象不

同。審計之受益人，可能為債權人，亦可能是投資人，固然債權人與投資

人均為財務報表之外部使用者，但二者重視的資訊與使用資訊之方式不

同。前者係自債權人的觀點切入，研究乃針對向銀行申請貸款之小規模非

公開發行公司，並非所有的債務人，故僅能探討對債權人而言，小規模非

公開發行公司之審計有無價值。然本研究從投資人的觀點出發，研究樣本

為經會計師簽證，且有公開股價可尋之上市、櫃客戶，探討對投資人而言，

審計是否有價值。 

 

三、劉嘉雯(民 92 年) 

(1) 研究內容 

國內劉嘉雯(民 92 年)自代理假說及保險假說之觀點，探討國內三次規 

模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合併(依合併時間遠近，分別為 80 年安侯協和與德

勤暨部分眾信合併為安侯協和，88 年安侯協和與建業合併為安侯建業，以

及 89 年致遠與榮聰合併為致遠)，其簽證之上市、櫃客戶股價的反應，以

衡量審計是否有確信及保險價值。該研究將合併之事務所，依規模大小區

分為「五大」及「非五大」，並在「五大」與「非五大」之合併，測試「非

五大」簽證客戶股票之異常報酬幅度，是否大於「五大」之簽證客戶。 

(2) 研究方法及樣本 

此乃事件研究法之範疇，詳見本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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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結果 

該研究未能對三次合併均一致地觀察到客戶股價於合併之事件期間均

有顯著為正的異常報酬。研究者為解釋研究結果的不一致，進而將上述參

與合併之會計師事務所，依正義案12為區隔，分為正義案前及後合併之事務

所，比較二者累積異常報酬的大小，以探討事務所簽證客戶之股價與我國

會計師法律責任環境間之關係。結果顯示，正義案後之合併，事務所簽證

客戶股票的累積異常報酬高於正義案前之合併，易言之，正義案後，審計

的保險價值較正義案前大。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劉嘉雯(民 92 年)研究之結果宣稱，在正義案後，我國會計師面臨的法

律責任加重，其簽證客戶股價所隱含會計師賠償的金額提高，亦即，審計

之保險價值增加，惟該研究未能衡量審計是否有確信價值，亦未能說明正

義案後，審計的確信價值是否提高。 

 

四、吳婉婷(民92年) 

(1) 研究內容 

吳婉婷(民 92 年)依據代理假說及保險假說，探討國外 Price Waterhouse

與 Coopers & Lybrand 兩會計師事務所合併時，其簽證客戶之市場反應，衡

量審計是否有確信及保險價值。 

(2) 研究方法及樣本 

此乃事件研究法之範疇，詳見本章第二節。 

(3) 研究結果 

該研究發現，在媒體首次揭露兩事務所有合併意向之日，合併事務所

簽證客戶之股價有負的異常報酬，與預期不符。在兩事務所確定合併之日，

合併事務所簽證客戶之股價有顯著為正的異常報酬，符合代理假說及保險

假說。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吳婉婷(民92年)之研究結果顯示，在國外，審計之確信及保險價值於會

                                                 
12 正義案前，尚未有投資人向會計師請求損害賠償之案件，惟自正義案之投資人起訴會計
師後，會計師開始被投資人列為求償對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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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事務所合併後增加，簡言之，審計有確信及保險的價值。然本研究認

為，事務所之規模與其賠償能力有關，未必與審計品質有關，亦即，本研

究不贊同審計之確信價值與事務所規模有關之說法，因此，本研究藉會計

師審計失敗，衡量審計是否有確信及保險的價值。 

 

五、Chaney and Philipich(2002)   

(1) 研究內容 

Chaney and Philipich(2002)從代理假說之觀點，主張審計失敗造成會計 

師事務所聲譽(reputation)受損，故藉美國安隆案，探討 Andersen審計失敗

對其聲譽之影響，以衡量審計失敗的成本。 

(2) 研究方法及樣本 

此乃事件研究法之範疇，詳見本章第二節。 

(3) 研究結果 

在 Andersen承認銷毀安隆的查核工作底稿，及與安隆公司的往來信件

後三天，Andersen 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有顯著為負的反應；換言之，投資

人降低對 Andersen審計品質的評等，因此，Andersen的聲譽受損。此外，

研究發現 Andersen休士頓分所其他簽證客戶市場的反應較其他分所更為嚴

重。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Chaney and Philipich(2002)與本研究均藉會計師審計失敗之事件，測試

其相關簽證客戶之市場反應，惟本研究與 Chaney and Philipich(2002)之研究

所依據的理論基礎不盡相同，所衡量者自不同。前者依據代理假說，認為

會計師審計失敗，市場應能反應其聲譽受損。然本研究自代理、資訊及保

險等三假說之觀點，認為會計師審計失敗，市場反應者為會計師之確信及

保險價值，而會計師的確信價值則包括其聲譽或公信力(credibility)之價值。 

 

六、Doogar,Sougiannis, and Xie(2003) 

 (1) 研究內容 

Doogar et al.(2003)依據代理假說及保險假說，藉美國安隆案，以測試

Andersen 其他簽證客戶之市場對審計失敗相關消息的反應，衡量會計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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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力之價值。有別於 Chaney and Philipich(2002)之研究，Doogar et al.(2003)

區分審計服務之價值為確信價值及保險價值，分別衡量。 

(2) 研究方法及樣本 

此乃事件研究法之範疇，詳見本章第二節。 

(3)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發現，Andersen 審計之保險價值在市場得知其為安隆之簽證

會計師後受損。在 Andersen承認銷毀安隆查核文件前，其審計的確信價值

亦受損，在 Andersen承認銷毀安隆查核文件後，整個審計市場的保險及確

信價值均已受損。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Doogar et al.(2003)與本研究雖皆藉會計師審計失敗，來衡量審計之價

值，然本研究不依循前者之研究，個別衡量審計之確信及保險價值，理由

在於，本研究諸個案未似安隆案，媒體在不同時間披露審計失敗之會計師

及其事務所的名稱，以及會計師承認其審計失敗之消息，本研究乃假定企

業發生失敗，且會計師有審計失敗時，投資人可藉由各種管道（如：公開

資訊觀測站）獲知審計失敗的會計師及其事務所之名稱，且企業發生失敗

時，即使尚未確定會計師執行業務是否確實有疏失，投資人亦很可能認為

會計師有審計失敗，在此前提假設下，會計師審計失敗伴隨企業失敗之消

息而出現，故本研究採用之事件，可同時衡量審計之確信及保險價值。 

 

七、許書偉及陳政芳(民92年) 

(1) 研究內容 

許書偉及陳政芳(民92年)採資訊假說之觀點，主張審計失敗造成會計師

事務所品牌(brand name)受損，故藉勤業會計師事務所之國際結盟會計師事

務所(Andersen)因安隆案而聲譽受損，及勤業會計師事務所與其他會計師事

務所(Deloitte& Touche)結盟合併時，探討在國際事務所品牌之影響下，勤

業簽證客戶股票的反應，以衡量事務所品牌的價值。 

(2) 研究方法及樣本 

此乃事件研究法之範疇，詳見本章第二節。 

(3)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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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勤業會計師事務所之國際結盟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聲譽

因安隆案而受損時，在國際事務所品牌之影響下，勤業簽證客戶之股票有

顯著為負的異常報酬，且當勤業會計師事務所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結盟

時，勤業簽證客戶之股票有顯著為正的異常報酬，簡言之，投資人認為國

際會計師事務所之品牌確有價值。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許書偉及陳政芳(民92年)之研究結果，代表國際聯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

牌對國內事務所簽證之客戶有價值，並未探討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本

身有無價值。 

 

彙總國內、外與審計價值相關的研究，Menon and Williams (1994)、吳

婉婷(民92年)及劉嘉雯(民92年)都主張審計有其保險之價值。Blackwell et 

al.(1998) 認為己查核財務報表能產生借款利率較低之效益，故審計有價

值。許書偉、陳政芳(民92年)則宣稱國際聯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牌對國內事

務所簽證之客戶有價值，惟研究未探討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本身有無

價值。Chaney and Philipich(2002)認為會計師審計失敗所需付出的代價為其

聲譽之受損。Doogar et al.(2003)區分審計之價值為確信及保險價值，分別

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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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文獻彙整表─審計價值之衡量 

 
研究者(年份)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結論 

Menon and Williams 
(1994) 

事務所簽證客戶之股價對L&H破
產，及公司委任繼任會計師的反

應。 

1.  市場對L&H破產有負向的反應。 
2.  市場對公司委任繼任會計師均無顯著反應。

審計有保險價值。 

Blackwell, Noland 
and Winters (1998) 
 

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之小規模

非公開發行公司，向銀行貸款需支

付的利率，是否較未經會計師查核

者低。 

1.  小型私人公司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向
銀行貸款所需支付的利率較未經查核者低。

2.  審計產生的利率效益，隨受查公司規模增大

而呈非線性遞減。 

審計有價值。 

劉嘉雯(民 92 年) 
 
 
 

國內三次會計師事務所合併，其簽

證客戶市場的反應。 
1.  無法一致觀察到客戶股價均有顯著為正的異

常報酬。 
2.  為解釋結果之不一致，研究者將參與合併之

會計師事務所，分為正義案前及後合併之事

務所，比較二者累積異常報酬的大小。結果

發現，正義案後之合併，簽證客戶股票的累

積異常報酬高於正義案前之合併。 

在正義案後，審計

之保險價值增加。 
 

吳婉婷(民 92 年) 
 

事務所簽證客戶之股價對PW及
CL會計師事務所合併的反應。 

1.  市場對兩事務所有合併意向，有負反應。 
2.  市場對兩事務所確定合併，有顯著為正的反

應。 

審計有確信及保

險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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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文獻彙整表─審計價值之衡量(續) 

 
研究者(年份)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結論 

Chaney and Philipich 
(2002) 

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對

Andersen聲譽受損的反應。 
1. 市場對Andersen承認銷毀查核工作電子及書
面記錄，以及關於安隆合約的信件，有顯著

為負的反應。 
2. Andersen休士頓分所的簽證客戶反應較其他 
分所大。 

會計師事務所的

聲譽有價值。 

Doogar,Sougiannis, 
and Xie(2003) 
 

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對

Andersen公信力受損的反應。 
1. 市場在得知Andersen為安隆之簽證會計師

後，審計之保險價值受損。 
2. Andersen在承認銷毀安隆查核文件前，其審計

之確信價值亦已受損。 
3. Andersen在承認銷毀安隆查核文件後，整個審

計市場的保險及確信價值均已受損。 

會計師的公信力

有價值。 

許書偉、陳政芳 
(民92年) 

勤業簽證客戶之股價對國際結盟

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聲譽受損，及

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結盟合併時

的反應。 

1.  勤業之國際結盟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聲譽因安
隆案而受損時，市場有顯著為負的反應。 

2.  勤業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結盟時，市場有顯
著為正的反應。 

國際會計師事務

所的品牌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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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事件研究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事件研究法，研究的事件為會計師及會計師

事務所審計失敗。因媒體首次披露審計失敗之相關消息僅有一天，且會計

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的股價同受此訊息影響，故本研究屬事件日集中13

之事件，其可能造成殘差項相依 (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之情形。若採用

傳統的事件研究法(平均調整模式、市場指數調整模式及市場模式等)，則無

法正確估計 t值。惟傳統的事件研究法不屬本研究討論範圍，故不做介紹。 

解決殘差項相依的方法，主要有二，一為 Zellner(1962)提出之似乎不

相關迴歸模型(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簡稱 SUR)，另一則是 Bernard 

and Ruland(1986)主張之投資組合法(Portfolio Method)。然前者不適用於小

樣本，且估計變異數共變數矩陣易產生偏誤。因此，本研究採用投資組合

法，解決事件日樣本殘差項相依之問題。 
本節針對採事件研究法探討審計價值相關之文獻，說明其研究事件、

研究方法及研究樣本，並與本研究作一比較，最後並彙整於表 2-2。 

 
一、Menon and Williams (1994) 

(1) 研究事件 

美國第七大會計師事務所 L&H於 1990 年宣告破產及受查公司揭露委

任繼任會計師二事件。 

(2) 研究方法 

該研究採事件研究法，事件日以 t=0表示，研究之事件有二，一為 L&H

破產，二為公司委任繼任會計師。前者的事件期間為事件日及其後一天，

以 t∈[0,1]表示，後者的事件期間則是 t∈[-1,1]及 t∈[-2,2]，研究探討的二個

事件均採用市場模式(market model)估計預期報酬，測試 L&H 簽證客戶之

股價在事件期間的反應。 
                                                 
13 事件日集中係指樣本中各觀察值的事件日相同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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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樣本 

該研究針對 L&H有公開股價可尋之簽證客戶，剔除在事件期間宣告盈

餘或股利，以及股價未達最低標準($0.25)之公司後，事件一與二之研究樣

本分別為 100及 107家。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Menon and Williams (1994)研究的事件有二，其中第一個事件(會計師事

務所宣告破產)與本研究皆為事件日集中之事件研究法，惟前者採用市場模

式估計預期報酬，以測試會計師簽證客戶在事件期間是否有異常報酬，然

本研究採投資組合法，將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之上市、櫃客戶形成一

組合，測試該組合在事件期間是否存在異常報酬。另，二者處理公司內部

影響股價之訊息亦不同。前者直接剔除在事件期間宣告盈餘或股利的公

司，而本研究則排除股票股利、分割及減資等三種事件對公司股價造成的

波動。 

 
二、劉嘉雯(民 92 年) 

