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可轉換公司債發行財務特性 

一、  國外研究文獻探討 

Brigham (1966)、Brennan & Schwartz (1977) 

 認為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公司的債券評等通常較低。而由於風險較高的公司擁

有較高的營運與財務槓桿，其股價變動程度亦較高，投資人對於承擔不確定風

險，會要求額外的風險溢酬，使得公司被迫去接受超過管理當局所願支付的純債

券利率。但由於這些風險較高的公司擁有較高的營運與財務槓桿，其股價變動程

度亦較高，因此這類公司的股票購買選擇權的價值相對提高，此一價值恰可彌補

可轉換公司債中純粹債券價值，因利率提高而導致的價值下降。事實亦顯示，發

行可轉換公司債多為純債券成本高且風險較高的公司；相對於大型、成熟、信用

評等較高的公司，似乎較無充分理由去發行可轉換債券。 

Mikkelson (1981)、Chew (1983) 

 認為高槓桿及高成長的公司，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Chew亦發現，在 1977
到 1980 年這段期間內，可轉換公司債的發行公司傾向擁有較高的股價及盈餘變

動性，以及較高財務槓桿的資本結構，他們同時也是規模較小，較年輕且成長較

快公司，驗證了 Mikkelson (1981)高風險及高成長公司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

結論。 

Billingsley, Lamy & Thompson (1988) 

 沿用Marsh (1982)的研究模式，Billingsley, Lamy & Thompson研究選取發行

一般公司債、普通股及可轉換公司債三種不同融資工具的不同公司，在單變數檢

定後，發現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在長、短期負債比率、規模成長與資產組成

等資產負債表比率，與發行一般公司債的公司較類似；但在破產風險和盈餘標準

差方面，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是與發行普通股的公司較類似的。該研究為了

找出公司融資決策模式中的主要因素，共選出十三個變數，並將這些變數歸納為

四類： 

1. 目標資本結構：以公司規模、資產結構、破產風險、息前稅前盈餘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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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他係數及公司每股盈餘標準差為代表。 

2. 偏離目標資本結構之程度：包括目標長期負債、短期負債比率與實際負債比

率之差異。 

3. 發行時機與市場情勢：以保留盈餘、權益證券市場與債券市場預測為代表。 

4. 其他：包括投資報酬率與保留盈餘。 

其實證結果顯示： 

1. 在過去幾年普通股報酬率較佳的公司會選擇發行普通股，次佳者會選擇發行

可轉換公司債，較差者則傾向發行一般公司債。 

2. 公司規模較小者傾向發行普通股及可轉換公司債。 

3. 公司長期負債比率與目標負債比率離散程度愈大者，發行權益證券的機率愈

小。 

Green (1984) 

 以 Jensen & Meckling (1976)的理論為基礎，Green 建立一套理論模式來說

明，解決股東和債權人代理問題的方法之一是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以避免股東藉

著過度投資於高風險的投資計畫(甚至淨現值為負的投資計畫)，來剝削債權人的

財務。當股東進行高風險計畫成功而使股東權益增加時，債權人此時可以利用可

轉換公司債轉換權的行使來分享利益，因而解決了負債代理問題。所以，Green
認為投資機會較多且營運風險高的公司比較會透過發行可轉換公司債來融資。 

Titman & Wessels (1988) 

 Titman & Wessels (1988)在討論公司資本結構的選擇，對於以往將籌資工具

中的負債融資方式，僅以總負債比例的高低來衡量，進一步細分成短期負債、長

期負債及可轉換負債比例來表示，分別以其市價及帳面價值相對於權益的市價及

帳面價值，作為公司資本結構的衡量變數。樣本期間為 1974 年至 1982 年，挑選

了美國 469家公司為樣本，共採用六個衡量負債比率作為因變數，八個特性共區

分為十七個解釋變數，採用 LISREL模型說明影響公司負債比例的因素。衡量變

數如下： 

1. 資產的擔保價值 

Galai & Masulis (1976)，Jensen & Meckling (1976)，Myers (1977)指出：有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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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擔保負債的公司，因易造成無擔保負債債權人及股東間財富移轉的問題，

因此當公司的資產擔保價值愈高，公司將傾向多舉借有擔保的負債，使負債

比例愈高。 

採行舉借有擔保負債的公司，可免除資訊不對稱的成本，因此有較高擔保價

值資產的公司，會多採行有擔保負債。然而，Grossman & Hart (1982)卻認為：
若公司具有擔保價值資產較低，因而使負債比率降低，這將使公司經理人受

到債權人或銀行的監控程度較少，因而公司的代理成本反而提高，所以當公

司的資產擔保價值較少時，反而應提高負債水準，以抑制經理人代理成本的

增長。 

衡量變數： a. 無形資產/總資產 

               b. (存貨＋毛機器設備)/總資產 

2. 非負債稅盾 (tax shield) 

DeAngelo & Masulis (1980)認為：最適資本結構會受到個人稅、非負債稅盾影
響，並談到折舊及投資租稅抵減是對負債融資的一種租稅補貼。因此，當公

司具有較高的非負債稅盾時，將會降低負債比率。 

衡量變數： a. 投資抵減/總資產 

           b. 折舊/總資產 

           c. 估計之非負債稅盾價值/總資產 

3. 成長 

在具有成長潛力的公司，可能因股東不當的投資造成財富移轉的現象，使代

理成本愈益提高。Myers (1984)曾指出：代理成本可因公司舉借短期負債而降

低。換句話說，當具有成長力的公司，將融資決策由長期負債替換為短期負

債時，短期負債比率將與成長力有正向關係。此外，Jensen & Meckling 
(1976)，Smith & Warner (1979)，Green (1984)認為代理成本可因公司採行可轉

換公司債而降低。 

衡量變數： a. 資本支出/總資產 

           b. 總資產成長率 

           c. 研究發展費用/銷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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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獨特性 

Titman (1984)認為公司產品的獨特性愈高，若面臨破產危機時，將會造成消

費者、員工、供應商很大的損失，因此應降低負債水準，減少破產風險。由

於產品獨特性和資產擔保價值呈負向關係，而資產擔保價值與非負債節稅利

益呈正向關係，因此產品獨特性和非負債比率呈負向關係。 

衡量變數： a. 研究發展費用/銷貨收入 

           b. 銷貨費用/銷貨收入 

           c. 產業的離職率 

5. 產業別 

Titman (1984)認為：生產機器和設備之公司，由於清算成本較高，因此會有
較低的負債比率。 

衡量變數：虛擬變數 

6. 規模 

Warner (1977)指出：由於大規模公司可從事多角化經營，對於破產風險的承
受力較高，因此傾向較高的財務槓桿。此外，對於採行權益融資或負債融資

亦與公司規模大小有關，因小規模公司對於採用權益融資的發行成本較負債

融資為高，所以多半採行負債融資方式籌資，又以短期負債融資為主。 

衡量變數： a. 銷貨收入的自然對數值 

           b. 公司的離職率 

7. 盈餘的波動性 

Castanias & DeAngelo、Jaffe & Westerfield與 Bradley, Jarrell & Kim均指出：
公司的最適負債比率為盈餘波動性的遞減函數關係。 

