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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退休金會計的相關文獻為數不少，Stone (1982) 以及 Klumpes (2001) 曾就公

司退休金計畫的理論觀點以及相關實證研究作深度的文獻回顧。根據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章針對退休金會計準則股價效應、退休金精算假設選用、

以及退休金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三部分之國內外相關文獻作一探討，並從中獲

得研究啟示與延伸。 

第一節  勞退新制之股價效應－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之主要目的係在探討當某一資訊或事件發生時，是否會引起股

票的異常報酬。根據 Fama (1991) 的主張，在效率市場下，事件研究法可以測試

出市場對特定消息的反映。近代事件研究法大量應用於會計與財務領域 (Ball 

and Brown, 1968; Fama et al., 1969)。以下探討退休金 (或其他退休後福利給付) 會

計變動與制度改變之股價效應相關文獻，並討論現有文獻對於本研究之啟示。 

一、國外相關文獻 

Espahbodi et al. (1991) 檢視 SFAS No. 106 (退休金外退休後福利給付之會計

處理準則，Employers’ Accounting for Postretirement Benefits Other Than Pensions) 

提案的幾個相關事件日對於股價之衝擊。該提案消除增加盈餘的會計方法，限

制最適契約技術；同時也影響契約成本與政治成本。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控

制樣本，實驗組公司於 SFAS No. 106 草案公布前後呈現顯著負的異常報酬。此

外，公司退休人員佔現有員工之比率愈低、負債比率愈高、規模愈小、以及現

在使用現金基礎報導退休金外退休後福利給付者，其負的異常報酬愈顯著。上

述研究結果與契約成本假說一致。 

Gopalakrishnan and Sugrue (1992) 檢視 SFAS No. 87 (退休金會計處理)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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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契約以及公司股價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由於 SFAS No. 87 增加負債的認

列，不只重大影響財務報表，同時也影響以會計數字為基礎的契務契約條款。

研究樣本中有 76%的公司受到影響，65%的公司面臨或接近違約。然而，在退

休金會計政策審議期間，研究樣本公司的股價並未發現顯著的反應，此結果並

不支持現存文獻討論的債務契約假說。 

Warshawsky et al. (1993) 檢視 SFAS No. 106 (退休金外退休後福利給付之會計

處理準則) 對於資產負債表以及損益表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1988 年樣本公

司平均減少 35.1%的稅後純益，負債/總資產比率也因而平均增加 9.6%。顯示

SFAS No. 106 對於資產負債表與損益表有重大的負面效果。 

Khurana and Loudder (1994) 檢視 SFAS No. 106 對於費率管制的公用事業公

司的衝擊。費用增加的會計準則通常不會影響費率管制公司的淨利，但會有現

金流量的正效果，因為費率補償機制係基於會計數字。由於費率管制產業的獨

特機制，公用事業公司對於 SFAS No. 106 可能沒有反應或正面反應。研究結果

指出，平均而言，公用事業公司投資人對於 SFAS No. 106 提案並不視為公司價

值降低的事件。此結果與 Espahbodi et al. (1991) 發現公司 (主要為非管制公司) 

受 SFAS No. 106 影響而股價下跌的結果不同。他們也發現，當草案公布時，股

市反應取決於市場對立法機構行動 (費率制定引起收入改變) 的預期。上述結果

顯示，投資人對於非管制產業與管制產業會計資訊有不同的評量。 

Yoshida and Horiba (2003) 探討日本公司採行退休金計畫的股市效應。公司

由舊的退休金計畫 (hikiate) 轉換採用新的計畫 (tekikaku 或 kosei)，主要誘因是

新的計畫有更優惠的租稅抵減。因而公司採用新的計畫可能傳遞有用的資訊到

資本市場，隱含公司預期未來有更多足夠的盈餘供作租稅的抵減。使用 GARCH

估計方法，1975-1995 研究期間的證據顯示，股市反應與公司採行退休金計畫的

個別特徵有關聯。此外，在不同的事件日，股市反應也不儘相同，在財務報表

正式發布前，股市對於退休金資訊即有顯著正的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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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相關文獻 

朱立倫 (1996) 以機械性假說、效率市場假說以及實是性會計理論探討退休

金會計準則的實施對於企業之經濟實質與會計報導結果之影響，進而推導出對

於股價及交易量之可能衝擊。作者預期股價在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報 (退

休金會計處理準則) 不同之事件日有所反應，且其反應方式較符合實是性會計

理論，公報的實施可能影響契約成本進而影響股價。同時可以預期此公報對於

大型及歷史悠久且勞力密集之產業、負債比率較高公司有較大之衝擊。 

徐景亮 (1996a) 以84年度資產負債表與85年度第一季損益表探討第十八號

公報之實施對企業財務結構及盈餘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實施第十八號公報

確實使公司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大幅提高，實施後之負債比率確實惡化。同時地，

實施十八號公報確實使公司帳面盈餘減少，平均而言，每股盈餘減少 0.015 元。

徐景亮 (1996b) 繼而探討十八號公報對於公司股價之不利影響。使用公司 85 年

度股東常會開會日及 84 年度財務報表公告日，二者之較早為事件日。研究結果

顯示，退休金負債增加率較大的公司以及預計給付義務提撥不足的公司，其股

價有較顯著之負面反應。 

林嬋娟、張文貞 (1999) 研究第十八號公報對資本市場可能產生之影響。以

事件研究法測試退休金公報訂制過程中重要事件日 (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將退

休金公報列入工作計劃日、退休金公報草案發布日、公報發布日) 對股價是否

產生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前二個事件日股價有負面反應，此外，部份的公司

特質 (員工平均年齡、公司成立年數) 會影響股價負面反應的程度。 

三、文獻啟示與延伸 

根據許多國內外的實證研究指出，退休金 (與其他退休後福利給付) 會計變

動或制度改變會透過債務契約、酬勞契約以及政治成本改變而影響股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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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退新制改變公司退休金成本之負擔，其對於企業與資本市場之衝擊值得深入

