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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為兩部分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第一部分探討過去文獻上對於

公司名稱改變的探討以及企業更名對股票報酬之影響，第二部份則介紹盈餘管理

的定義、架構與國內外較具代表性之文獻。 

第一節 企業更名之相關文獻 

一、公司名稱改變之市場反應 

Lerman and Garbarino（2002）曾經就心理學的角度探討公司品牌能否被消費

者記憶（Recall）或是被消費者認知（Recognition），該研究將公司名稱區分為三

組，第一組是確有其字的公司名稱與無意義字的公司名稱；第二組為公司名稱與

公司產品有關；第三組公司名稱是與公司產品有關且具有宣傳效果。作者認為公

司名稱的變化規則將取決於行銷主管想要如何行銷該家公司的品牌，無意義字的

定義是字典查不到的單字，而該種單字的誕生是因為這個字將是獨一無二的，可

以捍衛該家公司的權益，但作者也提出公司更名若屬於有意義的單字，則更能夠

貼近一般消費者的生活型態，且方便消費者記憶該公司品牌名稱。 

Karpoff and Rankinc（1994）認為公司更名之動機有二：（1）對市場傳遞公

司變動其業務範圍之訊息（2）傳達管理階層對該企業未來發展預測之私有資訊。

但研究結果否定了上述更名的動機，且未發現企業更名其股價變動會使產業指數

連動，或是公司盈餘成長率有所變動。表示公司更名或許於其他方面將產生影響，

但公司更名與股價報酬之間僅存在微弱的正向關係，且此效果易受不同樣本之選

取所影響。這樣的研究結果對於相信企業更名將帶來顯著的評價效益的人們，可

以是一種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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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v, Peker and Faff（1999）以澳洲市場 1990 年到 1994 年間 60 家更名公司

為樣本，發現公司更名不會對市場造成任何可察覺的變化。 

謝侑穎（2008）研究台灣上市櫃在 1998 年至 2006 年曾經變更名稱的公司中，

利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在股市多、空頭情況下，投資人面對公司分別以「變更營運

項目」、「合併」與「單純更名」等三種原因而更名時是否出現不同的反應，藉

此觀察出公司短期績效之表現。此外，並使用更名公司之平均股價、資產報酬率

與 Tobin's Q 來分析其長期營運的績效，驗證更名事件對公司未來績效的影響程

度。 

實證結果顯示，當股市空頭時，更名公司的累計平均異常報酬率有顯著的上

升，尤其因變更營運項目而更名的公司更為明顯。當股市多頭與平盤時，其累計

平均異常報酬率無顯著的變化，且不同更名原因下也無差異。然而，公司的長期

營運績效並未好轉，足可證明空頭時投資人出現不理性的投資行為，意味著公司

更名存在議題炒作的現象。 

二、企業更名對股票報酬之影響 

Gardiol, Gibson-Asner and Tuchschmid（1997）提出公司更名會使公司的能見

度增加，而公司能見度的增加可使其股票流動性更高，促使公司股票出現更高的

價格與交易量，因此當公司宣告更名的消息時，可引起投資人的注意，使公司股

票產生異常交易量。 

Howe（1982）利用週資料分析美國 121 家在 NYSE 和 ASE 掛牌且在 1962 年

到 1980 年間更名的公司，將公司更名依照經濟及非經濟因素分兩類，其中經濟因

素是指由併購而引發之更名行為。更名日定義為（1）在 WSJ 宣告更名的日期，

（2）經由股東同意的股東會開會日，並以市場模型事件研究法做累積超額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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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之檢定，另外也對於更名公司於不同交易場所 NYSE 或 ASE 掛牌之差別

