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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財務預測制度發展沿革 

自從台灣證交易所於 1962 年成立以來，國內資本市場經過數十年的發

展，不論是公司家數、公司規模或股票成交量都大幅成長，成為國人重要

的投資管道。在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投資人受限於投資資訊的不足，降

低了投資的意願。為讓投資人獲取合理決策所需之必要資訊及維持資本市

場運作效率，重要的公司資訊如何能夠普遍、快速、透明地公諸於投資人

眼前，成為熱門之議題。 

有鑑於此，證期會自 1986 年起積極推動財務預測公開體系以建立預測

資訊之公開管道，並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配合制定有

關財務預測編製準則及會計師核閱準則，對整體財務預測制度之建立，奠

下初步根基。以下分就財務預測制度建立之沿革略述如下：  

1989.12.28－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六號「財務預測編制要點」之發布： 

為促使資訊充分公開，杜絕任意發布預測盈餘訊息而影響有價證券價

格，以保障投資大眾，促使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金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公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十六號，規範公司應本誠信原則，以適當之假設，依一定之方式揭露財務

預測。  

1990.10.16－審計準則公報第十九號「財務預測核閱要點」之發布： 

為規範會計師核閱財務預測之相關事項，會計研究所發展基金會發布

審計準則公報第十九號，對會計師核閱財務預測之範圍、核閱程序及核閱

報告之形式等，均有明確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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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05.09－「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之發布： 

其中之第十八條規定上市(櫃)公司於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時，應編製財務

預測，並委任會計師加以核閲。但是申請或已申報時已逾當年營業年度九

個月時，應一併評估次一年度之財務預測。第二十五條規定公司申請募集

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時，需如同第十八條規定編製財務預測。 

1991.05.10－(80)台財證(一)第 00904 號函之發布： 

就有關財務預測應揭露之內容及公告申報之程序，做更具體之規範。 

1991.12.07－(80)台財證(六)第 03362 號函之發布： 

各公開發行公司公布財務預測者，除依照上述函令辦理之外，需再依

據證券交易法第三十六條之規定及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五條辦

理。此外，應公開財務預測者，應於公開後二日內公告並申報之。 

1992.02.11－(81)台財證(六)第 00232 號函之發布： 

規定公開發行公司申請上市及上櫃時，依照交易所之規定，亦需揭露

財務預測。同時規定公開發行公司在大眾傳播媒體公開預測者，應於公開

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申報之。 

1993.12.30－「公開發行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之發布： 

為使財務預測制度能在合理規範下更有效運作，而發布此規定。依照

該要點應公開財務預測者如下：1.已上市（櫃）公司辦理現金增資、發行可

轉換公司債(當年及次年度)，2. 未上市（櫃）公司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並

對外公開發行時（當年度），3.公司申請上市（櫃）時（當年度及其後三年），

4.公司於其財務預測發布後，預期稅前損益或營業損益變動達 20%，且其

金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者，須更新財務預測，5.自願公開財務預測者。  

1994.12.16－(83)台財證(稽)第 02465 號函： 

上市(櫃)公司如有改(補)選董事，以致三分之一以上之董事發生變動

者，應於董事就任之日起一個月內，公告申報當年度財務預測，並於年度

終了後四個月內公告申報次年度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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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1.29－「公開發行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之修訂： 

本次修正重點在於適度擴大財務預測之實施範圍、放寬更新財務預測

之標準及時限、增列財務預測更新(正)之截止點，以及有重大錯誤或疏漏者

之相關處分規定。此次修正包括：1.擴大財務預測適用範圍，公開發行公司

符合特定情況亦得強制公開財務預測，2.財務預測編製完成時，應提請董事

會確認通過，3.配合財務預測適用對象之擴大，放寬申報、更新之時限及更

新標準。如財務預測更新之期限延長為發現之日起十日內申報，更新之標

準訂為：稅前損益變動達 20%且達實收資本額 5‰及三千萬元以上。4.增列

免重編標準。當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調整更換一會計師，或依據之基本假設

未發生重大變動，經公司管理當局出具基本假設有效之聲明書並洽會計師

表示意見後，於事實發生兩日內，得免重編財務預測。5.擴大財務預測更新

應揭露之項目等。 

1997.05.21－(86)台財證(六)第 03021 號函之發布： 

    各公開發行公司如於新聞、雜誌、廣播、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公

開財務預測資訊，或於業績發表會、記者會或其他公共場所公開財務預測

資訊者，應於公開日起兩日內公告並申報，證期會對報章媒體之相關報導，

均會加以瞭解有無上開函令之適用，必要時要求公司加以澄清，以保障投

資者權益。 

2002.04.11－(91)台財證(六)字第 002489 號之發布： 

為配合證券市場發展，促使資訊充分公開，並兼顧財務預測制度之合

理性，故修訂「公開發行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部分條文。

修訂重點如下：1.減少強制公開財務預測之範圍：(1)考量實務管理需要，

特殊情況下可免公開財務預測或縮短繼續公開年限，如私募有價證券、上

櫃轉上市、興櫃股票、第二類股票等。(2)基於經營權發生變動對公司營運

有重大影響，明訂公司董事任期屆滿之改選或同一任期內董事發生變動累

計達三分之一以上時，應公開財務預測。但其應以造成公司經營權實質變

動為限，故增訂公司法人股東經營權如未發生重大變動，而改派代表人擔

任董事者，則免列入董事變動之計算。(3)依「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

辦理「簡易合併」及「非對稱式合併」者，因其對公司營運情況並無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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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豁免其公開財務預測。(4)考量發生重大災害、簽訂重大產銷契約及

