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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diting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in Taiwan require two audit partners to sign their
names on the audit report (dual-signature hereafter) since 1983.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audit quality is higher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than under the singlesignature requirement.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ual-signature regime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audit quality as proxied by issuing more modified audit opinions,
and that such an association exists only for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but not for non-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In addition, the informativeness of
earnings and 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s are higher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suggesting that investors perceive higher earnings quality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Keywords】dual-signature, audit quality, audit opinion
摘要
台灣自 1983 年開始施行由兩位會計師同時在查核報告上簽名之會計師雙簽制度，本
文以雙簽制度施行前後之公開發行公司為樣本，探討會計師簽發之審計意見在單簽或
雙簽制度下是否存有顯著差異。實證結果顯示，會計師雙簽制度下，會計師簽發非無
保留審計意見的機率顯著較高。同時，雙簽制度施行下，會計師僅對上市公司簽發非
無保留審計意見之機率提高，並未提高會計師對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簽發非無保留審計
意見的機率。此外，聘請會計師雙簽的公司，盈餘資訊內涵與盈餘反應係數顯著較單
簽制度為高，代表資本市場亦肯定會計師雙簽制度對於盈餘品質之正面影響。
【關鍵字】會計師雙簽制度、審計品質、審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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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許多研究顯示，會計師個人特質將影響審計品質 (Gul,Wu, and Yang,
2013; Aobdia, Lin, and Petacchi, 2015)，世界各國因此紛紛要求企業在查核報告上揭
露簽證會計師姓名 1。與其他國家在近期才開始要求簽證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上簽名
有所不同，我國主管機關原就要求會計師個人必須在查核報告上簽章。同時，為提
升會計師審計品質，我國主管機關在 1983 年修訂「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
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其中規定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需由兩位會計師共同簽
章，稱為會計師雙簽制度。台灣審計實務上將兩位會計師區分為主查會計師 (Lead/
Engagement Auditor) 與副查（或稱為複核）會計師 (Concurring Auditor)，所謂主查
會計師係指實質審核受查公司財務報表之會計師，副查會計師則針對查得之證據進
行書面複核，不進行實質查核（陳慧玲、張瑀珊與顏信輝，2012）。唯我國證券交
易法與會計師法對於會計師法律責任的規範，並未有主查與副查會計師之區分。過
去會計師懲戒處分，亦未發現有因主查與副查會計師之區分，而有不同懲戒處分之
情形。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2009) 指出，簽證會計師在查核報
告上署名，可能有助於提升會計師責任 (Accountability) 與透明度 (Transparency)，
從而對審計品質有正向影響。若兩位會計師同時署名，形同兩位會計師同時為所簽
證之財務報表品質把關，自然可能更進一步提升審計品質。然若兩位會計師獨立且
重複執行審計工作，將增加企業與事務所之成本。另一方面，若兩位會計師係分別
進行查核與複核之工作，則我國已於 2009 年公佈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46 號－會計
師事務所之品質管制」中，已要求事務所須進行查核案件之複核。此時，複核案件
之品質管制會計師可能與在審計報告中署名，負責複核工作的副查會計師，有疊床
架屋之嫌，而徒增事務所之成本。由於上述原因，我國許多會計師主張廢止雙簽制
度 2。唯另一方面，我國審計實務上，係由兩位簽證會計師共同負責查核案件，例如：
當主查會計師無法出席客戶董事會時，會由另外一位會計師出席。就相互代理而言，
副查會計師亦為查核案件之負責會計師，而非獨立於查核客戶外之獨立品質管制會
計師。因此，雙簽制度與獨立的品質管制複核又似乎並無重複累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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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盟 議 會 2006 年 5 月 通 過 Eighth Directive on Statutory Audit， 要 求 負 責 查 核 之 會 計 師
(Engagement Auditor) 須於審計報告上簽章，部分國家於 2008 年開始適用會計師個人簽章制度。
https://pcaobus.org/News/Events/Documents/10222008_SAGMeeting/BP_Signing_Auditor_Report.
pdf。美國 PCAOB 也在 2017 年開始要求上市公司揭露簽證會計師姓名。https://pcaobus.org/
News/Releases/Pages/SEC-approves-transparency-Form-AP-051016.aspx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2015)
2010 年立法院舉辦「廢止會計師查核簽證公開發行公司財報，需由聯合或法人會計師事務所兩
位會計師雙簽」公聽會，即在討論我國是否應由會計師雙簽制度改為單簽制度（陳懷瑜，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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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兩位會計師同時負責且簽證之雙簽制度是否確實有助於提升審計品質，
本文比較 1983 年法規由會計師單簽制度改為雙簽制度前後，會計師審計意見之決
策是否有所不同。過去文獻為討論非現行制度的影響，除了以實驗方式進行研究外，
會採用曾經施行類似制度的期間進行研究。例如：Chow (1982) 為分析企業自願性
聘任會計師的動機，他以尚未強制企業聘任會計師簽證的 1926 年為樣本期間。又
如：Ruiz-Barbadillo, Gómez-Aguilar, and Carrera (2009) 分析會計師事務所輪調的影
響，他們以西班牙 1991 年到 1994 年，會計師事務所需強制輪調之期間進行研究。
再如，2008 年金融危機，引發增強揭露銀行壓力測試結果的監理規定，為了評估其
對金融穩定的影響，Granja (2018) 以 1869 年至 1913 年美國各州的揭露規定及其後
果加以研究。儘管所分析之資料期間資本市場環境可能與現況有所不同，但以過去
施行類似制度之資料進行研究仍有其價值。與前述文獻類似，本文為討論單一會計
師簽證與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其審計意見決策是否有所差異，以 1983 年我國強
制公開發行公司採用會計師雙簽制度前後年度為樣本期間進行分析。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雙簽制度下兩位會計師共同所為之審計意見決策與單簽存
有顯著差異，在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審計意見的因素下，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審計意
見之機率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由於上市公司受到主管機關與投資人較多的注目，
因此相對於非上市之其他公開發行公司，雙簽制度對會計師審計決策的影響僅存在
於上市公司中。會計師並未因為雙簽制度的實施，對於非上市之公開發行公司財務
報告出具顯著不同之審計意見。除了審計意見外，以上市公司子樣本分析的結果顯
示，資本市場肯定會計師雙簽制度對於盈餘品質之影響，雙簽制度下，企業盈餘宣
告時，盈餘資訊內涵與企業之盈餘反應係數都顯著較會計師單簽時為高。
本文貢獻如下：首先，本文為首篇以實地檔案資料探討會計師在雙簽與單簽制
度下審計品質之差異的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就審計意見、盈餘資訊內涵與盈餘反
應係數而言，會計師雙簽制度下審計品質優於單簽制度。此外，會計師對於上市公
司之審計決策顯著因為雙簽制度的施行有所不同，但對於非上市的其他公開發行公
司，會計師的決策則不受制度差異而有所不同，可能是因為前者較後者更受投資大
眾與證券主管機關之注意。本文結果支持目前施行之雙簽制度，也可以提供政府未
來法規修正之參考，若主管機關考量放寬會計師雙簽制度，或可由會計師審計決策
無顯著差異的非上市之公開發行公司開始試行。同時，本文結論也可供其他國家主
管機關參考，目前多數國家僅要求主查會計師（通常為一位會計師）在查核報告上
簽章，各國主管機關可思考採用雙簽制度可行性。其次，透過比較會計師在雙簽前
後對於上市公司與其他公開發行公司出具之審計意見，本文對於會計師審計決策有
更多的瞭解。最後，以上市公司子樣本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資本市場也認同雙簽
制度下企業盈餘品質優於會計師單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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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二節將回顧會計師簽證相關文獻並提出研究假說，第三節說明研究方
法，第四節呈現本文實證結果，第五節為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一、我國會計師雙簽制度背景與各國簽證制度規定
1983 年修正的「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需由兩位會計師共同簽章。當時的立法意旨是期望透過兩位
會計師共同簽證的制度，以達成簽證案件品質管制與保障投資人權益的目的（徐谷
楨，2010）。惟依規定雖然由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但實務上主要由一名主查會計
師負責查核，另外一位僅就所得之資料進行分析與書面複核（陳懷瑜，2010）。
我國無論在證券交易法或會計師法中，皆未有主查會計師或副查會計師的區
別。例如：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之一規定，會計師辦理財務報告之簽證，有不正當
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損害發生者，負賠償責任。第 32 條有
關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亦規範會計師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證者，若公開說明書內容有
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就其應負責部分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行政責任部分，
證券交易法第 37 條規定，會計師辦理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發生錯誤或疏漏者，
主管機關得處分之。前述規定都顯示，在財務報告上簽章的會計師需負擔相關責任，
而該責任並無主查會計師與副查會計師之區別。法律實務上，亦未有因為主張自身
為副查會計師，而受到較輕微之處罰的案例。以力霸案為例，兩位會計師同時被金
管會證期局撤銷簽證之核准，並未有因為身為主查會計師或副查會計師而有不同之
處分。尤其在刑事責任方面，由於力霸公司之主查會計師同意認罪協商，取得緩刑，
而副查會計師卻因不認罪，最終因力霸、嘉石化與亞太固網簽證不實合計遭判刑 22
個月 3。力霸案事件之副查會計師在行政與刑事之法律責任，亦促使會計師界開始
思考我國雙簽制度存廢之議題（立法院公報處，2010）。
與台灣規定需由兩位簽證會計師簽證不同，多數國家僅要求負責查核之會計師
(Engagement Auditor) 需於查核報告上簽名。例如澳洲審計準則公報 700 號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AUASB, 2018) 第 47 條規定負責查核之會計師需於查
核報告上簽名 4。瑞典政府亦要求上市公司查核報告需由會計師個人簽章，而實務
上 通 常 由 一 位 會 計 師 於 查 核 報 告 上 簽 章 (Zerni, 2012; Sundgren and Svanström,

