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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第一節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更進一步的建立假說，並且在第二節說明

研究模型與變數的定義，第三節為統計分析方法，第四節為研究期間、範圍與樣

本選取過程。 

第一節 研究假說 

SFAS第 144號公報要求公司應在 2001 年 12月 15日後的下一個會計年度採

用該號公報，並得提前採用。本文主要研究標的即為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號

公報後第一年認列長期性資產減損的金額，以探討 FASB 更新會計準則公報後，

公司處理長期性資產減損的行為以及資產減損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ㄧ、影響長期性資產減損金額之決定性因素 

本文首先探討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後第一年認列長期性資產減損金額的

決定性因素。本文將長期性資產減損定義為「依 SFAS第 144號公報規定，揭露

在繼續營業部門損益中的長期性資產減損」。根據文獻探討，長期性資產的減損

可能是因為經濟因素的影響，也可能包含了盈餘管理的動機；因此本部份將影響

長期性資產減損金額的因素分為這兩類型來探討。 

（一）經濟因素之影響  

在研究產業面與公司面中影響資產減損的經濟因素，Francis et al. 

（1996）認為資產的減損與公司過去一段時間的績效表現和產業趨勢有關。

例如在該研究中，利用同產業調整後淨值/股價比中位數以及同產業股票報

酬率中位數與公司相比較，如果特定公司的淨值/股價比或股票報酬率大於

同業，則代表公司資產帳面價值可能有下修的空間；Riedl（2004）則是以

產業面的角度切入，認為若企業身處在衰退的產業中，認列較多資產減損的

可能性較高；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可能會與公司資產減損認列的有關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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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面因素如下： 

1. 股價/淨值比： 

股價所反映的是未來公司的經營績效，故當公司的股價/淨值比越

大時，代表公司的預期營運狀況樂觀。 

2. 股票報酬率： 

公司的股票報酬率越高代表市場預期公司業績將攀升，獲利將好

轉。Riedl (2004)在針對 SFAS第 121號公報進行的實證研究即發現

公司股票報酬與公司資產減損的認列有顯著的負向關係。 

3. 資產報酬率： 

資產報酬率被用來衡量公司資產的經營效率。不論公司的資產是以

舉債而來或是股東投資而來，公司利用其所有的資產從事生產活

動，所獲得的報酬率便可由資產報酬率觀察得知。 

在 SFAS第 144號公報的規範下，公司必須以資產運用情形、公司經營

狀況與產業環境發展來綜合判斷資產是否有發生減損之狀況，因此本文認

為，長期性資產減損金額應與公司經濟面之因素有直接關係。 

（二）報導動機之影響 

如文獻探討中所述，有證據顯示企業管理人會利用會計原則賦予的自由

裁量權進行盈餘管理，根據動機來區分，可以分為下列幾項： 

1. 債務契約假說： 

根據實是性會計理論中的債務契約假說，當簽定債務契約時，債權

人會在契約中加上一些規定以確保公司的財務體質足以償還借

款，當債務公司違反約定時，會遭受抽銀根或是違約金等等的懲

假說一：公司的經濟面因素會影響公司認列長期性資產減損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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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因此債權公司會想辦法增加盈餘以避免遭受債務違約的處分

