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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歷來對資本結構的探討主要分成兩部份，一是對公司資本結構理論的

研究，二是對影公司資本結構因素的研究。依此，本章文獻回顧分成三節

來探討，第一節對公司資本結構理論作回顧，並列舉幾篇實證研究作補充；

第二節對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因素作簡介，並介紹相關國內外研究的實證

結果；第三節回顧兩稅合一的相關文獻。 

 

第一節 公司資本結構理論 

 

公司資本結構理論回顧 

 

Modigliani & Miller在1958 年所提出的MM 理論，引起後代學者熱烈

的探討，但是該理論許多的假設與現實狀況不符合，因此Modigliani 和

Miller 後來在1963 年提出考慮公司稅的MM 理論，和在1977 年提出所謂

的Miller模型（同時考慮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除了MM 相關理論外，

對以租稅因素為基礎的理論探討還有非負債稅盾理論及兩稅合一MM 理

論修正模型；而在考量公司財務風險方面，有破產理論產生；考量公司管

理當局代理問題，有代理理論產生；在考量資訊不對稱情形下，有融資順

位理論產生。以下將就該些理論加以回顧。 

一、MM 理論－不考慮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情況 

Modigliani 和Miller 在1958 年時，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發

表“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也就

是俗稱的MM 理論，此理論是假設不考慮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時，公司的

價值和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對公司資本結構沒有任何影響，MM 理論亦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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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本結構無關論（Capital Structure Irrelevance Theory），因此，在Modigliani 

& Miller（1958）的解釋下，並無所謂的最適資本結構存在。MM 理論的

基本假設如下： 

（1）公司擁有所有的實體資產； 

（2）公司的資金來源僅限於發行普通股和債券；且個人及公司皆可以用風 

險利率來進行借貸； 

（3）無公司及個人所得稅； 

（4）股票和債券在完全市場中交易，且沒有交易成本、破產成本及代理成

本； 

（5）各公司分屬不同風險等級，同一等級內之公司其營運風險及報酬均相

同； 

（6）公司事業風險的高低可以經由其息前稅前盈餘的標準差來衡量； 

（7）所有投資者皆為理性，對於每家公司在未來所能產生的息前稅前盈

餘，以及這些盈餘的風險，預期均相同。 

（8）公司每年的預期現金流量固定不變（包含普通股股東所享有的息前稅

前盈餘和債券所產的利息費用），並且會一直持續下去，這代表公司

是屬於零成長性的公司。 

MM 理論提出兩個重要觀點，分述如下： 

（一）公司的市場價值和加權平均資金成本與公司資本結構沒有關係，而 

和公司所處之風險等級有關。 

UV  = LV  =(S+D) =
SUK

EBIT
 =

WACC
EBIT

 =
aK

EBIT
 

其中， UV 是無負債公司的價值， LV 是有負債公司的價值，S是權益

的市場價值，D是負債的市場價值，EBIT是息前稅前盈餘， SUK 是無

負債公司的普通股必要報酬率，WACC 是有負債公司的加權平均資

金成本， aK 指有負債公司的普通股必要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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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風險等級決定公司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和必要報酬率，與舉

債與否無關；而公司市場價值是由其預期稅前息前盈餘，除以公司

所屬風險等級的必要報酬率而來，而非受到資本結構的影響。 

（二）有負債公司的權益資金成本等於無負債公司的權益資金成本加上舉

債所產生的風險溢酬（Risk Premium），而風險溢酬會隨著舉債比率

的上升而增加。 

SLK  = SUK  ＋Risk Premium ＝ SUK  +( SUK － DK ) ×
S
D

 

其中， SLK 是有負債公司的普通股必要報酬率， DK 是負債資金成本。 

雖然負債的資金成本較低，但是隨著舉債幅度的增加，有負債公司

的權益風險也相對增大，因此公司權益資金成本也增加，所以較便

宜的負債資金成本所帶來的利益會被權益成本的增加所抵銷，最後

公司的整體資金成本仍然維持不變。 

所以，MM 理論的結論認為，公司的市場價值與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不受其資本結構的影響。圖2-1為無租稅存在下的MM 理論資金成本

圖。 

 

 

資料來源：陳隆麒，1993，現代財務管理-理論與應用，修定版， 
台北：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398） 

二、MM 理論－考慮公司稅的情況 

K% 

資 

金 

成 

本 

 

SLK ＝ SUK  +( SUK － DK ) ×
S
D
 

（權益資金成本=無舉債權益資金成本+風

險溢酬） 

SUK =WACC（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DK  (負債資金成本) 

     
D/VL負債比率L 

圖2-1 無租稅存在下之MM 理論資金成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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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gliani & Miller 在1963 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發

表”Taxe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 correction”，針對其在1958 年所提出的

MM 理論，加入公司所得稅的因素加以探討，也就是在考慮公司所得稅的

前提下，探討公司市場價值和加權平均資金成本與公司資本結構的關係，

所用的假設完全一致。這篇文章提出，在未考慮任何租稅的MM 理論中，

公司所得的流向是股東或債權人（只發行股票或債券），但是若考慮到公

司所得稅後，公司所得的流向將多增加政府部門單位（因為要繳公司所得

稅給政府），而所得流向政府部門對公司沒有任何好處，因此會造成公司

市場價值的下降，為了減少下降程度，公司會採用負債利息費用可以節稅

的原理，來壓低稅賦支出金額，因為負債的利息可以當作費用在當年度所

得中減除，所以負債愈多，稅盾效果愈好，因此利用財務槓桿作用可以提

高公司的價值，若公司舉債愈高，其資金成本愈低，公司價值則趨向最大。

因此，在考慮公司所得稅的MM 理論下，公司的最適資本結構為100%舉

債，而非原本所主張的資本結構無關論。 

這篇文章提出兩個重要觀點，分述如下： 

（一）有負債公司的市場價值等於，處於相同的風險等級的無負債公司的

市場價值，加上舉債所帶來的稅盾利益。稅盾利益是負債總額乘以

公司所得稅稅率。 

LV  = UV  + TC ×D 

其中， LV 是有負債公司的價值， UV 是無負債公司的價值，TC為公司

所得稅稅率，D為負債總額。 

因此，在舉債為100%時，公司的市場價值最高。 

（二）有負債公司的權益資金成本等於無負債公司的權益資金成本加上舉

債的風險溢酬（Risk Premium），風險溢酬的多寡視公司舉債程度和

公司所得稅稅率而定。 



 9 

SLK  = SUK  ＋Risk Premium ＝ SUK  +( SUK － DK ) （1－TC）×
S
D

 

因為1－TC必小於1，所以在考慮公司所得稅後，儘管有負債公司的

權益成本還是會隨著舉債的增加而上升，但是上升速度比未考慮公

司所得稅來的慢。也因為如此，再加上負債的稅盾利益，使得公司

舉債越多，加權平均資金成本越低，而公司市場價值越大。圖2-2為

考慮公司所得稅後的MM 理論公司價值圖。 

 

 

資料來源：謝劍平，1999，財務管理：新觀念與本土化，再版， 
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p.399） 

三、MM 理論－考慮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情況 

Miller 在1977年的The Journal of Finance 發表”Debt and taxes”，針對其

1958年所提出的MM 理論，再加上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觀點來探

討，提出所謂的Miller 模型。文中提到破產成本的觀念，無限制的舉債會

導致破產成本過高，因此必須尋求破產成本和負債稅盾利益的平衡點，才

能達到最適資本結構。此外，文中亦提到，在考慮個人所得稅情況下，若

債券利息的稅率高於股利稅率，債券投資人會要求較高的債券利息收入，

為了補償債券投資者較重的稅賦負擔，公司發型債券時，就得提高債券利

率，這反應在公司的資金成本上，就是負債成本的提高，所以公司的所得

稅負擔，不僅包含直接性的公司稅，還包含間接性付給債券投資人較高利

VL 

公

司

價

值  

 