衡量變數：營業淨利的標準差 

8. 獲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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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 (1984)認為：公司對於籌資工具的使用順序為：保留盈餘、舉債、現金

增資。Myers & Majluf (1984)認為這主要的原因是：資訊不對稱的問題及交易

成本。因此，公司過去獲利性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保留盈餘的多寡，進而

關係到資本結構的型態。 

衡量變數： a. 營業淨利/銷貨收入 

           b. 營業淨利/總資產 

實證結果顯示： 

1. 產品獨特性對長、短期負債比率具有反向關係，這驗證了 Titman (1984)在文
章中所提到：公司的獨特性愈高時，將降低負債比率。 

2. 公司規模對短期負債比率成反向關係，由於可轉換公司債屬於長期負債的一

種，因此可推斷應由規模較大的公司較偏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3. 在獲利性方面，亦與目前的負債水準具有反向關係的現象。 

4. 其餘特性如：非負債折舊稅盾、盈餘波動性、資產擔保價值及未來成長性皆

沒有對長、短期及可轉換公司債具有顯著關係。 

Stein (1992) 

 Stein的研究提出所謂的後門權益假說(Backdoor-Equity Hypothesis)。他認為
舉債能力差的公司，爲避免融資成本再提高，公司不會再發行債務證券，取而代

之的，公司會選擇發行權益型證券以降低槓桿。但因證券市場存在著資訊不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的現象，發行公司通常會選擇股價在被高估的時候發行

權益證券以極大化股東價值。但一旦此投資人了解發行公司的把戲後，投資人將

不會買入權益證券以避免買入價格被高估的股票。因此，公司為避免再提高財務

槓桿與減緩發行權益證券所帶來的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成本，會選擇發行可

轉換債券以降低融資成本及逆選擇成本。而高成長機會公司、高槓桿公司和高獲

利投資機會公司通常擁有較高資訊不對稱問題，因此該研究認為這一類的公司在

融資的選擇上會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此外，該研究尚發現： 

1. 發行轉換公司債時的股票表現明顯優於發行普通股。 

2. 發行轉換公司債的公司主要特徵為，高財務槓桿、高股價波動與高研發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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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多數的公司承認發行轉換公司債是爲了間接權益融資。 

4. 贖回保護期過後，公司大都立即執行贖回權以迫使投資人提前轉換為普通股。 

Munro (1996) 

 該研究針對發行可轉換公司債、權益證券及公司債的公司，兩兩比對發行公

司在公司的特性上有何差異。Munro 從代理理論中資產替換(Asset Substitution)
的觀點及Myers (1977)所推演的投資不足假說(Underinvestment Hypothesis)，驗證
發行可轉債的公司相對於發行權益證券及公司債的公司，是否具備此兩假說所述

之特性。其以負債程度驗證資產替換假說，以成長機會及公司整體風險驗證投資

不足假說。Munro選擇負債比率及目標負債比率離散程度作為負債程度的代理變

數；營收成長平均數、公司規模對數值、市價帳面價值比作為成長機會的代理變

數；以股價波動率、盈餘標準差為公司整體風險的代理變數，並以英國股市 1987
至 1990的公司為樣本，羅吉斯迴歸模型驗證其顯著性，結果發現： 

1. 關於成長機會結果顯著，符合Myers的投資不足假說。 

2. 並沒有顯著的證據顯示符合資產替換假說。 

3. 發行公司大都屬於公司規模大且低風險程度的公司。 

Lewis, Rogalski, Seward (1998) 

該研究除了驗證Green (1984)的風險移轉假說與Stein (1992)的後門權益假說

外，並認為先前的實證研究，均忽略各轉換公司債的設計仍有諸多相異之處，結

果將所有轉換公司債視為單一同質的群體去考量。就公司經理人及輔導發行金融

機構而言，設計轉換公司債時有許多變數須要考慮到，除了票面利率、面額、發

行額度、到期日之外，經理人尚須決定轉換比率及各項保護條款。 

探究公司融資時的證券選擇，概括式的解釋似乎說服力不夠，正確的方向勢

必更進一步探究各發行公司之間特性差異之處，以明瞭發行證券選擇的動機所

在，同時投資人的預期反應亦是公司選擇時不得不納入考量的因素之一。 

因此，該研究提出先以累積常態分配函數，求算目前市面流通之轉換公司債

發行當時的預期轉換機率的大小值，將現存的可轉換公司債分類為偏權益型及偏

債券型兩種，並同時納入普通股與一般債券之證券選擇分析模式。再利用 Logistic
迴歸模型，分別針對資訊不對稱、財務危機成本、稅負考量與未來成長機會等四

個方面，挑選出代表性的替代變數進行實證分析。最後兩兩一組將發行偏權益型

及偏債券型之轉換公司債，與一般公司債、普通股兩種融資方式的公司作特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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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研究結論發現： 

1. 大體來說研究對象特性都符合兩假說之預測，並不互相衝突。 

2. 偏債券型之轉換公司債與一般公司債融資的公司比較後，前者的市價與帳面
比率較高，現金流量與股利率較低。兩者主要區隔變數有財務槓桿、賦稅支

出、市價與帳面比、股價報酬波動、超額報酬、總發行量與經濟領先指標。

整體結果顯示出，負債融資的代理成本使得發行公司傾向使用轉換公司債代

替一般公司債。 

3. 偏權益型之可轉換公司債與發行普通股融資的公司比較後，前者的成長機

會，現金流量與總發行量都較高，其中兩者的發行前股價報酬也都很高。整

體結果顯示出，公司面臨較高的逆選擇問題時，會傾向發行轉換公司債代替

權益融資，而財務危機成本並不影響公司對轉換公司債與普通股的選擇，實

證上發現權益融資公司的財務槓桿反而較高。 

Hei W. L. & Raymond E. Figlewicz (1999) 

 該研究針對發行可轉換公司債與可轉換特別之公司其特性做一探討，而研究

結果發現相當符合以下現象及假說：代理問題、資訊不對稱、最適資本結構、財

務危機與税的好處之假說。此外尚發現以下兩種型態的公司特別容易分別以可轉

換公司債或可轉換特別股予以融資。首先，相較於發行可轉債，擁有較多非債税

盾與財務、營運以及破產風險均較高之公司傾向發行可轉換特別股。其次，相較

於發行可轉換特別股，擁有較多自由現金流量之公司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二、  國內研究文獻探討 