探討。 

勞退新制對於企業之衝擊可從二方面來探討，首先為企業現金流量改變，

其次為企業損益改變。首先，勞動基準法規定企業在員工薪資的 2%~15%範圍

內提撥退休準備金，而勞退新制則強制企業按勞工每月工薪至少提繳 6%退休

金。過去大部份企業的提撥率都低於 6%，即使是上市公司，93 年度仍有 76%

的公司退休準備金提撥率低於 6%。因此，對大部份的上市公司而言，屬於選用

新制之勞工部份，勞退新制的實施於短期內會增加現金流出。此外，為保障選

擇適用舊制與保留舊年資之勞工，勞退新制規定雇主應精算其勞工退休準備金

之提撥率，按月於五年內足額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過去大部份企業之勞工退

休準備金皆為提撥不足，因此，企業須於勞退新制實施後五年內足額提撥，短

期內增加公司現金流出。 

其次，我國上市及上櫃公司退休金之會計處理，現依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

號公報規定，精算退休金給付義務並認列退休金費用。勞退新制實施後，屬於

選用舊制之勞工部份，仍依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報精算結果繼續認列退休

金費用；屬於選用新制之勞工部份則依勞工每月工資至少 6%認列退休金費用，

若公司原認列退休金費用小於薪資 6%，則盈餘將會減少。此外，勞退新制可能

改變企業僱用形態 (例如薪資結構調整、僱用外勞或業務外包)，短期內對企業

營運效率有不利之影響。此外，勞退新制「個人帳戶制」之設計，使得原本不

想輕易離職員工毋須擔心年資之浪費，員工流動率可能增加，公司招募、訓練、

人力資源流失等成本亦隨之增加。  

綜上所述，勞退新制之實施對於企業產生一定之衝擊，勞退新制於 94 年 7

月 1 日方開始實施，國內尚無會計文獻針對此議題深入探討，本研究期能檢視

勞退新制對資本市場之影響，透過驗證公司特質與股價效應之關聯性以反映市

場效率性。此外，由於研究主題有事件日集中 (event calendar clustering) 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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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參考 Espahbodi et al. (1991) 以及 Espahbodi et al. (1995) 的計量模式，對於

參數估計值的標準差充分考量了殘差項的橫斷面相依 (cross-correlation) 與異質

性 (heteroscedasticity) (Sefcik and Thompson, 1986)，研究成果有助於拓展學者對於

資本市場研究領域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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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退休金精算假設選用之誘因 

關於會計數字之裁量行為一直是財務報導的一個重要議題。裁量機會源自

於未來不確定性，以及管理當局與股東間資訊不對稱。應計會計的裁量機會部

分係源自於應計項目估計之困難性。探討裁量行為是重要的，因為裁量行為會

影響財務報導的有效性 (Beaver, 1998)。實是性會計理論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可以解釋管理當局對於會計方法的選擇 (Watts and Zimmerman, 1978, 

1986, 1990; Hagerman and Zmijewski, 1979; Zmijewski and Hagerman, 1981; Dhaliwal 

et al., 1982; Daley and Vigeland, 1983)。實是性會計理論藉由契約成本以及政治成

本來解釋何以公司選擇不同的會計方法，也就是說，企業管理當局會選用會計

方法以極大化自身利益或企業整體價值。 

從最近的研究文獻顯示，管理當局進行裁量行為的誘因可能是基於酬勞契

約 (Healy, 1985; Holthausen et al., 1995; Guidry et al., 1999)、債務契約 (Sweeney, 

1994; 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政治成本 (Jones, 1991; Cahan, 1992)、節省稅負 

(Dopuch and Pincus, 1988; Lindahl, 1989)、股票發行價格 (Friedlan, 1994; Teoh et al., 

1998)、以及傳遞訊息予投資人 (Demski and Sappington, 1987; Feltham and Ohlson, 

1996)。 

國內有許多管理當局裁量行為的文獻，沈維民 (1997) 同時考量會計方法選

用以及應計項目認列兩項損益操縱工具，求算盈餘操縱綜合指標，證實政治成

本、紅利計畫、以及債務條款三個盈餘操縱誘因。林修葳與陳育成 (1997) 針對

壞帳費用與票券買賣損益兩項富裁量空間之科目，證實國內商業銀行策略性操

縱帳面盈餘與資本。林嬋娟等 (1997) 證實經理人於公司瀕臨財務困難之際，利

用裁量性應收帳款與存貨操縱盈餘，以避免遭變更交易之處分。劉啟群 (1999) 

