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假說 

 

我國第二十二號財會公報及美國第一○九號財會公報，皆認為應將營業虧損

扣抵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之一種（a deferred tax asset，以下簡稱 DTA），在帳

上所認列的 DTA必須評估該其以後年度迴轉之可能性（是否超過 50%實現之機

率，more likely than not1），有任何負面證據顯示 DTA「50%之機率以上」無法實

現時，應就可能無法實現的部分認列「備抵評價」的科目，以降低 DTA 的帳面

價值。 

 

根據我國《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2規定，符合前五年發生之營業虧損扣除

規定的公司，在計算本期純益額時，得將前五年發生的營業虧損自純益額中扣除

後，再行計算應納營利事業所得應納稅額，這是在公司當年度有課稅所得時的作

法，且應同時減少會計帳上上期已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而尚未抵減的「營業虧

損扣抵數」（所得稅影響數）。另一方面，當公司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額，其稅務上的本期純益（損）額為負數時，亦即公司發生依該法計

算的「營業虧損所得額」時，得將此「營業虧損所得額」保留至以後五年內有課

稅所得中予以抵減之，並於公司的財務報表的附註中揭露其項目及金額；在公司

                                                 
1 「是否超過 50%實現之機率」為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用語，「more likely than not」則為美國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用語。有學者認為我國公報有明確指出 50%以上未實現的或然率，故與美國
公報定義不同，但備抵評價科目之有無及金額多寡，皆係公司管理階層對負面證據所為裁量之

決定，而外部查核人員據以作出專業上的查核意見。 
2 我國「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但公司組
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如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五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

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當年度發生稅務上的「營業虧損所得額」時，依我國第二十二號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的規定，應依適當的稅率（目前稅率為 25%3）計算「所得稅影響數」，認列為

帳上的遞延所得稅資產組成項目之一，且與以前四年任一年度發生「營業虧損所

得額」的「所得稅影響數」累積合計之。再者，「營業虧損扣抵額」（所得稅影響

數）既為遞延所得稅資產組成項目之一，亦應依預期實現期間的長短，劃分成流

動或非流動項目，且評估其以後年度的可實現性，認列其備抵評價金額。 

 

在「營業虧損扣抵額」的備抵評價方面，顯與一般財務會計和稅務會計上認

列時點所造成的暫時性時間差異考量不同，其迴轉年度不超過五年，且並無一定

迴轉的時間和金額之規律，其完全視公司在以後可資抵減年度可否產生足夠的課

稅所得而定，若在可資抵減的年度未能使用殆盡即失其效益。由於會計年度截然

劃分，使得公司在一課稅年度內計算有所得即要繳稅，但若另一課稅年度有虧損

卻不退稅的情形殊不合理，我國立法者在平衡情理而訂立的法律條文中，僅允許

公司在以後年度有課稅所得時得將以前年度發生的營業虧損額予以減除4，抵減

有一定的年限係著眼於法的安定性，但可否退還以前年度所繳的稅額以及一定年

限的長短則容有討論的餘地，因非在本文研究範圍，故在此不論。由於我國稅法

規定，當年度發營業虧損的公司不得選擇退還以前年度已繳的稅額，僅能將其留

存沖抵以後五年的課稅所得額，以減少公司以後年度應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由此可知，營業虧損扣抵數能「節省」（減少）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現金支出，係

具有未來經濟效益的資產性質，其金額多寡自與公司股價有一定的關聯性。 

 

此外，就稅務上的考量，當公司同時有「營業虧損扣抵」及「所得稅抵減」，

                                                 
3 為便利計，可忽略營利事所得稅的累進稅額（一萬元），在計算公司應納營利事業所得額時再
予整體的考量即可。 

4 美國《內地稅法》的規定，公司可以選擇將當年度的營業虧損前抵(carryback)三年，後抵
(carryforward)十五年，即在以前三年已繳的稅額內退稅，有餘額則留抵以後年度（十五年為
限），或在以後十五年內抵減所得稅額，這均較我國《所得稅法》僅能後抵五年來得自由且期

