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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國內合夥人的盈餘分配與組別的業務績效息息相關，故瞭解經濟誘因
對各組別會計師審計品質的影響尤為重要。本研究以國內五大事務所內部組別
為對象，探討審計客戶佔事務所內組別業務比重的大小，是否會影響會計師允
許客戶管理當局操縱盈餘的空間。實證結果顯示，當審計客戶的組別重要性愈
高時，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的空間愈大；但隨著組別規模愈大而單一
客戶的相對重要性遞減時，會計師允許客戶管理當局操縱盈餘的彈性也會降
低。此外，本研究亦發現，會計師允許客戶管理當局盈餘操縱的方向是不對稱
的。對於裁決性應計數為正的公司，會計師會因客戶的組別重要性大，而允許
客戶管理當局有較大的向上操縱空間，然而隨著組別規模愈大，會計師允許客
戶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向上的空間有縮小的趨勢。另一方面，對於裁決性應計數
為負的公司，客戶的組別重要性卻不影響會計師允許客戶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向
下的空間。從本研究可知，在台灣目前的審計環境下，即使是五大事務所，會
計師在審計決策過程中仍偏重於經濟誘因的考量，而忽略審計失敗後可能發生
的聲譽(訴訟)損失。最後，我們發現在規模較小的組別中，上述審計品質不佳
的情形較規模較大的組別更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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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rofit sharing among partners of a CPA firm has important bearings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associated audit group, it is pivotal to explore whether
economic incentives affect the audit quality of audit groups within CPA firms.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auditors allow more discretionary accruals (hereafter DAs)
to clients from which the revenue account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of total revenues
from audit group of the Big Five CPA firms.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ore
important clients for the audit group have higher level of DAs. However, if audit
groups have relatively higher clientele, auditors tend to permit less DAs because of
les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a single client. Meanwhile, we also find evidences of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ors’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different directional DAs.
For companies with positive DAs, auditors are found to allow more
income-increasing accruals for more important clients of the audit group. However,
for audit groups with large clientele, the effect of client importance on auditors’
decision to allow income-increasing accruals declines. On the contrary, we did not
find similar results for companies with negative accruals. In sum, we conclude that,
even within Big Five CPA firms, economic incentives of auditors could overwhelm
CPA firms’ reputation, and thus cause auditors to report favorably to more important
clients of the audit group.
Keywords: Audit quality, Audit group, Discretionary accruals, 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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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審計客戶佔五大事務所內部組別業務比重的大小1，是否
會影響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盈餘管理的程度，藉以瞭解審計客戶對組別會計師
的重要性，是否會影響審計品質。審計功能在資本市場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而審計的功能卻須建立在會計師的審計品質上。然而會計師的審計品質，
卻非資訊使用者所能直接觀察。因此，會計師的審計品質往往倍受學者及實務
界所關心(Wallman 1996)。而會計師的審計品質則深受一個國家的法律環境、
經濟環境及文化的影響，因此，針對國內特有審計環境探討會計師的審計品質
將更形重要。
根據目前的文獻，主要是以事務所的規模衡量審計品質的良窳，因此，在
衡量客戶對會計師的重要性時，多以事務所整體規模衡量之(DeAngelo 1981;
Dopuch et al. 1987; McKeown et al. 1991; Kellogg 1984; Wilson and Grimlund
1990; Bonner et al. 1998; Stice 1991; Lys and Watts 1994; Reynolds and Francis
2001)。說明事務所規模對審計品質的影響，主要有兩個假說，分別為聲譽假
說(reputation hypothesis) 及深口袋假說(deep pocket hypothesis)。聲譽假說認為
規模大的事務所，審計不獨立對事務所公費及品牌(brand name)的影響，遠超
過客戶未來的準租(quasi-rent)。因此，在其他條件不變下，規模大的會計師事
務所其審計品質會較小型事務所為佳(DeAngelo 1981)。深口袋假說則認為，大
事務所有較多的財富，面臨的訴訟風險較高，且由於各合夥人互負連帶過失賠
償責任，因此事務所規模愈大，合夥人相互監督的力量會愈強，其審計品質也
愈佳(Dye 1993)。而實證上亦多支持五大事務所的審計品質較非五大事務所為
佳(Simunic and Stein 1987; Beatty 1989; Menon and Williams 1991; Balvers et al.
1988; Lennox 1999; Becker et al. 1998; Francis et al. 1999)。
在國內，會計師的法律責任與事務所的組織文化明顯迥異於國外。首先，
就國內法律環境而言，雖然近年來台灣會計師的法律責任有逐年增加的趨勢，
但與美國相較，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在國內，會計師被訴訟的現象極少發生，
且訴訟係以會計師個人為對象，而非會計師事務所整體，因而造成事務所內部
會計師相互監督力量不強及內部審計單位自主性提高（郭奕伶 2000； 林嬋娟
及蔡彥卿 1995； 林嬋娟等 1996； 林嬋娟與劉嘉雯 1999； 洪玉美 1995； 蔡
逸芳 1995）。
此外，就國內事務所的組織文化而言，事務所的審計客戶多由事務所內各
組別合夥會計師憑藉本身專業能力及人際關係招攬而來，審計決策及報告的簽

