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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在公告自結損益的規定下，查核損益是否會受已公

告之自結損益的影響，抑或查核損益是否會有迎合自結損益的情形。由於

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實施至今時間不長，自結損益樣本資料可能太少而不具

代表性；而且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實施前之自結損益為非公開資料取得不易

，有公開者屬自願宣告性質，不但只能散見報章雜誌不具完整性，且不具

法律效果，正確性亦值得存疑。故若以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前後之查核

損益與自結損益間的差異代表審計人員判斷的差異，來進行研究，作法是

值得疑慮的， 

再者，公告的查核損益與自結損益間的差異大小只能代表審計人員對

自結損益調整的多寡，並不能代表判斷的差異。因為如果自結損益已忠實

表達公司營運結果，則審計人員就無需調整，但未調整不表示審計人員迎

合公司的自結損益；反之，如果審計人員因受限門檻或考慮可能失去客戶

等因素而未調整全額的錯誤，僅調整部份錯誤，則即使調整幅度較大也不

能代表審計人員較獨立，未受已公告自結損益之影響。由於利用檔案資料

分析上有上述限制，因此本研究以實驗方式進行，排除上述疑慮之處，透

過實驗設計以了解審計人員的判斷在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前後有無顯著

差異，並據此取得實驗數據，以檢定本研究之研究假說是否獲得支持。 

本研究依研究假說所需，採用受試者間的設計（between subjects）將

實驗分為三組，第一組為尚未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第二組為已實施公

告自結損益規定，但審計人員並未過目或初查管理當局公告之自結損益表

、第三組為已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且審計人員已先過目或初查管理當

局公告之自結損益表。以下將依序說明本研究之實驗設計、變數定義與衡

量、受試者與實驗程序及分析資料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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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案設計 

本研究之實驗材料係審計判斷個案，以備抵壞帳餘額之調整為題材，

設計實驗個案並依據我國財務預測制度之相關規定發展而成，經過多次修

改，並請數位資深審計人員預試後定案。選用備抵壞帳餘額之調整為題材

，係因壞帳為估計基礎，評估應收帳款之可實現性會因產業、公司或過去

個人審計經驗而不同，不同審計人員面對相同個案，或許就會出現不同的

審計判斷，是個相當主觀的評估事項；此外備抵壞帳不僅是盈餘管理所操

弄的項目之一，備抵壞帳提列不足更是常列為證期會公告之財務報告缺失

項目之一註1。 

實驗材料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為個案情境敘述，第二部份為要求受

試者針對個案加以判斷，第三部份則為受試者個人基本資料之填寫。各組

實驗材料僅第一部份情境假設有所不同，第二部份及第三部份則完全相同

。完整實驗材料詳見附錄。 

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對審計人員審計判斷之

影響，故在實驗個案的設計上依上段所述之三組分別設計。第一組為尚未

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故個案公司應適用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前

的法令，即「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之規定，個

案公司無需公告並申報自結損益，亦無需比較查核損益與自結損益間是否

存有重大差異。第二組為已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個案公司應適用財政

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布「公開發行公

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之規定，且該公司在公告自結損益表之前

並未洽請審計人員過目或進行初查。第三組適用法令同第二組，但個案公

司在公告自結損益表之前有先洽請審計人員過目或進行初查。 

                                                 
註1 ：參照證期會公告之民國 90、91及 92年度財務報告缺失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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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個案敘述】 

第一組：適用「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敘

述如下： 

甲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一上市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20,649,000仟元，該公司因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

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第二條之情形，故公司管理當局已

依照相關規定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預測報表。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雖

已於民國 91年 11月 14日廢止，但請假設該實施要點仍在

實施中，甲公司無須遵循現行「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

資訊處理準則」之相關新規定，例如甲公司無須依照該準則

第十九條規定於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公告申報預計損益表 

(含原預測數及歷次修正數) 之達成情形及差異原因)。  

第二組：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且該公

司管理當局在公告自結損益表之前並未洽請審計人員過目或進行初查，敘

述如下： 

甲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一上市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20,649,000仟元，該公司因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

