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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以國內發放員工認股權之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從公司特性

及股權結構分析公司是否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決定因素，並進一步探討當經理人持

有員工認股權時是否會有較強的盈餘管理動機，而公司治理機制是否能有效抑制

經理人之盈餘管理行為。本章文獻依據研究問題分節探討，依序說明員工認股權

制度、員工認股權之文獻，以及公司治理特性、員工認股權與盈餘管理關聯性之

相關文獻。 

第一節 員工認股權制度介紹 

一 股份基礎給付及員工認股權之定義 

依據國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9號之定義，股份基礎給付係指企業取得商品

或勞務之交易，其對價係以本身之權益商品(含股票或認股權)支付或係產生負債 

，且該負債之金額由企業本身之股票或其他權益商品價格(或價值)決定。由上述

定義可知，員工認股權屬股份基礎給付。 

員工認股權係將公司績效和報酬相連結的一種誘因報酬制度，由公司給予員

工，6依照預定價格(認購價格)，在將來預定之期間內(行使期間)，購進預定數量

公司股份之權利，且公司於員工要求行使權利的同時，有依照條件出售其股票之

義務。政府基於企業延攬及留任人才之實務需求，以及順應潮流趨勢，於2000

年陸續修訂員工認股權之相關法令，並於2008年1月1日開始實施。7員工認股權

之價值決定於員工行使認股權時，其認購價格與公司股價的價差。因此，公司可

藉由員工取得與行使認股權間的時間限制，讓優秀員工長期留任公司服務，鼓勵

員工提升公司經營績效，在創造公司價值之同時，亦能增進員工之財富。因此，

                                                       
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9 號「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

理準則」所稱之員工及其他提供類似勞務之人員(以下簡稱員工)係指：「提供勞務予企業且符合

下列三種情況之一者：基於法律或稅務目的，而被視為員工之個人。在企業督導下，為企業提供

勞務之個人。提供類似於員工所提供之勞務者。參與規劃、督導或控制企業活動之董事、監察人

及經理人，亦視為提供類似於員工所提供之勞務者。」 
7根據台灣證券交易所之統計資料，「世界先進」在 2001 年 2 月為第一家審核通過並實施員工認

股選擇權之上櫃公司；「揚智科技」則在 2003 年 6 月為第一家發行員工認股選擇權之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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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進員工與股東目標一致上，員工認股權具有重要性。 

二 員工認股權之主要功用及負面效果 

員工認股權之主要作用在於使勞資雙方的利益趨於一致，以降低代理成本與

監督費用，並提供員工一個與企業同步成長的機會，以激勵員工未來的績效表現。

由於股價受到其他總體經濟因素所影響，非經理人所能控制，因此風險中立的股

東，希望公司經理人在不考慮風險下，從事淨現值為正的投資計畫，以增加公司

價值及股東財富。然而，規避風險的經理人會偏好從事風險較小且淨現值為正之

投資案，以確保自身的權益與職位，會放棄從事風險及淨現值均較高的投資計畫，

因此造成投資不足之問題(Smith and Stulz, 1985)。 

透過員工認股權的授與，使經理人擁有公司的所有權，讓經理人亦能從公司

所有者的立場去思考公司的經營決策，以降低投資不足的代理問題，並藉由此種

激勵效果提升公司績效。如此，代理問題不僅可獲得和緩，股東與經理人亦可因

此而受惠。惟員工認股權制度的實施雖有其主要功用，但也可能存在其負面效果，

本研究彙總說明如下： 

(一) 易受景氣波動影響 

由於員工獲得的報酬為認購價格與股票市價之差額，景氣好，股票市場處於

上升階段時，員工可獲得較高的利益。相反地，當景氣不佳，股票市場處於持平

或下跌時，員工手中的認股權將無執行利益。 

(二) 個別公司股價下跌時，無助降低員工流動率 

公司發行員工認股權通常會在契約中訂明，員工須服務屆滿一定期間後方可

執行，其主要目的在減少員工的流動率，進而降低人事更動所需之人事成本與管

理成本。但是當公司股價下跌至低於員工認購價時，將導致員工喪失行使權利之

誘因，而容易發生員工跳槽之現象。由於員工認股權之價值係來自於員工對公司

的信心與公司的成長，故存在相當程度的不確定性；倘若公司體質贏弱、認股權

規劃未盡周全、營運管理不良、前景不佳或股票缺乏流動性等，對於降低員工流

動率並無實質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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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股權之價格估算困難 

依據第 39 號公報「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理準則」之規定，自 2008 年 1 月

1 日起，企業採員工認股權作為獎酬之相關會計處理及揭露，應依第 39 號公報

第 36 段及第 39 段規定，於給與日採選擇權評價模式估計每股認股選擇權之公平

價值，計算酬勞成本，並於員工既得期間內認列為費用。但選擇權評價模式內多

項参數均涉及主觀判斷，計算認購價格易造成價值評估上的偏差。 

(四) 員工無法立即收到股票 

因員工認股權具有兩年之閉鎖期特性，員工須待閉鎖期過後，方可行使認購

權利。亦即，員工須至執行後方能實際取得股東權利，當員工遇有經濟壓力，希

望從資本市場取得現金時，基於員工認股權之閉鎖期特性，將降低股票之變現效

率。 

三 員工認股權之法源依據及相關規定 

員工認股權之發行，係依據公司法第 167 條之 2 規定，公司除法律或章程另

有規定外，得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方式與員工簽訂認股權契約，約定於一定期間

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數量之公司股份，簽訂後由公司發給員工認股權

憑證。此外，員工所取得之認股權憑證，除繼承者外，不得轉讓。 

員工認股權發行的對象，除公司員工外，亦得包括國內外直接及間接持有同

一被投資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員工，但不包括董事、監

察人，惟若董事兼有公司員工之身分則不在此限。對於員工任職之期限並無特別

規定，係由公司衡酌發行員工認股權之目的自行決定，並於發行及認股辦法中具

體載明。 

員工認股權之會計處理，原本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2003 年 3 月 17 日(92)