作分析。結果發現若將經濟因素自樣本中剔除，僅針對非經濟因素更名的公司作

分析，其對股價報酬之影響性皆不顯著，主要原因可能是公司更名之訊號已在宣

告日之前透過別的方式傳遞至市場。 

Bosch and Hirschey（1989）評估公司名稱改變後的影響。首先將樣本進行多

種分類，除了分辨大更名與小更名，另外也依公司是否有作某些程度的改革重組

作區別。研究發現，當公司宣佈名稱變更時，市場上會有正向的反應，然而除了

先前經歷重大重組的公司之外，其他公司的影響皆不顯著。另外，整體企業之實

證結果發現，企業更名僅會造成幅度不大且效果短暫之股價變動。因此，公司名

稱變更所帶來的影響只是曇花一現的。 

Lee（2001）利用市場訊號觀點，調查公司變更名稱中加入「.com」對投資人

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當公司宣佈「.com」名稱的變更時，股票價格及交

易的活動皆有顯著的增加。尤其當變更名稱伴隨著公司其他策略出現時，投資人

的反應會更大。若將公司名稱做大幅度的變更，相對於公司名稱做小幅度的變動，

則公司的累計異常報酬將會有更明顯的上升。 

Cooper et al.（2001）研究美國在 1998 年到 1999 年與「.com」有關之更名公

司，這些更名公司都是於 NYSE, AMEX, Nasdaq 以及 OTCBB 掛牌的公開發行公

司。去除併購因素造成的更名後，發現公司更名為「.com」之宣告對股價有正向

的顯著反應，且此效果並非短暫的，因其於宣告之後並無反轉證據。研究結果發

現不論公司從事網路業務之程度多寡，似乎只要稍微與網路沾上邊的公司，即足

以使該公司之股價報酬上升且維持一段時間。此研究結果與 Bosch and Hirschey

（1989）、Karpoff and Rankine（1994）發現股價在宣告日之後會反轉的反應是相

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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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 Khorana, Osobov, Patel and Rau（2005）針對當網際網路衰退後，評估

公司名稱變更為「.com」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網際網路興盛時期，無論公

司是否以網路為事業主體，皆掀起一股在公司名稱中加入「.com」的熱潮，當處

於網際網路衰退時期時，則伴隨而來的是將「.com」從公司名稱中刪除。不論是

網路興盛時期在公司名稱中加入「.com」，或是網路衰退時期在公司名稱中刪除

「.com」，公司股價皆會出現顯著的異常報酬，使得股東財富增加。 

Josev, Chan and Faff（2004）以澳洲市場為例，研究自 1995 年到 1999 年間更

名的 107 家公司，其資料取自澳洲交易所（Australian Stock Exchange），並將更

名公司分類後進行分析：（1）區分大小幅度之更名（2）公司有無進行財務重整

（3）作大小公司之區分（4）「.com」公司與否。結果顯示公司更名與超額報酬

呈現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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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盈餘管理之相關文獻 

一、 盈餘管理之定義 

Schipper（1989）曾對盈餘管理做出如下的定義：盈餘管理（ earnings 

management）是管理者基於特定之經濟上的動機，企圖在合法範圍內利用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所提供的彈性，介入財務報導的過程，以成就其意圖的行為。Healy and 

Wahlen（1999）則認為，盈餘管理是管理者利用財務報告中的自由裁量權，與安

排交易的形式，來扭曲財務報表，企圖讓利害關係人誤解企業的真實經營狀況，

或影響以會計數字為基礎之契約的結果。 

Dechow and Skinner（2000）提出盈餘管理與財務報表舞弊（financial fraud）

的差別，認為盈餘管理是管理者為了達成其意圖，而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允

許的裁量權，掩飾企業的真實營運狀況；而財務報表舞弊有明顯詐欺的意圖，是

盈餘管理的一種極端模式，換言之，若財務報表所採取的會計原則，已明顯違反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則同時構成財務報表舞弊與盈餘管理。 

二、盈餘管理的誘因 

盈餘管理並非單指管理者刻意運用各種手段，以提昇財務報表盈餘的現象，

在不同的誘因驅使之下，管理者也可能蓄意壓低盈餘，以達成各種不同的目的，

而無論是盈餘向上操縱或向下操縱，皆會降低盈餘的品質，因此文獻上在探討盈

餘管理現象時，向上操縱與向下操縱都是研究關注的焦點。根據以往文獻之探討，

盈餘管理的誘因大致可為五類，以下分別簡單介紹各類盈餘管理之誘因： 

（一）紅利計畫 

公司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離的制度下，股東並不直接經營公司，公司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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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也不一定持有公司的股份，當股東與管理者的目標不一致，且資訊不對稱

