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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訊揭露 

資本市場為資金需求者與資金供給者提供了一個溝通的管道，創造了資金的

流動性。任何一個市場想要成為一個活絡的交易場所就必須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

題，去除逆選擇的問題，提高流動性，才能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加入該市場，資訊

揭露更進一步使資本市場成為有效率的市場，讓證券價格能完全充分反映所有可

取得的資訊(all available information)。許多文獻也都表示資訊揭露的確對於投資

人與公司之間的溝通有幫助。Botosan (1997)以 1990 年美國 122 家製造業公司

年報中之自願性揭露探討揭露水準與權益資金成本之關聯性，實證結果發現，吸

引較少分析師追蹤的公司，其揭露程度愈高，資金成本愈低；Barton及Waymire

（2002）利用 1929年 10月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 531間公司為樣本，發現會

計資訊揭露較完整的公司在面臨市場大跌的跌幅較小。 

為了要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各國證券管理法規都規定了一定程度的資訊揭

露。法規要求公司所做的揭露稱為強制性揭露，強制性揭露又可分成定期資訊揭

露，例如財務報表，以及非定期揭露資訊，例如，公司重大事項宣告1。而公司

為了降低資訊不對稱，加強與投資人溝通，會自願揭露非法定要求揭露的訊息，

稱之為自願性揭露。 

在傳統制度下，制定資訊揭露原則時都希望能夠達到下列三個目的： 

（一） 防止詐欺、減少內線交易，保護投資大眾。 

                                                 
1（一）定期揭露 
泛指依規定應於特定時間、特定媒體、特定方式、公告特定資訊。我國公開公司對於財務資

訊的強制性揭露，係依「證劵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於每月 10日前，公告並申報上月份
營運情形，於第一季、第三季終了、每半營業年度終了及每營業年度終了，須公告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並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三條，有關年報

編製之基本原則之規定辦理。 
（二）重大事項之即時揭露 
如股東常會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與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之年度財務報告不一致者，或發生

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時，公司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二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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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揭露內容必須具充份性，以免投資大眾權益受損。 

（三） 揭露時點及方式，必須考慮證券市場的公平性，以免影響投資大眾的福

利。 

    在第一點主要利用禁止內線交易以及詐欺來達到該目的。關於第二點，我國

對於公開說明書、年報及財務報告都有一定格式以及揭露項目的規定2。美國對

於發行人的公開說明書、各年年報、季報以及重大資訊揭露的編制也都有一定的

規定3。至於第三點，揭露時點通常要顧及時效性，並且揭露方式要能夠使現有

投資人以及潛在投資人都得到該資訊。 

    以往主管機關關心的重點主要在於資訊揭露的量與品質，認為提供足夠的資

訊，防止詐欺，可以使投資人做出正確的判斷，但是如果能再進一步考慮資訊使

用者的解讀能力與習慣，將會使資訊揭露制度更有意義。除了重視資訊的量、資

訊的品質，特定資訊表達方式也會影響投資人解讀。例如，Jolls、Sunstein及 Thaler

（1998）提出，如果我們考慮人類損失趨避的心理，在宣導文字上，我們可以利

用一些恐嚇性用語來達到目的，例如：宣導女性乳房自我檢查的手冊可以在上面

印製「乳癌為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高居十大死因之首」，會比刊印正面宣導

文字效果來的好。而在資本市場中，如我們先前提到的，投資人存在著有限注意、

過度自信以及框架效果，如果我們考慮了投資人這樣的偏誤，我們的資訊揭露應

該有什麼樣的改善呢？ 

    因此，接下來，我們首先討論自願性資訊揭露以美國目前的新制--公平資訊

揭露原則帶來的爭議，以及從投資人行為偏誤角度考慮制度的優劣，對此我們將

利用行為學的模型來討論投資人的可能行為；第二部分我們討論定期揭露資訊如

果加入行為學的討論將有什麼改善，我們將利用會計資訊的表達方式來提出建

議。 

                                                 
2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3 公開說明書 Form S-1 ,S-2 ,S-3，年報 Form 10-K，季報 Form 10-Q，不定期重大資訊 Form 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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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自願性資訊揭露 

一、公平資訊揭露立法背景 

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規範在全國性證券交易所上市之發行公司必須向美

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簡稱 SEC)申報各種

報表，其中 Rule 13a-11 及 Rule 15d-11規定發生特殊事件時需利用 Form 8-K申

報。根據 SEC 網站上所公佈的資訊，應強制申報的事項包括：控制權移轉；取

得或處分重大資產；破產及破產管理人；更改簽證會計師；其他重大事項或公平

資訊揭露；董事辭職；更改會計年度；因法律規定非定期揭露之財務報表或擬制

性報表等等。依事件不同，發行人需在事件發生後 5日內或 15日內向證管會申

報，這是屬於重大事項的強制性申報。 

     而重大事項的非強制申報則因為公平資訊揭露的規定而有了改變，SEC 於

2000年 8月 10日通過新法，廢除選擇性揭露資訊，禁止公司在全面性公布財務

資訊予投資大眾前，揭露重要非公開資訊予特定證券市場專業人士、證券分析

師、機構投資人與經紀商等4。 

依據SEC的說法，企業進行選擇性揭露（Selective disclosure）將破壞美國證

管會落實市場公平與資訊充分揭露的目標，倘若從內線交易的行為過程加以觀

察，選擇性揭露，亦即持有重大未公開資訊之人向特定人揭露該資訊，實為內線

交易行為之前階段行為。根據此一前階段行為所獲得之資訊，能使行為人在進行

交易之後階段行為獲得利益。換言之，廢除選擇性揭露，本質上即係將規範內線

交易之時點，提前至揭露重大未公開資訊時，藉以降低內線交易行為人獲得重大

                                                 
4
公平揭露條例說明揭露基本法則如下：無論是 

( 1 )任何發行單位，或任何代表發行單位者， 
( 2 )揭露重要非公開資訊， 
( 3 )對特定人士(可能以該項資訊作為交易決定之市場專業人士或發行單位證券持有者) 
( 4 )發行單位應公開揭露此項資訊 

1.同時地(有意揭露時)，或 2.立即地(無意揭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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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開資訊之機會，或至少提高其法律成本。對於SEC而言，選擇性揭露與內線

交易兩者可說是一體之兩面，但在判例法的演進下，選擇性揭露一再受到法院的

保護5，而內線交易則為法院所嚴禁。  

因此在法院見解的約束之下，美國證管會對於企業與分析師間之選擇性揭露

或內線交易行為往往無法規範。有鑑於此，證管會制定新規定來規範公司與分析

師之間資訊透露之行為。公平揭露規則（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以下簡稱Reg. 

