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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財務報表重編對資金成本影響之相關文獻。第一節則為財務報

表重編相關文獻探討，第二節則探討資金成本評價模型之相關文獻。 

第一節 財務報表重編文獻探討 

    財務報表重編係指當財務報表中存有重大誤述或遺漏時，經由公司本身、主

管機關或會計師指正，公司重新修正財務報表，並再次發布。在財務報表重編相

關文獻方面，本研究先探討財務報表重編的背景原因、接續探討重編公司之特質，

最後為財務報表重編之經濟後果探討。 

 

一、財務報表重編的原因 

    根據 GAO (2002、2006)統計 1997 年 1 月至 2002 年 6 月，財務報表之累計

重編總數為 919 件，至 2005 年 9 月 30 日止，累計之重編總數為 1,390 筆，發現

財務報表重編之公司逐年增加，重編公司占上市公司之家數由 1997 年的 0.89%

成長至 2002 年的 3.7%，至 2005 年已達 6.8%。重編之原因包含收入認列、成本

和費用、資產或存貨、購併、關係人交易、重分類及其他等，其中在 1997 年至

2002 年 6 月間及 2002 年 6 月至 2005 年 9 月兩期間，收入認列(佔 38%)及成本或

費用(佔 35%)有關之會計錯誤分別各為該期間之發生頻率最高者。  

    國內陳惠玲(2002)彙整民國 86 年至 89 年國內上市上櫃重編報表公司之資料，

發現重編財報更正之錯誤類型可分為損益認列期間錯誤、售後租回、聯屬公司未

實現損益、轉投資財報錯誤、所得稅計算錯誤、資產評價錯誤、承諾變更、假資

產、低列負債等等。 

根據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範，會計變動之會計原則變動原則上應採用當

期調整法，亦即計算追溯採用新原則或新估計數之累積影響數，作為本期損益之

項目，不調整前期損益，亦不重編財務報表。而部分會計原則變動之例外，則採

用追溯重編法，應追溯調整前期損益，重編財務報表。當編制報表主體變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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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重編以前年度之報表，使與本年度之報告主體相同。若前期財務報表有誤用會

計原則，或因計算、記錄與認定時發生錯誤，致使財務報表失實之重大會計錯誤

時，應追溯調整前期損益以「前期損益調整」(prior period adjustment)科目列帳，

編制比較性財務報表時則必須重編以前年度財務報表。 

綜上所述，應採用追溯重編法重編財務報表處理之情形有會計原則變動、編

制報表主體變動以及會計錯誤更正等三種情形。表 2-1 彙整財務報表重編之適用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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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財務報表重編之適用情況表 

項目 內容 

會計

原則

變動 

 

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會計原則變動及前期損益調整之處理

準則」規定，會計原則變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調整前期損益，並重

編以前年度報告。 

(1) 長期工程合約損益之認列由完工比例法改為全部完工法，或由全部

完工法改為完工比例法。 

(2) 採礦業探勘成本之處理，由全部成本法改為探勘成功法，或由探勘

成功法改為全部成本法。 

(3) 公司初次辦理公開發行而改變會計原則。 

(4) 改變會計原則以符合發布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制

報表

主體

變動 

編制報表主體變動包括: 

(1) 母子公司以前各年均分別編製財務報表，今年度改編合併財務報表。

(2) 關係企業以以綜合報表代替各公司之個別報表。 

(3) 合併報表所含之子公司個數發生變更時。 

會計

錯誤

更正 

常見的會計錯誤: 

(1) 採用非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2) 故意做不切實際的估計。 

(3) 計算錯誤。 

(4) 誤用資料。 

(5) 忽略當時存在的事實。 

(6) 忽略應計或遞延項目。 

(7) 資本支出和收益之出劃分錯誤。 

(8) 會計科目使用錯誤或分類不當。 

(9) 成本分攤錯誤。 

資料來源:整理自會計準則公報、鄭丁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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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報表重編公司之特質 