基秘字第 070、071、072 號函釋，得採內含價值法或公平價值法評價，認列為

費用。但 2008 年 1 月 1 日員工分紅費用化實施後，企業採員工認股權作為獎酬

方式之相關會計處理及揭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9 號」第 36 段及第

39 段規定，於給與日採選擇權評價模式估計每股認股選擇權之公平價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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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勞成本，並於員工既得期間8內認列為費用，前揭基金會函釋即不再適用。但

於 2007 年 12 月 31 日前已發行之員工認股權者，依第 39 號公報第 78 段規定，

不適用該項規定。亦即，前已發行之員工認股權仍得採內含價值法或公平價值法

評價認列為費用。惟公司採用內含價值法者，後續將內含價值變動數認列為損益

時，不得再以其淨值為衡量之依據，而應就認購時或取得股份時之市價與交易對

方為取得股份所需支付履約價格之差額調整入帳。 

當員工持認股權證向公司請求轉換時，公司除以發行新股方式給予員工外，

亦得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經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後以購回庫藏股的

方式於買回之日起三年內轉讓給員工，若轉讓價格低於實際買回價格，9則須於

轉讓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舉說明。 

在會計處理方面，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9 號」第 78 段規定，於 2007

年 12 月 31 日(含)以前買回庫藏股並未轉讓予員工者，會計處理係依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 30 號「庫藏股票會計處理準則」規定辦理，買回時無須認列費用，至

轉讓給員工時尚須依選擇權評價模式計算勞務成本，並於員工既得期間內認列為

費用。反之，給與日於 2008 年 1 月 1 日(含)以後者，須依第 39 號公報處理。 

至於認股價格之訂定，應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以下簡稱

準則)第 53 條規定，認股價格原則上不得低於發行日標的物之股票收盤價，但以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

此決議非以臨時動議提出者，則排除此項規定，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

分次申報辦理。10其目的為因應 2008 年起實施之「員工分紅費用化」新制，公

司未來欲以分紅入股獎酬員工時，將不再視為盈餘分配，以避免損害股東權益。

另依同準則第 54 條規定，員工認股權自發行日起屆滿兩年後，持有人得依發行

                                                       
8依財務會計準則第 39 號公報之定義，既得期間為達成股份基礎給付協議所有既得條件之期間。 
9經濟部 2007 年 4 月 11 日經商字第 09602408440 號函釋 
10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 56 條之一規定：「發行人發行認股價格不受第五十三條
規定限制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分次申報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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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定之認股辦法請求履約，且員工認股權之存續期間不得超過 10 年。 

至於欲實施員工認股權之公司，於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後，應依準則第 55

條規定，檢附發行員工認股權申報書，載明應記載事項，連同應檢附書件，向金

管會提出申請，並於申報日起屆滿 7 個營業日後，自動生效。11另依準則第 57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公司應於申報生效到達日之次日，於金管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公告其發行及認股辦法之主要內容，如以發行新股履約者，應將對股東

權益可能稀釋之情形併同公告。有關員工認股權所適用之相關法令及會計處理彙

整如表 2.1 所示。 

 

 

 

 

 

 

 

 

 

 

 

 

 

 

 

                                                       
11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 55 條規定：「發行人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檢具發行員

工認股權憑證申報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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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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員工認股權適用之相關法令及會計處理 

規範項目12 說明 

適用公司 公開發行公司須向金管會申報 
未公開發行公司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免經申報 
(準則§56、公司法§167-2) 

發行資格限制 申報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如有下列情形之一，得退回其案件：

一、最近連續二年有虧損者。但依其事業性質，須有較長準 
    備期間或具有 健全之營業計畫，確能改善營利能力者， 
    不在此限。 
二、資產不足抵償債務者。 
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了結或了結後尚未逾三年者。 
四、對已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而有未履行發行及認股辦法約定

    事項之情事，迄未改善或經改善後尚未滿三年者。 
五、其他本會為保護公益認為有必要者。 
(準則§50) 

決議程序 

 

公開發行公司：發行人申報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應經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非公開發行公司：發行人申報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除法律或

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準則§56、公司法§167-2) 

申報制度 申報生效制，於申報之日起屆滿七個營業日後自動生效。並應

於申報生效到達日之次日於金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公告。

(準則§55、§56ⅠⅡ) 
發行額度限制 認股權數量：不得超過每次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總數之百分之

十，且單一認股權人每一會計年度得認購股數不得超過年度結

束日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一。 
認購股份數額：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十，且加計

前各次員工認股權憑證流通在外餘額，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

數之百分之十五。 
(準則§51ⅠⅡ) 

認股價格規定 原則：認股價格不得低於發行日標的股票之收盤價。未上市或

      未上櫃之公司，其認股價格不得低於發行日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例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準則§53ⅠⅡ、§56-1) 

發行期間 自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不得超過一年，超過發行期間，其

未發行之餘額仍須發行時，應重行申報。 

                                                       
12表 2.1 所提及之公開發行公司適用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非公開發行公司適用

公司法，但可依公司章程規定是否採用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均簡稱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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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56Ⅱ) 
轉讓限制 不得轉讓，但因繼承者不在此限。 

(準則§52、公司法§167-2) 
行使期間 自發行日起屆滿二年後，持有人除依法暫停過戶期間外，得依

發行人所定之認股辦法請求履約。 
(準則§54Ⅰ) 

存續期間 不得超過十年。(準則§54Ⅱ) 

會計處理 員工認股權會計處理之發展 
一、2003 年 3 月 17 日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參 SFAS No. 123，

並發布「員工認股選擇權會計處理疑義」13規定公司員工

認股權之會計處理得採公平價值法或內含價值法處理。並

於同年 8 月 4 日規定該函釋於 2004 年 1 月 1 日開始施行。
14 

二、2006 年 5 月 24 日修正公布之商業會計法第 64 條修正為

「商業對業主分配之盈餘，不得作為費用或損失」，並自

2008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15 
三、 2007 年 8 月 23 日會計研究發展金會發布第 39 號公

