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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照研究假說、樣本選取、樣本配對標準、裁量性應計的估計與控制

變數四節進行研究設計。首先依前述的四個研究問題：企業選任之獨立董事及獨

立監察人的實際席次是否有差異？企業聘僱之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的素質，是

否因企業規模不同而有所差異？企業在聘僱獨立董事與監察人時，事前是否會考

量兩種職位理論上應扮演的功能與角色不同，進而聘僱具不同背景的專家？獨立

董事與獨立監察人的存在，是否可減輕經理人的盈餘管理行為？茲擬定下列六個

假說： 

第一節 研究假說 

H1：獨立監察人實際選任席次超過法定最低門檻者之比例，較獨立董事 

實際選任席次超過法定最低門檻之比例高 

 

   依公司法第 221 條規定，公司監察人如有數人時，其職權行使，除章程另有

規定外，各監察人均得單獨行使監察權。然而因董事行使職權時係採合議制方

式，個別董事不得單獨行使職權，因此本研究假設，為加強獨立監察人的監督力

量，實際選任之獨立監察人席次超過法定最低門檻者(1 人)之比例，應較獨立董

事實際選任席次超過法定最低門檻(2 人)之比例高。 

H2：上市公司所選任出之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的素質， 

較上櫃公司所選任者高 

       基於 Watts and Zimmerman(1986)所提出的政治成本假說，認為規模越大

的公司隱含有較高的獲利能力，因而受到投資大眾及主管機關(如：證期會)等外

界的關注程度較高，面對較大的政治成本。而會計數字係為表彰其獲利能力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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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故大規模公司的管理當局有較高的誘因從事盈餘管理行為。 

      然監督財務報表的編制以求允當表達企業真實營運狀況為董事及監察人

的主要職責之一，在管理當局愈有動機操控財務報表的企業環境下，愈需要素質

精良的董事與監察人進行監督。本研究將焦點集中於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之角

色，且本假說將上市公司定義為大規模公司，將上櫃公司定義為規模較小之公

司，故認為上市公司所選任出之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的素質，較上櫃公司所選

任者高。 

H3：獨立董事的學歷背景較獨立監察人高 

    董事會在企業整體營運中扮演者舉足輕重的角色，依公司法規定，主要的職 

能包括：擬定與評估公司整體策略、聘僱適任之管理階層、監督並確保公司財務

會計系統的適當性，及因應企業所面臨之風險與壓力，因此在積極資格的要求方

面，首重具綜觀全局的能力與領導才能。但因綜觀全局與經營擘劃的能力難以實

際量化比較，故本研究以最高學歷為衡量標準，假設學歷越高者，越有全方位的

規劃能力。然反觀獨立監察人，因職能別不同的考量，相較獨立董事而言，係較

強調會審背景而非規劃能力，故本研究假設，整體而言，獨立董事的學歷背景較

獨立監察人高。 

H4：獨立監察人為審計從業人員的比例，較獨立董事高 

    因公司法所訂立的職能要求，監察人需扮演最終監督企業財務狀況，審核

公司決算表冊的角色，故本研究假設當企業在聘僱合適人選時，會在事前以是否

具該職位所需要的專長作選擇依據。DeAngelo (1981)定義審計服務的價值在於會

計師具有發現及真實報導財務報表錯誤或舞弊之能力，Watts and Zimmerman 

(1986)認為 DeAngelo (1981)所稱會計師具有發現財務報表錯誤或舞弊之能力，即

為會計師之專業能力(張文瀞、周玲臺與林修葳, 2001)，故本研究認為，因職能

上差異的考量，獨立監察人具審計專業背景的比例應較獨立董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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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符合上市(櫃)審查準則之最低席次規定之公司，盈餘管理的金額 

應較未設置獨立董事與獨立監察人者低 

    本研究認為，若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能善盡監督之職責，則能減少管理當

局從事盈餘管理的機會，使財務報表不被任意操控以真實反應企業之實際狀況，

進而取信於報表使用者。故此假說以保留盈餘管理方向性的金額數來衡量盈餘管

理的程度，並進一步檢視設置獨立董事與監察人的成效。換言之，本假說認為，

已設置 2 席獨立董事與 1 席獨立監察人之公司，其調整的盈餘金額較少。 

H6：符合上市(櫃)審查準則之最低席次規定之公司，盈餘管理的幅度 

應較未設置獨立董事與獨立監察人者低 

      有別於假說五，本假說以經取絕對值後的金額來衡量盈餘管理的幅度，換

言之，本研究認為，已設置 2 席獨立董事與 1 席獨立監察人之公司，其盈餘操縱

的幅度較小，亦即帳列的盈餘品質較佳。茲將研究假說彙總於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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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研究假說彙總表 

