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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設計 

如第一章所述，勞退新制為落實社會福利制度，強制企業提繳勞工每月工

資至少 6%至個人退休金帳戶以及五年內足額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為我國勞工

退休金制度一大改革。本研究首先探討勞退新制之股價效應，檢測公司特質與

股價效應之關聯性以反映市場效率性。其次，勞退新制賦予勞工選用新制或延

用舊制的權利，因此，勞退新制實施後，公司對於選用舊制的勞工，仍依財務

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報，精算退休金給付義務並認列退休金費用，因而公司精

算假設的選用會影響退休金給付義務與退休金費用。本研究探討企業選用精算

假設之誘因，並證實公司是否為了因應勞退新制的公布實施而更加操弄精算假

設？最後，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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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穿管理當局的操弄？ 

第一節  勞退新制之股價效應 

勞退新制藉由強制企業提繳勞工每月工資至少 6%至個人帳戶以落實社會

福利制度，避免因企業關廠、解雇員工或因員工轉換工作導致員工退休金無著，

為我國勞工退休金制度一大改革。然而，由於勞工退休金條例改變企業現金流

量與企業損益，因此對企業產生一定之衝擊。如表 3-1 所示，隨著企業因應勞工

退休金條例之實施，勞工退休金條例對於企業之影響可從二方面來探討，首先

為企業現金流量改變，其次為企業損益改變，分述如下。 

就現金流量改變而言，勞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舊制) 規定企業在員工薪資的

2%~15%範圍內提撥退休準備金，
5
而勞工退休金條例 (以下簡稱新制) 則強制企

                                                 
5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雇主應按月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專戶存儲，並不得作

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其提撥之比率、程序及管理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理辦法第二條規定：勞工退休準備金由

各事業單位依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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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按勞工每月工資至少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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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年度仍有 76%的公司其退休準備金提撥率低於 6%；退休準

備金提撥率低於 6%之上櫃公司則高達 92%。
6
因此，對大部份的上市及上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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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現金

流出。此外，為保障選擇適用舊制與選用新制並保留舊年資之勞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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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大部份上市及上櫃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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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勞工退休金條例對上市及上櫃公司之影響 

勞動基準法 (舊制)  勞工退休金條例 (新制) 

Panel A: 現金流量改變   

1. 按勞工薪資 2%至 15%範圍

內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 (實務

上大部分公司提撥率小於 6%)。
 

 1. 選用舊制勞工：按勞工薪資 2%至 15%範圍內提

撥勞工退休準備金。 
2. 選用新制勞工：按勞工每月工資至少提繳 6%退

休金。 
3. 按月於五年內足額提撥舊年資勞工退休準備

金。 

Panel B: 損益改變   

1. 依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

報，精算退休金給付義務並認

列退休金費用。 

 1. 選用舊制勞工：依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

報，精算退休金給付義務並認列退休金費用。 
2. 選用新制勞工：依勞工每月工資至少 6%提繳退

休金並認列退休金費用。 
3. 改變企業僱用形態，短期內對企業營運效率有

不利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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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企業損益改變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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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根據本研究統計，92 年度上市公司退休準備金提撥率之中位數為 2.1%；提撥率小於 6%的公

司佔全部上市公司 76%。92 年度上櫃公司退休準備金提撥率之中位數為 2.0%；提撥率小於 6%
的公司佔全部上櫃公司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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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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繳退休金並認列退休金費用，若公司原認列退休金費用小於薪資 6%，則盈餘將

會減少。其次，為了減少退休金提繳基礎，勞退新制可能改變企業僱用形態 (例

如薪資結構調整、業務外包或裁減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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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價效應相關假說 

(一) 現金流量效果 

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四條規定：「雇主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提繳率，不得

低於勞工每月工資百分之六。…」，而舊制中，依勞動基準法第五十六條第一項

規定：「雇主應按月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復依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

理辦法第二條規定：「勞工退休準備金由各事業單位依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

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之。…」。國內大多數上市上櫃公司之退休準備金提

撥率低於百分之六，因此，勞退新制的實施，上市上櫃公司於短期內勢必增加

現金支出，
7
而且原提撥率愈低，對公司的衝擊愈大，股票價格下跌愈多 (股票

報酬愈小)，因此假說 H1-1 為： 

H1-1：勞退新制公布時，公司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提撥率呈正相關。 

勞退新制中，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為保障勞工之退休

                                                 
7 勞退新制實施前，如果公司退休金提撥率小於 6%，而且其退休金成本率 (退休金費用/薪資

總額) 大於 6%者，若以退休金成本率來推計未來退休金的現金流出總額，勞退新制實施後，其

退休金的現金流出總額並不一定會增加。然而，根據本研究的初步統計，退休金提撥率與退休

金成本率為中度正相關 (相關係數為 0.315)，隱含退休金提撥率較小公司，其退休金成本率也較

小，因此，勞退新制實施後，其退休金的現金流出總額增加的機率較高。而且即使其退休金的

現金流出總額不變或是稍為減少，由於現金流量提前實現 (勞退新制實施前，提撥率小於 6%；

實施後，強制提撥 6%)，其退休金現金流出總額的現值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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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雇主應依選擇適用勞動基準法退休制度與保留適用本條例前工作年資之勞

工人數、工資、工作年資、流動率等因素精算其勞工退休準備金之提撥率，繼

續依勞動基準法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按月於五年內足額提撥勞工退休準備

金，
8
以作為支付退休金之用。」。公司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不足會顯現在應計

退休金負債，可能在之前財務報告揭露時已反映於股價，然而由於下列理由，

可能使得提撥不足程度愈大的公司於勞退新制公布時，產生愈大的衝擊。 

首先，若公司的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不足程度愈大，則五年內必須足額提

撥的數額愈多，公司短期內增加現金流出；其次，由於勞退新制的大量宣示效

果，更加吸引市場投資人對於提撥不足公司的注目，提撥不足公司潛在的政治

成本，使得市場對於提撥不足程度較大的公司可能有所額外懲罰 (Godwin and 

Key, 1998)。潛在的政治成本源自於管制機構、授信者、員工以及其他團體增加

的監督與細查。綜合而言，公司的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不足程度愈大，勞退新

制對公司的衝擊愈大，股票價格下跌愈多 (股票報酬愈小)。因此假說 H1-2 為： 

H1-2：勞退新制公布時，公司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呈負相關。 

由於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四條之規定，雇主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提繳

率，不得低於勞工每月工資百分之六，是直接的現金支出；此外，勞工退休金

條例第十三條「五年內足額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之規定，使得部份的應計退

休金負債性質從長期負債變成短期負債，近期的現金支出又將增加，因此，公

                                                 
8 根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4 年 3 月 15 日勞動 4 字第 0940012420 號函以及 94 年 3、4 月間的媒

體報導，「按月在五年內足額提撥」是不確定的概念，僱主只要依法提撥每月薪資總額的百分之

二以上，就不會有被罰的問題。然而，本研究的研究設計係以 93 年 6 月 11 日立法院院會二讀、

三讀通過「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當時的背景來觀察勞退新制的股價效應。當時業界對於「足

額提撥」的基礎究竟為何雖然皆不清楚，然而 92 年度上市、上櫃公司退休準備金提撥率之中位

數為 2.0%左右，絕大多數呈現提撥不足現象，因此多認為勞退新制的實施必定要提撥更多的退

休金來補足過去之不足。此外，根據周祐存 (2005) 的研究，透過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的協助，

針對工業總會會員廠商回收有效問卷共 773 份之統計結果 (統計時間至 94 年 1 月 7 日止)，當時

廠商認為勞退新制衝擊最明顯的規定為：法定提撥率不得低於 6% (47.13%)，法定五年內足額提

撥 (48.53%)，其他 (4.34%)。因此，市場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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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公司的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不足程度愈大，則五年內必須足額提撥的數

額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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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財務寬鬆度與財務彈性更顯重要。公司的財務寬鬆度與財務彈性愈小，因

