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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貮章 文獻探討 

一、盈餘與股價、股價報酬的關係 

1.盈餘與股價報酬的關係 

Ball and Brown（1968）研究未預期盈餘變動方向與股票超額報酬的關係。

未預期盈餘的衡量方面，以市場盈餘指數模式和隨機漫步模式估計公司的年度預

期盈餘，實際盈餘與預期盈餘的差額為未預期盈餘，並將正數視為好消息，負數

視為壞消息；股票超額報酬方面，以市場模式估計公司股票每月的預期報酬以實

際報酬減預期報酬即為公司股票的超額報酬，並累積盈餘發布月份前 11 個月的

超額報酬，稱為超額績效指標（abnormal performance index，API）。其研究結果

發現，未預期盈餘為正數者（好消息公司）有顯著正的 API，而未預期盈餘者為

負者（壞消息公司）則為顯著負的 API，顯示市場確實對於盈餘發布有不同且正

確的反應，證實會計盈餘具有資訊內涵。此外，這些訊息在盈餘發布前 12 個月

股價即有所反應。 

Beaver et al.（1979）延續 Ball 和 Brown 研究，進一步考量未預期盈餘大小

和股票超額報酬的關係。未預期盈餘衡量方面，以隨機漫步模式和市場指數模式

估計未預期盈餘，並以標準化預測誤差（standardized forecast error）和預測誤差

百分比（percentage forecast error）衡量未預期盈餘的變動幅度；股票超額報酬方

面，以市場模式估計公司股票每月的超額報酬，並累積 12 個月的超額報酬成為

累積超額報酬（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CAR）。依據未預期盈餘的大小，分

成 25 組，以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數來檢定各組未預期盈餘的平均數與累積超額

報酬平均數之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未預期盈餘的大小與股票超額報酬呈顯著

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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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ver et al.（1980）研究未預期盈餘與股票超額報酬的關係。以盈餘變動百

分比為自變數，以解決在估計未預期盈餘衡量錯誤的影響，另以股價變動百分比

為應變數，研究二者的關聯性，並以應變數的多寡為基礎，分成 5、10、25、50

和 100 組不同的組合。其研究結果同樣指出，盈餘變動與股價呈正相關。 

Beaver（1986）研究超額報酬變異數在盈餘發布期間與非盈餘發布期間是否

有明顯的變化。採用超額報酬變異數法的好處在於，不需要預期盈餘模式的假

設，所以不會有衡量誤差的問題。其研究結果發現，超額報酬變異數在盈餘發布

期間比非盈餘發布期間高達 1.67 倍，顯示盈餘發布對證券評價是攸關的資訊。 

Easton and Harris（1991）研究上期盈餘水準（earnings levels）、當期盈餘水

準和當期盈餘變動這三種盈餘形式與股票報酬的相關性。利用帳面價值評價模式

（book value valuation model）與盈餘評價模式（earnings valuation model），分別

推導出所欲採用的上期盈餘水準、當期盈餘水準和當期盈餘變動的變數，並以市

場模式分別計算兩種評價模式的異常報酬。其研究結果發現，此三種盈餘對股票

報酬解釋能力的強弱依序為當期盈餘水準、當期盈餘變動、上期盈餘水準，其中

上期盈餘水準的顯著程度與解釋能力較前二者差了許多。 

趙正源（2004）研究應計項目及應計項目組成與股票報酬之關係，分析係採

修正後 Jones 及 Chan et al.（2004）的橫斷面模型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及裁決性

應計項目組成。其研究結果發現，流動應計項目及應收帳款、存貨和應付帳款變

動數與前三年股票報酬有正向關係，而與後三年股票報酬有負向關係。此結果顯

示股票報酬隨著應計項目的迴轉而與未來股票報酬有負向關係，透露出除應付帳

款變動數之外，管理當局可能藉由流動應計項目及應收帳款和存貨變動數的調整

來操縱盈餘，或反映出公司受總體經濟因素下降影響，使未來營運表現不佳。而

應付帳款變動數與未來股票報酬之負向關係，顯示出公司未來可能會因為財務流

動性危機而影響營運狀況，故應付帳款變動數可作為公司未來營運之負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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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裁決性應計項目及裁決性應計項目組成與股票報酬的關係上發現，裁決性

應計項目及裁決性應收帳款、存貨及應付帳款變動數與未來股票報酬有負向關

係，與針對流動應計項目及應收帳款、存貨和應付帳款變動數之資訊內涵的檢測

結果相似，但結果並未更顯著，意即在控制經濟因素影響下，受管理當局裁決之

應計項目與未來股票報酬之負向關係並未更顯著。 

林玟汎（2004）研究應計項目、現金流量與公司價值的關係。作者採用 Ohlson 

Model 作為主要的模型，並參考 Barth et al.（1999，2002）的架構，將淨利分為

現金流量、應計項目與個別應計項目，加入 Ohlson Model 中，用以評估現金流

量、應計項目與個別應計項目對於公司價值的效用。Barth et al（2002）則因存

在產業特性使得個別應計項目對公司價值的影響無法獲得一致的結論，故就單一

產業進行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將淨利分為現金流量與應計項目，及進一步將

應計項目分為個別應計項目，相較於僅包含超額盈餘與帳面價值的會計基礎評價

模式，其解釋能力較高，且現金流量與應計項目及個別應計項目對於預測超額盈

餘與評估公司價值分別具有不同的能力。 

2.負盈餘與股價報酬的關係 

Hayn（1995）研究負盈餘對於報酬和盈餘之間關係的影響。Hayn 認為由於

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性，股東擁有清算選擇權（liquidation option），當公司發生虧

