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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說 

 

本研究有兩大研究主題。第一個主題，探討兩稅合一前後，影響公司

資本結構之因素的變化情形，首先觀察兩稅合一該因素對公司負債比率的

影響；接下來對兩稅合一前後，有效稅率、現金股利給付率和獲利率與負

債比率間的交互作用情形做探討，同時並放入控制變數：非負債稅盾、公

司規模、成長性、資產結構、風險性和產業別分類，來增加實證模型的檢

定能力。第二個主題為進一步分析，是將樣本公司依有效稅率和規模大小

分組，觀察在兩稅合一後，每一組的負債比率變動情形，是否會受到有效

稅率高低或是公司規模大小的影響。 

（一）自變數 

（1）兩稅合一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 

Modigliani & Miller（1963）提到，在考慮公司所得稅率的MM 模型中，

因為稅法規定利息費用可以在當年度的收入中減除，因此相對於沒有利息

費用的公司，其所負擔的稅賦將隨著利息稅盾效益的增加而減少，因此，

對有效稅率越高的公司而言，公司舉債經營的利益也越大，所以最佳資本

結構為100%的負債。 

Miller（1977）提出的Miller 模型，將公司所得稅率和個人所得稅 

率同時做考量，認為公司資本結構受到公司稅率（ Cτ ）、個人稅率（ PSτ ）

和債券利息稅率（ PBτ ）三者的交互影響，其結論有三個：（1）若 ( )( )PSC ττ −− 11

＞ ( )PBτ−1 時，最佳資本結構為完全權益融資。（2）若 ( )( )PSC ττ −− 11 ＜

( )PBτ−1 時，最佳資本結構為完全債務融資。（3）若 ( )( )PSC ττ −− 11 ＝( )PBτ−1

時，資本結構不會影響公司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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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了促進租稅公平，避免營利事業所得稅和個人綜合所得稅的重

複課稅，並導正企業籌措資金的方式，減少舉債融資的誘因，降低公司財

務風險，來健全公司財務結構，進而提升投資人投資意願，因此實施兩稅

合一制度。 

因此兩稅合一後，公司所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在發放股利給股東時，

可以做為股東當年度的稅額扣抵，因此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對投資人的稅

賦負擔是一致的，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相當於是股東個人所得稅的預繳，

所以投資公司的實質稅賦負擔是下降的，因此兩稅合一後，在Miller 模型

下， ( )( )PSC ττ −− 11 會上升，公司會增加其權益融資的比率。依此推出下列

假說： 

假說一： 

其他條件不變下，兩稅合一後，公司的負債比率會下降。 

（2）有效稅率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 

我國稅法規定1，借款的利息費用可以做為當年度稅前淨利的減除；而

且，依據Modigliani & Miller（1963）所提出的MM 修正理論認為，由於負

債利息具有稅盾效果，可以當作利息費用在當年度淨利中減除，因此在不

考慮破產成本和代理成本下，有效稅率愈高的公司，負債稅盾的效益愈大，

會有較大的動機去使用負債融資，以減少每年支付鉅額賦稅現金的壓力，

所以有效稅率和負債比率間應呈正向關係。而兩稅合一會影響公司融資的

政策，使公司較不會偏向舉債融資，加上兩稅合一後，公司營利事業所得

的稅賦轉嫁至股東身上，公司沒有營所稅的負擔，使得節稅的動機下降，

所以使的利息稅盾效益對降低公司資金成本的效果下降，因此，兩稅合一

後，有效稅率對負債比率的影響會下降。由此推出下列假說： 

假說二： 

                                                 
1所得稅法第三十條：借貸款項之利息，其應在本營業年度內負擔者，准予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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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其他條件不變下，有效稅率與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 

2B：兩稅合一後，有效稅率對負債比率的影響下降。 

（3）現金股利給付率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 

依據破產成本理論，公司負債比率愈高，公司財務風險愈大，隨之而

來的破產成本也增加，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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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兩稅合一前的現象觀察，由於營利事業所得和個人綜合所得重複課稅，發