重要產業部門變動等相關資訊已經由重大訊息管道對外發布；而營業收入

減少 30%者，外界亦可經由公司每月之營收公告評估公司之可能發展趨

勢，應毋須再公開財務預測。2.合理規範自願公開財務預測：規範公司不宜

私下發布財務預測資訊，若於特定場合已發布，則視為自願公開，須即依

本要點公開財務預測。3.簡化公開方式：配合資訊申報單軌化之作業及減輕

發行公司資訊作業成本，修訂簡化應公告內容及抄送單位。 

2002.11.14－台財證六字第 0910005767 號之發布： 

配合行政程序法施行，於證券交易法第 36 條之 1 取得法律授權依據，

廢止「公開發行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訂定「公開發行

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理準則」。 

2004.12.09－金管證六字第 0930005938 號令之發布： 

    修訂「公開發行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理準則」，取消強制性公開

財務預測制度，成為現行之自願性公開財務預測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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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行財務預測制度 

    根據 2004 年 12 月 9 日金管會所發布之「公開發行公司公開財務預測

資訊處理準則」之內容，可得知現行之財務預測制度為自願性財務預測，

除非符合該處理準則第六條之規定，1公司須強制公開完整式財務預測外，

其餘公司皆可自行決定是否公開當年度之財務預測以及財務預測之形式。 

    目前財務預測形式分為兩種，ㄧ種為簡式財務預測，另ㄧ種為完整式

財務預測，茲說明如表 2.1.1： 

表 2.1.1  完整式財務預測及簡式財務預測之比較 

形式 完整式財務預測 簡式財務預測 
適用範圍 1.公司自願公開。 

2.公司符合處理準則第六條之規

定。 

公司自願公開。 

編製內容 財務預測表達之內容除預計財務

報表外，尚應包括下列各項目：

1.財務預測編製原因及編製完成

日期。 
2.企業之財務預測係屬估計，將

來未必能完全達成之聲明。 
3.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 
4.重要基本假設之彙總說明。 
5.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

利及稅前損益各季之預測數，

公司如於期中始公開當年度財

務預測，公開前各季之資料，

應以實際數列示。 
6.前一次財務預測所含預計損益

表之實際達成情形及受懲處紀

錄，包括： 
(1)原預測數、歷次修正數與實際

   數之對照比較。 
(2)稅前損益差異達 20%以上者，

   其原因之分析說明。 

1.財務預測編製原因及 
  編製完成日期。 
2.董事會通過日期。 
3.財務預測涵蓋之期間。

4.下列各項目之預測數 
  及截至前一季止之實 
  際數： 
(1) 營業收入、 

 (2) 營業毛利、 
 (3) 營業費用、 
 (4) 營業利益、 
(5) 稅前損益、 
(6) 每股盈餘、 

 (7) 取得或處分重大資

產。 
5.重要基本假設及估計

基礎之彙總說明及會

計政策與財務報告一

致性之說明。 
 
 
 

                                                 
1 第六條之規定為：公開發行公司未依本準則所定方式，而於新聞、雜誌、廣播、電視、

網路、其他傳播媒體，或於業績發表會、記者會或其他場所發布營業收入或獲利之預測性

資訊者，本會得請公司公開完整式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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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完整式財務預測 簡式財務預測 
編製內容(續) (3)原預測數發布日期、歷次修正

   日期、原由及其影響金額。 
(4)財務預測經本會處以糾正或

經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處記缺失之

原因及其改善情況。 
7.截至財務預測編製完成日前一

季止，本年度財務預測之達成

情形，前一季之財務報表如未

經會計師查核 (核閱) ，以自

行結算數字列示，應以明顯字

樣揭露未經查核 (核閱) 。 

6.企業之財務預測係屬

估計，將來未必能完

全達成之聲明。 

表達方式 單一金額。 得以單一數字或區間估

計表達。 
預測期間 ㄧ年。 ㄧ季或以季為單位公開

超過一季之預測。 
是否須經會

計師核閱 
公司自行決定是否委託會計師核

閱。 
毋須核閱。 

公開時點 1.公司自行決定。 
2.符合處理準則第六條情形而被

主管機關要求編製者─於編製

通知到達之日起 10 日內。 

公司自行決定。 

應否更新(正) 是 是 
更新(正)時點 發現財務預測應重編或更新(正) 

