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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章列示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第一節首先報導各項變數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以提供對所選取的樣本資訊有一概括之瞭解，並進行Pearson與Spearman相關性

分析，以檢測各變數間之關聯性。第二節則根據前一章所形成之研究假說進行多

元迴歸分析，以檢測本研究之各個假說是否具統計上之顯著性，並針對結果加以

分析探討。 

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 基本敘述性統計分析 

表4-1為模型一、二各變數之敘述性統計量，在Panel A中本期淨營業資產報

酬率(  )之平均數為0.0753，其構成要素本期營業現金流量(  )與本期應

計(  )之平均數分別為0.0829和-0.0070。其中應計和先前研究結果相同皆為負

數，也就是說平均而言本期應計會使本期盈餘降低。 

表4-1之Panel C是淨營業資產及其構成項目之敘述性統計量。若以平均數之

絕對值來比較淨營業資產之構成要素，則折舊攤銷費用在淨營業資產成長中所佔

之比重比營運資金來的大，足見折舊攤銷費用對應計數之影響力是相當大的。另

外，Panel C也顯示出，以平均數觀之，長期淨營業資產之成長( )(0.0833)

要比營運資金之成長( )(0.0279)大將近快三倍，此結果顯示出長期淨營業資

產具有一定程度之影響力。因此，在資產成長方面，不只是當期應計（ ），

還有長期淨營業資產成長的部分（ ），都有可能造成在評估盈餘中應

計部分與現金流量部分對未來獲利能力之影響及股價上的錯誤。如果實證結果顯

示，應計和長期淨營業資產之成長對未來獲利能力之影響是一致的，那麼造成盈

餘中現金流量和應計這兩部分與未來獲利能力有著不一致之關係的原因，就不太

可能是因為盈餘管理或人為操弄所造成，而比較有可能是因為應計（ ）受到

了資產成長因素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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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各變數之敘述性統計量—模型一、二 
(收集 1982 年至 2005 年合計 24 年，共 7,985 筆公司-年度觀察值。) 

變數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中位數 25% 75% 
Panel A：次期 ROA 與本期 ROA 

 0.0753 0.1065 0.0670 0.0210 0.1232 
 0.0759 0.1104 0.0669 0.0210 0.1233 

 
Panel B：本期 ROA 之組成項目 

 -0.0070 0.1052 -0.0192 -0.0602 0.0337 
 0.0829 0.1354 0.0790 0.0139 0.1527 

 
Panel C：淨營業資產之成長項目 

 
 0.0763 0.1677 0.0417 -0.0174 0.1353 

 0.0279 0.1011 0.0153 -0.0194 0.0643 
 0.0349 0.0249 0.0297 0.0172 0.0471 

 0.0833 0.1281 0.0464 0.0151 0.1100 
各變數定義為： 

 ：次期資產報酬率，即第 t+1 期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 

 ：資產報酬率，即第 t 期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 

 ：應計，即流動營業資產變動數減流動營業負債變動數再減去折舊與攤銷費用；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即 減 ； 

 ：淨營業資產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即營業資產減營業負債； 

 ：非現金之營業營運資金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即非現金流動資產減流動負債； 

 ：當期之折舊及攤銷費用（以負數表示）； 

 ：長期淨營業資產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 

註：上述所有變數皆經過平均總資產平減。此外，所有資料均經過 1%與 99%的溫賽化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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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為模型三、四各變數之敘述性統計量，由表中得知，全部樣本公司各

變數—次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本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總營

業應計( )、銷貨成長( )及效率變動數(∆ )之平均數分別為 0.1296、0.1389、

0.1181、0.1246 和-0.0223，標準差分別為 0.2229、0.2301、0.2704、0.2706 和 0.2397。

其中總營業應計( )之平均數和中位數皆為正數，顯示公司的營業資產是正

向成長的。而銷貨成長( 和效率變動數(∆ )的標準差都接近 0.27，表示兩者

都是總營業應計數( )的變異來源。而且以平均數的絕對值相比，銷貨成長

( )大效率變動數(∆ )將近六倍，表示營收成長佔總營業應計的大部分，換言

之，若實證結果顯示效率變動數(∆ )對次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的影響

大於銷貨成長( )，則表示影響盈餘持續性的因素較可能為會計扭曲。 

若依假說四將全部樣本依成長機會（權益市價/淨值比率）之前30%、31％～

70%及71%～100％分為高成長機會公司、中成長機會公司及低成長機會公司31。

其中高、中和低成長機會公司次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的平均數分別

0.2769、0.1023和0.0214，且各分群樣本之平均數差距檢定皆達顯著水準，表示

愈高成長機會之公司有愈高的未來盈餘。而高成長機會公司總營業應計( )

