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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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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Security Investments Audit Fees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 

Modified Audit Opinion due to Long-Term Securit 

摘要

(中) 

我國證期局於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日修訂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二十二條以來，有許多上市櫃公司因而非自願性或者主動揭露

其審計公費之資訊。有鑑於台灣海峽兩岸之現狀，促使台灣上市櫃公司

透過赴海外轉投資來改善及擴張經營已非常普遍，故本研究之目的在於

探討上市櫃公司之長期股權投資對審計公費之影響。 由於查核海外各轉

投資公司的審計作業將導致審計成本增加，相對地，會計師要收取的審

計公費亦可能隨之增加，所以長期股權投資應為會計師審計公費之顯著

決定因素，故本研究提出四項假說：假說一、長期股權投資金額愈高

者，其審計公費愈高；假說二、有編製合併報表之公司，其審計公費愈



高；假說三、編入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家數越多，其審計公費愈高之

假說；假說四，因長期股權投資查核受限而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公

司，其審計公費愈高。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為民國九十一年至九十四年間

有揭露審計公費資料的 552 家公司樣本。實證結果發現在審計公費之控

制因素方面：資產規模、存貨、應收帳款、資產報酬率、債本比、速動

比率，初次上市櫃及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等因素與審計公費呈現關聯性，

此與以往研究並無太大的差異性，而本研究之主要發現為長期股權投資

金額越大、子公司家數越多，有編製合併報表及財務報表之查核意見因

長期股權投資查核受限而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的受查公司，於審計公

費決定時有顯著關聯性，本研究之假說獲得實證支持。  

摘要

(英) 

Since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Bureau revises Article 22 of Guidelines 

Governing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Reports by Securities Issuers on Oct. 3, 

2002, many listed companies disclose their audit fee in annual reports.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cross strait situation, many companies try to improve and expand 

business operation through overseas indirect invest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long term security investments on audit fee. 

Because the audit of long term security investments, such as auditing material 

foreign subsidiaries or affiliate investments, causes higher audit cost, long-term 

security investment is the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factor of audit fee. Based on this 

fact, this study proposes four hypothesizes. First, firms with more long term 

security investments would have higher audit fee. Second, audit fee of firm with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 is higher. Third, firm with more subsidiary 

companies would pay higher audit fee. Finally, audit fee is higher on firms which 

have modified audit opinion due to long-Term security investments audited by 

other auditors. The sample is consisted of listed companies disclosing audit fee 

information in annual reports between 2002 and 2005.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 

that higher auditing fee is charged on firms which own higher amount of long-

term investment, more subsidiaries, preparing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have modified audit opinion due to long-Term security investments audited by 

other auditors. Thes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four predictions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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