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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的研究背景為 FASB發佈 SFAS第 144號公報之後，主要研究目的係探

討公司認列資產減損與盈餘管理及經濟實質間的關係，並進一步分析資產減損對

公司股票股價所造成的影響。本章首先探討 SFAS第 144號公報的規範內容以及

相關評述；第二節以文獻為基礎，介紹盈餘管理的全貌；第三節探討公司認列長

期資產減損與盈餘管理間的關係；最後第四節以過去文獻來探討長期資產減損與

資本市場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SFAS第 144號公報 

本節主要根據 FASB所提供的資訊以及 SFAS第 144號公報內容，探討 SFAS

第 144號公報發佈的背景與目的，並進一步藉由文獻了解財報使用者對 SFAS第

144號公報的看法與評價。 

一、FASB發佈 SFAS第 144號公報之背景與目的 

FASB發現公司在 SFAS第 121號公報的歸範下，對於認列資產減損的會計

處理做法分歧，以及會計原則委員會第 30號意見書（Accounting Principle Board, 

以下簡稱 APB）對停業部門處理上之規定尚有未盡完備之處，故 FASB 發佈了

SFAS第 144號公報以取代 SFAS第 121號公報以及補強 APB第 30號意見書對

停業部門的規定。 

早期，長期資產的減損金額與時機是由 SFAS第 121號公報規定，現在則以

SFAS第 144號公報接替 SFAS第 121號公報，對非商譽長期性資產之會計處理

進行規範，並延伸到 SFAS第 121號並未明確規範之「非出售之處分資產」的會

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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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FAS第 144號公報適用範圍與排除範圍 

    SFAS第 144號公報適用於有形長期性資產與不可攤銷之無形長期性資產，

此外也包括承租人擁有的資本租賃資產、出租人的營業出租資產、長期預付資

產、已證明之油、礦蘊藏資產等；而該公報適用範圍不包括下列項目： 

 商譽 

 須攤銷之無形資產 

 財務機構的長期顧客關係資產 

 財務工具，包含使用成本法與權益法認列之股權投資 

 遞延租稅資產 

 未證明之油、礦資產 

 由下列會計原則規範之長期資產： 

o SFAS 第 44號公報：機械載具無形資產的會計處理 

o SFAS 第 50號公報：錄音與音樂之財務報告 

o SFAS 第 63號公報：廣播業之財務報告 

o SFAS 第 86號公報：備供出售、租賃或以其他方式銷售之軟

體成本的會計處理 

o SFAS 第 90號公報：被取締的工廠、企業 

SFAS第 144號公報利用資產群體（group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的概念，

規定如果某資產必須與其他資產或負債一起使用才能產生現金流量，在評估與認

列資產減損時，須以整體角度考量，將減損損失依資產群體中適用本公報之各長

期性資產的帳面價值比率分攤，但群體中非適用本號公報的資產負債則不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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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FAS第 144號公報的資產分類 

    SFAS第 144號公報將發生減損的資產分為使用中之長期資產、將處分之長

期資產與將出售之長期資產三個種類，各種類別的會計處理方式簡述如下： 

（ㄧ）使用中的長期資產 

如同 SFAS第 121號公報的規範，SFAS第 144號公報亦規範當資產的

未折現未來現金流量少於資產的帳面價值時，即發生減損；當上述的測試結

果顯示資產確有減損時，就必須將資產帳面價值減損至公平價格或是未折現

現金流量。SFAS第 144號公報規定執行減損測試的時機如下： 

 長期性資產的市價有明顯減少時 

 長期性資產的用途有明顯的轉變時 

 來自法律因素的衝擊，使長期性資產的價值受到影響時 

 長期性資產之取得或建造成本超過當初預期時 

 當期與歷史的營運損失狀況顯示使用該資產會持續發生損失時 

 該資產很有可能會在有效期間終了前處分時 

在評估未來現金流量時，如果某資產無法單獨產生現金流量，應以具有

最低獨立可辨認現金流量的資產群體一起評估，如果確認發現減損事實，要

分攤進所有包含在該資產群體中適用 144號公報的資產，但不能將資產的帳

面價值減至低於公平市價。根據 SFAS第 144號公報，未來的未折現現金流

量必須以直接與該資產相關之現金流量加計最終處分價值來計算。如果使用

中的資產發生減損損失，則損失金額會列示在繼續營業部門損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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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備供處分之長期資產 