之平均數及中位數均高於中、低成長機會公司，而本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

的平均數及中位數則跟隨總營業應計( )之變動，在高成長機會公司數值最

高。另外各分群樣本的總營業應計( )組成要素的絕對值相比，都是銷貨成

長( )大於效率變動數(∆ )，但在高成長機會時差異最大，中、低成長機會公

司兩著差異則越來越小。 

  

                                                 
31 高、中及低成長機會分群樣本之成長機會平均值（中位數）分別為 3.5515 (3.0250)、1.7272 

(1.4800)及 1.0010 (0.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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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各變數的敘述性統計量—模型三、四 
(收集 1988 年至 2005 年合計 17 年之觀察值。) 

    ∆  
(1)全部公司(N=5,367) 
平均數 0.1296 0.1389 0.1181 0.1246 -0.0223
中位數 0.0852 0.0910 0.0576 0.0786 0.0096 
標準差 0.2229 0.2301 0.2704 0.2766 0.2397 
(2)高成長機會公司(N=1,592) 
平均數 0.2769 0.3080 0.2388 0.2548 -0.0127
中位數 0.2142 0.2396 0.1664 0.1862 0.0187 
標準差 0.2839 0.2988 0.3266 0.3255 0.2442 
(3)中成長機會公司(N=2,148) 
平均數 0.1023 0.1091 0.0938 0.0972 -0.0259
中位數 0.0893 0.0960 0.0509 0.0703 0.0056 
標準差 0.1626 0.1507 0.2352 0.2427 0.2363 
(4)低成長機會公司(N=1,627) 
平均數 0.0214 0.0129 0.0322 0.0334 -0.0269
中位數 0.0257 0.0206 -0.0016 0.0183 0.0068 
標準差 0.1276 0.1113 0.2037 0.2123 0.2395 
差異檢定 
(2)、(3)平均數差距 0.1746 0.1989 0.1450 0.1576 0.0132 

t-統計量 (23.724)*** (26.628)*** (15.788)*** (16.967)*** (1.667)**

中位數差距 0.1248 0.1436 0.1156 0.1160 0.0131 
z-統計量 (22.569)*** (26.606)*** (16.104)*** (16.494)*** (2.134)**

(3)、(4)平均數差距 0.0809 0.0961 0.0616 0.0638 0.0010 
t-統計量 (16.566)*** (21.645)*** (8.439)*** (8.437)*** (0.130) 
中位數差距 0.0636 0.0754 0.0525 0.0519 -0.0012 
z-統計量 (19.847)*** (25.479)*** (10.504)*** (9.732)*** (-0.123)

(2)、(4)平均數差距 0.2555 0.2950 0.2067 0.2214 0.0142 
t-統計量 (33.038)*** (37.279)*** (21.593)*** (22.907)*** (1.670)**

中位數差距 0.0594 0.0704 0.0592 0.0602 0.0028 
z-統計量 (33.576)*** (38.065)*** (23.182)*** (22.962)*** (1.912)**

變數定義： 代表淨營業資產報酬率，即經前期淨營業資產平減之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排除折舊、折耗、攤銷)；

代表總營業應計，計算方式為 NOA NOA /NOA ； 代表營運資產( )－營運負債( )，即 (流動資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短期投資)＋(總資產－流動資產－長期投資)－(流動負債－短期借款)－(總負債－流動負債－長期

借款)； 代表營收成長，即 Sales /Sales 1 ；∆ 代表 / / / / 。註：

上標*、**與***代表雙尾檢定結果已達 10%、5%與 1%的顯著水準。此外，所有資料均經過 1%與 99%的溫賽化處理。  



 