的情況之下，管理者可能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股東權益收到侵犯，因

而產生代理問題。為了解決代理問題，股東可能透過紅利計畫的設計，使管理者

與股東的利益互相連結，激勵管理者選擇能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行為。 

Watts and Zimmerman（1986）認為，當企業設計紅利機會用以激勵管理階層，

並以會計損益數字作為衡量績效的基礎時，管理階層會有誘因進行盈餘管理，使

帳面盈餘增加，藉以取得較高額的紅利。 

Healy（1985）實證研究發現，當紅利計畫的設定存在上限或下限，若企業當

年度原始盈餘超過紅利計畫的上限或低於下限時，管理者傾向採用降低盈餘的會

計方法，把盈餘遞延至下期，以增加未來年度紅利的機會；當年度原始盈餘介於

上限與下限之間時，管理者會選擇增加盈餘之會計方法，以領取當年度較高的紅

利。Richardson and Waegelein（2002）研究也發現，訂定短期紅利計畫的公司，

其盈餘管理的問題大於訂定長期紅利計畫的公司。 

（二）政治成本 

Watts and Zimmerman（1986）實證研究發現，規模較大的公司由於在社會上

的能見度較高，若在財務報表中報導鉅額的利潤，將導致較高的政治成本，例如：

容易引起政府管制其費率、反托拉斯法的訴訟以及稅務機關的注意，同時也可能

吸引新企業進入此產業，增加產業中的競爭程度，因此規模較大的公司，為了降

低其政治成本，逃避政府之監管，會選擇壓低會計盈餘，以減少主管機關採取不

利於公司的政策，並增加政府補貼公司的可能性。 

Jones（1991）實證研究發現，受進口管制政策保護之美國公司，在主管機關

進行是否要採取管制措施之調查期間，會利用盈餘管理以降低公司盈餘，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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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認為該產業需要保護，而做出管制進口之決策。Cahan（1992）研究發現，當

公司面臨反托拉斯法調查時，會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壓低盈餘。Han and Wang

（1998）實證研究結果顯示，1990 年波斯灣危機造成石油價格攀升，引起大眾與

政治人物的關心，石油業者為了避免政府可能採取價格管制措施，或針對超額利

潤課稅，因而利用應計項目之操縱，降低其財務報表所報導之盈餘。 

（三）債務契約 

債權人為了保障其自身權利，避免公司發放清算股利，在貸款給公司前通常

會先依照企業的財務狀況，訂定債務條款，例如限制公司維持一定水準之獲利、

訂定負債比率的上限或是股利發放之限制，若公司違反條款，債權人有要求終止

債務合約或沒收資產的權利。Watts and Zimmerman（1986）認為，公司為了避免

違約，付出高額的違約成本，管理階層傾向利用盈餘管理，達到提高或穩定盈餘

之目的。 

DeFond and Jiambalvo（1994）實證研究發現，公司在違反債務契約的前一年，

為了避免（或遞延）違約所引起的相關成本，管理者會試圖使用裁決性應計數

（discretionary accruals），從事向上調整盈餘之盈餘管理行為。 

（四）資本市場 

Friedlan（1994）及 Teoh, Welch and Wong（1998）認為企業為了達到股票上

市（櫃）之獲利能力門檻，並在發行股票時獲得較高的溢價，在上市或上櫃前會

利用應計盈餘，增加公司盈餘，以符合相關門檻條件，而達到上市或上櫃之目的。

Dechow（1994）實證研究也發現，企業上市櫃後，欲對外公開籌措資金時，為了

使增資案能夠順利進行，並降低外部融資成本，管理當局也通常會在增資前進行

盈餘管理美化報表，以提高投資人興趣及繳款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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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市櫃與現金增資之誘因外，Degeorge, Patel and Zeckhauser（1999）實