損或盈餘低於某一水準之下，預期公司價值已小於清算選擇權的價值，股東可以

選擇放棄公司，因此啟動清算選擇權評價、處分公司，而不會持續的承受損失，

因此盈餘資訊對投資者而言，已非攸關的資訊，所以負盈餘的存在，盈餘和報酬

的關係會減少。Hayn 假設：ERC（R2）負盈餘公司<ERC（R2）全部公司<ERC（R2）正盈餘公

司。其研究結果發現，負盈餘公司的 ERC 較正盈餘公司為低，全部公司介於之間；

若公司報導負盈餘連續年度的增加，ERC 也會隨之而降，因此未將負盈餘公司

樣本從所有公司樣本中剔除，會造成盈餘反應係數（Earning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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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eint）的向下偏誤（downwardbias）。 

Chambers（1996）研究只報導一年負盈餘及連續幾年報導負盈餘公司，其初

始負盈餘和連續負盈餘其盈餘和報酬之間的差異。其研究結果發現，初始負盈餘

均具有資訊內涵；只有一年負盈餘公司之初始負盈餘的資訊內涵低於連續幾年負

盈餘公司之初始負盈餘的資訊內涵；投資者會由其他資訊辨認未來繼續發生負盈

餘的程度和期間，若未來仍持續發生負盈餘，則初始負盈餘便會有較多的資訊內

涵，而持續負盈餘的資訊內涵便會逐漸減少，且初始負盈餘的資訊內涵與負盈餘

的持續性呈現正相關。 

蘇俊誠（1995）研究台灣股票集中交易市場當中，投資人對全額交割股與非

全額交割股的股價行為對盈餘資訊內涵是否相同。將上市公司區分為全額交割股

與非全額交割股兩大類，再將全額交割股區分為全額交割股前、後與前後混合等

三種情況，並以週累積異常報酬檢視全額交割股與非全額交割股的股價行為差

異。以累積異常報酬率為因變數，未預期盈餘變動為自變數，探討全額交割股與

非全額交割股盈餘資訊內涵的差異。其研究結果發現，非全額交割股與全額交割

股前、後、前後混合的股價行為均不相同，且非全額交割股盈餘具有資訊內涵，

全額交割股盈餘則沒有資訊內涵。 

Subramanyam and Wild（1996）延續盈餘持續性與股價資訊內涵的關係，研

究公司破產機率高低與盈餘持續性的關係，並提出假說：公司破產的機率和盈餘

的資訊內涵呈反向關係。破產機率利用 Altman（1968）的 Z 值作為公司可能發

生破產的機率，並以 Z 值為分組基礎（profolio analys）及同時考慮盈餘和破產

機率與報酬的迴歸式（earnings interaction model）二種不同方式來研究。其研究

結果發現，當公司 Z 值減少時（破產機率提升）盈餘反應係數的確逐漸變小。若

再考慮系統風險、公司規模、財務槓桿程度、成長率、未預期盈餘變異數等其他

影響 ERC 的因素後，上述假說仍然成立。進一步而言，若盈餘可作為未來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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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參考指標，則報導負盈餘公司未來破產的機率必會大於正盈餘公司，因

此，Subramanyam and Wild 的研究類似於 Hayn 的研究（其亦發現當公司報導負

盈餘的持續年度增加時，ERC 會更低，而連續負盈餘年度的長短也可以作為破

產機率的參考指標。）。 

楊婉菁（1998）研究公司價值、公司預期未來現金流量和公司清算價值的關

係，並參考 Hayn（1995）的方法以選擇權模式來探討公司價值，將公司分成正、

負盈餘兩類，檢測是否對於未預期盈餘與超額報酬的關係有影響。其研究結果發

現，負盈餘公司盈餘與報酬間的關係確實比正盈餘公司弱，支持 Hayn 的觀點。 

黃正誠（1998）研究負盈餘的存在會影響盈餘與股價的關係，即盈餘反應係

數會偏低，是否適用於台灣的股票集中交易市場。作者參考 Hayn（1995）的盈

餘資訊內涵實證模型，包含二種不同模型：（1）以盈餘的正負值作為分組基礎，

分別研究盈餘的資訊內函是否有差異以及（2）以虛擬變數作為盈餘正負值的分

組基礎。其研究結果發現，負盈餘資訊內涵相對於正盈餘而言會比較小或不存

在，且與 Hayn（1995）的結果 ERC（R2）負盈餘公司<ERC（R2）全部公司<ERC（R2）正

盈餘公司一致。 

Sin and Watts（2000）研究盈餘與股價報酬的關係。參考 Hayn（1995）進一

步將負盈餘公司中分為財務健全公司（financially healthy firms）及非財務健全公

司；財務健全公司選取方式為負盈餘公司中前三年皆為獲利者，且為避免管理當

局採取盈餘平滑（income smoothing），再將此類公司益本比（earning／price）高

於中位數列入選取。其研究結果發現，獲利公司的 ERC 高於財務健全公司，非

財務健全公司最低。而財務健全公司 ERC 較低的現象，在於股東預期公司損失

即將反轉所致。 

張君玉（2002）參考 Chambers（1996）研究負盈餘及負盈餘持續性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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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其研究結果發現，負盈餘具資訊內涵，不具持續性之負盈餘不具資訊內涵，