之日起 2 日內公告原財務預測 
不適用，10 日內編製重編或更 
新(正)財務預測。 

公司應對已公開之財務 
預測資訊，隨時檢討評 
估有無更新(正)財務預 
測之必要。 

更新(正)標準 當編製財務預測所依據之關鍵因

素或基本假設發生變動，致稅前

損益金額變動 20%以上且影響金

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及實收資本

額之 5‰者，公司應依規定更新

財務預測。 

尚無明訂。 

備註 已公開財務預測之公司應於年度

終了後一個月內，公告申報預計

損益表 (含原預測數及歷次修正

數) 之達成情形及差異原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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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管理當局自願性公布財務預測之動機 

    本研究主要探討影響上市(櫃)公司管理當局自願性揭露財務預測之因

素，包括公司特性及管理當局之動機兩方面。財務預測為盈餘預測之ㄧ種，

故影響管理當局揭露盈餘預測之因素，亦會影響管理當局揭露財務預測之

意願。由於過去文獻多針對盈餘預測作研究，故將影響盈餘預測之因素說

明如下。此外，本研究認為權益資金成本及外資持股比率，此二因素亦會

影響管理當局自願揭露財務預測之意願。由於影響管理當局自願性盈餘預

測之文獻並未考量此二因素，故將資訊揭露之影響因素之相關文獻ㄧ併置

於此。 

    就國外之研究而言，實證之結果大多支持盈餘變異性、修正分析師預

期，此二因素與自願性發布盈餘預測之意願相關；另外，亦有研究支持內

部人持股比率、資金需求、好消息、公司規模、獲利能力、財務槓桿比率、

成長力…等因素與自願性發布盈餘預測之意願相關。而就國內之研究而

言，實證結果大多支持資金需求、獲利能力，此二因素與自願性發布盈餘

預測之意願相關；此外，亦有研究支持修正分析師預期、引導分析師預測、

產業密集度、好消息、內部人持股率…等因素與自願性發布盈餘預測之意

願相關。最後，有關權益資金成本部分，國內之研究並未證實其與資訊揭

露程度有關；而有關外資持股率部份，國內之研究證實其與資訊揭露程度

有關。 

一、公司特性 

(1)盈餘變異性 

     Jaggi and Grier (1980)之研究主要探討自願揭露盈餘預測之公司與未

揭露之公司，兩者於未來及過去之績效表現上有無不同。 

    作者選取 1971 年至 1974 年各年之第一季中，曾於 Wall Street Journal 

(以下簡稱 WSJ)揭露盈餘預測的公司，並挑出符合以下條件者：一、做整

年度的預測；二、預測為管理當局發布；三、至少須在會計年度結束前八

個月發布預測；四、預測須為量的資料，以此法選出 80 家公司為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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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產業為配對基礎，選出 80 家未揭露盈餘預測的公司，視為對照組。最

後以 Mann-Whitney test 及 t test 對兩組觀察值進行檢定。 

    實證結果顯示，自願性揭露盈餘預測之公司相對於未揭露之公司，其

歷史盈餘波動性較小。另外，並無統計上之證據顯示自願揭露盈餘預測公

司未來之績效表現會較佳。 

 (2)外資持股率 

    Naser, Al-khatib and Karbhari (2002)之研究探討公司特性與資訊揭露程

度間之關係。 

    作者選取 1999 年於 Amman Financial Market 上市之所有公司，扣除金

融保險業及資料不足之公司，計有 84 家公司為研究樣本，其中 59 家為製

造業，25 家為服務業。同時，作者參考過去之研究，自行設計評分標準，

替每家公司資訊揭露之程度評分。最後運用複迴歸分析，找出資訊揭露程

度與公司特性間之關係。 

    實證結果顯示，公司規模、簽證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公司之獲利能力，

公司之流動性以及權益比率，與資訊揭露之程度有關。另外，實證結果雖

發現外資持股比率與公司資訊揭露之程度成負相關，但並不顯著。 

    陳冠宙，陳育成，陳雪如(2005)之研究中，藉公司外部股權特性方面，

探討影響網站資訊透明度之因素。 

    作者選取截至 2004 年 4 月於證交所交易之 650 家上市公司為研究對

象，扣除業務屬性較特殊之產業後，將剩下之公司區分為電子業及非電子

業，再隨機抽樣 40%作為樣本，共計 210 家。同時，以 2004 年 4 月網站上

之資料為資訊透明度之評量基準，並依一定標準替各網站評分。最後以

ordered logistic 進行迴歸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就公司外部股權特性方面而言，公營機構投資持股比