主題 研究假說 形成假說之原因 

實際 

選任 

席次 

H1：獨立監察人實際選任席

次超過法定最低門檻者

之比例，較獨立董事實

際選任席次超過法定最

低門檻之比例高 

依公司法第 221 條規定，公司監察人

如有數人時，其職權行使，除章程另

有規定外，各監察人均得單獨行使監

察權。但因董事行使職權時係採合議

制方式，個別董事不得單獨行使職權。

素質 

差異 
H2：上市公司所選任出之獨

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的

素質，較上櫃公司所選

任者高 

依政治成本假說，公司的規模愈大，

管理當局愈有誘因從事盈餘管理行

為，故愈需要素質優異的董事與監察

人進行監督。  

專業 

背景 
H3：獨立董事的學歷背景較

獨立監察人高 
董事主要的職能包括：擬定與評估公

司整體策略、聘僱適任之管理階層及

因應企業所面臨之風險與壓力，故首

重具綜觀全局的能力與領導才能。  

專業 

背景 
H4：獨立監察人為審計從業

人員的比例，較獨立董

事高 

依公司法規定，監察人需扮演最終監

督企業財務狀況，審核公司決算表冊

的角色   

是否 

減少 

盈餘 

管理 

H5：符合上市(櫃)審查準則

之最低席次規定的公

司，盈餘管理金額應較

未設置獨立董事與獨立

監察人者低 

若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能善盡監督

之職責，則能減少管理當局從事盈餘

管理的機會，使財務報表不被任意操

控以真實反應企業之實際狀況。 

是否 

提高 

盈餘 

品質 

H6：符合上市(櫃)審查準則

最低席次規定之公司，

盈餘管理的幅度應較未

設置獨立董事與獨立監

察人者之公司低，盈餘

品質應較高 

原因同假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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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樣本選取 

本研究分析獨立董事以及獨立監察人相關的資料，係利用「公開募集發行有

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9 條之第 4 項之各款規定，企業應於其

公開說明書之「附表三」與「附表四」，揭露與董事及監察人之相關資訊。本研

究首先利用該附表四的內容來確認獨立董事及監察人的身份，20 再利用該附表

三的內容來瞭解該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之學經歷與持股比率。21 

值得注意的是，該附表四係於民國 91 年 5 月 22 日修正所新增的表格。22 換

言之，本研究將有部份公司係無法直接利用其公開說明書之附表四來確認獨立董

事以及監察人的身份。因此，本研究係透過以下列方式來判斷該公司之獨立董事

與監察人的相關資訊: (1) 公開說明書之附表四；(2) 於公開說明書之「股東會議

紀錄」；23 (3) 就上市公司而言，其公開說明書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列不宜上市情事之認定標準

                                                 
20 附表四的內容包括董事或監察人是否: (1)具有五年以上商務、法律、財務或公司業務所須之工

作經驗，(2)非為公司之受僱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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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為前二類之人之配偶或

其二親等以內直系親屬，(5)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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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與公司有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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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非為最近

一年內提供公司或關係企業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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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附表三的內容包括: (1)職稱，(2)姓名，(3)選任日期，(4)任期，(5)選任時持有股份，(6)現在持

有股份，(7)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現在持有股份，(8)主要經、學歷，(9)目前兼任其它公司之職務，

(10)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其他主管、董事或監察人。 

22 財證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一)台財證(一)字第 003162 號。 

23 有部分公司係於其公開說明書之「股東會議紀錄」，來報導股東大會所新選任之獨立董事與

監察人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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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券承銷商審查意見。24 就上櫃公司而言，其公開說明書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臺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十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列不宜上櫃情事之認定標準的證券承銷商審查意見；25 (4) 若無法由上述之

方法所判斷者，則直接以電話訪談的方式來調查。 

接著，由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以及「台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係於 91 年 2 月 22

日生效；2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臺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有價證券審

