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介紹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相關文獻探討；

第二節介紹綜合淨利觀念的發展；第三節介紹匯率變動的會計處理；第四

節介紹匯率變動的經濟效果；第五節介紹國外探討外匯風險與公司價值之

相關文獻。 

 

第一節、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探討 

 

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之測試，最早出現於 Ball and Brown（1968），

該篇文章假設市場在具有效率性下，市場將因資訊之進入而快速調整資產

價格，故沒有任何賺取異常報酬之機會。換言之，會計盈餘數字若具有資

訊內涵，則會立即反映在股價上。而 Ohlson （1995）及 Feltham and Ohlson

（1995）所提出之理論，則重新建構了會計資訊及公司價值間之關聯性。

價值攸關性之研究，主要是在檢視公司市場價值與所欲衡量指標間之關聯

性。Barth（2001）指出，若會計數字對於權益市價有預期之關聯性，則

此數字可被定義為具「價值攸關」，這類型之相關研究，旨在探討會計數

字與權益市價間之關聯性，檢視是否可用會計資訊來檢視股價中的橫斷面

差異。 

 

本節將針對相關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之國內外文獻進行探討。 

 

一、國外文獻 

 

Amir and Lev（1996）以 1984-1993 年 14家無線通訊產業公司為研

究樣本，檢測其非財務資訊之價值攸關性。實證研究結果發現：（1）在獨



立（stand-alone）的基礎上，大部分的財務資訊（盈餘、帳面價值及現金

流量）與無線通訊產業公司之股價間並無顯著關係；（2）非財務資訊（服

務區域及市場佔率）之價值攸關性大於傳統之財務資訊，但若將非財務資

訊與財務資訊相結合，則盈餘可作為公司股價之解釋變數。此外，實證結

果指出過去十年無線通訊產業創造出鉅額之市場價值，來自營運之現金流

量經常為負值或相對於其他成熟產業為低，且盈餘也呈現負值，但其市價

與帳面價值比率卻為其他公司之 4-6倍，可見投資人對於此產業有高成長

之預期。作者認為，過去十年來會計準則將無線通訊產業公司於市場拓展

及相關投資皆視為費用的作法是不恰當的，因為這些投資可以增加公司之

價值，但卻無法被視為公司之資產。所以，投資人必須依賴非財務資訊做

為評價無線通訊產業公司之依據。 

 

Watts（1974）認為資產負債表及損益表皆提供投資人具有價值攸關

性之資訊，但是對於投資人而言，二者卻扮演著不同的角色：資產負債表

主要是使用於幫助做成授信決策及監督債務契約，並且於公司發生財務危

機時，提供清算價值的資訊；損益表主要是用以衡量權益之價值，並提供

公司未來盈餘成長機會及其他未認列之淨資產價值。 

 

Barth（1998）則指出，資產負債表提供了股東有關清算價值的資訊，

與股東所擁有之放棄選擇權值（abandonment option）有關。將金融市場

上對於選擇權的概念運用於實質資產上，便為放棄選擇權，其標的物為公

司資產，執行價格為處分資產價值。由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僅對其出資

額承擔有限責任，因此當公司財務狀況良好時，股東較不可能行使放棄選

擇權；當公司財務狀況不好或面臨破產危機時，股東行使放棄選擇權之可

能性便會增加，以減少其損失。因此對於股東而言，當公司發生財務危機

時，股東行使放棄選擇權之機率增加，提供清算價值之資產負債表，其重



要性便會較提供未認列之淨資產價值之損益表為高。 

 

而 Barth（1998）為檢測當公司財務狀況惡化時，盈餘及帳面價值對

於股價之增額解釋能力是否如上所述，用二種不同方法進行實證研究：（1）

針對 396家已發生財務危機之公司，估計發生財務危機事件前五年公司權

益市值與盈餘及帳面值之關係，藉以探討帳面價值及盈餘的相對重要性是

否有改變。（2）以債券評等衡量公司財務健全度，依公司財務健全度區分

為財務較強勢與財務較弱勢兩組，進行橫斷面分析，以檢測在不同之財務

狀況下，帳面價值及盈餘的相對重要性是否有變化。實證結果顯示，當公

司發生財務危機時，帳面價值之解釋能力逐漸增加，而相對於帳面價值，

盈餘之解釋能力財逐漸下降；此外，當公司財務健全度降低時，帳面價值

相對解釋能力較高，而相對於帳面價值，盈餘之解釋能力則逐漸降低。 

 