放現金股利會使股東個人所得稅負擔加重，因此公司現金股利給付率低，

而舉債具有利息稅盾效果，因此公司負債負債比率高，而這更驗證先前所

提出，現金給付率和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的觀點。在兩稅合一後，由於公

司所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在發放現金股利給股東時，可以做為股東的稅

額扣抵，因此股東個人稅賦較不會因為現金股利發放而增加，更可減少稅

賦或是退稅，因此會提高現金股利給付率；此外，而兩稅合一實施後，政

府對公司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保留盈餘稅，公司為了避免稅賦負擔

的增加，因此，現金股利的給付率會提高；除以上兩點，由於兩稅合一會

影響公司融資政策，使得負債融資減少，因此兩稅合一後，現金股利給付

率對負債比率的影響會下降。依此推出下列假說： 

假說三： 

3A：其他條件不變下，現金股利給付率與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 

3B：兩稅合一後，現金股利給付率對負債比率的影響下降。 

（4）獲利率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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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公司若有資金需求時，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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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向銀行借款，再來是發行債券，最後才會

考慮到發行新股，因此，獲利率較高的公司，愈有能力累積自有資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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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會較低。兩稅合一前，存在重複課稅問題，雖然採用高舉債政策

可以為高獲利公司帶來大量節稅利益，但是同時也承擔破產風險，因此為

避免破產成本，加上獲利高較能累積自有資金再進行投資，所以較不會採

用舉債經營，因此獲利愈高的公司，自有資金較多，負債比率較低；兩稅

合一後，負債稅盾效果下降，更降低高獲利公司舉債經營的誘因，因此獲

利愈高的公司，負債比率仍較低。依此推出下列假說： 

假說四： 

4A：其他條件不變下，獲利率和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 

4B：兩稅合一後，獲利率對負債比率的影響上升。 

（二）控制變數 

（1）非負債稅盾（不預期任何關係） 

DeAngelo & Masulis（1980）認為，非負債稅盾與負債稅盾間具有替代

關係，當非負債稅盾所帶來的節稅利益越大，除了可以減少公司的稅賦現

金流出，同時也可以替代舉債利息費用所帶來的稅盾利益，因此公司非負

債稅盾效果愈大時，愈會降低其負債比例，所以這二者間具有反向關係。

但是，若以創造公司最大價值為觀點，非負債稅盾效果可以減少公司當年

度應納所得稅，降低公司的有效稅率，而負債利息費用也同樣具有相同效

果，因此，公司若採用負債融資並善用非負債稅盾效果，則可以產生最大

的稅盾利益，因此公司在非負債稅盾效益與負債稅盾效益間是如何取捨，

應該是取決於公司的營運政策，而非有絕對的正向或反向關係。此外，兩

稅合一後，公司階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相當於是零，租稅全由股東負擔，

公司只是暫繳性質，由於是暫繳性質的關係，除非股東享有個人租稅優惠，

否則非負債稅盾效果的好處並不會惠及於股東個人。前已述明，公司在考

量非負債稅盾效益與負債稅盾效益，應該是以公司整體營運政策作考量，

而不是僅單純考量非負債稅盾效果的。因此，本研究不預期公司非負債稅

盾效果與負債比率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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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規模（不預期任何關係） 

從公司能力觀點，公司規模愈大，可抵押資產愈多，信用品質較佳，

獲利能力較穩定，因此較有能力發行更多債券來享受稅盾利益，所以會有

較高的負債比率；此外，規模愈大的公司愈有能力從事多角化投資，來分

散投資風險，所以破產成本會較低，因此有能力負擔較高的負債比率；從

代理成本觀點，規模愈大的公司，股東和債權人對公司管理當局的監督機

制會愈健全，因此負債和權益代理成本會較低，公司舉債風險較少，所以

會有較高的負債比率；從節稅觀點，規模愈大的公司，其舉債經營所產生

的稅盾效益『量』大，可以替公司省下鉅額稅賦支出，因此會有較高的負

債比率，但同時卻也得注意舉債過多所可能帶來破產成本增加的風險；但

是，若從融資順位理論觀點，由於管理當局與股東間的不對稱資訊，加上

權益證券的發行程序較複雜，所以發行權益證券的成本會大於發行債券的

成本，而規模較大的公司，較有能力承擔發行權益證券的高成本，因此會

有較低的負債比率。因此，本研究不預期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間的關係。 

（3）成長性（不預期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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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手續較簡

