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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資本市場氣候下盈餘反應係數差異之研究 

 

3.1 前言 

    本章研究延續第2章的研究，探討盈餘反應係數是否會受到市場氣候的影

響。本章研究透過一個兩期模型來分析盈餘反應係數是否會受到市場氣候訊號影

響，並透過實證證據來檢測實證假說。3.2為簡要彙整有關盈餘反應係數影響因

素的文獻，至於有關實證設計方面的文獻則列在3.4中；3.3則提出一個分析架

構並據此建立本研究實證假說；3.4為研究設計，內容包括對過去盈餘反應係數

實證方法的探討以及針對本章實證研究的樣本期間、篩選條件以及實證模式的建

立過程；3.5為實證結果與分析；3.6則是本章研究結論。 

 

3.2盈餘反應係數影響因素相關文獻22 

自Ball and Brown（1968）的實證研究中獲得會計資訊對投資人具有資訊內

涵後，以投資人觀點為主的資訊面（information perspective）會計研究成為

會計研究的主要領域之一。資訊面會計研究主要在探討股價形成的過程中會計資

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研究焦點為資本市場對會計資訊宣告的反應。盈餘反應係

數（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s ，以下簡稱ERCs）在這個研究領域中是

最受到矚目的研究課題之一。Kothari（2001）指出，導致ERCs研究發展的動機

                                                 
22
 本節相關文獻內容集中在有關ERCs影響因素的文獻彙總，有關實證方法上的文獻討論則列在

3.4.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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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來自於在企業評價（business valuation）與基礎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的潛在用途，以及對會計研究上的（a）契約與政治成本假說

（contracting and political cost hypotheses）；（b）自願性揭露（voluntary 

disclosure）；（c）訊號放射假說（signaling hypotheses）等議題提出更具有

檢定力的研究設計。 

    影響ERCs的因素可分為正負兩大類，首先我們將文獻中對ERCs有正向影響

的因素彙集如下：（a）盈餘持續性（earnings persistence）：若盈餘的持續

性越高，則ERCs越大（Kormendi and Lipe, 1987；Easton and Zmijewski, 1989；

Collins and Kothari, 1989）23。（b）公司成長機會（growth opportunities）：

公司成長機會越大，則ERCs越大。Collins and Kothari（1989）認為公司的成

長機會是指現存投資案或具有潛力投資案的預期報酬率超過資金成本，公司能賺

得超額報酬是反映公司在產品市場具有獨佔力（monopoly power）而能賺得准租

（quasi rent），因此公司未來的成長機會越大， ERCs越高。（c）盈餘品質

                                                 
23
 Collins and Kothari（1989）透過盈餘的ARIMA時間序列特性來觀察ERCs與盈餘持續性間的關

係，其中所包含的時間序列特性包括隨機漫步（random walk）、移動平均（moving average）

以及自我回歸（autoregressive）。Ramakrishnan and Thomas（1991）認為淨利組成因素有不

同的持續性，因此盈餘持續性是來自這些盈餘組成份組不同持續性的共同影響。Ramakrishnan 

and Thomas（1991）將淨利組成成分與持續性的關係分成三類：（1）永久性（permanent）盈餘，

預期這類盈餘在未來的每期皆會出現；（2）暫時性（transitory）盈餘，僅在本期出現，但在

未來各期不會出現；（3）價格不攸關（price-irrelevant）盈餘，該類盈餘不具有影響本期與

未來各期股價的能力，即其持續性為零。Kothari（2001）建立Ramakrishnan and Thomas（1991）

所分類的三種淨利組成成分與ERCs理論值間的關係，$1未預期永久性盈餘所造成的

rERC /11+= ，其中 r為折現率；$1暫時性盈餘所造成的 1=ERC ，至於＄1不攸關盈餘所

造成的 0=E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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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s quality）：盈餘品質越高，則ERCs越大。Lev and Thiagarajan

