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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據資訊不對稱理論，資訊提供者會評
估其相關成本效益來決定資訊特質，故若
無足夠的市場誘因或法律責任，管理當局
未必願意提供高品質的財務預測。財務預
測具有未來不確定性，且包含許多公司內
部機密，故在一般情況下，公司不會提供
高品質的財務預測資訊，且財務預測往往
會成為公司管理當局操縱股價的工具。故
本文旨在探討強制性財務預測之準確度，
期以瞭解財務預測是否可以有效且準確地
提供與財務報表有關的預測。本研究並試
圖發展一事先性的衡量指標，以利投資者
據以評估上市(櫃)公司所發佈之財務預測
的品質，及降低投資者被財務預測誤導之
可能，進而提高預測資訊的使用性。

研究結果顯示，對於銷貨收入及營業
利益之預測，無論是強制性預測或本研究
所發展之衡量指標，第一次及第二次更新
均較原始預測準確。若與實際值相較，則
強制性預測之誤差比本研究衡量指標所預
測之誤差為小。此一結果顯示，本研究所
發展之衡量指標應採用更多資訊，使其更
為精細，始能作為可信之事前管理工具。

關鍵詞：強制性財務預測、事先性指標、
財務預測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r would
evaluate the relevent cost and benefit to
determin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formation. If
there is not enough incentive of market or
responsibility of law. The manager will not
provide financial forecast with high quailty.
And financial forecast will become the
manipulative tool of management.

This paper attemps to develop an Ex
Ante Indicator to examine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forecast. The empirical findings that
(1) The first and second updated forecast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e original forecast on
sales and operatiing income (2) Our measure
is less acurrate than the mandated forecast.
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we should use more
information to refine our measure.

Keywords: Mandated forecast, Ex ante
measure, Financial forecast

二、緣由與目的

由於證期會之立法目的在提高財務預測資
訊之品質，防止管理當局利用財務預測做
為操縱股價之手段，並解決管理當局與投
資人之間所存在的資訊不對稱之問題，以
提高資訊之決策有用性。
然而，財務預測包含許多公司機密資訊，
除非市場能夠提供足夠的誘因，否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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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願以最真實且最及時的方式提供財
務預測或財務預測的更新。此外，當原始
財測不準確時，由於公司只要在年度財報
公告前適時修正，便可免受處罰，使財務
預測之品質堪慮，使用性不高，徒增社會
成本。因大多數學者之研究皆著重於強制
性財務預測之準確度，即更新預測是否較
原始預測準確，鮮有學者將重點置於原始
預測或更新預測於公佈時之可信度 (公司
有無故意欺瞞投資者，待投資者投入大量
資金，公司再於炒高股價後，調降財測，
使投資者蒙受鉅額損失)。爰此，本研究旨
在探討強制性財務預測之準確度，並試圖
發展一可資偵測財務預測品質之事前(Ex
Ante) 衡量指標，以降低投資者被財務預測
誤導之機率。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假說一：我國股市中可以利用已知公開財
務資訊，有效建立預先性財務預測品質衡
量指標。據此，投資者可以利用這項財務
預測品質衡量指標，在公司公告財務預測
時事先衡量財務預測的資訊品質。

假說二：在建立事先性財務預測品質衡量
指標時，若能夠考慮以前年度公司所公告
財務預測的相對品質時，所建立的事先性
財務預測品質衡量指標會更具參考價
值。

三、變數衡量與操作性步驟

本研究所稱事先性財務預測品質衡畫
指標意指，利用財務預測公告日之前，公
司已公開之財務報表相關資訊推估的品質
衡量指標。在操作上本研究係仿傚存貨會
計的毛利法觀念。假設公司會維持在一定
程度的營收或營業利益成長率。在這項固
定營收或營業淨利成長率的假設下，本研

究根據會計實證研究中慣用的「統計預測」
進行今年實際結果的推估。由於我國既有
的財務資訊無法有效建立具預測性的時間
序列統計預測，所以本研究所謂慣用的「統
計預測」意指，以去年的實際結果加上本
年度已年公開財務資訊的成長率。為驗證
假說二，為簡化計，本研究利用已知公開
財務資訊推估今年度成長率時，主要以營
業收入及營業淨利作為計算推估今年成長
率的基礎。

根據上述推估的今年度可能實際盈餘
結果，再將這項推估之本年度可能的盈餘
結果與測試年度的實際結果相比較。本研
究將這項誤差定義為本準則誤差。其次，
本研究再計算公告的財務預測與年度實際
盈餘結果相比較得出的差距，本研究定義
為財務預測誤差。最後，本研究將所計算
本準則誤差與財務預測誤差相比較，以瞭
解，是否本準則誤差比財務預測誤差小。
如果，本準則誤差較小或相等，則本準則
所推估的年度盈餘值會比公告財務預測可
靠或相同可靠，如此本研究便可利用本準
則推估年度盈餘值，或是可以利用本準則
替代財務預測公告值，或是利用本準則來
衡量財務預測公告值的品質。

據此，本研究乃以某特定公司於財務
預測公告日前一年內之資訊為基礎。利用
本年度已公開財務資訊(包括月營收與盈
餘資訊)，計算公告預測年度之成長率。其
次，再利用公告日前一年度的實際盈餘結
果加上公告預測年度之成長率乘於公告日
前一年度實際盈餘結果，發展出一獨立於
公告財務預測的推估銷貨收入、營業利
益、稅前淨利及每股盈餘等，此稱為本準
則推估值。最後，我們並進一步比較本準
則推估值、公司發佈之強制性預測值、實
際盈餘值等之間的(平均數)差異性。