林靜容 (民 80) 

 該研究旨在以實證研究探討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公司之財務特徵。其以民

國 78 年至民國 80 年為研究期間，選取 23項財務比率為研究變數，研究樣本為

56家公司，並分別以 Logistic Regression及 Probit Regression建立分析模型，其

研究結果指出： 

1. 經營能力(應收帳款週轉率、存貨週轉率)及獲利能力(銷貨毛利率、股東權益

報酬率)愈佳者，較易選擇可轉換公司債為融資工具。 

2. 長期資金及固定資產比率愈大者，較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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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長率及流動比率愈小的公司，愈有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傾向。 

陳建志 (民 80) 

陳建志以民國 79 年底前為研究期間，選取六項財務比率為研究變數，抽取

165家非金融業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上市公司使用可轉換公司債籌措資

金之意願及資金之使用目的，進一步更探究有意願發行及無意願發行的兩組上市

公司，於其財務構面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結果發現： 

1. 僅在股價報酬率這個因素上，無意願發行者顯著較高。 

2. 發行意願與產業別無關。 

3. 發行意願與該公司在證交所所類屬之類別有關。 

吳儀玲 (民 82) 

吳儀玲則以民國 78 年至 80 年為研究期間，選取 25項財務比率為研究變數，

共抽取 88 公司為研究樣本。該研究採用區別分析來分析資料並建立研究模式，

研究結果指出： 

1. 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在發行前，其投資報酬率(總資產報酬率、股東權益

報酬率)、長期償債能力(利息保障倍數)、再投資比率(資本支出/總資產)及公
司規模(資產及銷貨之對數值)等財務比率均顯著優於同時期現金增資之公

司。 

2. 在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後，其獲利指標之表現均劣於同產業同時其現金增資之

公司，而其短期償債能力、投資報酬率、長期償債能力、資金運用效率等方

面，與未發行前相比，均顯著趨於惡化。 

李存修、張淑婉 (民 83) 

該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發現上市公司發行轉換公司債之考慮因素有三： 

1. 降低利息負擔。 

2. 轉換價格較現金增資之認股價格高。 

3. 延緩股票之發行，大股東不想股權被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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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市公司不發行轉換公司債之考慮因素亦有三： 

1. 投資人對可轉換公司債接受性低。 

2. 可轉換公司債流動性不佳。 

3. 資金並不短缺。 

黃維榮 (民 83) 

 作者以民國 78 年至 82 年間，曾經宣告欲發行普通股或可轉換公司債的上市

公司為樣本，綜合先前學者所提出的 34 個變數作為初步的解釋變數，將因素分

析法萃取 14 個共同因子，分別是：股利支付率、息前稅前淨利之變異係數、營

收成長率、長期資金適合率、長期負債比率、風險係數、總資產週轉率、宣告前

一個月之股價加權指數、利息保障倍數、資金寬裕度(2)、固定資產週轉率、股

東權益報酬率、應收款週轉率、公司成立歷史等。變數經萃取後，即以此 14 個
變數作為解釋變數，進行 Logit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進入模型的變數依序為：公

司成立歷史、宣告前一個月之股價加權指數、營收成長率、固定資產週轉率、風

險係數及長期負債比率等六個變數，並在區別模型完成後，以所建立的模型對

83 年 1月至 6月間的樣本進行預測。 

 實證結果顯示，風險係數、宣告前一個月股價加權指數、營收成長率、固定

資產週轉率愈低，而長期負債比率愈高，公司成立歷史愈短的公司，將傾向於採

用可轉換公司債融資。 

顏錫銘、林江亮 (民 85) 

利用羅吉斯迴歸分析討論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和無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

債的公司，兩類公司財務特質是否有所不同： 

1. 短期償債能力：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較無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短

期償債能力差。 

2. 資本結構與長期償債能力：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較無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

債的公司長期償債能力佳，且其自有資金比例高和破產風險低。 

3. 資產運用與經營績效。 

4. 投資報酬與市場情勢：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較無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

公司獲利能力佳，且其資產規模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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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金流量：可衡量企業對現金之應用能力、盈餘品質、財務彈性、償債能力

和發放現金股利的能力。 

6. 成長力：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較無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成長力較

佳。 

實證結果發現： 

1. 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之速動比率、現金流量比率和固定資產週轉率均較為

宣告公司高。 

2. 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之利息保障倍數、營收規模變數、營業毛利率與或有

負債率較未宣告公司高。 

3. 宣告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公司之營業費用率和營收規模較高，長期現金流量比

率則較低。 

陳隆麒、郭敏華、菅瑞昌 (民 86) 

該研究以問卷調查發行不同融資工具的動機，結果發現： 

1. 以可轉換公司債融資者主要動機為： 

a. 票面利率較低 

b. 現金流量高 

c. 延緩股價發行暫免股權稀釋 

2. 此外並發現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主要心態應還是以權益融資為基礎，但爲避

開空頭市場和延緩股權攜式的效果，仍選擇可轉換公司債。而不以可轉換公

司債融資之原因為： 

a. 交易不活絡 

b. 不缺資金 

c. 市場接受性不高 

d. 負債比率已高 

e. 對此工具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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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鳳逸 (民 86) 

 作者以民國 79 年 1月至 85 年 12月為研究期間，針對國內上市公司最主要
的三種融資方式：可轉換公司債、普通公司債與現金增資作為研究對象，選出可

轉換公司債樣本 31家、普通公司債樣本 69家、現金增資樣本 188家，並從現金

增資全部樣本中抽出同產業發行年度相近樣本 72 家，及現金增資配對樣本 31
家，作為研究樣本。其目的主要希望以資本結構的觀點，探討國內可轉換公司債

的發行動機與發行公司之特徵，透過「資本結構」的角度建立有關可轉換公司債

發行動機之假說：資本替換假說、估計風險假說、投資不足假說、負債到期結構

假說，採用 Logit之逐步迴歸融資區別模型，作為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得知：相對於普通公司債樣本，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公司於發行前傾

向具有較高的資本支出水準、成長機會、風險不確定性、現金流量變動性、非負

債租稅庇蔭及較低的公司稅率；相對於現金增資全部樣本，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公

司於發行前則顯著有較高的折舊率、成長機會(投資機會)、公司規模及較低的公
司稅率與較佳的公司評等。 

 作者並進一步將可轉換公司債、普通公司債樣本以及現金增資樣本，分為電

子產業與非電子產業(其他產業)，分析產業因素是否會對實證結果產生影響，結
論為：成長機會的顯著性主要來自電子產業樣本，非電子產業樣本則無未來成長

機會較高的特性。 

蕭雯耿 (民 87) 

 作者將財務屬性分為資本結構、經營能力、獲利能力及成長能力等，了解各

因素對可轉換公司債發行決策之影響是否顯著、影響方向是否與預期一致。研究

結果顯示：資本結構、經營能力、獲利能力為影響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之決定因素。