VU 

VL=VU+TC ×D 

 

 

 

稅盾利益 

未使用槓桿公司之

價值 

    

D/VL負債比率 

圖2-2 考慮公司所得稅之MM 理論公司價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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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支出部分。 

Miller 模式，基本假設與MM 理論相同，但加入了公司所得稅與個人

所得稅之因素：它提出了下列觀點： 

LG =〔1－
( )( )

( )PB

PSC

τ
ττ

−
−−

1
11

〕× LB   ； LV = UV ＋ LG  

其中 LG ：負債稅盾利益； Cτ ：公司所得稅稅率； PSτ ：股東股利收入

之個人稅率； PBτ ：債券持有者的債券利息收入之個人稅率； LB ：公司舉

債額度； LV :舉債公司的市場價值； UV :未舉債公司的市場價值； 

Miller 模式提出了下列觀點： 

1 若 Cτ ＝ PSτ ＝ PBτ ＝0 時，則 LV ＝ UV  ，即為1958年所提出的MM 理論（資

本結構無關論）。 

2 若 Cτ ?0，而 PSτ ＝ PBτ ＝0 時，則 LV  ＝ UV  + TC ×D ，即為1963年所提

出考慮公司所得稅的MM 理論。 

3 若 Cτ ?0， PSτ ?0， PBτ ?0 則， 

(1) 若 ( )( )PSC ττ −− 11 ＞ ( )PBτ−1 ，則 LV ＜ UV ，負債稅盾利益為負，所以舉債

不利，但是公司市場價值與資本結構有關，最佳資本結構為完全權益融

資。 

(2) 若 ( )( )PSC ττ −− 11 ＜ ( )PBτ−1 ，則 LV ＞ UV ，負債稅盾利益為正，且隨舉債

程度上升而增加，所以舉債有利，公司市場價值與資本結構有關，最佳

資本結構為完全債務融資。 

(3) 若 ( )( )PSC ττ −− 11 ＝ ( )PBτ−1 ，則 LV ＝ UV ，表示負債稅盾利益會被個人所

得稅全部抵銷，舉債無益，所以此時資本結構不會影響公司市場價值。 

四、兩稅合一制度修正模型 

兩稅合一制度修正模型是由臧仕維、商景明及林義欽（2000）所推導

出來，是依據中華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和個人綜合所得稅兩稅合一的制

度，並參考Miller 模型，將公司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股東股利所得稅和債



 11 

權人利息所得稅帶入Miller 模型，而建立的兩稅合一修正模型。文中針對

我國兩稅合一後，募股與舉債融資間扭曲行為的消失，以簡單的投資人稅

後現金流量計算表來加以說明，並依此推出下列結論： 

（一）在兩稅合一制度下，不會產生募股或舉債融資間的扭曲行為。 

（二）在兩稅合一制度下，投資人稅後現金流量的多寡，取決於其個人所

適用所得稅的累進稅率級距，且為減函數變動關係。 

（三）在兩稅合一制度下，只有不適用促進產業升級條列和營利事業所得

稅大於零的公司，舉債融資時會產生暫時性負債稅盾利益。 

（四）在兩稅合一制度下，公司階段的有利負債稅盾利益，會被股東所增

加的所得應納稅額所抵銷掉。 

（五）在兩稅合一制度下，公司階段可能產生暫時性負債稅盾利益，但是

投資人稅後現金流量沒有差異時，公司融資順位的決定取決於公司

經理人所欲追求的目標。但是，以財務學觀點而言，為求公司價值

最大化，原則上公司不應採舉債融資方式，以免發生財務風險。 

兩稅合一後，由於公司階段所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在分配股利給

股東時，股東可以拿去扣抵其個人綜合所得稅，所以公司階段的營利事業

所得稅負擔相當於是零，因此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再是影響因素。以下就該

研究依據Miller 模型所推導出的兩稅合一MM修正模型簡敘如下： 

LG =〔
PB

PBPS

τ
ττ

−
−

1
〕× LB   ； LV = UV ＋ LG  

其中 LG ：負債稅盾利益； PSτ ：股東股利收入之個人稅率； PBτ ：債

券持有者的債券利息收入之個人稅率； LB ：公司舉債額度； LV :舉債公司

的市場價值； UV :未舉債公司的市場價值； 

兩稅合一制度修正Miller 模型提出了下列觀點： 

1 若 PSτ ＞ PBτ ，則 LV ＞ UV ，代表舉債有利，募股不利。 

2 若 PSτ ＜ PBτ ，則 LV ＜ UV ，代表舉債不利，募股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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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 PSτ ＝ PBτ ，則 LV ＝ UV ，代表公司市場價值不受公司資本結構影響。 

所以，在兩稅合一制後，公司市場價值和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取決於股

東股利所得稅率、債權人利息所得稅率，而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則非考

量因素，這是與Miller 模型最大的不同之處，這也突顯出兩稅合一制度上

的最大差異。 

五、非負債稅盾理論 

DeAngelo & Masulis（1980）針對MM 理論（資本結構無關論）提出

不同論點，認為非負債稅盾因素會推翻公司資本結構無關論的論點，主張

當負債稅盾利益與非負債稅盾利益兩者達到均衡時，即可得出公司之最適

資本結構。非負債稅盾理論認為，投資抵減、折舊及租稅損失遞延等非負

債稅盾（Non-Debt Tax Shield）因素，對公司而言具有節稅利益，可以降低

公司稅賦和有效稅率，因此和負債利息稅盾利益的效果相同。DeAngelo & 

Masulis（1980）並以Two-Date State-Preference 的模型證明，在考慮公司所

得稅和股東個人所得稅下，非負債稅盾與負債稅盾兩者間具有抵換關係（即

反向關係），也就是當公司的非負債稅盾效益愈多時，愈會降低其藉由舉

債融資來取得負債稅盾利益的動機，因此會減少公司的負債比率。 

六、破產成本理論 

Robicheck & Mayers（1965）和 Hirshleifer（1970）認為破產成本在

MM 理論中未被考量到，若將破產成本與MM 理論的基本論點相結合，將

會更支持最適資本結構理論。MM 理論之考慮公司稅情況（1963）認為，

公司的資本結構應為100%舉債，但是Kim 在1978年的文章“A 

mean-variance theory of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debt capacity”

中，以CAPM模式，探討破產成本對公司舉債政策和最適資本結構間的關

係，文中所提出的破產成本理論認為，舉債的比重增加，雖然可以享受負

債稅盾利益，但是隨著負債的增加，公司的財務風險也逐漸升高，隨著風

險升高而來的相關破產成本也會增加，因此抵銷舉債所帶來的稅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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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破產成本和公司負債稅盾利益間取得平衡點時的負債比率，才是公