應短期現金支出的能力愈小，表示勞退新制對公司的衝擊愈大，股票價格下跌

愈多 (股票報酬愈小)，因此假說 H1-3 為： 

H1-3：勞退新制公布時，公司股票報酬與財務寬鬆度呈正相關。 

(二) 損益效果 

依勞退新制的規定，公司對於選用新制勞工需依勞工每月工資至少百分之

六提繳退休準備金並認列退休金費用；而公司依現行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

報「退休金會計處理準則」，必須按精算結果認列退休金成本，因此，若公司過

去認列的退休金成本佔勞工薪資比率 (退休金成本率) 低於百分之六，則新制的

實行，勢必增加退休金成本，繼而減少盈餘、保留盈餘以及股東權益，因而增

加違反債務契約的機率 (Collin et al., 1981; Lys, 1984; Watts and Zimmerman, 

1986)，而且原認列比率愈低，盈餘、保留盈餘以及股東權益減少愈多，對公司

的衝擊愈大，股票價格下跌愈多 (股票報酬愈小)；另一方面，若公司過去的退

休金成本率大於百分之六，則新制的規定可能減少退休金成本，繼而增加盈餘、

保留盈餘以及股東權益，而且原認列比率愈高，盈餘以及股東權益增加愈多，

股票報酬愈大，因此假說 H1-4 為： 

H1-4：勞退新制公布時，公司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成本率呈正相關。 

(三) 潛在成本 

除了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定對公司的現金流量與損益的

直接影響外，勞退新制尚有改變企業僱用形態 (如薪資結構調整、業務外包或

裁減人員)、人員流動率升高等潛在之成本。勞退新制下，強制雇主提繳工資百

分之六到個人帳戶，為減少退休金提繳基礎，企業可能採行薪資費用調整、僱

用外勞或業務外包等方法因應，短期內對企業營運效率有不利之影響。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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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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流動率增加，公司招募、訓練、人力資源流失等成本亦隨之增加。

勞工退休金條例賦予前已適用勞動基準法之勞工得選擇繼續適用勞動基準法之

退休金規定與否，若公司員工平均服務年資愈短，表示依舊制勞基法請領退休

金的機率愈低，
9
選用新制的機率愈大，則上述潛在成本愈高，

10
對公司的衝擊

愈大，股票價格下跌愈多 (股票報酬愈小)，因此假說 H1-5 為： 

H1-5：勞退新制公布時，公司股票報酬與員工平均服務年資呈正相關。 

二、股價效應實證模式 

(一) 事件日之選擇 

為維護勞工退休後之基本生活保障，民國三十九年開始實施勞工保險列有

老年給付。並於民國七十四年實施勞動基準法，強制規定勞動基準法所屬行業

之雇主必須設立退休金制度，使我國民營企業勞工退休生活正式受到法律保

障。惟我國勞動基準法規定勞工必須符合勞動基準法退休要件，在同一事業單

位工作十五年以上年滿五十五歲者或工作二十五年以上，始有向雇主請求發給

退休金之權利。因此，要達到退休要件並請領勞工退休金實屬不易。此外，雇

主負擔之退休金成本估算不易，加上雇主對於勞工退休準備金之提撥普遍存在

不足現象，無法有效保障勞工的退休金權益。 

                                                 
9 勞動基準法規定，勞工必須符合勞動基準法退休要件（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十五年以上年滿

五十五歲者或工作二十五年以上），始有向雇主請求發給退休金之權利。因此，要達到退休要件

並請領勞工退休金實屬不易。而新制勞工退休金條例第二十四條：「勞工年滿六十歲，工作年資

滿十五年以上者，得請領月退休金。但工作年資未滿十五年者，應請領一次退休金。」而且退

休金是「個人帳戶制」，每月提撥退休金的金額可於離職時帶著走，繼續累積，請領勞工退休金

相對容易。 
10 若公司員工平均服務年資愈短，表示依舊制勞基法請領退休金的機率愈低，選用新制的機率

愈大，則薪資結構調整、業務外包或裁減人員、人員流動率升高等潛在之成本愈高。然而，公

司員工平均服務年資愈短，退休金提撥不足金額可能較小，五年內足額提撥之壓力也較小，可

能抵銷選用新制之潛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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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年八月二十五日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經各政黨及勞資雙方溝通與協

調，達成勞工退休金改制共識。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依據共識內容，在提供勞工

選擇與不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之前提下，規劃建立可攜帶式之勞工退休金制度，

由雇主為勞工個人提繳退休金，研提「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送請立法院審查。

經九十二年立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衛生環境暨社會福利委員會審查，確立勞工

退休新制採「個人退休金專戶制」為主，「年金保險制」為輔之體例後，朝野各

黨團繼而對新舊制銜接之條文進行協商，終使得這項關係重大法案得以通過。

「勞工退休金條例」重要事件日列示如下： 

表 3-2  勞工退休金條例重要事件日 

編號 事件日 事件內容 

1 90/08/25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經各政黨及勞資雙方溝通與協調，達成改制

共識，使紛擾多年的勞工退休制度改革出現契機。 

2 90/10/29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 

3 90/12/19 行政院政務委員審查會完成「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審查。 

4 90/12/26 行政院院會通過「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並送請立法院審議。 

5 92/12/31 立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福利委員會審查「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除

了新舊制銜接規定，其餘五十五條條文全數通過。 

6 93/05/27 立法院一讀審查通過「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 

7 93/06/11 立法院院會二讀、三讀通過「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 

8 93/06/30 總統公布「勞工退休金條例」，定於明年七月一日起正式實行。 

9 94/07/01 實行「勞工退休金條例」。 

*若見報日為例假日，則以該例假日之後第一個市場交易日為事件日。 

「勞工退休金條例」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初擬草案至立法院三讀通過費時

甚久，直至 92/12/31 立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福利委員會審查通過「勞工退休金

條例草案」大部分條文以及 93/05/27 立法院一讀通過「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

後，草案之內容與成立方趨確定；而最後 93/06/11 立法院院會二讀、三讀通過

「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對於資本市場的衝擊更具突顯。本研究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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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2/26、92/12/31、93/05/27、93/06/11 四個事件日，檢視資本市場對勞工退

休金條例之反映。 

(二) 模式一：標準化累積異常報酬之迴歸分析 

為了測試 H1-1 至 H1-5，本研究首先使用標準化累積異常報酬進行迴歸分

析，測試退休金提撥率、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財務寬鬆度、退休金成本率、

以及員工平均服務年資對於標準化累積異常報酬之影響，模式設定如下： 

i5i4i3i2i1i EMPbCRATEbSLACKbSTATUSbFRATEbaSCAR +++++=  

ii6 eSIZEb ++  (3-1) 

其中： 

iSCAR  = 標準化累積異常報酬，各事件日前後分別累積三、五天； 

iFRATE  = 退休金提撥率=退休金提撥金額/薪資總額； 

iSTATUS  = 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應計退休金負債/股東權益市值； 

iSLACK  = 資金寬鬆度以現金流量比率來衡量，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

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iCRATE  = 退休金成本率=淨退休金成本/薪資總額； 

iEMP  = 員工平均服務年資； 

iSIZE  = 公司規模，為公司資產總額取自然對數。 

根據研究假說之推論，預期 1b 符號為正的， 2b 符號為負的， 3b 、 4b 與 5b 符

號為正的。此外，Size 為控制變數，所以 6b 沒有預期符號。 

1. 被解釋變數：標準化累積異常報酬 ( iSCAR ) 

iSCAR 為標準化累積異常報酬  (standardized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SCAR)，各事件日前後分別累積三、五天。SCAR 之計算如下：首先估計異常報

酬 (abnormal returns, AR)。AR 是以某一期間的實際報酬率減去預期報酬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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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預期報酬率採用風險調整法模式 (risk-adjusted returns model)。風險調整法模

式中以市場模式 (market model) 最被廣泛地應用 (沈中華與李建然，2000)。市

場模式係以估計期之資料，以普通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 建立

下列個別證券之迴歸模型以估計參數 ii β̂,  α̂ ： itmtiiit +εR+βαR = ， N,...,2,1i = ，式

中 itR 為公司 i 在估計期之實際報酬率 (經股票股利與現金股利等調整)； mtR 為估

計期相對之市場報酬率； ii   , βα 為估計參數， itε 為誤差項。本研究設定估計期

為事件期前 200 天，再用以估計某公司在事件期 E 之預期報酬率 )R̂(E iE ： 

mEiiiE Rˆˆ)R̂(E β+α=  (3-2) 

式中 mER 為事件期 E 之市場報酬率。異常報酬 iEAR 即為事件期 E 之實際報酬減

去預期報酬：  

)R̂(ERAR iEiEiE −=  (3-3) 

式中 iER 為公司 i 在事件期 E 之實際報酬， )R̂(E iE 為公司 i 在事件期 E 之預期報

酬，即為式 (3-2) 的估計。接著，標準化之異常報酬 (standardized abnormal returns, 

SAR) iESAR 計算式為： 

∑
=τ

τ −

−
++

=

2

1

t

t

2
mim

2
mimE

i
i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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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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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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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式中 iŜ 為估計期殘差之標準差， iT 為公司 i 估計期之期數 (本研究設為 200 天)，