（1993）將實證樣本依盈餘品質區分為五群24，實證結果發現，盈餘品質越高的

樣本，ERCs越高。 

對ERCs負向影響的因素彙集如下：（a）公司風險（risk）：公司風險越高，

ERCs越小。這裡所指的風險是指權益的系統性風險（即β 值），透過資本資產

定價模式，若 β 值越高，則折現率越高，導致ERCs越低（Easton and Zmijewski, 

1989；Collins and Kothari, 1989；Lipe, 1990）。（b）公司舉債程度（degree 

of financial leveraged）：舉債程度越高的公司，ERCs越小。Dhaliwal, Lee, 

and Fargher（1991）的實證結果發現，舉債程度越高的公司， ERCs越低。經

濟內涵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對於舉債程度較高的公司而言，息前盈餘高

代表債權人債權的保障程度增加，因此舉債程度高的公司其ERCs會小於舉債程

度低的公司；（c）無風險利率（risk-free interest rate）：Collins and Kothari

（1989）指出，因為無風險利率增加會導致折現率的升高，此將導致ERCs的降

低。 

現有文獻中有關ERCs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沒有區分市場氣候是多頭或空

頭，而是假設所處市場氣候（market climates）具有同質性（homogeneous），

                                                 
24
 Lev and Thiagarajan（1993）以下述方式來將盈餘品質數量化，該研究將分析師常用來評估公

司基本價值的 12項財務數字，每一個皆賦予 1或 0的盈餘品質分數（scores），再予以加總計算

樣本公司的盈餘品質總分。以存貨為例，若該年度存貨的成長速度小於銷售額度的成長速度，則

存貨的盈餘品質分數為 1，反之，若該年度存貨的成長速度大於銷售額度的成長速度，則存貨的

盈餘品質分數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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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缺乏文獻探討資本市場市場氣候是否會對ERCs造成影響，本研究即在補充

這方面的不足。有關市場氣候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主要出現在財務方面的文獻

中，其中一個脈絡即是探討投資人承擔風險的態度是否會受到市場氣候的影響。

Kim and Zumwalt（1979）提出風險溢酬假說（risk premium hypothesis），他

們認為投資人在多頭市場時願意付出風險溢酬，在空頭市場時則會要求更多的風

險溢酬，來作為承擔風險的代價。後續的實證研究也發現相似的結論（Chen, 

1982；Bhardwaj and Brooks，1993；Kim and Ismail，1998）。延續這個脈絡思

考，若投資人對承擔風險所要求的代價，會隨著市場氣候的不同而異，則在其他

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投資人對於公司相同的未預期盈餘資訊是否會有不同反應，

就值得我們探討。 

 

3.3 分析性模式與實證假說 

    我們首先建立資本市場氣候與盈餘反應係數關聯的分析性模式，在根據分析

性模式的結果，建立本章的研究命題與實證假說。我們以一個兩期模型作為推論

的基礎，時間線如圖3.1所示。 

-------------------- 

圖3.1約在此 

-------------------- 

投資人在期初（ 1−t ）時，依據期末（ 1+t ）股利的期望值，評估期中（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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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公司的股價，且假設公司在期末（ 1+t ）時結清。 iρ 為期初投資人未收到其他

訊息時，以市場模式（market model）所推導之必要報酬率，並以此為折現因子，

上述關係如（3.1）式所示。 

( ) ( ) itittit dEPE ρ1,1,1 +−− =                                              （3.1） 

    i公司於第 t期時宣告盈餘，此時投資人獲得未預期盈餘（ tiUE , ）的資訊及

市場氣候訊號（market climate）
25。此時投資人不僅會改變對 i公司的股價的預

期，且折現因子亦調整為 ii ρρ ∆+ ，其中 iρ∆ 代表投資人觀察到市場氣候訊號後，

因風險溢酬調整導致折現因子的改變26，未預期報酬（ tiUR , ）如（3.2）式所示。 

}{
( )

}{ DU
ti

titti
DUti tt P

PEP
UR ,

1,

,1,
,, || =Φ

−

−
=Φ

−
=                                   （3.2） 

其中 tiP, 為投資人在第 t期獲得未預期盈餘資訊及市場氣候訊號，改變對 i公司股

價的信念（belief）後，對股價的再評估，如（3.3）式所示。 

( ) }{( )DUiitititti t
UEdEP ,,1,, || =Φ+ ∆+= ρρ                                  （3.3） 

    將（3.1）式與（3.3）式代入（3.2）式後，我們獲得（3.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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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研究定義市場氣候訊號 }{ DUt ,=Φ ，其中U 代表市場氣候是屬於多頭期間，D則是代表
市場氣候屬於空頭期間。 

26
 文獻中對於投資人是否會因不同市場氣候而有不同風險溢酬的要求存在理論與實證證據。Kim 

and Zumwalt（1979）的風險溢酬假說中假設投資人為風險規避者，在空頭市場時投資人會要求

較高的風險溢酬，反之，在多頭市場時，則會降低風險溢酬的要求，該實證研究支持其假說，後

續相關研究也提出支持該論點的實證證據（Chen，1982；Bhardwaj and Brooks，1993；Kim and 

Ismai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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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itE ξ 、 iERC 、 CER ′定義分別如（3.5）、（3.6）、（3.7）式所示。 

( ) ( ) ( )1,1,1, | +−+ −≡ tittititit dEUEdEE ξ                                    （3.5） 

