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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說 

在了解一家公司之前，公司名稱是帶給顧客或投資人的第一印象，因此對公

司管理者而言，公司名稱之命名是很重要的，不但會使顧客引起美好的聯想，提

高產品的知名度與競爭力，並且發揮傳遞公司目標的作用，為公司帶來更多的營

運收入，更能夠獲得投資人的認同。 

公司本身也瞭解企業名稱的重要性，尤其在培養出良好商譽的部份更是不

易，儘管如此，對於公司變更名稱的事件卻時有所聞。公司名稱的更改，雖然只

是表面形式的替換，但有時也反映出它的實質內容，例如：變更營運項目而更名、

企業合併更名等等。此外，企業變更名稱的時機也是很重要的，如何確保在公司

更名後吸引更多顧客及投資人的注意與認同，是公司管理者必須審慎評估的議題。 

關於公司更名之影響，早期的研究發現公司更名對於股價的影響是不顯著

的。然而，Cooper et al.（2001）研究美國在 1998 年到 1999 年間與「.com」有關

之更名公司，發現公司不論從事網路業務之程度多寡，只要宣告更名為「.com」，

即對股價有正向的顯著反應，且此效果並非短暫的。之後，Cooper et al.（2005）

實證結果也發現，不論是網路興盛時期在公司名稱中加入「.com」或是在網路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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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2001）

研究結果則是顯示當公司宣佈「.com」名稱的變更時，股票價格以及交易的活動

皆有顯著的增加。由以上的文獻，大致可以發現許多公司的核心事業與網路無關，

但仍然出現很高的異常報酬，意味著投資人容易受到公司更名之影響，而出現不

理性的投資行為，企業更名更存在議題炒作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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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也許是為了更能表達企業新納入之業務，或為了使新名稱更加符合目前

之營運狀況，也可能是換湯不換藥，或是為了挽救財務危機，但不論企業更名之

動機為何，企業更名可能是一個手段，以掩飾管理當局進行盈餘操控。因此，本

研究透過實證的方法，探討發生更名事件的公司其盈餘管理變化之差異，並提出

以下假設： 

假說一：發生更名事件之公司，其變更當年度之盈餘管理變化，與未發生更名事

件之公司間存有差異。 

為了比較不同類型的更名原因對於盈餘管理之影響，故觀察樣本之後，本研

究將更名的樣本公司依不同標準分成以下三類：第一種分類為組織重組而更名，

第二種分類為配合公司營運範圍改變之更名，第三種分類是大幅度更名，以驗證

不同更名原因對於管理當局進行盈餘操控是否有所差異。  

從本質意義上講，現今企業的經營行為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當面臨

著內部改組之重大變革，追求績效的內在要求更趨強烈。例如，日本 Sony 總部曾

在 2000 年擴大改組，整合所有 Sony 在台灣的關係企業資源，重新改組成立「台

灣新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為 Sony 在台灣的法人代表。也就是說，為了提昇公司

整體績效，企業內部會藉由組織變動或改組，才有能力因應市場的改變。 

另外，根據 Bosch and Hirschey（1989）之研究發現，當公司宣佈名稱變更時，

市場上會有正向的反應。更進一步發現，除了經歷重大重組的公司以外，其他公

司的影響皆不顯著。因此對重組的公司而言，宣告公司名稱變更影響極大且正面

的；葉雅薰（1998）則指出經理人面對公司改組時，會從事盈餘管理以圖利自己。

倘若公司的執行力不足，沒有實際的成果，無法發揮預期的功能，營運不善的管

理階層是否會為了達到展現財務績效的目的，而有了盈餘管理的動機呢？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0%E5%B9%B4&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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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二：由於組織重整而發生更名事件之公司，其變更當年度之盈餘管理變化，