具持續性之負盈餘具資訊內涵；負盈餘資訊內涵不隨負盈餘持續的年度而降低，

而初始負盈餘具較大之資訊內涵，後續負盈餘間之資訊內涵則無差異。 

Joos and Plesko（2005）研究投資者對損失的反應是否取決公司由虧轉盈的

機率。參考 Hayn（1995）假設投資者對損失公司的評價取決於預期執行放棄選

擇權的機率，因此建立損失反轉模型（loss-reversal model），按機率高低分成四

組，最高（最低）組為暫時性損失公司（持續性損失公司）。其研究結果發現，

暫時性損失公司具資訊內涵，而投資者並不會對持續性損失有所評價。為瞭解投

資者對持續性損失的反應，進一步將持續性損失公司盈餘項目中的研究發展費用

（R&D）分解出來。該研究發現，在公司盈餘未含有 R&D 的情況下，投資人並

不會對持續性損失有所評價；在公司盈餘含有 R&D 的情況下，投資人認為損失

為暫時性，並將 R&D 視為公司的資產。 

Dopuch et al.（2005）研究獲利公司與虧損公司是否存在異常的應計現象

（accrual anomaly）；作者參考 Joos and Plesko（2005）將虧損公司中 ACC 為負

CFO 為正者分類為暫時性損失公司（transitory loss firms）； ACC 及CFO 皆為負

者分類為持續性損失公司（persistent loss firms），同樣調查應計的異常現象。作

者將盈餘拆解為應計項目及來自營業活動現金流量，並利用下列模型檢測市場對

盈餘拆解項目的定價反應，模型如下： 

12101 ++ +++= tttt CFOaACCaaEARN ε                         式 2-1-1 

1210101 )( +++ +−−−+= tttttt eCFOACCaEARNSAR ααββ          式 2-1-2 

式中： 

 EARN ：非常項目前淨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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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 ：總營業應計項目 

CFO ：來自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SAR ：一年期累積調整規模後報酬（會計年度結束後四個月開始計算） 

 式 2-1-1 提供 ACC 與CFO 對一年後盈餘的預測能力；式 2-1-2 提供市場對

ACC 與CFO 的評價係數。作者使用 Mishkin（1983）統計方法檢定兩模型，若

1a > 1α 表示市場對 ACC 的反應為價格低估（underpriced），反之為價格高估

（overpriced）；若 2a ＞ 2α 表示市場對CFO 的反應為價格低估，反之為價格高估。 

 該研究結果與 Hayn（1995）一致，亦即虧損公司的盈餘持續性高於獲利公

司；虧損公司使用清算選擇權的機率高於獲利公司。市場對盈餘拆解項目的定價

反應方面，市場對獲利公司的應計項目為價格高估，虧損公司則無錯誤定價

（mispriced）。作者將此結果進行避險投資組合測試，按應計項目高低將全部公

司、獲利公司、虧損公司分別分成十組，買進應計項目較低的組別，賣出應計項

目較高的組別，結果同樣證實應計項目在獲利公司為價格高估。將虧損公司進一

步分類為暫時性損失公司及持續性損失公司方面，市場對持續性損失公司的應計

項目為價格稍微低估，對暫時性損失公司方面則無錯誤定價的反應。整體而言，

公司虧損時損失對未來的預測已降低能力，尤其在暫時性損失公司方面，投資者

認為負的應計項目為暫時性，並無攸關價值，而未產生錯誤定價的問題。 

 游淑婷（2005）參考 Dopuch et al.（2005）及 Joos and Plesko（2005）研究

獲利公司與虧損公司是否存在異常的應計現象（accrual anomaly）；進一步將虧損

公司中 ACC 為負CFO 為正者分類為暫時性損失公司。該研究以 Mishkin（1993）

評價模型來估計異常應計項目，其結果顯示：（1）負盈餘公司盈餘反應係數不顯

著，若區分為持續性負盈餘及暫時性負盈餘，則投資人有高估暫時性負盈餘的現

象，以及（2）投資人高估正盈餘公司應計項目，對於損失反轉機率低的持續性

盈餘資訊能夠正確評價，（3）正盈餘公司盈餘持續性大於負盈餘公司。最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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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Logistic 迴歸分組結果來區分負盈餘反轉機率，則發現無法分辨預測模型與現

