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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彙總與企業資訊揭露相關之文獻，第二節則彙總與董

事之身份特性相關文獻。 

第一節 企業資訊揭露 

    本節依序整理企業揭露之內容、資訊揭露之重要性、衡量資訊揭露之程度

與影響資訊揭露程度之公司特徵等，並說明與本研究之關係。 

一、企業揭露資訊之內容 

    OECD 在公司治理原則中指出，企業資訊揭露與透明度對資本市場的運作極

為重要，健全的資訊揭露制度有助於吸引資金，並維繫對資本市場的信心，亦有

助於股東對企業結構、業務及政策的瞭解，監督評估管理階層的職責與績效。過

去研究也顯示，企業資訊揭露（多著重於財務資訊），有助於解決資本市場上的

資訊問題(information problem)、檸檬問題(lemons problem)及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進而降低企業資金成本（Barry and Brown 1984-1986； Botsan 1997, 

2002；Sengupta 1998；邱碧珠 2000 ；蔡其諭 2002）、增加股票流通性（Diamond 

and Verrechia  1991 ；Kim and Verrechia  1994；Healy et al 1999a）等。 

企業資訊之揭露，可依強制與否而分，亦可依所揭露資訊之性質或內容而加

分類。當分類標準為強制與否時，資訊有強制揭露之資訊及自願揭露之資訊。前

者為依法令規定而需揭露者，如依我國上市上櫃公司相關證券管理法令（如：公

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公開募集發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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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之規範而須加揭露的資訊，後者則為企業

為能和外部人有更多的溝通，視其需要，而自願揭露。 

若以資訊揭露之性質或內容加以分類，學者或專業機構曾提出一些分類方

式。Kaszink and Lev (1995)將公司揭露的資訊，分為三類：(1)盈餘或銷貨預測、

(2)其他營業資訊，包括資產處分、資本支出、新產品、重要契約、合資、股東

的支付、股利之變動、購入庫藏股等，及(3)非營業資訊，如公司經理人之指派、

選舉董事。Meek et al. (1995) 則將企業應揭露的資訊分為三類： (1) 策略性資

訊，包括公司一般資訊、公司策略、取得與處分、研究與發展、未來計畫、 (2) 

非財務性資訊，包括董事資訊、員工資訊、社會報導，及 (3) 財務資訊，包括

部門報導、財務回顧、外幣資訊、資本市場資訊。Botosan (1997)參考 AICPA(1994)

之財務報告研究、SRI International (1987)之投資人資訊需求調查報告及 CICA 

(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之年報研究，選出有助於投資決策的

五大類資訊：公司背景資訊、歷史結構彙總、非財務性統計資訊、公司專案資訊

與經理人之討論與分析。OECD 的「資訊揭露與透明度」公司治理原則(1999)，

則建議企業資至少應揭露下列項目的資訊：公司的財務與業務狀況、公司目標、

主要股東及投票權歸屬、董事會成員及主要經營階層，及其報酬、可預見的主要

風險因素、有關受僱人及其它利害關係人的重大問題、公司監控架構及政策等七

項。美國標準普爾公司在 2001、2002 於拉丁美洲及亞太地區、日本、美國三大

地區所做的透明與揭露調查中，則將企業資訊揭露內容區分為三大類：所有權與

投資者關係、財務透明度與資訊揭露以及董事會之結構與運作過程。 

美國標準普爾公司調查研究報告中指出，不論是哪一地區，三類資訊中，財

務資訊的揭露，最為廣泛充分，而非財務資訊（即所有權與投資者關係及董事會

結構與運作過程二大類）的資訊揭露，則相對缺少，需要再加強改善。我國被納

入調查之企業，在非財務資訊的揭露上，亦表現不佳，顯示目前我國企業對此類

資訊之揭露並不重視。但從 Kaszink and Lev (1995)、Meek et al. (1995)、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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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企業資訊揭露內容、美國標準普爾公司之揭露調查，可清楚看到企業不應

只侷限、重視於財務營運相關資訊之揭露，非財務資訊之揭露與報導亦不容忽視。 

二、董監經理人背景能力與薪資獎酬相關資訊揭露的重要性     

企業目前揭露的資訊，多著重於財務資訊，但事實上，不僅財務性資料有揭

露之必要，非財務性資料亦須揭露。例如投資人可能需要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

人的個別背景能力資料，俾評估其專業性、適任性；投資人亦可能需要董事會成

員及高階經理人之報酬資訊，俾評估其報酬計劃的成本效益、激勵政策(如股票

選擇權)對其績效之貢獻，瞭解與監督企業激勵董監經理人員之政策與評估其恰

當性與合理性。本研究所欲著重的非財務性資訊，為與董監經理人之背景能力與

薪資酬勞相關資訊，以下即就該等資訊，彙整過去之文獻，闡述其重要性。 

（一）董監經理人之能力 

    一個企業的最高經理人是指其執行長或總經理。許多學者漸漸發現，不僅是

最高經理人，而是整個高階經營團隊，對公司的經營績效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Hambrick 1981；Hambrick and Mason 1984）。高階經營團隊處於協助最高階

經理人的地位，兩者間的配合是否得宜，對公司經營績效有顯著影響。在競爭激

烈的環境中，高階經理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從事策略判斷 (Finkelstein and 