62 

 

二、相關分析 

表4-3為模型一、 二之相關係數矩陣，Panel A報導次期資產報酬率( )、

當期資產報酬率( )、應計(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淨營業資產之成

長( )、營業營運資金之成長( )、折舊與攤銷費用( )和長期淨營業

資產之成長( )共8個變數間的相互關係。Panel B則報導長期淨營業資產

之成長( )和淨營業營運資金成長之組成要素(∆ 、∆ 、∆ 、

∆ 、∆ )間的相互關係。 

表4-3、Panel A之分析結果顯示營業現金流量( )、應計( )、淨營業資

產成長( )及其組成項目皆和次期資產報酬率( )呈顯著的正相關，且

如同先前文獻，營業現金流量( )無論是和次期資產報酬率( )或當期資

產報酬率( )的相關程度都大於應計( )。然而，Panel A之結果並不能代表

本研究之假說一不成立，因為此單變量分析並未控制當期資產報酬率( )。本

研究之假說一係指在控制當期獲利水準後，第t年淨營業資產之成長會對第t+1年

之獲利水準有負的影響。為符合假說一之情形，本研究額外測試了當期淨營業資

產( )和次期獲利水準變動數(∆  )之關係，結果顯示兩者之相關係數

為-0.1317（達1%的顯著水準），表示資產之成長會造成次年度獲利水準下降，

與本文之假說一預期相同。 

表4-3、Panel B為分析長期淨營業資產成長( )與短期流動資產成長

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長期淨營業資產之成長( )和所有營業營運資金之

組成項目都呈正相關，代表當期流動資產和流動負債的增加會造成長期淨營業資

產的增加。例如：公司在擴大規模、增加其長期性資產(固定資產)的同時，與其

相關之流動資產與流動負債，如應收帳款、存貨等，也都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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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模型一、二各變數之相關係數矩陣 
(收集民國 1982 年至 2005 年合計 24 年，共 7,985 筆公司-年度觀察值。) 

Panel A：模型一、二各變數之相關係數 

     

 0.6891 *** 0.1087 *** 0.4775 *** 0.1053 *** 0.1104 *** -0.0112 
 

0.0485 ***

 0.7380 *** 
 

0.2121 *** 0.6508 *** 0.1992 *** 0.2030 *** -0.0721 *** 0.0866 ***

 0.0969 *** 0.1859 *** -0.6040 *** 0.6454 *** 0.9717 *** -0.2813 *** 0.0236 ** 

 0.5106 *** 0.6336 *** -0.5499 *** -0.3390 *** -0.5894 *** 0.1597 *** 0.0523 ***

 0.1386 *** 0.2486 *** 0.6768 *** -0.2974 *** 0.6704 *** -0.0057 
 

0.7788 ***

 0.1043 *** 0.1852 *** 0.9313 *** -0.5140 *** 0.7257 *** -0.0467 *** 0.0795 ***

 -0.0188 * -0.0575 *** -0.3336 *** 0.1717 *** -0.0085 -0.0383 ***
 

0.2235 ***

 0.1227 *** 0.1821 *** 0.0195 * 0.1256 *** 0.6615 *** 0.1417 *** 0.3453 *** 

Panel B：模型一、二長期淨營業資產與淨營業資金構成項目之相關係數 

  ∆  ∆  ∆ ∆  ∆
  0.1257 *** 0.1594 *** 0.0645 *** 0.1081 *** 0.2314 *** 

∆  0.1615 *** 0.3221 *** 0.0856 *** 0.6122 *** 0.2763 *** 

∆  0.2279 *** 0.2726 *** 0.0889 *** 0.4598 *** 0.2219 *** 

∆  0.1015 *** 0.1113 *** 0.1354 *** 0.1052 *** 0.1198 *** 

∆  0.1210 *** 0.4913 *** 0.3668 *** 0.1370 *** 
 0.1977 *** 

∆  0.2301 *** 0.3060 *** 0.2544 *** 0.1584 *** 0.2435 *** 
 

 

