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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財務報表能否提供使用者做決策時所依據的有用資訊一直是會計研究的重

要主題，其中又以盈餘資訊最具代表性。過去研究發現，影響盈餘資訊內涵的因

素很多，其中一項為盈餘之持續性，即本期盈餘解釋未來盈餘的能力。然而，80

年代之研究多延續盈餘資訊內涵之探討，將盈餘分解成各組成要素以檢測有無增

額資訊內涵，研究結果多指出盈餘分項相較於盈餘本身更具有資訊內涵。Sloan 

(1996)之研究係將盈餘拆解成現金流量和應計兩部分，探討兩者和未來盈餘之關

連，結果指出應計之盈餘持續性比現金流量低。自此之後，許多研究開始探討造

成此現象之原因為何。因此，本章文獻探討將依此順序分別回顧盈餘資訊內涵、

應計及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以及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探討。此外，本章最

後將回顧和未來盈餘極具關聯之成長機會相關文獻。 

第一節 盈餘資訊內涵 

表2-1、Panel A和Panel B分別彙整國內、國外盈餘資訊相關文獻。根據Beaver 

(1968)對於資訊內涵之定義係指公司盈餘之宣告若能改變投資人對於未來股票

報酬之預期時，則表示該盈餘之宣告具有資訊內涵。而本研究將資訊內涵之定義

擴大為只要能改變訊息接受者原先對相關變數預期的訊息，就稱此訊息具有資訊

內涵6。 

財務報表能否提供影響投資決策之有用資訊一直為會計研究所關心，其中以

盈餘資訊與股票報酬之關聯性研究最具代表性，FASB 在觀念性公報第一號曾闡

述：「在財務報導中，最重要資訊是用來衡量績效之盈餘及其組成因素。」盈餘

是否具資訊內涵之研究乃建立於資訊理論(information theory) 之上。Ball and 

Brown (1968)探討年度盈餘變動與股票報酬間關聯之研究，為首篇將會計與財務

領域連結之實證研究，其研究認為在資本市場是有效率的前提下，若資訊對證券

                                                 
6 參閱林嬋娟、蔡彥卿、李文智，第 88 期會計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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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是有用的，則任何資訊的發佈將會使證券價格產生變動以反應資訊。因此，

觀察年度盈餘與股票價格間之關聯性，若盈餘資訊的發佈導致股價的變動，則稱

此盈餘資訊是有用的，亦即該盈餘具有資訊內涵。後續國外學者對於相關主題之

研究結果，大部分亦支持盈餘具有資訊內涵，如：Foster (1977)、Beaver et al. (1979)、

Beaver et al. (1980)、Kormedi and Lipe (1987)等。在國內研究方面，早期如：張

鴻基(1983)、余尚武(1986)和林淑玲(1991)等之實證結果均發現國內的會計盈餘不

具資訊內涵，但隨著研究方法及模型之修正，則逐漸得到具有資訊內涵之結論（陳

志愷 1992；王佑民 1995；李釗芹 2000；賴育芝 2001）。 

根據 Bernard (1990)的看法，可將這些會計盈餘與股票關聯性的研究略分為

兩類，第一類係檢查盈餘宣告資訊對異常報酬的影響，即所謂盈餘反應係數

7(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 以下簡稱 ERC)的研究；另一類為探討較長時間內

會計盈餘與股票價格之間的可能評價模型，即所謂股票評價研究。早期 ERC 之

研究均假設各公司間或不同時期間的 ERC 為一固定常數(Bever et al. 1980)，但後

續學者放寬了這個假設，認為各公司本身特性和各年度盈餘資訊的特質皆不盡相

同，若股價會充分反應資訊的特質，則各種情形下 ERC 應有所差異，而這些差

異即為 ERC 的決定因素。 

目前已證實會影響 ERC 的決定因素很多，其中 Kormendi and Lipe (1987)推

論 ERC 和盈餘持續性有關。根據此研究的定義，盈餘持續性為「目前未預期盈

餘對未來盈餘修正期望值的影響程度」，其影響程度愈大，盈餘持續性愈大。該

文以三種統計方法檢定盈餘持續性與 ERC 間的關係，結果發現不論採用何種統

計方法，盈餘持續性與 ERC 都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而後續研究如 Collins and 

Kothari (1989)及 Easton and Zmijewski (1989)亦證實盈餘持續性確實會影響盈餘

解釋股價的能力。亦即盈餘持續性越長，本期盈餘解釋股價的程度越高。 

                                                 
7 股價報酬與盈餘之線性關係中盈餘變數的係數一般稱之為盈餘反應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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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盈餘資訊內涵相關文獻 

Panel A：國外文獻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1. Ball and 
Brown 
(1968) 

驗證會計資

訊 的 有 用

性。 

研究期間為 1957~ 1965
年；採事件研究法，探

討與未預期盈餘與異

常績效指標(API)間的

關係。 

1. 未預期盈餘變動與異常績

效指標(API)間具關聯性。

2. 大部分年盈餘資訊在發佈

前已經由其他媒體傳遞至

市場。 
3. 盈餘宣告後，股價仍持續

反應大約一個月 

4. 現金流量及繼續營業部門

損益與股票報酬間並無顯

著關聯性。 

2. Foster 
(1977) 

探討季報的

資訊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63~ 1974
年；使用 Box-Jenkins
預測模式，說明季盈餘

時間序列屬性以測試

季盈餘之資訊內涵。 

1. 未預期盈餘與累計異常報

酬(CAR)間具關聯性。 
2. 以Box-Jenkins模式解釋季

盈餘的時間序列。 

3. Beaver 
et al. 
(1979) 

探討盈餘變

動幅度與股

票報酬間的

關聯性。 

研究期間為 1965~ 1974
年；以市場模式計算累

計異常報酬(CAR)和以

兩種盈餘期望模式估

計未預期盈餘，測試未

預期盈餘變動幅度與

累計異常報酬間的關

係。 

1. 未預期盈餘變動幅度與累

計異常報酬成高度關連。 
2. 未預期盈餘大小各組與累

計異常報酬呈正向相關。 

4. Beaver 
et al. 
(1980) 

探討股價變

動與盈餘變

動間的關聯

性。 

研究期間為 1958~ 1976
年；以複合模式（以過

去盈餘及股價來預測

未來盈餘）取代單一模

式（以過去盈餘來預測

未來盈餘）。 

1. 盈餘變動與股價變動間具

有顯著相關。 
2. 依股價變動分組進行迴歸

的方式可消除暫時性盈餘

的影響，而計算出永久性盈

餘的變動。 
3. 以股價作為盈餘預測模型

較隨機漫步模型的預測準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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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盈餘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6. Kormedi 
and Lipe 
(1987) 

