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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提前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資產減損之會

計處理準則」之公司其是否反應較佳之未來績效，以了解提前採用此公報

之公司其未來績效是否優於準時採用此公報之公司。本論文透過股價來測



試投資人對此未來績效之反應。另外，本論文亦透過未來績效之實際比較

來提供實證證據。 實證結果發現，發佈資產減損之資訊對上市上櫃公司

的股價有負面的影響，亦即，在股價測試方面，投資人並不認為提前採用

資產減損公報之公司其未來績效並沒比準時採用資產減損公報之公司來得

好。在未來績效測試方面，提前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資產

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編製財務報表之公司，其未來績效確實比準時採用

此公報的公司好。此二結果顯示我國投資人並不能充分了解提前適用資產

減損的意涵，所以沒有將提前適用資產減損的效益反應在股價上，但提前

適用資產減損確實對公司未來績效有改善的效果。因此提前採用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乃放射公司未來績效會

改善訊息之工具。  

摘要

(英) 

This study is aimed at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early adoption of SFAS No.35 on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aiwan. That is to say that this study tests whether the 

early adopters reveal private information that their performances will get better in 

the future via early adoption of SFAS No.35 in comparison with non-early adopters. 

This research uses share price test and future corporate performance test to gai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early adoption of SFAS No.35 

does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stock prices, but the future performances of early 

adopters are better than that of non-early adopters. This evidences that investors 

wrongly react to this fact and, thus, cannot see through the true meaning of early 

adoption. The previous evidence shows that early adoption of SFAS No.35 signals 

better futur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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