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研究假說、變數定義與迴歸模型 

 

本章各節依照研究假說、實證變數定義、資料來源與處理以及迴歸模

型四節進行研究設計。首先依第一章第二節的二個研究主題：跨國性製造

企業財務報表所報導「換算調整數」資訊是否具有價值攸關性及其與公司

價值間關係為何？及市場對不同勞力密集公司所列換算調整數的反應是

否有所不同？以此擬定本研究之研究假說，接著對假說中之實證變數加以

定義，並說明本研究之樣本來源與篩選標準，最後再介紹本研究所採用之

迴歸模型。 

 

第一節、研究假說 

 

Ohlson （1995）及 Feltham and Ohlson（1995）曾提出理論建構會計

資訊及公司價值間之關聯性。而美國會計學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1996,1）則對會計下了以下定義：「會計為一種對經濟資訊予

以認定、衡量並溝通的程序，用以協助資訊使用者作審慎的判斷及決策」。

由此可知會計的功能在於提供資訊，市場投資人即為此資訊的使用者之

一，會計盈餘的提供更被投資人用來作為評估公司價值的基礎。會計盈餘

具有資訊內涵，才更能支持會計活動的有用性。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於 1997 年發佈了「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 130號：綜合淨利報告」，綜合淨利（comprehensive income）較

淨利增列了原未列示在損益表上，而直接在股東權益項下作加減項者，

如：外幣換算調整數、證券投資未實現持有損益、退休金最低負債調整數

等。支持報導綜合淨利者謂：「綜合淨利係以一個數字定義所有價值創造

的可辨認來源，並以之作為附加價值的衡量」。惟依 Cheng, Cheung and 



Gopalakrishnan（1993）研究指出，綜合淨利的資訊內涵並未優於營業利

益及淨利，且淨利和綜合淨利間並沒有增額的資訊內涵。 

 

另外，根據 Henock Louis（2003）研究發現，綜合淨利的組成項目

之一－「外幣換算調整數」，對於製造公司而言，非但不是公司附加價值

的來源，在匯率變動時，其所表達的資訊內涵甚至出現與經濟現象完全相

反的結果，即一個正（負）的換算調整數其實是與公司價值減損（增加）

相關。 

 

依據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52號（SFAS NO.52）與我國財務會計

準則第 14號公報規定，「換算調整數」係因採現時匯率法將外幣報表轉換

為本國貨幣時，因資產、負債與權益各項所使用的匯率不同而產生的差異

數。當外幣貶值時，在現時匯率法下財務報表上會列示負的換算調整數，

並作為股東權益的減項；反之，則會出現正的換算調整數，使股東權益增

加。 

 

而從經濟觀點來看，匯率變動主要係透過國外營運機構相對生產成

本的增減來影響公司價值。在國際競爭市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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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地主國貨幣升值時，生產成本雖然相對增加了，但為維持競爭

力，公司無法提高產品價格，而由於工資僵固性的存在，勞動成本也不易

隨著產品售價調整。因此，地主國貨幣升值，會使公司面臨更激烈的競爭、

利潤減少，導致公司價值下降；反之，當地主國貨幣貶值，則會使公司價

值上升，在此，會計報導資訊與經濟實質出現了截然不同的結論。 

 

Soo & Soo（1994）的研究曾提到，市場會將換算調整數納入公司價

值的考量；有鑑於財務報表上「換算調整數」所暗示的資訊與實際經濟現



象有所抵觸，故本研究參考 Henock Louis（2003）提出的模型，在(1)當地

主國貨幣貶值時，財務報表上所列示的換算調整數須為負數，及(2)地主

國的經濟是開放性的競爭狀態，惟勞動力的移動是受限的兩個基本假設

下，探討跨國性製造企業財務報表所報導之「換算調整數」與公司價值間

之關聯性，基於上述說明，我們形成下列假說一（以對立假說方式表達）： 

 

Ｈ1：在其它條件不變下，跨國性製造企業財務報表所報導之換算調整數

是具有價值攸關性的，且與公司價值呈負相關。 

 