證研究發現，管理當局為了達成市場對其績效的預期（例如：盈餘數字為正、盈

餘波動小、盈餘出現成長、達成分析師的預期…等），也會因而從事盈餘管理，

使股價穩定或上漲。 

（五）財務危機   

企業營運發生困難，財務狀況很差，甚至面臨破產時，會盡量提高利潤，窗

飾公司的財務狀況，以避免公司被迫下市，而管理者個人被解僱或免職的下場。

林嬋娟、洪櫻芬及薛敏正（1997）實證研究發現，公司面臨財務困難之際，經理

人會利用裁決性應收帳款、存貨及異常營業外收入等科目操縱盈餘，以掩飾公司

之財務困境。 

三、盈餘管理的工具 

管理者進行盈餘管理的手段，在文獻上主要可歸納為三種，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會計方法的改變 

管理當局可以藉由選擇對其有利的會計方法，達到操縱損益的目的。例如：

固定資產的折舊方法有直線法與加速折舊法、存貨計價方式有先進先出法與加權

平均法等，管理者可能透過這些會計原則之間的轉換，影響損益數字。但依據現

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會計原則之變動必頇在財務報表附註揭露，並計算會

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數，因此會計方法之改變雖可操縱損益，但其變動原因、性

質與對損益之影響需清楚揭露，容易被報表使用者發現。 

（二）營業外項目處分之時點安排 

基於會計的保守穩健原則，部份會計帳面上的價值（如：土地、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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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隨時反應該資產的真實價值，直到出售或處分時，其損益方可一次認列。管

理當局可能透過處分時點之安排，在盈餘未達目標之年度，利用營業外處分利得

增加淨利，而達到盈餘管理的目的（Bartov 1993）。 

（三）利用應計基礎下的彈性 

應計基礎會計使用收益認列與成本配合等基本原則，幫助投資者正確地評估

企業在某段期間的營運表現，因此在應計會計基礎下，本期淨利與來自營運現金

流量並不相等，Healy（1985）將本期淨利與來自營運現金流量之間的差額定義為

總應計數，並將總應計數再區分為非裁決性應計數（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與

裁決性應計數（discretionary accruals）。非裁決性應計數會隨公司外在經濟環境、

實際營運狀況以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而變化（Kaplan 1985），它代表企業

在客觀經濟環境下所合理產生的應計數，非管理者能控制；而裁決性應計數，又

稱為異常應計數（abnormal accruals），是管理者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給予的裁

量權，例如：決定應收帳款的壞帳提列比率、存貨跌價損失等科目的估計等，所

產生可恣意調整之應計數。由於一般人難以掌握公司正常營運下，究竟會產生多

少合理的應計項目，管理者可能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給予之裁量權，對裁決

性應計項目加以操縱，而達成其影響損益的目的。相較於其他盈餘管理手段，操

縱裁決性應計數具有彈性，操縱的結果在財務報表中不會單獨列示在營業外處分

損益項下，也不需額外加以附註說明，是較不容易被使用者發現的盈餘管理方式。 

四、衡量裁決性應計數之模型 

（一）Healy Model 

Healy（1985）認為會計盈餘與營業活動產生的現金流量之差額，等於總應計

數，而總應計數又可分為裁決性應計數與非裁決性應計數，管理者僅能針對裁決



16 

 

性應計數加以操縱。模式假設非裁決應計數在估計期與事件期均為固定，不隨時

間經過而改變，事件期的總應計數與估計期的平均總應計數之差額，視為裁決性

應計數，此即為 Healy Model，其衡量方式如下： 

NDAt =
 TA t

T
                          （2.1） 

DAt = TAt − NDAt                              （2.2） 

其中  

TAt：事件期之總應計數（經前期資產總額平減）  

NDAt：事件期之非裁決性應計數  

DAt：事件期之裁決性應計數 

t：從第1期、第2期、…、第t-1期、第t期的估計期 

（二）DeAngelo Model 

DeAngelo（1986）使用前期之總應計數作為本期之非裁決性應計數，並將本

期總應計數變動的數額，視為裁決性應計數，也就是所謂的 DeAngelo Model。該

模型假設非裁決性應計數為隨機漫步，變動之期望值為零，故總應計數之變動可

視為來自裁決性應計數的變動所引起，其衡量方式如下： 

NDAt = TAt−1                                                                （2.3） 

