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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自從台灣證券交易所於民國五十一年成立以來，國內資本市場蓬勃發

展，國人亦將資本市場視為重要的投資管道之一。主管機關為保護投資大

眾，對於公開發行公司有諸多規定。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我國強制公開

財務預測制度是一大特色註 1，國內也有針對此制度相關議題之研究（如：

康榮寶 1995、1996；溫芳郁 1996 等）。本章首先將我國財務預測制度重

大沿革概述如下： 

民國 78年 12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布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十六號「財務預測編製要點」。 

民國 79年 10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布審計準

則公報第十九號「財務預測核閱要點」。 

民國 82年 12月 證管會發佈「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

實施要點」。 

民國 89年 5月 證期會開始研擬上市、上櫃公司應於年度終了後一

個月內，向證期會申報並於股市觀測站資訊系統輸

入上一年度自行結算之簡明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表 

（簡稱「自行結算年度財務報告草案」）。 

民國 89年 12月 證期會擬將規定對象改為已公開財務預測的上市、

上櫃公司，舉行「已公開財測公司應於年度終了後

公開損益自結數」（簡稱「自結損益制度」)座談

會。 

 

                                                 
註1 溫芳郁(1996)整理比較我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和英國的財務預測制度，
其中只有我國是強制性揭露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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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0年 11月 證期會正式要求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將

實施範圍界定於「已公開財務預測的上市、上櫃公

司」。 

民國 91年 1月 開始實施自結損益制度 

民國 91年 11月 

 

證期會新發佈「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

理準則」， 新增有關自結損益制度的規定。 

針對我國特有的強制性公開財務預測制度，國內之研究方向主要為財

務預測資訊之資訊內涵（如：王韶濱 1993；蔡玉璇 2000 等）、財務預測

準確度（如：楊碧雲 1994；范玥琪 1998 等）和財務預測修正與盈餘管理

之關聯性（如：廖仲協 1995；陳薔旬 2001等）等方面。 

楊碧雲（1994）針對強制性財務預測的準確度進行因素研究，實證結

果得出未預期經濟變動、規模成長率、上市期間及稅前盈餘變動性為影響

稅前損益預測準確度之四個主要變數，可解釋 25%之變異。范玥琪（1998

）進行相同研究，亦得出類似結論。此方面研究係比較財務預測與實際盈

餘之差異，而實際盈餘發佈前公司管理當局是否有盈餘管理以及審計人員

是否阻擋，並未探討，僅針對前述衡量方式下之財務預測的準確度進行因

素分析。 

由於我國財務預測制度訂有重大差異的門檻，公司管理當局會如何避

免財務預測誤差過大甚至超過重大差異的門檻，為國內研究之一大議題。

國內研究將解決財務預測誤差過大之方法大致分為更新財務預測及盈餘管

理兩方面，兩者具有關聯性（陳薔旬 2001）， 因此認為未更新財務預測

報表者之盈餘操控幅度愈大，此項假說在廖仲協（1995）、郭伯疆 （

1996） 及胡永純（1997）等的研究中都可以見到。廖仲協（1995）實證

結果顯示管理當局會操縱公告盈餘以迎合財測；郭伯疆 （1996）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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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作更新之公司並不一定以盈餘管理方式達成其準確性的目的，但更新與

