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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目的在整理過去國內外相關文獻，俾以為本研究建立理論與實

證分析模型。以下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為與盈餘管理有關之文獻，其次

整理與盈餘品質相關之文獻，最後是與本益比攸關之文獻。 

第一節 盈餘管理之相關文獻 

     公司管理者進行盈餘管理，大多利用會計原則之選擇或裁決性應計項

目來操縱盈餘，以達到維持股價或其他的自利目的。本研究係從裁決性應

計項目的角度來分析盈餘管理行為，因此本節將針對探討盈餘管理之文獻

作一番回顧。 

一、Healy (1985) 

    Healy係以 1980 年上市公司中前 250大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管理當

局在會計基礎的紅利計劃下，是否嘗試藉由操縱應計項目與會計方法，以

使其本身的紅利極大化。Healy認為會計盈餘係來自營業活動產生之現金流

量與總應計項目兩者所組成，並將應計項目分為裁決性與非裁決性應計項

目兩部份，其中裁決性應計項目是管理階層可操控的部分。他並假設非裁

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為隨機漫步（random walk），故預期非裁決性應計項目

之變動為零。Healy歸納其研究結果，發現紅利計劃的存在不一定會導致管

理階層選擇增加本期盈餘的會計方法，但當企業紅利計劃設有上下限時，

若企業營業發生嚴重虧損，管理階層傾向採用會降低盈餘的會計方法（take 

a bath），以確保未來的盈餘；若企業年度盈餘超過紅利上限，則管理階層

傾向採用能將盈餘遞延至下期的會計方法，以增加未來的盈餘。其研究模

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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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eAngelo (1986) 

    DeAngelo藉由探討當管理階層進行下市收購 ( management buyout ) 

時，是否會經由盈餘管理方式，操縱財務報表所揭露的損益資訊，影響公

司股票價格使之下跌，以達到減少股票收購成本的目的。DeAngelo修正

Healy (1985) 之模型，同樣以衡量公司調整應計項目的方法，進行推論的

探討與研究；以 1973-1982 年間進行管理當局下市收購的公司為樣本，並

假設非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為隨機漫步，故預期非裁決性應計項目之變

動為零，而所有總應計項目之變動則為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即管理階

層可操縱的部份。惟 DeAngelo的實證結果並未支持其推論假設。作者推論

其原因可能在於收購行動開始之前，股東會聘請外部獨立的投資顧問仔細

評估公司的真實價值，管理當局害怕操縱盈餘行為遭外界察覺，因而降低

了利用應計項目進行盈餘管理的可能性。其研究模型如下： 

:第 t期裁決性應計項目 

:第 t期非裁決性應計項目

:第 t期淨利 

:第 t期來自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第 t期總應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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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ones (1991) 

    Jones承續 Healy(1985)與 DeAngelo(1986)的觀念，使用衡量公司調整

應計項目的方法，探討美國國內面臨開放進口壓力的產業，是否於美國國

際貿易協會 (ITC) 進行相關貿易保護調查的期間內，利用調整應計項目降

低帳面盈餘的方式進行盈餘管理，以利於政府制定保護國內產業貿易政策

的實行，達到限制進口貿易的目的。大部分的案例中，進口保護的增加，

將造成國內消費者、國內進口商與國外供應商的財富，轉移到國內受保護

生產者的現象。國內生產者的代理商不會因為受進口保護而有間接的傷

害，反而可能從中獲利。由於受查公司的管理當局會因進口保護而受益，

因此會有誘因來操控盈餘。 

    Jones以 1980-1985 年間美國國際貿易委員會完成調查的 23家公司為

研究對象，進行研究分析。Jones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面臨開放進口壓力

的國內產業公司，確實於 ITC調查期間內，利用應計項目進行盈餘管理來

降低帳面盈餘的現象，顯著驗證其假設。 

其研究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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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t 期總應計項目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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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tTA                    