又如前所述，當地主國貨幣升值，會使得國外營運機構淨利下降，主

要係由於勞工薪資具僵固性，無法隨著產品售價變動調整，可見勞力密集

度愈高的公司受匯率波動影響應該會愈大，因此本研究擬再檢測市場對不

同勞力密集度公司之財務報表所列「換算調整數」的反應是否有所差異，

故我們形成下列假說二（以對立假說方式表達）：  

 

Ｈ2：在其它條件不變下，高勞力密集公司之公司價值對於換算調整數的

反應大於低勞力密集公司之公司價值對於換算調整數的反應。 

 

第二節、實證變數定義 

 
茲將本研究實證模型所使用變數的定義及衡量方法說明如下： 
 
一、應變數 

 

1.股票報酬（raw return，R） 

 

由於在股票市場上，投資人對公司價值的衡量與預期多反應在股票報



酬與股票價格上，故本研究以 TEJ資料庫中之修正股票報酬作為公司價值

的替代變數一。當股票報酬愈高，代表投資人愈能認同該公司而願意進行

投資。 

 

2.每股股東權益市價（P） 

 

本研究另以股票價格作為公司價值的替代變數二，該變數以公司每股

期末市價來衡量。當股票價格愈高，代表投資人愈能認同該公司而願意進

行投資。 

 

二、自變數 

 

1.當期換算調整數（ADJ） 

 

為公司當年度的換算調整數，由期末累積換算調整數扣除期初累積換

算調整數而得，另為控制公司規模對當期換算調整數造成的影響，本研究

將該變數以公司市場價值平減。 

 

2.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ＣADJ） 

 

為公司資產負債表上所列之累積換算調整數除以公司流通在外股數。 

 

三、控制變數 

 

本研究之控制變數係參考 Henock Louis（2003）及其它相關文獻整

理如下： 

 

1.原始淨利（NI） 

 



為公司當年度的稅後淨利，而為控制公司規模造成的影響，以經公司

市場價值平減後的稅後淨利來衡量。 

 

2.兌換損益（TADJ） 

 

在決定國外營運機構之功能性貨幣時，管理當局有相當程度的裁量

權。若決定功能性貨幣為本國貨幣時，其轉換財務報表時須採用時點法再

衡量。在時點法下，因資產、負債與權益各項所使用匯率不同而產生的差

異數係列為兌換損益而非換算調整數，且由於該兌換差額會直接影響國外

營運機構之現金流量，故須列為當期損益而非股東權益調整數。雖然我國

14號公報規定：「功能性貨幣確定後應一貫採用，除經濟環境改變或能証

明功能性貨幣已改變外，不宜輕易變更」，惟為避免可能的潛在偏誤，本

研究仍將兌換損益包含於迴歸式中，並列為控制變數；而為控制公司規模

造成的影響，以經公司市場價值平減後的兌換損益來衡量。 

 

3.國外長期投資（FLI） 

 

由於資料取得限制，故本研究以企業的國外長期投資金額（含中國大

陸、香港、澳門），作為企業海外營運風險暴露程度的代理變數；而為控

制公司規模造成的影響，以經公司市場價值平減後的國外長期投資來衡

量。 

 

4.每股帳面價值（BV） 

 

以每股帳列價值來衡量。 

 

5.每股盈餘（EPS） 

 



以公司之稅前每股盈餘來衡量。 

 

6.成長變數（G） 

 

以【第（i+1）年每股資產－第 i 年每股資產】來衡量。 

 

7.虛擬變數（D） 

 

將全部樣本公司依薪資費用佔盈餘比例之中位數區分為高勞力密集

公司與低勞力密集公司，並將高勞力密集公司設為１，低勞力密集公司設

為０。 

 

第三節、資料來源與處理 

 

一、研究期間： 

 