( )
ti

it
ii UE
EERC

,

ξρ=                                                   （3.6） 

}{
( )

ti

titit
DUiii UE

UEdE
ERCCER

t
,

,1,
,

|
| +

=Φ∆+=′ ρ                              （3.7） 

    （3.6）式指出，投資人獲得未預期盈餘資訊後的期末股利期望值與事前期

末股利期望值間的差異（ ( )itE ξ ）是影響 i公司風險溢酬調整前盈餘反應係數

（ iERC ）的因素之一，且兩者間成正向關係，這與文獻相關實證研究結果一致。

iρ 為風險溢酬調整前的折現因子，反映 i公司系統風險。從（3.6）式看出， iERC

與 i公司系統風險間成反向關係，這亦與文獻相關實證研究結果一致。 

    （3.7）式則是本研究與過去文獻不同的地方，強調當投資人獲得市場氣候

訊號後，會調整風險溢酬，因而影響ERCs。以往ERCs的相關研究，皆假設市場

氣候具有同質性（homogeneous），因此並未檢驗不同市場氣候下ERCs間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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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異。目前並沒有文獻探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公司股價對盈餘宣告的

反應是否會因市場氣候差異而有不同。本研究補充這方面文獻的不足。 

我們從（3.7）式中可知，在不同的市場氣候下，投資人面對風險所要求的

代價不同，Kim and Zumwalt（1979）的實證研究提出風險溢酬假說（risk premium 

hypotheses），當投資人為風險規避者時，在空頭市場時投資人會要求較高的風

險溢酬；反之，在多頭市場時，則會降低風險溢酬的要求。因此，投資人面對不

同市場氣候時，由於調整風險溢酬的要求，將導致折現因子的改變，因此我們認

為在衡量ERCs時，必須考量市場氣候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企圖推導不同市場氣候下，折現因子如何改變，也就是iρ∆ 的符

號。從第2章研究命題2.1與（3.7）式推論，當投資人得到多頭的市場訊號時，

因為降低風險溢酬的要求， 0| >∆ =Φ Ui t
ρ ；反過來說，若投資人得到空頭的市場

訊號時，會提高風險溢酬的要求而導致 0| <∆ =Φ Di t
ρ 。我們據此提出研究命題3.1

如下： 

 

命題3.1：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投資人獲得多頭的市場氣候訊號，則

iUi ERCCER
t

>′ =Φ|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投資人獲得空頭的市場

氣候訊號，則 iDi ERCCER
t

<′ =Φ| 。 

 

    由研究命題3.1，我們提出本研究的實證假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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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假說3.1：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多頭市場的盈餘反應係數會大於空頭市

場的盈餘反應係數。 

 

3.4 研究設計 

我們首先針對文獻中有關ERCs實證方法進行探討，並在此節說明研究期間、

選樣標準及驗證實證假說的實證模式。 

3.4.1 ERCs實證方法相關文獻探討 

    有關ERCs實證方法的演進上，學者首先想要克服的問題為未預期盈餘的衡

量誤差，Beaver, Clark, and Wright（1979）與Beaver, Lambert, and Morse

（1980）採用樣本分群（grouping）的方法控制未預期盈餘的衡量誤差。Beaver, 

Lambert, and Ryan（1987）為了增進迴歸估計的效率性，並克服將樣本分群所

導致資訊流失（information throwing away）的問題，改採反迴歸（reverse 

regression）模式探討股價資訊內涵的議題。Beaver, McAnally and Stinson

（1997）則認為未預期盈餘與股價皆存在衡量誤差，且二者都受到資訊變數的影

響，因此提出聯立迴歸模式（simultaneous regression equations）的統計估

計模式。Teets and Wasley（1996）則認為考量公司特定因素後所估計的ERCs，

較以往採用樣本資料彙集（pooling）的研究設計為佳。 

3.4.1.1 未預期盈餘衡量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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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預期盈餘衡量誤差是導致過去研究中ERCs被低估的可能原因之ㄧ

（Kothari, 2001）27，因此部份學者企圖透過研究設計來控制未預期盈餘衡量誤

差的問題。Beaver, Clark and Wright（1979）研究異常報酬與未預期盈餘間的

關係。為了控制未預期盈餘衡量誤差的問題，他們以預期盈餘為標準，依未預期

盈餘的大小順序，採分群（grouping）的方式觀察值分群，以研究每群未預期盈

餘與異常報酬間的關係，該研究結果顯未預期盈餘與異常報酬間呈現正相關。

Beaver, Lambert and Morse（1980）則是以證券價格變動百分比將樣本分群，

目的也是期望能夠降低未預期盈餘衡量誤差對迴歸係數估計的影響。以下我們以

一個簡單的迴歸模式說明自變數衡量誤差存在時，迴歸係數估計不具一致性

（inconsistency）的原因。 

    假設無誤差的1×K 的自變數向量 ( )′= **
3

*
2

*
1

* ,...,,, KXXXXX
)))))
迴歸式如（3.8）式

所示。 

ζ+ℜ′= *Xy
)