便，而發行權益證券的資金成本較高且手續較繁縟，因此為求資金的快速

取得，高成長性公司會傾向採用負債融資；不過，在市場利率較高時，發

行負債的資金成本會較高，因此，市場利率這項外在環境因素，會影響到

公司資金成本負擔，因此也會影響到公司是否要採用負債融資；而在非對

稱資訊理論中，投資人會將公司發行權益證券的行為，視為一種不好的訊

號，會因此認為公司營運不佳，才需發行權益債券，因此投資人會壓低證

券的購買價格，迫使公司不得不折價發行，使得公司成長需要的資金無法

順利募足，而當公司採取發行債券時，則不會產生此種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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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會增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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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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不預期公

司成長性與負債比率間的關係。 

（4）資產抵押價值（預期與負債比率呈正向相關） 

公司對外舉借債務時，主要可分為有擔保負債和信用負債（無擔保負

債），信用負債不需要有抵押品，但是只有信用交易良好的公司才有資格

獲得此種負債融資，而絕大多數的債務借舉，都是要提供抵押品做擔保的，

因此，當公司可抵押的資產越多時2，愈有能力承擔負債；Myers & Majluf

（1984）提出的融資順位理論認為，發行權益證券會使得公司資金成本較

發行債券為高，因此，若公司所擁有的可抵押資產愈多，則愈能進行負債

融資，因而避免掉進行權益融資時所產生的高資金成本：另外，Scott（1977)

提出公司的最佳資本結構與公司所持有可抵押的有形資產價值有關。因此

本研究預期可抵押資產價值與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 

（5）風險性（預期與負債比率呈負向相關） 

公司的事業風險包含財務風險以及營運風險，財務風險是指組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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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承擔的財務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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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預期風險性和

                                                 
2可抵押資產不包含無形資產，因為無形資產價值衡量有技術上的困難，因此無法作為抵
押的標的物，而且若公司發生破產清算時，無形資產的價值會大幅的降低，若作為抵押
品，恐無法保障債權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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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 

（6）產業別因素（預期產業別對負債比率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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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的可抵押資產比例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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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預期負債比率在不同產業間會產生不同的

影響。 

（三）進一步分析： 

（1）將公司以稅率級距分組來探討負債比率變化情形 

在未有兩稅合一前，由於所得稅係採獨立課稅制，產生重複課稅問題， 

而稅法規定利息可以當作費用來減除3，使得舉債具有稅盾利益，因此相對

而言，有效稅率較高的公司，因為其本身稅賦負擔較高，為了避免租稅負

擔過重，較有可能利用舉債經營所產生的稅盾效果，來減少稅賦的支出，

所以其負債比率會較高；而有效稅率較低者相對於有效稅率較高之公司來

說，舉債的稅盾效果較不明顯，所以比較不會偏向舉債經營，因而其負債

比率會較低。但是在兩稅合一之後，解決重複課稅的問題，加上公司營利

                                                 
3所得稅法第三十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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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所得稅在分配股利與股東時，股東可以拿去抵減其個人綜合所得稅，

