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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說之建立 

    誠如在文獻探討中所提及，許多因素都會影響管理當局是否願意自願

發布預測性資訊，本研究考量台灣環境情況後，選出七項因素來進行研究，

分別為內部人持股比率、盈餘波動性、資金需求、資本結構、經營績效，

權益資金成本以及外資持股比率。茲將相關之理論及假說分別說明如下： 

 

ㄧ、內部人持股比率 

    代理理論係於 1976 年，由 Jensen and Meckling 之研究發展而來。此理

論假設公司的關係人皆為理性的個體，因此，各關係人會以追求私利為目

的。當代理人(例如：經理人員)試圖獲取最大利益時，則會使委託人(例如：

股東)無法獲得最大利益，委託人之利益損失稱為代理成本。在該研究中，

Jensen and Meckling 宣稱，當經理人員持有公司之股權比例較低時，股東

因害怕經理人員有較少之誘因去提昇公司績效，同時有較大誘因去濫用公

司資源以自利，故股東願意投入資源以監督經理人員行為之可能性會增

加。眾所皆知，管理當局公開預測性資訊可以降低股東與管理當局間之資

訊不對稱程度，減輕代理成本，此為股東監督經理人員的手法之ㄧ，而

Ruland et al. (1990)所作的研究證實上述論點，即內部人持股比率與公司自

願揭露盈餘預測之意願成顯著的負相關。 

但台灣之企業多為家族企業，內部人之持股比率較高，且自實施財務

預測制度後，管理當局藉自願性發布財務預測，以操縱股價，獲取不當利

益之新聞頻傳，故本研究認為當公司內部人之持股比率越高，透過自願性

財務預測題材炒作之利益越大，因此公開財務預測之意願較高。李建然

(1997)之研究顯示，內部人持股比率與公司自願揭露盈餘預測之意願成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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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但並不顯著，未證實此論點，本研究想再次探討，因而提出假說一： 

  

假說一：公司內部人之持股比率越高，則管理當局自願揭露財務預測

之可能性越高。 
 

二、資本結構 

    根據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之研究，可得知代理問題不僅出現於股

東與管理當局之間，股東與債權人之間亦有此問題，為了減輕股東與債權

人間之代理成本，股東可能會要求管理當局公開財務預測。李建然(1997)、

Kross, Lewellen, and Ro (1994)所作之研究皆證實公司之負債比率越高，則

管理當局越可能自願性揭露盈餘預測；劉聯旭(1998)雖有相關實證研究，但

結果並不顯著。本研究想再次對此觀點進行實證分析，故提出假說二： 

 

假說二：公司之負債比率越高(代理問題越嚴重)，則管理當局自願揭露

財務預測之可能性越高。 
 

三、資金需求 

    管理當局和外部投資人間一直存在著資訊不對稱，投資人為趨避風

險，若對被投資公司的資訊所知越少，就越不可能投資該公司，而公司也

越難向外募集資金。財務預測本身即為一種資訊揭露，其能幫助投資人了

解公司未來展望，所以，公司有資金需求時，會有誘因去揭露財務預測。

李建然(1997)、吳安妮(1991)、Ruland (1990)之研究固然證實公司近期內的

資金需求與公司自願性揭露盈餘預測顯著相關，但 Kent (2003)則未同樣證

實此項發現，故本研究對其進行探討，並提出假說三： 

 

假說三：當公司近期內有資金需求，則管理當局自願揭露財務預測之

可能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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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營績效 

    訊息發射理論係指市場上之買方及賣方存在著資訊不對稱，買方因無

法獲得所有商品品質資訊，故擁有較佳產品品質之賣方，未必能獲取較高

價格。為了解決此狀況，高產品品質之賣方將會發布與產品品質相關之訊

息給買方。將此運用於自願性盈餘預測之研究上，可推知管理當局與股東

間存在著資訊不對稱，因此公司之股價未必反映應有之價格，故管理當局

可能會透過發布財務預測來調整股價。當然，經營績效較差之公司，通常

會保持沉默；而經營績效較佳之公司，較願意揭露盈餘預測，劉聯旭(1998)、

李建然(1997)及 Kross (1994)之研究皆證實了此想法，故本研究據此建立假

說四： 

 