司的最適資本結構，也就是當公司舉債的邊際稅盾利益等於舉債的邊際風

險成本時，此時的公司價值達到最大化。 

根據Kim 的整理，破產成本可分為三部分： 

（一）清算和重整成本：包含直接清算成本，如以遠低於市場價格出售被

清算資產；另外還有間接的重整成本，如顧客信賴感和忠誠度的降

低，導致未來利潤的減少，如取得信用交易的困難，公司重整導致

作業混亂的損失、合約的重新談判及執行重整所花費的時間和費用。 

（二）執行破產程序的成本：主要是破產的行政費用，包含律師諮詢費用、

會計師諮詢費用、其它諮詢費用、拍賣費用、鑑價費用等等，而依

據法律規定，這些費用是優先於債權人清償的，因此對債權人不利。

Kim（1978）文章指出，有研究發現破產的行政成本相當於清算價

值的20%，其中大半是支付給律師；此外，破產成本也具有經濟規

模作用，跟破產程序有關的固定成本會隨著公司規模愈大而降低，

但是如律師費用，則無此現象。 

（三）租稅扣抵使用喪失的損失：公司所享有的租稅扣抵優惠，或是先前

營運損失的可扣抵額，都會因為公司財務風險的增加，造成公司破

產可能性增高，而無法使用該稅捐利益。 

以關係式表示公司市場價值與破產成本關係： 

LV  = UV  + TC ×D DKb ×−  

其中， LV 是有考慮破產成本後公司的價值； UV 是無負債公司的價值；

TC＝公司所得稅稅率；D＝負債總額； bK 是負債的單位破產成本。 

破產成本理論的公司價值及資本結構關係如圖2-3所示，在D*時，公司

實際價值最高，為公司最適資本結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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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隆麒，1999，當代財務管理，初版，台北：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306 

七、代理成本理論 

Jensen & Meckling（1976）將代理關係定義為『一位或一位以上的主

理人與代理人簽訂合約，代理人可根據合約內容代表主理人來執行業務』，

並認為代理問題來自於公司經理人、股東和債權人三者間的利害衝突，由

於管理當局比股東和債權人掌握更多的公司內部資訊，因此有可能為自身

的利益而做出損害股東和債權人的行為；而股東和債權人間的利害衝突，

則來自於債權人僅能藉由合約內容的訂定來保障自己，但是對公司投資活

動所隱含的不確定性及風險則無法完全瞭解，因此管理當局或大股東可能

會利用相關職權來做出對債權人不利的行為。代理成本又可分為權益代理

成本和負債代理成本： 

（一）權益代理成本來自於股東與管理當局之間的代理問題，舉例如下：  

（1）不當的消費：管理者將公司資源做私人消費或是公器私用的行為。 

（2）誘因的不足：管理當局並非公司所有權實際擁有者，因此無法獨佔公

司利益，而必須和股東分享經營成果，但是若缺乏適當獎勵措施，會

使管理當局作決策時缺少誘因，不會以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為目標。 

VL=VU+TC ×D 

 

財務危機成本（Kb ×D） 

 

 

公司的實際價值 

未使用槓桿公司之

價值 

 

D/VL負債比率 

 

稅盾利益 VL 

公

司

價

值   

 
VU 

D* 

圖2-3 考慮破產成本下的公司價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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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益衝突：若股東與管理當局發生利益衝突時，管理當局為保有自身

利益，可能會做出不利於股東的決策，如買回庫藏股、發行新股、增

加融資等等。 

（二）負債代理成本來自於債權人與股東間的代理問題，股東可能透過管

理當局來剝削債權人的財富。Smith & Warner（1979）指出，股東與

債權人間可能有以下的代理問題： 

（1）替代股利發放：管理當局未將舉債所得的資金用於公司的投資活動，

卻以股利方式發放給股東。 

（2）舊債權的稀釋：未事先取得原有債權人的同意，管理當局就增加債券

的發行，使得公司財務風險提高，債券價值下降，增加債權人的債權

清償風險，也減少公司破產時原債權人所能得到的清償比例，減損原

債權人的權益。 

（3）高風險投資替代：管理當局把舉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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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為股東創造更高的利益，卻增加債券投

資人的風險，罔顧債權人的利益。 

（4）投資不足：若管理當局不顧債權人利益，當投資專案所產生的利益只

能歸於債權人享有，股東卻無利可圖時，則管理當局可能會放棄該投

資專案，除了影響債權人權益，也使公司的投資不足。 

Jensen ＆ Meckling（1976）將代理成本劃分為下列三種成本： 

（1）主理人的監督費用：主理人為確保代理人會以主理人的最大利益為考

量所產生的成本，包括監督代理人活動所產生的費用、獎勵誘因及其

他控制代理人行為的成本；另外，代理人因被控制而無法及時掌握良

好投資機會所產生的機會成本，亦是一種代理成本。 

（2）代理人的約束費用：代理人為了使主理人相信其會為主理人的最大利

益而努力，而向主理人保證不會做出對其不利行為的成本，或是當代

理人執行不當時，代理人會對主理人賠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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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剩餘損失（Residual Cost） 

所謂剩餘損失是指上述主理人監督費用和代理人約束費用所未包含

到的其它代理成本，儘管有監督與約束的行為，但是監督仍有不足之

處，契約仍有無法規範的地方，因此造成代理人無法以主理人的最大

利益為考量來從事代理工作，所造成利益衝突的成本。 

故當考慮財務危機與代理成本時，負債公司的市場價值為： 

LV  = UV  + TC ×D－代理成本之現值 

其中， LV 是有考慮破產成本後公司的價值； UV 是無負債公司的價值；

TC為公司所得稅稅率；D為負債總額。 

整體來說，公司所須負擔的負債代理成本，會隨著負債比例的提高而

增加，而權益代理成本則隨著負債比例的降低而增加。因此，考慮代理成

本後，當負債代理成本與權益代理成本的總和最小時，公司價值將最大化，

這時就是公司的最適資本結構。圖2-4是代理成本理論下之最適資本結構

圖。 

 
 

資料來源：Jes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Financial Economics 3(Octorber), pp.344 

圖中：So：外部股東權益；D：負債；E*：外部權益比率（最適資
本結構點）；As(E)、Ad(E)、 TA (E)各表權益代理成本、負債
代理成本及總代理成本。 

總 

代 

理 AT(E*) 

成 

本 
 

負 

債 

比 

率 E*=[So/(D+So)] 

AT(E)=AS(E)+Ad(E) 

AS(E) Ad(E) 

0 1 

圖2-4 考量代理成本下的公司最佳資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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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融資順位理論 

Myers & Majluf（1984）提出融資順位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

而Donaldson（1961）是最早發現此現象的學者，Donaldson（1961）發現公

司為了減少資訊不對稱對投資資金無法順利募足的影響，在考量財務融資

時，會優先使用公司自有資金。融資順位理論認為，公司若有資金需求時，

首先會利用公司的自有資金（即累積保留盈餘），不足時，才會考慮對外

融資，而對外融資會考量到資金成本和風險的高低，因此會先向銀行借款，

再來是發行風險性較低債券，接下來才是高風險性債券，最後才會考慮到

發行新股；所以在融資順位理論中，並不存在著最適負債比率，而管理當

局完全是依據資金成本和風險來決定資金的來源，因此負債比率會隨著管

理當局的政策考量而變動。 

Myers（1984）以下列四個觀點來解釋融資順位理論和靜態交換理論

（Static Tradeoff Theory）的差異： 

（一）公司偏好內部自有資金。 

（二）公司會根據未來投資機會來調整股利給付率，以維持適當自有資金

來進行投資。 

（三）由於股利政策、未來獲利及投資機會的不確定性，使得公司對未來

內部的現金流入是否能滿足未來投資的現金流出產生疑問，倘若不

足時，公司會優先使用以前年度的累積現金或是變現有假證券。 

（四）倘若自有資金不足，必須向外融資時，公司會以安全性作為首要考

量，首先是低風險性債券，接下來是高風險性債券，最後才是權益

證券。因此，公司不存在最適資本結構，而公司的負債比率則反應

出它對外部融資的累積需求程度。 

Myers（1984）認為造成融資順位的現象是由於資訊不對稱所引起的，

由於投資人會認為管理當局擁有許多公司內部資訊，因此會對公司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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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產生疑慮，他們會視公司發行權益證券為一種不好的訊號1，因此會壓

低權益證券價格，使得公司無法取得足夠資金，只好折價發行，造成公司

價值下降；而因為這種證券價值會被低估的現象存在，除非公司價值被高

估，否則管理當局會傾向以負債融資方式來募集資金，加上發行權益證券

程序複雜，相關成本較高，這些都是導致公司會較偏好債務融資的原因。 

 

