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章依序說明相關研究假說、 研究變數之設計、 研究期間、 樣本與資料來源

以及實證模型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說

企業直接資金需求來源有股東及債權人, 相對於股東, 債權人有好消息及壞

消息不對稱認列以低估淨資產的需求, 因當企業經營狀況良好時, 債權人無法獲

得高於利息收入的收益; 然當企業承受虧損時, 債權人卻要承受企業虧損以致無

法收回本金及利息的風險, 因此, 債權人有低估資產負債表上淨資產與及時反應

壞消息於損益表的需求。 實證性會計研究預測穩健會計的採用會減少道德危險及

反向選擇, 進而減少債務資金成本, 提供債務人一個報導穩健會計以降低債務資

金成本的動機, 為了瞭解穩健會計如何減少債務人的資金成本, 檢視穩健性對債

權人帶來的益處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債務契約成立之後, 債權人關心債務人的倒帳風險, 債務人的倒帳風險

可能導因於法預測的企業突發事件或是債務人投機取巧的行為。 由於債權人對於

資訊的取得相對於債務人本身, 處在較不利的地位, 債權人可能無法及時地偵知

債務人的倒帳風險,因此而承受債權無法償還的風險。 而債權契約之設計則為提

供債權人及時地倒帳風險有關資訊, 換句話說, 債務人債務契約的違約為債權人

得知債務人倒帳風險的訊號。 且債務人財務數據多為債務契約設定條件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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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財務報表又是債務人本身的責任,為了更進一步確保債權人可以及時地偵知

債務人倒帳風險的訊號,於是穩健會計促使債務人及時認列損失及延遲認列利益

以低估淨資產的會計處理。 在債務契約條件維持不變的情況下, 穩健的債務人及

時地認列壞消息使得財務契約更加的吃緊。 舉例來說,一企業有依債務契約,其債

務契約條件中規定負債除以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淨利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不可

以超過2.5,當企業有突發的不利狀況發生時,如果企業打算認列此突發事件所造

成的損失, 接下來此企業的淨利將會下降, 負債除上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淨利比

率也會上升,使得企業債務契約更加吃緊。

吃緊債務契約提供債權人更即時債務人倒帳風險的警訊,而當債務人的風險

超過債權人設定的風險時就會引發債務人的契約違約。 在此種情況下, 債權人會

採取防衛行動以減少他們面臨的債務人倒帳風險,例如調整利率以補償其所面臨

的債務人倒帳風險,債權人也可能縮短債權到期的期間,或是減少債權本金,亦或

是增加債權的擔保品,以減少債權人潛在的債務人倒帳風險。

本研究預測債權人可以藉由穩健會計加速債務人契約違約的方式而獲益,債

務人也因穩健會計的採用使其獲得較低的資金成本與較高的盈餘品質,為了增加

研究的說服力, 本研究選取的樣本為至少經歷一次股價大幅負向震盪上市、 上櫃

公司, 因這些公司與其債權人間資訊不對稱問題較嚴重。 藉此本研究導出以下假

說:

H1a: 愈穩健的債務人愈容易違約。 由於債權人及債務人間存在資訊不對稱

的情況, 穩健會計可以透過加速債務人契約違約的方式, 使債務人較即時的反應

其財務狀況給債權人知曉,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愈穩健的債務人相較於較不

穩健的債務人,愈可能違反債務契約。

而許多文獻指出市價淨值比與 Basu(1997)提出的盈餘不對稱時效性模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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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關係,進而質疑過去穩健會計的衡量方法是否能有效衡量穩健性,Roychowd-

hury and Watts(2007) 提出因為會計不會將公司的經濟租或無形資產等全部入

帳, 造成市價淨值比非一個乾淨的穩健會計衡量指標, 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受到

經濟租的影響較少, 故欲研究在此情況下, 利用市價淨值比衡量的穩健盈餘特性,

與契約違約的關係是否也是愈穩健的公司愈容易違約。

H1b:控制經濟租及成長機會後,市價淨值比與 CScore對契約違約的關係一

致。 採用本研究的樣本,驗證市價淨值比與利用 Basu(1997)發展出的 CScore與

契約違約的關係一致, 表示去除經濟租與無形資產等影響後, 市價淨值比為一較

乾淨的穩健會計衡量值。

債務契約條件的規定主要為減少債務不履行的風險,如要求債務人維持最低

營運資本藉以限制股利發放, 間接要求股東維持最低投資, 而限制併購與投資的

契約條件, 則可控制債務人的倒帳風險, 債權人要透過會計報表瞭解這些契約條

件被遵守的情況,Watts and Zimmerman(1986)表示經理人可以藉由會計方法的

改變避免契約違約,Beatty and Weber(2003) 發現銀行貸款若契約中有發股利限

制,之後企業又自願改變會計方法者,其於接近觸動契約違約時淨利將會增加,他

們認為發放股利限制的契約條件為債務人與債權人交換會計處理較具彈性的成

本,Beatty et al.(2002)研究自願與非自願改變會計方法對債務人資金成本的影響,

他們發現債務人願意付較高的利息換取會計處理的彈性,以避免契約違約。

本研究認為若債務人本身未自穩健的資訊中獲益,難以說明為何債務人會一

貫地採用穩健原則,故本研究認為債務人可自穩健會計中獲得較低的資金成本,或

是較高的盈餘品質,因及時認列壞消息使得債務人會計盈餘低估 ,但債權人願意與

穩健的債務人較低借款利息做為補償。 且 Bharath et al.(2008)研究結果顯示企業

的盈餘品質與其資金成本呈負相關, 盈餘品質愈好的企業資金成本愈低,反之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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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本愈高,故本研究推論愈穩健的債務人其資金成本愈低且盈餘品質愈高。

H2a:愈穩健的債務人資金成本愈低。

H2b:愈穩健的債務人盈餘品質愈佳。

本研究冀在歷經股價大幅下挫的樣本中獲得穩健會計對債務人之益處,發掘

債務人提供穩健財務資訊的動機。 彙總上述觀念, 債務人穩健的報導會透過加速

其契約違約的方式使債權人及時地得知債務人財務狀況, 讓原本處於資訊弱勢的

債權人取得發球權, 使債權人得以降低其風險; 債務人之所願意提供穩健的財務

資訊, 乃因穩健可以降低其資金成本或提高盈餘品質,H1假說為驗證穩健會計對

債權人之效益,而H2假說則為發掘債務人提供穩健財報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期間、 樣本與資料來源