否為影響準確度之重要因素；胡永純（1997）總結認為在財測法規實施前

，發佈預測者盈餘管理程度較低，即盈餘品質似乎較高，在財測法規實施

後，盈餘管理的程度會因發佈意願不同而有差異，強制性的財測較具盈餘

管理的誘因，會導致人為的會計調整，並降低預測乃至於財務報表之有用

性，當強制性財務預測發生變動時，曾進行預測更新的公司，仍會發生盈

餘管理的行為，預測更新與否並不影響經理人操縱盈餘之行為。三者研究

結果雖有些許出入，但公司利用更新財務預測或盈餘管理來縮小財務預測

誤差，兩者具有關聯性則是一致的觀念。 

Schipper（1989） 認為所謂盈餘管理乃指管理當局在財務報表以及一

般交易中，利用其對損益認列的自由裁量權，透過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賦

予之合法彈性，修改財務報表讓一些投資人對公司財務資訊產生誤解，或

影響一些由會計數字所決定的契約結果。 

Healy and Wahlen’s（1999）整理過去盈餘管理文獻得出公司會進行盈

餘管理去符合或超過預測的結論，該文獻依盈餘管理的動機，將盈餘管理

區分為三類：(一)資本市場的動機；(二)契約的動機；(三)法令管理的動

機。其中大部份是來自資本市場動機，包括初次公開、現金增資、財務預

測和合併換股等情況下，由於投資人及財務分析師廣泛運用會計資訊協助

股票的評價，促使管理當局企圖以盈餘管理的方式影響短期股價的績效，

其中最常發生的情況為符合盈餘預測；國外探討盈餘預測與盈餘管理的文

獻中，皆有與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揭露及與分析師預期相關之研究。此類

文獻均假設當盈餘低於預期時，管理當局會從事盈餘管理以提高盈餘。    

Abarbanell and Lehavy（2003） 研究財務分析師建議股票買賣之資訊

與盈餘管理的關係，發現當分析師發出賣出股票的訊息時，公司會以大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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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的方式低估盈餘；反之分析師發出買進的資訊時，公司會高估盈餘以達

成分析師的預測。Kasznik（1999）證實當盈餘無法達成管理當局的盈餘

預測時，會以裁量性應計項目來提高盈餘。 

Matsumoto（2002）研究指出公司管理當局為了不要發生盈餘低於分

析師所預測，會利用應計項目之調整或故意宣告調低盈餘預測來達成符合

或超過分析師所預測的目標。但 Dutta and Gigler（2002）研究公司管理當

局自願性發佈盈餘預測和盈餘管理的關係，則發現如果管理當局自願性或

在股東、關係人等要求下發佈盈餘預測，則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情況反

而較少，這可能是為了盈餘預測的準確性，所以反而認真的評估盈餘，而

非全依賴事後的盈餘管理。 

Tan, Libby and Hunton（2002）研究公司在盈餘正式宣告前會先公布

宣告前盈餘的情況，發現大部份公司會傾向高估損失，低估淨利，以求在

盈餘正式宣告時不會發生比宣告前盈餘減少的情形。 

由於我國財務預測誤差設有重大差異的門檻，故國內有許多針對重大

差異門檻效果之研究。張永芳（1999）探討國內企業是否會透過盈餘管理

，以期降低強制性財務預測誤差與其所衍生之諸如商譽、訴訟、融資、或

上市申請障礙等成本，也檢視強制性財務預測誤差 20%門檻的限制對於盈

餘管理行為的影響。該研究設計了「操控前財務預測誤差」來作為財務預

測誤差的衡量指標，因為在之前的研究中，財務預測誤差皆已是操控後的

財務預測誤差，無法從中得知真正盈餘管理的幅度，故張永芳用隨機漫步

模式來設計「操控前財務預測誤差」(操控前盈餘＝前期操控後盈餘－前

期裁決性應計盈餘)。實證結果為操控前財務預測誤差與盈餘管理之間成

正向關係，財務預測高(低)的公司，會調高(低)裁決性應計的盈餘；而且

就操控後財務預測誤差仍然高(低)估的公司樣本而言，接近但未超出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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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操縱盈餘的幅度大於其他遠離門檻(不論大小)的公司；而超出門檻的

公司，反而比較沒有操縱盈餘。 

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假設公司間的損益是呈常態分配，常

態分配的中間值定義為損益為零，常態分配的左側為虧損，右側為盈餘；

實證結果顯示公司間的損益分配在損益為零的地方出現了分配的不連續性

：靠近“零”的左側（損益為小額虧損）比常態分配下應有的情況少；而

在靠近“零”的右側（損益為小額盈餘）則比常態分配下應有的情況多。

這說明了使公司的損益從小額虧損變成小額盈餘的盈餘管理是明顯存在的

。如果將損益為“零”視為一個門檻，則 Burgstahler and Dichev的研究發

現便可以給門檻效果下一個最好的註解：門檻附近的盈餘管理是明顯存在

的。 

Beatty and Petroni（2002）針對上述推理再次以公開發行及非公開發

行之金融控股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得出已公開發行之金融控股公司較非

公開發行金融控股公司的小額虧損情況較少，而且推估大部份是利用備抵

借款損失的評估及實現有價證券利益為手段來避免盈餘減少的情況。 

魏文勤（2000）的研究亦證實 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的推理

，其比較操控後營收預測誤差與盈餘預測誤差特性，發現盈餘誤差在 20%

門檻附近有集中分佈的現象，有太多操控後的盈餘誤差剛好落在 20%門檻

以內，而太少操控後盈餘誤差剛好落在 20%門檻以外，表示我國特有的

20%盈餘預測誤差門檻，確實影響企業盈餘的報導，會使企業進行盈餘管

理將盈餘預測誤差操控在剛好 20%門檻規定以內，相對的，營收誤差則呈

連續平滑之分佈，乃因為營收預測誤差並無門檻規定之故。林君怡（2002

）以 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為實證基礎，以民國 75 年至民國 89 

年間上市公司的年度資料作為樣本進行相同分析，結果發現國內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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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重視報導盈餘是否為正，亦即管理當局確實為避免損失而有盈餘管理