率、本國金融機構投資持股比率及外資持股比率越高之公司，其資訊透明

度越好；但實證結果並未支持本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投資持股比率與資訊

透明度有關。 



 17

二、管理當局之動機 

(1)資訊揭露之成本效益 

    Verrecchia (1983)之研究主要探討除公司握有好、壞消息之外，揭露預

測性資訊之相關成本是否會影響公司揭露該資訊之意願。 

    作者以分析性模型進行推導，結果顯示，揭露預測性資訊之相關成本

會影響公司揭露該資訊之意願，未揭露預測性資訊之公司會被市場推定為

有壞消息或者是雖有好消息，但揭露之成本極高。 

    Diamond and Verrecchia (1991)之研究探討資訊揭露、股票流動性及資

金成本間之關係。 

    作者以分析性模性進行推導，結果顯示，資訊揭露可以降低資訊不對

稱，進而吸引投資人投資，促使企業股票之流動性提高，以降低企業之資

金成本。 

    Elliott and Jacobson (1994)之研究，分析企業揭露資訊之成本與效益。

作者以文字敘述之方式說明資訊揭露成本包括資訊產生成本、訴訟成本以

及競爭優勢的喪失。作者認為企業為了揭露資訊，必然會發生收集、處理

與傳遞資訊之成本，此外，若資訊須經查核，還須支付查核成本，這些皆

為資訊產生成本。再則，揭露不足以及揭露意圖誤導他人之資訊都會招致

訴訟成本。最後，作者指出有關科技、創新管理、策略等資訊之揭露較易

使企業喪失競爭優勢。 

    資訊揭露效益則包括提高公司股票之流動性及降低企業資金成本。作

者認為公司揭露之資訊越豐富，投資人可善加利用攸關資訊，尋求最佳投

資機會，將資金導入生產力最高之企業，因此提高資本市場之流動性。再

則，作者認為企業資金成本有三個決定因素：1.經濟風險溢酬(economic risk 

premium)、2. 無風險利率、3.資訊風險溢酬(information risk premium)。資

訊風險溢酬指的是投資人在缺乏完全資訊之情況下，進行交易所要求的補

償。也就是說，其他條件不變下，資訊揭露程度越高，投資人越了解投資

所涉及之經濟風險，因此其所要求之資訊風險溢酬便會減少，亦即代表企

業之資金成本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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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r and Yohn (1997)之研究主要探討管理當局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

是否與市場之資訊不對稱有關，以及透過發布該資訊能否降低資訊不對稱

之程度。 

    作者選取 1988 年至 1992 年間，曾於 Dow Jones News Retrieval 資料庫

(以下簡稱 DJN/R)上發布之季盈餘資訊，共 520 筆，其中只有 278 個觀察值

可從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Markets (以下簡稱 ISSM) 取得交易資

料，最後以產業及權益市價為配對基準，另外選出 179 家公司為對照組。

接著以普通最小平方法線性迴歸模型(OLS)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發布盈餘預測的公司比起未發布的公司，在預測發布

日前擁有較多的資訊不對稱。而發布盈餘預測公司，在預測發布後之價差

顯著低於發布前，故發布盈餘預測可降低資訊不對稱之程度。 

    邱碧珠(2000)之研究主要探討資訊揭露程度與權益資金成本間之關

係，僅以資訊電子業為研究對象。 

    作者選取 1999 年間，符合下列條件資訊電子業公司：1.須為上市公司、

2.會計制度採曆年制、3.樣本期間內未經變更交易方式且不屬特別股或全額

交割股、4.樣本期間內須無上櫃轉上市或上市轉下市之情形、5.資料完整齊

全，共挑出 68 家。接著，作者依年報揭露程度替公司評分作為因變數，以

資本資產訂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來估算權益資金成

本，並以益本比、被報導次數、負債對權益比率為控制變數，採普通最小

平方法線性迴歸模型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資訊揭露程度雖與權益資金成本間雖呈現反比關係，

但未達顯著水準，故無法支持資訊揭露程度越高，則權益資金成本越低之

假說。 

    與本研究之異同：本研究亦以 CAPM 來估算權益資金成本，並將上櫃

公司納入研究樣本，且研究對象不限於電子業公司。 

    Botosan and Plumlee (2002)之研究主要探討年報上之資訊揭露程度及

即時性揭露，與權益資金成本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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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選取 1985 至 1995 年間之各產業公司為研究對象，共計 3618 個樣