3

4

該案件經上訴後，根據 98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57 號判決，副簽會計師因力霸、嘉食化簽證不實
各處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各減刑為七個月，亞太固網簽證不實，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減
刑為八個月，業經判決確定。
參考網址：http://www.auasb.gov.au/admin/file/content102/c3/ASA_700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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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歐盟議會通過之決議係要求會計師查核報告上需由一位以上可代表事務所之
會計師簽章，並未強制要求簽證會計師之人數 5。就作者所知，與台灣相同，強制
要求由兩位會計師在查核報告上簽章的國家僅有中國。中國註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
1501 號之第十條規定，查核報告應包括註冊會計師的簽名與蓋章。同時，根據「財
政部關於註冊會計師在審計報告上簽名蓋章有關問題的通知」，審計報告應當由兩
位具備相關業務資格的註冊會計師簽名蓋章並經會計師事務所蓋章方為有效。其中
合夥會計師事務所需由一位對審計項目負最終複核責任的合夥人和一位負責該項目
的註冊會計師簽名蓋章。有限責任事務所則應由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或其授權
的副主任會計師和一名負責該項目的註冊會計師簽名蓋章。
二、相關文獻與假說
由於兩位會計師雙簽的制度為少數國家採用，因此可見的國外文獻多以探討兩
家事務所共同簽證 (Joint Audit) 為主。以下本文分別回顧探討兩家事務所共同審計、
會計師個人簽章、複核會計師之影響以及台灣會計師簽證制度之相關文獻。在兩家
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審計相關文獻部分，Francis, Richard, and Vanstraelen (2009) 以法
國特定企業需聘請兩家會計師事務所共同簽證為研究樣本，分析兩家事務所共同簽
證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代理問題越高的企業，傾向聘請兩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共同查核，同時由兩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共同查核的企業，正向裁決性應計數顯著
較低。Zerni, Haapamäki, Järvinen, and Niemi (2012) 討論自願聘請兩家事務所進行簽
證之企業，盈餘品質是否與僅聘任一家事務所簽證的公司有所不同。實證結果顯示，
自願聘任兩家事務所之企業，盈餘較為穩健、裁決性應計數較低，信用評等較高，
同時次年度發生財務困難的機率較低。Lin, Lin, and Yen (2014) 則以中國要求同時發
行 A 股與 B 股或 A 股與 H 股的企業，需同時公布依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與依據國
際會計準則編製之報表，並要求報表需分別經由中國本地與境外會計師事務所簽證
之背景，討論雙重審計 (Dual Audit) 對審計品質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相對於僅
需要由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簽證的企業而言，需要雙重審計的企業裁決性應計數顯著
較低。同時，雙重審計的效用，僅在於境內與境外會計師事務所為獨立的兩家事務
所時才成立。若雙重審計執行的兩家事務所為同一國際事務所之香港所與中國所，
則對於企業之盈餘品質無顯著影響。

5

規定原文如下：the audit report shall be signed by at least the statutory auditor(s) carrying out the
statutory audit on behalf of the audit firm.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Member States may provide
that this signature need not be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if such disclosure could lead to an imminent and
significant threat to the personal security of any person. In any case the name(s) of the person(s)
involved shall be known to the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5

The Effect of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on Audit Quality

另一方面，Deng, Lu, Simunic, and Ye (2014) 以分析性模型推導，兩家事務所共
同審計對審計品質之影響，他們認為，當由一家四大與一家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共
同審計時，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可能過於仰賴四大事務所 (Free-riding Problem)，對
審計品質可能產生負面影響。André, Broye, Pong, and Schatt (2016) 則比較強制共同
簽證之法國企業與僅要求聘任單一事務所之英國與義大利企業之審計公費。實證結
果顯示，法國企業之審計公費顯著較高。但與 Zerni et al. (2012) 不同，他們的實證
結果顯示，法國企業與義大利 / 英國企業之盈餘品質（以裁決性應計數為代理變數）
並無顯著差異。因此他們認為，兩家事務所共同簽證的方式，確實增加成本但並未
能顯著提升品質。綜上所述，兩家事務所共同審計是否確實有助於審計品質，文獻
尚未有一致結論，可能受到比較的基礎（國內不同型態公司或國內外公司），或者
兩家事務所間的關係（不同事務所規模或事務所間是否存在同盟關係），而影響共
同審計的施行成效。
在會計師個人簽章相關影響部分，Gul et al. (2013) 以中國審計市場資料進行分
析，認為會計師個人特徵確實會影響審計品質，Aobdia et al. (2015) 以台灣資料進行
分析，也發現資本市場可以反應會計師個人差異。Knechel, Vanstraelen, and Zerni
(2015) 則依據會計師過去的簽證狀況，將會計師分為積極與穩健兩組，兩組會計師
在簽證客戶的應計品質有顯著差異，同時信用市場會反應會計師的差異，聘任較積
極會計師簽證的企業，有較高之資金成本。另一方面，隨著歐盟要求主查會計師在
查核報告上簽章，部分研究則比較查核報告有無會計師個人簽章之影響 (Carcello
and Li, 2013; Blay, Notbohm, Schelleman, and Valencia, 2014)。Carcello and Li (2013)
比較英國施行會計師簽章制度前後，企業裁決性應計數以及審計公費的變化。他們
的實證結果顯示，裁決性應計數顯著降低，同時會計師審計公費上升。代表英國會
計師簽章制度之施行，有助於提升盈餘品質，同時增加會計師個人風險，從而反應
於較高的審計公費。Blay et al. (2014) 比較施行會計師簽章制度的荷蘭，以及同期間
尚未實施會計師簽章制度之英國，企業盈餘品質的差異，但他們的研究並未發現會
計師簽章制度下，荷蘭企業有較佳之盈餘品質。綜上所述可知，除 Blay et al. (2014)
外，多數文獻都指出，會計師個人簽章制度有助於辨識不同的會計師，而不同會計
師審計品質有所差異。此外，審計品質可能因會計師需於查核報告上揭露姓名而有
所提升。
過去有關會計師複核制度之文獻，由於檔案資料的限制，多數以模型或實驗方
式為之，包含 Matsumura and Tucker (1995)、Luehlfing, Copley, and Shockley (1995)、
Tucker and Matsumura (1997) 以及 Ayers and Kaplan (2003) 等。前述文獻中所稱之複
核會計師，並非查核團隊之成員，而屬獨立於查核團隊之會計師。Matsumura and
Tucker (1995) 以數學模型推導複核會計師的影響，他們指出，複核會計師的存在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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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主查會計師的決策品質上升。Luehlfing et al. (1995) 分析 44 個查核案件中，影響
複核會計師複核時數的因素。實證結果顯示，複核會計師審計經驗對複核時數有正
向顯著之影響。但金融業與製造業複核時數顯著較其他產業低，與預期不符。
Tucker and Matsumura (1997) 以 152 位學生為受試者，以多期實驗方式探討複核會
計師的功能，他們發現複核會計師的存在將使主查會計師的決策更為客觀，亦即審
計意見之出具，更依據受查核客戶其獲利的期望值為之。Ayers and Kaplan (2003) 研
究會計師事務所承接新客戶之決策行為，他們以 78 位事務所之合夥人為受試者，
請他們擔任複核會計師，針對負責接洽引介新客戶的會計師所進行的風險評估報告
加以複核。並請複核會計師評估是否接受新客戶、新客戶之風險與建議公費。實驗
結果顯示，相對於收到一般評估報告的複核會計師，取得較為樂觀評估報告的複核
會計師，會傾向將新客戶列為風險較高之客戶，並建議收取較高之公費。作者認為
該實驗結果支持複核會計師確實負有為事務所把關之功能。
查核報告強制由兩位會計師共同簽章為台灣特有之制度，就作者所知，僅中國
大陸有類似規範。Ittonen and Trønnes (2015) 以芬蘭及瑞典自願聘任兩位以上簽證會
計師之企業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相對於僅聘任一位會計師之公司，聘任兩位
以上會計師之企業，裁決性應計數較低，但審計公費無顯著差異。由於芬蘭與瑞典
政府並未強制企業聘任會計師的人數，不同企業有不同動機選任一位以上會計師共
同負責查核，與台灣強制要求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有所不同。除前述文獻外，探討
主查與副查會計師之影響時，多以台灣資料進行分析。部分研究將查核報告上簽證
順序為第一位者，定位為主查會計師 (Lead/Engagement Auditor)，第二位簽證會計
師為副查會計師 (Concurring Auditor) (Chin and Chi, 2009; Chi and Chin, 2011)。Chin
and Chi (2009) 分析產業專家會計師與財務報表重編之關連性，實證結果顯示，若主
查會計師為產業專精會計師，或主查與副查會計師同時為產業專精會計師，則客戶
財務報表重編的機率顯著較低。Chi and Chin (2011) 結果亦顯示，主查會計師為產
業專家或者主查與副查會計師皆為產業專家時，客戶盈餘品質較高，同時會計師出
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機率較高。部分文獻以兩位簽證會計師中較資深者為主查會計
師，李建然與林秀鳳 (2005) 之實證結果顯示，主查會計師任期越長越能抑制客戶盈
餘管理的行為。部分研究則認為難以辨認主查會計師與副查會計師，而將兩位簽證
會計師皆視為主查會計師，並以任期較長、經驗較豐富、或客戶重要性較高之會計
師的各項特徵進行分析 (Chen, Lin, and Lin, 2008; Chi, Douthett Jr., and Lisic, 2012)。
Chen et al. (2008) 實證結果顯示，會計師個人任期越長，盈餘品質越高。Chi et al.
(2012) 則指出，依會計師個人層級計算之客戶重要性，相較於以事務所層級計算之
客戶重要性，對於盈餘品質有更顯著之影響。