公司資本結構理論實證研究回顧 

 

Quan（2002）認為，雖然融資順位理論可以很容易解釋公司資本結構，

並預測公司未來應該如何進行融資，但是它仍有需多引發爭議之處，它無

法解釋負債稅盾效果、破產成本和其它因素對公司資本結構所造成的影

響，而它的理論也忽略了公司管理當局與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代理問題，

因此該研究對融資理論進行修正，在考量MM 資本結構無關論後，融資順

位理論是否需做調整，期待能提出更適切的理論，來證明公司資本結構決

定的方式。該研究不是以實證方式進行，而是以理論來推導，認為融資順

位理論是MM 資本結構無關論的延伸，因此在探討時，必須把其它的因素

放進去做考量；研究者認為融資順位理論的形成，其實是由許多因素所綜

合造成的，因此放入七個因素作分析，分別是：負債利息稅盾、不對稱資

訊效果、發行及交易成本分析、經理人風險考量（包含對抗惡意併購的考

量）、訊號效果、破產成本和代理成本，除了破產成本和代理成本外，其餘

因素均推論為與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研究者依據七個因素對負債比率的

影響，希望能對融資順位理論做適度修正，希望能更符合實際情形。其結

論為：（1）由融資順位理論的內容得知，負債利息稅盾、不對稱資訊效果、

發行及交易成本分析、經理人風險考量和訊號效果所產生的效益，大於破

                                                 
1相反的，若發行債券，則投資人會視為是一種好訊號，因為投資人會認為公司對未來景
氣看好，有足夠獲利來支付利息，所以才會發行債券，因此不會減損公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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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成本和代理成本帶來的價值減損，即舉債的利益大於其所可能的損失，

因此形成公司融資政策偏好的順序；（2）公司會較偏好負債融資是一種綜

合各種因素的的決策，而非一種定律；（3）在完美市場情形下，將上述七

種因素加以考量後，融資順位理論其實為MM 資本結構無關論的延伸；（4）

融資順位理論和靜態交換理論間並沒有矛盾衝突之處。 

Cai & Ghosh（2003）對 2001 年財星雜誌所列美國前五百大製造商進

行研究，資料來源從 1982~2001 年，橫跨 21 個產業，使用 Binomial Model 

來進行分析，研究目的在探討公司的資本結構實際情況，是用融資順位理

論解釋較合理，還是用最適資本結構理論解釋較合理，並探討融資順位理

論中各項資金的使用順序，在公司實務中是否如融資順位理論所述，為自

有資金最先，及負債融資優於權益融資。研究結果顯示：（1）最適資本結

構的情形，在所研究的樣本中並不顯著，但有一現象時得注意，就是雖然

只有五個產業具有顯著關係，但是這五個產業的最適負債比率均高於平均

負債比率；（2）當公司的資本結構高於產業的平均資本結構時，管理當局

會把負債比率降低，推究其原因是要避免負債比率過高所帶來的營業風

險；但是若公司的資本結構低於產業的平均資本結構時，管理當局就不會

特別在意公司的負債比率是否達到最佳比率；（3）研究樣本顯示，公司傾

向優先使用自有資金，對外融資時，負債融資優先被使用。 

劉維琪、劉玉珍（1989）對融資順位理論在台灣公司的適用情形作研

究，分成三個主題作探討，研究結果如下：（1）第一個主題是對個別公司

的融資行為研究，以民國73∼76年的上市公司為對象，結果顯示符合融資

順位理論，樣本公司偏好內部資金，其次為舉債，最後才是發行新股現金

增資；（2）第二個主題是對產業的融資行為研究，以民國75年和76年的各

產業為對象，結果顯示75年和76年間，內部資金佔總資金來源比率低於負

債資金佔總資金來源比率的產業佔總樣本公司分別為75%和56%，從這可得

知，內部資金的使用程度並不高，這可能是因為國內企業是以中小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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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而中小型企業自有資金不足，且發行新股現金增資能力較差，因此

會較依賴舉債經營；另外發現，內部資金使用程度較低的產業，其獲利水

準只有以內部資金為主要來源產業的一半，因此若排除獲利較低之產業，

內部資金仍是最主要的資金融資來源；（3）第三個主題是對整體融資行為

的研究，以民國76年的公司為對象，結果顯示，除了中小企業外，國內企

業傾向以內部資金為主要的融資來源，而向外融資會較偏好舉債，符合融

資順位理論。 

劉維琪、李怡宗（1993）認為過去研究多偏向以企業的次級資料作研

究，但為了更真確瞭解企業實際的融資決策行為，因此改用問卷方式來直

接獲取所需資料，來驗證國內企業融資決策的過程是否符合融資順位理

論。該研究所選取對象為國內140家的上市公司2，寄出140封問卷，回收47

封，回收的問卷並未包含汽車業、運輸業和貿易百貨業的回函。經過分析

回函問卷後，得到下列推論：（1）當為了把握投資機會時，公司會先採取

改變股利政策，其次為改變融資政策、變賣資產，最後才是放棄該機會，

從這優先順序可以看出，被觀察公司在有資金需求時，會先使用自有資金，

因此才會去改變股利政策，其次才會向外融資，符合融資順位理論；（2）

回收的問卷顯示，半數以上的樣本公司會同時考量融資順位原則和公司最

適資本結構，因此這兩者間，在實務界裡是並不完全相互排斥的；而樣本

公司中，有超過60%傾向在籌措長期資金時，以融資順位原則為考量依據；

（3）回收的問卷顯示，考慮融資順位原則時，資金偏好的來源依次是：內

部資金、向金融機構長期借款、發行普通股，這符合融資順位理論；（4）

在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因素中，回收的問卷顯示，樣本公司最重視的前五

者依次為：資金成本、未來舉債能力、長短期資產負債的配合、發行成本、

資本市場的進入容易程度；（5）當公司管理階層認為股票市場效率很高，

                                                 
2不包含曾為全額交割股者、剛上市兩年者和金融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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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反應公司實際市場價值時，公司會利用發佈融資決策的決議，來透露

公司前景的消息，這支持融資順位理論的發佈訊息理論。 

張南寧（2002）認為過去研究多偏向影響公司融資政策因素的分析，

鮮少直接以量化的方式來驗證公司的實際融資行為，而且多偏向單一理論

成立與否的論述，鮮少探討靜態交換理論和融資順位理論何者在實務上解

釋能力較強，並依此來推斷企業決定融資政策的思考邏輯，因此以台灣地

區81∼90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採用Shyam-Sunder & Myers（1999）所提

出的新實證模式，探討台灣上市公司是傾向靜態交換理論或融資順位理

論，而何者解釋能力較強。該研究共有三個模型，分別是融資順位理論模

型、靜態交換理論模型和融資順位與靜態抵換聯合實證模型。研究結果顯

示，就所選取的研究樣本而言，台灣上市公司的融資決策，較符合靜態交

換理論，而較不符合融資順位理論；而聯合模型的結果顯示，當同時考慮

融資順位理論與靜態交換理論時，模型對資本結構的解釋能力增強，顯示

公司實際融資行為的複雜度，不能僅從單一理論來進行探討，若廣泛的以

其他理論來綜合研究，將更能解釋公司的融資行為。 

 

第二節 影響公司資本結構因素文獻回顧 

 

影響公司資本結構因素 

 

綜觀數十年來對影響公司資本結構因素的研究，會對資本結構產生影響的

因素，可歸納為下列幾項：公司規模、獲利率、成長性、資產結構、有效

稅率、非負債稅盾、股利給付率、資金成本、事業風險、獨特性和產業別。

以下就每項因素對負債比率的影響情形做介紹： 

（1）有效稅率（Effective Tax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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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負債稅盾利益可以降低有效稅率，因此Modigliani ＆ Miller