（Watts and Zimmerman, 1990）；而在實是性會計研究中，可以利

用某些財務比率來推測此種現象（Fields, Lys and Vincent, 2001）。 

2. 紅利計畫假說： 

另外根據紅利計畫假說，若公司有依公司財務績效為衡量標的之紅

利計畫，則公司的管理當局就有進行盈餘管理的動機；根據

Matsunaga and Park（2001）的研究發現，CEO的現金紅利與公司

的每季盈餘結果有關；而 Murphy（1999）的研究也指出在 177家

公開上市的樣本公司中，有 91%至少使用一種會計盈餘指標來計算

紅利，並且有三分之一使用 EPS或 EPS的成長來計算紅利。一般

研究皆認為，管理階層紅利與公司會計盈餘相關性越高，則進行盈

餘管理的可能性越大。 

3. 洗大澡假說與盈餘平穩化假說： 

認列減損當年的盈餘數字亦有可能影響公司是否認列資產減損；洗

大澡假說的看法認為假如公司在資產減損前的盈餘已經大幅落後

預期，經理人就有動機將未來才必須認列的資產減損提前到當期認

列，此種看法提出公司的減損前盈餘與資產減損金額應為負向的關

係；然而盈餘平穩化假說的看法則認為營運績效與資產減損金額應

為正向關係，因為經理人可能會在營運績效特別優異的當年認列減

損，這可能是因為公司在減損前的盈餘已經超出預期，為了要維持

公司盈餘的穩定性以達成特定目的，因此也將未來才必須認列的資

產減損提前到當期認列以減少盈餘波動。 

4. 高階經理人變動： 

根據先前的研究，通常經理人變動與資產減損有相當的關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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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and Meyer（1987）與 Francis et al.（1996）對資產減損的實

證研究皆納入高階經理人變動這個變數，並發現資產減損的認列與

高階經理人變更有關，可能是因為新經理人想把公司潛在應計的費

用歸因於前任經理人，提前認列未來應計的資產減損，藉以提升未

來的績效。 

在 SFAS第 144號公報的規範下，公司長期性資產減損的評估與減損金

額亦有賴管理階層自由裁量，因此本文認為上述盈餘管理的動機與行為亦有

可能影響公司長期性資產減損的金額。 

二、股票市場對於資產減損宣告之反應 

Strong and Meyer（1987）發現，當公司宣佈資產減損的消息之後，會對公

司的股價會產生負面的衝擊；Elliott and Shaw（1988）研究發現資產減損之公司，

在認列減損後數年間的股利與公司債的評等都低於同業，可見資產減損可能是公

司未來獲利能力下降的警訊，因此投資人會對公司的資產減損提高警覺；而在

SFAS第 144號公報中對長期性資產減損的時機有清楚的規範，因此投資人會利

用各種公開訊息來分析公司的資產減損之可能性以及預期減損金額並且反映在

公司股價上，而當實際資產減損損失數字公布時，若損失超出投資人預期的數

字，代表公司實際營運情況可能較預期更差，因此在減損消息公佈日的前後一段

期間（事件期）會產生顯著的負向累積異常報酬；反之，若公司的實際資產減損

金額小於預期，代表公司營運狀況並未如預期看壞，因此在減損消息公佈日的前

後會產生顯著的正向累積異常報酬。綜合上述的反應，本文提出假說三： 

 

假說二：公司的報導動機會影響公司認列長期性資產減損金額。 

假說三：實際資產減損若高於（低於）預期資產減損，公司股票在

事件期會產生顯著的負向（正向）累積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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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模型 

一、影響認列長期性資產減損金額之決定因素 

（一）研究方法 

以會計年度 2002 年的公司為例，如果該公司繼續營業部門有長期性資

產減損，則其減損金額 IMP為比例尺度，應變數包含截斷式資料（truncated 

data），本文利用 Tobit Regression 來進行多變量分析；Tobit regression應用

在應變數被限制於某些值，使得資料呈現截斷的情況時。由於並非每個樣本

公司都有發生資產減損損失，因此使得許多樣本的應變數資產減損（IMP）

為 0，此時適合以 Tobit Regression進行分析。 

（二）研究模型 

本文在「影響認列長期性資產減損金額之決定因素」部份，主要研究目

的為探討公司認列資產減損之金額大小是受到何種因素之影響，因此建立了

以下的模型： 

IMPit = α0 + α1∆MBit + α2RETit + α3∆ROAit + α4∆INDMBit + α5INDRETit

+α6∆INDROAit + α7DEBTit + α8SIZE + α9BONUSit + α10BBATHit

+α11SMOOTHit + α12MGMTit + εit

  （1） 

 
公式中： 

i：i公司=樣本公司 

t：第 t 年=公司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後之第一個會計年度 

應變數為： 

IMPit：資產減損損失=（i公司第 t 年之資產減損損失/第 t-1 年總資產） 

自變數為： 

∆MBit：公司股價/淨值比變動=（i公司第 t 年股價/淨值比－i公司第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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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股價/淨值比） 