Hambrick 1996)，因此高階經營團隊能否制訂快速反應及有效的決策，攸關企業

之生存與發展(Tushman and Romanelli 1983; Finkelstein and Hambrick 1990)。高階

經營團隊必須擁有處理大量、多樣，甚至是相互衝突資訊的能力（Ancona and 

Nadler 1989; Finkelstein and Hambrick 1996）。團隊的規模越大，所擁有的技術

與能力越多，包括越強大的資訊處理能力，也越能解決大量且複雜的問題，（Hill 

1982; Jackson 1992）。此外，高階經營團隊的主要工作，還包括整合內部與外部

之重要關係人、促進與支持組織之學習，以確保組織能適應變化的環境或策略等

(方至民、曾志弘、鐘憲瑞 1999)。Pfeffer and Salanick(1978)認為，高階經營團隊

的素質，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公司的績效指標，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決定了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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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績效。 

Childs and Klimoski(1986)發現，一個人的教育成就是其工作成功與事業成功

的顯著預測變數；而且，除了專業教育外，對於一個管理者而言，功能性部門的

工作經驗在其專業知識的累積過程中，也佔非常關鍵的地位(Cohen and Levinthal 

1990)。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探討高階經營團隊之特質與公司績效或策略、創新間

之關係；對於公司之經營績效有顯著關係之文獻，例如，有 Noburn and Birley 

(1988)所指出的不同產業之高階經營團隊特性，包括個人資料、工作型態及工作

生涯，Murray (1989)所指出的高階經營團隊成員之年紀、年資、工作背景及教育

背景等特徵，Morley, Moore and O’Regan (1995)所指出的高階經營團隊之功能性

部門異質性、教育背景異質性，Keck (1997)所指出的高階經營團隊之特徵，包括

功能性背景、團隊成員之流動性、加入團隊平均年資、年資分佈變異性，國內許

如婷(1997)所指出的高階經營團隊平均進入年數、教育程度，陳嵩、蔡明田、張

淑昭(1997)所指出的總經理學歷、年資，陳文杰(2001)所指出的高階經營團隊能

力，其以教育程度、創新導向、進入高階團隊年數異質性、功能背景異質程度、

專業背景，來做綜合之衡量。Bantel and Jachson(1989)指出，高階經營團隊之部

門背景差異性、教育程度，對於銀行之創新有顯著影響；Bantel(1994)指出，高

階經營團隊之平均年齡、教育程度、功能性背景變異程度對於策略規劃的開放程

度有顯著影響。 

上述研究實證高階經營團隊的特質，對於企業營運與績效有一定的影響。與

本研究所認知的高階經理人背景能力資訊係重要之想法相一致。有鑑於此，企業

實有必要揭露其高階經營團隊之基本背景能力資訊，這些資訊如年齡、教育程

度、工作經驗、年資等，以供外部股東瞭解及評估高階經營團隊之執行能力。雖

然以往文獻較少論及有關董事會成員基本背景特質與公司價值、績效、營運間之

關係，但本研究認為，若高階經營團隊之特質能影響其執行能力與經營風格，則

欲使董事會能有效發揮功能，董事需要足夠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證券交易所與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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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買賣中心訂定的「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中亦指出，董事會整體應具備

以下之能力：營運判斷能力、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

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決策能力。因此，董事成員年齡、教育

背景、工作經歷等資訊，應有助於投資人評估董事成員是否能夠勝任其職責。 

（二）董監經理人薪資酬勞 

設計獎酬制度之目的，在解決代理問題，降低道德危機與逆選擇，故適當之

獎酬設計，有助於高階經理人員對企業之貢獻、達成企業營運目標，並與股東利

益趨於一致。獎酬制度可按現金與非現金，長期與短期性而區分。不少國內外文

獻探討獎酬制度設計與盈餘管理(Watts and Zimmerman 1978；Healy 1985; Jenkins 

and Seiler 1990; Holthausen et al. 1995; Balsam 1998; Guidry et al. 1999) 、公司經

營績效 (Jensen and Mecking 1976; Hill and Stevens 1995;王婉茲 2002) 間之關

係，並發現有顯著關連性，足見薪資獎酬制度在企業運作上，有重大影響力。 

當一企業每年支付鉅額薪酬給高階經營團隊同時，其所能為組織帶來的績效

提升，是否符合企業所付出的成本，為一引人深思之議題 (Kerr and Bettis 1987; 

Jesen and Murphy 1990)。此外，高階經營團隊或最高階管理者薪酬水準的高低，

與組織中其他員工薪酬水準的差距，反映了部分的組織文化( Kerr and Slocum 

1987)。有些企業明文規定，組織中，最高與最低薪酬水準的差距範圍，以刻意

縮減兩者間的距離，反映組織對所有員工的重視。選擇不同的組織文化，將影響

組織中所有員工之行為與績效表現(張旨華 2002)。 

本研究認為，董監經理人的薪資酬勞資訊，係屬重要，以上文獻印證此概念。

不僅高階經營團隊之薪酬值得注意，董事會成員之酬勞金額是否適當，亦值得股

東關注。董事、高階經營團隊酬勞計畫之制訂，在美國傾向由有過半以上獨立董

事所組成的薪酬委員會負責。然而，我國相關人員薪酬的訂定，卻沒有較客觀獨

立的委員會來執行與監督，因此，企業董監事及高階經營團隊之薪資酬勞實有明

確揭露的必要，以避免董監事或高階經營團隊為逐其私利而損股東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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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揭露程度之衡量 