各變數定義為：  

 ：次期資產報酬率，即第 t+1 期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 

 ：資產報酬率，即第 t 期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 

 ：應計，即流動營業資產變動數減流動營業負債變動數再減去折舊與攤銷費用； 

 ：營業部分現金流量，即 減 ； 

 ：淨營業資產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即營業資產減營業負債； 

 ：當期之折舊及攤銷費用（以負數表示）； 

 ：長期淨營業資產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 

 ：非現金之營業營運資金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計算方式為 

     ∆ ∆ ∆ ∆ ∆  

∆  ：應收帳款一年間變動數； 

∆  ：存貨一年期間變動數； 

∆  ：其他流動資產一年間變動數； 

∆  ：應付帳款一年間變動數； 

∆  ：其他流動負債一年間變動數。 

註 1：上述所有變數皆經過平均總資產平減。此外，所有資料均經過 1%與 99%的溫賽化處理。  

註 2：上標*、**與***代表雙尾檢定結果已達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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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為模型三、四各變數之相關係數矩陣，Panel A、 Panel B、Panel C與

Panel D分別報導全部公司、高成長機會公司、中成長機會公司與低成長機會公

司中各變數間之相關係數。由Panel A可知各變數和次期營業資產報酬率

( )皆呈顯著正相關，但不能以此認定總營業應計( )及其分項( 、

∆ )和次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都呈顯著正相關，因為此單變量分析並

未控制當期獲利水準。本研究額外測試總營業應計( )、銷貨成長( )及效

率變動數(∆ )和次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變動數(∆ )間的關係，結果顯示

這三者和次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變動數的相關係數分別為-0.3506、-0.2154和

0.1133（皆達1%顯著水準）。此結果符合假說三，在控制當期獲利水準後，總營

業應計( )和次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呈負相關，而銷貨成長( )

和效率變動數(∆ )因為分別和總營業應計呈正相關及負相關，所以依序和次期

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成負相關及正相關。另外，銷貨成長( )和營業應

計數( )呈顯著正相關而效率變動數(∆ )和營業應計( )呈顯著負相關

則符合增加銷貨或減少效率會增加總營業應計之特性。而銷貨成長和效率變動數

間則存有顯著的正相關，表示正值成長期的公司由於經濟狀況正往上攀升，所以

資產周轉率會增加。 

    由表4-4、Panel B、Panel C及Panel D中可知，當期營業資產報酬率( )

和次期營業資產報酬率( )的相關係數隨成長機會漸低而越來越小，表示

盈餘的持續性在公司有高成機會時最高而低成長機會時最低，符合本研究之假說

四。而總營業應計( )和次期營業資產報酬率( )皆為顯著正相關。另

外，總營業應計組成項目和次期營業資產報酬率( )之關係除高成長機會

是銷貨成長( )的相關程度大於效率變動數(∆ )外，中、低成長機會皆是銷貨

成長( )的相關程度小於效率變動數(∆ )。至於銷貨成長( )和效率變動數

(∆ )之相關係數則在成長機會較低的公司相關程度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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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模型三、四各變數之相關係數矩陣 
(收集 1988 年至 2005 年合計 17 年之觀察值。) 

Panel A：全部公司(N=5,367) 

     ∆  
  0.7822 *** 0.1785 *** 0.2441 *** 0.0982 *** 

 0.7582 *** 0.4010 *** 0.3766 *** 0.0215  
 0.2039 *** 0.4050 *** 0.5287 *** -0.4361 *** 

 0.3018 *** 0.4216 *** 0.4824 *** 0.4541 *** 

∆  0.1283 *** 0.0519 *** -0.3957 *** 0.5144 *** 

Panel B：高成長機會公司(N=1,592) 

     ∆  
  0.7821 *** 0.0828 *** 0.1344 *** 0.0644 *** 

 0.7761 *** 0.3364 *** 0.3102 *** -0.0019  
 0.1094 *** 0.3364 *** 0.5803 *** -0.4252 *** 

 0.2103 *** 0.3657 *** 0.5488 *** 0.4232 *** 

∆  0.1173 *** 0.0351 -0.4034 *** 0.4461 *** 

Panel C：中成長機會公司（N=2,148） 

     ∆  
  0.6379 *** -0.0136 *** 0.0797 *** 0.1307 *** 

 0.6439 *** 0.2678 *** 0.2277 *** 0.0124  
 -0.0092 *** 0.2369 *** 0.4350 *** -0.4838 *** 