資本結構、經營能力、獲利能力、股市情況為影響發行普通股之決定因素。 

曹淑如 (民 88) 

 作者選取民國 79 年至 87 年間曾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共 70家、發行普

通公司債之公司 91家、現金增資之公司 311家以及發行海外可轉債之公司 36家
為研究對象，加入市場情勢因素，以 Logit逐步迴歸分析進行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在不區分市場情勢時： 

1. 當銷貨收入之自然對數值(公司規模)、純益率(獲利能力)與個股報酬率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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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報酬率(股市情況)愈高；通貨膨脹率(總體情況)愈低，企業將傾向發
行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融資，而不採行現金增資方式。 

2. 營業收入成長率(成長力)與股東權益市場價值相對股東權益帳面價值(成長
投資機會)愈大；銷貨收入之自然對數值(公司規模)與通貨膨脹率(總體情況)
愈小，公司將傾向發行國內可轉換公司債籌資，而不發行普通公司債。 

林育志 (民 90) 

 該研究以機率分類法的證券選擇分析模型之觀念，探討上市公司發行轉換公

司債時，公司發行動機所傳遞的訊息效果，與投資人反應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因

素。由研究結果發現以下之結論： 

1. 研究對象特性符合兩種假說預期，台灣上市公司，在面對較高財務危機成本

所引發的代理問題時(風險移轉假說)，或嚴重資訊不對稱所引發的逆選擇問

題時(後門權益假說)，會傾向發行轉換公司債來解決。 

2. 影響公司選擇發行轉換公司債的指標因素為：代表資訊不對稱層面的景氣指

標、流動資產比率、與總資產，代表財務危機成本層面的負債比率。 

3. 在相對比較基礎下，轉換公司債對一般債券替代效果較明顯；對普通股替代
效果則較不明確。 

4. 影響投資人對發行轉換公司債的反應指標因素，無法明確釐清；但對發行全

部證券的反應指標因素，則有發行前股價表現與未來經濟狀況兩個因素具顯

著解釋能力。 

蔡政哲 (民 92) 

 該研究旨在釐清可轉換公司債的發行動機，根據 Lewis, Rogalski & Seward 
(2003)所提出的轉換機率，將可轉換公司債分類為債券類型、混合類型和權益類

型。並利用變異數分析、T檢定、Mann-Whitney U檢定、二分類 Logistic迴歸分
析和 Tobit迴歸分析等實證模型，探討發行公司之特定外部融資成本與其發行可

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機率間的關係，也就是可轉換公司債之融資決策。 

該研究結果發現： 

1. 當可轉換公司債發行公司所面對的營運風險高和未來成長機會大時，發行公

司會傾向發行權益類型的可轉換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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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可轉換公司債發行公司所面對的資訊不對稱成本高和逆選擇成本高時，發

行公司會傾向發行負債類型的可轉換公司債。 

唐心怡 (民 92) 

 該研究利用 Gentry & Lee (1995)修正 Helfert (1982)之模型，解釋證券發行者

之現金流量表現與其所發行證券隱含權益性質多寡間的關聯度。鑒於台灣之可轉

換公司債發行具預期轉換期間短之特質且多為走後門之權益融資方式，因此該研

究探討： 

1. 轉換機率是否可用以衡量可轉換公司債隱含權益性質之多寡。 

2. 在財務健全假說下，不同可轉換公司債型態之發行公司現金流量表現是否有

所不同。 

在研究方法上，依轉換機率將可轉換公司債區分為三型態，如債券型、混合

型及權益型；接續利用變異數分析、Tobit 模型和 T檢定等實證模型探討發行公

司相關變數是否為可轉債未來轉換機率大小之影響因素，進而判別出此可轉債隱

含權益性質之多寡及型態。結果顯示： 

1. 台灣大部分企業將可轉換公司債之發行視為一間接將股權導入其資本結構之

融資工具。 

2. 基於融資順位理論，財務體質較健全之發行者為了發射其財務體質較佳的訊

號，當面臨以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作為其外部融資決策時，將傾向於發行轉換

機率較低的債券型可轉換公司債。 

張人丰 (民 93) 

 作者主要是從代理理論中資產替換的觀點及投資不足假說來探討公司的外

部融資決策，以羅吉斯迴歸分析作為研究模型，探討下列主題： 

1. 以負債/權益比為代理變數，探討我國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是否符合代理

理論中的「資產替換」現象。 

2. 以公司規模、成長性，探究我國公司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的行為，是否符合「投

資不足假說」。 

研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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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及一般公司債的融資選擇上，公司成長率(表成長機
會)、無形資產(市帳比、表成長機會)愈大者，公司規模及負債比率愈小者，

愈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2. 選擇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及辦理現金增資的融資選擇上，公司成長率(表成長機
會)、公司無形資產(市帳比、表成長機會)、公司負債比率愈小者，公司規模

愈大者，愈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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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可轉換公司債發行財務特性之相關文獻彙總表 

作者 年代 實證結果 

Brigham 1966 
Brennan & Schwartz 1977 

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多為純債券成本高且風險較

高的公司。 

Mikkelson 1981 高風險及高成長公司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Chew 1983 
高槓桿及高成長的公司，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

債。 

Green 1984 
投資機會較多且營運風險高的公司比較會透過

發行可轉換公司債來融資。 

Billingsley, Lamy & 
Thompson 

1988 

(1) 在過去幾年普通股報酬率較佳的公司會選擇

發行普通股，次佳者會選擇發行可轉換公司

債，較差者則傾向發行一般公司債。 
(2) 公司規模較小者傾向發行普通股及可轉換公

司債。 
(3) 公司長期負債比率與目標負債比率離散程度

愈大者，發行權益證券的機率愈小。 

Titman & Wessels 1988 

(1) 產品獨特性對長、短期負債比率具有反向關

係，公司的獨特性愈高時，將降低負債比率。

(2) 公司規模對短期負債比率成反向關係，由於

可轉換公司債屬於長期負債的一種，因此可

推斷應由規模較大的公司較偏向發行可轉換

公司債。 
(3) 在獲利性方面，亦與目前的負債水準具有反

向關係的現象。 
(4) 其餘特性如：非負債折舊稅盾、盈餘波動性、
資產擔保價值及未來成長性皆沒有對長、短

期及可轉換公司債具有顯著關係。 

Stein 1992 

(1) 高成長機會公司、高槓桿公司和高獲利投資

機會公司通常會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2) 發行轉換公司債的公司主要特徵為，高財務

