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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代表性偏誤促使投資人錯誤延伸現行趨勢，引起過度反應，然隨後一旦
發現錯誤，導致價格修正反轉。本研究應用前後期月營收宣告之交互作用，
來探討台灣股市投資人是否存在代表性偏誤。結果發現持續營收好消息後之
平均報酬顯著低於持續營收壞消息後之平均報酬，即發現顯著之價格反轉。
此證據支持代表性偏誤導致投資人對營收消息過度反應。此外，結果顯示未
預期營收具有顯著的資訊內涵。
關鍵詞：月營收宣告、資訊內涵、過度反應、代表性偏誤

Abstract
Representativeness bias can lead investors to incorrectly extrapolate existing
trends and cause overreaction, which reverses at a later date once incorrect
conclusions are proven false. This paper uses interactions between pre- and postmonthly

sales

announcements,

to

explore

the

existence

of

investors’

representativeness bias in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I find that the average return
following a series of good sales new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average return
following a series of bad sales news, i.e. the significant price reversals. This
evidence supports that a representativeness bias leads investors to overreact to sales
new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content of unexpected
sales.
Keywords: Monthly Sales Announcements, Information Content, Overreaction,
Representativeness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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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當決策者使用代表性捷思(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評估不確定事件或
樣本的主觀機率時，其傾向將事件或樣本歸類於其認為具代表性之類別，而
忽略了機率的法則 (Tversky & Kahneman, 1974)。例如在股票市場，投資人
可能將過去盈餘持續成長之股票歸類為成長股，而忽略只有極少數的公司能
維持盈餘持續成長；反之，投資人亦可能僵化於股市「漲多必跌、跌久必
漲」
，認為公司盈餘久漲，所以預期將回跌，而忽略最近期盈餘對預測次期盈
餘的重要性，此兩者皆可視為代表性截思。
Barberis et al. (1998) 首次模式化代表性截思，以解釋股市投資者之過度
反應。在其投資人情緒(investor sentiment)模式中，投資人看到一連串盈餘好
消息(或壞消息)時，傾向公司處於「趨勢(trend)」狀態，促使投資人錯誤延伸
現行趨勢，引起過度反應，然隨後一旦發現錯誤，導致價格修正反轉，這是
一種代表性偏誤。雖然一些實驗心理學研究在實驗室偵測出此偏誤 (如
Grether, 1992; Bloomfield & Hales, 2002)，但是財務實證文獻鮮少支持代表性
偏誤之證據，近期Chan et al. (2004) 以過去4季或5年之營業收入、營業利
益，本期淨利等三項會計績效的趨勢與一致性，檢驗美國股市投資人之代表
性偏誤的存在，其結果並不支持投資人存在代表性偏誤。Wu et al. (2009) 參
考 Chan et al. (2004) 研究方法，利用台灣上市公司過去4到20季之每股盈餘
進行實證，只在長期盈餘高成長組合中發現少許支持代表性偏誤之證據。
Boussaidi (2013) 使用突尼西亞股市之會計盈餘序列，探討代表性截思、投資
人情緒與過度反應之間的關係。雖然結果顯示代表性捷思會影響投資人情
緒，即導致過度樂觀或悲觀，但是證據不足以支持投資人情緒與過度反應之
關係。
類似 Chan et al. (2004) 等研究，本研究利用過去月營收績效之趨勢與一
致性，檢定台灣投資人是否存在代表性偏誤。Tversky & Kahneman (1974) 主
張資訊的顯著性(salience)與易取性(availability)為形成代表性偏誤與預期的核
心，月營收如同季盈餘對廣大投資人而言，同時具備顯著與易獲得兩種特
性。然而，不同於這些實證文獻，本研究首次應用月營收宣告前後幾天之股
票價格行為，來探討台灣股市投資人是否存在代表性偏誤。而上述文獻皆是
根據公司績效趨勢形成組合，並觀察其後長達3至36個月之股票報酬變化，如
此長期之事件窗期，難以排除與控制其他可能造成股價變動之因素，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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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影響因素錯綜複雜，讓人難以確認其結果是否真正是由於行為偏誤所致
1

。相對，本研究僅觀察月營收宣告可能引起之短期股價異常變動，其應能清

楚偵測出代表性偏誤如何影響月營收宣告效果。
根據以往國內外文獻證實，營收宣告對於股價具有顯著的資訊內涵，即
股價對營收好消息產生正面的反應，以及股價對營收壞消息產生負面的反應
2

。台灣上市(櫃)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應於每月 10 日以前，公告並

申報上月營業收入金額，此一台灣特有之法令提供投資大眾獲取更即時的公
司營運情況，其公告頻率與時效性遠較季報或年報高。特別是依據 2010 年 6
月 2 日修正前之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上市(櫃)公司應於每年 4 月 30 日
前公告第一季與前一年度(第四季)財務報告，於每年 8 月 31 日前公告半年度
(第二季)財務報告，與每年 10 月 31 日前公告第三季財務報告，其公告頻率
並非 3 個月3；以及於 10 月 31 日公告第三季盈餘之後，須至次年 4 月 30 日
才公告前一年度(第四季)與第一季盈餘，導致長達 6 個月的空窗期。故每月
定期規律公告之營收，顯然比公告間隔不規則之季盈餘，更適合衡量其績效
之趨勢與一致性；同時，亦可避免第一季盈餘與前一年度第四季盈餘幾乎同
時公告之困擾。此外，營收不似盈餘易受到會計方法的影響，如折舊的方法
會影響盈餘的計算；以及營收比盈餘更具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盈餘易受到暫
時性的事件影響，如高額的研發費用或匯兌損失(Fisher, 1984)。且就穩定經
營的公司而言，其營收與盈餘間應常維持穩定之關係，故營收資訊廣為投資
者進行投資操作之參考依據。然而，國內研究多依循國外文獻使用季報進行
研究，忽視本國存在獨特月營收宣告之事實。鮮少之相關研究，更突顯本研
究採用月營收訊息所得結論之重要性，其亦非其他國家股市可複製之。
在探討行為偏誤之前，本研究利用事件研究法再次檢驗月營收宣告之資
訊內涵，不同於前面檢定月營收宣告效果之文獻，其都是以每月 10 日訂為事
件日(第 0 日)，但每月 10 日為法定公告月營收的最後期限，而非實際公告
日。本研究為確定實際公告日，檢索主要報刊及網站之首次月營收報導日，
訂為市場接收月營收訊息的時點。結果顯示未預期月營收與累積異常報酬之
1
2

3

請參考 Fama (1998) 針對長期事件研究方法所提出之評論。
請參考簡雪芳 (1998)、劉毅馨、蔡彥卿 (2006)、Ertimur et al. (2003)、Jegadeesh &
Livnat (2006)、Kama (2009) 等文獻。
2010 年 6 月 2 日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一款修改為：「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
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
告。」

～66～

中山管理評論

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即支持未預期月營收具有資訊內涵。另外，本研究
是使用標準化未預期營收(standardized unexpected sales)的趨勢與一致性，探
討代表性偏誤之存在。這是不同於前述國內外檢定行為偏誤或月營收宣告效
果之文獻，其多是使用會計變數之成長率，這其中可能包括已預期或未預期
會計績效之變化。且 Barberis et al. (1998, p. 321) 文中亦提及當投資人看到一
連串未預期的好(或壞)消息時，他們才容易傾向公司是在「趨勢」的狀態，
故本研究使用標準化未預期營收是有其適當性與必要性。
若市場是有效率的，股價應完全充分反應營收宣告當時所揭露的資訊，
但是當投資人對前期(第 t – 1 期)營收因代表性偏誤招致過度反應或反應不
足，則會影響股價對次期(第 t 期)營收宣告之效果。本研究首次推論出下列假
說：(1)當面對一連串的營收好消息(或壞消息)後，且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
為好消息(或壞消息)時，使用代表性捷思的投資者傾向對第 t - 1 期宣告之營
收過度反應，推論第 t 期營收仍持續為好消息(或壞消息)。據此，本研究依據
前後期營收宣告交互影響後之股價變動方向與程度大小，可推論出前期營收
持續為好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應小於相對應之前期營收持續為壞消息組合的
平均報酬，即出現修正前期營收訊息過度反應之價格反轉現象。反之，(2)當
投資人面對一連串的營收好消息(或壞消息)且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好消息
(或壞消息)時，賭徒謬誤之代表性偏誤認為第 t 期營收將反轉為壞消息(或好
消息)，即對第 t - 1 期宣告之營收反應不足。據此，可推論出前期營收持續為
好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應大於相對應之前期營收持續為壞消息組合的平均報
酬，即出現調整前期營收訊息反應不足之價格延續現象。此外，Daniel et al.
(1998) 行為模式主張若投資者依據私有資訊(private information)進行交易，
當公開資訊(public information)與其私有資訊一致時，自我歸因偏誤(biased
self-attribution)會更加強化投資人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之程度，導致其對
私有資訊持續過度反應；反之，當公開資訊與其私有資訊不一致時，其自信
僅微幅下降，即視其所收到之公開資訊為外來雜訊(external noise)。據此，亦
可推論出前期營收持續為好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應大於相對應之前期營收持
續為壞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即投資者對私有資訊持續過度反應所導致之價
格動能。另外，不同於前面之文獻，本研究在建立假說的過程中，透過各種
行為偏誤對前後期營收宣告互動關係之影響，推導出在不同前後期月營收情
境下，股價反應營收訊息之變動方向與水準，而其可清楚觀察台灣投資人如
何解讀前後期之月營收資訊，此為本研究重要之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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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別依賴前 2 個月或 3 個月以及前 6 個月的標準化未預期營收之
趨勢序列，形成代表性偏誤。結果顯示前期營收持續為好消息組合的平均報
酬存在顯著小於前期營收持續為壞消息組合之檢定結果，此證據支持投資人
存在代表性偏誤，促使投資人對前期未預期營收過度反應，隨後導致價格修
正反轉。此亦顯示投資者可依據過去持續的好消息或壞消息，來交易股票以
獲取顯著大於零之平均異常報酬，此違反半強式效率市場。此外，本研究發
現營收績效趨勢序列愈長，愈容易促使投資人產生代表性偏誤。這些都是前
述文獻沒有獲取之結果，此亦顯示本研究首次使用台灣特有的月營收宣告訊
息，以及使用完全不同於過去文獻之實證技巧，檢定本文所推論之獨特可檢
定研究假說，其可獲得更多支持投資人存在認知偏誤之有力證據，而這是本
文主要之貢獻。
本研究共分七章，除第壹章緒論外；第貳章為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第
參章為研究方法；第肆章為樣本與資訊內涵；第伍章為實證結果；第陸章為
敏感度分析；以及第柒章為本文之結論。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一、代表性偏誤
Shefrin (2002) 認為行為財務學的內容可以分為捷思驅動偏誤(heuristicdriven bias)、框架相依偏誤(framing dependence)，以及無效率市場(inefficient
markets)三大主題。所謂捷思驅動偏誤，是指人在進行思考、評估、判斷時，
多半會利用一些捷徑來進行，以縮短時間、提高決策效率。根據 Shefrin
(2002) 的看法，捷思驅動偏誤的產生是因為有限理性使人無法按最佳方法來
評估所有選擇方案，而傾向於利用一些經驗法則進行評估所造成。捷思驅動
偏誤中包括 Kahneman & Tversky (1972) 所提出之「代表性捷思」，其文中
說明若一個人使用代表性捷思評估不確定事件或樣本的主觀機率時，其是依
據事件或樣本與其母體基本特性的類似程度；以及事件或樣本所產生之顯著
特徵程度決定之，亦即人們常常傾向於以可能結果的代表性作為判斷的第一
直覺。如果事件 A 看來比事件 B 更具有代表性，人們便直覺地判斷事件 A
比事件 B 更有可能是最後的結果。也就是說，事件主觀機率排定的次序往往
根據代表性的程度，使得那些影響可靠度但不影響代表性的因素(如先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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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很容易被忽略，因而產生系統性的預測誤差，這就是代表性偏誤4。
在股票市場，代表性偏誤可能會促使投資人過度反應，Shleifer (2000, p.
128-129) 提出重要之實例：「當一家公司過去幾年盈餘持續成長，再加上熱
烈報導其突出的產品與經營能力。此時投資人可能認為這樣的歷史紀錄是一
個盈餘具成長潛力公司的典型代表，儘管持續高成長型態只不過是隨機抽樣
的少數幸運公司，但是投資者誤視為『亂中有序』，並推論這樣的公司是屬
於一個盈餘持續成長公司之獨特小母體。而使用代表性捷思的投資者無視高
盈餘成長的紀錄不太可能重演的事實，高估公司的價值，以致未來盈餘成長
未能實現而感到失望，這當然就是所謂的過度反應。」此例隱喻代表性偏誤
造成投資者將過去績效表現持續一致的公司歸成一類，並對其未來的績效形
成偏誤之預期。也就是代表性偏誤促使投資人過度延伸過去的績效，因此造
成股價高估或低估，隨後導致價格反轉。
代表性偏誤除了可能會促使投資人錯誤延伸現行趨勢之外，投資人面對
一連串的營收好消息(或壞消息)，亦可能誤認次期將反轉為壞消息(或好消
息)。例如以擲銅板的例子說明代表性偏誤，當人們面對連續多次出現正(反)
面時，多半會認為下一次應該會出現反(正)面。事實上，銅板每次出現正(反)
面的機率都是 50%。此類型代表性偏誤又稱為賭徒謬誤(gambler’s fallacy)，
其誤以為小樣本適用於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Tversky & Kahneman
(1971) 稱之為小數法則(law of small number)。Rabin (2002) 依據小數法則產
生證券報酬的延續與反轉，如前面擲銅板的例子，當面對連續多次正面的結
果時，若您選擇下一次會出現反面，則您是小數法則，即賭徒謬誤的信徒；
反之，您可能認為這是一個有偏誤的銅板，則選擇下一次仍是出現正面，而
此兩者均可視為代表性截思。亦有研究主張，在經歷持續一致之財務績效
後，投資專家與散戶之代表性偏誤的方向剛好相反。投資專家易犯賭徒的謬
誤，認為績效將於次期反轉，此顯示投資專家僵化於「均數復歸(meanreverting)」，而忽略最新宣告訊息；反之，散戶傾向認為績效將持續至次
期，這兩者都受限於既存之刻板印象 (De Bondt, 1998; Shefrin, 2002, p. 1718)。