    在財務報表重編公司之特質方面，Kinney and Mcdaniel (1989)以 1976至 1985

年修正期中報表盈餘之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修正期中報表公司之特性。研究結

果發現，修正期中報表之公司，相較於其他同產業之公司，規模較小、獲利較低、

具高負債比例、低成長率且會計師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及訴訟風險。 

    DeFond and Jiambalvo (1991)以 1976 到 1987 年為研究期間，對 41 家前期年

度財務報表因會計錯誤而向下修正之公司，探討從事盈餘管理公司之特性。研究

結果發現，高估盈餘之企業具有股權分散、低盈餘成長率、較少機會選用會計方

法從事盈餘管理，以及較少設置審計委員會等特性。 

    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6)以 1982 年至 1992 年財報因遭受證管會強

制調查之企業為樣本，探討企業進行盈餘操縱(earnings manipulation)之動機與後

果，發現公司扭曲報導盈餘最重要之動機為取得外界較低之融資成本；研究同時

發現，公司治理結構好壞顯著影響財務報表操縱之可能性，當公司董事會成員由

管理階層指派、執行長同時任職董事長或同為創辦人、企業未設置審計委員會及

缺乏外部大股東時，則較容易發生盈餘操縱之事件。 

    Richardson, Tuna and Wu (2002)以 1997 年至 2000 年財務報表重編公司為樣

本，探討會計資訊對於預測企業盈餘管理的有用性，研究結果指出發生財務報表

重編的公司多為成長型公司，外部資金需求較高，因此負債比率較高；同時重編

公司之益本比、淨值市價比較非重編公司低，亦即市場對重編公司預期未來成長

性較高，公司面臨較大的市場壓力，而導致公司採用較激進的會計政策。 

    Agrawal and Chadha (2003)針對美國 2000 年至 2001 年財務報表發生重編之

159家上市企業為樣本，探討公司治理機制與財報重編的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

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審計事務所是否提供非審計服務不具關聯性；審

計委員會成員中具財務背景成員比重愈大則發生重編比率越低；總經理屬企業家

族成員者，則發生重編機會越高。換言之，僅有同時具專業能力及獨立性之審計

委員會，才能有效發揮監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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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ott, Parker, and Peter (2004)以 1991 年至 1999 年期間重編樣本，研究審計

委員會之特性與財務報表重編之關係，發現審計委員會之獨立性與開會頻率，以

及包含一位以上財務背景專家之審計委員之公司，與財務報表重編有負向關係。 

    Aier, Comprix, Gunlock, and Lee (2005)以 1997 年至 2002 年期間重編樣本，

研究公司財務長具備之特性與財務報表重編之關聯性，研究結果指出任用年資較

深、具備 MBA 學位或具有 CPA 資格之財務長的公司，因財務長具備較多的經

驗或較專業之程度，則公司較不會發生財務報表之重編。 

    至於國內方面陳牡丹(1999)以 1986 至 1996 間 137 家發生財報重編之上市公

司為樣本，採配對樣本及 LOGISTIC 迴歸分析檢定重編財務報表和操縱盈餘動機

的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獲利力較低、負債比率高以及資產規模較大之公司，

較有可能重編財務報表。 

    林宛瑩、許崇源與戚務君(2005)以 1999 至 2002 年發生財務報表重編之公司

為樣本，探討財務報表重編與盈餘模糊度、股權結構之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

以季報為基準追溯 10 年之小額正盈餘次數愈高，財報發生重編機率越大。而控

制權偏離愈高之企業，當其營運不佳發生虧損時，發生重編的機率愈大。 

    薛敏正、林嬋娟與林秀鳳(2008)以報表重編作為財務報表品質之代理變數。

以民國 86 年至 91 年間曾重編財務報表之國內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採配對樣本

法及 LOGISTIC 迴歸分析檢測假說。研究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較大、董事會成

員適任性較差（董事任期較短或董事中具備財務或會計專長之成員較少）之公司，

其財務報告重編機率較高。股份控制權偏離程度愈大之公司，較可能重編報表，

但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對報表重編並無顯著影響。其實證結果指出，若能強化董事

之適任性，將有助於提高財務報表品質，降低報表重編之機率，而擴大董事會規

模可能對公司治理之成效有不利之影響。 

    邱秀清與鄭鈞介(2008)以1999年至2005年間台灣上市櫃發生重編之財務報

表為研究樣本，探討董監事會及審計品質(以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及會計師任期衡

量)與財務報表重編之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董監事會之獨立性及持股比率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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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重編呈顯著負相關，而董監事會規模與董監持股質押比率皆與財務報表重