探討我國金融業會計損益項目之季節結構差異，反映管理當局藉由操縱應計項

目及處分資產損益實現時點進行盈餘管理。金成隆等 (1999) 證實國內企業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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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量性應計項目與票券處分損益，降低強制性財務預測誤差，20%誤差限制對

於公司盈餘管理幅度亦有影響。陳明進、汪瑞芝 (2005) 證實我國企業因應兩稅

合一稅制之實施，為了增加股東之租稅利益，乃透過裁量性應計項目從事盈餘

管理。 

退休金精算假設之選用可以作為裁量行為的工具，以下就退休金 (與其他

退休後福利給付) 精算假設選用之國內外文獻作深入探討，並討論現有文獻對

於本研究之啟示。 

一、國外相關文獻 

Ghicas (1990) 檢測精算成本方法 (actuarial cost method) 改變之可能因素。

精算成本方法改變的誘因可能是降低契約成本、降低稅負、增加盈餘績效、以

及偏好內部融資。此外作者亦探討精算成本方法改變是否與折現率選用共同進

行。研究結果支持上述論點，財務報表考量與降低退休金的提撥為精算成本方

法改變的主要原因。 

Thomas and Tung (1992) 檢視美國國防部承包商在成本補償的機制下有誘

因去操弄退休金成本以極大化成本補償。研究結果指出，相較於控制樣本，美

國國防部承包商贊助較多的退休金計畫 (每一廠商平均贊助 10.14 個)，而且廠商

內(intra-firm) 退休金計畫的提撥水準、精算方法、以及折現率假設皆呈現較大

的變異。隱含美國國防部承包商透過提撥水準、精算方法、以及折現率的操弄

以極大化成本補償。 

Kwon (1994) 檢視退休金義務折現率之會計選擇與其經濟因子間的關係。不

論在 SFAS No. 87 實施前或實施後，折現率與退休金提撥水準呈現顯著的負向關

係。也就是說，退休金提撥不足之公司系統性地選用較高的折現率。作者亦檢

視折現率與經濟因子的關係是否於 SFAS No. 87 實施前後有所改變。雖然某些經

濟因子的重要性有所改變，經濟因子對於折現率之選用仍具解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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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kley and Swanson (1995) 檢視 1987-1993 期間美國企業在 SFAS No. 87 規

範下，折現率、退休基金資產預期報酬率、以及薪資水準增加率之可靠性。研

究結果發現平均相較於高等級公司債報酬率有高估的情形，基金資產預期報酬

率則較少變動，薪資水準增加率與折現率有正向的關聯。最後，他們也發現退

休金的提撥與折現率、基金資產預期報酬率、薪資水準增加率的選用似乎沒有

關聯。 

Amir and Gordon (1996) 試圖解釋在 SFAS No. 106 下，公司用以衡量退休金

外退休後福利給付 (Postretirement Benefits Other Than Pensions，簡稱 PRB) 負債

所選用假設 (折現率與健護成本趨勢率) 在橫斷面的變異。他們的目的在於檢驗

管理當局是否透過選用太保守或太積極的估計參數來管理帳列 PRB 負債。此

外，他們檢驗投資者是否依橫斷面參數中位數或是依每家公司選擇的參數來評

價公司權益。他們發現 PRB 負債以及負債比率較大的公司，傾向於選用較積極

的 (負債減少) 估計參數。他們亦發現修改 PRB 計畫與益本比較極端的公司，

傾向於選用較保守的 (負債增加) 的估計參數。最後，他們發現投資者使用帳列

的而非調整的參數估計來評估公司權益的價值。 

Godwin et al. (1996) 驗證管理當局改變精算利率假設的誘因。精算利率假設

改變，影響退休金費用與退休金提撥，這些改變對於公司的現金流量、稅負成

本、以及帳列的會計數字有所意涵，實證分析著重於確認這些因素對於改變精

算利率假設決策之影響。此外，他們亦驗證基本的契約因素在此決策中所扮演

的角色。研究結果顯示，管理者似乎喜歡增加利率假設來因應盈餘的下滑、股

利限制的增加、以及負債條款的緊縮。此發現暗示，管理者改變利率假設的動

機不同於管理者作其他裁量性調整的動機，例如終止、清償、其他精算假設的

改變，以及成本分攤方法。 

Amir and Benartzi (1998) 檢視退休基金資產預期報酬率 (ERR) 與退休基金

資產投資組合兩變數資訊之有用性。基金資產投資組合受到投資決策影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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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RR 可能受到投資決策以及管理當局裁量之影響。如果 ERR 未受到操縱，