大於未發生更名事件之公司。 

當所處產業其成長性有限時，為了開創企業持續成長的空間，公司可針對產

業之外的領域去尋求成長機會，藉由多角化經營的方式來擴充其企業規模及版

圖，並提昇市場地位。例如，Dell Computer 在創立初期是以生產、設計、銷售家

用以及辦公室電腦而聞名，到了 2003 年，逐漸發展到其他非電腦領域後，為充分

彰顯目前經營型態，以及反應營運範圍的延伸，於是將公司名稱正式更名為 Dell。

多角化經營不僅可以發揮範疇經濟，提供客戶所需之各式商品及服務，進一步達

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目標，以提升企業的價值。陳韻竹（2007）研究發現多角

化企業之經理人並未利用較複雜的營運活動，來掩護其盈餘管理的操弄。因此本

研究針對配合公司營運範圍改變之更名公司進行以下之假設：  

假說三：為配合營運範圍改變而發生更名事件之公司，其變更當年度之盈餘管理

變化，小於未發生更名事件之公司。 

企業更名通常需要付出不小的成本，因為更名公司必須捨棄過去努力累積的

名聲，重新建立新的品牌。因此決策者應該是認為更名之效益將大於付出之成本，

才會做出更名之決策，然而結果真的是如此嗎？新公司之名稱若與公司之主要業

務無相關性，並且主動進行全面性的改變，是否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又 Lee

（2001）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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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類公司的更名，相對於其

他公司而言，可能較會引起管理當局進行盈餘管理。Bosch and Hirschey（1989）

研究更名對股價影響時，將更名依程度大小作區分，分為大幅度更名與小幅度更

名。所謂的大幅度更名指的是營運項目、部門及經營權皆無任何變動，且新舊公

司名稱完全不同者，例如信陶工業更名為冠軍建材。因此本研究依循此種分類探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3%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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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其對盈餘管理之影響，並建立以下假設： 

假說四：大幅度更名之公司，其變更當年度之盈餘管理變化，大於未發生更名事

件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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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衡量與模型建立 

一、應變數 

（一）裁決性應計數（DA） 

公司常以盈餘管理的方式，掩飾公司真實的財務狀況（林嬋娟等，1997），

故本研究以管理當局操縱盈餘的程度，作為衡量公司財務狀況與管理者誠信之指

標。管理者通常可以藉由會計原則變動、營業外項目處分之時點安排、或操縱裁

決性應計數等三種手段進行盈餘管理。然而，若管理者藉由更改報表中所採用的

會計原則進行盈餘操縱，需在財務報表附註中做出適當的揭露，並計算會計原則

變動累積影響數，較容易被報表使用者發現；透過營業外項目處分之時點安排，

其利得與損失在損益表當中會單獨列示在營業外處分利得或營業外處分損失科目

下，也是報表使用者較容易發現的盈餘管理手段，因此本研究主要將盈餘管理的

焦點，放在管理者透過裁決性應計數操縱盈餘的情形。 

為了捕捉各種不同盈餘管理手段，本研究採用總應計數的概念，將眾多會計

決策對盈餘的影響彙總成單一的數字後，再進行分析，並參考李建然、許書偉與

陳政芳（2003）之作法，將總應計數定義為經常性盈餘減除營業活動現金流量。 

總應計數可區分為：（1）管理者可彈性進行操縱的部份，又稱裁決性應計數；

（2）管理者無法控制的部份，又稱非裁決性應計數，例如會計原則規定或外在經

濟環境變化所造成的應計數（Kaplan 1985）。本研究在衡量公司盈餘管理程度時，

將管理者無法控制的非裁決性應計數予以排除，而針對管理者可依其意圖加以彈

性操縱的裁決性應計數進行探討。 

為了能夠區分裁決性應計數與非裁決性應計數，Jones（1991）所提出的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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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可估計出在控制公司外在經濟環境後，該公司所合理應有的非裁決性應計