槓桿、高股價波動與高研發比例。 

Munro 1996 

關於成長機會結果顯著，符合Myers的投資不足

假說。並沒有顯著的證據顯示符合資產替換假

說。可轉債發行公司大都屬於公司規模大且低風

險程度的公司。 

Hei & Raymond 1999 
(1) 相較於發行可轉債，擁有較多非債税盾與財

務、營運以及破產風險均較高之公司傾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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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可轉換特別股。 
(2) 相較於發行可轉換特別股，擁有較多自由現

金流量之公司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林靜容 民 80

(1) 經營能力(應收帳款週轉率、存貨週轉率)及獲
利能力(銷貨毛利率、股東權益報酬率)愈佳
者，較易選擇可轉換公司債為融資工具。 

(2) 長期資金及固定資產比率愈大者，較傾向發

行可轉換公司債。 
(3) 成長率及流動比率愈小的公司，愈有發行可

轉換公司債的傾向。 

陳建志 民 80
僅在股價報酬率這個因素上，無意願發行可轉債

者顯著較高。 

吳儀玲 民 82

(1) 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在發行前，其投資

報酬率(總資產報酬率、股東權益報酬率)、長
期償債能力(利息保障倍數)、再投資比率(資
本支出/總資產)及公司規模(資產及銷貨之對
數值)等財務比率均顯著優於同時期現金增

資之公司。 
(2) 在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後，其獲利指標之表現

均劣於同產業同時其現金增資之公司，而其

短期償債能力、投資報酬率、長期償債能力、

資金運用效率等方面，與未發行前相比，均

顯著趨於惡化。 

黃維榮 民 83

風險係數、宣告前一個月股價加權指數、營收成

長率、固定資產週轉率愈低，而長期負債比率愈

高，公司成立歷史愈短的公司，將傾向於採用可

轉換公司債融資。 

張鳳逸 民 86

(1) 相對於普通公司債樣本，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公司於發行前傾向具有較高的資本支出水

準、成長機會、風險不確定性、現金流量變

動性、非負債租稅庇蔭及較低的公司稅率。

(2) 相對於現金增資全部樣本，發行可轉換公司

債公司於發行前則顯著有較高的折舊率、成

長機會(投資機會)、公司規模及較低的公司稅
率與較佳的公司評等。 

蕭雯耿 民 87
資本結構、經營能力、獲利能力為影響發行可轉

換公司債之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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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淑如 民 88

(1) 當銷貨收入之自然對數值(公司規模)、純益率

(獲利能力)與個股報酬率相對於市場報酬率

(股市情況)愈高；通貨膨脹率(總體情況)愈
低，企業將傾向發行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融

資，而不採行現金增資方式。 
(2) 營業收入成長率(成長力)與股東權益市場價

值相對股東權益帳面價值(成長投資機會)愈
大；銷貨收入之自然對數值(公司規模)與通貨
膨脹率(總體情況)愈小，公司將傾向發行國內

可轉換公司債籌資，而不發行普通公司債。

林育志 民 90

研究對象特性符合風險移轉假說及後門權益假

說兩種假說預期，台灣上市公司，在面對較高財

務危機成本所引發的代理問題時(風險移轉假
說)，或嚴重資訊不對稱所引發的逆選擇問題時

(後門權益假說)，會傾向發行轉換公司債來解決。

蔡政哲 民 92

(1) 當可轉換公司債發行公司所面對的營運風險

高和未來成長機會大時，發行公司會傾向發

行權益類型的可轉換公司債。 
(2) 當可轉換公司債發行公司所面對的資訊不對

稱成本高和逆選擇成本高時，發行公司會傾

向發行負債類型的可轉換公司債。 

唐心怡 民 92

財務體質較健全之發行者為了發射其財務體質

較佳的訊號，當面臨以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作為其

外部融資決策時，將傾向於發行轉換機率較低的

債券型可轉換公司債。 

張人丰 民 93

(1) 選擇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及一般公司債的融資

選擇上，公司成長率(表成長機會)、無形資產
(市帳比、表成長機會)愈大者，公司規模及負
債比率愈小者，愈傾向發行可轉換公司債。

(2) 選擇發行可轉換公司債及辦理現金增資的融

資選擇上，公司成長率(表成長機會)、公司無
形資產(市帳比、表成長機會)、公司負債比率

愈小者，公司規模愈大者，愈傾向發行可轉

換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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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選擇海外融資公司之動機與其財務特性 

一、  國外研究文獻探討 

Stonehill, Arthur & Beekhuisen. Theo, and et al (1975) 

 作者針對小型美國國內公司與非美國之多國籍公司研究發現，國際資金市場

提供公司較多的融資管道與較佳的資金取得能力。多國籍公司能避開個別市場流

動性的限制，透過不同資本市場發行債券，短期內籌措到比國內市場限制更多的

資金。 

 反之，公司在國內資金市場取得資金的能力取決於市場供需，依最適的資本

結構從事資本預算。但到一定限度時，邊際資金成本將提高。短期內只能在資金

供給者停止供給之前獲得所需資金以維持資本結構；長期而言，面對的限制更

多，資金成本將增加。 

Barton & Gordon (1988) 

 作者利用變異數分析及多元迴歸方式，以公司多角化、管理者風險偏好、成

長性及獲利性作為研究變數，以了解公司選擇海外融資工具時考量之因素。其研

究結果發現：公司的負債比率及獲利性，與公司選擇海外融資呈負相關。因當公

司的負債比率越高時，公司赴海外融資時遭遇到的阻礙將更多；而當公司獲利性

愈高時，因其在國內市場能滿足其資金需求機會越大，因此，越不傾向赴海外融

資。 

Saudagaran (1988) 

 作者在 223家於美國紐約證券市場交易之外國公司中，發現於海外上市之企

業平均資本額大於非海外上市企業。另一方面，海外銷售比例較高者亦較傾向至

海外上市發行。 

Homaifar, Zietz & Benkato (1994) 

 作者利用自我迴歸探討影響企業海外融資之因素，選擇變數包括企業規模、

股票報酬率、通貨膨脹率、成長性等。研究結果發現：與企業融資呈負相關者包

括：企業成長性及股票報酬率，成正相關者包括：企業規模與負債比率，而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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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脹率則無顯著相關性。 

Billing, Lamy & Thompson (1999) 

 這些作者以單變量及多變量檢定進行研究，發現於 1995 年至 1998 年於美國

Nasdaq 掛牌上市之國外企業，其資本額多屬於一仟萬美金以下之小型企業，獲

利能力及股東權益報酬率優於平均水準，負債比率方面亦有偏高情形。 

Choi & Levich (1999) 

 作者以紐約、倫敦、巴黎、蘇黎世及法蘭克福等五個證券交易市場的 15 個
跨國公司進行專訪，期發現公司選擇海外融資的動機包括該證券市場財務資訊的

揭露程度，以及所屬國家貿易的往來程度，揭露程度或往來程度越大，公司赴海

外融資的動機越大。 

Lins, Strickland & Zenner (2000) 