那麼 ERR 與基金資產投資組合對於基金資產未來報酬之預測能力應該沒有不

同。研究結果顯示，只有退休基金資產投資組合與基金未來報酬率相關聯，此

結論隱含，由於經理人機會主義，ERR 的操縱使得其資訊之有用性降低。 

D’Souza (1998) 檢視美國電力公司對 SFAS No.106 的因應。費用減少的會計

準則對於非管制公司通常沒有直接的現金流量後果，然而會降低這些公司的帳

列淨利以及增加帳列的負債。過去的研究指出，非管制公司的管理者試圖透過

營運、融資、或會計決策，以避免此強制性會計變動的潛在契約成本，以減輕

財務報表的衝擊。相反的，費用增加的會計準則通常不會影響費率管制公司的

淨利，但會有現金流量的正效果，因為費率補償機制係基於會計數字。費率管

制公司的管理者因此有誘因增強此會計變動之財務報表效應，來因應費用增加

的會計準則。研究結果證實，費率管制公司的管理者，在面對未來費率補償的

不確定性愈大時，愈有誘因使用裁量性選擇，來增強費用增加之會計變動對目

前財務報表的衝擊以極大化費率補助。 

Asthana (1999) 檢視公司的財務與退休金特徵對於提撥策略與精算選擇之

影響。研究證據顯示，當公司超額提撥時，他們會作保守的精算選擇以避免能

見度成本，當公司提撥不足時，他們會作寬鬆的精算選擇以避免能見度成本。

當公司每年的提撥增加到允許的提撥範圍時，公司會作保守的精算選擇，以極

小化懲罰與極大化租稅利益；反之亦然。當公司獲利較高，來自營業活動現金

流量較高，所得稅負債較高，以及公司負債較低時，公司管理者愈可能使用保

守的精算選擇以極大化提撥基金，反之亦然。這些證據與基金提撥管理假設一

致，可以協助美國政府更有效地規範確定給付退休金計畫，並可協助受益者更

有效地管理他們的退休基金。本文發展的不偏的方法，可以提供投資者與授信

者確認退休金負債裁量性成份，因此，能更有效地評估公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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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相關文獻 

汪瑞芝 (1996) 探討第十八號公報實施後，管理當局是否會利用薪資水準增

加率之精算假設，作為盈餘操縱之工具。研究結果顯示，成立愈久以及盈餘表

現愈差公司，在長期退休金提撥不足額下，受公報影響愈大，愈傾向採用較低

的薪資水準增加率，使帳上退休金及負債降低，以達帳上盈餘增加之目的。 

龐寶宏 (1998) 嘗試針對「確定給付制」退休金計畫資訊不對稱衍生代理問

題進行模式推導，再將模式結論與文獻探討及個案分析的結果予以綜合。研究

結果顯示，就整體適用勞基法之上市及上櫃公司而言，退休金負債大於退休基

金資產的情況較多；勞工退休準備金實際提撥金額小於認列的退休金費用之情

況較多；十八號公報的適用會正面影響其勞工退休準備金的實際提撥率。此外，

經由精算模擬個案的比較分析發現，企業在適用十八號公報之後，可能在進行

退休金精算評估時，藉由操縱精算假設 (員工離職率、折現率與薪資調整率)，

以暫時合理的高估或低估退休金成本及負債，使企業退休基金提撥狀況的真實

情形延後顯現，是導致所謂適用十八號公報所隱含的代理問題的主要因素。 

李文智、蔡彥卿、簡雪芳 (1998) 探討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八號「退休金

會計處理準則」實施後，公司管理當局是否可能會試圖影響精算師對薪資水準

增加率之假設，使財務報表顯示較佳之提撥狀況 (funding status)，以達盈餘操縱

之目的。他們以聯立方程式模型，透過雙向因果關係 (聯立關係)，檢驗公司可

能之操縱行為。以八十五年度 329 家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並將產業特性列入

考量，選取特定產業樣本 133 家研究，其實證結果顯示，當公司之成立時間較

早、歷史較悠久，則較傾向於採用較低之薪資水準增加率，以減少預計給付義

務，降低退休金成本認列的壓力。若產業相於其他產業為一平均成立年數較久、

員工人數較多時，其所採用薪資水準增加率相對之下會愈低，以降低未來須支

付之退休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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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文智、陳安琳、劉錦花 (2001) 延伸李文智、蔡彥卿、簡雪芳 (1998) 的

研究，以民國八十四年至八十七年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選取樣本 577 個觀察值

進行研究。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在複迴歸分析及聯立方程式分析中，公司成立

之年數、員工人數等變數均與薪資水準增加率具有顯著的反向關係；而當公司

獲取利潤時對於薪資水準增加率的影響大於公司遭受損失時對薪資水準增加率

的影響；另外，產業特性對薪資水準增加率亦有顯著影響，顯示屬於較傳統、

勞力較密集，且景氣較差的產業之企業，在退休金公報實施後，其精算所採用

之薪資水準增加率相對會較低。然而，公司之退休金提撥狀況對薪資水準增加

率的影響則不顯著。 

鄭文英、戚務君、王美珍 (2001) 指出，過去關於探討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

號公報「退休金會計處理準則」之實施對盈餘操縱的影響，大都針對企業是否

操縱退休金提撥精算假設進行研究，而未考量企業是否同步從事調整其薪酬結

構來因應此強制性的會計變動，因係以單一構面進行盈餘操縱的分析，故而使

研究結果可能產生偏誤。該文目的即在探討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報實施

後，企業管理當局是否經由調整薪酬結構與藉由操縱退休金提撥精算假設來降

低退休金成本及負債的認列。首先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將因應退休金公報之公

司分為「調整薪酬結構」與「未調整薪酬結構」二組樣本，分別進行盈餘操弄

之相關分析。實證研究發現，對於調整薪酬之樣本公司，可能同時進行成本較

低的盈餘操弄以及成本較高之薪酬制度的改變，所以該組樣本的分析得到較為

支持假說的實證結果。 

三、文獻啟示與延伸 

實是性會計理論除了可以解釋會計方法改變如何影響股價外，尚可以解釋

管理當局對於會計方法的選擇，實是性會計理論藉由契約成本以及政治成本來

解釋何以公司選擇不同的會計方法。因此，本研究第二部份檢視公司精算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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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之可能誘因 (如債務契約、獎酬契約、提撥不足之成本以及損益平穩化等)，

