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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我國，不少企業把員工分紅入股制度看成是企業與他人競爭人才的利

器。但自美國爆發安隆（Enron）案等一連串的會計弊案後，該制度之會

計處理再度成為社會大眾關注及外資抨擊的焦點。此一爭議主要來自於

會計處理之不同：根據美國 GAAP，員工紅利為薪資酬勞的一部份；而

我國則直接列作盈餘分配。面對此一問題，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發佈

新函令，要求公開發行公司需附註揭露員工分紅相關事項與員工分紅費

用化後之每股盈餘。究竟以揭露取帶認列的權宜政策可否達到政策目

的，投資人是否會認知到員工紅利的本質是費用，還是投資人並不會注

意到揭露的資訊？ 員工分紅對於市場之影響大概會產生兩種效果：



（1）激勵效果（2）費用化效果。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推知，在證期

會正式強制揭露員工分紅費用化後之每股盈餘及相關資訊之前，投資人

認為發放越多員工紅利激勵作用越高，預期未來盈餘會提高，反映在股

價上有正向的反應。但在 2002 年後，投資人意識到員工分紅是盈餘的

減項，股價對於公司宣布發放員工分紅之反轉為負向。 由本研究之實證

結果可推測，就揭露之目的而言，似乎可以發揮效果，達到政策之目

的。亦支持假說：在 2002 年時費用化效果假說強於激勵效果假說；2002

年之前，激勵效果假說強於費用化效果假說。  

摘要

(英) 

In Taiwan, many companies regard the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hereafter 

EBS) as an effective encouraging instrument. After the outbreak of infamous 

accounting malady of Enron, the accounting treatment of EBS in Taiwan draw the 

public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nd are criticized by many foreign investment 

companies. According to GAAP of U.S., employees’ bonus is part of their 

salary 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product cost. But, in Taiwan, it’s neither cost 

nor expense; it’s directly treated as profit distribution. Under the tremendous 

pressure from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ld,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hereafter SFC) issues a new enactment on January 30th, 2003, 

which requires public companies to disclose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diluted 

EPS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to recognize EBS expense”. Could such expediency 

make investors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is cost? 

From previous EBS-related literatures, this thesis suggests two kind of 

investors’ reaction to EBS information: incentive effect (i.e. positively reacting 

to EBS information because they think EBS enhance firm’s performance), 

expense effect (i.e. negatively reacting to EBS information because they think 

EBS reduce firm’s earning). Because SFC requires public companies to disclose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diluted EPS information in 2002 annual report and 

the investors realize that employees’ bonus is a kind of expense, this thesis 

hypothesizes before 2002, incentive effect should be stronger than expense effect 

but after 2002, expense effect should be stronger than incentive effect. If the 

hypothesis hold, then (1) EBS variable may has positive incremental explanation 

power before 2002 and negative incremental explanation power at 2002; (2) 

before 2002, EPS can has better explanation power than EBS-diluted EPS and at 

2002 gets opposite result(using R2 and JA-test); (3) before 2002, investors 

positively reac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nouncing employees’ bonus and at 

2002, gets opposite result. This thesis’s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expense effect is stronger than incentive effect at 2002 and incentive effect is 

stronger than expense effect before 2002. That is, disclosing employees’ bonus 

sharing diluted EPS information instead of recognizing EBS expens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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