本。同時，以財務分析師協會對公司揭露程度所為之評分為基準，轉換後，

即成為此研究對公司揭露程度之評比分數，另以股利折現模型估計權益資

金成本，最後以複迴歸分析進行實證研究。 

    實證結果顯示，年報資訊揭露評比得分較高之公司，其資金成本較低；

但即時性揭露評比得分較高之公司，其資金成本反而會因為股價的變動增

加而增加。 

(2 )發布好、壞消息 

    Trueman (1986)之研究主要探討管理當局為何會自願揭露盈餘預測，是

否與管理當局所擁有之好(壞)消息有關。 

    作者以分析性模型進行推導，結果顯示，只要揭露盈餘預測之成本為

零，則不論管理當局所擁有之消息為好消息或壞消息，他都願意揭露。原

因是投資人會透過盈餘預測之揭露來評估管理當局是否具有洞悉公司前景

之能力，而公司之市值則取決於管理當局之能力。 

    Lev and Penman (1990)之研究主要探討當公司擁有好消息時，管理當局

是否會藉由揭露盈餘預測，以與其他公司有所區別。 

    作者選取 1968 年至 1975 年間，曾於 WSJ 發布年盈餘預測之公司，扣

除於 Center for Research in Security Price (以下簡稱 CRSP)及 COMPUSTAT

資料庫裡無其他完整資料之公司，共計 1575 筆資料，再以產業為配對基礎，

隨機選取 1575 筆資料作為對照組。接著，採用市場模式估計每一個觀察值

的累計異常報酬，以 t test 檢定預測公司樣本之平均累計異常報酬是否大於

非預測樣本公司，來推論盈餘預測公司之績效是否較佳。另外，計算發布

盈餘預測當月、前一日及當日之異常報酬，以 t test 檢定預測公司樣本之平

均異常報酬是否為正，而非預測公司樣本之平均異常報酬是否為負。 

    實證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為了與其他有壞消息之公司有所區別，當

公司有好消息時，管理當局會主動揭露。另外，對照公司其股價並不因未

揭露盈餘預測而有負向反應，表示不發布預測，市場並不會推定為公司有

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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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nner (1994)之研究主要探討管理當局發布壞消息的動機是否基於法

律責任之考量。 

    作者選取 1981 年至 1990 年間，曾於 DJN/R 上揭露自願性盈餘預測的

公司且須在那斯達克證券交易所(NASDAQ)掛牌，共 468 筆觀察值，其中

202 筆為年預測資料，266 筆為季預測資料。接著運用 chi-square test、logistic 

regression、t test 來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管理當局擁有壞消息時，比較可能在季盈餘宣告之前

就主動發布盈餘預測資訊；再則，當壞消息與預期有很大差距時，管理當

局較願意主動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此外，市場對壞消息的反應較強烈；

壞消息較常採用描述性的方式揭露，而好消息多採用點估計及區間估計方

式揭露。 

(3)更正財務分析師之預測 

    Ajinkya and Gift (1984)之研究主要探討管理當局是否偏好透過財務分

析師間接揭露公司盈餘預測資訊，同時探討管理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的動

機以及發布時市場的反應。 

    作者選出 1970 年至 1977 年間，曾於 WSJ 自願性發布年盈餘預測之公

司，並挑出符合下列條件者：一、於紐約證券交易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以下簡稱 NYSE)掛牌之上市公司；二、盈餘預測需為點估計值；

三、其股票報酬可從 CRSP 獲得資料；四、可從 Standard & Poor’s Earnings 

Forecaster 資料庫中取得分析師預測資料；五、不採用於第一季發布之盈餘

預測資料。所以共有 191 家公司，259 筆觀察值。另外再隨機選取 259 家公

司，當成對照公司。股票之異常報酬率以市場模式估計，並運用變異數分

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管理當局偏好透過財務分析師間接揭露盈餘預測資

訊；盈餘預測的目的之一，在於更正財務分析師之預測，盈餘預測中非市

場預期之盈餘變動，會引起股票價格變動，此結果支持預期調整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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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公司特性及管理當局動機之研究 

    Ruland et al. (1990)之研究主要探討哪些因素與公司自願性揭露盈餘預

測有關。 

    作者選取 1980 年至 1985 年間，曾於 DJN/R 上公開預測性資料的公開

發行公司，惟將 Institutional Brokers’ Estimate System (以下簡稱 IBES)及

COMPUSTAT 資料庫無其他完整資料的公司排除，共計 146 家公司，另外

以資產規模為配對標準，再選出 146 家公司為對照組。接著以 probit 進行

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管理當局與分析師所作預測之差異越大、內部人之持

股比例越低或者公司近期內有資金需求，則管理當局揭露盈餘預測之意願

越高；但實證結果並不支持公司手上擁有好消息與管理當局揭露盈餘預測

之意願有關。 

    與本研究之異同：本研究並未採配對方式選取樣本，也未以 probit 進

行迴歸分析。此外，本研究未將管理當局與分析師所作預測之差異及公司

手上擁有好消息，此兩者列為影響管理當局自願揭露盈餘預測之因素，但

將其他可能相關因素納入考量。 

    Kross, Lewellen, and Ro (1994)之研究主要探討哪些因素與公司自願性

揭露盈餘預測有關。 

    作者選取 1970 年至 1979 年間，曾於 WSJ 發布財務預測之公司，惟將

COMPUSTAT 資料庫無其他完整資料之公司排除，共計 192 家；另外找出

在這七年間，未曾發布(或者僅發布一次)財務預測之公司作為對照組，共計

937 家。接著以 logistic regression 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公司規模越大、財務槓桿比率越高、公司獲利能力越