1

不同事務所採不同內部單位名稱，例如：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以組為內部審計單位；致遠會計師事務
所則以部為單位。雖單位名稱有所不同，然皆為事務所內次級單位。另外，各地分所亦為事務所內
次級單位，其與總所內之組別(部)為平行關係，本文以組別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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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亦多由負責查核組別的會計師所決定，事務所少有干涉（賴春田 2000）
。
因此，我們經常可以發現，當事務所合併時，反對合併的會計師往往可以率整
組人員及客戶跳槽，顯示客戶跟隨的是會計師所屬組別，而非事務所2。郭奕
伶(2000)曾引述林柄滄會計師的評論指出，國內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皆由中小型
事務所逐漸合併而成，合併後基於新加入會計師盈餘分配的自身利益，併入之
審計客戶，並未因合併而打散，此意謂著合併僅是同一會計師以合併後事務所
的名義繼續執業而已。更貼切地形容，誠如賴春田(2000)所言，
「事務所組織型
態為一類似計程車靠行式的組織，事務所內部審計單位各作各的，合夥的目的
純粹為了降低共同費用，更甚者只是為了使用同一個國外會計師聯盟的招牌。」
事務所內部單位自主性高的組織文化，亦反映在合夥會計師盈餘分配的制
度上。根據國內相關的調查顯示（林谷峻 1992；郭奕伶 2000），影響國內合
夥會計師盈餘分配的因素包括有：合夥人所負責組別的業務績效、年資及專業
能力，其中尤以組別的業務績效為最重要的因素。賴春田(2000)也指出，國內
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的盈餘分配制度大多採利潤中心制度(profit center)，各合
夥會計師只能分得自己部門的利潤。
從上述分析的結果可知，在美國的環境下，似乎將會計師與事務所整體的
利益，視為完全一致。但在台灣目前的環境下，會計師與事務所整體的利益，
不一定會完全一致3。因此，基於上述國內審計市場環境的特徵，本研究以與
國內會計師個人經濟誘因更密切的單位—事務所之組別，作為衡量的基礎，探
討審計客戶佔組別業務比重的大小對審計品質的影響，希望提供另一種評估會
計師審計品質的角度。
本研究以國內五大事務所內部的組別為對象，並以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盈
餘管理的空間，作為衡量審計品質的代理變數(proxy variable)，探討審計客戶
佔事務所組別業務比重，是否會影響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盈餘管理空間。本文
實證結果顯示，即使是五大事務所，當客戶佔各組別業務比重愈大時，會計師
允許管理當局操縱裁決性應計數(discretionary accruals)的空間越大。進一步分
析發現，當管理當局在操縱盈餘增加時，客戶組別重要性愈大，會計師的確會
允許管理當局有較大的空間。但當管理當局在操縱盈餘減少時，客戶組別重要
性，對會計師之審計決策並沒有明顯的影響。這現象可能是反映許多研究的發
現，由於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增加的成本大於操縱盈餘減少的成本，
使得會計師的查核重點主要在高估盈餘及淨資產的交易事項，而較不注重低估
2

3

根據商業周刊（608 期）報導，某明星會計師於民國八十九年從安侯協和會計師事務所帶走整組一
億二千萬元業務及一百多名人員，跳槽至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造成會計界極大的震撼。此外，
立本台灣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某合夥會計師，亦於民國八十八年九月一日起，帶領整組客戶併入眾信
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繼續執業。再者，民國九十年七月一日，眾智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4 位會計師亦帶
領整組員工 50 餘人加入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例如會計師可能為了個人利益而降低審計品質，而不顧其對事務所整體聲譽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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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及淨資產的交易事項(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 1998); Kinney and
Martin 1994; Becker et al. 1998; Heniger 2001)。最後，實證結果也顯示，在規模
較小的組別中，上述客戶組重要性對審計品質的影響，較規模較大的組別更為
嚴重。此結果意謂著，即使在五大事務所內，由於內部組別規模及客戶對組別
重要性的差異，還是可能使得其審計品質不具有同質性。
根據我們的瞭解，本文為首篇以事務所內部實際執行查核及審計決策的單
位為標的，探討其審計品質之研究，其研究發現應有下列幾項涵義。一、以五
大及非五大事務所作為審計品質差異之代理變數，可能無法完全代表審計品
質，應進一步對事務所內部單位審計品質差異進行瞭解。二、提供投資人、會
計師事務所及政府主管機關，在評估財務報表品質及相關管理機制的問題上，
能有更深入的瞭解，以提昇相關決策的品質。
本文其餘結構如下：第二節說明研究假說、研究方法及變數衡量；第三節
說明樣本選取及資料來源；第四節彙總實證結果及分析；最後，第五節則為結
論與建議。

貳、研究假說、研究方法及變數衡量
審計功能是公司管理當局用以降低與外部股東與債權人之間代理成本的
監督機制(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Watts and Zimmerman 1983)。而審計的價值
則來自於會計師能否抑制管理當局任意地操縱財務報導。根據 Watts and
Zimmerman (1983)及 DeAngelo (1981)的定義，審計品質是會計師是否「可以」
發現及「真實」報導財務報導誤述的聯合機率分配，前者受會計師專業能力
(competency) 的 影 響 ， 後 者 則 受 會 計 師 是 否 能 夠 維 持 審 計 獨 立 性 而 定
(independence)。而過去的實證研究發現，高品質的審計服務較能抑制管理當局
任意地操縱財務報導(Becker et al. 1998; Francis et al. 1999; Warfield et al. 1995)。
誠如前述，基於國內特殊的會計師法律責任、事務所組織文化及盈餘分配
制度，會計師在面臨審計決策時，對會計師個人經濟誘因與事務所整體利益的
考量並不完全一致4。就會計師個人利益而言，由於國內會計師盈餘的分配，
主要受所屬組別業務績效的影響（林谷峻 1992； 郭奕伶 2000； 賴春田
2000）。因此，會計師可能因審計客戶對本身業務績效的貢獻度大，較無法維
持其獨立性，而給予較大的盈餘管理空間，輕忽審計品質的下降對會計師事務
所整體利益的傷害（因為一旦發生審計失敗，聲譽（訴訟）損失的成本是由整
4