FD）的制定，除了代表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在管制思考上的轉變，此一規範同

時將內線交易之規範重心由交易行為人移轉至資訊提供者，以及重大未公開資訊

之來源，對於執法者而言，其蒐證、舉證之困難度也將大為降低。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瞭解SEC在整個立法過程的用意，但是，新規定引

起了許多反彈的聲音，尤其它直接影響了券商、分析師的既有利益。在實施Reg. 

FD之後，美國證券商同業公會（Securi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發表一篇聲明認

為6：投資人大部分沒有時間，也不願意去分析尚未組織好的資料。在實施Reg. FD

之前，已有實證指出投資人沒有能力去處理政府規定提供的所有資訊。認為這樣

的規定反而可能產生反效用，將會造成發行公司產生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7，

而使市場上流通訊息的質與量同時降低。 

同時，SEC也發表聲明：第一，選擇性揭露圖利特定人將會危及投資大眾對

於整體資本市場的信心。其次，SEC認為時至今日，企業有一系列的方法可作為

進行資訊揭露之選擇8，過去對於選擇性揭露作為資訊揭露方法的需求已不具有

正當性，此外，SEC將選擇性揭露視為一種不當的交易媒介，發行企業以其內部

資訊作為圖利或要求分析師順從的工具，它將導致分析師對企業的研究報告產生

                                                 
5美國聯邦法院在 Dirks一案中說明，當透露內部訊息不是為了個人私利時，不視為內線交易，
使得分析師可以正當的獲得內線消息。 
6 SIA SURVEY PARTICIPANTS SAY REG FD'S 'CHILLING EFFECT' ON 'QUANTITY,' 
'QUALITY' OF INFORMATION PUTS INVESTORS AT A DISADVANTAGE 
7法律明確性原則，「禁止模糊」與「禁止涵蓋過廣」原則，乃為避免所謂「寒蟬效應」。 
8 包括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廣播（web-casting）、電視視訊會議、以及舉辦以問答方式進行的分析
師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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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更重要的是，此舉將造成原本資訊充分揭露的市場轉變為不實資訊充斥、

氾濫的市場。 

表 4-1 公平資訊揭露規定政府與券商看法 

 證管會見解  反駁意見（如證券商公會） 

公

平

性 

1. 資訊揭露有許多方式，不需
透過分析師。 

2. 避免對價的選擇性揭露—
限制內線交易 

效

率

性

1. 分析師可以協助市場效率性，一般投
資人無法處理太複雜的訊息，可能會造

成解讀錯誤，使市場波動性增加。 
2. 寒蟬效應，可能會使公開之資訊減
少，而使市場價格無法反應正確的價

值。 

我們將正反兩面意見整理為表 4-1，從表 4-1，我們可以發現，證管會是以

公平性的角度來解釋公平揭露規定的必要性。而反對意見是從市場效率性出發。 

二、公平性 

 證管會著眼的角度是從公平性來看，認為公平資訊揭露規定有助於市場公平

性。Frankel、Johnson及Skinner（1996）發表一篇文章探討電話會議（Conference 

calls）對於資訊揭露的意義。其實證分成兩部分，一為探討舉辦電話會議的公司

擁有哪些特性；另外一個部分是討論電話會議對於資訊揭露效率性如何。通常會

利用電話會議來進行資訊揭露的公司擁有以下特性：1.規模比較大的公司。2.高

P/B比的公司。3.科技公司比較多。4.獲利較多的公司。也就是這樣的公司面臨比

較多資訊溝通的問題。另外他們發現，在電話會議舉行當中，報酬率變異數以及

交易量都提高，平均下單的規模也增加，這意味著有大戶（larger investor）在這

個時候進入市場，也就是說，在電話會議進行時，重大訊息公佈，而參與這個電

話會議的大戶也同時進入市場。許多分析師、機構法人都會受邀參與電話會議，

同時他們利用價格將訊息流入市場中。 

Barber及Odean（2001b）討論有關投資人有關新聞的注意對於買賣決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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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投資人相對於機構法人擁有較有限的處理能力，因此，可能會有以注意力為基

礎（attention-based）的挑選決策。因此，他們分別以三個指標來檢視投資人是

否有這樣的現象。指標分別為1.高交易量、2.高的正（負）報酬、3.新聞報導。

實證結果顯示，該標的股票有高交易量、高的正（負）報酬以及有新聞報導時，

隔天非機構投資人（Individual investor）會進行買進的動作。也就是說這些現象

發生時，容易吸引投資人注意，進行買進動作。如果結合Frankel、Johnson及Skinner

的實證結果，我們可以推論，電話會議造成的高報酬率變異數以及高交易量，可

能會吸引非機構投資人的注意，而使他們容易進行買入動作，而在Barber及Odean

的文章中也指出，非機構投資人根據這些消息所買入的股票通常沒有比市場的表

現好。因此，分析師利用他特有的權利的確使市場更正確反應公司應有的價值，

但是卻也造成不公平性。也就違背了證管會所要提供公平市場的信念。而公平揭

露規則將可以降低重大未公開訊息持有人成為散戶交易對象的機會。 

此外，以傳統經濟學角度來看，人類會以效用最大化為目的來進行決策，進

行自利（self-interest）的行為。但是以行為學的角度來看，發現人類只有有限的

自利行為，因為人類會放棄自利的行為以避免激怒其他人或是得到相同公平的對

待。在實驗經濟手冊（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中有一項實驗，如果

目前有一筆錢讓兩個人分，甲有權利決定甲乙各可以得到多少錢，乙有權利決定

是否接受這樣的分配，如果乙不接受則甲乙都得不到那筆錢。若以自利行為預

期，則我們會看到甲決定分一元給乙，自己得到剩下的部分，而乙若不答應則什

麼都得不到，因此乙會答應這樣的分配。但是實驗結果發現，甲平均會分配

30%-40%給乙，若只分配 20%以下通常會遭到乙的拒絕，因此我們知道甲必須犧

牲一定程度的利益，但不需要達到平均分配，乙就會接受。而這各情況就與證管

會和投資人所扮演的角色有點類似。發行公司如同甲，投資人如同乙，如果發行

公司所提供的投資環境公平性不夠，投資人就會選擇不進去市場，所以發行公司

要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平性，才能夠吸引投資人進入這個市場中，但是從實驗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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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可以知道，發行公司所提供的公平性不需要達到絕對的公平，才能吸引投資