4

該段文字部分節錄於郭敏華 (2008) 所著「行為財務學」一書之第 48 頁與第 156
頁之內容，有關代表性偏誤之定義與描述可見該書之第七章有詳細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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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訊息宣告的反應不足與過度反應，Barberis et al. (1998) 曾以式(1)定
義反應不足，其假設在每一期，投資人聽聞某特定公司的消息。令第 t 期所
聽聞的消息為 zt，這消息可能為好消息或壞消息，分別為 zt=G 或 zt=B。此式
定義反應不足為宣告好消息的公司其於次期的股票平均報酬大於壞消息的公
司：
E(rt+1 | zt=G) > E(rt+1 | zt=B)

(1)

即表示股票對訊息宣告反應不足，導致股價於次期逐步調整。因此，可依據
已宣告的消息，來交易股票以獲取潛在的利潤，此違反半強式效率市場。
Barberis et al. (1998) 亦以式(2)定義過度反應，其為一連串好消息公司之
次期股票平均報酬小於一連串壞消息公司：
E(rt+1 | zt=G, zt−1=G, …, zt−j=G) < E(rt+1 | zt=B, zt−1=B, …, zt−j=B)

(2)

上式中 j 必須大於等於 1，此式意謂著當投資人面對一連串的好消息(或壞消
息)後，會對未來的消息過度樂觀(或悲觀)，認為仍將持續為好消息(或壞消
息)，過度反應致使股價高估(或低估)，隨後的消息很可能與其矛盾，導致較
低(或較高)的報酬。同樣，投資者可利用過去一連串的好消息或壞消息，來
交易股票以獲取較高的報酬。
另外，Daniel et al. (1998) 模式借助過度自信與自我歸因兩種不同的行為
偏誤，來解釋過度反應和反應不足。過度自信的投資者高估自己的能力，以
致過度強調私有資訊的精確度。當公開資訊與其私有資訊一致時，自我歸因
會更加強化投資人過度自信之程度，導致其對私有資訊持續過度反應；反
之，當公開資訊與其私有資訊不一致時，則自我歸因偏誤導致其對公開資訊
反應不足，僅對私有資訊之看法做些微之調整。如此隱喻公開資訊平均而言
可增加自信，加強過度反應，此持續的過度反應造成報酬延續，但隨著不斷
之公開資訊的到來，價格會逐漸回歸基本面。Chan et al. (2004) 推論若公開
資訊序列與私有資訊之間隱含著正向關係，則 Daniel et al. (1998) 預測投資
人在面對一序列好消息後，會過度推論股價形成向上趨勢，這最終導致股價
高估，以致後續價格反轉，此項預測與代表性偏誤的預測一致。同樣，即使
公開資訊序列與私有資訊之間無關聯性，Chan et al. (2004, p. 11-12) 主張以
自我歸因偏誤為基礎之預測仍會與代表性偏誤為基礎之預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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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說
依據上述的說明，表 1A 彙整投資人存在代表性偏誤，促使錯誤延伸現
行趨勢，即傾向公司處在「趨勢」的狀態，則其前後期營收宣告之間的互動
關係，該表列示出不同情境下股價反應資訊之變動方向與水準。若出現一連
串的營收壞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壞消息(Bt-1)時，投資人預期次
期(第 t 期)仍持續為壞消息(E(Bt))。如果次期實際為好消息(Gt)，則該訊息明
顯比投資人預期為佳，所以會對股價產生較大正面的效果，即出現較佳之正
報酬。本研究設定兩個正號( ++ )之符號，代表股價對營收宣告有相對較大的
正面反應。如果次期營收宣告為未提供額外訊息之無消息(Nt)狀態，則因為
營收變動稍微比投資人預期為佳，所以會對股價產生相對較小的正向效果，
故其符號設定為( + )；以及如果次期營收宣告實際為壞消息(Bt)，股價因該訊
息如投資人預期，所以不會產生任何的反應，本研究設定符號為( 0 )。
同理，若出現一連串的營收好消息後，當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好消息
(Gt-1)時，投資人會預期次期(第 t 期)仍持續為好消息(E(Gt))。如果第 t 期營收
宣告實際為好消息(Gt)，該訊息如投資人預期，所以不會產生任何的反應，
設定符號為( 0 )。如果次期營收宣告為無消息(Nt)，則因為營收變動稍微不如
投資人預期，所以會對股價產生相對較小的負向效果，故其符號設定為( - )；
以及如果第 t 期營收宣告實際為壞消息(Bt)，則股價因為營收變動顯著不如投
資人預期，因此產生較大負面的效果，符號設定為( -- )。
綜合前面之推論，本研究進一步將表 1A 各種情境之股價預期變動方
向，依據各種前後期月營收宣告訊息之組合，分別彙整其期望報酬符號與水
準之高低。由表 1B 得知代表性偏誤促使投資人錯誤延伸現行趨勢，前後期
(第 t – 1、第 t 期)營收宣告同為好消息或壞消息之相同組合(B, B)與(G,
G)，其第 t 期平均報酬會相當接近零(符號為( 0 ))；反之，前後期營收宣告
狀態相異之組合(B, N)與(B, G)和(G, N)與(G, B)，其存在顯著異於零之平
均報酬。進一步在控制當期(第 t 期)營收宣告下，比較前期好消息與壞消息
組合其平均報酬之差異性，得知無論當期營收宣告消息之好壞，前期為好消
息組合(Gt-1)的平均報酬皆應顯著小於前期為壞消息組合(Bt-1)的平均報酬。
同時，表中右下角方框列示 3 個前期好消息組合[(G, B)、(G, N)、(G, G)]之
平均報酬減去 3 個前期壞消息組合[(B, B)、(B, N)、(B, G)]之平均報酬，其
所得之平均報酬差異值除以 3，可預期該平均差異報酬亦應統計顯著小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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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此可推論假說：投資人存在代表性偏誤，誤認近期營收趨勢將持續至次

期，則前期營收持續為好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應小於前期營收持續為壞消息
組合的平均報酬，即產生修正前期營收訊息過度反應之價格反轉現象。類似
過度反應定義式(2)，上述的假說可定義為 E(rt | Gt-1) < E(rt | Bt-1)，其中 Gt-1 為
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好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好消息之組合；以及
Bt-1 為於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壞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壞消息之組
合，其定義將於後詳述之。
反之，表 1C 彙整投資人存在賭徒謬誤，誤認為營收績效將於次期反
轉，即類似公司處在「均數復歸」狀態，其前後期營收宣告之間的互動關
係。當出現一連串的營收壞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壞消息(Bt-1)
時，投資人將預期次期反轉為好消息(E(Gt))。如果次期實際為壞消息(Bt)，則
該訊息明顯比投資人預期為差，所以會對股價產生較大負面的效果，符號設
定為( -- )。如果次期營收宣告為未提供額外訊息之無消息(Nt)狀態，則因為營
收變動稍微不如投資人預期，所以會對股價產生相對較小的負向效果，故其
符號設定為( - )；以及如果次期營收宣告實際為好消息(Gt)，股價因該訊息如
投資人預期，所以不會產生任何的反應，符號設定為( 0 )。
同理，若出現一連串的營收好消息後，當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好消息
(Gt-1)時，投資人會預期次期反轉為壞消息(E(Bt))。如果第 t 期營收宣告實際
為壞消息(Bt)，該訊息如投資人預期，所以不會產生任何的反應，設定符號為
( 0 )。如果次期營收宣告為無消息(Nt)，則因為營收變動稍微比投資人預期為
佳，所以會對股價產生相對較小的正向效果，故其符號設定為( + )；以及如
果第 t 期營收宣告實際為好消息(Gt)，則股價因為營收變動顯著優於投資人預
期，因此產生較大正面效果，符號設定為( ++ )。

5

(B, B)、(B, N)、(B, G)、(G, B)、(G, N)、(G, G)等組合，其第 1 個英文字母代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訊息之好壞；以及第 2 個英文字母代表第 t 期營收宣告之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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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描述前後期營收宣告交互作用之行為模式
A. 在不同情境下股價反應宣告訊息之變動方向與程度：代表性偏誤促使錯誤
延伸現行趨勢(預期績效持續於次期)
第 t - 1 期實際
第 t 期預期
第 t 期實際
壞消息 (Bt)
壞消息 Bt-1
壞消息 E(Bt)
無消息 (Nt)
好消息 (Gt)
壞消息 (Bt)
好消息 Gt-1
好消息 E(Gt)
無消息 (Nt)
好消息 (Gt)

第 t 期股價預期變動方向
(0)
(+)
( ++ )
( -- )
(-)
(0)

B. 各組合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低：代表性偏誤促使錯誤延伸現行趨勢
Gt - Bt
Nt
Gt
Bt
Bt-1
(B, B) ( 0 )
(B, N) ( + )
(B, G) ( ++ )
( ++ )
Gt-1
(G, B) ( -- )
(G, N) ( - )
(G, G) ( 0 )
( ++ )
Gt-1 – Bt-1
( -- )
( -- )
( -- )
( -- )
C. 在不同情境下股價反應宣告訊息之變動方向與程度：賭徒謬誤之代表性偏
誤(預期績效於次期反轉)
第 t - 1 期實際
第 t 期預期
壞消息 Bt-1

好消息 E(Gt)

好消息 Gt-1

壞消息 E(Bt)

第 t 期實際
壞消息 (Bt)
無消息 (Nt)
好消息 (Gt)
壞消息 (Bt)
無消息 (Nt)
好消息 (Gt)

第 t 期股價預期變動方向
( -- )
(-)
(0)
(0)
(+)
( ++ )

D. 各組合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低：賭徒謬誤之代表性偏誤
Nt
Gt
Bt
Bt-1
(B, B) ( -- )
(B, N) ( - )
(B, G) ( 0 )
Gt-1
(G, B) ( 0 )
(G, N) ( + )
(G, G) ( ++ )
Gt-1 – Bt-1
( ++ )
( ++ )
( ++ )

Gt - Bt
( ++ )
( ++ )
( ++ )

E. 各組合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低：效率市場
Nt
Gt
Bt
Bt-1
(B, B) ( - )
(B, N) ( 0 )
(B, G) ( + )
Gt-1
(G, B) ( - )
(G, N) ( 0 )
(G, G) ( + )
Gt-1 – Bt-1
(0)
(0)
(0)

Gt - Bt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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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各組合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低：Daniel et al. (1998)之過度反應理論
Bt-1
Gt-1
Gt-1 – Bt-1