會計師決策時，可能同時受公費（包括審計與非審計公費）與聲譽訴訟成本的影響。就公費而言，
當會計師所允許的盈餘操縱空間過於保守時，可能迫使受查客戶更換會計師，造成審計公費收入減
少(Defond and Jiambalvo 1998）。就聲譽及訴訟成本而言，如果太縱容客戶進行盈餘管理，可能導致
審計失敗，造成會計師事務所聲譽受損及面臨相關主管機關懲處的風險。因此，會計師對客戶盈餘
操縱的態度，便取決於公費與聲譽及法律成本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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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事務所承擔5）
。此種個人經濟誘因與事務所整體利益不一致的情形，可能造
成會計師在作審計決策時，偏重於本身經濟誘因的考量而輕忽審計失敗後對事
務所可能造成的損失，形成會計師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問題(Narayanan
1995)。因此，本研究預期審計客戶佔事務所組別業務比重愈大時，會計師較
會允許管理當局有較大的盈餘管理空間。即建立下列之研究假說：
假說一：當審計客戶佔各組別業務愈大時，會計師會允許管理當局有較大
的盈餘管理程度。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預期，會計師作審計決策時，對個人經濟誘因的考量，
會隨著組別規模的不同而有所變化。在規模較小的組別中，由於客戶群較少，
單一客戶的相對重要性提高，進而增強會計師的經濟誘因。再者，規模較小的
組別，由於佔事務所比重較小，所以一旦事務所因審計失敗而聲譽受損，其受
影響的程度也可能較規模較大的組別為小。因此，本研究預期在規模較小的組
別中，客戶重要性對會計師允許盈餘管理程度的影響程度會高於規模較大的組
別。換言之，在規模較小的組別中，其審計品質會較規模較大的組別為差。即
建立下列第二個研究假說：
假說二：在規模較小的組別中，客戶重要性對會計師允許盈餘管理程度的
影響程度會高於規模較大的組別。
本研究驗證上述研究假說的方式，主要是依循 Warfield et al. (1995)、Becker
et al. (1998)、Francis et al. (1999)及 Frankel et al. (2002)之研究，以裁決性應計
數作為審計品質之代理變數6。文獻上之所以會以裁決性應計數作為審計品質
之替代變數的原因，主要是會計師在查核最後階段，會建議受查公司之調整分
錄。在實務上，最後的調整數字都是在會計師及受查公司協商下產生的。當審
計品質越佳時，會計師越能發現公司不當的調整分錄，在與公司協商最後的調
整分錄時，也較能夠堅持立場，而調整分錄主要調整的項目便是應計項目。因
此，審計品質會影響裁決性應計項目(Kinney and Martin 1994)7。
由於本研究並非屬於特定事件(non-specified event)盈餘管理的研究
（如 IPO
及財務困難公司等），無法預期事件年度裁決性應計數的方向。而且管理當局

5

6

7

國內目前審計環境的訴訟成本並不大，而且訴訟對象是針對會計師個人，而非會計師事務所整體，
故本研究認為深口袋假說在台灣並不適用。但會計師個人的審計失敗，仍會如 DeAngelo 所說，會造
成事務所的聲譽損失，進而造成經濟利益上的損害。
就盈餘管理的文獻而言，管理當局操縱損益不一定會透過應計項目進行操縱，如關係人交易或營業
外項目。但透過其他項目的操縱（如關係人交易或營業外項目）
，只要有證據證明確實發生，且已作
充分適切的揭露，會計師也無法要求其更改數字。故本研究僅以裁決性應計項目作為會計師允許管
理當局盈餘操縱的衡量變數。
此外，Kinney and Martin (1994)在檢視 1,500 多筆會計師的工作底稿後發現，會計師所建議之調整分
錄中，有超過 90%的調整分錄是調降該公司之淨利及淨資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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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年度操縱盈餘的方向（向上或向下操縱盈餘）
，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
契約及增資等）。就本研究目的而言，這些因素及管理當局的操縱行為難以直
接觀察。故本研究首先仿照多數文獻的做法，以裁決性應計數的絕對值，衡量
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盈餘管理的空間(Jones 1991; Francis et al. 1999; Defond
and Jiambalv 1994; Frankel et al. 2002)，根據 Warfield et al. (1995)及 Francis et al.
(1999)的研究指出，裁決性應計數的絕對值是衡量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增加及減
少合併效果較佳的替代變數。
不過，也有許多研究指出，會計師較容易因公司高估盈餘及淨資產，而遭
受訴訟或商譽上的損害（相對於低估盈餘及淨資產）(Kellogg 1984; Kinney and
Martin 1994; Bonner et al. 1998; 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換言之，會計師允
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增加或減少的態度並不一樣。誠如 Kinney and Martin
(1994)及 Trompeter (1994)的研究發現，會計師主要發揮的功能，是在阻止管理
當局操縱盈餘增加（正的裁決性應計數）
，較不在意管理當局操縱盈餘減少（負
的裁決性應計數）的行為。因此，其建議之調整分錄絕大多數為調降公司盈餘
及淨資產的分錄。換言之，如果以裁決性應計數絕對值衡量會計師允許管理當
局盈餘操縱的態度，可能會喪失某些資訊。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客戶對組
別的重要性，對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增加或減少行為的影響是否有所
差別。
至於裁決性應計數
（應變數）的估計，本文採用產業別橫斷面 modified Jones
模式估計。根據盈餘管理相關文獻顯示，非裁決性應計數(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會隨產銷環境變動，而 modified Jones 模式是在考慮產銷環境變動下，
估計裁決性應計數最佳的模式(Dechow et al. 1995)。此外，現有文獻也發現，
以產業別橫斷面之 modified Jones 模式，比時間序列之 modified Jones 模式佳
(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 DeFond and Subramanyam 1998; Teoh et al. 1998;
Subramanyam 1996; Bartov et al. 2001)；而且，採用時間序列之 modified Jones
模式，將使本研究之觀察值大幅減少，影響本研究之內部及外部效度。故本文
採用產業別橫斷面 modified Jones 模式估計裁決性應計數8。modified Jones 模式
如下：
TAit / Ait −1 = α t (1 / Ait −1 ) + β t [(∆REVit − ∆ARit ) / Ait −1 ] + γ t ( DFAit / Ait −1 ) + ω it

(1)

其中， TAit 為 i 公司第 t 期實際總應計數； ∆REVit 為 i 公司第 t 期實際營業
收入淨變動數； ∆ARit 為 i 公司第 t 期應收帳款變動數； DFAit 為 i 公司第 t 期折
舊性固定資產毛額； Ait −1 為 i 公司第 t 期期初總資產。
ˆ γˆ 9，
本文首先以普通最小平方法，估計出同產業公司正常水準下之 αˆ、
t β、
t
t
8
9

產業別係以公司代碼前二碼作為分類標準。
本文以觀察期前五年作為估計期，因此估計每一產業之迴歸式(1)時，觀察值最少有 3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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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觀察期內，各期之銷貨變動數減除應收帳款變動數後淨額及固定資產毛
額，代回公式(1)，用以估計觀察期各期非裁決性應計數之預測值，再將其自實
際總應計數中扣除，其差額即各期裁決性應計數。即 i 公司在 t 年之裁決性應
計數( DAit )估計如下：
DAit = TAit / Ait −1 − [αˆ t (1 / Ait −1 ) + βˆ t ((∆REVit − ∆ARit ) / Ait −1 ) + γˆt ( DFAit / Ait −1 )]