                                                    （3.8） 

其中 y為因變數， ( )′ℜℜℜℜ=ℜ K,...,,, 321  為 1×K 的係數向量。若存在衡量誤差

的自變數向量 ( )′= KXXXXX ,...,,, 321 ，且 X 與 *X
)
間的關係如（3.9）式所示。 

ε+= *XX
)

                                                      （3.9） 

其中 ( )′= Kεεεεε ,...,,, 321 為 1×K 的隨機誤差向量， iε ∼ ... dii ( )2,0 νN ，

                                                 
27
 Kothari（2001）提出其他可能導致ERCs低估的其他可能假說包括（1）價格領先盈餘（price 

lead earnings）；（2）資本市場的無效率性（in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3）一般公

認會計準則的不完備（deficient GAAP）；（4）暫時性盈餘（transitory e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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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3,2,1= ，且ε與 *X
)
正交（orthogonal）。若∑、υ、ℑ、℘分別代表 *X

)
、ε、

X 及 X 與 y的共變數矩陣（covariance matrix）28，而 2S 與 2σ 分別為 y與ζ 的

共變數，我們分別以（3.10）、（3.11）、（3.12）式表示∑、ℜ、 2σ 。 

υ−ℑ=∑                                                       （3.10） 

( ) ℘−ℑ=ℜ −1υ                                                 （3.11）29 

( ) ℘−ℑ℘′−= −122 υσ S                                             （3.12） 

    若自變數衡量誤差不存在，則Ο= ~υ 30，則（3.10）、（3.11）與（3.12）式分

別成為典型迴歸模式，如（3.13）、（3.14）、（3.15）式所示。 

ℑ=∑                                                          （3.13） 

℘ℑ=ℜ −1                                                        （3.14） 

℘ℑ℘′−= −122 Sσ                                                 （3.15） 

    我們比較（3.11）式與（3.14）式可知，自變數衡量誤差將導致迴歸係數的

估計產生偏誤（bias）而不具一致性31。 

3.4.1.2 反迴歸模式（reverse regression） 

    Beaver, Lambert and Ryan（1987）基於（a）股價較盈餘更具有資訊內涵

                                                 

28
 因為 iε ∼ ... dii ( )2,0 νN ，所以其共變數矩陣為對角矩陣（diagonal matrix），即

( ) KK Idiag 222
3

2
2

2
1 ,...,,, νννννυ == ，其中 KI 為單位矩陣（identity matrix）。 

29
 我們假設 ( )υ−ℑ 為nonsingular，以確定迴歸係數矩陣ℜ為唯一（unique）。 

30
 Ο~為零矩陣（zero matrix）。 

31
 以ERCs研究模式中常見的單一自變數迴歸模式模式為例，若存在自變數（未預期盈餘）衡量

誤差，（3.1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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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覺，（b）增進迴歸估計的效率性及（c）為了克服Beaver, Clark and Wright

（1979）與Beaver, Lambert and Morse（1980）採取分群（grouping）所導致

資訊流失（throwing away）的問題，採取反迴歸模式的研究設計探討股價資訊

內涵的議題。其研究結論與Beaver, Lambert and Morse（1980）皆支持價格領

先盈餘（price lead earnings）的主張。為了克服自變數衡量誤差的問題，反

迴歸的研究設計持續被後續學者所採用，例如Kormendi and Lipe（1987）、

Collins and Kothari（1989）、Dhaliwal and Reynolds（1994）、Basu（1997）、

Billings（1999）等。Collins and Kothari（1989）提出衡量報酬與盈餘間關

係的理論式如（3.16）式所示： 

iiiiiii eXBXMBXR +∆+∆+∆+= ** 3210 αααα                          （3.16） 

其中 iR為該研究特定期間內 i公司股票的累積異常報酬（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 iX∆ 為 i公司股價平減後的未預期盈餘； iMB 為 i公司成長機會，