 海外融資活動能讓公司參與流動性及深度更高的資本市場，降低公司資金成

本，同時降低公司信用評等上所受的限制。 

Doidge, Karolyi & Stulz (2003) 

 在美國境內掛牌的外國公司比沒在美國掛牌的外國公司有更高的 Tobin’s 
Q，文中提出解釋此種差異的理論：海外籌資能降低大股東因掌有控制權而獲得

的私利、增加公司籌資能力以利公司成長。在海外掛牌的公司比沒有進行海外掛

牌的公司有更高的成長機會(銷貨成長)。 

二、  國內研究文獻探討 

鄭道元 (民 84) 

 作者以深度訪談方式，研究六家個案公司選擇海外融資的動機，其研究結果

顯示：資金為外幣需求、海外銷售比率高、國內借貸利率偏高或現金增資折價發

行等為公司海外融資的主要考量，而提高國際知名度則為次要。 

曾珊慧 (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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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發行公司與未發行公司在資本額、負債比率、獲利

率及營收成長率上的差異。其次以問卷調查方式，調查公司在發行過程中主要考

慮的因素與決策變數。研究結果發現： 

1. 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具有較大規模、較高負債比率及高獲利等特性。 

2. 上市公司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考慮之因素，主要為降低利息，取得較低資

金成本。 

許志銘 (民 85) 

 作者以民國 79至 84 年為止，針對 264家願赴海外融資的上市公司為對象，
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上市公司海外融資的意願及決策時所考慮的因素，並

探討其財務特性與其海外融資意願是否具有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在有效問卷 76份中，上市公司中有 63%願意採用海外融資；
其中以資金成本、公司財務結構及國內法令限制為決策考量因素。若公司本身財

務槓桿利用率過低者，考慮以發行債權式融資(ECB)；反之，則考慮以發行股權

式融資(GDR，ADR)。 

林志彥 (民 86) 

 作者研究赴海外資本市場募集資金之上市公司，調查其財務特性與選擇之發

行市場及考慮因素的關係。其研究結論如下： 

1. 公司規模、資產擴充程度、對海外之依存度及產業別等四項因素均會影響公

司赴海外資本市場募集資金之意願。 

2. 就上市公司赴海外資本市場所考慮的因素來看，主要是獲取低成本的資金來

源、提升公司的國際知名度、以及擴大資金募集的彈性。 

蕭駿逸 (民 87) 

 作者則以民國 77 年至 86 年間，曾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企業為研究對

象，探討其發行時所受影響之因素為何。研究結果顯示：由於研究期間匯率波動

不大，造成匯率之檢定效果不顯著。唯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企業其財務槓桿

程度較一般未發行之企業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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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淑如 (民 88) 

 作者選取民國 79 年至 87 年間曾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共 70家、發行普

通公司債之公司 91家、現金增資之公司 311家以及發行海外可轉債之公司 36家
為研究對象，加入市場情勢因素，以 Logit逐步迴歸分析進行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在不區分市場情勢時：股東權益市場價值相對股東權益帳面

價值(成長投資機會)與董監事持股比例(代理問題)愈高；銷貨收入之自然對數值

(公司規模)、純益率(獲利能力)與公司債五年其平均利率(債市情況)愈低，企業將
傾向採行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融資，而不傾向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沈文和 (民 91) 

 作者研究台灣上市電子公司赴海外市場募集資金，以敘述性統計及相關性比

較，Probit 及 Logit 模型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海外融資採海外可轉債及海外存
託憑證均會受總體經濟因素及發行公司財務因素影響。其中，負債比例對企業選

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為融資工具有正面影響，而獲利能力對企業選擇發行海外存

託憑證為融資工具亦有正面影響。 

黎珈瑋 (民 91) 

 作者以國內發行海外有價證券的資訊電子業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

特定財務特性之表現與公司發行海外有價證券籌資決策之關係。其研究結果如

下： 

1. 公司之規模及海外依存度與發行海外有價證券之行為成正相關，當企業的規

模越大、海外依存度越高，越有可能赴海外籌資，發行海外有價證券。 

2. 資產擴充程度、成長力及海外投資與發行海外證券之行為無顯著關係；企業

在這些特性上的表現，均無法作為預期公司是否會發行海外有價證券的預測

因素。 

陳韋霖 (民 92) 

 作者主要的研究在於探討：以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融資是否對所有的企業均有

利、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發行市場是否有著一個區隔性、對於可使用海外融資市場

的企業是否相對產生了一種優勢。研究結果發現：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與國內可轉

換公司債發行公司其發行動機有顯著的不同，特別是在公司預期未來國外依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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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資產擴充程度較大、公司規模較大、成長力較小與發行金額較大的情況下，

相較於發行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而言，公司將會傾向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王琇瑩 (民 93) 

 作者針對民國 82 年至 90 年間台灣上市上櫃公司成功發行的 61檔國內可轉
換公司債及 35 檔海外可轉換公司債進行實證研究，主要結論為：關於發行海外

可轉換公司債及國內可轉換公司債發行財務特性差異方面，不論是二獨立樣本 T
檢定、Mann-Whitney U 檢定及 Logistic 檢定，結論皆一致：公司規模愈大、轉

換溢價幅度愈高、市場利率差愈高的公司愈傾向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此外，

二種發行公司發行前的營運績效並無顯著不同。 

王素芳 (民 93) 

 以民國 92 年度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中之資訊電子產業和金融產業

為樣本，探討發行公司之財務特性及其對於轉換溢價之影響。經過初步之實證分

析後，得到以下結論：發行海外可轉債的電子產業公司，所檢定的財務特性中，

只有純益率是高於產業平均水準；金融產業公司則在總資產週轉率、純益率和每

股盈餘等財務特性上皆有優於產業平均值的表現。 

陳宣賀 (民 93) 

作者採用行為面觀點，分析與檢測民國 87 年至 90 年間台灣高科技電子企業

進行海外籌資的決策因素與海外融資決策對公司股價平均報酬與公司股價報酬

風險的影響。爾後更進一步地去了解使用不同海外籌資工具之決定要素與不同籌

資工具對公司股價平均報酬與公司股價報酬風險的影響。而實證結果指出：企業

各類財務面因子，包括：負債比率、流動比率與每股盈餘等，對企業進行海外籌

資行為，並無顯著的一致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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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選擇海外融資公司之動機與其財務特性之相關文獻彙總 