Bt
(B, B) ( - )
(G, B) ( 0 )
(+)

Nt
(B, N) ( 0 )
(G, N) ( 0 )
(0)

Gt
(B, G) ( 0 )
(G, G) ( + )
(+)

Gt - Bt
(+)
(+)
(+)

註：表中 A 與 C 部分推論投資人存在代表性偏誤，其股價受前後期營收宣告交互作
用影響後之變動方向與程度。符號( + )或( - )分別代表股價產生負向或正向效
果，兩個負號( -- )或正號( ++ )分別代表股價產生相對較大之負向或正向效果，
( 0 )代表股價沒有產生任何效果。B 與 D 部分是分別將 A 與 C 部分各種情境之
股價預期變動方向，彙整出各種組合的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低。E 部分彙
整在效率市場下，各種組合的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低。F 部分是依據 Daniel
et al. (1998) 對私有資訊持續過度反應所導致之價格動能，彙整其各種組合的期
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低。B、D、E 與 F 部分之右下角方框為其左邊三個(Gt-1 –
Bt-1)之平均值的預期符號與水準。表中 Gt-1 為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好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好消息之組合；以及 Bt-1 為於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壞消息後，
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壞消息之組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D 彙整各種前後期月營收宣告訊息組合之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
低。由表中得知賭徒謬誤促使投資人誤判趨勢將反轉，除了前後期營收宣告
不同為好消息或壞消息之相異組合(B, G)與(G, B)的平均報酬相當接近零(符號
為( 0 ))外，其餘組合皆存在顯著異於零之平均報酬。進一步，在控制當期(第
t 期)營收宣告下，比較前期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其平均報酬之差異性，得知
無論當期營收宣告消息為何，前期為好消息組合(Gt-1)的平均報酬皆應顯著大
於前期為壞消息組合(Bt-1)的平均報酬，同時，表中右下角方框的平均差異報
酬亦應統計顯著大於零。由此可推論假說：投資人存在賭徒謬誤之代表性偏
誤，誤認近期營收趨勢將於次期反轉，則前期營收持續為好消息組合的平均
報酬應大於前期營收持續為壞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即出現調整前期營收訊
息反應不足之價格延續現象。這類似反應不足定義式(1)，上述的假說可定義
為 E(rt | Gt-1) > E(rt | Bt-1)。
若市場是有效率的，則股價能完全充分反應營收宣告訊息，即股價對前
後期營收宣告之反應效果應互為獨立，該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低列示於
表 1E。即股價只對當期營收好消息(Gt)產生正面的反應，符號設定為( + )，
只對當期營收壞消息(Bt)產生負面的反應，符號設定為( - )，以及對當期營收
為無消息(Nt)時，不會產生任何的股價反應，符號設定為( 0 )。故在控制當期
(第 t 期)營收宣告下，無論前期為好消息(Gt-1)或壞消息(Bt-1)組合，其平均報

～74～

中山管理評論

酬都應相等，即可定義為 E(rt | Gt-1) = E(rt | Bt-1)。
另外，Daniel et al. (1998, p. 1842) 行為模式主張若投資者依據私有資訊
進行交易，當隨後之公開資訊印證該交易，即買進後收到好消息或賣出後收
到壞消息時，會增強其自信；反之，在投資者收到矛盾之公開資訊時，其自
信僅微幅下降，即視其所收到之公開資訊為外來雜訊。因此，公開資訊平均
而言能證實私有資訊的有效性，即公開資訊會觸發對前期私有資訊產生更進
一步的過度反應，如此持續過度反應導致價格動能。基於此，本研究可推論
當投資者收到一連串的好消息(或壞消息)後，且前後期營收宣告同為好消息
(G, G)(或壞消息(B, B))時，即投資者再次收到印證前期私有資訊的公開訊
息，則對其私有資訊持續過度反應，進而過度買進(或賣出)，使股價產生正
面的反應(或負面的反應)，其符號分別設定為( + )(或 - )6。反之，前後期營收
宣告訊息相異(B, N)、(B, G)、(G, N)、(G, B)時，自我歸因造成投資者視其所
收到之不一致公開訊息為外來雜訊，因此只些微影響股價，其符號設定為
( 0 )。表 1F 彙整各種前後期月營收宣告訊息組合之期望報酬符號與水準之高
低，得知在當期營收宣告為好消息(Gt)或壞消息(Bt)時，前期為好消息組合(Gt1)的平均報酬皆顯著大於前期為壞消息組合(Bt-1)的平均報酬，同時，表中右

下角方框的平均差異報酬亦應統計顯著大於零，即可推論假說為 E(rt | Gt-1) >
E(rt | Bt-1)，此代表投資者對私有資訊持續過度反應所產生之價格動能。

參、研究方法
一、事件研究法
本研究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股票價格對月營收宣告之反應。本研究以
月營收公告日為事件日(t = 0)，關於台灣上市(櫃)公司月營收公告日，目前並
沒有資料庫完整詳細記載，本研究透過「台灣經濟新報(TEJ)」金融大事紀資
料庫，檢索與營收公告相關之新聞。該資料庫整理工商時報、經濟日報、電
子時報、財訊快報及精業嘉實等主要報刊及網站，其有關台灣證券金融市
場，以及上市(櫃)公司的各項消息報導。經檢索首次月營收報導日，計取得
6

根據以往國內外文獻與本文進一步證實，營收宣告對於股價具有顯著的資訊內涵，
即股價對營收好消息產生正面的反應，以及股價對營收壞消息產生負面的反應。由
此，或可推論前期私有資訊與前期公開資訊所傳遞之訊息是為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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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429%之樣本的營收公告日，在這些可查詢之營收公告日中，有 93.3424%
之樣本是於證券交易法規定之截止日每月 10 日或之前公告營收。因此本文將
其餘沒有檢索到之樣本設定每月 10 日為事件日，若法定公告日恰逢股市休
市，則以休市前最後一個交易日為事件日，即假設公司選擇提前公告營收7。
為捕捉可能之股價提前反應或提前營收公告；以及為完整追蹤股價調整
過程與避免事件窗期重疊，本研究設定事件窗期為宣告日前 5 個交易日至事
件日後 10 個交易日止(t = -5 ~ 10)。較長之事件窗期較能掌握事件對股價的影
響，並且本研究將在此窗期範圍內，依據研究結果，設定各種較短期之事件
窗期，以適當衡量股價對月營收宣告之反應效果。本研究採用事件窗期累積
異常報酬(以代號 CAR 表示)來衡量股價對月營收宣告之反應效果，第 i 個股
票在第 t 期月營收宣告事件窗期內，從 a 至 b 日之累積異常報酬 CARi,t(a, b)
的計算方法如下式：

ARi , s = ri , s − E (ri , s )

(3)

b

CARi ,t (a, b) =  ARi , s

(4)

s =a

其中 ARi,s 是第 i 個股票在第 s 日之異常報酬(以代號 AR 表示)；ri,s 是第 i 個股
票在第 s 日之報酬；以及 E(ri,s)是第 i 個股票在第 s 日之基準報酬(benchmark
return)。
至於基準報酬，本文參考顧廣平 (2011)、Barber & Lyon (1997)、Ertimur
et al. (2003)、Jegadeesh & Livnat (2006) 與 Kama (2009) 等相關文獻之方法，
採用基準組合(reference portfolio)方式，以選擇規模與淨值市價比兩特性相近
之組合的同期報酬當作基準，其特性基準組合形成方式，是將所有上市(櫃)
普通股股票，於每月底，分別依據公司規模或淨值市價比的高低均分成 3 個
組合，而 3 個規模組合與 3 個淨值市價比組合取其交集，共計形成 9(3×3)個
規模/淨值市價比組合；接著，計算出每個組合次一個月的每日等權報酬。樣
本股票則以其所屬之規模/淨值市價比組合同期報酬作為基準報酬。至於，公
司規模的定義為月底之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乘以該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之收盤
7

在研究期間，由於有些年度之農曆春節連續假期位於二月初，依規定該月公告申報
1 月份營收的期限，配合農曆春節假期，順勢延後至假期結束。本研究設定
1997、2000 年 2 月公告日為 15 日；2002 年 2 月公告日為 18 日；2003、2005、
2008 年 2 月公告日為 14 日；以及 2011 年 2 月公告日為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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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淨值市價比的計算方式是以最近季報公告之普通股股東權益除以月底之
普通股市場價值8。

二、標準化未預期營收
本研究參考 Jegadeesh & Livnat (2006)、Kama (2009) 和顧廣平 (2010，
2011) 等相關研究，使用標準化未預期營收衡量營收宣告訊息之良窳，並藉
以區別好消息與壞消息。在估計預期月營收方面，本研究參考顧廣平 (2010)
之研究方法，其修改 Foster (1977) 和 Foster et al. (1984) 所提出之預測季盈
餘(或季營收)之時間序列模式，使其適用於月營收，其用於估計預期營收之
有漂移項的季節性隨機漫步模式(seasonal random walk with drift)如下：

E ( Si , t ) = μi , t + Si , t −12

(5)

其中 Si,t 與 Si,t-12 分別為第 i 個股票，第 t 個月與第 t - 12 個月之營收；E(Si,t)
為第 i 個股票，第 t 個月之預期營收， μi,t 為漂移項。
利用上述模式，得到預期營收之估計值，然後計算出第 i 個股票，第 t
個月之標準化未預期營收(SUSi,t)，其公式如下：

SUSi ,t =

Si ,t − Si ,t −12 − μi ,t

(6)

σ i ,t

其中 μ i,t 與 σ i,t 分別是第 i 個股票，前 24 個月營收變動值(Si,t – Si,t-12)之平均
數與標準差。
本研究以上述標準化未預期營收(以代號 SUS 表示)區別出月營收宣告是
為好消息或是為壞消息，其方法類似 Bernard & Thomas (1990) 與 Jegadeesh
& Livnat (2006) 的研究，在每月依個別股票 SUS 之高低均分成高、中、低 3
個組合，其中屬於 SUS 最高組合之股票其月營收宣告為好消息(G)，屬於
SUS 中間組合之股票其月營收宣告為無消息(N)，以及屬於 SUS 最低組合之
股票其月營收宣告為壞消息(B)。前述區分是否適當，本研究將於後續探討
之。
8

本研究亦分別採用另外兩種不同的特性基準：第一種是規模基準，將所有上市(櫃)
普通股股票，於每月底，依據個股規模大小均分成 10 個組合；以及第二種是產業
基準，本研究依據「台灣經濟新報(TEJ)」之台灣上市(櫃)股票產業分類代碼，共計
建立 23 個產業組合。使用該兩種基準所產生之結果非常貼近本文所列示之結果，
且不影響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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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收績效之趨勢指標
由前面敘述得知，投資人看到一連串好消息(或壞消息)時，他們會誤認
為最近宣告之績效，將持續至次期或於次期反轉，這是代表性偏誤。此意謂
可利用過去營收績效之趨勢與一致性，檢定投資人是否存在代表性偏誤。本
研究參考 Swaminathan & Lee (2000)、Brav & Heaton (2002) 與 Chan et al.
(2004) 類似方法，使用個別股票前 M 個月的 SUS 之平均值衡量一序列 SUS
之趨勢，其公式如下：

SUSi ,t −1 ( M ) =

1
M

M

 SUS
m =1

(7)

i ,t − m

上述趨勢指標隱含投資者使用最近已知 M 個月之營收績效平均值，決定
次月 SUS 所處之績效狀態。可預期該指標愈高(或愈低)，則持續好消息(或壞
消息)之趨勢愈趨於一致。然後，在每月依個別股票趨勢指標之高低均分成
高、中、低 3 個組合，其中屬於最高組合之股票為前 M 個月營收持續為好消
息之股票，屬於最低組合之股票為前 M 個月營收持續為壞消息之股票；以及
屬於中間組合之股票為前 M 個月營收績效不持續之公司。進一步，配合第
t – 1 期營收宣告訊息之好壞，當屬於持續好消息且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好
消息之股票，其歸類於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好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
為好消息之組合(即表 1 中 Gt-1)；以及當屬於持續壞消息且第 t - 1 期營收宣告
仍為壞消息之股票，其歸類於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壞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
宣告仍為壞消息之組合(即表 1 中 Bt-1)。至於，其餘不屬於上述兩類之股票，
則歸屬於 Nt-1 組合，這些股票未於表 1 中討論之，其多為營收績效趨勢狀態
不明顯之股票，此類股票較不容易促使投資人形成代表性偏誤。最後，本研
究依據上述前期月營收宣告訊息之好壞分類與當期月營收宣告訊息之良窳，
取其交集形成(B, B)、(B, N)、(B, G)、(N, B)、(N, N)、(N, G)、(G, B)、(G,
N)、(G, G)等 9 個二維組合。
由於現存的行為模式，並沒有明確說明投資人形成代表性偏誤所需要的
序列長短，但其預期一致性趨勢序列愈長，愈容易促使代表性偏誤。又人們
總是預期隨機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序列事件能代表該過程的基本特性，即使是
相當短期之序列 (Tversky & Kahneman, 1974)。因此，本研究擬分別討論M=2
或3個月之兩個較短序列之趨勢指標；以及M=6個月之較長序列之趨勢指