(一、) H1假說:驗證穩健會計對債權人之效益

本研究之樣本選取,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簡稱 TEJ),由於 TEJ提供台灣公開發行公司財務之資料起始點為

民國85年, 且因考量資料取得與分析之需要, 本論文之設計要求公司至少

要有5年以上的資料,才納入分析。 因此,樣本以民國2002年至少一個月股

票下跌20%且自民國2003年到至民國2007年期間皆有足夠資料可以計算

各變數之上市、 上櫃公司為研究樣本。

1. 研究期間的選定

本研究欲選定歷經股價大幅下挫的公司為樣本,乃因這些樣本公司債

權人與債務人資訊不對稱問題較嚴重, 但綜觀台灣股市, 未發生直接

且嚴重的金融風暴, 故選擇分析 TEJ 信用評等資料庫的資料, 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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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市場2001年至2007年信用評等惡化趨勢圖

信用評等等級下降一級做為公司信用評等惡化的標準, 如圖3.1市場

2001年至2007年信用評等惡化趨勢圖顯示2001年至2007年間,信用

評等惡化公司數分別為80家、167家、164家、133家、148家、166家與9

家 ,其中以2002年之167家居冠,故本研究乃決定選擇2002年時公司

股價月股價下跌幅度大於20%的公司為樣本。

根據圖3.2 H1假說樣本與變數時序圖,債權人會依據債務人的穩健程

度, 決定是否要放款, 所以本研究假設契約做成前後的債務人穩健水

準不會有重大變異, 因商譽是企業重要的資產, 債務人不會想破壞自

己辛苦經營的信譽, 同時, 本研究也假設債權人所設的契約會要求債

務人一貫地遵循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用以避免債務人經理人不當的會

計鬆弛 (Accounting slack),在此二假設下,如果債務人在契約開始前

就是個穩健主義者, 契約開始後也不會改變其穩健的特性, 提供債權

人倒帳風險變化的及時訊號。

2. 取得之樣本及資料來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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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樣本與變數時序圖

(1) 公司折舊費用、常續性淨利、股東權益總額、流動負債、長期負債、

資產總額等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之「上市 (櫃)財務 (累計)—

一般產業」,以及「上市 (櫃)合併財務 (累計)—一般產業」。 以合併

報表之資料為主,若無合併報表資料者以個別公司之單獨報表取

代之。

(2) 股票報酬率與市值之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之取自 「上市 (櫃)

調整股價 (月)—除權除息調整」。

(3) 信用評等資料, 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之取自 「TEJ信用評等主表–

上市」。

(4) 企業起始營運年度、TEJ產業代碼及市場別,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

之取自 「上市 (櫃)基本資料」。

(5) 公司市價之資料, 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之取自 「上市 (櫃) 調整股

價-年-除權息調整」。

(二、) H2假說:發掘債務人提供穩健財報的動機

為探尋債務人提供穩健財報的動機,本研究以 H1假說樣本為基礎,分析歷

經股價大幅下挫公司的資金成本與盈餘品質, H2a則利用企業當年銀行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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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利率當做資金成本之代理變數,H2b 分別使用異常應計與盈餘反應係數

(ERC)作盈餘品質的代理變數,以上分析皆刪除變數不全之公司,且自2003

年到2007年5年間都有健全資訊者始納入研究樣本。

1. 研究期間的選定

H1假說分析 t-1期穩健會計分別對 t期契約違約的影響,H2假說選擇

同樣的樣本期間以衡量穩健會計與資金成本及盈餘品質,目的為證明

債務人之所願意採用穩健會計,乃因其可獲較低的資金成本與較高的

盈餘品質。

2. 取得之樣本及資料來源說明如下

(1) 來自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資產總額、 負債總額、 應收帳款與票

據、 固定資產毛額、 銷貨淨額、 繼續營業部門淨利、 每股盈餘, 取

自新版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之「上市 (櫃)以合併為主簡表 (累積)-

全產業」。

(2) 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資料,取自新版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之 「上

市 (櫃)會計師事務所」。

(3) 股票月報酬率與市值之資料,取自新版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之「上

市 (櫃)調整股價 (月)—除權除息調整」。

(4) 公司設立年度與 TEJ產業資料, 取自新版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之

「上市 (櫃)基本資料」。

(5) 銀行利率資料, 計算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上市 (櫃) 及公開發

行銀行借款明細」。

(6) Beta指數,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Beta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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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數之設計

1. 穩健會計量值方式

(1) CScore 衡量方式

Basu(1997)利用股價先行會計盈餘 (stock lead accounting earnings)

現象, 配合穩健會計所強調的預期損失及時認列, 主張相較於好消息

(股票報酬為正), 具穩健特性的會計盈餘對壞消息 (股票報酬為負)的

反應較為及時,設定以下迴歸模型:

Xi t /Pi t−1 =α0+α1i DRi t +β0i Ri t +β1i Ri t ∗DRi t + εi t (3.1)

式 (3.1) Xt代表第t期的會計盈餘、Pt−1表示期初的股價、Rt為該期之股

票報酬、Dt為分類該筆觀察值是否為壞消息的虛擬變數(若Rt < 0則Dt

為1, 反之則為0)、εt 則為殘差項。β0 係數代表會計盈餘Xt對於好消息

的敏感程度,β1則代表會計盈餘Xt對於壞消息的增額敏感程度, 因此,

若實證結果顯示β1 > 0,則支持會計盈餘具備穩健特性的假說。

而本研究所採用的穩健性衡量值採用 Khan and Watts(2007)所發展

的每家每年 (firm-year)公司穩健會計衡量值CScore,且 Lai and Tay-

lor(2008) 利用澳洲資料再次驗證 CScore 為有效的穩健會計衡量法,

而 CScore乃利用公司個別特性的線性函數而得,除 CScore外,Khan

and Watts(2007)也提出 GScore,其為每家公司每年好消息對盈餘解

釋能力的時效性衡量值, 類似於式 (3.1) 之β0; 而CScore 則是每家公

司每年壞消息相對於好消息對盈餘解釋能力的增額時效性衡量值,類

似於式 (3.1)之β1;所以,GScore加上 CScore之值代表每家公司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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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消息對盈餘解釋能力時效性的衡量值 (Bad Score),CScore 則是穩

健會計的衡量值。 Khan and Watts(2007) 運用多種有效性測試證明

CScore是健全的穩健性衡量值。 茲將 CScore與 GScore 衡量方式說

明如下:

Xi ,t =β1+β2Di ,t +Ri ,t (μ1+μ2Si z ei ,t +μ3M/Bi ,t +μ4Le vi ,t )

+Di ,t Ri ,t (λ1+λ2Si z ei ,t +λ3M/Bi ,t +λ4Le vi ,t )+ εi ,t (3.2)

G Scor e ≡β3,i ,t =μ1,t +μ2,t Si z ei ,t +μ3,t M/Bi ,t +μ4,t Le vi ,t (3.3)

C Scor e ≡β4,i ,t =λ1,t +λ2,t Si z ei ,t +λ3,t M/Bi ,t +λ4,t Le vi ,t (3.4)

式 (3.2)乃由 Basu(1997)所提出的式 (3.1)發展而來,式 (3.2)之下標 i

代表各股公司,如Xi t為第 i家公司第 t期之每股盈餘,以此類推,Pi t−1為

期初股價;Ri t為股票的報酬率;D為虛擬變數,D為1表示股票報酬率為

負,反之表示股票報酬率為正,在 Basu(1997)的式子裡β1t表示壞消息

相較於好消息最公司盈餘的增額解釋能力,當β1t愈大時,表是壞消息

相較於好消息的增額解釋能力愈高, 穩健會計則是壞消息相較於好消

息認列入帳的標準較低,因此,當β1t愈大時,表示公司愈穩健。

Khan and Watts(2007)所發展的 CScore於 Basu(1997)提出的式子

中又加入公司規模 (Size)、市價及帳面價值比 (M/B)及槓桿比率 (Lev)

等公司特性,且式 (3.2) Xi ,t是由非常項目前淨利除以期初股票淨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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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Lev表示長期負債加流動負債除上當期市值;Size是當期公司市值

取自然對數; MB是由當期市值除以期末股東權益而得;其他的變數定

義則與 Basu(1997)式子中變數意涵相同如Ri ,t為股票的報酬率 (buy-

and-hold return);D為虛擬變數,D為1表示股票報酬率為負,反之則

為0。 式 (3.3)及式 (3.4)非迴歸模型,GScore及 CScore的計算是由式

(3.2) 跑迴歸得到的μ1、μ2、μ3、μ4與λ1、 λ2、λ3、λ4, 分別帶入式(3.3) 與

式 (3.4),再藉著與式 (3.3)及式 (3.4)中各公司個別特公司規模 (Size)、

市價及帳面價值比 (MB)及槓桿比率 (Lev)相乘的結果,而得到GScore

與 CScore。

股票報酬的計算方式有許多種,Basu(1997)曾經提供三種計算Rt之方

式,分別為對應會計盈餘宣告期間之報酬率(inter-announcement pe-

riod returns)、市場調整後對應會計盈餘宣告期間之報酬率 (market-

adjusted inter-announcement period returns)及與會計期間對應之

報酬率 (fiscal year returns), Khan and Watts(2007)及本研究皆採用

「對應會計盈餘宣告期間之報酬率」,以我國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

應公開年度財務報表之曆年制公司為例,係指以5月1日至隔年4月30

日買進並持有之股票報酬 (buy-and-hole return)。

由於 Basu(1997)所提出的式子衡量出的為整個市場 (pooled)彙總的

穩健會計衡量值,無法衡量各別公司每年穩健會計的衡量值,然而,每

家公司每年個別穩健會計衡量值可使穩健會計相關的研究擴展到事件

研究, 可比較不同穩健特性公司的各種差異, 如公司治理優劣、 資金

成本高低、 審計公費多寡等等, 學術界對此需求日增,於是,Khan and

Watts(2007)發展出穩健會計衡量值 C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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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企業價值組成圖

(2) Basu(1997)盈餘不對稱時效性衡量模型與市價淨值比的關係

Watts(2003a,b)認為會計只有在資產實際處分時才會報導此資產的公

平價值,平時,會計並不會將公司的市值認列入帳,會計的帳列數字忽

略公司的經濟租並採用不對稱的認列標準認列損失,損益不對稱的認

列標準提供最低的淨資產估計價值,抑制了對公司不當的盈餘分配,如

未採用穩健會計經理人可高估盈餘或資產, 藉此獲得較高的報酬,而積

年累月的損益不對稱認列標準,使得淨資產低估,淨資產的低估程度形

成另一個穩健會計的衡量方法。

圖3.3 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將公司的價值分解,可發現公

司的經濟租價值並未入帳,在實務上,個別資產價值的增加只有在其可

明確驗證時才可入帳,此公司價值的分解圖使可以更清楚的了解Basu

(1997)盈餘不對稱衡量模型與市價淨值比間的關係。 上圖的最左邊為

企業的累積價值, 圖的中間則將企業價值拆解成四個部分, 分別為經

濟租 (Rents)、無法驗證的個別淨資產價值的增加 (UNA)、可驗證及認

列的各別淨資產價值增加 (RNA)與歷史成本衡量下的淨資產 (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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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假設一企業的權益價值 (EV)為固定

值,會計方法的變動不會改變一企業的權益價值 (EV)。

NAH是採用成本與市價孰低法 (lower of cost or market, LCM)下的

淨資產歷史成本, 各公司的 NAH 將會隨著會計方法與成本市價孰低

法的選擇而不同, 如準則制定機關允許裁量性的折舊方法, 企業可選

擇其要採用直線法亦或是加速折舊法;NAB 則包含 NAH 與可驗證及

認列的各別淨資產價值增加 (RNA)此二部分,如交易目的金融商品價

值的增加即屬 RNA;NAV 則是所有個別資產的市值,NAV 與 NAB 的

不同點為包括了無法驗證的個別淨資產價值增加 (UNA),像是專利權

或特許權即為無法驗證的個別淨資產,因其無可流通的市場可評估公

平價值, 經濟租 (Rents) 則代表企業的成長機會與獨佔力量等等。 圖

3.3 N Ac為Watts 理論下的穩健性 (低估個別淨資產),E Vc 標竿為市值

下一公司的穩健性(權益市值的低估程度),MT為市價淨值比表示的穩

健性。

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將高市價淨值比公司與低市價淨值

比公司其與不對稱盈餘時效性衡量值關係區分如下:

A. 高市價淨值比的公司的 EV增加時,很可能源於經濟租或無法驗證

的個別淨資產價值增加,因為經濟租與無法驗證的個別淨資產價

值增加並不會被會計認列,所以其好消息的盈餘時效性較低。

B. 高市價淨值比的公司的 EV減少時,很可能源於經濟租或無法驗證

的個別淨資產價值的減少,因為經濟租與無法驗證的個別淨資產

價值增加並不會被會計認列,所以其壞消息的盈餘時效性較低。

C. 低市價淨值比的公司的 EV增加或減少時,很可能源於會計帳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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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資產價值的增加或減少, 因此,EV 的增加或減少都會反應至會

計報表。 所以低市價淨值比的公司其盈餘反應壞消息或好消息的

能力皆比高市價淨值比的公司嘉。

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為歷經股價大幅下挫的公司,樣本公司為低市價

淨值比的公司, 依照 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的論點低市價

盈餘的公司其盈餘對壞消息或好消息的反應皆較佳,因此,本研究預期

在此樣本下計算的市價淨值比為一好的穩健會計衡量指標,其及CScore

與債務契約違約的關係皆相同。

2. 契約違約衡量方式

由台灣經濟新報1991年發展的台灣財經資料庫的 TEJ信用評等主表-上市

子資料庫其中的TEJ的信用評等模組 (Taiwan Co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簡稱 TCRI),獲得各上市櫃公司是否違約的資訊,目前 TCRI被銀行業廣泛

的使用於拓展新客戶、 作為實施巴賽爾協定的基礎及以 TCRI 加強對授信

戶之覆審工作等等,其為國內債權人衡量債務人信用風險的重要指標。

TEJ說明其 TCRI的1–4級約當於 S&P分類的投資等級,5–10級則可類比於

S&P的投機等級。1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TCRI愈大 (小),代表企業信用風險

愈高 (低)、 信評機構給予企業愈差 (佳)之信用評量。TCRI風險指標係依照

三步驟計算而得,先由財務資料得出基本等級,再依風險和規模得出門檻等

級,最後再就非量化因素決定 TCRI,以下簡介 TCRI違約定義:

TCRI定義D為違約。而違約定義,實為財務危機 (以”D”級表示),

以下列9種方式定義:(1)倒閉破產、(2)重整、(3)跳票擠兌、(4)

1TEJ說明 TCRI的1–4級約當於 S&P的投資等級,5–10級則可類比於 S&P的投機等級 (參見貨
幣觀測與信用風險評等,第46期,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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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求援、(5)接管、(6)全額下市 (7)財務吃緊停工,以及 (8)CPA

對繼續經營假設存疑、(9)淨值為負,而後二種並非信用事件,

本研究以 TCRI定義為D者代表契約違約。

此外,已過財報截止日卻仍未公布財報者, 表示該公司無法於規

定期限繳交財報 (風險高)。由於並未出現違約情事,故無法直

接標為”D”,但考慮到未如期揭露財報之警訊,TCRI先標”C”級,

等財報公佈之後,會重新再作評等,在本研究的樣本中,並無

任何公司出現 TCRI為”C”的情況。

林宛瑩、戚務君與許崇源 (2008)提出國內之外部信評機構尚有中華信用評

等及部分外商評等公司,中華信用評等及其他公司係屬付費受邀 (solicited)

評等,因此受評公司之家數及年度均受到限制。 TEJ的 TCRI以公開資訊為

分析依據, 主動以所有公開發行公司為評估對象 (金融、 證券、 投資及媒體

業除外)。2 基於僅有非受邀 (non-solicited)評等的 TCRI樣本, 納入絕大部

分之國內上市櫃公司且每年評估,以及國內銀行廣泛採用 TCRI作為其銀行

內部評估貸款人風險之參考,3故本研究選擇採用 TEJ之 TCRI為研究變數。

3. 盈餘品質衡量方式

有鑑會計盈餘品質有許多不同的衡量方式, 本研究使用兩種盈餘品質代理

變數分別為異常應計 (WcaNoise、AbAcc、DA 與 CurAcc) 與盈餘反應係數

(ERC),以下分別說明各代理變數之衡量方式:

2中華信用評等與Standard & Poor’s合作,S&P的信用評等屬於專家判斷程序,TEJ的信用風險

評量則屬於半專家判斷程序。 除評等過程不同外,S&P屬於被評等公司付費之受邀評等, TEJ則主

動為絕大部分的公開發行公司進行信用風險評量的工作。
3據林宛瑩、戚務君與許崇源(2008)蒐集及詢問的資料顯示,41家國內銀行業者中已有30家 (含

台銀、 台北富邦、 國泰世華、 中信銀、 中華開發工銀、華南等,市佔率達73%)採用 TCRI作為其銀

行內部評估貸款人風險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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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異常應計

(1) AbAcc與WcaNoise

本研究採用 Ashbaugh-Skaife et al.(2008) 提出的方式衡量盈餘

品質,分別為: (1)未適當的反應過去、現在與未來現金流量的應計

(WcaNoise); (2)取絕對值後之異常盈餘 (AbAcc)。 而 WcaNoise

及 AbAcc與盈餘品質呈負相關,因此此二解釋變數若為正數表示

盈餘品質較低,反之則較高。

WcaNoise為式 (3.5)控制條件式穩健後的殘差變異程度,而控制

條件式穩健的方式則是取用 Dechow and Dichev(2002) 與 Ball

and Shivakumar(2006)的作法。

W C At =β0+β1C FOt−1+β2C FOt +β3C FOt+1+β4A BN RE Tt+

β5DA BN RE Tt +β6DA BN RE Tt ∗A BN RE Tt + ε (3.5)

WCA為繼續營業部門純益加上折舊及攤銷費用減除來自營運活

動的現金流量, 並利用平均總資產平準化;CFO 為來自營運活動

之現金流量以平均資產平準化;ABNRENT 為各公司該年股票報

酬 (buy–and–hold return) 扣除當年大盤加權平均報酬之值; 而

DABNRET為1表ABNRENT小於零,反之則為0。式 (3.5)計算出

的營運資金的應計會隨著不同企業的經濟環境改變,並且控制條

件式穩健對營運資金應計的影響。本研究採 TEJ產業別對式 (3.5)

進行迴歸分析, 且各產業必須要有20筆以上的觀察值, 此外依照

Ball and Shivakumar(2006)的方式,各產業至少還須有5家公司

有負向報酬始可進入研究樣本,WcaNoise則為各公司前三年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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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營運資金殘差的標準差,較大的WcaNoise表示該公司應計