(2)

在自變數的衡量方面，本研究所關心的實驗變數--組別重要性，理論上應
以客戶的審計公費，佔該組別所有審計客戶審計公費總額之比率衡量之。但由
於目前國內並未強制要求公司揭露審計公費，各公司審計公費的資料無法取
得，故本研究依循相關文獻的作法，分別以各公司之銷貨金額取對數作為審計
公費之替代變數(Craswell et al. 1995; Francis 1984; Su 2000)10，並據以計算該客
戶的組別重要性。此外，根據現有文獻，裁決性應計數尚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為了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擾，本研究仿照相關之研究(DeFond and Subramanyam
1998; Becker et al. 1998)，以多變量迴歸分析的方式，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擾
下，檢視組別重要性對管理當局操縱裁決性應計數的影響。
在控制變數方面，Dechow et al. (1995)的研究顯示，營業現金流量與裁決
性應計數有密切負相關。Press and Weintrop (1990)的研究則發現，負債比例亦
可能影響裁決性應計數，因違反債務合約或有財務危機的公司其負債比例通常
較高，為避免違反債務合約或財務危機，管理當局通常會操縱裁決性應計數，
以提高公司盈餘數字。Becker et al. (1998)則認為，公司規模可能代表相當多的
遺 漏 變 數 (omitted variable) ， 因 此 必 須 加 以 控 制 ， 以 增 加 模 式 設 定 (model
specification)的正確性。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的研究則發現，因繼續經營
疑慮而被簽發保留意見或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公司，其裁決性應計數較大；因
此，審計意見型態亦包括在模式中。Francis et al. (1999)及 Becker et al. (1998)
認為，當公司有較大的總應計項目時，可操縱的裁決性應計數亦相對增大，因
此應將總應計項目取絕對值包括在模式中。最後，DeFond and Subramanyam
(1998)及 Becker et al. (1998)的研究發現，在會計師更換前後年度，裁決性應計
數都有顯著變化。其原因可能是前任會計師太過保守，導致遭客戶更換，因此
會計師最後一年的查核與裁決性應計數之間呈負向關係。不過，會計師最後一
年的查核與裁決性應計數絕對值之間的關係，則無法預期。至於會計師第一年
查核與裁決性應計數間的關係，會計師於第一年查核時，可能覺得不確定性較
大，故傾向於較保守的審計決策，因而使得第一年查核與裁決性應計數間的關
係呈現負相關。但另一方面，會計師於第一年查核時，也可能對客戶較不瞭解，
或會計師想要與其維持良好關係，比較無法發現客戶不當的操縱或比較容易與
其妥協，因而使得第一年查核與裁決性應計數間的關係呈現正相關。因此，本
10

根據 Craswell et al. (1995)及 Francis (1984)的研究顯示，審計公費與取對數後的銷貨收入之間具有高
度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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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亦不預期第一年查核與裁決性應計數間的方向。故本文對會計師更換前後
年度設虛擬變數，藉以控制更換會計師的影響。根據上述的討論，本研究之迴
歸模型可以下式表示之：
DAit (or DAit ) = β 0 + β 1OCFit + β 2 LEVit + β 3 SIZEit + β 4 GC it + β 5TAC it
+ β 6 LASTYRit + β 7 FIRSTYRit + β 8 IMPORGi + ε it

(3)

其中（下標 i 代表公司別，t 代表年度別）：
DAit (DAit) ：裁決性應計數絕對值（裁決性應計數）除以公司期初總資產。

OCFit

：營業現金流量除以期初總資產11。

LEVit

：總負債除以期初總資產。

SIZEit

：公司規模，以銷貨收入取對數表示。

GCit

：當年度因繼續經營疑慮而被簽發保留意見或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
公司設為 1，其它為 0。

TACit

：總應計數取絕對值後除以期初總資產。

LASTYRit

：會計師最後一年查核時，設為 1，反之設為 0。

FIRSTTYit

：會計師第一年查核時，設為 1，反之設為 0。

IMPORGi

：審計客戶 i 的銷貨收入取對數後，佔該組所有上市（櫃）審計客
戶銷貨收入取對數後總額之比率。

最後，在驗證規模較小的組別中，會計師作審計決策時，相對於規模較大
的組別，較會偏重在對個人經濟誘因之假說時，本研究以下列方式進行分析。
首先，依各組別規模之中位數，將組別劃分成規模大小兩個子樣本，並以虛擬
變數的方式衡量（以 GS 代表之）
，如果觀察值來自規模較小的組別，則 GS=1，
反之，GS=0。並在迴歸模式(3)中加入 IMPORGi × GS 作為解釋變數。根據假說
二之預期，如果應變數為 DA 或在 DA ≥ 0 的樣本時，則迴歸式中的 IMPORGi 及
IMPORGi × GS 之係數應顯著大於 0。此外，如迴歸式(3)的應變數為 DA 時，由
於盈餘操縱有迴轉的特性，為了控制當年度的 DA，可能受前一年度 DA 迴轉
的影響，本研究亦仿照過去文獻的作法，另在迴歸式(3)自變數中加入前年之
DA 作為控制變數（即 DAit −1 ）。