～78～

中山管理評論

標 9。

四、迴歸模式
為了進一步檢測SUS與CAR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估計下列橫斷面迴歸模
式(cross-section regression model)：

CARi,t ( a,b ) = α t + β t × SUS i,t + εi,t

t = 1, 2 , , T

(8)

其中 CARi,t(a, b)是第 i 股票在第 t 期月營收宣告事件窗期內，從 a 至 b 日之
CAR；SUSi,t 是第 i 個股票在第 t 月之 SUS；T 是樣本月數；迴歸係數 β 是營
收反應係數(sales response coefficient)，依據文獻可預期該係數為正值。
依眾多文獻得知 SUS 與 CAR 之間存在顯著正向關係，故可預期前述各
組合之平均 CAR 高低，仍主要是由宣告當時之標準化未預期營收(SUSt)高低
所決定(可見表 2 與表 3)。為了控制因 SUSt 不同而引起的差異，俾便看出所
欲探討之投資人認知偏誤對營收宣告效果的真正影響，本研究使用下列橫斷
面迴歸模式：

CARi,t (a,b ) = γ t × SUSi,t + α BB,t × BBi,t + α BN,t × BN i,t + α BG,t × BGi,t
+ α NB,t × NBi,t + α NN,t × NN i,t + α NG,t × NGi,t
+ α GB,t ×GBi,t + αGN,t × GN i,t + αGG,t × GGi,t + εi,t

(9)

t = 1, 2,, T
式中 BBi,t、BNi,t, BGi,t, NBi,t、NNi,t、NGi,t、GBi,t、GNi,t、GGi,t 為 9 個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這 9 變數的第 1 個英文字母代表第 i 個股票在第 t - 1 期營
收宣告訊息之良窳，其中 B 代表壞消息、N 代表無消息、G 代表好消息；以
及第 2 個英文字母代表第 i 個股票在第 t 期營收宣告訊息之好壞。以 BGi,t 為
例，當第 i 個股票分別在第 t - 1 期與第 t 期之宣告為壞消息(即表 1 之 Bt-1)與
好消息(Gt)時，設定為 1，否則設定為 0。這些虛擬變數之迴歸係數估計值可
代表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之平均報酬，即相當於實際 CAR 扣除可以被當期
SUSt 解釋之 CAR。另注意上述迴歸式(9)並無截距項，因此這些虛擬變數之係
數估計值，亦為無法經 SUSt 解釋之 CAR。又式中 CARi,t(a, b)、SUSi,t 的定義
9

本研究亦嘗試使用更長期之 M=9 或 12 個月趨勢指標進行實證，其所得之結果與
M=6 個月趨勢指標所得之結果相當近似，且不影響本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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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方程式(8)，且預期迴歸係數 γ 仍為正值。
本研究使用 Fama & MacBeth (1973) 方法估計上述兩個迴歸模式，該方
法是於每月進行一次橫斷面迴歸。依研究期間 1996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共估計出 192 個月迴歸方程式，此迴歸係數時間序列之平均值即是迴歸參數
估計值，本文並以此迴歸係數時間序列進行檢定10。

肆、樣本與資訊內涵
一、樣本選取
本研究針對 1996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間，於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或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之普通股股票為研究對象，該段研究期間歷經
多次股市多頭與空頭，其應具代表性，依研究期間，共計有 192 個月營收宣
告。本研究所使用之相關資料均取自於「台灣經濟新報(TEJ)」資料庫。
本研究參與研究之樣本股票必需包括當月及前六個月之 SUS(即 SUSt ~
SUSt-6)。另外，在研究過程中，需要計算樣本股票之規模、淨值市價比與
CAR 等變數，故納入樣本之股票必須包括前一個月底之普通股流通在外股
數、收盤價、最近季報公告之普通股股東權益；以及月營收宣告日前 5 個交
易日至事件日後 10 個交易日之股票報酬。原規定航運業每月營收公告日得延
至月底前；金融業得延至每月十五日前；金融業設有外國分行者，得延至每
月底前，但於 2003 年初取消得延後公告之規定。為避免困擾，本研究刪除
2003 年 1 月以前，無法取得真實營收公告日之航運業與金融業樣本11。
根據上述選樣標準，本研究所使用之營收宣告樣本，計有 1,576 家公司
之 159,913 筆之月營收公告，每月營收公告之公司數亦逐月增加，從 1996 年
1 月的 270 家至 2011 年 12 月的 1,217 家，其中以 1996 年 2 月之 261 家最少
，以及 2011 年 6 月之 1,254 家最多，平均每月約 833 家。
10

11

本研究依匿名審查委員寶貴意見，於方程式(8)和(9)之假設檢定時，即於表 4 與表
7 中，曾另外使用 Newey & West (1987) 的方法調整標準誤可能存在之異質變異與
自我相關，其調整後之 t 值雖呈現些微變動，但並沒有改變其檢定結論，限於篇
幅，該調整後結果沒有列示於本文之中。
延後公告的規定詳見1994年10月21日修正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市觀
測站資訊系統作業辦法。取消延期公告的規定詳見2002年8月6日財政部證券暨期
貨管理委員會發文之台財證六字第091000419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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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收宣告之資訊內涵
為瞭解營收宣告之資訊內涵，本研究分別計算出月營收宣告為壞消息(B)
、無消息(N)與好消息(G)組合，其於宣告日前 5 個交易日至事件日後 10 個交
易日(t = -5 ~ 10)之平均 AR 與平均 CAR。由表 2 得知營收宣告，其壞消息(B)
組合之平均 AR 報酬，除了少數交易日(t = 7 與 9 日)不具統計顯著性外，其餘
交易日均呈現顯著異於零之負值，特別是在 t = 1 日存在最小之平均 AR，以
及在 t = 2 日存在次小之平均 AR。此結果亦使得從 t = -5 日開始累計之平均
CAR，隨著累計交易日的增加而逐日下降，且其每個交易日之平均 CAR 均顯
著小於零。反之，當營收宣告為好消息(G)時，其絕大多數之平均 AR 是呈現
顯著異於零之正值，且在 t = 1 日存在最大之平均 AR，以及於宣告日(t = 0)存
在次大之平均 AR，此結果同樣使得平均 CAR 隨著累計交易日的增加而逐日
增加，且其每個交易日之平均 CAR 均顯著大於零。至於，當營收宣告處於未
提供額外資訊之無消息(N)狀態時，其只有少數交易日之平均 AR 是呈現顯著
異於零之負值，但此也造成存在統計顯著小於零之平均 CAR。不過，若與好
消息或壞消息組合比較，可發現無消息組合之平均 AR 與平均 CAR 均相對較
接近零。
表 2 亦列示出好消息(G)與壞消息(B)組合之平均 AR 與 CAR 差異值(G – B)
及其差異性檢定結果。由結果得知好消息組合之平均 AR 均大於壞消息組合
之平均 AR，且絕大多數之差異平均值統計顯著異於零，其中在 t = 1 日之平
均 AR 差異值最大，宣告日(t = 0 日)次之，以及在 t = 2 日之平均差異值略小
於 t = 0 日。如此結果亦促使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之平均 CAR 的差異值皆為
正值，且都在 1%顯著水準下，顯著異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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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月營收宣告事件窗期之平均異常報酬(%)與平均累積異常報酬(%)
B
N
G
G–B
AR
CAR
AR
CAR
AR
CAR
AR
CAR
-0.0460
-0.0460
0.0028 0.0028
0.0465 0.0465
0.0925 0.0925
(-2.99)* (-2.99)*
(0.23)
(0.23)
(3.40)* (3.40)*
(3.85)* (3.85)*
-4 -0.0493
-0.0952
-0.0302 -0.0275
0.0559 0.1025
0.1052 0.1977
(-2.91)* (-3.54)*
(-2.38)# (-1.41)
(3.72)* (4.68)*
(4.13)* (4.88)*
-3 -0.0632
-0.1584
-0.0121 -0.0396
0.0719 0.1744
0.1351 0.3328
(-4.42)* (-4.82)*
(-0.85) (-1.59)
(5.77)* (6.21)*
(6.39)* (6.66)*
-2 -0.0541
-0.2125
0.0030 -0.0366
0.0595 0.2339
0.1136 0.4464
(-3.69)* (-5.49)*
(0.23)
(-1.29)
(4.39)* (7.03)*
(5.29)* (7.73)*
-1 -0.0659
-0.2785
-0.0403 -0.0769
0.0862 0.3201
0.1521 0.5985
(-4.58)* (-6.57)*
(-3.30)* (-2.36)#
(6.65)* (9.08)*
(7.13)* (9.84)*
0 -0.1307
-0.4092
0.0041 -0.0727
0.1871 0.5072
0.3178 0.9164
(-8.41)* (-8.36)*
(0.34) (-2.10)# (12.88)* (12.30)* (13.78)* (13.22)*
1 -0.2617
-0.6709
-0.0343 -0.1070
0.3160 0.8232
0.5778 1.4941
(-13.86)* (-11.81)* (-2.76)* (-2.86)* (16.27)* (16.72)* (17.77)* (18.02)*
2 -0.1327
-0.8037
-0.0082 -0.1152
0.1184
0.9416
0.2512 1.7453
(-8.68)* (-12.82)*
(-0.75) (-2.86)*
(8.73)* (17.40)* (10.84)* (19.00)*
3 -0.0823
-0.8860
-0.0126 -0.1278
0.0723 1.0140
0.1547 1.9000
(-5.89)* (-13.01)*
(-1.08) (-3.19)*
(5.35)* (17.72)*
(7.58)* (19.14)*
4 -0.0557
-0.9417
-0.0051 -0.1329
0.0825 1.0965
0.1382 2.0382
(-3.69)* (-12.85)*
(-0.42) (-3.07)*
(6.02)* (18.24)*
(6.13)* (19.24)*
5 -0.0327
-0.9743
-0.0107 -0.1436
0.0515 1.1480
0.0841 2.1223
(-2.36)# (-12.65)*
(-0.82) (-3.12)*
(3.80)* (18.10)*
(4.04)* (19.05)*
6 -0.0494
-1.0237
-0.0140 -0.1576
0.0466 1.1946
0.0959 2.2183
(-3.28)* (-12.64)*
(-1.20) (-3.24)*
(3.13)* (17.66)*
(3.99)* (18.69)*
7 -0.0208
-1.0445
-0.0231 -0.1807
0.0052 1.1998
0.0261 2.2443
(-1.48) (-12.66)* (-1.94)+ (-3.53)*
(0.43) (17.19)*
(1.32) (18.31)*
8 -0.0500
-1.0946
0.0107 -0.1701
0.0265 1.2263
0.0765 2.3208
(-3.54)* (-12.82)*
(0.83) (-3.27)*
(2.09)# (17.10)*
(3.51)* (18.34)*
9 0.0004
-1.0942
0.0025 -0.1676
0.0239 1.2502
0.0236 2.3444
(0.02)
(-12.61)*
(0.19) (-3.19)*
(1.88)+ (17.46)*
(1.11) (18.31)*
10 -0.0297
-1.1239
0.0086 -0.1590
0.0389 1.2891
0.0687 2.4131
(-2.12)# (-12.87)*
(0.65) (-2.95)*
(3.09)* (17.36)*
(3.25)* (18.78)*
註：本表在每月依個別股票之標準化未預期營收(SUS)之高低均分成高、中、低 3 個
組合，其中屬於最高 SUS 之股票其月營收宣告為好消息(G)，屬於中間 SUS 之股
票為無消息(N)，以及屬於最低 SUS 之股票為壞消息(B)。表中分別列示各組合宣
告日前 5 個交易日至事件日後 10 個交易日(t = -5 ~ 10)之平均異常報酬(AR)與平
均累積異常報酬(CAR)，以及列示出好消息(G)與壞消息(B)組合之平均 AR 與
CAR 差異值(G – B)；AR 與 CAR 計算方式詳見式(3)和式(4)；SUS 定義詳見式
(6)。括號內為 t 檢定統計值，其中*、#、+符號分別表示在 1%、5%、10%顯著
水準下，平均數顯著異於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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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平均異常報酬差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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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平均累積異常報酬差異值