(1) 研究事件 

國內三次規模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合併之事件。 

(2) 研究方法 

該研究採事件研究法，以 t=0為合併事件日，t∈[-260,-11]為估計期間，

t∈[-10,10]為事件期間，將參與合併事務所之簽證客戶形成一組合，以測試

該組合在事件期間是否存在異常報酬。 

(3) 研究樣本 

其研究樣本為參與合併事務所之上市、櫃簽證客戶。劉嘉雯(民 92 年)

剔除在事務所合併後更換事務所，及事件期間有重大消息宣告之公司，三

次合併案之樣本數，分別為 27、78及 49家上市公司，及 0、25及 19家上

櫃公司。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劉嘉雯(民 92 年)與本研究皆為事件日集中之事件研究法，且二者均採

投資組合法，將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上市、櫃客戶形成一組合，測試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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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事件期間是否存在異常報酬。然二者處理公司內部影響股價之訊息則

不同，前者剔除在事件期間有重大消息14宣告(例如：改列為全額交割股、

修正財務預測等)之公司，然公司若變更交易方式為全額交割股，其報酬率

往往有缺失，自然遭剔除，故本研究對此並未另外設立選樣標準。 

 

三、吳婉婷(民92年) 

(1) 研究事件 

國外 Price Waterhouse與 Coopers & Lybrand 兩會計師事務所合併，包

括兩事務所有合併意向、合併過程及確定合併等事件。 

(2) 研究方法 

該研究採事件研究法，以 t=0為與合併相關之事件日，t∈[-300,173]為

估計期間，t∈[-5,5]為事件期間，並將參與合併事務所之簽證客戶形成一組

合，測試該組合在事件期間是否存在異常報酬。 

(3) 研究樣本 

研究針對二事務所有公開股價可尋之簽證客戶，剔除合併後二年內更

換會計師者、發行 ADRs者，並經排除金融、保險及不動產等特許行業後，

剩餘樣本數為 807家。 

(4)與本研究之比較 

吳婉婷(民 92 年)與本研究皆為事件日集中之事件研究法，且二者均採

投資組合法，將會計師及事務所簽證之上市、櫃客戶形成一組合，測試該

組合在事件期間是否存在異常報酬。惟二者處理公司內部其他影響股價之

訊息則不同，前者宣稱為測試合併的效果，故剔除發行 ADRs 之公司，然

該研究既未解釋排除金融、保險及不動產等特許行業的理由，亦未說明如

何處理公司內部其他影響股價之訊息。 

 

四、Chaney and Philipich(2002)   

(1) 研究事件 

美國安隆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Andersen聲譽受損的相關事件，包括：
                                                 
14 該研究僅闡明「為避免受到其他因素干擾，本研究亦自樣本中刪除於事件期間有重大消
息(例如：改列為全額交割股、修正財務預測等等)之公司」，故本研究無法獲知該研究
是否亦刪除於事件期間宣告發放股票股利、股票分割及減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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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傳喚 Andersen提供查核安隆之文件、Andersen承認有判斷上之錯誤、

Andersen承認銷毀查核安隆之工作底稿、Andersen宣佈成立獨立監督委員

會(簡稱 IOB)等四個事件。 

(2) 研究方法 

該研究採事件研究法，以 t=0 為 Andersen 聲譽受損之相關事件日，

t∈[-1,3]為事件期間，採用市場模式估計預期報酬，測試 Andersen其他簽證

客戶在事件期間是否有異常報酬。 

(3) 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為 Andersen有公開股價可尋之簽證客戶，共 284家。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Chaney and Philipich(2002)與本研究皆為事件日集中之事件研究法，惟

前者採用市場模式估計預期報酬，以測試會計師其他簽證客戶在事件期間

是否有異常報酬，然本研究採投資組合法，將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之

上市、櫃客戶形成一組合，測試該組合在事件期間是否存在異常報酬。此

外，前者並未說明如何處理公司內部影響股價之訊息，亦未說明是否有其

他篩選標準。 

 

五、Doogar,Sougiannis, and Xie(2003) 

 (1) 研究事件 

美國安隆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Andersen公信力受損之相關事件，包括：

媒體首次披露Andersen為安隆之簽證會計師及Andersen承認銷毀安隆之查

核工作底稿二事件。 

(2) 研究方法 

該研究採事件研究法，以 t=0為 Andersen公信力受損之相關事件。研

究的第一個事件，估計期間為事件日前一年(2000 年 10月 1日至 2001 年 9

月 30日)，事件期間則是 2001 年 10月 1日至同年 10月 31日。研究的第

二個事件，估計期間為事件日前一年(2001 年 1月 1日至 2001 年 12月 30

日)事件期間則有三期，包括 t∈[-5,-2]、t∈[0,3]及 t∈[5,8]，每一期均為四個

交易日，採用市場模式估計預計報酬， 

該研究以裁決性應計項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簡稱 DA)衡量審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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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價值，其模型為： 

tttt NDAATAACCRDA −= /  

[ ] [ ] [ ] tttttttt eATAPPEaATAREVaATAaATAACCR ++∆+= ///1/ 321  

[ ] ( )[ ] [ ]ttttttt ATAPPEaATAARREVaATAaNDA ///1 321

∧∧∧

+∆−∆+=  

該作者對變數之定義為： 

tACCR ：公司在第 t 年現金流量表的總應計項目(total accruals) 

tATA ：公司在第 t 年的非裁決性應計項目 

tNDA：公司在第 t 年現金流量表的總應計項目(total accruals) 

tREV∆ ：公司在第 t 年銷售額的變動 

tPPE ：公司在第 t 年的固定資產總額 

該研究同時以公司自由現金流量(free cash flows)來衡量審計之保險價

值，唯作者並未說明公司自由現金流量之衡量。 

(3) 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共計 4,198家。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Doogar et al.(2003)與本研究皆為事件日集中之事件研究法，惟前者採

用市場模式估計預期報酬，以測試會計師其他簽證客戶在事件期間是否有

異常報酬，然本研究採投資組合法，將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之上市、

櫃客戶形成一組合，測試該組合在事件期間是否存在異常報酬。 

 

六、許書偉及陳政芳(民92年) 

(1) 研究事件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之國際結盟會計師事務所因安隆案而聲譽受損，及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結盟合併二事件。 

(2) 研究方法 

研究採事件研究法，以 t=0 為國際事務所之品牌聲譽受損及宣告更換

國際品牌的事件日，t∈[-180,180]為估計期間，t∈[0,3]為事件期間，並將勤

業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上市、櫃客戶形成一組合，測試該組合在事件期間

是否存在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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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為勤業有公開股價可尋之所有上市、櫃簽證客戶，上市 125

家，上櫃 55家，共計 180家。 

(4) 與本研究之比較 

許書偉及陳政芳(民 92 年)與本研究皆為事件日集中之事件研究法，且

二者皆採投資組合法，將會計師及事務所簽證之上市、櫃客戶形成一組合，

測試該組合在事件期間是否存在異常報酬。雖前者未明確說明如何處理公

司內部影響股價之訊息，然國內研究大多採調整後股價之報酬率，故本研

究推測其係排除股票股利、分割及減資等三種事件對公司股價造成的波動。 

 

關於事件日集中之事件研究，國外研究皆採市場模型方式，國內研究

則採投資組合法。誠如本節所述，為解決事件日樣本殘差項相依之問題，

本研究援引 Bernard and Ruland(1986)之建議，採用投資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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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文獻彙整表─事件研究法 

 

研究者(年份) 研究事件 
估計預期

報酬率 
之方法 

估計期間 事件期間 選樣標準 研究樣本數 

Menon and Williams 
(1994) 

1. 會計師事務所破產。
2. 會計師事務所簽證
客戶委任繼任會計

師。 

市場模型 研究未說明 事件一： 
[0,1] 
事件二： 
[-1,1]及[-2,2]

刪除的受測公司：  
1.在事件期間宣告盈餘
或股利。 

2.股價未達最低標準
($0.25)。 

事件一：100家 
事件二：107家 

劉嘉雯 (民 92 年) 會計師事務所合併。 投資組合 [-260,-11] [-10,10] 刪除的受測公司：  
1. 在事務所合併後更

換事務所。 
2. 在事件期間宣告重
大消息。(參見註14)

依各次合併，分別

為：(單位：家) 
 上市 上櫃 合計 
1.  27   0   27 
2.  78  25  103 
3.  49  19   68 

吳婉婷 (民 92 年) 
 

會計師事務所合併。 投資組合 [-300,173] [-5,5] 刪除的受測公司： 
1. 在事務所合併後二年

內更換會計師。 
2. 發行 ADRs。 
3. 屬特許行業。 

80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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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文獻彙整表─事件研究法(續) 

 

研究者(年份) 研究事件 
估計預期

報酬率 
之方法 

估計期間 事件期間 選樣標準 研究樣本數 

Chaney and 
Philipich (2002) 
 

1. 國會傳喚 Andersen
提供查核安隆之文

件。 
2. Andersen 承認有判
斷上之錯誤。 

3. Andersen 承認銷毀
查核安隆之工作底

稿。 
4. Andersen 宣佈成立

獨立監督委員會。 

市場模型 研究未說明 [-1,3] 有公開股價可尋。 284家 

Doogar,Sougiannis, 
and Xie(2003) 
 

1. 媒 體 首 次 披 露

Andersen為安隆之

簽證會計師。 
2. Andersen承認銷毀
安隆之查核工作底

稿。 

市場模型 事件日之前

一年 
事件一： 
(2000/10/1-
2001/9/30) 
事件二： 
(2001/1/1- 
2001/12/31) 

事件一： 
事件日起一

個月

(2001/10/1- 
10/31) 
事件二： 
[-5,-2]、[0,3]
及[5,8] 

可取得模式變數之會計

資料。 
4,19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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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文獻彙整表─事件研究法(續) 

 

研究者(年份) 研究事件 
估計預期

報酬率 
之方法 

估計期間 事件期間 選樣標準 研究樣本數 

許書偉、陳政芳 
(民92年) 

1. 勤業之國際結盟會
計師事務所聲譽受

損。 
2.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與其他會計師事務

所結盟合併。 

投資組合 [-180,180] [0,3] 有公開股價可尋。 上市：125家 
上櫃：5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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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假說 

本研究旨在衡量財務報表審計之價值，衡量標的分會計師及事務所二個

層面。在會計師方面，因我國採會計師雙簽制度，故又區分為個別簽證會計

師及二位共同簽證之會計師。 

本研究依據Wallace(1980，1987)提出的代理假說、資訊假說及保險假說

(參見第二章)，另參酌我國現行會計師簽證制度，作如下之假說推導： 

根據代理假說，財務報表若經具有公信力的會計師查核簽證，則有助於

改善投資人與管理當局間利益不一致的情形，進而降低外部代理成本、提升

投資人對公司價值之評估；換言之，當會計師有審計失敗時，投資人會降低

對公司的評價。另，資訊假說則指出，當會計師發生審計失敗，因審計品質

下降，財務資訊的不確定性將提高，復因財務資訊與公司未來現金流量有關，

因此，在股價為未來現金流量現值的前提下，投資人會降低對公司的評價。

此外，保險假說主張，投資人若因會計師審計失敗而遭受損失時，會對會計

師提起訴訟以獲得賠償，若求償金額重大，會計師甚至面臨破產的危機，此

時若該會計師其他簽證客戶的投資人未來遭受損失，可能無法藉由對會計師

提起訴訟而獲得賠償，故投資人會降低對公司價值之評估。 

針對國內是否適用保險假說，以探討會計師及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該

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股價之反應，本研究進一步提出看法。 

我國制定投資人保護法以提升對投資人之保護，並依該法設立投保中

心，其得為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以求償。投保中心針對財務報告不實，請求

民事賠償的對象，包括會計師，換言之，會計師若有審計失敗，投資人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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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求償，且投資人有可能獲得賠償，故我國自應適用保險假說，以探討會計

師審計失敗，該會計師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反應。 

此外，我國會計師之簽證制度，與美國不同。在美國，簽署查核意見並

負責的人，是會計師事務所，而在台灣，在查核報告上簽字的人，是會計師，

惟亦加註事務所之名稱。 

假設甲、乙兩家公司的財務報表均由Ａ會計師查核，Ａ會計師可能發生

審計失敗，亦可能未發生審計失敗，若發生時，Ａ會計師其他簽證客戶的財

務報表仍為允當表達，Ａ會計師出具的查核報告並無不當，前述二種情形如

圖 3-1 所示：情況一表示會計師未發生審計失敗，在情況二則有，財務報表

及查核報告之價值係反映於股價，以實線箭號表示。 

在情況一，Ａ會計師查核甲、乙二家公司的財務報表，未發生審計失敗。

由於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兩者之價值不易區分，在此情況下，財務報表審計

本身是否有價值即不易衡量。然在情況二，甲公司發生企業失敗，Ａ會計師

查核甲公司的財務報表，也發生審計失敗；乙公司未發生企業失敗，Ａ會計

師查核乙公司的財務報表，亦未發生審計失敗。在企業經營及會計師審計均

失敗的情況下，甲公司投資人因信賴Ａ會計師查核後之財務報表而做出錯誤

的決策，以致發生損失，故對甲公司之投資人而言，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二

者皆不值信賴，價值均受損，在圖 3-1情況二的甲公司中，以黑色區域表示。

惟在此情況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二者之價值無法區分，故未能藉由市場

的反應單獨衡量財務報表審計是否有價值。然而，乙公司並未發生企業失敗，

其財務報表仍有價值，雖 A會計師查核乙公司的財務報表未發生審計失敗，

但 A會計師因有審計失敗的案例在先，乙公司投資者可能懷疑 A會計師審計

之價值，致乙公司股價僅反映財務報表之價值，而無法反映會計師查核報告

之價值，如此一來，藉會計師審計失敗，其他簽證客戶股價的反應即可衡量

財務報表審計是否有價值。在圖 3-1 情況二的乙公司中，以灰色區域表示本

研究之衡量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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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財務報表審計之價值 