7

The Effect of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on Audit Quality

前述以台灣企業為樣本之研究，主要探討會計師個人特徵對於審計品質之影響
（林孝倫與林嬋娟，2016），並未特別探討會計師雙簽制度之影響。與會計師雙簽
制度有關的研究則包含張益民 (1996) 與陳慧玲等 (2012)。張益民 (1996) 以個案分析
方式研究公開發行公司會計師雙簽制度與審計風險的關聯性，他分析某一家公司的
審計工作底稿，發現複核會計師實際進行複核工作時，並未充分考量與審計風險有
關之因素，因而認為副簽制度功能不彰。陳慧玲等 (2012) 以問卷方式詢問司法人員
與證券監理從業人員對於會計師查核報告簽章方式之看法。問卷結果顯示，司法人
員與證券監理人員皆認為，無論是我國目前施行的雙簽制度或歐盟採行的會計師單
簽制度，會計師所應負擔的法律責任皆較僅由事務所具名為高。同時，受訪者均傾
向我國應維持目前之雙簽制度。最後，受訪者認為雙簽制度下兩位會計師之責任略
有差別，但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若將我國雙簽制度，視為一位主查會計師搭配一位副查會計師的制度，綜觀美
國、歐盟與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46 號之規定，設立複核制度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另
一位會計師的專業與獨立性，提升審計品質。則雙簽制度下的審計品質應該優於單
簽制度。然而，由於副查會計師也是同一審計團隊 (Engagement Team) 的成員，因
此，副查會計師同樣涉入查核過程，其獨立性亦可能受到影響 (Tan, 1995)。
若由會計師聲譽效果進行分析，相對於僅由一位簽證會計師簽證，在兩位簽證
會計師共同簽證下，個別客戶失敗將導致兩位會計師聲譽損失，由於台灣係以簽證
會計師個人為懲戒之主體，而台灣之銀行並不融資給由曾被懲戒會計師所簽證之企
業 (Chi et al., 2012)，更增加會計師審計失敗之成本。DeAngelo (1981) 指出，會計師
事務所規模越大，審計品質較高，是因為當事務所規模擴大，個別會計師審計失敗
所造成之聲譽損失也增加，因此事務所維持審計品質的誘因提升，會計師間彼此監
督的力量也增加。依此推論，在台灣會計師雙簽制度下，個別客戶審計失敗，不僅
影響單一會計師，而係同時造成兩位會計師聲譽受損，審計失敗成本增加。此時，
兩位會計師可能為維護自身的聲譽而積極相互監督以提升審計品質，審計品質應優
於會計師單簽制度。同時，不同會計師可能會注意到客戶之不同資訊，從而有助於
審計品質之提升 (Libby and Trotman, 1993)。Lennox and Wu (2018) 則指出，兩位會
計師共同簽證可以讓不同專業知識與經驗之會計師合作，兩位會計師間可以相互溝
通與討論，發現客戶問題的可能性上升。同時，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可以降低單
一會計師與客戶經理人間勾結的機率，因此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可能有較高的審計
品質。
文獻中常見審計品質的替代變數包含會計師審計意見 (DeFond and Lennox,
2011; Chen, Sun, and Wu, 2010)、裁決性應計數 (Gul, Fung, and Jaggi, 2009)、財務報
表 是 否 重 編（Dao, Raghunandan, and Rama, 2012; 周 玲 臺、 王 雅 芳 與 林 家 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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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盈 餘 反 應 係 數 之 高 低 (Teoh and Wong, 1993; Cameran, Prencipe, and
Trombetta, 2016) 等。 本 文 參 考 過 去 文 獻 (Craswell, Stokes, and Laughton, 2002;
Lennox, 2005; Geiger, Raghunandan, and Rama, 2006; Chi and Chin, 2011; Chi et al.,
2012)，以會計師出具之審計意見作為審計品質的替代變數 6。並以在控制其他因素
下，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審計意見的機率，衡量審計品質。本文假說一如下：
H1： 相較於會計師單簽制度，雙簽制度下，會計師簽發非無保留審計意見之機率顯
著較高。

會計師法律責任是影響會計師決策的重要因素 (Choi, Kim, Liu, and Simunic,
2008; Geiger et al., 2006; Francis and Krishnan, 2002)。Francis and Krishnan (2002) 指
出，在美國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 (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公布後，
由 於 會 計 師 法 律 風 險 降 低，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的 穩 健 程 度 (Conservative Auditor
Reporting Policy) 下降。Geiger et al. (2006) 也發現會計師對於財務困難公司出具繼
續經營假設有疑慮審計意見的機率，在美國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頒布後顯著較低，
尤其是對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影響更為顯著。綜上所述本文推論，在控制其他因素
下，當法律風險較高時，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之機率應顯著較高。
股票公開交易之企業 (Public Firm) 與私人公司 (Private Firm) 在法律風險上有顯
著差異 (Ball and Shivakumar, 2005; Chaney, Jeter, and Shivakumar, 2004)。Chaney et
al. (2004) 指出，由於私人公司訴訟風險較低，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對這些企業並未獲
得顯著之審計公費溢酬。Fortin and Pittman (2007) 也發現，由於私人公司財務報告
較不受到矚目，因此這些企業聘僱大型事務所審計，並未能如上市公司聘請大型事
務所審計般，可顯著降低公司資金成本。台灣於 1980 年修正公司法，規定資本額
達一定金額以上者，其股票應公開發行。台灣的非上市公開發行公司，須受到證交
法之規範，但因股票無法於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交易，實質上與其他國家之私人公
司較為類似 (Chi et al., 2012)。綜上所述本文推論，由於上市公司與其他非上市之公
開發行公司受到資本市場與主管機關的關注與監督有顯著差異，會計師可能對上市
公司更加謹慎，在控制其他因素下，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審計意見之機率較高。本
文假說二如下：
H2： 相較於會計師單簽制度，雙簽制度下，會計師對於上市公司出具非無保留審計
意見的機率，顯著高於其他非上市之公開發行公司。