∑ =
−ε−ε= 2

1

t

tt i
2

iiti )1T/()ˆˆ(Ŝ ，其中 )R̂(ERˆ ititit −=ε 。最後，事件期 1τ 到 2τ 之標

準化累積異常報酬 (standardized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SCAR) 計算如下： 

∑
τ

τ=

=ττ
2

1E
iE21i SAR),(SCAR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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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釋變數： 

本研究選用 90/12/26、92/12/31、93/05/27、93/06/11 四個事件日，檢視資

本市場對勞工退休金條例之反映。解釋變數之衡量取自於距離上述事件日最近

之財務報告，亦即各公司 89、92 年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財務報告。

iFRATE 為公司退休金提撥率 (退休金提撥金額/薪資總額)，公司皆於財務報告

中附註揭露。
11

iSTATUS 為公司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根據退休金會計處理，公

司對於每年淨退休金成本未作足額提撥的累積數額即為應計退休金負債。應計

退休金負債愈多的公司，表示以往未足額提撥退休金的數額愈大。 iSTATUS 定

義如下： 

i

i
i MV

NPLSTATUS =  

其中， iNPL 為公司 i 報導的應計退休金負債， iMV 為公司 i 股東權益市值。 

iSLACK 為公司財務寬鬆度，本研究使用現金流量比率來衡量資金寬鬆度；

公司的現金流量比率愈小，代表短期現金支出的能力愈小，財務愈不寬鬆。定

義財務寬鬆度如下： 

i

i
i CUL

OCF
SLACK =  

其中 iOCF 為公司 i 之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 iCUL 為公司 i 之流動負債。 

iCRATE 為退休金成本率 (淨退休金成本/薪資總額)。12
淨退休金成本為依

                                                 
11 根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4 年 7 月 13 日勞動 4 字第 0940038593 號函：有關勞動基準法規定之

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基準，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理辦法第 2 條規定：「勞工退休準備金由

各事業單位依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之」，其中「每月薪資總額」

之定義，前勞工行政主管機關內政部曾以 75 年 8 月 30 日台內勞字第 430099 號函釋，略以：「每

月薪資總額係以事業單位向稅捐稽徵單位申報數額為準」。依照上列說明，「退休金提撥率」

=(退休金提撥金額/事業單位向稅捐稽徵單位申報薪資總額)。公司皆於財務報告中直接揭露「退

休金提撥率」，因此，本研究「退休金提撥率」即直接引用該揭露，而不用估計。 
12 公司於財務報告中沒有直接揭露「退休金成本率」，為了一致性，退休金成本率估計如下：

「退休金成本率」=(淨退休金成本/事業單位向稅捐稽徵單位申報薪資總額)。「淨退休金成本」

於財務報告中附註揭露；然而，「事業單位向稅捐稽徵單位申報薪資總額」無法取得，因此本

研究以 GAAP 下財務報告中「薪資費用總額」來代理衡量，進而估計退休金成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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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報「退休金會計處理準則」，按精算結果認列之退

休金成本；薪資總額以財務報告中薪資費用總額來衡量。 iEMP 為員工平均服務

年資， iSIZE 為公司規模，以公司資產總額取自然對數來衡量。 

 (二) 模式二：退休金提撥率與退休金成本率之進一步分析 

依研究假說 H1-1 的說明，若公司原按薪資總額提撥 6%以下之勞工退休準

備金，勞退新制實施後，原提撥率愈低，對公司的衝擊愈大，股票報酬愈小，

因此預期公司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提撥率呈正相關。另一方面，若公司原已按薪

資總額提撥 6%以上之勞工退休準備金，勞退新制實施後，可以對於選用新制勞

工僅提供 6%之勞工退休準備金，因而減少現金流出，公司原提撥率愈高，公司

受益愈多，股票報酬愈高，因此預期公司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提撥率亦呈正相關。

綜合而之，研究假說 H1-1 預期勞退新制事件之訊息公布時，公司股票報酬與退

休金提撥率呈正相關。然而，退休金提撥率大於 6%與小於 6%兩子樣本公司，

其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提撥率相關性之程度可能不同。原已按薪資總額提撥 6%以

上勞工退休準備金之公司，隱含公司原福利較佳，勞退新制實施後，勞工選用

新制比率可能較少，公司受益程度因而減少，退休金提撥率愈高，受益程度減

少愈多，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提撥率的正向相關性可能受到抵銷。亦即，在退休

金提撥率大於 6%的子樣本公司中，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提撥率的正向相關性可能

較弱。 

類似的，退休金成本率大於 6%與小於 6%之樣本公司，其股票報酬與退休

金成本率相關性的強度可能也不同。原退休金成本率大於 6%之公司，表示員工

享有薪資 6%以上之退休金福利，多屬成立歷史較久之公司；勞退新制實施後，

勞工選用新制比率可能較少，退休金成本減少的幅度降低，退休金成本率愈大，

公司受益程度減少愈多，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成本率的正向相關性亦可能受到抵

銷。亦即，在退休金成本率大於 6%的子樣本公司中，股票報酬與退休金成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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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相關性可能較弱。 

為了進一步觀察退休金提撥率大於 6%或小於 6%對研究假說H1-1的可能影

響，以及退休金成本率大於 6%或小於 6%對研究假說 H1-4 的可能影響。本研究

進一步依退休金提撥率將樣本公司分為兩群 (大於 6%與小於 6%)；同樣地，依

退休金成本率將樣本公司分為兩群 (大於 6%與小於 6%)，模式設定如下： 

i4i3Lii2i1i SLACKbSTATUSb)R*FRATE(bFRATEbaSCAR ++++=  

ii8i7Lii6i5 eSIZEbEMPb)C*CRATE(bCRATEb +++++  (3-6) 

式中 iLR 與 iLC 皆為虛擬變數，退休金提撥率小於 6%之公司， iLR =1，其他公司

iLR =0。類似的，退休金成本率小於 6%之公司， iLC =1，其他公司 iLC =0，其

他變數如前所述。本研究預期 1b 與 2b >0； 5b 與 6b >0。若 0)b(b 62 > ，表示勞退

新制事件之訊息公布時，退休金提撥率 (退休金成本率) 小於 6%之公司，其股

票報酬與退休金提撥率之正相關，大於退休金提撥率 (退休金成本率) 大於 6%

之公司。 

 (三) 模式三：加權股票報酬之迴歸分析  

由於本研究樣本中各觀察值的事件日為同一日，有事件日集中  (event 

calendar clustering) 的問題，通常會造成橫斷面個別證券異常報酬率產生某種程

度相依性，進而影響統計檢定 (沈中華、李建然，2000)。為了克服此問題，本

研究參考 Espahbodi et al. (1991)、Khurana and Loudder (1994)、以及 Espahbodi et al. 

(1995) 的作法，執行加權股票報酬之迴歸分析；進行步驟如下：首先本研究定

義矩陣 F 包含一欄的 1 以及 K-1 欄的公司特質，亦即退休金提撥率 

(FRATEi* iHR 、FRATEi* iLR )、13
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 (STATUSi)、

14
財務寬鬆度 

                                                 
13 虛擬變數，退休金提撥率大於 6%之公司， iHR =1，其他公司 iHR =0；退休金提撥率小於 6%

之公司， iLR =1，其他公司 iLR =0。 
14 應計退休金負債/股東權益市值，或是另一個代理變數：預計給付義務提撥狀況=(退休金預計

給付義務−退休基金資產公平價值)/股東權益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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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CKi)、退休金成本率 (CRATEi* iHC ，CRATEi* iLC )、15
員工平均服務年資 

(EMPi) 以及公司規模 (SIZEi)： 

[ ]k2 XX1F L=  (3-7) 

其中 kX 是 N×1 的向量，表示第 k 種公司特質 (本研究中，K=9, N=公司家數)。

然後，計算 k 個組合 (K=9) 之組合加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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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接著，各組組合加權報酬 ktWR 計算如下： 

T,...,2,1t,K,...,2,1k,RWWR it
'
kkt ===  (3-9) 

其中： 

F  = N×K 距陣，依公式 (2) 之定義； 

W  = K×N 組合加權值距陣 (K=9, N 公司家數)； 

'
KW  = 受第 k 個公司特質影響的第 k 列組合加權值； 

itR  = N×1 向量，為第 t 日各公司股價報酬； 

ktWR  = 第 t 日組合 k 的加權報酬率。 

最後，本研究以下列模型執行 9 個組合 ( k=9) 之 OLS 時間序列迴歸分析： 

∑
=

+δ+β+α=
E

1e
ktetkemtkkkt eDRWR  (3-10) 