金流量二分法之間的優劣。基於上述結果，本研究欲深入瞭解臺灣證券市場對應

計項目會如何反應與評價。 

3.負盈餘與股價的關係 

Collins et al.（1997）研究 1953-1993 年間財務報表攸關價值的改變。研究結

果發現在盈餘與股價的關係中，R2 逐年下降；將樣本分為正、負盈餘公司下，

負盈餘公司盈餘與股價呈現負相關的現象，而整體盈餘所提供的攸關價值逐年下

降。作者認為其原因在於（1）盈餘當中有愈來愈多的一次性項目（one-time 

items），（2）無形資性的增加，（3）小公司的增加，以及（4）負盈餘公司的增

加。 

Francis and Schipper（1999）研究結果大致上與 Collins et al.（1997）相同。

但將高科技產業與一般傳統產業比較，則未發現盈餘攸關性有喪失的情況。 

二、帳面價值與股價、股價報酬的關係 

1.帳面價值與股價的關係 

Solk and Grant（1987）提出資產價值可以作為企業股權的評價，在資產價值

評價法又可分為帳面價值法、清算價值法、重置成本法以及市場價值法等。企業

所以營運獲利，倚靠的不僅是具有客觀交換價值之生產財，還包括許多不會出現

於資產負債表的組織資本，因此，企業價值並非各個有形、無形資產價值的加總，

還應包括人力與生產工具結合的價值。此外，投資者購買股票時，通常假設公司

可永續經營，重視的為企業未來的盈餘與股利，並不希望公司停業而處分資產。

因此評價時不能完全以淨資產價值代表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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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ver and Ryan（1993）觀察到權益市值比在財務分析上的日趨重要，並試

著從會計的角度，來解釋權益市值比這項變數的形成原因。他們認為在會計上歷

史成本原則及遞延認列是造成公司帳面價值與股權價值差異的重要因素。因為股

票市場對於公司資產經濟價值的改變能快速反映於其股權價值，但由於會計原則

的限制，會計帳上只能將這些經濟價值的改變視為未實現損益，無法立即認列，

而必須藉由資產的使用或出售，使這些未實現損益逐漸反映於帳上，使差異縮

小。而由於未實現損益造成權益與市值的差異，且隨時間而減少，因此作者認為

權益市值比可視為未實現損益的函數，由當期及前期未實現損益來解釋，且愈早

發生的未實現損益對權益市值比的影響愈小，愈多折舊性資產或折舊年限愈長的

影響愈明顯。其研究結果支持上述觀點。 

Berger et al.（1996）研究公司價值應該等於預期未來現金流量折現值加上放

棄選擇權價值。公司價值表達如下： 

),,( SDEVEXITPVCFPPVCFVALUE +=                        式 2-2-1 

⎟
⎠
⎞

⎜
⎝
⎛=⎟

⎠
⎞

⎜
⎝
⎛ − SDEV

PVCF
EXITP

PVCF
VALUE ,,11                             式 2-2-2 

 式中： 

  VALUE ：為公司的權益市價 

  PVCF ：為公司預期未來現金流量的折現值 

  P ：為公司放棄選擇權函數 

  EXIT ：為公司淨資產的清算價值 

  SDEV ：為PVCF 與 EXIT 比率的標準差 

 因此，公司價值應該等於預期未來現金流量折現值加上放棄選擇權價值，而

放棄選擇權的執行價格在於公司淨資產的清算價值與預期未來現金流量的折現



 16

值比率（EXIT/PVCF），若淨資產的清算價值與預期未來現金流量的折現值比<1，

則表示價外選擇權（out of the money），此時放棄選擇權並無價值；若淨資產的

清算價值與預期未來現金流量的折現值比>1，則表示價內選擇權（ in the 

money），股東可能選擇放棄公司，而執行其選擇權。其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

公司未來現金流量後，公司股東權益價值與淨資產清算價值具有正相關，而且公

司放棄選擇價值不只與淨資產清算價值有關，且與公司帳面價值有關，顯示可以

從公司的帳面價值推算出公司的清算價值。 

2.帳面價值與股價報酬的關係 

Chan et al.（1991）研究公司規模、權益市值比、益本比、每股現金流量對

股價等四個變數對股價報酬的解釋能力。其研究結果發現，權益市值比及每股現

金流量對股價對股票的預期報酬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而益本比的影響則不顯著可

能是因盈餘容易受到會計原則、財務報表規定等較不客觀的因素所導致。 

 Fama and French（1992）研究公司股票報酬率與系統風險、公司規模、權益

市值比、益本比及財務槓桿的關係。首先，依公司規模大小將公司分成 10 個投

資組合，並依照 Dimson（1979）之方法估計出個別股票 β，再依其大小分為 10

個投資組合，共形成 100 個投資組合，利用 Dimson et al.（1988）的方法求得每

年各投資組合的 β，並以個別股票為基礎，進行 Fama and MacBeth（1973）的迴

歸。其研究結果發現，β無法解釋公司間股票預期報酬的差異，甚至在控制公司

規模對 β的影響數後，亦無法顯示其對股票報酬的解釋能力；公司規模和股票報

酬呈顯著負相關，權益市值比則和股票報酬率呈顯著正相關，且效果比公司規模

強烈，但權益市值比則和股票報酬呈顯著正相關，且效果比公司規模強烈，但權

益市值比仍無法取代公司規模在解釋股票報酬的地位。作者認為小公司缺乏強力

而穩健的前景預期，其股票的投資風險較大，同時，小公司在機構投資人主導的

市場中易被忽略，所以股價表現較差；而權益市值比較高的股票，會給予該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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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的評價，進而造成權益市值比升高，而由於營運不佳，對於景氣狀況較敏感，