好、公司盈餘之波動程度越小、公司之成長力越高，則其揭露盈餘預測之

意願越高。但實證結果並不支持公司之系統風險、公司是否屬化學或製藥

產業，與管理當局盈餘預測之意願有關。 

與本研究之異同：本研究未將公司之成長力及公司之系統風險，此兩

者列為影響管理當局自願揭露盈餘預測之因素，但將其他可能相關因素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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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量。此外，本研究將產業列為控制變數，但考慮國內環境後，並不認

為屬化學或製藥產業之公司，揭露財務預測之意願會較高。 

    Kasznik and Lev (1995)之研究主要探討當公司面臨重大盈餘變動時，管

理當局是否會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 

    作者從 COMPUSTAT 找出於 1988 年至 1990 年間，第四季盈餘宣告時，

盈餘變動(相對於分析師預測)超過股價 1%的公司，共計 565 家，其中，好

消息公司計有 171 家，壞消息公司計有 394 家。再從 Nexis News 資料庫蒐

集這些公司在第三季至第四季盈餘宣告間，自願性盈餘預測之發布型態。

接著以 t test 分別對好消息公司及壞消息公司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面臨重大盈餘變動的公司中，低於 10 %的公司會事前

主動揭露量化的盈餘預測或銷貨預測；50 %的公司保持沉默；其他公司則

提供各種型態的營運相關資訊給投資人。另外，面臨重大盈餘變動時，公

司之規模越大、公司屬於高科技產業、公司先前曾發布預測資訊，則其管

理當局越願意主動揭露。 

    Kent (2003)之研究主要探討，在澳洲，哪些因素與公司自願於年報上

揭露盈餘預測資訊有關。 

    作者選取 1991 年至 1992 年在 Australian Stock Exchange 公開發行的公

司中，隨機選取 100 家，其中 52 家曾於年報中揭露盈餘預測資訊，其餘 48

家則無。接著以 logistic regression 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公司之盈餘波動程度越小或者公司之規模越小，則其

自願揭露盈餘預測資訊之意願越大。但實證結果並不支持產業競爭度、公

司近期內有資金需求、公司手上擁有好消息、簽證年報之事務所是否為五

大，這五項因素與公司自願於年報上揭露盈餘預測資訊有關。 

與本研究之異同：本研究未將產業競爭度、公司手上擁有好消息及簽

證年報之事務所是否為五大，此三者列為影響管理當局自願揭露盈餘預測

之因素，但將其他可能相關因素納入考量。關於變數衡量方面，本研究並

非以總資產來衡量公司規模，而是用銷貨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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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安妮(1991)之研究主要探討管理當局自願揭露盈餘預測資訊之決定

因素為何。 

    作者找出 1985 年至 1989 年間國內各大報紙上，由管理當局所揭露之

盈餘預測值，再選取符合五項條件之觀察值，接著隨機從觀察值中抽取 189

筆作為實驗組，再以相同產業為抽樣基準，隨機抽取 189 家未揭露預測之

公司作為對照組。接著以 logistic regression 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當管理當局欲修正分析師之預測時、希望引導分析師

從事更合理之盈餘預測時，或者當公司勞力密集度越大、公司越需要新投

入資本時，則管理當局越可能主動提供盈餘預測資訊給外界。另外，實證

結果並不支持公司規模、公司擁有好消息、公司之獨占能力、公司之市場

佔有率以及公司盈餘之變異數與管理當局自願性揭露盈餘預測有關。 

與本研究之異同：本研究未採配對方式選取樣本，未將修正分析師預

測、引導分析師預測、公司勞力密集度、公司擁有好消息，公司之獨占能

力以及公司之市場佔有率，此六者列為影響管理當局自願揭露盈餘預測之

因素，但將其他可能相關因素納入考量。關於變數衡量方面，本研究並非

以總資產來衡量公司規模，而是用銷貨淨額；資金需求之計算，則不限於

公司現金增資發行新股，還包括發行公司債、可轉換憑證。 

    李建然(1997)之研究主要探討影響台灣上市公司管理當局自願性盈餘

預測之因素為何。 

  作者找出 1985 年至 1995 年間，上市公司曾在台灣主要報紙主動發布

當年度稅前盈餘預測、預測日期及刊載的報紙等資料，共計 3923 個觀察值。

該資料來源則來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以下簡稱 TEJ)之盈餘預測檔及財

務預測檔，同時剔除強制性財務預測 879 個及僅發布銷貨收入 418 個，剩

2626 個觀察值，再扣除於 TEJ 上無足夠資料之公司，最後共剩 1227 個觀

察值。接著以 probit 及 logistic regression 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當公司擁有好消息、公司之經營績效越佳、公司近期

內有資金需求、公司之負債比率越高，則其管理當局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

之誘因越大。但實證結果並未支持公司盈餘之變異數、公司之會計盈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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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報酬的相關性、公司規模、公司管理當局擁有之股權，與公司自願性

