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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相當多元，包含公司內部因素以及外在環境因素等，

國內外的學者針對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因素已經有相當多的探討，然而，

在探討外在環境因素時，多數學者著眼於探討景氣循環對資本結構的影

響，卻少有學者將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此一大環境因素列入考量，由於資

本市場的活絡與否對公司的籌資行為影響很大，因此，本研究將先就本市

場發展健全與否找出轉折點，將研究期間區分為轉折點之前與轉折點之

後，再進一步探討公司內部因素及外在環境因素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

故，本章開頭先就資本市場發展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文獻探討，由國內

外之實証研究結果找出比較具代表性之資本市場發展的指標，其次針對本

文採用之研究變數，就國內及國外實証研究結果及看法進行摘要與統整。

而在最末節將對國內外相關實証進行評論與研討，以發展本文之研究主題

與方向。 

第一節  資本市場發展指標 

資本市場活絡與否對於企業籌資活動有很深遠的影響，當資本市場越健

全，交易越活絡，企業透過資本市場籌措資金來源越不受到限制，企業越

能夠在有資金需求時募得所需資金，因此，資本市場發展健全與否將影響

到企業的資本結構。曾瓊慧(民 87)即提出一『資本深化』的概念來探討台

灣資本市場的發展，所謂『資本深化』是指資本市場中的資金累積速度超

越資本市場外財富的累積速度。資本深化程度越高，表示資本市場中所流

通的資金數量越多、累積速度越快，且交易越活絡。而高度深化之資本市

場表示金融市場之發展越健全，不僅有利於企業及投資者進行籌資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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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更與一國之經濟成長息息相關。 

藉由對台灣資本市場深化程度的研究，能清楚的看出資本市場在台灣經濟

發展歷程中所佔的比重與發揮的功能，在曾瓊慧(民 87)的研究中提出以下

15個衡量指標來衡量資本市場深化的程度： 

1. 上市股票總市值  / GNP 

2. 上櫃股票總市值  / GNP 

3. 股票上市公司資本總額  / GNP 

4. 股票上櫃公司資本總額  / GNP 

5. 上市債券淨額  / GNP 

6. 上市政府債券淨額 / GNP 

7. 上市公司債淨額 / GNP 

8. 店頭市場債券登記餘額  / GNP 

9. 店頭市場政府債券登記餘額  / GNP 

10. 店頭市場公司債登記餘額 / GNP 

11. 股票上市公司營業總額  / GNP 

12. 上市股票總市值  / M2 

13. 上櫃股票總市值  / M2 

14. 上市債券淨額  / M2 

15. 債券登記餘額  / M2 

由以上指標可以衡量資本市場深化程度以及發展情形，並看出資本市場交

易活絡情形，藉以判定資本市場發展健全與否。 

企業的長期融資管道除了透過發行債券或發行股票取得權益資金外，向銀

行貸款也是台灣企業向外融資的重要管道之一，因此，探討資本市場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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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時除了上述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發展指標外，銀行之貸款程度亦為一

重要指標。Demirguc-Kunt & Levine (1996)之研究中，即以金融機構之流動

負債、總資產、以及貸款餘額等指標除以 GDP 來衡量企業向銀行貸款之

程度。 

第二節  研究變數相關實証探討 

本研究根據所參考之國內外相關實證結果，選擇了四個企業內部因素以及

一個外部環境因素做為研究變數，以探討這些變數對於企業負債結構之影

響，以下為本研究針對相關實証研究結果之整理。 

一、公司內部因素 

(一)、公司規模 

直觀而言，公司規模越大，經營將越穩健，相對便具有較高之信用評等，

所以比較容易以低廉的借款利率自資本市場取得資金，是故，公司會使用

更多的舉債來籌措資金，亦及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之間呈現正向關係。 

在國外實證中，Ferri & Jones (1979)亦認為規模較大的公司具有較佳之債

信，且因多角化的經營模式可以降低其營運風險，以及進入資本市場相對

迅速下，要舉借低廉的資金比規模小的公司容易的多，因此，總負債比率

與公司規模呈現正相關。 

而 Myers & Majluf (1984) 從資訊不對稱的角度衡量，認為規模大的公司產

生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較小，比較容易取得外部融資的機會，因此，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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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債比率，負債比率與公司規模呈現正相關。 