DAt = TAt − NDAt = TAt − TAt−1                                              （2.4） 

其中  

TAt、TAt-1：第t期與第t-1期之總應計數（經期初資產總額平減）  

NDAt：第t期之非裁決性應計數  

DAt：第t期之裁決性應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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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ones Model 

Jones（1991）認為非裁決性應計數並非固定，會受外部環境影響而產生變動，

為了估計客觀經濟環境下，某家公司之非裁決性應計數的合理數額，Jones 利用時

間序列模型，考量公司的營業狀況與折舊金額，估計出一個合理的非裁決性應計

數，而總應計數與非裁決性應計數的差額，即為裁決性應計數。模型中以「銷貨

收入變動數」衡量公司營業狀況，控制非裁決性應計數當中，與營業相關的應收

帳款、存貨、應付帳款…等科目的合理變動數額，以及使用「固定資產總額」控

制非裁決性應計數當中的折舊費用。此模型為著名之 Jones Model，其計算如下： 

TA t

At−1
= α1  

1

At−1
 + α2  

∆REV t

At−1
 + α3  

PPE t

At−1
 + εt                        （2.5） 

NDAt = α 1  
1

At−1
 + α 2  

∆REV t

At−1
 + α 3  

PPE jk ,t

At−1
             （2.6） 

DAt = TAt
At−1

−NDAt                               （2.7） 

其中  

TAt：第t期之總應計數  

ΔREVt：第t期之營業收入淨額變動數  

PPEt：第t期之折舊性固定資產總額  

At-1：第t期之期初資產總額  

DAt：第t期之裁決性應計數（以期初資產平減後）  

NDAt：第t期之裁決性應計數（以期初資產平減後）  

εt：第t期之殘差項 

模型使用估計期（假設無盈餘管理現象）的資料，代入迴歸式（2.5）進行最

小平方法（OLS）迴歸，並利用迴歸結果所得到之係數α 1、α 2與α 3，代入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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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以估計事件期之非裁決應計數。第（2.7）式中，事件期的「實際總應計數」

與「估計的非裁決應計數」之差額，即為 Jones Model 所估計出來的事件期裁決應

計數。 

（四）Industry Model 

Dechow and Sloan（1991）提出的 Industry Model，假設非裁決性應計數會隨

時間經過而改變，觀念與 Jones Model 類似，但假設相同產業之下，總應計數的變

異性很小，因此以相同產業公司之總應計數以期初總資產平減後的中位數，作為

估計非裁決性應計數的變數，並以估計期的資料進行最小平方法（OLS）迴歸，

所取得之係數，加以估計事件期之非裁決應計數，其估計式如下： 

NDAt = α 1 + α 2median  
TA t

At−1
                  （2.8） 

其中  

median  
TA t

At−1
 ：第t年與樣本公司同產業其他公司（樣本公司除外）以期初總資產

平減後之總應計數的中位數  

α 1、α 2：以估計期之觀察值採用最小平方法（OLS）迴歸求得之係數估計值 

（五）Modified Jones Model 

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認為公司管理者可能運用其裁量權，調整

賒銷入賬的時點，因而達到盈餘管理的目的，而 Jones（1991）所提出的模型，僅

包含銷貨收入變動數與固定資產總額兩個變數，無法有效偵測管理者操縱賒銷的

情況，故作者針對 Jones Model 進行修正，在第（2.6）式加入應收帳款變動數，

作為銷貨收入變動數的減項，並稱之為 Modified Jones Model，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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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t = α 1  
1