人進入市場。內線交易是一個公平性的保證，但是這樣的規定是否已經達到投資

人認為公平的門檻，或是仍然不足，尚未有定論。 

三、效率性 

在資本市場中，參與者主要有三方，一為發行人，二為投資人，三為中間機

構。Beaver（1998）指出，投資者是一異質性的團體，他們在偏好、財富、信仰、

取得資訊的能力與解讀資訊的能力均有所差異，而這些因素影響了他們對財務資

訊的需求。依據投資者取得與解讀資訊的能力，可將投資者分為專業投資者

（professional investor）與非專業投資者（nonprofessional investor），其對於資訊

仲介者提供資訊之需求便有所不同。 

目前資本市場上的原始資訊來源為發行人，資訊仲介者是以財務資訊或其他

相關資訊為生產因素，而以其對於資訊分析與解釋的結果為產出的產業，包括：

財務分析師、投資顧問公司、投資信託公司等。資訊仲介者取得原始資訊後，再

將之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資訊，藉此反映出他們瞭解、綜合、解釋原始資料的能力。

例如財務分析師與投顧公司提供之諮詢服務，以及投信藉由募集共同基金出售分

析與解釋資訊之績效。按照理性預期假設，投資人會根據機率論來判斷風險，按

照預期效用理論投資人對於風險有一致性的偏好。因此，當資訊揭露時，投資人

會正確解讀資訊反應於價格上，創造出效率市場，所以當非專業投資人利用資訊

仲介者的資訊將會做成與專業投資人一樣的決策，因此，我們普遍認為資訊中介

者可以增加市場的效率性，降低波動性，避免投資人過度反應。 

Thompson及King（2001）表示資訊的來源大致從三方面而來：1.可以從自己

的工作所接觸的消息而來（例如該公司的員工、上下游廠商、分析師）。2.從其

他人身上得知（例如向分析師購買資訊）。3.從價格而來。內線交易規範了第一

種消息來源進入市場。分析師可以提供第二以及第三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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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許多行為財務學的文獻中，我們發現分析師與一般投資人相同，都會

因為有限的注意、過度自信以及框架效果，對於報表的解讀，對於事件機率的判

斷也會產生偏誤。Solt 及 Statman（1988）而描述正確性偏誤，認為預測容易產

生正確性幻覺（illusion of validity），所謂正確性幻覺是指相信錯誤的信念。Amir

及 Ganzach（1998）發現分析師調整盈餘預測時，對於好消息的盈餘調升會不足，

對於壞消息的盈餘調降也會不足；Daniel、Hirshleifer 及 Teoh（2002）也指出分

析師的預測也存在著過度反應以及反應不足的現象。從上述，我們知道分析師的

預測同樣也存在偏誤的狀態。 

而分析師的預測錯誤的解釋原因通常有兩個，一是從分析師行為的偏誤來解

釋，因為分析師也存在著同樣的認知偏誤，因此在資訊揭露以後也會有過度反應

或是反應不足的現象，造成投資建議過度反應或是反應不足。第二是從分析師與

公司的利益糾葛，因為在選擇性揭露存在的情形下，分析師為了獲取公司內部消

息可能會討好公司經理人，因此給予正面的推薦，產生過度樂觀的偏誤，或是為

了使經理人能夠打敗預期，因此會降低短期財務預測，產生保守性偏誤。因此，

如果分析師預測錯誤是因為第一個原因，則實施公平資訊揭露規定所降低的效率

性可能不如證券商公會所描述的。如果是因為第二種原因，則公平資訊揭露規定

則更有實施的必要性。 

三、寒蟬效應 

批評者對於公平揭露規則的另外一個批評點為，有關重大性的規定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定義，在此，這種作法將對發行企業產生「寒蟬效應」，企業為了免於

潛在的責任可能會降低了企業揭露資訊的意願。因此，反對公平揭露規則者便預

測投資人所能獲得的資訊總和將更少。甚至有批評者認為資訊減少將造成證券分

析師的報告準確性降低、不確定性提高，導致證券市場的不穩定。 

公平揭露規則即將實施前，NIRI（National Investor Relation Institute）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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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突顯了這項的顧慮。訪談對象為462位處理投資人關係之專業人士，在

該調查中，42%的受訪者認為企業將減少資訊之揭露，12%的受訪者表示，一旦

公平揭露規則通過，企業將會「大幅限制」（”Significantly” Limit）資訊之揭露。

同時該項調查還顯示：34.9%的受訪企業將會減少或終止與機構投資人或證券分

析師的單獨會面；32.3%的受訪者會減少或停止參加由券商所舉辦的分析師會

議；27.7%的受訪者會減少或停止參加由企業所舉辦的分析師會議；24.3%的受

訪者會減少或停止投資人參觀廠房的活動；22.5%的受訪者會減少或停止電話會

議的答問；並有10.2%的受訪者會減少或停止進行電話會議。 

但是，所謂的寒蟬效應真的會發生嗎？影響的程度會有多深遠？在這方面行

為學的文獻沒有提供比較不同的想法。因此，我們從公司的成本效益觀點來討

論。在成本方面，公司在禁止選擇性揭露之後，揭露資訊會增加兩種成本： 

1. 宣傳成本（書面印製的成本、媒體成本）： 

公平揭露條例提供發行單位兩項公開揭露資訊之選擇：填寫Form8-K；或利

用無排他效果管道(如新聞稿、電信通訊或網際網路等)。選擇性揭露為一自願性

揭露，證管會無法確切估算揭露的數量。但根據文件程序縮減法規定，證管會估

計發行單位平均每年可有五次公開揭露資訊機會。由於有將近13,000發行單位將

受到此管理辦法影響，估計每年有將近65,000件資訊揭露。若發行單位以填寫

Form8-K方式公開揭露資訊，證管會估計發行單位平均要花五小時完成此項揭露

動作。就文件程序縮減法方面，證管會估計在準備Form8-K部分，公司內部專業

職員約占25％時間，剩餘75％時間由公司外部法律顧問所用。假設公司內部專業

職員與外部法律諮詢每小時成本費用分別為U.S.$85和U.S.$175時，則填寫

Form8-K公開資訊揭露總費用為U.S.$762.5。截至目前為止，證管會並無其他揭

露資訊方法費用支付資料。然而，證管會預期其他揭露方法如發布新聞稿等，其

準備時間應少於公司內部職員採用Form8-K表格填寫方式。正常情況下，發行單

位應會採用較低成本公開揭露資訊方式為之。每一資訊揭露案件成本負擔估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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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S.$537.5到U.S.$762.5之間，若以每年65,000件計算之，則整年度資訊揭露準