RETit：公司股票年報酬率=（i公司第 t 年的股票報酬） 

∆ROAit：公司資產報酬率變動=（i公司第 t 年資產報酬率－i公司第 t-1

年資產報酬率） 

∆INDMBit：產業股價/淨值比中位數變動=（i公司第 t 年所屬產業股價/

淨值比中位數－i公司第 t-1 年所屬產業股價/淨值比中位數） 

INDRETit：產業股票年報酬率中位數=（i公司所屬產業公司第 t 年的股

票報酬率中位數） 

∆INDROAit：產業資產報酬率中位數變動=（i公司所屬產業第 t 年資產

報酬率中位數－i公司所屬產業第 t-1 年資產報酬率中位數） 

itSIZE ：公司第 t-1 年總資產取對數 

DEBTit
1：公司負債/股東權益比=（i公司第 t-1 年之總負債/總股東權益） 

BONUSit：紅利計畫=（公司在第 t 年有以財務績效為獎酬目標的紅利

計畫，則BONUSit = 1；若無則BONUSit =0） 

BBATHit：洗大澡變數=（i公司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當年度繼續營

業部門淨利扣除資產減損影響數後與前一年度繼續營業部門淨

利之差異/前一年度之總資產；當此值為負且小於全部樣本該變

數負值之中位數時，即為 BBATHit；否則BBATHit = 0） 

SMOOTHit：盈餘平穩化變數=（i公司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當年度

繼續營業部門淨利扣除資產減損影響數後與前一年度繼續營業

部門淨利之差異/前一年度之總資產；當此值為正且大於全部樣

本該變數正值之中位數時，即為 SMOOTHit；否則 SMOOTHit = 

0） 

MGMTit：高階管理當局異動=（i 公司在第 t 年有更換經營階層前三位

                                                 
1 由於變數的特性，當 DEBT大於 7時，令 DEBT=7以消除離位點之影響；當

DEBT為負時，令 DEB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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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階經理人，則MGMTit  = 1；若無則MGMTit =0） 

（三）變數解說 

1. 應變數（IMP）： 

本文利用公司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首年度所認列的長期性資產減損

金額除以期初總資產為應變數探討各項因素對資產減損金額大小的影響。 

2. 自變數： 

（1）經濟因素 

根據 Riedl（2004）的研究，一項好的經濟變數必須可以解釋經理

人對於資產未來效益的評估，因為經理人的預估會影響公司對於資產減

損的評估；本文也遵循這樣的概念，嘗試找出適當的變數來判斷公司經

由認列資產減損所透露出來的經濟實質。 

A.  公司與產業股價/淨值比變動（∆MB, ∆INDMB）： 

本文蒐集各樣本公司遵行 SFAS第 144號公報規定首年度與前一年

之股價/淨值比變動（採用 SFAS 第 144 號公報首年股價/淨值比減

前一年股價/淨值比）來推論公司營運狀況，本文認為此變數與公

司減損金額之關係應為負向，因為該變數若呈現正值，代表公司的

預期營運狀況樂觀。此外本文亦蒐集公司同產業該變數的中位數，

來推論產業的普遍景氣預期。 

B.  公司與產業股票報酬率（RET, INDRET）： 

接著本文搜集公司在適用 SFAS第 144號公報當年的股票報酬率，

股票報酬率是公司股票在一定期間中股價成長的比率；本文認為該

變數與資產減損金額關係應為負向，因為若股票報酬率越高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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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預期公司業績將攀升，獲利將好轉。另外本文亦蒐集公司同產