                tREV∆  

                1−tA  

                tPPE  

                 t  

由於收益項目可以客觀衡量公司操縱盈餘前的營運成果，因而用以控制公

司所處經濟環境；納入總資產、廠房及設備變數來控制總應計項目和非裁

決性折舊費用的比例。為降低應計項目預期模型中殘差的異質性，所有變

數都以期初總資產加以平減。 

四、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 

    DeFond and Jiambalvo 研究在 1985-1988 年間違反債務契約的 94家公

司，在面臨可能違反債務契約的情況下，是否利用調整應計項目增加帳面

盈餘方式進行盈餘管理，以減低公司違約的可能性。DeFond and Jiambalvo

運用 Jones (1991)所提出的迴歸模型，同時採用縱斷面（個別公司的歷史資

料）及橫斷面（同產業資料）的資料，分別估計個別公司應計項目的正常

水準，其與實際應計項目的差額為異常應計項目。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公

司在違約的前一年，其異常的總應計項目與營業有關的異常應計項目顯著

地為正值，表示面臨可能違反債務契約的公司管理者，確實會刻意調整應

計項目，提高帳面盈餘，以降低公司遭受違反債務契約告訴之可能性；違

約當年度，異常的總應計項目及與營業有關的異常應計項目均為負值，與

研究假設不符，作者究其原因，可能是選樣偏誤或是樣本中包含有更換管

理階層及會計師提出違反繼續經營假設之保留意見的公司，此二類公司將

:第 t期之總應計項目 

 :第 t-1期到 t期的銷貨收入變動； 

 :第 t 期期初總資產 

 :第 t 期折舊性資產總額； 

 :樣本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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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於具有負的異常應計項目，因此影響研究結果。 

五、張文瀞、周玲臺、林修葳 (2003) 

    三位學者以民國 80 年至 86 年為研究期間，進行內部人持股連續變動

的公司其盈餘管理行為特性之探討。文獻資料顯示，管理者可基於自立動

機從事投機性盈餘管理，亦可基於溝通訊息而從事訊息發放性盈餘管理，

故研究中以內部人持股連續變動的公司為對象，檢測投機性與訊息發放盈

餘管理之顯著性。實證研究先區隔極有可能從事投機性盈餘管理之公司與

極有可能從事訊息發放性盈餘管理之公司，再測試其盈餘管理之特性。研

究結果顯示，內部人持股減少的公司基於公司經濟實質之重大變動，於持

股減少年度會從事投機性盈餘管理，降低盈餘之價值攸關性，並延緩一年

會計盈餘的下降；持股增加的公司基於經濟實質並無重大變動，裁決性應

計數之變動幅度甚小，故較看不出盈餘管理之顯著性。 

七、王脩斐（1996） 

    王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評估現有文獻中，用來偵測盈餘管理行為之各

種應計模型的績效，透過模型間的比較，推論出何種模型較適合國內盈餘

管理之研究。該研究以民國 79 年 9月至 84 年 6月間於台灣證券交易所上

市的 90家公司，1800個觀察値為研究對象。研究中所使用之樣本單位為公

司-季的型態，樣本共分為三類： 

1. 隨機抽取之樣本。 

    2. 具有極端財務績效之樣本。 

    3. 人為操弄應計項目之樣本。 

實證研究設計方面主要由顯著水準（level of significance）及檢定力（power）

兩方面著手，分別評估 Healy、DeAngelo及 Jones三種估計可裁決性應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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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模型的相對績效。實證結果顯示： 

1.在隨機樣本中，各模型所對應之真實顯著水準與檢定時所設定的顯著

水準間，均無顯著差異。各模型所估計而得之迴歸係數之標準差均太大，

顯示各模型對可裁決應計項目的估計均存衡量誤差，尤以 DeAngelo模型最

為嚴重。 

2.在具有財務績效之樣本中，各模型所對應之真實顯著水準與檢定時所

設定的顯著水準間，具有明顯的差異，顯示其無法有效控制財務績效與應

計項目間的關聯，以致於造成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衡量誤差。 

3.在人為操弄的樣本中，當操弄數額為前期總資產的 10%時，各模型

拒絕虛無假設的比率均不高，顯示其檢定力偏低。就整體而言，Healy與

Jones模型的檢定力較高，DeAngelo模型的檢定力則顯著較低。 

第二節 盈餘品質之相關文獻 

    由於本研究係以我國上市公司中本益比持續性地較產業平均數偏高或

偏低的公司為樣本，探討其盈餘管理行為之特性，而對於盈餘管理特性之

剖析，是從盈餘品質著手，故本節彙整與盈餘品質相關之文獻。盈餘品質

的觀念，早在 1930 年代的美國即已被提出，而到了 70 年代末期，由於價

值導向的投資策略抬頭，分析師為了求算股票的真實價值（intrinsic value），

必須預測公司的盈餘表現，公司的盈餘品質才逐漸受到重視。然到底如何

評定「盈餘品質」，各方看法不儘相同，以下即整理有關盈餘品質的研究： 

一、Penman and Zhang (2002) 