數，而公司實際的總應計數扣除估計的合理非裁決性應計數後，即模型所估計的

裁決性應計數。該模型在迴歸式加入兩個變數來估計非裁決性應計數，其中「營

業收入之變動數」作為衡量公司營業狀況的指標，以控制應收帳款及應付帳款等

營運資金之合理變動；「固定資產之總額」用以控制總應計數中非裁決性之折舊

費用；至於殘差項則為裁決性應計數。Jones Model 被廣泛地使用在盈餘管理相關

研究中，後續許多學者也利用該模型進行延伸，其中 Dechow et al.（1995）認為

管理當局可能利用賒銷操縱損益，而操縱賒銷後將會影響到應收帳款之餘額，因

此在 Jones Model 中加入應收帳款變動數，作為營業收入變動數之減項，並以該實

際收到現金之營業收入變動數淨額作為衡量營業狀況之指標，該模型在文獻中被

稱為 Modified Jones Model。 

由於 Jones Model 與 Modified Jones Model 均以時間序列資料估計個別公司之

迴歸係數，需要較長時間觀察期之資料，才能有效地估計迴歸式中的係數，而此

一限制容易造成較晚設立的公司，由於其時間序列觀測值個數較少，而被剔除於

樣本外（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Bartov et al.（2000）研究則發現使用橫斷

面資料進行估計，對盈餘管理的現象有更高的檢測能力，故本研究以

Cross-sectional Modified Jones Model 計算出的裁決性應計項目，取其絕對值作為衡

量盈餘管理程度的代理變數。然而，部分文獻發現 Modified Jones Model 會有模型

設定問題，並產生較大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衡量誤差而造成錯誤推論，故本研究應

用 Kothari et al.（2005）之方法，在模型中納入資產報酬率以調整績效因素。其迴

歸式（3.1）如下： 

TA jk ,t

A jk ,t−1
= αjt  

1

A jk ,t−1
 + β

jt
 
∆REV jk ,t−∆AR jk ,t

A jk ,t−1
 + γ

jt
 

PPE jk ,t

A jk ,t−1
 + δjt ROAjk ,t−1 + εjk ,t  （3.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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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jk,t：j產業下k公司第t期的總應計數（total accruals），以經常性盈餘減除營業活

動現金流量得之； 

Ajk,t-1：j產業下k公司第t-1期的資產總額； 

ΔREVjk,t：j產業下k公司第t期的淨營業收入變動數； 

ΔARjk,t：j產業下k公司第t期的應收帳款變動數； 

PPEjk,t：j產業下k公司第t期的財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ROAjk,t-1：j產業下k公司第t-1期的總資產報酬率； 

εjk,t：j產業下k公司第t期的殘差項。 

迴歸式（3.1）中，所有變數均以期初總資產加以平減。本研究將發生更名公

司研究年度之各變數資料，代入迴歸式（3.1），以最小平方法（OLS）迴歸估計

出各產業、各年度的係數α jt、β 
jt
、γ 

jt
與δ jt；再利用估計之係數，估計個別公司各

研究年度的非裁決性應計數，計算方式如式（3.2）： 

NDAjk ,t = α jt  
1

A jk ,t−1
 + β 

jt
 
∆REV jk ,t−∆AR jk ,t

A jk ,t−1
 + γ 

jt
 

PPE jk ,t

A jk ,t−1
 + δ jt ROAjk ,t−1     （3.2） 

其中 NDAjk,t 為 j 產業下 k 公司第 t 期的裁決性應計數。最後再將各公司該年

度實際總應計數扣除非裁決性應計數，計算出 k 公司第 t 期的裁決性應計數 DAjk,t，

計算方式如式（3.3）： 

DAjk,t =
TAjk,t

Ajk,t−1
−NDAjk,t                                                                  （3.3） 

（二）裁決性應計數取絕對值（AbsDA） 

由於裁決性應計數（DA）本身有迴轉之效果，公司若在某一年度向上操縱盈

餘，必定會在未來年度當中迴轉並減少盈餘，因此若將同一家公司各年度的裁決

性應計數加以平均，預期會接近零。管理者除了將盈餘向上操縱之外，基於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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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穩化、政治成本等因素，也有動機將盈餘向下管理。在無法確定樣本公司之盈

