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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以下分別回顧會計盈餘與股票和債券的報酬率及交易量之相關文獻;第三節

介紹臺灣其它債券相關文獻;最後一節說明臺灣現行公司債發行實務。

第一節 會計盈餘與證券報酬率

以往研究顯示證券價格係投資人各種預期之均衡結果。 Ball and Brown(1968)

首先將股票報酬率與會計盈餘去除市場的影響, 探討未預期報酬率與未預期盈餘

之關係,其證明盈餘發布日後,市場上存在著異常報酬的現象,並且市場於盈餘消

息發布前,能準確預期實際盈餘之方向,而使得盈餘發布日前,異常報酬率不斷上

昇。 後續一系統文章繼續討論盈餘與股價 (報酬率)不同之關係。

鄭雅文 (1993)以長窗期 (long window)的方式研究盈餘宣告時點與預測差

異對股票報酬之影響, 發現若公司延遲公布財務報表, 投資人將視為不利的訊息,

對股價有負向影響。另外發現公司可能於盈餘消息不利時,會較晚公布財務報表。

曾建勝 (1993) 研究股價是否具有預測未來盈餘的能力。 該文分別以股價變

動率對當期季盈餘及未來四季季盈餘作迴歸,實證結果支持股價反應當期與未來

盈餘的情形, 但迴歸式的調整後判定係數相當低, 模型解釋股價的能力最高只在

0.36%左右。 該文同時檢驗當期及未來季盈餘的影響程度時, 亦支持股價具預測

未來盈餘之假說, 該文又以盈餘對股價變動率作反迴歸 (reverse regression), 實

證結果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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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玲 (1994)提出以風險調整模式修正對預期報酬之估計,該文依據系統風

險大小將樣本分為十組, 以各組平均報酬作為預期報酬, 實證結果除證實盈餘於

股票市場具資訊內涵外,風險調整模式可增加模型解釋能力。 該文再將本期淨利

折解成銷貨收入、銷貨成本、營業及管理費用、營業外所得及所得稅等項目,研究

結果支持盈餘組成分子具有增額解釋能力,且風險調整模式的解釋能力能較傳統

市場模型 (market model)佳。 一文亦支持大公司資訊品質較佳,造成大公司的盈

餘反應係數 (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較小公司大之假說。 同時,不同產業

間亦存在著資訊內涵之差異。

Dhaliwal and Reynolds(1994)指出過去文獻以未來股利的折現值衡量公司

的股票價值, 又認為未來發放之股利與目前盈餘存在一定關係, 因此推斷盈餘反

應係數與折現率間呈現反向關係, 折現率係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計算而得,其反映公司股票的風險,若市場為完全效率市場,公司

債違約風險將透過 β 係數反應於折現率中。 該文使用反迴歸,以每股盈餘為應變

數, 累積異常報酬為自變數, 發現衡量債券風險之債信評等對於盈餘反應係數呈

反向關係, 表示債信評等對股票報酬率有增額解釋能力, 完全效率市場的假說並

不存在。

Basu(1997)發現在股票市場, 盈餘有不對稱的時效性。若把正報酬率視為好

消息,負報酬率視為壞消息,因為穩健會計的緣故, 股票市場裡壞消息會較快反映

於盈餘裡,因此壞消息較不具持續性,而好消息不會立即反映在盈餘裡,會在未來

持續分段反應。

許多研究以股價對盈餘作迴歸的判定係數來辨別盈餘攸關價值的趨勢, Brown

et al. (1999) 認為比較不同樣本間的判定係數有遺漏規模因子 (scale factor) 的

問題,該文提出以兩種方式解決,第一種方式需加入規模變數的變異係數 (coe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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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t of variation); 第二種方式應將應變數與自變數以期初股價作平減。 無論以