在實際處分前公司應將這些資產歸類為使用中資產，直到實際處分日再

歸入停業部門當中，同時在處分日時記錄減損損失，因此資產減損評估模式

與使用中長期資產相同。以廢棄方式處分不具使用價值之長期資產時，如果

該資產的使用年限尚未攤銷完畢，則必須進行會計上的調整，如果以交換的

方式處分資產，則必須先計算假設繼續使用該資產所帶來的現金收入與帳面

價值的差異再進行交易之記錄。 

（三）備供出售之長期資產 

SFAS第 144號公報釐清 SFAS第 121號公報在備供出售資產會計處理

規定模糊的地方，並將備供出售之長期資產定義如下： 

 管理階層有權限出售之資產 

 資產現況可以即刻交易 

 找尋買主以及處理相關交易事宜的計畫專案已經開始 

 資產的出售與移交可以在一年內完成 

 有合理的公平價格可供交易 

 目前交易狀況顯示有可能完成交易 

但在交易之後，如果有上述條件不再符合時，該資產將重新歸類為使用

中資產。雖然前述條件說明交易必須在一年內完成，但是亦允許例外的發

生；此外當資產被歸類為備供出售資產之後，即不再進行折舊或攤銷的動作。 

    當資產被確定歸類為備供處分資產或備供出售資產且符合下列情形

時，則該資產應被歸類為停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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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資產的營運或現金流量即將或已經由繼續營業部門當中移除 

 在處分交易之後，該資產將不會與繼續營業部門有顯著的關係 

如同 APB第 30號意見書的規定，財務報表中停業資產列在繼續營業部

門項目之後，且該帳面價值應扣除預估交易成本。 

在介紹完 SFAS第 144號公報規定之上述三種類型長期性資產減損處理

後，本文概略整理如下： 

 表 一、SFAS第 144號公報之長期性資產減損處理 

長期資產種類 減損判定標準 減損金額判定方式 價值迴轉 資產減損揭露方式 

持有與使用 

（Held & used） 

資產預期未折現現金

流量淨值大於帳面價

值 

以可得之市價為資產

公平價值－帳面價

值；或利用財務模型或

現值法計算出公平價

值後－帳面價值 

不允許 
為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損益

之減項 

非出售之處分 

（Disposed of 

other than sale） 

資產公平價值扣除處

分成本後淨值大於帳

面價值 

上述方法計算出之公

平價值－處分成本後

與帳面價值之差異 

不允許 

為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損益

之減項或停業部門損失；

附註為待處分資產 

出售 

（Sold） 

停止折舊資產之公平

價值扣除出售成本後

淨值大於帳面價值 

上述方法計算出之公

平價值－出售成本後

與帳面價值之差異 

允許 

為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損益

之減項或停業部門損失；

附註為待出售資產 

 

四、實務界對 SFAS第 144號公報的評價 

在探討 SFAS第 144號公報對財務資訊揭露的影響前，必須先了解財報使用

者與準備者對本公報的相關看法；Reinstein and Lander（2004）為了解會計從業

人員對 SFAS第 144號公報的看法，特地對美國四百位會計師、內部稽核師、管

理會計師與財務分析師發出問卷，詢問其對 SFAS第 144號公報中細節規定的看

法與施行的效益評價。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管理會計師所代表的是報表準備者

的立場；而財務分析師所抱持的是報表外部使用人的立場，因此由他們的看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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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測出市場上投資人與公司對 SFAS第 144號公報的評價。 