投資人的持有風險相對提高，所以應有較高的預期報酬，以致和報酬間呈正向相

關。 

 Fant and Peterson（1995）研究公司規模、權益市值比、當期報酬及系統風

險對股票報酬增量的影響，並考量了季節性的因素。其研究結果發現，權益市值

比的效應的確存在，且為顯著正相關性；經季節性的考量則發現，一月報酬模式

中亦與一月股票報酬率有顯著正相關，但在二月至十二月的報酬模式中其與股票

報酬率則不具顯著性，而認為權益市值比是具有微弱季節性現象。  

三、盈餘、帳面價值與股價的關係 

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研究以選擇權型態的評價模式，是否公司價

值為經常價值（recursion value）和改造價值（adaptation value）的凸函數。作者

認為經常價值代表公司在繼續經營的假設下所產生未來盈餘的折現值，其採用折

現股利評價模式的觀念，將代表未來盈餘與股利折現價值的本期盈餘視為經常價

值的代理變數。改造價值代表公司將資源使用於不同現在情況下所產生的價值，

並根據 Barth（1991）及 Shevlin（1991）研究結果，假設資產或負債能反映預期

活動結果，則帳面價值與公司價值相關聯，因此，當公司的資源能創造的效益降

低時，股東有權利選擇出售該資源給其他公司或保留該資源，並將其改造以供其

他用途，亦即將股權價值視為改造價值的代理變數。公司之價值表達如下： 

( ) ( )[ ] ( ) ( )dAVdEAVEfAVcEAVcEEAVEMV
AVE

,,max,max, ∫∫==   式 2-3-1 

式中： 

 MV ：公司價值 

 E ：預期未來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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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盈餘折現率 

 AV ：改造價值 

在 AV 固定之下，公司價值為： 

( ) ( ) ( )dEAVEfAVcEAVAVEMV
cAV

−+= ∫
0

                   式 2-3-2 

其中的積分項代表一個買權，其價值隨著預期盈餘增加而增加，因此

Burgstahler and Dichev 提出第一個假說：在給定之改造價值下，公司價值為預期

盈餘之遞增凸函數。若在預期盈餘固定之下，公司價值為： 

( ) ( )∫ −+=
0

)(
cE

dAVEAVfcEAVcEEAVMV                      式 2-3-3 

在此，作者提出第二個假說，在給定之預期盈餘之下，公司價值為改造價值

之遞增凸函數。 

該研究利用權益報酬率（盈餘對帳面價值比）的相對高低來解釋假說（1）

及（2）的內涵。當公司權益報酬率較高時，其會將資源持續運用於目前技術，

此時盈餘為決定股權價值較重要的資訊；公司權益報酬率較低時，公司股東可能

會執行選擇權將資源轉移至較佳的方案，此時帳面價值為決定股權價值較重要的

資訊。其研究結果支持選擇權評價模式之假說，亦即當權益報酬率較高時，其盈

餘相對於帳面價值之股權價值重要性較高；當權益報酬率較低時，其盈餘相對於

帳面價值之股權價值重要性較低。亦即隨著公司權益報酬率之不同，其盈餘與帳

面價值的權重會因而改變，故證實股權價值為盈餘及帳面價值之遞增凸函數。 

Collins et al.（1997）研究在過去 40 年間，盈餘與帳面價值攸關價值的改變。

作者引用 Ohlson（1995）股權評價模型，以判定係數做為檢視標準。其模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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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titit BVEP εααα +++= 210                                  式 2-3-4 

式中： 

 itP ：表 i 公司第 t 年底後三個月的股價； 

 itE ：表 i 公司第 t 年的每股盈餘； 

 itBV ：表 i 公司第 t 年底的普通股每股帳面價值； 

 2
TR ：式 2-3-4 各年迴歸結果的判定係數，代表會計數字的解釋能力。 

依 Easton（1995）拆解法將 2
TR 分解三部分，進行程序如下： 

ititit EP εββ ++= 10                                         式 2-3-5 

ititit BVP εγγ ++= 10                                         式 2-3-6 

2
2R ：式 2-3-5 各年迴歸結果的判定係數，表盈餘的解釋能力。 

2
3R ：式 2-3-6 各年迴歸結果的判定係數，表帳面價值的解釋能力。 

分解出 2
2

22 RRR TBV −= ：表帳面價值增額解釋能力； 

         2
3

22 RRR TE −= ：表盈餘增額解釋能力； 

     2
3

2
2

22 RRRR TC −−= ：表二會計數字共同解釋能力。 

為探討盈餘與帳面價值攸關性與時間趨勢的變化，其檢測方法如下： 

ttt TIMER εφφ ++= 10
2                                       式 2-3-7 

其中： 

 tTIME ：表時間，由 1 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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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R ：表 2