：表價值受損 
：價值未必受損 
，是否受損， 
本研究欲衡量 

情況一：A會計師無審計失敗 

情況二：市場出現 A會計師查核甲公司發生審計失敗之消息 

A會計師 
查核報告 
之價值 

甲公司 
財務報表

之價值 

甲公司 

股價 

A會計師 
查核甲公司

財務報表 

甲公司 

提供 

財務報表

A會計師
查核報告

之價值 

乙公司 
財務報表 
之價值 

乙公司 

股價 

A會計師
查椄乙公司

財務報表

乙公司 

提供 

財務報表 

A會計師 
查核報告 
之價值 

甲公司 
財務報表

之價值 

甲公司 

股價下跌  

A會計師 
查核甲公司

財務報表 

甲公司 

提供 

財務報表

A會計師
查核報告

之價值 

乙公司 
財務報表 
之價值 

乙公司 

股價？ 

A會計師
查核乙公司

財務報表

乙公司 

提供 
財務報表 

(企業失敗，且審計失敗)            (無企業失敗及審計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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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根據代理假說、資訊假說及保險假說，並參酌我國現行會計

師簽證制度，若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有審計失敗，該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

簽證客戶之股價應有負的異常報酬，本研究據此，提出假說一及二： 

 

 

 

 

 

 

 

此外，會計師事務所內部區分為各組以執行審計業務，當某會計師發生

審計失敗，與其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亦可能懷疑審計價值受損，故本

研究提出假說三： 

 

 

 

 

有企業及審計失敗的公司雖不難發現，為期正確衡量審計的價值，本研

究乃事先建立研究個案(包括實驗組及控制組)之篩選標準。 

 

 

 

 

 

 

 

 

 

 

假說二：當市場出現會計師審計失敗的消息時，該會計師其他簽證客戶之

股票價格有負面的反應。 

假說一：當市場出現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失敗的消息時，該事務所其他簽證

客戶之股票價格有負面的反應。 

假說三：當市場出現會計師審計失敗的消息時，與該會計師同組的會計師

簽證客戶之股票價格有負面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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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個案 

一、實驗組公司之選取 

首先，本研究查詢台灣經濟新報社(TEJ)之「上市(櫃)基本資料」及「下

市、管理股票及全額交額股」資料庫，以辨認出於 87至 92 年間曾經發生財

務危機的公司。誠如前述(參見第一章)，投資人因未具備判斷審計是否失敗

之能力，故企業發生失敗時，投資人往往即認定會計師亦發生審計失敗，因

此，本研究經剔除會計師出具繼續經營有疑慮之無法表示意見的公司後，即

認定剩餘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有審計失敗，並依公司財務危機發生年份，將初

步選取之個案公司，列示於表 3-1。 

本研究篩選實驗組各公司，標準有二，依考量順序先後，分別為：(1)媒

體報導篇數足夠15；及(2)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客戶數足夠。篩選過程，如公司

符合標準，則在表 3-1 公司的該欄位上，以灰色區域表示。篩選過程臚列於

下： 

(1)媒體報導篇數足夠 

依據「即時報紙索引」資料庫，以統計初步選取財務危機個案公司之媒

體報導篇數。前述資料庫包含聯合報、中國時報、經濟日報、工商時報與中

央日報等五報之新聞。另，本研究之統計期間則涵蓋了財務危機日及其後五

天。惟媒體之報導是否足以讓投資人「接收」到公司爆發財務危機之訊息係

主觀之判斷，本研究乃假定，當媒體報導篇數超過五篇，即認定公司發生財

務危機之訊息可藉由媒體之報導傳遞予投資人。 

各財務危機公司「媒體報導篇數」列示於表 3-1 第 6 欄。在表 2-2 第 2

至 6 欄以灰色區域表示媒體報導篇數超過五篇的公司，其依年代遠近及媒體

報導篇數之多寡，依序為 87 年：順大裕、國揚、東隆、仁翔、瑞圓及精英，

共計六家；88 年：台肥、中友、尖美、紐新、新燕、台鳳、金緯及大鋼，共

                                                 
15 本研究旨在探討市場對會計師審計失敗消息之反應，前提應建立在市場能「接收」該事件

之相關訊息，故先考量媒體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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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八家；89 年：桂宏、長億、國豐、中信、立大、葡萄王、東雲、信南、彥

武、工礦、味王及楊鐵，共計十二家；90 年：中纖、和旺、中紡、中石化、

華隆、燁興、亞瑟、元富、華建及尚德，共計十家；92 年：茂矽、農林、南

方及耀文，共計四家。 

(2)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客戶數足夠 

    為避免標準(1)篩選出的公司因會計師簽證客戶數不足，而造成研究上之

限制，本研究再以事務所規模為判斷標準—若樣本公司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為大型事務所(包括：勤業眾信、安侯建業、資誠及致遠，共四家16)，則認定

符合標準(2)。 

表 3-1第 7 欄，以灰色區域表示符合標準(1)媒體報導篇數足夠，及(2)會

計師事務所簽證之客戶數足夠的公司，其依年代遠近及媒體報導篇數之多

寡，依序為 87 年：國揚、仁翔、瑞圓及精英，共計四家；88 年：中友、尖

美、紐新、新燕及台鳳，共計五家；89 年：桂宏、長億、中信、立大、東雲、

信南及味王，共計七家；90 年：和旺、中紡、中石化、華隆及元富，共計五

家； 92 年：茂矽、農林、南方及耀文，共計四家。 

經標準(2)刪除的公司，包括：87 年：順大裕及東隆，共計二家；88 年：

台肥、金緯及大鋼，共計三家；89 年：國豐、葡萄王、彥武、工礦及楊鐵，

共計五家；90 年：中纖、燁興、亞瑟、華建及尚德，共計五家。 

 

表 3-117  87 年至 92 年間企業及審計失敗之公司暨實驗組公司之篩選 

1 2 3 4 5 6 7 8 

年份 公司
代碼 公司名稱 產業類別

危機 
日期 

媒體報導

篇數 
會計師 
事務所 

第一位 
會計師 

第二位

會計師

8723 順大裕 其他 87/11/24 >50 揚智(87/6) 許相仁 王錦祥

2505 國揚 建材營造 87/11/09 >50 資誠(87/6) 黃銘祐 林東翹

8705 東隆 其他 87/09/26 22 立本(87/6) 許坤錫 張書成

2529 仁翔 建材營造 87/12/29 19 資誠(87/6) 洪麗蓉 林億彰

8717 瑞圓 紡織纖維 87/09/30 10 眾信(87/6) 林義峰 陳慧銘

2331 精英 電子工業 87/10/20 6 勤業(87/6) 王小蕙 鍾聰明

5017 新泰伸 鋼鐵工業 87/12/07 5 資誠(87/6) 黃銘祐 吳碧玉

 

1228 台芳 食品工業 87/11/18 4 資誠(87/6) 黃銘祐 張明輝

                                                 
16  88 年安侯協和與建業合併為安侯建業；92 年勤業與眾信合併為勤業眾信。 
17 表 3-1係依各年度媒體報導篇數多寡，由多至少排列。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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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名佳利 鋼鐵工業 87/11/02 3 資誠(87/6) 蕭金木 薛守宏

8719 宏福 建材營造 87/11/20 3 資誠(87/6) 蔡金拋 曾惠瑾

1230 聯成食品 食品工業 87/11/17 1 勤業(87/6) 郭麗園 陳政弘

 

2410 鼎大興業 電子工業 87/11/03 0 資誠(87/6) 黃銘祐 張明輝

1722 台肥 化學生技

醫療 88/10/13 >50 正風(88/6) 徐素琴 丁鴻勛

5901 中友 貿易百貨 88/05/25 26 資誠(87/12) 陳永清 蕭珍琪

8716 尖美 建材營造 88/01/07 21 資誠(87/6) 林億彰 林世賢

8714 紐新 鋼鐵工業 88/06/29 17 致遠(87/12) 吳健源 游朝堂

1431 新燕 紡織纖維 88/05/21 16 致遠(87/12) 鄧泗堂 梁再添

1206 台鳳 食品工業 88/11/02 13 眾信(88/6) 阮呂芳周 黃敏全
8706 金緯 紡織纖維 88/01/07 11 眾智(87/6) 蔡松棋 賴國旺

8708 大鋼 鋼鐵工業 88/01/20 10 第一(87/6) 甘有財 林克武

5002 住聯 鋼鐵工業 88/01/14 5 安侯建業(87/6) 蔡蜂霖 林秀玉

1506 正道 電機機械 88/01/16 5 建業(87/6) 林賢郎 許萬林

9913 美式 其他 88/01/18 5 資誠(87/6) 蕭珍琪 楊明經

8907 三粹 其他 88/12/21 3 立本(88/6) 李嘉惠 夏洪楓

2005 友力 鋼鐵工業 88/01/24 2 勤業(87/6) 鍾聰明 廖思清

2020 美亞 鋼鐵工業 88/01/23 1 正風(87/6) 賴永吉 周銀來

8725 三采 建材營造 88/09/28 1 安侯建業(88/6) 吳傳銓 陳君滿

9922 優美 其他 88/10/05 1 資誠(88/6) 杜佩玲 王照明

2350 環電 電子工業 88/01/23 0 第一(87/6) 林克武 王正吉

1442 名軒 紡織纖維 88/02/02 0 致遠(87/6) 鄧泗堂 梁再添

2539 櫻建 建材營造 88/03/22 0 致遠(87/12) 林奇威 陳添益

88 

1808 國賓環保 玻璃陶瓷 88/05/24 0 安侯建業

(87/12) 
馬國柱 簡蒂暖

2019 桂宏 鋼鐵工業 89/09/16 30 致遠(89/6) 黃崇輝 侯榮顯

2518 長億 建材營造 89/09/05 13 眾信(89/6) 楊民賢 呂惠民

2334 國豐 電子工業 89/09/06 10 德昌(89/6) 朱威任 吳金柱

2902 中信 貿易百貨 89/11/29 10 安侯建業(89/6) 林秀玉 羅子強

8724 立大 食品工業 89/12/27 10 建業(89/6) 蘇炳章 黃鈴雯

1707 葡萄王 化學生技
醫療 89/10/26 9 正大(89/6) 許伯彥 林寬照

1462 東雲 紡織纖維 89/07/11 8 資誠(88/12) 蔡金拋 王照明

5504 信南 建材營造 89/09/17 8 安侯建業(89/6) 張五益 方燕玲

2011 彥武 鋼鐵工業 89/10/13 8 正風(89/6) 劉茹芬 賴永吉

8718 工礦 貿易百貨 89/11/29 8 正風(89/6) 周銀來 楊尚憲

1203 味王 食品工業 89/07/24 7 眾信(88/12) 翁榮隨 張敏玉

1505 楊鐵 電機機械 89/09/06 7 德昌(89/6) 朱威任 吳金柱

2703 華國 觀光事業 89/09/05 5 安侯建業(89/6) 張五益 方燕玲

1422 民興 紡織纖維 89/09/06 3 安侯建業(89/6) 蔡添源 黃耀明

2206 三陽 橡膠工業 89/05/31 2 安侯建業

(88/12) 
劉義吉 吳秋華

5313 皇旗 電子工業 89/09/06 2 眾信(89/6) 李嘉惠 夏洪楓

 

1222 源益 食品工業 89/11/02 2 致遠(89/6) 吳健源 黃崇輝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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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 中櫃 航運業 89/11/07 2 眾信(89/6) 賴崇慶 黃敏全

1225 福懋油脂 食品工業 89/08/04 1 勤業(89/6) 吳恩銘 王金山

1441 大東 紡織纖維 89/03/28 0 安侯建業

(88/12) 
劉義吉 吳秋華

1806 冠軍 玻璃陶瓷 89/04/19 0 惠眾(88/12) 李伯承 盧聯生

2528 皇普 建材營造 89/04/28 0 安侯建業

(88/12) 
李佩璽 劉許友

1107 建台 水泥工業 89/08/16 0 安侯建業(89/6) 陳渭淳 林賢郎

2101 南港 橡膠工業 89/09/06 0 正風(89/6) 朱立容 楊尚憲

2521 宏總 建材營造 89/09/08 0 安侯建業(89/6) 劉許友 陳國宗

5008 長銘 鋼鐵工業 89/10/23 0 眾信(89/6) 阮呂芳周 黃敏全
9906 興達 其他 89/10/27 0 安侯建業(89/6) 簡蒂暖 陳嘉修

2028 威致 鋼鐵工業 89/10/31 0 建興(89/6) 謝仁耀 蔡淑滿

2517 長谷 建材營造 89/11/30 0 建興(89/6) 謝仁耀 蘇炳章

 