的擾動性較大,也暗示其盈餘品質較差。

TA =α0+α1(1÷ l a g a s s e t )+α2(ΔRE V −ΔAR)+α3PPE +α4

A BN RE Tt +α5DA BN RE Tt +α6DA BN RE Tt ∗A BN RE Tt + ε

(3.6)

E TA = α̂0+ α̂1(1÷ l a g a s s e t )+ α̂2(ΔRE V −ΔAR)+ α̂3PPE + α̂4

A BN RE Tt + α̂5DA BN RE Tt + α̂6DA BN RE Tt ∗A BN RE Tt + ε

(3.7)

式 (3.6) 之 TA(TotalAccruals) 為繼續營業部門純益減除來自營

運活動之現金流量;ΔRE V 為 t 期的銷貨淨額減 t-1期的銷貨淨

額;ΔAR為 t 期的應收帳款及票據減除其 t-1的金額; PPE為固定

資產毛額, 其他的變數則與之前定義的相同, 所有的會計變數皆

以期初總資產平準化, 如同式 (3.5) ABNRET與 DABNRET 皆控

制各公司的條件式穩健。 本研究以 TEJ產業別對式 (3.6) 進行迴

歸分析,且各產業必須要有20筆以上的觀察值,與式 (3.5)是相同

各產業至少須有5家公司有負向報酬始可進入研究樣本, 再利用

式 (3.6) 估計出的參數代入式 (3.7) 中計算預期總應計 ETA (Ex-

pected Total Accruals)。

各公司的未調整前異常計 (Acc) 為其實際總應計 (TA) 減除預期

總應計 ( ETA) 之金額, 還須根據各公司的績效表現, 將未調整前

的總應計做調整 (Kasznik 19999;Kothari et al. 2005), 本研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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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TEJ 產業別將各產業的公司以前期的資產報酬率 (ROA) 大

小分成10組,AbAcc為各樣本公司之未調整前異常應計與 TEJ產

業別中各組依 ROA 排序中位數之異常應計相減之值, 且於計算

各組依 ROA 排序之中位數時必須減除被計算的該公司, 表達如

式 (3.8),i指第 i家公司,j指 i公司依照去年該產業 ROA被分到第

j組。 本研究同時分析 AbAcc與取決對值之|Ab Ac c | 。

Ab a c ci = ACCi −ACC m e d i a n
ROAt−1,j−i (3.8)

(2) DA

本研究採用橫斷面的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5) 計算裁量性應計 (DA),然而 Kothari,Leone and

Wasley (1995)發現績效配對 (performance–matched)後的裁量

性應計可以增加衡量盈餘品質的效度,本研究沿用Chen et al.(2008)

於控制公司前期績效表現後,將裁量性應計計算如下:

DAt = TAt − [φ1(1/As s e tt−1)+φ2(ΔSALEt −ΔARt )+φ3PPEt+

φ4ROAt−1] (3.9)

式 (3.9)中TAt為總應計(非常項目前盈餘減來自營運活動之淨現

金流量),ΔSALESt為當期淨銷貨變量,ΔARt當期應收帳款淨額變

量, PPEt為固定資產毛額,ROA為資產報酬率,TAt 、ΔSALESt 、ΔARt

與PPEt須以期初總資產(ASSE Tt−1)平準化,式 (3.9)之係數φ1 、φ2

、φ3與φ4乃由式(3.10)分年分產業跑迴歸而得。本研究將選用DA

與取決對值之|DA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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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 =φ1(1/As s e tt−1)+φ2(ΔSALEt −ΔARt )+φ3PPEt +φ4ROAt−1

+ εt (3.10)

(3) CurAcc

Bharath et al.(2008)研究結果顯示含有較多應計的公司期面臨之

不確定性愈大,較高的不確定性會產生較大的代理成本,本研究採

用 Beatty et al.(2008)的方式計算樣本公司的流動應計如下:

C u r Ac ci ,t = rol l i n g t−4,t [(ΔARi +ΔAPi +ΔI N Vi +ΔT Pi )/TAi ]

(3.11)

式 (3.11)ΔARi表當期應收帳款淨額增量,ΔAPi為當期應負帳款增

量,ΔI N Vi為當期存貨增量,而ΔT Pi則為應付所得稅增量 ,TAi為

當期之總資產,C u r Ac ci ,t 為該公司近五年之流動應計 (rolling from

t-4 to t ), 本研究將選用 CurAcc 與取決對值之|C u r Ac c |進行分
析。

B. 盈餘反應係數

本研究欲以投資人觀點探討穩健對盈餘品質之影響,故選用Ghosh and

Moon(2005) 設定之盈餘反應係數模型, 檢視穩健的會計盈餘品質特

性與經大盤調整後之累積調整股票報酬 (CAR)之關聯, 詳細之迴歸式

參見下節。

4. 資金成本之衡量

資金成本的計算模式種類繁多,本研究採用 TEJ長短期借款明細資料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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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計算資金成本,其統計公司借款之資金成本 (銀行借款利率),而銀行借款

利計算得之資金成本較純粹,但其資料庫有以下限制:

(1) 借款幣別不一致

資料庫內公司的借款幣別有美金、歐元、日幣、 人民幣與台幣等等,雖

TEJ已經外幣借款金額依當期之匯率轉換成新台幣,但於計算各公司

銀行貸款利率時, 若將外幣借款納入計算, 會使得計算出的資金成本

包含利率與匯率的影響。

(2) 浮動利率

每家公司各筆借款條件不一, 難以推估其資金成本, 亦無法有效做整

體的統計及比較。

(3) 借款金額、期間及擔保品不一致

不同的借款期間、 借款金額或擔保條件,影響借款利率,財報公布資訊

無法在同一基礎下比較,資料庫內僅區分有無擔保品、長短期借款。

(4) 非每一公司皆有借款紀錄

無借款利率之公司則無法計算期資金成本。

基於以上資料庫之限制, 本研究利用當年度各公司新增之借款計算出下列

四種利率加權平均借款利率, 分別為全部銀行借款利率 (AllRate)、 不含浮

動利率之借款利率 (WfRate)、 不含外幣借款之借款利率 (WcRate) 與不含

外幣借款及浮動利率之借款利率 (WfcRate),其中排除非金融借款 (如員工

借款、保險公司借款、租賃公司借款等等),而 TEJ長短期借款資料庫中利率

別有浮動、變動與固定三種,若該筆借款利率為變動利率或浮動利率,則取

最高利率與最低利率之平均為簡單平均借款利率, 本研究利用簡單平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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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利率乘該筆借款金額算出該筆借款平均借款息, 再將各公司總借款息除