查準則」係於 91 年 2 月 25 日生效。27 為便於表達，接下來以「上市(櫃)審查準

則」來廣義的代表前述之相關管制。此外，由於 2 月 22 日為周五，2 月 25 日為

周一，且 2 月 22 日並無新上櫃之公司；所以，本研究以民國 91 年 2 月 22 日做

為依「上市(櫃)審查準則」所應設立獨立董事與監察人的分水嶺。表 3-2 報導我

國於「上市(櫃)審查準則」設立後之新上市與上櫃公司之樣本資料。(見下頁) 

表 3-2 報導自 91 年 2 月 22 日起算之民國 91 年新上市、上櫃公司之樣本。

表 3-2 顯示有 18 家新上市公司以及 60 家新上櫃公司。新上市公司中有 2 家未符

合法規最低席次要求，新上櫃公司中有 27 家未符合法規最低席次要求。事實上，

這是因為上述相關的「上市(櫃)審查準則」均係規範九十一年度「新申請」上市 

 

                                                 
24 該審查意見係承銷商基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第 1
項第 12 款，以及「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十七條

第 1 項各款之規定，而需於新上市公司之公開說明書所應報告的審查意見。 

25 該審查意見係承銷商基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臺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有價證券審

查準則」第十條第 1 項第 12 款，以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臺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

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十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一條第 12 款之規定，

而需於新上櫃公司之公開說明書所應報告的審查意見。 

26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民國 91 年 2 月 22 日發文之(91)台證上字第 003614 號。 

27 中華民國證券櫃臺買賣中心於民國 91 年 2 月 25 日發文之(91)證櫃上字第 061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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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2 民國 91 年 2 月 22 日~民國 91 年 12 月 31 日之新上市與上櫃公司樣本 a 

產業別 符合法規最低席次要求 未符合法規最低席次要求 b 合計

Panel A: 上市公司 
電機 1  0  1
電子  15  2   17 
合計  16  2   18

   

Panel B: 上櫃公司 
生技 3  1  4
紡織 1  0  1
電機 0  2  2
通訊 1  0  1
軟體 1  0  1
電子 25  24  49
百貨 1  0  1
其他  1   0  1
合計  33   27  60

    
a 民國 91 年 2 月 22 日為「上市(櫃)審查準則」之生效日。 
b 本欄樣本係於「上市(櫃)審查準則」生效日以後之「新上市(櫃)」公司，基於(a)非於法規生效

日後「新申請」上市(櫃)，或者(b)符合緩衝期規定，故會有未符最低席次要求之情形。 

與上櫃的公司。因此，的確可能會有一些於「上市(櫃)審查準則」公告前「已核

准掛牌」但係於本研究期間新上市、櫃之公司，而造成 91 年度新上市 (櫃) 公

司卻未設置獨立董事或監察人的情況發生。此外，無論在新申請上市或上櫃均有

「緩衝期規定」。所謂緩衝期規定係指: 情況 (i) 法規規定公告實施前已依公司

法第 172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股東常會召集之公告或通知者，得出具承諾至下次股

東臨時會或股東常會時增補選獨立董事與監察人；情況 (ii) 法規規定公告實施

後尚未依公司法第 172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股東常會召集之公告或通知者，得出具

承諾於上市掛牌前增補選獨立董事與監察人。28 換言之，這個「緩衝期規定」

也可能造成部份於「上市(櫃)審查準則」生效後上市(櫃)之公司，卻有未設置獨

立董事或監察人的情況發生。理論上，情況(ii)者之公司仍會於掛牌時增補其獨

                                                 
28 新上市公司之緩衝規定見(91)台證上字第 003614 號；新上櫃公司之緩衝規定則見(91)台財證

(一)字第 17237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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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與監察人，但基於本研究仍需要許多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之學、經歷資料，

所以本研究並不繼續追蹤其於掛牌前所額外增補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之資料。因

此，表 3-2 彙總 16 家新上市以及 33 家新上櫃係滿足，至少有兩名獨立董事與一

位監察人規定之公司。29 其中表 3-2 也同時顯示多數的新上市 (櫃) 公司均集中

於電子業。 

 

                                                 
29 換言之，本研究也刪除獨立董事僅為 1 人之新上市(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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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樣本配對標準 