並探討於勞退新制公布實施後，公司是否為了降低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而進一

步操弄精算假設。研究成果對於管制機構有所意涵，亦有助於拓展學者對於盈

餘管理研究領域的認識。 

國內有關精算假設選用的文獻多以薪資水準增加率為研究標的 (汪瑞芝，

1996；李文智等，1998；鄭文英等，2001；李文智等，2001)，而薪資水準增加

率與其他精算假設的選擇 (如折現率) 常連結一起而無法分離。為了儘可能捕捉

精算假設選擇的綜合效果，本研究參考 Mittelstaedt and Warshawsky (1993)、Amir 

and Gordon (1996) 以及 Brown (2004) 的作法，估計薪資水準增加率與折現率綜

合效果之保守程度，並作為實證模式之被解釋變數，研究成果期能延伸補充國

內現有文獻。
3 

此外，從 Watts and Zimmerman (1978) 開始，許多文獻探討會計方法選用與

公司特質間的關聯，然而大部份現存文獻並未考慮會計方法選用之財務報表效

應大小在決策中所扮演之角色。Begley (1990) 的研究指出，包含效應大小可以更

有力的測試影響會計決策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在實證模式設定中，特別考量

公司特質與精算假設財務報表效應之交互作用，亦即除了使用公司特質外，加

上公司特質與財務報表效應交叉項為解釋變數，期望能提供研究假說更有力的

測試。 

                                                 
3 精算假設包含死亡率、離職率、提前退休率、折現率、未來薪資水準、退休基金資產報酬率

等 (鄭丁旺，2005)。由於死亡率、離職率、提前退休率資料不易取得，退休基金資產報酬率大

多與折現率相同，因此，本研究的精算假設綜合效果以折現率與薪資水準增加率為研究標的。

此兩個精算假設選擇也被學者視為最有影響力的精算參數 (Feldstein and Morck, 1983; Asthan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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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精算假設選用之價值攸關性 

在股價與會計數字關聯的實證分析時，如果財務報表某一特定變數的係數

是顯著的，而且符合預期符號，表示除了實證模式中其他變數外，該特定變數

被市場所評價，該變數即被定義為價值攸關的 (value relevant) (Beaver, 1998)。4
有

關價值攸關性的研究有大量的文獻 (Barth et al., 2001)，典型的研究包括 Barth 

(1994)、Barth et al. (1996) 以及 Eccher et al. (1996) 探討被研究的會計數字之估計

係數是否符合預期符號且顯著異於零；Barth et al. (1998) 以及 Aboody et al. (1999) 

測試被研究的會計數字之估計係數是否異於其他財務報表認列的數字；

Landsman (1986) 以及 Barth et al. (1992) 測試所研究的會計數字之估計係數是否

異於基於評價模式的理論係數；Barth (1991)、Choi et al. (1997) 以及 Muller (1999) 

則測試會計數字衡量的可靠性。 

投資人對於退休金會計資訊應該有所評價，以下就退休金 (與其他退休後

福利給付) 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之國內外文獻作深入探討，並討論現有文獻對

於本研究之啟示。 

一、國外相關文獻 

Feldstein and Seligman (1981) 檢視未提撥的退休金義務對公司股價之影響，

並且評估研究結果對於國家儲蓄、股市以及公司財務決策的意涵。針對 1976 年

2000 家製造業樣本公司的研究結果顯示，股價充份反映未提撥的退休金義務。

雖然未提撥退休金義務的會計衡量有些問題，投資者仍視為可獲得的最佳資訊

並據以降低股價。此外，由於退休金負債降低了公司權益市值，股東正視此問

                                                 
4 Ohlson (1999) 與 Barth (2000) 亦曾對價值攸關性提出類似的正式定義。雖然三十多年以來研究

會計數字與股東權益市值關聯性的研究很多，Amir et al. (1993) 是最早使用價值攸關性 (value 
relevance) 一詞來描述股價與研究變數之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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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將誘使更多儲蓄。 