圖1月營收宣告事件窗期之平均異常報酬(%)與平均累積異常報酬(%)趨勢圖
註：上圖在每月依個別股票之 SUS 之高低均分成 3 個組合，其中屬於最高 SUS 之
股票月營收宣告為好消息(G)，屬於中間 SUS 之股票為無消息(N)，以及屬於最
低 SUS 之股票為壞消息(B)。圖中分別繪出各組合宣告日前 5 個交易日至事件
日後 10 個交易日(t = -5 ~ 10)之平均異常報酬(A 圖)與平均累積異常報酬(B
圖)，以及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之平均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差異值(G – B, C
與 D 圖)之趨勢圖。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計算方式詳見式(3)和式(4)；SUS
定義詳見式(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述分析結果亦可由圖 1 平均 AR 與 CAR 趨勢圖觀察之，在平均 AR 趨
勢圖(圖 1A)中，可觀察到營收宣告好消息組合之平均異常報酬均大於壞消息
組合，且兩者在 t = -1 ~ 3 日間存在較明顯之差異。此亦造成好消息與壞消息
組合之平均 CAR 的差異值隨著累計交易日的增加而逐日擴大，且好消息(或
壞消息)組合於 t = -1 ~ 3 日間呈現相對較大幅度的上升(或下滑)(見圖 1B)。另
可由圖中發現股價對營收好消息之反應略大於營收壞消息，又得知無消息組
合之平均 AR 與 CAR 則是以相當貼近零之趨勢移動。再觀察圖 1C 好消息與
壞消息組合之平均 AR 差異值的趨勢圖，可發現在 t = 1 日存在最大之平均差
異值，在宣告日(t = 0)次之，以及在 t = 2 日存在第 3 大之平均差異值，曲線
於 t = -1 ~ 3 日間呈現倒 V 字型；以及觀察圖 1D 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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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差異值的趨勢圖，亦可發現於 t = -1 ~ 3 日間營收宣告之平均 CAR 差異
值呈現相對較大幅度的上升。
表3 月營收宣告其各種較短事件窗期之平均累積異常報酬(%)
G–B
平均數 最小值 Q1 中位數 Q3 最大值 <0
0 ~ 2 -0.525 -0.038 0.622
1.147 -0.966 0.611 1.078 1.688 3.616 12
(-14.8)* (-1.7)+ (18.2)* (19.9)*
-1 ~ 3 -0.674 -0.091 0.780
1.454 -0.609 0.672 1.264 1.847 4.613 9
(-14.4)* (-3.5)* (18.7)* (20.3)*
-5 ~ 5 -0.974 -0.144 1.148
2.122 -1.996 1.156 2.065 3.138 6.246 17
(-12.7)* (-3.1)* (18.1)* (19.0)*
註：本表在每月依個別股票之 SUS 之高低均分成高、中、低 3 個組合，其中屬於最
高 SUS 之股票其月營收宣告為好消息(G)，屬於中間 SUS 之股票為無消息(N)，
以及屬於最低 SUS 之股票為壞消息(B)。表中列示 1996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間，計 192 個月，各組合之平均累積異常報酬(CAR)，以及列示出好消息與壞消
息組合之 CAR 差異值(G – B)的各項敘述統計值，其中 Q1 為第 1 四分位數；Q3
為第 3 四分位數；以及欄位”<”是計算出 G – B 值小於零之月數。CAR 計算方式
詳見式(4)；SUS 定義詳見式(6)。括號內為 t 檢定統計值，其中*、#、+符號分別
表示在 1%、5%、10%顯著水準下，平均數顯著異於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CAR

B

N

G

為了設定適當窗期衡量股價對月營收宣告之反應效果，由表 2 結果得知
無論是好消息(或是壞消息)組合，其於 t = 0 ~ 2 日間之三個交易日存在顯著相
對較大(或較小)的平均 AR，且兩者之平均 AR 差異值亦相對較大，故該事件
窗期(t = 0 ~ 2)之 CAR 應可適當衡量股價對月營收宣告之反應效果。又由圖 1
趨勢圖得知股價在 t = -1 ~ 3 日間對月營收宣告相對有較大之反應，且在 t = 3
或 t = -1 日之平均 AR 絕對值是屬於第 4 或第 5 大者，剛好由 t = 0 ~ 2 日前後
延伸 1 個交易日，即 t = -1 ~ 3 日是更能夠衡量出宣告反應效果之事件窗期，此
事件窗期之營收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的 CAR 差異值，在 192 個月中只有 9 個
月小於零(見表 3)。此外，為了捕捉可能之股價提前反應或提前之營收公告，
以及較完整追蹤股價調整過程，本研究再探討較寬之事件窗期 t = -5 ~ 5 日。
在後續研究中本文將使用宣告日至事件日後 2 日(t = 0 ~ 2)，宣告日前 1 日至
事件日後 3 日(t = -1 ~ 3)，以及宣告日前後 5 日(t = -5 ~ 5)等三個事件窗期之
CAR，衡量股價對 SUS 之反應效果12。表 3 計算出此三種較短期事件窗期之
平均 CAR，以及好消息(G)與壞消息(B)組合之 CAR 差異值(G – B)的基本敘述
12

本研究亦曾使用 t = 0 ~ 5 和 t = -5 ~ 10 兩個事件窗期之 CAR，衡量股價對月營收
宣告之反應效果，其可獲得類似本文後續所示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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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由其平均數略大於中位數得知 CAR 差異值的分布是略為右偏之分配。
進一步檢測 SUS 與 CAR 之間的關係，表 4 列示方程式(8)CAR 對 SUS 進
行迴歸分析之結果。由表中可知 3 條迴歸斜率之估計值均為正值，且都在
1%顯著水準下，顯著異於零，顯示 SUS 與 CAR 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
如預期，營收反應係數之估計值均為正值，且隨著計算 CAR 事件窗期所包含
之交易日數愈多，其估計值愈大。此外，3 條迴歸模式之截距項皆不顯著異
於零，此亦如預期，即若營收宣告未提供額外的未預期資訊(即 SUSt = 0)，則
股價因為該宣告訊息如預期，所以不會產生任何顯著異於零之平均 CAR；以
及亦顯示投資人只針對未預期營收有所反應，而已預期的部分應已反映於股
價之中。
表4 累積異常報酬對標準化未預期營收之橫斷面迴歸係數的平均值與檢定結果
CAR(0, 2)
CAR(-1, 3)
CAR(-5, 5)
截距項
0.017
0.004
0.009
(0.8)
(0.2)
(0.2)
斜率
0.428
0.532
0.791
(20.8)*
(21.1)*
(20.7)*
1.95%
1.77%
1.71%
平均調整 R2
註：表中使用 Fama & MacBeth (1973) 的橫斷面迴歸方法，分析 CAR 與 SUS 之間的
橫斷面關係。該方法是於每月進行一次橫斷面迴歸，其橫斷面迴歸模式詳見式
(8)。依研究期間 1996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計估計出 192 個月迴歸方程式，
表中列示迴歸係數估計值之平均值與經自由度調整後之判定係數平均值(平均調
整 R2)。括號內為 t 檢定統計值，其中*、#、+符號分別表示在 1%、5%、10%顯
著水準下，平均迴歸係數顯著異於零。CAR 計算方式詳見式(4)；SUS 定義詳見
式(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前述結果，得知營收好消息對股價產生正向的效果，以及壞消息對
股價產生負向的效果，即 SUS 與 CAR 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此結果支
持月營收宣告具有資訊內涵。

伍、實證結果
一、敘述統計
表 5A 部分列示 192 個月營收宣告，其各組合之當期標準化未預期營收
(SUSt)、前期標準化未預期營收(SUSt-1)與前期趨勢指標(SUSt-1(M))的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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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及各組合之平均每月營收公告家數(OBS)。這些組合是依據前期與當期
營收宣告訊息之好壞，取其交集所形成之二維組合。
首先觀察當期 SUSt 之平均值，如預期屬於壞消息(Bt)行之(B, B)、(G, B)
組合平均值都為負值，屬於無消息(Nt)行之(B, N)、(G, N)組合平均值均相當
接近零，以及屬好消息(Gt)行之(B, G)、(G, G)組合之平均值都為正值。反
之，前期 SUSt-1 與 SUSt-1(M)之平均值，亦如預期屬於壞消息(Bt-1)列之(B, B)、
(B, N)、(B, G)組合平均值都為負值，以及屬好消息(Gt-1)列之(G, B)、(G, N)、
(G, G)組合之平均值都為正值。如此結果使得同為好消息或壞消息之相同組
合(B, B)與(G, G)，其前後期 SUS 平均值之符號相同且數值相近，反之，不同
為好消息或壞消息之相異組合(B, G)與(G, B)，其存在符號相異但數值近似之
前後期 SUS 平均值。如此亦顯示本研究區分好消息與壞消息之方法相當適
切。另由各組合之每月平均公告家數，可發現同為好消息或壞消息之相同組
合(B, B)與(G, G)平均家數明顯大於不同為好消息或壞消息之相異組合(B, G)與
(G, B)，其亦反映出前後期 SUS 間存在正相關，經統計 SUSt 和 SUSt-1 之間的
平均橫斷面相關係數約為 0.4949。
表5 依據前後期標準化未預期營收所形成各種組合之敘述統計
A. 平均值
SUSt
SUSt-1
SUSt-1(M)
OBS
Bt
Nt
Gt
Bt
Nt
Gt
Bt
Nt
Gt
Bt
Nt Gt
I. SUSt-1(2)
Bt-1 -1.393 -0.092 1.247 -1.464 -1.203 -1.295 -1.327 -1.043 -1.037 152.5 55.1 17.9
Gt-1 -1.083 0.082 1.463 1.383 1.298 1.542 1.111 1.109 1.393 18.6 54.9 152.1
II. SUSt-1(3)
Bt-1 -1.397 -0.097 1.235 -1.478 -1.205 -1.313 -1.262 -0.994 -0.964 144.2 49.9 15.5
Gt-1 -1.073 0.084 1.472 1.394 1.310 1.560 1.021 1.064 1.329 16.3 49.6 143.9
III. SUSt-1(6)
Bt-1 -1.392 -0.097 1.218 -1.485 -1.189 -1.267 -1.114 -0.927 -0.851 126.7 43.0 12.8
Gt-1 -1.071 0.084 1.492 1.366 1.312 1.583 0.905 0.991 1.194 13.7 42.9 126.9
B. 相對次數分配
t - 1 t – 2 t -3 t -4 t -5 t - 6 總計
t - 1 t - 2 t -3 t -4 t -5 t - 6 總計
I. SUSt-1(2)
Bt-1 B 100% 77% 64% 58% 53% 49% 67% Gt-1 B 0% 2% 10% 13% 16% 19% 10%
G 0% 2% 10% 14% 17% 20% 10%
G 100% 77% 64% 58% 53% 49% 67%
II. SUSt-1(3)
Bt-1 B 100% 79% 73% 62% 56% 52% 70% Gt-1 B 0% 2% 4% 11% 14% 17% 8%
G 0% 2% 4% 11% 15% 18% 8%
G 100% 79% 73% 62% 56% 52% 70%
III. SUSt-1(6)
Bt-1 B 100% 79% 76% 73% 68% 62% 76% Gt-1 B 0% 3% 4% 4% 6% 9% 4%
G 0% 3% 3% 4% 6% 9% 4%
G 100% 79% 76% 72% 68% 6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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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SUSt 與 SUSt-1 分別為當期(第 t 期)與前期(第 t - 1 期)之 SUS(見式(6))，SUSt-1(M)
為前 M 個月之營收趨勢指標，其定義為前 M 個月之 SUS 平均值(見式(7))。本表
在每月分別依據個別股票之 SUSt、SUSt-1、SUSt-1(M)之高低均分成高、中、低 3
個組合，其中屬於最高 SUSt 之股票為當期好消息(Gt)，屬於中間 SUSt 之股票為
當期無消息(Nt) 以及屬於最低 SUSt 之股票為當期壞消息(Bt)。同時屬於最高
SUSt-1(M)與最高 SUSt-1 者，其歸類於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好消息後，在第 t - 1 期
營收宣告仍為好消息之組合(Gt-1)；以及同時屬於最低 SUSt-1(M)與最低 SUSt-1 者
，其歸類於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壞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壞消息之組
合(Bt-1)。A 部分分別列示依前 2、3、6 個月趨勢指標(SUSt-1(2)、SUSt-1(3)、SUSt1(6))形成之組合的 SUSt、SUSt-1、SUSt-1(M)平均值，以及平均每月營收公告家數
(OBS)。B 部分列示 Gt-1 與 Bt-1 組合前六個月標準化未預期營收(SUSt-1~SUSt-6)分
布於好消息(G)和壞消息(B)之比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進一步瞭解各趨勢指標是否適當衡量未預期營收序列之趨勢與一致性
，本研究於表 5B 分別列示三個趨勢指標，其前六個月 SUS 分布於好消息和
壞消息之比率。由表中得知最短之 2 個月趨勢指標 SUSt-1(2)，在 SUSt-1 屬於
壞消息(或好消息)組合中，其 SUSt-2 只有不到 2%是屬於好消息(或壞消息)，
以及高達 77%以上是同屬於壞消息(或好消息)與 21%左右屬於無消息，幾乎
顯示持續兩個月出現壞消息(或好消息)。然而，如預期 SUSt-3 至 SUSt-6 與
SUSt-1 同屬於壞消息(或好消息)的比率逐步遞減。同樣，3 個月趨勢指標 SUSt1(3)亦存在同樣之型態，顯示持續