Daley（1984）研究美國第 36 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中有關退休金費

用、未提撥既得利益及未提撥前期服務成本之揭露對資本市場的反應，實

証結果顯示，退休金費用之報導與權益市場之評價程序最為一致；而未提

撥既得利益與未提撥前期退休金成本皆嚴重低估退休金之未來現金流量。 

 

Bernard and Ruland（1987）以時間序列（time series）分析方法，來

探討歷史成本及現時成本下淨利數字的增額資訊內涵。實証結果顯示，在

大部分的產業中，現時成本與歷史成本下的淨利解釋力相去不遠，現時成

本並無增額資訊內涵。 

 

Collins et al.（1997）從（1）無形資產密集企業的增加；（2）盈餘報



導為負；（3）盈餘中包含非經常發生項目1；及（4）企業規模等不同因素

加以解釋價值攸關性的變動。實證結果發現過去四十年之整體財務報表攸

關性並未下降，反而小幅度地增加；但盈餘攸關性則呈逐漸下降趨勢，而

帳面值之價值攸關性呈上升的趨勢，可視為帳面值取代盈餘所喪失的攸關

性。作者進一步分析影響盈餘及帳面值攸關性改變的原因後發現（1）無

形資產密集企業之增加其實並未能解釋盈餘及帳面價值攸關性隨時間的

變動，但可以解釋盈餘價值攸關性下降而帳面價值的價值攸關性上升的現

象。（2）非經常發生項目因較不具有持續性，也能解釋盈餘個別價值攸關

性與帳面價值個別價值攸關性之變動。（3）當企業報導負盈餘的次數增

加，會使投資人將注意力轉移至資產負債表上之資訊。（4）但在企業規模

部分，因小型公司目前盈餘可能不能代表其未來的情形，且較大公司可能

面臨財務困境或倒閉的風險，所以投資人會較注重資產負債表所傳達的資

訊。整體而言，作者發現當上述因素一旦被控制後，過去四十年的價值攸

關性就無顯著的變動。因此對於傳統會計資訊已失去價值攸關性的說法持

保留之態度。 

 

Francis and Schipper（1999）從不同角度驗證會計資訊對投資人有用

性是否逐年降低，作者首先利用四種會計資訊所提供的準則建立避險投資

組合，四種組合分別為：(1)盈餘成長或衰退及其幅度；(2)現金流量；(3)

財務指標之改善或惡化；(4)預測未來盈餘變動之變數值；再分別以淨值、

盈餘及兩者總和來分析對股價解釋能力之各年水準，並做時間序列分析，

驗證高科技公司的興起是否為造成整體資本市場會計資訊攸關性降低之

原因。結果發現，盈餘與股價報酬的關係顯著地逐年下降，帳面值與盈餘

                                                 
1 近期研究顯示盈餘與帳面價值的價值攸關性兩者呈反向變動。若盈餘為負或包含非經

常發生項目，則帳面價值會較盈餘之價值攸關性增加，其可能原因有：（1）因盈餘包
含過多暫時性項目而使帳面價值成為較佳的盈餘測代理數；（2）帳面價值為企業面臨

財務危機時較佳之代理變數。 



解釋股價的能力卻顯著地逐年增加。在進一步對於高科技產業與低科技產

業財務資訊之價值攸關性進行比較時，作者發現高科技產業雖在研究發展

支出密度程度及市價／帳面值比方面均高於低科技產業，但盈餘及帳面價

值的價值攸關性在兩種產業之差異並不顯著。是故高科技產業雖較低科技

產業之財務資訊價值攸關性為低，但作者認為財務資訊攸關性的降低並不

能單以高科技產業重要性之增加作為唯一的解釋因素。 

 