    本研究之應變數，為企業揭露其董監經理人背景能力與薪資酬勞資訊之程

度，然揭露程度，如何衡量，須加決定。在過去研究中，對資訊揭露程度之衡量

方式，主要分為二類：一為使用專業機構之評等結果；另一為採用內容分析法得

出揭露分數。當採用專業機構之評等結果時，該專業機構有財務分析師協會

(Financial Analysts Federation, FAF)的公司資訊委員會（Corporate Information 

Committee）。公司資訊委員會每年針對樣本公司在資訊揭露上的努力程度，評定

分數，納入其評分之對象，包括年報、季報及報章雜誌上所揭露之資訊、與分析

師之直接對談，以及對分析師詢問之回應等層面，所考量的項目有：揭露之時效

性、資訊詳細度與可瞭解程度等。Farragher(1994)、Welker(1995)、Sengupta(1998)

等研究都是引用 FAF 之評等分數衡量資訊揭露程度進行研究。  

所謂「內容分析法」，是指一種蒐集資料的技巧，此種技巧將原本不能量化

的資訊（亦稱品質化資訊）依種類編碼，以得到數量化的分數(Abbotte and Monsen 

1989)。此法運用於資訊揭露程度之衡量，以發展「揭露索引表」為主軸。在建

立揭露索引表的揭露項目上，多數學者(Cooke 1991; Meek et al. 1995; Botosan 

1997;陳美娟 1997; Ho 2001; Chau et al. 2002)主要參考過去相關研究，或專業機

構如 IASC 建議之揭露項目、SRI International(1987)之投資人資訊需求調查報

告、 AICPA(1994) 之財務報告研究、 CICA(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之年報研究中，所提及或建議之揭露項目，再根據研究者之需求選

取或修正成其揭露索引表項目。有些學者(Ho et al. 2001)則進一步以問卷詢問專

家，由其選擇認為具攸關項目者，再經統計分析篩選出重要之揭露項目。這些項

目即構成預期揭露項目，並構成揭露索引表。研究者再將預期揭露項目與樣本公

司之揭露內容比對，樣本公司的揭露項目若涵蓋愈多，則揭露程度愈高。 

在揭露總分的計算上，通常分為不加權與加權兩種方式。所謂不加權計分，

係指研究者不考慮揭露項目間重要程度之差異，或每一樣本公司對項目揭露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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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亦即，索引表中的每個揭露項目都為 1 分。樣本公司之揭露資訊，只要包含

此項目，則可得 1 分，分數加總後，得揭露總分。此法可以免除研究者以主觀判

斷認定給予不同權數，使分數計算簡單化。如 Cooke(1991)、Hossain(1994,1995)、

陳美娟（1997）、Ho et al.(2001)、Chau et al.(2002)等皆採用此法。 

所謂加權計分，係指研究者依揭露項目重要性之差異，或樣本公司資訊揭露

詳細度之不同，給予不同之權數，再以加權後分數加總得揭露總分。此法雖含有

主觀判斷成分，但對於揭露程度之衡量更具攸關性。例如，Robbins et al.(1986)

根據對分析師調查結果，給予每個揭露項目不同權數，並依揭露標準區分揭露項

目為三類，第一類為是否揭露，第二類需文字詳述，第三類包括文字詳述與數字

揭露，第二、三類項目之衡量，視其表達詳盡度給予 0、0.25、0.5、1 不等的分

數；Forker(1992)在衡量員工認股權資訊的揭露品質時，依揭露詳細度分為 1-6

六個等級分數；Malone et al.(1993)根據對分析師調查結果，給予揭露項目不同權

數。Botosan(1997)、金志遠(2000)將某些揭露項目揭露內容區分為一般敘述與數

字揭露二類加以評分，除一般性敘述配分外，並強調數量性（數字）資料提供，

因此項目揭露中若含有數量性資料，則可額外獲得分數。 

    由於我國目前並無類似 FAF 之專業機構，提供各公司資訊揭之評等分數，

故本研究在衡量資訊揭露之程度時，只能採內容分析法，由研究者自行建立揭露

索引表，以取得量化之衡量標準，計算揭露總分。本研究為能較精確衡量出樣本

公司間揭露程度上之差異，師法 Robbins et al.(1986)、Forker(1992)，亦採加權計

分之觀念，由研究者依每項揭露項目內容表達之詳細度，給予不同分數。 

四、資訊揭露程度與公司特徵關係之研究 

    由於企業資訊揭露在資本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影響公司揭露程度之因

素受到相當重視。過去研究者試圖從公司各種特徵中，找出影響資訊揭露程度的

因素，以探究其間關係。茲將這些研究重要者，分述如下： 

Cooke(1991)以 48 家日本公司為探討對象，探討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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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特徵（包括公司規模、是否上市櫃及產業類別三項）間之關係。他以揭露索

