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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資料來源與財務危機之定義 

本研究資料來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TEJ)，財務危機的定義

依據｢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所規定者為範疇。 

財務危機包括以下九種情形 ：         

1. 跳票擠兌：公司跳票、或銀行擠兌。  

2. 倒閉破產：宣告倒閉、惡性倒閉、或破產。 

3. 會計師意見：對其繼續經營假設提出疑慮、或就重大科目作保

留、無法表示意見、否定意見。 

4. 重整：企業聲請重整。 

5. 紓困求援：向財政部申請紓困、或向銀行要求展延、減息並掛

帳、個別要求或召開債權人會議、全面要求都算。             

6. 接管：雖未跳票，但原經營者下台。看似沒有違約之事，不過，

接管後多半會跟銀行協商展延債務，遲早會落入抒困求援的狀

況。                                     

7. 列全額交割股或全額下市：之所以受到證券交易所這類處分，

原因主要有 3 類，即財務危機或虧損過鉅以致於每股淨值不及 5

元；或違反資訊揭露、不在期限內召開股東會、改選董事。 

8. 財務吃緊停工：停工未必涉及違約，但若停工消息見報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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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是因財務吃緊，則後續必發展成財務危機   

9. 公司淨值為負數，且經營層無增資打算。 

本研究財務危機公司的定義係企業因上述原因，股票被列為全額

交割者；並以上市櫃公司股票列為全額交割之日為財務危機發生的基

準日。 

 

第二節 樣本選取與研究期間 

本研究選取2000年至2006年發生財務危機的上市櫃公司40家，並

選取產業相同、產品類別相近的正常公司120家為其配對樣本。 

早期Beaver(1966)、Altman(1968)等學者於構建財務危機預警模型

時，在選擇配對樣本之財務健全公司乃以1:1或1:2為原則，惟

Zemijewki（1984)指出，此舉會過度抽樣財務危機公司，使財務危機

公司的鑑別正確率高估。故本研究選取之財務危機公司與正常公司的

比例為1:3，且排除產業性質特殊的金融保險業。 

為了驗證模型的預測能力，因同一套樣本資料不可同時被用來

擬合模型並產生預測分類表，因為此分類表將是有偏誤的；故本研

究將全部 160個樣本分為估計樣本 106家（正常公司 79家、危機公

司 27家）與展外樣本 54家（正常公司 41家、危機公司 13家），估

計樣本之預測又稱為樣本內預測，展外樣本之預測又稱為樣本外預

測。106個估計樣本用來估計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然後再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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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的模型應用於 54個展外樣本，並計算出所有樣本財務危機發生

機率。最後，根據展外樣本所估計的事件機率建立分類表，並以型

一誤差(即實際為危機公司卻被誤歸類為正常公司的比率)、型二誤

差(即實際為正常公司卻被誤歸類為危機公司的比率)、總分類正確

率(即所有歸類正確的公司家數占總家數的比率)來評斷模型預測能

力。 

在樣本選取上，若 2000 年至 2006 年期間財務危機發生不止一

次，以首次發生財務危機事件為主。其中台光雖於 2001 年 10月 19

日列為全額交割，隨即 2001 年 10月 31日為全額交割迄日，但前兩

年 1999年 2月 24日亦曾發生違約交割，再來列為全額交割日為 2006

年 10月 27日，2006 年前三年未曾列為全額交割，故選取 2006 年

為台光之財務危機發生日；另力霸雖於 2007 年 1月才宣布重整並列

為全額交割股，但其財務危機已於 2003 年 8月就發生，此與力霸被

列為全額交割日相隔近四年之遠實屬不合理，故本研究仍以 2003 年

8月為力霸之財務危機發生日。本研究所選取的財務危機公司與正

常公司樣本資料整理如表 3.2-1、表 3.2-2、表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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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財務危機公司產業與危機發生日期分配表 

產業別 食品 鋼鐵金屬 玻璃陶瓷 機電 紡織  人纖 電線電纜 資訊電子 營建 其他 合

計 

2000年 益華  

源益

  楊鐵    長億  4 

2001年  名佳利    東雲   三采   

德利 

優美   

興達 

6 

2002年   羅馬  新藝  華隆   寶祥  4 

2003年 中日  

久津

    太電   力霸 4 

2004年       皇統  陞技 博達    建台  4 

2005年 津津    赤崁  碧悠 世峰   

訊利電   

新寶科 大霸  青雲 飛雅   

九德 華昕 

 喬工 12 

2006年      台光 燦坤  鴻運電子 文魁  普揚  富堡 6 

合計 5 1 1 1 4 2 16 5 5 4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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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財務危機公司樣本資料表 