以該公司之總借款金額,得到各公司之資金成本 (銀行貸款利率)。

第四節 實證模型與研究方法

下面先說明本研究之假說,再依序導出實證模型。

(一、) H1假說: 穩健會計對財報使用者之益處

本研究旨在探討採用穩健會計的債務人是否可以透過及時認列壞消息, 將

其倒帳風險表達於財務報表, 使債務人較及時的反應其財務狀況給債權人

知曉,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愈穩健的債務人相較於較不穩健的債務人,

愈可能違反債務契約。 在此部分,本研究主要利用 CScore當作公司盈餘穩

健特性之代理變數, 藉由 CScore所衡量的穩健會計值驗證愈穩健的公司是

否愈容易違約的假說, 欲選取歷經股價重挫的公司為樣本, 故選擇2002年

間至少有一個月股票下跌20%的公司為樣本。

H1a假說利用每家公司 t-1期年之 CScore,分別檢視每家公司 t期契約是否

違約與公司穩健會計的關係,基於上述論點,本研究預期,CScore與契約是

否違約成正向關係。接著,為了衡量每家公司穩健值的趨勢與債務契約違約

間的關係,本研究做如下敏感性分析:

1. 衡量2003年的 CScore與2004年公司是否違約的關係。

2. 衡量在2003年及2004年與2005年的 CScore平均該公司是否違約的

關係。

3. 衡量在2003年、2004年及2005年的 CScore 的平均值與2006年該公

司是否違約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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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但可以更確定穩健會計與企業違約間的關係,也可以看出公司的穩

健性是否具有趨勢性的發展,若 CScore皆可適時的反應企業契約違約的情

況,則 CScore可作為預測企業是否會違約的指標,債權人可更及時了解投

資公司的倒帳風險。

此外,H1b假說為驗證 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提出低市價淨值比

的公司其盈餘具有及時反應好消息與壞消息的特性, 本研究的樣本為歷經

股價大幅下挫的公司,為低市價淨值比的公司,可驗證是否低市價淨值比的

公司其市價淨值比為一適當的穩健會計衡量值。

(二、) H2假說:財報編製者提供穩健之經濟誘因

契約違約會影響企業的經營, 一旦發生契約違約不但要面對違約後的賠款

條件,企業的信譽也將受損,所以愈穩健的債務人之所以願意採用穩健會的

會計處理,本研究推論乃因穩健的報導為債權人帶來益處,故債權人願意給

予債務人較低之資金成本, 且穩健會計的採用可減少經理人恣意的會計處

理,減少企業的異常盈餘,使其盈餘品質較佳,該企業的營運風險將會降低。

故在驗證 H1假說後,本研究欲研究歷經股票大幅下挫的樣本公司,其穩健

的報導財務狀況是否可降低資金成本,或獲得較佳的盈餘品質,提供債務人

報導穩健的動機。

H2a假說利用穩健會計的衡量值標 CScore 檢視穩健會計與資金成本 (銀

行利率) 的關聯, 驗證是否愈穩健的債務人得自債權人獲得較低的資金成

本;H2b假說利用穩健會計的衡量值標 CScore檢視穩健會計與盈餘品質的

關聯,驗證是否愈穩健的企業其盈餘品質愈佳。

依據研究架構及假設,分成四個階段進行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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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驗證H1a假說:愈穩健之債務人愈易違約

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台灣經濟新報社之調查結果作為研究樣本,作一簡單敘述性

統計,計算整個研究期間樣本公司各項變數之觀察值個數、平均數、中

位數、最小值、最大值、第一四分為數及第三四分位數。

2. 相關性分析

迴歸分析前,利用相關係數矩陣,顯示 CScore與其它應變數與控制變

數間的關係,本研究以 Pearson和 Spearman相關係數探討變數間之

影響方向及程度。

3. 迴歸分析

以2002年為基期, 並選擇2002年間至少有一個月股票下跌20%的公

司為樣本,分析2003年至2007年穩健會計與契約違約的關連,以CScor et−1

表前期穩健V iol a t et表當期公司是否違約, 其中t為整數且1 ≤ t ≤
5利用下列迴歸式,分析:

V iol a t ei ,t =α0+α1Cons vi ,t−1+α2Shoc ki ,2002+α3AG Ei ,t+

+α4ROAi ,t +α5I nv.C y c l ei ,t +α6PI Ni ,t + εi (4.1)

另外, 因利息保障倍數為債權人最關注的指標之一, 故本研究單獨檢

視利息保障倍數與契約違約的關係, 如式 (4.2), 再加入利息保障倍數

於原迴歸模型式 (4.1)中,如式 (4.3),用以檢視利息保障倍數與公司契

約違約的關係,若利息保障倍數解釋契約違約能力高,採用 CScore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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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與公司契約違約關係,則不必要,但若 CScore反應契約違約的能力

較利息保障倍數佳,則顯示穩健會計的特性比利息保障倍數更能反應

債務人的財務狀況,故加入利息保障倍數於迴歸模型中。

控制變數部分,依據 Zhang(2008)研究將公司年齡 (AGE)與資產報酬

率 (ROA)加入迴歸模型中,預期二變數與契約違約迴歸係數分別為正

向與負向,本研究納入2002年股票下跌幅度 (Shcok)控制其對契約違

約的影響,預期其迴歸係數為正,又 Khan and Watts(2007)研究顯示

穩健性與投資循環長短 (InvCycle) 及資訊不對稱程度 (PIN) 呈正相

關, 本研究欲控制此二變數對契約違約的影響, 並預期投資循環長短

與契約違約成呈正相關,因投資循環長度愈長企業將面臨更多不確定

性, 發生契約違約的機率將增加, 但本研究不預期契約違約與資訊不

對稱之關係為何, 詳細模型如下:

V iol a t ei ,t =α0+α1I Ni ,t−1α2Shoc ki ,2002+α3AG Ei ,t+

α4ROAi ,t +α5I nv.C y c l ei ,t +α6PI Ni ,t + εi (4.2)

V iol a t ei ,t =α0+α1Cons vi ,t−1+α2I Ni ,t−1+α3Shoc ki ,2002

+α4AG Ei ,t +α5ROAi ,t +α6I nv.C y c l ei ,t +α7PI Ni ,t + εi

(4.3)