6

由於本文樣本期間較早，各年度樣本數有限，無法分年度分產業估計個別企業之裁決性應計數。
同時，TEJ 財務報表重編資料庫始自 1985 年，因此本文亦無法以企業之財務報表是否重編做
為會計師審計品質之替代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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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樣本與研究設計
一、樣本
為比較會計師單簽制度與雙簽制度下的審計品質是否有所差異，以及前述差異
是否會因簽證客戶股票公開交易與否而有不同，本文以我國雙簽制度施行前後之公
開發行公司進行分析。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本文自「TEJ 財務資料庫－財務簡表」資料庫中下載 1981 年到 1984 年間資料，
各年度樣本觀察值分別有 105、118、121 與 124 筆。合併會計師報告摘要資料庫以
及刪除金融業之觀察值後，各年度樣本觀察值為 46、68、88 與 94 筆 7。其中各年
度採用雙簽的各年度觀察值數分別為 2、15、88 與 94 筆，合計共 199 筆公司年採
用雙簽制度，而有 97 筆觀察值採用單簽制度。此外，樣本中共有 221 筆觀察值為
上市公司，其餘 75 筆觀察值為非上市之公開發行公司之資料。為避免企業在部分
年度有遺漏值影響本文實證結果，本文在額外分析中，以四個年度都有觀察值的公
司共 41 家做為樣本進行分析。樣本篩選經過詳細如表一。

表一 樣本篩選經過
1981

1982

1983

1984

合計

105

118

121

124

468

(55)

(46)

(27)

(24)

(152)

金融業公司數

(4)

(4)

(6)

(6)

(20)

本文樣本

46

68

88

94

296

其中：採用雙簽之家數

2

15

88

94

199

其中：上市公司之家數

32

50

67

72

221

其中：有完整四年度樣本之公司

41

41

41

41

164

THE 財務資料庫取得之公開發行公司數
扣除：
合併會計師報告摘要資料庫後缺失值

二、實證模型
過去文獻以審計意見衡量審計品質時，有的研究以會計師是否對財務困難公司
出具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審計意見作為衡量 (Mutchler, Hopwood, and McKeown,
1997; DeFond, Raghunandan, and Subramanyam, 2002)，唯前述方式需在有足夠財務
困難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時方能為之。除了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審計意見外，由於

7

本文資料缺失值較多，經詢問 TEJ，得知由於 TEJ 成立於 1990 年，成立時以台灣證券交易所
蒐集之公開發行公司年報補建置 1981 年到 1989 年間之資料，因而有較多之缺失值。本文作者
亦詢問台灣證券交易所投資人閱覽室，得知目前交易所並未保存 1981 年到 1984 年間之資料。
作者進一步搜尋個別企業投資人關係網頁，亦無法取得 1981 年到 1984 年間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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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無保留意見代表會計師對於財務報表的允當性有所疑慮，同時資本市場往往相當
重視會計師所出具之意見，是否為無保留意見，因此許多文獻也使用，在控制其他
因素下，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的機率，藉以衡量審計品質 (Craswell et al., 2002;
Lennox, 2005; Chen et al., 2010; Chi and Chin, 2011; Chi et al., 2012)。本文參考過去文
獻，以企業取得之審計意見作為審計品質的替代變數。若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會計
師出具非無保留審計意見之機率較高，則視其審計品質較高。
本文首先設立審計意見之虛擬變數 (MAO)，令非因會計原則變動而取得非無保
留審計意見之企業，其 MAO 為 1，其餘為 0，並以 Logistic 模型進行分析 8。為了
測試假說一，是否在會計師雙簽制度下，審計品質較佳，本文設立是否雙簽之測試
變數 DUAL，若審計報告上由兩位會計師簽證，則 DUAL 設為 1，其餘設為 0。若
假說一成立，則 DAUL 顯著為正，代表會計師雙簽制度下，會計師審計決策傾向對
客戶出具較不利的審計意見。
本文並於迴歸模型中，納入下列控制變數。PUBLIC 為觀察值是否為上市公司
之虛擬變數，若企業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則 PUBLIC 設為 1，反之（即非上市
之企業）則 PUBLIC 設為 0。本文預期會計師對於上市公司更為謹慎，出具非無保
留意見之機率較高，因此 PUBLIC 應顯著為正。此外，本文參考過去文獻 (Craswell
et al., 2002; Lennox, 2005)，控制企業規模、負債比率、流動比率與獲利狀況對審計
意見的影響。SIZE 為公司資產，以千元為單位取對數值，用以控制客戶規模對於審
計意見的影響。當期負債比率 (LEV) 為總負債除以總資產、流動比率 (CURR) 為流
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LOSS 則為當期企業是否虧損之虛擬變數。如 Craswell et al.
(2002) 所推論，規模較小企業財務困難的機率較高，可能增加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
意見之機率，但另一方面，規模較大的企業受到關注較多，會計師可能較為謹慎，
從而出具非無保留意見的機率上升，因此本文不預期 SIZE 係數的方向。負債比率
較高以及虧損的公司，財務風險較高，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之機率較高，因此
本文預期 LEV 與 LOSS 的係數為正。而流動性較佳的企業，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
見的機率較低 (Craswell et al., 2002)，因此本文預期 CURR 之係數為負。而過去文獻
顯示，八大會計師事務所由於規模較大，聲譽受損造成的損失較高，會計師為避免

8

樣本期間內之查核報告為兩段式查核報告，第一段為範圍段，第二段為意見段。會計師應根據
查核結果提出下列型態之查核報告，包含：(1) 無保留意見，(2) 保留意見，(3) 否定意見與 (4)
無法表示意見等四種型態。而本文中並無企業取得否定意見。會計師若表示保留意見、否定意
見或無法表示意見，可在範圍段與意見段中加一說明段，例如：會計師查核範圍受限制、財務
報表未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或未做適當揭露，會計原則與前期不一致，或存在重大未
確定事件，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無法合理估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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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譽受損，因而提供較高審計品質之服務 (DeAngelo, 1981)，因此本文設立 BIGN 之
虛擬變數 9，以控制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之影響並預期 BIGN 係數為正。本文迴歸模型
(1) 如下：
MAO = β0 + β1DUAL + β2PUBLIC+ β3SIZE+ β4LEV + β5CURR
+ β6LOSS + β7BIGN + INDUSTRY + ε，

(1)

其中：
= 審計意見之虛擬變數，非因會計原則變動而取得保留意見與無法

MAO

表示意見企業之 MAO 為 1，其餘企業之 MAO 為 0。
DUAL

= 審計報告上由兩位會計師簽證，則 DUAL 設為 1，其餘設為 0。

PUBLIC

= 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為 1，其餘設為 0。

SIZE

= 公司資產以千元為單位取對數值。

LEV

= 當期企業之負債比率，為期末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CURR

= 當期企業之流動比率，為期末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LOSS

= 當期企業繼續經營部門稅前淨利為負者設為 1，其餘為 0。

BIGN

= 由八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企業為 1，其餘為 0。

INDUSTRY =	依據樣本觀察值之分布，設立食品、塑膠、紡織、電機電器、化
學生技、造紙、橡膠、百貨與其他等九個產業，分別設立八個產
業別虛擬變數。
為了測試假說二，雙簽制度對於會計師審計決策的影響是否在上市公司中較為
顯 著， 本 文 在 模 型 (2) 中 加 入 PUBLIC 與 DUAL 之 交 乘 項。 若 假 說 二 成 立， 則
PUBLIC*DUAL 將顯著為正，代表會計師在雙簽制度下，更傾向對於上市公司出具
非無保留之審計意見。本文迴歸模型 (2) 如下：
MAO = β0 + β1DUAL + β2PUBLIC + β3PUBLIC*DUAL + β4SIZE
+ β5LEV + β6CURR + β7LOSS + β8BIGN + INDUSTRY + ε，

(2)

變數定義與模型 (1) 相同。

9

本 文 以 與 美 國 當 時 八 大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結 盟 之 事 務 所 勤 業 (Arthur Andersen)、 致 遠 (Arthur
Young)、建業 (Coopers & Lybrand)、德勤 (Deloitte Haskin & Sells)、首席 (Ernst & Whinney)、安
侯 (Peat Marwick & Mitchell)、資誠 (Price Waterhouse) 與眾信 (Touche Ross) 為 BIGN 會計師事
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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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
一、樣本敘述性統計
表二為樣本敘述性統計，其中連續性變數皆 Winsorize 至 1% 與 99%。樣本中
一位會計師簽證的觀察值有 97 筆，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的觀察值有 199 筆。值得
注意的是，會計師雙簽制度下，會計師簽發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的比率皆顯著
較高（差異達 1% 顯著水準），敘述性統計的分析結果初步支持本文假說一，會計
師在雙簽制度下較傾向給予客戶不利之審計意見。其他變數部分，雙簽之樣本觀察
值平均資產規模與流動比率顯著較高，當期有虧損的企業略少、聘任規模較大的事
務所簽證的比率略高，但此二變數在兩組間差異皆未達顯著水準。整體而言，由前
述敘述性統計資料可知，雙簽之樣本觀察值財務狀況略較單簽之樣本觀察值為佳。

表二 樣本敘述性統計
單簽 (N = 97)