Feldstein and Morck (1983) 評估公司股價反映未提撥退休金義務的精確程

度，並且檢視折現率選用的情形以及觀察市場是否調整折現率假設以評估退休

金負債。研究結果顯示，股票價格能夠反映未提撥退休金義務或淨退休金資產。

公司的既得給付義務、未提撥既得給付義務、負債/資產比率、以及應計退休金

負債愈大，愈可能選用較高的折現率假設以降低負債的不利影響。此外，資本

市場似乎看穿退休金負債的操弄，股價與調整後 (使用一般標準的折現率) 退休

金義務之關聯，比股價與帳列退休金義務的關聯還要顯著。 

Daley (1984) 探討退休金費用、未提撥給付義務、未認列前期服務成本與股

價的關聯程度。研究結果顯示，退休金費用是未來退休金現金流量最一致的估

計。此外，雖然折現率精算假設會影響退休金成本的估計，研究結果發現，股

市並未使用折現率精算假設橫斷面的差異來評估退休金成本。 

Landsman (1986) 驗證退休基金資產與負債是否被市場評價為公司的資產與

負債。使用資產負債表為基礎的評價模式允許退休金以及非退休金資產與負債

有個別的評價係數。此評價模式與 Feldstein and Seligman (1981)、Feldstein and 

Morck (1983)以及 Daley (1984) 所用評價模式不同。研究結果顯示，市場對於退

休金資產與負債的評價與對公司其他資產、負債的評價沒有不同，此結果與退

休基金財產權 (公司擁有退休基金資產與負債) 的觀念一致。 

Chen and D’Arcy (1986) 使用事件研究法，檢視 FASB No. 36 公布後，強制性

揭露的退休金資產、負債以及折現率精算假設是否影響股票價格。研究結果顯

示，FASB No. 36 發布期間前後選用較小折現率精算假設的公司，其股票報酬高

於選用較大折現率假設的公司。此外，同期間，退休金負債較低的公司，其風

險調整後的異常報酬顯著大於零。 

Landsman and Ohlson (1990) 檢視股價充份反映超額 (或未足額) 提撥退休

金負債的程度。使用 1979-1982 作為研究期間的結果顯示，市場未能充份反映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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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呈現對於淨退休金負債反應不足情形。如果使用淨退休金負債選擇投資組

合，在控制 beta 風險、公司規模、產業效應後，可以賺取顯著的異常報酬。 

Barth (1991) 根據 SFAS No. 87 要求公司揭露之退休金資產與負債，檢視其

不同衡量何者最能反映投資者對公司的評價。研究設計係使用攸關性與可靠性

來評估不同衡量。研究結果顯示，許多退休金資產與負債的衡量可以顯著解釋

公司價值，其中基金資產公平價值以及累積給付義務於全部樣本中呈現較低的

衡量誤差，當子樣本中薪資水準增加率包含物價與生產力變動時，預計給付義

務也有較低的衡量誤差。 

Barth et al. (1992) 檢視市場投資人於評估股價時，是否給予退休金成本個別

組成項目不同的權重。主要的研究發現為：(1)退休金成本組成項目的權重各自

不同，如同預期，過渡性退休金資產攤銷項目的係數最低，而且係數接近於零；

(2)與市場的觀點一致，退休金相關損益的風險較低，因此退休金項目的係數比

非退休金項目的係數還大。 

Barth et al. (1993) 延伸 Barth et al. (1992) 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當投資人

評價股票時，對於退休金成本的組成項目沒有給予相同的權重，而且這些權重

與退休金費用前盈餘的權重不同，特別的是，退休基金資產投資報酬與退休金

義務利息費用的權重比退休金費用前盈餘的權重還大。顯示盈餘分析者不僅是

看盈餘的最後數字，而且仔細地分析盈餘的組成項目並給予不同的權重。然而

一旦知曉退休金資產負債表的資料，損益表的資料不能提供增額的資訊，顯示

退休金資料於資產負債表與損益表互相關聯，而且有多數重覆情形。 

Amir (1993) 使用 PRB 現金支付的揭露資訊 ( SFAS No. 81)，檢視投資人是

否低估 PRB 負債對公司價值的完全影響，此外，作者檢視 PRB 負債的估計現值

是否具價值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1984-1986 作為期間，投資者對每一元

PRB 現金支付的評價為一元，也就是說投資人低估公司承諾未來持續支付的全

部後果。1987-1990 研究期間則轉換每一元 PRB 現金支付為 13.75 元的 PRB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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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投資人逐漸瞭解 PRB 義務的巨額現值。此外，使用公開資訊估計的 PRB 負

債能夠提供 PRB 現金支付資訊外的增額資訊內涵。 

Gopalakrishnan and Sugrue (1993) 驗證投資人如何應用既得、非既得以及預

計給付義務三個衡量於公司評價。與 Landsman (1986) 的發現一致，研究結果顯

示投資人視退休金資產與負債為公司的資產與負債。此外，退休金負債拆解 (預

計給付義務=既得給付義務+非既得給付義+未來薪資水準增加率) 的研究結果

指出，未來薪資水準增加率確實被市場參與者視為公司負債。 

Mittelstaedt and Warshawsky (1993) 檢視提供退休後健康福利計畫的公司，估

計其健康福利負債並測試此負債對股價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公司股票價格因

健康福利負債而降低。此外，市場一致預期公司或聯邦政府將採取行動以削減

未來健康福利支付，實證結果顯示此負債的衝擊小於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此結

果與市場預期一致。 

Amir (1996) 使用 SFAS No. 106 要求的揭露資訊，檢視 PRB 負債與成本的組

成項目解釋市價/淨值比的能力。SFAS No. 106 要求揭露 PRB 負債敏感度以及健

護成本趨勢率。他們亦檢視此新的揭露之價值攸關性以及降低 PRB 資訊衡量誤

差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PRB 揭露資訊具價值攸關性。當 PRB 負債與成本的