上述哪種方式控制規模因子,該文支持盈餘的攸關價值有減低的趨勢。

謝銘偉 (2000) 研究投資人是否使用概估盈餘作為判斷基礎。 概估盈餘為正

式財務報表公布前, 管理當局公布前一營業年度自行決算之財務報表, 其係投資

人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最早自公司取得之財務數據。 該文指出臺灣上市櫃公司於

1992年至1998年間,公布每股盈餘較概估每股盈餘或多或少的機率約為49%,亦

即概估盈餘估計正確盈餘的機率只有一半左右, 顯示概估盈餘的不準確性。 該文

以前一會計年度之盈餘水準作為預期盈餘,而以概估盈餘或是公布盈餘作為今年

度盈餘水準, 發現未預期盈餘與異常報酬率間具有正向關係; 若概估盈餘與公布

盈餘不一致時, 市場會調整股價以反應盈餘消息之結果。 該文同時發現只有當未

預期概估盈餘為負時, 投資人方能預測出公布盈餘與概估盈餘差異之方向, 在其

它情況下則未能預測出差異方向。

黃柏松 (2001)觀察臺灣季盈餘,發現異常報酬率與未預期盈餘間呈非線性的

S 型關係。 一文指出投資人較關注持續性盈餘的影響, 因此當未預期盈餘的幅度

(即未預期盈餘的絕對值)越大, 顯示盈餘持續性越低,投資人較不易預測低盈餘持

續性公司之表現,因此未預期盈餘的幅度越大, 盈餘反應係數應越小。 此外,以市

值作為公司規模之分類標準,該文發現大規模公司的非線性關係並不顯著。

彭火樹 (2005)認為評價公式應有理論基礎支持,該文證實負盈餘越負, 股價

卻越高的現象並不存在於臺灣的股票市場,並且股東權益的帳面價值解釋股票的

能力較盈餘有較佳的表現。 不過Easton and Harris (1991)以全含盈餘關係 (clean

surplus relation) 連結股東權益與會計盈餘, 並將盈餘除以期初股價的盈餘形式

測定盈餘對於股票報酬率的解釋能力,研究結果顯示當期盈餘水準及盈餘變化量

都能有效地解釋股票報酬率, 尤其前者的解釋能力較後者高, 而前期盈餘水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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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股票報酬率的能力較當期盈餘水準及盈餘變化量來得低。

部分文獻同時研究股票與公司債市場。 Plummer and Tse(1999)認為債權人

對於公司價值擁有固定的求償權, 不同於股東的剩餘價值, 因此債權人與股東對

於公司價值的變動應有不同的反應。 該文發現若公司的財務體質 (以公司債債信

評等作為衡量變數)越差, 股票 (公司債)的累積異常報酬越小 (大);再將樣本區分

為正負盈餘兩組樣本後, 股票在各種財務體質狀況下, 正盈餘反應係數顯著異於

0,但負盈餘的反應係數皆不顯著,公司債則剛好相反。 該文證實股票市場較關注

正盈餘的消息;而公司債市場則較關注負盈餘。

Datta and Dhillon(1993)一文以標準化之未預期報酬對未預期盈餘作迴歸,

發現股票與公司債的未預期盈餘反應類似, 當未預期盈餘增加時, 股票與公司債

報酬率皆增加, 另一方面,當未預期盈餘減少時, 股票與公司債報酬率皆下降。 而

Easton et. al(2007)發現當期盈餘水準或是盈餘變化量在分類為本期淨損或是投

機級債券的子樣本裡, 對於債券報酬率的反應較大, 而盈餘於股票市場亦有相似

反應。

DeFond and Zhang(2008)的研究方法與 Easton et. al(2007)類似,該文將樣

本區分為正負未預期盈餘兩類及投資級與投機級債券兩類,並以模型計算而得之

異常債券報酬對未預期盈餘作迴歸, 得到無論以上述哪種方式分類樣本群, 未預

期盈餘的盈餘反應係數皆顯著異於0,而列報未預期盈餘為正之子樣本 (投資級債

券子樣本)的盈餘反應係數較列報未預期盈餘為負之子樣本 (投機級債券子樣本)

大。 該文同時比較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的盈餘反應係數時, 實證結果顯示債券市

場的盈餘反應係數小於股票市場,但盈餘於兩市場皆有資訊價值。

關於可轉換公司債與股票異常報酬,國內多利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各種事件宣

告前後對股價之影響。 如王彧疆 (1999) 研究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對於股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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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影響, 發現對於高科技產業, 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對於股價有顯著的正面

影響,傳統產業在宣告發行期間的股價則下跌。 吳明政等 (2006)發現宣告贖回當

日的股票報酬為負, 股價開始下跌,但股價於短期 (宣告日後第3日及第4日內)反

轉,於可轉換公司債宣告贖回期間, 股票交易量無顯著變化。江明潔 (2000)利用最

小平方法及配對樣本, 探討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發行前後盈餘管理的程度及

績效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公司於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前,淨利確有高估的現象;發

行可轉換公司債後, 股票報酬率降低,證實公司於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前,大多進行

盈餘管理, 且越積極進行盈餘管理之公司, 於發行後之股票報酬率降低的影響更

為嚴重。

第二節 會計盈餘與證券交易量

若證券價格係投資人各種預期之均衡結果,交易量則為個別投資人對證券均

衡價格作的各種決策之總和, 擁有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人會有不同的交易策略,因