因此會提高投資人投資意願，使得公司籌措資金管道增加，會降低公司舉

債經營的誘因，尤其是那些兩稅合一之前有效稅率就較高的公司。所以本

研究想要進一步探討，兩稅合一之後，原有效稅率較高之公司的負債比率

下降程度是否較多，而原有效稅率較低之公司的負債比率下降程度是否較

少，探討其中的變化情形。 

（2）將公司以規模大小分組來探討負債比率變化情形 

本項研究是假設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來作為探討的基準

點。從公司能力觀點，規模愈大，可抵押資產愈多，信用品質較佳，獲利

能力較穩定，較有能力發行更多債券來享受稅盾利益，所以會有較高的負

債比率；從破產成本觀點，規模愈大，愈有能力從事多角化投資，來分散

投資風險，所以破產成本會較低，因此有能力負擔較高的負債比率；從代

理成本觀點，規模愈大的公司，股東和債權人對公司管理當局的監督機制

會愈健全，因此負債和權益代理成本會較低，會有較高的負債比率；從節

稅觀點，規模愈大的公司，其舉債經營所產生的稅盾效益『量』大，可以

替公司省下鉅額稅賦支出，因此會有較高的負債比率。而兩稅合一的實施，

矯正公司融資政策，提升投資人投資意願，並使負債稅盾效果降低，降低

公司舉債經營的誘因，而規模愈大的公司，不管是在營運管理、財務管理、

組織管理上都較為健全，容易成為投資人首要投資對象，因而較容易募集

資金，因此相對而言，在兩稅合一後，規模愈大的公司，其負債比率下降

程度會較高。所以本研究想要探討，兩稅合一之後，原規模較大之公司的

負債比率下降程度是否較多，而原規模較小之公司的負債比率下降程度是

否較少，探討其中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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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式 

 

一、 針對假說一到假說四設計下列複迴歸模式進行檢定，並加入六項控制

變數來提高本研究迴歸模式的檢定能力，並觀察其他的因素對公司融

資行為的影響情形。 

Mode-l： 

itLEV ＝ 0β ＋ TINT1β ＋ 2β itETR ＋ itETRTINT ×3β ＋ 4β itCDP  ＋

itCDPTINT ×5β ＋ 6β itROA ＋ itROATINT ×7β ＋ itNDTS8β

＋ itSIZE9β ＋ itGROWTH10β ＋ itCVA11β ＋ itBR12β ＋ 13β 1I

＋ 14β 2I ＋ 15β 3I ＋ 16β 4I ＋ 17β 5I ＋ itε  

itLEV ：i 公司第t 年的負債比率 

TINT：TINT =0代表兩稅合一前； TINT =1代表兩稅合一後（包含

87年） 

itETR ：i 公司第 t 年的有效稅率 

itCDP ：i 公司第 t 年的現金股利給付率 

itROA ：i 公司第 t 年的獲利率 

itNDTS ：i 公司第 t 年的非負債稅盾 

itSIZE ：i 公司第 t 年的公司規模 

itGROWTH ：i 公司第 t 年的成長性 

itCVA ：i 公司第 t 年的資產結構 

itBR ：i 公司第 t 年的風險性 

1I ∼ 5I ：產業別虛擬變數。電子業： 1I ＝1，其它均為 0；機電業：

2I ＝1，其它均為 0；塑化業： 3I ＝1，其它均為 0；營造建

材業： 4I ＝1，其它均為 0；傳統產業： 5I ＝1，其它均為 0；

綜合類： 1I ∼ 5I 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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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ε ：殘差項 

