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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章將依序研究流程，根據實證所得之結果探討其可能之原因，並嘗試從

中獲得啟發，實證部分包含三階段；首先即以 Cusum檢定測試出資本市場

發展之轉折點，並針對轉折點前後期進行敘述統計基本分析，以瞭解資本

市場發展之特性。其次，建構多元迴歸模型，探討公司特性因素與總體經

濟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之影響，並針對轉折點之前後期進行變異數拆解，

探討何者為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主要因子，以及總體經濟之影響性是否增

加。最後，依公司本身特性區分其是否為融資受限的公司，探討融資受限

公司與不受限公司融資型態之差別。 

第一節  第一階段之實證分析 

第一階段之實證研究包含三個步驟，步驟一為使用 Cusum檢定測試出資本

市場之轉折點；第二步驟為針對轉折點前後期進行敘述統計分析，探討資

本市場發展指標在樣本期間內之特性，以及前後其之間是否有所差異；以

下本研究將以此三步驟進行實證結果分析。 

一、步驟一：測試轉折點 

(一)、Cusum Test 

本研究利用 Cusum Test，針對資本市場發展指標進行檢驗，由圖形判別的

方式，找出資本市場發展之轉折點，以利後續之實證操作。由於企業向外

融資可以透過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以及向銀行借款，因此，為了探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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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場之發展對企業融資型態之影響，本研究分別從股票市場之發展、債

券之場之發展以及銀行貸款程度加以探討資本市場之發展，以如下之迴歸

式進行分析： 

tttt uxy += β'  

其中 y分別為 STK、BND、以及 BNK，亦即表資本市場發展之三種指標，

而 x則代表相對應之時間點。 

底下依序為股票市場發展指標、債券市場發展指標、以及銀行貸款指標進

行 Cusum Test之結果。 

圖 4- 1股票市場發展指標之轉折 

CUSU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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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為使用股票市場之發展為資本市場發展指標進行 Cusum Test所得之

結果，畫出上述圖形，圖中上下兩條對稱之斜線為在顯著水準 5%下畫出

之臨界線，依 Cusum Test之解讀方式，若迴歸分析之誤差項之和超出此兩

條臨界線，代表此迴歸式有歷經轉折，亦即存在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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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判斷，以股票市場發展指標而言，在 1989年與 1992年 Cusum之值

皆有碰觸到臨界點，代表以股票市場而言曾經發生兩次轉折，第一次轉折

產生於 1989 年，然而，此轉折並不穩定且並沒有維持很久，Cusum 之值

約在 1991年又回到臨界點之內。不久，大約在 1992年時產生第二次轉折，

而此次轉折點之後，Cusum之值並沒有再回到臨界線之內，因此，本研究

認為此次 1992年之轉折點比 1989年產生之轉折還要穩定，持續之時間亦

較長，若由股票市場之發展來判斷資本市場之轉折點，本研究由圖中判斷

轉折點產生在 1992年。 

圖 4- 2債券市場發展指標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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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為使用債券市場發展程度為資本市場發展指標進行 Cusum Test所得

之結果，畫出上述圖形，圖中上下兩條對稱之斜線為在顯著水準 5%之情

況下畫出之臨界線，依 Cusum Test之解讀方式，若迴歸分析之誤差項之和

超出此兩條臨界線，代表此迴歸式有歷經轉折，亦即存在轉折點。 

由圖中判斷，以債券市場發展指標而言，在 1989年末與 1990年初，以及

2001 年時 Cusum 之值皆有碰觸到臨界點，代表債券市場之發展於此兩個

時點曾經產生轉折，第一次轉折大約發生於 1990 年，此次轉折持續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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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的時間，直到大約 2001年 Cusum之值才又回到臨界點之內。由於以

2001年至今之觀察點並不多，本研究無法依此判斷第二次之轉折點持續之

時間，無法推測 2001 年之轉折是否為一穩定之轉折。因此，本研究由圖

中判斷認為若由債券市場之發展來判斷資本市場之轉折點，轉折點發生在

1990年。 

圖 4- 3銀行貸款程度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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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為以銀行貸款程度為資本市場發展指標進行Cusum Test 所畫出之圖

形，圖中上下兩條對稱之斜線為在顯著水準 5%下畫出之臨界線，依 Cusum 

Test 之解讀方式，若迴歸分析之誤差項之和超出此兩條臨界線，代表此迴

歸式有歷經轉折，亦即存在轉折點。 

由圖中可以看出，Cusum 之值大約在 1992 年初時碰觸到臨界點，之後到

2003年都沒有再回到臨界點之內，此結果代表以銀行貸款程度而言，資本

市場之發展於 1992 年發生轉折，且此轉變一直持續至今，沒有產生第二

次轉折。因此，本研究認為以銀行貸款程度為資本市場發展之指標，測試

出之轉折點為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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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不論以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或者銀行貸款程度進行分析，皆可以判斷出

資本市場之發展存在轉折點，由股票市場測試出之轉折點為 1992 年，由

債券市場測試出之轉折點為 1990 年，而由銀行貸款程度測試出之轉折點

亦為 1992 年，本研究考量資本市場發展之健全與否必須同時考量股票市

場、債券市場與銀行貸款情形，因此，雖然以債券市場而言於 1990 年已

經發展健全，本研究同時考量股票市場與銀行貸款情形後欲以 1992 年為

資本市場發展之轉折點。 

二、步驟二：基本敘述統計分析 

此步驟之目的在於進一步檢驗由 Cusum Test 測試出之轉折點是否具有意

義，因此，本研究依上一階段測試出轉折點 1992 年，將樣本期間分為轉

折點之前與轉折點之後兩期，針對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以及銀行借貸情形

之發展指標進行敘述統計分析，以及 Student’s T檢定，檢驗前後兩期指標

之平均數是否相等。其結果如下表所示： 

觀察下表 4-1-1之統計結果，本研究對資本市場發展情形有以下幾點結論： 

1. 在平均值方面，轉折點之後皆大於轉折點之前，且其標準誤很小，代表

轉折點之後資本市場之發展比之前健全，無論以股票市場發展、或債券

市場發展、甚至銀行借貸程度而言，都可以看出此現象。根據此敘述統

計之結果可以進一步加強步驟一之論點，由 Cusum Test測試出轉折點

為 1992 年，在轉折點前後資本市場發展之指標值的確有所不同，且呈

現出轉折點之後之指標值大於轉折點之前之一致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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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 T 檢定可以更有力的支持上一論點，表 4-1-1 之中 P 值即為進行