3 個月出現壞消息(或好消息)。至於，6 個

月趨勢指標 SUSt-1(6)，在 SUSt-1 屬於壞消息(或好消息)組合中，其 SUSt-2 至
SUSt-6 屬於好消息(或壞消息)的比率約由 3%至 9%，同屬於壞消息(或好消息)
的比率約由 79%至 62%，以及第 t – 1 至 t - 6 期之 SUS 中，同屬於壞消息(或
好消息)的比率總計約為 76%，不屬於壞消息(或好消息)的比率只有約 4%。
呈現出持續 6 個月不佳的壞消息(或持續 6 個月不差的好消息)，如此亦顯示
本研究所使用之趨勢指標可達成本研究之目的。

二、平均累積異常報酬
為了探討台灣股市投資人是否存在代表性偏誤，本研究依據前後期營收
宣告訊息之良窳分類，形成如表 1 之各種組合，並計算各組合之平均 CAR，
其結果列示於表 6。首先觀察表中在控制當期(第 t 期)營收宣告之下，前期好
消息(Gt-1)與壞消息(Bt-1)組合之平均 CAR 差異值，可發現投資人代表性偏誤促
使錯誤延伸現行趨勢之證據。無論當期營收宣告消息之好壞，前期為好消息
組合的平均 CAR 幾乎全部小於前期為壞消息組合的平均 CAR，且兩者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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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CAR 差異值(Gt-1 – Bt-1)，在當期為壞消息(Bt)與無消息(Nt)組合中，皆統計
顯著小於零，即產生修正前期營收訊息過度反應之價格反轉現象。同時，如
預期列示於表中右下角方框之 3 個平均 CAR 差異值之平均數亦顯著小於零。
進一步比較三個趨勢指標(SUSt-1(2)、SUSt-1(3)、SUSt-1(6))之前期好消息與
壞消息組合之平均 CAR 差異值，可發現除了當期好消息(Gt)組合外，其餘狀
態之平均 CAR 差異值，是隨著趨勢序列長度遞減。於表 6D，本研究針對 C
部分 SUSt-1(6)與 A 部分 SUSt-1(2)之平均 CAR 進行差異性檢定，檢定結果顯示
兩者前期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之平均差異報酬，在當期壞消息與無消息之累
積平均異常報酬 CAR(0, 2)與 CAR(-1, 3)之中，存在顯著之差異。此結果如現
存之行為模式預期，其認為當一致性趨勢序列愈長，愈容易促使投資人產生
代表性偏誤。
表6 依據前後期標準化未預期營收所形成組合之平均累積異常報酬(%)與檢定
結果：全部樣本
Bt

I. CAR(0, 2)
Nt
Gt

Gt- Bt

A. SUSt-1(2)
Bt-1
-0.494 0.142 0.821 1.315
(-10.1)* (2.8)* (8.8)* (11.6)*
Gt-1
-0.738 -0.271 0.582 1.320
(-8.5)* (-5.2)* (14.1)* (12.7)*
Gt-1–Bt-1 -0.244 -0.413 -0.240 -0.299
(-2.5)# (-5.4)* (-2.4)# (-5.5)*
B. SUSt-1(3)
Bt-1
-0.481 0.155 0.794 1.275
(-9.6)* (2.7)* (7.4)* (10.0)*
Gt-1
-0.759 -0.309 0.584 1.343
(-8.4)* (-5.5)* (13.9)* (12.7)*
Gt-1–Bt-1 -0.278 -0.464 -0.210 -0.317
(-2.8)* (-5.5)* (-1.9)+ (-5.4)*
C. SUSt-1(6)
Bt-1
-0.450 0.177 0.689 1.139
(-8.5)* (2.9)* (6.0)* (8.4)*
Gt-1
-0.847 -0.368 0.595 1.442
(-8.0)* (-6.1)* (13.4)* (12.3)*
Gt-1–Bt-1 -0.396 -0.545 -0.093 -0.345
(-3.4)* (-6.1)* (-0.8) (-5.2)*
D. SUSt-1(6) – SUSt-1(2) (C. – A.)
Bt-1
0.043 0.035 -0.133 -0.176
(2.6)* (0.9) (-1.6) (-2.1)#
Gt-1
-0.109 -0.098 0.014 0.122
(-1.5) (-2.8)* (0.8) (1.7)+
Gt-1–Bt-1 -0.152 -0.132 0.146 -0.046
(-2.0)# (-2.5)# (1.8)+ (-1.0)

II. CAR(-1, 3)
Nt
Gt
Gt-Bt

Bt

Bt

III. CAR(-5, 5)
Nt
Gt
Gt-Bt

-0.625
(-9.6)*
-0.907
(-8.1)*
-0.282
(-2.3)#

0.118
(1.8)+
-0.394
(-5.8)*
-0.511
(-5.2)*

0.900
(7.8)*
0.747
(14.9)*
-0.154
(-1.3)

1.525
(10.9)*
1.654
(12.4)*
-0.316
(-5.1)*

-0.876
(-8.0)*
-1.533
(-8.8)*
-0.657
(-3.0)*

0.177
(1.8)+
-0.456
(-4.4)*
-0.633
(-4.5)*

1.283
(7.2)*
1.146
(14.8)*
-0.136
(-0.7)

2.159
(9.7)*
2.679
(13.4)*
-0.475
(-4.5)*

-0.612
(-9.4)*
-0.970
(-8.5)*
-0.358
(-2.9)*

0.116
(1.6)
-0.434
(-6.0)*
-0.550
(-5.1)*

0.932
(7.1)*
0.743
(14.5)*
-0.189
(-1.3)

1.545
(9.9)*
1.714
(13.1)*
-0.366
(-5.4)*

-0.900
(-8.2)*
-1.476
(-8.2)*
-0.576
(-2.6)#

0.174
(1.6)
-0.481
(-4.3)*
-0.655
(-4.2)*

1.324
(6.8)*
1.142
(14.5)*
-0.182
(-0.9)

2.224
(9.3)*
2.618
(13.2)*
-0.471
(-3.9)*

-0.563
(-8.4)*
-1.062
(-7.4)*
-0.499
(-3.3)*

0.147
(1.9)+
-0.516
(-6.9)*
-0.663
(-5.6)*

0.778
(5.6)*
0.727
(13.4)*
-0.051
(-0.3)

1.340
(8.6)*
1.788
(11.5)*
-0.404
(-4.8)*

-0.832
(-7.3)*
-1.667
(-7.7)*
-0.834
(-3.3)*

0.193
(1.5)
-0.498
(-4.2)*
-0.692
(-3.8)*

1.035
(5.0)*
1.091
(13.0)*
0.056
(0.3)

1.867
(7.8)*
2.757
(11.8)*
-0.490
(-3.5)*

0.062
(2.8)*
-0.155
(-1.7)+
-0.217
(-2.3)#

0.029
(0.5)
-0.122
(-2.6)#
-0.151
(-2.1)#

-0.123
(-1.1)
-0.020
(-0.9)
0.102
(0.9)

-0.185 0.044 0.016 -0.248 -0.292
(-1.6) (1.3) (0.2) (-1.5) (-1.7)+
0.135 -0.134 -0.042 -0.055 0.078
(1.4) (-1.0) (-0.6) (-1.5) (0.6)
-0.089 -0.177 -0.059 0.192 -0.015
(-1.5) (-1.3) (-0.6) (1.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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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SUSt 與 SUSt-1 分別為當期(第 t 期)與前期(第 t - 1 期)之 SUS(見式(6))，SUSt-1(M)
為前 M 個月之營收趨勢指標，其定義為前 M 個月之 SUS 平均值(見式(7))。本表
在每月分別依據個別股票之 SUSt、SUSt-1、SUSt-1(M)之高低均分成高、中、低 3
個組合，其中屬於最高 SUSt 之股票為當期好消息(Gt)，屬於中間 SUSt 之股票為
當期無消息(Nt) 以及屬於最低 SUSt 之股票為當期壞消息(Bt)。同時屬於最高
SUSt-1(M)與最高 SUSt-1 者，其歸類於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好消息後，在第 t - 1 期
營收宣告仍為好消息之組合(Gt-1)；以及同時屬於最低 SUSt-1(M)與最低 SUSt-1
者，其歸類於持續出現一連串的壞消息後，在第 t - 1 期營收宣告仍為壞消息之
組合(Bt-1)。依據上述前後期營收宣告訊息之良窳分類，形成如表 1 之各種組
合，並計算各組合之平均 CAR(見式(4))，右下角方框為其左邊三個(Gt-1–Bt-1)之
平均值，括號內為 t 檢定統計值，其中*、#、+符號分別表示在 1%、5%、10%
顯著水準下，平均數顯著異於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觀察各組合之平均 CAR，可發現所有屬於當期好消息組合之平均 CAR
均顯著大於零，以及所有屬於當期壞消息組合之平均 CAR 均顯著小於零，且
當期好消息組合與其相對應之壞消息組合的平均 CAR 差異值都顯著大於零，
顯示 CAR 大小仍主要是由宣告當時之 SUS 高低所決定。為了控制因當期
SUS 不同而引起的差異，俾便看出所欲探討之投資人認知偏誤對營收宣告效
果的真正影響，下節將運用式(9)橫斷面迴歸模式，估計各組合經未預期營收
調整後之平均報酬。