該研究中詢問是否應將商譽繼續歸由 SFAS第 144號公報管理時，財務分析

師認為另外以 SFAS第 142號公報對商譽進行規範比較恰當；因為將商譽與資產

混在一起衡量減損可能會發生相互干擾的問題；其餘受訪者則認為資產包含商譽

可以產生更大的現金流量，因此在測試資產減損時，資產減損發生的可能性會下

降，所以較不贊同將商譽與資產的減損分開測試。 

在詢問對 SFAS第 144號公報規定以非折現現金流量評估減損的看法時，管

理會計師較其他人相對支持使用非折現現金流量來評估資產現金流量，可能是因

為站在公司的立場，以非折現現金流量評估比較不會判定長期資產發生減損；然

而代表財報外部使用者的財務分析師比較注重保守原則，會比較傾向使用折現現

金流量。而站在公司立場的管理會計師則比較贊同在評估減損時，應排除未來可

能花費在增加資產服務價值的資本支出，因為未來的資本支出會降低未來的現金

流量，使得資產更容易被認列為減損。 

最後，除了代表公司方的管理會計師以外，其他受訪者普遍認為 SFAS第 144

號公報相較於 SFAS第 121號公報更能改善財報的品質，但也都認為以非折現現

金流量來評估資產減損並不妥當，可見實務界對於 SFAS第 144號公報的規定褒

貶不一；但根據各方的看法，綜合而言 SFAS第 144號公報的規定應可以使財務

報告的品質獲得提升，然而該號公報是否真的可以幫助財報呈現公司經濟實質以

及降低公司管理當局盈餘管理的誘因，還有待本文進行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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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盈餘管理與長期資產減損相關文獻 

本節將以文獻回顧的方式探討（一）盈餘管理的定義、（二）盈餘管理的動

機。 

ㄧ、盈餘管理的定義  

如同Ijiri（1975）的研究所提：「會計是促進利害個體間責任關係平順運作的

系統」，可見財務會計之基本目的係提供與公司有關的財務資訊給利害關係人，

以提高決策品質；而盈餘管理（earnings management）的出現，往往會扭曲了財

務會計的本質。Schipper （1989）認為盈餘管理為「財報提供者基於某種經濟上

的動機，利用其對損益承認的自由裁量權，而企圖控制盈餘的結果」；Healy and 

Wahlen（1999）則定義盈餘管理為「管理者利用其主觀判斷來扭曲公司的財務

績效，以誤導利害關係人或影響契約結果，並達到其特殊目的者」，根據以

上定義，盈餘管理的發生是因為管理階層企圖利用會計原則賦予的自由裁量權影

響報表使用者根據會計數字對公司經營管理成果的看法，如果公司管理階層利用

財務報導的彈性、會計方法的選擇來影響會計交易以及財務報表所呈現的財務數

字，嘗試去影響報表外部使用者對公司實質經濟狀況或是管理階層經營績效之認

知，藉此來達成某些目的或是謀取利益，即為「盈餘管理」。  

對於上述的定義，有幾個值得探討的議題。首先，為了幫助各公司可以依其

營業特性及產業環境的不同提供最攸關之財務資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給予管理

當局部份可以選擇會計方法的彈性，例如資產折舊方法、存貨評價等的會計科

目，管理當局都能挑選最能表達公司經濟實質的會計處理方法來揭露，因此，選

擇不同的會計方法可能產生完全不同的會計資訊。而這些立意甚佳的會計規定，

有時反而成為有心經理人操縱損益的手段；例如操弄固定資產的評價、耐用年限

與殘值、壞帳損失、遞延所得稅等預估之項目，或者是在營業活動中選擇對經理

人最有利而非最能表達公司實質營業狀況的會計處理方法（例如存貨採先進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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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後進先出法的差異或是折舊方法的選擇）。 

再者，根據上述學者的研究，所謂盈餘管理的目標是嘗試影響報表使用者的

判斷。由於經理人相對於其他報表的使用者，是掌握大部分公司內部資訊的內部

人，因此在此種資訊不對稱的情況下，經理人可以合理預期外部人無法發現其盈

餘管理之行為與目的，故可遂行其計畫取得某些利益。而投資人與其他當事人，

也預期經理人會進行此類操弄，並不會全然接受報導的盈餘即已代表公司最佳評

價之對應，例如Bartov, Lindahl and Ricks（1998）的研究即指出，投資人對資產

減損的發生可以藉由公司的中長期營運狀況於財務報表得知，即使公司管理階層

利用盈餘管理的方法刻意美化財務資料，但投資人在分析之後，仍會將該公司的

經濟實質反應在公司股價上面。 

二、盈餘管理的動機 

    Jensen and Meckling（1976）以Coase（1937）的公司理論為基礎，發展出代

理理論，指出經理人、股東、債權人之間的關係為一契約關係，由於經營權與所

有權的分離，經理人成為股東將本求利的經營代理人，為了保持經理人與股東、

債權人等委託人的動機一致，必須以許多契約約束代理人的行為。Watts and 

Zimmerman（1978）以代理理論為根本，提出實是性會計理論（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研究管理當局選擇會計政策背後所包含的經濟動機。本部份即以實是