Student’s T檢定之結果，P值均非常接近零，此結果顯示有明顯之證據

推翻前後兩期平均數相等之虛無假設，亦即轉折點前後資本市場發展指

標值之平均數顯著不相等。亦可以解釋為轉折點前後資本市場之發展程

度不同。 

由以上兩論點可以歸結出資本市場在轉折點前後之發展程度不同，且轉折

點之後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明顯優於轉折點之前。因此，本研究將以 1981

年至 1991 年為資本市場發展較不健全的時期，而以 1992 年至 2003 年為

資本市場發展比較健全之時期。 

表 4-1- 1各指標之敘述統計結果 

轉折點之前 轉折點之後 轉折點之前轉折點之後 轉折點之前 轉折點之後
平均數 0.7501 1.1773 0.0999 0.1426 3.7055 5.513

標準誤 0.0541 0.026 0.0076 0.004 0.0675 0.0495

中間值 0.6955 1.2372 0.0689 0.1233 3.8595 5.3779

標準差 0.4955 0.3116 0.0698 0.048 0.6188 0.5946

變異數 0.2455 0.0971 0.0049 0.0023 0.3829 0.3535

最小值 0.2057 0.5657 0.0148 0.0624 2.6106 4.3238

最大值 1.8932 1.7941 0.2212 0.2642 4.7183 7.0173

個數 84 144 84 144 84 144

p值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股票市場 債券市場 銀行借貸

0.0000 *** 0.0000 *** 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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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驟三：轉折點代表性意義之探討 

（一）、負債比率與股票市場發展程度之關係 

此步驟為進一步驗證以 1992年為資本市場發展之轉折點是否具有代表性

意義，由於 Demirguc-Kunt & Maksimovic (1996)之研究中顯示出當資本市

場發展越健全時，企業越仰賴股票市場為主要資金來源，而且在發展越健

全的股票市場中，企業使用負債之情形相與股票市場發展程度呈現負相

關，亦即負債資金與權益資金之間出現替代性，因此，此部分將以轉折點

之後，企業使用負債之情形是否與資本市場發展指標呈現負相關，來檢驗

以 1992年為轉折點是否具有意義。 

以所有上市櫃公司之負債比率為應變數，股票市場發展指標為自變數進行

迴歸分析，迴歸結果如下表所示： 

在轉折點之前，係數值呈現負相關，然而，未達顯著水準；反觀轉折點之

後，係數值呈現負相關，且達 1%之顯著水準，此結果與 Demirguc-Kunt & 

Maksimovic (1996)之研究相符，在發展比較健全的市場中，企業使用負債

之情形與權益資金之間將出現替代性，由於以股票市場發展指標測試出之

轉折點為 1992年，進一步檢驗轉折點之後企業使用負債之情形與股票市

場發展程度之關係，呈現在發展健全之資本市場下該有之現象，依此推定

1992年之後台灣資本市場之發展確實達到一發展比較健全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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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負債比率與股票市場發展 

係數值 P值
轉折點之前
股票市場發展(STK) -1.4963 0.6115

轉折點之後
股票市場發展(STK)              -3.2906 *** 0.0000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應變數
自變數

負債比率

 

（二）、台灣金融之發展 

除了經由 Cusum Test以及 T檢定推測轉折點之外，本研究亦從台灣金融之

自由化過程中，台灣經歷之改革加以驗證此轉折點之準確性。台灣經濟發

展初期，金融穩定乃最重要的政策目標，金融效率的追求相對較不重視，

因此包括利率管制、金融機構設立採取管制方式等措施，均以強調金融體

系之安定為前提。至 1990 年開放新設銀行前，本地銀行的設置處於高度

管制狀態，因此，只有日據時代留下之省屬行庫、原先於大陸地區設立、

後於台灣復業的銀行，以及後來選擇性核准之少數銀行，總計只有 24家，

且絕大多數屬於公營銀行。  

然而，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與國內資金市場規模擴大，對國內銀行業之層層

限制已不符合金融效率的追求，且隨著 1980 年代台灣實施貿易自由化，

以及資訊技術創新與國際資本移動快速，政府加速推動金融自由化與金融

國際化，以期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之決心亦日益增加，因此，開放民營銀

行設立之聲，因應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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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除於 1989年施行利率自由化外，亦在 1989年增訂銀行法第五十二條

第二項：「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設立之銀行或金融機構，其設立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財政部並於 1990 年發布「商業銀行設立標準」，開

始接受新銀行設立申請，並於 1991年核准 15家新銀行設立，隔年再核准

一家，共 16 家新設銀行，爾後陸續輔導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轉制

為銀行。  

此外，台灣的 QFII機制於 1991年開始施行，允許包括銀行、保險商和基

金公司等在內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台灣證券市場。 

台灣於 1991 年開放設立民營銀行、開放外資、1992 年開放信託公司改制

為銀行、以及開放保險公司… 等，一連串之金融改革都驗證了本研究以

Cusum Test測試出之轉折點 1992年的確具有代表資本市場轉折之意義。 

第二節  第二階段之實證分析 

此階段首先建構多元迴歸模型，探討公司特性因素與總體經濟因子對企業

資本結構之影響，本研究尤其著重於探討總體經濟因子在資本市場發展程

度不同下，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其次，針對轉折點之前與之後進行變

異數拆解，將負債比率隨時間之變動拆解成由公司特性因素造成與由外部

環境之景氣因子引起。 

一、步驟一：建構多元迴歸模型 

以公司特性因素及總體經濟因子與企業之負債比率進行迴歸分析，其迴歸

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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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titititititit MACRODMACROSGRPROFCOLLOGTADR εβββββββ +×++++++= 6543210

迴歸分析結果如下： 

(一)、以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公司特性因素以及以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對企業之負債比率進行

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4-2-1 所示，以下分別由公司特性因素與總體經濟因

子探討實證結果： 

(1)、公司特性因素方面 

1. 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此結果與過去國內外文獻並不相符，

過去國內外文獻指出規模越大之企業經營將越穩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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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卻與文獻不符，推測其原因為

公司規模的代理變數為總資產，而資產抵押價值之代理變數為固定資產

與存貨，因此，公司規模與資產抵押價值間可能呈現共線性之關係，而

使結果與預期不符。 

本研究另外單獨以公司規模變數與負債比率進行迴歸分析，即可得出公

司規模與負債比率成正相關之結論。 

2. 資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且達 1%之顯著水準。此代表企

業可以提供為擔保品的資產價值越高，企業越容易以舉債募集到所需資

金，資產抵押價值越高，債券便越具有保障，金融市場比較願意融資給

該企業。在國內外文獻方面 Scott(1977)、Jensen & Meckling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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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 & Majluf (1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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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之實證結果亦支持資

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之情形。 

3. 獲利能力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且達 1%顯著水準。此結果代表企業

之獲利狀況穩健良好，收入比較穩定時，資金也較為充裕，所以對外舉

債之可能性相對較低。此結果亦符合 Myers & Majluf (1984)提出之融資

順位理論，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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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實證方面邱淑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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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之實證結果皆支持獲利能力與負債比率成正相關之情

形。 

4. 成長性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未達顯著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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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實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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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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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體經濟因子方面： 