2527 宏璟 建材營造 89/12/27 0 勤業(89/6) 張日炎 吳恩銘

1718 中纖 化學生技

醫療 90/04/24 14 廣信益群

(89/12) 
陳永琳 張西鎮

5505 和旺 建材營造 90/04/02 13 勤業(89/12) 曾光敏 江佳玲

1408 中紡 紡織纖維 90/04/02 12 資誠(89/6) 陳永清 盧文聰

1314 中石化 塑膠工業 90/04/16 10 安侯建業

(89/12) 
丁玉山 陳富煒

1407 華隆 紡織纖維 90/05/22 7 安侯建業

(89/12) 
蔡添源 高渭川

2007 燁興 鋼鐵工業 90/07/05 7 正風(89/12) 劉茹芬 周銀來

2326 亞瑟 電子工業 90/12/21 7 資信(90/6) 陳榮華 黃增國

8720 元富 電機機械 90/03/26 6 安侯建業(89/6) 林賢郎 林琬琬

2530 華建 建材營造 90/06/02 6 調和(89/12) 郭振林 李國豐

8722 尚德 食品工業 90/10/26 6 正風(90/6) 周銀來 朱立容

2024 志聯 鋼鐵工業 90/11/09 5 安侯建業(90/6) 俞安恬 王明志

2358 美格 電子工業 90/07/28 3 勤業(89/12) 王小蕙 謝金虎

2506 太設 建材營造 90/10/16 3 眾信(90/6) 洪錫銘 翁榮隨

5518 大日 建材營造 90/05/09 2 資誠(89/12) 李明憲 劉子猛

2014 燁隆 鋼鐵工業 90/07/05 2 勤業(89/12) 龔俊吉 陳政弘

1306 合發 塑膠工業 90/11/28 2 上合(90/6) 陳崑山 饒月琴

2537 春池 建材營造 90/01/12 1 安侯建業(89/6) 吳昭德 馬國柱

1466 聚隆 紡織纖維 90/02/20 1 勤業(89/6) 成德潤 杜天佑

2023 燁輝 鋼鐵工業 90/07/05 1 建興(89/12) 孫金樹 蘇炳章

1450 新藝 紡織纖維 90/08/24 1 安侯建業(90/6) 馬國柱 吳昭德

5513 德利 建材營造 90/09/06 1 眾信(90/6) 林谷同 涂三遷

5385 瑩寶 電子工業 90/11/03 1 安侯建業(90/6) 羅子強 林秀玉

5524 捷力科技 建材營造 90/03/20 0 勤業(89/6) 楊明哲 杜天佑

1224 惠勝 食品工業 90/05/17 0 安侯建業

(89/12) 
張五益 王清松

2540 林三號 建材營造 90/05/25 0 霈昇(89/12) 吳典昭 林憲章

 

4403 東榮工 紡織纖維 90/05/28 0 安侯建業

(89/12) 
馬國柱 吳昭德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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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 嘉畜 紡織纖維 90/06/30 0 日正(89/12) 劉昇昌 李文通

2904 匯僑 貿易百貨 90/08/03 0 安侯建業(90/6) 陳嘉修 馬國柱

1438 裕豐 紡織纖維 90/08/10 0 資誠(90/6) 吳碧玉 王嘉瑜

4801 碼斯特 玻璃陶瓷 90/09/18 0 亞東(90/6) 呂正樂 林鴻基

2318 佳錄 電子工業 90/09/28 0 資誠(90/6) 李燕松 陳順發

1601 台光 電器電纜 90/10/17 0 眾信(90/6) 黃敏全 何志儒

1613 台一 電器電纜 90/10/22 0 眾信(90/6) 方小萍 仲偉 
2025 千興 鋼鐵工業 90/10/24 0 致遠(90/6) 賴宗羲 賴榮聰

5529 訊嘉 建材營造 90/10/31 0 安侯建業(90/6) 方燕玲 曾渼鈺

 

5336 華特 電子工業 90/11/10 0 資誠(90/6) 曾國華 王偉臣

1602 太電 電器電纜 91/09/06 5 安侯建業(91/6) 林賢郎 黃素貞

1807 羅馬 玻璃陶瓷 91/01/08 1 致遠(90/6) 鄧泗堂 梁再添

2538 基泰 建材營造 91/04/29 0 安侯建業

(90/12) 
李佩璽 馬國柱

1805 凱聚 玻璃陶瓷 91/06/02 0 大亞(90/12) 許天祥 黃博聞

5011 久陽 鋼鐵工業 91/09/05 0 正風(91/6) 賴永吉 周銀來

91 

8056 劍度 電子工業 91/12/31 0 勤業(91/6) 張淑慧 李振銘

2342 茂矽 電子工業 92/04/18 13 勤業(91/6) 黃鴻文 王金山

2913 農林 貿易百貨 92/09/02 10 安侯建業(92/6) 蔡添源 何靜江

2445 南方 電子工業 92/03/20 7 安侯建業

(91/12) 
魏興海 游萬淵

5307 耀文 電子工業 92/04/25 7 致遠(91/12) 簡俊雄 王金來

4404 百成行 紡織纖維 92/04/17 0 群智(91/12) 黃春生 阮心伶

3053 鼎營 電子工業 92/04/26 0 勤業(91/12) 邱慧吟 龔俊吉

2329 華泰 電子工業 92/06/30 0 致遠(91/12) 蔡清典 吳健源

2435 台路 電子工業 92/06/30 0 資誠(91/12) 陳永清 郭宗銘

1207 嘉食化 食品工業 92/08/29 0 鼎信(92/6) 單思達 諶清 
9801 力霸 其他 92/08/29 0 鼎信(92/6) 單思達 諶清 

92 

1212 中日 食品工業 92/09/30 0 資信(92/6) 黃增國 莊俊華

 

 

二、控制組公司之選取 

    由於外在環境之改變亦影響股票價格，因此，實驗組公司股價的變動未

必全數皆反映審計價值之降低。為消弭外在因素對研究結果之影響，本研究

乃設立控制組，其功用在測試外在環境是否發生其他亦影響實驗組股價變動

之事件。為期控制組股價之變動皆係反映外在其他因素的變化，本研究亦針

對控制組設定篩選標準，可分為公司及會計師二層面。 

1. 公司面 

本研究控制組選取對象為與實驗組產業相同、規模相近，且企業無失敗

之上市(櫃)公司。爆發財務危機的公司，其股東權益往往呈現負值，故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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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捨棄股東權益，而選擇以銷售額作為公司規模之代理變數。此外，公司無

論在過去或測試時發生企業失敗，皆可能使股價偏低，為期會計師審計失敗

前，控制與實驗組公司股價均不致偏低，故控制組公司本身須未(曾)發生企

業失敗。 

2. 會計師面 

考量公司面之因素後，本研究再以其他會計師事務所查核，會計師及會

計師事務所審計未曾失敗之上市(櫃)客戶為篩選條件。由於會計師或事務所

審計之若曾失敗均可能使股價偏低，為期實驗組之會計師審計失敗前，控制

組公司股價不致偏低，故控制組之會計師及事務所本身須未發生審計失敗。

然在台灣，要發現審計未曾失敗之會計師事務所，實屬不易，故本研究不對

事務所加以控制。 

另考慮媒體因素，唯有當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時，媒體報導篇數超過五篇，

本研究方認定媒體有足夠報導，投資人可獲知會計師發生審計失敗。87至 92

年間，審計失敗的會計師及事務所列示如表 3-2。 

 

表 3-218  87至 92 年間審計失敗之會計師及事務所 

危機日期 公司名稱 會計師事務所 第一位會計師 第二位會計師 
87/09/26 東隆 立本 許坤錫 張書成 
87/09/30 瑞圓 眾信 林義峰 陳慧銘 
87/10/20 精英 勤業 王小蕙 鍾聰明 
87/11/04 國揚 資誠 黃銘祐 林東翹 
87/11/24 順大裕 揚智 許相仁 王錦祥 
87/12/29 仁翔 資誠 洪麗蓉 林億彰 
88/01/07 金緯 眾智 蔡松棋 賴國旺 
88/01/07 尖美 資誠 林億彰 林世賢 
88/01/20 大鋼 第一 甘有財 林克武 
88/05/21 新燕 致遠 鄧泗堂 梁再添 
88/05/25 中友 資誠 陳永清 蕭珍琪 
88/06/29 紐新 致遠 吳健源 游朝堂 
88/10/13 台肥 正風 徐素琴 丁鴻勛 
88/11/02 台鳳 眾信 阮呂芳周 黃敏全 
89/07/11 東雲 資誠 蔡金拋 王照明 
89/07/24 味王 眾信 翁榮隨 張敏玉 
89/09/06 長億 眾信 楊民賢 呂惠民 

                                                 
18 本研究僅列示媒導報導超過五篇之會計師及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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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9/06 楊鐵 德昌 朱威任 吳金柱 
89/09/06 國豐 德昌 朱威任 吳金柱 
89/09/16 桂宏 致遠 黃崇輝 侯榮顯 
89/09/17 信南 安侯建業 張五益 方燕玲 
89/10/13 彥武 正風 劉茹芬 賴永吉 
89/10/26 葡萄王 正大 許伯彥 林寬照 
89/11/29 工礦 正風 周銀來 楊尚憲 
89/11/29 中信 安侯建業 林秀玉 羅子強 
89/12/27 立大 建業 蘇炳章 黃鈴雯 
90/03/26 元富 安侯建業 林賢郎 林琬琬 
90/04/02 和旺 勤業 曾光敏 江佳玲 
90/04/02 中紡 資誠 陳永清 盧文聰 
90/04/16 中石化 安侯建業 丁玉山 陳富煒 
90/04/24 中纖 廣信益群 陳永琳 張西鎮 
90/05/22 華隆 安侯建業 蔡添源 高渭川 
90/06/02 華建 調和 郭振林 李國豐 
90/07/05 燁興 正風 劉茹芬 周銀來 
90/10/26 尚德 正風 周銀來 朱立容 
90/12/21 亞瑟 資信 陳榮華 黃增國 
92/03/20 南方 安侯建業 魏興海 游萬淵 
92/04/18 茂矽 勤業 黃鴻文 王金山 
92/04/25 耀文 致遠 簡俊雄 王金來 
92/09/02 農林 安侯建業 蔡添源 何靜江 

 

綜合考慮公司及會計師二方面，本研究認為控制組需符合五個條件，依

考量順序分別為：(a)產業相同；(b)企業未失敗；(c)規模相近；(d)其他會計師

事務所查核；(e)會計師未曾審計失敗。 

本研究先辨認出同產業的上市(櫃)公司，再藉(b)排除可能無價值的公司

後，進而以標準(c)擇一規模相近的公司，最後再依標準(d)及(e)排除對投資人

可能無審計價值的會計師(或事務所)。 

  

惟基於研究時間之考量，本研究未能對所有篩選出的公司進行測試，最

後僅針對各年度，選擇一家公司進行研究。控制組公司之選取，依各年度分

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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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7 年 

87 年符合實驗組篩選標準(1)及(2)的公司，共計四家，依媒體報導篇數多

寡，依序為國揚、仁翔、瑞圓及精英，本研究以國揚進行測試，其控制組之

篩選過程，說明如下： 

國揚為建材營造業，其銷售額為 47.54 億，由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簽證。

表 3-3 列示同屬建材營造業的上市(櫃)公司，共計 39家，並以粗黑實線區分

銷售額大於及小於國揚者。表 3-3 列示之公司，皆未曾發生企業失敗，均符

合標準(b)，其中，德寶與國揚銷售額差距的倍數最小，為 0.05，其簽證會計

師事務所為建業，與國揚不同，符合標準(d)，且其簽證會計師未曾發生審計

失敗，符合標準(e)，因此，本研究以德寶作為國揚之控制組。 

 

表 3-3  國揚之控制組篩選表 

(b) (c) (d) (e) 
公司

代碼 公司名稱
銷售

額 
(億) 

會計

師事

務所 

第一位

會計師

第二位

會計師 企業

未失敗

銷售額

差距

(倍) 

由其他 
事務所 
查核 

會計師 
未發生 
審計失敗

2515 中工 158.02 勤業 陳清祥 王金山 √ 2.32   

2504 國產 72.79 保全 楊惠寬 楊演松 √ 0.53   

2506 太設 66.56 眾信 黃松榮 翁榮隨 √ 0.40   

2526 大陸 53.51 建業 馬國柱 張龍憲 √ 0.13   

2523 德寶 49.81 建業 簡蒂暖 馬國柱 √ 0.05 √ √ 

2535 達欣工程 34.97 勤業 王金山 陳清祥 √ (0.26)   

5512 力麒 32.37 眾信 盧啟昌 余鴻賓 √ (0.32)   

2516 新建 30.56 建業 簡蒂暖 馬國柱 √ (0.36)   

5506 長鴻 29.78 建興 吳金順 許順雄 √ (0.37)   

2520 冠德 29.41 建業 張龍憲 馬國柱 √ (0.38)   

2501 國建 27.29 立本 李嘉惠 周齊平 √ (0.43)   

2514 龍邦 24.17 建業 吳昭德 馬國柱 √ (0.49)   

2534 宏盛 23.37 惠眾 盧聯生 李伯承 √ (0.51)   

5511 德昌 20.88 冠恆 張進德 張碧霜 √ (0.56)   

2511 太子 20.70 資誠 林億彰 洪麗蓉 √ (0.56)   

2528 皇普 18.25 立本 曾炳霖 陳環參 √ (0.62)   

2546 根基 16.60 建業 馬國柱 簡蒂暖 √ (0.65)   

2543 皇昌 15.32 霈昇 林憲章 吳典昭 √ (0.68)   

2538 基泰 14.49 致遠 鄧泗堂 陳添益 √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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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6 宏普 14.47 致遠 呂旭明 洪慶山 √ (0.70)   

5520 力泰 14.14 霈昇 林憲章 吳典昭 √ (0.70)   

2544 益鼎光電 12.49 致遠 李振豐 楊建國 √ (0.74)   

2530 華建 11.59 調和 郭振林 陳其妙 √ (0.76)   

2545 皇翔 10.56 建業 馬國柱 簡蒂暖 √ (0.78)   