以該公司股票的市價與帳面價比（market/book value ratio）來衡量；iB代表 i

公司的風險，以該公司的 β值來衡量； ie 則為誤差項。由於 iX∆ 存在衡量誤差，

因此Collins and Kothari（1989）以反迴歸模式衡量報酬與盈餘間關係32，如

（3.17）式所示： 

iiiiiii fRBRMBRX ++++=∆ ** 3210 γγγγ                             （3.17） 

Collins and Kothari（1989）認為iX∆ 的衡量誤差可被誤差項 if 所吸收，且 1α 與

                                                 
32
 Collins and Kothari（1989）假設代表公司成長機會的iMB 與代表公司風險的 iB 無衡量誤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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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γ 間的符號相同，但是 2α 與 2γ 、 3α 與 3γ 間的符號則相反。 

3.4.1.3 聯立迴歸模式（simultaneous regression equations） 

    Cready, Hurtt and Seida（2001）認為以（3.17）式未能直接反映報酬盈

餘間的關係。且使用反迴歸背後隱藏的重要假設是股價的改變沒有衡量誤差，

Beaver, McAnally and Stinson（1997）則是挑戰這個假設，因為盈餘資訊並不

是造成股價改變的唯一資訊來源，因此未預期盈餘變動與股價變動都存在衡量誤

差的問題。Beaver, McAnally and Stinson（1997）認為未預期盈餘與股價改變

皆存在衡量誤差且二者都受到資訊變數的影響，因此提出聯立迴歸模式

（simultaneous regression equation），作者們認為聯立迴歸模式有以下幾個

優點:（a）在聯立方程式下，證券價格與盈餘這兩個變數皆為內生（endogenous），

在這個觀點下，價格改變與盈餘皆由一組公開可得的資訊所一起決定出來的，此

較傳統直接（direct）迴歸或反迴歸為佳；（b）若各別對直接迴歸或反迴歸進行

係數估計，估計結果將產生偏誤，偏誤產生的原因在於其各自的解釋變數與其殘

差項具相關性；（c）Beaver, McAnally and Stinson（1997）的實證研究中，分

別以OLS，2SLS與3SLS聯立估計ERCs與RRCs（returns response 

coefficients），以3SLS的實證結果最接近理論值133。 

    多數有關報酬盈餘關係的研究，常將所有年度樣本公司的觀察值予以彙集

（pool）並估計出單一ERCs。Teets and Wasley（1996）認為這種研究設計並

                                                 

33
 若 1* =ss RRCERC ，則模式 12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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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考慮到ERCs受到各公司特定因素影響所產生的差異。除非以下這兩個假設條

件成立（a）各公司的ERCs均相同；（b）各公司的未預期盈餘變異數相同，否則

這種將樣本資料彙集估計的ERCs將小於公司特定（firm-specific）ERCs。Teets 

and Wasley（1996）的實證結果發現，平均而言，公司特定ERCs約為資料彙集

ERCs的13倍，因此作者建議除非能證實上述兩個假設成立，否則以資料彙集方

式所估計的ERCs將導致錯誤的推論。 

3.4.2 研究期間 

    我們以證券市場的股價表現定義市場氣候，將市場月K線趨勢往上定義為市

場氣候的多頭訊號，將市場月K線趨勢往下定義為市場氣候的空頭訊號。研究期

間為1996年1月1日到2001年10月31日，這段時間臺灣證券市場整體表現如

圖2.1與表2.2所示。 

-------------------- 

圖2.1約在此 

-------------------- 

-------------------- 

表2.2約在此 

-------------------- 

    從圖2.1與表2.2可以看出，市場氣候為多頭訊號包含兩個期間，分別為

1996年1月4日到1997年8月30日及1999年3月1日到200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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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氣候為空頭訊號也包含兩個期間，分別為1997年9月1日到1999年2月

28日及2000年5月1日到2001年10月31日。 

3.4.3 資料來源與樣本篩選標準 

    本研究所需的股票報酬資料及會計資料，均來自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樣本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a）必須於1995年1月1日前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非金融保險公司； 

（b）研究期間內未因其他因素（例如發生財務危機）被變更交易方式、發生暫

停交易或下市者； 

（c）研究期間資料庫中的日交易資料完整者； 

（d）研究期間能在資料庫中取得每股營運盈餘資料與財報見報日資料者。 

    透過以上樣本篩選法則，符合篩選條件（a）的有290家公司，其中有15

家在研究期間內有下市、變更交易方式、或暫停交易的情況，有51家公司在研

究期間內資料庫中的日交易資料有遺漏值，有23家公司在資料庫中缺乏研究期

間內的市值或帳面值資料，有6家公司在資料庫中缺乏研究期間內的盈餘資料，

有10家公司在資料庫中缺乏研究期間內的見報日資料，最後有185家公司符合

本研究樣本篩選條件，我們將這些符合篩選條件的樣本以及所屬的產業群組列在

表3.1。 

-------------------- 

表3.1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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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樣本公司的盈餘資料是持續營運部門扣掉所得稅費用的每股營業淨