其中： 

ktWR  = 第 t 日組合 k 的加權報酬率； 

mtR  = 第 t 日市場加權報酬率； 

                                                 
15 虛擬變數，退休金成本率大於 6%之公司， iHC =1，其他公司 iHC =0；退休金成本率小於 6%

之公司， iLC =1，其他公司 iL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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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D  = 虛擬變數，若屬事件 e 之事件期，則 etD =1，其他 etD =0。 

每一組合 k 之事件參數估計結果 (虛擬變數係數， keδ )，衡量公司特質於四

個事件日對股價之影響效果。這些估計結果類似於異常報酬對公司特質之 OLS

橫斷面迴歸分析；然而，本研究方法不同之處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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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加權的程序也考量了公司特質潛在的共線

性，以利評估公司特質對於解釋股價反應的相對重要性 (Espahbodi et al., 1995)。 

三、研究期間與資料來源 

此部分之研究以勞退新制事件發生期間之全體上市及上櫃公司為研究樣

本，樣本公司必須包含本研究所須之完整資料。因為本研究選用 90/12/26、

92/12/31、93/05/27、93/06/11 四個事件日，檢視資本市場對勞工退休金條例之

反映，研究變數中，退休金提撥率、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財務寬鬆度、退休

金成本率、員工平均服務年資、以及公司規模等資料使用最接近事件日且已公

告的財務報告書或股東會年報 (89、92 年度)；股價則包含估計異常報酬所須的

資料 (88 至 93 年度)。研究資料來源皆為台灣經濟新報社資料庫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研究樣本的篩選過程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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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樣本篩選－勞退新制之股價效應 

 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合計

Panel A: Event 1  
90/12/26 上市/上櫃公司(非金融保險業)家數 502 204 706

減：研究期間上櫃轉列上市公司 (45) - (45)

減：研究期間上市轉列上櫃公司 - - -

減：研究期間遺漏資料 (192) (151) (343)

研究使用樣本觀察值 265 53 318

Panel B: Event 2, 3, 4  
93/06/11 上市/上櫃公司(非金融保險業)家數 641 403 1,044

減：研究期間上櫃轉列上市公司 (20) - (20)

減：研究期間上市轉列上櫃公司 - - -

減：研究期間遺漏資料 (155) (199) (354)

研究使用樣本觀察值 466 204 670

Event 1 為 90/12/26；Event 2 為 92/12/31；Event 3 為 93/05/27；Event 4 為 93/06/11。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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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大量的文

獻探討財務報表項目的裁量行為。然而，由於假設與估計的揭露是有限的，所

以對於管理當局是如何選用估計參數來衡量與報導財務資訊，我們知道的不多 

(Amir and Gordon 1996)。管理當局對退休金精算假設具有裁量權，精算假設的

選用亦需要附註揭露，因此，研究退休金精算假設選用之誘因，可供深入探討

管理當局的裁量行為。本研究第二個議題檢視公司精算假設選用之橫斷面差異

以及可能誘因 (如債務契約、獎酬契約、提撥不足之成本以及損益平穩化等)，

此外，並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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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報「退休金會計處理準則」，當期退休金精算

假設之選用，僅會影響未來淨退休金成本與應計退休金負債，
16
因此，本研究假

定管理當局會根據當期財務報導及可能誘因，選用較保守/不保守的精算假設 

(薪資水準增加率與折現率)，進而改善未來財務報導，達到管理當局特定目標。 

一、精算假設選用相關假說 

(一) 債務契約 

為了限制經理人可能將債權人的財富移轉至股東，公司的債務契約常會附

帶許多限制條款。由於限制條款經常使用會計數字來作為基礎，而且違反債務

                                                 
16 淨退休金成本包括下列構成項目：服務成本、利息成本、退休基金資產之預期報酬、前期服

務成本之攤銷、退休金損益之攤銷、未認列過渡性淨資產或淨給付義務之攤銷、以及縮減或清

償損益。構成項目中以服務成本佔最大比例；我國上市上櫃公司 90 至 94 年度之服務成本約佔

淨退休金成本 80%。若 t 期之精算假設選用愈不保守 (薪資水準增加率愈小、折現率愈大)，t+1
期之服務成本愈小，如果其他構成項目不變 (利息成本可能稍微減少或增加，退休基金資產之

預期報酬會稍微增加，可能抵銷少部分的服務成本減少幅度)，t+1 期之淨退休金成本愈小。此

外，如果退休金提撥金額不變，t+1 期之應計退休金負債也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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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將引發許多成本，因此，經理人有誘因透過選用會計方法來減少違反限制

條款的機率。增加盈餘、保留盈餘、股東權益以及減少負債通常可以減少違反

限制條款的機率。 

Sweeney (1994) 的研究指出，接近違反債務契約的公司比較會選用增加盈餘

的會計變動；亦發現接近違反債務契約的公司，傾向於提早適用增加盈餘的會

計準則。此外，Sweeney (1994) 並發現違反債務契約的公司，於違約後續二年期

間，仍繼續操弄會計方法以避免更多的違約成本。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 的

研究亦指出，公司在違反債務契約的前一年度與當年度，會使用裁量性應計項

目增加帳列的盈餘。許多的研究文獻指出，負債比率是貸款限制的一個合理的

代理變數，負債的帳面價值常於債務條款中受到限制，公司的負債比率愈高，

愈接近負債契約的限制 (Duke and Hunt, 1990; Press and Weintrop, 1990)。負債比

率相對愈大的公司，選用較不保守的精算假設可以減少淨退休金成本與退休金

負債，繼而減少違反限制條款的機率與成本，因此假說 H2-1 為： 

H2-1：公司的負債比率愈大，愈可能選用較不保守的精算假設組合。 

(二) 獎酬契約 

以會計數字為基礎的獎酬契約提供經理人增加或減少盈餘的誘因。Healy 

(1985) 以及 McNichols and Wilson (1988) 提供證據顯示，經理人基於獎酬契約有

進行盈餘管理的行為。Healy (1985) 的研究發現，當公司盈餘高於經理人獎酬有

效的高門檻時，經理人可能透過減少應計項目來降低盈餘；當帳列的盈餘相當

低時，低於經理人酬勞有效的低門檻時，經理人可能選擇進一步地降低帳列的

盈餘。McNichols and Wilson (1988) 的研究亦發現，當公司的資產投資報酬率愈

極端時 (落於較高或較低區間)，壞帳提列愈多因而降低盈餘；而當公司的資產

投資報酬率介於較低與較高區間中間時，壞帳提列愈少以增加盈餘。此研究結

果與 Healy (1985) 的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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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y (1985) 的研究樣本具有詳盡的獎酬契約資料，以供測試獎酬誘因對於

會計選擇的影響。然而本研究樣本並無獎酬契約詳盡的資料，因而參考

McNichols and Wilson (1988) 以及 Ali and Kumar (1993) 的研究，使用公司資產投

資報酬率來衡量基於獎酬契約的誘因。此外，由於精算假設選用僅影響未來而

非當期盈餘與投資報酬率，因此，Healy (1985) 以及 McNichols and Wilson (1988) 

高、低門檻的盈餘管理型態並不適用於本研究。本研究有較為單純的預期，當

公司的投資報酬率愈小時，選用較不保守的精算假設可以減少未來淨退休金成

本，繼而增加未來帳列的盈餘與投資報酬率，因此假說 H2-2 為： 

H2-2：公司的投資報酬率愈小，愈可能選用較不保守的精算假設組合。 

(三) 提撥不足之成本 

退休金提撥不足的公司存在許多潛在成本。首先，提撥不足的公司可能受

到管制機構促其提撥或懲罰的壓力；其次，該公司可能成為新聞媒體的目標；

再其次，員工會關心公司提撥不足的情形，並可能提起訴訟；最後，提撥不足

亦會損及公司的聲譽 (Mittelstaedt, 1989)，因此，公司有誘因去管理他們的退休

金存量與流量。退休金提撥狀況是精算假設選用的函數，經理人可以使用精算

假設選用來管理他們的退休金提撥 (Asthana, 1999)；而且 Feldstein and Morck 

(1983) 的研究指出，提撥不足公司傾向選擇較不保守的精算假設以降低提撥不

足的程度，以及增加市場價值。因此假說 H2-3 為： 

H2-3：公司的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越大，愈可能選用較不保守的精算假設

組合。 

(四) 損益平穩化假說 

從獎酬契約的觀點而言，公司的盈餘減少可能會減少經理人獎酬 (Ayres, 

1986)，從債務契約的觀點而言，當公司盈餘降低或盈餘變異增加時，債務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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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違反機率隨之增加 (Scott, 2000)，此外，盈餘的衰退亦可能導致經理人被解雇 