引表來衡量年報自願性揭露之程度，他的揭露索引表共計 106 個揭露項目，包括

財務報表項目、衡量評價方法、部門資訊、計畫與預算、社會責任報導等。他先

算出每個公司實得分數，並以相對分數概念衡量其資訊揭露程度。所謂相對分

數，係實得分數除以應得分數，應得分數則由 106 分扣除樣本公司不適用之揭露

項目數得出。研究結果顯示，公司規模與自願性揭露程度間有顯著關係，上市公

司與製造業之自願性揭露程度較高。 

Forker(1992)探討公司監理與資訊揭露品質間之關係。其資訊揭露之品質，

係針對財報中對員工認股權之揭露。研究樣本為在 1988-89 年英國 1000 家時代

雜誌中前 100 大公司與後 100 家小公司，扣除沒有訂定員工認股權制度的 18 家

公司，共計 182 家公司。與公司監理有關的自變數包括董事擁有選擇權的數量、

非執行業務董事所佔席次之比例、是否成立審計委員會、董事長是否兼任經理

人、董事持股比例、查核會計師是否為六大事務所；衡量員工認股權揭露之品質，

則依其資訊揭露之詳細度分為六級。實證結果發現董事擁有選擇權的數量和揭露

品質成顯著正相關、董事長是否兼任經理人員為顯著負相關；非執行業務董事席

次、查核會計師是否為六大事務所呈未顯著負相關和預期方向不符、董事持股比

例為不顯著負相關、審計委員會是否存在為不顯著正相關。 

Malone et al. (1993) 以美國石油、天然氣產業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年

報及 10-K 形式文件中財務資訊揭露程度之因素。他們以美國紐約交易所、美國

交易所及那斯達克店頭市場掛牌交易 125 家石油天然氣產業公司為研究樣本。研

究中提出之影響因素，包括掛牌之地位（交易所或店頭市場）、公司規模、查核

會計師事務所之規模、負債權益比、權益報酬率、公司業務多角化與否、淨利淨

銷售比、外部董事席次之比例、有無國外營運機構、股東人數。研究者建立 129

個揭露項目，以衡量財務資訊之揭露程度，並依據對分析師問卷調查結果給予揭

露項目不同權數。實證結果顯示，掛牌地位、負債權益比、股東人數三項變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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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程度間成顯著正相關，至於其他變數，則和揭露程度間則未有顯著關係。 

Hossain et al. (1994) 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69 家公司為探

討對象，探討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程度與公司特徵因素（包括公司規模、所有權

結構、負債比例、固定資產比例、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及在外國掛牌上市的情形）

間之關係。以揭露索引表來衡量自願性揭露程度，共計 75 項揭露項目，包括策

略性資訊、非財務資訊、財務性資訊。研究結果顯示公司規模、所有權集中度和

海外掛牌上市情況與自願性揭露水準為顯著正相關。負債比例與自願性揭露水準

則接近顯著正相關。固定資產比例和會計師事務所與自願性揭露水準間則無顯著

相關性。 

Hossain et al. (1995) 又以 55 家紐西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再次探討公司

年報自願性揭露與公司特徵因素（包括公司規模、負債比例、固定資產比例、海

外上市排名及會計師聲譽）間關係。以揭露索引表來衡量自願性揭露程度，共計

95 項揭露項目，包括策略性資訊、非財務資訊、財務性資訊。研究結果顯示公

司規模為最重要的解釋變數。負債比例及海外地位排名與揭露水準間為顯著正相

關。固定資產與會計師聲譽則不具顯著相關性。 

Meek et al. (1995) 針對美、英、歐三地的跨國企業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中

包含 116 家美國公司，64 家英國公司及 46 家歐洲大陸公司），探討公司年報

自願性揭露與公司特徵因素（包括公司規模、國家（地區）別、產業別、負債比

率、國外營運程度、獲利率及國際上市地位七項）間之關係。以揭露索引表衡量

自願性揭露程度，共計 85 項揭露項目，區分為策略性資訊、財務性資訊及非財

務性資訊三大類，欲分別探討整體揭露水準及三大類資訊與公司特徵間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以財報整體揭露程度觀之，公司規模、國家（地區）別及是否在

多國掛牌上市和自願性揭露水準間有顯著關係。策略性資訊揭露程度則和國家

（地區）別及是否在多國掛牌上市間有顯著關係。非財務資訊揭露程度則和國家

（地區）別、公司規模及產業別間有顯著關係。財務資訊揭露程度則和公司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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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別、是否在多國掛牌上市及產業別間有顯著關係。 

陳美娟(1997)為國內首度探討臺灣地區公開發行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水準

與公司特徵關係之研究。研究樣本為 109 家上市公司及 24 家未上市上櫃公司，

選擇的公司特徵包括公司規模、負債比例、成立年數、有無海外分支機構、選擇

之會計師事務所、總經理教育程度、產業別、前一年度揭露水準及上市與否等九

項。參考 Meek et al.(1995)的研究建立揭露索引表，將揭露項目分成策略性、非

財務性及財務性資訊三大類，共計 88 個項目，以三大類項目得分數加總為年報

整體揭露分數。研究結果顯示，公司規模、有無海外分支機構、選擇之會計師務

務所大小、總經理教育程度及上市與否、產業別及前一年揭露水準對整體資訊揭

露水準有顯著關係，負債比例及成立年數則無顯著關係。公司特徵對各類資訊解

釋力不同，財務性及策略性資訊最能被解釋變數解釋，非財務性資訊僅能被公司

規模及前一年自願性揭露水準解釋。 

金志遠(2000)為國內首度探討台灣上市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程度與所有權

結構、董事會特性關係之研究。研究樣本為民國 87 年 280 家上市公司。由公司

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之特性著手，探討可能影響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的七個因