報 
    「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理準則」規定，應以公平價值法

     衡量給予日員工認股權之價值，該公報自 2008 年 1 月 1
     日起適用，並於後續陸續發布一系列相關解釋函。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公司法、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及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之 
          財會問題解釋函 
 
 
 
 
 
 
 
 
 

                                                       
13(92)基秘字第 070、071、072 號員工認股選擇權會計處理疑義：「企業若採行酬勞性認股之員工

認股選擇權計畫酬勞員工，得採公平價值法或內含價值法處理，但須揭露採用公平價值法之擬制

淨利與每股盈餘資訊。」 
14(92)基秘字第 205 號員工認股選擇權之相關會計處理規定：「企業所發行之認股選擇計畫之給與

日或修正日於適用日(含)以後者，即應適用該解釋函之規定；企業所發行認股選擇權計畫之給與

日或修正日於本解釋函適用日之前，且未依該函規定處理者，無須追溯調整，該解釋函令規定於

2004 年 1 月 1 日開始施行。」 
15經濟部 2007 年 1 月 24 日經商字第 09600500940 號令。 
16函釋包括：(96)基秘字第 266 號企業以庫藏股票轉讓與員工之會計處理疑義。 (96)基秘字第 267
號企業辦理現金增資保留由員工認購會計處理疑義。(96)基秘字第 318 號企業自非員工取得無法
辨認之商品或勞務，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九號「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理準則」之會計
處理疑義。(96)基秘字第 330 號股份基礎給付協議反稀釋條款處理疑義。(98)基秘字第 111 號股
份基礎給付之給與日判斷疑義。(98)基秘字第 105 號企業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參與發行海外
存託憑證保留供企業員工認購之會計處理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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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決定性因素 

Smith and Watts (1992)以1965至1985年為研究期間，以各產業之業者為研究

樣本進行分析，探討成長機會與經理人獎酬之關聯性。實證結果發現，當公司投

資機會增加，經理人決策行為的可觀察性較小，造成股東與經理人間資訊不對稱

程度亦較大，因此較會依賴激勵性的薪酬契約而非固定的薪資來激勵經理人，以

增進股東權益。但對於保險、瓦斯、電力和銀行等受管制的產業而言，經理人的

薪酬水準以及激勵性獎酬的比例均較低。 

Gaver and Gaver (1993)以 1992 年 321 家公司為研究樣本，將經理人獎酬分

為薪資、紅利與激勵性獎酬，探討公司成長機會對於經理人獎酬的影響。其研究

結果發現，高成長機會之公司，其經理人的獎酬水準及激勵性獎酬的比例較高；

反之，低成長公司其經理人的獎酬多屬固定薪資性質。此結果顯示，與經理人簽

定長期激勵性契約，可以降低經理人與股東間的代理問題。 

Yermack (1995)以 1984 至 1991 年美國 792 家 6,000 位經理人獎酬為研究樣

本，並以 Black-Scholes 模型來衡量選擇權之價值，探討股票選擇權、經理人與

股東間代理成本、公司財務流動性、稅務狀況、報表盈餘間之關聯性。實證結果

顯示，經理人持有股票選擇權佔現金獎酬的比率和股東權益報酬率對股東權益波

動程度、經理人持股率呈正相關，與現金股利發放呈負相關，在其他變數上則不

具解釋能力。 

Mehran (1995)以 1979 至 1980 年 153 家公司為樣本，探討經理人獎酬、股權

結構與公司績效之關聯性。研究結果發現，當經理人持有權益基礎獎酬佔總獎酬

比例較高時，公司價值會隨之增加。此外，獨立董事比例較高的公司，權益基礎

獎酬佔總獎酬之比例較高，而董事持股與外部大股東持股較多的公司，會減少權

益基礎獎酬的比例。 

Ofek and Yermack (2000)以 1993 至 1995 年針對 1,646 家公司之 8,516 位高

階經理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以股票為基礎的獎酬計畫(包含股票紅利計畫與股票

選擇權計畫)對高階經理人之激勵效果。研究結果發現，高階經理人之持股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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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股票獎酬計畫之激勵效果，持股愈高的經理人較不傾向接受權益基礎的獎

酬。Ofek and Yermack (2000)認為，此現象係經理人本身避險的需求使然，但其

分析結果則與股票為基礎獎酬計畫可促使高階經理人與股東的利益趨於一致的

論點相反。 

Core and Gray (2001)以 1994 至 1997 年，美國 756 家公司為研究對象，分析

發行員工認股權的決定因素。實證證據顯示，成長型公司會使用較多的員工認股

權作為提供留任人才的誘因，同時創造出增加公司價值的誘因。因此，人力資源

重要性較高之公司，會有較高傾向發放較多的員工認股權。另外，企業規模較大

或多角化程度較高時，由於監督成本較高，也會促使公司多利用員工認股權來激

勵員工的誘因。Ding and Qian (2001)的實證結果也支持公司規模與員工認股權發

行比例呈正向關係的結論。Ding and Qian (2001)同時也發現，員工股票選擇權的

發放比例與公司成長機會呈正向相關，而與公司償債能力呈負向相關。 

Ryan and Wiggins (2001)以 1997 年 ExecuComp 資料庫之 1,600 家公司為樣

本，探究公司及管理者特質對高階管理者股票選擇權之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

在監督機制上，經理人持股率、大股東持股率與股票選擇權具有負向影響。在公

司特性方面，股票選擇權與現金獎酬、負債權益比率呈負向關係，而與投資風險、

公司規模呈正相關。至於外部董事席位比率、機構投資人持股率及總經理兼任董

事長等變數，則與高階管理者之股票選擇權無顯著關聯性。 

Fenn and Liang (2001)以 1993 至 1997 年 1,100 家公司為樣本，探討公司現金

獎酬與激勵性獎酬之關係。實證研究發現，現金獎酬和經理人股票選擇權間具有

顯著負向關係，表示公司現金獎酬與股票選擇權間存在替代性。 

Kedia and Mozumdar (2002)以 1995 至 1998 年為研究期間，以 NASDAQ 上

市的 200 家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發放員工股票選擇權的決定因素。研究結果顯