組成項目一起加入評價模式時，PRB 成本的組成項目資訊具有用性，PRB 負債

的組成項目則僅具些許解釋能力。然而當 PRB 負債透過敏感度的揭露資訊降低

衡量誤差時，負債組成項目的解釋能力顯著提昇。 

Choi et al. (1997) 探討退休金外福利累積給付義務  (accumulated 

postretirement benefit obligations, APBO) 於評估股票價格時是否有用。延伸 Barth 

(1991) 的計量方法，他們使用市場對於會計衡量的資本化比率來估計「雜訊比

率」，其定義為會計衡量的衡量誤差變異數對變異數總額的比率。估計的雜訊比

率之差異作為推論 APBO 與退休金負債衡量的相對可靠性。研究結果顯示，

APBO 可以解釋股價的橫斷面差異，不過其資本化比率比退休金義務的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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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率低了許多，此結果符合 APBO 與退休金義務之可靠性有差異的預期，估計

的 APBO 雜訊比率顯著的大於退休金義務的雜訊比率。此外，他們發現退休員

工/現有員工比率以及健康福利削減機率，可以解釋 APBO 雜訊比率的變異。 

Asthana (1998) 檢視兩個具影響力的精算選擇－利率與精算成本方法 

(actuarial cost method)，在確定給付退休金計畫下，對於退休金負債評價之影響。

研究提供證據顯示，市場對於退休金負債揭露之反應是有效率的。市場似乎以

樣本公司的平均精算假設來調整對帳列退休金負債之評價。此外，市場認為退

休金負債以寬鬆的 (保守的) 成本方法來估計是低 (高) 估的。此發現對於管理

者想要利用精算選擇來操弄公司價值、以及對於未來研究退休金負債之評價具

有意涵。作者亦建議要求更標準化的報導，以增加退休金揭露的可比較性與資

訊性。 

Davis-Friday et al. (1999) 檢驗市場是否對於財務報表主體或附註揭露的資訊

有不同的評價。他們以 229 家 SFAS No. 106 採用的公司為樣本，樣本公司在採

用 SFAS No. 106 前附註揭露了退休金外福利給付的估計負債 (PRB)。然後測試

市場是否對於之前估計的 PRB 附註揭露與後續的 PRB 負債認列有不同的評價。

部份的證據顯示，經由市價關聯性之測試，認列的 PRB 負債比附註揭露的負債

有較大的權重。 

Davis-Friday et al. (2004) 延續 Davis-Friday et al. (1999) 的研究，進一步檢視研

究人員與準則制定者關心的基本議題－市場是否認為財務報表附註揭露的資訊

比財務報表主體認列的資訊不可靠？具體而言，他們比較市場對於 SFAS No. 106

實施前 PRB 負債揭露以及 SFAS No .106 實施後 PRB 負債認列之可靠性的認知。

整體而言，他們的證據顯示，市場認為揭露的 PRB 負債比認列的 PRB 負債與

退休金負債不可靠。然而，一旦 PRB 負債認列後，並未比退休金負債不可靠。

上述發現與 Choi et al. (1997) 的研究結論一致，PRB 負債先天上比退休金負債不

可靠。他們亦檢視影響揭露可靠性認知的因素。研究的結果指出，當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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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性的揭露，有較高機率調降福利，或退休人員/ PRB 負債比率較低時，市

場對其 PRB 負債揭露有較低的可靠性認知。 

Brown (2004) 考量經理人的裁量權對會計數字的影響，探討財務報表資訊

的揭露與公司股價的關聯。研究結果顯示，分析師於評估公司股價時，似乎察

覺經理人是基於報導誘因而非公司經營環境，選用降低退休金義務之精算假

設。此外，分析師似乎充份考量精算假設對退休金義務之影響幅度，進而調整

對於報導的退休金義務之評價。 

Picconi (2006) 檢視分析師與投資人是否充份考量退休金附註揭露的資訊。

作者探討退休金計畫相關參數之改變對於分析師預測、未來盈餘以及報酬的影

響。研究結果指出，分析師首次預測時未能充份考量退休金計畫相關參數之改

變，所以退休金計畫相關參數之改變可以預測未來的盈餘預測誤差。作者也發

現退休金計畫相關參數之改變可以預測未來報酬，此外，股價也未依公司選用

折現率與報酬率之保守程度進行調整。 

二、國內相關文獻 

國內亦有學者採用與 Landsman (1986) 以及 Barth (1991) 類似之研究方法，

來探討我國第十八號會計準則公報之價值攸關性，實證結果並不一致。徐旻傾 

(1996)、鄒怡萍 (1996) 及王素卿 (1997) 發現部份退休金項目如既得給付義務 

(VBO)、累積給付義務 (ABO) 及退休金資產公平價值 (PA) 具有攸關性。但劉

德齊 (1996) 及詹朝貴 (1997) 研究結果則顯示，除帳列退休金資產與負債外，

附註揭露之退休金資產負債項目僅有預計給付義務 (PBO) 達顯著水準。張仲

岳、梁鈺涓 (2001) 採行 Landsman (1986) 權益評價模型作成基本模型，並選取

84 年作為研究期間進行分析，另外為了改善模型，乃導入 Ohlson (1995) 殘差盈

餘模型作成修正模型，以進行延伸實證，實證結果發現，退休金資產及三種給

付義務之結果均不顯著，顯示投資人似乎並未以其作為評估公司價值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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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而且新實施之第十八號公報亦未能提供增額攸關價值，因此，其資訊有用