Lev and Zarowin（19999）則探討在投資人對於攸關資訊需求日益增

加、主管機關不斷增進財務資訊之品質與及時性之下，財務資訊之資訊攸

關性卻日益降低的原因，可能源自於現有會計衡量及報導系統無法反映企

業為因應經濟環境而進行之調整變動，作者以企業過去 20 年來所經歷的

變動幅度的增加，相對於財務資訊有用性的降低，將企業變動與財務資訊

解釋力作一實證上的聯結。實證結果發現，在過去 20 年來盈餘、現金流

量及帳面價值等會計數字對投資者之有用性逐年下降。作者認為當法令管

制或競爭情勢改變時，投資人會立即察覺這些改變可能對企業所造成影

響，因此將其反應於公司之股價上，但會計財務報表基於以交易為基礎，

故需於交易發生時才會反映這些變化的影響。因此，作者以公司的帳面價

值與市場價值為依據，將同年度的樣本公司依規模大小分成 10 組，先以

樣本公司在各組間移動頻率及幅度來計算公司的平均變動數，依平均變動

數將各年的樣本公司區分成高變動組、低變動組及無變動組，再以各組樣

本分別進行盈餘與股價報酬之分析。實證發現，企業環境變遷較為劇烈的

公司相較於變遷較為緩和之公司，其盈餘反應係數及財務報表解釋能力均

明顯較低，且遞減速度較快，證實造成會計資訊有用性下降之主要原因來

自企業的快速變動及會計處理的不適當。 

 

 



二、國內文獻 

 

林凱鴻（2000）以民國七十年至八十八年的上市公司做為研究樣本，

利用 Ohlson （1995）所提出之股票評價模式，並參照 Collins（1997）之

研究，以 Brown（1999）實証測試模型，加入規模效果的變數，評估盈餘

與帳面價值攸關性之變化。實証結果顯示：（1）在未考量規模因子的情形

下，盈餘、帳面價值二者共同或個別之攸關價值性都隨時間而有漸增的趨

勢，但盈餘的攸關價值性並沒有十分明顯的隨時間移轉至帳面價值；無形

資產密集公司盈餘、帳面價值之攸關性高於非無形資產密集公司；無非重

複發生項目公司其盈餘、帳面價值之攸關性較有非重複發生項目公司為

大；正盈餘公司盈餘之價值攸關性比負盈餘公司大，而帳面價值則無顯著

差異，大規模公司盈餘、帳面價值攸關性皆高於小規模公司。（2）在加入

規模因子後，若以去年股價平減，盈餘、帳面價值二者共同或個別之價值

攸關性不再有隨時間經過而明顯增加的趨勢，而且在經過平減後，變數的

顯著性較平減前顯著。因此作者認為，盈餘及帳面價值可做為投資人做成

投資決策時之參考指標。 

 

張仲岳與梁鈺涓（1998）針對所得稅與退休金會計準則公報是否提

供攸關資訊進行研究，探討（1）依據公報所認列或揭露之資產與負債是

否被資本市場認為是公司價值一部份；（2）採用 22號公報與 18號公報是

否比未制定公報前各企業所採行之方法更具有攸關價值。結果顯示，投資

人認為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具有公司資產（負債）性質，且 22 號公

報所提供之所得稅會計資訊確實含有增額攸關性。 

 

戚務君、俞洪昭、許崇源與曹美娟（2001）以權益評價模型來測試

兩稅合一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對股價之影響，以探討兩稅合一對上市與上櫃

股票市場之影響，實證結果發現兩稅合一之可扣抵稅額具價值攸關性。 



吳鈞麟（2000）以 81-90 年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檢測過去學者以

Ohlson（1995）所從事會計資訊帳面價值、盈餘及盈餘組成因素之價值攸

關性研究，在未考慮「其他資訊」的情況下，其結果是否會受到景氣因素

之影響。同時根據在不同景氣狀況下，會計資訊與股價關聯性之差異，也

可判斷台灣股市在景氣狀況好（多頭）時，投資人是否會「過度反應」會

計資訊所傳遞的訊息，因而對未來產生過度樂觀預期，造成股價「超漲」

的現象。實證結果顯示，帳面價值、盈餘及盈餘組成項目（包括營業利益、

銷貨毛利及研發費用）與股價之間確實存在顯著之關聯性，亦即具有價值

攸關性；而在加入景氣因素作為虛擬變數後，也可發現景氣因素的確會影

響投資人對企業未來異常盈餘看法，進而改變會計資訊之價值攸關性。同

時，觀察景氣因素對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之影響，除了發現盈餘、營業利

益、銷貨毛利及研發費用與股價之關聯性係景氣狀況較佳時顯著高於景氣

狀況較差時外，帳面價值與股價之關聯性，同樣也會受到景氣因素的影響。 

 

第二節、綜合淨利觀念的發展 

 