    Penman and Zhang以 1976 年至 1995 年為研究期間，二階 SIC產業代

碼公司為樣本，探討在穩健會計原則下，投資額增減對盈餘品質的影響。

研究顯示，投資額增加會減少帳面盈餘並產生盈餘保留數；減少投資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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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釋出這些保留數，增加帳面盈餘。若投資額的變化是暫時的，則帳面盈

餘會出現短暫的起伏，因此無法作為未來盈餘的良好指標。Penman and 

Zhang認為，若當期盈餘為未來盈餘之良好指標，則當期帳載盈餘具有良

好品質特性，換言之，盈餘持續性越高，代表盈餘品質越好。 

二、Kormendi and Lipe (1987) 

    Kormendi and Lipe研究盈餘持續性與盈餘反應係數之橫斷面相關性之

探討。依 Kormendi and Lipe的定義，「盈餘持續性」為目前未預期盈餘對

未來盈餘期望值的修正程度。如果該影響程度越大，則盈餘持續性越大。

作者以一次差分之二階自我迴歸時間序列模型估計各公司的盈餘持續性，

並以三種不同的統計方法檢定盈餘持續性與盈餘反應係數的關係： 

    1.計算其積差相關係數與等級相關係數。 

    2.以普通最小平方法估計迴歸模型之係數。 

    3.以加權非線性最小平方迴歸式估計係數。 

由 1947至 1980 年間有完整股價與年盈餘資料的 145家公司的研究結果，

不論採用何種統計方法，盈餘持續性與盈餘反應係數都具有顯著正相關。 

三、Sloan（1996） 

    Sloan認為當期盈餘之持續性會隨應計金額之增加而遞減，隨現金流量

之增加而遞增，且股價無法充分反應盈餘組成項目中，應計項目和現金流

量持續性之不同。Sloan以 1962-1991 年間 40,679筆公司-年度觀察值為樣

本，測試當期盈餘在次期之持續性。研究結果發現，現金流量部份之盈餘

持續性高於應計項目之盈餘持續性，而投資人固著於盈餘之外在表象，無

法完全地區分出盈餘中應計及現金流量項目乃具有不同的特性與資訊內

涵，顯示市場之無效率。此外，盈餘中有較高的應計項目時，在未來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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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時會有負的異常報酬。 

四、Subramanyam（1996） 

    Subramanyam以 1973-1993 年間 2808家公司，共 21135筆觀察值，探

討市場對裁決性應計項目之評價。其研究核心為管理者是否會選擇裁決性

淨應計項目傳遞訊息，抑或他們的選擇是屬於投機性的。Subramanyan認為

可裁決性淨應計項目幫助： 

    1.解釋同期的股價波動。 

    2.預測現金流量及盈餘。 

    3.預測股利變動。 

    4.增加盈餘的持續性及可預測性。 

在衡量方法正確的前提下，裁決性淨應計項目會被管理者用來傳遞會計盈

餘隱含的訊息。Subramanyan研究中認為裁決性淨應計項目是具有資訊內涵

的，雖然他們相較於非裁決性應計項目及營運現金流量所能傳達的資訊內

涵較少。研究結果發現，盈餘對於股價報酬之解釋力，較非裁決性應計項

目與營業活動現金流量為佳，此乃由於裁決性應計項目傳遞了公司價值攸

關的訊息。此外，公司普遍有盈餘平穩化的現象，透過盈餘平穩化可以減

少盈餘變異性並改善盈餘之持續性及可預測性。另外，裁決性應計項目確

實可以傳遞有關未來獲利性的私有資訊，並與未來的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非裁決性應計項目及盈餘具有顯著正相關，亦與未來股利變動具有顯著正

相關。 

五、Xie（2001） 

    Xie以 1971-1992 年間 7,506家公司，共 56,692筆公司-年度觀察值為

樣本，利用 Jones model 估計異常應計項目，並採用Mishkin test與套利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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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組合來測試探討股價能否合理反映異常及正常應計項目之盈餘持續性。