At−1
 + α 2  

∆REV t−∆AR t

A t−1
 + α 3  

PPE jk ,t

At−1
             （2.9） 

DAt = TAt
At−1

−NDAt                               （2.10） 

其中α 1、α 2、α 3之估計方法與Jones Model相同，ΔARt為第t年之應收帳款變動數， 

其餘變數之定義與 Jones Model 相同。 

五、盈餘管理之國外相關實證文獻 

（一）Healy（1985） 

該研究探討企業之紅利計畫若以會計資訊（每股盈餘、ROA、ROE…等指標）

作為衡量基礎，管理當局是否會利用應計項目，對盈餘進行操縱，以增加自己的

紅利。研究假設（1）當期原始盈餘介於紅利上下限區間時，管理者會利用裁決性

應計數來提高當期盈餘，使獎酬增加；（2）當期原始盈餘小於紅利下限或大於紅

利上限時，管理者會利用裁決性應計數壓低當期盈餘，使下一期盈餘達到水準的

可能性增加。 

研究之樣本為 1980 年美國前 250 大公司當中，使用會計盈餘作為紅利計畫之

績效衡量指標之 94 家公司，並將樣本分為原始盈餘超過紅利上限、介於紅利上下

限與小於紅利下限等三個群組，比較群組之間應計數平均數的差異，以瞭解各群

組在盈餘管理行為上的不同。實證結果支持其研究假設，管理者的盈餘操縱行為，

會受到紅利計畫的誘因所影響，換言之，管理者會在盈餘超過紅利上限或小於紅

利下限時，使用降低盈餘之應計數；在盈餘介於紅利上下限時，使用增加盈餘的

應計數。 

（二）DeAngelo（1986） 

該研究探討管理階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 MBO）之公司，是否因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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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身利害衝突之角色，一方面負責協商股票的公平價格，另一方面自己要買下

這些股份，因而在收購前進行向下的盈餘管理，以減少收購成本。研究假設進行

MBO 的公司，因管理階層同時負責編制財務報表與協商收購價格，可能利用應計

項目壓低盈餘，使公司前景看起來較差，讓收購的成本最小化。 

研究以 1973 年至 1982 年間進行 MBO 的 64 家公司作為樣本，實證結果並不

支持其假說，顯示管理當局在收購公司之前，並沒有出現利用裁決性應計數降低

盈餘的情形，DeAngelo（1986）認為可能的原因是，報表盈餘在收購的價格決定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股東會審慎地評估盈餘是否有被操縱的情形，因而造成管理

者不願意從事違反法規的操縱行為。 

（三）Jones（1991） 

該研究探討美國國際貿易委員會（ITC）在進行進口管制措施（例如：提高關

稅或降低進口限額）的調查期間，可能受該措施所保護的產業，是否刻意壓低盈

餘，以期獲得 ITC 管制進口的決定。 

研究以 1980 年至 1985 年，受政府進口管制政策影響的 23 家公司為樣本，實

證結果顯示，在 ITC 調查期間，樣本公司之盈餘向下管理現象，較非調查期間嚴

重，亦即受進口管制措施影響之公司，會利用盈餘管理的方式，降低財務報表所

報導之盈餘，以爭取政府做出對其有利之管制進口決策。 

（四）DeFond and Jiambalvo（1994） 

該研究針對違反債務契約的財務困難公司進行研究，觀察公司在面臨違反債

務契約條款時，是否為了避免或遞延違約成本，而試圖增加盈餘。研究以 1985 年

至 1988 年 94 家違反債務契約之公司為樣本，同時使用時間序列 Jones Model 與橫

斷面產業別 Jones Model 估計非裁決性應計項目。實證結果支持其假說，公司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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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公司可能違反債務契約前，刻意調高應計項目，增加帳面盈餘，以避免違約。 