股票代號/公司簡稱 全額交割日 危機事件 TEJ產業別 
1204   津津     2005/7/22 繼續經營疑慮 食品       
1209   益華     2000/3/23 跳票擠兌     食品       
1212   中日     2003/9/8 紓困-財危   食品       
1221   久津     2003/3/12 跳票擠兌    食品       
1222   源益     2000/11/6 跳票擠兌    食品       
1407   華隆     2002/5/7 紓困-財危   紡織人纖   
1450   新藝     2002/5/9 紓困-財危   紡織人纖   
1462   東雲     2001/5/24 紓困-財危   紡織人纖   
4413   赤崁     2005/11/7 全額下市 紡織人纖   
1505   楊鐵     2000/9/30 紓困-財危   機電       
1601   台光     2006/10/27 繼續經營疑慮 電線電纜   
1602   太電     2003/5/8 紓困-財危   電線電纜   
1807   羅馬     2002/1/10 重整         玻璃陶瓷   
2333   碧悠     2005/11/3 紓困-財危    資訊電子   
2378   鴻運電子 2006/4/26 跳票擠兌     資訊電子   
2398   博達     2004/6/17 重整         資訊電子   
2407   陞技     2004/12/16 紓困-財危    資訊電子   
2430   燦坤     2006/5/5 會計師出具保留

意見查核報告 
資訊電子   

2490   皇統     2004/9/17 跳票擠兌    資訊電子   
5304   大霸     2005/11/7 大虧,淨值低 資訊電子   
5386   青雲 2005/6/1 淨值低於財報所

列示股本的二分

之一 

資訊電子   

5395   普揚     2006/5/9 繼續經營疑慮 資訊電子   
5442   世峰     2005/2/3 跳票擠兌     資訊電子   
5455   訊利電   2005/9/9 繼續經營疑慮 資訊電子   
6137   新寶科   2005/11/7 跳票擠兌     資訊電子   
6240   文魁     2006/9/6 淨值低於財報所

列示股本的二分

之一 

資訊電子   

5207   飛雅 2005/5/10 繼續經營疑慮 資訊電子   
5321   九德 2005/11/7 紓困-財危  資訊電子   
5324   華昕     2005/9/9 財危  繼續經營

疑慮 
資訊電子   

1107   建台     2004/9/6 紓困-財危   營建       
2518   長億     2000/9/6 紓困-財危 營建       
2594   德利     2001/9/25 紓困-財危   營建       
2525   寶祥     2002/9/10 紓困-財危   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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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號/公司簡稱 全額交割日 危機事件 TEJ產業別 
8725   三采     2001/5/8 重整         營建       
8934   喬工     2005/9/9 繼續經營疑慮 其它       
9922   優美     2001/9/6 跳票擠兌   其它       
9906   興達     2001/11/7 紓困-財危  其它       
8929   富堡     2006/5/10 繼續經營疑慮 其它       
9801   力霸     2003/8/29 抒困 財危 百貨       
2016   名佳利   2001/3/26 紓困-財危   鋼鐵金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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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財務危機公司與正常公司樣本對照表 

股票代號/公司簡稱 配對樣本--股票代號/正常公司 

1204   津津     1201   味全     1213   大飲   1233   天仁     

1209   益華     1234   黑松     1218   泰山   1220   台榮     

1212   中日     1235   興泰     1210   大成   1236   宏亞     

1221   久津     1216   統一     1231   聯華 

食品 

1227   佳格     

1222   源益     1203   味王     1217   愛之

味   

1232   大統益   

1407   華隆     1402   遠紡     1409   新纖   1434   福懋     

1450   新藝     1416   廣豐     1418   東華   1456   怡華     

1462   東雲     1413   宏洲     1414   東和   1423   利華     

4413   赤崁     1417   嘉裕     1419   新紡   1432   大魯閣   

1505   楊鐵     1504   東元     1507   永大   1503   士電 

1601   台光     1606   歌林     1614   三洋   1618   合機     

1602   太電     1609   大亞     1613   台一   1616   億泰     

1807   羅馬     1802   台玻     1806   冠軍   1809   中釉     

2333   碧悠     3031   佰鴻     8266   中日

新   

3059   華晶科   

2378   鴻運電子 3015   全漢     3026   禾伸

堂   

5317   凱美     

2398   博達     5371   中光電   8017   展茂   3061   璨圓     

2407   陞技     3044   健鼎     8068   全達   8183   精星     

2430   燦坤     3209   全科     5384   捷元   5410   國眾     

2490   皇統     5310   天剛     5478   智冠   3087   翔準     

5304   大霸     3007   綠點     3085   久大   8101   華冠     

5386   青雲 5328   華容     5346   力晶   5351   鈺創     

5395   普揚     3006   晶豪科   3034   聯詠   3041   揚智     

5442   世峰     3062   建漢     5306   訊康   3189   景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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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5   訊利電   5457   宣德     5487   通泰   5466   泰林     