11

本研究另以期初股東權益作為平減，但實證結論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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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樣本選取及資料來源
本研究首先透過五大事務所，取得各組別合夥會計師名單，對照台灣經濟
新報社(Taiwan Economics Journal, TEJ)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檔案，以確定各組別
之客戶名單12，並進而取得每一客戶相關財務及審計意見等資料。限於取得之
分組會計師名單，本文之研究對象僅限於民國八十七年及八十八年，為五大會
計師事務所審計客戶之上市、上櫃公司。
本文蒐集資料方式是，只要公司為五大事務所審計客戶，且具有相關之財
務變數及審計意見型態資料，即納入樣本中。其次，金融保險業由於行業性質
特殊，財務資料結構與一般行業不同，恐引起估計裁決性應計數時產生困擾，
再加上其相關政策及會計制度須遵照財政部相關規定13，故本研究將金融保險
業排除於研究樣本之外14。最後，由於以產業別橫剖面 modified Jones 模式，建
立非裁決性應計數模式至少要有一定的樣本數，故估計迴歸式(1)時，如產業家
數不足六家之產業，則予以刪除15。根據上述條件，共產生 587 個觀察值。
茲將民國八十八年國內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相關資訊，及樣本在五大事務
所、年度及產業間的分配等資料彙整於表一。從表一 Panel A 可以發現，經過
數次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合縱連橫，整體而言，以安侯建業的規模最大，勤業、
資誠及眾信，則視規模定義的不同，在順序上分居 2、3、4 名。此外，致遠在
營業收入、會計師人數及員工人數上，則明顯小於其他四家事務所。另外，樣
本在各大事務所間的分配比例，則是以安侯建業及勤業為最大，分別為 26.4%
及 23.2%，致遠占的比例最小，為 14.5%。而樣本在 87 及 88 年度分配的比例，
則分別為 44.8%及 55.2%。最後，樣本在各產業間的分配，則以電子業佔的比
重最大(25.4%)，依次則為紡織、營建、鋼鐵及食品業，至於其他許多產業占的
比重則低 3%。
表二則彙總樣本各變數之敘述性統計資料，從表二的 A 部分顯示，全部樣
本的組別重要性( IMPORGi )平均值為 0.1040，範圍從 0.0002 至 0.6869。若進一

12

13

14
15

證期會規定台灣上市（櫃）公司的簽證會計師須有二位。絕大部份的公司，其二位簽證會計師皆屬
事務所內同一組別，僅有少數例外。在測試樣本中，若二位簽證會計師分屬不同組別，本文將其歸
入主簽會計師所屬組別。
我國商業銀行要定期分別向財政部金融局、中央銀行、存款保險公司、證期會等監理機構申報「營
運資料摘要」
、
「存放款利率」
、
「逾放比率」
、
「銀行法相關規定比率分析表」等各種會計與統計報表，
其業務受到比較多的管制。
雖然金融保險公司不列入樣本，但在計算重要性指標時，其亦納入組別所有客戶名單中。
因為估計期為 5 年，故估計迴轉式(1)之觀察值，至少有 3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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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分配統計資料

Panel A：民國 88 年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各項統計資料
安侯建業

勤業

資誠

眾信

致遠

20
71
209
1,600
5
4
26.4%

16
38
230
950
6
5
23.2%

15
40
150
1,275
6
5
17.7%

9-10
43
129
1,012
7
5
18.2%

8
31
50
750
8
6
14.5%

營業收入（億）
合夥人數
會計師人數
員工總人數
總所審計組別（部）數
各地分所數目
查核客戶佔總樣本比例
Panel B：樣本年度分配
年度別

87

88

百分比

44.8%

55.2%

Panel C：樣本主要產業分配 a

a

產業別

電子

紡纖

營建

鋼鐵

食品

百分比

25.4%

13.5%

8.6%

5.0%

4.5%

由於產業的種類很多，為節省篇幅，僅列示佔樣本比重前五大的產業。

步由組別規模大小來看，在規模較小的組別中，其組別重要性平均值為
0.1331，範圍從 0.018 至 0.6869；在規模較大的組別中，其組別重要性平均值
為 0.0781，範圍從 0.0002 至 0.4761，且二組別之重要性平均值具有顯著的差異
(p 值<0.01)，顯示在規模較小的組別中，由於審計客戶群較小，造成單一客戶
，其中 DA > 0
的相對重要性提高。而 | DA | 的平均數為 0.0463（中位數為 0.0514）
的觀察值有 228 個（占樣本的 38.8%）
， DA < 0 的觀察值有 359 個（占樣本的
61.2%）
， DA < 0 較 DA > 0 觀察值多的現象，與相關文獻的現象類似(Becker et al.
1998; Francis et al. 1999)16。另外，表二的 B 部分則列示樣本自變數間之 Pearson
相 關 係 數 ， 由 表 中 可 發 現 ， 裁 決 性 應 計 數 的 絕 對 值 ( DAit ) 與 組 重 要 性
( IMPORGi )、負債比率( LEVit )、公司規模( SIZEit )、是否因繼續經營疑慮被簽具
保留意見（或修正式無保留意見）( GCit )、及總應計項目的絕對值( TAC it )呈現
顯著的正相關，而與營業現金流量( OCFit )呈現顯著的負相關，皆與理論預期的
方向一致17。而組別重要性( IMPORGi )與其他控制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並不高，
多數的相關係數在 0.1 以下，只有與公司規模( SIZEit )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為
0.107。整體而言，自變數間之共線性問題並不嚴重。
16

17

對於 DA<0 比 DA>0 的觀察值為多，作者翻閱相關國內盈餘管理文獻，並未發現學者對此多所著墨。
不過，作者猜測，當管理者操縱盈餘向上後，往往會在往後數期分期迴轉，而不會於操縱盈餘向上
後之下期立即全部迴轉，此可能為 DA<0 比 DA>0 的觀察值為多的原因。
裁決性應計數的絕對值( DAit )與會計師第一年查核(FIRSTYR)呈現負相關，似乎是傾向支持會計師
於第一年查核時，也可能對受查人較不瞭解，或會計師想要與客戶維持良好關係，比較無法發現公
司不當的操縱或比較容易與受查者妥協的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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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Panel A：敘述性統計量
變
數
樣本數

平均數

敘述性統計
標準差

中位數

極小值

極大值

DAit

587

.0463

.0614

.0514

.0002

.8623

DA>0

228

.0514

.0553

.0432

.0002

.8281

DA<0

359

-.0411

.0603

-.0501

-.8632

-.0001

OCFit

587

.0142

.0762

.0128

-1.0788

.2935

LEVit

587

.4176

.1627

.3262

.0591

.8195

SIZEit

587

6.4765

.6074

6.3970

3.8069

8.1080

GCit

587

0.051

0.301

0

1

TACit

587

.0342

.0324

.0003

.8477

LASTYRit

587

.020

.0312

0

0

1

FIRSTTYit

587

.030

.0327

0

0

1

IMPORGi
IMPORGi 大組

587

.1040

.1323

.1106

.0002

.6869

311

.0781

.0913

.0619

.0002

.4761

276
.1331
Panel B：Pearson相關係數矩陣

.1224

.1432

.0018

.6869

IMPORGi 小組

0
.0597

OCFit

LEVit SIZEit GCit TACit LASTYRit FIRSTTYit IMPORGi

-.168***

.259** .016** .099* .115* .011

.156*

.066*

OCFit

-.137 .068

-.001 -.028 .004

-.018

.008

LEVit

.076

.129* .038

.146*

.028

-.069 .002

.047

.107*

.039

-.051

.052

.055

.029

-.006

.015

-.021

-.005

DAit

*

SIZEit

.103

GCit
TACit

.060*
*

LASTYRit
FIRSTTYit
a ***
b

**

.