    假說四：公司之經營績效越好，則管理當局自願揭露財務預測之可能

性越高。 
 

五、盈餘波動性 

    多數國外研究皆證實盈餘波動性越小，管理當局揭露自願性盈餘預測

之可能性越高，像是Kent (2003) 、Kross, Lewellen, and Ro (1994)及 Jaggi and 

Grier (1980)皆證實此現象。但各研究對於此現象之解釋並不一致。Jaggi and 

Grier (1980)認為其可能原因有二，第一、管理當局認為投資者並無法從盈

餘變異性較高之公司所發布的盈餘預測中，獲得有用性資訊；第二、盈餘

變異性較高之公司，發布盈餘預測所負擔之成本(包含法律責任及機會成本)

較高。Kent (2003)則認為上述現象之可能原因為，預測不準確會招致法律

責任，並提出了另一個想法，預測經常失真的公司，市場會對其預測之可

靠性打折扣，潛在增加投資人之資訊風險及資金成本。 

    但國內之研究皆未證實盈餘波動性與盈餘預測之關聯性，像是劉聯旭 

(1998)、李建然(1997)、吳安妮(1991)之研究。學者推測此原因為，國內之

法律責任與國外大相逕庭。但本研究認為財務預測準確度偏低的公司，會

被主管機關糾正或處記缺失，同時會使公司股價下跌，其影響仍屬重大。

此外，國內研究之樣本期間為 1996 年之前，但證交法於 2002 年修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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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財務預測處理準則法源之正當性，對於財務預測處理準則之違反，可

能涉及行政處罰、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法律責任明顯加重。故盈餘波動

小的公司比較願意揭露財務預測，進而提出假說五： 
 

    假說五：公司之盈餘波動程度越小，則管理當局自願揭露財務預測之

可能性越高。 
 

六、權益資金成本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

在 2001 年發布之「企業報告研究計畫(Business reporting research project, 

BRRP) 」中指出，資訊揭露的主要效益在於：1.幫助投資人妥善運用資金、

2.為幫助公司降低資金成本、3.減少買賣價差，增加股票市場之流動性、4.

幫助公司制定更佳之轉投資決策、5.對於整體經濟而言，可以使資金作更有

效率的分配，亦可增進資本市場之流動性。Botosan and Plumlee (2002)之研

究結果證實資訊揭露程度與權益資金成本成負相關，但邱碧珠(2000)之研究

並未發現兩者相關，國內、外之研究結果不同，故本研究想再次探討此論

點，因而提出假說六： 

 

    假說六：公司之權益資金成本越高，則管理當局自願揭露財務預測之

可能性越高。 
 

七、外資持股比率 

    對於台灣之證券市場，外資一直都有相當程度之影響力，通常公司也

會特別關注外資投資之動向。公司為了吸引外資投資，可能會揭露更多資

訊，陳冠宙，陳育成，陳雪如(2005)之研究證實外資持股比率與資訊透明度

成正相關。財務預測亦為資訊揭露之一種，故本研究認為外資持股比率對

於管理當局自願揭露財務預測之意願應有正面之影響，據此提出假說七： 

 

    假說七：外資持股比率越高之公司，其管理當局自願揭露財務預測之

可能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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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型及變數衡量 

    本研究以公司是否自願揭露財務預測為因變數。本研究欲探討內部人

持股比率、公司之負債比率、公司是否有資金需求、公司之經營績效，公

司盈餘之波動性，公司之權益資金成本以及外資持股比率，此七項因素是

否會影響管理當局揭露財務預測之行為，故以此七項因素為自變數。根據

文獻得知，公司規模及公司所屬產業，亦會對管理當局之行為造成影響；

此外，公司之負債對權益比率，此因素會影響公司之權益資金成本，故以

公司規模、公司所屬產業、公司之負債對權益比率，此三因素為控制變數。

由於因變數為二元變數，本研究以 logistic regression 進行迴歸分析，茲將

變數及模型說明如下： 

 

ㄧ、模型： 

εβββ
ββββββββ

++++
+++++++=

DEINDSIZE
OUTINREEVPROFITCAPLAOWNY

1098

76543210  

 

二、因變數 

    自願性揭露財務預測之虛擬變數(Y)：公司當年度若自願揭露財務預

測，則 Y=1；公司當年度若未揭露財務預測，則 Y=0。 

 

三、自變數 

    本研究中，自願性公布財務預測之決定因素為自變數，共有七項，其

衡量方式說明如下： 

(一) 內部人持股比率(OWN) 

      國內家族企業盛行，由家族成員擔任經理人員之情形普遍存在，故               

內部人持股比率之衡量方式，採 Ruland et al. (1990)之研究所用之計算方

法，外加經理人持股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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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如下： 