的行為。 

實施自結損益制度以來，因時間不長，故國內相關研究並不多。謝銘

偉（2000）探討自結損益對股價之影響，以民國八十一年至民國八十七年

間台灣上市公司之資料，探討當自結損益（該研究稱「概估盈餘」）與查

核損益（該研究稱「最後經審計人員查核簽證之公告盈餘」）不一致時，

股票市場之反應情形，實證結果顯示投資大眾在做投資判斷時會一併參考

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且市場會調整股價來反映兩者不一致的情況。 

張金鈴（2001）以民國八十一年至民國八十八年間台灣上市公司的資

料，探討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在民國八十九年中擬議的「自行結算年度

財務報告草案」中規定之申報期限是否可行以及各種差異控管標準對公司

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平均有 50%的上市公司可達 30 日內的申報時限

；平均有 13%的上市公司自結損益（該研究稱「概估盈餘」）與查核損益

（該研究稱「公告盈餘」）差異達 10%以上，且影響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

元及實收資本額之 0.5%的差異控管標準；另外也發現自結損益與查核損

益有差異之公司具有產業特性，但無慣性「累犯」之情況。 

盧怡倫（2002）以民國八十一年至民國八十九年間台灣上市公司的資

料，探討影響自結損益（該研究稱「自行結算盈餘」）準確性之因素。實

證結果顯示：公司規模越大、查核公告盈餘之審計人員審計品質越好和當

公司擁有好消息時，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該研究稱「公告盈餘」）差異

越小；負債比例越大和管理當局持股比例越低，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差異

越大。楊孟萍、林瑞青及盧怡倫（2004）除探討上述影響因素外，另指出

在 Logistic 模型下，自結損益為查核損益間之差異對公司之識別分群效果

上，存有重大性水準門檻，亦即位於此門檻上下兩方之公司始有顯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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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現行法令中控管門檻之設置，與此狀況相符。 

由於上述研究所用資料是尚未實施強制公告自結損益制度時期的資料

，此部份資料為公司自願性發佈資訊，散見各報章雜誌，是否具法律後果

及是否可推論至實施強制公告自結損益制度後的情況，尚有疑義。類似上

述研究，但以實施強制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後之資料為研究材料的則有吳思

璇（2003）、張瑞峰（2003）及許珮真（2004）等。 

吳思璇研究自結損益（該研究稱「自行結算盈餘」）對股價之影響，

實證結果和謝銘偉相同，自結損益是具資訊內涵的。張瑞峰和許珮真則和

盧怡倫同為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差異影響因素之研究，實證結果尚無不一

致之處。所以不論是否實施強制公告自結損益規定，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

間存有差異的情形是確實存在的，但如果考慮重大差異標準的影響，以重

大差異標準來定義為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不一致的門檻，則實施公告自結

損益規定的前後是否差異情形仍趨一致，則尚待討論。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開始實施強制公告自結損益制度，林嬋娟、黃惠君

（2003）即以民國九十一年依規定公告自結損益公司之實際狀況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營收負成長較大、獲利較差者，自結數與查核數差異越大；

轉投資比例愈高者，自結數與查核數差異超過重大差異標準(差異變動達

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及實收資本額之千分之五)

的可能性愈大；而越慢申報者，自結數與查核數差異超過重大標準的可能

性則相對較高。預測—自結—查核損益之差異分析整理於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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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預測—自結—查核損益之差異分析 

預測和自結之差異 自結和查核之差異 預測和查核之差異 是否超過 

重大差異標準 未超過組 超過組 未超過組 超過組 未超過組 超過組 

家數 358 29 349 31 373 61 
減少組 

（百分比） (54.32) (4.40) (52.96) (4.70) (56.60) (9.26) 

家數 248 23 199 3 203 22 
增加組 

（百分比） (37.63) (3.49) (30.20) (0.46) (30.80) (3.34) 

家數 1 0 77 0 0 0 
不變組 

（百分比） (0.15) (0.00) (11.68) (0.00) (0.00) (0.00) 

659家  607 52 625 34 576 83 
合計 

 (92.11) (7.89) (94.84) (5.16) (87.41) (12.59) 