餘管理意圖（向上操縱或向下操縱）的情況下，若將不同公司之裁決性應計數加

以平均，則向上管理與向下管理之公司的裁決性應計數會互相抵銷，使得平均數

也會趨近零（Menon and Williams 2004）。基於以上理由，為了避免裁決性應計數

出現抵銷效果，本研究參考 Reynolds and Francis（2000）以及 Frankel et al.（2002）

的作法，以裁決性應計數取絕對值（AbsDA）衡量公司盈餘管理幅度之指標，並

作為本研究多元迴歸分析中的應變數。 

二、測試變數 

目前探討企業更名的研究大都採用配對樣本，故本研究延續過去文獻的作

法，根據相同產業、規模及年度等標準選擇配對樣本，以比較更名公司與非更名

公司對於盈餘管理之影響。本研究將更名公司（控制組）與非更名公司（對照組）

分為兩組，並以虛擬變數 CHG 作為第一個迴歸模型之測試變數，研究這些公司於

更名當年度之盈餘管理現象，是否存有顯著的差異。 

由於本研究預期不同的更名原因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效果，故觀察樣本之後，

本研究認為公司更名可作成以下三種分類：第一種分類為組織重組而更名，第二

種分類為配合公司營運範圍改變之更名，第三種分類是大幅度更名，以驗證不同

更名原因對於管理當局進行盈餘操控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所建立第二個迴歸模

型中，將更名原因作分類，以 CHGRES、CHGRAN、CHGRAD 探討不同原因之

更名對於盈餘管理之影響。各變數之解釋說明如下： 

（一）更名公司（CHG） 

本文以虛擬變數衡量公司更名與否，若為更名公司則該自變數 CHG 設定為

1，非更名公司則為 0。本研究選取與更名公司相同產業、相同規模之配對公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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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並預期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為 CHG 之係數顯著大於 0，亦即預期有發生更

名事件的公司，其盈餘管理的情形顯著比對照之公司嚴重。 

（二）因組織重組的更名公司（CHGRES） 

本文以虛擬變數 CHGRES 衡量組織重組的更名公司，若該公司更名原因為組

織發生變動，則該自變數設定為 1，否則為 0。根據 Bosch and Hirschey（1989）

之研究發現，重組的公司宣告公司名稱變更後，市場反應是極大且正面的；葉雅

薰（1998）則指出經理人面對公司改組時，會從事盈餘管理以圖利自己。故本研

究預期其係數為正。 

（三）配合公司營運範圍改變之更名公司（CHGRAN） 

CHGRAN 代表公司更名原因為程度為配合公司營運範圍改變之更名，若公司

因為變更了主要營運項目，或是增加新的營運部門且為多角化經營而更名者，則

該自變數 CHGRAN 設定為 1，否則為 0。根據 Jiraporn, Young Sang and Mathur

（2005）研究發現國際多角化的公司並沒有顯著影響其盈餘管理活動，陳韻竹

（2007）研究也發現多角化企業之經理人並未利用較複雜的營運活動，來掩護其

盈餘管理的操弄，故本研究預期其係數為負。 

（四）大幅度更名的更名公司（CHGRAD） 

CHGRAD 代表公司更名原因為大幅度的變更，也就是說，公司本身的營運項

目、部門及經營權皆無任何變動，且新舊公司名稱完全不同者，則該自變數

CHGRAD 為 1，否則為 0。根據 Lee（2001）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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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本研究預期其係數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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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變數 

（一）簽證會計師 

根據 Becker et al.（1988）與 Francis et al.（1999）之研究，發現高審計品質之

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公司，其裁決性應計數較低，此結果表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為了維持其品牌聲譽，通常會限制管理當局之盈餘操縱行為，而使其財務報表品

質較佳。故本研究以簽證會計師的虛擬變數（CPA）作為控制變數，當公司為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者為 1，否則為 0。 

（二）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SIZE）可作為部份遺漏變數的替代變數（Becker et al. 1998），因