素：是否為家族企業、是否有監管機制存在（以獨立法人的持股及董事會中是否

有獨立法人或以外的第二勢力存在來衡量）、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董事會成員

持股質押成數、董事會規模、最大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獨立法人占董事席次比

例。以揭露索引表做為揭露水準的衡量標準，採取加權方式進行評分。索引表內

的項目共分五大類：背景資訊、歷史結果彙總、非財務性統計資訊、預測性資訊

及管理人員討論與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以整體揭露總分而言，與獨立法人持股

比例、獨立法人第二勢力的存在，呈顯著正相關；與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呈顯著

負相關；與獨立法人董事席次比例則呈顯著負相關與預期不符；是否為家族企

業、董事會總持股、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成數、董事會規模與揭露水準間皆呈不

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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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et al. (2001) 以香港 98 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針對多項公司監理機制和

自願性揭露程度關係作實證研究。在公司監理制度變數選擇上，包括獨立非執行

業務董事占董事席次之比例、審計委員會的存在、公司之董事長是否兼任執行

長、董事會中家族成員所占席次比例四個變數。以 20 項自願性揭露項目衡量揭

露程度，項目內容為公司財務、營運資訊。20 項自願性揭露項目的選取，係採

問卷調查方式，由 535 位財務分析師自 35 項自願性揭露項目中選出。研究結果

顯示，審計委員會的存在為顯著正相關，董事會中家族成員所占席次的比例則顯

著負相關。其餘變數與自願性揭露程度則為不顯著相關。 

    本節回顧影響公司資訊揭露程度因素之文獻，從中可以發現，以往文獻對於

公司資訊揭露程度衡量多著重於財務、營運策略層面資訊，包括 Cooke(1991)、 

Malone et al. (1993)、 Hossain et al. (1994,1995)、金志遠(2000) 、 Ho et al. (2001)

等。但本研究認為董監經理人相關資訊同屬重要資訊，投資人亦有知曉權益，且

在前面文獻探討中，也有相關文獻支持本文看法。雖然 Forker (1992)關注於員工

認股權資訊，Hossain et al. (1994,1995) 、Meek et al. (1995)及陳美娟(1997)之研

究中，也包含董事資訊、員工資訊與社會報導三類非財務性資訊，但上述數篇研

究，對於董監經理人相關資訊提出之揭露項目實為粗略與不足，著眼於此，本研

究將結合目前國內實務、法令，針對董監經理人背景能力與薪資酬勞資訊建立較

為完善的揭露項目標準。此外，Hossain et al. (1994,1995)、Meek et al. (1995)及陳

美娟(1997)之研究中，只關注於是否有此項目之揭露，並未對於揭露詳細度之差

異給予不同分數，故無法深入衡量揭露品質。因此，本研究擬採 Forker (1992)

之評分精神，重視揭露品質，依揭露內容是否完全、充足，給予不同分數。 

    影響資訊揭露程度的公司特徵因素研究上，Cooke(1991)、Malone et al. 

(1993) 、 Hossain et al. (1994,1995)、 Malone et al. (1993) 、Meek et al. (1995) 及

陳美娟(1997)皆以公司一般特徵做為探討變數（如公司規模、上市地位、負債比

例、產業別、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等）。但本研究認為董事會既負有對外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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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資訊揭露程度亦可能受董事會特性影響。然過去國內外探討董事會特性

變數與公司資訊揭露程度關係之文獻並不多，Forker (1992)、金志遠(2000) 及

Ho et al. (2001)為針對董事會特性提出較完整變數討論之文獻。相關董事會特性

變數包括：家族董事席次比例、獨立非執行業務董事席次比例、審計委員會是否

存在、董事持股比例、董事長是否兼任執行長、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成數、董事

會規模、獨立法人占董事席次比例。本研究欲著重於董事成員身份特性變數部

分，而董事持股比例、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成數、董事會規模變數則不擬探究。

將於下節中，針對上述三篇文獻探討到的董事成員身份特性變數，對相關文獻作

進一步回顧，並說明與本研究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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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1    研究彙整—資訊揭露程度與公司特徵間之關係 
研究者 研究國家與樣本 應變數—探討之 

資訊層面 
自變數 研究結論 

Cooke(1991) 日本，48 家公司 財務報表項目、衡量

評價方法、部門資

訊、計畫與預算、社

會責任報導資訊，不

採加權計分。 

1. 公司規模 
2. 是否上市櫃 
3. 產業類別 

公司規模與自願性揭露程度間有正向顯著關

係，上市公司與製造業之自願性揭露程度較高。 

Forker(1992) 英國，182 家公司 員工認股權資訊，考

量揭露品質 
1. 董事擁有選擇權的數量 
2. 非執行業務董事席次比例 
3. 審計委員會是否存在 
4. 董事長是否兼任經理人員 
5. 董事持股比例 
6. 是否為六大事務所查核 

董事擁有選擇權的數量和揭露品質成顯著正相

關、董事長是否兼任經理人員為顯著負相關。 

Malone et al. 
(1993) 

美國，125 家上市

（櫃）石油天然

氣公司 

財務資訊，給予揭露

項目不同權數 
1. 掛牌地位 
2. 公司規模 
3. 查核會計師事務所規模 
4. 負債權益比 
5. 權益報酬率 
6. 公司業務多角化與否 
7. 淨利淨銷售比 
8. 外部董事席次比例 

掛牌地位、負債權益比、股東人數三項變數與揭

露程度間成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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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無國外營運機構 
10. 股東人數 