探 討 影 響

ERC 的 因

素。 

研究期間為 1947~ 
1980 年；使用三種

不同的統計方法檢

定 盈 餘 持 續 性 與

ERC 間的關係。 

1. 盈餘持續性與 ERC 具有正

向相關。 
2. 未預期盈餘對股票報酬的

影響為 i+PVRj（其中 PVR
為以時間序列模式所估計出

來的未來盈餘修正現值） 

7. Collins 
and 
Kothari 
(1989) 

從橫斷面與

縱斷面來探

討 ERC 的決

定因素。 

研究期間為 1969~ 
1982 年；以簡單股

利折現模式推導出

影響 ERC 的因素—
盈餘持續性。 

1. ERC 與盈餘持續性和公司成

長機會呈正向相關，而與公

司系統風險及無風險利率則

呈負相關。 
2. 加入盈餘持持續性因素

後，能夠提高迴歸方程式的

解釋能力。 

8. Easton 
and 
Zmijewski 
(1989) 

探討何種盈

餘形式為股

票報酬的最

佳 解 釋 變

數。 

研究期間為 1969~ 
1986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以前期盈餘

水準、當期盈餘水

準、當期盈餘變動數

這三種盈餘形式檢

視與股票報酬之間

的相關性。 

1. 「當期盈餘水準」與「當期

盈餘變動數」都和股票報酬

具有相關性，即此兩變數皆

可作為盈餘、報酬關係的解

釋變數，但「當期盈餘水準」

的解釋能力比「當期盈餘變

動數」高。 
2. 「上期盈餘水準」亦可作為

評估盈餘、報酬關係之解釋

變數，但其顯著程度與解釋

能力比另外兩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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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盈餘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Panel B：國內文獻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1. 張鴻基

(1983) 

探討台灣證

券市場季盈

餘是否具有

資訊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76~ 1981
年；採事件研究法，檢視

每季盈餘的時間數列特

性，推定最佳時間數列模

式來預測未來各期的每

股盈餘，並探討盈餘變動

之方向與股價變動之方

向是否一致，及測試事先

獲得盈餘內幕消息的投

資者是否能獲得超額報

酬以推定盈餘是否具有

資訊內涵。 

1. 隨機漫步模式最能說明

每季盈餘的時間數列特

性，可用來預測未來各

期每股盈餘，以評估股

票價值。 
2. 未預期盈餘變動之正負

號與異常績效指標之正

負號並無一致性之關係

存在。 
3. 事先獲得盈餘消息的投

資者並不能獲得超額報

酬。 
4. 台灣證券市場並不符合

盈餘資訊內涵假說。 

2. 余尚武

(1986) 

探討台灣證

券市場年度

盈餘是否具

有 資 訊 內

涵。 

研究期間為 1979~ 1984
年；採事件研究法，在效

率市場、市場模式與異常

績效指標三項基本架構

下，分析年度未預期盈餘

變動方向與股價異常報

酬之關係。 

1. 年度盈餘宣告不具有資

訊內涵。 
2. 投資者實際用以決定股

價之盈餘資訊僅佔市場

總資訊量之5%。 
3. 年度盈餘宣告時所蘊涵

的盈餘值符號、盈餘值

變動及未預期盈餘變動

之資訊，並不被投資者

重視。 

3. 林淑玲

(1991) 

探討未預期

盈餘符號與

異常報酬的

關係，以證

實季盈餘是

否具有資訊

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82~ 1989
年；採事件研究法，以季

節 ARIMA 模式估計季

盈餘，分別以資本資產定

價模式及隨機優勢模式

作為市場效率檢定的方

法，測試盈餘是否具有資

訊內涵。 

1. 以資本資產定價模式之

實證結果，發現盈餘不

具資訊內涵。 
2. 以隨機優勢模式之實證

結果，支持股市符合半

強勢效率市場假說，即

盈餘宣告具有資訊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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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盈餘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4. 陳志愷

(1992) 

探 討 考 慮

ERC 因 素

後，是否會

增加盈餘資

訊內涵的解

釋能力。 

研究期間為 1982~ 
1990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檢視每股盈

餘 與 股 價 間 的 關

係，並檢定 ERC 的決

定因素 

1. ERC 顯著大於零，故盈餘具有資

訊內涵。 
2. 考慮 ERC 後，盈餘資訊內涵解

釋能力提高。 
3. 根據個別年度迴歸分析結果，

ERC 決定因素為「經濟成長機

會」與「盈餘預測準確度」；根

據所有樣本迴歸分析結果，ERC
決定因素為「資本密集度」與「盈

餘準確度」。 

5. 王佑民

(1995) 

探討年度盈

餘資訊是否

具有資訊內

涵。 

研究期間為 1989~ 
1993 年；採用關聯

性研究法，檢視累計

異常報酬與未預期

盈餘間之關係。並進

行產業別和年度別

分析。 

1. 年度盈餘具有資訊內涵。 
2. 個別產業的 ERC 大多不顯著。 
3. 不同年度的 ERC 有不穩定的現

象，顯示出盈餘在預測未來年度

股票報酬的能力上有所限制。 

6. 李釗芹

(2000) 

探討季盈餘

宣告是否具

有 資 訊 內

涵。 

研究期間為 1994~ 
1999 年；採事件研

究法，將可能影響報

酬變動的盈餘消息

及非盈餘消息綜合

考量後進行研究。 

1. 從單一構面來探討時，只有消息

型態與盈餘宣告被重視之程度具

有顯著性。 
2. 若綜合考量後，「綜合指標」與

股票報酬率間具有顯著的正相

關，即盈餘宣告具有資訊內涵。

7. 賴育芝 

(2001) 