性會計理論為基礎討論公司進行盈餘管理的動機，先討論代理理論的內容，然後

進一步探討實是性會計理論的理論基礎與相關假說，最後再探討其他提及盈餘管

理動機之文獻。 

（ㄧ）代理理論 

經濟理論以個人效用極大化為出發，因此當個體為了極大化效用時，彼

此間可能會有相互衝突的狀況，當這層關係發生在股東、債權人、經理人之



 

 13

間時，學術上用代理理論來研究之，稱代理問題。代理理論源自個體經濟的

廠商理論（Theory of Firm）;依照Fama（1980）之看法，該理論的發展可分

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古典模式理論（Classical Model Theory）之廠商理

論；第二階段：行為與管理理論（Behavioral and Managerial Theory）之廠商

理論；第三階段：財產權與契約理論（Property Right and Contract Theory）

之廠商理論；第四階段：代理理論（Agent Theory）之廠商理論。 

第一階段主要討論當企業經營者與所有人為同一人的情況；第二階段則

探討當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時，該如何管理企業經營者之問題；第三階段探

討當經營權所有權分離時，應該如何最大化彼此間的財富，在本階段學者認

為應該以契約方式來激勵經理人，使彼此的財富與效用最大化（Coase, 1937; 

Alchian and Demsetz, 1972;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第四階段的代理理

論由第二與第三階段發展而來，主張代理問題應不侷限於經理人與所有人之

間，只要有涉及雙方利益衝突的兩群體，也會有代理問題，因此進一步將所

有人與債權人間的代理問題納入（Alchian and Demsetz, 1972;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Jensen and Meckling（1976）定義代理關係（agency relationship）為一

位或一位以上的本人（principle），雇用並授權給另一位或一位以上的代理

人（agent），代其行使某些特定的行為，彼此之間存在契約關係。 

代理關係中會發生代理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三：（1）關係雙方皆追求利

益極大化，因此彼此間目標可能不相容；（2）本人與代理人間的關係是否

恰當無法驗證；（3）雙方風險偏好不同，是故喜愛的行動亦有所不同。 

常見的代理問題，根據Jensen and Meckling（1976）; Barnea, Haugen and 

Senbet（1981）等人的研究，可以分為下列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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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權消費： 

指公司之管理者利用公司的資源作為自身的福利，例如較高的薪

資、豪華轎車等造成公司的價值下降，形成代理成本。 

2. 資訊不對稱： 

指代理人擁有比本人更多的資訊，尤其是非公開但對公司營運影響

重大的資訊，使本人無法確定代理人的行為是否恰當。 

3. 融資買下： 

指代理人利用舉債籌得之資金買回公司流通在外的股份，以取得控

制權，而代理人可能為了降低購回股份之費用，刻意壓低股價，其

他股東的權益因此受損。 

4. 次佳投資投資： 

理論上管理者在制定投資決策時會採用具有正淨現值之投資方

案，但若投資計畫以風險性負債做融資，且此投資計畫全歸債權人

享有時，管理者為了股東利益會放棄此投資，造成公司投資不足，

使整體公司價值下降 。 

5. 自由現金流量： 

當公司營運現金流入大於現金流出時，產生所謂的自由現金流量，

當存在大筆現金時，管理者可以選擇發放現金股利，但資金減少

後，管理者的決策可能捉襟見肘，因此會刻意將自由現金投入低報

酬率（低於資金成本）的投資活動中。 

6. 股利支付： 

當公司由債權人處借得資金之後，並沒有進行投資，而是將這筆錢



 

 15

作為股利支付給股東，此舉固然討得股東歡心，但因未來公司沒有

來自投資活動的現金流入而使得償債能力下降，使債權人的權益因

此受損。 

7. 風險移轉： 

公司若將來自債權人的資金用於高風險的投資活動上，大部分的風

險溢酬皆由公司獲得，但若不幸公司破產，由於股東屬有限責任，

使得債權人變相負擔大部分的投資風險。 

表 二、代理關係與代理問題 

關係雙方 代理問題 

1. 特權消費 

2. 資訊不對稱 

3. 融資買下 

4. 次佳投資決策 

公司所有人（本人）

VS. 