示，員工股票選擇權發放的決定因素與公司面臨財務困難、公司成長機會、人力

資源貢獻度有關。實證結果顯示，員工股票選擇權發放比例與現金分紅比率、淨

利率呈負向關係，而與公司 Tobin’s Q、研發費用占銷售額比例、人力資源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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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以及公司規模正向關係。 

Hanlon, Rajgopal and Shevlin (2003)以ExecuComp資料庫1992至2000年的

2,072 家公司為對象，以公司成長機會、現金壓迫程度(Cash Constraints)、公司

規模、現金獎酬比例、負債權益比率等經濟因素變數及經理人持股比率、董事長

兼任總經理之雙重性等公司治理特性變數，探討排名前五之CEO所持有之股票選

擇權與公司未來盈餘之關聯性。實證結果發現，股票選擇權與經濟因素之關聯性

較強，其中公司成長機會、公司規模與股票選擇權呈正向關係，現金壓迫程度、

現金獎酬比例與與股票選擇權呈負向關係。在公司治理方面，排名前五之CEO

同時兼任董事長對股票選擇權有正向影響，但其持股則與股票選擇權呈負向關

係。 

Ozkan (2007)以英國 2003 至 2004 年之 414 家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股權結

構與經理人獎酬之相關性。實證結果發現，外部董事持股與 CEO 的權益基礎獎

酬呈負相關，此結果表示，當外部股東持有大量股權時，對公司的監督效果較強，

不須要藉由權益基礎獎酬來降低代理問題。此外，Ozkan (2007)認為，當公司董

事對公司經營採消極態度，則可預期持股較多的經理人會因其自身財富與公司價

值連結度高，其利益會與股東趨於一致，不須特意透過權益基礎獎酬來激勵經理

人。其實證結果支持前項推論，亦即，董事持股與經理人權益基礎獎酬呈負向關

係。 

崔瓊之(2003)以 1997 至 2001 年員工分紅入股比例較高的上市及上櫃電子業

公司作為樣本，探討當企業採用員工分紅入股制度時，人力資源貢獻度對員工分

紅制度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不同的研究期間，或不同的員工分紅入股佔員工

分紅總數比例的衡量方式，人力資源的重要性對分紅入股決策是具有顯著正向的

影響。 

綜合前述探討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國內外相關文獻，在公司特性方面，員工認

股權與公司未來成長機會(Smith and Watts, 1992; Gaver and Gaver, 1993; Mehran, 

1995; Core and Guay , 2001)、人力資源貢獻度(Core and Guay, 2001; Kedi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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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崔瓊之，2003)、員工股票分紅比率(Yermack, 1995; Ryan and Wiggins, 2001)

呈正向關係。 

此外，自由現金流量較低之公司，由於無足夠的資金發放現金股利，會傾向

以員工認股權為獎酬(Core and Guay, 2001; Fenn and Liang, 2001)。在股權結構上

之研究發現顯示，在經理人持股率低時，給予其權益基礎獎酬可增加激勵誘因，

進而提高公司價值(Mehran, 1995; Ryan and Wiggins, 2001)。此外，當董事持股率

與外部大股東持股率較高時，對公司已可發揮監督效果，不須特意透過員工認股

權降低經理人與股東間利益不一致之代理問題(Ozkan, 2007)，公司會降低員工認

股權之發行。表 2.2 彙總本節相關文獻如下： 

表 2.2 員工認股權發行之決定性因素文獻彙整 

類別 項目 相關性 支持學者 

公司

特性 
成長機會 正相關 Smith and Watts (1992)、Gaver and Gaver 

(1993) 、 Mehran (1995) 、 Core and Guay 
(2001)、Ding et al.(2001)、Kedia et al.(2002) 

人力資源貢獻度 正相關 Core and Guay (2001)、Kedia et al.(2002)、崔

瓊之 (2003) 

自由現金流量 負相關 Core and Guay (2001)、Fenn and Liang (2001)

員工股票分紅比率 正相關 Yermack (1995)、Ryan and Wiggins (2001)、

Kedia et al.(2002) 

股權

結構 

經理人持股 正相關

負相關

Yermack (1995) 
Mehran (1995)、Ofek and Yermack (2000)、
Ryan and Wiggins(2001)、Hanlonet al.(2003)、

Ozkan (2007) 
董事持股 負相關 Mehran (1995)、Ryan and Wiggins (2001)、

Ozkan (2007) 
外部大股東持股 負相關 Mehran (1995)、Ryan and Wiggins (2001)、

Ozkan (200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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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特性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 

一、 盈餘管理 

依據 Healy and Wahlen (1998)對盈餘管理的定義：「報表的提供者，基於其經

濟性的動機，運用判斷或估計去改變財務報表的表達，進而誤導某些股東或債權

人對公司經營績效的認定，或是影響某些以財務報表數據為依據的合約結果。」

Scott (2000)認為，實證性會計理論提出獎酬計畫(bonus plan)、17債務契約條款

(debt covenant)18及政治成本(political cost) 19 三大盈餘管理動機假說。由於經理

人被賦予會計裁量權，例如估計未來經濟事項、選擇適當之會計方法、管理營運

資金、選擇裁量性支出時點，以及決定公司交易之安排，因此，使經理人有機會

基於某些動機或誘因，進行盈餘管理行為。 

公司盈餘組成要素主要可分為應計項目與現金流量，評估公司未來盈餘時，

應計項目和現金流量所代表的資訊內涵不同，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要比報導的盈

餘來得客觀，不易受到扭曲，而以應計為基礎報導的盈餘，涉及經理人的主觀判

斷，有被操縱的可能性，公司的盈餘品質也較低(Bernstein, 1993)。 

管理當局對於應計項目具有自由裁量的彈性，相較於會計方法的選擇與實質

交易的控制，裁量性應計之使用對於盈餘操弄的效果較佳(王春娥、楊清溪，

2007) 。呂麒麟、向少華(2005)發現，公司規模較大，盈餘管能力較高，經理人

有更多動機與機會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來從事盈餘管理。陳羿妏(2002)、李佩芳