雙簽 (N = 199)

T-value/b

平均值

變異數

平均值

變異數

Chi-square test

MAO

0.113

0.319

0.281

0.451

10.51***

PUBLIC

0.722

0.451

0.759

0.429

0.48

14.393

1.066

14.731

1.046

2.59***

LEV

0.556

0.128

0.556

0.156

0.03

CURR

1.144

0.467

1.269

0.730

1.77*

LOSS

0.124

0.331

0.080

0.273

1.43

BIGN

0.361

0.483

0.432

0.497

1.37

DUAL

0

0

1

1

a

SIZE

-

註：1. 變數定義：
MAO：非因會計原則變動而取得保留意見與無法表示意見企業之 MAO 為 1，其於企業之 MAO
為 0。
PUBLIC：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為 1，其餘設為 0。
SIZE：公司資產以千元為單位取對數值。
LEV：當期企業之負債比率，為期末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CURR：當期企業之流動比率，為期末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LOSS：當期企業繼續經營部門稅前淨利為負者設為 1，其餘為 0。
BIGN：由八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企業為 1，其餘為 0。
DUAL：會計師雙簽之企業設為 1，其餘設為 0。
2. 連續變數以 t 檢定測試兩組平均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若兩組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差異不顯著，
則以合併變異數 (Pooled Variance) 進行 t 檢定，反之則採 Satterthwaite 方式進行 t 檢定。虛
擬變數以 Chi-square test 測試兩組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3. *、*** 分別代表 10% 與 1% 雙尾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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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呈現各變數間之相關係數，由表三可知，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與企業
是否聘任兩位會計師簽證 (DUAL)、負債比率 (LEV)、當期是否虧損 (LOSS) 以及簽
證會計師是否為八大會計師事務所 (BIGN) 呈顯著正向關係，而與流動比率 (CURR)
呈顯著負向關係。代表會計師對於財務風險較高的企業，出具非無保留意見的機率
較高。查核報告由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之企業相對於查核報告由一位會計師簽證之
企業，除規模顯著較大，其他變數並無顯著差異 10。從表三可知，上市公司規模顯
著較大，但流動比率顯著較低。而規模較大的企業，負債比率顯著較高，聘任八大
事務所查核的比率顯著較高，雖流動比率顯著較低，但虧損機率顯著較低。

表三 Pearson 相關係數表
MAO
DUAL
PUBLIC
SIZE
LEV
CURR
LOSS
BIGN

0.188
(0.001)

DUAL

PUBLIC

SIZE

LEV

CURR

LOSS

1

0.092

0.040

(0.113)

(0.492)

0.055

0.149

0.226

(0.347)

(0.010)

(0.001)

0.150

0.001

-0.020

0.313

(0.010)

(0.981)

(0.731)

(0.001)

-0.212

0.089

-0.154

-0.163

-0.624

(0.001)

(0.127)

(0.008)

(0.005)

(0.001)

0.156

-0.069

0.082

-0.164

0.075

-0.192

(0.007)

(0.234)

(0.159)

(0.005)

(0.198)

(0.001)

0.125

0.068

-0.037

0.136

-0.037

-0.086

-0.010

(0.032)

(0.243)

(0.526)

(0.019)

(0.529)

(0.138)

(0.858)

1
1
1
1
1

註：1. 括弧內為 p 值。
2. 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二、假說檢定
本文實證結果如表四，由表四模型 (1) 可見，DUAL 之係數顯著為正（係數為
1.324，p 值小於 1%）11，實證結果支持假說一，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時，出具非無

10 表二中，單簽與雙簽兩組在流動比率存在顯著差異，是由於 t 檢定時，由於兩組變異數存在顯
著差異時，調整後 t 值為 1.77（p 值為 0.078），若假定兩組變異數無顯著差異，則單簽與雙簽
兩組之流動比率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t 值為 1.53，p 值為 0.127）。
11 各項變數若有預期符號，p 值為單尾檢定，否則 p 值為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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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審計意見之機率顯著較高，亦即審計品質較佳。控制變數部分，當期有虧損的
企業 (LOSS) 與大型事務所簽證之企業 (BIGN)，取得非無保留審計意見的機率顯著
較高（p 值皆小於 10%）。流動比率較高的企業 (CURR)，取得非無保留審計意見的
機率較低（p 值小於 10%）。代表規模較大的事務所較傾向出具不利之審計意見，
同時會計師對於財務狀況較差的企業越會給予非無保留之審計意見。表四模型 (2)
為假說二之測試結果，其中 DUAL 在納入上市公司與雙簽交乘項後轉為不顯著。而
PUBLIC*DUAL 係數則顯著為正（係數為 1.961，p 值小於 5%）。代表在雙簽制度下，
會計師對於上市公司更傾向出具不利之審計意見。其餘控制變數的係數方向與顯著
程度與表四模型 (1) 相似，企業規模與負債比率對於審計意見無顯著關係，流動比
率對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審計意見存有顯著負向關係。當期虧損的企業與大型會計
師事務所簽證的企業，取得非無保留審計意見的機率顯著較高。整體而言，本文實
證結果顯示，雙簽制度下，在控制其他因素後，會計師較傾向出具非無保留之審計
意見，且前述審計決策，僅存在於上市公司客戶中，會計師並未因為雙簽制度而提
升對於非上市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具非無保留意見之機率。

表四 單雙簽制度下會計師審計意見差異之實證結果
變數

預期符號

Intercept

模型 (1)

模型 (2)
p-value

係數
-5.107

p-value

係數

0.059*

-4.495

0.097*

0.001***

-0.066

0.463

-0.139

0.373

-1.559

0.018**

DUAL

+

1.324

PUBLIC

+

1.961

0.012**

SIZE

+/-

0.177

0.341

0.207

0.264

LEV

+

1.089

0.231

0.858

0.280

CURR

-

-0.704

0.043**

-0.734

0.041**

LOSS

+

1.172

0.011**

1.242

0.009***

BIGN

+

0.677

0.027**

0.732

0.019**

DUAL*PUBLIC

Industry
Pseudo R2
N

+

Included

Included

16.9%

18.4%

296

296

註：1. 各項變數若有預期符號，p 值為單尾檢定，否則 p 值為雙尾檢定。*、**、*** 分別代表 10%、5%
與 1% 的顯著水準。
2. 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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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額外測試

（一）其他審計品質的替代變數
如前所述，文獻中常見審計品質的替代變數包含會計師審計意見、裁決性應計
數、財務報表是否重編、盈餘反應係數之高低等。由於資料限制，本文主要分析以
會計師出具之審計意見作為審計品質的替代變數。在額外分析中，本文選擇分析資
本市場是否對於會計師雙簽下揭露之盈餘與未預期盈餘，有較正向之反應，以瞭解
資本市場是否認為會計師雙簽制度下之審計品質優於會計師單簽制度。
為了解資本市場是否可以反應會計師雙簽制度對於盈餘品質的影響，本文參考
過去文獻，測試在雙簽制度下，盈餘的資訊內涵是否有所提升 (Warfield, Wild, and
Wild, 1995; Firth, Fung, and Rui, 2007)。另外，本文也參考 Ghosh and Moon (2005)、
Chi, Huang, Liao, and Xie (2009) 等文獻，建立盈餘反應係數模型，在控制企業規模、
成長性以及風險對於股價累積異常報酬之影響後，分析資本市場對雙簽下的企業是
否有較高之盈餘反應係數。本文建立模型 (3)、(4) 如下：
CAR = β0 + β1EARN + β2DUAL + β3EARN*DUAL + Σβ3 + jEARN*CV
+ Σβ7 + jCV + ε，

(3)