業該變數的中位數。 

C.  公司與產業資產報酬率變動（∆ROA, ∆INDROA）： 

本文蒐集各樣本公司遵行 SFAS第 144號公報規定首年度與前一年

之資產報酬率變動（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首年資產報酬率減前

一年資產報酬率），該變數應與資產減損金額為反向關係，因為資

產利用效率越高，根據 SFAS第 144號公報的規定越不可能發生資

產減損。 

D.  公司規模（SIZE）： 

為一控制變數，為釐清公司規模對公司減損之影響，本文蒐集公司

的總資產，並將其取對數納入分析。根據 Watts and Zimmerman

（1986）之政治成本假說，規模越大越會受到政府的注意，進而對

該公司課稅或是要求負擔更多之社會公益；並且政府會以公司之盈

餘作為判斷公司是否觸犯反托辣斯法案的根據，因此公司為降低政

治敏感度，會選擇採用裁決性會計科目來降低盈餘；然而公司規模

越大所受到的注目與規範也越多，因此財務資訊透明度也越高，所

以公司相對較不容易利用裁決性會計科目來降低盈餘，因此本文對

SIZE變數並沒有特定的預期方向。 

（2）報導動機因素 

本部份探討公司管理當局利用 SFAS 第 144 號公報中賦予的自由裁量

權，是否會進行第二章所述的盈餘管理行為。 

A.  公司負債/股東權益比（DEBT）： 

本文以公司採用SFAS第144號公報前一年年底的債務/權益比來推

測公司是否有債務契約假說中的盈餘管理行為；根據理論，該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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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與資產減損呈現反向的關係，因為當公司債務越高時，公司越

不願意認列減損以降低盈餘增加違約的可能性。 

B.  紅利計畫（BONUS）： 

本文以一虛擬變數（BONUS）來測試紅利計畫假說。本文認為此

變數與資產減損金額關係應為負向，意謂經理人為取得紅利獎金，

應較不可能認列資產減損降低盈餘。 

C.  洗大澡與盈餘平穩化（BBATH, SMOOTH）： 

為推測洗大澡與盈餘平穩化兩種動機，本文將公司採用 SFAS 第

144 號公報當年度之繼續營業部門之收入扣除當年度資產減損損

失影響數並且與前一年度繼續營業部門收入相減，再除以減損前一

年的總資產來衡量公司減損前的盈餘。本文將洗大澡變數定義為減

損前盈餘為負值且小於全部樣本該變數負值之中位數；並將盈餘平

穩化變數定義為減損前盈餘為正值且大於全部樣本該變數正值之

中位數。根據文獻，洗大澡變數與資產減損關係為反向（Watts & 

Zimmerman, 1986），而盈餘平穩化變數與資產減損之關係則為正向

（Biedleman, 1973）。 

D.  高階經理人變動（MGMT）： 

本文將經理人變動定義為公司經營決策前三位經理人在認列減損

當年發生變動。根據文獻，高階經理人變動應與應變數為負向

（Francis et al., 1996），亦即有變更高階經理人之公司會認列較多

的資產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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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票市場對於資產減損宣告的反應  

Francis et al.（1996）認為公司認列資產減損可能透露給投資人下列訊息： 

 資產經濟價值降低或是獲利能力下滑，會對公司的股價造成負面影

響； 

 資產的減損代表設備的更新或管理階層策略方針的改變，可能會帶

給公司正面的現金流量，因此股價會好轉； 

 公司對於盈餘管理的意願與能力。 

由上述的三點可以知道，公司認列資產減損透露給投資人的訊息差異頗大，

對公司股價的影響也就具有相當的不確定性；因此本文採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Methodology），探討公司宣布認列長期性資產減損時，公司股價反應為何。 

（一）研究方法 

事件研究法之目的旨為評估股價對某一資訊揭露的反應程度；一般來說

事件研究法所研究的事件可分為影響整個證券市場以及個別證券兩種，前者

例如總體經濟環境的改變，後者與個別公司息息相關，例如股利的派發與盈

餘的宣佈等；本文屬於後者，利用一段估計期的股票報酬率建立對事件期個

別股價報酬率的預測模型，並探討在特定事件發生下，事件期股價是否偏離

模型的預測；下列為主要步驟： 

1. 確定事件期（Event Period） 

本文利用 Lexis Nexis 資料庫中的新聞資料庫，搜尋公司在採用 SFAS

第 144號公報首年年度財務報表公佈前的 Earning Announcement新聞，若該

新聞中已提及依照 SFAS第 144號公報進行認列資產減損之事項，則投資人

可能會針對此一消息在股票市場做出反應，因此本文定義該新聞發佈日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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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期 事件期 

觀察期 

件日（d=0）。但若公司在 Earning Announcement新聞中並未提及資產減損事

項，或是新聞公佈日期晚於年度財務報表上傳至主管機關日期時，以財務報

表上傳日為這類公司之事件日。 

 

 

 