.008

*

、 與 分別表示 1%、5%與 10%的顯著水準。
： 裁決性應計數取絕對值後除以公司期初總資產。
： 營業現金流量除以期初總資產。
OCFit
： 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LEVit
SIZEit
： 公司規模，以銷貨收入取 log 表示，單位為仟元。
： 當年度因繼續經營疑慮而被簽發保留意見或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公司設為 1，其它為 0。
GCit
TACit
： 總應計項目取絕對值後除以期初總資產。
LASTYRit ： 會計師最後一年查核設為 1，反之設為 0。
FIRSTTYit ： 會計師第一年進行查核設為 1，反之設為 0。
： 審計客戶 i 的銷貨收入取對數後，佔該組所有上市上櫃審計客戶銷貨收入取對數後總額之比率。
IMPORGi
DAit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前曾提及國外文獻在衡量審計客戶重要性時，皆以審計客戶佔事務所整體
業務的比例作為衡量指標。然而，基於國內特有之法律及審計市場環境，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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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方式不一定能夠精確反應審計客戶對事務所內部決策單位的影響。因此，
為了突顯本研究實驗變數-組重要性( IMPORGi )及傳統國外文獻變數-所重要性
( IMPORFi )於審計品質衡量上的差異，故將 IMPORGi 及 IMPORFi 分別放入迴歸式
(3)中進行測試，並將估計結果彙整於表三。由於 White 檢定(White test)顯示，
以 OLS 估計迴歸式(3)有明顯的異質變異數(heteroskedasticity)的現象，故表三
係以 White 共變異數矩陣(heteroskedasticity-corrected covariance matrix)調整之
OLS 估計之(White 1980)。
表三模式一代表以事務所內部組別為單位，衡量客戶重要性對會計師審計
品質的影響，從模式一之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可能影響裁決性應計數之因素
後，組別重要性( IMPORGi )，與裁決性應計數絕對值( DAit )之間，具有顯著之
正相關(p 值=0.051)。換言之，即使是五大事務所，佔組別業務比重愈大的審計
客戶，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盈餘管理的程度也愈高，即支持本研究假說一。另
外，表三模式二係以事務所整體規模，衡量客戶重要性對會計師審計品質的影
響，從模式二之結果顯示，如果仿效國外文獻的思維，以客戶佔整體事務所的
比重作為重要性指標( IMPORFi )，雖該係數為正，但不具統計顯著性(p 值
=0.306)。綜合表三模式一及模式二的結果顯示，如以事務所整體為基礎衡量客
戶的重要性，似乎是支持事務所規模越大，其審計品質較不受單一客戶重要性
的影響。然而事實卻不然，在國內的審計環境下，單從事務所整體規模的大小，
似乎難以對審計品質作精確的衡量，如從各組別的角度衡量客戶重要性，發現
即使是五大事務所，其審計品質還是不一樣的18。
為了進一步探討不同組別規模對會計師決策上的影響，以驗證在規模較小
的組別中，會計師作審計決策時，相對於規模較大的組別，較會偏重在對個人
經濟誘因考量，進而允許客戶有較大盈餘管理的空間。本文在迴歸式(3)中加入
IMPORGi × GS 作為解釋變數，其估計結果列示於表三之模式三。從模式三的實
證結果發現， IMPORGi × GS 之係數顯著為正(p 值=0.046)，而 IMPORGi 之係數亦
為正，仍具有邊際的顯著性(p 值=0.101)。這樣的結果顯示，即使在規模較大的
組別中，客戶的重要性仍會影響會計師允許審計客戶盈餘管理的彈性。

18

在此並不是推翻 DeAngelo (1981)的看法，而在強調台灣的環境下，從事務所整體衡量個別客戶對會
計師的經濟誘因並不一定能夠完全捕捉到個別客戶對會計師的經濟誘因，若能從組別衡量個別客戶
對會計師的經濟誘因，還是可以看到個別客戶的經濟誘因對會計師審計決策之影響，其精神與
DeAngelo 的推論邏輯是一樣的。此外，本研究不宜用以推論，五大事務所之審計品質不佳。因為
本研究僅包含五大，未包含非五大。審計品質的好壞，需要一個標竿(benchmark）作為衡量的標準。
在缺乏標竿之下，無法直接推論五大的審計品質不佳（只能推論相對品質）。例如一般研究也僅能
推論五大的審計品質較非五大好。但五大本身的品質好到什麼程度，則無法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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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Model:

以組重要性及所重要性衡量客戶重要性時，
對會計師允許公司操縱盈餘空間之影響

DA it = β 0 + β 1OCF it + β 2 LEV it + β 3 SIZE it + β 4 GC it + β 5 TAC it + β 6 LASTYR it
+ β 7 FIRSTYR it + β 8 IMPOR Gi (or IMPOR Fi ) + β 9 (IMPOR Gi × GS ) + ε it

迴歸係數（括號內為 p 值）
自變數

CONSTANT
OCFit
LEVit
SIZEit
GCit
TACit
LASTYRit
FIRSTTYit
IMPORGi
IMPORFi

預期
符號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

.0146
(.541)

-.0146
(.512)

.0216
(.476)

-

-.2870
(.000)

-.2740
(.000)

-.2730
(.000)

+

.06993
(.000)

.0699
(.000)

.0676
(.000)

+/-

-.0017
(.319)

.0020
(.503)

-.0028
(.537)

+

.0110
(.021)

.0114
(.046)

.0108
(.051)

+

.381
(.000)

.3770
(.000)

.3780
(.000)

?

.0090
(.439)

.0005
(.433)

.0023
(.445)

?