 0.1131 *** 0.2417 *** 0.4116 *** 0.4891 *** 

∆  0.1313 *** 0.0297 -0.4401 *** 0.5409 *** 

Panel D：低成長機會公司（N=1,627） 

     ∆  
  0.5471 *** 0.0422 *** 0.1371 *** 0.1409 *** 

 0.5958 *** 0.2611 *** 0.1884 *** 0.0427 * 

 0.0625 *** 0.2662 *** 0.3058 *** -0.5379 *** 

 0.1627 *** 0.2753 *** 0.3298 *** 0.5431 *** 

∆  0.1198 *** 0.0632 ** -0.4204 *** 0.6260 *** 
 

各變數定義： 代表當期的營業資產報酬率，即經前期淨營業資產平減之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排除折舊、折耗、

攤銷)； 代表總營運應計，即淨營業資產( )之變動數，計算方式為 NOA NOA /NOA ； 代表營業

資產( )－營業負債( )； 代表流動營業資產( )和非流動營業資產( )之總和； 代表流動營業負債( )和

非流動營業負債( )之總和； 代表流動資產－現金及約當現金－短期投資； 代表總資產－流動資產－長期

投資； 代表流動負債－一年內到期之長期負債； 代表總負債－流動負債－長期負債； 代表營收成長，即

Sales /Sales 1 ；∆ 代表 / / / /  。上標*、**與***代表雙尾檢定結

果已達 10%、5%與 1%的顯著水準。此外，所有資料均經過 1%與 99%的溫賽化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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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結果分析 

經前述相關統計檢定後，本研究進一步進行迴歸分析，分別探討成長率與成

長機會對盈餘持續性之影響。在實證之計算方法上，採用FM模式進行分析，即

先計算出各年迴歸之係數值，並以平均值檢定來報告各年迴歸係數之平均數和顯

著性。此外，為避免極端值對於研究結論造成影響，本研究將各變數最小的1%

部份以及最大的99%部份均予以溫賽化 (Winsorized) 處理。 

表4-5為模型一、二之實證結果，即控制當期獲利水準後，次期獲利和本期

淨營業資產之成長及其組成項目之間的關係。表4-6為模型三、四之實證結果，

即控制當期獲利水準後，次期獲利和營業應計數及其分解項目之關連。此外，將

樣本依成長機會區分，以驗證在不同情況下模型三、四之實證結果是否相同。 

一、假說一之實證結果 

假說一：在控制當期盈餘後，當期淨營業資產之成長與次期盈餘呈負相關。 

假說一檢驗在控制當期獲利水準( )的情況下，當期淨營業資產成長

( )是否和次期獲利率( )呈負相關，根據先前文獻所述，資產的投資

成長因為受到穩健會計制度(Penman 2001, 565)和邊際投資報酬率遞減理論

(Stigler 1963, 54)的影響，第t期有相同獲利水準的兩家公司，若其中一家在第t期

投資相對較多的淨營業資產，則在第t+1期會有相對較低的獲利率。若此現象在

台灣證券市場不成立則無繼續探討淨營業資產分項和未來盈餘關聯性之必要。  

表4-5、Panel A的模型一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當期獲利水準( )後，淨營

業資產成長( )的係數為顯著的負值(-0.0426)。Panel B之結果則顯示在分年

迴歸分析下，淨營業資產成長( )之係數為顯著負相關（10%的顯著水準）

的年度佔24年中的7年，無顯著差異的佔16年，而顯著正相關的年度僅有1年。因

此，相對於相關分析（表4-3）顯示淨營業資產( )和次期獲利率( )

呈正相關，表4-5、Panel A顯示只要控制當期獲利水準( )後，淨營業資產成

長( )和次期獲利率( )呈顯著負相關，本研究之假說一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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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說二之實證結果 