備工作總成本約為U.S.$34,937,500到U.S.$49,562,500之間9。 

2. 機會成本（會透露消息給競爭對手）： 

允許選擇性揭露時，公司可以利用分析師將訊息傳遞於市場，就可以避免將

消息透露給競爭對手，使市場對公司有正確評價，但是在進行公平資訊揭露以

後，公司必須要將重大消息露給所有的投資大眾，同時就會透露消息給競爭對

手，因此，這是進行公平資訊揭露後，公司增加的一項機會成本。 

公司發布資訊目的有兩個： 

1. 吸引投資人： 

降低資訊不對稱現象，提高投資人投資意願、股票流動性，降低買賣價差，

也可以使公司獲得良好形象。 

2. 公司因為市場價格正確所獲得的利益： 

當公司市場價格獲得正確評價，增資時可以募得比較多的資金；購併時若是

以股換股就可以降低購併成本。 

以行為學角度來看，因為框架效果公司經理人可能會忽略機會成本的考量，

使得在成本效益分析上，公司經理人可能比理性預期中更容易達到揭露資訊的門

檻。因此，在選擇性揭露被禁止以後，如果效益大於成本公司還是有誘因公佈消

息以使股價正確反應。企業的財務主管必須決定任何重大未公開資訊是否值得花

費公開揭露之成本。若揭露該資訊之利益大於成本，才會發生後續關於揭露之問

題。 

實施公平資訊揭露規定以後，企業所為之揭露，不再精確反應該資訊對於任

                                                 
9 Final Release, 65 Fed. Reg. 51,731-32（Aug. 15, 2000）（Codified at 17 C.F.R. pts. 240,24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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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特定人的價值，反而僅在反應企業避免違法責任的心態與其本身揭露資訊之需

求。對於證券商或分析師而言，最大的影響便是資訊來源的發行公司為避免違反

規定，變得極為保守，造成分析師資訊取得之困難。部分分析師認為，不讓分析

師與公司接觸，直接由公司發布重大訊息，將使股價波動更為劇烈。但是，也有

分析師認為，市場上影響股價波動的因素很多，將其完全歸因於受公平揭露規則

影響的說法，並不客觀。Thomson Financial/First Call研究部主任Hill則認為公平

揭露規則有其正面的影響，促使分析師們更努力的工作。而且Thompson及King

（2001）也指出分析師缺乏這種資訊來源以後必須更努力，才能夠得到原先可以

從公司直接獲得的消息。同時他們也認為，即使當選擇性揭露被禁止以後，公司

減少他們所揭露的訊息，如果分析師改善他們所做的工作，投資人所獲得的資訊

應該也不會減少。這會增加分析師獲得資訊的成本，但不表示資訊的量會因此而

減少。  

小型企業揭露資訊的邊際成本較高，因此在決定何種資訊應予揭露上，亦較

難以取捨。亦即預期之效益小於公開揭露所需之成本，小型企業將不會進行資訊

揭露。然而對於新成立或規模較小之公司而言，通常需要藉助分析師才能將企業

之資訊傳達給投資人。這些企業的股東或投資人通常較少，較不能吸引分析師對

其進行研究，加上這些小型公司通常在比較新的集中市場交易，因此投資人公開

獲得的資訊量亦較少。在此種情形，分析師通常必須透過與經營者一對一的會

談，才能獲得較深入之資訊，以有效監督企業之經營或做成較詳盡之研究報告。

公平揭露規則對於大企業的影響並不大，因為隨時都有分析師在關切大企業之資

訊並加以研究。但是小型企業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與成本揭露企業資訊，公平揭

露規則對於此類企業之影響較為負面。而且，公平揭露規則又取消了小型企業向

證券分析師進行揭露的選項，因此，若不論大小企業間之顯著差異，均適用相同

之標準進行揭露，將有可能會減損市場的基礎效率並阻礙企業之資本形成。  

    因此，禁止選擇性揭露後，公司揭露資訊的成本會增加，大公司增加的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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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較小。所以，小公司減少資訊揭露的量會大於大公司。再加上，分析師研究

成本提高以後，對於小公司的注意會更加減少。因此，對於小公司將會造成雙重

打擊。因此，證管會應該考慮調整適用公平揭露規則的公司型態，或是替小公司

找尋替代的揭露管道，來降低公平揭露原則對小公司的衝擊。而小公司在考慮是

否進行公開發行時，也要將公開發行以後的資訊揭露成本考量進去，評估公司是

否要付出揭露成本來獲取籌資的便利性。 

    Brown、Hillegeist及Lo（2002）針對公平揭露原則實施前面驗證公司是否有

減少選擇性揭露的次數。發現在實施此制度以後，公司有減少選擇性資訊之揭露

因此增加了資訊不對稱的現象，但是他們也聲明該制度的實施不是只為了效率

性，也為了公平性。 

    綜觀對於公平性、效率性以及寒蟬效應的分析。我們可以整理如表4-2： 

表 4-2 行為學角度分析公平資訊揭露規定 

 公平性 效率性 

爭議 1. 資訊揭露有許多方式，
不需透過分析師。 
2. 避免對價的選擇性揭
露—限制內線交易。 

1. 分析師可以協助市場效率性，一般投資
人無法處理太複雜的訊息，可能會造成

解讀錯誤，使市場波動性增加。 
2. 寒蟬效應，可能會使公開之資訊減少，
而使市場價格無法反應正確的價值。 

考 慮 行

為 學 後

的分析 

1. 因為投資人的有限注意
的確會造成不公平性。 

2. 因為人類有限的自利，
使得公平性程度的需求

不如想像中高。 

1. 因為分析師同樣存在行為偏誤，因此實
施此制度所降低的效率性可能不如預

期。 
2. 可以避免分析師因為利益糾葛所產生
的預測錯誤。 

3. 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探討公司在新制度
實施後資訊量的變化。預期大公司資訊

量不會有太大變化；小公司可能會受到

寒蟬效應及成本增加的影響減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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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目前的規定  

我國目前對於資訊揭露的規定規定於證券交易法第36條。證券交易法第

157-1條是我國禁止內線交易的規定，我國目前證券交易法只有禁止內線交易，

對於重大資訊揭露則是規定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公司重大訊

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上櫃公司

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的第6條，規定上市櫃公司於發布重大訊息之

前，不得私下公布任何消息，以確保資訊之正確性及普及性。而我國的這項規定

於83年3月7日修法後即存在，比公平資訊揭露規定更早開始，而且只適用於上市

櫃公司，因為相較於其他公開發行公司，上市櫃公司比較有實施的必要性。 

根據林繼耀（民91），我們可以利用以下六個層面來加以觀察，比較公平揭

露規則與我國現行規範之差異。 

第一，就「進行資訊揭露之主體」而言，公平揭露規則規定是依1934年證券

交易法第12條註冊發行有價證券或依同法第15條規定應申報之企業發行人，均應

受本規則之規範。因此當發行公司之代表人或代理人進行選擇性揭露時，發行企

業即負有揭露之義務。相對的，依我國證券交易法第36條第2項，其規範對象為

「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因此任何公開發行公司一旦發生本項所

定之重大資訊，即應予以公開。  

第二，就「責任發生之原因」而言，公平揭露規則是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為

打擊選擇性揭露與內線交易所設，因此公平揭露規則義務之發生，以選擇性揭露

之事實發生為前提。換言之，需由發行公司之代表人或代理人向特定人進行選擇

性揭露時，始發生揭露之義務。反之，我國證券交易法就內線交易之行為予以禁

止，而對選擇性揭露則未為特別之規定，但若為上市櫃公司則有類似於公平揭露

原則的規定，其差異為法律地位不同，我國非規定於法規，只規定於上市上櫃的

條約，法源地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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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由於我國重大資訊即時揭露係以事實發生為原因，故在揭露義務