預測資訊處理準則」第五條之情形，故公司管理當局已依照

相關規定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預測資料。 

甲公司並依同準則第十九條規定於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

，公告申報預計損益表 (含原預測數及歷次修正數) 之達成

情形及差異原因。該準則第二十條另有規定「已公開財務預

測之公司於公告申報年度財務報告時，稅前損益之實際數與

預測數或與依第十九條公告申報之預計損益表達成情形差異

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及實收

資本額之千分之五者，應公告申報差異金額及原因，並洽請

會計師就公司說明內容之合理性表示意見後，併同年度財務

報告公告並申報本會。上開說明資料，應列為營業報告書內

容之一部分，提報股東會。」 

甲公司之財務經理在依上開規定公告自結損益表前並未先

知會您，或在您過目後即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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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且該公

司管理當局在公告自結損益表之前已先洽請審計人員過目或進行初查，敘

述如下： 

甲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一上市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20,649,000仟元，該公司因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

預測資訊處理準則」第五條之情形，故公司管理當局已依照

相關規定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預測資料。 

甲公司並依同準則第十九條規定於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

，公告申報預計損益表 (含原預測數及歷次修正數) 之達成

情形及差異原因。該準則第二十條另有規定「已公開財務預

測之公司於公告申報年度財務報告時，稅前損益之實際數與

預測數或與依第十九條公告申報之預計損益表達成情形差異

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及實收

資本額之千分之五者，應公告申報差異金額及原因，並洽請

會計師就公司說明內容之合理性表示意見後，併同年度財務

報告公告並申報本會。上開說明資料，應列為營業報告書內

容之一部分，提報股東會。」 

甲公司之財務經理在依上開規定公告自結損益表前曾先知

會您，並在您過目後方公告之。 

除了上述資料外，再給予每一組受試者損益資料，包含財務預測數及

自結損益數。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探討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間的關係，且依

林嬋娟、黃惠君（2003）所整理資料發現僅約 8%的公司，其財務預測數

與自結損益數間之差異會超過重大差異標準，故為簡化實驗之複雜性，假

設財務預測數與自結損益數非常相近。資料如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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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個案公司財務資料 

                                        單位：仟元 

 財務預測數(最新) 自 結 損 益 數 

營業收入 $       245,203,000 $       245,250,000 
營業成本 228,079,000 228,160,000 
營業毛利 17,124,000 17,090,000 
營業費用 12,465,000 12,420,000 
營業淨利 4,659,000 4,670,000 
業外(損)益 201,000 238,000 
稅前(損)益 4,860,000 4,908,000 
財測達成率  101% 

在實驗設計中，假設受試者是個案公司的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請受

試者進行審計判斷，判斷事項為評估備抵壞帳餘額之允當性，實驗設計中

排除其他需調整事項，備抵壞帳疑似提列不足為惟一需調整事項，壞帳損

失加提數即為應調整損益數。判斷事項敘述如下： 

查核甲公司之外勤審計人員於完成年報查核後，僅發現

一項需調整之情事，即甲公司之備抵壞帳似乎有提列不足之

疑慮，因為甲公司有一常往來之客戶—乙公司於三月間被法

院宣告破產，但甲公司卻未發現乙公司的財務竟惡化至此，

故未特別評估乙公司應收帳款之回收可能性。 

甲公司帳列應收帳款總額$40,160,000仟元(其中包含對

乙公司之應收帳款$952,000仟元，無相關抵押品)；備抵壞

帳$803,000仟元(甲公司係依過去經驗，提列約 2%的壞帳率

)。 

外勤審計人員在評估甲公司帳列應收帳款回收性後，認

為除了對乙公司之應收帳款外，部份其他應收帳款亦有無法

回收之虞，查核領組在彙總整體應收帳款評估結果後，認為

備抵壞帳的餘額應為$1,790,000仟元到$1,950,000仟元之

間方為允當。此筆調整事項將使得甲公司之營業費用(壞帳

費用)增加$987,000仟元到$1,147,000仟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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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審計判斷】 

本實驗給受試者七個選項勾選其認為甲公司經查核後備抵壞帳餘額應

為多少，方為允當。七個選項資料如表 3-1-2： 

表 3-1-2  審計判斷選項 

單位：仟元 

選

項  

 

調整分錄之金額 

(查  核  數) 

備 抵 壞 帳  

(查  核  數) 

稅 前 損 益  

?           ($        0) $  803,000 $ 4,908,000 
?           ($  476,000) $ 1,279,000 $ 4,432,000 