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關係在轉折點之前呈現逆循環，轉折點之後亦

呈現逆循環，且達 1%之顯著水準。此結果可以由表 4-1-2中看出，轉折點

之前總體經濟因子的係數為值為負值(-0.1043)，代表經濟狀況越樂觀，企

業使用之負債情形越低，兩者之間呈現逆循環之情形，此結果與預期不相

符，然而，亦未達顯著水準。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負值

(-0.2059)1，代表轉折點之後，企業使用負債之情形與總體經濟狀況呈現逆

循環，此現象符合預期。 

若以長期負債比率為應變數，實證結果顯示，轉折點之前負債比率與總體

經濟情勢呈現順循環，係數值為正，轉折點之後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呈現

逆循環，係數值為負值。此現象符合假說之預期，然而，轉折點之前的實

證結果仍未達顯著水準。 

研究假說預期資本市場發展較不健全的時期(1981年至 1991年)，企業融資

比較受到限制企業必須透過舉債支應投資所需資金，而投資支出與總體經

濟狀況呈現順循環，因此，企業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狀況亦呈現順循環。

此外，在融資受限時期，企業舉債程度取決於其資產抵押價值，而資產之

價值隨大環境而變動，經濟狀況好時，資產之抵押價值高，經濟狀況差時，

資產之抵押價值較低，亦即資產抵押價值與總體經濟之間呈現正循環之情

形，而又由前述結果得之負債比率與資產抵押價值呈現正相關之情形，因

此，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間亦呈現順循環之情形。 

而在資本市場發展比較健全之後(1992年至 2003年)，企業融資比較不受到
                                                 
1 迴歸式中之虛擬變數 D=0時代表 t<1991，亦即在轉折點之前 D=0，因此，將 D=0帶入迴歸式
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0.1043，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前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D=1時代表 t>=1992，亦即在轉折點之後 D=1，因此，將 D=1帶入迴歸式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
數值為 (-0.1043)+(-0.1016)=-0.2059，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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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企業之舉債程度不再完全決定於資產抵押價值之多寡，由實證結果

顯示企業在經濟狀況好時傾向少用負債、多用權益，其原因為在經濟狀況

好時公司之股價水準高，使用權益金成本較低，因此企業傾向多使用權益

融資而少用負債，保留其舉債彈性。 

由實證結果發現，以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的替代變數時，在轉折點之前，

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之間無一定之關係，且之間的關係並不顯著；

而在轉折點之後，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之間顯著呈現逆循環之

情形，此結論符合預期。 

就整條迴歸式而言，F值分別為 11.2825與 10.8172，皆達 1%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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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1以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  

           應變數
自變數

總負債比率(TDR)長期負債比率(LDR)

公司規模(LOGTA)      -9.0040 ***        -3.2568 ***
(1.3314) (0.8265)

               [0.0000]                [0.0000] 

資產抵押價值(COL)        20.8736 ***        14.1698 ***
(2.9807) (1.8480)

               [0.0000]                [0.0000] 

獲利能力(PROF)        -6.2824 ***       -8.3704 ***
(1.3896) (0.8607)

               [0.0000]                [0.0000] 

成長性(SGR) 0.0017 0.0008
(0.0015) (0.0001)
 [0.2739] [0.4036]

總體經濟因子(Macro1) -0.1043 0.0480
(0.1019) (0.0631)

               [0.3062]                [0.4468] 

總體經濟因子(D*Macro1)       -0.1016 ***         -0.0616 ***
(0.0112) (0.069)

               [0.0000]                [0.0000] 

0.7927 0.4917
0.3539 0.3439

F值 11.2825 10.8172
P值                0.000***                0.000***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2R
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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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同期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公司特性因素以及以同期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對企業之負債比率進行

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4-2-2 所示，以下分別由公司特性因素與總體經濟因

子探討實證結果： 

(1)、公司特性因素： 

1. 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然而，單獨以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進

行迴歸分析即可得到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之結果，且達 1%

之顯著水準。      

2. 資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且達 1%之顯著水準。 

3. 獲利能力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且達 1%顯著水準。 

4. 成長性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其結果與以領先指標為景氣總體經濟因素之替代變數時一致，因此，本研

究在此不再重述呈現此結果之原因。 

(2)、總體經濟因子方面： 

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關係，以總負債比率而言，在轉折點之前呈現

逆循環，轉折點之後亦呈現逆循環，且達 1%之顯著水準；以長期負債比

率而言，結果亦是如此。此結果可以由表 4-2-2 中看出，轉折點之前總體

經濟因子的係數以總負債比率而言為負值 (-0.6396)，代表經濟狀況越樂

觀，企業使用之負債情形越少，兩者之間呈現逆循環之情形，以長期負債

比率而言係數值亦為負值(-0.1820)，兩者之間呈現逆循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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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皆為負值(-0.7134)2與(-0.2362)，代表轉

折點之後，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間呈現負相關。 

以同期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進行迴歸之結果與前述結果略有不同，因此，

以此指標而言本研究主要探討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間之關係不完

全符合之前之假說，在融資受限時期，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間

呈現順循環之假說並不成立，而在融資不受限之時期，企業之負債比率與

總體經濟因素間呈現逆循環之假說成立。 

就整條迴歸式而言，F值分別為 11.3450與 10.8244，皆達 1%之顯著水準。 

 

 

 

 

 

 

 

 

                                                 
2 迴歸式中之虛擬變數 D=0時代表 t<1991，亦即在轉折點之前 D=0，因此，將 D=0帶入迴歸式
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0.6396與-0.1820，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前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
率之關係。D=1時代表 t>=1992，亦即在轉折點之後 D=1，因此，將 D=1帶入迴歸式中，總體經
濟因子之係數值為(-0.6396)+(-0.0738)=-0.7134與(-0.1820)+(-0.0542)=-0.2362，此結果代表轉折點
之後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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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以同期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  

           應變數
自變數

總負債比率(TDR)長期負債比率(LDR)

公司規模(LOGTA)       -7.3157 ***        -2.7867 ***
(1.3770) (0.8557)

               [0.0000]                [0.0011] 

資產抵押價值(COL)        19.769 ***        13.8230 ***
(2.9837) (1.8517)

               [0.0000]                [0.0000] 

獲利能力(PROF)        -6.7835 ***        -8.4635 ***
(1.3875) (0.8502)

               [0.0000]                [0.0000] 

成長性(SGR) 0.0017 0.0009
(0.0015) (0.0009)
 [0.2621] [0.3656]

總體經濟因子(Macro2)       -0.6396 ***    -0.1820 *
(0.1585) (0.0983)

               [0.0001]                [0.0641] 

總體經濟因子(D*Macro2)       -0.0738 ***        -0.0542 ***
(0.0135) (0.0084)

               [0.0000]                [0.0000] 

0.7932 0.4919
0.3553 0.3440

F值 11.3450 10.8244
P值                0.000***                0.000***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2R
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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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景氣對策信號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公司特性因素以及以景氣對策信號為總體經濟因子對企業之負債比率