之要件上，不像公平揭露規則就資訊受領者之資格予以明訂。於公平揭露規則之

規定下，企業若有重大未公開資訊，亦未必負有公開揭露之義務。在定期向主管

機關申報之期限屆至前，企業的自行決定是否將該資訊揭露，唯有當其向公平揭

露規則所定之受領者進行揭露時，始發生揭露義務。  

第三，就兩者規定之「內容」而言，美國公平揭露規則要求企業於故意選擇

性揭露之情形，應「同時」向投資大眾揭露；而於過失選擇性揭露之情形，則應

「立即」向投資人揭露，且至遲不得晚於選擇性揭露後二十四小時或紐約證券交

易所次日開盤。而在我國之規定中，公司有法定情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  

第四，在關於「重大」之定義上，美國證管會拒絕在公平揭露規則中為「重

大性」下一明確之定義，而選擇沿用判例法上之解釋：所謂重大，指「對理性投

資人之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或「足以改變投資人所能獲得之資訊總和」。10相

對的，我國證交法對於企業應即時揭露之「重大事項」，則係以法規予以明訂。

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對這些重大影響事項加以定義，共計九款，但最後一

款為一概括性規定，因此與美國的原則規定類似。 

第五，就「揭露方式」而言，公平揭露規則對於企業揭露重大訊息的方式，

提供了各種彈性的選擇。不論採取何種方式，皆必須符合「足以將該資訊廣泛、

非排他的散佈於一般大眾」之要求。然而，儘管網際網路已成為便捷之通訊工具，

惟在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之見解下，網路仍不得單獨作為資訊揭露之媒介。我國

對於公告重大資訊之方式亦無限制，惟目前實務上公告事項多是藉由全國性新聞

報紙之登載使讀者知悉。至於透過網路揭露資訊方面，自2002年2月19日起，證

                                                 
10雖然美國證管會寧可保持適度的彈性而拒絕為「重大性」設立明確的判斷標準，但其仍舊列舉

了幾種應被認為係重大訊息的情形，包括：一、企業獲利狀況；二、合併、收購、公開收購、合

資或營業讓與；三、關於其客戶或供應商之新產品、新發明或新發現；四、經營權或管理階層之

異動；五、更換監察人；六、關於發行企業有價證券之重要事件；七、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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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會依據證券交易法第36條及公司法第28條，公告股票公開發行公司自該日起依

該公告規定將應公告資訊揭露於網站後，其公告事項得免登載於報紙。此一行政

函令直接承認了網路作為一種正式的揭露方式，可說是相當先進的作法，亦使企

業之資訊揭露更為便利、成本更低。惟透過網路進行揭露，可能會對部分投資人

形成進入障礙，若因此而使此等投資人無法獲得相同之資訊，對於投資人之保護

似乎仍有不足，亦未盡妥適。  

第六，我國法就重大事項之即時揭露並未設有例外之規定，而公平揭露規則

則設有許多除外或例外規定，明示排除了對於下列資訊受領者的適用：負有信賴

或保密義務者（企業內部人）、締結保密契約者、信用評等機構、媒體或政府機

關等。惟有論者認為此一例外規定形同虛設，例如媒體為不受本規則所規範之資

訊受領者，故發行企業可對其進行選擇性揭露。表 4-3將上述的差異整理如下 

表 4-3 公平揭露原則與我國有關非定期資訊揭露規定的比較 

 美國Regulation FD 我國證交法36、157-1條規定 

規範主體 發行公司以及代表人 發行公司 

規範內容 禁止選擇性揭露 公開發行公司禁止內線交易，上

市櫃公司限制選擇性揭露 

揭露時效 當向特定人揭露時，應同時或立
即（24小時以內）公佈 

重大事項發生後二日內公佈 

重大性 有判斷原則但沒有明確規範 規定於實行細則，但仍包括一概

括性規定 

揭露方式 單利用網站公佈訊息不視為公開 可利用網站公佈訊息 

例外規定 設有例外規定 無例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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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強制性資訊揭露 

我國證交法第 36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強制性揭露的項目，主要的書表包括

財務報告、年報以及公開說明書。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在證券交易法的授權

下，分別訂有準則，規範應揭露之資訊。美國在 1929 年經濟大恐慌之後，為了

避免會有相同的泡沫化情形產生，分別在 1933年以及 1934年制定了證券法以及

證券交易法，增加了公開交易公司的揭露程度。而接下來，我們主要探討強制性

揭露有關財務報表的部分。 

應計基礎及現金基礎一直是會計界、財務界爭論的焦點，早期會計界認為現

金基礎違反配合原則，主張應計基礎較能反應公司之經營績效。財務界則認為應

計項目因較易為管理當局所操縱，因此，認為現金流量較能反應公司之績效。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會計交易的處理方式必須採用應計基礎入帳，所謂應

計基礎是指對於已符合收入實現原則但尚未收現之收益、符合配合原則但仍未支

付之費用、尚未耗用之成本以及未符合收入實現原則而收現之收益，均應於會計

期間終了時調整入帳。 

此外會計原則尚提供許多會計方法運用上的彈性，譬如：存貨成本基礎就有

個別認定法、平均法、先進先出法（FIFO）及後進先出法（LIFO），固定資產折

舊的提列方式亦有直線法、加速折舊法、定率遞減法等等。足以讓管理當局有充

分的選擇權，但並非管理者就可以因此而肆無忌憚的變更各種會計方法來達到損

益平穩化的目的，各種損益平穩化操作的方式仍必須經過專業上的判斷，配合公

司需要並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規定。 

因此，由於會計制度上的應計基礎、會計方法選擇的彈性，即使公司揭露數

字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認列方式，但是跨公司之間的比較就仍依賴投資人各自

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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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ke（1995）認為將外部的資訊內部化，使得資訊變成一個可以使用的形