此本研究將公司規模列為控制變數。而衡量公司規模的方式有總資產帳面值、股

東權益市值、營業收入淨額等指標，本研究參考 Klein（2002）之作法，定義之公

司規模為期初資產帳面價值取自然對數，作為本研究之控制變數之一，並預期其

係數為負。 

（三）營運活動之現金流量 

根據 Dechow et al.（1995）、Becker et al.（1998）、Frankel et al.（2002）之

研究，當來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量愈大時，則盈餘由裁決性應計項目決定的部分

愈少，亦即來自營業之現金流量與裁決性應計數呈現負向關係。為了控制公司的

現金流量大小對裁決性應計數的影響，本研究以現金流量表中「來自營業之現金

流量」以期初資產總額平減（OCF）以消除公司規模大小不同所造成的影響，並

預期其係數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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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資產成長率 

Barth et al.（1999）與 Dechow and Skinner（2000）認為成長型的公司若無法

達到市場預期的盈餘目標，其股價下跌幅度相對較大，故成長型公司有較強的資

本市場誘因，利用盈餘管理達成其盈餘目標。為了控制公司成長對裁決性應計數

的影響，本研究以總資產成長率（GROW）作為控制變數，並預期其係數為正。 

（五）電子產業 

Dechow and Skinner（2000）認為電子業變遷快、競爭激烈，可能造成會計主

管在不同產業受的重視及對會計方面之影響力各有不同。電子資訊產業中，產業

競爭程度較高，而財務的規劃及需求方面會較為多樣化、快速，會計處理也會相

對複雜，通常實務上公司會設有「財務長」以統籌規劃相關事務。而一般其他傳

統產業中，產業競爭程度較低，組織變革程度較慢，會計主管的職掌通常仍侷限

在會計事務之處理。為了控制電子業在盈餘管理現象與其他產業的差異，本研究

以電子產業的虛擬變數（INS）作為控制變數，當公司屬於電子業時，虛擬變數設

定為 1，否則為 0。 

（六）總負債對總資產比率 

負債比率高的公司，可能為了避免違反債務契約，或為了維持盈餘穩定性，

而從事盈餘管理（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為了控制負債比率對裁決性應

計數的影響，本研究以總負債對總資產比率（LEV）做為控制變數，並預期其係

數為正。 

茲將本研究各變數的名稱與衡量方式彙總於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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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變數衡量彙總表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變 數 衡 量 方 式  資 料 來 源 

應 變 數       

AbsDA  裁決性應計

數取絕對值 

 TA jk ,t

A jk ,t−1
= αjk  

1

A jk ,t−1
 + β

jk
 
∆REV jk ,t−∆AR jk ,t

A jk ,t−1
 + γ

jk
 

PPE jk ,t

A jk ,t−1
 + δjk ROAjk ,t−1 + εjk ,t  （3.1） 

 各 變 數 取 自 於

Compustat 資 料

庫，並以最小平方

法（OLS）迴歸估

計。 

    
NDAjk ,t = α jt  

1

A jk ,t−1
 + β 

jt
 
∆REV jk ,t−∆AR jk ,t

A jk ,t−1
 + γ 

jt
 

PPE jk ,t

A jk ,t−1
 + δ jt                （3.2） 

 

    
DAjk,t =

TAjk,t

Ajk,t−1
−NDAjk,t                                                                    （3.3） 

 

測試變數       

CHG  更名事件  樣本公司是否發生更名事件，是為 1，否則為 0  LexisNexis 資料庫 

CHGRES  組織重組  樣本公司更名原因是否為組織重組，是為 1，否則為 0  LexisNexis 資料庫 

CHGRAN  營運範圍  樣本公司更名原因是否為配合營運範圍改變，是為 1，否則為 0  LexisNexis 資料庫 

CHGRAD  大幅度更名  樣本公司更名原因是否為大幅度更名，是為 1，否則為 0  LexisNexis 資料庫 

控制變數       

CPA  四大事務所  公司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者為 1，否則為 0   

SIZE  公司規模  期初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Compustat 資料庫 

OCF  來自營運活

動現金流量 

 當期來自營運活動的現金流量，以年底總資產平減之  Compustat 資料庫 

GROW  資產成長率  （期末總資產－期初總資產）÷期初總資產  Compustat 資料庫 

INS  電子業  「1」為公司屬於電子業，反之為「0」  Compustat 資料庫 

LEV  負債比率  期末負債比率（期末負債總額÷期末資產總額）  Compustat 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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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模型 