FASB在財務會計觀念公報第 1號（Concept Statement 1）中指出，

財務報導的目的，在於提供有用的資訊，幫助使用者衡量企業價值。財務

報表中盈餘資訊，更能幫助財務報表使用者預測企業未來產生現金流量的

能力，因此盈餘資訊是投資人所關切的。然而損益表中本期損益所表達的

僅為部分的全含所得，非全含所得的全貌，使得財務報表使用者在以「淨

利」做為公司營運的經營績效衡量指標時，忽略到其他不在損益表中認列

的項目，造成可能低估或高估公司的經營績效。隨著證券市場的蓬勃發

展，越來越多的投資人、債權人、分析師以及企業經理人所關切的焦點，

不再僅限於企業短期的獲利能力，他們更加著重企業的長期經營績效。因

此需要更完整且詳實的損益數字及項目來評估企業的整體經營結果及財



務狀況，以做為未來決策的參考，故遂有綜合淨利之興起。 

 

綜合淨利一詞首次在 1980 年 12 月之財務會計觀念公報第 3 號

（Concept Statement 3）被提及。在財務會計觀念公報第 3號中，FASB決

定使用綜合淨利一詞之定義以取代盈餘（earnings），因為他們認為盈餘較

綜合淨利狹隘。在財務會計觀念公報第 5號中，FASB決定將綜合淨利及

它的組成份子列入當期財務報表中加以報導，並且把盈餘當作綜合淨利的

一部分。FASB指出盈餘的定義較綜合淨利狹隘，同時提出盈餘和綜合淨

利間可能差異的釋例。 

 

FASB在發佈 130號公報以前，並不要求完整的財務報表要報導綜合

淨利及其組成份子。但是，有幾個會計準則要求某些項目不置入損益表，

而單獨列在資產負債表的業主權益項下。這些項目如：外幣換算調整數、

採權益法評價之長期投資公司間外幣交易之利得或損失（第 52號公報）、

備供出售證券未實現持有利得或損失、持有至到期日證券轉為備供出售證

券之未實現持有利得或損失、備供出售證券先前價值減損沖銷而續後市價

再減少或增加、避險性期貨合約資產市價之變動（第 115 號公報）、根據

第 87號公報所計算出之未認列為退休金成本之淨損失。 

 

除了 FASB 外，尚有許多財務報表使用者表示他們關心單獨表達在

權益項目中的一些綜合淨利項目；而除了美國之外，國際間其他機構也陸

續採用全含所得的損益觀念。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於 1992 年發佈第 3號

公報「Reporting Financial Performance」，要求英國企業之損益帳戶（profit 

and loss account，其乃類似美國損益表）需報導當年度全部之利得與損失，

其觀念類似美國之綜合淨利。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也於 1996 年

發佈「statement of non-owner movements in equity」之草案，要求企業特

別編製一張報表來報導類似綜合利益之項目。為了促使會計準則之調和，



FASB也積極與英國、加拿大、澳洲與紐西蘭等國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及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共同討論綜合淨利之報導事宜。 

 

此外，FASB對越來越多之項目直接報導於資產負債表業主權益項下

也表示十分關切。因此，在財務報使用者的關切及國際間會計制訂機構的

協調下，報導綜合淨利的呼聲幾已沸騰，再加上 FASB技術議程中財務工

具計劃──衍生性金融商品及避險等資產負債表外融資的行使而增加一些

綜合淨利項目，使得綜合淨利之催生更是迫在眉睫。最後，在 1997 年 6

月 FASB正式發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30號：報導綜合淨利』。自此，

美國企業損益表中本期損益的項目則隸屬綜合淨利之其中一項，而業主權

益變動表在經過此番調整後，業更加清晰。 

 

FASB指出，企業報導綜合淨利的目的在列示企業某一期間除了業主

投資及分配給業主外，其他由非業主來源之交易及其他事項與狀況所產生

業主權益之增減變動，使投資人、債權人以及其他企業財務報表資訊的使

用者，在評估企業的活動以及預測未來現金流量時，能夠獲得更多且更完

整的資訊。然而，綜合淨利總數的揭露對使用者瞭解企業的活動仍然有

限，綜合淨利組成項目的報導遠比綜合淨利總金額的報導來的重要。 

 