編呈顯著正相關，審計品質與財務報表重編呈顯著負相關。 

    綜上前述文獻可知，當企業在獲利率、財務績效表現差及面臨對外部資金需

求壓力較大時(Kinney et al. 1989； DeFond et al. 1991；Dechow et al. 1996；

Richardson et al. 2002；陳牡丹 1999)，會增加公司操縱財務報表之誘因，提高財

務報表重編的可能。同時，若能增強公司的治理結構，透過設置審計委員會、外

部獨立董監事及外部大股東的存在(DeFond et al. 1991；Dechow et al. 1996；

Agrawal et al. 2003)；強化董事、財務長的適任性及專業能力(Agrawal et al. 2003；

Abbott et al. 2004；Aier et al. 2005；薛敏正等 2008)；縮小企業股權偏離程度(林

宛瑩等 2005；薛敏正等 2008)，則能有效的抑制會計舞弊的發生，有助於財務報

表品質的提升，降低報表重編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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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報表重編之經濟後果 

    Kinney and Mcdaniel (1989)同時探討 1976 至 1985 年修正期中報表盈餘之上

市公司，在發佈更正消息後對該公司股價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季報發佈後

至更正消息發布間以及更正消息發布後至年報公布前之兩段期間，股價均為負向

累積異常報酬，且於更正消息發布前期間負向反應較顯著，而在年報公布之後股

價幾無反應；若就調整方向區分，高估盈餘之公司，在錯誤更正消息發布有前顯

著的負向反應，且反應幅度大於更正消息發布後，而低估盈餘之公司在發布前後

並無顯著異常之報酬。 

    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6)以買賣價差(bid ask spread)作為資金成本

之衡量，探討盈餘操縱事實被宣告後之經濟後果，研究發現在宣告日後股價大幅

跌落，買賣價差顯著的增加，顯示企業之資金成本因而大幅提升。 

    Anderson and Yohn (2002)以美國 1997 年至 1999 年因會計錯誤而重編之 161

家重編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投資人及證券商對財務報表重編之反應。實證結果

顯示，在財務報表重編宣布日前後 3 天短窗期內，平均股價跌幅達 3.5%，且當

重編原因涉及收入認列時，股價跌幅最深，達 11%；在買賣價差方面，只有收益

認列有關之重編是件因資訊不對稱提高，呈現買賣價差上升的情況。而就長窗期

而言，仍產生負的市場報酬；但買賣價差之結果不顯著，顯示重編所造成之資訊

不對稱為暫時性。此外，重編宣告後企業盈餘反應係數顯著低於重編宣告前，表

示投資人對於財務資訊可靠性之信賴程度降低。因此，投資人及證券商對重編事

件有負向反應，尤以涉及收入認列之重編最為嚴重。 

    Palmrose, Richardson, and Scholz (2004)將 1995 至 1999 年間宣告財務報表重

編 403 家之樣本公司，分別依是否涉及舞弊、重編發起者(證管會、會計師或公

司自主發起)、是否涉及核心會計事項(主要營運收入、成本及費用)、重編涉及科

目多寡、重編金額重大性以及重編期間長短等不同性質區分，研究市場對於各項

重編特性的反應。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在重編報表宣告日後 2 天窗期內，股票平

均累積異常報酬為-9%，且受重編型態影響有不同的程度之股價反應，起因於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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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的重編、由會計師發起之重編以及牽涉到核心與多項會計科目、金額重大的重