 

d1 d2 d3     0  d4 

圖 二、估計期、事件期、觀察期示意圖 

2. 個別證券預期報酬率之建立 

若要建立假設沒有發生事件的特定公司股票預期報酬，則須一段時間來

建立預期模式，且該期間可合理預期某一股票價格應該不會受所要研究事件

的影響，此稱為「估計期」（Estimation Period, d1－d2），d1至 d2間共 D 期  

（D=d2－d1+1）。目前的文獻若以日報酬率建立估計模式時，估計期天數通

常設定為 100~300天。本文所設定之估計期為事件日前第 10天至第 300天

（d1=－300, d2=－10）。  

以估計期之股票報酬率建立之預期模式，預期可能受到所要研究事件或

資訊的影響期間，即「事件期」（Event Period；d3－d4），共計 W 期       

（W=d4－d3+1）；在沒有受事件或資訊影響下之預期報酬率。再以事件中的

實際報酬率減去上述的預期報酬率，即可得出在特定事件影響下，每一期個

別證券受到某一事件影響所產生之「異常報酬率（abnormal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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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別證券預期報酬率的估計 

異常報酬率（abnormal returns, AR）是以事件期的實際報酬減去預期報

酬。為估計事件期的預期報酬，本文採用風險調整法模式（Risk-adjusted 

returns model）中的市場模式（Market model），風險調整法模式主要是利用

迴歸模式，將個別證券的系統風險（systematic risk），即 β係數，作為證券

報酬率的預測因子；市場模式則為一廣泛使用的改良模式，該模式以最小平

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建立個別證券的迴歸模型： 

Rid = α i + β iRmd + εid ,    d = −10,... − 300,
        i = 1,2,...N

 

式中 

αi及 βi：為估計參數； 

Rid：i公司第 d期股價報酬 

Rmd：大盤第 d期股價報酬 

εid：為誤差項；εid～N（0,σ） 

誤差項部份市場模式有以下假設： 

E εd( )= 0

Cov εiτ ,εiγ( )=
0,τ ≠ γ

σ i
2,τ = γ

⎧ 
⎨ 
⎩ 

⎫ 
⎬ 
⎭ 
,  τ,γ ∈ −300,−10[ ]

Cov εid ,Rmd( )= 0

 

將收集得到的估計期資料利用本模型可以預測出「事件期」的「預期報

酬率」為： 

E(R
∧

iE ) = α
∧

i+ β
∧

i RmE ,   E ∈ W  

上式即為某一期 E，以市場模式估計出的預期報酬率。 

4. 個別證券異常報酬率的估計 

根據事件研究法，所謂的「異常報酬」即為以事件期的實際報酬減去預

期報酬： 



 

 37

ARiE = RiE − E(R
∧

iE ),  E ∈ W = d3,d4[ ] 

式中 

ARiE：i公司在事件期 E期之異常報酬 

RiE：i公司在事件期 E期之實際報酬 

E(R
∧

iE )：i公司在事件期 E期中之預期報酬 

在計算出異常報酬之後，本文採用「平均異常報酬率（average abnormal 

returns, AR）」算出之「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cumulative average abnormal 

returns, CAR）」為本文之檢定統計量： 

 平均異常報酬率（average abnormal returns, ARE） ： 

ARE =
1
N

ARiE ,    E ∈ W = d3,d4[ ]
i=1

N

∑  

公式中 

ARE：事件期中，某一特定期 E將所有公司的異常報酬率予以平均求得

之平均異常報酬率。 

ARiE：第 i家公司，在事件期中，某一特定期 E期的異常報酬率。 

 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cumulative average abnormal returns, CAR）： 

CAR d3,d4( )= ARE
E= d 3

d 4

∑  

CAR d3,d4( )：事件期之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 

5. 檢定異常報酬率 

本文在檢定平均與累積異常報酬率時使用的是傳統法（Traditional 

Method）來進行檢定： 

 平均異常報酬率之檢定 

H0 : ARE = 0
H1 : AR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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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法檢定統計量： 