.0477
(.001)

.0467
(.000)

.0467
(.002)

+

.0321
(.051)

.0254
(.101)
.0288
(.306)

+

.0502
(.046)

IMPORGi×GS
Adj.R 2

23.0%

22.9%

23.2%

F Value

22.913
(0.000)

22.612
(0.000)

20.709
(0.000)

a

若有預期符號，p 值為單尾檢定，否則 p 值為雙尾檢定。
t 值與 p 值係依 White (1980)共變異數矩陣(heteroskedasticity-corrected covariance matrix)加以調整。
c
DA it
：
裁決性應計數取絕對值後除以公司期初總資產。
OCFit
：
營業現金流量除以期初總資產。
LEVit
：
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
公司規模，以銷貨收入取 log 表示。
SIZEit
GCit
：
當年度因繼續經營疑慮而被簽發保留意見或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公司設為 1，其它為 0。
TACit
：
總應計項目取絕對值後除以期初總資產。
：
會計師最後一年查核設為 1，反之設為 0。
LASTYRit
FIRSTTYit ：
會計師第一年進行查核設為 1，反之設為 0。
IMPORGi
：
審計客戶 i 銷貨收入取對數後，佔該組上市上櫃審計客戶銷貨收入取對數後總額之比率。
：
審計客戶 i 銷貨收入取對數後，佔該事務所上市上櫃審計客戶銷貨收入取對數後總額之比
IMPORFi
率。
GS
：
組別規模較小者設為 1，反之，設為 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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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規模較小的組別中，相對於規模較大的組別，會計師更會受到組別重
要性的影響，允許客戶有更大的盈餘管理彈性，即支持本研究假說二。至於在
控制變數方面，模式一至模式三估計的結果大致相同。其中裁決性應計數的絕
對值( DAit )與負債比率( LEVit )、有繼續經營疑慮之保留意見或修正式無保留意
見( GCit )、及總應計項目的絕對值( TAC it )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而與營業現金流
量( OCFit )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其皆符合理論預期。至於為會計師第一年之查核
( FIRSTYRit )與 DAit 之間的關係，雖然理論上有不同的預期，但實證結果似乎比
較傾向支持會計師於第一年查核時，也可能對受查人較不瞭解，或會計師想要
與客戶維持良好關係，比較無法發現公司不當的操縱或比較容易與受查者妥協
的論點。
最後，誠如前述，許多研究指出，會計師對於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增加（正
的裁決性應計數）及減少（負的裁決性應計數）的行為，其關切的程度並不一
樣。由於會計師較易因未發現管理當局高估盈餘及淨資產而遭受訴訟或商譽的
損害，但卻不易因未發現管理當局低估盈餘及淨資產而遭受訴訟或商譽的損
害。因此，會計師會較注意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增加的行為，但較不在意其操縱
盈餘減少的行為（甚至對於管理當局保守的會計處理樂觀其成）(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 Kinney and Martin 1994; Becker et al. 1998; 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 Kellogg 1984; Trompeter 1994)。在此情況下，如以裁決性應計數的絕對值
衡量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盈餘操縱的彈性，可能會發生喪失資訊的現象。因
此，本研究進一步將全部的觀察值，再依裁決性應計數的正負，區分成二組子
樣本，並以迴歸模式分別測試。除了再次測試上述假說的穩健性(robustness)
外，亦進一步瞭解，客戶組重要性對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增加或減少
行為的影響是否有所差別。
玆 將 上 述 迴 歸 分 析 的 結 果 彙 總 於 表 四 19 ， 由 於 迴 歸 式 中 已 加 入
IMPORGi × GS 作為解釋變數，故 IMPORGi 的係數( β 9 )代表規模較大組別客戶重
要性對裁決性應計數的影響，而 IMPORGi × GS 的係數( β 10 )則代表因屬於規模較
小組別，客戶重要性對裁決性應計數的邊際影響（ β 9 + β 10 代表規模較小組別
客戶重要性對裁決性應計數的影響）。從表四中可以看出，在裁決性應計數為
正的子樣本中， IMPORGi 的係數( β 9 )仍顯著為正 (p 值=0.085)，顯示即使在規
模較大的組別中，審計客戶佔組別業務比重愈大時，會計師似乎也有允許管理
當局盈餘向上調整幅度越大的傾向。此外， IMPORGi × GS 的係數( β 10 )亦顯著為
正(p 值=0.000)， β 9 + β 10 亦顯著大於 0(p 值=0.000)，顯示在規模較小的組別中，
客戶佔組別業務比重愈大，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盈餘向上調整幅度越大的傾
向，相對於規模較大的組別會計師越趨明顯。上述的結果似乎是反映，會計師

19

裁決性應計數為正的子樣本，White 檢定仍顯示有變異數異質的現象，故仍以 White 共變異數矩陣
調整 OLS 估計之。但裁決性應計數為負的子樣本，則未有明顯變異數異質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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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審計決策時，會受到審計客戶對會計師個人經濟誘因的考量，而隨著組別規
模的增加，審計客戶對會計師個人經濟誘因有遞減的趨勢。
另一方面，在裁決性應計數為負的子樣本中，則 IMPORGi 及 IMPORGi × GS 與
應變數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換言之，會計師在作審計決策時，對於管理當
局將盈餘向下操縱的行為，並不會因客戶重要性的大小，而有明顯的差異。這
或許是反應會計師在執行查核工作時，較注重在高估盈餘及淨資產的事項，而
較忽視低估盈餘及淨資產的事項所致，進而導致客戶重要性的因素，於會計師
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減少的行為上，不是其考量的因素。
最後，為了增加實證結論的穩健性，本研究進行下列幾項敏感性分析：
1. 為了避免極端值(outlier)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研究剔除自變數超過該
自變數標準差三倍的觀察值，共剔除 24 個觀察值，但結論並不受影響。2. 由
於各大事務所之上市（櫃）公司客戶集中在台北總所，對其他分所而言，一家
上市（櫃）公司，可能即占分所業務相當大的比重。為瞭解上述實證結果是否
因非台北總所所引起，本研究排除非台北所查核之上市（櫃）公司之觀察值，
僅針對台北總所的組別進行測試。其實證結果如下：於表三模式一之 IMPORGi
之係數為 0.0241（p 值=0.094）
；表三模式三之 IMPORGi × GS 之係數為 0.039（p
值=0.117）；在 DA>0 的子樣本中，IMPORGi 與 IMPORGi × GS 之係數分別為
0.0196（p 值=0.090）及 0.0468（p 值=0.054）。上述結果顯示，本文之實證結
論並未受非台北所之影響。
2. 有些文獻以總資產取對數作為公費的替代變數，故本研究另以總資產之
對數代替 Log(Sales)，衡量個別客戶佔組別會計師重要性( IMPORGi )，但仍不影
響結論（只是其統計顯著性稍為下降）。
3. 由於在相關係數矩陣中，組重要性( IMPORGi )變數與公司規模變數
( SIZEit )之間的相關係數為 0.107。為了區分二變數之間的關係，本文以迴歸式
(3)再額外加入交叉乘項( IMPORGi × SIZEit )變數對以組別為單位的樣本進行測
試。交叉乘項中的公司規模( SIZEit )變數改為虛擬變數，若公司規模大於樣本中
位數者設為 1；小於中位數者設為 0。此交叉乘項主要在測試規模大小不同的
公司，其重要性( IMPORGi )變數是否有差異。同時也可觀察組重要性( IMPORGi )
與公司規模( SIZEit )變數之間交互作用對結果的影響。結果發現，組重要性
( IMPORGi )仍然顯著為正，而交叉乘項係數雖為正，但並不顯著（p 值=0.231）。
這一結果說明，組別重要性與估計裁決性應計數之間的關係，無論在大公司群
或小公司群皆為一致，亦即組別重要性與估計裁決性應計數之間關係，不受公
司規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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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客戶重要性對會計師允許操縱盈餘增加
及減少公司操縱空間之影響