揭露盈餘預測有關。 

與本研究之異同：本研究未將公司之會計盈餘與股價報酬的相關性及

公司擁有好消息，此兩者列為影響管理當局自願揭露盈餘預測之因素，但

將其他可能相關因素納入考量。關於變數衡量方面，本研究並非以普通股

市值來衡量公司規模，而是用銷貨淨額；並非以會計資產報酬率來計算經

營績效，而是用權益報酬率；並非以盈餘變動率之變異數來衡量盈餘波動

程度，而是用每股盈餘之變異數；並非僅以董、監持股數來計算內部人持

股比率，而是再納入經理人持股數。 

    劉聯旭(1998)之研究主要探討強制性財務預測制度之實施是否影響管

理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揭露行為。 

    作者找出 1986 年至 1990 年(強制性財測前)、1992 年至 1996 年(強制性

財測後)間曾於報上自願性揭露盈餘預測之上市公司，且至少須有兩年稅前

盈餘預測值，共選出 154 家公司，1208 筆觀察值。接著利用 n order logistic 

regression 進行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實施強制性財務預測後，整體而言，將降低管理者自

願性揭露盈餘預測之意願；此外，公司之獲利能力越佳或公司為第一類上

市公司，其管理當局揭露盈餘預測之意願較強；亦可從實證結果得知管理

當局有一穩定之盈餘預測揭露習性。但實證結果並未支持管理當局盈餘預

測之精確度、公司規模、舉債程度、盈餘變異性、勞力密集程度，與公司

自願性揭露盈餘預測有關。 

與本研究之異同：本研究未將強制性揭露財務預測之行為納入研究範

圍，未將管理當局盈餘預測之精確度、公司為第一類上市公司及勞力密集

程度，此三者列為影響管理當局自願揭露盈餘預測之因素，但將其他可能

相關因素納入考量。關於變數衡量方面，本研究並非以總資產來衡量公司

規模，而是用銷貨淨額；並非以股東權益報酬率之標準差來衡量盈餘變異

性，而是用每股盈餘之變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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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文獻探討摘要 

一、公司特性－(1)盈餘變異性 

研究者

(年份)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Jaggi and 

Grier 

(1980) 

自願揭露盈餘預測

之公司，其績效表現

是否不同於未揭露

之公司？ 

Mann-Whitney 

test 及 t-test。採

用配對樣本。 

揭露盈餘預測公司之

歷史盈餘波動性較

小。 

一、公司特性－(2)外資持股比率 

Naser, 

Al-khatib 

and 

Karbhari 

(2002) 

探討公司特性與資

訊揭露程度間之關

係。 

複迴歸分析。 公司規模、公司之獲

利能力、流動性，權

益比率以及簽證會計

師事務所規模，此五

因素與資訊揭露之程

度有關。外資持股比

率與資訊揭露之程度

成負相關，但並不顯

著。 

陳冠宙，

陳育成， 

陳雪如

(2005) 

探討公司外部股權

特性與網站資訊透

明度之關係。 

以 ordered logit

進行迴歸分析。

公營機構投資持股比

率、本國金融機構投

資持股比率及外資持

股比率越高之公司，

其資訊透明度越好；

未證實本國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投資持股比

率與資訊透明度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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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文獻探討摘要(續) 

二、管理當局之動機－(1)資訊揭露之成本效益 

Verrecchia 

(1983) 

除公司握有好、壞消

息之外，揭露預測性

資訊之相關成本是

否會影響公司揭露

該資訊之意願？ 

分析性模型之

推導。 

未揭露預測性資訊之

公司會被市場推定

為： 

1.有壞消息、 

2.雖有好消息，但揭露

之成本極高。 

Diamond 

and 

Verrecchia 

(1991) 

探討資訊揭露、股票

流動性及資金成本

間之關係。 

分析性模型之

推導。 

資訊揭露可以降低資

訊不對稱，進而吸引

投資人投資，促使企

業股票之流動性提

高，以降低企業之資

金成本。 

Elliott and 

Jacobson 

(1994) 

分析企業揭露資訊

之成本與效益。 

文字敘述。 作者認為資訊揭露可

減少資訊不對稱，進

而減少企業之資金成

本。 

Coller and 

Yohn 

(1997) 

發布自願性盈餘預

測是否與市場的資

訊不對稱有關？及

透過發布該資訊是

否可降低資訊不對

稱的程度？ 

最小平方迴歸

分析法。 

1.發布盈餘預測公司 

比起未發布公司，在 

預測發布日前擁有較 

多的資訊不對稱。 

2.發布盈餘預測公司，

在預測發布後之價差 

顯著低於發布前，故 

發布預測可降低資訊 

不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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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文獻探討摘要(續) 

研究者

(年份)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邱碧珠

(2000) 

探討資訊揭露程度

與權益資金成本間

之關係，僅以資訊電

子業為研究對象。 

以 CAPM 估算

權 益 資 金 成

本，並以 OLS

進行實證分析。

資訊揭露程度雖與權

益資金成本兩者間之

關係不顯著。 

Botosan 

and 

Plumlee 

(2002) 