5508 永信建設 10.48 勤業 龔俊吉 陳政弘 √ (0.78)   

5516 雙喜 10.17 建業 馬國柱 吳昭德 √ (0.79)   

2540 林三號 7.88 霈昇 林憲章 吳典昭 √ (0.83)   

2525 寶祥 7.20 立本 李嘉惠 沈成樟 √ (0.85)   

2524 京城 7.18 
安侯

建業 王明志 張嘉信 √ (0.85)   

2542 興富發 6.45 建業 馬國柱 簡蒂暖 √ (0.86)   

2509 全坤 6.34 致遠 簡俊雄 王金來 √ (0.87)   

2527 宏璟 4.71 勤業 魏永篤 張日炎 √ (0.90)   

5514 三豐 3.97 致遠 楊文安 鄧沺堂 √ (0.92)   

2537 春池 3.81 建業 張龍憲 馬國柱 √ (0.92)   

2533 昱成 2.97 調和 卓傳陣 蔡輝端 √ (0.94)   

5529 訊嘉 2.73 
安侯

建業 方燕玲 吳傳銓 √ (0.94)   

2539 櫻建 1.25 致遠 林奇威 陳添益 √ (0.97)   

5528 廣大 0.35 致遠 楊文安 柯淵育 √ (0.99)   

5505 和旺 0.19 立大 曾光敏 江佳玲 √ (1.00)   
註：√表公司符合該標準。 

 

二、88 年 

88 年符合實驗組篩選標準(1)及(2)的公司，共計五家，依媒體報導篇數多

寡，依序為中友、尖美、紐新、新燕及台鳳，本研究以中友進行測試，其控

制組之篩選過程，說明如下： 

中友為貿易百貨業，其銷售額為 25.15 億，由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簽證。

表 3-4 列示同屬貿易百貨業的上市(櫃)公司，共計 13家，並以粗黑實線區分

銷售額大於及小於中友者。表 3-4 列示之公司，皆未曾發生企業失敗，均符

合標準(b)，其中，特力與中友銷售額差距的倍數最小，為負 0.05，其簽證會

計師事務所為眾信，與中友不同，符合標準(d)，且其簽證會計師未曾發生審

計失敗，符合標準(e)，因此，本研究以特力作為中友之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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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中友控制組之篩選表 

(b) (c) (d) (e) 
公司

代碼 公司名稱
銷售

額 
(億) 

會計

師事

務所 

第一位

會計師

第二位

會計師 企業

未失敗

銷售額

差距

(倍) 

由其他 
事務所 
查核 

會計師 
未發生 
審計失敗 

2912 統一超商 109.51 資誠 黃銘祐 楊明珠 √ 3.35  

2903 遠百 52.89 勤業 吳恩銘 王金山 √ 1.10  

2906 高林實業 28.44 
安侯

建業 蔡蜂霖 林秀玉 √ 0.13  

2908 特力 23.81 眾信 林柄滄 盧啟昌 √ (0.05) √ √ 

2915 潤泰全 23.25 立本 李嘉惠 鄭戊水 √ (0.08)  

2905 三商行 21.30 立本 劉克宜 許坤錫 √ (0.15)  

5902 德記 16.81 
安侯

建業 蔡添源 顏幸福 √ (0.33)  

2910 統領 9.79 勤業 王小蕙 謝金虎 √ (0.61)  

2913 農林 6.33 
安侯

建業 蔡添源 何靜江 √ (0.75)  

2911 麗嬰房 6.24 勤業 吳恩銘 魏永篤 √ (0.75)  

2902 中信 4.92 
安侯

建業 朱寶奎 林秀玉 √ (0.80)  

2904 匯僑 3.59 
安侯

建業 陳嘉修 馬國柱 √ (0.86)  

2901 欣欣 2.59 正風 劉溥仁 朱立容 √ (0.90)  
註：√表公司符合該標準。 

 

三、89 年 

89 年符合實驗組篩選標準(1)及(2)的公司，共計七家，依媒體報導篇數多

寡，依序為桂宏、長億、中信、立大、東雲、信南及味王，本研究以桂宏進

行測試，其控制組之篩選過程，說明如下：  

桂宏為鋼鐵工業，其銷售額為 29.8億，由致遠會計師事務所簽證。表 3-5

列示同屬鋼鐵工業的上市(櫃)公司，共計 29家，並以粗黑實線區分銷售額大

於及小於桂宏者。表 3-5 列示之公司，皆未曾發生企業失敗，均符合標準(b)，

其中，三星與桂宏銷售額差距倍數最小，為負 0.16，然其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與桂宏相同，皆為致遠，不符合標準(d)，故捨棄三星，另擇銷售額差距倍數

為負 0.29的嘉益進行判斷。嘉益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為勤業，與桂宏不同，

符合標準(d)，且其簽證會計師未曾發生審計失敗，符合標準(e)，因此，本研

究以嘉益作為桂宏之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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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桂宏控制組之篩選 

(b) (c) (d) (e) 
公司

代碼 公司名稱 
銷售

額 
(億) 

會計

師事

務所

第一位

會計師

第二位

會計師 企業

未失敗

銷售額

差距

(倍) 

由其他 
事務所 
查核 

會計師 
未發生 
審計失敗

2002 中鋼 519.00 勤業 陳政弘 王景益 √ 16.42   

2014 燁隆 113.14 勤業 龔俊吉 陳政弘 √ 2.80   

2023 燁輝 100.39 建興 孫金樹 蘇炳章 √ 2.37   

2007 燁興 76.48 
正風

聯合
劉茹芬 周銀來 √ 1.57   

2006 東鋼 71.03 
安侯

建業
劉義吉 吳秋華 √ 1.38   

2010 春源 52.08 第一 林克武 王正吉 √ 0.75   

2008 高興昌 49.80 
安侯

建業
許萬林 蘇慈玲 √ 0.67   

2015 豐興 47.84 致遠 游朝堂 嚴文筆 √ 0.61   

2029 盛餘 44.69 勤業 龔俊吉 陳政弘 √ 0.50   

5007 三星 25.13 致遠 吳健源 黃崇輝 √ (0.16) Х  

2017 嘉益 21.28 勤業 李季珍 陳政弘 √ (0.29) √ √ 

2013 中鋼構 20.13 勤業 郭麗園 陳政弘 √ (0.32)   

2027 大成鋼 20.09 勤業 李秀珍 陳政弘 √ (0.33)   

2028 威致 19.60 建興 謝仁耀 蔡淑滿 √ (0.34)   

2012 春雨 19.32 建興 孫金樹 蘇炳章 √ (0.35)   

2034 允強 16.81 
中國

財稅
柯天賜 吳靜儒 √ (0.44)   

2031 新光鋼 16.48 眾信 翁榮隨 劉水恩 √ (0.45)   

2009 第一銅 13.88 
安侯

建業
王明志 楊博任 √ (0.53)   

2025 千興 13.29 致遠 賴榮聰 賴宗羲 √ (0.55)   

2020 美亞 12.60 
正風

聯合
賴永吉 周銀來 √ (0.58)   

5014 建錩實業 12.23 振興 李榮昇 彭國豐 √ (0.59)   

2030 彰源 12.07 勤業 楊明哲 杜天佑 √ (0.60)   

2032 新鋼 8.90 第一 林克武 林志隆 √ (0.70)   

2024 志聯 8.78 
安侯

建業
蔡蜂霖 俞安恬 √ (0.71)   

5016 松和 7.18 致遠 游朝堂 林奇威 √ (0.76)   

2022 聚亨 6.98 惠眾 潘遠增 廖德英 √ (0.77)   

5013 強新 5.91 集智 張俊德 陳文達 √ (0.80)   

2033 佳大 4.69 建誠 林敏雄 章保雄 √ (0.84)   

5015 華祺工業 3.57 惠眾 李伯承 盧聯生 √ (0.88)   
註：√ 表公司符合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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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表公司不符合該標準。 

     

四、90 年 

90 年符合實驗組篩選標準(1)及(2)的公司，共計五家，依媒體報導篇數多

寡，依序為和旺、中紡、中石化、華隆及元富，本研究以和旺進行測試，其

控制組之篩選過程，說明如下：  

和旺為建材營造業，其銷售額為 1.22億，由勤業會計師事務所簽證。表

3-6 列示同屬建材營造業的上市(櫃)公司，共計 55家，並以粗黑實線區分銷

售額大於及小於和旺者。表 3-6 列示之公司中，除國揚、春池、捷力科技 、

三采、皇普、櫻建及宏璟等七家公司外，其餘皆未曾發生企業失敗，均符合

標準(c)。在未曾發生企業失敗的公司中，雖昱成、日勝王、林三號及廣大與

和旺銷售額差距倍數小，惟其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皆非大型事務所，為避免其

簽證客戶數少，造成研究之困難，故捨棄上述四家公司，另擇銷售額差距倍

數負為 0.23的基泰進行判斷。基泰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為安侯建業，與和旺

不同，符合標準(d)，且其簽證會計師未曾發生審計失敗，符合標準(e)，因此，

本研究以基泰作為和旺之控制組。 

依本研究控制組篩選標準，和旺之控制組應為基泰，惟基泰於 91 年 4

月 29日企業爆發財務危機19，企業繼續經營有疑慮。即便在和旺會計師審計

失敗時，基泰經營並未失敗，然為避免誤解和旺之控制組(基泰)有企業失敗，

本研究捨棄基泰，另以銷售額差距倍數為負 0.25的訊嘉進行判斷。訊嘉之簽

證會計師事務所為安侯建業，與和旺不同，符合標準(d)，但其簽證會計師曾

發生審計失敗，不符合標準(e)，因此，本研究捨棄訊嘉，再自企業未曾失敗

的公司中，擇銷售額差距倍數為 0.29的鄉林及負 0.34的順天進行判斷。雖二

者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與和旺不同，符合標準(d)，惟其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皆

非大型事務所，為避免其簽證客戶數少，造成研究之困難，故捨棄鄉林及順

天，再擇大漢進行判斷。大漢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為安侯建業，與和旺不同，

符合標準(d)，且其簽證會計師未曾發生審計失敗，符合標準(e)，因此，本研

究以大漢作為和旺之控制組。 

                                                 
19 投保中心於 93 年 7 月公告並受理於基泰建設 90 年度半年報公告日後買入該公司股票而

有損害者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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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和旺控制組之篩選表 

(b) (c) (d) (e) 
公司

代碼 公司名稱
銷售

額 
(億) 

會計

師事

務所 

第一位

會計師

第二位

會計師 企業

未失敗

銷售額

差距

(倍) 

由其他 
事務所 
查核 

會計師 
未發生 
審計失敗

2515 中工 30.47 勤業 陳清祥 王金山 √ 23.98  

2506 太設 21.84 眾信 洪錫銘 翁榮隨 √ 16.90  

2523 德寶 20.71 
安侯

建業 簡蒂暖 馬國柱 √ 15.98  

2504 國產 18.32 保全 楊惠寬 楊演松 √ 14.02  

2516 新建 18.09 
安侯

建業 簡蒂暖 馬國柱 √ 13.83  

2526 大陸 17.18 
安侯

建業 李佩璽 馬國柱 √ 13.08  

5521 工信工程 16.81 資誠 吳碧玉 連忠政 √ 12.78  

2530 華建 16.09 調和 郭振林 李國豐 √ 12.19  

5506 長鴻 13.07 建興 吳金順 許順雄 √ 9.71  

2520 冠德 12.31 
安侯

建業 簡蒂暖 馬國柱 √ 9.09  

2505 國揚 10.75 資誠 楊明珠 陳美姿 Х 7.82  

2544 益鼎光電 9.34 致遠 楊建國 葉惠心 √ 6.65  

5533 皇鼎建設 8.89 眾信 林義峰 池瑞全 √ 6.28  

2535 達欣工程 8.37 勤業 陳清祥 王金山 √ 5.86  

2511 太子 8.11 資誠 林億彰 洪麗蓉 √ 5.64  

2501 國建 7.21 立本 鄭戊水 柯俊輝 √ 4.91  

2546 根基 7.19 
安侯

建業 簡蒂暖 馬國柱 √ 4.90  

2543 皇昌 6.01 霈昇 林憲章 吳典昭 √ 3.93  

5532 竟誠建築 5.23 調和 莊淑媛 蔡輝端 √ 3.29  

5511 德昌 5.11 冠恆 張進德 張碧霜 √ 3.19  

5522 大都市 5.05 
安侯

建業 李佩璽 馬國柱 √ 3.14  

6401 助群 4.84 惠眾 李伯承 盧聯生 √ 2.97  

2548 華固 4.80 資誠 薛明玲 黃國師 √ 2.94  

2534 宏盛 4.80 惠眾 盧聯生 李伯承 √ 2.93  

5520 力泰 3.97 霈昇 吳典昭 林憲章 √ 2.25  

5534 長虹 3.82 振興 李榮昇 彭國豐 √ 2.13  

5508 永信建設 3.80 勤業 龔俊吉 陳政弘 √ 2.11  

2542 興富發 3.66 
安侯

建業 簡蒂暖 賴麗真 √ 2.00  

5516 雙喜 3.28 
安侯

建業 馬國柱 李佩璽 √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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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2 基泰營 2.85 
安侯