DAit = β 0 + β1OCFit + β 2 LEVit + β 3 SIZEit + β 4GCit + β 5TACit + β 6 DAit −1 + β 7 LASTYRit
+ β 8 FIRSTYRit + β 9 IMPORGi + β10 IMPORGi × GS + ε it

自變數

CONSTANT

預期
符號

+/-

迴歸係數（括號內為 p 值）
預期
DA>0 之樣本
DA<0 之樣本
(N=228)
(N=359)
符號
-0.0216
-0.0088
+/(0.341)
(0.779)

OCFit

-

-0.696
(0.000)

-

-0.499
(0.000)

LEVit

+

0.0299
(0.010)

-

-0.115
(0.000)

SIZEit

+/-

0.0087
(0.035)

+/-

0.0064
(0.027)

GCit

+

0.0130
(0.006)

-

-0.0045
(0.216)

TAC it

+

0.0166
(0.373)

-

-0.271
(0.002)

DAit −1

-

-0.0294
(0.129)

-

-0.0452
(0.192)

LASTYRit

-

-0.0123
(0.393)

-

-0.0121
(0.256)

FIRSTYRit

?

0.01677
(0.105)

?

-0.0175
(0.212)

IMPORGi

+

0.0210
(0.085)

-

-0.0264
(0.183)

IMPORGi × GS

+

0.0820
(0.000)

-

-0.0143
(0.345)

Adj.R 2

F 值
a
b
c

39.9%
52.325
(0.000)

17.9%
22.541
(0.000)

若有預期符號，p 值為單尾檢定，否則 p 值為雙尾檢定。
t 值與 p 值係依 White (1980)共變異數矩陣(heteroskedasticity-corrected covariance matrix)加以調整。
變數定義同表三。

4. 最後，為了避免各大事務所間品質控制政策等因素，影響本研究結果，
故在迴歸式(3)中加入 Firm1 、 Firm2 、 Firm3 及 Firm4 之虛擬變數，藉以控制各大
事務所間品質控制政策或客戶群特徵的差異。結果顯示上述實證結果仍然相當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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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過去文獻主要是從經濟誘因及法律責任的觀點，推論事務所的規模愈大，
會計師的審計品質愈佳。然而就台灣法律環境及審計市場的生態而言，事務所
的規模，是否就是審計品質的代名詞，應有許多值得斟酌之處。就我們所知，
本研究是首篇以事務所內部的組別為標的，探討審計客戶佔事務所組別業務比
重的大小，是否會影響會計師審計品質的研究。實證結果發現，會計師在作審
計決策時，會受審計客戶對會計師個人經濟利益的影響，當審計客戶越重要，
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的彈性（即 DA ）越大；但隨著組別會計師客戶
群的增加，單一客戶的重要性遞減，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的彈性即會
降低。此外，本研究亦發現，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盈餘操縱的方向並不是對稱
的，對於操縱盈餘增加的公司，會計師會因客戶的重要性越大，允許管理當局
有較大操縱盈餘增加的空間；但隨著會計師客戶群的增加，單一客戶的重要性
遞減，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增加的空間會降低。另一方面，對於操縱
盈餘減少的公司，審計客戶的重要性卻不會影響會計師允許管理當局操縱盈餘
減少的空間。這種的現象應是反映許多研究發現，會計師的查核重點主要在高
估盈餘及淨資產的交易事項，而較不注重低估盈餘及淨資產的交易事項。
本研究結果對投資人、會計師事務所及政府主管機關應有許多隱含的意
義。對投資者而言，本研究可以協助其判斷審計品質及財務資訊品質，以提高
其決策品質。對會計事務所而言，本研究顯示，在台灣目前的環境下，國內會
計師在審計決策上，會分開考慮審計客戶對組別及對事務整體的影響，進而造
成組別較小的會計師在做審計決策時，可能會偏重於個別會計師經濟誘因的考
量，而較忽略對整體會計師事務所的影響。對整體事務所而言，並非是最佳的
情況。因此，事務所必須訂出一套控制所內會計師維持審計品質的機制。在合
夥會計師盈餘分配制度上，應加重以事務所整體之盈餘分配指標，以縮小會計
師個人與事務所整體利益衝突。誠如 Kandel and Lazear (1992)的研究顯示，當
合夥組織愈大時，以事務所整體盈餘作為合夥人分攤基礎的盈餘分配制度，相
較於以組別（部門）為基礎的盈餘分配制度，將較符合事務所的利益，進而減
少會計師道德危機的問題。對政府主管機關而言，可從法律責任方面，仿照美
國的作法，加強事務所與其所屬會計師連帶責任。當會計師有過失時，不能夠
只懲處個別會計師，事務所必須負連帶責任，藉以加強事務所內各會計師間相
互監督的功能。甚至鼓勵事務所對同一客戶實施會計師輪調的制度，促使目前
審計市場生態朝向良性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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