二、 進一步分析模型 

（一）將公司以有效稅率分組來探討負債比率變化情形，本研究將以線型

圖和迴歸模型同時進行分析： 

（1）線型圖： 

將公司兩稅合一前之各年度有效稅率計算其平均值，並依該有效稅率

平均值將公司分成七組，分別為： 0%≦ 、0%＜A 5%≦ 、5%＜A 10%≦ 、

10%＜A 15%≦ 、15%＜A 20%≦ 、20%＜A 25%≦ 、25%＜A（A代表

公司之有效稅率平均值），來探討不同有效稅率級距的公司間，負債

比率受兩稅合一的影響情形，而負債比率變化情形的代理變數為兩稅

合一後的負債比率平均值減去兩稅合一前的負債比率平均值。為更進

一步觀察影響情形是否會因兩稅合一實施後時間長短而不同，因此分

別針對兩稅合一後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四年、後五年，來進行

觀察。 

（2） 迴歸模型： 

      Mode-2： 

itY ＝ itµ － iaµ ＝ 18β ＋ 19β ( )4+tiETR ＋ itε  

itY 代表i 公司兩稅合一後t 年的負債比率平均值減去兩稅合一前各

年度的負債比率平均值 

iaµ 代表i 公司兩稅合一前各年度公司的負債比率平均數值。 

itµ 代表i 公司兩稅合一後t 年公司的負債比率平均數值； t＝1∼5，

分別代表兩稅合一後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四年和後五年。 

( )4+tiETR ：i 公司前（t +4）年的各年有效稅率；t＝1∼5，分別代表

兩稅合一後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四年和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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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依有效稅率分組的家數統計 

（二）將公司以規模大小分組來探討負債比率變化情形，本研究將以線型

圖和迴歸模型同時進行分析： 

（1）線型圖： 

將公司兩稅合一前之各年度的總資產取自然對數並計算其平均值，並

依此總資產自然對數平均值，由小到大，平均的分成十組（總共十組，

以 1∼10的數字來替代，數字愈大，代表公司規模愈大），來探討不

同規模級距的公司間，負債比率受兩稅合一的影響情形，而負債比率

變化情形的代理變數為兩稅合一後的負債比率平均值減去兩稅合一

前的負債比率平均值。為更進一步觀察影響情形是否會因兩稅合一實

施後時間長短而不同，因此分別針對兩稅合一後一年、後兩年、後三

年、後四年、後五年，來進行觀察。 

（2） 迴歸模型： 

      Mode-3： 

iY ＝ iµ － aµ ＝ 20β ＋ 21β ( )4+tiETR ＋ ( )4)22 tiSIZEβ ＋ it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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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代表i 公司兩稅合一後t 年的負債比率平均值減去兩稅合一前各

年度的負債比率平均值 

iaµ 代表i 公司兩稅合一前各年度公司的負債比率平均數值。 

itµ 代表i 公司兩稅合一後t 年公司的負債比率平均數值； t＝1∼5，

分別代表兩稅合一後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四年和後五年。 

( )4+tiETR ：i 公司前（t +4）年的各年有效稅率；t＝1∼5，分別代表

兩稅合一後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四年和後五年。 

( )4)tiSIZE ：i 公司前（t +4）年的各年公司規模；t＝1∼5，分別代表

兩稅合一後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四年和後五年。 

 

三、敏感性分析 

過去對公司資本結構變化的探討，應變數不外乎是負債比率、長期負

債比率、短期負債比率或可轉換負債比率，本研究的應變數以平均負債比

率來衡量，但為了測試不同的應變數是否對實證模型產生影響，所以進行

敏感性分析，將以利息負債比率來替代原本應變數平均負債比率，來觀察

不同的應變數定義對原本檢定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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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數定義與衡量  

 