dTM
AR =

ARE

1
N

S
^

i

2

i=1

N

∑
 

2ˆ
iS = i股票股價報酬的變異數； 

N =樣本數 

 累積異常報酬率之檢定 

H0 : CAR d3,d4( )= 0

H1 : CAR d3,d4( )≠ 0
 

檢定統計量： 

dTM
CAR =

ARiE

S
^

i

⎛ 

⎝ 
⎜ ⎜ 

⎞ 

⎠ 
⎟ ⎟ 

E= d 3

d 4

∑

m

⎡ 

⎣ 

⎢ 
⎢ 
⎢ 
⎢ 
⎢ 

⎤ 

⎦ 

⎥ 
⎥ 
⎥ 
⎥ 
⎥ 

i=1

N

∑

N
        

m = 累積異常報酬事件期的天數； 

ˆ
iS  = i證券股價報酬率的標準差； 

N  = 研究樣本數量。 

（二）研究模型 

本部份研究模型分為兩部份，首先是將所有資產減損損失視為投資人非預期

的突發性損失，第二部份則是將資產減損損失分為投資人預期的資產減損以及投

資人未預期的資產減損損失： 

Model 1： 

CARi d3,d4( )= β0 + β1IMPi + β2SURPRISEi + β3BTMi + β4SIZEi

+β5BETAi + β6MOMi + ε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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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2： 

CARi d3,d4( )= β0 + β1EIMPi + β2UIMPi + β3SURPRISEi + β4BTMi

+β5SIZEi + β6BETAi + β7MOMi + εi

 （3） 

公式中： 

i：i公司= 樣本公司 

d3,d4( )：事件期 

應變數： 

CARi d3,d4( )：i公司事件期之標準化累積異常報酬 

自變數： 

IMPi：實際資產減損損失=（i公司當年之資產減損損失/前一年總資產） 

EIMPi：預期資產減損損失=（根據研究模型（1）所計算出之迴歸係數

建立之預測模型所預測的 i公司資產減損金額 IMP） 

UIMPi：未預期資產減損損失=（i公司實際 IMP－ EIMP） 

SURPRISEi：非預期盈餘狀況=（i公司採行 SFAS第 144號公報首年度

每股盈餘－前一年之每股盈餘）/期初每股總資產 

BTMi：淨值股價比=（i公司採行 SFAS第 144號公報首年度期初每股

淨值/股價） 

SIZEi：公司規模=（i公司採行 SFAS第 144號公報首年度期初總資產

取對數） 

BETAi：BETA=（i公司採行 SFAS第 144號公報前一年利用市場報酬模

式所計算出之 i公司風險指標 β估計值 

MOMi：市場調整後股票報酬= (Rit − Rmt )
t

∑  

Rit = i公司採行 SFAS第 144號公報前六個月的每日調整後股票報

酬 

Rmt = i 公司採行 SFAS 第 144 號公報前六個月的每日調整後 S&P 

500 Index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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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數解說 

1. 應變數：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來進行分析公司依照 SFAS第 144

號公報認列資產減損後，該資產減損宣告對證券市場的反應。因此應變數為

累積異常報酬（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 

2. 自變數： 

（1）預期資產減損損失（EIMP）： 

由於先前有關於累積異常報酬與資產減損間關係的研究，大部分都將

公司所認列的資產減損視為非預期的突發事件；然而，在 SFAS第 144

號公報的規範中，長期性資產減損的發生，與公司營運狀況以及產業

發展息息相關，當公司經營不善或是產業已經跨入另一個世代時，舊

有的長期性資產所帶來的現金流量減少，就有可能認列資產減損損

失。本文認為投資大眾會利用可得的財務資訊判斷公司的資產減損金

額，並預先在股票市場中做出反應，因此資產減損是可以被投資人預

期並且在股票市場中觀察到的；對此，本文利用第一個模型所建立的

迴歸模型來預測公司當期長期性資產減損，來模擬投資人對公司資產

減損的預期，本變數與累積異常報酬之關係應為負向，亦即預期公司

資產減損越高，則公司的股價累積異常報酬越差。 

（2）未預期資產減損損失（UIMP）： 

在前一個變數加入投資人預期的因子之後，本文以 i 公司年報中揭露

之實際資產減損減去本文第一個模型所預測之 i 公司資產減損，其差

額就是超出投資人預期的資產減損金額；本變數與累積異常報酬之關

係應為負向，亦即公司的資產減損超出預期越多，對公司股價報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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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越大。 