限較長。 



其使用的前提是要有課稅所得。公司當年度發生營業虧損，即表示無課稅所得，

而帳上未逾期的「營業虧損扣抵」及「所得稅抵減」自是不能使用，而造成「營

業虧損扣抵數」的增加，在一般非歸類為新興產業的公司，可能傾向減少「所得

稅抵減」之取得，而使用帳上的「營業虧損扣抵數」。有課稅所得的情況下，首

先會考量使用最後一年度可以全數抵減的「所得稅抵減」（其他有效年度僅能抵

減應納稅額二分之一），除此之外，實務上會較傾向使用「營業虧損扣抵」，一方

面可全數扣抵，一方面可減少企業的所得額，減少來年九月暫繳稅額所造成的資

金運用的限制。是故，在「營業虧損扣抵」及「所得稅抵減」搭配的應用上，到

期時間、稅額計算及金額大小是考量的因素。「營業虧損扣抵」是否優先於「所

得稅抵減」？前者是否較後者更有稅務上及財務上的影響和意涵？這些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問題。 

 

營業虧損扣抵 DTA 能減少未來所得稅之支付，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資產性

質，故一公司帳上營業虧損扣抵 DTA 金額愈大，其股價應有正相關，故建立第

一個假說： 

 

H1: 營業虧損扣抵 DTA與股價呈現顯著正相關。 



 

營業虧損扣抵 DTA本期之變動數（增加數）5，表示當年度發生營業虧損（扣

抵 DTA），致使帳上已有的上期未使用之營業虧損扣抵 DTA及所得稅抵減 DTA

不能使用，對當期為一不利消息，故建立假說二： 

 

H2: 營業虧損扣抵 DTA當期變動數與股價呈現顯著負相關。 

 

  欲補充說明營業虧損扣抵 DTA當期變動數為「正」（即本期發生營業虧損）

而實際上為負6，但實際上當年度確有發生營業虧損（扣抵 DTA）；另外，包含今

年度在內發生營業虧損未使用有餘額之年度愈多，表示未來可能繼續發生營業虧

損，或無足夠的課稅所得可資抵減，故建立假說三： 

 

H3: 當年度發生營業虧損扣抵 DTA，及有效抵減年度發生連續或多次的營

業虧損（扣抵 DTA），與股價呈現顯著負相關。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根據 Amir and Sougiannis (1999)及林松宏(2004)的實證模型，發展出以下本

研究的實證模型：  

 

模型一：（基本模型） 

Pit = α0 + α1ADTit + α2VAit + α3 NOLCFit + α４ITC it, +α5Dit,i  

+α６ABVit + α７AEit +εit 

                                                 
5 營業虧損扣抵 DTA本期之減少數，可能代表今年使用以往年度的營業虧損扣抵 DTA及所得稅
抵減 DTA，而使得本期減少所得稅支出，對股價而言，乃一好消息，故與股價負相關。 

6 本期發生營業虧損，但營業虧損扣抵 DTA當期變動數為負，這可能是因為逾期未使用 



 

  模型一將遞延所得稅（資產和負債）拆成「調整後遞延所得稅」(ADT)、「備

抵評價」(VA)、「營業虧損扣抵 DTA」(NOLCF)及「所得稅抵減 DTA」(ITC)，

主要欲觀察「營業虧損扣抵 DTA」(NOLCF)的值是否與應變數「股價」(P)顯著

正相關，以驗證假說一是否成立。另外，此外，以調整後普通股權益帳面價值

(ABV)、異常盈餘(AE)及產業別(Di)當作控制變數，上述三者乃非稅因素，屬財

務因素，預期調整後普通股權益帳面價值(ABV) 愈大、異常盈餘(AE)愈大及屬

高科技產業別(Di=1)之公司，其股價表現愈好，三者與呈現正相關。另三個遞延

所得稅項目，「調整後遞延所得稅」(ADT)、「備抵評價」(VA)及「所得稅抵減

DTA」(ITC)，「調整後遞延所得稅」(ADT)當資產大於負債（淨資產）時則與股

價呈現正相關，但負債大於資產（淨負債）時則與股價負相關，而「備抵評價」

(VA)乃評價 DTA之科目，其金額大小須與 DTA一併考量方有意義，故上述兩者

不予預測方向；至於「所得稅抵減 DTA」(ITC)與「營業虧損扣抵 DTA」(NOLCF)