CAR = γ0 + γ1EARN + γ2UEARN + γ3DUAL + γ4EARN*DUAL
+ γ5UEARN*DUAL + Σγ5 + jEARN*CV + Σγ9 + jUEARN*CV
+ Σγ13 + jCV + 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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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AR 為企業當期 5 月到次期 4 月止，12 個月之每月累積異常報酬 12。每月
異常報酬為各月份股價報酬扣除該月份產業股價報酬，累積異常報酬則為各月份異
常報酬之總和。EAR 為繼續經營部門稅前淨利以當期期末市值平減之值。UEARN
代表未預期盈餘，為兩期繼續經營部門稅前淨利之差額以當期期末市值平減之值。
其他控制變數 (CV) 包含公司當期資產取自然對數之值 (SIZE)，用以控制公司規模。
企業負債比率 (LEV)，用以衡量企業破產風險。模型中亦納入事務所規模 (BIGN)
(Teoh and Wong, 1993)、並以企業期末之市價淨值比 (MB) 控制企業成長性之影響
(Higgs and Skantz, 2006)。模型 (3) 中 EARN*DUAL 的係數代表相對於單簽之觀察
值，查核報告為雙簽之企業，其盈餘之增額資訊內涵，模型 (4) 中 EARN*DUAL 與
UEARN*DUAL 兩交乘項係數之和，代表相對單簽之觀察值，查核報告為雙簽之觀
察值增額之盈餘反應係數。本文預期模型 (3) 中 β3 顯著大於零，代表雙簽制度下盈
餘有較高資訊內涵，而模型 (4) 中 γ 4 + γ 5 將顯著大於零，代表資本市場肯定會計師
雙簽制度下，有較佳的審計品質，因此對於企業公布之盈餘及未預期盈餘有更正向
的反應。
由於僅有上市公司才有股價報酬資訊，因此表五係以審計意見模型中之上市公
司為樣本進行分析之結果，盈餘資訊內涵之樣本觀察值共 220 筆 13。盈餘反應係數
模型部分，由於未預期盈餘的計算需使用前期盈餘，而本文可取得最早樣本期間為
1981 年，故樣本自 1982 年起，盈餘反應係數模型之樣本觀察值共計 189 筆。實證
結果顯示，資訊內涵模型下，EARN*DUAL 的係數顯著為正（p 值小於 1%），代表
資本市場認同雙簽制度下，盈餘有較高之資訊內涵。盈餘反應係數模型的分析亦顯
示，資本市場對於雙簽制度下的企業未預期盈餘存在顯著正向反應（UEARN*DUAL
之係數顯著為正），γ4 與 γ5 之係數和（EARN*DUAL 與 UEAEN*DUAL 係數和）亦
顯著為正（p 值為 0.025）。綜上所述，無論是盈餘資訊內涵或盈餘反應係數模型之
實證結果皆支持假說一，亦即資本市場肯定會計師雙簽制度對於盈餘品質之影響。

12 樣本期間內，企業年度財務報表最晚需於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公布，因此本文以當期五月到次
期四月底 12 個月的累積異常報酬作為應變數。
13 原樣本中，上市公司觀察值共 221 筆，合併股價資料庫後，額外分析之觀察值數為 22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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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其他審計品質替代變數分析結果
變數
INTERCEPT
EARN

資訊內涵模型
係數

p-value

0.510

0.149

-0.178

0.677

0.012**

-0.818

0.715

-1.468

0.591

-4.268

UEARN
DUAL
EARN × DUAL

0.005***

0.024

0.708

0.820

0.003***

-0.063

0.861

0.490

0.001***

UEARN × SIZE
EARN × LEV

-5.038

0.001***

UEARN × LEV
EARN × MB

0.359

0.188

UEARN × MB
EARN × BIGN

p-value

係數

-0.138

UEARN × DUAL
EARN × SIZE

盈餘反應係數模型

-0.227

0.376

UEARN × BIGN

0.929

0.019**

0.199

0.285

0.124

0.517

-3.334

0.058*

0.412

0.779

0.512

0.126

-0.589

0.161

0.408

0.172

1.175

0.001***

SIZE

-0.058

0.028**

-0.009

0.790

LEV

0.395

0.025**

0.184

0.458

MB

0.064

0.089*

0.054

0.195

BIGN

0.054

0.251

-0.007

0.883

R

2

N

19.7%

24.8%

220

189

註：1. ***、** 與 * 分別代表 1%、5% 與 10% 雙尾顯著水準。
2. 變數定義：
EARN：繼續經營部門稅前淨利以當期期末市值平減之值。
UEARN：兩期繼續經營部門稅前淨利之差額以當期期末市值平減之值。
SIZE：公司資產以千元為單位取對數值。
LEV：當期企業之負債比率，為期末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MB：企業期末之市價淨值比。
BIGN：由八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企業為 1，其餘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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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rdered Logistic 模型分析結果
由於保留意見、反對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仍有程度上的差異，因此本文也將取
得無法表示意見之企業，MAO 設為 2，取得保留意見之企業，MAO 設為 1、取得無
保留意見之企業，MAO 設為 0，並以 Ordered Logistic 模型進行分析 (Chen et al.,
2010; Chi et al., 2012)。樣本期間，共有五筆觀察值取得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
這五筆皆由兩位會計師共同簽證之上市公司。Ordered Logistic 模型結果如表六，由
表六模型 (1) 可見，DUAL 的係數顯著為正（係數為 1.364，p 值小於 1%），代表會
計 師 在 雙 簽 制 度 下， 出 具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機 率 較 高。 表 六 模 型 (2) 則 顯 示，
PUBLIC*DUAL 係數顯著為正（係數為 2.029，p 值小於 5%），實證結果亦支持假
說二，會計師在雙簽制度下，對於上市公司之審計決策與非上市公司有所差異，出
具非無保留審計意見機率較高。

表六 採 Ordered Logistic 模型之實證結果
變數

預期符號

模型 (1)

模型 (2)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Intercept1

-8.403

0.002***

-7.795

0.004***

Intercept2

-5.287

0.050*

-4.633

0.086*

0.001***

-0.074

0.458

0.430

-1.543

0.019**

2.029

0.001***

0.202

0.271

0.965

0.254

DUAL

+

1.364

PUBLIC

+

-0.076

DUAL*PUBLIC

+

SIZE

+/-

0.174

0.345

LEV
CURR

+

1.192

0.208

-

-0.670

0.049**

-0.695

0.047**

LOSS

+

1.196

0.008***

1.254

0.007***

BIGN

+

0.683

0.024**

0.744

Industry
Pseudo R2
N

0.016**

Included

Included

17.6%

19.1%

296

296

註：1. 各項變數若有預期符號，p 值為單尾檢定，否則 p 值為雙尾檢定。
*、**、*** 分別代表 10%、5% 與 1% 的顯著水準。
2. 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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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僅保留有完整四個年度皆有樣本觀察值
由於本文研究期間為 1981 年到 1984 年，TEJ 資料庫有較多遺漏值，台灣證券
交易所投資人圖書閱覽室也未保留當時公開發行公司之完整資料。為避免遺漏值影
響本文實證結果，因此本文以 TEJ 資料庫中，有完整四年資料的 41 家公司，164 筆
樣本觀察值進行分析，實證結果如表七。表七模型 (1) 中，DUAL 係數顯著為正（係
數為 1.022，p 值小於 5%），額外測試的結果支持假說一，在有完整四年資料的樣
本中，會計師在雙簽制度下，審計品質較高。模型 (2) 的結果顯示，PUBLIC*DUAL
顯著為正（係數為 3.085，p 值小於 5%），代表雙簽制度施行後，會計師出具非無
保留審計意見之機率上升，但僅對於上市公司客戶有顯著影響，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二。換言之，本文實證結果並不受部分企業在部分年度資料缺失而有所差異。

表七 僅保留四年皆有觀察值企業之實證結果
變數

預期符號

Intercept

模型 (1)