式就是一種處理（Process）。從我們前面的整理中可以知道，人們在處理大量資

訊的時候，因為有限的處理能力，因此會產生有限的注意。當我們將訊息轉換成

可以利用的資訊需要注意力來處理，注意力是一種有限的資源。因此，我們會選

擇要將注意力放在某一些訊息上而並非所有的訊息。投資人存在著有限注意的偏

誤，當投資人專注了解某一家公司財務報表格式所表達資訊的同時，可能就無法

很充分地解釋另外一家公司的財務報表，而在調整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經驗性法

則中先入為主（anchoring and adjustment）的偏誤，而使評價錯誤。 

同時，Payne、Bettman 及 Johnson（1993）認為因為有限注意以及有限處理

能力，因此人們在處理熟悉格式的資訊時會比較容易。Libby、Bloomfield及Nelson

（2001）實證指出，一個信賴的結構會減少人們處理資訊的成本，發展出一種固

定的分類結構會有助於使用者在做決策時更為快速，可以產生更有效率的結果，

同時，他們發現投資人（包括一般投資人以及分析師）對於不同會計方法所產生

的不同盈餘數字無法充分調整。 

有一些我們熟知的決策偏誤就是因為有限的注意產生的。我們先前提到

Read、Loewenstein及 Rabin（1999）的框架效果，對於決策的影響，我們常常忘

記使用一個更廣闊的思考範圍來考慮一件事。例如，我們先前所提到的抽煙決

策，還有我們提到的風險分散觀念。同樣的，閱讀報表時，我們可能會因為有限

的注意，以及框架效果，沒有將附註揭露消息一起合併考慮，或是受到財務預測

以及擬制性報表的影響而使我們產生錯誤的判斷。 

接下來我們將文獻分成四各方面彙整：1.會計方法的使用 2. 會計科目的分

類 3.財務報表揭露的格式 4.盈餘管理。在有限注意的情況下，我們發現這四個條

件皆會影響投資人的評價。在這樣的影響下，政府機關以及會計原則制定機構應

該朝什麼方向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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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方法 

（一）員工選擇權計劃 

    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APB）於 1972 年公佈 25 號意見書（APB Opinion 

No.25），規定有關發行股票給員工的會計處理，對於員工選擇權計劃是採內涵價

值（instr value）法認列。APB No.25將公司給予員工之股票分成為酬勞性支出

以及非酬勞性支出。所謂非酬勞性支出類似員工按照與市價相當之價格認購，因

此認列方法相似於一般增資募集的認列，不會牽扯到費用科目。若屬於酬勞性支

出則會牽扯到薪資費用認列的問題。當公司公佈的認購價格與衡量日11當時的股

價相同時，內涵價值法就會產生問題，因為公司需要認列薪資費用為零。所以，

1995年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佈第 123號公報，規定費用計算方

法應採公平市價法，但是 APB No.25 仍可繼續沿用，但是鼓勵採用新作法，若

企業仍沿用 APB No.25，必須在報表上揭露採新方法對損益之影響數。兩法的薪

資計算方法如表 4-4。 

表 4-4 員工選擇權認列方法 

會計原則 APB No.25 FASB No.123 

計算方法 認股股數×（衡量日股票市價-認股
價格） 

認股股數×選擇權市價 

選擇權價值 只考慮內涵價值 利用市價計算，包括內涵價值

與時間價值 

附註 當認股價格=衡量日股票市價，則
薪資費用為 0 

當認股價格=衡量日股票市
價，仍需認列時間價值 

 

因此，目前美國對員工選擇權的認列方式，為內涵價值法以及公平市價法並

行。如果以內涵價值法來認列，當給予選擇權日的認購價格等於當時股票公平市

價，則公司無須認列薪資費用，但是要在附註揭露其公平價值。但是大部分的投

                                                 
11 衡量日為員工所獲得之認股股數及認股價格均確定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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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不會注意附註。在 90 年代，許多科技公司利用員工選擇權當作薪酬給付的

一部份，但是有別於一般薪資，員工選擇權可能不用認列為費用。因此公司之間

的盈餘比較性就降低了，如果投資人有判斷能力，則這樣的差異不會對股價產生

影響，但是在有限注意的情形下，投資人會高估使用員工選擇權公司的股價。因

此，Orr（2001）指出，由於投資人的有限注意力，高估當時熱衷使用員工選擇

權的科技公司股價，導致在 90年代末期科技股、網路股的泡沫化。 

    自從 90 年代科技股泡沫化、安隆事件後，投資界採用較嚴格的標準檢視員

工選擇權的會計處理方式，並要求在財報上允當表達選擇權的內涵價值外，甚至

要求須以公平價值計算，雖未強制執行，但部分企業已自動公布選擇權的公平價

值，也由於這樣，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協會（FASB）提議要將員工選擇權費用化

（使用公平價值法），這將會使得科技公司的盈餘數字大幅下降。美國聯準會主

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認為沒有將員工選擇權費用化將會大大虛增公

司的獲利能力。2002年 11月 9日的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s）（2002b）

也公佈國際會計準則 I（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簡稱 IAS）將從 2004

年開始將員工選擇權費用化，Paul Randall預測英國公司將會降低 50%的員工選

擇權使用。這將會影響許多使用國際會計準則的國家，例如新加坡、香港以及菲

律賓。 

    我國特有的員工分紅入股計劃，也面臨了相同的問題。這部分究竟應該列為

費用或是盈餘的分配，將直接影響企業經營績效的呈現結果。外資於民國 91 年

第二季質疑我國員工分紅入股制度的認列方法，認為將其列為盈餘之分配，降低

我國會計資訊之透明度。同時，我國證管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發布了解釋函令，

命令我國公司應將紅利對盈餘之影響於附註揭露。不難看出這樣的命令是一種折

衷辦法，紅利雖然是公司盈餘，但是如果分配的對象是員工，是用於補償以及激

勵員工，在本質上屬於員工酬勞的一部份，反應於財務報表即應為費用。但是，

由於台灣公司法已經明定員工紅利是盈餘分配，因此這將會面臨適法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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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與國際接軌的壓力，我國政府應該盡快建立一個可以允當表達企業行為的會

計準則，以吸引外資並且增進報表的比較性。 

（二）負債認列 

所謂負債，是指特定個體由於過去之交易或其他事項，使其目前負有義務，

須於未來移轉資產或提供勞務給其他個體，因而導致在未來可能犧牲經濟效益

者。企業為了提高信用地位及舉債能力，經常以降低負債方式虛飾財務報表，或

利用其他形式的交易隱匿負債，此種規避負債入帳的融資交易稱為「資產負債表

外融資（簡稱表外融資）」。例如，退休金負債，資本化租賃等等。以理性投資人

的角度來看，這些訊息揭露的強制性似乎是不需要的，因為他們會充分調整其差

異。但是，事實上一般公司都想對這類的消息保密。因為投資人只存在有限的注

意以及處理能力，因此像資本租賃這種等同於負債的交易應該記載於報表上，才

能夠更明白的表達公司財務業務狀況。Harper、Mister 及 Strawser（1987）指出

退休金負債的認列會影響投資人的評價，Hirshleifer 及 Teoh（2002）也指出，

投資人有限的注意可以解釋公司為何會從事資產負債表外融資。 

二、會計分類 

報表使用者會根據他的經驗來判斷何種科目對於評價有比較重大的影響，因

此，投資人對於特定的科目性質有其特定的印象。會計上有很多支出的認列是不

太相同的。Hopkins、Houston及 Peters (2000)檢視購併費用的認列，發現當費用

一次認列為其它費用，或是僅放在附註揭露時都不會被分析師重視，因為分析師

比較重視放在營業費用的項目。 

美國的 FASB於 1997年 6月發佈第 130號公報：綜合淨利報告（Reporting 

Comprehensive Income ），認為綜合淨利項目的揭露必能提供報表使用者更多的

資訊，以窺知企業經營的績效。但是 Hirst 及 Hopkins (1998) 、 Maines 及 

McDaniel (2000)比較將綜合淨利（comprehensive income）放在損益表以及資產

負債表權益項下有何不同。發現，當我們將綜合淨利放在損益表下的時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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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會提高它與公司未來盈餘表現的關係。 