同為「資產」性質，故預測與股價呈現正相關。 

 

模型二：（延伸模型） 

Pit = α0 + α1ADTit + α2VAit + α3 NOLCFit + α４ΔNOLCFit + α5 ITC it 

+α6ΔI TC it, + α7 ABVit + α8 AEit +α9 Dit,I  +εit 

 

  模型二加入了「營業虧損扣抵變動數」(ΔNOLCF)及「所得稅抵減變動數」

(ΔITC)，主要欲觀察「營業虧損扣抵變動數」 (ΔNOLCF)是否與應變數「股價」

(P)顯著負相關，以檢驗假說二。「所得稅抵減變動數」與「營業虧損扣抵變動數」

同性質，故加入此一變數，且預期其與股價亦為負向變動關係。 

 

模型三：（延伸模型） 

Pit = α0 + α1ADTit + α2VAit + α3 NOLCFit + α4 ΔNOLCFit + α5 ITC it, 



+α6ΔI TC it + α7 ABVit + α8 AEit +α9Dit,n +α10Dit,I +α11Dit,l + εit 

 

模型三加入了「當年度發生營業虧損虛擬變數」(Dl) 及「營業虧損扣抵有效

年數虛擬變數」(Dn)，主要欲此二變數是否與應變數「股價」(P)顯著負相關，以

檢驗假說三。 

 

本研究擬以 SAS 9.1版、SPSS 10.3中文版及 Eviews 3.0版等統計應用軟體

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其中，敘述性統計分析係研究各變數的樣

本總數、平均數、標準差、最小值與最大值，以瞭解各變數的特性。此外，為檢

定多元迴歸分析待解釋應變數與所有自變數間是否有顯著統計關係存在，以 t統

計量(t statistics)、p值(p-vaule)以及調整後判定係數(Adj-R2)等作為檢定，以檢測

迴歸係數是否顯著異於零，以及分析模型整體的解釋能力，另外亦作個別變數間

Pearson相關係數的分析。 



 

第三節 變數的定義與衡量 

 

除股票巿價(Pit)為應變數、調整後權益帳面值(ABVit)與異常盈餘(AEit)為控

制變數外，其餘各項均係用以解釋應變數的自變數。 

 

(1) 股票巿價(Pit) 

Pit為公司 i在 t期的股票巿場價格，該股價係取自於公司會計年度結束後的

第四個月月底。股票巿價不取自於年底股價，而係取自於會計年度結束後的第四

個月月底，這是因為依我國法令規定，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年度財務報表，須於

會計年度終了後的四個月內向證期會申報並公告之，而在此時之際公司外部使用

者（例如股東、投資人）方能知曉年度財務報表附註所揭露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與負債）內容。 

 

(2) 調整後遞延所得稅(ADTit) 

ADTit為公司 i在 t期的不含營業虧損扣抵數(NOLCFit)、所得稅抵減數(ITCit)

且加回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VAit)之總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7，除以期末

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 

 

(3) 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VAit) 

  VAit為公司 i在 t期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科目，除以期末普通股流通

在外股數。此為公司管理階層在評估遞延所得稅資產的實現可能性，若有任何負

面證據顯示遞延所得稅資產「50%之機率以上」無法實現時，應考慮設置遞延所

得稅資產的備抵評價科目，以降低遞延所得稅資產的帳面價值。 

                                                 
7 總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係指上述調整後的「遞延所得稅資產」與「遞延所得稅負債」互
抵數，並不作流動與非流動之劃分。 



 

(4) 營業虧損扣抵數(NOLCFit) 

