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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描述研究結論，第二節說明研究限制，第三節提出對

主管機關與為何進行未來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係探討董監經理人相關資訊揭露程度與董事身份特性間之相

關性。本研究共提出五項董事之身份特性，各項身份特性與資訊揭露程度間之關

係，茲由第四章之實證結果，彙總如下，並與過去研究結果8比較。 

一、家族董監事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家族董監事，並不如預期中會對資訊揭露產生顯著負面

影響，可能係因為維護家族名譽與企業形象，減低大眾對家族經營企業之不信任

與可能剝奪小股東權益圖謀本身利益等負面懷疑，故較有誘因提供外部投資者詳

盡攸關的資訊，藉以說明並增進企業內部資訊之透明，以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爭

取投資大眾之信賴與支持。 

本研究實證結果與金志遠(2000)、 Ho et al. (2001)所得結論不同，其原因可

能是本研究與前二者研究所關注之資訊內容不同，且金志遠以 1998 年之台灣上

市公司，Ho et al.以 1997 香港上市公司為對象，時間與地域上之差別，亦可能是

造成結果不同之原因。 

二、非關係法人機構董監事 

                                                 
8 Forker (1992)、金志遠(2000) 及 Ho et al. (2001)三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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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實證結果顯示，非關係法人機構參與董事會之運作，能有效監督企業資訊

之揭露，對公司監管機制有所助益，其中，非關係專業投資法人機構更能發揮本

身專業能力，提高企業資訊揭露程度；相反的，國內非關係一般公司與一般投資

公司，對企業資訊揭露之監督能力普遍不佳，可能係因我國許多上市公司董事會

中之一般本國公司或一般投資公司法人董監事，雖在公司法認定上，和被投資公

司間非屬關係企業，但實質上與被投資公司同為一大股東所控制，故獨立監督能

力不高；此外，從統計結果發現，非關係法人機構對董監經理人之背景能力較薪

資酬勞資訊更為關注。 

本研究實證結果與金志遠(2000)所得結論不同。可能由於在非關係法人機構

認定上之部分差異、關注之資訊內容不同及時間之差距，造成實證結果上之差

異。金志遠認定之非關係法人機構包括與最大家族或股東無關係之投信機構（國

內外）、金融機構（國內外）及一般公司（國外），本研究則包括非與被投資公

司為關係企業之投資開發公司（國內外）、創業投資公司（國內外）、投信機構（國

內外）、金融保險機構（國內外）與一般公司（國外）。 

三、法人股東是否同時選任為董事與監察人 

此項董事成員身份特性為本研究參酌我國企業實務之情況首次提出，並經由

實證結果，支持本研究預先之推論。即當法人股東同時選任為董事與監察人，與

資訊揭露程度間呈顯著負相關。可見目前公司法設計上之疏失，在法人股東得以

同時派任董事與監察人二職位的情況下，的確有削弱公司監管機制，有礙資訊揭

露傾向。 

四、獨立董監事 

經實證結果顯示，獨立董監事席次比例與資訊揭露程度間呈顯著正向關係，

故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符合一定獨立性規定之獨立董監事，的確能發揮

其角色功能。又不論獨立董監事是否符合「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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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前者之配偶或二親等以內直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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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資格，皆對資訊揭露程度有正面影響。此外，統計結果顯示，獨立董監事重

視之資訊揭露項目與非關係法人機構董監事剛好相反，對於薪資酬勞資訊揭露程

度之監督超過背景能力資訊。 

本研究之結果與 Forker(1992)、Ho et al. (2001)所得結論不同。Forker 認為未

發現顯著關係之原因，可能在於對獨立董事認定上的偏誤（因有些年報中無獨立

董事之揭露），而 Ho et al.則認為可能香港的獨立董事並未積極對自願性資訊揭

露為注意監督。本研究採用台灣證交所獨立董事定義，資料直接取自各公司年報

揭露符合獨立條件之董監事，故在認定上較為精確客觀，且關注之資訊包括強制

揭露項目。 

五、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為同一人 

由實證結果發現，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為同一人與資訊揭露程度間無顯著關

係。可能係因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雖使得職務缺乏分工，但此人肩負的責任、

壓力遠比只擔任其中一職務時更大，為能減輕、解除本身責任與風險，亦有誘因

促使其加強企業對外之資訊揭露。 

本研究之結果與 Ho et al. (2001)相同，與 Forker(1992)不同。由於 Forker(1992)

只專注於員工認股權資訊之揭露品質，本研究與 Ho et al.探討的資訊揭露範圍較

大，故顯示就整體資訊揭露程度而言，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與否可能非主要影響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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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1  迴歸模式結果彙總 