(2003)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業績衰退公司有利用裁量性應計項目操縱盈餘現象。 

因此，一般而言，盈餘管理相關文獻皆以裁量性應計做為衡量盈餘管理行為

之代理變數。以下簡要說明衡量裁量性應計之模型： 

                                                       
17  Watts & Zimmerman (1978)認為，為減少經理人與股東問題，公司會與經理人訂立一份以會計

資訊為基礎的獎酬計劃，由於部分會計資訊涉及經理人員主觀的判斷，因此經理人即有盈餘管裡

的動機。 
18債務契約條款為公司經理人為避免侵蝕債權人權益而承擔違約成本，因此公司經理人可能會從

事盈餘管理以避免承擔違約成本。 
19此假說認為企業規模越大，政府會因此而要求企業負擔更多的社會責任，此將造成企業的經營

成本增加，經理人為避免引起管制機關的關注，因此藉由調降獲利水準，以規避管制機關的管制

及減少政治成本之產生。 



21 
 

Healy (1985)以美國Fortune Directory 所納入的250大產業中，篩選出156家公

司為研究樣本，並假設非裁決性應計項目固定不變，而以總應計項目作裁量性應

計項目的代理變數，探討應計項目是否受企業之紅利計劃所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當公司紅利計畫中訂定有目標盈餘和紅利上限時，若盈餘超過紅利上限或未達目

標盈餘時，管理當局會傾向利用應計項目減少當期盈餘；若盈餘超過目標盈餘但

未達紅利上限時，管理者則會傾向利用應計項目增加當期盈餘，以使個人紅利薪

酬最大化。 

DeAngelo (1986)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所報導於1983年7月份間郵寄委託書給

股東從事管理者接管(Management buyout)為目的的64家公司做為樣本數，探討管

理當局是否會運用應計項目從事盈餘管理行為。DeAngelo將Healy的衡量模式作

修正，假設非裁量性應計項目符合隨機漫步(random walk)模型，以公司前一年度

之總應計項目為公司當年度預期總應計項目(normal accrual)之最佳估計值，再以

當年度總應計項目與預期總應計項目之差額為裁量性應計項目，作為衡量盈餘管

理幅度之基礎。 

Jones (1991)探討面對進口壓力之業者，是否會為了獲取貿易保護政策的補

助，而選擇使盈餘降低的會計方法。Jones將經濟環境變動因素對非裁決性應計

項目之影響納入考量，以銷貨收入變動量和固定資產總額來估計非裁量性應計項

目，並將之與該期間的實際應計相比較，並由兩者間之差額評估各公司管理當局

之損益操縱行為。 

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5)從Compustat資料庫的168,771 家公司隨

機取樣1,000家公司為研究樣本，評估Heary (1985)、DeAngelo (1986)、Jones (1991) 

、Dechow et al. (1991)以及Dechow et al. (1995)提出的修正式Jones模型偵測盈餘管

理模型之能力。實證結果顯示，當樣本為隨機時，五種模型偵測管理當局操縱盈

餘管理能力皆為顯著。在管理當局的績效極佳或極差時，五種模型之檢定結果會

發生錯誤認定。在五種模型中Dechow et al.所提出的Modified Jones Model 對於盈

餘管理操縱的偵測能力為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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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ov, Gul and Tsui (2001)藉由探討裁量性應計金額和會計師保留意見之間

的關係，評估橫斷面Jones模型及橫斷面修正式Jones模型相較於其時間序列模式

偵測盈餘管理的能力。研究結果發現，橫斷面修正式Jones模型及橫斷面修正式

Jones模型偵測盈餘管理的能力比時間序列為佳。 

Kothari, Leone and Wasley (2005)針對修正式Jones模型應用在財務績效表現

極端之公司會產生模式設定不當之問題，提出依資產報酬率及產業別二指標作績

效調整，以修正裁量性應計金額估計的方式，並測試績效調整後之裁量性應計金

額之模式設定及檢定力是否較Jones模型及修正式Jones模型為佳。 

Kothari et al. (2005)調整績效兩種方式：(1)迴歸控制法(linear regression- 

based approach)：在橫斷面Jones模型及橫斷面修正式Jones模型中加入當期或前期

資產報酬率作為估計非裁量性應計金額外之控制變數，以及(2)績效配對法

(performance-matched approach)：將每年各樣本公司與同一年同產業中前期(或當

期)資產報酬率最接近公司配對，亦即將樣本公司i在第t年績效調整前之裁量性應

計金額減去配對公司之裁量性應計金額，作為樣本公司i在第t年的績效調整後裁

量性應計金額。其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經過績效調整後之模式，其模式設

定正確性與檢定力較績效調整前之模式為佳。 

綜合上述文獻，裁量性應計項目已被廣泛地運用於衡量盈餘管理行為

(Becker et al., 1998；Frankel et al., 2002 ; Krishnan, 2003)；估計裁量性應計的文獻，

如 Healy (1985)、DeAngelo (1986)、Jones (1991)、Dechow et al. (1995)以及 Kothari 

et al.(2005)等。Bartov, Gul and Tsui (2001) 發現，橫斷面修正式 Jones 模型偵測

盈餘管理的能力比時間序列為佳，Kothari, et al.(2005)發現，經過績效調整後之

模型，在模型設定正確性與檢定力方面較績效調整前的模型為佳，因此，本研究

參考 Kothari et al. (2005)的模型，衡量經績效調整後的裁量性應計。表 2.3 彙整

與裁量性應計之文獻： 

 