（1963）在考量公司所得稅下，認為公司應該100%舉債，來享受負

債稅盾利益；Miller 模型（Miller ,1977）將公司所得稅率和個人所得

稅率同時做考量，則公司的最適資本結構，是公司稅率（ Cτ ）、個人

稅率（ PSτ ）和債券利息稅率（ PBτ ）三者交互作用下的平衡點。當公

司有效稅率愈高時，會使得公司有動機使用負債稅盾效果來降低稅賦

負擔，因此就舉債的因而言，有效稅率和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而當

有效稅率高的公司使用負債融資後，會降低其有效稅率，因此就舉債

的果而言，有效稅率和公司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實證研究上，研究

者的研究出發點不同，也就是從舉債的因來看或果來看的不同，導致

有效稅率和負債比率的關係有兩極化的看法。 

（2）股利給付率（Dividend Payout Ratio）： 

公司採低現金股利給付政策，可從三個觀點來觀察：（1）依據破產成

本理論，隨著負債比率的上升，公司財務風險也會因而提高，破產成

本也隨之上升，而為了維持負債利息支出現金的來源穩定，公司必須

保有相當的現金持有，負債愈多時，就必須持有愈多，因此會壓縮到

公司發放現金股利的能力，因此，現金給付率和負債比率呈反向關

係；（2）依據Ross（1977）以訊號發射理論，在公司可接受的訊號發

射成本內，公司會傾向於將公司好的一面對投資人表達，而公司不好

的一面，則會盡量掩飾，因此當公司採用低現金股利給付政策時，則

可能顯示公司營運績效不佳、風險提高，使得投資人對於公司的評價

降低，使得公司欲以權益融資來募集資金益增困難，加上發行權益融

資成本較高（Myers & Majluf, 1984），因此公司會增加負債發行比例，

所以現金股利給付率和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3）根據Myers & Majluf

（1984）的融資順位理論，公司會傾向採用低現金股利給付政策，隱

含公司欲累積自有資金，以使用自有資金來進行投資的意圖，所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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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舉債比例，所以現金股利給付率和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 

（3）獲利率（Profit）： 

依據Myers & Majluf（1984）的融資順位理論，獲利愈高的公司，自

有資金來源愈充沛，因此會優先使用資金成本最低的自有資金來進行

投資，所以會有較低的負債，因此獲利率和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若

從最適資本結構來看，公司在破產成本與負債稅盾間取得一平衡點，

以創造公司最大價值，因此獲利率愈高的公司，當其負債比率低於最

適資本結構時，會增加負債比率來享有利息稅盾效益；當其負債比率

高於最適資本結構時，會降低負債比率以減少過高的破產成本。 

（4）非負債稅盾（Non-Debt Tax Shield）： 

DeAngelo & Masulis（1980）認為投資抵減、折舊及租稅損失遞延等

非負債稅盾（Non-Debt Tax Shield）因素，可以降低公司稅賦和有效

稅率，對公司有節稅效果，而且非負債稅盾與負債稅盾兩者間有替代

關係，所以公司非負債稅盾效果愈大時，會使管理當局減少其負債比

率。 

（5）公司規模（Size）： 

規模小的公司，財務資訊揭露較差，資訊不對稱情形較嚴重，且易被

少數人士掌控公司的營運，因此代理成本較高，且較容易採行不利於

債權人的高風險性投資決策，使得破產風險增加，破產成本較高；而

規模較大公司相較之下，上述情形較少，而且由於公司規模大，愈有

可能進行多角化投資來降低破產風險（Warner, 1977），加上可抵押資

產較多，因此較有能力進行舉債融資，所以公司規模和負債比率間呈

正向關係。Smith（1977）認為規模較小的公司相對於規模較大的公

司，發行權益證券和長期負債的成本較大，因此會傾向於短期負債，

Titman & Wessels（1988）的研究也支持這個觀點。 

（6）成長性（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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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公司在成長時，需要資金的持續注挹，若公司自有資金不足時，就

必須向外融資，依據融資順位理論，發行負債的資金成本較低，而發

行權益證券的資金成本較高，而在非對稱資訊理論中，投資人視公司

發行權益證券的行為為不好的訊息，認為公司是因為營運不佳，才需

發行權益債券，迫使公司不得不折價發行，才能募足資金，卻減損公

司價值，但是公司若改採發行債券，則不會發生這種問題，因此，成

長性愈高的公司，會傾向於以負債融資來募集資金。Myers（1977)認

為成長性愈高的公司，管理當局制訂投資決策的彈性愈大，愈會增加

公司管理當局和債權人間的潛在衝突，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因此會

使得成長性愈高的公司，愈會減少負債比率來降低代理成本。Myers

（1977）另外觀察到，發行短期負債會減緩代理問題，因此推論公司

成長性與短期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 

（7）資產結構（Collateral Value of Assets）： 

資產結構指的是公司可抵押資產佔總資產的比例，如機器設備、廠房

設施等等，這些資產都可以被拿來作為舉債融資時的抵押品，公司可

抵押資產愈高，會減緩非對稱資訊和代理關係所帶來的問題。公司可

以藉由其高比率可抵押資產，證明公司具有舉債清償能力，及公司資

產具有價值性，來減緩投資人對公司內部資訊瞭解的不足，而怯於投

資；公司可抵押資產愈多，對債權人的保障愈強，減緩債權人擔心公

司破產時無法獲得清償的疑慮。因此，可抵押資產愈高，公司舉債能

力愈強，負債比率會愈高。 

（8）資金成本 

公司資金成本的高低，會影響到投資報酬率的高低，因此會直接影響

公司的融資決策，而影響到負債比率。分析資金成本的來源可知，公

司的資金成本是權益資金成本和負債資金成本的加權平均，當股票市

場蓬勃發展時，公司較不必折價發行證券，權益資金成本較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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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募足足夠資金，且可藉此低成本的資金來清償部分債務，降

低公司財務風險，這些都是吸引公司發行權益證券的誘因，因此權益

資金成本愈低，負債比率愈低；而市場利率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負

債資金成本，因此當市場利率高時，公司負債支出利息增加，使得負

債資金成本上升，因此公司會設法降低負債比率來減少利息支出，所

以公司會以權益融資來替代負債融資，所以市場利率和負債比率呈反

向關係。 

（9）獨特性（Uniqueness）： 

Titman（1984）認為，對於那些能夠提供獨特性產品和獨特專業技術

的公司而言，由於員工的技術與眾不同、供應商對其的依賴程度強、

客戶難以尋找替代性產品或服務，因此一旦公司營運出現狀況或是面

臨清算時，對員工、供應商和客戶的影響極大，所以獨特性愈高，會

使得公司破產成本愈大，所以獨特性高的公司，會有較低的負債比

率，這兩者間呈反向關係。 

（10）事業風險（Business Risk）： 

公司的事業風險包含財務風險以及營運風險，財務風險系指組成公

司資本結構因子所產生的風險，營運風險泛指非財務風險外的其它

影響公司營運的因子，如員工素質、機器耐用度、廠房營運品質、

供應商關係、產業競爭、景氣循環等等。當公司的負債比率愈高，

公司所承擔的槓桿風險也愈高，付不出本金和利息的機率也提高，

因此破產成本和破產機率也相對增加；而當公司的營運風險愈高，

將使得維持營運收入的穩定隱含極大不確定變數，也會增加破產成

本和破產機率。因此，為了維持公司的穩定，讓財務風險與營運風

險不至影響公司的正常運作，甚至是生存，事業風險愈大的公司，

將會保持較低的負債比率。 

（11）產業別（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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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特性來看，由於每個產業所面對的內外在環境不同，因此對