三、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之平均報酬
表 7 列示各組合之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之平均報酬(後簡稱平均報
酬)，類似表 6 之結果，可發現前期好消息組合與其相對應之前期壞消息組合
的平均報酬差異值都小於零，且幾乎全部具統計之顯著性，以及表中右下角
方框之平均差異報酬亦都呈現顯著異於零之負值，這些結果均支持投資人存
在代表性偏誤，促使錯誤延伸現行趨勢。不同於表 6 之結果，報酬經未預期
營收調整後，可發現與表 1B 所預期之符號和水準完全一致之結果，如 CAR(-1,
3)，其相同組合(B, B)和(G, G)的平均報酬不顯著異於零，以及相異組合(B,
G)、(B, N)組合平均報酬顯著大於零，(G, B)、(G, N)組合平均報酬顯著小於
零，如此更提供存在代表性偏誤促使錯誤延伸現行趨勢之有力證據。此外，
其餘如 CAR(0, 2)和 CAR(-5, 5)之結果與表 1B 之預期符號和水準相比較，可
發現除了(B, B)組合平均報酬不如預期為顯著大於零外，其他組合之平均報酬
符號與表 1B 所預期之符號一致，且絕大多數之檢定結果亦如預期。
如同表 6 平均 CAR 之結果，於表 7 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之平均報酬，亦
可發現前期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之平均報酬差異值，是隨著趨勢序列長度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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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但當期好消息組合除外)。同樣，於表 7D 差異性檢定結果中，得到統計顯
著小於零之平均差異值。如此結果亦證實愈長期之一致性趨勢序列，愈容易
造成投資人產生代表性偏誤。不過，如同表 6 之結果，在當期好消息組合
中，並不存在類似遞減之形態，特別是 SUSt-1(6)趨勢指標之結果，在當期好
消息組合中，其前期好消息與壞消息的平均報酬差異值雖仍為負值，但相對
是較高的。而此結果意謂著投資人對營收宣告好消息或壞消息之反應程度並
非對稱。
綜合前述結果可歸納出較一致之結論：台灣投資人對營收宣告存在代表
性偏誤，其促使投資人對前期未預期營收過度反應，以致前期營收好消息組
合於次期之平均報酬反而小於前期營收壞消息組合，即產生價格反轉之現
象；以及發現營收績效趨勢序列愈長，愈容易促使投資人產生代表性偏誤。
表7 依據前後期標準化未預期營收所形成組合之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平均報
酬(%)與檢定結果：全部樣本
I. CAR(0, 2)
Bt
Nt
Gt Gt- Bt
A. SUSt-1(2)
Bt-1 0.117 0.192 0.322 0.205
(2.1)# (3.5)* (3.3)* (1.8)+
Gt-1 -0.262 -0.296 -0.032 0.230
(-3.0)* (-5.5)* (-0.7) (2.2)#
Gt-1–Bt-1 -0.379 -0.488 -0.354 -0.407
(-3.8)* (-6.4)* (-3.5)* (-7.4)*
B. SUSt-1(3)
Bt-1 0.129 0.206 0.303 0.174
(2.2)# (3.5)* (2.8)* (1.3)
Gt-1 -0.288 -0.337 -0.034 0.255
(-3.1)* (-5.9)* (-0.7) (2.4)#
Gt-1–Bt-1 -0.417 -0.543 -0.337 -0.432
(-4.2)* (-6.4)* (-2.9)* (-7.2)*
C. SUSt-1(6)
Bt-1 0.154 0.230 0.218 0.064
(2.6)# (3.6)* (1.9)+ (0.5)
Gt-1 -0.378 -0.393 -0.021 0.357
(-3.5)* (-6.5)* (-0.4) (3.1)*
Gt-1–Bt-1 -0.532 -0.623 -0.239 -0.465
(-4.4)* (-6.9)* (-2.0)# (-6.9)*
D. SUSt-1(6) – SUSt-1(2) (C. – A.)
Bt-1 0.037 0.037 -0.104 -0.140
(2.1)# (1.0) (-1.2) (-1.6)
Gt-1 -0.116 -0.097 0.011 0.127
(-1.6) (-2.8)* (0.5) (1.7)+
Gt-1–Bt-1 -0.153 -0.135 0.115 -0.058
(-2.0)# (-2.6)# (1.4) (-1.3)

Bt

II. CAR(-1, 3)
Nt
Gt Gt- Bt

Bt

III. CAR(-5, 5)
Nt
Gt Gt- Bt

0.099 0.179 0.312 0.213
(1.4) (2.6)# (2.6)# (1.5)
-0.340 -0.422 0.024 0.365
(-3.0)* (-6.1)* (0.4) (2.7)*
-0.440 -0.601 -0.288 -0.443
(-3.5)* (-6.0)* (-2.3)# (-7.0)*

0.266 0.270 0.355 0.089
(2.3)# (2.6)# (1.9)+ (0.4)
-0.652 -0.503 0.003 0.655
(-3.6)* (-4.7)* (0.0) (3.1)*
-0.918 -0.773 -0.352 -0.681
(-4.2)* (-5.5)* (-1.8)+ (-6.4)*

0.112 0.179 0.356 0.243
(1.6) (2.4)# (2.6)* (1.5)
-0.406 -0.464 0.016 0.422
(-3.5)* (-6.4)* (0.3) (3.1)*
-0.518 -0.643 -0.340 -0.500
(-4.1)* (-5.9)* (-2.4)# (-7.3)*

0.236 0.271 0.424 0.188
(2.0)# (2.3)# (2.1)# (0.8)
-0.608 -0.528 0.001 0.609
(-3.2)* (-4.7)* (0.0) (2.8)*
-0.844 -0.799 -0.423 -0.689
(-3.8)* (-5.2)* (-1.9)+ (-5.7)*

0.155 0.212
(2.1)# (2.6)#
-0.500 -0.543
(-3.5)* (-7.4)*
-0.655 -0.755
(-4.3)* (-6.3)*

0.223
(1.6)
-0.003
(0.0)
-0.226
(-1.5)

0.068
(0.4)
0.497
(3.2)*
-0.545
(-6.3)*

0.305 0.292
(2.5)# (2.2)#
-0.796 -0.541
(-3.6)* (-4.5)*
-1.101 -0.834
(-4.3)* (-4.6)*

0.157
(0.8)
-0.066
(-0.6)
-0.223
(-1.0)

-0.148
(-0.6)
0.729
(3.0)*
-0.719
(-5.1)*

0.056 0.032
(2.3)# (0.6)
-0.160 -0.121
(-1.7)+ (-2.5)#
-0.216 -0.154
(-2.3)# (-2.1)#

-0.089
(-0.8)
-0.028
(-1.0)
0.062
(0.5)

-0.145
(-1.3)
0.132
(1.4)
-0.102
(-1.7)+

0.039
(1.0)
-0.143
(-1.1)
-0.182
(-1.3)

-0.198
(-1.2)
-0.069
(-1.6)
0.129
(0.7)

-0.237
(-1.4)
0.074
(0.5)
-0.03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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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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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表依據前後期營收宣告訊息之良窳分類(分類方式見表 6)，形成如表 1 之各種
組合，並計算各組合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之平均報酬(見迴歸式(9))，右下角方框
為其左邊三個(Gt-1–Bt-1)之平均值，括號內為 t 檢定統計值，其中*、#、+符號分
別表示在 1%、5%、10%顯著水準下，平均迴歸係數顯著異於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陸、敏感度分析
一、市場狀態
Cooper et al. (2004) 認為 Daniel et al. (1998) 的行為模式隱含在多頭市場
(up markets)後，持有股票多頭部位(long positions)投資者隨著股價的上漲，更
強化其所擁有私有資訊的信心，此較高程度的過度自信將導致較明顯之過度
反應，進而產生價格動能。此推論意謂著價格延續只發生在多頭市場後，相
對空頭市場(down market)後，則不存在報酬動能。基於此，本節進一步探討
市場狀態對前一章所得結論之影響效果。本節參考 Cooper et al. (2004) 判斷
市場狀態的方法，依據市場投資組合前 24 個月的累積報酬大於或小於零的標
準，分割成多頭市場後(即前 24 個月市場投資組合累積報酬為正值者，計
127 個月)與空頭市場後(即前 24 個月市場投資組合累積報酬為負值者，計 65
個月)。在不同市場狀態下，各組合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之平均報酬列示於表
813。限於篇幅，表中只顯示宣告日前 1 日至事件日後 3 日事件窗期累積異常
報酬 CAR(-1, 3)之結果，其餘累積異常報酬 CAR(0, 2)和 CAR(-5, 5)之結果都
與其相當近似。
由表中，得知不論是處於空頭市場或多頭市場後，皆可獲得類似表 7 之
結果，即前期好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都小於相對應之前期壞消息組合，且幾
乎全部顯著異於零，以及表中右下角方框之平均差異報酬亦都顯著小於零。
並由差異性檢定結果，得知這兩段子期間之平均差異值(Gt-1 – Bt-1)皆不具有統
計顯著之差異性。再與表 1B 所預期之符號和水準相比較，可發現於多頭市
13

市場投資組合報酬計算公式如下：
Rm ,t =

TSEMVt −1 × RTSE ,t + OTCMVt −1 × ROTC ,t
TSEMVt −1 + OTCMVt −1

其中 RTSE,t 是台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第 t 月報酬；ROTC,t 是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第 t 月報酬；TSEMVt-1 是上市股票第 t - 1 月
底總市場價值；OTCMVt-1 是上櫃股票第 t - 1 月底總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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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後，其各組合之平均報酬符號與表 1B 所預期之符號幾乎一致。至於，在
空頭市場後，可發現除了(B, B)組合平均報酬不如預期為顯著大於零外，其他
組合之平均報酬符號與表 1B 所預期之符號一致。另外，比較兩種市場狀態
之各組合平均報酬，則只有少數前期壞消息組合呈現統計顯著之差異。同樣
類似表 7，可發現前期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之平均報酬差異值，是隨著趨勢
序列長度遞減。不過，只有在空頭市場存在顯著小於零之平均差異值(見表
8D)。綜言之，上述結果顯見本文所得之結論對市場狀態並不具敏感度，如
此也隱喻本研究結果並不支持 Daniel et al. (1998) 的行為模式(即表 1F 之假
說)。
表8 依據前後期標準化未預期營收所形成組合之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平均報
酬(%)與檢定結果：空頭市場後與多頭市場後
I. 空頭市場後
Bt
Nt
Gt Gt- Bt
A. SUSt-1(2)
Bt-1 0.338 0.300 0.327 -0.011
(2.6)# (2.4)# (1.5) (0.0)
Gt-1 -0.218 -0.309 0.080 0.298
(-1.2) (-2.3)# (0.7) (1.2)
Gt-1–Bt-1 -0.556 -0.609 -0.247 -0.471
(-2.8)* (-3.0)* (-1.1) (-4.1)*
B. SUSt-1(3)
Bt-1 0.372 0.355 0.191 -0.181
(2.8)* (2.6)# (0.8) (-0.7)
Gt-1 -0.349 -0.412 0.052 0.401
(-1.9)+ (-3.1)* (0.5) (1.7)
Gt-1–Bt-1 -0.721 -0.767 -0.139 -0.542
(-3.8)* (-3.6)* (-0.5) (-4.5)*
C. SUSt-1(6)
Bt-1 0.457 0.435 0.139 -0.318
(3.4)* (2.8)* (0.6) (-1.2)
Gt-1 -0.496 -0.464 0.035 0.530
(-2.2)# (-3.5)* (0.3) (2.1)#
Gt-1–Bt-1 -0.952 -0.899 -0.104 -0.652
(-4.0)* (-3.7)* (-0.4) (-4.1)*
D. SUSt-1(6) – SUSt-1(2) (C. – A.)
Bt-1 0.119 0.135 -0.189 -0.308
(2.7)* (1.5) (-0.9) (-1.4)
Gt-1 -0.277 -0.154 -0.045 0.232
(-1.9)+ (-1.9)+ (-0.9) (1.5)
Gt-1–Bt-1 -0.396 -0.289 0.144 -0.181
(-2.6)# (-2.2)# (0.6) (-1.7)+

Bt

II. 多頭市場後
Nt
Gt Gt- Bt

Bt

III. 多頭 – 空頭
Nt
Gt Gt- Bt

-0.023 0.117 0.305 0.328
(-0.3) (1.4) (2.1)# (1.9)+
-0.403 -0.479 -0.004 0.399
(-2.8)* (-6.1)* (-0.1) (2.4)#
-0.380 -0.597 -0.309 -0.428
(-2.4)# (-5.5)* (-2.0)# (-5.6)*

-0.360
(-2.5)#
-0.184
(-0.8)
0.176
(0.7)

-0.022
(-0.1)
-0.084
(-0.7)
-0.061
(-0.2)

0.338
(1.1)
0.101
(0.3)
0.042
(0.3)

-0.020 0.090 0.440 0.461
(-0.3) (1.0) (2.7)* (2.3)#
-0.435 -0.491 -0.002 0.433
(-3.0)* (-5.7)* (0.0) (2.6)#
-0.415 -0.580 -0.442 -0.479
(-2.5)# (-4.7)* (-2.6)# (-5.8)*

-0.393 -0.265 0.250
(-2.6)* (-1.7)# (0.9)
-0.086 -0.078 -0.054
(-0.4) (-0.5) (-0.4)
0.306 0.187 -0.304
(1.2) (0.8) (-1.0)

0.642
(1.9)#
0.032
(0.1)
0.063
(0.4)

0.001 0.097
(0.0) (1.0)
-0.502 -0.584
(-2.7)* (-6.6)*
-0.503 -0.681
(-2.6)# (-5.2)*

0.266
(1.6)
-0.023
(-0.3)
-0.289
(-1.6)