編，市場有更大的負向反應。 

    Palmrose and Scholz (2004)以 1995至 1999年間宣財務報導違反GAAP之 492

家重編公司為樣本，進一步分析重編所涉及之會計事項與發生訴訟的關聯性。其

研究結果顯示當重編涉及核心事項且涉及會計事項愈多之公司，通常有較高的財

務報導誤述意圖，面臨較高的訴訟風險，最終導致企業破產或下市之機率也較

高。 

    Hribar and Jenkins (2004)以 1997 年 1 月至 2002 年 6 月期間之財務報表重編

樣本，探討重編和資金成本率的關聯性。其分別以 Gebhardt et al.(2001)、Gode and 

Mohanram (2002) 和 Easton and Monahan’s (2003)資金成本模型進行研究，發現

在排除分析師預測的偏誤之後，市場對重編公司要求之報酬率平均增加 6%至

15%，此研究結果說明，較低的盈餘品質，將提高公司風險而增加投資者之要求

報酬率。 

    美國會計總局 GAO (2006)發佈美國公司財務報表之研究調查報告，以 2002

年 6 月至 2005 年 9 月為樣本期間，研究報告結果(1)在此期間財務報表重編之公

司成長了 67%；(2)重編公司規模中位數從市值$2.77 億美元提高到$6.82 億美元；

(3)就重編原因而言，與成本或費用有關之會計錯誤發生的頻率最高，占 35%；(4)

將重編財務報表發起者分為內部、外部及無法得知三類，其中由內部發起者的比

率最高，占 58%(5)公司在宣布財報重編後，平均股價下跌 2%，其中和收入相關

的重編以及涉及舞弊之重編對市場衝擊更大。 

    Desai, Hogan, and Wilkins (2006)以 1997 及 1998 年發生盈餘重編的公司為研

究樣本，發現有 60%的公司在重編之後兩年內至少撤換掉一位高階管理者，相較

於同產業、規模及壽命但未發生盈餘重編的公司高了 25%。研究結果顯示，發生

財務報表重編將使高階管理階層面臨生遇上及工作上的巨額損失，因此若主管機

關能以更嚴厲的懲處來規範高階管理者，將可促使高階管理者避免掉日後不必要

的損失，也可抑制會計舞弊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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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inivasan (2005)以 1997 及 2001 年發生盈餘重編的公司為研究樣本，指出

雖然美國證期會對於發生財務報表重編的相關懲處相當有限，但外部董事卻將面

臨日後職位輪替的可能。研究結果顯示，發生盈餘向下調整之重編公司中有 48%

公司外部董事在重編後三年內被撤換，比起盈餘向上調整之重編公司(28%)與績

效相同但未重編之公司(33%)都來的高。且在盈餘向下調整之重編公司遭撤換之

對象大多為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因此研究結果說明，在財務報導失敗後，外部董

事，特別是審計委員會成員，將面臨聲譽上及工作上的重大損失。 

    Wilson (2008)以1997至2002年期間重編公司為樣本，檢視企業在財報重編之

後盈餘資訊含量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盈餘反應係數在重編公告前後期間呈現Ｕ

字型態，約在重編宣告後第四季則不再顯著低於重編前。表示盈餘資訊含量(盈

餘反應係數)在財務報表重編宣告後為暫時性的減少。若是涉及營運收入之重編，

其盈餘資訊含量衰退之存續期間較長，且在重編宣告後之股價跌幅也較大。 

    Cheng and Farber (2008)以1997至2001年期間289家重編公司為樣本，探討歷

經盈餘重編之企業是否對企業報酬制度進行修正，重新訂立管理階層薪酬契約，

減少其股份基礎之選擇權報酬，並檢視是否導致企業績效改善。研究結果顯示

CEO股份基礎之選擇權於財報重編後之二年顯著的下降，且透過減少股份基礎選

擇權之報酬可降低管理階層進行過度冒險投資之誘因，進而改善企業之營運績

效。 

    至於國內部分，有關企業重編對於資本市場之影響的文獻並不多見，但以聯

華電子於 2005 年 12 月中應證管會要求重編 2002、2003 年與 2004 年財務報表之

事件為例，重編訊息揭露當日即引起相當大的震撼，盤中股價下跌達 6.42%，且

自 2005 年 9 月 26 日至 12 月 30 日止該公司的累積異常報酬達-22%，聯華電子

報表重編事件雖僅為個案，但仍可明顯看出企業重編報表之影響不小。 

    綜合上述文獻，在財務報表重編宣告後，除了造成企業股價的重挫(Kinney et 

al. 1989；Dechow et al. 1996；Anderson et al.2002；Palmrose et al.2004；GAO 2002、

2006)、提高與企業面臨訴訟與破產的機會(Palmrose et al.2004)，對公司管理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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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成員造成聲譽上及工作上的重大損失(Srinivasan 2005 ；

Desai et al.2006)，同時更造成投資者對於企業報務報表資訊之信賴度降低，而提

高了投資者對於企業之要求資金成本率( Hribar et al. 2004)，由此可見，財務報表

重編事件所帶來之經濟後果甚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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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金成本評價模型文獻探討 