 由於表 3-2 顯示本研究的上市公司樣本數為 16 家，而上櫃公司則共計 33 筆

觀察值。在分析我國獨立董事與獨立監察人設立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部份的研

究，我們有必要選擇可供比較的「對照組」。本研究的「實驗組」為表 3-2 中符

合法規最低席次要求之公司；而「對照組」的判斷係利用本文註腳 20 與註腳 21

所說明之公開說明書附表 3 與附表 4 的內容來判定；對於未揭露附表 4 之公司，

若其附表 3 同時顯示: 缺乏二位 (或以上) 董事以及一位 (或以上) 監察人之持

股比例低於 1%者，則將其視為無獨立董事監察人之公司。 

本研究利用以下五種方式做為選擇沒有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之對照組的基

礎。第一，與 91 年新上市(櫃)公司屬於同產業、同審計品質30且資產規模最接近

之「前期新上市(櫃)公司」31；第二，與 91 年新上市(櫃)公司屬於同產業、同審

計品質且應計金額最接近之「前期新上市(櫃)公司；第三，與 91 年新上市(櫃)

公司屬於同產業、同審計品質且資產規模最接近之上市(櫃)公司；第四，與 91

年新上市(櫃)公司屬於同產業、同審計品質且應計金額最接近之上市(櫃)公司；

第五，與 91 年新上市(櫃)公司屬於同產業之所有上市(櫃)公司。 

 

                                                 
30 本研究的「同審計品質」公司係指: 控制組與實驗組有相同會計師事務所，則選擇有相同者；

如無，則就同屬五大 (或非五大者) 選取配對者。 

31 本研究的「前期新上市櫃公司」係指不含本研究「實驗組」資料之所有於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

至民國 91 年 12 月 31 日新掛牌交易之無獨立董事監察人的上市(櫃)公司做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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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裁量性應計的估計 

本研究以橫斷面修正式 Jones 模型 (cross-sectional modified Jones model) 進

行裁量性應計的估計。首先，以最小平方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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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迴歸式估計，其中 TACjk 係產業 j (依證期會股票代碼) 之 k 公司於第 t 年 ( t = 

民國 91 年) 之應計金額 (accruals)，TAjk,t-1 則為該公司之期初總資產，∆REVjk,t

則代表公司於民國 91 年的銷貨收入淨額減民國 90 年的銷貨收入淨額(即銷貨收

入淨額變動數)，PPEjk,t 為其折舊性資產總額 (含折舊性資產之重估增值)， tjk,ε 代

表殘差項。其次，分別利用各產業所得之估計係數 α̂、 β̂與 γ̂  (省略下標 j)，計算

該公司 k 之非裁量性應計 (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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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Rjk,t為公司於民國 91 年的應收帳款及票據淨額減民國 90 年的應收

帳款及票據淨額(即應收帳款淨額變動數)。最後，再以 TACkt 減 NDAkt 即可得 k

公司於第 t 年之裁量性應計。採用此研究方法來計算非裁量性應計金額的研究有

DeFond and Jiambalvo (1994)、Subramanyam (1996)、DeFond and Subramanyam 

(1998)、Becker et al. (1998), Teoh et al. (1998a, b)、Klein (2002)、Matsumoto (2002)

與 Nelson et al. (2002)等。此外，我國的金成隆、林修葳與張永芳 (1999)；張文

瀞、周玲臺與林修葳 (2001)；陳育成與黃瓊瑤 (2001)；林嬋娟、薛敏正與蘇逸

穎 (2002)；李建然、許書偉與陳政芳 (2003) 也採取相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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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控制變數 

在檢視本研究所分析之盈餘管理假說時，有必要控制一些與獨立董事與以及

監察人無關的因素。第一，Francis et al. (1999) 指出六大會計事務所簽證公司有

較低的裁量性應計金額，所以本研究以虛擬變數 CPA  (五大設為 1；非五大為

0) 做為審計品質的控制變數。第二，Watts and Zimmerman (1986；1990) 指出提

供管理當局紅利也同時造成經理人具有盈餘管理的高度誘因；此外，DeFond and 

Jiambalvo (1993) 則指出經理人的獎酬計畫與盈餘成長率間存在正相關。因此，

本研究以當期淨利的成長率∆NI做為控制變數。第三，基於 Rangan (1998) 與 

Tech et al. (1998b) 所發現企業於增資時可能的盈餘管理行為，本研究以當期是否

有新增公司債 BOND 與現金增資 CS 做為控制變數 (均以有增加資本為 1；反之

則為 0)。第四，大公司基於可能的政治成本 (Watts and Zimmerman 1986, 1990) 或

者較高之訴訟機會成本 (Lang and Lundholm 1993)，本研究以取自然對數後之總

資產 SIZE 做為控制變數。第五，基於財務困難公司所可能的盈餘管理行為 (Watts 

and Zimmerman 1986; Healy and Palepu 1990; Sweeney 1994)，本研究仿 Carcello 

and Neal (2003) 引入 Zmijewski (1984) 的財務困難指數 ZFC。32 第六，Dechow et 

al. (1995) 指出對於盈餘績效為相當極端的公司而言，裁量性應計估計模型會造

成低 (高) 盈餘公司會自動產生低 (高) 裁量性應計，所有本研究仿 Bartov et al. 