(Trombley, 1989)。Dye (1988) 以及 Trueman and Titman (1988) 提供分析性的模式

證明損益平穩化可以增加公司價值，繼而增加經理人財富總額。許多實證性的

研究結果顯示，經理人透過會計方法的選用以達到損益平穩化的目的 (Hand, 

1989; Scott, 1991; Sami and Welsh, 1992; Ali and Kumar, 1993; Godwin et al., 1996)。公

司的盈餘減少時，選用較不保守的精算假設組合可以減少淨退休金成本，繼而

增加帳列的盈餘。因此假說 H2-4 為：  

H2-4：公司的盈餘減少時，愈可能選用較不保守的精算假設組合。 

(五) 勞退新制之影響 

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為保障勞工之退休金，雇主應依選

擇適用勞動基準法退休制度與保留適用本條例前工作年資之勞工人數、工資、

工作年資、流動率等因素精算其勞工退休準備金之提撥率，繼續依勞動基準法

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按月於五年內足額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以作為支付

退休金之用。」。就公司現金流量而言，若以往未足額提撥退休金的數額愈大，

則五年內必須足額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的數額愈多。勞退新制實施後，企業為

了減緩衝擊，經理人更加有誘因選用精算假設來降低提撥不足程度。因此假說

H2-5 為： 

H2-5：勞退新制公布實施後，公司的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愈大，愈可能進

一步降低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 

二、精算假設選用實證模式 

(一) 模式一 

為了測試研究假說 H2-1 至 H2-4，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來驗證債務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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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獎酬契約、退休金提撥狀況、以及損益平穩假說等因素，對於薪資水準增

加率與折現率選用之影響，實證模式設定如下： 

t,i3t,i2t,i1t,i

94

90Y
Y0t,i STATUSD_ROALEVYRGDcon β+β+β+β= ∑

=

  

 t,it,i7t,i6t,i5t,i4 TSEINDSIZEECHG ε+β+β+β+β+  (3-11) 

式中 

t,iGDcon  =精算假設組合 (薪資水準增加率與折現率綜合效果) 之保守

程度；  

t,iYR  =年度虛擬變數，觀察值屬於年度 Y 時，其值為 1，否則為 0；

t,iLEV  =負債比率，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t,iD_ROA  =虛擬變數，公司資產投資報酬率小於 0 者，其值為 1，否則

為 0；資產投資報酬率為稅後淨利除以期初資產總額； 

t,iSTATUS  =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應計退休金負債除以股東權益市值；

t,iECHG  =虛擬變數，當公司盈餘變化為負值 (盈餘減少)，其值為 1，
其他為 0。 

t,iSIZE  =規模大小，總資產取自然變數； 

t,iIND  =產業別虛擬變數，電子業其值為 1，其他為 0； 

t,iTSE  =上市櫃公司別虛擬變數，上市公司其值為 1，上櫃公司為 0。

根據研究假說的推論，本研究預期係數 1β 、 2β 、 3β 以及 4β 符號皆為負的。

規模較大的公司，員工福利可能較好，薪資水準增加率可能較高 (精算假設組

合之保守程度即較大)，因此預期係數 5β 為正的。產業別亦可能影響精算假設，

電子業前景較其他行業好，薪資水準增加率可能較高 (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

度即較大)，因此預期係數 6β 亦為正的。此外，上櫃公司多屬新興產業，未來成

長性高，薪資水準增加率可能較高，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即較大；相反的，

上市公司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則較小，因此預期係數 7β 為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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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解釋變數－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 ( t,iGDcon ) 

被解釋變數 t,iGDcon 為公司的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亦即薪資水準增

加率與折現率綜合選用的保守程度。退休金預計給付義務 (projected benefit 

obligation, PBO) 係指將截至衡量日止之服務年資，依照退休公式計算，將來應

行支付之所有退休金給付，折算至該衡量日之精算現值，其中精算假設包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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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精算假設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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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衡量公司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本研究以公司所屬產業之精算假

設中位數為基準，公司精算假設組合與其所屬產業之精算假設中位數之差距程

度，即為公司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本研究使用兩個衡量方法來衡量精算

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參考 Brown (2004) 的研究，第一個衡量方式如下： 

)dd()gg()1(GDcon ** −−−=  (3-12) 

式中 g 為公司選用的薪資水準增加率， *g 為公司所屬產業薪資水準增加率之中

位數；d 為公司選用的折現率， *d 為公司所屬產業折現率之中位數。當 g 愈大 (或

d 愈小)，公司 PBO 與退休金成本愈大。 *gg > 或 *dd < 時，表示公司精算假設

選用愈保守；GDcon的值愈大，表示公司精算假設組合選用愈保守，作為本研

究迴歸分析的被解釋變數。 

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之第二個衡量方式說明如下。為了捕捉薪資水準

增加率與折現率的綜合效果，本研究參考 Mittelstaedt and Warshawsky (1993)、Amir 

and Gordon (1996) 以及 Hann et al. (2007) 的方法估計如下。假設不考慮其他參

數，則公司之 PBO 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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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

)d1(
Base*Salary

PBO
+

=  (3-13) 

式中PBO為預計給付義務， RSalary 為退休前六個月平均月薪，Base為依據退休

辦法計算之基數，d 為公司選用之折現率，N 為距離退休年數。由於本研究尚

考量薪資水準增加率之影響，上式修改如下： 

( )
N

N

)d1(
Base*)g1(*SalaryPBO

+
+

=   

⎟⎟
⎠

⎞
⎜⎜
⎝

⎛
+
+

= N

N

)d1(
)g1(*)Base*Salary(  

GD*)Base*Salary(=  (3-14) 

式 中 Salary 為 目 前 月 薪 水 準 ， g 為 公 司 選 用 之 薪 資 水 準 增 加 率 。

( )NN )d1/()g1(GD ++= 即為薪資水準增加率與折現率的綜合效果，在其他條件

不變下，如果 g 與 d 的選用愈保守 (亦即 g 愈大，d 愈小，GD的值愈大)，PBO

愈大；反之，如果 g 與 d 的選用愈不保守 (亦即 g 愈小，d 愈大，GD的值愈小)，

PBO 愈小。使用公司所屬產業之精算假設中位數為基準，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

程度如下： 

*GDGD)2(GDcon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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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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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為了估計GD與 *GD ，薪資水準增加率 g 與折現率 d 可以取自公司財務報

表附註揭露，而距離退休年數 N 以 PBO 與累積給付義務 (Accumulated Benefit 

Obligation, ABO) 的關係另行估計如下：
17 

N)g1(*ABOPBO +=  (3-16) 

                                                 
17 累積給付義務 (ABO) 係指將截至衡量日止之服務年資，依照退休公式計算 (如該公試規定採

用未來之薪資水準，則改用現在之薪資水準代替)，將來應行支付之所有退休金給付，折算至該

衡量日之精算現值。因此，PBO=ABO+未來薪資增加之影響數，PBO、ABO 皆於公司財務報

表中附註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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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ln(
)ABO/PBOln(N̂

+
=  (3-17) 

2. 解釋變數 

(1) 負債比率 ( t,iLEV ) 

負債比率 t.iLEV 定義為公司 i 年度 t 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t,i

t.i
t.i TA

DEBT
LEV =  

式中 t,iDEBT 為公司 i 年度 t 負債總額， t,iTA 為公司 i 年度 t 資產總額。 

(2) 投資報酬率 ( t,iD_ROA ) 

t,iD_ROA 為虛擬變數，當公司資產投資報酬率小於 0 者，其值為 1，否則

為 0；資產投資報酬率為稅後淨利除以期初資產總額： 

1t,i

t,i
t,i TA

EARN
ROA

−

=  

式中 t,iEARN 為公司 i 年度 t 稅後淨利， 1t,iTA − 為公司 i 年度 t-1 資產總額。 

(3) 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 ( t,iSTATUS ) 

t,iSTATUS 為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根據退休金會計處理，公司對於每年淨