假說測試 自變數 預期符號 實際符號 
   揭露總分 背景能力資訊 薪資酬勞資訊 

假說一 FAMB － ＋  －* ＋* 
假說二 INB ＋ ＋* ＋** ＋  
 INB-I ＋ ＋** ＋** ＋  
 INB-A ＋ ＋  ＋  ＋  
假說三 DNBA － －* ＋  －** 
假說四 OUB ＋ ＋** ＋  ＋** 
 OUB -B ＋ ＋** ＋  ＋** 
假說五 DUA － ＋  ＋  －  

 
 

表 5-1-1-2  本研究實證結果彙總表及與過去研究之比較 
研究假說 假說檢定結果 過去研究結果 結論 
假說一：家族董監事占董監事

席次比例愈高，董監經理人相

關資訊揭露程度愈低 

未獲支持 金志遠(2000)：與資訊揭

露間成顯著負相關 
Ho et al. (2001) ：與資

訊揭露間成顯著負相關

 

本研究發現家族董監事席次比例與資訊揭露間無顯著關係，

家族董監事並未顯著阻礙資訊揭露。此結果與金志遠(2000)、 
Ho et al. (2001)所得結論不同，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與前二者

研究所關注之資訊內容不同，且金志遠以1998年之台灣上市

公司，Ho et al.以1997香港上市公司為對象，時間與地域上之

差別，可能亦是造成結果不同之原因。 
假說二：非關係法人機構董監獲得支持 金志遠(2000)：與資訊揭本研究發現非關係法人機構董監事席次比例與整體資訊間呈

**達 1%顯著水準，*達 5%顯著水準。 

FAMB：家族董監事占董監事席次比例， 

INB：非關係法人機構董監事占董監事席次比例， 

INB-I：以投資為專業之非關係法人機構董監事占董監事席次比例， 

INB-A：包括本國一般公司的非關係法人機構董監事占董監事席次比例， 

DNBA:法人股東是否同時選任為董事與監察人， 

OUB：獨立董監事占董監事席次比例， 

OUB -B：含持股大於1%之獨立董監事占董監事席次比例， 

DUA：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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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占董監事席次比例愈高，董

監經理人相關資訊揭露程度

愈高 

露間成顯著負相關（與

預期不符） 
顯著正相關，顯示非關係法人機構董監事在資訊揭露上有一

定監督能力，與金志遠(2000)所得結論不同。可能由於在非

關係法人機構認定上之部分差異、關注之資訊內容不同及時

間上之差距，造成實證結果上之差異。 
假說三：當法人股東同時選任

董事與監察人時，董監經理人

相關資訊揭露程度較低 

獲得支持 -- 本研究發現當當法人股東同時選任為董事與監察人時，資訊

揭露程度顯著越低。顯示此現象的確有削弱公司監管機制，

有礙資訊揭露傾向。 
假說四：獨立董監事占董監事

席次比例愈高，董監經理人相

關資訊揭露程度愈高 

獲得支持 Forker(1992)：與資訊揭

露間未發現顯著關係 
Ho et al. (2001) ：與資

訊揭露間未發現顯著關

係 

本研究發現獨立董監事占董監事席次比例與整體資訊間呈顯

著正相關，顯示目前我國獨立董監事對資訊揭露程度有一定

助益，與Forker(1992)、Ho et al. (2001)所得結論不同。Forker
認為未發現顯著關係之原因，可能在於對獨立董事認定上的

偏誤（因有些年報中無獨立董事之揭露），而Ho et al.則認為

可能香港的獨立董事並未積極對自願性資訊揭露為注意監

督。本研究採用台灣證交所獨立董事定義，資料直接取自各

公司年報中符合獨立條件之董監事，故在認定上較為精確，

且關注之資訊包括強制揭露項目。 
假說五：若董事長與總經理為

同一人，董監經理人相關資訊

揭露程度較低 

未獲支持 Forker(1992)：與資訊揭

露間成顯著負相關 
Ho et al. (2001) ：與資

訊揭露間未發現顯著關

係 

本研究發現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與資訊揭露間無顯著關係。

此結果與Ho et al. (2001)相同，與Forker(1992)不同。由於

Forker(1992)只專注於員工認股權資訊之揭露品質，本研究與

Ho et al.探討的資訊揭露範圍較大，故顯示就整體揭露程度而

言，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與否可能非主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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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資料取得限制 