此交易量蘊含著證券價格以外的資訊內涵。

Beaver(1968) 認為股票交易量的變動, 有部分係由於整體市場環境造成, 所

以若要探討會計盈餘與交易量之關連, 需排除市場影響, 以兩階段的方式求得未

預期股票交易量。 首先, 該文以平均每日股票交易量除以流通在外股數的週轉率

作為未調整交易量之衡量值 (實際交易量的衡量值亦以同樣方式計算),再以紐約

證券交易所的股票週轉率作為市場的平均交易量, 於非事件期, 將公司之未調整

交易量對市場的平均交易量作迴歸,求得估計之截距項及迴歸係數,其次,事件期

的實際股票交易量減去估計而得之預期交易量, 其殘差即為未預期交易量。 其研

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否調整整體市場之影響,在盈餘發布日後, 股票交易量皆增加。

Bamber(1986) 與黃子芬 (1994) 皆發現盈餘宣告後, 未預期盈餘越高,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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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越大,以股票市值、股東權益或是總資產帳面值衡量公司規模,發現小規模

公司的未預期盈餘對交易量的反應較大,該文認為小規模公司擁有較少公布資訊,

因此當盈餘發布後, 盈餘作為投資人所能取得資訊之影響並未被稀釋, 所隱含的

資訊內涵較高,故投資人對盈餘的反應較強烈。

Easton et. al(2007) 觀察到不同特性的子樣本對於債券交易量的反應不同。

一文以債券交易量作為應變數, 會計盈餘作為自變數, 發現以分類為發生損失之

子樣本交易量明顯增加,此一結果係由於債權人對公司價值有不對稱的求償權,當

公司有獲利時, 債權人最多只能拿回利息收入;但若公司發生損失時, 債權人可能

損失利息及全部的本金,而使債權人發生大額損失。 因此當公司發布損失時, 債權

人對此一消息的反應較強烈。

對於投機級的債券而言, 盈餘發布後,交易量明顯增加。 原因在於投機級債券

違約風險較高, 因此債權人較關注盈餘發布之消息, 會以盈餘消息作為重組投資

組合之依據。

詹家昌等人 (2003)認為年報與季報為例行性資訊揭露,所含之資訊內涵不多,

所以採用經濟日報所刊載的盈餘宣告新聞, 分析驚奇效果對交易量之影響。 驚奇

效果的大小以標準化未預期盈餘或是五日累積異常報酬作代表,交易量以市場模

式求得之殘差來衡量, 結果證實驚奇程度越高且公司規模越大, 調整後交易量更

高。

Bamber and Cheon(1995)同時檢測股票市場價格與交易量,討論股票市場

於盈餘發布後, 是否具有股價小幅度改變伴隨著大額股票交易量的情形, 或是股

票交易量少量的改變伴隨著股價大幅度波動的情形。 研究結果發現盈餘發布後股

價與交易量皆有顯著變化,該文分析股價與交易量對盈餘的反應幅度仍不完全相

同,兩間存有交互影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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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獻顯示以交易量來看,會計資訊於股票市場及公司債市場的確蘊含資

訊價值,但部分文獻認為會計資訊的資訊價值已降低。

Landsman and Maydew(2003)以美國1972至1998年的季盈餘資料為研究

樣本,想檢驗會計資訊的資訊價值是否於過去30年間逐漸降低,該文分別以異常

報酬率與異常交易量為應變數, 對時間的虛擬變數、 會計年度是否為曆年制之虛

擬變數與其交乘項作迴歸, 實證結果發現無論是以報酬率或是交易量來看, 會計

資訊仍具有用性,而且其資訊價值似乎有增加的趨勢。

Dontoh et. al(2004)認為過去盈餘或是股東權益解釋股票價格的能力降低係

由於資本密集經濟轉變為高科技及服務業經濟之故,資本密集經濟的公司價值多

體現在有形資產上,會計資訊已包含多數公司價值,因此其股票交易多屬於資訊基

礎交易 (information-based trading),但因社會型態的改變,會計紀錄並不包含許

多無形資產及其它影響公司價值之重要因子,非資訊基礎交易 (non-information-

based trading)逐步增加。該文以股票週轉率衡量股票交易量, 扣除以預期模型計

算而得之資訊基礎交易量,可求得非資訊基礎交易量,最後再以每年股價對盈餘作

迴歸之判定係數對非資訊基礎交易量作迴歸,證實盈餘或是股東權益解釋股票價

格能力的降低, 係由於非資訊基礎交易量的增加, 而且對於擁有較多無形資產的

高市價淨值比公司而言,其結果更為顯著。

第三節 國內其它債券市場文獻

國內債券市場其它文獻主要著墨於可轉換公司債之研究。林問一等人 (2003)