退休金成本未作足額提撥的累積數額即為應計退休金負債。應計退休金負債愈

多的公司，表示以往未足額提撥退休金的數額愈大。本研究以應計退休金負債

衡量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再以股東權益市值平減，計算如下： 

t,i

t,i
t,i MV

NPL
STATUS =  

式中， t,iNPL 為公司 i 年度 t 報導的應計退休金負債， t,iMV 為公司 i 年度 t 股東

權益市值。  

(4) 盈餘變化 ( t,iECHG ) 

為了測試經理人是否透過會計方法的選用以達到損益平穩化的目的，本研

究參考 Godwin et al. (1996) 之研究，定義 t,iECHG 為虛擬變數，當公司盈餘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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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負值 (盈餘減少)，其值為 1，其他為 0。盈餘變化 CHANGE 為三年度 (包含

當年度， 2t −= 至 0t = ) 盈餘變化平均數： 

∑
−= −

−
⎟
⎠
⎞

⎜
⎝
⎛−

=
0

2t 1t,i

1t,it,i
t,i 3

1*
MV

EARNEARN
CHANGE  

式中 1t,iMV − 為公司 i 年度 t-1 股東權益市值，其餘變數定義如前所述。 

(5) 控制變數 ( t,iIND ， t,iSIZE ， t,iTSE ) 

最後，本研究使用產業別與公司規模兩變數為控制變數。 t,iIND 為產業別

虛擬變數，電子業其值為 1，其他為 0； t,iSIZE 為公司 i 年度 t 規模大小，以總

資產取自然對數來衡量； t,iTSE 為上市/上櫃公司別，上市以司其值為 1，上櫃

公司為 0。 

(二) 模式二 

從 Watts and Zimmerman (1978) 開始，許多文獻探討會計方法決策與公司特

質間的關聯。研究結果指出，會計決策受政治成本，債務契約與酬勞的影響。

然而大部份現存文獻未考慮財務報表效應大小在決策中所扮演之角色。Begle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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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nd Kumar 

(1994) 即使用公司特質與會計決策財務報表效應交互影響來檢視 SFAS 87 採用

時點的會計選用決策。本研究參考該文獻，考量公司特質與精算假設的財務報

表效應之交互作用。 

使用交互影響來解釋會計決策的原因如下：第一，會計決策的後果取決於

政治成本、債務契約、酬勞的相關成本是否存在，以及會計決策的財務報表效

應如何影響上述成本。因此，本研究預期決策的誘因共同地取決於決策的財務

報表效應以及公司特質 (政治敏感度、債務契約限制、酬勞契約計畫等)。使用

交互作用的第二個理由為：為了考量政治成本敏感度，債務契約與酬勞契約對

會計選擇的影響，所使用的公司規模、負債比率、以及獎酬計畫的存在與否等

衡量，可能只是遺漏變數的替代變數 (Ball and Foster, 1982; Watts and Zimm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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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使用上述衡量的研究結果可能有爭議。因此，本研究加入上述衡量與財

務報表效應的交叉項，可以幫助區別研究結果是符合假設的推論或者只是可疑

的關聯。為了更有力的測試 H2-1 至 H2-4，進一步的模式設定如下： 

t,i3t,i2t,i1t,i

94

93Y
Y0t,i STATUSD_ROALEVYRGDcon β+β+β+β= ∑

=

 

t,i7t,i6t,i5t,i4 TSEINDSIZEECHG β+β+β+β+  

)FE*D_ROA()FE*LEV( t,it,i9t,it,i8 β+β+  

t,it,it,i11t,it,i10 )FE*ECHG()FE*STATUS( ε+β+β+  (3-18) 

式中 t,iFE 為公司 i 年度 t 財務報表效應大小，設計為虛擬變數，依據樣本

公司員工平均服務年資由小到大排序並分成四等分後，當員工平均服務年資落

於排序資料最高 25%時，其值為 1，否則為 0；其餘變數定義如前所述。本研究

使用員工平均服務年資來衡量財務報表效應，公司員工平均服務年資愈大者，

延用舊制百分比愈大，表示透過精算假設來影響盈餘與應計退休金負債的程度

愈大，亦即財務報表效應愈大。因此，加入 t,iFE 與原有解釋變數的交叉項，應

該可以更清楚的檢測影響會計選用的因素。根據研究假說的推論，本研究預期

係數 8β 、 9β 、 10β 以及 11β 皆為負的。 

(三) 模式三 

企業為了減緩勞退新制的衝擊，勞退新制公布實施後，預期更有誘因操弄

精算假設。尤其是「五年足額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的規定，經理人更加有誘

因選用精算假設來降低提撥不足程度。為了測試研究假說 H2-5，模式設定如下： 

t,i3t,i2t,i10t,i STATUSD_ROALEVD_GDcon β+β+β+β=Δ  

t,i7t,i6t,i5t,i4 TSEINDSIZEECHG β+β+β+β+  

)FE*D_ROA()FE*LEV( t,it,i9t,it,i8 β+β+  

t,it,it,i11t,it,i10 )FE*ECHG()FE*STATUS( ε+β+β+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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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釋變數 D_)1(GDconΔ 為二分類變數，當 )1(GDconΔ 為正值或零時其值

為 1，否則為 0。勞退新制立法通過日期為 93 年 6 月 11 日，因此，本研究直接

觀察企業於 93 年度精算假設選用之改變，即可證實企業的精算假說是否因為勞

退新制的實施而有所改變，亦即 9293 )1(GDcon)1(GDcon)1(GDcon −=Δ 。同樣的，

D_)2(GDconΔ 亦為二分類變數，當 )2(GDconΔ 為正值或零時其值為 1，否則為

0， 9293 )2(GDcon)2(GDcon)2(GDcon −=Δ ；其他變數如前所述。如果勞退新制

公布實施後，退休金提撥不足程度與精算假設組合保守程度之關聯更強， 10β 預

期為負值。 

三、研究期間與資料來源 

勞退新制於 93 年 6 月 11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為了觀察勞退新制公布實

施前後，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與負債比率、資產投資報酬率、提撥不足程

度、盈餘減少等經濟因子的關聯，此部分研究以 90 至 94 年期間之全體上市及

上櫃公司為研究樣本，樣本公司必須包含本研究所須之完整資料。薪資水準增

加率、折現率、負債比率、資產投資報酬率、提撥不足程度、盈餘、公司規模、

薪資費用總額、以及淨退休金成本等財務資料取自 90 至 94 年度財務報表年度

報告以及 TEJ 資料庫，研究樣本篩選過程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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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樣本篩選－精算假設選用之誘因 

 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合計

Panel A: 全部樣本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 (非金融保險業)(90-94 年合計家數) 3,084 1,770 4,854
減：研究期間遺漏資料 (因 LEV、ROA_D、STATUS

等變數) 
(74) (23) (97)

減：研究期間遺漏資料 (因 ECHG 變數) (571) (958) (1,529)

研究使用樣本觀察值 2,439 789 3,228

Panel B: 每年樣本公司  

90 年度 374 69 443
91 年度 442 103 545

92 年度 500 143 643
93 年度 540 201 741

94 年度 583 273 856

90 至 94 年度樣本公司觀察值合計 2,439 789 3,228

表 3-4 顯示，90 至 94 年度全體上市、上櫃公司合計數為 4,854 個觀察值 (上

市公司 3,084 個；上櫃公司 1,770 個)，然而，因為 LEV、ROA_D、STATUS 等研

究變數資料遺漏，觀察值減少 97 個 (上市公司 74 個；上櫃公司 23 個)；復因

ECHG 變數係以觀察年度前三年度 (含當年度) 盈餘變化平均數來衡量，觀察值

又減少 1,529 個 (上市公司 571 個；上櫃公司 958 個)；最後，研究使用觀察值合

計為 3,228 個 (上市公司 2,439；上櫃公司 789 個)。  

基於研究假說測試之需要，模式一使用的樣本公司為 90 至 94 年全部觀察

值。其次，由於勞退新制公布實施日期為 93 年 6 月 11 日，勞退新制公布實施

後，員工方有選用新制的機會，公司才會開始考量員工選用新制比例 (員工平

均服務年資) 對於精算假設選用財務報表效應之影響，因此，模式二所使用的

樣本公司為 93 至 94 年度之觀察值。最後，直接觀察企業於 93 年度精算假設選

用之改變，即可證實企業的精算假說是否因為勞退新制的實施而有所改變，因

此，模式三使用的樣本公司為 93 年度之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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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精算假設選用之價值攸關性 