假說二：在控制當期盈餘後，應計與長期淨營業資產之成長對次期盈餘的影響皆

為負向相關且兩者之影響程度相同。 

在確定淨營業資產成長與次年度獲利率之關係後，假說二更進一步分析盈餘

組成要素之應計部分是否因受到資產成長因素之影響，導致若未考慮資產成長因

素時，應計與現金流量會有不同的持續性。換言之，應計和同屬於資產成長項目

之長期淨營業資產成長對次期盈餘會有相同之影響。 

表 4-5、Panel A 的模型二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當期獲利水準( )後，長期

淨營業資產成長( )和應計( )的係數皆為顯著的負值，且長期淨營業

資產成長( )和應計( )的係數差異檢定結果亦顯示兩者無顯著差異。

本研究之假說二獲得支持。Panel B 之結果則顯示在分年迴歸分析下，長期淨營

業資產成長( )和應計數( )的係數無顯著差異（10%的顯著水準）的

佔 24 年間的 15 年；長期淨營業資產成長( )的係數較大的佔 5 年；長期

淨營業資產成長( )的係數較小的佔 4 年。 

由於檢定結果長期淨營業資產成長( )和應計( )的係數並無顯著

差異，表示只要加入資產成長因素後，應計及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對次期獲利水準

的預測能力便無差異。因此，同 FWY 之結論所述，應計的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

主要歸因於資產成長因素。然而，FWY 所定義之應計僅包含營運資金應計而忽

略非流動資產/負債部分，所以該研究所謂淨營業資產成長因素包含了會計上（應

計）及經濟上（成長）之解釋，因此，此實證結果無法釐清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

性現象究竟係屬應計本身之特性或經濟成長之特性。本研究將以假說三做更進一

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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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模型一、二之迴歸檢定結果 
(收集 1982 至 2005 年合計 24 年，共 7,985 筆公司-年度觀察值。) 

模型一：              
模型二：   
Panel A：模型一、二之 OLS 迴歸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變數名稱 預期符號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Intercept ？ 0.0314 8.185 *** 0.0307 8.367 *** 

 ＋ 0.6795 22.373 *** 0.6795 22.421 *** 

 － -0.0426 -3.022 *** 
 

 － -0.0341 -1.681 * 

 － -0.0534 -3.347 *** 

Adj. R2(%) 45.64 45.90 

額外測試 係數差距 t-統計量 

 
:  
:  

0.0194 0.81 
 

 
Panel B：每年之係數測試 

 模型一 模型二 
 
以 p-value<0.1 為 
重大性水準來測試 

年數 測試結果 年數 測試結果 
7 GrNOA<0 5 ACC<GrLTNOA 
16 GrNOA=0 15 ACC=GrLTNOA 
1 GrNOA>0 4 ACC>GrLTNOA 

各變數定義： 

 ：資產報酬率，即第 t+1 期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 

 ：資產報酬率，即第 t 期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 

 ：應計，即流動營業資產變動數減流動營業負債變動數再減去折舊與攤銷費用； 

 ：營業部分現金流量，即 減 ； 

 ：淨營業資產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即營業資產減營業負債； 

 ：非現金之營業營運資金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即非現金流動資產減流動負債； 

 ：當期之折舊及攤銷費用（以負數表示）； 

 ：長期淨營業資產在一年期間之增加數。 

註 1：上述所有變數皆經過平均總資產平減。 

註 2：本研究依 Fama and MacBeth (1973)模式分析，所列示的係數及 Adj. R2為 24 年間每年橫斷

面迴歸分析之平均數，t-統計量為每年係數之平均數檢定結果。 

註 3：上標*、**與***代表統計檢定結果已達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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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說三之實證結果 

假說三：在控制當期盈餘後，成長和效率要素對次期盈餘之影響皆為負向相關，

且成長要素的負相關程度顯著的小於效率要素。 

為有效釐清會計及經濟上之解釋，本研究引用 RSST(2006)之實證模型以探

討成長因素能否完全的解釋應計之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然而，在探討假說三之

前，必須先檢驗總營業應計( )之盈餘持續性是否小於現金流量。表 4-6、Panel 

A 之全部公司的實證結果顯示總營業應計( )的係數為顯著的負數，表示應

計之盈餘持續性顯著的小於現金流量，符合先前研究結果(Sloan 1996；FWY；

RSST 2005；RSST 2006)。 

    在確定應計之盈餘持續性小於現金流量後，假說三欲探討應計的較低盈餘持

續性特性究竟是受經濟成長影響還是暫時性會計扭曲影響，因此，本研究進一步

將總營業應計( )分解為銷貨成長( )和效率變動數(∆ )，以銷貨成長( )