由於為適應環境所需，加速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之政策，並配合金

融政策需要，央行對外匯市場的操作方式自民國 78 年 4月 3日改為浮動

匯率制度；而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第 14號公報「外幣換算之會計處理準則」

亦於民國 77 年 12月 10日發布，78 年 12月 31日(含)以後之財務報表適

用之，自始外幣換算調整數方正式列示於財務報表中。故本研究針對跨國

性公司民國 78 年至 92 年之財務資料作研究。 

 

二、研究對象： 

 

1.樣本必須為上市上櫃公司：因本研究旨在探討換算調整數的資訊價

值，而上市上櫃公司因其股票於市場交易，且每年必須向證管會申報

並公告財務報表，其所提供之資料較為可靠及客觀。 



2.樣本公司須為跨國性製造公司：由於本研究的第二個基本假設－「勞

動力的移動是受限的」，且匯率變動時，工資僵固性對勞力密集的跨

國性製造業影響較明顯，故本研究探討產業以製造業為主；而為了了

解「勞動成本」在換算調整數與公司價值關聯性間扮演的角色，並進

一步將樣本公司分為高勞力密集與低勞力密集型態分群作測試。 

3.樣本公司會計年度必須採曆年制，可避免因經濟環境可能隨著會計年

度不同導致樣本間差異太大，使研究效度降低。 

4.樣本公司之資料必須完整齊全：樣本公司之年度財務報表及附註揭露

中，必須同時有本研究所需各項數字，使得進行分析。 

 

三、資料來源： 

 

本研究所使用之資料皆來自台灣經濟新報社資料庫（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 Bank ,TEJ）。 

 

四、樣本選取 

 

本研究包含民國 78 年～92 年共 15 年間的所有上市、櫃公司。和以

往文獻相同，本研究樣本中扣除了行業性質特殊的金融與其他產業、缺漏

樣本與資料不足之公司，故得到民國 78 年～92 年 15 年的樣本期間，股

票報酬模型共 3,746個觀察值，股票價格模型共 5,867個觀察值。整理如

表 3-1與 3-2。



表 3-1  股票報酬模型觀察值篩選表 

觀察值篩選 觀察值個數 

所有上市櫃觀察值本總數 8,077 

扣除金融與其他產業1觀察值   690 

扣除非曆年制公司之觀察值    28 

扣除股票報酬（R）資料不足之觀察值   577 

扣除其他變數資料不足之觀察值 3,036 

觀察值個數 3,746 

 

 

表 3-2  股票價格模型觀察值篩選表 

觀察值篩選 觀察值個數 

所有上市櫃觀察值總數 8,077 

扣除金融與其他產業觀察值   690 

扣除非曆年制公司之觀察值    28 

扣除每股股東權益市價（P）資料不足之觀察值   443 

扣除其他變數資料不足之觀察值 1,049 

觀察值個數 5,867 

 

                                                 
1 包含營建、運輸、觀光、百貨等產業 



第四節、迴歸模型 

 
本研究係利用股票報酬法（return study）與股票價格法（price study）

檢視換算調整數資訊的價值攸關性。依據之前所推論的研究假說及變數衡

量建立實證模型，並將實證模型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係檢測假說一，探

討跨國性製造企業財務報表所報導之換算調整數是否具有價值攸關性及

與公司價值如何相關；第二部分為驗證不同勞力密集度公司之公司價值對

於換算調整數的反應是否有所差異。 

 

一、假說一之實證模型 
 

1.模型一：為了分析「當期換算調整數」對公司價值的影響，本研究採用

下列股票報酬模型，以探討「當期換算調整數」與股票報酬之關係： 

 

eGTADJFLIADJΝΙR tititititititi ,,,,,,, ββββββ 543210
++++++=                   

 

其中： 

R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股票報酬 

ΝΙ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稅後淨利平減公司市值 

ADJ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當期換算調整數平減公司市值 

FLI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國外長期投資平減公司市值 

TADJ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兌換損益平減公司市值 

G ti , ：第 i 家公司於第 t 期之成長率，以【第（t+1）期每股資產－第 t

期每股資產】來衡量 

（1）



e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殘差 

 