探討盈餘是

否具有資訊

內涵，及加

入現金流量

後是否具有

增額資訊內

涵。 

研究期間為 1997~ 
1999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檢定盈餘是

否具有資訊內涵。並

測試加入現金流量

後是否具有增額資

訊內涵。另外進行產

業別及公司規模差

異分析。 

1. 盈餘具有資訊內涵，且每股盈餘

對股票報酬的解釋能力優於繼續

營業部門稅前淨利。 
2. 除了當期的淨現金流量外，其餘

的營業活動現金流量、投資活動

現金流量、理財活動現金流量，

相對於盈餘而言皆具有增額資訊

內涵。 
3. 大、小公司之盈餘及現金流量均

具有資訊內涵。 
4. 各行業間的盈餘及現金流量資

訊內涵有明顯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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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 

表 2-2、Panel A 和 Panel B 分別彙整國外、國內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

內涵相關文獻。所謂增額資訊內涵係指當訊息接受者在收到甲訊息後，改變其對

相關變數之預期，並進而導致股票價格之變動時，則稱甲訊息具有資訊內涵，但

若訊息接受者再收到乙訊息，並再度改變其對相關變數之預期時，相對於甲訊息

而言，稱乙訊息具有增額資訊內涵。8有關增額資訊內涵之研究包括兩方面，一

方面延續前節資訊內涵的研究，亦即在已知盈餘數字後，其他資訊是否能增加對

股價之影響，如盈餘組成要素；另一方面係針對新規範的會計揭露是否能提供資

訊使用者額外資訊內涵進行研究。本節主要著眼於前者，探討已知盈餘資訊下盈

餘組成要素是否具有增額資訊內涵之相關文獻。 

Lipe (1986)首度開啟盈餘組成要素是否具有增額資訊內涵之研究，探討銷貨

毛利、管理費用、折舊、利息費用、所得稅與其它項目六個盈餘組成項目與股票

報酬之關聯性，其研究結果指出各盈餘組成項目較盈餘本身更能提供額外的資訊，

且各盈餘項目資訊差異性係因其時間序列特性差異造成。此篇研究之盈餘分解方

式係屬於「盈餘功能性解構(functional disaggregations)」所謂盈餘功能性解構係

指盈餘依損益表報導方式加以拆解，如將盈餘拆解為營業利益、營業外淨損益、

非常損益等。不同於Lipe (1986)之分解方式，後續研究也有將盈餘分解為現金流

量及應計或再將應計細分為應收帳款變動數、存貨變動數、應付帳款變動數、折

舊額、攤銷額及其他淨應計等要素，而此種分解方式稱為「資金基礎解構

(fund-based disaggregations)」。由於本研究主要係探討現金流量和應計不同之盈

餘持續性是否受到成長因素之影響，屬於資金基礎解構方式，故本節之文獻探討

主要針對此方面研究加以回顧。 

 

                                                 
8 參閱林嬋娟、蔡彥卿、李文智、陳建中，第 89 期會計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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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以資金基礎解構方式探討盈餘組成要素之研究中，無論是探討現金流量

與總應計對股票報酬之影響(Rayburn 1986；Ali 1994；Sloan 1996；Collins and 

Hribar 2000；Daniel and Paul 2000)或檢測現金流量與各應計組成要素對股票報酬

之影響( Wilson 1987；Bowen et al. 1987；Pfeiffer et al. 1998)，都顯示將盈餘分解

具有增額的資訊內涵。其中，有些文獻係透過盈餘組成要素對未來盈餘預測時不

同的特性來探討股價的反應。Sloan (1996)認為當期盈餘持續性之高低與否係取

決於現金流量和應計在當期盈餘中所佔的相對比例。下一年度之盈餘，會受到本

年度盈餘之影響，而本年度之盈餘，又可分成現金流量和應計兩部分。該研究認

為，此兩部分對次年度之盈餘有不同的影響效果，即這兩者之盈餘持續性不一樣。

而股價又會受到未來盈餘影響，因此，若現金流量和應計對次年度或未來盈餘有

不同的影響，在效率市場假說下，股價應反應出這兩者之不同。然而，Sloan (1996)

之研究結果顯示應計之盈餘持續性確實低於現金流量，當構成當期盈餘的應計部

分增加會造成當期盈餘之持續性下降，而現金流量部分的增加會造成當期盈餘持

續性上升。但股價之變化，卻只局限於盈餘本身之影響，而不會受到盈餘組成要

素之影響，亦即股價並沒有把現金流量相對於應計有較高盈餘持續性的現象反應

出來，此結果說明股票市場沒有效率，投資者高估了應計對下一年度盈餘的影響。

Collins and Hribar (2000)和Daniel and Paul (2000)以季資料探討Sloan (1996)所發

現的現象，其實證之結果亦顯示市場高估了每季應計之盈餘持續性。Richandson 

et al. (2001)延伸Sloan(1996)之研究，將其所定義之總應計擴大為流動與非流動性

應計的合計數，並進一步將流動與非流動應計再區分成資產與負債項目進行研究。

分析結果顯示流動性應計確實如同Sloan (1996)之結論有較低之盈餘持續性；但

卻發現非流動性應計的盈餘持續性高於現金流量，RSST (2001)認為這可能是因

為非流動性應計通常需要數年的期間才會有盈餘迴轉的效果，所以造成非流動性

應計盈餘持續性較高的特性。而關於市場反應之測試，結果則與Sloan (1996)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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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關於資金解構的盈餘分項增額資訊內涵之研究中，除了趙秋美(1996)和

張懿心(2001)之研究結果指出盈餘分項無增額的資訊內涵外，其餘文獻皆指出台

灣證券市場上將盈餘分解後具有增額的資訊內涵（翁賢育 1992；馮于容 1994； 

王毅偉 1997；陳雅貞 1999；馮志卿 1999；潘麗芳 2000；賴育芝 2001；羅筱

靖 2002；洪慧娟 2002；李英麟 2002）。其中關於盈餘持續性方面之研究，陳

雅貞(1999)採用 Sloan (1996)之研究架構，發現盈餘具有持續性且盈餘組成要素不

同則持續性亦不同，應計之盈餘持續性較現金流量低。馮志卿  (1999)則將

Sloan(1996)之研究架構擴大考量到業外損益，其實證結果發現三著皆具有

盈餘持續性，唯營運活動現金流量之盈餘持續性高於應計及業外損益。羅

筱靖(2002)探討台灣上市公司應計與現金流量和公司價值相關之各種屬性。結果

指出在持續性方面，各盈餘組成要素當期與前期具有顯著關聯，且應計之盈餘持

續性高於現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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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相關文獻 