  NOLCFit為公司 i 在 t 期不含其備抵評價的營業虧損扣抵數，除以期末普通

股流通在外股數。營業虧損扣抵數，係指我國《所得稅法》第 39 條所規定的營

業虧損8，在當年度或以前四年內發生的營業虧損累計所得數，依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 22號規定，乘以適當的稅率所計算出的「所得稅影響數」，認列為遞延所

得稅資產構成項目之一。 

 

(5) 所得稅抵減數(ITCit) 

  ITCit 係指公司因購置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人才培訓、股權投資或其

他符合法令獎勵項目等支出，可供抵減公司營利事業得稅之所得稅抵減數。依我

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2 號規定，其尚未抵減的部分應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

構成項目之一，其金額除以期末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 

 

(5) 營業虧損扣抵變動數(ΔNOLCFit) 

∆NOLCFit為樣本公司 i在 t期營業虧損扣抵變動數，係 t期期末營業虧損扣

抵數減去 t-1期期末營業虧損扣抵數後之餘額，除以期末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

其計算公式如下： 

 

∆NOLCFit＝NOLCFi,t－NOLCFi,t-1 

 

(6) 所得稅抵減變動數(ΔITCit) 

∆ITCit為樣本公司 i 在 t 期期末所得稅抵減變動數，係 t 期期末所得稅抵減

數減去 t-1期期末所得稅抵減數後之餘額，除以期末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其計

                                                 
8 我國《所得稅法》第 39條所規定的營業虧損，係指符合一定條件的公司得於以後未來五年內
在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前的營業純益額中減除，以節省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支出。 



算公式如下： 

 

∆ITCit＝ITCi,t－ITCi,t-1 

 

(7) 產業別虛擬變數(Di) 

  Di為產業別的虛擬變數。公司為高科技產業（電子業及化學生技醫療產業）

者9，則 Di等於 1；非高科技產業者，則 Di 為 0。 

 

(8) 當年度發生營業虧損虛擬變數(Dl) 

  Dl為當年度發生營業虧損之虛擬變數。公司 i在 t期發生營業虧損者，則 Dl

等於 1；若在 t期未發生營業虧損者，則 Dl等於 0。 

 

(9)營業虧損扣抵有效年數虛擬變數(Dn) 

Dn為樣本公司 i在 t期連同本期在內發生營業虧損的有效可供扣抵之年份數

目，其值為 0-510。舉例而言，公司本期發生營業虧損，往前追溯有效可供抵減

者計有以前第三年的營業虧損及前年的營業虧損，則記 Dn為 3。Dn亦可從下列

公式表示之： 

 

Dn＝Σt-j, j=0-5[Dt-j, l]，若 Dt-j, l未逾期且未使用 

 

                                                 
9 根據「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勵辦法」(90.12.27)，所謂新興重要
策略性產業包括了：3Ｃ工業（資訊硬體工業、通訊工業及消費電子工業）、精密電子元件工業、
精密機械設備工業、航太工業、生醫及特化工業（醫療保健工業、製藥工業、特用化學品工業

及健康食品業）、綠色技術工業、高級材料工業、技術服務業及其他經行政院指定之產品或技

術服務項目。是故，本文所定義的高科技產業為「公開資訊觀測站」所分類的「電子工業」及

「化學生技醫療產業」兩類。 
10 根據我國「所得稅法」第 39條規定，符合規定的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可將前五年內所發生
尚未使用的營業虧損，自本期的營業純益額減去後，以其餘額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是故，以

前第六年的營業虧損若未能在當年度使用（殆盡）的部分則逾時失效；公司包括當年度發生連

續不間斷的營業虧損在內，有效可供以後年度抵減者至多五個年度；公司當年度以前五年內未

曾發生任何營業虧損者，當年度自無營業虧損減除的問題。 



(10) 調整後權益帳面值(ABVit) 

ABVit為樣本公司 i 在 t 期的調整後年底普通股股東權益帳面值，係減除特

別股股本、淨遞延所得稅11後的股東權益帳面值，除以期末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 

 

(11)異常盈餘(AEit) 

AEit是公司 i 在 t 期的異常盈餘，除以期末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其計算方

式如下12： 

   

