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董事會是公司治理架構下重要的一部分，其特性對企業債務資金成本之影響

係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議題，是以本章對相關論述及實證文獻做回顧與分析，配合

本研究目的，以建立觀念性架構。首先，從代理理論的簡介出發，藉由公司治理

議題引導出董事會所扮演的監督角色。第二節的部份則闡述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

本研究首要探討之獨立董事及監察人因素與其他董事會特性，和其他議題間的關

聯性。最後一節則介紹並彙整影響企業資金成本因素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代理理論與公司治理 

ㄧ、代理理論 

    規模較小的企業，經營者與所有者通常為同一人，所以經營者在經營企業

時，會去滿足企業自己的目標及財務需求，因為利潤終歸自己享有。但是由於企

業組織規模逐漸擴大，轉為公開發行時，意味著公司可向社會大眾籌措資金，而

在資本大眾化的情形下，股東將愈來愈多，由於股東並非皆具備專業能力，不一

定或不願參與公司經營，而勢必得委任所認可的經理人來管理與運用公司資源，

為股東追求更多的財富，也因此而形成了Berle and Means(1932)所提出的「所有

權與經營權分離」(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之情形，而代理問題也隨之

產生。 

    代理問題產生於主理人(principal)將其資源交由代理人(agent)運用，代理人因 

為持股比例不高，不須承擔企業最終的經營風險，亦無法充分享受經營成功的果 

實，故可能不以主理人之利益為首要考量從而追求企業利潤最大化，反而以個人 

財富最大化為首要追尋目標。由於主理人無法時常監督代理人的經營，加上代理

人較主理人瞭解日常營運，故可能藉職務之便欺瞞主理人，以獲取其私利，最終

導致公司經營績效衰退、股東與債權人權益受損。而導致代理問題發生的原因大

致可分為權益代理問題與債務代理問題，簡述如下：     

 A、權益代理問題 

1、過度特權消費：由於公司經營者並非百分之百持股，其努力工作的成果

無法自己獨享，因此代理人並不會全力工作，而會使用公司資源做私人

消費以為補償，且因過度消費的成本將由主理人來分攤，代理人有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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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特權消費。 

    2、次佳投資決策：代理人基於自利動機下所做的決策，未必是主理人的最 

       佳決策，其有可能選擇放棄淨現值大於零的投資案，使公司價值下降， 

       影響到股東或債權人權益。DeAngelo and Rice(1983)亦指出，若投資計畫 

無法在一開始就獲利，則管理者會拒絕此項原本有利的計劃。 

    3、資訊不對稱：由於代理人經營企業，相較於外部人或主理人擁有更多的 

       攸關資訊，因此產生了資訊不對稱的情況，管理者就可以利用自身訊息 

       優勢謀取私利甚至損害股東的利益。Haugen and Senbet(1988)也表示當資 

訊不對稱時，股東缺乏必要的資訊以判斷企業策略運用的好壞，管理者 

便有機會剝削股東的財富，導致企業經營績效不彰。 

    4、管理買下(Management Buyout)：當管理者為取得公司控制主導權，而以     

       舉債所得之資金，向股東買回股權，即為管理買下，此時管理者有誘因 

       蓄意壓低公司股價，以減少購買成本，而使得其他股東權益受損，造成 

       管理者與股東間的代理問題。 

 B、債務代理問題 

    1、資產替換：此代理問題肇因於主理人與代理人對風險偏好程度的不同。       

       如企業主在未經債權人同意下，將借入資金投資於比債權人原先預期風 

       險還高的投資方案中，若投資方案失敗導致破產，由於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東所負的責任以出資額為限，債權人之損失將最大；若投資方案成功， 

       則利潤大部分歸股東所有，而債權人僅得固定利息。因此公司可能投資 

       高風險的方案，將風險轉移至債權人而產生代理問題。 

    2、債權稀釋：指股東為了提高公司的利潤，未徵得現有債權人的同意，即     

       促使管理者發行新債，如此一來，將導致舊債的價值降低，若公司不幸 

       破產，則舊債權人必須與新債權人共同分配公司破產後的價值。 

    3、股利支付：債權人將資金借給公司後，管理者並未拿此筆資金從事相關 

       投資，反而將此資金做股利發放予股東，此舉固對股東有利，但由於沒 

       有將資金實際從事投資活動的緣故，未來經部會有現金流入公司，公司 

       的償債能力也將下降，使得債權人的權益受損。 

    4、投資不足：指債權人將資金借給公司後，若管理者發現，投資案所產生 

       的利益只能規債權人享有，則管理者會故意放棄這些原本有利可圖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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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案。         