其研究結果發現，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之持續性最高，異常應計項目之持續

性最低，且顯著異於正常應計項目之持續性，顯示應計項目之持續性較低

係歸因於異常應計項目所致。其研究結果亦顯示，市場會低估營業活動現

金流量之盈餘持續性，高估正常應計項目及異常應計項目盈餘持續性，且

對於異常應計項目盈餘持續性的高估甚於正常應計項目。 

六、劉賢修（1994） 

    劉君藉由盈餘數字中操縱變數與盈餘反應係數（ERC）關係的檢定，

探討台灣證券市場對於不同程度應計項目操縱下盈餘資訊品質的反應。劉

君認為，過去台灣股價變動與盈餘資訊關聯性的研究多假設反應係數為固

定常數；但此關聯性之存在，實際上是公司本質與盈餘數字特質的函數，

代表盈餘品質變數的任意性應計項目之變動可能就是其中一項。作者之研

究中以民國 72至 81 年國內公開上市公司為樣本，透過簡單、複迴歸進行

分析，推論股價變動與盈餘，應計項目操縱與 ERC的關係。實證結果顯示，

台灣股票市場之盈餘資訊的確具有資訊內涵，然而此資訊內涵會隨著時間

的經過逐漸遞減。此外，投資人可分析出營業外所得為盈餘組成中的暫時

性因素，以反映盈餘真正的資訊內涵。就任意性應計項目而言，營業外項

目對 ERC的影響大於與營業有關的項目，若以任意性應計項目之變動作為

盈餘品質的代理變數，則盈餘品質應是決定 ERC的變數。 

七、劉博文 (1996) 

劉君以民國 77 年到 82 年底為研究期間，149家公司為樣本進行研究。 

研究中採用國外證券分析師常用之八項盈餘品質指標，配合盈餘非預期之

成長，研究與盈餘品質攸關之訊息是否具有解釋股票報酬之能力，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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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品質與股價關係的直接佐證，並分析盈餘品質與盈餘反應係數之關聯

性，研究是否盈餘品質較好的公司會有較高的盈餘反應係數，再根據不同

的總體經濟環境，檢視各種盈餘品質指標之相對重要性，調整盈餘品質指

標之權重，以更真確地反映公司整體的盈餘品質。最後將結果轉換成投資

策略，形成投資組合，衡量投資組合績效，並分析該策略所承擔之風險，

以探討是否可獲得超額報酬。研究結果顯示，盈餘品質的好壞會影響盈餘

反應係數，盈餘品質較好之公司具有較大的盈餘反應係數，也就是股價反

應盈餘非預期成長之幅度較大。另外，研究中所用的資訊全部是公開的財

務報表資訊，卻仍能解釋股票未來的報酬，顯示公開資訊仍有一定的訊息

內涵存在。 

第三節 本益比之相關文獻 

    本益比是評估股價常用的工具之ㄧ，在其他情況不變下，獲利能力高

的公司其股票自然較有價值，投資人亦較願意支付較高的價格購買。然而

影響本益比的因素有很多，以下對前人有關本益比之研究做一彙總： 

一、Basu（1977、1983） 

    Basu以 1956至 1969 年美國 NYSE 500家上市公司之股票為樣本，探

討本益比效果是否存在以及資本市場的效率性。作者以本益比高低將樣本

分為 5個投資組合，以迴歸分析及 t檢定進行市場線理論的分析。其研究

結果發現，本益比具有資訊內涵、與報酬率的變動呈負相關，且低本益比

投資組合有超常報酬。此外，Basu在 1983 年之研究中認為本益比效果存

在，且本益比效果包含規模效果。 

二、Beaver and Morse（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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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ver and Morse認為各公司本益比高低之差距是由於本益比中包含

的暫時性盈餘所造成的，因此，在效率市場的假說下，長期而言，本益比

會有平均數復歸1（mean-reverting）的現象。該研究將樣本公司依各基期本

益比之高低建構 25組合計算基期與後續年度各組合的本益比中位數，並以

樣本數加權平均後，發現高低本益比組合之間的差距將隨時間而逐漸縮小

並漸趨於平均數上下，作者認為這項結果暗示各公司本益比的差異是某些

因素造成的，而暫時性盈餘則是其中之ㄧ。其次，Beaver and Morse亦指出，

本益比較高的投資組合，當年度的盈餘成長率較低，後續年度的盈餘成長

率較高；顯示樣本公司的本益比與當年度的盈餘成長呈反向關係，而與後

續第一年的盈餘成長呈正向關係。此外，作者認為風險因素亦會影響本益

比，並假設市場因素會透過系統風險對個別股票造成影響。研究中指出當

市場整體有正的暫時性盈餘時，風險係數較高的公司受市場因素影響較

大，會有較高的暫時性盈餘且本益比較低，因此本益比與風險係數是呈反

向關係。反之，當市場有負的暫時性盈餘時，風險係數較高的公司受市場

因素影響較大，會有較高的負暫時性盈餘且本益比相對較高，因此本益比

與風險係數是呈正向關係。最後，作者以益本比作為應變數，以風險係數

及後續三年的盈餘成長率作為自變數，進行迴歸分析，實證結果支持風險

係數與盈餘成長對本益比有顯著的解釋能力。 

三、韓孝君 (1995) 