性仍有待商確。 

三、文獻啟示與延伸 

就國內外有關退休金 (與其他退休後福利給付) 會計資訊價值攸關性的研

究顯示，股票價格大多能夠反映未提撥退休金義務或淨退休金資產。由於精算

假設會影響退休金成本與應計退休金負債，投資人是否可以看穿管理當局企業

的精算假設操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Feldstein and Morck (1983) 的研究顯示，資本市場似乎看穿退休金負債的操

弄，股價與調整後 (使用一般標準的折現率) 退休金義務之關聯，比股價與帳列

退休金義務的關聯還要顯著。Chen and D’Arcy (1986) 研究結果顯示，FASB No. 36

發布期間前後選用較小折現率精算假設的公司，其股票報酬高於選用較大折現

率假設的公司。Asthana (1998) 的研究也指出，市場似乎以樣本公司的平均精算

假設來調整對帳列退休金負債之評價，市場認為退休金負債以寬鬆的 (保守的) 

成本方法來估計是低 (高) 估的。上述研究發現對於管理者想要利用精算選擇來

操弄公司價值、以及對於未來研究退休金負債之評價具有意涵。 

然而，Amir and Gordon (1996) 的研究指出，股票市場依據報導的 PRB 負債

來評價公司股票，而沒有依據不同的精算假設來調整。Picconi (2006) 的研究結

果指出，分析師首次預測時未能充份考量退休金計畫相關參數之改變，也發現

退休金計畫相關參數之改變可以預測未來報酬，此外，股價也未依公司選用折

現率與報酬率之保守程度進行調整。 

綜合而言，市場是否看穿經理人對於精算假設之操弄，國外文獻之實證結

果依然紛歧，而國內則尚無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參考 Landsman (1986)、Barth 

(1991)、Choi et al (1997)、Davis-Friday et al. (1999)、Davis-Friday et al. (2004)、Brown 

(2004) 以及 Hann et al. (2007) 的模式設定，除了檢視退休金會計資訊之價值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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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外，特別探討投資人對於精算假設選用的反應，證實投資人是否可以看穿管

理當局企業的精算假設操弄？研究成果有助於拓展學者對於資本市場以及盈餘

管理等研究領域的認識，對於投資人與管制機構亦有所意涵。 

四、延伸之研究議題 

本節擬以本章前三節所探討之文獻為基礎，彙整本研究之研究問題、理論

基礎、國內外相關文獻、以及本研究之差異貢獻，詳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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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本研究之研究議題、理論基礎、國內外相關文獻、差異貢獻彙總表 

本研究之研究議題 理論基礎 國外相關文獻 國內相關文獻 差異貢獻 

1. 勞工退休金新制

之股價效應 
效率市場假說、 
實是性會計理論 
(債務契約)、 
機械性假說 

Espahbodi et al. (1991)、
Gopalakrishnan and 
Sugrue (1992)、Khurana 
and Loudder (1994)、 
Yoshida and Horiba 
(2003) 

朱立倫 (1996)、 
徐景亮 (1996b)、 
林嬋娟、張文貞 
(1999) 

(1)勞退新制於 94 年 7 月 1 日方開始實施，國內尚無會計

文獻針對此議題深入探討，本研究期能檢視勞退新制對資

本市場之影響。 
(2)研究主題有事件日集中之問題，本研究的計量模式，對

於參數估計值的標準差充分考量了殘差項的橫斷面相依

與異質性。 

2. 退休金精算假設

選用之誘因 
效率市場假說、 
實是性會計理論 
(債務契約、獎酬契

約)、 
損益平穩化假說 

Ghicas (1990)、Thomas 
and Tung (1992)、Kwon 
(1994)、Blankley and 
Swanson (1995)、Amir and 
Gordon (1996)、Godwin 
et al. (1996)、Amir and 
Benartzi (1998)、D’Souza 
(1998)、 Asthana (1999)

汪瑞芝 (1996)、 
龐寶宏 (1998)、 
李文智等 (1998)、 
鄭文英等 (2001)、 
李文智等 (2001) 

(1)為了儘可能捕捉精算假設選擇的綜合效果，本研究估計

薪資水準增加率與折現率綜合效果之保守程度，作為實證

模式之被解釋變數，延伸補充國內現有文獻。 
(2)在實證模式設定中，除了使用公司特質外，加上公司特

質與財務報表效應交叉項為解釋變數，期望能提供研究假

說更有力的測試。 

3. 退休金精算假設

選用之價值攸關性 
效率市場假說、 
機械性假說 

Feldstein and Morck 
(1983)、Daley (1984)、 
Chen and D’Arcy 
(1986)、Amir and Gordon 
(1996)、Asthana (1998)、
Brown (2004)、Picconi 
(2006) 

徐旻傾 (1996)、 
鄒怡萍 (1996)、 
王素卿 (1997)、 
劉德齊 (1996)、 
詹朝貴 (1997)、 
張仲岳、梁鈺涓 
(2001) 

(1)國內學者探討退休金資訊價值攸關性之實證結果並不

一致。因此，退休金資訊之有用性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2)本研究特別探討投資人對於精算假設選用的反應，證實

投資人是否可以看穿管理當局企業的精算假設操弄？ 
(3)估計公司精算假設選用對退休金義務之影響幅度，並測

試投資人是否適切地調整公司的評價。 
(4)探討勞退新制公布實施前後，投資人對於公司退休基金

資產與退休金義務的評價是否有所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