    在投資領域裡，報酬和風險間的關係一直為大家所關心的議題。Sharpe, 

Lintner, and Mossin (1964, 1965, 1966)以 Markowitz (1959)所提出之投資組合選擇

模型(mean-variance portfolio selection model)之理論基礎出發，亦即在一已知期望

報酬水準下，極小化投資組合的風險，建構資本資產定價理論(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以評估風險與報酬的關係，其理論指出(1)股票的期望報酬率與市

場風險存在線性關係，市場風險係數以 β 值來衡量；(2)投資人可藉由完全多角

化投資來分散公司特有風險(非系統風險)，唯有無法分散的市場風險(系統風險)，

才為投資人所關心的風險，系統風險即為影響資產訂價模型或獲取風險溢酬的唯

一因素。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長久以來一直被廣泛用來衡量風險與報酬

間的關係。然而在 1980 年以後後續實證研究中發現，有許多變數對於股票報酬

有顯著的解釋能力，為資本資產訂價模型 CAPM 所無法解釋的，因此市場風險 β

值是否為唯一能解釋預期報酬之因素，不斷受到質疑。 

Black, Jensen, and Scholes (1972)及Fama and MacBeth (1973)的實證結果發現

預期報酬和市場風險存在著正向線性關係，支持 CAPM 之理論。 

Merton (1973)的跨期間資產訂價模型(intertemporal capital pricing model，

ICAPM)、Fama and Macbech (1973)以及 Ross (1976)的套利定價理論模型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對多重因子(multifactor)進行研究，認為可解釋報

酬的因素不只有市場因子一項。 

    Banz (1981)，以 1926 年至 1975 年間在 NESY 上市之公司之普通股月報酬率

為樣本，由 β值與規模(流通在外股數乘以年底股價)兩個構面，探討公司規模與

股票報酬率間的關係。實證結果顯示，小規模公司年平均超額報酬率超過大公司

20%，顯示小公司有較高的風險溢酬，此即為規模效應(size effect)，認為資本資

產訂價模式無法完全解釋股票報酬。 

    Reinganum (1981)以 1963 到 1977 年在 NESY 與 AMEX 上市之公司為研究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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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時檢視益本比(earning/price，E/P)及市場價值(market value)等因素對股票

報酬之影響。其益本比資料結果顯示高益本比之投資組合報酬率在統計上優於低

益本比之投資組合，且可持續至第二年。而從市場價值資料結果顯示，樣本中小

規模企業的投資組合期平均報酬率顯著大於大規模企業的投資組合。因此顯示市

場存在益本比效應與及市場價值效應，然而若衡量益本比與市場價值的關係，在

控制益本比效應及報酬後，仍有很強的企業規模效應出現，但於控制市場價值效

應及預期報酬後益本比效應即消失。因此益本比效應及規模效應顯然為 CAPM

所遺漏之風險因子。 

    Buse (1983)以 1963 到 1979 年間在 NYSE 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本益

比、公司規模和股票報酬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本益比可幫助解釋美國股票

之橫斷面報酬，當控制公司規模時，本益比效果仍存在，但當本益比被控制時，

則規模效應即消失，因而推論較高之報酬率可能是因規模效應和本益比之間作用

所導致。 

 Chan, Hamao, and Lakonishok (1991)以 1971 到 1988 年日本東京股票交易所

(TSE)之上市股票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淨值市價比與報酬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 

    Fama and French (1992)以1963年7月到1990年12月美國紐約證交所(NYSE)、

美國證交所(AMEX)以及納斯達克證券市場(NASDAQ)上市非金融公司普通股股

票月資料為樣本，於每年6月底形成投資組合，並以β值與規模兩個構面排序分成

100個投資組合，控制β值以檢視報酬率和規模之關係，發現規模與報酬間有反向

的關係。接著以Fama and Macbech (1973)所導出之FM橫斷面迴歸分析，探討市

場β值、規模與其他變數(財務槓桿比、益本比及淨值市價比)對平均報酬的解釋

能力。研究結果顯示，市場β值之檢定不顯著，其對報酬無解釋能力；公司規模

和股票平均報酬間呈現顯著反比的關係；淨值市價比和平均報酬間為顯著的正向

關係，且其效果較規模效應為強；當規模和淨值市價比兩者結合時對於股票報酬

的解釋能力，足以取代益本比及財務槓桿比對於股票報酬的解釋力。其結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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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資本資產定價理論是成立的，則股價報酬因子不僅有市場因子β值而已，規