進行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4-2-3 所示，以下分別由公司特性因素與總體經

濟因子探討實證結果： 

(1)、公司特性因素： 

1. 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然而，單獨以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進

行迴歸分析即可得到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之結果，且達 1%

之顯著水準。      

2. 資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且達 1%之顯著水準。 

3. 獲利能力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且達 1%顯著水準。 

4. 成長性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其結果與以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因素之替代變數時一致，因此，本研究在

此不再重述呈現此結果之原因。 

(2)、總體經濟因子方面： 

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關係，在轉折點之前呈現順循環，轉折點之後

呈現逆循環，且達 1%之顯著水準。此結果可以由表 4-2-3中看出，轉折點

之前總體經濟因子的係數為正值(0.2385)，代表經濟狀況越樂觀，企業使用

之負債情形越高，兩者之間呈現順循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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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負值(-0.1763)3，代表轉折點之後，企

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間呈現負相關，兩者之間呈現逆循環。 

以長期負債比率為應變數時，其迴歸結果與總負債比率時一致，可以看出

本研究主要探討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間之關係符合之前之假說在

融資受限時期，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呈現順循環，在融資不受

限之時期，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呈現逆循環。 

此結果代表資本市場發展較不健全的時期(1981年至 1991年)，企業融資比

較受到限制，依 Fayolle & Fleurbaey(1990)之模型可以推導出，在融資受限

時期，企業必須透過舉債支應投資支出，而投資支出與經濟狀況呈現順循

環，因此，企業之負債比率亦與經濟狀況呈現順循環之情形。此外，根據

John Moore(1997)之研究認為企業舉債程度取決於其資產抵押價值，而資

產之價值隨經濟狀況而變動，景氣好時，資產之抵押價值高，景氣差時，

資產之抵押價值較低，亦即資產抵押價值與經濟狀況之間呈現正循環之情

形，而又由前述結果得之負債比率與資產抵押價值呈現正相關之情形，因

此，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間亦呈現順循環之情形。 

而在資本市場發展比較健全之後(1992年至 2003年)，企業融資比較不受到

限制，企業之舉債程度不再完全決定於資產抵押價值之多寡，由實證結果

顯示企業在經濟狀況好時傾向少用負債、多用權益，其原因為在經濟狀況

好時公司之股價水準高，使用權益金成本較低，因此企業傾向多使用權益

融資而少用負債，保留其舉債彈性。 

就整條迴歸式而言，F值分別為 11.3323與 10.8402，皆達 1%之顯著水準。 

                                                 
3 迴歸式中之虛擬變數 D=0時代表 t<1991，亦即在轉折點之前 D=0，因此，將 D=0帶入迴歸式
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 0.2385，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前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D=1時代表 t>=1992，亦即在轉折點之後 D=1，因此，將 D=1帶入迴歸式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
數值為 0.2385+(-0.4148)=-0.1763，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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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3以景氣對策信號為總體經濟因子 

           應變數
自變數

總負債比率(TDR)長期負債比率(LDR)

公司規模(LOGTA)        -8.9729 ***        -3.4431 ***
(1.3102) (0.8136)

               [0.0000]                [0.0000] 

資產抵押價值(COL)         21.2813 ***        14.5239 ***
(2.9737) (1.8445)

               [0.0000]                [0.0000] 

獲利能力(PROF)        -6.5169 ***        -8.4025 ***
(1.3881) (0.8602)

               [0.0000]                [0.0000] 

成長性(SGR) 0.0016 0.0008
(0.0015) (0.0009)
 [0.3031] [0.3980]

總體經濟因子(Macro3)        0.2384 ***         0.1623 ***
(0.0707) (0.0438)

               [0.0007]                [0.0002] 

總體經濟因子(D*Macro3)       -0.4148 ***        -0.2380 ***
(0.04321) (0.0268)

               [0.0000]                [0.0000] 

0.7931 0.4921
0.3550 0.3444

F值 11.3323 10.8402
P值                0.000***                0.000***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2R
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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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股價指數變動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公司特性因素以及以股價指數變動為總體經濟因子對企業之負債比率

進行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4-2-4 所示，以下分別由公司特性因素與總體經

濟因子探討實證結果： 

(1)、公司特性因素： 

1. 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然而，單獨以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進

行迴歸分析即可得到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之結果，且達 1%

之顯著水準。      

2. 資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且達 1%之顯著水準。 

3. 獲利能力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且達 1%顯著水準。 

4. 成長性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其結果與以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因素之替代變數時一致，因此，本研究在

此不再重述呈現此結果之原因。 

(2)、總體經濟因子方面： 

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關係，在轉折點之前呈現順循環，轉折點之後

呈現逆循環，且達 1%之顯著水準。此結果可以由表 4-2-4中看出，轉折點

之前總體經濟因子的係數為正值(0.0544)，代表經濟狀況越樂觀，企業使用

之負債情形越高，兩者之間呈現順循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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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負值(-0.0624)4，代表轉折點之後，企

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呈現負相關，兩者之間呈現逆循環。 

以股價指數變動為總體經濟指標之迴歸結果與以景氣對策信號為總體經

濟指標時一致，且不論以總負債比率或長期負債比率為應變數，其迴歸結

果皆一致，可以看出本研究主要探討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間之關係

符合之前之假說在融資受限時期，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呈現順

循環，在融資不受限之時期，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呈現逆循環。 

就整條迴歸式而言，F值分別為 10.9854與 10.5347，皆達 1%之顯著水準。 

 

 

 

 

 

 

 

 

 

 

 

 
                                                 
4 迴歸式中之虛擬變數 D=0時代表 t<1991，亦即在轉折點之前 D=0，因此，將 D=0帶入迴歸式
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 0.0544，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前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D=1時代表 t>=1992，亦即在轉折點之後 D=1，因此，將 D=1帶入迴歸式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
數值為 0.0544+(-0.1168)=-0.0624，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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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4以股價指數年增率為總體經濟因子 

           應變數
自變數

總負債比率(TDR)長期負債比率(LDR)

公司規模(LOGTA)       -12.5804 ***        -5.5308 ***
(1.2315) (0.7639)

               [0.0000]                [0.0000] 

資產抵押價值(COL)        22.7883 ***        15.3898 ***
(2.9896) (1.8531)

               [0.0000]                [0.0000] 

獲利能力(PROF)        -5.3594 ***        -7.7572 ***
(1.3870) (0.8589)

               [0.0001]                [0.0000] 

成長性(SGR) 0.0015 0.0007
(0.0016) (0.0010)
 [0.3295] [0.4550]

總體經濟因子(Macro4)        0.0544 ***        0.0347 ***
(0.0099) (0.0061)

               [0.0000]                [0.0000] 

總體經濟因子(D*Macro4)       -0.1168 ***       -0.0536 ***
(0.0224) (0.0139)

               [0.0000]                [0.0001] 