為了測試若公司有更名情形發生，是否代表了該公司之治理以及財務狀況較

差，並反映在較高幅度的盈餘管理上，以掩飾公司潛在的財務問題或不法行為，

本研究以迴歸式（3.4）進行最小平方法（OLS）迴歸，以測試假說。再以迴歸式

（3.5）檢測各個更名原因與盈餘管理的關係。迴歸式如下： 

AbsDA＝β0＋β1 CHG＋β2 CPA＋β3 SIZE＋β4 OCF＋β5 GROW＋β6 INS     

＋β7 LEV                                             （3.4） 

AbsDA＝β0＋β1 CHGRES＋β2 CHGRAN＋β3 CHGRAD＋β4 CPA＋β5 SIZE  

＋β6 OCF＋β7 GROW＋β8 INS＋β9 LEV                    （3.5） 

迴歸式中，AbsDA 為裁決性應計數取絕對值；CHG 為樣本公司是否發生更名

事件，是為 1，否則為 0；其餘變數之定義請參照表 3-1。 

若公司發生更名事件，確實代表該公司的治理以及財務狀況較差，並反映在

較高的盈餘管理幅度上，則「公司發生更名事件（CHG）」的係數 β1 應該呈現顯

著為正的情形；反之，若該係數不顯著，則表示本研究未發現公司有更名情況發

生可以反應出公司較嚴重的盈餘管理現象。 

第四節 研究期間與樣本選取 

目前探討企業更名的研究大都採用配對樣本，故本研究延續過去文獻的作

法，根據相同產業、規模及年度等標準選擇配對樣本，以探討更名公司與非更名

公司對於盈餘管理之影響。關於公司變更名稱之資料取自於 CRSP 資料庫，企業



37 

 

更名之原因及變更名稱之生效日皆取自於 LexisNexis 資料庫，更名公司其盈餘管

理及控制變數之財務資料則取自 Compustat 資料庫。關於更名公司樣本之取得，

初步由上述資料庫獲取近十五年之資料後，排除產業屬於金融業者，再剔除因併

購而更名之公司，最後排除變更名稱消息未公佈於報章媒體者。  

以下說明本研究分析之資料來源、研究期間與選樣標準： 

一、資料來源 

有關於本研究主題，更名公司及其財務情況等相關資料，由於美國資本市場

對此議題較成熟，且相關資料較為充足，而本研究採用美國的資料進行研究，樣

本資料來源如下： 

（一）CRSP 資料庫：股票資料庫包含了所有在 NYSE、AMEX 以及 NASDAQ 掛

牌的股票，並提供完整的歷史資訊說明。市場資料包括：完整的股利分配

資料、最高價、最低價、收盤價、交易量、在外流通股數以及股價報酬。

股票資訊每日及每月結束時更新。實證模型中，發生更名情況之公司資料

由此資料庫獲取。 

（二）LexisNexis Academic 資料庫：美國法律及商業全文資料庫，可查詢世界各

地重要公司概況，如財務報告、重要人事資料、營業額、競爭公司等，還

提供各種指標可進行公司比較評鑑。在此資料庫搜尋更名前與更名後之公

司名稱，可獲取公司更名之相關新聞，除了得知企業更名之原因外，亦取

得各企業更名的生效日，並以之作為更名當年度之依據。 

（三）Compustat 資料庫：由 Standard & Poor's 所發行，包含世界各國及美加企業

之營運與財務狀況報表等相關統計與分析資料，是目前文獻中最常被使用

的廠商個體資料（firm-level micro data）之一，包含的內容有公司資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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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比率、合併與購併、R&D、資本及存貨投資、股市報酬、及資本市場