模及淨值市價比是兩個主要的風險因子。 

    Fama and French (1993)則延伸1992的研究，以1963年7月到1991年12月NYSE、

AMEX以及NASDAQ上市非金融公司普通股股票月資料為樣本進行研究。其研

究以NYSE股票市場價值(市價乘上流通在外股票)之中位數作為分野，將股票區

分為分為大(B)、小(S)規模投資組合，每個規模投資組合再以NYSE股票市場淨

值市價比(BE/ME)為分界，區分為前30%低淨值市價比(L)，中間40%為中淨值市

價比(M)，後30%高淨值市價比(H)，形成六個投組，建構市場風險溢酬(RM-RF)、

規模溢酬(SMB)與淨值市價比溢酬(HML)三因子模型，並將股票以規模及淨值市

價比雙向排序形成25個投資組合，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探討三因子訂價模型對於股

票報酬之適用性。實證結果顯示，三因子模型迴歸之截距項接近於零，因此三因

子訂價模型可捕捉股票之橫斷面報酬變異；規模因子與股票報酬呈現顯著的反向

關係，而淨值市價比與股票報酬則呈現顯著正向關係，更加確定了公司規模與淨

值市價比對於股票報酬的解釋能力。 

    Fama and French (1995) 延伸 1993 的研究，將樣本期間延長至 1992 年，加

入獲利性的討論，對 1993 年提出的三因子模型進一步檢驗，探究其經濟上的意

義。其前提建立在平均報酬是理性訂價結果，股票報酬和盈餘間有共同風險因子

(common risk factors)，和規模和淨值市價比因子有關的報酬表現應與其有關的盈

餘的表現一致。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市場因子及規模因子在盈餘方面的解釋能力

可幫助股票報酬之解釋能力。然而淨值市價比卻無相同現象，推斷應是市場雜訊

所造成。Fama and French (1996)深入研究三因子模型解釋市場異常現象

(anomalies)之能力。研究結果發現除了 Jagadeesh and Titman(1993)短期報酬持續

性為三因子模型所無法解釋之外，益本比(earnings/price)、現金流量比(cash 

flow/price)、銷售成長及長期盈餘反轉等因子皆已隱含於三因子模型之中。Fama 

and French (2005)則進一步探討發現價值溢酬(淨值市價比效應)存在不同規模、不

同研究期間以及不同市場間。因此，認為三因子模型能夠充分的解釋橫斷面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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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變異。 

    在國際市場的研究裡，Fama and French (1998)以全球數個國家進行研究，其

分別以高的淨值市價比、益本比、現金流量市價比及股利市價比之股票建構為價

值型(value)投資組合，而低淨值市價比、益本比、現金流量市價比及股利市價比

之股票建構為成長型(growth)投資組合，探究價值溢酬(value premium)是否普遍

存在國際市場中。其研究結果顯示，高淨值市價比(價值型)股票平均報酬顯著高

於低淨值市價比(成長型)股票之平均報酬，價值溢酬因子普遍存在於已開發及新

興市場中，其中包含了台灣市場 1988 年至 1995 年期間之研究。在 CAPM 迴歸

分析中，研究結果拒絕 CAPM 截距項為零之假設，顯示有異常報酬的存在，在

二因子(市場因子及淨值市價比因子 HML)模型分析，則提供了較 CAPM 模型更

好的解釋能力，結論認為三因子模型也可適用於其他國家市場。 

    Arskanapalli, Coggin, and Doukas (1998)以 1975 年至 1995 年全球 18 個股票

市場為樣本，研究 Fama and French 三因子模型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研究結果