第 t期的異常盈餘(abnormal earnings，簡稱 AE)之定義為： 

 

    Xa,it=Xit－ [Σj=1-3BVit-j]/3 *r 

 

  其中，AE 係表示公司 i 在第 t 期的異常盈餘（Xa,it），為本期稅後盈餘(Xit)

減去前三年平均普通股權益帳面值（[Σj=1-3BVit-j]/3）乘以正常報酬率後所得出的

正常報酬13。 

 

   

                                                 
11  就本文而言，淨遞延所得稅係指包括營業虧損扣抵數、所得稅抵減數後在內之遞延所得稅資
產減去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與遞延所得稅負債互抵之後的餘額。 

12  改編自林松宏(2004)的作法，頁 79。 
13  正常報酬率(r)之決定，根據林松宏(2004)所引述張仲岳及梁鈺涓(2001)的研究結果，後者發現
台灣股巿投資人特性，12%為投資人要求的合理報酬水準，而前者在考慮台灣企業所面臨的
經濟環境變動，並參酌上巿公司財務報表附註所揭露的退休金計畫精算假設折現率後，分成

三個期間，1990-1997年為 10%，1998-2000年為 7%，2001-2002年為 4%。是故，本文擬以
7%及 4%分別代表 1998-2000 年及 2001-2003 年的公司權益資金成本率。此外，在計算 AE
涉及 1995-1997年時，則會運用 10%的利率。 



 

第四節 資料來源與選樣標準 

 

本研究樣本期間為 1998年至 2003年（民國 87年至 92年），合計六個年度。

我國有關所得稅的會計處理的規定，首見 1994年公布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2

號，對 1995年 12月 31日（含）以後的財務報表才開始適用。然而，由於我國

兩稅合一稅制於 1998 年（民國八十七年）實施，公司階段繳納的營利事業可分

配予個人股東抵繳其綜合所得稅，但對於公司的課稅制度有根本上的改變，例

如，轉投資他公司所獲配的股利收入不計入公司的營利事業所得中、須設置股東

可扣抵帳戶、須設算股東可扣抵比率等，且公司須將盈餘分成八十六年以前（含）

及八十七年以後（含），對於公司八十七年以後未分配的盈餘要加徵百分之十的

營利事業所得稅。是故，為因應兩稅合一稅制實施之根本改變，且避免兩稅合一

稅制影響分析之重複14，再加上所得稅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係在八十八年(1999

年)修訂，故本文選取的樣本期間為 1998 年兩稅合一稅制實施之後，取自 1998

年至 2003 年（合計六年）上巿公司財務報表及其附註揭露資料15，作為分析的

樣本資料。此外，為完整補捉「營業虧損扣抵」及「所得稅抵減」五個年度的效

果16（參考註釋 31及圖 4之解釋），2003年往前追溯至 2000年已上巿的公司為

選樣的標準。 

                                                 
14  兩稅合一稅制對遞延所得稅之影響分析，可參見林松宏(2004)及吳清在、林松宏(2003)的分
析，本文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亦有摘要。 

15  以民國九十二年(2003年)所列的上巿公司及其上巿期間為取樣的依據。 
16  發生「營業虧損扣抵」累計數至少要超過二個年度以利本研究的觀察；另外，在計算「營業
虧損扣抵」和「所得稅抵減」的變動數，會使用到上一個年度的資料，加上前者是往後五年，

後者為當年度加往後四年，故以 2003年為基準，選擇 2000年已上巿公司及其上巿期間作研
究的樣本（至少四年，且有計算前一年變動數的資料，故有 1999-2003五個年度影響數）。 



 

圖 4 選取樣本公司上巿年度示意圖 

 

 

 

  

 

 

 

 

 

有關本研究資料來源，係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base，簡稱 TEJ 資料庫），以獲取年度財務報表有遞延所得稅的上巿

公司及其金額之資料，另外取自「公開資訊觀測站」17的年度財務報表附註資料，

以獲取遞延所得稅組成因素內容的資料。

                                                 
17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news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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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灰色部分為轉上巿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