效率等，可應用於資產分析、計量分析、貨幣管理、競爭者分析、合併及

購併分析、信用分析等層面。本研究實證模型內所需財務變數資料，皆由

此資料庫獲得。 

二、研究期間 

由於 Compustat database 資料庫之資料回溯至 1990 年，為求資料搜尋之周全

性，因此本研究之研究期間主要從 1993 年到 2007 年在美國三大證券交易所，紐

約證券交易所、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與美國證券交易所之中具有更名事件的上市

公司進行盈餘管理之研究。 

三、選樣標準 

本研究為了比較更名公司與非更名公司對於盈餘管理之影響，將更名公司（控

制組）與非更名公司（對照組）分為兩組，並以虛擬變數 CHG 作為第一個迴歸模

型之測試變數，研究這些公司於更名當年度之盈餘管理現象，是否存有顯著的差

異。以下說明更名公司以及對照公司之選取方式及條件： 

（一） 更名公司之選取 

關於更名公司樣本之取得，發生更名情況之公司資料由此 CRSP 資料庫獲取，

但 Compustat 資料庫中有關財務變數資料，於 1993 年起較為完整，為求樣本資料

之完整性，本研究主要從 1993 年到 2007 年在美國三大證券交易所，紐約證券交

易所、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與美國證券交易所之中具有更名事件的上市公司作為

研究對象，再以下方標準予以刪除： 

1. 本研究之產業分類方式以全球產業分類標準（Global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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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GICS）作為產業分類依據，由於金融業之行業性質特殊，且資

本結構及財務比率與其他產業有極大差異，故將之排除於樣本之外。 

2. 再將因併購而更名之公司，並將其剔除於樣本中。 

3. 基於完整性的考量，無法自 LexisNexis 資料庫取得新聞或是沒有說明更名

原因之公司亦將其排除在外。 

4. 對於多次企業更名之公司，為排除應計項目之操縱於以後年度迴轉造成之

影響，故只取其五年內僅更名一次之公司列入樣本，進行分析。 

5. 缺乏本研究所需變數之資料者，亦一併予以剔除。 

為避免樣本個數不足，影響研究之可靠性，本研究將更名公司之資料予以分

類，針對「因組織重整之更名公司」樣本、「配合營運範圍改變之更名公司」樣

本與「大幅度更名公司」樣本加以進行分析以提供對照，觀察當樣本範圍不同時，

是否會出現不同之實證研究結果。 

（二）對照公司之選取 

為維持更名公司和正常公司間的同質性，企業更名相關之文獻均採以相同產

業、規模及年度等配對樣本標準，以配對樣本的方式進行研究。配對樣本設計之

優點為，在控制產業和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可進行其他因素之探討，而透過 1：1

的配對方式，亦可消彌更名公司與正常公司比例不同的影響。 

故本研究以同產業、同規模未發生更名事件之公司作為對照之群組，簡稱「對

照公司」，並於 Compustat 資料庫蒐集各產業公司的資料，以全球產業分類標準

為比對基礎，採 1：1 比例選取配對樣本，探討「更名公司」與「對照公司」之群

組間，盈餘管理之情況是否存在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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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配對公司極難同時符合所有的配對樣本標準，因此本研究係以相同年度