管理者（代理人） 

5. 自由現金流量 

1. 資訊不對稱 

2. 次佳投資決策 

3. 股利支付 

債權人（本人） 

VS. 

企業（代理人） 
4. 風險移轉問題 

上述代理問題主要產生了三項代理成本：（1）由於企業所有人為確保

經理人的行動能符合其最大利益，會採取某些激勵措施或是監督方案；而債

權人為確保其債權，也會在借貸契約中加入某些限制條款，這些活動及限制

即產生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而（2）代理人為獲取本人信任所必須

付出的努力及自我約束，例如進行組織結構的設計及聘請會計師做財務報表

簽證，這些向本人保證的支出稱之為約束成本（bounding cost）；另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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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佳的監督與約束下，還是有可能因為雙方的利益衝突，以致未能做

出使本人財富最大化的決策，本人因此差異所感受到的財富約當損失即為無

謂損失（residual cost）。     

要降低代理關係雙方的利益衝突、解決代理問題、降低代理成本，就必

須要有效監督維繫代理關係的契約，而會計數字在契約中往往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尤其是會計盈餘，在許多紅利獎酬計畫及貸款合約，均提供監督與

計算的功能。因此實是性會計理論的學者就利用契約理論及代理理論來研究

會計的現象與實務問題。 

（二）實是性會計理論 

    Hepworth（1953）認為美國稅賦採累進稅率，公司為避免因為盈餘的波

動而被課較高一級之稅賦，會利用盈餘管理調節公司之會計盈餘，減少稅賦

支出，因此會計原則的變動除非透過租稅效果影響公司的現金流量，否則不

會對公司的股價造成影響；此外，效率市場的研究也發現，會計原則改變如

果不影響公司之現金流量，則投資人會看穿管理當局的把戲，也不會影響公

司的股價；但是上述觀點並不能解釋實務上所觀察到之現象。為了解釋會計

原則變動所隱含的動機以及帶來的經濟效果，Watts and Zimmerman（1986）

引用經濟學的契約理論及代理理論，認為財務報表管制的過程係為各個不同

利害關係之契約當事人，企圖極大化自身財富的過程，進而建立實是性會計

理論（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提供合理的思考架構解釋與預測管理

當局的會計選擇，並突顯出契約成本的重要性。以下簡要介紹實是性會計理

論的理論基礎與相關假說。 

1. 實是性會計理論的理論基礎 

實是性會計理論的基礎主要來自於契約成本理論以及政治成本理論，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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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契約成本理論 

    Coase（1937）認為廠商內含有許多契約關係，各個契約皆具有不同的

經濟特質，在契約當事人進行決策時，會思考如何極大化本身的利益，因

此以契約為基礎來探討契約當事人的決策，將會對公司的會計資訊與決策

有更深的瞭解。 

    以一般公司而言，代理關係可以略分為「所有人－經理人」、「債權

人－企業」兩種。就「所有人－經理人」這層關係而言，當企業規模日益

龐大，公司自有資金不敷擴張使用時，公司就極需要公開上市向外募資；

再加上專業經理人管理企業的時代來臨，以往的家族企業日漸式微，因此

公司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往往就是屬於兩個不同的群體。根據代理理論，若

掌握公司實權的管理階層追求私利而未能追求股東利益極大化，即產生權

益代理成本。為解決這項問題，公司的所有人會與經理人定下契約，將委

託人與代理人的目標結合在一起，例如依公司的營運表現或是財務狀況配

發紅利，或是利用配股計畫鼓勵經理人增加公司價值。  

    就「債權人－企業」這層關係而言，企業與管理階層可能會犧牲債權

人的利益以增進自己或股東的利益，即為負債代理成本，例如多發放股利

以提高股價或是增加股東財富，但此舉無疑是降低公司之償債能力，增加

債權人的風險。債權人為降低債權損失的風險，會與公司管理階層簽訂契

約，定期檢視公司經營結果與財務報表，要求某些重要的財務比率符合標

準或是限制公司的盈餘分派。 

（2）政治成本理論 

政治成本理論的前提是指當個體於政治環境中可能會受到會計數字的

影響而產生成本。管制經濟學理論（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中

認為政府應對經濟活動進行規範，例如監看市場的競爭狀況與公司的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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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來判斷公司是否為獨佔；而公司方面若盈餘過高就會產生觸犯反托拉