模型 (2)
p-value

係數

0.659

-0.516

0.927

DUAL

+

1.022

0.025**

-1.005

0.156

PUBLIC

+

0.594

0.192

-0.989

0.144

DUAL*PUBLIC

-2.433

p-value

係數

+

3.085

0.007***

SIZE

+/-

-0.119

0.724

-0.125

0.711

LEV

+

3.601

0.105

2.451

0.204

CURR

-

-3.317

LOSS

+

1.185

0.057*

1.129

0.079*

BIGN

+

0.273

0.330

0.253

0.346

Industry
Pseudo R2

0.004***

-3.879

0.002***

Included

Included

26.6%

29.6%

164

164

N

註：1. 各項變數若有預期符號，p 值為單尾檢定，否則 p 值為雙尾檢定。
*、**、*** 分別代表 10%、5% 與 1% 的顯著水準。
2. 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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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量 1983 年之前即採用雙簽制度樣本觀察值之影響
我國在 1983 年起強制企業採用會計師雙簽制度，唯樣本中有 15 家企業在 1982
年即採用會計師雙簽制度，其中又有 2 家公司在 1981 年查核報告即由兩位會計師
簽證。企業在法規強制雙簽規定前，查核報告即採用雙簽制度者，可能屬於對審計
品質更為重視之企業，因此對於樣本中存有在法規強制前自願採用雙簽制度之公
司，是否影響本文結果，本文進行下列兩種分析。
首先，本文以 1981 年與 1982 年之 114 筆觀察值，比較 97 筆單簽之樣本觀察值
與前述 17 筆雙簽之樣本觀察值，是否在各項敘述性統計上存在顯著差異。實證結果
顯示，無論在是否為上市公司、公司規模、負債比率、流動比率與當期是否虧損等
變數上，兩組都未存在顯著差異。唯採用雙簽之企業，聘任大型事務所簽證的機率
顯著較高（p 值小於 1%），而雙簽與單簽公司取得非無保留意見之比率分別為 0.235
與 0.113，兩者差異達單尾 10% 顯著水準。本文進一步進行迴歸分析，檢定研究假說。
由於觀察值較少，模型配適度並不佳。實證結果顯示，在模型 (1) 中，DUAL 係數顯
著為正（係數為 3.177，p 值小於 5%），唯在模型 (2) 中，PUBLIC*DUAL 係數雖為
正但未達顯著水準。
其次，本文刪除在強制雙簽制度施行前，查核報告即為雙簽之企業在四個年度
之所有觀察值，共計刪除 54 筆樣本觀察值後，以剩餘 242 筆觀察值進行分析。本
額外分析目的，在於討論 1981 年與 1982 年查核報告為單簽之企業，其 1983 年與
1984 年之查核報告因法規要求改採雙簽制度後，審計品質是否有所差異。實證結果
如表八。表八模型 (1) 中，DUAL 係數顯著為正（係數為 1.324，p 值小於 1%），額
外測試的結果支持假說一。表八模型 (2) 結果顯示，PUBLIC*DUAL 係數顯著為正
（係數為 1.830，p 值小於 5%），代表雙簽制度施行後，會計師僅對上市公司之提
高出具非無保留意見之機率，實證結果支持假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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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排除 1983 年之前即採用雙簽制度公司全期間之樣本觀察值
變數

預期符號

Intercept

模型 (1)

模型 (2)
p-value

係數
-2.541

0.414

DUAL

+

1.324

0.001***

PUBLIC

+

-0.033

0.471

-2.018

0.520

0.099

0.445

-1.303

0.052*

1.830

0.022**

SIZE

+/-

-0.008

0.971

0.012

0.955

LEV

+

0.724

0.344

0.567

0.375

CURR

-

-0.766

0.055*

-0.787

0.055*

LOSS

+

1.504

0.005***

1.610

0.004***

BIGN

+

0.827

0.020**

0.921

0.012**

DUAL*PUBLIC

+

p-value

係數

Industry
Pseudo R2

Included

Included

17.8%

19.1%

242

242

N

註：1. 各項變數若有預期符號，p 值為單尾檢定，否則 p 值為雙尾檢定。
*、**、*** 分別代表 10%、5% 與 1% 的顯著水準。
2. 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五）其他樣本期間之實證結果
為避免制度施行初期影響制度之效果，本文將樣本期間延長至 1986 年，以
1981 年至 1986 年間的所有觀察值合併納入分析。此外，為避免 1983 年與 1984 年
存在其他事件影響會計師審計意見決策，本文另以 1985 年與 1986 年做為雙簽制度
施行後之樣本期間，與 1981 年、1982 年之樣本觀察值合併分析。實證結果如表九，
表九 Panel A 為六個年度樣本分析的結果，Panel B 為 1981 年、1982 年與 1985 年及
1986 年四個年度樣本分析的結果。無論是 Panel A 或 Panel B，模型 (1) 中，DUAL
係數皆顯著為正（p 值皆小於 1%），額外測試的結果支持假說一。模型 (2) 中，
PUBLIC*DUAL 係數皆顯著為正（p 值皆小於 5%），代表雙簽制度施行後，會計師
對上市公司出具非無保留意見機率較高，實證結果支持假說二。有此可知，1983 年
或 1984 年即使存在其他影響審計意見決策的因素，仍不影響本文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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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

p-value
係數

0.161

0.167
1.956
-0.516
0.925
-0.001

+/-

+

-

+

+

SIZE

LEV

CURR

LOSS

BIGN

23
682

13.1%

Included

0.500

0.001***

0.006***

0.004***

0.114
1.979

0.448

0.001***

0.005***

0.004***

0.127

0.009***

0.054*

0.460

682

13.7%

Included

0.027

0.918

-0.535

p-value
0.006***

係數

p-value

0.198

0.008***

0.052*

0.002***

0.086*

0.045**

0.001***

0.001***

500

13.5%

Included

-0.205

0.825

-0.366

2.547

0.212

0.489

1.219

-6.672

模型 (1)
係數

2. 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p-value

0.239

0.011**

0.041**

0.001***

0.103

0.013**

0.089*

0.418

0.004***

500

14.3%

Included

-0.173

0.792

-0.395

2.605

0.202

1.650

-0.948

0.116

-5.484

模型 (2)

Panel B 排除 1983 與 1984 年之實證結果

註：1. 各項變數若有預期符號，p 值為單尾檢定，否則 p 值為雙尾檢定。*、**、*** 分別代表 10%、5% 與 1% 的顯著水準。

N

Pseudo R2

Industry

1.716

-1.109

+

0.025**

0.462

+

DUAL*PUBLIC

0.056

-4.446

PUBLIC

0.001***

0.001***

模型 (2)

1.231

-5.645

模型 (1)

+

預期符號

DUAL

Intercept

變數

Panel A 延長至 1986 年 (1981-1986 年 ) 之實證結果

表九 採用不同樣本期間之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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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相同事務所進行配對的結果
本文以在 1983 年後取得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之公司為樣本，配對同事務
所在 1983 年之前簽證的公司，並以新樣本進行分析。1983 年之後共有 52 筆觀察值
取得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若以同產業同簽證事務所為條件進行配對，要求配
對樣本不可以重複，選擇資產規模最近的公司為配對樣本，則 52 筆 1983 年後取得
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的觀察值，僅有 29 筆可以配對。若放寬不可以重複配對
之限制，則有 35 筆觀察值可以配對，若放寬產業限制，僅要求同一事務所，仍有
兩筆觀察值無法配對 14。三組配對樣本，單雙簽公司在資產規模、負債比率、流動
比率、是否虧損以及簽證會計師是否為大型事務所等變數皆未有顯著差異。在三組
配對樣本中，迴歸分析結果都支持雙簽公司取得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的機率顯
著較高（p 值皆小於 1%）。

伍、結論與建議
過去研究普遍顯示，除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資源與產業專精程度對審計品質
有影響外，會計師個人的特徵亦影響審計品質，因此越來越多國家要求查核會計師
於查核報告上簽章，以增進會計師的責任感與簽證的透明度。台灣自 1983 年施行
會計師雙簽制度，該制度要求兩位會計師共同於財務報告上簽章，但並未明確定義
兩位會計師之職責與分工。實務上多採一位主查會計師與一位副查會計師共同簽章
的方式進行，兩者負擔的工作不同，但若查核過程有疏失，在會計師懲戒或者投資
人求償的過程中，並未因會計師事務所內部對於主查與副查會計師定位不同而有所
差異。審計實務與法律定位上的落差，引發是否應廢除雙簽制度之爭議。
是否應廢除雙簽制度，首先應釐清雙簽制度是否有助於審計品質之提升，因此
本文以台灣 1983 年雙簽制度施行前後之公開發行公司為樣本，分析會計師審計意
見是否因簽證制度不同而有所差異。本文實證結果顯示，雙簽制度下兩位會計師共
同所為之審計意見決策與單簽時不同，出具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之機率顯著上
升。由此可知，在我國雙簽制度施行之初，雙簽制度確實有助於審計品質之提升。
此外，以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之額外測試顯示，會計師雙簽制度施行與企業盈餘之
交乘項，與企業股價報酬間存在顯著正向相關，盈餘反應係數測試的結果，雙簽制
度與企業盈餘交乘項係數以及雙簽制度與企業未預期盈餘交乘項係數之合亦顯著為
正，代表資本市場亦肯定雙簽制度對於企業盈餘品質的影響。最後，本文實證結果
顯示，雙簽制度對於會計師審計意見之影響僅存在於上市公司客戶中。雙簽制度下，

14 旭耀會計師事務所與勤實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在 1982 年之前並未有簽證客戶。