作者 年代 實證結果 

Barton & Gordon 1988 

公司的負債比率及獲利性，與公司選擇海外融資

呈負相關。而當公司獲利性愈高時，因其在國內

市場能滿足其資金需求機會越大，因此，越不傾

向赴海外融資。 

Saudagaran 1988 
於海外上市之企業平均資本額大於非海外上市

企業。海外銷售比例較高者亦較傾向至海外上市

發行。 

Homaifar, Zietz & 
Benkato 

1994 
與企業赴海外融資呈負相關者包括：企業成長性

及股票報酬率，成正相關者包括：企業規模與負

債比率，而通貨膨脹率則無顯著相關性。 

Billing, Lamy & 
Thompson 

1999 

於 1995 年至 1998 年於美國 Nasdaq掛牌上市之
國外企業，其資本額多屬於一仟萬美金以下之小

型企業，獲利能力及股東權益報酬率優於平均水

準，負債比率方面亦有偏高情形。 

Choi & Levich 1999 

公司選擇海外融資的動機包括該證券市場財務

資訊的揭露程度，以及所屬國家貿易的往來程

度，揭露程度或往來程度越大，公司赴海外融資

的動機越大。 

Lins, Strickland & 
Zenner 

2000 
海外融資活動能讓公司參與流動性及深度更高

的資本市場，降低公司資金成本，同時降低公司

信用評等上所受的限制。 

Doidge, Karolyi & 
Stulz 

2003 

在美國境內掛牌的外國公司比沒在美國掛牌的

外國公司有更高的 Tobin’s Q。海外籌資能降低大

股東因掌有控制權而獲得的私利、增加公司籌資

能力以利公司成長。在海外掛牌的公司比沒有進

行海外掛牌的公司有更高的成長機會(銷貨成
長)。 

曾珊慧 民 84

(1) 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具有較大規

模、較高負債比率及高獲利等特性。 
(2) 上市公司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考慮之因

素，主要為降低利息，取得較低資金成本。

許志銘 民 85

上市公司中有 63%願意採用海外融資；其中以資
金成本、公司財務結構及國內法令限制為決策考

量因素。若公司本身財務槓桿利用率過低者，考

慮以發行債權式融資(ECB)；反之，則考慮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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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股權式融資(GDR，ADR)。 

林志彥 民 86

(1) 公司規模、資產擴充程度、對海外之依存度

及產業別等四項因素均會影響公司赴海外資

本市場募集資金之意願。 
(2) 就上市公司赴海外資本市場所考慮的因素來

看，主要是獲取低成本的資金來源、提升公

司的國際知名度、以及擴大資金募集的彈性。

蕭駿逸 民 87
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企業其財務槓桿程度

較一般未發行之企業為低。 

曹淑如 民 88

在不區分市場情勢時：股東權益市場價值相對股

東權益帳面價值(成長投資機會)與董監事持股比
例(代理問題)愈高；銷貨收入之自然對數值(公司
規模)、純益率(獲利能力)與公司債五年其平均利

率(債市情況)愈低，企業將傾向採行國內可轉換

公司債融資，而不傾向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沈文和 民 91

海外融資採海外可轉債及海外存託憑證均會受

總體經濟因素及發行公司財務因素影響。其中，

負債比例對企業選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為融資

工具有正面影響，而獲利能力對企業選擇發行海

外存託憑證為融資工具亦有正面影響。 

黎珈瑋 民 91

(1) 公司之規模及海外依存度與發行海外有價證

券之行為成正相關，當企業的規模越大、海

外依存度越高，越有可能赴海外籌資，發行

海外有價證券。 
(2) 資產擴充程度、成長力及海外投資與發行海

外證券之行為無顯著關係；企業在這些特性

上的表現，均無法作為預期公司是否會發行

海外有價證券的預測因素。 

陳韋霖 民 92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與國內可轉換公司債發行公

司其發行動機有顯著的不同，特別是在公司預期

未來國外依存度較高、資產擴充程度較大、公司

規模較大、成長力較小與發行金額較大的情況

下，相較於發行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而言，公司將

會傾向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王琇瑩 民 93
公司規模愈大、轉換溢價幅度愈高、市場利率差

愈高的公司愈傾向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此

外，二種發行公司發行前的營運績效並無顯著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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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王素芳 民 93

發行海外可轉債的電子產業公司，所檢定的財務

特性中，只有純益率是高於產業平均水準；金融

產業公司則在總資產週轉率、純益率和每股盈餘

等財務特性上皆有優於產業平均值的表現。 

陳宣賀 民 93
企業各類財務面因子，包括：負債比率、流動比

率與每股盈餘等，對企業進行海外籌資行為，並

無顯著的一致性結果。 

 

第三節  資本結構理論 

一、靜態抵換理論 (Static Trade off Theory) 

修正後的 MM 理論認為，由於負債利息的節稅利益可增加公司價值，因此

企業應 100%舉債，以使公司價值最大。但在現實世界中，卻很難找到這樣的公
司。許多學者發現隨著負債槓桿的增加，也同時引發其他的槓桿關聯成本，例如：

財務危機、代理問題等，這些問題所帶來的成本會抵銷債息所帶來的利益。在權

衡各種舉債的成本與利益後，公司可達到一個均衡的資本結構，此即所謂的靜態

抵換理論(Static Trade off Theory)，亦稱為最適資本結構理論。以下就舉債所產生

的關聯成本與靜態抵換理論分別說明之。 

(一) 財務危機成本 

MM 理論其中一項假設前提為負債是無風險的，但此假設忽略了負債過高

所可能導致的破產成本。Kim(1978)認為負債愈多的公司，其所承受的利息負擔

就愈重，其財務風險也愈高，破產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在此情況下，公司的股東

與債權人意識到風險增加，將會要求較高的報酬作為補償，進而使得公司的資金

成本提高。根據Wruck (1990)，財務危機是指公司的營運資金不足以支付到期之

負債，所採取的一些更正措施。公司若無法化解此種情狀，最後可能面臨破產威

脅。因此，財務危機最終的危機，即是破產。Kim(1978)將破產成本分成三大部
分： 

1. 直接成本：包括各種法律、行政、訴訟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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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間接成本：公司遭受清算重整時可能導致的損失，包括：公司銷售量下降、

廉價出售資產以籌措現金、或放棄機器維修等不當的管理行為等。 

3. 喪失遞延扣抵租稅之損失。 

(二) 代理成本 

Jensen and Meckling(1976) 將代理關係定義為「一位或一位以上的主理人雇

用並授權另一位代理人代其行使某些特定行為，彼此間所存在的契約關係」。應

用於企業中，此代理關係可區分為二：股東與管理者之間、債權人與股東之間的

代理關係。由於管理當局，擁有經營權、熟悉公司內部運作，往往比一般外部投

資人(股東、債權人)掌握更多公司內部訊息，此即所謂「資訊不對稱」。基於自

利心理的考量，管理者可能會為了追求自身利益，犧牲多數外部投資人的權利，

而採取偏離損害公司利益的決策，因此產生了代理問題。為解決代理問題而產生

的監督、約束管理者的成本，稱之為代理成本(Agency Cost)。茲就企業所面臨的

代理問題分別敘述如下： 

1. 股東與管理者之間的代理問題 

Jensen and Meckling(1976)將因股東與管理者之間的代理問題所產生的成本

稱之為權益代理成本。在現代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的情況下，股東與管理者

之間存在有以下利害衝突： 

(1) 過度特權消費(Excess Perquisite Consumption)  