利。我們以隨機漫步模式（random walk model）建立預期盈餘34，因此未預期盈

餘（UE）為實際盈餘與預期盈餘的差異。Teets and Wasley（1996）的實證研究

發現，考量公司個別因素後所估計之ERCs遠大於將樣本資料彙集後估計之

ERCs，但若將未預期盈餘的變異數納入考量，則公司特定ERCs與資料彙集ERCs

兩者非常接近，因此我們將樣本公司所屬產業群組的依未預期盈餘變異數的敘述

統計資料詳列在表3.235。 

-------------------- 

表3.2約在此 

-------------------- 

    從表3.1可以看出，資訊電子業未預期盈餘變異數的平均值與標準差皆最

大，服務業未預期盈餘變異數的平均值與標準差皆最小。 

3.4.4 實證模式 

                                                 
34
 Green and Segall（1967）與Watts and Leftwich（1977）之研究顯示隨機漫步模型具有良好的預

測能力。Ball and Watts（1972）的研究顯示年度盈餘呈現隨機漫步的趨勢。 Cheng, Hopwood, 

and McKeown（1992）的實證研究指出，隨機漫步假設下的ERCs顯著優於ARIMA（1,0,0），因

此本研究隨機漫步模型來建立預期盈餘，即 [ ] 1,, −= titi OEPSOEPSE ，因此

[ ]tititi OEPSEOEPSUE ,,, −= 。 

35 Teets and Wasley（1996）假設未預期盈餘的平均數為零，因此未預期盈餘變異數如下：

( ) 6/
2001

1995

2∑
=

=
t

tUEUE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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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ins and Kothari（1989）基於兩個理由，認為未預期盈餘具有衡量誤

差，（a）以會計盈餘來衡量公司未來的股利支付能力具有誤差。除了會計盈餘資

訊之外，資本市場投資人還會利用其他資訊來預估公司未來的股利支付能力，從

這個角度來看，以具有雜訊的（noisy）未預期盈餘來預測公司未來股利支付能

力的改變並不適當；（b）除了公司所報導的盈餘數字之外，存在更多資訊，甚至

是更為及時的資訊導致未預期盈餘的衡量為一具有雜訊的時間序列預期訊號。基

於這兩個理由，Collins and Kothari（1989）的實證模式採取反迴歸的研究設

計。由於本研究焦點在探討市場氣候與ERCs間的關聯性，基於3.4.1.1以及

Collins and Kothari（1989）的主張，我們亦透過反迴歸實證設計檢測本章研

究的實證假說。實證模式如（3.18）式所示，變數定義及衡量方式列在表3.3 

( ) ( )

( ) ( ) tjtijtijbeartjbulltj

tijbeartjtijbeartjbulltjbeartjtij

DUMMYCARRRCRRC
CARRRCDUMMYUEP

,,,,,0,1,,,,

,,0,1,,,,,,,0,,,0,,,0,,

**

**

ε

γγγ

+−

++−+=

−

−

 

（3.18） 

-------------------- 

表3.3約在此 

-------------------- 

若 0,, =tijDUMMY ，（3.18）式轉化為（3.19）式： 

( ) tjtijbeartjbeartjtij CARRRCUEP ,,,0,1,,,,,0,, * εγ ++= −                        （3.19） 

（3.19）式顯示在空頭市場氣候下，公司未預期盈餘與事件期股價累積報酬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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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beartjRRC ,, 即為公司的報酬反應係數（Returns Response Coefficients，

以下簡稱RRC）36。 

若 1,, =tijDUMMY ，則（3.18）式轉化為（3.20）式： 

( ) tjtijbulltjbulltjtij CARRRCUEP ,,,0,1,,,,,0,, * εγ ++= −                         （3.20） 

（3.20）式顯示在多頭市場氣候下，公司未預期盈餘與事件期股價累積報酬間的

關係。因此，我們將（3.18）式轉化為實證模式（3.21）式： 

( )