另外，Titman & Wessels (1988) 則認為規模小的公司發行權益證券或長期

債券時，其發行之資金成本比規模大的公司高，因而會轉而籌措短期負債

做為資金來源，公司規模與短期負債呈現負相關，與長期負債呈現正相關。 

Chung (1993) 以代理理論的觀點詮釋，認為規模大的公司往往屬於管理者

控制(Management Control)的經營型態，亦即公司之資產替代與不足額投資

之代理成本較低，因此，規模較大的公司會有較高之長期負債比率，公司

規模與長期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 

在國內實證方面，邱淑芳(民 81)、王瑛璋(民 83)、吳景富(民 85)、簡志昇(民

87)、藍瑞卿(民 89)等之實證結果君支持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之間呈現正相

關。 

(二)、資產抵押價值 

通常企業會以存貨或固定資產做為舉債應提列之擔保抵押來源，因此，企

業擁有之存貨與固定資產之價值越高，債券便越有保障，金融市場將比較

願意融資給該企業。這與 Scott(1977)之看法一致，該研究指出企業持有的

有形資產價值高低攸關到企業之最適負債比率，因此，其債權會比較具有

保障，公司的違約機率也比較小，相對而言資金成本比較低廉，企業會增

加舉債，所以，資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向關係。 

此外，Jensen & Meckling (1976)從負債代理成本的角度出發，指出舉債企

業決策會傾向採用高風險或次佳投資方案，產生負債代理成本，然而，若

有抵押擔保品的保證，此成本便可以降低，企業更有能力舉債，因此，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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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 

而 Myers & Majluf (1984) 則從權益代理成本的角度出發，當市場上存在資

訊不對稱時，企業若發行新股以權益融資必然面臨折價發行之情形，資金

成本較高，因此，企業會傾向舉債融資，而如果企業擁有之可抵押資產越

多，則會更加使用舉債來規避權益代理成本，由此可知，其研究亦主張資

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之間呈現正向關係。 

國內實證研究亦大多支持資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向關係，諸如王

瑛璋(民 83)、黃小娟(民 84)、吳景富(民 85)、簡志昇(民 87)、黃重裕(民 88)、

蘇士哲(民 89)… 等。 

(三)、獲利能力 

一公司之獲利狀況穩健良好，則代表收入比較穩定，資金也較為充裕，所

以對外舉債之可能性相對較低，此觀念與 Eugene F. Brigham(1985)提到的

概念一致，其認為擁有高投資報酬之企業，平常營運所產生之內部盈餘即

可以因應公司之資金需求，不太需要透過對外籌資取得資金。同時，Myers 

& Majluf (1984)提出之融資順位理論的概念亦是如此，公司有資金需求時

會優先考慮內部資金，其次是外部資金中的負債資金來源，最後才會考慮

使用權益資金來源，而高獲利的公司比較不需要對外融資，因此，負債比

率較低。 

然而，亦有實證結果指出公司獲利能力與負債比率之間呈現正相關的論

點，以 Jordan (1998)為例，其研究指出根據最適資本結構理論，公司在決

定最適舉債額度時，會一併考量舉債後可享受之節稅利益以及可能產生之

破產成本，因此，具有高獲利的公司營運狀況良好，破產機率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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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會使用較多的負債以獲得更多的節稅利益，因此，公司的獲利能力與

負債比率之間呈現正相關。 

在國內的實証研究方面與國外相同，有部分支持公司獲利能力與負債比率

呈現負相關，如邱淑芳(民 81)、王瑛璋(民 83)、吳景富(民 85)、簡志昇(民

87)、蘇士哲(民 89)、蔡貴琴(民 90)… 等，其實証結果皆傾向支持負相關的

說法。 

另外，邱惠文(民 81)以及黃重裕(民 88)之實證結果則支持公司獲利能力與

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之說法。 

(四)、成長性 

關於負債比率與企業成長性的文獻有兩種不同的說法，若根據 Eugene F. 

Brigham(1985)提出的觀點，認為成長迅速之企業往往有大量之資金需求以

滿足其進行投資或擴充之用，而在對外融資的選擇上，因為發行普通股的

資金成本比舉債成本高，所以公司比較不喜歡用權益融資而傾向以負債融

資支應，因此，高成長的企業會有較高的負債比率，亦即負債比率與成長

性呈現正相關。國內實證部分支持負債比率與成長性呈現正相關的有黃小

娟(民 84)、簡志昇(民 87)、葉振輝(民 88)、黃重裕(民 88)… 等。 

然而若依據 Myers(1977)之觀點，認為企業之成長性為一向無形資產，而

該資產不具備實質的抵押價值以為擔保，所以若一企業之成長性為其擁有

之最大資產勢必會限制其舉債能力，因而高成長的企業會有較低的負債比

率，此外，成長性高的公司不足額投資之負債代理問題較嚴重，換言之債

權人須付出較高之監督成本，換言之高成長的公司其使用負債融資來源的

資金成本較高，將傾向少用負債，亦即負債比率與成長性呈現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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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Jensen(1986)認為使用負債融資可以減少自由現金流量過多所帶來的