    OWN=
STOCK

MANAGER
STOCK
BOARD

+  

此處： 

    BOARD 為公司董、監事年底之持股數； 

    MANAGER 為公司經理人年底之持股數； 

    STOCK 為公司年底流通在外股權總數減除其所發行之特別股股數。 

 

(二) 資本結構(LA) 

資本結構之衡量方式，採李建然(1997)之研究所用之計算方法，為公

司年初之負債比率。 

  公式如下： 

      LA=
ASSET
DEBT  

  此處： 

      DEBT 為各公司年初之負債總額； 

      ASSET 為各公司年初之資產總額。 

 

(三) 資金需求(CAP) 

      資金需求為一虛擬變數，代表公司於近期內是否有募集資金之行為。 

自願揭露財務預測之公司，揭露財務預測後之三個月內，是否有現金增

資發行新股、發行普通公司債、發行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及存託憑證

的情形，若有上述情形，則 CAP=1；反之，則 CAP=0。未揭露財務預測

之公司，同一年內若有募集資金之行為，則 CAP=1；反之，則 CAP=0。 

 

(四) 經營績效(PROFIT) 

經營績效之衡量方式，採劉聯旭(1998)之研究所用之計算方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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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年度之權益報酬率取平均值。 

  公式如下： 

      PROFIT= ∑
=

N

i EQUITY
EBT

N 1

1   ， 5≤N  

  此處： 

      EBT 為各公司年底實際稅前淨利； 

      EQUITY 為各公司年底股東權益總額。 

      5≤N 代表取得幾年之資料，就以幾年之資料來計算，最多五年。 

 

(五) 盈餘波動性(EV) 

盈餘波動性之衡量方式，採 Kent (2003)之研究所用之計算方法，以 

自願性公開財測前五年度內，公司每股盈餘之變異數來衡量。 

  公式如下： 

      EV= ( )∑
=

−
N

i
iiEPS

N 1

21 µ   ， 5≤N  

  此處： 

      EPS 為各公司年底之每股盈餘； 

      µ為各公司 N 年之每股盈餘平均數。  

      5≤N 代表取得幾年之資料，就以幾年之資料來計算，最多五年。 

 

(六) 權益資金成本率(RE) 

權益資金成本率之衡量方式，採邱碧珠(2000)之研究所用之計算方 

法，利用 CAPM 來計算個別公司之權益資金成本。 

  公式如下： 

      )( fmifEi RRRR −+= β  

  此處： 

    fR 為無風險利率，以 2005 年台灣銀行平均一年期定存利率來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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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β 為 i 公司之一年 Beta 值； 

    mR 為市場長期報酬。以 1996 年至 2004 年之平均年報酬率來衡量。 

    其中， fR 此變數普遍以國庫券利率衡量，但基於台灣國庫券交易不頻

繁，故本研究以 2005 年台灣銀行平均一年期定存利率來衡量。 iβ 之部份採

用 Sharpe (1964)所提出之市場模式估算樣本公司之 beta 值，迴歸方程式如

下： titmiiti ,,, εγβαγ ++= ， =ti,γ 第 i 股票在第 t 日之日報酬率、 =tm,γ 市場

投資組合在第 t 日之日報酬率。因為市場投資組合報酬率衡量不易，故通

常以股價指數報酬率代替，本研究以 2005 年之台灣證券交易所發行量加權

股價指數日報酬率代替市場投資組合之報酬率， ti ,γ 則以樣本公司 2005 年

之日報酬率資料代入，即可估出 iβ 。 mR 以 1996 年至 2004 年之平均年報酬

率來衡量，取長期市場報酬之用意在於避免單一年度大盤之漲跌影響實證

結果。 

 

(七) 外資持股比率(OUTIN) 

外資持股比率之衡量方式，採陳冠宙，陳育成，陳雪如(2005)之研 

  究所用之計算方法，以僑外金融機構、僑外法人及僑外證券投信基金之   

  持股數除以公司流通在外股權總數減除其所發行之特別股股數。 

  公式如下： 

    OUTIN=
STOCK

HOLDING  

此處： 

      HOLDING 為僑外金融機構、僑外法人及僑外證券投信基金年底之 

               持股數； 

    STOCK 為公司年底流通在外股權總數減除其所發行之特別股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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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變數 

(一) 公司規模(SIZE) 

國外許多研究皆證實，公司規模會影響管理當局揭露盈餘預測之意 

願，故本研究須去除此因素之影響，以公司年底之銷貨淨額取對數來衡量

公司規模。 

  公式如下： 

      SIZE=log (SALES) 