斯法案的嫌疑，進而發生訴訟費用；因此，在政府法令的規範下，所帶給

企業的成本即為政治成本。 

2. 實是性會計理論的三大假說 

為充分解釋公司選擇會計方法的行為與動機，Watts and Zimmerman

（1986）提出紅利計畫假說、債務契約假說及規模假說三大假說。以下簡要

說明此三大假說： 

（1）紅利計畫假說（Bonus Plan Hypothesis） 

    為降低公司所有人與代理人之間的代理成本，委託人會提出一套紅利

計畫，希望將經理人自身利益與公司股東的目標結合在一起；但基本上大

部分的紅利計畫皆以公司之盈餘或是財務狀況為衡量績效的標的，因此遂

給予經理人透過會計方法的選擇來提高盈餘增加紅利的動機。 

（2）債務契約假說（Debt/Equity Hypothesis） 

    債權人將錢貸放給公司之前，會調查公司的財務數字及經營績效，績

效較差或是財務體質較差的公司，會因為風險較高所以資金取得的成本會

相對高昂或是無法取得足夠的授信額度，為降低資金取得的成本及增加舉

債能力，管理當局就有可能在貸款之前美化財務報表來達成目的。此外，

在債權人與管理當局簽訂的債務合約中，通常會設下一些限制條款來確保

債權，包括規定負債比率及利息保障倍數的限制等，管理當局為避免違約，

亦有動機藉由盈餘管理來美化財務報表。 

（3）政治成本（規模）假說（Political Hypothesis） 

    當公司規模愈大，如果公司的獲利也高，會被認為有獨佔之嫌疑，容

易引起管制機關及投資大眾之關切，而政府也會因而要求企業負擔更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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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進而使公司的經營成本增加。基於前述政治成本的考量，管理

當局會採行可以降低帳面盈餘的會計政策，以減少對公司可能產生的困擾。 

（三）其他盈餘管理動機 

1. 洗大澡假說 

在Watts and Zimmerman（1986）實是性會計理論提出的盈餘管理動機

之前，Healey（1985）提出「洗大澡假說」，認為並非所有盈餘管理行為都

是意圖提高盈餘或是美化財務報表。當公司某年度的盈餘過低經理人無法

獲得紅利時，反而會將不利於未來的損益事件提前到當期認列，以增加未

來盈餘好轉時獲得紅利的機會。 

2. 盈餘平穩化假說 

Beidleman（1973）提出「盈餘平穩化假說」，認為公司管理當局在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允許範圍內，為降低公司損益的波動性，會企圖以各種

管理手段使損益達成被認為合理的水準。Hepworth（1953）認為公司為避

免因為盈餘的波動而增加稅賦，會利用盈餘管理調節公司盈餘以減少盈餘

波動。 

第三節 長期性資產減損與盈餘管理之關係 

一、長期性資產減損的特殊性 

長久以來，長期性資產減損的議題都吸引著經理人、會計資訊使用者、媒體、

政府規範單位以及學術界的注意，主要的理由是因為（1）資產的減損會大幅影

響會計盈餘與資產價值；（2）資產減損與其他會計科目最大的不同是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給予公司管理階層在資產減損的處理上有很大的彈性，因此學者認為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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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有心人士用來操縱、影響會計盈餘的空間；例如有學者的研究指出資產減損

的項目有別於其他財務報表上的會計科目，因為公司的管理階層對該科目認列損

失的規模大小與認列時機有著極高的裁量權（Elliott and Shaw, 1988）；（3）會計

組織開始發佈規範長期資產減損的公報，例如在 1980 年代中期，財務會計準則

SFAS第 5號公報「或有事項」（Accounting for contingencies）中規定，當公司資

產很有可能受損且損失金額可以合理估計時，公司才須將資產損失入帳；接著

FASB在 1995 年又發佈了 SFAS第 121號公報「長期性資產及待處分長期性資產

價值減損之會計處理」來清楚規範資產減損相關的會計處理；在 2001 年十月左

右 FASB又對於 121號公報作了修正，發佈 SFAS第 142號公報「商譽與其他無

形資產」與 SFAS第 144號公報「長期性資產及待處分長期性資產減損之會計處

理」規範之。在國際會計準則上，資產減損也同樣受到重視，在 1998 年的七月，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亦發佈第 36