（五）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 

Dechow et al.（1995）為了修正 Jones Model 忽略了管理者可能操縱賒銷的情

況，因此在事件期的迴歸估計式，加入應收帳款變動數，作為銷貨收入變動數的

減項，亦即把應收帳款的變動視為盈餘管理所造成，修正後的模型稱之為 Modified 

Jones Model。 

研究者選取了四組不同取向的樣本，以比較 Healy Model、DeAngelo Model、

Jones Model、Modified Jones Model 與 Industry Model 等盈餘管理偵測模型，在不

同情境之下，對盈餘管理現象的檢定力。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其他模型，Modified 

Jones Model 對盈餘管理有較佳之檢定力，但各個模型應用於存有極端財務績效的

樣本時，其檢定力均不佳，故建議後續研究者針對財務績效加以控制，避免影響

實證結果。 

（六）Bartov, Gul and Tsui（2000） 

為了評估時間序列 Jones Model、時間序列 Modified Jones Model、產業別橫斷

面 Jones Model 以及產業別橫斷面 Modified Jones Model 等盈餘管理偵測模型之優

劣，瞭解何種模型較能偵測盈餘管理的存在，Bartov et al.（2000）以 1980 年至 1997

年間，173 家被會計師出具保留意見之公司為樣本，並在獲得會計師出具無保留

意見之公司中，尋找相同年度、相同產業、相同會計師事務所類型（是否為六大

事務所）以及資產規模相近之公司，做為配對之對照組。研究者認為，盈餘管理

幅度較大的時候，會計師較有可能出具保留意見，因而推論若模型所計算的裁決

性應計數與會計師的保留意見有顯著相關，則表示該模型具有偵測盈餘管理的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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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結果發現，在控制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後，產業別橫斷面 Jones Model

與產業別橫斷面 Modified Jones Model 所估計的裁決性應計數，與審計意見呈現顯

著相關，因而推論橫斷面的模型優於時間序列的模型。研究者認為橫斷面的模型

有較佳的偵測能力，且不需要公司長期的時間序列資料即可估計，不會造成歷史

較短的公司都被排除於樣本外的偏誤，因此推論產業別橫斷面 Jones Model 與產業

別橫斷面 Modified Jones Model 是設定較為優良的偵測盈餘管理模型。 

（七）Kothari, Leone and Wasley（2005） 

Kothari et al.（2005）的實證研究指出，裁決性應計數的估計與公司當期和過

去的績效具有相關。當公司出現極端盈餘績效時，若在研究設計上未控制公司績

效的干擾而逕行使用現有裁決性應計數的模式，可能會有模型錯誤設定（model 

misspecification）的問題。舉例而言：公司盈餘在某一年突然產生巨幅增減，會導

致後續年度容易發生迴轉的情形（mean reversion），類似這種極端盈餘績效情況

下，會導致公司的裁決性應計數的期望值不會為零，違反以應計數為基礎之盈餘

管理研究的假設。故作者利用 Modified Jones Model 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時，加入

資產報酬率，將前期績效對於裁決性應計數的影響加以控制之。 

六、盈餘管理之國內相關實證文獻 

（一）陳彥儀（2007） 

該研究主要探討投資活動、多角化程度與盈餘管理之關係，其中投資活動部

分的定義為公司的資本支出與異常資本支出。實證結果發現，部門多角化可以減

緩公司約 6%的盈餘管理活動，主要原因為部門多角化會使得資金分散在不同的部

門，造成不同部門之會計科目較不完全具相關性，因此傾向在部門間彼此沖銷，

故使得管理者較難去從事盈餘管理，並且若同時結合部門及國際多角化亦可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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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公司從事盈餘管理活動，發現國際多角化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公司的盈餘管理活

動，而且多角化程度越高，有助於減緩投資活動所造成的盈餘管理。 

（二）陳韻竹（2007） 

該研究以美國 S&P 1500 公司為樣本，探討多角化企業是否因為具有較複雜的

營運活動而有盈餘管理的問題。將美國會計公報 SFAS No.131 規定之公司事業部

門數揭露為企業多角化程度的代理變數，並以總經理的薪酬結構做為此種代理人

問題的另一個解釋變數。實證結果並未發現多角化企業之經理人有利用較複雜的

營運活動來掩護其盈餘管理的操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