    Jensen and Meckling(1976)認為，公司因上述的代理問題而會面臨以下的三種

代理成本： 

    A、主理人的監督成本(the monitoring expenditures by the principal)：主理人 

    為控制代理人在決策方面的偏差，使用契約設計加以監督或激勵經理 

    人，而產生的額外費用，例如經理人的獎酬制度、審計、預算制度等。 

    B、代理人的自我約束成本(the bonding expenditures by the agent)：代理人為    

        了使主理人相信其所為之決策乃依主理人之最大利益來行事，而限制本 

        身某些行為所花費之成本，以證明其將會遵守契約，例如透過正式的會   

        計程序、管理制度、審計制度向股東報告。 

    C、剩餘損失(the residual loss)：儘管有監督與約束的行為，代理人仍不能做        

        出對主理人最有利之決策。例如經理人的報酬常與公司的短期績效有 

        關，而促使其傾向犧牲對公司短期不利但對長期有利的投資方案，此種 

        導因於代理人的決策偏差所衍生的成本即為剩餘損失。 

    依據過去相關文獻的研究，以下彙總減少代理問題所帶來的代理成本的方

法，降低兩者之間的利益衝突：  

    1、進入激烈競爭的產品市場，促使經理人有效的利用公司資源，為公司創 

       造利潤(Jensen and Meckling，1976)； 

    2、透過人力資源市場的運作汰換不適任的經理人(Fama，1980)； 

    3、藉由董事會的設置，對經理人嚴密控管來降低代理成本(Fama，1980； 

       Williamson，1983)； 

    4、對公司經理人提出績效分紅等激勵計畫(Haugen and Senbet，1988)； 

    5、建構有效率的資本市場，使公司的價值反映在股價上( Fama and Jensen， 

1983)； 

    6、外來威脅包含股東會解雇或被市場接收，驅使經理人致力於經營(Jensen 

       and Ruback，1983)。 

    然而上述降低代理成本之機制，於實務運作上缺乏一系統性的整合，無法完

善的發揮功能，故公司治理的相關議題遂應運而生。簡言之，公司治理係進一步

將上述降低代理成本之機制予以整合與系統化，其理論基礎實源自於為降低主理

人與代理人間的代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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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治理概述 

    公司治理(corporate governance)一詞的定義尚未完全統一，其中corporate泛指

所有個體，包含自然人、獨資與合夥組織、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公法人，而 

governance則包括指導及控制。公司治理應為具有「輸入」(output)、「處理」 

(process)與「輸出」(output)的一個系統，且強調「輸出」的品質。而為了追求高

品質的「輸出」(以利害關係人而言，如企業的經營績效)，則必須同時保持高品

質的「輸入」(如事前完善的規劃)與「處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1999年5月發布的「公司治理準則」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中，說明公司治理一種對公司進行管理和控 