Panel A：國外文獻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1. Lipe 
(1986) 

探討盈餘組

成要素是否

具有增額資

訊內涵。 

研 究 期 間 為 1974~ 
1980 年；將盈餘拆解

為 6 項組成要素（銷

貨毛利、管理費用、

折舊、利息費用、所

得稅及其他），並檢

定其是否具有增額資

訊內涵及是否存有時

間序列之關係。 

1. 盈餘組成要素具有增額資

訊內涵。 
2. 由於盈餘各組成要素時間

序列特性上之差異，導致其

具有資訊內涵之差異性。 

2. Rayburn 
(1986) 

探討總應計

和現金流量

是否具有增

額 資 訊 內

涵。 

研 究 期 間 為 1963~ 
1982 年；採關聯性研

究法測試來自營業活

動現金流量與應計之

係數是否相等。 

1. 在時間序列模式下，來自營

業活動現金流量與營運資金

變動數與股票報酬間具有顯

著相關性，而折舊及遞延所

得稅變動數則否。 
2 在隨機漫步模式下，總應計

之組成要素與股票報酬具顯

著相關性。 

3. Wilson 
(1987) 

探討總應計

及其分項和

現金流量是

否具有增額

資訊內涵。 

研 究 期 間 為 1981~ 
1982 年；採事件研究

法，檢驗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及總應計是否

具有增額資訊內涵。

亦檢定營運資金及非

流動性應計相對於盈

餘而言，是否具有增

額資訊內涵。 

1.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及總應

計具有增額資訊內涵；但營

運資金則否。 
2. 股票市場對營業現金流量

之反應大於流動性應計。 
3. 總應計之資訊內涵主要來

自流動性應計。 

 

4. Bowen 
et al. 
(1987) 

探討總應計

及其分項和

現金流量是

否具有增額

資訊內涵。 

研 究 期 間 為 1972~ 
1981 年；採關聯性研

究法檢驗現金流量與

應計之增額資訊內

涵。 

1. 盈餘具有資訊內涵。 
2. 在盈餘資訊外，現金流量

（來自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及

投資活動現金流量）具有增

額資訊內涵。 
3. 來自營業營運資金不具有

增額資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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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5. Ali 
(1994) 

探討盈餘、營運

資金及營業活動

現金流量之資額

資訊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74~ 
1988 年；加入非線

性模式，以盈餘中

位數將樣本區分為

高盈餘變動群組與

低盈餘變動群組。

1. 在線性模式下，盈餘及營運

資金具有增額資訊內涵；營

業活動現金流量則否。 
2. 在非線性模式下，盈餘及營

運資金之高群組與低群組皆

具資訊內涵；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僅低群組具有資訊內

涵。 

6. Sloan 
(1996) 

探討盈餘組成要

素（應計和營業

活動現金流量）

與未來盈餘之關

聯性。 

研究期間為 1962~ 
1991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檢驗應計與

未來股票報酬之關

聯性。 

1. 投資人功能性固著於盈餘

資訊上。 
2. 應計與未來股票報酬間呈

負相關。 
3. 無法以市場價值、帳面價

值、β值及本益比取代應計

與未來股票報酬間的關聯

性。 
4. 應計與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與股票報酬具關聯性。 
5. 由於投資人無法區別盈餘

組成要素之資訊內涵，故可

針對盈餘組成要素中應計的

高、低，進行賣、買股票，

從事套利。 

7. Pfeiffe
r et al. 
(1998) 

探討總應計及其

分項和營業活動

現金流量之增額

資訊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81~ 
1996 年；分別以隨

機漫步模式及時間

序列模式利用線性

及非線性模型檢驗

應計及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之增額資訊

內涵。 

1.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流動性

應計及非流動性應計皆具有

增額資訊內涵。 
2. 股票市場對未預期流動性

應計之評價高於未預期非流

動性應計。 
3. 不論採線性或非線性模

型，股票市場對於未預期來

自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之評價

高於未預期流動性應計，但

此差異在隨機漫步模式中無

法偵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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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 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8. Collins and 
Hribar 
(2000) 

以季資料探

討盈餘組成

要素（應計

和營業活動

現金流量）

與未來盈餘

之關聯性。 

研究期間為 1988~ 
1997 年；將 Sloan 
(1996)的模型以季

資料重新檢驗。 

1. 來自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之

盈餘持續性仍然略高於應計

之盈餘持續性。 
2. 市場顯著低估來自營業活

動現金流量之盈餘持續性，

並高估應計之盈餘持續性。

3. 應計的異常現象與過去盈

餘宣告趨勢為兩種獨立的市

場異常現象；且利用此兩種

異常現象所發展出的投資策

略能獲取更多的異常報酬。

9. Daniel and 
Paul (2000)

以季資料探

討盈餘組成

要素（應計

和營業活動

現金流量）

與未來盈餘

之關聯性。 

研究期間為 1988~ 
1997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利用季資

料重新檢驗股價與

盈餘組成要素之反

應。 

1. 效率市場異常現象包括盈

餘宣告後之股價偏移及市場

高估應計的盈餘持續性持續

性。 
2. 利用投資人無法區分盈餘

組成要素資訊建構投資組

合，可從事套利行為。 

10. RSST 
(2001) 

探討總應計

及其分項和

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之增

額 資 訊 內

涵。 

研究期間為 1988~ 
1999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將總應計

拆解為流動與非流

動性應計，再區分

成資產與負債項

目，以檢測和未來

盈餘之關係。 

1. 流動性應計有較低之盈餘

持續性；而非流動性應計之

盈餘持續性高於現金流量。

2. 市場存在Sloan(1996)發現的

功能性固著現象，無論流動

與非流動性應計市場皆給予

較低的評價，皆與未來年度

的股價皆呈現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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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Panel B：國內文獻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1. 翁賢育

(1992) 