裁量行為對於資本市場之影響亦值得關注。會計數字裁量成份的定價可能

受到裁量行為誘因與經濟效果之影響。裁量行為之評價證據在本質上是重要

的，因為不僅可以顯示股價是否受到裁量行為影響，也可以得到間接證據，證

實其他團體是否也可以執行同樣的分解 (Beaver, 1998)。因此，本研究第三個議

題係探討退休金資產與退休金義務的價值攸關性，特別檢視投資人對於精算假

設選用的反應，亦即證實投資人是否可以看穿管理當局的操弄，是否根據公司

不同的精算假設選用來調整對於公司的評價，還是功能性固著於報導的會計數

字上。投資人與其他市場參與人對於受到裁量的財務報表如何看待是很重要

的，因為如果他們只接收到偏誤的資訊，而未能移除該偏誤對財務報導的影響，

資本市場的資源即無法達到有效地配置。 

一、退休金資訊攸關性相關假說 

國內有學者採用 Landsman (1986) 以及 Barth (1991) 類似之研究方法，來探

討我國退休金資訊之價值攸關性，實證結果並不一致。徐旻傾 (1996)、鄒怡萍 

(1996)、王素卿 (1997)、劉德齊 (1996) 以及詹朝貴 (1997) 發現部份退休金項目

具價值攸關性。但是，張仲岳、梁鈺涓 (2001) 的實證結果顯示，退休金資產及

三種給付義務之價值攸關性均不顯著，顯示投資人似乎並未以其作為評估公司

價值之一部份。因此，報導的退休金資訊之有用性仍有待商確，假說 H3-1 為： 

H3-1：公司報導的退休基金資產與退休金義務具價值攸關性。 

為了評估公司權益的市值，投資人必須考量退休金義務的評價。如果經理

人對於精算假設的選用是為了操縱財務報導而非經濟實質的反映，精算假設的

選用會影響報導的退休金義務，但卻不影響公司未來現金流量。投資人若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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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經理人的操弄，則在報導的退休金義務外，會根據精算假設的選用，調整公

司評價。如果公司對於精算假設的選用愈不保守，報導的退休金義務愈小，可

能小於公司實質的退休金義務。投資人若察覺此一關聯，則會依精算假設選用

之不保守程度調減公司評價。因此假說 H3-2 為： 

H3-2：給定報導的退休金義務下，當公司精算假設選用愈不保守，投資人

調減公司的評價愈多。 

上述假說 H3-2 可以測試精算假設的選用是否具有額外資訊內涵，但無法測

試投資人是否適切地根據精算假設選用對退休金義務之影響幅度來調整公司的

評價。當公司對於精算假設的選用愈不保守，報導的退休金義務愈小，可能小

於公司實質的退休金義務，公司似乎隱藏了部份的退休金義務。為了測試投資

人對裁量的退休金義務是否有所反映 (亦即在股價的關聯性研究中，測試裁量

的退休金義務之係數是否異於零，裁量的退休金義務之估計方法詳述於下節)，

因此假說 H3-3 為： 

H3-3：給定報導的退休金義務下，當公司裁量的退休金義務愈多，投資人

調減公司的評價愈多。 

報導的應計退休金負債與預計給付義務直接揭露於資產負債表與財務報表

附註，但是裁量的退休金義務則需要根據報導的退休金義務與精算假設選用來

估計。如果在股價的關聯性研究中，裁量的退休金義務之係數與報導的退休金

義務之係數相同，表示投資人似乎看穿經理人對精算假設的操弄，而對於裁量

的退休金義務與報導的退休金義務有相同的評價。測試裁量的退休金義務之係

數是否異於報導的退休金義務之係數，可以檢視投資人是否適切地根據精算假

設選用對退休金義務之影響幅度來調整公司的評價。因此假說 H3-4 為： 

H3-4：投資人對於裁量的退休金義務與報導的退休金義務之評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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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計退休金負債愈多的公司，表示以往未足額提撥退休金的數額愈大，五

年內足額提撥的壓力愈大。此外，行政院勞委會對勞退新制大量的宣告效果，

更加吸引投資人對於退休金資產、退休金義務等退休金資訊的注目。因此，預

期勞退新制公布實施後，退休金資訊更具價值攸關性，假說 H3-5 為： 

H3-5：勞退新制公布實施後，退休金資訊更具價值攸關性。 

二、退休金資訊評價實證模式 

本研究用股價關聯研究來評估退休金資訊的價值攸關性，亦即使用公司權

益市值對同期的退休金資訊作迴歸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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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資產負債表項目 (包含相關的附

註揭露) 的價值攸關性。 

(一) 模式一 

為了檢驗上述假說 H3-1 與 H3-2，模式一如下： 

t,i4t,i3t,i2t,i1

94

90Y
t,iY0t,i R_PBOFVPABVLBVAYRMVE γ+γ+γ+γ+γ= ∑

=

 

t,i9t,i8t,i7t,i6t,i5 INDSIZESALGROEPSGDcon γ+γ+γ+γ+γ+  

t,it,i10 TSE ξ+γ+  (3-20) 

t,i54t,i2t,i1

94

90Y
t,iY0t,i GDconR_NPLBVLBVAYRMVE γ+γ+γ+γ+γ= ∑

=

 

ti,t,i10t,i9t,i8t,i7t,i6 TSEINDSIZESALGROEPS ξ+γ+γ+γ+γ+γ+  (3-21) 

式中 

t,iMVE  = 每年度隔年四月底每股股價； 

t,iYR  = 年度虛擬變數，觀察值屬於年度 Y 時，其值為 1，否則為 0；

t,iBVA  = 每股非退休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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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VL  = 每股非退休金負債； 

t,iFVPA  = 每股退休基金資產公平價值； 

t,iR_PBO = 報導的每股預計給付義務； 

t,iR_NPL = 報導的每股應計退休金負債； 

t,iGDcon  = 公司精算假設組合 (薪資水準增加率與折現率綜合效果) 之
保守程度 

t,iEPS  = 每股稅後盈餘； 

t,iSALGRO = 銷貨收入成長率； 

t,iSIZE  = 規模大小，總資產取自然對數； 

t,iIND  = 產業別虛擬變數，電子業其值為 1，其他為 0； 

t,iTSE  = 上市櫃公司別虛擬變數，上市公司其值為 1，上櫃公司為 0。

式中除了 BVA、BVL、FVPA、PBO_R、NPL_R 以及 GDcon 等研究變數外，

並參考以前文獻加入 EPS、SALGRO、SIZE、IND 以及 TSE 為控制變數。MVE

為每年度隔年四月底的每股股價，以確保市場可以完整獲得並反映退休金揭露

資訊；其餘財務數用則為每年度年底財務報表數字。此外，MVE、BVA、BVL、

FVPA、PBO_R、NPL_R 以及 EPS 等變數係以每股金額來衡量，以減緩規模效

果 (scale effects) 對研究之可能影響。
18
式 (3-20) 與 (3-21) 的差別在於式 (3-21) 

中以 t,iR_NPL 取代 t,iFVPA 與 t,iR_PBO 。如果退休金資產、報導的預計給付義

務、報導的應計退休金負債具價值攸關性， 3γ 預期為正值， 4γ 預期為負值；如

                                                 
18 根據 Barth and Clinch (2005) 的 working paper，作者針對四種型態的 scale effects 作模擬分析，

使用 Ohlson (1995) 的評價模式，利用不同的模式設定 (未平減、股數平減、權益帳面價值平減、

報酬模式等四種)，透過比較不同模式之迴歸係數偏誤、平均平方差、正確拒絕率 (係數是否為

0)、以及迴歸判定係數 (R2)，以判斷模式設定於消除 scale effects 的表現績效。研究結果顯示，

在四種模式設定中，當研究資料具有 scale effects 時 (不論為何種型態)，以股數平減的模式設定

表現最佳。由於本研究的資料型態是否具有何種型態的 scale effects 未知，因此本研究作價值攸

關性研究時，使用股數平減的模式設定。此外，實證模式並使用 White (1980) 測試異質性，調

整報導標準誤與 t 值 (Barth and Kallapur, 1996)。 



 - 62 -

果公司精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度具價值攸關性， 5γ 預期為正值。 

(二) 模式二 

為了檢驗上述假說 H3-3 與 H3-4，模式二如下： 

t,i4t,i3t,i2t,i1

2005

2001Y
t,iY0t,i R_PBOFVPABVLBVAYRMVE γ+γ+γ+γ+γ= ∑

=

 

t,i9t,i8t,i7t,i6t,i5 INDSIZESALGROEPSX_PBO γ+γ+γ+γ+γ+  

ti,t,i10 TSE ξ+γ+  (3-22) 

t,i5t,i4t,i2t,i1

2005

2001Y
t,iY0t,i X_NPLR_NPLBVLBVAYRMVE γ+γ+γ+γ+γ= ∑

=

 

ti,t,i10t,i9t,i8t,i7t,i6 TSEINDSIZESALGROEPS ξ+γ+γ+γ+γ+γ+  (3-23) 

