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探討穩健會計對債權人與債務人帶來的經濟效益,證明其為一重

要的財務報導品質特性。 以下先說明穩健會計定義, 其次係探討各文獻所採用穩

健會計的衡量模型, 再回顧過去穩健會計對債權債務契約影響之研究, 最後則是

整理近期盈餘品質的相關文章。

第一節 穩健會計之定義

穩健會計已影響會計實務逾百年,Bliss(1924)認為穩健會計為不預期將有任

何利益,但須事先預期所有損失;Belkaoui(1985)表示穩健會計暗示會計人員較偏

好報導最低水準的資產與收入,及最高水準的負債及費用;根據 Basu(1997)對穩

健性所作的定義為 「企業在面臨好消息 (如利益)時的認列入帳門檻,較面臨壞消

息 (如損失) 時的認列入帳門檻高」,Basu(1997) 明白地揭示會計人員於認列利益

時的標準高於認列損失的標準, 穩健會計即是損益認列不對稱下的產物;FASB觀

念公報第二號 ( FASB’s Statement of Concepts No.2)則說明,如果估計未來有收

到或給付同等金額的可能, 穩健會計傾向用較不樂觀的估計。

許多反對穩健會計者提出 「今日的穩健,將造成他日的不穩健」, 因現今低估

的資產與收入及高估的負債與費用於未來將會反轉,使得未來將高估資產與收入

及低估負債與費用, 完全違反穩健會計的精神, 此外, 穩健會計與忠實表達原則、

中立性及可比較性 (包含一致性)等會計品質特性相互違背,可見穩健會計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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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如字面上的簡單易瞭。

針對上述筆者做下面幾點釐清,首先, 穩健的財務報導不該被認定為恣意地、

持續地低估資產及利益, 對財務報導的外部使用者而言, 如銀行或其他債權人渴

望債務人低估獲益, 因為大幅地低估資產可以給予其較大的債權清償安全感; 其

次, 各項資產與收入或負債與費用很難持續地被低估或被高估, 因財務的報導需

要許多會計估計, 會計估計會又隨著外在經濟環境改變而變動, 目標是要允當表

達企業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 ,如此穩健的不當使用並不會發生;最後, 穩健會計

乃適用於遭逢不確定情況時,目的為確保不確定性及企業經營的固有風險能被適

當的考慮,因此,若未來將收到或給付同等金額的機率一樣時, 穩健會計會選擇採

用較不樂觀的估計,然而,如果未來收到或給付同等金額的機率不等時, 穩健會計

並不會選擇認列較不利的估計卻捨棄最可能的估計, 因此, 當有足夠的證據顯示

該認列該筆收入或費用時, 穩健會計不會一味低估淨利。

Watt(2003a) 提出穩健性為相較於企業的經濟價值, 會計有系統的低估企業

的淨資產, 而此特殊的報導特性將導致資產低估, 而其中一種穩健的會計特性顯

現於會計方法的選用,例如將研究與設計成本費用化或是加速折舊法的採用等等

皆使得淨資產低估,低估資產負債表的淨資產也會導致損益表的損益同時地被低

估, 但如費用化無形資產的會計方法會使得資產負債表的淨資產持續被低估, 然

損益表的損益於未來將會反轉;另外一種穩健會計的特性為不對稱認列利益及損

失,如採用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時,會計要求一旦資產減損則須立即認列損失,然當

減損資產價值回升時需等至資產處分時始可認列處分利益。

以上兩種會計報導的特性,皆說明穩健會計的性質,Ball and Shivakumar(2005)

提出條件式穩健性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與非條件式穩健性 (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第一種穩健的會計方法的選用的特性即屬非條件式穩健,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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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對稱認列利益及損失的特性則屬條件式穩健會計, 根據 Ball and Shivaku-

mar(2005) 條件式穩健較非條件式穩健重要, 因其可增加債務契約的效率, 相反

的,眾所皆知地非條件式穩健造成的淨資產價值低估則不具此功能,而Basu(1997)

提出的不對稱時效性模型即屬條件式穩健。

第二節 穩健會計的衡量方式

利用穩健會計不對稱認列損益的特性,Watts(2003b)整理過去文獻的衡量方

式,將其歸類成淨資產衡量法 (net asset measures)、盈餘及應計衡量法 (earnings

and accrual measures) 及盈餘與股票關聯衡量法 (earnings/stock return rela-

tion measures) 三類, 許多文獻後續又探討各衡量方式的關係, 欲得出穩健會計

的最佳衡量法,卻發現 Basu(1997)提出的盈餘不對稱時效性 (asymmetric time-

liness of earnings) 與 Feltham and Ohlson(1995) 提出的市價淨值比 (market-

to-book ratio)二者非保持正向關係,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認為造成