24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30 No. 2 Aug. 2020

兩位會計師僅對上市公司共同之審計意見決策與單簽時有所差異。未來政府若考慮
廢除會計師雙簽制度，或許可以先就會計師審計決策無顯著差異的非上市上櫃之其
他公開發行公司先行適用，並視施行結果作為後續政策之參考。
本文研究限制如下：首先，本研究樣本期間為各項規範較不完備的時期，在經
過會計師法、證券交易法與審計準則公報歷次修正後，佐以資本市場健全程度的提
升以及企業公司治理的完備，這些法規之變化使本研究之結論是否可推論到目前市
場受到限制。其次，由於 TEJ 資料庫僅收錄 1981 年之後的資料，因此本文無法以
較長期間的樣本進行比較。資料缺失值較多，也使本文難以估計須利用兩期財務資
料計算之其他審計品質變數進行測試。此外，Lennox and Wu (2018) 曾提到會計師
個人層級的研究，具有下述研究限制，包含 (1) 部分個人層級研究重複事務所層級
的研究，相對貢獻較小。(2) 缺乏理論依據。(3) 研究成果不一定可以適用到其他經
濟體 (Lack of Generalizability)。(4) 內生性問題。(5) 對於會計師事務所獎酬機制缺
乏瞭解。(6) 部分會計師簽證客戶較少，F 檢定因此產生偏誤。以及 (7) 資料缺失導
致之衡量偏誤，例如無法辨認會計師輪調為強制或自願輪調，或者缺乏會計師上市
與非上市客戶資料，因此無法完整評估客戶組合等。本文探討我國政府強制要求兩
位會計師在查核報告上簽證的影響，該議題與事務所層級研究不同。此外，本文並
非討論會計師個人特徵的影響，因此受到事務所獎酬機制或部分會計師客戶較少的
問題影響並不嚴重。加上本文討論政府政策的改變，因此較無內生性問題。最後，
雖然我國的研究結論不一定可以推論到所有資本市場，但本文之研究成果仍可供其
他未施行會計師雙簽制度的國家參考。
本文研究設計係針對我國 1983 年雙簽制度施行時點進行分析，由於時空因素，
加上從單簽改為雙簽之效果與雙簽改為單簽之效果不一定相同，故無法直接論證我
國是否應該廢止雙簽制度。本文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採用實驗等方式，探討會計師雙
簽制度與單簽制度是否導致審計品質有所差異，實驗方法可降低法律規範與市場環
境變遷之影響。其次，未來若主管機關廢止雙簽制度，後續研究亦可比較在政策廢
止雙簽制度後，我國企業之審計品質是否因而受損。此外，PCAOB (2015) 呼籲各
界研究審計品質的衡量指標 (Audit Quality Indicator)，Lennox and Wu (2018) 也提出
許多未來個人會計師層級可以繼續探討的議題，後續研究可以針對前述文獻之建議
深入探討。最後，由於會計師公會提出廢止雙簽制度的原因之一為主查與副查會計
師的職能與法律責任並未有清楚的區分，故本文也呼籲主管機關應儘速釐清兩位簽
證會計師的定位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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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urpose and Objective
Prior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uditors affect audit
quality (Gul, Wu, and Yang, 2013; Aobdia, Lin, and Petacchi, 2015). In recent years, many
countries have required auditors to sign their names on audit reports to enhance their
accountability, but most of them are silent about the number of partners signing the
reports. Auditing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in Taiwan require audit partners to sign their
names on the audit reports. Additionally, since 1983, the authority in Taiwan requires two
auditing partners to sign the client’s audit report together (Dual-signature hereafter)
instead of having one audit partner sign the audit report (Single-signature hereafter).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audit quality is higher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than
under the single-signature requirement.

2. Literature and Hypothesis
DeAngelo (1981) indicates that auditors with a greater number of clients have more
to lose when failing to report a misstatement in a particular client’s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refore, large audit firms provide higher audit quality.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the loss of two auditors may be larger than the loss of one auditor. Therefore,
the audit quality may be higher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system as opposed to the singlesignature system. In addition, two auditors may attend to different information in the
auditing process, which can increase audit quality (Libby and Trotman, 1993).
Lennox and Wu (2018) also indicate that audits which use multiple engagement
partners may have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First, multiple engagement partners have
more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Second, multiple engagement partners have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s with one another. Third,
multiple engagement partners bring a lower risk of collusion between partners and client
management. Following prior studies (Craswell, Stokes, and Laughton, 2002; Lennox,
2005; Chen, Sun, and Wu, 2010; Chi and Chin, 2011; Chi, Douthett Jr., and Lisic, 2012),
this study uses the higher probability of issuing a modified audit opinion as the indicator
of higher audit quality. In summary, based on the preceding literature, the first hypothesis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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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C ompared to a single-signature system, the probability of issuing nonunqualified opinions is higher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system.
An auditor’s liabi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audit quality. Legal risks for
public firms are higher than those for private firms. (Ball and Shivakumar, 2005; Chaney,
Jeter, and Shivakumar, 2004). Auditors are likely to become more cautious and skeptical
when they audit public trading firms. As a result, the effects of dual-signature systems
may be more pronounced for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than for other companies. Based
on this argument, the second hypothesis is as follows:
H2:	C ompared to a single-signature system, the probability of issuing nonunqualified opinions to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is higher than other
companies under a dual-signature system.

3. Research Design
3.1 Sample
This study obtains data from the TEJ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 base. The
initial number of observations is 105, 118, 121, and 124 in the years of 1981, 1982, 1983,
and 1984 respectively. Financial companies and observations with missing values are
excluded. The final sample includes 296 observations, which are composed of 199 dualsignature observations and 97 single-signature observations.
3.2 Models
The following logit model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dual-signatures,
MAO = β0 + β1DUAL + β2PUBLIC + β3SIZE + β4LEV + β5CURR
+ β6LOSS + β7BIGN + INDUSTRY + ε,

(1)

wher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MAO” is an indicator variable for an audit opinion. MAO
equals 1 if the auditor issues a modified or disclaimed opinion. The explanation variable,
“DUAL,” is an indicator variable that equals 1 for dual-signature observations and 0 for
single-signature observations. The control variables are defined as the following:
“PUBLIC” is an indicator variable that equals 1 for firms listed on Taiwan Stock
Exchange and 0 otherwise. “SIZE” is the natural logarithm of total assets; “LEV” is the
ratio of debt to total assets; “CURR” is the ratio of current assets to current liabilities;
27

The Effect of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on Audit Quality

“LOSS” is an indicator variable for accounting losses, equaling 1 if the company incurred
a loss, and 0 otherwise; and “BIGN” is an indicator variable with a value of 1 if the
company was audited by one of the Big 8 CPA firms. The addition of an eighth indicator
includes variables which control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DUAL would b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dual-signatures,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s
the incremental effects of whether the clients are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on auditor
behaviors. To test H2, equation (2) is estimated:
MAO = β0 + β1DUAL + β2PUBLIC + β3PUBLIC*DUAL + β4SIZE
+ β5 LEV + β6CURR + β7LOSS + β8BIGN + INDUSTRY + ε,

(2)

“PUBLIC*DUAL” is the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DUAL” and “PUBLIC”. The other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2) are defined in the previous equation (1).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oefficient in the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DUAL” and “PUBLIC” is to b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3.3 Additional Test
In addition to audit opinions, this study tests if earnings in dual-signature reports
have more information content than in single-signature reports. Two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s, as described in additional equations (3 and 4), are estimated.
CAR = β0 + β1EARN + β2DUAL + β3EARN*DUAL + Σβ3 + jEARN*CV
(3)

+ Σβ7+jCV + ε,
CAR = γ0 + γ1EARN + γ2UEARN + γ3 DUAL + γ4EARN*DUAL
+ γ5UEARN*DUAL + Σγ5 + jEARN*CV + Σγ9 + jUEARN*CV

(4)

+ Σγ13+j CV +.

In equations (3) and (4), “CAR” is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ver a 12-month
period, running from May of year t-1 to April of year t. “EARN” is the income from
continuing operations scaled by the market value of equity. “UEARN” is the change in
income from continuing operations between year t and year t-1, scaled by the market
value of equity. “DUAL” is an indicator variable that equals 1 for dual-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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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and 0 for single-signature observations. “CV” indicates control variables.
These control variables include the company’s firm size, leverage, market to book value,
and audit firm size.
In equation (3), the coefficient of “EARN*DUAL” indicates the incremental effect of
a dual-signature system on earning information. β3 is expected to be positive. In the next
equation (4), the sum of the coefficients on “EARN*DUAL” and “UEARN*DUAL” (γ4 +
γ5) indicates the incremental ERC (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 for a dual-signature
report relative to the single-signature report. If investors perceive a dual-signature system
as bringing in higher audit quality, then the incremental ERC will be positive.

4. Findings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ual-signature system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audit quality as represented by audit opinions. Shareholders focus largely on public
trading companies. Therefore, such an association exists only for companies listed on
Taiwan’s Stock Exchange but not for non-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In addition, the
informativeness of earnings and 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s are higher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suggesting that investors perceive higher earnings quality under the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5. Research Limitations
This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First, the sample observations are collected
between 1981 and 1985. The legislation system, and the capital market have not been
developed well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not be applicable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Second, because the data is from 1981, only the effects of a dualsignature system two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regulation can be compared.
This also limits the use of other audit quality measurements in the study.

6. Contribution
This study presents a number of contributions. Firs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audit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archival evidence that audit quality is higher under a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uditor decisions are different
when they audit public trading compan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bring understanding in
regards to auditor behaviors and support the dual-signature system, which can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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