建業 吳昭德 馬國柱 √ 1.34  

2514 龍邦 2.62 
安侯

建業 吳昭德 馬國柱 √ 1.15  

5515 建國工程 2.57 勤業 李志蓉 張日炎 √ 1.10  

2524 京城 2.35 調和 蔡輝端 卓傳陣 √ 0.92  

2536 宏普 2.29 致遠 洪慶山 呂旭明 √ 0.88  

5519 隆大 2.13 致遠 吳健源 蔡清典 √ 0.74  

2537 春池 1.97 
安侯

建業 吳昭德 馬國柱 Х 0.62  

5524 捷力科技 1.81 勤業 杜天佑 羅瑞霖 Х 0.49  

5531 鄉林 1.57 敬業 王日春 黃智敏 √ 0.29 * 

2540 林三號 1.43 霈昇 吳典昭 林憲章 √ 0.17 * 

2547 日勝生 1.42 南台 張蔚誠 謝婉麗 √ 0.16 * 

2533 昱成 1.30 調和 卓傳陣 蔡輝端 √ 0.06 * 

8725 三采 1.18 
安侯

建業 吳傳銓 陳君滿 Х (0.03)  

2528 皇普 1.15 
安侯

建業 馬國柱 陳嘉修 Х (0.05)  

2539 櫻建 1.12 致遠 林奇威 嚴文筆 Х (0.09)  

5528 廣大 0.99 立本 柯俊輝 陳玉芳 √ (0.19) * 

2538 基泰 0.93 
安侯

建業 馬國柱 李佩璽 √ (0.23) √ √ 

5529 訊嘉 0.92 
安侯

建業 方燕玲 吳傳銓 √ (0.25) √ Х 

2527 宏璟 0.83 勤業 張日炎 楊明哲 Х (0.32)  

5525 順天 0.81 建智 紀敏滄 陳貴端 √ (0.34) * 

5530 大漢 0.80 
安侯

建業 陳嘉修 馬國柱 √ (0.35) √ √ 

5512 力麒 0.75 眾信 盧啟昌 余鴻賓 √ (0.39)  

5514 三豐 0.24 致遠 楊文安 佟韻玲 √ (0.80)  

2525 寶祥 0.22 眾信 李嘉惠 周志賢 √ (0.82)  

5523 宏都 0.16 資誠 蕭珍琪 洪淑華 √ (0.87)  

5501 金腦科 0.04 致遠 黃崇輝 蔡清典 √ (0.97)  
註：√ 表公司符合該標準。 

    Х表公司不符合該標準。 

    * 表公司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非大型者。 

 

五、92 年 

92 年符合實驗組篩選標準(1)及(2)的公司，共計四家，依媒體報導篇數多

寡，依序為茂矽、農林、南方及耀文，本研究以茂矽進行測試，其控制組之



 44

篩選過程，說明如下：  

茂矽為電子工業，其銷售額為 42.09 億，由勤業會計師事務所簽證。表

3-7 列示同屬電子工業的上市(櫃)公司，因電子工業的公司眾多，本研究僅列

示與茂矽銷售額差距倍數在正負 0.5內者，共計 51家，並以粗黑實線區分銷

售額大於及小於茂矽者。表 3-7 列示之公司中，皆未曾發生企業失敗，均符

合標準(c)，其中，建碁、益發及神基與和旺銷售額差距倍數皆為 0.04，惟建

碁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曾於 89 年發生審計失敗，不符合標準(e)；益發之簽證

會計師事務所與茂矽同，未滿足標準(d)；神基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為資誠，

與和旺不同，符合標準(d)，且其簽證會計師未曾發生審計失敗，符合標準(e)，

因此，本研究以神基作為茂矽之控制組。 

 

表 3-7  茂矽控制組之篩選表 

(b) (c) (d) (e) 
公司

代碼 公司名稱
銷售

額 
(億) 

會計

師事

務所 

第一位

會計師

第二位

會計師 企業

未失敗

銷售額

差距

(倍)

由其他 
事務所 
查核 

會計師 
未發生 
審計失敗

2408 南科 58.29 
安侯

建業 劉義吉 吳秋華 √ 0.36  

2388 威盛 57.02 眾信 楊民賢 林柄滄 √ 0.33  

2325 矽品 56.01 資誠 薛明玲 王偉臣 √ 0.31  

2323 中環 51.55 資誠 蔡金拋 林鈞堯 √ 0.20  

5387 茂德 49.97 勤業 黃鴻文 王金山 √ 0.16  

2363 矽統 48.80 勤業 黃鴻文 黃樹傑 √ 0.14  

5371 中強光電 48.29 致遠 王金來 楊建國 √ 0.13  

2430 燦坤 48.14 眾信 仲偉 張耿禧 √ 0.12  

2403 友尚 47.68 資誠 楊明珠 陳美姿 √ 0.11  

2498 宏達電 47.11 眾信 王自軍 徐文亞 √ 0.10  

2349 錸德 46.67 致遠 楊文安 佟韻玲 √ 0.09  

5325 大騰 45.96 致遠 李明昱 陳慕賢 √ 0.07  

3012 廣輝 44.97 
安侯

建業 林賢郎 林琬琬 √ 0.05  

3046 建碁 44.53 
安侯

建業 吳國風 羅子強 √ 0.04 √ Х 

3048 益登 41.12 勤業 陳清祥 黃鴻文 √ (0.04) Х  

3005 神基 41.03 資誠 王偉臣 溫芳郁 √ (0.04) √ √ 

2341 英群 40.02 資誠 李燕松 王輝賢 √ (0.07)  

2345 智邦 36.98 資誠 薛明玲 郭宗銘 √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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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4 普立爾 35.86 
安侯

建業 黃耀明 何靜江 √ (0.16)  

2489 瑞軒 35.36 資誠 薛明玲 郭宗銘 √ (0.18)  

2450 神腦 34.32 資誠 張明輝 周筱姿 √ (0.20)  

2470 品佳 34.19 資誠 盧文聰 郭宗銘 √ (0.20)  

2366 亞旭 32.97 眾信 陳夢伍 楊民賢 √ (0.23)  

2332 友訊 32.15 
安侯

建業 游萬淵 吳傳銓 √ (0.25)  

2336 致伸 31.48 
安侯

建業 黃耀明 何靜江 √ (0.27)  

5346 力晶 31.12 勤業 范有偉 黃樹傑 √ (0.27)  

2418 雅新 30.54 霈昇 林憲章 吳典昭 √ (0.29)  

6137 新寶科 30.07 眾信 林柄滄 龔雙雄 √ (0.30)  

2337 旺宏 30.02 致遠 陳秋芳 楊建國 √ (0.30)  

2313 華通 29.68 正風 丁鴻勛 賴永吉 √ (0.31)  

2329 華泰 29.40 致遠 蔡清典 吳健源 √ (0.31)  

3037 欣興 26.54 資誠 薛明玲 林東翹 √ (0.38)  

3020 奇普仕 25.94 資誠 張明輝 周筱姿 √ (0.40)  

6188 廣明 25.78 
安侯

建業 林賢郎 林琬琬 √ (0.40)  

2442 美齊 25.06 
安侯

建業 劉義吉 吳秋華 √ (0.42)  

3033 威健 25.00 
安侯

建業 黃耀明 顏幸福 √ (0.42)  

2312 金寶 24.98 立本 陳玉芳 陶鴻文 √ (0.42)  

2392 正崴 24.88 資誠 張明輝 王嘉瑜 √ (0.42)  

2354 鴻準 24.27 資誠 郭宗銘 徐永堅 √ (0.43)  

2343 精業 23.63 勤業 酈蘋 王金山 √ (0.45)  

6145 勁永 23.56 
安侯

建業 吳昭德 馬國柱 √ (0.45)  

2385 群光 23.52 資誠 李燕松 王輝賢 √ (0.45)  

5384 捷元 23.38 資誠 陳永清 葉冠妏 √ (0.45)  

2327 國巨 22.94 勤業 吳恩銘 王金山 √ (0.47)  

2379 瑞昱 22.77 資誠 曾國華 王偉臣 √ (0.47)  

3036 文曄 22.64 資誠 陳永清 徐永堅 √ (0.47)  

5347 世界先進 22.44 勤業 黃樹傑 魏永篤 √ (0.48)  

2373 震旦行 22.18 眾信 涂三遷 林谷同 √ (0.48)  

2362 藍天 21.92 致遠 洪慶山 柯淵育 √ (0.49)  

2384 勝華 21.84 勤業 黃鴻文 羅瑞霖 √ (0.49)  

2414 精技 21.42 致遠 李明昱 陳慕賢 √ (0.50)  

3059 華晶科 21.33 資誠 曾國華 王偉臣 √ (0.50)  
註：√ 表公司符合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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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表公司不符合該標準。 

 

 

綜合上述，本研究各年度欲測試之實驗組，分別為87年：國揚；88年：

中友；89年：桂宏；90年：旺宏；92年：茂矽，其控制組則分別為87年：德

寶；88年：特力；89年：嘉益；90年：大漢；92年：神基。表3-8彙整實驗及

控制各組的產業類別、銷售額、簽證會計師及其所屬事務所，及查核報告之

意見類型。在表3-8中，實驗各組以灰色區域表示。 

 

表 3-8  研究個案彙整表 

組

別 公司名稱 產業類別 銷售額
簽證會計師及 

其所屬事務所 

國揚 建材營造 47.54億 黃銘佑及林東翹(資誠 87/6) 
一 

德寶 建材營造 49.81億 簡蒂暖及馬國柱(建業 87/6) 

中友 貿易百貨 23.15億 陳永清及蕭珍琪(資誠 87/12) 
二 

特力 貿易百貨 23.31億 林柄滄及盧啟昌(眾信 87/12) 

桂宏 鋼鐵工業 29.8億 黃崇輝及侯榮顯(致遠 89/6) 
三 

嘉益 鋼鐵工業 21.28億 李季珍及陳政弘(勤業 89/6) 

和旺 建材營造 1.22億 曾光敏及江佳玲(勤業 89/12) 
四 

大漢 建材營造 0.80億 陳嘉修及馬國柱(安侯建業 89/12) 

茂矽 電子工業 42.09億 黃鴻文及王金山(勤業 91/6) 
五 

神基 電子工業 41.03億 王偉臣及溫芳郁(資誠 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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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事件辨認暨事件日之決定 

本研究之事件為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故事件日應為市

場出現審計失敗消息之日。 

舞弊可分為管理舞弊及員工舞弊。前者係指財務報表有錯誤，而會計師

於執行審計的過程中，並未發現財務報表有誤；或縱有發現，但卻未在查核

報告上說明，前述二種情況皆致其查核報告錯誤，此時即發生審計失敗。另，

若發生員工舞弊，則財務報表可能有錯誤，亦可能無錯誤，唯有當財務報表

有錯誤，會計師未發現，或縱有發現，但卻未在查核報告上說明，均致其查

核報告錯誤，會計師此時亦有審計失敗。 

一般管理舞弊亦同時伴隨員工舞弊，惟在台灣，大部分的舞弊為管理舞

弊20，亦即財務報表有錯誤，此時，若會計師未在查核報告上說明，則發生

審計失敗。 

審計失敗往往伴隨企業失敗發生，惟企業失敗，會計師未必審計失敗，

而查核報告係判斷審計是否失敗之依據。然投資人未具備判斷審計是否失敗

之能力，故企業發生失敗時，投資人往往即認定會計師亦發生審計失敗，因

此，本研究依投資人之觀點，選擇媒體首次揭露企業失敗消息作為會計師及

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事件之認定。茲依實驗各組，分別說明事件之辨認及事

件日之決定。 

一、國揚 

    87 年 11月 9日，媒體報導國揚董事長(侯西峰)跳票，及公司有財務危機

之情事，此時，國揚之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投資人可能認為審計

發生失敗，故本研究以 87 年 11月 9日作為國揚的簽證會計師及事務所發生

審計失敗之事件日。 

二、中友 

中友股價連續兩天(88 年 5 月 23 及 24 二日)跌停， 24 日甚至創下上櫃

                                                 
20 國票為台灣少數企業失敗，會計師無審計失敗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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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來最低收盤紀錄(10元)，88 年 5月 25日，媒體報導中友之財務可能吃緊。

中友雖承認公司資金調度不順，但強調與銀行溝通後應可解決，此時，中友

之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投資人可能認為審計發生失敗，故本研究

以 88 年 5月 25日作為中友的簽證會計師及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之事件日。 

三、桂宏 

媒體於 89 年 9月 16日報導桂宏因財務調度發生困難而停工，且桂宏股

票之交易方式將自 18日起變更為全額交割，並暫停融資融券交易，此時，桂

宏之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投資人可能認為審計發生失敗，故本研

究以 89年 9月 16日作為桂宏的簽證會計師及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之事件日。 

四、和旺 

90 年 4月 2日，媒體報導和旺無法如期償還公司債，此外，更傳出和旺

董事與大投資人在二月底曾大量出賣股票，此時，和旺之會計師及事務所其

他簽證客戶之投資人可能認為會計師有審計失敗，故本研究以 90 年 4 月 2

日作為和旺的簽證會計師及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之事件日。 

五、茂矽 

92 年 4 月 18 日，媒體於報導茂矽因未能及時籌資，致可能無法償還即

將到期公司債之情事，且茂矽邀集債權人協調清償債務事宜。此時，茂矽之

會計師及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投資人可能認為會計師有審計失敗，故本研

究以 92年 4月 18日作為茂矽的簽證會計師及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之事件日。 

 

綜合上述，各組之事件日，分別為：第一組(國揚及德寶)：87 年 11月 9

日；第二組(中友及特力)：88 年 5月 25日；第三組(桂宏及嘉益)：89 年 9月

16日；第四組(和旺及大漢)：90 年 4月 2日；第五組(茂矽及神基)：92 年 4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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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估計期間及事件期間之決定 