Maines及McDaniel（2000）也指出格式化效果，認為有幾種因素會影響投

資人如何評估公司表現。1.配置（placement）。2.被視為損益的項目。3.與盈餘

相關的科目。4.表達方法。同時，他們認為好的揭露方法應該具有下兩個特點：

1.可以讓新手與專家表現相同；2.利用簡化過的資料所做的決策可以達到未簡化

過的效果。 

    從上述文獻的整理，我們可以了解由於會計資訊的龐雜，資訊使用者在自己

的心理對於某種科目會有一定的認知，產生一種類似心理帳戶的框框，在進行評

價時給予不同科目不同的權重。在會計分類上，由於使用者對於特定項目有既定

的印象，例如，列為負債的科目會減少股東的求償權，列為營業費用的科目會減

少當期業內收入，因此，會計準則應該盡快將不適宜的規定消除，例如員工選擇

權計劃、資產負債表外融資等等，才能夠降低投資人不正確的評價。 

三、會計揭露 

（一）擬制性報表（Pro forma）和財務預測 

Kinney及 Trezevant（1997）顯示公司經理人經常使用一些特殊的項目來做

盈餘管理以控制股價以及投資人對該公司的印象。例如擬制性報表或是財務預

測。擬制性報表的盈餘通常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下的盈餘不同，它通

常是排除了一些特殊項目後，再重新計算公司的營運表現。例如，經濟學人雜誌

（2002a）曾經報導，那斯達克 100指數中所有公司的擬制性報表盈餘為$191億，

而這些公司年底報表卻是虧損$823億，整整差了$1014億。 

擬制性報表揭露是不完整，它只包括某一個項目改變對盈餘的變化，因此公

司經理人可以利用這些簡短的訊息，告訴投資人公司表現也可能是這麼好的，但

是如同財務預測，擬制性報表的數字也是沒有很強大的依據，不須符合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在投資人有限的注意下，公司經理人可以利用這樣的偏誤來引導投資

人對公司產生好的印象，好的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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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務預測方面，有限的注意也可以解釋分析師財務預測低估的原因。

Richardson、Teoh 及 Wysocki（2003）發現公司一方面希望分析師對公司的長期

表現有正面的評價，給予投資人一個良好的印象。另外一方面，也有實證指出，

在年報出爐的當天，即使一點偏差都會造成股價大幅波動，因此，公司會希望分

析師短期盈餘預測保守一點，以免發生上述的狀況。尤其在 90 年代有許多股票

選擇權的獎酬制度，更使得經理人想要打敗預期，以獲得較高的報酬。財務預測

成為公司經理人操弄投資人想法的一個工具。 

（二）部門別報表 

    美國和我國對於部門別資訊揭露都有一定的規定。美國 APB No.2建議企業

自動揭露部門別資訊，美國 FASB No.14，規定企業應揭露主要部門之收入、資

產、國外營運及其他相關資訊，但是此號公報對於部門別的定義與企業內部結構

不盡相同，因此，不但增加企業的編製成本，而且也會造成評估之困難。美國

FASB 在 1997 年 6 月發佈 131 號公報，採用所謂的管理方法（Management 

approach）決定部門之劃分，以取代原來 14 號公報所採用的產業方法（Industry 

approach）。 

    FASB 131號公報與 14號公報不同之處，在於後者對於部門的定義較不明

確，公司可以自由判斷，例如一個製造各種醫療器材的公司，可以宣稱他只有一

個部門專門生產醫療器材，而不依產品種類另外劃分部門，而這種情形將會使得

報表使用者無法評估各種產品的風險，將會使投資人在進行評價時對於不同部門

的風險、成長率會有錯誤的估計。 

    Hirshleifer 及 Teoh（2002）研究有限注意對於投資人利用部門別報表資訊

的影響。他們認為當會計資訊只提供加總的盈餘數字會使得投資人在評估多角化

公司時產生偏誤。因為當公司只提供各部門加總之後的總盈餘時，投資人只能使

用加總平均後的成長率來估計股價，而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可能就會有誘因去操

縱部門別報表的揭露。讓表現較好的部門成為必須單一揭露的部門，讓表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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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部門隱藏起來，所以多角化公司多了一種可以窗飾報表的方法。Lang及 Stulz

（1994）也認為多角化公司比較難監督。 

（三）其它補充性揭露 

    Dietrich、Kachelmeier、Kleinmuntz及 Linsmeier（1998）利用實驗的方式來

分析投資人對於補充性揭露會有哪種方向的判斷錯誤，以提供主管機關是否應規

範補充性揭露。其中對於補充性揭露的定義為 1.已描述於報表主體，利用附註描

述使該資訊表達更加清楚，例如揭露攤銷年限。2.非於報表主體出現之新訊息，

例如，未來現金流量。作者害怕投資人存在解讀偏誤的情形下，補充性揭露可能

會淪為公司管理當局的工具，當它需要好消息時，公佈好消息，需要壞消息時，

公佈壞消息。其實證結果發現，1.當公司揭露預計收入時，投資人會將預計現金

流入反應於價格中，因此相對於只利用報表的累積收入評價，股價會有正向反

應；2當公司遭受壞消息打擊時，發表正向的預期可能盈餘會使投資人產生高估

股價，但是相反的，卻不會有低估的偏誤；3.當公司同時宣佈可能盈餘以及可能

損失會減輕偏誤。. 