財務融資的需求方式也不同，如科技電子業，需要持續的大量投資，

因此對資金的需求量大，而舉債可以較迅速填補其資金需求，因此

會較偏向舉債融資；而百貨零售業的訴求是產品的快速流通，以及

良好的販售與維修服務，因此對舉債融資需求性較低；而公司資產

的組成結構也會因產業而有所不同，因而造成公司可拿來作抵押的

資產比例不同，因此負債比率也會有差異；從破產成本來看，每個

產業的競爭激烈程度不同，若經營環境競爭愈激烈，事業風險會愈

高，則公司應該要減少負債比例，以避免高度槓桿操作帶來的破產

風險；從產業稅賦觀點來看，少數產業享有較多的租稅優惠措施，

因此其實質有效稅率較低，降低其使用負債稅盾的誘因，因此其負

債比率會較低。由上述幾點可之，隨著產業的不同，負債比率也會

有所差異。 

 

資本結構影響因素文獻回顧 

 

Bradley , Jarrell ＆ Kim（1984）以數學模型推導出三項結論：（1） 

負債比率和破產成本及代理成本呈反向關係；（2）負債比率和非負債稅盾

效果呈反向關係；（3）當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時，負債比率和公司風險程

度呈反向關係。為驗證其結論的有效性，Bradley , Jarrell ＆ Kim（1984）

利用 1962∼1981年，25個產業，851家公司的財務資料，進行複迴歸分析，

探討公司負債比率和公司風險及非負債稅盾因素間的關係，並加入產業別

的虛擬變數，測試不同產業間的影響；另外將公司區分為受管制與否，進

一步來研究。以各公司該年度的稅前息前折舊前淨利標準差除以該年度的

加權平均總資產來衡量風險性，以折舊加投資抵減總和除以稅前息前折舊

前淨利（以下簡稱折舊投資抵減費用），和廣告研發費用總和除以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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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銷貨（以下簡稱廣告研發費用），來衡量非負債稅盾效果。研究結果顯

示：（1）產業別對負債比率有相當大的影響，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對

產業別虛擬變數的 2R 達 54%，剔除受管制產業後3， 2R 仍有 25%；（2）公

司風險性及廣告研發費用與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與預期相同；且不同產

業間，仍呈反向關係；（3）DeAngelo & Masulis （1980）認為非負債稅盾

和負債稅盾兼有替代關係，因此負債比率會與非負債稅盾呈反向關係，但

是實證數據顯示折舊投資抵減費用和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而在產業間的

情況也是一樣，與原先預期不同，作者推論可能是因為固定資產愈多，所

享受非負債稅盾效果愈大，而同時可抵押資產也愈大，因此使得管理階層

會增加負債的比率。 

Titman & Wessels（1988）發覺以往文獻多著重在資本結構理論的研

究，對於影響公司資本結構因素的實證卻遠遠落後，因此，針對1972∼1982 

年美國469 家製造業公司的財務資訊，來進行資本結構因素的分析。該篇

文獻的貢獻有三個：（1）擴大影響公司資本結構因素的探討範圍，並針對

最新發現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2）分別以短期負債比率、長期負債比率

和可轉換負債比率當作應變數來進行分析，其比率的分母部分，權益價值

分別以帳面價值和市場價值來計算，探討其結果的異同；（3）為解決先前

因素分析研究的缺失，如不適當的變數定義，因此擴大因素分析方法

（Factor-Analytic Approach），使用線性結構模型（Linear Structural 

Modeling）來進行資本結構因素分析。實證結果顯示，（1）公司產品獨特

性愈強，負債比率愈低；（2）公司規模愈小，短期負債比率愈大，這可能

是因為規模較小公司發行長期負債時，交易成本較大導致的；（3）權益部

分以市場價值衡量時，獲利能力較佳的公司，負債較少；（4）成長性、非

負債稅盾、風險性、資產結構和產業別的實證結果和預期方向大致相同，

                                                 
3 trucking、telephone、electric & gas utilities、airlin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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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未達顯著標準；（5）資本結構因素對可轉換負債比率沒有顯著影響。 

Hall, Hutchinson & Michaelas（2000）針對 1995 年 3500家英國中小企

業（雇用員工數在兩百人以下者）的財務資訊，來進行影響資本結構因素

的分析。此研究採用複迴歸分析來測試獲利性、成長性、資產價值、公司

規模和融資順位理論，並採用 RSSr（residual sum of squares）來測試產業

別是否會對上述五項因素產生影響。其應變數有兩個，長期負債比率和短

期負債比率，其自變數的定義如下：（1）獲利性：稅前盈餘除以銷貨周轉

次數；（2）成長性：過去三年（1993~1995）銷貨周轉次數的增加比率；（3）

資產結構：固定資產占全部資產比率；（4）公司規模：公司總資產的自然

對數；（5）融資順位理論：到 1995年（包含 1995年）止，公司存在年數。

實證結果顯示：（1）在長期負債比率方面，獲利性、成長性、資產價值和

公司規模與其呈正向關係，與融資順位理論呈反向關係；（2）在短期負債

比率方面，與成長性呈正向關係，與獲利性、資產價值、公司規模和融資

順位理論呈反向關係；（3）在產業別部分，長期負債比率方面，只有獲利

率不因產業別而有所變動；短期負債比率方面，只有成長性不因產業別而

有所變動；（4）融資順位理論得到證實，但是在長期負債比率方面，未獲

得驗證。 

Ooi（1999）針對 83 家英國房地產公司（Property Company），蒐集其

1989~1995年的財務資訊進行分析，其目的是要探討英國房地產公司的資

產結構組成為何，以及影響其資本結構因素是否異於其它產業。該研究不

同於以往研究採用 OLS回歸分析，而改採用 Panel Data 來進行分析，應變

數為負債比率，自變數為公司規模、成長性、獲利性、風險性和非負債稅

盾效果，再加上該行業特有的資本結構因素：資產強度（Assets Intensity）

4、房地產公司類型5和在建資產比例6（Level of Development Undertakings），

                                                 
4資產強度即可抵押資產比例，作者預期與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  
5 Ooi（1999）依據 Barkham (1997)的研究，將房地產公司依據過去兩年的房地產交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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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間變數：利率和股票市場狀況。研究結果顯示：（1）資產強度愈強，

公司負債比率愈高；（2）在複迴歸分析下，房地產交易公司有較低的負債

比率，與預期相符；（3）實證結果顯示，在建資產比率愈高，負債比率愈

高，這與原本預期的反向關係不符合，作者認為是因為每個投資方案都經

過審慎的財務規劃，而對負債風險的承擔具有相當的能力所造成；（4）負

債比率和成長性雖然沒有顯著相關，但是呈現反向關係；（5）風險性和負

債比率呈反向關係；（6）公司規模和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規模較小公司

可能因為發行權益證券能力不足，或是受限於經濟規模不足，因此不得不

採行負債融資；（7）就房地產公司而言，非負債稅盾效果和獲利率均與負

債比率無顯著相關；（8）利率降低時，房地產公司會增加負債比率；而隨

著股票市場上揚，會漸以權益融資替代負債融資。 

陳麗媛（2000）指出，公司舉債程度和有效稅率是交互影響的，當公

司舉債程度愈高，則所享有的利息稅盾效果愈多，因此會使得有效稅率降

低，所以舉債程度和有效稅率呈反向關係；而當公司有效稅率愈高時，利

息稅盾所帶來的效益會愈高，因此公司會增加舉債程度，所以舉債程度和

有效稅率呈正向關係；而過去的研究都集中在單向的研究，未考慮到這兩

者間是交互影響的，因此該研究以台灣地區84∼87年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

對象，以單一聯立方程系統（Simultaneous System），而非採兩條分立之模

型的方式，來探討公司舉債程度和有效稅率間的交互關係，接著並加入其

他可能會影響舉債程度和有效稅率之因素來作進一步分析。研究結果顯

示：（一）我國公司之有效稅率與資本結構只存在反向關係；（二）資本

                                                                                                                                  
佔總收入百分比，分為三種類型：房地產投資公司、房地產交易公司和混和型公司，房
地產投資公司定義為超過 95%的營業淨利來自於租金者，房地產交易公司定義為當年度
房地產交易收入超過總收入 25%者，不屬於以上二種者，即為混和型公司。Ooi（1999）
認為，租金收入相對於房地產交易收入較為穩定，不易變動起伏過大，財務風險程度較
低，因此房地產投資公司相對於房地產交易公司，會有較高的負債比率。  