之相同產業為優先考量，其次再考量相似規模之配對標準。就規模配對方式而言，

由於公司一旦發生財務危機，其銷貨收入或市值均可能已陷入大幅衰退，而可能

造成配對上的偏誤，因此以總資產為配對基礎。為確保有完整之資料可供後續分

析，於選取配對樣本時，將資料不足之公司排除在外。 

依上述標準篩選後，本研究之樣本共取得 1,090 筆觀察值，並進行實證分析。

茲將樣本選取狀況彙總於表 3-2。 

表 3-2 

樣本選取狀況表 

   樣本公司 

原始觀察值 a
   4,693 

減：    

更名公司產業屬金融業者   （1,273） 

更名原因為購併者    （614） 

新聞中找不到更名原因者或未說

明原因者 

  （1,036） 

樣本年度財務變數資料不全者    （931） 

五年內多次變更公司名稱者    （294） 

最終之觀察值    545 

更名公司之觀察值 b
    545 

對照公司之觀察值 c
    545 

合計   1,090 

a 原始觀察值所涵蓋之樣本期間為1993年至2007年。資料來源為CRSP資料庫。 

b 更名公司之定義為五年內僅發生一次更名事件之公司。 

c 對照公司之定義為與更名公司相同產業、相同規模，但未發生更名事件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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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樣本分類標準 

公司會因為一些因素而決定變更名稱，本研究從 LexisNexis 資料庫中，取得

公司變更名稱公佈於報章上的完整訊息，並依據此公開訊息判斷公司變更名稱的

原因，將變更名稱的原因區分為三大類： 

（一）組織重組更名：公司為了有效整合資源，進行組織架構的重整而更名者，

皆歸類為此類。 

（二）變更營運項目更名：公司因為變更了主要營運項目，或是增加新的營運部

門且為多角化經營而更名者，皆歸類為此類。 

（三）大幅度更名：公司本身的營運項目、部門及經營權皆無任何變動，新舊公

司名稱完全不同者，皆歸類為此類。 

五、樣本產業分佈情形 

本研究樣本取得 1,090 筆觀察值，更名公司有 545 家公司，經過 LexisNexis

資料庫中有關公司變更名稱的訊息，區分為三大類，發現更名原因為組織重組者

有 147 家公司，更名原因為配合營運項目改變有 309 家公司，大幅度更名者則有

89 家公司，並分佈於以下九個產業：（1）能源業（2）原料業（3）工業（4）必

需消費品業（5）主要消費品業（6）健康醫療業（7）資訊科技業（8）電訊服務

業與（9）公用事業。茲將更名公司的產業分佈情形彙總於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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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更名公司之產業分佈情形 

  更名公司 b
  組織重組 c

  營運項目改變 d
  大幅度更名 e

 

產業 a
  家數  比例  家數  比例  家數  比例  家數  比例 

能源  37  7%  2  10%  5  6%  7  6% 

原料 24  4%  14  5%  18  5%  5  1% 

工業 87  16%  8  22%  15  15%  1  11% 

必需 

消費 
103  19%  32  19%  45  17%  10  24% 

主要 

消費 
19  3%  28  3%  54  4%  21  3% 

健康 

醫療 
81  15%  4  12%  12  17%  3  11% 

資訊 

科技 
141  26%  18  14%  53  28%  10  39% 

電訊 

服務 
20  4%  20  3%  86  5%  35  2% 

公用 

事業 
33  6%  4  13%  14  4%  2  2% 

總計 545  100%  147  100%  309  100%  89  100% 

a 產業別之分類係依照全球產業分類標準分類為準。 

b 更名公司之定義為發生更名事件之公司。 

c 組織重組之定義為更名原因為組織重整之樣本公司。 

d 營運項目改變之定義為更名原因為配合營運範圍改變之更名公司。 

e 大幅度更名之定義為更名原因為大幅度更名之更名公司。 

從表中可發現，更名公司於主要消費品業所占比率最低（3%），資訊科技業

所占比率最高（26%）。若以更名原因分開觀察，因組織重整之更名公司樣本組

中，比率最低之產業有主要消費品業及電訊服務業（皆為 3%），比率最高之產業

則為工業（22%）；為配合營運範圍改變更名公司樣本組中，以主要消費品業及

公用事業所占比率最低（皆為 4%），資訊科技業為比率最高之產業（28%）；至

於大幅度更名公司的樣本組中，則以原料業所占比率最低（1%），比率最高之產

業仍是資訊科技業（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