此現象的原因為盈餘不對稱的時效性衡量值或是市價淨值比皆存有偏誤,二者都

不是一個乾淨、純粹的穩健會計衡量值,Ball and Kothari(2007) 則利用實證模型

證明此乃自然現象,非穩健會計變數衡量錯誤的結果。

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發現當盈餘不對稱時效性衡量法衡量較長

時間累積的穩健值時, 與期末市價淨值比的關係為正; 然當盈餘不對稱時效性衡

量法衡量短時間的穩健值時, 會受到期初市價盈淨值比的干擾, 進而造成其與市

價淨值比的關係為負,他們更進一步的發現盈餘不對稱時效性法於衡量長期累積

的穩健盈餘特性時較為有效。

Ball and Kothari(2007)描述學界認為 Basu(1997)的不對稱時效性衡量法為

有效衡量條件性穩健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 的方式, 所以他們提出一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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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卻有效的計量模型,解釋為何不對稱時效性模型與市價淨值比之所以呈現負向

關係,主要原因為會計與經濟對成長機會的認列方式不同,他們不認同Roychowd-

hury and Watts(2007)歸納出此負向關係導因於二衡量值內涵的錯誤資訊,並指

出許多批評 Basu(1997)的模型者,起因為其錯誤的研究目標,而造成對Basu(1997)

模型的誤解。

Givoly et al.(2007)同樣地檢視 Basu(1997)盈餘不對稱時效性模型衡量穩健

會計的可靠性,他們設定一些與穩健無關但會影響盈餘不對稱時效性的資訊環境,

利用實際及虛擬的資料,得到於運用盈餘不對稱時效性衡量穩健性時須控制這些

資訊環境的特性,如資訊揭露的政策 (Effect of Disclosure Policy )、加總效果 (Ag-

gregation Effect)與經濟事件的性質 (Nature of Economic Event)等,且他們提出

盈餘不對稱時效性模型與其他穩健會計衡量法呈現負向關係,表示利用單一的穩

健衡量法可能會導致錯誤的推論。

選用市價淨值比衡量穩健會計的好處是其運用於事件研究,但其為一含有大

量雜訊的穩健會計衡量值,因市價隨著市場上各種資訊反應而波動,其所代表的意

涵可能不只有穩健會計,還包括企業成長機會等等,所以相較之下, 盈餘不對稱時

效性衡量值則無此缺點, 但卻無法運用於事件研究, 於是 Khan and Watts(2007)

參照 Basu(1997)的方法創造 CScore,為一種衡量穩健會計的衡量法,能衡量每家

公司每年的穩健值,本研究主要採用此方法估計各公司的穩健特性。

Lai and Taylor(2008) 利用澳洲的資料驗證 CScore 的有效性, 得到 CScore

為有效的條件式穩健會計衡量值,而澳洲的財務報導普遍存在穩健的特性,CScore

與股票報酬波動、投資循環長短與前期的穩健值呈正相關,而與公司年齡、公司規

模與營運槓桿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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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穩健會計與債務契約相關研究

Watts(2003a)說明穩健會計存在的理由主要有下面四個,分別為契約、訴訟、

稅務及政府管制。 由於,一般人較能接受保守的美德,無法承受誇大的浮華,所以

低估淨資產相較於高估淨資產較不嚴重,且高估淨資產時企業經理人面對許多股

東訴訟案的風險很高,所以穩健會計可減少股東訴訟成本,況且,低估淨資產產生

的管制成本較低,因企業若高估淨資產,準則制定機構較可能面對外界的批評,故

穩健主義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管制成本, 除此之外, 採用穩健會計可享有稅務上