0.7906 0.4867
0.3472 0.3373

F值 10.9854 10.5347
P值                0.000***                0.000***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2R
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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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 GDP成長率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公司特性因素以及以 GDP 成長率為總體經濟因子對企業之負債比率進

行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4-2-5 所示，以下分別由公司特性因素與總體經濟

因子探討實證結果： 

(1)、公司特性因素： 

1. 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然而，單獨以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進

行迴歸分析即可得到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之結果，且達 1%

之顯著水準。      

2. 資產抵押價值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且達 1%之顯著水準。 

3. 獲利能力與負債比率呈現負相關，且達 1%顯著水準。 

4. 成長性與負債比率呈現正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其結果與以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因素之替代變數時一致，因此，本研究在

此不再重述呈現此結果之原因。 

(2)、總體經濟因子方面： 

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關係，在轉折點之前呈現順循環，轉折點之後

呈現逆循環，且達 1%之顯著水準。此結果可以由表 4-2-5中看出，轉折點

之前總體經濟因子的係數為正值(0.7818)，代表經濟狀況越樂觀，企業使用

之負債情形越高，兩者之間呈現順循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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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負值(-0.7339)5，代表轉折點之後，企

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呈現負相關，兩者之間呈現逆循環。 

以 GDP 成長率為總體經濟指標之迴歸結果與以景氣對策信號為總體經濟

指標時一致，且不論以總負債比率或長期負債比率為應變數，其迴歸結果

皆一致，可以看出本研究主要探討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間之關係符

合之前之假說在融資受限時期，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情勢呈現順循

環，在融資不受限之時期，企業之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情勢呈現逆循環。 

就整條迴歸式而言，F值分別為 11.4466與 10.8801，皆達 1%之顯著水準。 

 

 

 

 

 

 

 

 

 

                                                 
5 迴歸式中之虛擬變數 D=0時代表 t<1991，亦即在轉折點之前 D=0，因此，將 D=0帶入迴歸式
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數值為 0.7818，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前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D=1時代表 t>=1992，亦即在轉折點之後 D=1，因此，將 D=1帶入迴歸式中，總體經濟因子之係
數值為 0.7818+(-1.5157)=-0.7339，此結果代表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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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5以 GDP成長率為總體經濟因子  

           應變數
自變數

總負債比率(TDR)長期負債比率(LDR)

公司規模(LOGTA)        -9.5895 ***       -3.7164 ***
(1.3059) (0.8120)

               [0.0000]                [0.0000] 

資產抵押價值(COL)         22.4886 ***        15.0452 ***
(2.9743) (1.8471)

               [0.0000]                [0.0000] 

獲利能力(PROF)       -6.4725 ***        -8.4578 ***
(1.3944) (0.8651)

               [0.0000]                [0.0000] 

成長性(SGR) 0.0016 0.0008
(0.0015) (0.0010)
 [0.2879] [0.3832]

總體經濟因子(Macro5)       0.7818 ***        0.5525 ***
(0.1672) (0.1038)

               [0.0000]                [0.0000] 

總體經濟因子(D*Macro5)      -1.5157 ***        -0.8114 ***
(0.1454) (0.0903)

               [0.0000]                [0.0000] 

0.7939 0.4929
0.3575 0.3453

F值 11.4466 10.8801
P值                0.000***                0.000***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2R
2

R

 

(六)、小結： 

由上述實證結果可以得知，資本市場發展轉折點之前，總體經濟因素與負

債比率間之關係比較不一致，而大致上呈現順循環之現象；而轉折點之

後，總體經濟因素與負債比率關係一致呈現逆循環之現象，且達 1%顯著

水準。此結果符合研究假說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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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驟二：變異數拆解 

進行變異數拆解時先將各個變數做公司間之加總，僅針對時間經過造成之

變動加以探討，將總變異拆解成以下五種變異： 

1.公司規模變動引起之變異： 

LOGTA Variance = 
[ ]

[ ]ttttt

t

MacroSGRPROFCOLLOGTAVariance
LOGTAVariance

++++
 

2.資產抵押價值變動引起之變異： 

COL Variance = 
[ ]

[ ]ttttt

t

MacroSGRPROFCOLLOGTAVariance
COLVariance

++++
 

3.獲利能力變動引起之變異： 

PROF Variance = 
[ ]

[ ]ttttt

t

MacroSGRPROFCOLLOGTAVariance
PROFVariance

++++
 

4.成長性變動引起之變異： 

SGR Variance = 
[ ]

[ ]ttttt

t

MacroSGRPROFCOLLOGTAVariance
SGRVariance

++++
 

5.總體經濟因子變動引起之變異： 

Macro Variance = 
[ ]

[ ]ttttt

t

MacroSGRPROFCOLLOGTAVariance
MacroVariance

++++
 

由以上五種變異探討各個因子對企業負債比率之影響性，探討企業負債比

率之變動主要由何種因子引起，以下為以不同總體經濟指標進行變異數拆

解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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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由表 4-2-6 中可以發現，在轉折點之前企業負債比率之變動主要由公司規

模與資產抵押價值所引起，公司規模變異佔 42.51%，資產抵押價值變異佔

80.36%，而大環境因素之影響力在轉折點之前幾乎為零。反觀轉折點之後

的情形，除了公司規模與資產抵押價值之外，總體經濟因子的變異佔企業

負債比率變異的大部分。直接比較總體經濟因子變異的變化情形可以發

現，總體經濟變異在資本市場轉折點之後大幅增加，由 0.01%增加至

34.07%，此結果代表著在轉折點之後，資本市場發展趨於健全，企業進行

融資決策時考量外部環境因素之重要性增加，而隨著資本市場發展之健

全，當大環境因素改變時，不論企業欲多使用負債或多使用權益，在健全

之資本市場下都比較容易達成其融資決策，因此，由變異數拆解之結果分

析，本研究認為在資本市場發展健全的時期，企業融資比較不受限制，企

業比較能順應總體經濟情勢之變化進而改變其財務結構。 

此結果與 Korajczyk & Levy (2003)之看法一致，在 Korajczyk & Levy (2003)

的研究中亦發現融資不受限之公司，其外部環境變異佔總變異之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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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6領先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變數 轉折點之前(1981~1991) 轉折點之後(1992~2003)

公司規模(LOGTA)        42.51% ***       19.83% ***
(0.0074)  (0.0002)

資產抵押價值(COL)        80.36% ***       92.38% ***
(0.0136)  (0.0003)

獲利能力(PROF) 0.001%       0.61% **
(0.0065)  (0.0002)

成長性(SGR) 0.001% 0.001%
(0.0065) (0.0002)

總體經濟因子(Macro1) 0.01%        34.07% ***
(0.0064) (0.0002)

共變異(2*COV) -22.88% -46.88%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二)、以同期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同期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進行變異數拆解之結果與以領先指標之結果