6在建資本比例是指房地產公司投資的標的，目前正在興建中的比例。因為尚未完工，所
以未來收入充滿較多不確定性，因此風險也較高，因此 Ooi（1999）推論，在建資本比
例愈高的房地產公司，負債比率會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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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度、流動現金、企業規與舉債程度呈正向關係；（三）我國上市公司

較上櫃公司使用較少的債務融資；（四）上市公司資本報酬率與資本結構

呈負向關係，但上櫃公司資本報酬率與資本結構呈正向關係，推測是因為

上櫃市場股票交易風險較高，因此股票交易不若上市市場熱絡；且當上櫃

公司較無法由股票市場取得資金時，相較之下，有較佳成長機會與資本報

酬率者，就會較易取得長期之資金借貸；（五）免稅之證券交易所得與資

本結構為負向相關。 

陳美旭（2000）發覺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討公司上市後影響其融資

政策因素的分析，而公司在上市前後影響其融資政策因素的情形卻鮮少被

探討，因此以72∼84年台灣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上市的公司為研究對象，

以樣本公司上市前後三年的財務資料作為分析來源，採用迴歸模型，來探

討公司上市前後，其舉債程度是否有差異、影響舉債程度的因素為何、上

市前後影響因素是否相同，並加以探討財務困難公司7（註）在上市後之負

債比率是否會較上市前較為升高。研究結果顯示：（一）不論總負債比率、

長期負債比率和短期負債比率，上市前的負債比率均比上市後的負債比率

來得高，顯示企業上市後的舉債程度低於上市前的舉債程度；（二）在上

市前後影響因素為何以及是否相同，結果如表2-1；（三）財務困難公司上

市後三年，總負債比率、長期負債比率和短期負債比率都低於上市前三年，

但長期負債比率之平均值未達顯著水準；在上市後四至六年，總負債比率

仍低於上市前三年，但未達顯著水準，長期負債比率之平均值高於上市前

三年之平均值，但未達顯著水準，可知上市後四至六年，財務困難公司之

資本結構有惡化的情形。以財務健全公司與財務困難公司上市前後各三年

做配對t 檢定的結果為，上市前三年財務健全公司與財務困難公司的舉債

程度無顯著差異；上市後三年財務困難公司之負債比率不論總負債比率、

                                                 
7財務困難公司的定義為轉變為全額交割股、暫停交易或終止上市的公司；財務健全公司
的定義為未轉變為全額交割股、未暫停交易及未終止上市之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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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及短期負債比率均比財務健全公司高。 

表2-1 陳美旭（2000）研究結果 

 相關性 資產

抵押

價值 

非負

債稅

盾 

獨

特

性 

公司

規模 

成長

性 

股利

發放

率 

獲利

能力 

總負債比率 正 負 無 正 正 負 負 

長期負債比率 正 正 無 正 無 負 負 

上 

市 

前 

短期負債比率 無 負 無 無 正 負 負 

總負債比率 正 負 無 無 無 無 負 

長期負債比率 正 正 無 正 正 無 負 

上 

市 

後 

短期負債比率 無 負 無 正 無 負 負 

藍瑞卿（2000）指出，台灣地區的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跟上市的條

件比起來，上櫃的條件較容易達成，但國內相關研究多集中在上市公司，

對店頭市場的相關探討較為缺乏，因此以86∼88年有完整財報的上櫃公司

為對象，採用變異數分析與迴歸分析，來探討影響國內上櫃公司融資政策

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一）公司規模、資產抵押價值、成長性和長期

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二）股利政策、獲利能力和長期負債比率呈負向

關係；（三）非負債稅盾、營業風險、店頭市場狀況、利率水準、通貨膨

脹率和長期負債比率無顯著關係；（四）產業因素和長期負債比率有顯著

關係。 

陳隆麒、溫育芳（2002）針對國內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決定因素進行研

究，以民國80∼87年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首先利用因素分析來測試資

本結構決定因素，共萃取出四個共同因素：產業競爭和獲利能力、公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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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成長與風險、非負債稅盾，再以負債比率為應變數來進行資本結構Logit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負債比率與產業競爭、成長率和公司規模呈正向關

係，與事業風險、非負債稅盾和償債能力呈負向關係，而產業別也是重要

影響因素。該研究也提出七個假說，並以時間虛擬變數（80∼83年和84∼

87年）和十個自變數與負債比率進行Logit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1）獲支

持假說：負債比率與公司規模呈正向關係，與非負債稅盾、事業風險和獲

利能力呈負向關係；（2）不獲支持假說：負債比率與可抵押資產、成長率

和負債稅盾呈正向關係；（3）不同產業的資本結構會有所差異獲得支持。 

 

第三節 兩稅合一相關文獻的回顧 

 

Schulman, Thomas, Sellers & Kennedy（1996）分別以紐西蘭及加拿大

為研究對象，探討兩稅合一制度對其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紐西蘭在1988

年實施兩稅合一，因此研究的樣本期間為1982∼1991年，加拿大在1972年

實施兩稅合一，因此研究樣本期間為1968年∼1977年。採用複迴歸模型來

進行研究，探討兩稅合一因素的虛擬變數、有效稅率、公司規模、資產結

構、股市指數及未預期通貨膨脹率對負債比率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兩

稅合一制度無論在紐西蘭或加拿大，均對公司資本結構造成影響，都顯著

的降低公司的負債比率；但是由於加拿大在實施兩稅合一的同時也對證券

資本利得課稅，所以兩稅合一對公司減少負債融資的效果受到部分抵銷。 

孫明德（1997）利用數學模型來探討兩稅合一後對公司資本結構和資

金成本的影響，數學模型主要參考 Colin & Doran（1992）的分析方式，並

以Miller 模型為出發點，來說明兩稅合一前後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的變化。

推導結論為：（1）股東所得稅率和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呈正向關係；（2）兩

稅合一後，管理當局要多考量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和保留盈餘稅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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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稅率及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和資金成本呈反向關係，係因負債資金成