探討營業活動

現金流量與應

計之增額資訊

內涵，並考慮

在景氣循環下

此二者受到市

場 偏 好 的 程

度。 

研究期間為 1982~ 
1990 年 ； 延 伸

Bernard and Stober 
(1989)的研究，將

全體產業按年度作

橫斷面分析及混和

分 析 (Pooling 分

析)，並考慮景氣循

環影響。 

1. 1982~1986 年財務報表資料較

能解釋股票報酬的變動。 
2. 以全體產業作橫斷面分析

時，營業活動現金流量、流動

性應計及非流動性應計均具

資訊內涵。 
3. 不同景氣循環時期，營業活動

現金流量較流動應計受市場

偏好，但結果並不顯著。 

2. 馮于容

(1994) 

探討現金流量

組成因素是否

具有增額資訊

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90~ 
1992 年；分別利用

規模調整模式來衡

量預期報酬，比較

在兩模式下，現金

流量組成要素之增

額資訊內涵。 

1. 規模調整模式與市場模式

下，盈餘均具資訊內涵；現金

流量組成項目亦具有增額資

訊內涵。 
2. 大公司之盈餘資訊內涵與現

金流量反應係數大於小公

司，顯示公司規模會影響會計

資訊與股票報酬間的關係。 
3. 規模調整模式較市場模式更

能提高會計資訊對股票報酬

的解釋能力。 

3. 趙秋美

(1996) 

探討會計盈餘

與現金流量之

資訊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90~ 
1994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使用混和

(Pooling)及橫斷面

分析，探討盈餘與

其組成要素和股價

間的關係。 

1. 盈餘組成要素（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和應計）不具增額資訊內

涵。 
2. 會計盈餘與股票報酬關聯性

大於營業活動現金流量與股

票報酬之關聯性。 
3. 應計數的大小會影響盈餘、營

業活動現金流量與股票報酬

關聯性，應計數小實證結果較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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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4. 王毅偉

(1997) 

探討營運資金

及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之增額

資訊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91~ 
1995 年；採事件研

究法，以橫斷面分

析營運資金及營業

活動現金流量兩變

數，何者較能解釋

股價變動。 

1. 高報酬群組中，營運資金與股

票報酬的關聯性大於營業活

動現金流量。 
2. 高報酬群組中，盈餘及營業營

運資金亦具有增額資訊內涵。

 

5. 陳雅貞

(1999) 

探討盈餘組成

要素（應計和

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與未來

盈 餘 之 關 聯

性。 

研究期間為 1988~ 
1996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檢視應計

與營業活動現金流

量對未來盈餘之關

係，並探討市場能

否有效反應此資

訊。 

1. 盈餘具有持續性。 
2 應計之盈餘持續性較現金流

量低。 
3. 股價未反應基本評價的特性

(如：盈餘中應計和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 
4. 應計、規模、帳面價值/公平

價值取自然對數、β值及調整

後EPS/曆年制終了日股價可

預測未來報酬。 

6. 馮志卿

(1999) 

探討盈餘組成

要素（應計、

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和業外損

益）與未來盈

餘之關聯性。 

研究期間為 1985~ 
1995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檢視營業

活動現金流量、應

計與業外損益之盈

餘持續性，並測試

市場能否有效反此

資訊。 

1.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之盈餘持

續性高於應計及業外損益。 
2. 利用市場未正確反應營業活

動現金流量及應計資訊，若從

事套利可獲取超額報酬。 

7. 潘麗芳

(2000) 

探討會計盈餘

與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之資訊

內涵。 

研究期間為 1990~ 
1998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檢定應計

與營業活動現金流

量之增額資訊內

涵，並測試市場對

此兩者之偏好型

態，最後檢驗景氣

之變動是否會影響

該評價。 

1. 會計盈餘細部資訊之揭露，對

股 票異常報酬解釋能力較

高。 

2. 未預期非流動性、流動性應計

及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具有增

額資訊內涵。 

3. 考慮股票市場之景氣變動

後，並未發現投資人對任一產

業之應計與營業活動現金流

量評價相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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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 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8. 張懿心

(2001) 

探討盈餘組成

要素資訊內涵

及股票市場對

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與應計之

評價是否有差

異。 

研究期間為 1990~ 
1998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以隨機漫

步模式之未預期值

及以未預期值拆解

之值為變數與股票

異常報酬進行迴歸

分析。 

1. 無論在拆解模式或未預期模

式，皆未產生增額資訊內涵。

2. 合併報表之盈餘組成要素較

母公司盈餘組成要素對同步

股價異常報酬之解釋能力並

無重大差異。 
3. 利用合併報表盈餘組成要素

資訊建構之投資策略得到之

平均股價異常報酬顯著異於

零；以母公司報表資訊建構之

投資策略得到之平均股價異

常報酬未具顯著性。 

9. 羅筱靖

(2002) 

探討台灣上市

公司應計與營

業活動現金流

量與公司價值

相關之各種屬

性。 

研究期間為 1990~ 
1998 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檢定台灣

上市公司應計與營

業活動現金流量與

公司價值相關之各

種屬性。 

1. 無論應計或是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都與未來異常盈餘有顯

著的關係。 

2. 各盈餘組成要素當期與前期

均具有顯著關係，且應計之盈

餘持續性高於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 

3. 無論是應計或是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都與帳面值有顯著關

係。 

4. 應計或營業活動現金流量都

與公司權益市價有顯著關係。

10. 洪慧娟

(2002) 

探討盈餘組成

要素是否具有

增 額 資 訊 內

涵。 

研究期間為1990~ 
2000年；採普通最

小平方法之迴歸分

析、迴歸係數群組

檢 定 及 Vuong’s 
Z-statistic 檢定以

檢測盈餘組成要素

是否具有增額資訊

內涵。 

 

 

1. 應計對未來現金流量具有增

額預測能力。 
2. 現金流量與應計組成要素具

有增額預測資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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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 應計和現金流量之增額資訊內涵相關文獻（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11. 李英麟

(2002) 

探討盈餘組成

要素是否具有

增 額 資 訊 內

涵。 

研究期間為1991~ 
2000年；採關聯性

研究法，比較總合

盈餘與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預測未來營

業活動現金流量之

相對能力，並進一

步測試盈餘分項資

訊是否具有增額資

訊內涵。 

1.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預測未來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之能力較

總合盈餘佳，但兩者預測之風

險並無顯著差異。 
2. 盈餘分項資訊預測未來一期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之能力較

當期及遞延二期總合盈餘為

佳。 
3. 盈餘分項資訊－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與六個主要應計組成

要素預測次期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具有增額資訊內涵。 
4. 個別應計組成要素預測次期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之能力較