式中除了 t,iX_PBO 、 t,iX_NPL 外，其餘變數定義如上所述。 t,iX_PBO 與

t,iX_NPL 分別為裁量的 PBO 與 NPL，本研究參考 Hann et al. (2007) 的作法，分

別估計裁量的 PBO 與 NPL。首先承續式 (3-14)，報導的 PBO (PBO_R) 為： 

⎟
⎟
⎠

⎞
⎜
⎜
⎝

⎛

+

+
=

N̂

N̂

)d1(
)g1(

*)Base*SalaryN(R_PBO  

GD*)Base*SalaryN(=  (3-24) 

再以 *g 與 *d  (產業中位數) 取代 g 與 d (公司報導的)，估計 PBO 非裁量性部分 

(PBO_M) 如下： 

⎟
⎟
⎠

⎞
⎜
⎜
⎝

⎛

+
+

=
N̂*

N̂*

)d1(
)g1(*)Base*SalaryN(M_PBO   

*GD*)Base*SalaryN(=  

⎟⎟
⎠

⎞
⎜⎜
⎝

⎛
=

GD
GD*R_PBO

*

 (3-25) 

如果以非裁量性 PBO 來衡量公司的實質 PBO，則裁量性 PBO，亦即隱藏的 PBO 

( X_PBO ) 即可估計如下： 

R_PBOM_PBOX_PB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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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PBO
GD
GD*R_PBO

*

−⎟⎟
⎠

⎞
⎜⎜
⎝

⎛
⎟⎟
⎠

⎞
⎜⎜
⎝

⎛
=  (3-26) 

類似地， X_NPL 亦可估計如下：
19 

R_NPL
GD
GD*R_NPLX_NPL

*

−⎟⎟
⎠

⎞
⎜⎜
⎝

⎛
⎟⎟
⎠

⎞
⎜⎜
⎝

⎛
=  (3-27) 

式中 *GD 為年度 t 依據 *g 與 *d (產業中位數) 估計而得之薪資水準增加率與折現

率綜合效果；GD則為年度 t 依據 g 與 d (公司報導的) 估計而得之薪資水準增加

率與折現率綜合效果。如果裁量的預計給付義務以及裁量的應計退休金負債具

價值攸關性， 5γ 預期為負值；如果投資人對於裁量的退休金義務與報導的退休

金義務之評價相同，則 5γ = 4γ 。 

(三) 模式三 

為了檢驗上述假說 H3-5，模式設定四如下： 

t,i5t,i4t,i3t,i2t,i10t,i X_PBOR_PBOFVPABVLBVAMVE γ+γ+γ+γ+γ+γ=  

t,i10t,i9t,i8t,i7t,i6 TSEINDSIZESALGROEPS γ+γ+γ+γ+γ+  

)D*FVPA()D*BVL()D*BVA( 93t,i1393t,i1293t,i11 γ+γ+γ+  

)D*EPS()D*X_PBO()D*R_PBO( 93t,i1693t,i1593t,i14 γ+γ+γ+  

)D*IND()D*SIZE()D*SALGRO( 93t,i1993t,i1893t,i17 γ+γ+γ+  

ti,t,i20TSE ξ+γ+  (3-28) 

t,i5t,i4t,i2t,i10t,i X_NPLR_NPLBVLBVAMVE γ+γ+γ+γ+γ=  

t,i10t,i9t,i8t,i7t,i6 TSEINDSIZESALGROEPS γ+γ+γ+γ+γ+  

)D*BVL()D*BVA( 93t,i1293t,i11 γ+γ+  

)D*EPS()D*X_NPL()D*R_NPL( 93t,i1693t,i1593t,i14 γ+γ+γ+  

                                                 
19 應計退休金負債=退休金預計給付義務−退休基金資產公平價值±調整項目，精算假設選用會

影響預計給付義務以及部份調整項目 (退休金損益未攤銷餘額、補列之應計退休金負債等)，但

不會影響基金資產公平價值，為了方便估計，此處直接以應計退休金負債調整精算假設選用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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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D()D*SIZE()D*SALGRO( 93t,i1993t,i1893t,i17 γ+γ+γ+  

ti,t,i20TSE ξ+γ+  (3-29) 

式中 93D 為期間虛擬變數，屬於 93 年度 (含) 以後資料其值為 1，其他為 0，

其他變數如前所述。所有解釋變數再乘上年度虛擬變數，可以觀察勞退新制公

布實施前後，退休金資產、報導的預計給付義務、裁量的預計給付義務、報導

的應計退休金負債、以及裁量的應計退休金負債等變數價值攸關性之變化。如

果勞退新制公布實施後，退休金資訊的價值攸關性增加， 13γ 預期為正值， 14γ 與

15γ 預期為負值。 

三、研究期間與資料來源 

勞退制新於 93 年 6 月經立法院三讀通過，為了評估退休金資訊的價值攸關

性，以及勞退新制公布實施前後退休金資訊價值攸關性之改變，此部分之研究

以 90 至 94 年度之全體上市及上櫃公司為研究樣本，樣本公司必須包含本研究

所須之完整資料。每股非退休金資產、每股非退休金負債、每股退休基金資產

公平價值、報導的每股預計給付義務、報導的每股應計退休金負債、每股盈餘、

銷貨收入成長率、資產總額、精算假設等財務資料取自 90 至 94 年度財務報告

書；股價則為 90 至 94 年度期末的每股股價，研究資料來源皆為 TEJ 資料庫。

研究樣本篩選過程如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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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樣本篩選－精算假設選用之價值攸關性 

 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合計

Panel A: 全部樣本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非金融保險業)(90-94 年合計家數) 3,084 1,770 4,854

減：研究期間遺漏資料 (74) (25) (99)

研究使用樣本觀察值 3,010 1,745 4,755

Panel B: 每年樣本公司  

90 年度 539 203 742

91 年度 595 277 872

92 年度 622 350 972

93 年度 629 435 1,064

94 年度 625 480 1,105

90 至 94 年度樣本公司觀察值合計 3,010 1,745 4,755

本章研究設計包含三個研究議題假說的建立、實證模式設定、實證變數衡

量、研究期間以及資料來源。各研究議題之推論與理論依據、研究假說以及實

證模型彙總說明如圖 3-1 (實證假說架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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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新制股價效應

現金流量效果

損益效果(債務契約 )
潛在成本

(H1.1)股票報酬與退休金提撥率正相關 。

(H1.2)股票報酬與退休金提撥不足程度負
相關。

(H1.3)股票報酬與財務寬鬆度正相關 。
(H1.4)股票報酬與退休金成本率正相關 。

(H1.5)股票報酬與員工平均服務年資正相

關。

模式3-1、3-10
模式3-1、3-10

模式3-1、3-10
模式3-1、3-10
模式3-1、3-10

勞工退休金條例  (新制) 勞動基準法  (舊制)

現金流量、會計數字改變 精算假設選用之誘因

思考推論/理論依據 研究議題  (研究假說) 實證模型

精算假設選用誘因

債務契約、獎酬契約

提撥不足之成本、損
益平穩化

勞退新制之衝擊

(H2.1、H2.2)負債比率愈大、
投資報酬率愈小、愈可能選用較不保守的
精算假設組合。

(H2.3、H2.4)退休金提撥不足程度越大 、
盈餘減少時，愈可能選用較不保守的精算
假設組合。

(H2.5)勞退新制公布實施後，公司的退休
金提撥不足程度愈大，愈可能進一步降低

精算假設組合之保守程度。

模式3-11

模式3-11

模式3-18

市場是否看穿精算假設

效率市場假說
/機械性假說

(H3.1)退休基金資產與退休金義務具價值

攸關性。
(H3.2)精算假設選用愈不保守，投資人調

減公司的股價愈多。
(H3.3)隱藏的退休金義務愈多，投資人調

減公司的股價愈多。

(H3.4)投資人對隱藏的退休金義務與報導
的退休金義務之評價相同。

(H3.5)勞退新制公布實施後，退休金資訊
更具價值攸關性。

模式3-20、3-21

模式3-20、3-21

模式3-22、3-23

模式3-22、3-23

模式3-28、3-29

 

圖 3-1  實證假說架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