制的體系，該體系不僅規定公司各個參與者（如董事會、經理層、股東和其他利

害關係人）的責任和權利分配，而且使決策公司事務時所應遵循的規則和程序加

以明確化。而我國中華公司治理協會也於2002年7月對公司治理一詞作說明，認

為公司治理係指一種指導及管理並落實公司經營者責任的機制與過程，在兼顧其

他利害關係人利益下，藉由加強公司績效，以保障股東權益。 

    根據Alkhafaji(1990)的定義，公司治理是一結構及權力的形式，用以決定與

組織運作相關的不同群體間之責任與權利，若就企業觀點來看，即為公司運作的

方式及管理者和董事會整體應負的責任，在財務觀點上，則指用來降低管理者及

股東間代理問題的機制組合，包括公司內部的授權決策體系、控制機制及外部市

場的影響力。Whittington(1993)亦指出，公司治理機制可分為內外兩部分，公司

外部的治理功能主要來自於政府的管制及現有或潛在股東與債權人的監督，在公

司內部的治理方面，主要係由董事會來執行監督高階管理人員的工作，而產品市

場(Shleifer &Vishny 1997)、管理人力資源市場(Fama 1980)及併購市場(Jensen & 

Ruback 1983)等，亦為外部治理之一環。Cadbury (1999)則於探討當前公司治理趨

勢的文章中指出，由於投資人愈來愈關心公司的經營績效，所以公司治理的重要

性與日俱增，而全球化市場的發展則是公司監管觀念於國際間擴展的趨動力。積

極的投資人扮演著更高、更明確的公司治理準則催生者的角色，政府管制者

(regulators)及金融部門則擔任支援的工作，而國際機構投資人在所有權集中的情

形下，更能發揮影響力使相關監管機制付諸實行。若要使現有的監管機制能更接

近於理想的模式，必須藉由增加公司資訊的揭露來達成，因為只有當投資人具有

所需的資訊以有效發揮影響力，投資人與董事會的相對力量始能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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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bary更進一步指出，當前公司治理改革的焦點在董事會上，其將會被要求提

供更多有關公司目的之明確聲明。此外，由於對於預測性資訊及非財務性資訊的

需求將增加，董事會應著重於確認公司未來成功的關鍵，並據以衡量公司現有的

表現。董事會亦應釐清於達成公司目的上所扮演的角色，即在指導與管理兩角色

間有清楚的劃分。 

    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所發布的公司治理準則(1999)中，其中即有一原則是強調董事會的

責任，即公司治理架構應該確保董事會善盡指引公司策略、有效監督管理者之

責，以及對公司和股東應負的責任。董事會應有之注意與忠實之義務，其須履行

的主要功能包括：(1)檢查與指引公司策略、重大行動計畫、風險管理政策、年

度預算與業務計畫。並且設定績效目標、監視執行情形與公司績效，以及監督重

大資本支出、收購、合併與撤資；(2)對高階管理者的遴選、獎酬、監督，必要

時予以更換並監督繼任的規劃；(3)審查高階管理者與董事的薪酬，以及確保正

式及透明的董事會提名程序；(4)監督管理者、董事會成員與股東可能的利益衝

突，包括在關係人交易中，公司的資產被誤用、濫用與傷害(侵占公司資產)；(5) 

確保公司會計與財務報告系統的真實性，包括獨立的審計、適當控制系統的執

行，特別是風險控管、財務控制和法律遵循系統；(6)監督公司治理實務運作的

有效性，必要時加以修改；(7)監督資訊揭露及溝通的程序。此外，董事會應獨

立於管理階層，對公司事務進行客觀的判斷，且應有足夠的獨立非執行董事，有

能力對可能的利益衝突進行獨立的判斷，例如：財務報告、董事會提名、董事與

高階管理者薪酬等重大責任，而且董事會成員應投入足夠的時間履行責任，並確

保能及時取得正確與相關的資訊。World Bank在1999年所提出之公司治理架構

中，述及公司治理內部機制的部份，也強調公司治理的核心是在董事會。說明董

事會的責任在確保公司永續經營、監督負責公司經營的管理階層、對公司的重大

決策負責(如核定公司的發展策略、年度預算、管理階層重大人事任命)，並承擔

公司遵循各種法規的責任，包括會計財務報告應負的責任。董事會對於股東，甚

至於債權人皆負有某種責任，其角色在於維護公司利益，故董事會的主要責任係

對公司而非只對股東負責。同樣在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之參考建議

中，也著重強化董事會的職能與發揮監察人的功能。指出董事會成員應本著忠

誠、謹慎及高度注意的態度以公司利益為前提，對於評估公司經營策略、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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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年度預算、業務績效及監督主要資本支出、併購與投資處分等重大事項須善