( ) tjtijtijtjtjRRC

tijtjtijtjdtjtij

DUMMYCARRRC
CARRRCDUMMYUEP

,,,,,0,1,,,

,,0,1,,,,,,,0,,

**
**
εγ

γγ

++

++=

−

−
              （3.21） 

其中： ≡tijUEP ,, 第 j組 i公司第 t年以事件日前一年期末股價平減後的未預期盈餘

37, 38，即 1,/ −= tiii PUEUEP ；       

      ≡tijDUMMY ,, 虛擬變數，若第 j組 i公司第 t年的事件日位於圖2.1中月K

線的上升趨勢段，則 1,, =tijDUMMY ，否則 0,, =tijDUMMY ； 

      ( ) ≡− tijCAR ,,0,1 第 j組 i公司第 t年的事件日當日與前一日的累積異常報酬

                                                 
36
 從理論值的觀點，報酬反應係數為盈餘反應係數的倒數，因此若我們的實證假說認為在其他條

件不變的情況下，公司多頭市場期間的盈餘反應係數大於空頭市場期間的盈餘反應係數，則表示

公司多頭市場期間的報酬反應係數大於空頭市場期間的報酬反應係數。 

37
本研究以財務報表見報日為事件日。 

38
 本研究使用持續營運部門的營運淨利扣除所得稅費用的盈餘資料，代表公司的持續性盈餘。盈

餘依其持續程度劃分為持續性（permanent）與非持續性（transitory）盈餘兩部分（Beaver, 

Lambert, and Morse, 1980；Kormendi and Lipe, 1987；Ali and Zarowin, 1992），持續性盈

餘的意義為該項盈餘會在未來各期持續出現，非持續性盈餘的意義則為該項盈餘僅出現在當期而

不會在未來各期出現。持續性與非持續性盈餘的宣告，可能具有不同資訊內涵，而因此造成不同

的盈餘反應係數（Collins and Kothari, 1989；Easton and Zmijewski, 1989；Cheng, Hopwood, 

and Mckeown, 1992）。金成隆（民85）以國內上市公司為樣本的實證研究也發現，持續性盈餘

的盈餘反應係數遠較非持續性盈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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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tj ,ε 殘差項。 

    依據研究假說，預期 0,, <tjrrcγ  

 

3.5 實證結果 

    我們首先將變數的敘述統計列在表3.4。由表3.4可以看出，（a）事件日前

一日與事件日當日的累計異常報酬（ ( ) tijCAR ,,0,1− ）、（b）事件日前一日至事件日

後一日的累計異常報酬（ ( ) tijCAR ,,1,1− ）、以及（c）以前期期末股價平減後的未預

期盈餘（ tijUEP ,, ），其平均值大多小於零。 

-------------------- 

表3.4約在此 

-------------------- 

                                                 
39
估計期為財務報表見報日前285個交易日到前32個交易日，共285個交易日，財務報表見報日

前31個交易日到前2個交易日則為空窗期。 

40
 

( )
( )∑ =

−=
−=

−

0

1 ,,,,,, ][
,,0,1

k

k ktijktij RERCAR
tij

， ktijR ,,, 為第 j組 i公司第 t年事件期第 k個交易日

股票報酬， ( )ktijRE ,,, 則是第 j組 i公司第 t年事件期第 k個交易日的預期股票報酬。本研究以市

場模式調整法（market model adjusted model）來建立預期報酬，即

( ) ktijmtijtijktij RRE ,,,,,,,,,,, *βα += ，其中 tij ,,α 與 tij ,,β 為第 j組 i公司第 t年估計期

( )32,285− 資料估計所得的參數。周賓凰與蔡坤芳（民86）沿用Brown and Warner（1980, 1985）

的研究，以臺灣上市股票日資料為樣本，探討事件研究法中常使用的三個期望報酬率模型—平均

數調整法（mean adjusted method）、市場指數調整法（market adjusted method）以及市場模

式調整法（market model adjusted method）--以及檢定方法的適用性。他們的研究結果指出，

就預期報酬率模型而言，以市場模式調整法較適用於臺灣證券市場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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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採取反迴歸的實證模式，變數間的相關分析列在表3.5，以

（3.21）式進行實證估計，實證結果如表3.6所示。 

-------------------- 

表3.6約在此 

-------------------- 

    我們首先從表3.6來觀察tjRRC , 的估計結果。若公司的未預期盈餘對投資人

而言具有資訊內涵，則 0, >tjRRC 。從表3.6的實證結果來看，傳統製造業、資

訊電子業、服務業以及其他產業在 tjRRC , 符號上的估計皆為正，但具有顯著性的

只服務業。 

接下來我們從表 3.6 來觀察 tjRRCr ,, 的估計結果。 tjRRCr ,, 代表各組別公司在多

頭市場時報酬反應係數與空頭市場時報酬反應係數間的差異，從實證假說推論，

本研究預期 0,, <tjRRCr ，表示在多頭市場氣候下的報酬反應係數小於空頭市場氣

候下的報酬反應係數，亦即，在多頭市場氣候下的盈餘反應係數大於空頭市場氣

候下的盈餘反應係數。從表3.6的實證結果來看，各個產業群組在 tjRRCr ,, 的估計

上，符號均為負值，且其中有顯著性的產業群組為傳統製造業、資訊電子業以及

其他產業，我們認為這個實證結果支持實證假說。 

    接下來進行敏感性分析，我們將事件期由( )0,1− 拓展為 ( )1,1− ，則實證模式

如（22）式所示，我們將實證結果列在表3.7。 

( )