  此處： 

      SALES 為 2004 年底各公司之銷貨淨額。 

 

(二) 產業(IND) 

產業亦為影響管理當局揭露財務預測意願之因素，故令其為一虛擬 

  變數。若公司屬電子業或金融業，則 IND=1；公司屬其他產業，則 IND=0。 

 

(三) 負債對權益比率(DE) 

舉債公司之權益資金成本率會隨著負債對權益比率上升而增加，故 

  本研究增加負債對權益比率為控制變數，其衡量方式採邱碧珠(2000)之研  

  究所用之計算方法。 

  公式如下：  

      DE= 2/⎟⎟
⎠

⎞
⎜⎜
⎝

⎛
+

DecofEquityTotal
DecofDebtTotal

JanofEquityTotal
JanofDebtTotal  

   此處： 

       Total Debt of Jan 為 2005 年初各公司之負債； 

       Total Equity of Jan 為 2005 年初各公司之股東權益； 

       Total Debt of Dec 為 2005 年底各公司之負債； 

       Total Equity of Dec 為 2005 年底各公司之股東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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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變數說明 

變數名稱 定義 

自願性揭露財務預測 

(Y) 

自願揭露財務預測公司設為 1；未揭露財務預測

公司設為 0。 

內部人持股比率 

(OWN) 

(董、監事年底之持股數+經理人年底之持股數) /

流通在外股權總數減除其所發行之特別股股數 

資本結構(LA) 負債總額 /資產總額 

資金需求(CAP) 自願揭露財測之公司，公開財務預測後三個月

內，有資金需求設為 1；其他設為 0。未揭露財

測之公司，同一年度有資金需求設為 1；其他設

為 0。 

經營績效(PROFIT) 權益報酬率取平均值 

盈餘波動性(EV) 每股盈餘之變異數 

權益資金成本率(RE) )( fmifEi RRRR −+= β  

外資持股率(OUTIN) (僑外金融機構持股數+僑外法人持股數+僑外證

券投信基金之持股數) /公司流通在外股權總數

減除其所發行之特別股股數。 

公司規模(SIZE) log (銷貨淨額) 

產業(IND) 公司屬電子業或金融業設為 1；其他設為 0。 

負債對權益比率(DE) [(期初負債總額 /期初股東權益總額)+(期末負債

總額 /期末股東權益總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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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樣本蒐集與整理 

    從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找出公開 2005 年財務預測的上市（櫃）公司， 

總計公開完整式者 37 家，簡式者 66 家，共 103 家，在剔除本質上屬強制 

性揭露之公司，即其財務預測於 2004 年已公告的公司，共 30 家，以及有 

疑慮的公司，共 5 家，可用觀察值共剩 68 家，如表 3.3.1 及表 3.3.2 所示。 

 

   表 3.3.1  自願性發布財務預測之公司統計 

上市 上櫃 總計 

發布 2005 年財測公司家數 49 54 103 

─)本質上屬強制性財測公司家數 9 21 30 

─)有疑慮之公司家數 2 3 5 

自願性發布財務預測之公司家數 38 30 68 

 

表 3.3.2  財務預測發布之類型 

  完整式 簡式   

 上市 上櫃 上市 上櫃 總計 

經會計師核閱 4 1 -- -- 5 

未經會計師核閱 1 0 33 29 63 

總計 6 62 68 

 

    上述所謂有疑慮的公司，是指似乎曾先於新聞、雜誌、廣播、電視、

網路、其他傳播媒體，或是於業績發表會、記者會或其他場所發布營業收

入或獲利之預測性資訊者，本應依照「對上市（櫃）公司應公開完整式財

務預測之認定標準」之規定，強制公開完整式財務預測，但該公司發言人

卻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聲明「該預測性資訊非由其管理當局發布或者其管

理當局未曾作出該項預測性資訊」，因而未公開完整式財務預測，或是在已

公開的完整式財務預測中強調其公開財務預測的理由完全是出於自願。究

竟真相為何，由於無法判定，故從樣本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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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2005 年上市(櫃)公司，扣除曾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布 2005 年財務

預測之公司後，共計 1093 家，這些公司皆為該年度未自願性發布財務預測

之公司，全數列為對照公司。最後，除去無完整齊全之資料者 27 家，真正

可用樣本為揭露財務預測公司 66 家，未揭露財務預測公司 1068 家。 

    計算變數所需資料皆可從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中取得，至於公司是否

自願性發布財務預測之資料，則從公開資訊觀測站中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