0.266
(1.4)
0.480
(2.4)#
-0.491
(-4.8)*

-0.456 -0.338 0.128 0.584
(-3.0)* (-2.0)# (0.4) (1.8)#
-0.007 -0.120 -0.058 -0.051
(0.0) (-0.8) (-0.4) (-0.2)
0.449 0.218 -0.185 0.161
(1.4) (0.9) (-0.6) (0.9)

0.024
(0.8)
-0.100
(-0.9)
-0.123
(-1.0)

-0.039
(-0.3)
-0.019
(-0.6)
0.020
(0.1)

-0.062
(-0.5)
0.081
(0.7)
-0.062
(-0.9)

-0.095
(-1.9)#
0.178
(0.9)
0.273
(1.4)

-0.020
(-0.3)
-0.104
(-1.7)+
-0.08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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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3
(-1.2)
-0.170
(-1.2)
0.013
(0.1)

-0.156
(-1.3)
0.050
(0.5)
0.205
(1.3)

0.150 0.245
(0.6) (1.0)
0.026 -0.152
(0.5) (-0.8)
-0.124 0.118
(-0.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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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中依據市場投資組合前 24 個月的累積報酬大於或小於零的標準，分割成空頭
市場後(即累積前 24 個月市場投資組合報酬為負值者，I 部分)與多頭市場後(累
積前 24 個月市場投資組合報酬為正值者，II 部分)。然後，分別在兩段子期間，
依據前後期營收宣告訊息之良窳分類(分類方式見表 6)，形成如表 1 之各種組
合，並計算各組合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之平均報酬，表中列示累積異常報酬
CAR(-1, 3)之結果(見迴歸式(9))。右下角方框為其左邊三個(Gt-1–Bt-1)之平均值。
III 部分為 II 部分減 I 部分，差異性檢定採兩獨立母體平均數差 t 檢定(假設兩母
體變異數未知但已知相等)。括號內為 t 檢定統計值，其中*、#、+符號分別表示
在 1%、5%、10%顯著水準下，平均迴歸係數顯著異於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季盈餘宣告的影響
為瞭解月營收與季盈餘宣告可能存在之交互作用，對前述結論之影響效
果。本研究擴充橫斷面迴歸方程式(9)，增加未預期盈餘解釋變數，其迴歸模
式如下：

CARi,t (a,b) = γ t × SUSi,t + φt × SUEi ,t
+ αBB,t × BBi,t + αBN,t × BNi,t + αBG,t × BGi,t
+ αNB,t × NBi,t + αNN,t × NN i,t + αNG,t × NGi,t

(10)

+α GB,t ×GBi,t + αGN,t × GNi,t + αGG,t × GGi,t + εi,t
式 中 ， SUEi,t 為 第 i 個 股 票 在 第 t 月 之 標 準 化 未 預 期 盈 餘 (standardized
unexpected earnings)，為凸顯事件窗期內同時公告之季盈餘，其可能產生的
交互影響，本文取月營收宣告日後 5 個交易日(t=5 日)之前，最近公告之季盈
餘計算標準化未預期盈餘14。

14

標準化未預期盈餘定義為 SUEi ,t = ( Ei ,t − Ei ,t −4 − μ E ,i ,t ) σ E ,i ,t ，其中 Ei,t 與 Ei,t-4 分別為
第 i 個股票，最近公告之季盈餘與去年同季之盈餘； μ E ,i ,t 與 σ E ,i ,t 分別是第 i 個股票
前 8 季盈餘變動值(Ei,t – Ei,t-4)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本研究刪除不存在標準化未預期
盈餘之樣本來估計迴歸式(10)，共計有 143,315 筆觀察值參與估計，其中有 313 筆
的季盈餘是於月營收宣告日(含)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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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依據前後期標準化未預期營收所形成組合之經未預期營收與未預期盈餘
調整後平均報酬(%)與檢定結果
I. CAR(0, 2)
II. CAR(-1, 3)
III. CAR(-5, 5)
Bt
Nt
Gt Gt- Bt
Bt
Nt
Gt Gt- Bt
Bt
Nt
Gt Gt- Bt
A. SUSt-1(2)
Bt-1 0.121 0.159 0.242 0.121 0.111 0.150 0.317 0.207 0.303 0.252 0.501 0.198
(2.1)# (2.8)* (2.4)# (1.0) (1.5) (2.1)# (2.4)# (1.4) (2.5)# (2.3)# (2.6)# (0.8)
Gt-1 -0.221 -0.327 -0.037 0.184 -0.321 -0.456 0.035 0.357 -0.735 -0.581 -0.047 0.689
(-2.3)# (-5.5)* (-0.7) (1.7)+ (-2.6)# (-6.4)* (0.5) (2.5)# (-3.9)* (-5.0)* (-0.4) (3.1)*
Gt-1–Bt-1 -0.342 -0.485 -0.279 -0.369 -0.432 -0.606 -0.282 -0.440 -1.038 -0.833 -0.548 -0.806
(-3.3)* (-6.0)* (-2.7)* (-6.4)* (-3.3)* (-5.8)* (-2.1)# (-6.6)* (-4.9)* (-5.5)* (-2.6)* (-7.4)*
B. SUSt-1(3)
Bt-1 0.150 0.190 0.214 0.064 0.140 0.184 0.333 0.193 0.310 0.270 0.548 0.238
(2.6)# (3.1)* (1.9)+ (0.5) (1.9)+ (2.4)# (2.2)# (1.1) (2.6)# (2.3)# (2.6)# (1.0)
Gt-1 -0.267 -0.376 -0.053 0.214 -0.420 -0.523 0.015 0.434 -0.726 -0.644 -0.073 0.653
(-2.7)* (-6.1)* (-1.1) (2.0)# (-3.4)* (-7.2)* (0.2) (3.1)* (-3.7)* (-5.5)* (-0.7) (2.9)*
Gt-1–Bt-1 -0.416 -0.567 -0.266 -0.416 -0.560 -0.708 -0.318 -0.529 -1.036 -0.914 -0.621 -0.857
(-4.1)* (-6.6)* (-2.3)# (-6.9)* (-4.4)* (-6.5)* (-2.0)# (-7.5)* (-4.9)* (-5.8)* (-2.7)* (-7.1)*
C. SUSt-1(6)
Bt-1 0.184 0.236 0.077 -0.107 0.193 0.248 0.118 -0.075 0.389 0.311 0.105 -0.284
(3.0)* (3.5)* (0.6) (-0.8) (2.5)# (2.9)* (0.8) (-0.5) (3.0)* (2.3)# (0.5) (-1.1)
Gt-1 -0.292 -0.423 -0.055 0.237 -0.425 -0.577 -0.018 0.407 -0.744 -0.634 -0.160 0.584
(-2.4)# (-6.5)* (-1.0) (1.9)+ (-2.7)* (-7.6)* (-0.3) (2.4)# (-3.1)* (-5.0)* (-1.4) (2.3)#
Gt-1–Bt-1 -0.477 -0.659 -0.132 -0.423 -0.617 -0.825 -0.136 -0.526 -1.133 -0.946 -0.265 -0.781
(-3.7)* (-7.2)* (-1.1) (-5.8)* (-3.8)* (-7.0)* (-0.9) (-5.9)* (-4.3)* (-5.3)* (-1.1) (-5.5)*
D. SUSt-1(6) – SUSt-1(2) (C. – A.)
Bt-1 0.063 0.077 -0.165 -0.229 0.082 0.099 -0.199 -0.281 0.087 0.059 -0.396 -0.482
(3.1)* (1.8)+ (-1.6) (-2.3)# (3.1)* (1.6) (-1.6) (-2.2)# (2.1)# (0.7) (-2.1)# (-2.5)#
Gt-1 -0.071 -0.096 -0.018 0.053 -0.103 -0.121 -0.053 0.050 -0.008 -0.053 -0.113 -0.105
(-0.9) (-2.6)* (-0.8) (0.7) (-1.0) (-2.4)# (-1.8)+ (0.5) (-0.1) (-0.8) (-2.4)# (-0.7)
Gt-1–Bt-1 -0.135 -0.174 0.147 -0.054 -0.185 -0.219 0.146 -0.086 -0.095 -0.112 0.283 0.025
(-1.7)+ (-3.1)* (1.4) (-1.0) (-1.8)+ (-2.8)* (1.1) (-1.3) (-0.6) (-1.1) (1.4) (0.3)
註：上表依據前後期營收宣告訊息之良窳分類(分類方式見表 6)，形成如表 1 之各種
組合，並計算各組合經未預期營收與未預期盈餘調整後之平均報酬(見迴歸式
(10))，右下角方框為其左邊三個(Gt-1–Bt-1)之平均值，括號內為 t 檢定統計值，其
中*、#、+符號分別表示在 1%、5%、10%顯著水準下，平均迴歸係數顯著異於
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9 列示各組合之估計結果，與表 7 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之平均報酬相
比較，可發現相當近似之檢定結果，其前期好消息組合與其相對應之前期壞
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差異值都為負值，且可發現與表 1B 所預期之符號和水
準完全一致之結果，這些結果顯示投資人存在代表性偏誤，促使錯誤延伸現
行趨勢。此外，如同表 7 之結果，可發現除了當期好消息(Gt)組合外，其餘
狀態之前期好消息與壞消息組合的平均報酬差異值，是隨著趨勢序列長度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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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以及於表 9D 差異性檢定結果中，可得到統計顯著小於零之平均差異
值。由此結果顯示近期之季盈餘宣告並不會影響本文所得之結論，這是可預
期的，因為每月所宣告之月營收總是領先投資人已得知之季盈餘。

柒、結論
不同於過去之文獻，本研究首次嘗試利用前後期月營收宣告之交互作
用，探討台灣股市投資人是否存在代表性偏誤。本文依據文獻推論出投資人
存在代表性偏誤會產生修正前期營收訊息過度反應之價格反轉現象；亦或投
資人存在賭徒謬誤會產生調整前期營收訊息反應不足之價格延續現象。此
外，本文在每月依個別股票之標準化未預期營收之高低均分成 3 個組合，其
中屬於最高組合之股票為好消息，以及屬於最低組合之股票為壞消息。經事
件研究法再次檢驗營收宣告之資訊內涵，得知股價對營收好消息產生顯著正
面的反應，以及股價對營收壞消息產生顯著負面的反應。再者，如預期顯示
標準化未預期月營收與累積異常報酬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橫斷面關係，即未
預期營收對於股價具有顯著的資訊內涵。
為了檢驗台灣投資人是否存在代表性偏誤，本研究依據前後期月營收宣
告訊息之好壞，取其交集形成二維組合，並計算各組合經未預期營收調整後
之平均報酬，該平均報酬可控制因當期未預期營收不同而引起的差異，俾便
看出所欲探討之投資人代表性偏誤對營收宣告效果的真正影響。結果顯示無
論當期宣告是好消息、無消息或是壞消息，其前期營收持續為好消息組合之
平均報酬顯著小於前期營收持續為壞消息組合，即產生對前期未預期營收過
度反應之價格修正反轉，且發現與代表性偏誤完全一致之平均報酬符號及其
檢定結果。另結果顯示營收績效趨勢序列愈長，愈容易促使投資人產生代表
性偏誤。綜合結果可歸納出一致之結論：台灣股市投資人對月營收宣告存在
代表性偏誤，其促使投資人對前期營收訊息過度反應。
最後，本研究結論挑戰效率市場假說，認為投資人存在代表性偏誤，促
使其錯誤延伸月營收現行趨勢，引起過度反應，隨後價格產生修正反轉。而
此結果意謂投資者若能掌握前期月營收趨勢，則可利用同時買進前期營收持
續為壞消息組合與賣出前期營收持續為好消息組合之策略，於次期月營收宣
告時，獲取顯著大於零之平均異常報酬。另外，經由本文對前後期月營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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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互動關係之深入剖析，其有助於瞭解台灣股市投資人如何處理月營收資
訊。而本研究沒有證據顯示股價是由 Daniel et al. (1998) 擁有私有資訊的投
資者決定之，然不同特性的股票或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其所擁有之私有資訊數
量或許有所差異，因此後續研究者或可進一步分別探索不同特性的股票(如不
同規模大小)或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如機構投資人或散戶)如何反應持續一致之
月營收績效。不同於以往之文獻，本文首次獲得支持台灣投資人存在代表性
偏誤之有力證據，雖然本文所得之結果不支持 Daniel et al. (1998) 的過度反
應理論，但是仍可預期眾多文獻中所提及之不同認知偏誤，亦有可能是促使
市場缺乏效率之原因，其仍待後續研究挖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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