總應計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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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特性探討 

表 2-3、Panel A 和 Panel B 分別彙整國外、國內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特性

探討的相關文獻。如前述文獻之研究結果，應計和現金流量確實存有增額的資訊

內涵。而 Sloan (1996)利用應計和現金流量對未來盈餘預測的能力來探討盈餘分

項的增額資訊內涵，結果發現盈餘組要素之應計相對於現金流量對未來盈餘具有

較低之預測能力。換言之，應計具有盈餘「均數復歸( mean-reversion)9」現象，

亦即若公司當期有高（低）應計，會導致在當期也會有高（低）會計報酬率的傾

向，但在後續期間則會有顯著減少（增加）會計報酬率的趨勢。  

    自 Sloan (1996)的研究之後，引發一連串探討應計與現金流量預測未來盈餘

的特性及市場如何反應此資訊的研究。整理後續關於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現象所

提出的解釋主要可以分為兩類。第一類延續 Sloan (1996)之解釋，認為應計相較

現金流量來說牽涉到較大程度之主觀判斷，所以較有可能成為管理當局操縱的目

標，因此盈餘持續性較低。另一類解釋則以 FWY (2003)之研究為主，認為主要

是起因於投資成長造成的經濟現象，而非前述原因。 

支持第一類會計扭曲之解釋的研究包括 Xie (2001)、Dechow and Dichev 

(2002)和 RSST (2005)。Xie (2001)對 Sloan (1996)所做的實證再做更深入之分析，

該研究利用 modified Jones model (Dechow et al. 1995 所提出)10將總應計分解成

「正常（normal）應計」及「異常（abnormal）應計」，重新檢測和盈餘持續性之

關聯。結果指出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之盈餘持續性仍舊最高，正常應計次之，異常

應計最低。而異常應計之產生主要來自管理當局之裁量權，所以 Xie (2001)推論

盈餘管理所引起的會計扭曲會使應計有較低的盈餘持續性。Dechow and Dichev 

                                                 
9 過去文獻(McNichols and Wilson 1988；Beaver and McNichols 1988)認為在本期盈餘中若應計的

比例高於現金流量，則在下期會發生盈餘減損現象，亦即所謂的「盈餘迴轉效果」。 
10 Xie (2001)亦採用時間序列 Jones model、時間序列修正後的 Jones model 與 Beneish model 

(1997)、Beneish model (1998)估算異常應計數，得到的結論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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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以新方法來衡量應計估計誤差的程度，並以應計估計誤差的程度作為盈餘

品質的代理變數。此新方法係將前期、當期及後期之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對流動營

運資金應計作迴歸分析，而迴歸結果所獲得之殘差值的標準差即為應計品質及盈

餘品質的衡量指標，標準差愈大表示應計估計偏誤的情形愈大，則應計品質及盈

餘品質越低，盈餘之持續性越低。Dechow and Dichev(2002)推論其原因可能是預

測未來權利或義務時非故意的錯誤，或管理階層故意操縱所致。RSST (2005)認

為不同種類的應計組成要素其可靠性不同，故應具有不同程度之盈餘持續性；資

產與負債項目亦應具有不同之盈餘持續性。該文將總應計區分成營業營運資金應

計、非流動營業應計與財務性應計，並進一步將各類應計再拆解成資產與負債兩

項目，實證結果指出可靠性愈低的的應計則盈餘持續性愈低。 

提出經濟現象解釋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的文獻則包括 FWY、Cooper 

et al. (2005)及 Khan (2005)。FWY 之研究指出，基於 Penman (2001)之穩健會計制

度11及 Stigler(1963)的邊際投資報酬率遞減理論12影響，本期資產的成長自然會造

成下期盈餘的降低。所以，FWY 認為 Sloan (1996)的研究遺漏了資產成長因素對

次期盈餘之影響。因為應計雖然屬於盈餘組成要素之一，但同時也屬資產成長的

                                                 

11 Penman (2001) 書中的第六章有提到穩健會計制度(conservative accounting)對公司盈餘所造成

的影響。Penman指出若會計制度依穩健程度區分可分為穩健會計(conservative accounting)、中

立會計(neutral accounting)、自由會計(liberal accounting)三種。雖說無論公司採用何種制度，都

不會影響到公司的實質價值，但卻會影響到公司的財務指標和比率的變化。因為採用穩健會計

制度會在前幾期較中立會計制度多認列費用，造成盈餘偏低、帳面值偏低、資產報酬率也跟著

偏低，而在後幾期相對認列較少費用，因此盈餘偏高、帳面值趨向中立會計之帳面值、資產報

酬率偏高。若採用自由會計制度則情形相反。 

12 Stigler (1963,54)提到，在競爭市場條件下，長期而言市場上產業的報酬率會趨於均衡。因為基

於企業主追求業主權益最大化的心理，市場上的資金會流向投資報酬率較高的產業，但由於市

場競爭的效果，報酬率會逐漸下降。相反的，在報酬率低的產業，資金會逐漸退出。雖說一些

無法控制或預期的狀況會衝擊到此均衡狀態，例如市場未預期之消費者喜好偏向、新科技技術

的誕生、戰爭所帶來的衝擊等，但理論上市場報酬率仍會朝著均衡之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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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該研究結果顯示，若將資產成長分解為應計和長期淨營業資產之成長兩

部分，在控制住當期盈餘後兩者皆和次期盈餘呈相同增額的負相關。另外，若控

制住資產成長因素後，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和應計之盈餘持續性並無顯著的不一致

情形。以此結果，FWY 認為應計會有較低的盈餘持續性係因為投資引起的資產

成長所造成，而且此資產成長造成的低盈餘持續性現象係受到穩健會計制度及新

投資的邊際報酬率遞減特性的交互影響。Khan（2005）指出公司有高應計較可

能吸引投資者投資，而當公司有低應計時投資者則面臨風險。所以公司有高（低）

應計時能賺取相對低（高）的利益和股票報酬。 

RSST (2006)之研究欲證實應計的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主要係受到暫時性會