TR 或 2
BVR 或 2

ER  

當 1φ 為負（正）且 t 值顯著時，表示隨時間經過盈餘或帳面價值的攸關性降

低（增加）。其研究結果發現，盈餘與帳面價值在分別與共同對股價的解釋力上，

以共同對股價的解釋力為最高，顯示盈餘與帳面價值皆提供重要的攸關價值；對

負盈餘公司而言帳面價值比起盈餘更是投資人評價負盈餘公司的攸關資訊。整體

而言盈餘與帳面價值對股權價值的攸關性並未降低，而會計資訊攸關性隨時間經

過由盈餘轉移至帳面價值。 

Barth et al.（1998）研究公司財務健全度不同，盈餘與帳面價值的相對重要

性。作者認為資產負債表和損益表分別扮演不同的角色，資產負債表主要使用於

授信決策和債務契約的監督，所以當公司破產時，可以提供有關清算價值的資

訊，並以帳面價值類似清算價值的觀念，代表公司於解散、清算時，股東約略可

拿回金額；損益表主要是衡量公司權益的價值，所以提了超額盈餘的資訊（未認

列資產價值），並以盈餘類似一種權益評價的觀念，扮演公司未來成長機會與未

認列淨資產之角色。公司財務較弱勢，經營情況較不穩定，發生倒閉，必須進行

解散、清算的可能性相對較高，此時盈餘的攸關價值較低，投資人容易轉而參考

帳面價值，因股東擁有放棄選擇權（abandonment option），因此不再認為盈餘資

訊對投資決策是攸關的，反而會開始注意資產負債表所隱含的資訊。未認列淨資

產主要是由盈餘來表現，但帳面價值也是可以延伸作為其代理變數；不過當公司

財務較弱勢，清算價值會強過未認列淨資產因素之影響，而使盈餘之攸關價值轉

移至帳面價值。 

Barth et al.（1998）考慮二種不同實證模型，以驗證上述說法：（1）針對已

發生危機事實的公司前五年資料研究，危機公司係發生債務失敗之重大經濟事

件；如此可提供資產負債表對於清算價值資訊潛在評價測試之能力；以及（2）

按照公司債務信用評等等級，將公司財務健全度區分財務較強勢與較弱勢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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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以測試資產負債表與損益表所扮演之角色。其研究結果發現，（1）當公司財

務狀況逐期惡化時，盈餘相對於帳面價值對股權價值的解釋能力也跟著降低，而

帳面價值相對解釋能力逐漸增高；以及（2）當公司財務健全度降低，盈餘相對

於帳面價值在股權評價上的解釋能力也隨之而降低，帳面價值相對解釋能力則增

強。經控制產業因素、規模效果、ROE 和風險因素後仍不改變研究結果。 

Hand and Skantz（1998）研究自願性清算公司（voluntarily liquidating firms）

和財務狀況不佳但仍繼續經營公司（unprofitable surviving firms）盈餘和帳面價

值解釋能力的變化。自願性清算係指獲利能力依然良好，但因為惡意接收（hostile 

takeovers）等控制權爭奪戰而造成公司自願性清算的策略手段財務狀況不佳係指

過去 20 年間有 10 年以上負盈餘的發生。其研究結果發現，在自願性清算公司方

面，雖然公司仍有正盈餘的變化，但是愈接近清算時，帳面價值的重要性即大於

盈餘，因為此時公司的未認列資產已無價值，因而清算價值（exit value）大於使

用價值（value in use），符合放棄選擇權假說。在財務狀況不佳公司方面，隨著

公司負盈餘報導的增加，盈餘資訊愈顯得不重要，也符合放棄選擇權假說。 

Collins et al.（1999）研究負盈餘公司中盈餘與股價的負相關異常現象，是否

在加入帳面價值變數後能改善此現象，以及帳面價值在評價負盈餘公司時，是否

扮演著（1）控制規模差異，（2）預期未來正常盈餘的代理變數，以及（3）放棄

選擇權的代理變數（abandonment option）等角色。檢測上述（2）及（3）時，

依續將樣本分為存活公司（報導虧損後存活十年）、非存活公司（報導虧損後不

超過兩年內進行清算或破產），及樣本分為單期損失公司（i 期報導虧損但前四年

未發生過虧損）及多期損失公司（i 期報導虧損且至少前四年有三年為虧損），並

參考 Berger et al.（1996）估計公司的清算價值以代替放棄選擇權。其研究結果

發現，盈餘與股價的關係中，以樣本只包含正盈餘公司的解釋力為最高，而樣本

只包含負盈餘公司的解釋力為最低，甚至在樣本只包含負盈餘公司中，盈餘與股

價的關係為負相關，在引入帳面價值後則消除此負相關的異常現象，解釋力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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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升。帳面價值所扮演的角色方面，在（1）之下並未符合預期；在（2）及（3）