四、盈餘管理 

有許多文獻都指出盈餘管理的現象是存在的。Kinney 及 Trezevant（1997）

指出，許多公司利用特殊項目來管理盈餘。根據其實證結果，其建議 1.分析師應

該適當調整公司盈餘，將特別項目分配至其適當之發生年度，分析公司產生經常

性盈餘的能力，來作為判斷股價之依據。2.應該要特別注意附註當中有關特別項

目之揭露。最後他們發現通常特別項目都在第四季認列。 

Dechow 及 Skinner（2000）指出，在會計領域中，學者與產業界和政府對

於盈餘管理的看法有差異。學者普遍認為，公司不存在盈餘管理的現象，但是在

業界這種情形卻常常被討論。其認為，學術界通常認為經理人做出盈餘管理的目

的是為了達到紅利計劃，或是維持債務條款的規定，比較少考慮到經理人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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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敗預期獲得資本利得。而且，學術界通常假設盈餘管理對於投資人決策沒有影

響。因此，才會產生這樣的差異。 

由於目前各國會計基礎大多為應計基礎，而非現金基礎。因此產生許多應計

科目來調整現金基礎，以求能夠更清楚的表達公司目前營運狀況，以便提供良好

的預測。在應計基礎之下，盈餘管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投資人有限的注意下，

會使得經理人更有誘因去執行盈餘管理，同時，它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大家都知道

盈餘管理存在的前提下，它還是可以影響投資人的印象。 

因為投資人只擁有有限的能力，因此經理人只需注意盈餘數字的變化。而報

表揭露的方式，科目分類是投資人閱讀報表時一種簡化的工具。再者，雖然很多

人都知道窗飾報表的事實存在，但是投資人沒有能力將報表還原，因此，還是會

影響到投資人評價的正確性。 

在普遍盈餘管理存在的情形下，證管會如何偵測公司是否有重大的盈餘操

縱行為。Dechow 及 Skinner提出，證管會可以依據下列指標來檢視： 

1. 當公司的現金流量跟盈餘數字相差很多的時候 

2. 公司管理的組織架構不健全時 

同時，也有研究指出，公司在某些特定時機容易去做盈餘管理的動作，當

在這樣的時機下，證管會也可以特別去注意： 

1. 當管理階層有打敗某一個標準的壓力時， 

2. 當公司發行新股 

因此，證管會可以制定某一些規定來避免這樣的情況產生。例如，可以視各

別產業情形不同，當公司盈餘數字與現金流量差異達某一個百分比之上，則必須

在報表上顯著揭露，以提醒投資大眾注意；或是加重發行新股時報表編制的責

任，來避免公司產生重大的盈餘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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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 

為了維持資訊的普及性，台灣以及美國對於自願性重大資訊揭露都有選擇性

揭露的限制。在本文試著利用行為學的角度來分析制定公平資訊揭露原則對於市

場可能產生的利弊，發現下列三項結果： 

1.公平性的增加是否為必要仍未知， 

1. 效率性的降低可能不如預期， 

2. 寒蟬效應的影響對於小公司會比較嚴重。 

由於自願性揭露本身非為法律所強制規定，主管機關以鼓勵的角度，希望公

司增加自願性揭露。但是為了避免自願揭露成為公司與其他團體的利益輸送，所

以要重視揭露時點的公平性、資訊品質的正確性，因此有公平揭露的規定以及反

詐欺的規定，但是自願性揭露也會成為公司操控投資人印象的一個工具，因此在

資訊揭露形式上主管機關可以考慮列為規範項目之一。 

經理人通常比外在投資人更了解如何表達公司當期營運狀況與預測未來績

效。當經理人處於誠信狀態下，他可以利用會計選擇與揭露來顯示對公司未來現

金流量之預期，也就是說經理人可以運用裁決權，將其對未來的預期顯現在財務

報告上，而且可以傳遞尚未反應的未來獲利能力，進而增加盈餘品質的攸關性。

而重點是經理人是否為以誠信的心態來利用這個選擇。 

當我們發現投資人存在有限注意以及處理能力時，公司經理人可能會根據這

樣的人類行為，而利用某些工具例如擬制性報表、財務預測的方式，來突顯它想

要傳達給投資人的訊息，以及來掩飾不希望投資人知道的訊息（例如，員工選擇

權費用、資產負債表外融資）。在這一點上，行為財務學對這些工具的效果並沒

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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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論是會計方法、會計科目分類、會計揭露以及盈餘管理，經理人都想

利用會計原則裡賦予公司的彈性，使投資人對於公司有比較好的印象。Daniel、

Hirshleifer及 Teoh（2002）指出公司利用下列各種方法來利用投資人的有限注意：

發行高估的權益證券、購回低估的股票、增資時管理盈餘使得盈餘上升、影響分

析師的盈餘預測、利用政治力量影響會計原則制定等等。因此，有限注意的影響

應該受到會計原則制定者以及法規制定者的注意。會計原則之制定單位，必須要

正視投資人的這種偏誤，而我們提出這些問題，希望在會計原則制定或是法規的

制定上，能夠盡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彈性。 

首先必須將重大影響損益的科目放在報表主體，而非附註揭露，（例如，我

國員工分紅入股），應該能夠更快制定出適合這樣環境的認列原則。而這也是財

務會計準則協會努力的目標。第二，應該要減少編制擬制性報表的必要性，至於

財務預測在國外是由分析師公佈，並非由公司編制，但是在我國有特殊的財務預

測公佈，因此，很有可能淪為管理者影響投資人的工具。主管機關應該衡量公佈

財測的必要性。 

第三，於目前國際投資漸趨成熟，許多人為了分散投資風險而從事國際投

資，建立一套跨國可比較之會計準則是當務之急。從我們剛剛提到的現象，我們

知道投資人為了有效率閱讀會計資訊對於某些分類會有既定的印象，因此在比較

跨公司或是跨國報表時可能會產生一些誤差，而使得評價也產生誤差，所以增加

可比較性將會有利於報表使用者。為了要改善投資人處理資訊的品質，必須要考

慮心理因素。但是一般投資人無法了解何種資訊是重要的。因此，必須藉由政府

機構的協助來分辨。因此，美國證管會規定，在美國交易市場掛牌上市的公司，

必須依照美國的 GAAP 編制報表。這是希望能夠使美國投資人更正確的評價該

公司的股價。投資人才不會因為會計原則的不同而誤導判斷。目前已經有越來越

多的國家，參考國際會計準則來制定該國之會計準則。不但可以增加該國公司國

外籌資的容易性，也可以吸引更多投資人進來投資。因此，我國目前會計準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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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漸漸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以提昇我國公司在國際資本市場之競爭力12。 

最後，政府為了確保資本市場的資訊揭露，除了藉由法規之訂定來避免公司

操縱盈餘的行為出現，也可以藉由傳播媒體的宣導，告知投資人，公司可能有的

盈餘管理，要小心解讀這些資訊，盡量降低投資人這些不理性的行為。投資人這

樣的偏誤行為的確是存在，當我們在處理真實社會發生的狀況時，要將它考慮進

去，這樣擬定出來的決策，才會更貼近市場，證券評價才會更準確，才會使得市

場效率性更加提昇，而這也是我們將行為財務學考慮進去的最主要原因。 

                                                 
12我國會計準則差異與國際會計準則差異可見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