代表經濟成長對應計之影響，即 FWY 認為的邊際投資報酬率遞減理論；以效率

變動數(∆ )代表暫時性會計扭曲對應計之影響。表 4-6、Panel B 的全部公司的

實證結果顯示銷貨成長( )和負效率變動數( ∆ )的係數皆為顯著負，且負效

率變動數( ∆ )的係數絕對值相對於銷貨成長( )更大更顯著。若進一步檢定

銷貨成長( )和負效率變動數( ∆ )的係數大小，結果顯示此負效率變動數

( ∆ )的係數絕對值顯著的大於銷貨成長( )的係數（達 5%顯著水準），表示

會計扭曲比經濟成長和未來盈餘更具關聯性。另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銷貨收入也

會受到會計估計之影響（例如：應收帳款），所以銷貨成長( )的係數為負可能

代表 FWY 所認為的邊際投資報酬率遞減理論影響或銷貨收入類的會計扭曲。簡

言之，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負效率變動數( ∆ )的係數顯著的比銷貨成長( )

還要負，表示雖然無法排除經濟成長的影響，但是暫時性會計扭曲解釋應計較盈

餘低持續性的能力比較強，本研究之假說三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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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說四之實證結果 

假說四：在其他條件不變下，成長機會越高的公司盈餘持續性越高且越顯著，且

不同成長機會的公司會計扭曲解釋應計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的能力都比經濟成

長高。 

    假說四將模型三、四之全部樣本依成長機會（權益市價/淨值比率）高低分

為高成長機會公司、中成長機會公司及低成長機會公司。表 4-6、Panel A 的實證

結果顯示本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的係數 在高、中及低成長機會公司分

別為 0.7680、0.6848 和 0.6471，表示愈高成長機會之公司有愈高的盈餘持續性，

符合本研究之預期。唯各分群樣本之差距檢定顯示僅有高、中成長機會公司及高、

低成長機會公司達顯著水準，表示成長機會可能必須相差到一定程度此結果才有

意義。而各分群樣本的總營業應計( )係數皆為負值，表示無論在何種成長

機會下，應計的盈餘持續性都低於營業現金流量。但高成長機會公司的應計持續

性顯然比低成長機會公司更低於現金流量之持續性，此結果可能是高成長機會公

司有較高的經濟成長或較多的應計估計問題造成。 

    表 4-6、Panel B 的實證結果顯示高、中及低成長機會公司之銷貨成長( )

及效率變動數(∆ )的係數分別為-0.1211、-0.1731；-0.0878、-0.1285；-0.0529、

-0.0959。表示無論何種成長機會本質下，效率變動數(∆ )和次期淨營業資報酬

率( )的負相關程度都顯著的大於銷貨成長( )。換言之，假說三所得到

的結論在不同成長機會本質下皆得到支持，即暫時性會計扭曲相對於經濟成長更

能解釋應計的較低盈餘持續性現象。另外，各樣本分群之係數差異檢定結果顯示，

僅高、低成長機會公司的當期淨營業資產報酬率( )、銷貨成長( )和效率

變動數(∆ )之係數差異皆達顯著水準，表示成長機會差異的程度須達一定數額

此實證結果才更有意義。綜合以上實證結果，本研究之假說四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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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模型三、四之迴歸檢定結果 
(樣本期間包含 1988 年到 2005 年合計 18 年) 

Panel A：總營業應計數之 OLS 迴歸分析 
模型三：  

  (1)全部公司 

(N=5,367) 

(2)高成長機會公司 

(N=1,592) 

(3)中成長機會公司 

(N=2,148) 

(4)低成長機會公司 

(N=1,627) 