計扭曲影響，而非成長因素。該研究首先延伸 Penman (2001)之模型以排除永久

性穩健會計制度和成長交互影響之解釋。接著將總營業應計分解成「成長要素

(growth component)」和「效率要素(efficiency component)」，在迴歸分析下發現若

控制住當期盈餘，則成長因素及效率因素皆和次期盈餘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又以

效率因素的負相關程度較大且更為顯著，此結果顯示經濟成長特性（新投資的邊

際報酬率遞減）雖然能部分解釋應計的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但不包含成長因素

之暫時性會計扭曲顯然才是主要的原因。另外，該文實證測試應計及其分項和受

美國證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 SEC)鎖定有盈餘操縱情形

之公司間的關聯。結果發現受 SEC 管制之時點前，這些公司有異常高的應計數，

而在管制之後應計數又降低，此實證結果支持管理當局有利用裁量權創造暫時性

之高應計數和盈餘的現象。 

    國內研究方面，趙正源(2004)發現由裁決性應計及裁決性應收帳款、裁決性

存貨變動數與未來股票報酬有負向相關。表示管理當局可能藉由裁決性應計及裁

決性應收帳款、裁決性存貨變動數的調整來操縱盈餘。李銘家(2006)以 RSST 

(2005)之研究為架構，探討應計之可靠性與盈餘持續性的關聯。結果指出可靠性

愈低的應計盈餘持續性愈低；總應計之較低持續性特性主要是來自於營業營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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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營業營運應計持續性較低則主要取決於資產項目，但不同產業不盡相同。顯

示 RSST (2005)所發現之結果在台灣證券市場亦存在，應計因具有較大的衝量誤

差且易受管理當局的操弄而降低可靠性，所以盈餘持續性相較現金流量為低。 

關於經濟成長之解釋，黃志暉(2005)在探討現金流量組成項目資訊有用性時，

援用 FWY 之持續性模型，實證結果發現應計和淨營業資產成長的關聯性比營業

活動現金流量高，與 FWY 之結論相同；營業活動現金流量與應計對於未來一期

淨營業資產報酬的影響為顯著的不一致，此與 FWY 之研究結果相同，意味影響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與應計對於盈餘持續性的因素可能包括淨營業資產的成長因

素；營業活動現金流量與應計對於未來一期及二期之營運淨利的影響皆為顯著的，

且營業活動現金流量的影響顯著大於應計的影響，此與 FWY 的研究結果並不相

同，因此可以發現國內應計與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對於盈餘持續性之影響與未來之

營業淨利有關，並非全來自於淨營業資產的成長，此意味著影響應計及營業活動

現金流量之盈餘持續性因素中仍存有盈餘迴轉的效果。 

另外，廖福群(2006)以 FWY 之研究為架構，欲探討應計對次年度盈餘之影

響及其影響是否可歸屬於資產成長因素。結果發現當期淨營業資產成長雖和次年

度資產報酬率呈負相關，但並不顯著；再將淨營業資產區分為應計和長期淨營業

資產成長兩部分，結果兩者分別和次年度資產報酬率呈負相關及正相關，且都不

顯著。該文認為造成實證結果不顯著的原因為台灣之會計制度不夠穩健、產業別

影響以及台灣上市公司長期淨營業資產之特性。該研究首先排除盈餘品質不穩定

的電子業，結果發現應計之顯著性有明顯的提升，但長期淨營業資產成長之部分

仍為不顯著，推論其原因係來自於資產重估、倂購及資產成長發生自我相關。該

文引用周維亮(2001)之研究指出在辦理資產重估後，資產重估增值和辦理重估後

第一年至第三年間的未來經營績效變化呈正相關，且其顯著水準逐年增加；而資

產成長若是來自併購，因購倂公司理論上會選擇績效及獲利能力良好之被併購公

司，因此被倂購公司所帶來之獲利很可能使其獲利率上升；另外在分析資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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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自我相關之情況時，發現本期與次期固定資產淨額間有相當高的正相關存

在，因此資產成長很可能因存有自我相關有而造成投資資產所產生的效益大過所

負擔之費用。由此可見，國內之研究結果顯示經濟成長之解釋於台灣證券市場僅

能部分解釋盈餘持續性的現象，並不像 FWY 之實證結果得到完全的支持。 

 

表 2- 3 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特性探討 

Panel A：國外文獻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1. Xie 
(2001) 

探討正常及

異常應計和

未來盈餘之

關聯性，並

探討市場對

此資訊之反

應。 

研究期間為 1971~ 1992；
利用 Jones (1991)模型估計

異常應計及正常應計之盈

餘持續性，以及股價能否

理性地反映異常及正常應

計之盈餘持續性。 

1. 來自營業活動現金流

量之盈餘持續性最高，

而異常應計之盈餘持續

性則是最低，且顯著異

於正常應計，表示應計

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

係歸因於異常應計。 
2. 顯示市場對於異常應

計盈餘持續性之高估超

過正常應計。 

2. Dechow 
and 
Dichev 
(2002) 

探討應計品

質對盈餘品

質的影響。 

研究期間為 1987~ 1999；
將前一期、當期及後一期

之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對流

動性應計變動作迴歸分

析，而迴歸結果所獲得之

殘差值，其標準差即為應

計品質及盈餘品質的衡量

指標，以此檢定應計品質

及盈餘品質好壞。 

1. 應計數越大，應計品質

越低。 
2. 應計品質和盈餘持續

性呈顯著正相關。 

3. FWY 探討資產成

長是否能解

釋應計的較

低持續性現

象。 

研究期間為 1964~ 1993；
採關聯性研究法，檢定資

產成長及其分項和未來盈

餘的關係。 

1. 資產成長和未來盈餘

呈負向相關。 
2. 應計和長期淨營業資

產成長對未來盈餘為相

同的負影響，表示應計

的較低盈餘持續性可藉

由成長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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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特性探討（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4. RSST 
(2005) 