Cheng, Cheung and Gopalakrishnan（1993）評估不同的盈餘定義（營

業利益、淨利、綜合淨利）對解釋股票異常報酬的有用性。有用性是就相

對的資訊內涵及增額資訊內涵來加以衡量。首先以敘述性統計來比較三個

盈餘因子的橫斷面變異，結果為綜合淨利的變異大於淨利，淨利的變異大

於營業利益。其次再按年度別及產業別分析來檢驗三個盈餘因子的相對資

訊內涵，即分別比較迴歸方程式之調整後相關係數，結果均為營業利益之

調整後相關係數＞淨利之調整後相關係數＞綜合淨利之調整後相關係



數，此顯示營業利益及淨利所含的資訊內涵優於綜合淨利。最後乃以年度

別與產業別分析來衡量調整後相關係數的增加是來自增額盈餘因子所

致，結果兩種分析下均顯示營業利益和淨利間的差異是含有增額的資訊內

涵；但在淨利和綜合淨利間卻沒有。 

 

孫幸琪（1994）以關連性分析來探究營業淨利、淨利與綜合淨利與

台灣證券市場股票報酬之關係，以探究何種盈餘資訊才是對台灣證券市場

的投資人最為有用，並進一步檢視淨利相對營業淨利、綜合淨利相對於淨

利是否具有資訊內涵。該研究係以 55家公開上市公司民國 72 年至 81 年

的財務資料進行實證研究，實證結果如下：1.營業淨利、淨利及綜合淨利

均具有資訊內涵。2.在相對資訊內涵的比較方面，經由 t 檢定顯示，營業

淨利、淨利及綜合淨利在解釋股票報酬能力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3.在

增額資訊內涵比較方面，經由 t檢定顯示，營業淨利外但包含淨利中的損

益項目，具有增額資訊內函。4.報酬累計期間起迄時點不同，對同一年度

同一盈餘與股票報酬的相關程度，具有重大影響。 

 

第三節、匯率變動的會計處理 

 

在跨國性企業及企業之國外營運日益增加情況下，財務報表在互相

比較以協助決策及合併過程中，首先面臨外幣報表需以同一幣別予以重編

的問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首先對外幣的定義規範為「功能性貨幣」

以外的貨幣。所謂功能性貨幣係指一企業經營決策及收支所使用之主要貨

幣，一般而言，即為企業經常性現金流入或流出所使用之貨幣。決定功能

性貨幣時，除現金流量外亦可能考慮產品價格之表示方式、銷售市場所屬

地域、主要成本支付幣別、理財活動及聯屬公司間交易情況等因素，作為

判斷之指標。因此，究竟何種貨幣為企業的功能性貨幣，大半決定於管理



當局之判斷。而匯率風險對於跨國性企業財務報表的影響，根據目前我國

第 14號公報「外幣換算之會計處理準則」及美國 SFAS NO.52的作法，

可以經由損益表中的外幣匯兌損益及股東權益項下的外幣換算調整數加

以顯現。 

 

根據公報規定，以外幣為基準的交易，係以交易發生日即期匯率作

為交易的入帳基礎。交易發生日與交易結清日係在同一會計期間時，實際

交易結清金額與帳載交易金額之差額，作為當匯兌損益；若交易發生日與

交易結清日不在同一會計期間，則於資產負債表日按當天即期匯率重新計

算之金額與交易的帳載金額間之差額，作為當期匯兌損益。此外，跨國性

企業匯率風險的另一個來源－換算性風險，係來自國外營運機構外幣報表

的轉換，SFAS NO.52規範若匯率變動造成預期功能性貨幣現金流量之改

變，則外幣換算差額應列示於損益表，否則應列入資產負債表之股東權益

項下。 

 

當國外營運機構選定以本國貨幣為功能性貨幣時，必須採用時點法

（temporal method）將外幣報表再衡量，即大體上依歷史成本評價之項目

以歷史匯率再衡量，依現時價值評價之項目以現時匯率再衡量，由於外幣

報表中各項目使用的衡量匯率並不相同，因此會產生外幣換算差額，因該

換算差額會直接影響國外營運機構之現金流量，故列為當期損益，並於損

益表中列示。若國外營運機構選定以地主國貨幣為功能性貨幣時，則必須

使用現時匯率法（current rate method）換算外幣報表，即所有資產、負債、

收入及費用科目均須按現時匯率轉換，而除保留盈餘外之股東權益科目則

依歷史匯率加以換算，因此會產生一平衡項目─累積外幣換算調整數，因

不直接影響國外營運機構之現金流量，故通常不列為當期損益，而列為股

東權益之調整項目，一直累積至該國外營運機構處分或結束時，方予結清



作為處分損益之調整。 

 