所以本文為測量預測值與實際值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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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值與預測值間之差異，定義一平減後
之絕對誤差( D12 )如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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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V1 表某預測值(本研究為本準則

之預測與強制性預測)，
    V2 表另一預測值或實際值(本研

究如強制性預測及實際值)，
    MV 表市場價值。

四、實證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文所選樣本包括除金融保險外之所
有上市公司，資料期間為民國八十年至八
十八年，銷貨收入、營業利益、稅前淨利
及每股盈餘等財務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
資料庫。本研究於各種預測值及實際值間
之比較時，剔除了三個標準差之外的極端
值，乃因數值間差距過大可能會產生無法
控制之因素(如公司為非規則性之高成長
(或衰退)型態)，樣本數列於各表中。

由於樣本大多非常態，我們以有母數
及無母數之成對樣本檢定統計量(T 檢定及
符號檢定)同時做檢測，發現不論由總體、
按預測年度分或按預測次序分，各組間均
存有顯著性的差異。表示本準則所預測之
數值與強制性的預測值、本準則與實際
值，以及強制性預測值與實際值間，的確
有顯著性的不同。這似乎顯示，不論是強
制性所預測或由本準則所預測，相較於實
際狀況，均有一段差距。然另一方面，若
就其平均數來看，強制性所預測之誤差較
本準則所預測之之誤差均來得小，值得進
一步探討。

為觀察預測前後次序是否有差異，我
們以銷貨收入、營業利益、稅前淨利及每
股盈餘比較了強制性預測與本準則預測之
誤差，本準則預測與實際值誤差及強制性

預測及實際值誤差之第一次預測(原始預
測)、第二次預測及第三次預測間的差異狀
況。

以強制性預測與實際值誤差而言，其
第二次預測均較第一次來得準確，而第三
次預測亦較第一次預測準確，然除銷貨收
入外，第二次與第三次預測則無顯著的差
異。就本準則預測與實際值間而言，第二
次預測之銷貨收入與營業利益均較第一次
準確，稅前淨利與每股盈餘則無差異。第
三次預測除銷貨收入外，與第一次亦無顯
著差異。而第二次預測與第三次預測則均
無顯著差異。

就本準則預測與強制性預測之誤差而
言，第二次預測均較第一次預測之誤差來
得小，而第三次預測除稅前淨利與每股盈
餘，其銷貨收入預測值及營業利益預測值
之誤差均較第一次顯著地小，同時，除銷
貨收入外，第二次與第三次預測間無顯著
的差異。

若按預測年度來分，在銷貨收入方
面，第二次預測多比第一次預測來得準
確。而營業利益方面，強制性預測與實際
值間之誤差，除 82 年外，第二次均比第一
次準確。而有趣的是，本準則預測與實際
值間之誤差，則剛好與前者相反，即除 82
年外，第二次與第一次間並無顯著的差
異。

就稅前淨利而言，強制性預測與實際
值之誤差，除 83 年外，第二次亦均較第一
次準確，本準則預測與實際值間第一次預
測與第二次預測亦多為無差異。每股盈餘
方面，除 84，85 年外，其第一次與第二次
亦多無顯著性之差異。而第三次與第二次
預測，則均無顯著差異。

若按多空頭分，無論在多頭或空頭方
面，第二次強制性預測與實際值之誤差在
各收入項均較第一次顯著地小。而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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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際值之誤差在空頭方面，除稅前淨利
與每股盈餘外，第二次亦均較第一次準
確，而在多頭方面則無明顯的差異。同樣
地，第三次與第二次間亦均無顯著差異。
我們以預測年度與多空頭為分類，詳細地
比較三種不同的誤差於三次預測間之差
異，其結果與前者相似。

由以上之分析，我們認為無論由本準
則所預測或強制性預測，公司兩大主軸科
目：銷貨收入及營業利益之預測，第二次
或第三次均較第一次預測來得準確。表示
本篇所訂定之準則：由前一年間所能蒐集
之資訊(本研究此處僅以營業成長率為代
表)來預測下一年度之營業狀況，若所採用
之資訊愈多(例如：第一次預測僅採用前一
季之銷貨收入，而第二次預測採用了前三
季之銷貨收入)，則其預測程度愈為準確。
而無論本準則與強制性預測間之差距為
何，本準則可加以精細化，以作為事前管
理工具之基礎。

五、計畫成果自評

(一)對研究方面：
在探討強制性財務預測時，以往大多

數學者之研究皆著重於強制性財務預測之
準確度，即更新預測是否較原始預測準
確，而在原始預測或更新預測於公佈時之
可信度上，則鮮少有此方面的文獻探討。
本文乃首篇建立事先性財務品質指標之文
獻。因此，本文對於強制性財務預測文獻
而言具有原創性的貢獻。

(二)對管理者方面：
若經精細化之事先性衡量指標能予以

建立，則管理當局能夠發布較精確之財務
預測，對於公司之聲譽及利益有相當的助
益。

(三)對投資者方面：
本研究試圖發展之事先性的衡量指

標，可做為投資者據以評估上市(櫃)公司
所發佈之財務預測的品質之參考，以降低
投資者被財務預測誤導之可能，並提高預
測資訊的使用性。

(四)對主管機關方面
若設此品質衡量指標，對管理當局具

有阻赫作用，對一般投資者具有保護作
用。於此良性循環下，能讓資金更加合理
的配置，因此具有相當正面的經濟後果。

本文乃提出事先性財務品質衡量指標
之初步構想，期望能採用更多資訊，使其
更為精細，以作為事前管理工具，並增進
財務預測的資訊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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