一致，轉折點之前，公司規模與資產抵押價值為主要之變異來源，分別佔

43.50%與 82.23%，由於在轉折點之前，資本市場發展較不健全，企業融資

上比較受限制，因此，比較無法順應大環境而改變其財務結構，而資產抵

押價值為主要變異是可以理解的，由於企業融資受到限制，因此，唯有具

有高資產抵押價值之企業比較能順利募集到資金，所以，在轉折點之前企

業負債比率之變動主要隨著資產抵押價值而變動。 

與前述相同之結果，在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之影響力大幅提升，由

0.01%增加為 47.42%，其原因如上所述，在資本市場發展趨於健全之情況

下，企業融資較不受限，而能夠順應外在環境因素改變其財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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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7以同期指標為景氣因子之替代變數 

 

(三)、以景氣對策信號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景氣對策信號為總體經濟因子進行變異數拆解之結果與以領先指標之

結果一致，轉折點之前，公司規模與資產抵押價值為主要之變異來源，分

別佔 42.68%與 80.68%，由於在轉折點之前，資本市場發展較不健全，企

業融資上比較受限制，因此，比較無法順應大環境而改變其財務結構，因

此大環境因素並不是主要變異來源，而資產抵押價值為主要變異是可以理

解的，由於企業融資受到限制，因此，唯有具有高資產抵押價值之企業比

較能順利募集到資金，所以，在轉折點之前企業負債比率之變動主要隨著

資產抵押價值而變動。 

與前述相同之結果，在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之影響力大幅提升，由

0.001%增加為 14.75%，其原因如上所述，在資本市場發展趨於健全之情況

變數 轉折點之前(1981~1991) 轉折點之後(1992~2003)

公司規模(LOGTA)       43.50% ***       19.17% ***
(0.0003) (0.0002)

資產抵押價值(COL)       82.23% ***       92.15% ***
(0.0005) (0.0003)

獲利能力(PROF) 0.001%        0.46% **
(0.0002) (0.0002)

成長性(SGR) 0.001% 0.001%
(0.0002) (0.0002)

總體經濟因子(Macro2) 0.01%       47.42% ***
(0.0002) (0.0003)

共變異(2*COV) -25.73% -59.20%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  -  66 

下，企業融資較不受限，而能夠順應外在環境因素改變其財務結構。 

表 4-2- 8以景氣對策信號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四)、以股價指數變動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股價指數變動為總體經濟因子進行變異數拆解之結果與以領先指標之

結果一致，轉折點之前，公司規模與資產抵押價值為主要之變異來源，分

別佔 42.92%與 81.14%，由於在轉折點之前，資本市場發展較不健全，企

業融資上比較受限制，因此，比較無法順應大環境而改變其財務結構，因

此大環境因素並不是主要變異來源，與前述之結果相同，在轉折點之後總

體經濟因子之影響力大幅提升，由 0.01%增加為 30.08%，其原因如上所述，

在資本市場發展趨於健全之情況下，企業融資較不受限，而能夠順應外在

環境因素改變其財務結構。 

變數 轉折點之前(1981~1991) 轉折點之後(1992~2003)

公司規模(LOGTA)       42.68% ***        19.20% ***
(0.0002) (0.00022)

資產抵押價值(COL)        80.68% ***       102.56% ***
(0.0004) (0.00036)

獲利能力(PROF) 0.00%        0.78% **
(0.0001) (0.00017)

成長性(SGR) 0.001% 0.001%
(0.0001) (0.00017)

總體經濟因子(Macro3) 0.001%        14.75% ***
(0.0001) (0.0002)

共變異(2*COV) -23.36% -46.88%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  -  67 

表 4-2- 9以股價指數變動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五)、以 GDP成長率為景氣因子之替代變數 

以 GDP 成長率為總體經濟因子進行變異數拆解之結果與前述一致，轉折

點之後，資本市場發展健全，企業融資限制較少，比較能夠順應大環境因

素而改變其財務結構，此結果可以由總體經濟因子變異從 0.01%增加至

55.35%看出。 

 

 

 

 

 

 

 

變數 轉折點之前(1981~1991) 轉折點之後(1992~2003)

公司規模(LOGTA)        42.92% ***       22.93% ***
(0.0003) (0.00036)

資產抵押價值(COL)        81.14% ***       92.75% ***
(0.0005) (0.00047)

獲利能力(PROF) 0.00%         1.00% **
(0.0002) (0.00029)

成長性(SGR) 0.00% 0.00%
(0.0002) (0.00032)

總體經濟因子(Macro4) 0.01%       30.08% ***
(0.0002) (0.00036)

共變異(2*COV) -24.08% -46.75%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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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10以 GDP成長率為景氣因子之替代變數 

 

 (六)、變異數拆解小結： 

由上述變異數拆解之結果，不論以何種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之替代變數，

其結果呈現一致之現象，在轉折點之前企業融資比較受到限制，無法順應

大環境之變遷選擇較符合經濟情勢之融資決策，大部分依照公司特性因素

決定其資本結構；而轉折點之後，資本市場發展健全，企業融資不受到限

制，比較能順應外部環境變遷而改變其財務結構，總體經濟因素之影響性

大增。此結果與 Korajczyk & Levy (2003)之看法一致，在 Korajczyk & Levy 

(2003)的研究中亦發現融資不受限之公司，其外部環境變異佔總變異之大

部分。 

在上述變異數拆解之表中，括號中之數值為標準誤6，由表中可以發現其標

準誤並不大，因此，上述變異數拆解之可信度高。此外由於計算變異數拆

                                                 
6 標準誤之計算方式為參考 Campbell(1991)，使用 Delta Method計算而得。  

變數 轉折點之前(1981~1991) 轉折點之後(1992~2003)

公司規模(LOGTA)       44.02% ***       12.12% ***
(0.00029) (0.00014)

資產抵押價值(COL)       83.22% ***       50.62% ***
(0.00054) (0.00022)

獲利能力(PROF) 0.001%       0.27% **
(0.00018) (0.00012)

成長性(SGR) 0.001% 0.001%
(0.0002) (0.00012)

總體經濟因子(Macro5) 0.01%       55.35% ***
(0.0002) (0.00029)

共變異(2*COV) -27.25% -18.36%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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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過程複雜，本研究僅針對應變數為總負債比率之情形進行變異數拆

解，而由前述之實證結果發現應變數為總負債比率或長期負債比率之實證

結果差異不大，因此，在此將不再針對應變數為長期負債比率之情形進行

變異數拆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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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三階段之實證分析 

第三階段之分析為參考 Korajczyk & Levy (2003)之做法，依照公司是否具

有投資機會，且同時自由現金流量呈現負值，將公司區分為融資受限公司

與融資不受限公司，同時具備投資機會且自由現金流量為負之公司將被歸

類為融資受限公司，因為此類型公司面臨投資機會時自由現金流量尚呈現

負值，代表企業不易透過外部融資取得資金以因應投資所需。 

由於第一階段已經由大環境區分融資是否受限，探討融資限制對企業資本

結構之影響，此階段之用意為進一步依公司本身特性將樣本區分為融資受

限公司與不受限之公司，探討公司本身遭受之融資限制對企業資本結構之

影響。因此，將在轉折點之前之樣本公司進一步分為融資受限公司與不受

限公司，進行迴歸分析，探討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間的關係，相同

的，亦將轉折點後之樣本公司依同樣方式區分為融資受限公司與不受限公

司，進行迴歸分析，其結果如下所示： 

(一)、轉折點之前(1981年至 1991年) 