年報上之資訊揭露

程 度 及 即 時 性 揭

露，與權益資金成本

間之關係。 

以股利折現模

型估計權益資

金成本，並以複

迴歸分析進行

實證研究。 

年報資訊揭露評比得

分較高之公司，其權

益資金成本較低；但

即時性揭露評比得分

較高之公司，其權益

資金成本反而會因為

股價的變動增加而增

加。 

二、管理當局之動機－(2 )發布好、壞消息 

Trueman 

(1986) 

為何管理當局會自

願揭露盈餘預測？ 

分析性模型之

推導。 

只要盈餘預測之揭露

不需成本，則不論公

司所有之消息為好消

息或壞消息，公司都

願意揭露。 

Lev and 

Penman 

(1990) 

當公司擁有好消息

時，管理當局是否會

透 過 揭 露 盈 餘 預

測，來顯示自己與其

他公司不同？ 

t test。採用配對

樣本。 

雖然證據顯示有些公

司也會發布壞消息，

但整體而言，為了與

其他有壞消息的公司

有所區別，當公司有

好消息時，管理當局

會主動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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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文獻探討摘要(續) 

研究者

(年份)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Skinner 

(1994) 

管理當局發布壞消

息的動機是否基於

法律責任的考量？ 

運用 chi-square 

test 、 t-test 及

logit regression 

model，來檢定

不同假說。 

1.管理當局擁有壞消

息時，比較可能在季

盈餘宣告之前就主動

發布盈餘預測。 

2.壞消息與預期有很

大差距時，管理當局

較會主動發布自願性

盈餘預測。 

3.市場對壞消息的反

應較強烈。 

二、管理當局之動機－(3)更正財務分析師之預測 

Ajinkya 

and Gift 

(1984) 

探討管理當局自願

性盈餘預測的動機

以及發布時市場的

反應。 

ANOVA 分析。

採用配對樣本。

1.盈餘預測的目的之

一，在於更正財務分

析師之預測。 

2.盈餘預測中非市場

預期的盈餘變動，會

引起股票價格變動，

此支持預期調整假

說。 

三、綜合公司特性及管理當局動機 

Ruland 

et al. 

(1990) 

哪些因素與公司是

否自願性揭露盈餘

預測有關？ 

probit model。

採用配對樣本。

內部人之持股比例、

公司有資金需求、分

析師之預測誤差，此

三者與公司自願性揭

露盈餘預測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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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文獻探討摘要(續) 

研究者

(年份)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Kross, 

Lewellen, 

and Ro 

(1994) 

哪些因素與公司是

否自願性揭露盈餘

預測有關？ 

logit regression 

model。未採用

配對樣本。 

公司規模、財務槓桿

比率、獲利能力、盈

餘變異性、成長力，

此五因素與公司自願

揭露盈餘預測有關。 

Kasznik 

and Lev 

(1995) 

當公司面臨重大盈

餘變動時，管理當局

是否會發布自願性

盈餘預測，以及具何

種特色之公司較願

意主動發布盈餘預

測？ 

t-test。未採用配

對樣本。 

1.面臨重大盈餘變動

的公司中，低於 10%

的公司會事前主動揭

露量化的盈餘預測或

銷貨預測給投資人。 

2.面臨重大盈餘變動

時，公司之規模越大

或公司屬於高科技產

業或者公司先前曾發

布預測資訊者，越願

意主動揭露盈餘預

測。 

Kent 

(2003) 

那些因素與公司是

否自願於年報上揭

露盈餘預測資訊有

關？ 

logit regression 

model。未採用

配對樣本。 

盈餘變異性、公司規

模，此二因素與公司

自願揭露盈餘預測資

訊有關。 

吳安妮 

(1991) 

管理當局自願揭露

盈餘預測資訊之決

定因素為何？ 

logit regression 

model。採用配

對樣本 

修正分析師預測、引

導分析師預測、勞力

密集度、新資本需

求，此四因素與管理

當局自願揭露盈餘預

測資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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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文獻探討摘要(續) 

研究者

(年份)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李建然 

(1997) 

影響台灣上市公司

管理當局自願性盈

餘預測頻率之因素

為何？ 

probit model 及

logit regression 

model。未採用

配對樣本。 

公司擁有好消息、經

營績效、募集新資

本、資本結構，此四

因素與管理當局自願

揭露盈餘預測資訊有

關。 

劉聯旭 

(1998) 

強制性財務預測制

度之實施對管理當

局自願性盈餘預測

揭露行為之影響。 

運 用 n order 

logit regression

進行檢定。未採

用配對樣本。 

實施強制性財務預

測、獲利能力、公司

為第一類上市公司，

此三因素與管理當局

自願性揭露盈餘預測

有關。另外，該研究

發現管理當局有一穩

定之盈餘預測揭露習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