?           ($  952,000) $ 1,755,000 $ 3,956,000 
?           ($  975,000) $ 1,778,000 $ 3,933,000 
?           ($  987,000) $ 1,790,000 $ 3,921,000 
?         ($ 1,010,000) $ 1,813,000 $ 3,898,000 

?           ($ 1,147,000) $ 1,950,000 $ 3,761,000 

實驗材料之各選項設計說明如下： 

選項? ：審計人員對於備抵壞帳完全不調整，故查核損益等於自結損益。 

選項? ：審計人員針對應收乙公司帳款部份加提 50%之壞帳，此時查核損

益小於自結損益，但遠不達重大差異標準。 

選項? ：審計人員針對應收乙公司帳款部份加提 100%之壞帳，此時查核

損益小於自結損益，但未達重大差異標準。 

選項? ：審計人員除加提應收乙公司帳款 100%之壞帳外，另加提部份其

他有無法回收之虞之帳款，但備抵壞帳餘額仍未達外勤查核領組

認為允當金額的下限，此時查核損益與自結損益間之差異快達重

大差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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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審計人員加提壞帳至外勤查核領組認為允當之備抵金額的下限，

此時查核損益與自結損益間之差異已超過重大差異標準。但查核

損益與財測損益間之差則未達重大差異標準。 

選項? ：審計人員加提壞帳超過外勤查核領組認為允當之備抵金額的下限

，但未達上限，此時查核損益與財測損益間之差異快達重大差異

標準。 

選項? ：審計人員加提壞帳至外勤查核領組認為允當之備抵金額的上限，

此時查核損益與財測損益間之差異已超過重大差異標準。 

上述差異情況及是否達及 20%門檻彙總說明如表 3-1-3： 

表 3-1-3  各選項差異情況彙總 

單位：仟元 

差    異    數 
稅    前    損    益 

(差異是否達重大差異標準) 選項 

財測損益 自結損益 查核損益 自結-財測 查核-自結 查核-財測 

48,000 0 48,000 
?  4,860,000 4,908,000 4,908,000 

(否) (否) (否) 

48,000 (476,000) (428,000) 
?  4,860,000 4,908,000 4,432,000 

(否) (否) (否) 

48,000 (952,000) (904,000) 
?  4,860,000 4,908,000 3,956,000 

(否) (否) (否) 

48,000 (975,000) (927,000) 
?  4,860,000 4,908,000 3,933,000 

(否) (否) (否) 

48,000 (987,000) (939,000) 
?  4,860,000 4,908,000 3,921,000 

(否) (是) (否) 

48,000 (1,010,000) (962,000) 
?  4,860,000 4,908,000 3,898,000 

(否) (是) (否) 

48,000 (1,147,000) (1,099,000) 
?  4,860,000 4,908,000 3,761,000 

(否) (是) (是) 

門檻    972,000 981,600 9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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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實驗中是請受試者以個案公司簽證會計師之身份回答問題，為降

低受試者之敏感度及防禦心理，故再請受試者依其個人經驗加以判斷：類

似甲公司情況的所有公司中（即：將個案一般化），其最後公告並申報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告書所載述之備抵壞帳和稅前損益屬於各選項的

百分比各為何，填寫完後合計為 100% 。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 

此部份主要是為蒐集受試者之專業背景資料。另外詢問受試者依其審

計經驗認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第五條情形

之所有公司，在依同準則第十九條規定公告並申報自結損益表前，會事先

洽請審計人員進行初查或過目自結損益表的機率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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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定義與衡量 

為了檢定本研究的假說，明瞭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對審計人員審計

判斷的影響，以下就相關研究變數說明其定義及衡量方法。 

一、自變數： 

（一）有無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檢定 H1）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

日公布「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在此之

後有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之前則無此規定。實驗時，將此

自變數操弄為兩個水準：「適用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

開體系實施要點」（無須公告自結損益）及「適用公開發行公

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須公告自結損益）。 

（二）審計人員對公司公告自結損益是否有先前涉入之行為 

（檢定 H3） 

在有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的情形下，依 Tan（1995）之

先前涉入觀念，將此變數定義為審計人員在進行查核工作前是

否有涉入受查公司之自結損益。實驗時，將此自變數操弄為兩

個水準：「個案公司財務經理在公告自結損益表前並未洽請會

計師過目自結損益表，或在會計師過目後即公告之」及「個案

公司財務經理在公告自結損益表前有先洽請會計師過目自結損

益表，或在會計師過目後方公告之」。 

在未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前，自結損益並非公開資訊，亦無須和查

核損益相比，故審計人員無「先前涉入」的必要；審計人員之先前涉入只

在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故本研究雖有兩個自變數，

但實驗設計上只有三組，而非採 2（有無實施自結損益規定）X 2（有無審

計人員之先前涉入）的四組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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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受試者平均來自不同之會計師事務所，雖同為全球四大會計