(2001) 以 PERFORM 代表繼續營業部門淨利變化占期初資產百分比的絕對值做

為控制變數。第七，DeAngelo and DeAngelo (1994)與Burgstahler and Dichev (1997) 

均發現管理當局有避免損失之誘因，本研究以虛擬變數 LOSS (有損失設為 1；反

之則為 0) 做為控制變數。第八，Barth et al. (1999) 與 Dechow and Skinner (2000) 

                                                 
32 該財務困難指數 ZFC 係以 Probit 模型來估算個別公司的破產機率，其中迴歸式的自變數與係

數為: )(1.0)(4.5)(6.3083.4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負債/資產淨利/資產 ×−×+×−− 。Bamber et al. 
(1993) 與 Carcello et al. (1995) 也曾經使用相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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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高成長率公司因為有較強的資本市場誘因，會較有動機來達成其盈餘標竿。

所以，本研究以資產成長率 ASSGROW 來做為控制變數。 

 換言之，本研究利用以下的第(3)式與第(4)式來分析我國上市(櫃)審查準則與

企業間的盈餘管理與盈餘品質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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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裁量性應計金額 (即衡量盈餘管理金額) 
ABSDA：取決對值後之裁量性應計金額 (即衡量盈餘品質) 
GROUP：虛擬變數 (1 為獨董與獨監符合法規最低席次要求者； 

0 為獨董與獨監不符合法規最低席次要求者) 
CPA：虛擬變數 (1 為五大；0 為非五大) 
∆NI：淨利成長率 
CS：虛擬變數 (1 為有發行新股；0 則為無發行新股) 
SIZE：取自然對數後之資產總額 
ZFC：Zmijewski (1984) 的財務困難指數 
PERFORM：繼續營業部門淨利變化占期初資產百分比的絕對值 
LOSS：虛擬變數 (1 為有損失；0 則為無損失) 
ASSGROW：資產成長率 
BOND：虛擬變數 (1 為有發行新公司債；0 則為無發行新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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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變數衡量彙總表 

 變數名稱 預期方向 變數說明 變數衡量方式 資料來源 

因

變

數 

1.DA 
 
2.ABSDA 

 

 

1.裁量性應計金額 
(衡量盈餘管理金額) 

2.取決對值後之裁量性應

計金額(衡量盈餘品質) 

依橫斷面修正式 Jones 模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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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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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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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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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資料庫 

自

變

數 

GROUP β1 [-] 是否具符合法規最低席

次要求之獨董與獨監 
「1」為符合法規席次要求， 
反之則為「0」 

1.公開說明書 
2.電話訪談 

CPA β2 [-] 事務所 「1」為五大，反之則「0」 公開說明書 

∆NI β3 [+] 淨利成長率 (91 年淨利- 90 年淨利)/91 年淨利 TEJ 資料庫 
CS β4 [+] 是否現金增資 為 91 年有現金增資，反之則為「0」 TEJ 資料庫 
SIZE β5 [-] 公司規模 取自然對數後之總資產 TEJ 資料庫 
ZFC β6 [+] 財務困難指數 依 Zmijewski 破產模式 

)(1.0)(4.5)(6.3083.4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負債/資產淨利/資產 ×−×+×−−  

TEJ 資料庫 

PERFORM β7 [+] 績效變化程度 繼續營業部門淨利變化占期初資產百分比的絕對值 TEJ 資料庫 
LOSS β8 [+] 是否有損失 「1」為有損失，反之則「0」 TEJ 資料庫 
ASSGROW β9 [+] 資產成長率 (91 年資產總額-90 年資產總額)/ 91 年資產總額 TEJ 資料庫 

控

制 
變

數 

BOND β10 [+] 是否發行公司債 為 91 年有發行公司債，反之則為「0」 TEJ 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