盡職責，同時應確保公司會計系統和財務報告之適正性，並避免有董事會成員損

及公司之行為或與股東間發生利益衝突之情事。董事會應審慎選任、監督經營階

層，對公司事務進行客觀判斷，以及遴選適任之內部稽核主管，確保內部控制之

有效性，俾防範弊端。而監察人應適時行使監察權，並本於公平、透明、權責分

明之理念，促使監察人制度之運作更為順暢，且除確實監督公司之財務業務事項

外，必要時得委託專業會計師、律師代表審核相關事務。另為避免公司之監察人

與董事為同一法人之代表人，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有實質無法獨立行使職權之情

形，公司於申請上市或上櫃時對於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所出具之相關承諾事

項，監察人宜督促公司確實補正改善，以免日後損及股東權益。又監察人應確實

查閱內部稽核報告，追蹤公司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執行情形，遇有危害公司之

狀況，監察人倘能適時主動告知主管機關及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將有助事先

防範或遏止弊端。 

    公司治理係近來國際間的發燒議題，仔細檢視其中的精神，不外乎是代理理

論的延伸與擴展，其所要揭櫫的重點乃是所有利害關係人權益的保全、金融市場

與資本市場的健全。目前我國採行各種強化公司治理機制的作法，無非是期望建

立一套法規制度，以降低代理問題的成本、消除會阻礙公司價值成長的因素，並

藉由提升全國上市(櫃)公司的整體公司治理水準，增強投資大眾的信心，也降低

企業在對內或對外籌措資金之資金成本，以期面對國際市場之競爭與挑戰時，能

吸引長期資金及國際投資者之青睞。且由前段所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特別強調董監事責任對公司治理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在世界銀行(World Bank)

的公司治理架構圖中，董事會是內部公司治理機制中重要的一環，我國的上市上

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亦點出要強化與發揮董事與監察人的功能，一再顯示董事會

在公司治理議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下則針對國內外關於董事會特性相關的

研究做回顧，以期更能完整了解董事會的功用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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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董事會特性相關文獻 

    公司治理的核心在董事會，董事會做為資金提供者與資金運用者間的溝通橋

樑，對於股東及債權人都負有責任，且維護著公司的利益。Fama(1980)、 

Williamson(1983)研究認為，董事會的設立有助於管理者的監督，具有解決代理

問題的功能。Rediker (1995)的研究則指出，公司董事會與其他內部監管機制將交

互影響，構成公司整體的監理機能。Beasley(1996)探討董事會組成成員與財務報

表舞弊發生之關聯性，其研究發現，在有財務報表舞弊的公司，無論外部董事、

灰色董事、和獨立董事的比例皆明顯較無財務報表舞弊的公司為低，而審計小組

的成員對於財務報表舞弊發生的可能性亦無顯著影響。Anderson, Mansi and Reeb 

(2003)研究亦發現，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的規模大小及獨立性的程度，與企業在

舉債的資金成本呈顯著的負向關係，因為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的獨立性或規模愈

大，其對財務報導的監督能力也會愈高，債權人的確會考量董事會的特性來決定

放款利率。目前就國外的研究而言，大多數的重點皆放在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的

規模與獨立性與其它議題做分析探討，而國內的研究則強調董監事持股比率、董

監事持股質押比率與董事長兼任總經理等做為董事會特性的代表。因為國內目前

審計委員會尚未普遍的推行，不像國外行之有年，故本研究乃針著重在2002年國

內甫推行的獨立董事或監察人設置的變數，與企業的債務資金成本作分析。以下

則以本研究主要欲探討的獨立董事與監察人之變數與其他的董事會特性變數，進

行文獻回顧整理。 

 

一、獨立董事與監察人 

    所謂「獨立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亦有被稱為「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以與所謂「內部董事」(Inside director)相區隔。獨立董事的設置主要係

為了監督公司經營者而存在，故其必須能夠不受公司經營者之拘束而獨立表達意

見，具體言之，有關其積極與消極資格要件、選任及解任方式，乃至於報酬之給

予等等，均須符合「獨立性」之要求。Fama(1980)認為董事會的組成會決定該董

事會之功能，如就監督角色功能而言，外部董事的獨立性較為高，較能提高董事

會的監督功能，且亦比內部董事更能進一步保障公司股東的權益。Fama and 

Jensen(1983)認為董事會作為企業內部控制的機制是相當可行的，尤其是有外部

董事的設置。主要是因為外部董事會因為外界對其表現而給予不同的評價，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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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去建立自己的聲譽，而公司之董事會組成通常會包含外部董事，當有涉及嚴重