6137   新寶科   5443   均豪     3049   和鑫   8281   歐普羅   

6240   文魁     5388   中磊     3260   威剛   3325   旭品     

股票代號/公司簡稱 配對樣本--股票代號/正常公司 

5207  飛雅 3231   緯創     8078   華寶   3227   原相     

5321   九德 8163   達方     3019   亞光   3008   大立光電 

5324   華昕     2303   聯電     2330   台積

電   

2363   矽統     

1107   建台     2505   國揚     2524   京城   2515   中工     

2518   長億     2545   皇翔     2547   日勝

生   

2538   基泰     

2594   德利     2511   太子     2527   宏璟   2516   新建     

2525   寶祥     2514   龍邦     2543   皇昌   1442   名軒     

8725   三采     2520   冠德     2577   亞昕   6401   助群     

8934   喬工     9942   茂順     9914   美利

達   

9921   巨大     

9922   優美     9915   億豐     9934   成霖   9933   中鼎     

9906   興達     9924   福興     9939   宏全 

國際 

9905   大華     

8929   富堡     9907   統一實   9945   潤泰

新   

9940   信義     

9801   力霸     9917   中保     9937   全國   9946   金革     

2016   名佳利   2002   中鋼     2006   東鋼   2007   燁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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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模式 

(一) 計量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Logistic迴歸和多元迴歸很相似，差別在 logistic迴歸的因變數通常為

二元、甚至是多元，而多元迴歸的因變數是連續變數。  

Yi
* =α+β1X1 i +β2 X2 i +β3 X3 i +β4 X4i +β5 X5 i +γ1 D1 i +γ2 D2 i 

 +γ3 D3 i +δ6 S i＋εi i 

If  Yi
* < 0  Yi=0 表示財務危機事件未發生 

If  Yi
* > 0  Yi=1 表示財務危機事件發生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納入五個財務變數、三個公司治理變數並以

規模為控制變數。 

α：截距項 

β：解釋變數的參數----財務變數 

γ：解釋變數的參數----公司治理變數 

δ：控制變數的參數 

Xi：第 i家公司的財務變數 

Di：第 i家公司的公司治理變數 

S：控制變數= ln(銷貨收入) 

財務變數： 

X1=(流動資產-流動負債)/總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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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比率越高，公司的流動性越佳越不易發生財務危機 

X2＝保留盈餘/總資產 

此比率代表公司的獲利能力，此比率越高代表公司的獲利能力越強 

X3=稅前息前淨利/總資產 

此比率代表公司的清償能力，此比率越高代表公司的償債能力越強 

X4=股東權益帳面價值/負債 

代表槓桿程度，此比率越高表示公司自有資金比率越高 

X5=銷貨淨額/總資產 

代表周轉力，此比率越高表示經營效率越佳 

公司治理變數： 

D1：董監持股比率=全部董監持股數/總股數 

D2：董監質押比率=董監質押股數/全部董監持股數 

D3：關係人銷貨依存度= 關係人銷貨收入/營業收入 

εi：第 i家公司解釋變數的誤差項 

p(Yi=1/Xi,Di,Si)＝p［α+β1X1 i +β2 X2 i +β3 X3 i +β4 X4i +β5 X5 i +γ1 D1 i 

+γ2 D2 i +γ3 D3 i +δ6 S i＋εi > 0］＝p［εi≦α+β1X1 i +β2 X2 i +β3 X3 i +β4 X4i 

+β5 X5 i +γ1 D1 i +γ2 D2 i +γ3 D3 i +δ6 S i］ 

其中： 

p表示第 i 家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其為介於 0與 1間的實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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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則為財務危機不發生的機率。 

假設 εi 服從邏吉斯分配(logistic distribution)，其期望值為 0、變異數

為 π2/3 3.29 ≒  

eα+β1X1 i +β2 X2 i +β3 X3 i +β4 X4i +β5 X5 i +γ1 D1 i +γ2 D2 i +γ3 D3 i +δS i 

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α+β1X1 i +β2 X2 i +β3 X3 i +β4 X4i +β5 X5 i +γ1 D1 i +γ2 D2 i +γ3 D3 i +δS i 

 