的好處,企業可以減少當期的所得稅費用增加公司的內涵價值。

相較前面三項穩健會計存在的理由,由契約產生穩健會計需求的想法較無爭

議, 契約需要穩健會計的原因為契約行為將產生風險, 如道德危險 (moral haz-

ard),而內含穩健特性的會計準則可控制經理人報導會計盈餘,使企業的資產不至

高估, 且不讓經理人過度地給付報酬予自己或其他團體 (股東), 進而保障了債權

人的權益。 Watts and Zimmerman(1986) 指出會計資訊在債務契約做成的過程

中扮演的角色, 接下來許多文獻在 Watts and Zimmerman(1986) 的理論基礎下

強調運用會計方法的選擇,來避免契約違約。 近日,許多文章開始檢視會計資訊在

債務契約上所扮演的正面角色,Mohrman(1996)表示許多債務契約會指定債務人

會計方法的選用,減少經理人於契約作成後改變會計方法的機會。

Watts(2003a,b)彙總現存的穩健會計理論及實證,提出債權人因擔心債務人

的倒帳風險,故傾向低估債務人的剩餘淨利及淨資產分配,此外,在穩健會計下報

導的淨資產比無穩健會計報導下的淨資產更具可驗證性,而債務人穩健地報導財

務狀況的結果, 使得債權人做出較佳的借款決策, 並使債權人更有效率的監督債

務人還款的能力。 Watts(2003a)更表示穩健會計存在已久, 且面對穩健會計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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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聲浪, 穩健會計還是仍然存在, 足以強烈證明穩健會計的批評者低估穩健會計

所帶來的益處。

Ahmed et al.(2002)認為債權人與股東利益衝突愈大的公司, 愈傾向採取更

為穩健的會計政策,而愈穩健的公司,其舉債的資金成本也愈低,表示穩健的會計

政策會造成較低的盈餘與保留盈餘水準,進而得限制股利的發放。 此外,較穩健的

會計盈餘會造成較低資產與較高負債的現象,而這些結果均可以降低債權人的風

險,對債權人形成更有利的保護。

Qiang(2007)欲檢視條件式的穩健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與非條件式

的穩健 (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何者足以解釋穩健會計存在的意義,他發

現債務契約產生條件式穩健, 訴訟則同時產生條件式與非條件式穩健, 政府管制

與稅務產生非條件式穩健。 說明這兩種穩健會計在契約、 訴訟、 政府管制與稅務

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且這兩種穩健會計會交互作用,Qiang(2007)發現非條件式穩

健會減少條件式穩健,所以有必要於此二種穩健會計中作權衡。

Beatty et al.(2008)表示許多文獻對於債權人對穩健會計的需求提出質疑,認

為債權人可以透過契約合約的修改修正所能忍受的倒帳風險,Beatty et al.(2008)

說明此方式可行但並不普遍, 顯示債務契約的修改, 無法達到債權人要求債務人

所應達到的穩健水準,債務契約的修改常發生於代理成本高且契約、政府管制、訴

訟及稅務等對穩健會計需求低時,所以債務契約的修改無法代替債權人對穩健會

計的需求, 其實證結果藉由債權人與債務人共享穩健會計所產生的益處, 證明會

計資訊在債務契約上的確扮演正面有力的角色。

Ball et al.(2008)指出財務報導的需求主要來自債券市場 (debt market)而非

權益市場 (equity market), 債券市場需要較高的及時性及穩健性, 因為債務契約

主要利用財務報表的數字設定各種條件, 相較於債券市場, 權益市場的資訊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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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侷限於財務報表的數字,權益市場的投資人可以利用市場上的各種資訊如報章

雜誌報導、 財務分析師的預測及口耳相傳的資訊等等,Ball et al.(2008) 研究各國

的資料,發現穩健性與及時性的會計盈餘特性需求愈大者,其債券市場愈發達,暗

示債券持有者為穩健會計與及時性的主要需求者。

Zhang(2008)對一組經歷股價重挫的公司進行研究,發現愈穩健的債務人愈

及時反應契約違約資訊, 顯示穩健會計可以幫助債權人可及早獲悉債務人倒帳風

險的訊號,且對愈穩健的債務人,債權人願意給予愈低資金成本,相較於Ahmed et

al. (2002)與 Beatty et al.(2008)的研究分別使用信用評與盈餘品質等當作債務資

金成本的代理變數, Zhang(2008)直接使用公司債利率 (spread)當作資金成本的

代理變數, 因利率衡量的才是真正的債務資金成本, 且利率可衡量每個已發行債

務之資金成本,而非公司水準的債務資金成本;此外,相較於 Ahmed et al.(2002)