代理問題，降低經理人可控制的自由現金流量，避免經理人將剩餘的自由

現金流量從事無效率的運用或投資於淨現值小於零的方案，因而產生權益

代理問題，然而，高成長的公司並無自由現金流量過剩的問題，因此，不

需要透過多舉債的方式降低權益代理問題。 

國內實證支持負債比率與成長性呈現負相關的有邱惠文(民 81)、與吳景富

(民 85)… 等。 

二、外在環境因素 

除了公司特性因素會影響企業之資本結構外，外在環境因素也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在外在環境因素中本研究著眼於探討總體經濟因素對資本結構的

影響，當整體經濟情勢處於擴張時期，企業的營運表現較佳，股價水準較

高，若進行權益融資可以募集到比不景氣時期更多的資金，因此，企業可

能在擴張時期多用權益融資，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之間呈現逆循環。

然而，在經濟擴張時期，企業之破產機會也比較小，企業也可能會多使用

負債資金滿足資金需求，因此，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間呈現順循環。

由此可之，企業在面臨外在環境變化時，可能會順應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其

資本結構，然而有些企業會選擇在經濟情勢好時多使用負債融資，有些企

業則選擇多使用權益融資，以下本研究將就國內外文獻探討資本結構如何

順應總體環境而改變。 

Korajczyk & Levy (2003)依是否能順利的募集資金支應投資所需的準則，將

所有樣本公司分成受限制的群體以及不受限制的群體，所謂受限制的公司

是指公司具有投資機會然而有融資受限的情形，無法順利籌措資金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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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其研究結果顯示，融資受限的公司，其負債比率與總體因素之間

呈現順循環，亦即擴張時會多使用負債融資來源。反之，融資不受限制的

公司，其負債比率與總體因素之間呈現逆循環，亦即擴張時會多使用權益

資金來源。 

另外，Levy (2001)從代理問題的概念出發，其研究主張經理人的代理問題

的嚴重程度將隨景氣而有變化，當景氣緊縮時，經理人擁有之股份比例下

降，代理問題變的比較嚴重，此時，融資不受限制的公司會增加舉債，以

減少代理問題，因此，融資不受限制的公司及資本結構與景氣之間呈現逆

循環。反之，融資受限的公司無法順應景氣隨時調整其資本結構，資本結

構與景氣之間呈現順循環。 

John Moore(1997)以動態經濟模型推導景氣與資本結構之關係。其模型將

財務限制內生化，且認為財務限制起因於在沒有資產抵押品的情況下，貸

方無法要求借方償還負債，因此，貸方通常會要求借款者提供擔保品，且

借款者之舉債程度與擔保品之價值成正比。而擔保品之價值將隨景氣循環

而波動且呈現正相關，因此，受限情況下之企業舉債情形亦將與景氣循環

呈現正相關，亦即呈現順循環之情形。 

此外，Fayolle & Fleurbaey(1990)推導出下列模型，亦得出相同之結論，亦

即在融資受限時期，企業之融資型態與景氣之間呈現順循環之情形。其模

型為 AUTAIpDD ttkttt ∆−∆−+=+1 ，其模型指出下一期之負債水準決定於本

期負債水準、投資支出、新增權益資金、以及自發性資金來源。當企業面

臨融資需求時(自發性資金不足以支應投資支出)，企業可以透過舉債或權

益進行外部融資，然而，若企業面臨融資限制，無法透過增加權益資金滿

足融資需求時( tA∆ 無法增加時)， 1+tD 與 tkt Ip 間將呈正向關係，亦即必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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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舉債滿足投資所需之資金。而在景氣好時，企業之投資增加，面臨融資

限制下，企業使用負債情形亦隨之增加，因此，由 Fayolle & Fleurbaey(1990)