研究公司發行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與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對公司股票、波動性、成交

量與週轉率之影響。 實證結果發現公司發行國內可轉換公司債使長期 (90天、180

天)股票的波動性、成交量與週轉率下降, 顯示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與股票間存在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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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關係;而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對公司短期 (45天)的股票表現而言,無任何替

代或是互補效果。

楊朝成等人 (2006)研究投資於折價之可轉換公司債之投資組合研究,發現依

據市場模式計算出的異常報酬 (α值)顯著異於0,而系統風險 (β 值)顯著小於0.5,

該文證明臺灣折價可轉換公司債的投資條件佳,但投資於可轉換公司債還需考量

流動性與債券個別風險等因素。

對於普通公司債之研究,李清松 (2004)將公司債發行條款依權重轉換成一綜

合分數,討論2000年至2002年債券投資人對於普通公司債在不同投資觀點下,發

行條件寬鬆之要求,研究結果發現非成長型、財務結構較好、非電子業、 上市櫃之

公司或是在多頭市場下,投資人要求之債券發行條款較為寬鬆。

綜合而言, 國外有部分文獻探討會計資訊與債券報酬率及交易量之關連。 國

內則無相關文獻。

第四節 公司債發行實務

以下介紹我國目前普通公司債之公開發行實務。1

公司需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後始能募集公司債, 於董事會通過後, 應依據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 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 不得為之。」 公司必須先

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後, 始得發行公司債。 申報發行公司債時應檢

附信用評等報告、公司債申報書、公開招募說明書,連同其它檢附書件向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機構收到申報書

即日起屆滿七個營業日生效。

1可轉(交)換公司債與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發行實務亦類似,由於本研究以普通公司債為研究對

象,故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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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生效後, 公司應於三十日內備就公司債應募書, 附載公司法第二百四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之事項, 加記核准證券管理機關、日期與文號後, 將其公告後, 開

始募集。募集時應交付公開說明書予應募人。一旦從應募人募得全部價款後,應與

證券保管事業簽訂合約書,同意提供發行資料及配合銷除前手辦理還本付息等作

業,然後發行。 證券交易法定義發行係發行人於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

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行為。 以後者交付有價證券之發行,得不印製實體有價證券。

第一種交付方式為以實體債券交付, 第二種係洽證券保管機構登錄, 自九十五年

七月一日起,上市、 上櫃及興櫃股票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應採無實體方式為之。

最後由發行人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櫃, 即完成公司債之

發行。 相關規範公司債發行的法規散見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大多規定發行公司資訊公開與財務體質之要求, 相關重要

規定,節錄於表2.1。

表 2.1:相關公司債發行規定

相關法令 重要內容

公司法 §246公司債之募集及其決議方法

公司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後,得募集公司債。 但須將募集公司債之原

因及有關事項報告股東會。

§247公司債總額之限制

發行限額:(全部資產-全部負債-無形資產) ×100% 。

無擔保公司債發行限額為前項限額之50%。

§249無擔保公司債發行之禁止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

實已了結者。

最近三年或開業不及三年之開業年度課稅後之平均淨利,未達原定

發行之公司債,應負擔年息總額之150%者。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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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相關法令 重要內容

§250公司債發行之禁止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

尚在繼續中者。

最近三年或開業不及三年之開業年度課稅後之平均淨利,未達原定

發行之公司債應負擔年息總額之100%者。 但經銀行保證發行之公

司債不受限制。

證券交易法 §28–4 募集與發行有擔保、可轉換或附股權公司債之總額限制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 募集與發行公司債,除經主管機關徵詢

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外,發行限額係全部資產減全部負債

後之200%,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之限制。

§29由金融機構任保證人之發行

公司債之發行如由金融機構擔任保證人者,得視為有擔保之發行。

§30 申請核准應備之文書

公司募集、 發行有價證券, 於申請審核時, 除依公司法所規定記載

事項外,應另行加具公開說明書。

§31公開說明書之交付

募集有價證券,應先向認股人或應募人交付公開說明書。

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

則

§20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發行公司債案件,應檢附經主管機關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出具之信用評等報告。

§21公開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債, 應檢具發行公司債申報書, 載明其

應記載事項,連同應檢附書件,向本會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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