Hossain et al. 
(1994) 

馬來西亞，69 家

上市公司 
策略性資訊、財務性

資訊及非財務性資

訊三大類，不採加權

計分 

1. 公司規模 
2. 所有權結構 
3. 負債比例 
4. 固定資產比例 
5. 會計師事務所規模 
6. 在外國掛牌上市的情形 

公司規模、所有權集中度和海外掛牌上市情況與

自願性揭露水準為顯著正相關。負債比例與自願

性揭露水準則接近顯著正相關。 

Hossain et al. 
(1995) 

紐西蘭，55 家上

市公司 
策略性資訊、財務性

資訊及非財務性資

訊三大類，不採加權

計分 

1. 公司規模 
2. 負債比例 
3. 固定資產比例 
4. 海外上市排名 
5. 會計師聲譽 

公司規模為最重要的解釋變數。負債比例及海外

地位排名與揭露水準間為顯著正相關。 

Meek et al. 
(1995) 

美國，116 家跨

國公司，英國，

64 家跨國公司

及歐洲，46 家跨

國公司 

策略性資訊、財務性

資訊及非財務性資

訊三大類，不採加權

計分 

1. 公司規模 
2. 國家（地區）別 
3. 產業別 
4. 負債比率 
5. 國外營運程度 
6. 獲利率 
7. 國際上市地位 

以財報整體揭露程度觀之，公司規模、國家（地

區）別及是否在多國掛牌上市和自願性揭露水準

間有顯著關係。策略性資訊揭露程度則和國家

（地區）別及是否在多國掛牌上市間有顯著關

係。非財務資訊揭露程度則和國家（地區）別、

公司規模及產業別間有顯著關係。財務資訊揭露

程度則和公司規模、國家（地區）別、是否在多

國掛牌上市及產業別間有顯著關係。 
陳美娟(1997) 台灣，109 家上策略性資訊、財務性 1. 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有無海外分支機構、選擇之會計師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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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及 24 家
未上市上櫃公司 

資訊及非財務性資

訊三大類，不採加權

計分 

2. 負債比例 
3. 成立年數 
4. 有無海外分支機構 
5. 選擇之會計師事務所 
6. 總經理教育程度 
7. 產業別 
8. 前一年度揭露水準及上市與否

務所大小、總經理教育程度及上市與否、產業別

及前一年揭露水準對整體資訊揭露水準有顯著

關係。公司特徵對各類資訊解釋力不同，財務性

及策略性資訊最能被解釋變數解釋，非財務性資

訊僅能被公司規模及前一年自願性揭露水準解

釋。 
 

金志遠(2000) 台灣，280 家上市

公司 
背景資訊、歷史結果

彙總、非財務性統計

資訊、預測性資訊及

管理人員討論與分

析五大類， 
採加權計分 

1. 是否為家族企業 
2. 是否有監管機制存在 
3. 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 
4. 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成數 
5. 董事會規模 
6. 最大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 
7. 獨立法人占董事席次比例 

就整體揭露總分而言，獨立法人持股比例與獨立

法人第二勢力的存在，呈顯著正相關；家族占董

事席次比例呈顯著負相關；獨立法人董事席次比

例則呈顯著負相關與預期不符。 

Ho et al. 
(2001) 

香港，98 家上市

公司 
財務、營運資訊，不

採加權計分 
1. 獨立非執行業務董事占董事席

次之比例 
2. 審計委員會的存在 
3. 公司董事長是否兼任執行長 
4. 董事會中家族成員所占席次比

例 

審計委員會的存在為顯著正相關，董事會中家族

成員所占席次比例則顯著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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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董事之身份特性 

本節針對上節 Forker (1992)、金志遠(2000) 及 Ho et al. (2001)三篇文獻中提

出的家族董事、法人機構董事、獨立董事、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四項變數4，

並新增「法人股東是否同時派任董事與監察人」一項，對相關文獻作整理回顧，

並說明與本研究之關係。 

一、家族董事 

我國企業型態多具有家族色彩，Yeh and Lee (1999)的研究指出，我國上市公

司中，有 76%為家族控股公司，有 66.45%由控股家族完全掌握董事會。Parron and 

Baker(1987)認為家族企業在董事會中，通常擁有絕大多數的席次，且因為家族成

員的利益、背景一致，故凝聚力較強，管理效率較佳，可減低代理問題。但當家

族利益與公司利益衝突時，可能將其利益放於公司利益之上，而使其他股東受害

（簡上智 1996）。黃鈺光（1993）、侍台誠(1994)發現，家族董事占董事會的席

次比例愈高，財務績效表現顯著愈佳，但翁銘鴻(1998)卻發現，家族董事比例與

經營績效間為負相關。謝文馨(1999)、許盟(2000)分別探究公司監管對企業發佈

不實財報行為、自願性盈餘預測影響，並皆加入家族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家族

持股高、家族董監事席次比例高，發佈不實財報比例較高，發佈自願性盈餘預測

意願愈高，但準確度愈低，在盈餘預測上較為樂觀。 

家族董事席次比例變數與資訊揭露間之關係，於 Ho et al. (2001)及金志遠

(2000)兩篇研究中提出，且皆得出家族董事席次比例愈高，與整體資訊揭露呈負

向關係。然由上段文獻中可知，家族董事是否能克盡其責，達到監督之效，並無

定論。故本研究擬再將此變數納入本研究中，以不同的資訊揭露內容，檢視其間

之關係是否仍存在。 

                                                 
4 Forker (1992) 與 Ho et al.提出的「審計委員會是否存在」變數，由於目前我國董事會中並無此

委員會之設置，故不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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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機構董事 