此部分之多元迴歸分析模型仍包含公司特性因素與總體經濟因子，迴歸模

型如下所示，然而，公司特性因素部份其結果與第一階段實證之結果一

致，因此，在此本研究將不再針對公司特性因素進行探討，結果分析表中

亦僅記載總體經濟因子之結果。 

ititititititit MACROSGRPROFCOLLOGTADR εββββββ ++++++= 543210  

由下表中可以發現，僅有以同期指標為總體經濟因子時，融資受限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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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呈順循環，以總負債比率而言係數值為 5.1662，而融

資不受限之公司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呈現逆循環，係數值為負值，以總負

債比率而言係數值為-1.5769，且達到顯著水準。然而以其他指標為總體經

濟因子的情況下，即使公司本身不受到融資限制之樣本，其負債比率與總

體經濟之間亦呈現順循環之情形，景氣對策信號、股價指數變動、以及

GDP成長率之係數值皆為正值，且達顯著水準，此結果與 Korajczyk & Levy 

(2003)並不相符，在 Korajczyk & Levy (2003)之研究中，企業本身不受融資

限制者，負債比率應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逆循環，係數值應該呈現負值。 

本研究與 Korajczyk & Levy (2003)之研究結果產生差異之原因為，在轉折

點之前台灣資本市場之發展尚未健全，由於受到大環境之融資限制，因

此，不論公司本身為融資受限公司或融資不受限之公司，其負債比率與總

體經濟因子之間大致呈現順循環之情形7。而 Korajczyk & Levy (2003)之研

究以美國上市公司為樣本，而美國資本市場之發展以趨健全，美國企業融

資並不受到大環境之限制，因此，實證結果呈現出公司本身融資受限之樣

本，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順循環，而公司本身融資不受限之樣

本，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逆循環之情形。 

 

                                                 
7 關於企業融資受到大環境之限制下，負債比率與景氣因子呈現順循環之原因可以參考第一階段
實證結果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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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1轉折點之前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之關係 

 

(二)、轉折點之後(1992年至 2003年) 

與轉折點之前之原因相同，此部分之多元迴歸分析模型仍包含公司特性因

素與總體經濟因子，迴歸模型如下所示，然而，公司特性因素部份其結果

與第一階段實證之結果一致，因此，在此本研究將不再針對公司特性因素

進行探討，結果分析表中亦僅記載總體經濟因子之結果。 

ititititititit MACROSGRPROFCOLLOGTADR εββββββ ++++++= 543210  

由下表 4-3-2 中可以發現在轉折點之後，企業融資不受大環境之限制下，

因公司本身因素而導致融資受限之公司樣本，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

           應變數
總經因子

受限公司 不受限公司 受限公司 不受限公司

領先指標(Macro1)0.3742 0.0694   0.5653 * 0.0717
(0.6879) (0.0718) (0.3066) (0.0476)

 [0.5869]  [0.3339]         [0.0663]         [0.1319] 

同期指標(Macro2)      5.1162 ***     -1.5769 ***       2.8750 ***     -0.3285 ***
(1.1444) (0.1176) (0.5028) (0.083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景氣對策信號(Macro3)-0.4528      0.2404 *** -0.0297       0.0926 ***
(0.5115) (0.0518) (0.2295) (0.0346)
[0.3767]         [0.0000]         [0.8972]         [0.0075] 

股價指數變動(Macro4)-0.0208      0.0219 *** 0.0175      0.0126 ***
(0.0537) (0.0055) (0.0240) (0.0036)
[0.6991]         [0.0000] [0.4666]  [0.0006] 

GDP成長率(Macro5)-2.1554      0.785 *** -0.3894      0.3076 ***
(1.3527) (0.1276) (0.6082) (0.0855)

 [0.1121]         [0.0000] [0.5225]         [0.0003]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總負債比率(TDR) 長期負債比率(L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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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呈現順循環，而融資不受限之公司樣本，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

之間呈現逆循環，此結果可以由領先指標、同期指標、以及 GDP 成長率

之係數值中看出，在受限公司部分其係數值為正值，代表負債比率與總體

經濟呈現順循環之現象；而在不受限公司方面，其係數值為負值，代表負

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呈現逆循環之現象。 

此結果與 Korajczyk & Levy (2003)之研究結果相符，由於 Korajczyk & Levy 

(2003)之研究採用美國之上市公司為研究標的，而美國之資本市場處於發

展較健全之情況，因此，以本研究中資本市場發展轉折點之後之樣本期間

進行分析，此時台灣資本市場之發展已漸趨健全，可以得到與 Korajczyk & 

Levy (2003)一致之結果。 

在融資不受大環境限制的時期，若公司因為本身因素而使融資受到限制，

可能是公司名聲不夠大，或者缺乏評等… 等原因，使企業之融資決策受到

限制，此時資產抵押價值較高之企業較容易舉債取得資金，而資產抵押價

值會隨總體經濟狀況而變動，與總體經濟呈現順循環之現象，又由第一階

段之分析得知負債比率與資產抵押價值呈現正相關，因此，融資受限公司

之資本結構將受到資產抵押價值之影響，亦與總體經濟呈現循環之情形。 

而不因公司本身因素導致融資受限之公司，其融資決策將傾向順應大環境

因素之變遷而改變其財務結構，由結果顯示，融資不受限之公司傾向在經

濟擴張時期多使用權益資金，少用負債資金，其原因除了在經濟擴張時期

使用權益資金之成本較低之外，亦顯示在企業有能力選擇多使用負債或權

益之情況下，企業傾向多使用權益資金，此現象代表企業較重視財務彈

性，選擇多保留舉債額度以因應不景氣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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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轉折點之後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素之關係 

 

第四節  研究健全性(Robustness)之檢定 

此部分之檢定與實證是為了增加本研究之健全性，包含三部分

Dickey-Fuller Test、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關係之迴歸、以及現金增資與總

體經濟因子之迴歸。由於本研究之模型包含時間序列之變數，因此，必須

以 Dickey-Fuller Test檢定資料是否為恆定(Stationary)，當資料具有恆定性

才可以以固定之參數進行分析，本研究之迴歸模型才適用。 

第二部分單獨探討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之關係，由於在第二階段建構之迴

規模型中，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現負向關係，與一般實證結果不符，因

           應變數
總經因子

受限公司 不受限公司 受限公司 不受限公司

領先指標(Macro1)     1.0825 ***     -0.1844 **     0.2165 *     -0.0814 **
(0.1847) (0.0785) (0.1239) (0.0392)