所使用單一的穩健會計衡量法,Zhang(2008) 多方嘗試不同的穩健會計行量法進

行驗證。

第四節 我國穩健會計之相關研究

傅鍾仁、張福星與陳慶隆 (2005)研究發現在面對不利的審計環境時,會計師

對客戶的會計選擇會趨於保守以降低訴訟風險。 他們以產業蔓延效果的角度探討

我國會計師的簽證行為是否因 Enron案的衝擊而趨於保守。 實證結果顯示 Enron

案發生後,財務報表的裁決性應計數,有顯著降低,且會計師簽發標準式無保留意

見的數量亦顯著低於該案發生之前,故受到 Enron案的蔓延衝擊,我國會計師普

遍採取較為保守的簽證行為。

官月緞與陳麗雯 (2007) 以1992至2005 年中國 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 預期

1998年起,由於會計改革與證券法頒布實施,上市公司財務報導穩健程度將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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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其實證結果一致支持研究假說, 顯示會審準則與國際標準接軌發揮一定成

效,A 股報表的比較性與可靠性提升 ,有利於未來推展 A、B 股並軌與加深中國資本

市場國際化的程度。

許文馨與詹凌菁 (2008)利用穩健性當作盈餘品質之代理變數,探討公司依照

公司章程盈餘分配比率支付董監酬勞是否會影響會計盈餘的品質,研究結果發現

董監酬勞金額的決定是依照損益表淨損益的一定比率, 董監事將缺乏強大誘因提

升會計品質,他們發現於控制公司負債比、成長性與其他公司治理變數後, 董監酬

勞愈高的公司其會計保守性愈低。

官月緞、 簡松源與徐永檳 (2008) 研究安隆案發生後對台灣會計師產業之影

響, 研究結果發現上市公司所面臨之管制成本與法律責任將加重, 其財務報導會

也轉趨保守。 他們以安隆弊案前後一年 (2001至2002)、博達弊案前後一年 (2003

至2004)財務與股價資料完整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並分別以淨值/市價比、盈

餘/股票報酬關係衡量樣本公司財務報導的保守程度, 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上市公

司在安隆/博達弊案後財務報導轉趨保守。

戚務君、廖益均與林嬋娟 (2008)採用 Basu ( 997)的盈餘時效性不對稱衡量

法, 發現臺灣企業近期的會計盈餘已經具備了穩健原則的特性, 並支持過去會計

學者進行跨國性比較的主張與結論, 穩健的盈餘特性可能會隨著各個國家資本市

場的成熟而有明顯的改變。

第五節 盈餘品質相關研究

1. 異常應計相關文獻

Ball and Shivakumar(2005) 針對盈餘不對稱認列產生的會計應計進行研

究,會計應計的認列較現金流量的產生迅速,他們利用非線性的應計模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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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盈餘不對稱認列的特性估計異常應計,相較於線性的應計模型,非線性的

模型解釋應計變異的能力較佳, 而且線性的應計模型忽略盈餘不對稱認列

的特性 (損失認列門檻較利益低),其估計的結果將存在偏誤,Ball and Shiv-

akumar(2005)提出的模型結合會計應計、穩健會計與估計裁量性應計、盈

餘管理及盈餘品質,為較佳的模型。

Bharath et al.(2008) 研究債務人在債務契約期間的盈餘品質, 檢視盈餘品

質如何影響債務人決定應公開發行或私募, 債務契約的設計在此二市場也

將應盈餘品質的不同而有變異, 他們發現盈餘品質較差的債務人較偏愛私

募, 如銀行貸款, 因為銀行取得資訊的能力較佳, 可減少其面對的反向選擇

成本。 他們也發現盈餘品質在此二市場的債務修改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於私

募的市場, 盈餘品質好的公司具有較多的債務修改彈性, 如公司債價格 (如

利率)及與公司債價格無關的條件 (如到期日與抵押品),且私募債的利率約

為公開發行債利率的2.5倍,故盈餘品質較佳的公司其資金成本也較低。

Ashbaugh-Skaife et al.(2008)研究內部控制缺失與修正內控對盈餘品質的

影響,他們透過應計的雜訊 (accrual noise)及異常應計的絕對值,得到相較

於無內控缺失的企業,具內控缺失的企業盈餘品質較差,且具內控缺失的企

業其具有較大的正向異常應計與負向異常應計, 研究結果顯示不良的內部

控制會使企業產生許多非故意的錯誤 (unintentional error)進而增加應計

的雜訊, 且他們發現具內控缺失企業其修正缺失後的財務報表若經會計師

查核,相較於修正缺失後卻未經會計師查核者,其盈餘品質大幅改善,此外,

企業前後期會計師查核意見的不同者,其盈餘品質也產生明顯變化,如一企

業前期獲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本期獲保留意見,其盈餘品質將下降,反之,

其盈餘品質值則上升,Ashbaugh-Skaife et al.(2008)研究結果對內部控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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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重要性提供有利的證據。