顯示，在國際市場中存在著規模效應及淨值市價比效應，在投資策略上應買進價

值型股票(高淨值市價比股票)，賣出成長型股票(低淨值市價比股票)，則可產生

較高的投資績效。其實證結果為支持 Fama and French 三因子模型在國際市場中

亦可適用。Heston et al. (1999)和 Rouwenhorst (1999)的研究結果亦發現在國際市

場中存在規模效應和淨值市價比效應。 

    Neal and Aris (2002)認為過去淨值市價比( BE/ME)效應和規模(MVE)效應的

研究存在兩個潛在的缺失。其一在於研究往往採用特定的定價模型，若選擇了錯

誤的定價模型，則風險溢酬則可能被錯誤的歸因於淨值市價比( BE/ME)效應和規

模(MVE)效應。另一則在於大部分的研究採用最小平方法(OLS)進行測試，解釋

變數和被解釋變數間的獨立性是讓人懷疑的。因此其採用全面性資產定價函數:

隨機折現因子(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s or SDFs)方法對全球7個國家，進行淨值

市價比效應和規模效應的跨度(spanning)測試。研究結果顯示，淨值市價比和規

模效應是一國際性的特性，然而研究中依淨值市價比和規模排序之投資組合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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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SDFs無法完全解釋橫斷面報酬變異，報酬形成過程之潛在的風險因子並未

完全呈現在研究所建構的投資組合中，因此，除了淨值市價比和規模風險因子之

外，還存在著其他的風險因子。 

    在國內相關文獻部分，劉亞秋、黃理哲與劉維琪(1996)以1984年5月至1993

年4月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為樣本，採用Fama and French (1992)橫斷面之研

究方法。實證結果顯示Beta對台灣市場之異常報酬並無解釋效果，而公司規模及

益本比有顯著的解釋能力。 

    Huang Yen-Sheng (1997)探討1971年至1993年間台灣證券市場之規模效應，

研究結果指出，在整個研究期間中，最小規模投資組合之報酬顯著高於其他投資

組合，且規模效應存在於每個月份中，顯示台灣市場存在規模效應。 

方智強與姚明慶(1998)以民國73年至民國83年台灣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淨

值市價比之現象，研究結果顯示，在控制公司規模之後，高B/M投資組合報酬率

高於低B/M投資組合。顯現淨值市價比現象在台灣也存在，確認淨值市價比是下

一年報酬率的穩定領先指標。 

洪榮華與雷雅淇(2002)，以民國71年到87年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臺灣股

票上市公司之規模、股價、益本比以及淨值市價比與股票報酬間之關係。研究結

果發現：使用單變數解釋股票超常報酬時，台灣股票市場存在規模、淨值市價比、

低股價與益本比等效應；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只有股價對股票超常報酬最具有

顯著解釋力；進行變數與超常報酬相關分析時，股價及淨值市價比對超常報酬之

相關係數正負方向較一致，不會隨時間而改變；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股價是對

股票超常報酬最有解釋力的變數。 

    黃一祥、王元章、何加政與許嘉惠(2003)以民國71年至民國89年台灣上市及

上櫃股票為樣本，探討台灣市場之系統風險與橫斷面報酬。研究結果顯示在台灣

市場中，市場風險因子(beta)無法完全解釋股票預期報酬，而淨值市價比與每股

盈餘對市價比則有顯著的解釋能力。 

    陳安琳(2002)對民國76年至民國89年台灣上市及上櫃股票進行交叉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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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validation)分析，探討影響台灣股票報酬穩定因素。研究結果指出，影響台

灣股票報酬的穩定因素有三個，而這三個穩定因素與 Fama and French所提出之

市場因子、規模因素及淨值市價比因素之間有極大的相關性。因此，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對台灣股市報酬的影響是長久穩定的。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規模因子(Banz 1981；Reinganum 1981；Chan et al. 1990 ；

Fama et al. 1992、1993、1995；)及淨值市價比因子(Chan et al. 1990；Fama et al. 1992、

1993、1995)為穩定報酬因子，因此三因子模型對於股票之超額異常報酬具有顯

著的解釋能力。同時，三因子模型普遍適用於各國際市場(Arskanapalli et al.1998；

Fama et al. 1998 ；Heston et al. 1999；Rouwenhorst 1999)。而在台灣市場中亦存

在著規模效應(劉亞秋等 1996；Huang Yen-Sheng 1997；陳安琳 2002)以及淨值

市價比效應(方智強等 1998；黃一祥等 2003；陳安琳 2002)。因此，本研究以

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作為資金成本之理論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