預測和自結之差異：自結損益-預測損益；減少(增加)組表示自結損益較財

測損益減少(增加)。  

自結和查核之差異：查核損益-自結損益；減少(增加)組表示查核損益較自

結損益減少(增加)。 

預測和查核之差異：查核損益-預測損益；減少(增加)組表示查核損益較預

測損益減少(增加)。  

出處：林嬋娟、黃惠君，2003，從公司自結損益實施狀況一探公司良窳，
會計研究月刊，第 212期（7月）：p124。 

由表 2-1-1 之資料可發現三組差異分析皆呈現損益向下調整之公司多

於損益向上調整者，且兩兩一組間的差異會超過重大差異標準者皆明顯少

於未超過者。由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正式公布強制公告自結損益規定，

故本研究進一步再以九十二年一月之資料進行相同的分析，結果亦相同。 

財測損益與查核損益間的差異即為尚未實施強制公告自結損益制度時

所稱之財務預測誤差，相關研究已於之前文獻提及。大多數公司財測損益

與自結損益間的差異不會超過重大差異標準的原因，至今尚未有學者探討

，本研究認為可用之前提到更新財務預測和盈餘管理的關聯性來解釋，因

為強制公告自結損益制度規定須公告申報預計損益表（含原預測數及歷次

修正數）之達成情形及差異原因，為使差異不要超過重大差異標準，公司

可以選擇在年底前更新財務預測或進行盈餘管理（參照陳薔旬 2001），



 16 

使自結損益符合財測損益或差異不超過重大差異標準的門檻。 

至於大多數公司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的差異不會超過重大差異標準的

原因，本研究試著從以下角度來推理其原因。 

自結損益辦法中規定已公開財務預測之公司於公告申報年度財務報告

時，稅前損益之實際數與依第十九條公告申報之預計損益表達成情形差異

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及實收資本額之千分

之五者，應公告申報差異金額及原因，並洽請會計師就公司說明內容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後，併同年度財務報告公告並申報。在此規定下，自結損益

上下變動百分之二十的區間成為查核損益的門檻，依據門檻效果，相較於

未實施強制公告自結損益規定的情況，實施強制公告自結損益規定時，查

核損益會落在快達自結損益變動 20%門檻的情況特別的多，而落在超過

20%門檻的情況特別的少。 

再者，若公司超過門檻，則除了有損聲譽外，若有重大缺失依「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閱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及「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審閱上櫃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規定，得視

缺失性質將其列為嗣後財務報告實質審閱、平時例外管理或內部控制制度

查核之優先受查對象；若財務預測存有重大缺失，亦會對公司處記缺失一

次及列入平時及例外管理選案公司之選案參考並副陳主管機關備查，個案

情節重大者，併得處以違約金三萬元。此外「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更明文規定，申請年度及前二年度因公開之財務預測經證期會

糾正達二次，或任一年度更正(新)超過二次者，現金增資需由申報制改為

申請制。公司為避免遭受上述處罰，甚而影響公司現金增資之進度，就可

能不希望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間的差異超過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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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人員在面對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間差異的門檻時，亦可能會有所

考量，因為若審計人員調整事項過多，以致受查公司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

間之差異超過門檻，而有前段處罰之虞時，則受查公司有可能會對審計人

員施加壓力，要求審計人員的調整幅度縮小，以避免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

間之差異超過門檻。審計人員在害怕失去客戶之恐懼下，是會影響其獨立

性的（陳旭郁 1998）。而且若查核損益的調整超過門檻，公司須出具說

明，會計師須對公司的說明表示意見，這些溝通成本都是造成自結損益與

查核損益間的差異不會超過門檻的可能因素（參照 Libby and Kinney 2000

）。 

綜上所述，公司若發佈財務預測，則為符合財測盈餘或分析師預測的

盈餘管理是明顯存在的；同時在我國財測規定下，亦存在著財測損益 20%

的門檻效果。在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後，新增了另一個門檻為公告自結

損益的 20%，可推理查核損益與公告自結損益間，亦會存在門檻效果；亦

即在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下，公告自結損益的 20%，對查核損益會產生

門檻效果。此門檻效果不只對公司產生，對審計人員亦同。 

此時門檻效果的手段不是盈餘管理而是審計人員的調整，審計人員的

調整多寡會受重大性判斷的影響，美國 SEC 主委 Authur Levitt（1998）

指出重大性已被審計人員濫用，公司與審計人員大玩數字遊戲，即使嗣後

美國審計準則委員會（Auditing Standard Board，ASB）針對此一情況訂出

SAS No.89加以規定，也不見得有效（Libby and Kinney 2000）。在門檻

效果的影響下，審計人員調整的帳面金額會較小，以避免超過重大差異標

準。建立假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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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與未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的情形相較，在實施公告自結

損益規定的情況下，審計人員所調整的帳面金額會較小。 

 