（3）非預期盈餘（SURPRISE）： 

為ㄧ控制變數。此變數以公司採用 SFAS 第 144 號公報首年實際每股

盈餘與採用前一年每股盈餘之差異來代表公司實際表現與預期的差

異，此變數與累積異常報酬的關係應為正向，亦即公司實際盈餘超出

預期，則累積異常報酬應會增加。 

（4）淨值/股價比（BTM）： 

為ㄧ控制變數。此變數與應變數間關係應為負向，因為當公司淨值股

價比越高時，代表市場對公司營運前景不看好，或是對經營階層沒有

信心，因此累積異常報酬應該越低。 

（5）公司規模（SIZE）： 

為ㄧ控制變數。為探討公司的規模大小是否會影響公司累積異常報酬

的變化，因此加入本變數。 

（6）BETA： 

為ㄧ控制變數。利用Rid = α i + β iRmd + εid，以公司採用 SFAS第 144號

公報的前一年度股價資訊求出 beta係數。 

Rid = i證券 d日的報酬率； 

Rmd = d日的股票市場報酬率； 

iα  = 為截距項； 

iβ  = 為迴歸係數，用以衡量 i證券的報酬率變異的風險指標； 

εid = 為殘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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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市場調整後股票報酬（MOM）： 

為ㄧ控制變數。根據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的研究顯示，在過

去三到十二個月間，股價表現落後大盤的公司，在未來幾個月會持續

走弱；而在過去三到十二個月間，股價表現優於大盤的公司在未來幾

個月亦會持續走強。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投資人利用過去

的資訊進行投資，以致於股票過去的歷史績效會影響未來的股價。本

文以 S&P 500 Index推估大盤表現，利用公司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

前一年度下半年的股價報酬與大盤報酬的差異來推論公司股價的表

現，此變數與累積異常報酬的關係應為正向，亦即公司過去一段時間

股價報酬高於大盤表現，則累積異常報酬也會越高。 

第三節 研究期間、樣本與範圍 

ㄧ、研究期間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於 2001 年八月一日公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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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適用於會計年度結束在 2001 年十二

月十五日以後之財務報表，但公司得提前採用該號公報。本文目的係探討 SFAS

第 144號公報與公司認列資產減損的行為之關係，以及該資產減損與股票市場的

關係，因此將研究期間定為公司採用 SFAS第 144號公報的首年度，觀察 SFAS

第 144號公報開始施行之後的公司行為與市場反應。 

二、研究樣本 

本文首先由 2005 年 11月更新後之 Standard and Poor's Research Insight 

（另稱 Compustat）資料庫中找出所有會計年度 2001 年到 2003 年北美洲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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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司，由於美國的運輸業（SIC Code2 first two digit=44~49）與財務、保險業

（SIC Code first two digit=60~64）會計方法較為特殊且受到政府管制，不適合作

為本文之樣本，因此將該產業之公司剔除在外；此外本文發現由資料庫抓取之樣

本尚包括基金、信託、ADR 等資料，再加上該資料庫中有些公司的財報資料相

當不齊全，因此都將這些財務資料剔除，最後留下資料庫財報資料較為完整的公

司家數共 5,484家，隨後本文進行隨機抽樣，在 5,484家公司中隨機抽取四分之

一成為樣本（共 1,374家公司）。 

本文透過 Lexis-Nexis 資料庫以人工方式收集樣本公司財務報表所揭露的長

期資產減損、SFAS第 144號公報適用年度及其他研究所需相關資料，並且以美

國證券交易委員會（U. 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在網站上所公佈

的財務資訊補充 Lexis-Nexis 資料庫中之不足。在 1,374 家樣本公司中，本文剔

除 144號公報採用當年與前一年之財報資料不齊全者、不適用 144號公報或無法

發現其採用 144號公報之證據、在採用前後年有變更會計年度、合併、重整者、

資產減損數字與其他數字無法分開者、Compustat資料與 SEC資料相異者以及遺

漏資料與離位點共 518家公司；所剩之 856家公司即為最終樣本。 

                                                 
2 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利用一組四位數的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Codes
（簡稱 SIC Code）來代表公司所經營的產業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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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樣本選取過程 