歐美各國從 1980、1990 年代以來，資本市場中個人持股比例逐漸下降，法

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明顯上升；美國股市在 1990 年代以來，法人握有流通在

外股本 45%以上，英國法人之持股數，在 1990 年代亦占有整體流通在外股本 60%

以上。因法人機構投資者相對於一般個人投資者持股較大，故法人機構對於公司

之監控能力頗受矚目與討論。Drucker(1976)、Kevin , Steve and Mike(1997)認為機

構投資者(尤以機構投資者中之大宗，退休基金、保險公司等)通常視自己為「投

資人」，非「所有權人」，對於不滿意公司的股票只有出售之責任，並不存在促

使其監控公司之誘因。然 Holderness and Sheehan(1988) 、Coffee（1991）認為法

人因持股比例大，出脫持股時勢將影響股價，「退出」政策將愈顯困難，使法人

從被動的投資者，改變為積極的監控者，並經常藉由取得董事的席次為之。 

Pound(1988)在公司經營績效與機構投資人之相關性研究中提出三項正反效

果皆有的假說：a.效率監督假說：法人機構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與監督技巧，能

以較低的成本監督管理者，使監督活動更有效率，因此主張，機構投資人會增加

公司的價值。b.利益衝突假說：認為機構投資者會支持與自身利益配合之管理

者，以維護自身利益，可能做出不利公司之決策，使公司價值下降。c.策略合力

假說：機構投資者與管理者間存有某一程度合作關係，為了雙方共同利益，二者

可能相互妥協，使公司價值上升。 

獨立法人占董事席次比例變數與資訊揭露間關係為國內金志遠(2000)提

出，然得到與預期不符的負向顯著關係，本研究欲再次探討此變數與資訊揭露間

之關係，探究我國非關係法人董監事是否為積極之監控者，有助提升資訊揭露程

度，或如金志遠(2000)所推測，可能在獨立法人機構進入董事會後，因可直接取

得內部資訊，故無意願增加年報自願性揭露之說法。 

三、法人股東是否同時派任董事與監察人 

  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七條中，允許法人與政府股東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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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指派之自然人代表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且不論以法人身份當選為董事或監

察人，或以代表人身份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法人及政府股東得隨時改派代表

人。此規定不僅違反股東平等原則，且法人股東可以隨時改派代表人，使公司高

層人事產生不確定性，也使得法人股東有操弄代表人董事、監察人之可能。又依

公司法第二二二條規定，自然人不得同時擔任董事及監察人，此規定之目的在於

監察人必須獨立行使其監察權，監督董事業務之執行、糾舉董事不法、不當之行

為。但在公司法二十七條的規定中，法人及政府股東卻能指派代表人同時擔任董

事與監察人，造成同屬一法人人格，卻同時擔任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職位，實與

監察人制度設計之精神有違，成為我國企業內部監督機制之嚴重缺失。 

由於法人股東同時派任董事與監察人之情形在我國企業中實為常見，故本研

究將新增此變數，探討與資訊揭露程度間之關係。 

四、獨立董事 

（一）獨立董事之認定標準 

公司董事可分為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一般而言，外部董事指未擔任公司其

他職務之董事，又稱獨立董事，反之為內部董事。若要強化外部董事「實質之獨

立性」，其資格則較前述定義更為嚴格。因為若只是非擔任公司其他職務的董事，

仍可能和公司間有某一程度上的關連，如為公司的供應商、客戶、顧問等，使其

獨立性較為薄弱。美國在 1970 年代即引進獨立董事制度，但關於獨立董事的資

格要件，除密西根州公司法之外，在法律上並無統一的認定標準。茲分別就美國

聯邦證券管理委員會、密西根州公司法、紐約證券交易所關於獨立董事認定標準

說明如下。 

1. 聯邦證券管理委員會 

(1) 被選任為外部董事的前五年內，未曾擔任公司或其關係企業的受僱人

者。(2) 被選任為外部董事的前二年內，未曾提供服務於與公司具有業務關係的

法律事務所或投資銀行者。(3) 與公司或其關係企業的經營幹部，無血親、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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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收養關係者，但超過第一代的堂表兄弟姊妹關係者，不在此限。 

2. 密西根州公司法 

依據密西根州公司法第一０七條第三項的規定，符合一定積極資格與消極資

格之人，方能被選任為獨立董事。就積極資格而言，獨立董事必須具有五年以上

的業務、財務或法律經驗。就消極資格而言：被選任為獨立董事的前三年內，(1)