由上可知，當地主國貨幣貶值（升值）時，在現時匯率法下會使國

外營運機構淨資產帳面價值減少（增加），因而產生負（正）的換算調整

數，暗示公司價值減少（增加）了。 

 

第四節、匯率變動的經濟效果 

 

就經濟觀點而言，匯率變動主要係透過相對生產成本的增減來影響國

外營運機構的價值。當地主國貨幣貶值，生產成本下降，相反的，當地主

國貨幣升值，生產成本則上升。 

 

跨國直接投資之經營型態，不同學者有不同的分類方法。Henock Louis

（ 2003）根據外國子公司和母公司的整合程度，將子公司分為

IFO(integrated foreign operation)與 SSFO(self-sustained foreign operation)兩

類。 

 

IFO傾向在地主國產生成本，但在本國產生收入，因此，當地主國貨

幣貶值，IFO受益，因其生產成本較低，而本國貨幣的購買力相對增加。 

 

而屬於 SSFO的公司，其借貸、償債與銷售皆傾向以地主國當地市場

與貨幣為主。因此，當地主國貨幣貶值時， SSFO 的生產成本與銷售收

入會同時下降，而其對淨利的影響則需視生產成本與銷售收入對匯率的相

對彈性而定，若生產成本（主要為人工成本）對匯率的彈性較銷售收入對

匯率的彈性小，則地主國貨幣貶值會使銷售收入減少幅度較生產成本下降

幅度大，則淨利會減少，反之則淨利會增加。然在國際競爭市場中，只要

一國不是屬於封閉型經濟，產品價格通常係由國際市場供需決定；然因勞



工自由移動的障礙，勞工工資會由當地勞動市場供需決定，且依凱因斯理

論，由於貨幣幻覺2的存在，名目工資具有僵固性（wage  rigidity），即短

期內名目工資是無法向下調整的。故當一國貨幣升值時，當地公司會變得

很難在公開市場上銷售其產品，因為外國進口商品變得相對便宜，當地公

司為了維持產品競爭力，不得不降價求售，然而勞力成本卻不容易隨著產

品銷售價格變動調整，即投入生產項目（主要為勞力成本）價格比產出項

目（商品）價格具僵固性，因此會導致公司淨利減少，長久以往，則會使

公司價值下降；反之，當一國貨幣貶值時，由於產品的價格已由國際市場

決定，公司在當地生產的成本相對便宜，故公司淨利會上升。 

 

綜上所述，不論是 IFO或 SSFO，當地主國貨幣貶值時，對子公司價

值均是有利的影響。這與財務報表上所呈現的換算調整數資訊顯然有著相

當大之差異。 

 

第五節、國外探討外匯風險與公司價值之相關文獻 

 

1. Collins & Salatka（1993） 

 

作者特別針對跨國性公司在 SFAS No.8和 SFAS No.52下盈餘衡量的

問題作研究。實證結果發現：（1）在 SFAS No.8時期，跨國性公司的盈餘

反應係數小於非跨國性公司，這個發現支持在此時期，跨國性公司的盈餘

訊號（Earnings Signal）含有雜訊（Noise），且其現金流量和股利較非跨

國性公司存在更多不確定性。（2）在採取 SFAS No.52後，作者發現當跨

國性公司之國外營運機構以當地貨幣為功能性貨幣時，其盈餘反應係數明

                                                 
2「貨幣幻覺」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費雪於 1928年提出來的，它是指人們只是對貨幣的

名義價值做出反應，而忽視其實際購買力變化的一種心理錯覺，即個人對於名目價格

的反應較實質價格大，因此，人們對於本身的薪資，關注的是名目上的變動而非實質

上的變化。 



顯地較 SFAS No.8時期增加，且較非跨國性公司高，這個結果證明 SFAS 

No.52的作法確實增加了盈餘的品質。 

 

2. Soo & Soo（1994） 

 