號國際會計準則（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來規範資產減損相關處理；

可見有關當局持續監控著資產減損對財務報導的影響。 

二、影響資產減損發生的決定性因素 

長期資產減損發生之原因，除了 SFAS第 144號公報中規定之經濟因素外，

可能還包括一些會計報導的因素，雖然過去尚未有針對 SFAS第 144號公報長期

性資產減損所作之相關研究，但由過去的研究可以推測目前新公報規範下影響長

期性資產減損的因素。 

綜觀先前研究者對資產減損的研究，主要探討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賦予的

彈性下，認列資產減損所隱含的三種經濟議題（Alciatore, Dee, Easton and Spear, 

1998）： 

 認列減損公司之特性及其可能的動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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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列減損的時機是否與實質減損發生時機相符，抑或有落差？ 

 在認列資產減損時，市場上對該公司股價的反應如何？ 

 而上述的議題，在研究文獻中尚未有一致的定論。有研究主要探討認列資

產減損之公司是否存在著某些特性；例如 Elliott and Shaw（1988）在或有事項認

列損失超過總資產 1%的公司中（早期 SFAS No.5規定資產若有減損可能且金額

可以合理估計時，應於或有事項中揭露），發現 39%的公司有經理人變動之情況，

而股東權益報酬率、資產報酬率皆顯著比未認列損失的公司低，減損前三年的各

項經營績效指標也比較低。Francis, Hanna and Vincent（1996）研究資產減損來自

於經理人對盈餘的操縱抑或是反應經濟實質；在該研究中假設自由裁決的減損科

目比較有可能受到操縱，他們使用（1）經理人在減損期間是否有變動，（2）當

年度減損前的 ROA是否較前一年為高，（3）公司是否有認列減損的記錄等三項

指標來分析公司認列減損的行為；發現減損金額的大小，與經理人的變動以及過

去是否曾經認列資產減損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有些研究則探討認列資產減損的時點；例如 Zucca and Campbell（1992）發

現在 77家認列資產減損的樣本公司中有 45家在盈餘很差的時候認列減損，與洗

大澡假說相符，有 22 家在盈餘高於預期時發生，與盈餘平穩假說相符，可見資

產減損成為操縱盈餘的手段；此外，若比較樣本公司認列前後三年的營運或財務

指標，會發現這些公司比同產業、規模相近但未認列資產減損的公司差。Heflin 

and Warfield（1997）的研究則發現，與同產業的公司相比，有資產減損的公司

的財務表現在資產減損當年度與前三年度共四個會計期間的總和顯著比同業

差；然而在認列減損年度前三年的期間內，這些減損公司的盈餘其實比產業平均

來的好，但是在減損當年的減損前盈餘大幅滑落，作者認為這是公司會刻意延後

認列應計的資產減損，等到盈餘滑落時才予以認列的盈餘管理證據。 

最後，資產減損與股價間的關係與投資人的看法有關，由於研究方法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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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另闢第四節進行討論。 