未曾擔任公司或其關係企業的經理人或受僱人者。(2) 與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

間，無十萬美元以上的業務往來者。(3) 非為二款之人的重要關係人、一般合夥

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者。且任期滿三年後，仍可留任為董事，但不再是獨

立董事。 

3. 紐約證券交易所 

    依據 2003 年 4 月份紐約證交所向證管會提出的最新公司治理規則草案

(Corporate Governance Rule Proposal)，判斷董事是否獨立之標準如下： 

(1) 與公司間無重大關係，上述關係包括商業、產業、銀行業務、諮詢、法 律、

會計、慈善與家族等關係，因此一個人一旦為公司之重大合夥人、股東、經理人，

即不獨立，為公司有關機構之重大合夥人、股東、經理人時，亦不獨立，然而，

持有一定股份的股東倒不一定會有礙其獨立性。 

(2) 其他： 

a. 五年內，本人、配偶及其二親等內親屬每年未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領取十

萬美元以上直接薪酬者（除擔任董事所領的薪酬外）。 

b. 五年內，本人、配偶及其二親等內親屬未曾與公司目前或前任之內部稽核

或外部稽核公司間有關係或受僱。 

c. 五年內，本人、配偶及其二親等內親屬非為他公司 (同時本公司經理人為

他公司薪酬委員會之董事) 之經理人。 

d. 五年內，本人、配偶及其二親等內親屬未曾為他公司之員工、經理人，而

本公司與他公司間有為對方合併收入貢獻 2%或一百萬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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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在 2002 年初，修正「上市(櫃)審查準

則」相關規定，要求初次申請上市(櫃)公司董事中至少需有獨立董事二人以上，

監察人至少需有獨立監察人一人以上。至於獨立董事、監察人之獨立性認定標

準，則為5： 

近一年內無下列情事之一者：(1) 公司之受僱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2) 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

名之自然人股東。(3) 前二款所列人員之配偶或其二親等以內直系親屬。(4) 直

接或間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受僱

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5) 與該公司有財務、業務

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6) 為

申請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財務、商務、法律等服務、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

夥、公司或機構團體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

及其配偶。 

    以上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對獨立董監事的認定標準，和美國證管會、法規、

交易所所提出的認定標準大致相同，但有二點不同，1. 我國認為持股百分之一

以上之股東不獨立，美國則無此認知。2. 關於董事及其配偶、二親等內親屬與

公司間關係之冷卻期，在我國，為一年，在美國則至少為三年，在紐約交易所規

定，則長達五年。 

（二）獨立董事相關研究 

多數學者認為，內部董事的優點在於其對公司營運狀況瞭解較深，容易溝通

做成決策，缺點則是缺乏獨立性；而外部獨立董事優點在於地位較為獨立，不容

易產生自利行為，能夠代表外部股東之利益，且不會因為公司文化或過去的成功

而產生偏見，能做成獨立公正的監督與客觀的決策，並可增廣公司的經營視野，

                                                 
5 獨立董監事之能力認定標準為 1. 須具有五年以上商務、法律、財務或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

驗，且各須有一人為會計或財務專業人士。2. 擔任董事、監察人期間，須就法律、財務或會計

知識進修每年達三小時以上，並取具證明。3. 兼任其他公司獨立董事、監察人不得逾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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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則是對公司運作較不熟悉、會分享公司機密（Davis and Kay 1993）。Rechner

（1989）指出，以內部董事為主之董事會，其影響董事會獨立性之程度甚鉅。因

為兼任董事的經理人員，一旦卸任董事之職務時，必隸屬於總經理之下，在自利

動機的考量下，可能和總經理相互配合，使內部董事無法發揮監督功能。獨立董

事被認為具有公司監管的力量，Winter（1977）認為只有獨立董事會對經理人提

出艱深而直接的問題。但亦有學者對獨立董事是否能創造更有效率的董事會表示

質疑與保留，Hermalin and Weisbach（1991）認為管理當局對於外部董事的選擇

及聘任，通常居於主導的地位，因而認為外部董事無法對公司決策作出獨立判

斷，故內外部董事在監督管理者之效率上並無差異。Mangel and Singh（1993）

亦認為公司在指定獨立董事時，總經理會運用其影響力，選擇和他同一陣線之獨

立董事，因此是否依然能保持獨立性，值得爭議。 

獨立非執行業務董事占董事席次之比例變數在 Forker (1992) 與 Ho et al. 

(2001)的研究中皆被提出，但並無發現與資訊揭露間有顯著關係，而國內金志遠

(2000)並未涉及此變數。由於目前台灣交易所與櫃買中心已頒佈董監事之獨立性

認定標準，且極力推動獨立董監事參與董事會運作，裨強化企業監管機制與資訊

透明化，故本研究認為此變數有加入討論之必要，作為獨立董監事目前在台灣運

作情形的初步參考。 

五、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 

    董事長兼或總經理的情況在企業界十分常見，是否兼任情況會影響董事會的

監督功能，無一定論。Hambrick and Finkelestein (1987), Patton and Baker(1987), 

Harrison, Torres, and Kukalis(1988)認為當總經理兼任董事長時，將提供總經理更

廣的權力支持與控制力。Weidenbaum(1986)、Jensen(1993)建議應將董事長與總

經理之功能相區隔，避免削弱董事會控制監督功能、有助於對經營團隊績效之評

估。Drieghe(1986)認為，不僅董事長不應兼任總經理，董事長之近親、血緣關係

或交易關係者擔任總經理時，亦會影響董事長客觀評估總經理之績效。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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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ner(1989), Donaldson and Davis（1991）認為總經理要對公司績效負責，且而

又身兼董事長，應不至於無故產生不道德的行為或是利益衝突的狀況致使公司價

值下降。 

董事長是否兼任經理人員變數與資訊揭露間之關係，Forker (1992) 與 Ho et 

al.(2001)曾探討，然二者之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國內金志遠(2000)則未涉及此變

數，本研究擬納入此變數，以瞭解我國公司中，若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對資訊揭

露是否有所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