的檢測下，兩種樣本分群下，以盈餘、帳面價值共同對股價的解釋力，較預期未

來正常盈餘、清算價值兩者共同或單獨對股價的解釋力都來得高，且存活公司、

單期損失公司下，帳面價值為負盈餘公司預期未來盈餘的代理變數；非存活公

司、多期損失公司下，則為清算選擇權的替代變數。顯示帳面價值對負盈餘公司

的評價，不失為預期未來正常盈餘及清算價值的良好替代變數，而其相對重要性

取決於公司存活與否。 

Francis and Schipper（1999）研究財務報表價值攸關性的趨勢。作者認為當

會計資訊與市場價值或報酬間具統計相關性，特別在經過長窗期（long window）

後，可能僅存會計資訊與投資者所使用資訊的相關性，此時財務報表具有攸關

性。其採用二種方式檢測會計資訊攸關性，以驗證財務報表價值攸關性的趨勢，

（1）投資組合測試，利用財務報表資訊來預測、評估所賺得的報酬；（2）迴歸

基礎測試，基於會計資訊對市場價值的解釋力，其中包括盈餘解釋調整市場指數

後年度報酬率的程度，以及盈餘、資產與負債的帳面價值對股權價值的解釋能

力。此外，有鑑於許多學者指出財務資訊攸關性降低乃因會計模型未考慮環境創

新，因此，作者將產業有無未認列無形資產，把樣本分成高科技與低科技二組分

別進行攸關性測試與比較。其研究結果與 Collins et al.（1997）大致相同，會計

數字對股權價值的攸關性並未降低，且資訊攸關性隨時間趨勢由盈餘轉移至帳面

價值。在（1）的檢測下，依據會計資訊所建構的投資組合報酬逐年下降；（2）

盈餘解釋報酬的能力降低、資產與負債的帳面價值解釋股權價值的能力提高，以

及盈餘與帳面價值解釋股權價值的能力上升。另外，高、低科技二組在盈餘解釋

報酬的能力上無顯著差異，低科技公司資產負債資訊解釋股權價值能力顯著高於

高科技公司，且高科技公司相較於低科技公司並未發現盈餘攸關性有喪失的情

況。 

黃正誠（1999）參考 Collins et al.（1997）及 Collins et al.（1999）以會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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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上的資訊觀點和衡量觀點，研究盈餘、帳面價值與股價的關聯性以及帳面價值

於評價正、負盈餘公司時所代表的意義。其研究結果發現，不論在正負盈餘公司

方面，同時考慮盈餘與帳面價值後，皆會提高解釋力；對評價正盈餘公司而言，

應同時考量盈餘盈與帳面價值，對評價負盈餘公司而言，帳面價值的重要性大於

盈餘。另外，在檢測帳面價值扮演（1）規模差異，（2）預期未來正常盈餘，及

（3）清算選擇權等的替代變數上，其主要結果為：（1）帳面價值不僅只是規模

差異的控制變數，而是公司評價的攸關資訊；（2）帳面價值對正盈餘公司代表公

司未來正常盈餘；以及（3）對負盈餘公司而言，帳面價值代表公司的清算價值，

但對正盈餘公司而言則不代表清算價值。 

林嬌能（2000）研究民國 78 年至 87 年國內上市負盈餘公司之評價。首先作

者肯定在股價與盈餘的關係中加入帳面價值的適切性，其確能控制規模差異；其

次發現國內上市公司股價與盈餘之間同樣存在負相關的不合理現象。另外，作者

將負盈餘公司進一步分為單一年損失與多年損失，以民國 87 年為基準，若僅有

民國 87 年發生虧損，屬單一年損失；若自民國 83 年至民國 87 年發生過兩次以

上損失者為多年損失。作者並參照 Collins（1999）另外將帳面價值分別替換為

預期正常盈餘與放棄價值兩變數。其結果發現，單一年損失公司在加入帳面價值

後，盈餘與股價關係為顯著的正相關；將帳面價值分別替換為預期未來盈餘及放

棄價值下，預期未來盈餘對單一年損失公司顯著具攸關價值，而清算價值則顯著

適用於多年損失公司之評價。 

林凱鴻（2000）研究近來學者指出財務報表失去攸關性的說法，在台灣股票

市場的適用性。作者參照 Collins（1997）研究方法以檢測盈餘與帳面價值攸關

價值的改變及 Brown and Lys（1999）實證模型考慮規模效果。其研究結果顯示，

不論是盈餘、帳面價值單獨對股價的解釋力，或二者共同對股價的解釋力，都逐

年上升。而盈餘的價值攸關性在國內並未逐年移轉至帳面價值，但兩者對股價而

言，皆具相當的攸關價值。作者進一步參照 Collins et al.（1997）的研究，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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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盈餘失去價值攸關性，並轉移至帳面價值的四個原因做一驗證。其原因包

括（1）無形資產的增加，（2）一次性項目的發生，（3）負盈餘的存在，以及（4）

小規模公司的出現。樣本即分別按此四個原因做分類。其研究結果發現（1）無

形資產愈多公司，帳面價值的解釋力較高不符合預期；（2）無一次性項目的公司，

盈餘與帳面價值的解釋力，皆較有一次性項目的公司為高；（3）負盈餘公司的盈

餘資訊投資人較不重視，帳面價值較為重要；正盈餘公司中，盈餘、帳面價值皆

具價值攸關性；以及（4）盈餘、帳面價值在大規模公司下的解釋力皆較小公司

為高許多。當中以無一次性項目且正盈餘時，盈餘及帳面價值的解釋力為最高。 

陳沂爭（2000）研究民國 81 年至 88 年國內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攸關價值的改