本會因保留盈餘稅率的提高而增加負債稅盾效果，使負債資金成本降低，

而權益資金成本利用數學公式推導出也與保留盈餘率呈反向關係；（3）當 ST

＞ ( )RT+γ 時，盈餘發放率和資金成本呈正向關係；當 ST ＜ ( )RT+γ 時，盈

餘發放率和資金成本呈反向關係8。 

黃小玲（2000）利用85∼88年上市公司資料，對公司財務槓桿比率做

配對t 檢定，探討兩稅合一前後公司資本結構的變化情形，再以簡單迴歸

分析探討兩稅合一前後，稅制變數與公司資本結構間的變化情形，以及用

複迴歸分析探討兩稅合一前後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因素是否有改變。研究

結論顯示：（1）兩稅合一後較合一前，公司財務槓桿比率、有效稅率、非

負債性稅盾和保留盈餘率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均降低。（2）在同時考慮公司

規模、獲利率及資產抵押價值之後，兩稅合一實施後較合一前，有效稅率、

非負債性稅盾及保留盈餘率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降低。（3）兩稅合一後顯著

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與合一前並無不同，均為有效稅率、非負債性稅盾、

保留盈餘率、公司規模及資產抵押價值。 

葉秀鳳（2000）就兩稅合一對享有租稅優惠的高科技產業股利政策的

影響，分別就三方面進行探討：（1）股利支付能力的衡量；（2）股利支付

水準的決定；（3）股利支付型態的選擇。該研究是採用成對樣本 t檢定來

驗證，並以兩稅合一前後兩年為測試年度。研究結果顯示：（1）兩稅合一

後，由於對公司未分配盈餘加增 10%的保留盈餘稅，使得公司有效稅率上

升，資金成本增加，造成股利支付能力的下降；（2）兩稅合一後，公司是

否支付股利有兩種考量，第一種是以公司利益為優先，若採低股利政策，

會導致未分配盈餘加增 10%，增加公司資金成本，因此會採取高股利政策；

第二種是以股東利益為優先，因為高科技公司享有許多租稅優惠，使得有

                                                 
8 ST 是股東所得稅率； γ 是股東可扣抵率； RT 是保留盈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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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稅率極低，但兩稅合一會使得公司階段所減少的稅賦轉嫁至股東身上，

因此為避免股東稅賦過重，而採取低股利政策；由於上述原因，因此無法

證實兩稅合一後，股利支付水準有顯著差異；（3）兩稅合一後，現金配股

率顯著增加，而盈餘配股率則明顯減少，而資本公積配股率未因此而增加。

該研究指出，由於研究期間僅有四年，時間過短，容易受景氣的循環影響，

有可能導致結果的偏差。 

盧育仕（2000）指出，近年來由於股票市場交易熱絡，上市公司家數

和成交量都明顯增加，而股票開戶人數也大幅增加，在兩稅合一實施後，

公司發放股利的可扣抵稅額比率的多寡，會影響投資人的稅賦負擔，因此

該研究以85∼88年台灣地區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採用迴歸模型，來探討

兩稅合一制度的實施，對公司股利政策的影響，以及可扣抵稅額比率、內

部人士持股比例、負債比率、公司規模、獲利能力與成長機會，於兩稅合

一前後對公司股利發放率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一）兩稅合一實施後，

現金股利支付率較實施前為高，而盈餘配股率和總股利支付率都較實施前

為低；（二）稅額可扣抵比率愈高，則現金股利支付率、盈餘配股率和總

股利支付率愈高；（三）在內部人士持股比例、負債比率、公司規模、公

司獲利能力和公司成長機會對現金股利支付率、盈餘配股率和總股利支付

率的交互作用中，具有顯著的關係為：負債比率和現金股利支付率呈反向

關係、公司規模和現金股利支付率與總股利支付率呈正向關係、公司獲利

能力和盈餘配股率愈高與總股利支付率呈正向關係。 

周保亨（2001）利用85∼88年上市公司資料，以複迴歸模型（包含靜

態和動態模式），來探討稅額扣抵比率及未分配盈餘稅在各產業間的施行狀

況，以及兩稅合一稅制是否會改變資本結構和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研究

結果顯示：（1）在稅額扣抵比率方面，由於電子業上市公司享受較多的租

稅優惠，所以其稅額扣抵比率顯著地低於非電子業上市公司；（2）民國88 

年被加徵未分配盈餘稅的上市公司中，大約有15%的公司在民國87 年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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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所得，但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計算的未分配盈餘卻為正值，此

一現象顯示，並非有財務所得的企業才會被徵加10%的未分配盈餘稅，也

顯示出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的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與我國稅法第六十六條之

九的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仍有相當的差異；（3）在兩稅合一對資本結構影

響方面，兩稅合一前舉債較高且有較低租稅負擔的公司，在兩稅合一後，

融資決策的扭曲有所改善，而實證也顯示公司的稅額扣抵比率與資本結構

呈負向相關，因此兩稅合一制度的確達到政府想改善公司資本結構之目

的；（4）在兩稅合一對資金成本影響方面，實證結果顯示兩稅合一前，舉

債比率較少且租稅負擔較高的公司，在兩稅合一後，資金成本的變動呈現

上升趨勢。另外實證也顯示公司的稅額扣抵比率與資金成本呈負相關，因

此兩稅合一制度在稅額扣抵比率部分有達到政府想改善投資環境，降低企

業資金成本之目的。 

蔡文麗（2002）依我國現有稅法規定，探討兩稅合一對跨國企業經營

政策的影響，文中所謂的跨國企業是指總投資機構在國內，而在國外設有

分支機構者。兩稅合一後，雖然國外來源所得部分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

定繳納所得稅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中扣除，但是不能記入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內，因此兩稅合一後，跨國企業股東可以享有的減稅利

益相對於純國內企業的股東來的少，因此跨國企業租稅負擔較重，實質報

酬率較低，較難吸引投資人的眼光。但是文中指出，跨國企業可以利用轉

撥計價方式，在法令限制範圍內，將大部分的利潤保留在國內，則可以降

低其租稅負擔；或是當國外所得稅率低於 25%時，可以採以 100%持股的子

公司來經營國外業務。不管如何，作者認為，只要跨國企業的獲利能力能

抵銷兩稅合一所增加的租稅負擔，則跨國企業仍應該持續其經營政策。 

趙寅州（2003）利用85∼90年間上市公司資料，以兩母體平均數差異

檢定比較公司資本結構與有效稅率於兩稅合一實施前後有無顯著差異，另

以迴歸法分析比較公司資本結構要素之間及有效稅率影響因素之間在兩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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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前後的關係和變化的情形。結果顯示：（1）兩稅合一實施前或後，資

本結構、盈餘變動、研究發展支出比、公司規模等決定因素皆與有效稅率

呈現負向關係，稅前獲利能力與有效稅率呈現正向關係；而有效稅率影響

因素僅有資本結構因素於兩稅合一後影響力增加（但未達顯著性）；（2）

兩稅合一實施前或後，有效稅率、獲利能力與資本結構呈負向關係（均不

顯著）；非負債性稅盾、公司規模與資本結構呈現正向關係（實施前為顯

著）；事業風險、資產抵押價值於兩稅合一實施前與資本結構呈現負向關

係，於兩稅合一實施後與資本結構呈現正向關係；成長率於兩稅合一實施

前與資本結構呈現正向關係，於兩稅合一實施後與資本結構呈現負向關

係。而資本結構決定因素僅有效稅率、公司規模於兩稅合一後影響力增加

（但未達顯著性）。 

廖子瑩（2003）針對兩稅合一前後，公司融資政策的改變情形，進行

實證因素的分析，利用84∼85、88∼89年上市公司的資料，參考Ely, Houston 

& Houston（2002）之研究方法，以Logit 計量模型進行分析。作者將公司

融資政策區分為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並以此為應變數，進行影響公司融

資政策因素的分析，自變數有：兩稅合一虛擬變數、有效稅率、公司規模、

資產結構、研究發展費率、資產報酬率、股利發放與否和產業類型。研究

結論顯示：（1）兩稅合一實施後，我國上市公司選擇債務融資的機率降低；

（2）上市公司有效稅率愈高，選擇債務融資的機率愈低；（3）上市公司

規模愈大，選擇債務融資的機率愈高；（4）上市公司資產報酬率愈高，選

擇債務融資的機率愈低；（5）上市公司資產結構、研究發展費用、產業類

型與融資決策無顯著相關性；（6）上市公司前一年發放股利者，其選擇債

務融資的機率較未發放者低，但是這現象在兩稅合一後有減緩趨勢；（7）

我國上市公司偏好以權益融資方式籌措資金，即偏好以發行新股或使用內

部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