將本研究的應變數及自變數的定義和衡量方法詳細說明如下： 

（一）應變數 

本研究以平均負債比率作為研究的主軸，並輔以利息負債比率

來作敏感性分析。平均負債比率以年初總負債加年底總負債除以

二，再除以年底總資產來計算，使用負債平均值而不以年底總負債

直接計算，一是為了避免公司為美化財務報表，而在年底對其持有

負債進行美化處理，造成年底總負債的失真；二是為了避免公司對

兩稅合一制度的實施，而可能對其資本結構進行調整，造成短期內

的負債比率大幅波動，所以用平均負債比率來減緩波動效果。利息

負債比率以要付利息費用的負債除以年底總資產來計算，利息負債

包含短期借款、應付商業本票、承兌匯票、長期負債（包含一年內

到期部分）和退休金負債，由於這五項負債是要定期支付利息費用，

所以會影響到公司的營運資金成本，因此在決定公司融資政策時，

應該要特別對其檢視；所以，本研究從年底總負債中提取該五項利

息負債數值，來進行敏感性分析。 

（1）平均負債比率（LEV）＝﹝（年初負債＋年底負債）÷2﹞/年底總資產 

（2）利息負債比率（LEV）＝年底利息負債總額/年底總資產 

（利息負債包含：短期借款、應付商業本票、承兌匯票、長期負債（包

含一年內到期部分）、退休金負債） 

（二）自變數 

（1）兩稅合一實施前後之虛擬變數（TINT） 

Schulman, Thomas, Sellers & Kennedy（1996）對加拿大和紐西蘭

的兩稅合一制度作研究，本研究沿用其虛擬變數 TINT，兩稅合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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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前（即小於 87年）的研究樣本，設成 TINT=0；兩稅合一實施後（即

大或等於 87年）的研究樣本，設成 TINT=1。 

（2）有效稅率（ETR）＝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利 

         以往研究對有效稅率分母的定義可分為稅前淨利和稅前息前淨

利，但本研究認為，在公司資本結構的研究中，自變數有效稅率本身

就是用來衡量負債利息稅盾效果的影響，若以稅前息前淨利作為分

母，則在該淨利不考慮利息費用的影響下，會將負債的利息稅盾效果

從有效稅率中排除，如此會在衡量有效稅率對負債比率的影響情形

時，會有偏差的結果顯示，因此本研究對有效稅率的分母定義為稅前

淨利，且根據以往對有效稅率的研究，對於稅前淨利為負值之樣本，

均刪除。依據Gupta & Newberry（1997）的作法，本研究將有效稅率

的分子定義為當期所得稅費用，而僅考慮當期所得稅費用，不將遞延

所得稅費用列入的原因在於，遞延所得稅費用是由於會計處理方法的

差異所致，與公司融資政策無關，因此不予考慮。因此，本研究將有

效稅率定義為『當期所得稅費用除以稅前淨利』。 

我國營利事業所得名目稅率為25%，如果稅前淨利過低且稅前財

務所得和課稅所得差異過大，則以此計算之有效稅率將無法代表正常

之有效稅率，所以本研究將有效稅率大於50%的樣本公司的有效稅以

50%來替代，有效稅率小於0%的樣本公司的有效稅以0%來替代，來

進行有效稅率的相關分析。 

（3）現金股利給付率（CDP）＝普通股每股現金股利/每股盈餘 

         公司的股利政策可以概括分為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因此所謂盈

餘配股即為現金股利加上股票股利。現金股利給付率為每股普通股所

能得到的金額，股票股利又可分為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資本公積轉

增資和發行新股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僅限於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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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所得之溢額和受領贈與之所得4。本研究以『普通股每股現金股利