( ) tjtijtijtjRRC

tijtjtijtjdtjtij

DUMMYCAR
CARRRCDUMMYUEP

,,,,,0,1,,

,,1,1,,,,,,,0,,

**
**

εγ

γ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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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表3.7約在此 

-------------------- 

    從表8可見，所有群組的 tjRRC , 符號均符合預期（大於零），且傳統製造業

與服務業具有顯著性。有關 tjRRCr ,, 的實證結果，我們發現所有組別 tjRRCr ,, 的符號

均符合預期（小於零）且皆具有顯著性，從這個實證結果我們認為亦支持實證假

說。 

 

3.6 本章研究結論 

自Ball and Brown（1968）的實證研究中獲得會計資訊對投資人具有資訊內

涵後，以投資人觀點為主的資訊面（information perspective）會計研究成為

會計研究的主要領域之一。資訊面會計研究主要在探討股價形成的過程中會計資

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研究焦點為資本市場對會計資訊宣告的反應，若某會計資

訊的宣告顯著影響投資人的信念（belief）以及行動（action），則我們稱這個

會計資訊具有資訊內涵（information content）或具有有用性（usefulness），

至於資訊有用的程度（degree of usefulness），我們常以某會計資訊揭露之後

股票價格的變化來衡量。盈餘反應係數在這個研究領域中是最受到矚目的研究課

題之一。Kothari（2001）指出，導致ERCs研究發展的動機主要是來自於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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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business valuation）與基礎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的潛在用途，

以及對會計研究上的（a）契約與政治成本假說（contracting and political cost 

hypotheses）；（b）自願性揭露（voluntary disclosure）；（c）訊號放射假說

（signaling hypotheses）等議題提出更具有檢定力的研究設計。 

現有文獻中有關ERCs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沒有區分市場氣候是多頭或空

頭，而是假設所處市場氣候（market climates）具有同質性（homogeneous），

所以缺乏文獻探討資本市場市場氣候是否會對ERCs造成影響，本研究即在補充

這方面的不足。有關市場氣候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主要出現在財務方面的文獻

中，其中一個脈絡即是探討投資人承擔風險的態度是否會受到市場氣候的影響。

Kim and Zumwalt（1979）提出風險溢酬假說（risk premium hypothesis），他

們認為投資人在多頭市場時願意付出風險溢酬，在空頭市場時則會要求更多的風

險溢酬，來作為承擔風險的代價。後續的實證研究也發現相似的結論（Chen, 

1982；Bhardwaj and Brooks，1993；Kim and Ismail，1998）。延續這個脈絡思

考，若投資人對承擔風險所要求的代價，會隨著市場氣候的不同而異，則在其他

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投資人對於公司相同的未預期盈餘資訊是否會有不同反應，

就值得我們探討。本章研究的焦點在探討市場氣候與盈餘反應係數間的關係。若

投資人在多頭市場氣候下面對風險的傾向較空頭市場時積極，則投資人獲得公司

盈餘宣告訊息後，對未預期盈餘的反應也會受到市場氣候的影響。因為投資人在

多頭市場氣候下承擔風險所要求的風險溢酬較空頭市場為小，因此面對未預期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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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時，股價在多頭市場的反應會大於空頭市場。亦即其他狀況不變的情況下，多

頭市場盈餘反應係數大於空頭市場的盈餘反映係數。我們以1995年到2001年間

在臺灣證券市場掛牌上市的非金融產業公司股票為實證樣本，實證結果顯示多頭

市場期間的盈餘反應係數顯著大於空頭市場期間的盈餘反應係數，這個實證結果

顯示，具有資訊內涵的會計資訊，在不同的市場氣候情境下，資訊有用的程度有

顯著差異。 

本章的研究結果具有兩個涵意：對學術研究而言，過去有關盈餘反應係數影

響因素的研究中，多著重在公司的特定因素（specific factors）而忽略對市場

環境因素的考量，本研究即透過實證研究指出此觀點的重要性，即相同的資訊在

不同的市場氣候下，對投資人信念以及行動有不同的影響程度。對經理人而言，

希望透過公司的資訊揭露來傳遞管理階層所擁有的私有資訊，並因此改變投資人

對公司股票預期價值以及風險的看法，依據本章的實證結果，除了傳遞的資訊必

須具有資訊內涵之外，資訊揭露的時機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