    韓君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本益比與盈餘成長以及風險係數之關係，研

究中以 Beaver and Morse (1978) 之研究方法為架構、國內上市公司民國 70

                                                 
1由於會計盈餘的雜訊與偏差，造短期間內暫時性盈餘的發生，使得公司間的本益比呈現

高（負的暫時性盈餘）低（正的暫時性盈餘）之差異。負的暫時性盈餘造成短期內公司之

本益比較其他公司高，然而，由於在效率市場假說下，股價是反映所有可獲得的資訊，亦

即任何會計盈餘的操縱、暫時性盈餘的產生應不會影響公司的股價，且長期而言，由於會

計盈餘有迴轉的效果使得本益比會變小，高本益比的現象隨著盈餘之迴轉而逐漸趨於平

均。反之，低本益比公司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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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至 82 年之財務資料為樣本，進行實證研究。該研究之第一部份主要是研

究本益比與盈餘成長之關係，相關係數分析與中位數分析之實證結果指出 

，由於暫時性盈餘之存在，本益比與當年度盈餘成長率呈反向關係，而與

次年度盈餘成長率呈正向關係。第二部分透過現金流量成長與股價對現金

流量比率，探討會計盈餘與現金流量隱含的資訊是否存在著差異，而研究

結果支持現金流量與會計盈餘有相似的資訊內涵。 

四、黃浩平（1996） 

    黃君以台灣股票市場盤整期（民國 71 年至 74 年底）、上漲期（民國 74

年至 78 年底）及下跌期（民國 78 年至 81 年底）為研究期間，並以益本比

與市場價值為應變數，採 11種解釋變數，先進行皮爾森相關分析，再進行

多元迴歸分析，其益本比為應變數之實證結果為： 

    1.盤整期時，益本比與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有正相關，而與毎股年度稅

後盈餘標準差或每股單季稅前純益標準差的變動有負相關。 

    2.上漲期間模型均不顯著。 

    3.在下跌期間，益本比與金融信託機構法人持股比率及股票股利的變動

有正相關，而與非金融信託機構法人持股比率的變動有負相關。 

五、祝豪傑 (1998) 

    祝君以民國 75 年至 85 年間台灣上市公司之股票為樣本，採迴歸分析

法實證研究探討益本比（本益比之倒數）與超額報酬率間的關係，以及在

不同期間及不同產業下，益本比與超額報酬率的關係。作者最後以營業成

長率、毛利率及公司規模三個自變數，研究其對超額報酬率的影響。研究

結果為： 

    1.預期益本比、歷史益本比與超額報酬率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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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股價上漲期間，預期益本比對超額報酬率的解釋力較強；在股價下

跌期間，以歷史益本比最有解釋力。 

    3.在大部分的產業下，預期益本比與超額報酬率仍呈正相關。 

    4.成長率、公司規模對超額報酬率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而毛利率與超

額報酬率的關係，呈現負相關。 

六、張文瀞（2003） 

    張君以台灣上市公司 83 年至 89 年期間，本益比連續三年變動的公司

為樣本，採橫斷面版本的 Jones model探討本益比變動公司的盈餘管理特性

與後果。作者將樣本公司分成三組，一組為本益比連續三年增加，第四年

不增反減的公司；一組為本益比持續三年下降，第四年不減反增的公司，

另一組為其他公司，研究方法乃採相對比較作法，即測試經歷數年的本益

比成長（衰退）後，卻首次出現本益比趨勢逆轉的公司，相對於其他公司

之增額影響。實證結果顯示，首次出現本益比下降的公司，管理者會利用

裁決性應計項目，增加會計盈餘的持續性與價值攸關性，而裁決性應計項

目與公司未來績效具有正向關聯性，並減低了市場對盈餘資訊的錯誤評價

程度，符合訊息發放性盈餘管理的預測。相對地，首次出現本益比上升的

公司，其盈餘管理特性則截然相反，裁決性應計數的持續性會較低，減少

盈餘之價值攸關性，且與公司未來績效呈負相關，低落的盈餘品質並未減

緩盈餘資訊被錯誤評估的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