除以每股盈餘』來衡量現金股利給付率，其中由於台灣地區的股利都

是在隔年度發放，因此現金股利為每股盈餘下一年度的資料。 

（4）獲利率（ROA）＝營業淨利/總資產 

Titman & Wessels（1988）研究中有兩種衡量獲利能力方式，一

為營業淨利除以銷貨，另一為營業淨利除以總資產，而第二種方式，

更能顯示出公司每單位資產所創造出的利潤，代表公司資產的實際使

用效益；而依TEJ對營業淨利的定義是：（營業毛利＋聯屬公司間未

實現銷貨－營業費用）5。因此，本研究採第二種衡量方式，以『營

業淨利除以總資產』來衡量企業的獲利能力。 

（5）非負債稅盾（NDTS）＝（折舊＋折耗＋攤銷）/（稅前淨利+折舊＋

折耗＋攤銷） 

DeAngelo & Masulis(1980)將非負債稅盾區分成設備折舊、投資抵

減及租稅損失遞延三大因素，但目前國內在有關投資抵減以及租稅損

失遞延的資料取得不易，因此本研究將這兩項因素予以排除；而就會

計處理而言，無形資產的攤銷和自然資源的折耗，和設備的折舊具有

相同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把折耗費用和攤銷費用也列入分析範圍。

Bradley, Jarrell, ＆ Kim（1984）『（以折舊＋投資抵減）除以（稅前

淨利+折舊）』來計算非負債性稅盾；綜合上述，本研究以『（折舊

＋折耗＋攤銷）除以（稅前淨利+折舊＋折耗＋攤銷）』來衡量非負

債稅盾。 

（6）公司規模（SIZE）＝總資產帳面價值之自然對數值 

                                                 
4 公司法第 241條：公司無虧損者，得依前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方法，將法定盈餘公積及
左列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撥充資本，按股東原有比例發給新股：一、超過票面金額發
行股票所得之溢額；二、受領贈與之所得。第 240條第五項、第六項支規定，於前項准
用之。  

5營業毛利＋聯屬公司間未實現銷貨＝已實現銷貨毛利；  
營業費用＝推銷費用＋管理費用＋研究發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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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規模的定義主要可區分為兩種，Titman & Wessels（1988）

『以淨銷貨之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規模，而Schulman, Thomas, 

Sellers & Kennedy（1996）『以總資產帳面價值之自然對數值』來衡

量企業規模。從會計觀點來看，以銷貨來評斷公司規模似乎有所瑕

疵，因為銷貨量大小跟公司規模不具有絕對關係，小公司也可以藉由

上下游良好的合作關係，來創造高銷貨，而公司也可能因為策略錯誤

造成存貨堆積，而降低銷貨量，因此以淨銷貨之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

規模，可能發生較多的偏差而使得衡量的結果不夠精確。所以，本研

究以『總資產帳面價值之自然對數值』來衡量公司規模。 

（7）成長性（GROWTH）＝（當期銷貨減前期銷貨）/（前期銷貨） 

成長性用來觀察公司成長的潛在能力，而銷貨成長率是一項極佳

的觀察指標，可以用它來觀察該公司的成長爆發性，而不管是常態性

或是非常態性的高銷貨成長，公司為了應付持續的銷貨成長，都得必

須取得適度資金，來進行擴大產房設備和其它的相關投資，以確保公

司的持續成長。除了銷貨成長率，另有以總資產成長率來衡量成長

性，但是有時固定資產的佈建，需耗時甚久，因此可能無法即時顯示

公司成長狀態；另外也有以研發費用除以銷貨來衡量成長性，但是研

發費用的支出是否具有效益，須待未來營運表現來證明，因此具有高

度不確定性，也不是一項適當衡量方式。所以，本研究以『（當期銷

貨減前期銷貨）除以（前期銷貨）』來衡量公司的成長性。 

（8）資產結構（CVA）＝（存貨＋長期投資＋固定資產淨額）/總資產 

資產結構指的是可抵押資產的比率，過去的研究將其定義為『以

存貨及固定資產總和除以總資產』或『以固定資產除以總資產』。除

了存貨和固定資產具有抵押價值，會影響公司舉債能力外，在實務

上，長期投資的資產（如土地、股票）也經常被公司當作抵押的標的，

因此在衡量資產結構與公司融資決策的關係時，本研究也將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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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納入考量。因此本研究以『（存貨＋長期投資＋固定資產淨額）

之總和除以總資產』來衡量資產結構。 

（9）風險性（BR）＝稅前息前折舊前淨利標準差/稅前息前折舊前淨利平 

均值 

Bradley , Jarrell ＆ Kim（1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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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

研究認為淨利的變動情形應更能顯示公司風險性的變動，因此以加權

平均稅前息前折舊前淨利替換加權平均總資產。所以，本研究以『稅

前息前折舊前淨利標準差除以該年度的加權平均稅前息前折舊前淨

利』來衡量風險性。 

（10）產業類別（IND） 

本研究參考林世銘（2002）的定義，將研究樣本 247家公司區分 

為八大類型，分別為：電子業、機電業、塑化業、汽車運輸、食品業、

紡織業、營造建材業和綜合類，但是紡織業、食品業和汽車運輸業的

樣本過少，因此本研究將這三個產業加起來，改稱傳統產業6。 

                                                 
6電子業包含資訊電子；機電業包含機電和電線電纜；塑化業包含塑膠、化學和橡膠輪胎；
汽車運輸業包含運輸和運輸工具；食品業包含食品；紡織業包含紡織纖維；營造建材業包
含玻璃陶瓷、水泥、鋼鐵金屬和營建；綜合類包含綜合產業、百貨業、觀光業、造紙業和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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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17%