可進一步將前式表示成 logistic model： 

         p 
ln(_________)=α+β1 X1 i +β2 X2 i +β3 X3 i +β4X4i +β5 X5 i +γ1 Dii 

        1-p 
+γ2 D2 i +γ3 D3i +δS i 

 

其中， p表示第 i 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1-p則為財務危機不發

生的機率。其為介於 0與 1間之實數。 

因為 p(Yi)=pi
Yi(1-pi)1-Yi    其中 Yi=1或 Yi=0 

其概似函數 L(θ)=Πpi
Yi(1-pi)1-Yi 

欲估計財危事件發生機率，須先利用 Ashford於 1959 年提出之最大

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我們將概似函

數取自然對數並簡化為： 

 
                      pi 
ln［L（θ）］=Σ［Yiln (_________)+ln(1-pi)］ 

1-pi       
 

為了估計能使 ln ［L(θ)］最大的參數 α、β1 、β2 、β3 、β4、 

β5、γ1 、γ2、γ3 、δ，我們將 ln ［L(θ)］分別對 α、β1 、β2 、β3 、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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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5、γ1 、γ2、γ3 、δ做偏微分，然後令它們等於 0。由於模型中有 9

個自變數，所以有 10個聯立方程式來估計 α、β1 、 

β2 、β3 、β4、β5、γ1 、γ2、γ3 、δ。求出參數之最大概似估計值後，

進而求得財務危機發生機率的估計值。 

因為 logistic regression的最大概似估計(MLE)具有一致性

（consistency）、漸近有效性(asymptotically efficiency)和漸近常態性

(asymptotically normal)，且可應用於非線性函數，故以MLE 進行參

數估計。所謂一致性是指當樣本規模很大時，估計將近似於無偏；所

謂漸進有效性是指當樣本規模增大時，參數估計的標準誤相對縮小，

而漸進常態性是指隨著樣本規模增大，最大概似估計值的分配趨近於

常態分配。 

若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求出的機率值高於機率門檻，則判定為財

危公司；反之，則判定為正常公司。因型一誤差與型二誤差有抵換關

係，金融機構需考量型一誤差與型二誤差造成的成本以進一步評估模

型的預測準確性，故門檻值的選定影響企業財務危機的判定。傳統判

別財務危機以 50%為門檻值，但有高估型一誤差的疑慮，故本研究參

酌Martin(1977)的建議，以危機公司樣本數佔全體樣本數的比例做為

門檻界定值，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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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Z-score model 

鑑別分析係指探討單一分類性反應變量對 K個分析性解釋變數之統

計分析模式。鑑別模式之參數估計係應用歸類法則極大化(max λ)，λ

即為鑑別效標，鑑別分析預測的是個案的所屬組別，需使用歸類法

則。所謂歸類法則係指以切斷值為標準，與個案的鑑別分數進行比

較，以判斷個案之預測歸類。所謂切斷值為鑑別軸上之某一鑑別分數

值，據此可將個案分為 0與 1 兩組；切斷值是歸類法則的比較標準，

亦是組均值的加權平均，權數為組樣本數。在取得個案的預測歸類

後、可進一步將之與個案的實際歸類相比較，以評估鑑別函數的預測

能力。 

多變量線性鑑別函數 Y，其值為 0 或 1，也就是正常公司與財危公司

之分類，加上不同的財務變數 X，則其多變量鑑別函數如下所示： 

Y =v1X1+v2X2+………+vkXk 

max λ＝SSB(Y)/SSW(Y) 

SSB為群體之組間變異          SSW為群體之組內變異 

Altman(1983)以多變量鑑別分析應用於公司破產的預測，針對無股價

資料的未上市櫃公司，他整理出五個最具代表性的財務比率變數，並

形成下列鑑別函數： 

Z=0.717X1 +0.847X2 +3.107X3 +0.42X4 +0.998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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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流動資產-流動負債)/總資產，此比率越高，公司的流動性越佳越

不易發生財務危機 

X2＝保留盈餘/總資產，此比率代表公司的獲利能力 

X3=稅前息前淨利/總資產，此比率代表公司的清償能力，此比率越高

代表公司的償債能力越強 

X4=股東權益帳面價值/負債，代表槓桿程度，此比率越高表示公司自

有資金比率越高 

X5=銷貨淨額/總資產，代表周轉力，此比率越高表示經營效率越佳 

Z=總體指標分數 

Altman(1983)的研究認為：Z <1.2的公司一定會破產；Z >2.9的公司

為財務安全公司；介於 1.2到 2.9之間為灰色地帶，為最容易分類錯

誤的區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