本研究採事件研究法進行證實研宄，然有關估計期間及事件期間長短之

認定，並無定論。沈中華及李建然(民 89 年)回顧相關文獻，發現以日報酬率

建立估計模式，其估計期間通常設定為 100天至 300天。本研究另作相關說

明如下： 

一、估計期間之決定 

估計期間之選擇有三種：(1)事件期間之前；(2)事件期間之後；(3)事件期

間之前後。Peterson(1989)主張，若欲研究之事件，不會造成預測模式結構上

的改變，則估計期間可以選在事件期間前。因此本研究依循 Peterson(1989)

的建議，以事件期間前作為估計期間。 

另，本研究最初擬以事件日前 300 個交易日作為估計期間，惟此舉將造

成諸多會計師及事務所之簽證客戶因在估計期間及事件期間缺乏報酬率資料

而遭刪除，造成研究上之困難。故本研究縮短估計期間，改以事件日前 120

個交易日作為估計期間，以利研究之進行。 

本研究以事件日前 120 個交易日作為估計期間，各組之估計期間，分別

為：第一組：87 年 6月 6日至 87 年 11月 7日；第二組：87 年 12月 4日至

88 年 5月 24日；第三組：89 年 4月 12日至 89 年 9月 15日；第四組：89

年 10月 11日至 90 年 3月 30日；第五組：91 年 10月 22日至 92 年 4月 17

日。 

二、事件期間之決定 

本研究以事件日及其後 5 個交易日為事件期間，各組之事件期間，分別

為：第一組：87 年 11月 9日至 87 年 11月 17日；第二組：88 年 5月 25日

至 88 年 5月 29日；第三組：89 年 9月 16日至 89 年 9月 22日；第四組：

90 年 4月 2日至 90 年 4月 10日；第五組：92 年 4月 18日至 92 年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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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選取之樣本為實驗及控制各組公司離事件日最近之年報或半年報

的簽證會計師及事務所之其他上市、櫃簽證客戶，經剔除估計期間或事件期

間內任一交易日缺乏報酬率資料者。本研究實驗及控制各組之樣本數，暨原 

始簽證客戶數及遭刪除之樣本數，依衡量標的，列示如表 3-9。  

                           

             表 3-9  研究樣本數            (單位：家數) 

 簽證客戶數-刪除樣本=研究樣本數 

組

別 
公司 

名稱 會計師 

事務所 

第一位

會計師

(不包含

第二位)

第二位 

會計師 

(不包含

第一位)

第一位及

第二位 

會計師 

共同簽證

第一位或 

第二位 

會計師 

簽證 

與簽證 

會計師 

同組 

國揚 112-67=45 24-9=15 2-2=0 3-3=0 29-14=15 37-22=15
一 

德寶 113-25=88 0-0=0 16-4=12 6-3=3 22-7=15 22-7=15 

中友 137-86=51 11-4=7 10-7=3 1-0=1 22-11=11 23-12=11
二 

特力 114-63=51 8-5=3 7-2=5 5-0=5 20-7-13 20-7-13 

桂宏 96-25=71 6-3=3 2-0=2 2-0=2 10-3=7 14-3=11 
三 

嘉益 133-33=100 1-0=1 17-3=14 2-0=2 20-3=17 20-3=17 

和旺 148-27=121 1-0=1 0-0=0 4-2=2 5-2=3 8-2=6 
四 

大漢 180-80=100 1-1=0 29-9=20 4-0=4 34-10=24 35-11=24

茂矽 147-15=132 9-2=7 31-3=28 1-0=1 41-5=36 55-6=49 
五 

神基 140-19=121 19-7=12 4-0=4 7-1=6 30-8=22 3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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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9 可發現，由於會計師簽證客戶數不多，加上樣本篩除率偏高，

以致研究樣本數過少，如此衡量會計師個人審計有無價值，恐因研究結果不

具代表性致使研究結論有所偏誤，故本研究捨棄衡量會計師個人審計之價

值，僅探討會計師事務所及與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有無價值。  

 

 

 

第六節  研究模型 

誠如第二章第二節所述，本研究為一事件日集中之事件研究法，其可能

產生殘差項相依的問題，若採用傳統的事件研究方法，則無法正確估計 t值。

為解決前述問題，本研究援引 Bernard(1987)的建議，採投資組合法，將會計

師事務所其他簽證之上市及上櫃客戶形成一組合，以探討此組合在事件期間

是否有異常報酬。 

本研究之實證模型為： 

 

ptit
i

ipmtpppt eDRR +⋅+⋅+= ∑
=

5

0
γβα  

其中： 

t ：交易日之編號。 0=t ，為市場出現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失敗消息之日；事

件期間為 t ∈[0,5] 

Rpt：第 t日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上市(櫃)客戶之普通股股票所形成的投資組

合日報酬率。 nRR
j

jtpt /∑= ，其中，n為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

數目， jtR 為會計師事務所簽證的第 j個公司在第 t日普通股之報酬率 

Rmt：第 t日市場的報酬率 

Dit：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若 it = ，則 1=itD ，反之，則 0=itD ，

i=,0,1,2,3,4,5  

αp：截距項 

βp：投資組合之迴歸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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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ip：投資組合之變數 

ept：投資組合之殘差項 

為避免公司內部其他因素(例：公司宣告發放股票股利、股票分割及減資

等事件)影響研究結果，本研究採台灣經濟新報社之「上市(櫃)調整股價」資

料庫的調整後報酬率，以消除此這三種事件所對公司股價造成的波動，故本

研究實證模型中 Rmt及 Rpt 均為調整後的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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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 

一、國揚 

1.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之價值 

    如表 4-1 實驗組欄所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3p之係數為負，p 值是

0.019，結果代表在事件日後第三天，國揚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

價有顯著為負的反應，與假說一相符。惟該反應是否確為國揚的簽證會計師

事務所審計之價值，有賴控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實。 

表 4-1控制組欄顯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3p及 γ5p之係數為負，p值分

別是 0.025及 0.029，結果代表德寶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

件日後第三及第五天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即，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

價變動之事件。 

綜上所述，國揚及德寶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件日

後第三天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即，在國揚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發生審計

失敗時，市場亦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此時無法衡量國揚的簽

證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是否有價值。 

表 4-1  審計之價值─國揚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國揚(實驗組) 德寶(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017 0.340 -0.029 0.219 
βP 0.921 0.000 0.979 0.000 
γ0p 0.512 0.136 0.419 0.151 
γ1p 0.220 0.319 -0.117 0.388 
γ2p -0.360 0.221 -0.576 0.080 
γ3p -0.970 *0.019  -0.810 *0.025 
γ4p -0.504 0.412 -0.264 0.260 
γ5p -0.235 0.307 -0.837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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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 R2 0.906 0.939 
F顯著性 **0.000 **0.000 

* ：達 5%顯著水準 

**：達 1%顯著水準 

2. 與簽證會計師同組審計之價值 

如表 4-2實驗組欄所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1p及 γ5p之係數均為負，p

值分別是 0.016及 0.022；在 1%的顯著水準下，γ2p、γ3p及 γ4p之係數皆為負，p

值分別是 0.003、0.000 及 0.004。結果代表與國揚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

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事件日次日起連續五天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與假

說三相符。惟該反應是否確為與國揚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價值，有賴控

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實。 

表 4-2控制組欄顯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2p係數為負，p值為 0.019，

結果代表與德寶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事件日後

第二天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即，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 

綜上所述，與國揚及德寶的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

事件日後第二天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即，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

動之事件，此時無法衡量與國揚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是否有價值。 

表 4-2  審計之價值─與國揚的簽證會計師同組 

 國揚(實驗組) 德寶(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032 0.329 -0.079 0.123 
βP 0.777 0.000 0.744 0.000 
γ0p -0.878 0.134 0.945 0.103 
γ1p -1.732 *0.016 -1.025 0.087 
γ2p -2.236 **0.003 -1.569 *0.019 
γ3p -2.945 **0.000 -1.154 0.063 
γ4p -2.125 **0.004 0.900 0.117 
γ5p -1.429 *0.022 0.408 0.293 

調整後 R2 0.716 0.727 
F顯著性 **0.000 **0.000 

* ：達 5%顯著水準 

**：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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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友 

1.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之價值 

    如表 4-3 實驗組欄所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2p之係數為負，p 值是

0.036，代表在事件日後第二天，中友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

有顯著為負的反應，與假說一相符。惟該反應是否確為中友的簽證會計師事

務所審計之價值，有賴控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實。 

表 4-3控制組欄顯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2p之係數亦為負，p值=0.215，

代表特力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件日後第二天雖有負向的

反應，但不顯著，亦即，市場未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 

綜上所述，中友及特力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件日

後第二天均有負向的反應，惟前者反應顯著，後者則否，故本研究推論，中

友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失敗後，其審計之價值受損。易言之，中友之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之前，其審計原具有價值，惟在審計失敗後，

審計即喪失其原有價值。 

表 4-3  審計之價值─中友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中友(實驗組) 特力(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024 0.343 -0.121 0.036 
βP 0.839 0.000 0.896 0.000 
γ0p 0.740 0.131 -0.368 0.308 
γ1p 0.574 0.194 -0.471 0.262 
γ2p -1.194 *0.036 -0.579 0.215 
γ3p 0.159 0.405 0.131 0.429 
γ4p 0.423 0.261 0.004 0.498 
γ5p -0.300 0.325 0.073 0.461 

調整後 R2 0.797 0.786 
F顯著性 **0.000 **0.000 

* ：達 5%顯著水準 

**：達 1%顯著水準 

2. 與簽證會計師同組審計之價值 

如表 4-4所示，無論在實驗組欄或控制組欄，均未發現顯著為負之係數，

故與中友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無價值，易言之，無論在審計失敗前或後，

與中友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均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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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審計之價值─與中友的簽證會計師同組 

 中友(實驗組) 特力(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079 0.197 -0.123 0.065 
βP 0.803 0.000 0.914 0.000 
γ0p -0.477 0.320 -0.766 0.194 
γ1p -0.127 0.451 -0.164 0.427 
γ2p 0.289 0.389 0.593 0.252 
γ3p 0.145 0.444 1.111 0.106 
γ4p -0.266 0.398 -0.540 0.272 
γ5p 0.199 0.423 -0.618 0.243 

調整後 R2 0.598 0.725 
F顯著性 **0.000 **0.000 

**：達 1%顯著水準 

 

三、桂宏 

1.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之價值 

如表 4-5 實驗組欄所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0p之係數為負，p 值是

0.027；而在 1%的顯著水準下 γ4p及 γ5p的係數則皆為正，p 值分別是 0.007 及

0.009。結果代表在事件日後第一天，桂宏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

價有顯著為負的反應，與假說一相符；然在事件日後第四及第五天，卻有顯

著為正的反應，與假說一相反。惟該負向反應是否確為桂宏的簽證會計師事

務所審計之價值，及產生正向反應之原因，則有賴控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

實。 

表 4-5控制組欄顯示，γ0p、γ1p及 γ2p之係數皆為負，p值則分別是 0.014、

0.005及 0.013；γ4p及 γ5p的係數皆為正，p值則分別是 0.002及 0.050，結果代

表嘉益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件日起連續三天皆有顯著為

負的反應，在事件日後第四及第五天有顯著為正的反應，亦即，市場發生其

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 

綜上所述，桂宏及嘉益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件日

皆有顯著為負的反應，在事件日後第四及第五天，則均有顯著為正之反應，

亦即，桂宏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時，市場亦發生其他顯著影響

股價變動之事件，此時無法衡量桂宏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是否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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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審計之價值─桂宏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桂宏(實驗組) 嘉益(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081 0.110 -0.103 0.054 
βP 0.884 0.000 0.880 0.000 
γ0p -1.396 **0.027 -1.531 **0.014 
γ1p -0.881 0.111 -1.831 *0.005 
γ2p -0.693 0.169 -1.575 **0.013 
γ3p 0.232 0.374 -0.399 0.284 
γ4p 1.798 *0.007 2.052 *0.002 
γ5p 1.740 *0.009 1.168 **0.050 

調整後 R2 0.842 0.855 
F顯著性 **0.000 **0.000 

* ：達 5%顯著水準 

**：達 1%顯著水準 

2. 與簽證會計師同組審計之價值 

如表 4-6 實驗組欄所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3p之係數為負，p 值是

0.015；在 1%的顯著水準下，γ2p之係數為負，p值分別是 0.002；1%的顯著水

準下，γ4p之係數為正，p值是 0.000。結果代表與桂宏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

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事件日日後第二及第三天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

與假說三相符，然在事件日後第四天，卻有顯著為正的反應，與假說三相反。

惟該負向反應是否確為與桂和的簽證會計師同組審計之價值，及產生正向反

應之原因，則有賴控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實。  

表 4-6控制組欄顯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1p及 γ2p係數均為負，p值皆

是 0.042；在 1%的顯著水準下，γ0p之係數為負，p值分別是 0.002；1%的顯著

水準下，γ4p之係數為正，p值是 0.000之係數。結果代表與嘉益的簽證會計師

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事件日及其後二天有顯著為負的反應，

而在事件日後第四天有顯著為正的反應，亦即，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

變動之事件。 

綜上所述，與桂宏及嘉益的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

事件日後第二天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即，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

動之事件，此時無法衡量與桂宏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是否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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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審計之價值─與桂宏的簽證會計師同組 

 桂宏(實驗組) 嘉益(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352 0.001 -0.172 0.023 
βP 0.712 0.000 0.704 0.000 
γ0p -1.365 0.119 -2.765 **0.002 
γ1p -1.305 0.130 -1.903 *0.042 
γ2p -3.037 **0.005 -1.614 *0.042 
γ3p -2.554 *0.015 1.175 0.104 
γ4p 4.185 **0.000 3.712 **0.000 
γ5p 0.932 0.214 2.252 0.009 