變數名稱 預期符號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Intercept 
 

？ 0.0331 4.922 *** 0.0641 5.407 *** 0.0391 4.024 *** 0.0159 1.982 ** 

 ＋ 0.7567 22.055 *** 0.7680 21.495 *** 0.6848 14.335 *** 0.6471 13.133 *** 

 － -0.1094 -9.855 *** -0.1513 -4.573 *** -0.1079 -8.162 *** -0.0798 -5.405 *** 

Adj. R2(%) 54.46 56.47 38.28 33.96 
     

 

額外檢定 係數差距 t-統計量 額外檢定 係數差距 t-統計量 額外檢定 係數差距 t-統計量 

:  0.0250 1.633* : 0.0231 1.835** : 0.0482 3.362*** 

:  0.0833 1.396* :  0.0377 0.549 :  0.1209 1.987** 

:  -0.0434 -1.219 :  -0.0281 -1.420* :  -0.0715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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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B：總營業應計數分類之 OLS 迴歸分析 
模型四： Δ Δ  

  
(1)全部公司 

(N=5,367) 
(2)高成長機會公司 

(N=1,592) 
(3)中成長機會公司 

(N=2,148) 
(4)低成長機會公司 

(N=1,627) 
變數名稱 預期方向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估計係數 t-統計量 估計係數 t 統-計量 
Intercept 
 

？ 0.0326 4.852 *** 0.0605 4.668 *** 0.0396 3.727 *** 0.0177 2.190 ** 

 ＋ 0.7450 21.744 *** 0.7878 20.409 *** 0.6845 14.084 *** 0.6306 11.845 *** 

 － -0.0743 -4.007 *** -0.1211 -3.221 *** -0.0878 -4.078 *** -0.0529 -2.314 ** 

∆  － -0.1184 -9.182 *** -0.1731 -4.094 *** -0.1285 -8.095 *** -0.0959 -6.227 *** 

∆  ？ -0.0642 -1.109 -0.1788 -0.714 -0.0751 -1.628 * 0.0310 0.556 

Adj. R2(%) 54.95 61.36 38.87 34.36 

額外檢定 1： 
虛無假說     差距 t-統計量 虛無假說 差距 t-統計量 虛無假說 差距 t-統計量 虛無假說 差距 t-統計量 

: ∆  0.0441 2.464** : ∆ 0.0520 1.043 : ∆ 0.0407 2.056** : ∆ 0.0429 2.488** 
 

 

額外檢定 2：  
虛無假說 係數差距 t-統計量 虛無假說 係數差距 t-統計量 虛無假說 係數差距 t-統計量 

:  0.0209 1.249 :  0.0219 1.642* :  0.0428 2.805*** 

:  0.1034 1.666* :  0.0538 0.746 :  0.1572 2.390** 

:  -0.0333 -0.768 :  -0.0348 -1.109 :  -0.0681 -1.548* 

: ∆ ∆  -0.0446 -0.987 : ∆ ∆  -0.0326 -1.476* : ∆ ∆  -0.0772 -1.716** 

: ∆ ∆  -0.1037 -0.408 : ∆ ∆  -0.1061 -1.465* : ∆ ∆  -0.2098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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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變數定義： 

  代表當期的營業資產報酬率，即經前期淨營業資產平減之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排除折舊、折耗、攤銷)； 

  代表總營運應計，即淨營業資產( )之變動數，計算方式為 NOA NOA /NOA ； 

  代表營業資產( )－營業負債( )； 

  代表流動營業資產( )和非流動營業資產( )之總和； 

  代表流動營業負債( )和非流動營業負債( )之總和； 

  代表流動資產－現金及約當現金－短期投資； 

  代表總資產－流動資產－長期投資； 

  代表流動負債－一年內到期之長期負債； 

  代表總負債－流動負債－長期負債； 

  代表營收成長，即 Sales /Sales 1 ； 

  ∆ 代表 / / / /  。 

註：本研究依 F ama and MacBeth (1973)模式分析，所列示的係數及 Adj. R2為 24 年間每年橫斷面迴歸分析之平均數，t-統計量為每年係數之平均數檢定結果。上標*、**與***代表統

計檢定結果已達 10%、5%與 1%的顯著水準。此外，所有資料均經過 1%與 99%的溫賽化處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