之模型可以推導出，在融資受限時期企業負債比率與景氣呈現順循環之現

象。 

在國內實證方面王瑛璋(民 83)探討在不同的資本市場情況下，即多頭市場

與空頭市場時，公司的資本結構是否因而有所差異，其研究顯示在股市空

頭時期公司的負債比率比多頭時期高，顯見在股票市場交易熱絡的情況

下，公司傾向以發行權益的方式來籌措資金。 

黃世嘉(民 91)以電子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並將區分研究期間為景氣循環

擴張期與收縮期，分別探討兩個期間下影響資本結構因素上的差異，其研

究結果顯示電子上市公司在擴張期與緊縮期下會影響到其負債比率的變

數實際上沒有很大之差異。 

而陳世明(92)以台灣全體上市之電子公司為研究對象，針對國內整體經濟

景氣狀況來探討公司資本結構是否受各種不同的因素所影響，且融資決策

是否該因應外在景氣予以做適當調整。其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景氣處於擴張

期或緊縮期，平均而言台灣上市電子公司之負債比率維持在一水準上，管

理者心中似乎存在一最適資本結構。 

由國外文獻可以發現若將公司區分為受限公司及不受限制的公司，兩群體

的資本結構會受到總體經濟因素影響的方向不同，融資受限的公司其資本

結構與總體經濟因素之間呈現順循環，而融資不受限的公司其資本結構與

總體經濟因素之間呈現逆循環，國內實證之王瑛璋(民 83)以股市多空情形

為外部因素亦發現資本市場狀況對企業資本結構有顯著影響。然而，其他

國內實證，黃世嘉(91)以及陳世明(92)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公司的負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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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擴張期或緊縮期都維持在一定水準，不會有太大之變化，然而，國

內實證並未將融資是否受限的標準納入研究樣本中，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此部份深入研究。 

第三節  文獻評論與研討 

公司基於進行投資、擴充產能、充實營運資金或者改善財務結構等而引發

資金需求。當企業基於進行投資計畫而有資金需求時，往往需要長期而龐

大的資金，尤其是當企業逐漸成長時，資金的需求也不斷增加，此時籌措

資金的問題便成為財務決策的重點。而究竟應該以自有資金再投資或是以

向外融資的方式取得資金？如果決定以外來資金滿足融資需求，則又應該

以負債融資或權益融資呢？種種問題皆牽涉到資金成本的高低與稅負的

考量，以及公司的經營彈性與自主權等。 

究竟企業制定融資決策是否有一定規則可循，晚近學者分別從資訊不對

稱、代理問題及組織策略的觀點探討並加以時證，提出融資順位理論，認

為公司面臨融資需求時會以內部資本為最佳選擇，如須向外融資則舉債優

於權益融資。此外，亦有學者支持抵換理論，認為多使用負債資金可以享

有稅盾具有降低資金成本的好處，然而須面臨破產危機增加之缺點，管理

階層必須從中取捨，決定公司之資本結構。 

根據抵換理論，景氣擴張時，股市表現較好，企業之破產成本低，且有正

的課稅所得，企業將多使用負債，亦即負債比率與景氣之間成順循環，然

而，反觀台灣上市公司似乎傾向多使用權益融資，每年都有許多企業透過

現金增資募集資金，是否台灣企業決定融資決策時並非依據抵換理論，又

或者台灣屬於新興資本市場，相較於美國資本市場發展以臻完備而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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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資本市場發展歷經了一劇烈的演變與轉則，直至近年來台灣資本市場

的發展才漸趨健全，在資本市場發展尚未健全的時期，企業透過資本市場

籌措資金比較受到限制，無法順應總體環境因素改變其資本結構，而在近

年來台灣資本市場發展較趨完備，企業比較容易從資本市場取得資金，融

資比較不受限制，因此，本研究認為台灣企業的資本結構與台灣資本市場

發展演變過程有很大的相關，接下來亦將針對此部分有進一步之探討。 

此外國內外學者已經有不少研究探討公司特性因素如何影響公司資本結

構，以及總體經濟因子如何影響資本結構，然而，多數研究僅著眼於某特

定的景氣循環周期，屬於較短期的研究，本研究思及台灣資本市場發展歷

經之轉變，欲將此轉變過程納入研究中，因此，本研究將拉長研究期間，

從 1981年至 2003年第三季為止，捕捉台灣資本市場發展之轉折點，探討

轉折點前後兩期之間台灣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變化，研究其如何受公司特

性因素以及總體經濟因素影響。再者進一步探討公司因素與總體經濟因素

何者為主要影響公司決定資本結構的因素。最後在台灣資本市場發展已達

健全之後，企業融資已經不受到大環境之限制，然而部份企業由於公司本

身因素而在融資上仍受到限制，本研究將進一步區分出此類型之公司，研

究其資本結構與總體經濟因素間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