最後,本研究分年做 CScore平均數與契約違約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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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驗證 H1b假說: 控制經濟租與成長機會後,CScore及市價淨值比與契約違約

關係一致

以2002年為基期, 選擇2002年間至少有一個月股票下跌20%的公司為樣

本,分別檢視期初市價淨值比M Bt−1與 t期契約違約的關係,其中 t為整數

且其中 t為整數且1≤ j ≤ 5, 迴規模型如下:

V iol a t ei ,t =α0+α1M Bi ,t−1+α2Shoc ki ,2002+α3AG Ei ,t+

α4ROAi ,t +α5I nv.C y c l ei ,t +α6PI Ni ,t +α7Tob i nQi ,t + εi

(4.4)

再加入 CScore於式 (4.4)中,欲檢視 CScore與期初及期末市價淨值比何者

較能有效衡量穩健會計與財務契約違約的關係,如式 (4.5):

V iol a t ei ,t =α0+α1CScor ei ,t−1+α2M Bi ,t−1α3Shoc ki ,2002

+α4AG Ei ,t +α5ROAi ,t +α6I nv.C y c l ei ,t +α7PI Ni ,t+

α8Tob i nQi ,t + εi (4.5)

本研究於控制變數部分,加入 Tobin’s Q做為成長機會的代理變數,並預期

其與契約違約關係為負,表愈具成長潛力之公司愈不易違約, 茲將個變數之

詳細說明整理於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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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穩健與契約違約迴歸模型變數定義及衡量方法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及衡量方法

應變數

V iol a t e 公司契約是否違約

計算方式 :違約者為1,反之為0。 以公司第一次違約當做計算標準

,若該次違約非該公司之第一次違約則 Violate為0。

自變數

CScor e 每家公司每年穩健會計衡量值。

計算方式:採 Khan and Watts(2007)的計算方式。

I N 利息保障倍數。

計算方式: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M B 市價淨值比。

計算方式:期末市值/期末股東權益金額。

控制變數

Shoc k 公司2002年間愈股票報酬下跌幅度最大值乘上負1。

AG E 公司創設期間。

計算方式 :當年度-公司創立年度。

ROA 稅前息前折舊前資產報酬率。

計算方式 :稅前息前折舊前之常續性淨利 /平均資產總額 *100%

I nv C y c l e 投資循環。

計算方式 : (折舊費費用+攤銷費用)/期初資產。

Tob i n ′sQ 衡量公司成長機會。

計算方式 : (市值+負債帳面價值)/(權益帳面價值+負債帳面價值)。

PI N 藉由股票預期買方、賣方訂單交易之差額除以買方、賣方之訂單交易量和。

計算方式 :
E [|B −S|]
E [B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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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驗證H2a假說:愈穩健之債務人資金成本愈低

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台灣經濟新報社之調查結果作為研究樣本,作一簡單敘述性

統計,計算整個研究期間樣本公司各項變數之觀察值個數、平均數、中

位數、最小值、第一四分為數及第三四分位數與最大值。

2. 相關性分析

迴歸分析前,利用相關係數矩陣,表示 CScore與其它應變數與控制變

數間的關係,本研究以 Pearson和 Spearman相關係數探討變數間之

影響方向及程度。

3. 迴歸分析

接續H1假說,採用歷經股價大幅下挫的樣本,研究穩健會計與資金成

本 (銀行利率)之關聯,根據Mansi et al.(2004)文獻,本研究採用資金

成本當做債權人觀察盈餘品質的代理變數,且控制會計師任期對資金

成本的影響, 並依過去文獻 (Senqupta,1998;Jiang,2008)選用 t期新

增的銀行貸款利率做為應變數,為確保設定利率時債權人知悉 t期財

報,本研究亦加入下列控制變數:

公司規模 (Size), 計算方式為期末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再依先前文獻

(e.g.,Ederington et al,1987;Ziebart and Reiter,1992; Pittman and Fortin

,2004;Ashbaugh-Skaife et al.,2006),加入公司之非常淨利前損益是否

為負之虛擬變數 (LOSS)及負債比率 (LEV),本研究預期這些變數與貸

款利率的關聯於正, 財務狀況困難的公司資金成本較差, 本研究並控

制住資產報酬率 (ROA)與利息保障倍數 (DIntCov) 4,本研究預期以上

4因當利息保障倍數高於某個門檻時,其對債權人只具微小的邊際效益,故本研究以DIntCov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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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數與貸款利率呈負相關,因債務人傾向給予財務狀況愈好的公司

較低的利息,本研究再加入資本密集度 (CAPInten)變數,因為資本的

結構可能會對貸款利率造成影響,但本研究不預期其與貸款利率之關

係為何, 詳細迴歸式如下:

Loa nRa t et =β0+β1Cons v +β2LE Vt +β3Los st +β4PTt+

β5F Tt +β6C API nt e n t +β7ROAt +β8DI nt Covt+

∑
y e a r d u m + εt (4.6)

茲將個變數之詳細說明整理於表 3.2。

虛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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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穩健與資金成本迴歸模型變數定義及衡量方法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及衡量方法

應變數

W f c Ra t e 不含外幣借款及浮動利率之借款利率。

詳見前述。

自變數

CScor e 每家公司每年穩健會計衡量值。

計算方式:採 Khan and Watts(2007)的計算方式。

控制變數

F T 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計算方式:採 Chen et al.(2008)的計算方式,為該公司連續受

此事務所受查年限。

PT 會計師任期。

計算方式:採 Chen et al.(2008)的計算方式,因台灣會計師簽

證採雙簽制度,會計師任期為查核會計師中連續查核該公司年

限較長者之任期。

LE V 負債比率。

計算方式:當期總負債除以當期總資產。

Los s 該公司之非常淨利前損益是否為負。

計算方式:該公司非常淨利前損益為負者為1,反之為0。

C API nt e n 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重。

計算方式:當期固定資產毛額除上當期總資產。

ROA 投資報酬率。

計算方式:稅前息前折舊前之常續性淨利 /平均資產總額 ∗100%

DI nt Cov 該公司利息保障倍數是否高於當年產業中位數。

計算方式:該公司利息保障倍數高於當年產業中位數者為1,反

之為0。
∑

y e a r d u m 各年度之虛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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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驗證H2b假說:愈穩健之債務人盈餘品質愈好