第四節 長期性資產減損與資本市場之關係 

ㄧ、與資本市場有關之盈餘管理動機 

資本市場最大的功能就是提供企業籌措資金的管道，在資本市場中亦存在著

許多誘因與動機讓管理階層進行盈餘管理。 

例如公司在資本市場籌資時，根據 Dye（1988）的研究指出，因為投資人依

賴公司所提供的財報資訊來作成投資判斷，因此若管理階層有意維護股價，即有

動機進行盈餘管理。如果公司面臨增資，為了提高承銷價以及獲得主管機關核

可，亦存在盈餘管理的動機。而 Teoh, Wong and Rao（1998）的研究顯示上市公

司的裁決性應計項目在現金增資前有逐年增加的傾向，在現金增資當年度達到最

高，增資完畢之後又逐漸開始下降，顯示了公司為籌資而進行盈餘管理的間接證

據。 

此外，DeAngelo（1988）指出，當發生經營權爭奪戰時，通常抗爭者會以經

營績效不佳為由攻擊經營階層，而經營階層為保衛經營權，有可能採取盈餘管

理，美化績效，以取得其他股東的支持。  

在維護股價方面，Healy and Wahlen（1999）則參考前人的研究結果，提出

資本市場動機（capital market motivations）認為財務報表是公司經營的成績單，

也是投資人用以進行價值評估、基本分析的重要工具，因此，公司經理人為了符

合市場預期、維持股價、保住經營權或改善公司未來前景，都有可能進行盈餘管

理的動作。 

二、長期性資產減損對股價的影響 

除了前述第二節文獻中研究認列資產減損損失之公司的特性之外，亦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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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訊內涵研究來探討公司宣告認列資產減損之市場反應；根據下列文獻可知，

若資產減損透露出未來收益將改善之訊息，則資產減損金額應與股價反應呈正相

關（Bublitz, 1996）；若資產減損所透露公司資產的確有減損現象則為負相關

（Elliott and Shaw, 1988）；另外亦有文獻指出，資產減損的宣佈，對於公司股

價之影響，會依照減損資產種類的不同而有不一樣的看法（Francis et al., 1996; 

Bunsis, 1997）。 

（一）股票市場對資產減損抱持正面看法 

Strong and Meyer（1987）以 1981 年到 1985 年有認列資產減損的公司為

樣本，找出樣本公司減損前的財務表現，並與同產業未提列減損的對照組公

司相比較；研究發現減損前的正向累積異常報酬（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在減損宣佈時會大幅下降，而且減損前股票正向累積異常報酬越大者或是減

損金額越大者，減損宣佈時股票報酬下跌越嚴重，可見在事件期當中，資產

撿損金額與累計異常報酬呈現負向關係，但是在事件期之後十天及六十天後

皆有股票報酬皆有顯著回復的跡象，顯示資產減損之認列可能代表未來營運

的好轉，因此在事件期之後股票報酬會開始回穩，以反應公司未來的預期營

運狀況。 

Bublitz（1996）以資訊內涵研究分析投資人預期外的銷貨，銷貨成本，

其餘費用與各項減損損失等四項突發性財務資訊對累積異常報酬的影響，發

現減損損失對股票報酬的影響是正面的；可能是因為減損損失的宣告表達的

是公司的對沈沒成本的認列，非但不會影響公司目前的營運，反而能改善未

來的經營體質，而股價所反映的是公司未來的營運，所以資產減損的宣告對

股市的反應是正面的。 



 

 24

（二）股票市場對資產減損抱持負面看法 

Elliott and Shaw（1988）研究發現減損公司的股價報酬在該損失認列後

六個月仍受到影響，在認列損失的五年內，股利與公司債的評等都低於同

業，與輿論上認為「認列減損跟公司營運困難有關」的看法相符合。Elliott and 

Henna（1996）研究公司認列資產減損的頻率，是否會影響投資大眾對該公

司的評價；研究顯示投資人會對於認列資產減損頻率較高之公司所提出的盈

餘數字較不具信心，因為投資人會擔憂無法利用財報資訊合理評估公司投資

價值。 

Bartov et al.（1998）研究探討減損的宣布與長短期股市報酬間的關係，

在觀察了長期股價的變化後，發現有認列減損的公司在認列資產減損前三年

間股價有負向的累積異常報酬，而且曾經有認列資產減損超過一次的公司更

為嚴重，代表投資人很有可能預見到公司資產獲利能力的降低，提前預作反

應。 

（三）股票市場對資產減損抱持中立看法 

Francis et. al（1996）研究雖然發現市場對於整體資產減損宣告消息呈現

負面的看法，但若是把資產減損的資產種類分別分析時發現市場對於重整資

產項目的減損（自由裁決）反應比較正面，對於存貨（強制性，非自由裁決

性）較負面，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重整活動隱含未來營運的改善。 

Bunsis（1997）與前述的研究類似，都認為市場對於資產減損的觀感取

決於資產減損的種類與隱含在資產減損中的交易，投資人會對可以產生未來

正向現金流量的交易有正面的看法，因此雖然研究發現減損金額越大，短期

市場的負向累積異常報酬越大，但卻也發現如果減損項目可以帶來未來正向

現金流量，反而是可以帶來正向累積異常報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