表 2.3 裁量性應計衡量模式之文獻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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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裁量性應計之衡量 

Healy(1985) Healy無法從總應計項目中區別出裁決性應計項目與非裁決

性應計項目，僅假設非裁決性應計項目固定不變，而以總應

計項目作為裁決性應計項目的代理變數。 
DeAngel(1986) 假設非裁量性應計項目性質屬隨機漫步(random walk)模

型，以前一期總應計為正常總應計，藉由計算事件期總應計

項目與正常總應計項目的差額作為裁量性應計變數之替代

變數，進而偵測盈餘管理的現象。 
Jones(1991) 在假設非裁量性應計非為固定不變，利用各公司非觀察期間

的總應計進行迴歸分析，估計出各公司觀察期間之銷貨收入

變動及固定資產總額作為非裁量性應計之正常估計值，其與

該期間之實際應計之差額即為裁量性應計。 
Dechow et al. 
(1995) 

以 Jones (1991)模型為基礎，並在「非裁量性應計」的估計

式中，以銷貨收入變動扣除應收帳款變動為所有賒銷變動的

部分，再依照 Jones (1991)方式衡量出裁量性應計，作為盈

餘管理的代理變數，此模型稱為修正式Jones模型。 
Kothari et al. 
(2005) 

以資產報酬率及產業別二指標作績效調整，修正Dechow et 
al. (1995)提出的修正式Jones模型，以迴歸控制法、績效配對

法兩種方式衡量裁量性應計金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盈餘管理與員工認股權之關聯性 

有關盈餘管理之研究頗為豐富，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僅對與員工認股權相

關的盈餘管理進行文獻的探討。 

Coller and Higgs (1997) 以美國六大產業的公開發行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

美國會計準則 FASB No.123 對於酬勞性認股權估計項目之合理認列方式。其研

究結果發現，決定認股權公平價值的評價模式中，各估計參數存有相當大的衡量

空間，因此，使用不同的估計參數進行評價時，將產生很大的差異，顯示公報中

的評價模式及參數估計方法，會降低會計資訊的可靠性。Morgenson (1998)也獲

得相同的研究結果，發現 FASB No.123 存在不少解釋空間，各種主觀判定的參

數估計，將使得投資者無法正確評價。 

Botosan and Plumlee (2001) 以 1999 年 9 月 Fortune 所列示之美國成長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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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 100 家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美國會計準則 FASB No.123 規定的認股權評

價方式與財務報表之關聯性。實證結果發現，依照 FASB No.123 認列、揭露員

工認股權費用，對財務報表上每股盈餘及資產報酬率等經營績效指標將產生重大

影響。此外，在預期未來幾年內員工認股權費用大幅成長下，員工認股權費用之

估計對財務報表最後的損益結果，確實存在重大影響且具價值攸關性。 

Gao and Shrieves (2002)以取絕對值後的裁量性應計為盈餘管理的代理變數，

探討經理人獎酬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實證結果顯示，盈餘管理與經理人的獎酬

結構具有相關性。其中，盈餘管理與股票選擇權呈正向關係，與現金獎酬呈負向

關係，而在限制性股票上則未獲得顯著之結果。換言之，當經理人的財富與股票

價值有較密切之關係時，公司盈餘管理程度較高。 

Balsam, Mozes and Newman (2003)以1997年資料庫中隨機抽樣250家公司為

樣本，探討員工認股權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研究結果發現，(1)員工認股權酬

勞成本相對高之公司，為了減少員工酬勞計劃的衝擊及避免因揭露酬勞計劃產生

不利的經濟後果，將有動機去操縱擬制性的損益結果。(2)擬制性的損益數字受

到公平價值及期間分配之影響，公司會操縱酬勞成本的期間分配，而較少操控酬

勞成本的公平價值。此外，Balsam, Sami and Shahid (2003)也發現，公司編製擬

制報表所揭露之員工認股權酬勞成本與調整後盈餘具有價值攸關性。因此，當評

價模式的各項估計參數未充分揭露時，會增加管理當局操控盈餘的動機。 

Cheng and Warfield (2005)以 1993 至 2000 年為研究期間，探討權益基礎獎酬

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研究結果發現，當企業管理當局擁有高額之權益基礎獎酬

時，基於後續期間出售股票獲利之誘因，有較強的窗飾會計盈餘的動機。此外，

結果亦指出，發行高額權益基礎酬勞之公司，其獲利達成預期目標盈餘或分析師

預期盈餘之可能性較高。 

Burns and Kedia (2006)以 ExecuComp 資料庫中，1995 至 2002 年財務報表重

編的 215 家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經理人權益基礎獎酬與財務報表誤述之關聯性。

研究結果發現，經理人持有之股票選擇權對股票價格的敏感性和財務報表誤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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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而在其他獎酬(如限制性股票、現金紅利等)上，則未發現有顯著關係。

相對於其他獎酬，股票選擇權對增加經理人誤述財務報表的動機有較強的影響。 

Bergstressera and Philippon (2006)以經理人激勵效果、股票選擇權的執行率以

及裁量性應計為主要變數，探討 CEO 激勵效果與盈餘操縱的關係。實證結果發

現，當公司經理人獎酬以股票基礎作為給付時，使用裁量性應計操弄報表盈餘的

動機較為明顯。此外，研究分析亦發現，裁量性應計較高的年度，經理人較會執

行其所持有的股票選擇權。 

王蘭芬 (2008)  以 2002 年 12 月 31 日止上市、上櫃滿三年之股票為研究樣

本，探討台灣上市櫃公司採用會計準則第 39 號公報於員工認股權公平價值估計

問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依照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以 Black-Scholes 模型估