Chi et al.(2008) 利用台灣資料檢視會計師查核該公司前之查核經驗 (pre-

client experience) 對盈餘品質的影響, 他們衡量每位簽證會計師的:(1) 查

核該客戶前的查核經驗;(2)查核該客戶的經驗,並同時衡量會計師事務所的

任期,利用取絕對值後、正向、負向的異常應計做為盈餘品質的代理變數,研

究結果發現該公司之會計師查核前的經驗愈久,其負向異常應計愈小,且會

計師與會計師事務所任期愈長, 公司之異常應計愈小; 此外, 他們採用銀行

貸款利率當作債權人觀點的代理變數, 發現會計師查核前經驗與銀行利率

呈負相關, 顯示債權人會依會計師的查核經驗做投資決策。

Chen et al.(2008) 利用台灣的資料研究會計師輪調與盈餘品質的關係, 許

多國家都有制定會計師輪調的規定, 會計師輪調制度存在的主要論點為任

期愈長的會計師愈無法獨立於客戶, 但針對會計師輪調與盈餘品質的研究

不多見,他們主要針對兩個議題進行研究,分別為盈餘品質是否隨會計師任

期改變與控制會計師任期後盈餘品質是否隨事務所任期而改變, 以績效調

整後的裁量性應計 (performance-adjuste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當作

盈餘品質的代理變數, 研究結果顯示異常應計的絕對值與正向異常應計隨

著會計師任期的增加而減少, 同樣地, 在控制會計師任期後, 異常應計的絕

對值會隨著會計師事務所的增加而減少, 挑戰會計師輪調制度存在的必要

性。

2. 盈餘反應係數相關文獻

Teoh and Wong(1993) 指出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時將其信用租借給企業,

一個未解的問題為是否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品質呈正相關, 而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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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定義為能為企業財報帶來高可靠度者,根據Holthausen-

Verrecchia(1988)的模型,投資人對盈餘發佈的反應程度會隨著會計師的可

靠度有所變異,故他們以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八大作為可靠度的代理變數,

檢視盈餘反應係數與該企業是否為八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的關係, 並控制

住各種影響盈餘反應係數的變數 (公司規模、成長機會與公司年齡等等)後,

發現為八大會計師事務所所查核之公司其盈餘反應係數較高。

Bradshaw and Sloan(2002)提出1990年代後由 GAAP與 I/B/E/S計算得

的 ERCs 有顯著的差異顯示市場變的可靠性增加,Cohen and Hann(2007)

發現Bradshaw and Sloan(2002)採用的變數存在錯誤,以致於產生此ERCs

的變異。

Ghosh et al.(2005)研究結果顯示,持續報導盈餘與營收增加之企業擁有較

高的盈餘品質且相較於只有盈餘成長之企業其擁有較高的盈餘反應係數 (E

RCs),他們認為自盈餘品質觀點著眼,由營收成長支持盈餘增加的企業較不

會從事盈餘管理, 其未來營運的績效也較佳, 而自 ERCs 著眼, 由營收成長

支持盈餘增加的企業擁有較高的 ERCs及較低的帳面價值反應係數 (book

value response coefficients)。

Ghosh and Moon(2005)分析投資人與資訊中介者 (information interme-

diaries)如何看待會計師任期長短的資訊,以報酬與盈餘迴歸關係得到的盈

餘反應係數當作投資人觀察盈餘品質的指標, 研究結果發現會計師任期與

盈餘反應係數呈正相關, 故他們認為投資人與資訊中介者視會計師任期為

可改善盈餘品質的訊號。

Dhaliwal et al.(2005)研究是否股東層級的稅務 (shareholder-level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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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ERCs 及如何影響, 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個人所得稅率的增加, 將使