探討可靠性與

盈餘持續性之

關聯性，並探討

市場對此資訊

之評價。 

研 究 期 間 為 1962 
~2001；將應計分為營

運資金應計、非流動營

運 應 計 與 財 務 性 應

計，分別再細分為資產

和負債，檢定各細分的

應計與未來盈餘的關

係。並檢視市場能否有

效評價。 

1. 可靠性愈低盈餘持續性

愈低。 
2. 且投資者未能瞭解可靠

性對盈餘的影響，市場對

應計盈餘有不正確的評

價。 

5. Cooper 
et al. 
(2005) 

探討資產成長

和未來股票報

酬間的關係。 

研 究 期 間 為 1968 
~2003；採關聯性研究

法分析資產年成長率

和未來異常報酬間的

關係。 

比較各預測未來股票報酬

的因素中以資產年成長率

解釋能力最高。 

6. Khan 
(2005) 

以風險基礎探

討異常應計現

象。 

研 究 期 間 為 1968 
~2003；採關聯性研究

法，利用四因子模型檢

定風險對應計及報酬

的影響。 

1. 報酬高而應計低的公司

有不一致的風險存在。 
2. 四因子模型比其他模型

更能正確評價不同的風

險組合。 

7. RSST 
(2006) 

探討造成應計

有較低盈餘持

續性的主因是

否 為 會 計 扭

曲，並探討此原

因是否為管理

者故意操弄。 

研 究 期 間 為 1962 
~2001；採關聯性研究

法，檢定成長因素和效

率因素和未來盈餘的

關係。並檢驗應計和受

SEC 管制之公司間的

關係。 

1. 暫時性會計扭曲和經計

成長皆可解釋應計的較

低盈餘持續性現象，但暫

時性會計扭曲的解釋能

力較高。 
2. 管理當局有利用裁量權

創造暫時性之高應計和

盈餘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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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特性探討（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Panel B：國內文獻 

1. 趙正源 

(2004) 

探討應計及其

分項對股票報

酬之關聯性。 

研究期間為 1989 
~2002 ；採修正後

Jones model 計算裁

決性應計數及其組

成 要 素  ( 應 收 帳

款、存貨及應付帳款

變動數)，並探討其

與股票報酬之關聯

性。 

1. 流動性應計與及應計組成

要素與股票報酬之關係會隨

應計盈餘迴轉。 
2. 管理當局可能藉由裁決性

應計及裁決性應收帳款、裁

決性存貨變動數的調整來操

縱盈餘。 
3. 非裁決性應計及其分項不

具有資訊內涵。 

2. 黃志暉 

(2005) 

探討國內公司

現金流量表依

直接法揭露，

是否會替相關

財務報表使用

者帶來不同的

增 額 資 訊 內

涵。 

研 究 期 間 為 1992 
~2002；將此直接法

拆 解 方 式 應 用 到

FWY 模型中，進一

步探討此現金流量

組成要素對盈餘持

續性之增額解釋能

力以及相關的持續

性效果。 

1. 直接法現金流量組成要素

及應計組成要素對於當期股

票報酬具有增額資訊內涵。

2. 現金流量組成要素對股票

報酬之增額解釋能力與其可

以預測未來現金流量有關。

3. 實際報導之現金流量相對

於估計之現金流量提供對於

股票報酬之增額解釋能力。

4. FWY模式若將現金流量拆

解為現金流量組成要素將具

有增額解釋能力，且個別現

金流量組成要素的持續性效

果不同。 
5. 應計與現金流量對盈餘持

續性之影響與盈餘迴轉效果

有關，並非全來自資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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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3 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特性探討（續） 

篇次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3. 李銘家 

(2006) 

探討可靠性

與盈餘持續

性 之 關 聯

性，並探討

市場對此資

訊之評價。 

研 究 期 間 為 1992 
~2004 ；參照 RSST 
(2005)模型檢定總應

計及其分項和未來盈

餘之關係，及市場對

其資訊之反應。 

1. 應計分項之可靠性低者則

盈餘持續性較低。 
2. 總應計之盈餘持續性低落

主要係來自營運類應計；營

運應計持續性低又取決於資

產項目，但不同的產業結果

不同。 
3. 不同的資訊內涵並未反應

在市場上，且利用 Sloan 
(1996)所建構的投資策略於

台灣股票市場無法獲取正的

異常報酬。 

4. 廖福群

(2006) 

探討應計對

未來盈餘之

影響及其影

響是否可歸

屬於資產成

長因素。 

研 究 期 間 為 1989 
~2004；參照 FWY 模

型檢定營業資產成長

及其分項和未來盈餘

之關係。 

1. 淨營業資產成長和次期資

產報酬率呈負相關，但未達

顯著水準。 
2. 應計與長期淨營業資產成

長皆與次期盈餘呈負相

關，但都未達顯著水準。 
3. 電子業之顯著程度遠低於

整體一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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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成長機會與未來盈餘   

根據Miller and Modigliani (1961)的看法，認為公司價值可分為現有資產和未

來成長機會的價值，現有資產的價值是指公司不做新的投資，由現有資產在未來

所產生之現金流量折現值的總和。而未來成長機會價值的大小則視未來投資額、

投資報酬率與必要報酬率之間的差額大小而決定，但未來投資機會未必能帶給公

司機會的價值，必須該投資機會能帶給公司異常報酬，亦即投資報酬率大於必要

報酬率，成長機會才具有價值。Kester (1986)更明確指出，未來的投資機會可視

為一種成長選擇權。成長選擇權本身是一個複合選擇權的概念，其價值為所投資

資產帶來的預期現金流量的現值，加上因其帶來未來進一步成長機會的價值，許

多公司的市場價值有相當大的部分來自成長機會，一些公司甚至高達75%。Morck 

et al. (1988)以Tobin’s Q作為衡量公司成長機會變數的研究中發現，對於擁有淨現

值為正的公司而言，其公司價值的主要來源係其成長機會的價值，而非現有資產

的價值，這種現象也說明了成長機會對公司價值的重要性。 

Collins and Kothari (1989)指出，當權益市價/淨值比（成長機會的變數）愈

大時，即顯示投資人看好公司未來成長機會，因此預期投資報酬率會比現有權益

的報酬率為高，進而反映在較高的市價上。該研究指出，公司的盈餘會受公司的

成長機會與其風險所影響，成長機會大的公司，盈餘的成長也較大。另外，不同

於以往研究，Collins and Kothari (1989)以相對的比例來代表公司的成長機會，將

各公司股權的市價除以帳面價值之後，以樣本平均數作為成長機會的代替變數，

因為Collins and Kothari認為此替代變數與公司未來投資報酬率超過現有報酬率

的部分存在一定的關連。然而，作者亦承認此代替變數可能受到盈餘持續性左右，

於實證分析時恐難區分成長機會與盈餘持續性兩者之分別影響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