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台灣經濟新報社之調查結果作為研究樣本,作一簡單敘述性

統計,計算整個研究期間樣本公司各項變數之觀察值個數、平均數、中

位數、第一四分為數、第三四分位數。

2. 相關性分析

迴歸分析前,利用相關係數矩陣,表示 CScore其它應變數與控制變數

間的關係,本研究以 Pearson和 Spearman相關係數探討變數間之影

響方向及程度。

3. 迴歸分析

繼 H1假說後,繼續採用歷經股價大幅下挫的樣本,研究穩健會計與異

常應計 (AQM)與盈餘反應係數之關聯,其迴歸式如式 (4.7)與式 (4.8):

AQM t =β0+β1CScor et−1+β2F Tt +β3PTt +β4 B IG 5t +β5SIZ Et+

β6G ROWt +β7C FOt +β8AG Et +
∑

y e a r d u m +
∑

i nd s d u m

(4.7)

依Chen et al.(2008)研究將會計師任期 (PT)、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FT)

與公司是否被前五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虛擬變數 (BIG5)加入迴歸

模型中,並預期該公司是否為五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與異常應計之關

係皆為負相關, 並納入公司年齡 (AGE)、 公司規模 (SIZE)、 成長機會

(GROW)與來自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CFO),欲控制以上變數對盈餘品

質之影響,預期公司年齡與其營運活動現金流量多寡與盈餘品質呈負

相關,並預期公司規模與成長機會與盈餘品質呈正相關,各變數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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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詳見表 3.3。

C a r =α+β1E +β2ΔE +β3E ∗CScor e +β4ΔE ∗CScor e +β5CScor e+

10∑

j=1

β6+2(j−1)E ∗Cont rol V a r i ab l e j +
10∑

j=1

β7+2(j−1)ΔE ∗Cont rol

V a r i ab l e j +
10∑

j=1

β23+j Cont rol V a r i ab l e j + ε (4.8)

E與ΔE分別為當期報導之非常損益前淨利與其變動分別以期初市價

平準化,CScore為穩健會計衡量指標,其他變數之下標 j表控制變數 (1

到9),每個控制變數又分別與 E及ΔE交乘, 盈餘反應係數為迴歸係數

(β1+β2),表自資本市場觀察之盈餘品質,本研究著重為 E∗CScor e與ΔE

∗CScor e之係數和(β3 + β4), 如投資者認為盈餘品質將應穩健的盈餘

特性而改善(惡化),(β3+β4)將顯著地異於零。

自變數CAR為當年年初至次年4月共16個月間扣除大盤之累積報酬,

增加股票報酬衡量的期間乃為增強市場對當期盈餘預測期間之機率並

減少衡量誤差。

本研究之控制變數為會計師任期 (PT)、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FT)、 公司

年齡 (Age)、五大會計師務所 (Big5)、成長機會 (Growth)、盈餘波動程

度 (Volatility) 、Beta(系統風險)、公司規模 (Size)、負債比率 (Lev)與非

常損益前淨利是否為負之虛擬變數 (Loss), 納入控制變數之理由如下:

設立較久的公司資訊不對稱問題較小,ERCs較高; 五大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公司審計品質較高;成長機會、盈餘波動程度與 Beta指數會受到

公司價值波動;根據政治成本理論 (Political cost theory)公司規模愈

大之公司面對之外務成本 (如慈善捐贈)愈高,大公司的經理人可能會

借會計方法降低外務成本,進而影響盈餘品質;負債比率高的公司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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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壓力較大,有較高的操弄會計數字動機;而盈餘為負之公司其盈餘

反應係數不具意義,故本研究加入虛擬變數 Loss,表 3.4詳列各控制變

數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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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穩健與異常應計迴歸模型變數定義及衡量方法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及衡量方法

應變數

W c a Noi s e 營運資本之雜訊。

|Ab Ac c | 異常應計之絕對值。

Ab Ac c 異常應計。

DA 異常應計。

|DA | 異常應計之絕對值。

C u r Ac c 流動應計。

|C u r Ac c | 流動應計之絕對值。

自變數

CScor e 每家公司每年穩健會計衡量值。

計算方式:採 Khan and Watts(2007)的計算方式。

控制變數

F T 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計算方式:採 Chen et al.(2008)的計算方式,為該公司連續受

此事務所受查年限。

PT 會計師任期。

計算方式:採 Chen et al.(2008)的計算方式,因台灣會計師簽

證採雙簽制度,會計師任期為查核會計師中連續查核該公司年

限較長者之任期。

B IG 5 該公司是否被前五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計算方式:為前五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者為1,反之為0。

SIZ E 公司規模。

計算方式:期末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G ROW 銷貨淨額成長率。

計算方式:本期銷貨淨額減前期銷貨淨額再除上本期銷貨淨額。

C FO 來自營運活動現金流量比率。

計算方式:來自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量除期初總資產。

AG E 公司創設期間。

計算方式 :當年度-公司創立年度。
∑

y e a r d u m 各年度之虛擬變數。
∑

i nd s d u m 各產業之虛擬變數,本研究採用 TEJ產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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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穩健與盈餘反應係數迴歸模型之變數定義及衡量方法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及衡量方法

應變數

C AR 累積市場調整報酬

計算方式:當年年初至次年4月共16個月間扣除大盤之累積報酬。

自變數

CScor e 每家公司每年穩健會計衡量值。

計算方式:採 Khan and Watts(2007)的計算方式。

控制變數

F T 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計算方式:採 Chen et al.(2008)的計算方式,為該公司連續受

此事務所受查年限。

PT 會計師任期。

計算方式:採 Chen et al.(2008)的計算方式,因台灣會計師簽

證採雙簽制度,會計師任期為查核會計師中連續查核該公司年

限較長者之任期。

AG E 公司年齡。

計算方式:事件年度減公司創設年度。

Los s 該公司之非常淨利前損益是否為負。

計算方式:該公司非常淨利前損益為負者為1,反之為0。

Bi g 5 該公司是否為五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虛擬變數。

計算方式:被前五大事務所查核者為1,反之為0。

G row t h 成長機會。

計算方式:市價與負債帳面價值之和除上總資產。

Vol a t i l i t y 盈餘波動度 。

計算方式:過去16季每股盈餘之標準差。

B e t a 系統風險。

計算方式:依過去60個月股票報酬計算得之系統風險。

Si z e 公司規模。

計算方式:期末市值取自然對數。

Le v e r a g e 負債比率。

計算方式:總負債除總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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