發放高股利與邊際投資人 (marginal investor)可能為個人持股者的企業之

ERCs減少, 至於買回股權多及邊際投資人可能為個人持股者的企業,個人

稅率的增加對 ERCs 無明顯影響, 此研究結果與稅賦相對於資本利得對股

利產生處罰效果的觀念一致,並減少盈餘與股票報酬間的關聯。

Ettredge et al.(2005)研究企業於採用 SFAS No.131部門揭露準則 (segment

disclosure rules)後對其股票市場對企業盈餘預測能力的影響,他們採用當

期股票報酬與次期盈餘的關聯 (FERC) 做為衡量方法,SFAS No.131於會計

年度1997年12月15日後的企業生效, 研究結果發現擁有多個部門的企業

於實施公報後其 FERC增加,然而,只擁有單一部門之企業其 FERC未隨公

報的採用而增加, 故他們認為 SFAS No.131的實施提供更多的資訊予市場

預測企業的未來盈餘。

Tucker and Zarowin(2006)採用新方法檢視是否損益平穩化扭曲盈餘資訊

或改善過去與現在盈餘對未來盈餘與現金流量的資訊性, 他們利用企業異

常應計的改變與被管理前的 (pre-managed)盈餘之負向關聯衡量損益平穩

化,並採用 Collins et al. (1994)方法發現相較於低盈餘平穩化的公司,高盈

餘平穩化的公司的股價改變包含較多未來盈餘資訊。

Lim and Tan (2007)認為非審計公費對審計品質的影響主要受到會計師產

業專業性的影響, 具產業經驗的會計師比不具經驗者更在乎信譽的損失與

其所暴露的法律風險,並因非審計服務的提供而受益,他們發現具產業經驗

會計師相較於缺乏產業經驗者, 出具繼續經營假設存有疑慮意見之傾向增

加、 不附和分析師預期傾向增加,且受查公司擁有較高的盈餘反應係數,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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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品質較佳。

政府管制機構與財報分析師推測市場將對財報重編的公司長期喪失信心, Wil-

son(2008) 使用盈餘與股價概念 (earnings-returns framework) 檢視公司

財報重編後續期間盈餘的資訊內涵 (information content of earnings)是

否下降,其研究結果顯示雖財報重編後盈餘資訊內涵下降,但此為暫時現象,

且財報重編後之宣告盈餘計算得的盈餘反應係數呈 U 型,表示財報重編後

平均四季後盈餘資訊內涵下降的現象經不復在, 至於財報重編後蒙受虧損

的公司, 其盈餘反應係數將因下列因素而有變異, 第一, 若該公司因收入認

列錯誤而重編報表,財務報表宣告日時股票市價將大幅下挫,造成其盈餘的

資訊內涵降低; 第二, 公司於財報重編後進行公司治理結構改組者, 其盈餘

的資訊內涵不會減少,最後,Wilson(2008)認為財報重編只會造成短期的投

資人信心下降, 其研究結果並不支持重編後之公司市場將長期對其失去信

心的結論。

近年 FASB、IASB與 CFA 鼓勵企業多採直接法編製現金流量表,主因為直接

法編制的報表具較佳的預測企業價值的能力,Orpurt and Zang(2009)則欲

檢視直接法編制之現金流量表是否較佳,他們不採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或

間接法編製之現金流量表,自我估計並整理直接法下的項目 (如來自客戶之

現金), 當這些估計錯誤包含於現金流量與盈餘預測模型時, 模型的預測能

力大幅改進,此外,採用未來之盈餘反應係數 (FERC)方法時,他們發現市場

參與者採用直接法以符合他們的需求,故Orpurt and Zang(2009)認為直接

法對投資人於預測未來現金流量與盈餘時是具有價值的。

本研究採用 Khan and Watts(2007)所發展出衡量每家公司每年穩健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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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衡量方法 CScore,與台灣經濟新報 (Taiwan Economic Journal,TEJ)信用評等

資料庫的資料中契約違約的資料, 以台灣的資料為主, 研究是否愈穩健的公司愈

容易違反契約, 債權人因及早知悉債務人的財務狀況而獲得益處, 且利用銀行貸

款利率作為衡量資金衡本之代理變數,並以異常應計與盈餘反應係數衡量盈餘品

質,探討穩健會計與資金成本及盈餘品質之關聯。 此外,本研究的樣本選取股價大

幅下挫的公司,這些公司的經濟租與無形資產較少,欲進一步驗證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提出市價淨值比為一雜訊較多的穩健衡量法,於本研究所選取的

樣本下,因控制成長機會與經濟租的影響,使得市價盈與比與債務契約違約關係的

結果與 CScore與契約違約關係的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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