 作者主要探討當市場在評價權益證券時，是否會考量外幣交易和外

幣兌換損益，及是否會將股東權益項下之外幣換算差額納入考量。其研究

期間為 1976 年至 1987 年，針對先後經歷 SFAS No.8和 SFAS No.52的樣

本公司作測試。實證結果發現：（1）不論是在哪一個時期，市場在評價權

益證券時，均會將公司外幣兌換損益（列於損益表中）納入考量，市場對

於外幣兌換損益所表現出的態度，就如同是使用盈餘資訊一般。作者亦發

現，市場會將股東權益項下之換算調整數納入公司價值的考量。（2）在

SFAS No.52 之後，市場雖會將股東權益項下之換算調整數納入公司價值

的考量，但效果小於對市場其他盈餘資訊（扣除外幣兌換損益外之盈餘）

的考量，又研究發現此號公報之後，市場對於外幣交易損益及其他盈餘資

訊的考量，並無顯著差異，故作者下結論，SFAS No.52 所提供之外幣交

易資訊的品質較 SFAS No.8為高。 

 

3. Bartov and Bodnar（1994） 

 

作者探討有關公司價值與匯率風險的關係。對於先前相關研究未能

得到兩者之間的顯著關係，作者認為可能是由兩個原因所導致，一個是之

前相關研究樣本選取設計有瑕疵；另一個是投資者並未及時掌握訊息反應

股票價格上，以致形成系統性的誤差。因此 Bartov and Bodnar首先在樣本

篩選標準上做修正，利用篩選選擇具有顯著外幣換算調整數，且此外幣調

整數與匯率變動成反向變動關係的公司，來作為研究樣本。實證結果發



現，作者證明與先前研究結果相同，樣本公司在公司價值與匯率波動之同

時關係上並不呈現顯著關係，但卻確實存在落後關係。對於這個落後關係

的解釋，作者認為若要市場完全反應出匯率變動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必須

等到投資人瞭解匯率變動對於公司績效、外幣資產與外幣負債的影響時，

投資人才會反映在對股票的評價，即公司價值要反應出匯率波動需要一段

時間。 

 

4. Bartov（1997） 

 

作者嘗試比較 SFAS No.8與 SFAS No.52所建議跨國性公司外幣報

表換算的會計衡量方式。SFAS No.8建議採用時點法（Temporal Method），

而 SFAS No.52 則是規定可以選擇時點法或現時匯率法（Current Rate 

Method）。作者在此研究中主要探討二個問題，一是 SFAS No.8是否能為

跨國性公司的評價提供攸關資訊？另一個是 SFAS No.52 是否比 SFAS 

No.8能提供更多的資訊？實證結果發現， 根據 SFAS No.8所建議的外幣

報表換算方式，並不能為市場投資人在評價跨國性公司時，提供攸關資

訊，而 SFAS No.52則在盈餘價值攸關上作了重大的改進。 

 

5. Dhaliwal et al.（1999） 

 

利用”報酬(return)／盈餘(earnings)關聯法”來檢驗看是否在淨利中加

入換算調整數會增加報酬與盈餘間之關聯性，然而他們並未發現支持上述

假設的証據。但誠如 Soo & Soo（1994）所說，淨利比換算調整數金額大

太多了，市場多半是反應淨利波動的結果。 

 

 



6. Henock Louis（2003） 

 

作者結合經濟觀點與會計原則規定，探討「換算調整數」的價值攸

關性，研究期間為 1985至 2001 年，針對跨國性製造公司作測試。作者將

樣本公司限定在製造業，主要係因為這個產業相對於其他產業而言，成本

結構較偏向勞力密集，由於工資僵固性的存在，作者認為這樣的產業最容

易受到匯率波動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換算調整數是具有價值攸關性的

且與公司價值呈顯著負相關，即一個正（負）的換算調整數與公司價值減

損（提升）有關；而作者又認為換算調整數之所以與公司價值呈負相關，

主要係因勞動成本的影響，因此進一步將樣本公司分為低勞力密集型態與

高勞力密集型態二組作測試。實証結果發現，在高勞力密集公司，換算調

整數與公司價值呈現顯著負相關，而在低勞力密集公司，兩者的關係並不

顯著。 

 

作者最後建議，由於換算調整數係為使資產負債表平衡的調整數，

並不代表公司價值的增加；因其性質與公司價值減損有關，因此將它改列

為資產的減項比目前列為股東權益的加項更為合適，且較與經濟實質一

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