23 / 9%

25 / 10%

35 / 14% 23 / 9%

100 / 40%

綜合類

傳統產業

營造建材業

塑化業 機電業

電子業

 

圖3-2 依產業別分類的家數統計 

 

表3-1 影響公司資本結構因素的預期符號 
（＋代表與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代表與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 

       理論  
自變數 

租稅因素 融資順 
位理論 

代理成本 破產成本 其它 

兩稅合一因素 －     
有效稅率 ＋/－     

現金股利給付率  ＋  －  
獲利率 ＋ －    
非負債稅盾 －     
公司規模   ＋ ＋  
成長性  ＋ －  ＋ 
資產結構   ＋ ＋  
風險性    －  
產業別分類     ＋/－ 

 

 

 

 



 55 

表3-2  實證模式變數定義與迴歸係數預測符號 

 

變數代號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假說 

係數

預期

方向 

LEV 1.平均負債

比率 

2.利息負債

比率 

1.﹝（年初負債＋年底負債）

÷2﹞ /年底總資產 

2. 年底付息負債總額/年 

底總資產 

N/A（應變數） N/A 

TINT 兩稅合一虛

擬變數 

TINT=0（兩稅合一前）；

TINT=1（兩稅合一後） 

假說一： 

其他條件不變下，兩稅合一後，公司的負 

債比率會下降。 

－  

 

ETR 有效稅率 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利 假說二： 

2A：其他條件不變下，有效稅率與負債 

比率呈正向關係。 

2B：兩稅合一後，有效稅率對負債比率 

的影響下降。 

＋  

CDP 現金股利給

付率 

普通股每股現金股利/每股盈

餘  

假說三： 

3A：其他條件不變下，現金股利給付率 

與負債比率呈反向關係。 

3B：兩稅合一後，現金股利給付率對負

債比率的影響下降。 

－  

ROA 獲利率 營業淨利/總資產 假說四： 

4A：其他條件不變下，獲利率和負債比 

率呈反向關係。 

4B：兩稅合一後，獲利率對負債比率的

影響上升。 

－  

NDTS 非負債性稅

盾  

（折舊＋折耗＋攤銷）/（稅

前淨利+折舊＋折耗＋攤銷） 

N/A（控制變數） N/A 

SIZE 公司規模 總資產帳面值之自然對數值 N/A（控制變數） N/A 

GROWTH 成長性 （當期銷貨－前期銷貨）/前

期銷貨 

N/A（控制變數） N/A 

CVA 資產結構 （存貨＋長期投資＋固定資

產淨額）/總資產 

N/A（控制變數） ＋  

BR 風險性 稅前息前折舊前淨利標準差/

稅前息前折舊前淨利平均值 

N/A（控制變數） －  

IND 產業別分類 電子業、機電業、塑化業、營

造建材業、傳統產業、綜合類 

N/A（控制變數）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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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標準 

 

資料和樣本來源 

本研究以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為對象，資料期間為 82∼91年，樣

本期間為 83∼91年，資料和樣本來源是台灣經濟新報社（TEJ）的財務資

料庫。 

樣本選取標準 

（1） 刪除金融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的樣本資料，因為金融業、保險業和

證券業在國內為受管制的行業，且行業性質及會計處理特殊，所以

予以排除。 

（2） 刪除樣本公司資料有不全者。 

（3） 由於稅前淨利為負值時，會扭曲各種比率的意義，因此對於稅前淨

利為負值之樣本，均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