師事務所，但為避免事務所間的差異影響實驗結果，故在統計分析時加入

會計師事務所之變數，以控制不同事務所間之差異。 

 

二、應變數 

本研究之應變數為審計人員的審計判斷，即在不同的實驗分組下

，對於實驗個案所進行的審計判斷結果，以審計人員所調整的損益金

額作為衡量。據此分析，不同實驗分組下審計人員的審計判斷是否會

有顯著的差異，以了解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對審計人員的審計判斷

有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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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試者與實驗程序 

由於本實驗為審計判斷個案，且涉及最終決策，故受試者以會計師或

審計經驗豐富之資深經協理為主（職稱因事務所不同而有異），本實驗以

審計經驗八年以上，且並非第一年任職經理者為受試者。因為在四大事務

所任職查核經理，一般而言需要審計經驗六至八年以上，故以八年為門檻

，且排除第一年任職審計經理職務者。 

本實驗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隨機發出 100 份實驗材料，回收 84份，

去除作答不完全或審計經驗不符合之受試者後，有效樣本為 75份，並據

以進行統計分析。 

受試者之職稱及審計經驗年資彙總如表 3-3-1： 

表 3-3-1  受試者之職稱及平均審計經驗年資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A B C D 合 計 

職稱： 合夥會計師 4 1 2 2 9 
  (資深)經(協)理 17 16 18 15 66 
   21 17 20 17 75 

平 均 年 資 (年) 9.43 10.6 9.55 9.59 9.79 

 

本實驗對於三種情境，依受試者間（between subjects）的操弄方式

隨機分派，進行實驗，因各組樣本回收份數不同，故每組人數不同，表 3-

3-2列示各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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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實驗各組受試者人數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組    別 A B C D 合計 

第一組 8 4 7 6 25 

第二組 8 6 6 6 26 

第三組 5 7 7 5 24 

合    計 21 17 20 17 75 

第一組：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前  
第二組：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後、審計人員無先前涉入 

第三組：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後、審計人員有先前涉入 

 

上述三組受試者在審計年資及查核公開財測之公開發行公司的經驗上

並無顯著差異（p-value 分別為 0.8005 及 0.3850），各組受試者之資料如

表 3-3-3 列示，可見受試者皆具相當之經驗，可從事本實驗所要求之判斷

工作。 

 

表 3-3-3  各組受試者之審計年資及查核公開財測公司之經驗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平  均 p-value 
平均審計年資（年） 9.80 10.00 9.54 9.79 0.8005 
平均查核公開財測公

司之經驗 （註） 
5.96 5.81 5.21 5.67 0.3850 

（註）經驗值基於 1－9尺度，1表示很少有此類經驗，9表示有很
豐富的此類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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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為 Ordered Probit Model、多變量變異數

分析（MANOVA）及 t 檢定，說明如下： 

一、Ordered Probit Model 

    本研究以 Ordered Probit Model 檢定各組受試者在進行第一題判斷個

案公司應調整金額時，各組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以了解實施公告自結損

益規定和審計人員先前涉入公司自結損益的行為，對受試者的判斷是否具

重大影響。 

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 

實驗中再請受試者依其個人經驗判斷，類似甲公司情況的所有公司中

（即：將個案一般化），其最後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告

書所載述之備抵壞帳和稅前損益屬於各選項的百分比。此部份實驗數據以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來檢定各組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三、 t 檢定 

在判斷公司管理當局在公告自結損益表前是否會先洽請審計人員進行

初查或過目自結損益表時，係要求受試者依 1-9 尺度表評估其認為的機率

（1 為很低，9 為很高）。故以 t檢定是否顯著大於 5評估公司管理當局

公告自結損益表前是否會先洽請審計人員進行初查或過目自結損益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