變，作者採用 Ohlson 評價模式、盈餘與股價關係及價面價值與股價關係三種模

型。其研究結果發現，在全部樣本公司及正盈餘公司下，盈餘所提供的攸關價值

逐年下降，而帳面價值則逐年上昇；在負盈餘公司下帳面價值的解釋力高於盈

餘。作者並挑選營建業及金融業為較艱困產業，分別探討盈餘及資產品質之良窳

對股價是否有不同的解釋能力。其研究結果發現，營建業之盈餘、帳面價值與公

司價值的整體解釋力較全體上市公司提高為兩倍，顯示隨產業不同而有所差別；

按產業特性之重要項目，存貨和應付利息負債取代帳面價值下，可提高對公司價

值的解釋能力。就金融業而言，將盈餘與帳面價值細分下，亦增加公司價值的解

釋能力，而手續費收入、擔保放款、信用放款和催收款備抵呆帳對銀行的評價為

攸關資訊。 

林郁昕（2001）以 Collins et al.（1997）及 Lev and Zarowin（1999）為基礎，

分析每股盈餘、每股淨值對股價與股票報酬率之價值攸關變動情形，並進一步分

析影響無形資產密集產業與傳統產業財務資訊價值攸關性不同之因素。其研究結

果發現，每股盈餘及每股淨值之價值攸關性並未減少且有上升之趨勢，而每股淨

值之增額價值攸關性亦上升；無形資產密集產業與有常續性項目之樣本以及常續

性盈餘為正之樣本的價值攸關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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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萍（2001）研究資產負債表及損益表所扮演的角色，並根據資產負債表

提供授信決策、監督債務契約之清算價值之資訊，檢測盈餘與帳面價值相對重要

性的變化趨勢。作者採用二種方法來檢測盈餘與帳面價值解釋能力權重的變化，

第一種方法為前後期改變測試（intertemporal changes test），針對已發生財務危機

公司前三年資料為檢測的範圍，以測試橫斷面的關係及探討財務逐漸惡化公司其

會計數字與時間的解釋能力趨勢。其次為不包含已發生危機公司，以檢測將公司

劃分為財務較弱勢與強勢，二大會計數字權重的改變，其以企業財務健全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簡稱 TCRI）作為區分公司為財務較強勢

與較弱勢。其研究結果發現，當公司瀕臨財務危機，盈餘相對於帳面價值對股權

價值的解釋能力逐漸降低，帳面價值相對解釋能力逐漸提高。而當公司財務健全

度降低，盈餘相對於帳面價值在股權評價上的解釋能力也降低，帳面價值相對解

釋能力則增強，另外經控制產業因素、公司規模水準後，仍不影響研究結果。另

外根據產業間的未認列資產在衡量上的先天性差異，發現盈餘與帳面價值對股權

價值的解釋能力在產業間的確不同，傳統產業相對於高科技產業，盈餘相對於帳

面價值在股權評價上的解釋能力較低，帳面價值相對解釋能力則較高。整體而

言，投資者會因公司財務狀況、財務健全度的差異，在考量其盈餘與帳面價值對

股權評價的相對重要性權重也不同。 

Jenkins（2003）研究盈餘拆解項目與股價的關係。作者以 Ohlson model（1995）

為基礎，發展出銷貨收入基礎的未來正常盈餘模型（sales-based model of future 

normal earnings，SAFE），將盈餘拆解為銷貨收入基礎的未來正常盈餘模型及剩

餘盈餘（earnings residual，ER）。SAFE 部分採用平均數回復（mean-reversion）

觀念，為 t 公司銷貨收入乘以所屬產業平均銷貨報酬乘以事後存活機率（ex-ante 

probability of survival）；ER 為稅後非常項目前盈餘減除 SAFE。其研究結果發現，

SAFE 為未來正常盈餘的代理變數，負盈餘公司股價與盈餘的負相關現象，在此

模型下不僅消除，且顯著地與股價呈現正相關。整體而言，SAFE 對預期存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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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為強烈相關，而帳面價值對預期清算公司較為攸關。另外作者將 Ohlson model

的盈餘替換為每股收入及每股費用，依序與 Ohlson model 及前述模型比較，結

果指出 SAFE 能提供最大的解釋力與攸關價值。 

侯寶龍（2003）研究負盈餘公司之盈餘品質（earnings quality）與資產品質

（asset quality）對公司股價之影響。盈餘品質方面將盈餘拆解為（1）營業利益，

（2）依權益法認列的投資收益，以及（3）其他盈餘；資產品質方面，作者參考

Berger et al.（1996）將帳面價值拆解。其研究結果發現，負盈餘公司的盈餘與帳

面價值皆具有資訊內涵。而盈餘拆解項目因其盈餘品質之不同，其資訊內涵而有

不同之差異；帳面價值拆解項目也因其資產品質之不同，其資訊內涵而有不同之

差異。 

綜合上述可知，探討公司股權價值時，應將正、負盈餘公司分開探討，以避

免因為混合樣本而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的偏差。此外，就盈餘及帳面價值與股權價

值的關係而言，前兩者拆解後之項目可能提供更高的股權價值攸關性。因此，本

研究參考 Collins（1999）研究模型，以及過去研究對每股盈餘及每股帳面價值

的拆解方式，檢測這些拆解項目對於台灣證券市場負盈餘公司評價的攸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