如前面提及，門檻效果對公司及審計人員皆會產生。公司為避免遭受

上述處罰，甚而影響公司現金增資之進度，當然不希望自結損益與查核損

益間的差異過大，所以在公告自結損益表前極有可能先知會審計人員，請

求審計人員初查或過目自結損益表。審計人員為了避免查核後調整損益過

多，以致受查公司自結損益與查核損益間之差異超過門檻，亦會要求受查

公司在公告自結損益表前先讓其過目或進行初查。因此不論就公司或審計

人員的立場，在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後，都有可能會造成公司管理當局

會在審計人員已進行初查或過目自結損益表後方公告之。建立假說如下： 

 

H2：在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後，公司管理當局會在公告自
結損益前先洽請審計人員進行初查或過目自結損益表。 

 

若審計人員已過目自結損益表或進行財務報表初查，則表示審計人員

也認同公司的自結損益，則嗣後進行年報查核時，在已認同自結損益下，

審計人員的判斷會受影響，此一影響可從下列的研究文獻來探討。 

Tan（1995）探討了先前涉入（prior involvement）對審計人員判斷的

影響。先前涉入理論係依據 Srull and Wyer（1989）之研究指出人們在作

決策之前，若自已曾經已針對決策個案做過判斷，則在作決策時會與自已

先前做過的判斷較為一致；反之，在作決策之前，即使已知他人曾針對決

策個案做過的判斷結果，其決策與他人做過的判斷並不會有較為一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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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亦即，人們對於自已做過的判斷會有持續性認同的現象，即使出現了

不一致的證據，仍會相信自已原始的信念，這種情形為逐步提高承諾（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Staw 1976；Brody and Kaplan 1996）。 因此

若審計人員在查核前已過目自結損益表或已進行財務報表初查，表示已對

損益表作過初步審計判斷，嗣後進行年報查核在做審計判斷時就會受當初

對自結損益表所做初步審計判斷的影響；而且為了相信自已的判斷是對的

，就會把自結損益當作承諾，在先前涉入與提高承諾的心理行為影響下，

使得查核損益會趨近自結損益。 

Church（1991）認為在探討審計證據的重要性時，應一併考慮審計人

員的假設，因為在預期假設下，審計人員對證據的評估可能會受假設的影

響。實驗結果顯示，審計人員會認為與假設一致性的證據較重要，不一致

的證據則其重要性會被降低。Tan（1995）亦指出審計人員在查核舊客戶

時，因為會有預期結果，所以會較注意與預期結論一致的證據，較不注意

不一致的證據。 因此若審計人員把已認同的自結損益當作查核的預期結

果，則在面對審計證據作出判斷時，會忽略或降低不一致證據的重要性，

以致查核損益會趨近於自結損益。 

SAS No.89之訂定是為了遏止公司管理當局或審計人員為了使盈餘符

合預測，而以重大性水準為理由做出投機式的盈餘調整。該號公報主要要

求有二：(1)公司管理當局須在客戶聲明書中指出，審計人員認為須調整，

而管理當局認為該調整不具重大性而未調整之事項；(2)審計人員須和受查

者之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進行溝通，說明審計人員認為該調整而

管理當局未調整之事項。Libby and Kinney（2000）針對 SAS No.89 是否

有效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1)如果因調整錯誤而造成財報盈餘低於分

析師之預期，則該錯誤將不會被更正；(2) SAS No.89 並沒有預期的效果

；(3)即使錯誤是來自客觀明顯的高估，但在調整該錯誤會造成財報盈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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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析師預期的情況下，該錯誤仍不會被更正。除應用重大性外，審計人

員亦可應用會計原則運用之彈性來合理解釋自已的判斷（Hackenbrack and 

Nelson 1996）。 

因此在公告自結損益規定下，公司管理當局為避免嗣後審計人員調整

事項過多，有可能在公告申報前先洽請審計人員過目自結損益表或進行財

務報表初查；又審計人員在此情況下會在查核先前涉入公司自結損益，故

在前段所述的影響下，以及為了避免發生讓公司因查核損益與自結損益間

的差異過大而須提出重大差異說明和洽請會計師表示合理性意見的情況下

，經會計師最終調整的查核損益會趨近自結損益，而且即使有調整，也會

因門檻效果而落在 20%的門檻內。建立假說如下： 

 

H3：在實施公告自結損益規定後，與公司管理當局未在公告
自結損益前已先洽請審計人員進行初查或過目自結損益

表的情形相較，公司管理當局在公告自結損益前有先洽

情審計人員進行初查或過目自結損益表者，審計人員所

調整的帳面金額會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