在模型一中，由「當期換算調整數」（ADJ）之係數β2衡量「當期換

算調整數」對股票報酬的影響，可用以測試假說一。若β2＝０，表示當期

換算調整數與股票報酬無關，即當期換算調整數資訊不具價值攸關性；若

β2顯著為負值，則表示當期換算調整數與股票報酬成顯著負相關；反之，

β2將為正值。本模型之控制變數 NI、FLI、TADJ、G係參考 Henock Louis

（2003）及其它相關文獻而得，FLI為企業海外營運風險暴露程度的代理

變數，TADJ 為公司兌換損益金額平減公司市值，為避免可能的潛在偏

誤，故將其列為控制變數，另本研究對 NI與 G的預期符號為正。 

 

2.模型二：為了分析「累積換算調整數」對公司價值的影響，本研究另外

採用下列股票價格模型，以探討「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與股票價格之

關係： 

 

eGEPSCADJBVP titititititi ,,,,,, βββββ 43210 +++++=       （2） 

 

其中： 

P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每股股東權益期末市價 

BV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每股帳列價值 

CADJ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 

EPS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每股稅前盈餘 

G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成長率，以【第（t+1）期每股資產－第 t

期每股資產】來衡量 



e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殘差 

 

在模型二中，由「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CADJ）之係數β2衡量「每

股累積換算調整數」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可用以測試假說一。若β2=0，表

示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與股票價格無關，即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資訊不具

價值攸關性；若β2顯著為負值，則表示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與股票價格成

顯著負相關；反之，β2將為正值。本模型的控制變數為 BV、EPS、G，本

研究預期其符號均為正。 

 

二、假說二之實證模型 
 

1.模型三：為檢驗假說二，我們依勞動成本（薪資費用占盈餘比例）中位

數將樣本資料分為高勞力密集公司與低勞力密集公司兩群，並採用股票

報酬模型，以測試不同勞力密集公司的股票報酬對其財務報表所列「當

期換算調整數」之反應。本研究採用迴歸模型如下： 

 

eGDTADJDFLIDADJDΝΙD

DGTADJFLIADJΝΙR

tititititi ti

tititititit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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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股票報酬 

ΝΙ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稅後淨利平減公司市值 

ADJ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當期換算調整數平減公司市值 

FLI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國外長期投資平減公司市值 

TADJ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兌換損益平減公司市值 

（3）



G ti , ：第 i 家公司於第 t 期之成長率，以【第（t+1）期每股資產－第 t

期每股資產】來衡量 

D：虛擬變數，若樣本公司為高（低）勞力密集公司，則其值為１（０）  

e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殘差 

 

由模型三可知，「當期換算調整數」（ADJ）對低勞力密集公司之影

響為β2，而對高勞力密集公司之影響則以β2＋α2 加以衡量。若假說二成

立，則係數α2 將顯著為負，即高勞力密集公司之股票報酬對於當期換算

調整數的反應大於低勞力密集公司之股票報酬對於當期換算調整數的反

應。 

 

4.模型四：為檢驗假說二，我們另外採用股票價格模型，以測試不同勞力

密集公司的股票價格對其財務報表所列「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之反

應。迴歸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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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ititi

tititititi

ti+++++

+++++=

****

βββββ

,,,,

,,,,,

4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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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ααα

α
   

其中： 

P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每股股東權益期末市價 

BV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每股帳列價值 

CADJ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 

EPS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每股稅前盈餘 

G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成長率，以【第（t+1）期每股資產－第 t

（4）



期每股資產】來衡量 

D：虛擬變數，若樣本公司為高（低）勞力密集公司，則其值為１（０） 

e ti , ：第 i家公司於第 t期之殘差 

 

由模型四可知，「每股累積換算調整數」（CADJ）對低勞力密集公司

之影響為β2，而對高勞力密集公司之影響則以β2＋α2加以衡量。若假說二

成立，則係數α2將顯著為負，即高勞力密集公司之股票價格對於每股累積

換算調整數的反應大於低勞力密集公司之股票價格對於每股累積換算調

整數的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