        [0.0000]         [0.0189]         [0.0813]         [0.0378] 

同期指標(Macro2)     1.6446 ***      -0.3954 ***      0.4095 *     -0.1786 ***
(0.3497) (0.1325) (0.2319) (0.0663)

        [0.0000]         [0.0029]         [0.0780]         [0.0071] 

景氣對策信號(Macro3)      0.4652 *** -0.0755 0.0806 -0.0329
(0.1164) (0.0484) (0.0769) (0.0241)

        [0.0000]         [0.1191]         [0.2953]         [0.1733] 

股價指數變動(Macro4)0.0290     -0.029 *** -0.0078 -0.0082
(0.0259) (0.0101) (0.0168) (0.0051)
[0.2635]  [0.0044] [0.6420]  [0.1052] 

GDP成長率(Macro5)     1.9046 ***     -0.3549 ***      0.508 ***     -0.1422 **
(0.2614) (0.1131) (0.1777) (0.0565)

        [0.0000]         [0.0017]         [0.0044]         [0.0118]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長期負債比率(LDR)總負債比率(T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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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將公司規模變數抽離，單獨與負債比率進行分析，探討其間之

關係。 

第三部分探討現金增資與總體經濟因子間之關係，由第二階段之實證結果

得知資本市場發展健全後，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狀況之關係呈現逆循環，

代表在不受限制的環境下，經濟狀況好時企業傾向少用負債融資而多用權

益融資，本研究將以現金增資額度與總體經濟因子進行迴歸，檢定此現象

是否存在。 

(一)、Dickey Fuller Test 

表中之 t值為 Dickey-Fuller Test之結果，配合不同顯著水準下之臨界值可

以發現，本研究模型中使用之變數經由 Dickey-Fuller Test檢定之結果皆具

有恆定性(Stationary)，可以適用本研究之模型，而不須再經過差分使其符

合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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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1 Dickey Fuller Test 

1% 5% 10%
負債比率(DR) -18.4925*** -3.43 -2.86 -2.57

長期負債比率(LDR) -22.1808*** -3.43 -2.86 -2.57

公司規模(LOGTA) -13.8209*** -3.43 -2.86 -2.57

資產抵押價值(COL) -13.9861*** -3.43 -2.86 -2.57

獲利能力(PROF) -19.0365*** -3.43 -2.86 -2.57

成長性(SGR) -17.3159*** -3.43 -2.86 -2.57

領先指標(Macro1) -55.6432*** -3.43 -2.86 -2.57

同期指標(Macro2) -28.8712*** -3.43 -2.86 -2.57

景氣對策信號(Macro3) -74.9226*** -3.43 -2.86 -2.57

股價指數變動(Macro4) -41.9833*** -3.43 -2.86 -2.57

GDP成長率(Macro5) -47.6165*** -3.43 -2.86 -2.57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變數 t值
臨界值

 

(二)、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之迴歸 

在本研究之模型中，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迴歸之結果呈現負向關係，此結

果於多數實證不符，因此，本研究在此單獨以公司規模變數為自變數，負

債比率與長期負債比率為應變數進行迴歸分析，發現其係數值與一般實證

結果相符呈現正向關係。呈現此現象之原因為迴歸模型中公司規模變數與

資產抵押價值兩變數間存在共線性之關係，而使模型中公司規模變數與負

債比率之關係與一般實證結果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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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部分並非本研究之重點，本研究著重於探討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

因子間之關係，因此，並未因此現象而修改模型，在此僅點出本研究中公

司規模與負債比率間之關係其實為正向關係，與過去國內外實證相符。 

 

表 4-4- 2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之迴歸 

 

(三)、現金增資與總體經濟因素之迴歸 

此部份主要將進一步測試以 1992 年為資本市場發展轉折點之準確性，由

第二階段之實證結果得知資本市場發展健全後，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狀況

之關係呈現逆循環，代表在不受限制的環境下，經濟狀況好時企業傾向少

用負債融資而多用權益融資。因此，此部份將以當年度全體企業現金增資

額度與總體經濟因子進行迴歸，檢定此現象是否存在，若 1992 年之後確

實存在此現象，將可以證實以 1992年為轉折點確實具有代表性意義。 

(1)、資料來源 

此部分使用之變數來源為當年度現金增資額度、上市發行新公司債總額、

以及銀行對民營企業之放款，此三者之加總為當年度企業之外部資金來

係數值 P值 係數值 P值

Panel Regression

公司規模(LOGTA) 0.5841 0.4389     3.4588 *** 0.0000

Liner Regression
公司規模(LOGTA)      0.6221 *** 0.0000      2.9495 *** 0.0000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應變數
自變數

負債比率 長期負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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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本研究以現金增資額度除以總外部資金來源為現金增資的比率，以此

比率為應變數，總體經濟因子為自變數，檢驗台灣企業是否在融資不受限

時期，亦傾向在經濟狀況好時多使用現金增資，保留舉債額度，以因應不

時之需。 

(2)、樣本期間 

整個樣本期間為 1981 年至 2003 年，此部分將分別針對轉折點之前(1981

年~1991年)與轉折點之後(1992年~2003年)進行研究。 

(3)、資料頻率 

總體經濟因子與現金增資比率皆為月資料。此部份使用之總體經濟因子為

領先指標(Macro1)、同期指標(Macro2)、景氣對策信號(Macro3)、以及股價

指數變動(Macro4)。 

由於 GDP之資料頻率為年資料，整個樣本期間僅有 23筆資料，資料點太

少，因此，此部分沒有使用 GDP成長率(Macro5)進行分析。 

(4)、實證結果 

表 4-4-3 代表轉折點之前總體經濟因子與現金增資之關係，於轉折點之前

現金增資比率與總體經濟環境間無明顯之關係，多數係數皆不顯著，反觀

表 4-4-4 轉折點之後，現金增資與總體經濟因子間呈現正相關，且多數達

顯著水準，此現象代表轉折點之後，資本市場發展健全後，台灣企業確實

存在經濟情勢好實時多使用權益資金、保留舉債額度之情形，此現象與歐

美已開發國家相同，亦驗證了前述之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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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3總體經濟因子與現金增資之迴歸(轉折點之前) 

 

 

表 4-4- 4總體經濟因子與現金增資之迴歸(轉折點之後) 

 

 

 

總經指標 係數值 P值

領先指標(Macro1) 0.9572 0.5187

同期指標(Macro2) 1.7309 0.4351

景氣對策信號(Macro3)1.2287 0.1068

股價指數變動(Macro4)     6.7092 ** 0.0381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總經指標 係數值 P值

領先指標(Macro1) 0.4167 * 0.0928

同期指標(Macro2)   1.1492 ** 0.0241

景氣對策信號(Macro3)0.2261 0.2149

股價指數變動(Macro4)   0.0872 ** 0.0313

*** = 達1%顯著水準；** = 達5%顯著水準；* = 達10%顯著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