計股票價格波動性時，平均而言，每一個認股權之員工認股權公平價值的高低合

理估計值相對差距達 2.4 至 2.8 倍；每一個認股權高低合理估計值絕對差距約達

17 元至 30 元。同時也發現(1)平均而言，無風險利率的估計使員工認股權公平價

值的高低合理估計值相對差距約達 1.13 至 1.17 倍；每一個認股權高低合理估計

值絕對差距約達 3.4 元至 4.16 元。(2)平均而言，現金股利率的估計使員工認股

權公平價值的高低合理估計值相對差距約達 1.03 至 1.09 倍；每一個認股權高低

合理估計值絕對差距約達 0.71 元至 2.22 元。上述實證結果顯示，公報對各項參

數的估計程序並無具體詳盡規範，易造成公司合理操縱損益機會。 

三、 盈餘管理與公司治理之關聯性 

公司治理機制在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的情況下，將有助於和緩代理問題

降低投資人與經理人間資訊不對稱的現象(Shleifer and Vishny, 1997)，進而減少

經理人從事盈餘管理行為的動機、提升公司績效。本節說明公司治理中股權結構

及董事會特性之相關文獻。 

(一) 股權結構 

股權結構指的是公司股權類型與其比例配置的結構，也就是公司的所有權結

構，不同的股權結構型態會導致控制權市場不同的運作方式，因此，具健全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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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結構，才能有效發揮公司治理的作用，防止大股東只謀求自己的利益，而損害

一般小股東的權益(柯承恩，2000)。 

Shleifer and Vishney (1986)認為大股東的存在可降低代理問題，基於本身的

利害關係，會有較大的誘因去積極監控管理者的行為，對於公司價值與盈餘品質

有正面的效果。Hill and Snell (1989)發現，大股東之持股結構與公司生產力具正

向關係。 

Warfield, Wild and Wild (1995)認為，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之情況下，低持

股比率之公司管理當局，在欠缺適當激勵機制下，往往會從事一些非極大化公司

價值之行為。Warfield et al. (1995)以裁量性應計衡量盈餘管理幅度，探討高階管

理者持股比率與裁量性應計幅度之關係。其研究發現，高階管理者持股比率與異

常應計項目之絕對值呈負向關係。換言之，管理者持股比率愈低時，公司盈餘管

理程度愈高。 

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6)挑選92家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公司，

並以另外92家為配對樣本，探討公司治理與盈餘管理行為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董事會中，內部董事持股比率較高、董事會規模較大、董事長兼任總經理、外部

大股東持股比率較低之公司，較易因較低的外部資金成本及債務契約條件的限制

而進行盈餘操縱。 

Carlson and Chenchuramalah (1997)以董事、經理人與機構投資人之持股等股

權結構、長期負債佔總資產之比率、經理人激勵性獎酬、公司獲利能力及公司規

模大小等影響損益平穩化之因素，探討公司股權結構差異與公司之損益平穩化行

為。其研究結果發現，公司之董事、經理人、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率較低、長期負

債占總資產之比率較高，公司較易存在損益平穩化之現象。此外，經理人之酬勞

主要繫於公司股價表現，公司進行損益平穩化行為之可能性較高。 

Yeo, Tan, Ho and Chen (2000)針對新加坡公司之股權結構與盈餘資訊內涵進

行實證研究。Yeo et al. (2000)以大股東持有公司 25%的股權為基準點，將樣本區

分為兩群，實證結果發現，無論持股比率大於或小於 25%，大股東變數與盈餘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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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內涵均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大股東具有監控的功能，可降低管理者盈餘管理

的行為。 

Petra (2002)以 1996 至 1999 年美國前五百大公開發行公司為研究樣本，分析

所有權結構與盈餘資訊內涵(採用盈餘反應係數 ERC 衡量)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 

，管理者持股與盈餘反應係數呈現顯著正相關，且在加入公司規模、風險、舉債

程度、成長機會、盈餘變動性與盈餘持續性等控制變數之後，實證結果仍相一致。

此結果表示，管理者所有權持股比例較高之公司，其盈餘反應係數較大，盈餘資

訊內涵較佳。 

Jung and Kwon (2002)針對1993至1998年韓國證券交易所(KSE)上市的2,820

家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所有權結構與盈餘資訊內涵間之關聯性。Jung and Kwon 

(2002)以盈餘報酬關係來衡量盈餘資訊內涵，將管理者持股設為虛擬變數(持股大

於樣本中位數者為 1，否則為 0)，將大股東持股超過 5%者設為 1，否則為 0。實

證結果發現，無論在公司獲利或虧損情況下，管理者持股、大股東持股皆與盈餘

資訊內涵呈現正相關。 

(二) 董事會特性 

董事會之控制的職責包括選任公司CEO、在企業發生危機的期間緊急接管、

以及審核管理階層的決策與績效(Mintzberg, 1983)，且董事會功能的強弱與董事

會的組成有關。就監督的角度而言，外部董事的獨立性較高，較可發揮監督的功

能(Williamson, 1983)。 

Bacon (1973)認為，董事會規模大，表示董事成員具多樣背景及觀點，有益

於決策的品質。部分學者發現，公司績效和董事會規模呈負相關(Yermack, 1996)，

認為董事會規模愈大，可能產生派系的問題，降低議事效率。Pearce and Zahra 

(1989)認為，董事會規模愈大，組織的複雜性愈高，因此，管理當局想要影響和

支配董事會便愈顯困難，董事會在評估和監控管理當局時，立場更中立。Jensen 

(1993)指出，董事會規模以不超過七至八人為最佳，以避免董事會人數過多造成

溝通協調的困難，而使得管理當局有機會擺脫董事會的監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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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on and Baker (1987)則認為，當高階主管同時具有董事長及總經理的雙重

身份，因監督者和執行者為同一人，容易發生監守自盜的情形，妨礙董事會監督

高階經理人之功能。由於 CEO 和董事長的雙重性會增強 CEO 的地位，允許較多

管理上的操縱，因此，雙重性的職務結構將使 CEO 有能力可以操縱對其他董事

有用的資訊，並妨礙監督的效力(Jensen, 1993)。 

Beasley (1996)研究獨立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制度與財務報表舞弊發生之關聯

