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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我國投資人對於依第 34 號公報編製之財務報表組

成要素之反應為何。本研究將資產負債表分為五大類，分別是 1.因 34 號

公報實施而改變評價或新增科目之以公平價值評價之金融資產、及 2.非

以公平價值評價之金融資產、3.非受 34 號公報管轄之資產、4.因 34 號公

報實施而改變評價或新增科目之金融負債、及 5.不受 34 號公報管轄之負

債。此外損益表分為 1.因 34 號公報實施而改變評價或新增科目之損益科

目及 2.非受 34 號公報管轄之其他損益科目。 本研究實證發現以公平價

值評價之金融資產的係數明顯大於非 34 號之資產。但公平價值評價之

金融資產的係數卻低於非以公平價值評值之金融資產，本研究認為可能



是因為非以公平價值評價之金融資產共有 2 兆 2 千億，分別為持有至到

期日之債券投資(2.1 兆)及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1 千億)，僅有 3 千 3 百

億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商品所造成的。又公平價值評價之金融資產可能

非全部均以市值入帳，有些可能是以評價模型入帳，故其價值攸關性才

會小於非以公平價值評值之金融資產。而以公平價值評價之金融負債的

係數絕對值亦大於非 34 號之負債的係數絕對值。故可推知投資人對於

以公平價值評價之財務報表組成要素之依賴重於其他非以公平價值評價

之財務報表組成要素。而以 34 號為基礎評價或新增分類之損益科目的

係數絕對值小於非 34 號之損益科目的係數絕對值，代表 34 號公報之損

益其盈餘持續性較其他損益為差，故投資人在評價時較不依賴之。  

摘要

(英) 

This study is aimed at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SFAS No.34 on the value relevance 

of financial statement components. This research classifies balance sheet 

components into five categories: 1. fair-value based financial assets; 2 non fair-

value based financial assets; 3. other assets; 4. fair-value based financial liabilities; 

5. other liabilities. Moreover, this study classifies income statement components 

into two categories: 1. SFAS No.34 based income; 2. other incom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efficient on the fair-value based financial assets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other assets. But the coefficient on the fair-value 

based financial assets is lower than that of non fair-value based financial assets.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coefficient on the fair-value based financial liabilities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other liabilities. This results evidence that 

investors rely more on the fair-value based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 

in stock valuation. Furthermore, the value relevance of SFAS No.34 based income 

i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income. Th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persistence of SFAS 

No.34 based income is lower that of other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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