1.  本研究有關家族董監事與獨立董監事的判斷，取自公司年報中提供的血緣

關係資料與董監事是否符合獨立性資格資料，然有些公司並未在民國 90

年度年報中提供相關資訊，則無法予以判斷，而需將資料欠缺之公司排除

於本次研究外。 

2.  本研究在家族董監事的判斷上，若為法人股東當選為董監事，則以法人股

東代表人為判斷依據。因此，若法人股東主要內部人與被投資公司之其他

董監事間雖為家族成員，但刻意派任與其他董監事間無親屬關係者為代表

人，則無法從本研究之定義中認定為家族董監事。 

3.  關於經理人背景能力資訊揭露程度之衡量，有些項目評分標準為：             

（揭露本項目人員之數目）/（全部人員之數目），其中「全部人員之數目」

的計算，在無法確切取得樣本公司協理級以上經理人員總數情況下，直接

以樣本公司年報中揭露之經理人員總數為準，忽略樣本公司高階經理人員

揭露不全或有額外人員揭露情況之處理與調整。 

4.  關於董監事與經理人其他酬勞資訊揭露程度之衡量，由於無法證實樣本公

司實際其他酬勞給付情形，故在評分上直接假設，財務報告中沒有明確標

明公司無其他酬勞資訊者，視為未揭露此項資訊，分數為 0 分；此外，亦

無法得知，實際有多項其他酬勞給付，但財務報告中並未完全揭露每項給

付的樣本公司，因此無法針對此缺失情形給予不同分數與調整。 

二、揭露程度之衡量與揭露分數之評分計算 

1.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建立揭露項目將資訊揭露程度予以量化，此過程涉及

主觀判斷；此外，由於考慮揭露品質因素，故揭露項目依據資訊揭露詳細程

度，給予不同權數分數，亦含一定主觀成分。故與他人評分結果，可能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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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不同。 

2. 經歷揭露評分部分，由於考量每個人的經歷多寡不同，故對於一人有多項經

歷詳細揭露者，並無給予額外分數。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 對主管機關之建議 

1. 董事會成員 

目前台灣交易所與櫃買中心僅要求從2002年起，初次上市（櫃）公司董事會

中需有一定人數之獨立董監事。本研究以2001年度已上市之公司為樣本發現，目

前自願聘有獨立董監事之企業十分有限，且佔有席次亦不多，故主管機關可進一

步考慮修法強制所有上市（櫃）公司設置一定人數獨立董監事，以強化國內上市

（櫃）公司董事會之獨立性，助於資訊透明化。此外，對於獨立董監事資格條件

之認定，可在審慎評估與調整，是否持股大於1%或前十名之大股東在符合其他

獨立性條件下不能擔任獨立董監事，又獨立董監事與公司關係間之冷卻期，以一

年為基準是否稍嫌過短。 

在法人董監事方面，應儘快修訂公司法排除法人股東同時擔任董事與監察人

之現象。鼓勵非關係法人機構投資者參與董事會運作，積極監督公司之公司治理

情況與資訊揭露程度。 

2. 董監經理人相關資訊揭露 

主管機關應加強年報中董監經理人相關資訊之揭露內容與品質。雖然在今年

(2003年)4月，證期會已對「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做部分修正，

增加董監經理人薪資酬勞、獨立性與公司治理資訊之揭露。但本研究發現，公司

對於強制性揭露項目之揭露品質普遍不佳，故建議對於已強制揭露資訊，應要求

公司確實清楚充分揭露，並鼓勵非制式化的揭露模式，可針對公司個別特性需

求，提供投資人更易瞭解的揭露形式，對於薪資酬勞之揭露，可提供較為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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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內容，使外部投資人能明確掌握攸關資訊。 

二、對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1. 由於2001年聘有獨立董監事之上市公司仍不普遍，故未來可繼續追蹤上市公

司獨立董監事席次比例是否增加，此外，亦可以2002年後新上市（櫃）公司

強制設置之獨立董監事為重心，探討其獨立性與監督成效。 

2. 法人股東是否同時選任為董事與監察人變數，可進一步探討發生同時選任情

形之可能原因，如是否家族成員或關係企業，較容易有此動機，以維持其在

董事會中之控制力。 

3. 可針對證期會修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中，新增訂之

應揭露資訊，作研究分析，評估公司之揭露程度。此外，董監經理人相關資

訊揭露程度之衡量，本研究僅針對背景能力與薪資酬勞二類，後續研究可擴

大之，如持股資訊、獨立性資訊等，並可加入除年報、財務報告外，如公司

網站中所提供之相關資訊。此外，資訊揭露時效性之評估，並未納入本研究

之探討範圍，未來研究者可對此部分加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