資料庫可得公司數 
扣除 Compustat中 SIC Code first two digit =44-49（運輸業）、SIC Code first 
two digit =60-64（銀行、金融機構）、ADR、基金等資料  5498
隨機抽選四分之一  1374
剔除樣本   
減：SFAS No. 144號公報採用當年與前一年財報資料不齊全之公司 （105）  
減：年報未提及 144號公報適用狀況之公司 （178）  
減：採用前後年新設立、破產、變更會計年度、合併、重整者公司 （104）  
減：無法確切釐清資產減損數字之公司 （ 59）  
減：變數資料有遺漏值之公司 （ 67）  
減：變數資料有離位點之公司3 （  5）  

最終樣本  856 
根據 SFAS No. 144號公報認列減損之公司 212  
根據 SFAS No. 144號公報並未認列減損之公司 644  
   

 

                                                 
3 離位點之判定方法為樣本點大於全體樣本平均數三倍標準差以外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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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SIC Code之分類，將樣本公司依其產業分為 21 類，詳如下表： 

表 四、樣本產業分布 

產業 公司數 百分比 母體百分比 

農、林、漁、牧業（SIC 01-09） 4 0.47% 0.36% 
礦業（SIC 10-14） 38 4.44% 6.19% 
營造業（SIC15-17） 13 1.52% 1.11% 
食品相關產業（SIC 20-21） 17 1.99% 2.26% 
紡織業（SIC 22-23） 10 1.17% 1.21% 
造紙、印刷業（SIC 24-27） 33 3.86% 2.91% 
化學相關產業（SIC 28） 89 10.40% 10.06% 
石化業（SIC 29-32） 25 2.92% 2.56% 
金屬相關產業（SIC 33-34） 24 2.80% 2.55% 
工業機具設備（SIC 35） 60 7.01% 5.61% 
電機業（SIC 36） 87 10.16% 8.23% 
運輸設備（SIC 37） 24 2.80% 2.40% 
其他製造業（SIC 38-39） 72 8.41% 9.27% 
運輸與公用事業（SIC 40-43）4 10 1.17% 0.94% 
大宗交易事業（SIC 50-51） 33 3.86% 3.55% 
零售業（SIC 52-59） 61 7.13% 6.14% 
財務、保險、不動產（SIC 65-67）5 47 5.49% 8.41% 
商業服務業（SIC 70-79） 159 18.57% 19.57% 
醫療、社會服務（SIC 80-89） 42 4.91% 4.45% 
公共管理事業（SIC 91-97） 0 0% 0.11% 
其他（SIC 99） 8 0.93% 2.11% 

總和 856 100% 100% 

 

                                                 
4 本研究不包含 SIC Code first two digit = 44-49 的運輸事業。 
5 本研究不包含 SIC Code first two digit = 60-64 的財務、保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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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圍 

本文所研究之損益與資產減損金額為公司繼續營業部門內所產生之之損益

與資產減損；樣本公司之停業部門損益中的長期資產減損並不納入本文的減損研

究範圍，由於本文主要探討非商譽長期性資產之減損，然而 SFAS第 144號公報

要求備供處分或出售之資產在（1）該資產的營運或現金流量即將或已經由繼續

營業部門當中移除時，或在（2）處分交易之後，該資產將不會與繼續營業部門

有顯著的關係時，要將該資產歸類於停業部門中；根據本文的觀察，多數公司財

務報表在揭露停業部門資產集團減損損失時，多半沒有列明資產集團的內容以及

其中各資產的減損狀況，因此本文在進行收集資料時，無法正確取得 SFAS第 144

號公報規範範圍內之停業部門長期資產減損損失。 

而根據早期盈餘管理之相關研究（Bartov, 1993; Francis et al. 1996），大多以

營業部門之損益來研究盈餘管理，其主要原因為（1）投資人多半是以營業損益

而非淨損益來作成投資判斷（Ronen and Sadan, 1981），（2）經理人操縱損益的主

要目的為影響投資人的判斷（Dye, 1988; Trueman and Titman, 1988）；因此本文

決定以營業部門損益以及在繼續營業部門認列之長期資產減損為主要研究對

象，以提高對盈餘管理研究的關連性，以及降低蒐集樣本停業部門資產減損可能

會造成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