性。Beasley (1996)預期，獨立董事占董事會的比例愈高，且財務報表舞弊發生的

機會愈低，發生財務報表舞弊之公司，其未設置審計委員會的比率將較未發生財

務報表舞弊之公司為高。其實證結果支持獨立董事的相關假說，但審計委員會之

研究假說則未獲支持。 

    Xie and DaDalt (2003)檢視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在盈餘管理上的監督角色。

其實證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較小、內部董事席次較少、外部董事比例較高之公

司，其盈餘管理程度較低。此外，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開會次數較多以及成員具

財務背景之公司，裁量性應計幅度較低。 

Haniffa and Hudaib (2006)以 1996至 2000年於 Kuala Lumpur Stock Exchange 

(KLSE)上市的 347 家公司為樣本，研究公司治理結構與公司績效間的關係。研

究結果指出，在控制公司規模、產業特性及成長機會後，董事會規模、持股比率

最高的前五大股東與公司市場績效與會計績效間存在顯著正向關係，而董事長兼

任經理人則與市場績效有顯著負向關係。 

Cheng (2008)以 1996 年至 2004 年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Center 

(IRRC)之 1,215 家公司為樣本，研究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波動性之關係。實證

結果發現，董事會規模與公司月股票報酬、資產報酬率以及 Tobin’s Q 的波動程

度、應計項目金額、非常損益、研發支出等呈負向關係。此結果表示，規模較大

的董事會對公司的監督功能較差。 

  Cotnett, Marcus and Tehranian (2008)以 CDA Spectrum database 1994 至 2003

年 426 家公司為樣本，探討當公司績效受盈餘管理影響時，公司治理機制與激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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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獎酬對盈餘管理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公司治理之監督機制可以抑制盈餘管

理行為，但經理人之激勵性獎酬則會導致盈餘管理之增加，亦即扣除裁量性應計

後之盈餘會降低公司績效與激勵獎酬間的關聯性，因此，作者推論激勵性獎酬無

益於提升公司績效。 

四、 小結 

綜合上述文獻，員工認股權評價模式中的估計參數存在許多主觀判斷，易增

加經理人損益操縱的機會(Coller and Higgs ,1997; Morgenson, 1998; Botosan and 

Plumlee, 2001; Balsam et al., 2003; 王蘭芬，2008)。此外，員工認股權之價值在於

認購價格與執行價格之差額，而提高員工認股權之執行股價，可直接增加經理人

的財富 (Gao and Shrieves, 2004; Cheng and Warfield, 2005; Bergstressera and 

Philippon, 2006)。因此，在經理人財富取決於公司股價之公司，通常存在大額之

裁量性應計且盈餘管理行為較普遍(Cotnett, Marcus and Tehranian, 2008)，發生財

務報表重編的可能性亦較高(Burns and Kedia, 2006)。  

公司治理機制將有助於消除代理問題降低投資人與經理人間資訊不對稱的

現象(Shleifer and Vishny, 1997)，進而降低經理人從事盈餘管理行為(Dechow, 

Sloan, and Sweeny, 1996; Beasley, 1996)。在股權結構方面，管理當局持股比率較

低之公司，欠缺適當激勵機制，往往會從事一些非極大化公司價值之盈餘管理行

為(Warfield et al., 1995)，公司進行損益平穩化的可能性愈高(Carlson et al., 1997)。

反之，董事持有公司大量股權時，較具有動機與能力降低管理者之利益侵佔行為，

盈餘管理程度較低(Petra, 2002; Jung and Kwon, 2002)。此外，公司大股東基於本

身的利害關係，會有較大的誘因去積極監控管理者的行為，對於公司價值與盈餘

品質有正面的效果(Shleifer and Vishney, 1986; Yeo et al., 2000; Jung and Kwon, 

2002)。 

探討董事會特性與盈餘管理關係文獻顯示，董事會規模大，造成溝通協調的

困難，使得管理當局有機會擺脫董事會的監督控制，而獨立董事比率較高，則能

提升董事會之監督功能，減少盈餘管理行為(Jensen, 1993; Xie et al., 2003; Hani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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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6; Cheng, 2008)。由董事長兼任總經理時會防礙董事會的監督效力、增

加經理人裁量性應計的使用(Patton and Baker, 1987; Dechow et al., 1996; Haniffa 

and Hudaib, 2006)。表 2.4 彙整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特性與盈餘管理行為之相

關文獻： 

表 2.4 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特性與盈餘管理關聯性之文獻彙整 

類別 影響因素 相關性 支持學者 
獎酬

制度 
員工認股權 正相關 Coller and Higgs (1997)、 Morgenson (1998)、

Botosan and Plumlee (2001) 、 Balsam et al.
(2003)、Gao and Shrieves (2002)、Cheng and 
Warfield (2005) 、 Burns and Kedia (2006) 、
Bergstressera et al. (2006)、Cotnett et al. (2008) 、
王蘭芬(2008) 

股權

結構 
經理人持股率 負相關 Warfield et al. (1995)、 Carlson et al. (1997) 
董事持股率 正相關 Dechow et al. (1996) 

負相關 Petra (2002)、 Jung and Kwon (2002) 
外部大股東 
持股率 

負相關 Shleifer and Vishney (1986)、 Hill and Snell 
(1989)、Yeo et al. (2000)、Jung and Kwon (2002)

董事

會特

性 

董事會規模 正相關 Bacon (1973)、Pearce and Zahra (1989) 

 負相關 Jensen (1993)、 Dechow et al. (1996)、Xie et 
al.(2003)、Cheng (2008) 

獨立董事比率 負相關 Beasley (1996)、Klein (2002)、Xie et al.(2003) 
董事長兼任總

經理 
正相關 Patton and Baker (1987)、Dechow et al.(199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