管理者會利用公司資源做更多私人享受，例如：較大的辦公室、昂貴的座車

等特權性消費，因為這些耗費的成本，不必完全自己承擔，可以和其他股東供同

分擔。 

(2) 誘因不足 

因為管理者未持有公司全部股份，使得管理者必須和其他股東共同分享辛苦

經營的成果，造成管理者可能不會以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為經營目標。 

(3) 融資買回(Leverage Buyout)  

股東與管理者發生利益衝突時，管理者為取得公司的控制權，可能會做出不

利於股東的行為。例如管理人可能會自行舉債將取得的資金購回公司股票，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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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降低購回成本，刻意壓低股價，以致減損股東利益。 

2. 債權人與股東間的代理問題 

因此產生的代理成本又被稱為負債代理成本。股東可能透過管理當局剝削債權人

的財富，而產生彼此間的利益衝突。Smith and Warner (1979)指出股東與債權人
間的有以下之代理問題： 

(1) 股利支付(Dividend Payout)  

債權人將錢借給公司，管理當局卻未將此筆資金用於投資活動，而是將資金

以股利形式發放給股東。 

(2) 債權稀釋(Claim Dilution)  

股東為提高公司利潤，未徵得現有債權人同意，即促使公司管理當局發行新

債，造成公司風險提高，債券價格下跌。若公司破產，舊債權人還必須與新債權

人共同分配公司破產後的價值。 

(3) 資產替代(Asset Substitution)  

股東未徵得債權人同意，把舉借而來的資金投資於比債權人原先預期風險還

高的新投資案、或是以高風險投資案取代低風險投資案，使債權人的財富移轉至

股東。如此，將造成公司信用評等降低，債券價格下跌，損害到債權人的利益。 

(4) 投資不足(Under investment)  

債權人將錢借給公司，若管理者發現，投資專案所產生的利益只能歸於債權

人享有卻無法增加股東財富時，則管理者可能故意放棄原本有利可圖的專案。 

(三) 靜態抵換理論 

在將上述相關成本納入理論做考量後，雖然負債可以為公司帶來節稅的正面

好處，使得公司價值增加；但隨著負債程度的提高，卻會換來財務困難與代理成

本的負面效果，而抵銷公司價值增加的效果。因此，有負債公司的公司價值應可

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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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 ＝VU＋TC*D－PV(FC)－PV (AC) 

其中，FC＝財務危機成本，AC＝代理成本。 

如圖 2-1所示，當負債未超過D0時，負債增加所帶來的節稅利益使得公司價

值增加；超過D0時，負債的關聯成本開始增加，抵銷部分稅盾的效果，使的公司

價值增加的速度減緩；D*時，邊際節稅利益剛好等於邊際槓桿關聯成本，此時公

司價值達到最大，此時D*為最適負債水準；超過D*點，此後隨著負債比率的增

加，負債的關聯成本大於節稅利益，反而使得公司價值降低。因此在D*時，負債

的邊際節稅利益剛好等於邊際關聯成本(財務危機成本、代理成本)，此時公司價
值達到最大，而D*點即為公司的最適資本結構，此即靜態抵換理論(Static Trade 
Off Theory)，亦即最適資本結構理論。 

根據靜態抵換理論，每家公司都能於負債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利益的情況

下，設定目標資本結構。因此，本研究認為若靜態抵換理論成立，公司存在有一

最適資本結構，則當實際資本結構偏離此最適水準時，公司會調整其資本結構(負
債比率)，使其回復此一最佳水準。 

 

 

 

 

 

圖 2-1  財務槓桿對公司價值的影響 

資料來源：陳隆麒 民(88)。當代財務管理

公司價值 

($) 

負債比率 

最佳負債比率 

純粹MM的結果： 

VL ＝VU＋TC*D 
節税利益：TC*D

D0 D*

公司價值 

($) 

D0

節税利益：TC*D

負債比率 D*

最佳負債比率 

純粹MM的結果： 

VL ＝VU＋TC*D 

財務危機& 

代理成本之現值 

公司的實際價值 

未使用負債時的公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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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資順位理論 (Pecking Order Theory) 

融資順位理論是指，由於公司經理人與外部投資人存在資訊不對稱的現象，

使得公司在進行融資決策時形成偏好優先使用交易成本最小的資金來源，亦即自

有資金，或是保留盈餘，其次才是舉債，最後才會考慮發行新股。 

Donaldson(1961)是最早發現此現象的學者。他在研究美國公司的融資實務
時，發現以下現象：(一) 公司偏好以內部資金，亦即保留盈餘，來支應資金需

求。(二) 公司根據對未來投資機會與現金流量的預期，決定出股利發放率。在

此目標下，保留盈餘足夠支應正常情況下的投資需求。(三) 公司不希望大幅變

動股利，尤其不願意降低股利。(四) 若預期保留盈餘大於投資需求時，公司會

購買有價證券或償還負債；反之，若保留盈餘不足時，則公司會先出售手中的有

價證券，其次才會尋求外部融資，而其順序依序為：債券、可轉換公司債、普通

股。 

Myers(1984)根據 Donaldson的發現，提出融資順位理論來解釋此現象。他認

為，融資順位現象的產生是由於資訊不對稱所引發的訊息成本，而此成本的重要

性遠超過抵換理論所強調的決定因素。這些訊息成本包括：發行新證券的交易成

本，經理人比外部投資人擁有較多關於公司未來前景所引發的成本。為極小化資

訊不對稱成本以及其他融資成本，因此，公司會優先選擇最便宜的資金來源，因

此形成：公司偏好自有資金(保留盈餘)優於外部資金，當不得不使用外部資金

時，舉債優於發新股。Myers(1984)認為公司資本結構僅是個別融資決策的累積

結果，此決策是公司經理人遵循一種融資順序，亦即保留盈餘優於外部融資，當

不得不考慮外部融資時，負債優於權益證券。同時公司經理人員制定融資決策時

並不是真的考慮最適資本結構；相反的，他們僅是簡單的想到選擇摩擦最少的途

徑與成本最少的融資工具，而很少考慮到選擇之後果。 

總而言之，融資順位理論認為公司並沒有目標資本結構，負債比率的變化主

要是來自於內部資金不均衡，是公司考慮資金需求狀況後，如：從事投資活動及

發放股利等資金需求後，所做的融資順序的累積結果，故負債比率並不會維持一

定的水準，有別於「靜態抵換理論」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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