調整後 R2 0.605 0.703 
F顯著性 *0.000 *0.000 

* ：達 5%顯著水準 

**：達 1%顯著水準 

 

四、和旺 

1.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之價值 

如表 4-7 實驗組欄所示，在 10%的顯著水準下，γ1p之係數為負，p 值是

0.061。結果代表在事件日，和旺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有顯著

為負的反應，與假說一相符。惟該反應是否確為和旺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審

計之價值，有賴控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實。 

表 4-7 控制組欄顯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1p之係數亦為負，p 值是

0.040。結果代表大漢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件日次日有顯

著負向的反應，亦即，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 

綜上所述，和旺及大漢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件日

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即，在和旺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時，

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此時無法衡量和旺的簽證會計師事

務所之審計是否有價值。 

表 4-7  審計之價值─和旺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和旺(實驗組) 大漢(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114 0.088 0.091 0.190 
βP 0.788 0.000 0.850 0.000 



 59

γ0p -0.849 0.180 -0.781 0.248 
γ1p -1.436 *0.061 -2.016 **0.040 
γ2p 0.225 0.404 0.503 0.329 
γ3p 1.079 0.122 1.137 0.160 
γ4p -0.585 0.263 0.218 0.424 
γ5p -0.775 0.200 -1.482 0.097 

調整後 R2 0.820 0.786 
F顯著性 ***0.000 ***0.000 

*  ：達 10%顯著水準 

** ：達 5%顯著水準 

***：達 1%顯著水準 

2. 與簽證會計師同組審計之價值 

如表 4-8實驗組欄所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5p之係數均為負，p值是

0.042；在 1%的顯著水準下，γ4p之係數為負，p值是 0.007。結果代表與和旺

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事件日後第四及第五天有

顯著為負的反應，與假說三相符。惟該反應是否確為與和旺的簽證會計師同

組之審計價值，有賴控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實。 

由表 4-8 控制組欄未發現顯著為負之係數，其代表市場未發生其他顯著

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然由表 4-7 控制組欄，獲知市場在事件日當天發生其

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惟在 4-8 則未能反映此一事件對控制組股價之

影響。 

綜上所述，與和旺的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事件日

後第四及第五天雖有顯著為負的反應，然由於市場在事件日當天發生其他顯

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故無法衡量與和旺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是否有

價值。 

表 4-8  審計之價值─與和旺的簽證會計師同組 

 和旺(實驗組) 大漢(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156 0.156 0.099 0.241 
βP 0.804 0.000 0.606 0.000 
γ0p 0.259 0.440 -1.136 0.233 
γ1p -0.079 0.482 -1.972 0.103 
γ2p 0.677 0.345 0.224 0.442 
γ3p 1.029 0.273 0.894 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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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4p -4.223 **0.007 -1.421 0.180 
γ5p -2.949 *0.042 0.140 0.464 

調整後 R2 0.589 0.560 
F顯著性 **0.000 **0.000 

 

五、茂矽 

1.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之價值 

如表 4-9 實驗組欄所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0p之係數為正，p 值是

0.029；γ4p及 γ5p的係數則皆為負，p值分別是 0.013及 0.023。結果代表茂矽的

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在事件日有顯著為正的反應，與假說一相反；

然在事件日後第四及第五天，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與假說一相符。惟正向

反應之原因，及負向反應是否確為茂矽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之價值，則

有賴控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實。 

表 4-9控制組欄顯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0p之係數為正，p值是 0.035；

γ5p的係數為負，p值是 0.029。結果代表嘉義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

股價在事件日有顯著為正的反應，在事件日後第五天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

即，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 

綜上所述，茂矽及神基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事件日

有顯著為正的反應，在事件日後及第五天，則有顯著為負之反應，亦即，在

茂矽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發生審計失敗時，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

之事件，此時無法衡量茂矽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是否有價值。 

表 4-9  審計之價值─茂矽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茂矽(實驗組) 神基(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003 0.475 -0.019 0323 
βP 0.813 0.000 0.743 0.000 
γ0p 0.982  *0.029 0.823  *0.035 
γ1p 0.726 0.078 0.581 0.098 
γ2p 0.375 0.233 0.129 0.388 
γ3p -0.250 0.312 -0.659 0.071 
γ4p -1.183  *0.013 -0.580 0.104 
γ5p -1.041  *0.023 -0.869  *0.029 

調整後 R2 0.887 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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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顯著性 **0.000 **0.000 
* ：達 5%顯著水準 

**：達 1%顯著水準 

2. 與簽證會計師同組審計之價值 

如表 4-10實驗組欄所示，在 10%的顯著水準下，γ3p之係數為負，p值是

0.016及 0.083；在 1%的顯著水準下，γ4p及 γ5p之係數皆為負，p值分別是 0.004

及 0.001。結果代表與茂矽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

在事件日後第三至第五天有顯著為負的反應，與假說三相符。惟該反應是否

確為與茂矽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價值，有賴控制組市場的反應加以證實。 

表 4-10控制組欄顯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γ0p係數為正，p值是 0.041，

γ3p係數為負，p值是 0.014；在 1%的顯著水準下，γ1p係數為負，p值是 0.005。

結果代表與神基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事件日當

天有顯著為正的反應，事件日及其後第三天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即，市場

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 

綜上所述，與茂矽及神基的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

事件日後第三天均有顯著為負的反應，亦即，市場發生其他顯著影響股價變

動之事件，此時無法衡量與茂矽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是否有價值。 

表 4-10  審計之價值─與茂矽的簽證會計師同組 

 茂矽(實驗組) 神基(控制組) 
係數名稱 係數 p值 係數 p值 

αP 0.034 0.229 -0.181 0.029 
βP 0.888 0.000 0.986 0.000 
γ0p 0.301 0.274 1.829 **0.041 
γ1p -0.032 0.474 2.684 ***0.005 
γ2p -0.092 0.427 -0.411 0.347 
γ3p -0.692 *0.083 -2.296 **0.014 
γ4p -1.370 ***0.004 -0.793 0.229 
γ5p -1.646 ***0.001 -0.869 0.206 

調整後 R2 0.908 0.736 
F顯著性 ***0.000 ***0.000 

*  ：達 10%顯著水準 

** ：達 5%顯著水準 

***：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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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四節，依序為研究結論、研究建議、研究限制及對後續研究之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藉 87至 92 年間審計失敗的案例，測試會計師及其所屬事務所其

他簽證客戶之股價在審計失敗後的反應，衡量財務報表審計究竟有無價值。

本研究原擬分別對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個人、兩位共同簽證之會計師及與

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衡量其審計之價值，惟會計師個人及兩位共同簽

證之會計師所簽證的客戶數少，且樣本刪除率高，研究結果可能不足以證實

會計師之審計服務有無價值，故捨棄此部份的研究，最後僅針對會計師事務

所及與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探討其財務報表審計是否有價值。 

實證結果發現，國揚、和旺、桂宏及茂矽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失敗

時，市場發生其他事件，故無法由此四個案例，衡量其會計師事務所及與其

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的審計服務有無價值。 

然中友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的股價在會計師審計失敗後，有顯

著為負之異常報酬，與假說一相符，代表中友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原

有其價值，惟在審計失敗後，審計即喪失其原有價值。另，與中友的簽證會

計師同組之會計師，其簽證客戶的股價在會計師審計失敗後，無顯著為負之

異常報酬，與假說三不符，故與中友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會計師的審計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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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易言之，無論審計是否失敗，與中友的簽證會計師同組之審計均無價值。 

由實證結果發現，本研究雖自中友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簽證客戶股價之

反應得知─中友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之財務報表審計確有價值；然國

揚、和旺、桂宏及茂矽等四家公司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失敗時，因市場出現

其他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故無法衡量此四家公司之事務所，其審計是否有

價值，因此，若僅自中友之案例，類推所有事務所之財務報表審計均有價值，

恐不足以採信，故本研究推論，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財務報表審計服務可能

有價值，惟其是否確有價值，則無法自實證結果提出佐證。 

 

因研究所需，故列示了曾有審計失敗的會計師及事務所，然本研究之目

的不在指出哪些會計師及事務所曾有審計失敗，而係期自研究結果，確定審

計之價值，希冀會計師在執行審計時，能彰顯審計功能，以符合投資大眾之

期望。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美國安隆案驟使全球投資人喪失對企業財務報表的信心，為重建投資人

之信心，美國國會迅速通過沙氏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各國政府同步

強化公司治理下，投資人方逐漸恢復信心。惟距安隆案不到三年，台灣竟發

生博達無預警聲請重整，公司帳上 63億現金流向不明，反映國內尚未確實落

實公司治理。由於博達管理當局之舞弊手法與安隆案如出一轍，媒體甚至喻

博達案為美國安隆案之翻版。 

此外，博達案亦重挫會計師業的專業形象。博達於 93 年 6月 14日聲請

重整後，金管會證期局及台灣證券交易所即迅速釐清會計師執行業務是否有

疏失，同年 7月 15日，金管會則對簽證博達財務報表之勤業眾信及安侯建業

會計師事務所四位會計師，處以停止 2 年辦理簽證業務的處分。此際，不免

令人質疑「審計是否能發揮功效」及「財務報表審計究竟有無價值？」，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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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服務有無價值主宰會計師業存在的必要性，其影響不容小覷。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中友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之財務報表審計

確有價值，然因國揚、和旺、桂宏及茂矽等四家公司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失

敗時，市場出現其他影響股價變動之事件，故無法衡量此四家公司之審計是

否有價值。故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財務報表審計服務可能有價值，惟其是否

確有價值，則無法自研究結果提出佐證。 

本研究依據研究之結果，對政府主管機關提出如下三點之建議： 

1. 立法規範事務所，禁止未經評估受查客戶之風險即接受委任 

無論是大型或中小型的會計師事務，皆面臨事務所生存或業務追求成長

的壓力，故其往往未謹慎評估受查客戶之風險，即貿然接受委任。當企業及

審計發生失敗，投資人發生損失，若情況嚴重影響整個審計市場，投資人將

不再信賴公司提供的財務報表，會計師所提供的審計亦不再有價值，此時，

會計師業也無存在之必要，因此，政府應立法規範會計師事務所，禁止其為

追求事務所生存或業務成長未貿然接受客戶之委任。 

2. 加速會計師法修正草案之立法 

由於目前會計師事務所多屬於合夥型態，依會計師法第 16條規定：會計 

師對於承辦業務所為之行為，負法律上責任。申言之，現行會計師法規範會

計師應對其承辦之業務負責，惟會計師事務所無需負連帶責任。以博達案為

例，金管會的處分僅針對會計師，不包括會計師事務所。然會計師法修正草

案中已增訂法人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型態，故應加速完成修正案之立法，將

會計師事務所納入處罰對象，如此會計師在執行審計業務時，其事務所必能

更有效發揮督促之責。 

3. 處罰簽證客戶爆發財務弊案或被要求重編財報之會計師或事務所 

當會計師業自律機制無法發揮功效時，惟有藉由外在之規範，審計方能

有效發揮其功能。因此，主管機關對簽證客戶常爆發財務弊案或經常被要求

重編財務報表的會計師或事務所，應迅速給予處罰(包括停止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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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1. 學理上對審計失敗之定義與投資人之認知有差距，本研究乃依投資人的觀

點，以公司發生財務弊案時，會計師非出具繼續經營有重大疑慮之無法表

示意見者，認定審計發生失敗。 

2. 運用事件研究法進行實證研究需考量媒體環境。在美國，一般以華爾街日

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首次報導日作為研究之事件日，然台灣未有一般

公認類似美國華爾街日報具有廣泛渲染力之媒體，故本研究採「即時報紙

索引」資料庫，統計媒體報導公司財務危機之篇數。雖該資料庫涵蓋聯合

報、中國時報、經濟日報、工商時報、中央日報等五報之新聞，惟此五報

之新聞仍可能尚無法傳遞公司財務危機之訊息，係乃研究環境之限制。 

3. 本研究分析資料採自台灣經濟新報社(TEJ)資料庫，惟 TEJ 各資料庫本身

之特性，可能影響研究結果，茲分述如下： 

  (1)上市(櫃)調整股價(日)資料庫：調整後股價乃排除股票股利、分割及減

資等三種事件所造成股價的波動，未能剔除公司內部其他影響股價的因

素。 

   (2)上市(櫃)會計師簽證記錄資料庫：資料僅包含現仍為上市(櫃)的公司，

未納入曾上市(櫃)、現為下市或管理股票者。 

   (3)凡取自資料庫的資料皆屬次級資料，故資料之正確性，直接影響研究

結果。 

   雖 TEJ資料庫上述三點特性可能影響本研究之結果，然該資料庫已堪稱 

國內建構較完整者，故本研究仍取具該資料庫之資料進行實證分析。 

4. 本研究篩選控制組時，原擬剔除曾有審計失敗之會計師事務所，惟此舉將

造成研究將無法進行，故該條件不納入控制組的篩選標準，其為受測公司

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造成的限制。 

5. 因研究樣本之限制，本研究僅衡量「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有無價值，

無法類推所有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是否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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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1. 本研究旨在衡量財務報表審計有無價值，並未探討簽證客戶之特性是否影

響審計價值之大小，故後續研究者可依公司之特性，更進一步探討公司本

身之財務特性或營運狀況是否亦會影響審計價值。 

2. 本研究探討審計對「投資人」有無價值，無法類推審計對其他財務報表使

用者是否亦有價值，故後續研究者可自其他財務報表使用者之觀點，衡量

審計之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