代理問題決策的批准及內部管理者意見不一致時，外部董事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在實務上，亦顯示外部董事所扮演的角色是有價值的。Weisbach(1988)發現獨立

性愈高的董事會，愈有可能淘汰不適任的經理人。而Myers, Shivdasani and 

Smith(1997)發現獨立董事的聘任，有助於減少經理人的額外消費。Rosenstein and 

Wyatt(1990)研究發現，公司聘任獨立董事時，即使聘任獨立董監事的決策是由經

理人決定，而非股東決定，公司股價仍會有正的超額報酬，且如Lee, Rosenstein and 

Wyatt(1999)之研究顯示，公司聘請獨立董事，會有正的超額報酬，此現象對於缺

乏融資管道的小型公司尤其顯著。Prevost, Rao and Hossain(2002)則以紐西蘭的公

司為樣本，指出獨立董事的比率和公司績效有正向關係。根據華爾街金融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於1993年之調查，董事會結構中外部董事的比例有逐漸增加

的趨勢，經對製造業之董事會結構進行調查，企業有外部董事的比例在1972年為

71%、1989年為86%，到1992年達94%。Pearce and Zahra(1992)針對500大企業中

的119家公司進行研究，發現外部董事比率與企業未來的經營績效有正相關。

Gibbs(1993)以1982至1987年的重整公司樣本歸納出，獨立董事有助於解決代理問

題。Beasley(1996)的研究則探討董事會組成成員與財務報表舞弊發生之關聯性，

其研究對象為75家有財務報表舞弊及75家無財務報表舞弊的企業。其假說係建立

在外部獨立董事將有誘因執行其監管工作，而不會與高階管理人員串通侵奪股東

財富的理論上，因此預測有財務報表舞弊的公司，董事會中外部董事、獨立董事

所占比例將較無財務報表舞弊公司為低，且設置審計小組的可能性亦較無財務報

表舞弊的公司為低。研究結果發現，在有財務報表舞弊的公司，無論外部董事、

灰色董事、和獨立董事的比例皆明顯較無財務報表舞弊的公司為低。但審計小組

的設置則在兩組樣本中無顯著差異，表示審計小組的設置無法明顯減少財務報表

舞弊的發生，而審計小組的成員對於財務報表舞弊發生的可能性亦無顯著影響。

此外，在研究所行進的額外測試中發現，當外部董事持有之公司股份增加及任期

較長時，財務報表舞弊發生的可能性將較低，而外部董事兼任其他公司之外部董

事家數愈多時，財務報表舞弊發生之可能性將較高。故董事會組成成員的不同，

將影響公司監管機制的運作，進而影響公司的財報品質。Klein(2002)研究指出，

董事會的獨立性及審計委員會的獨立性與異常應計項目間存在負向關係，且

Callahan, Miller and Schulman(2003)及Xie, Davidson and DaDalt(2003)研究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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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董事會的獨立程度愈高、外部董事所佔的比率愈大，則經理人操縱盈餘的情

形會愈低。Anderson, Mansi and Reeb(2003)從S&P 500中選取252家公司，共得

1052個觀察值，對董事會特性與債務資金成本作分析，認為債權人對以會計基礎

簽訂之債務契約的信賴，和其對企業董事會獨立性有相當重要的關係，主要是因

為董事會對財務報表能否忠實表達有重大的影響力，且發現董事會的特性對企業

融資的資金成本有重大的影響。其研究發現，不論是在統計上或是經濟上，董事

會與審計委員會的獨立程度愈高，企業舉債的資金成本會愈低，兩者之間呈現穩

健的顯著關係。李春安、吳欽杉與葉麗玉(2003)針對台灣的上市公司加以驗證，

外部董事席次比率很低或高於某一程度之後，繼續增加外部董事席次，會有降低

非法行為發生的效果。陳業寧、邱顯比及洪雲萍(2004)研究發現，即使企業經營

者可以賄賂獨立董事，聘任獨立董事仍可降低企業經營者道德危險的問題，增加

投資計畫獲得融資的機會，而司法制度對於獨立董事制度是否能發揮功能有重要

的影響，即經理人愈難賄賂獨立董事或法院在公司發生問題時，愈能釐清獨立董

事的責任，則獨立董事愈能發揮其控制經理人道德危險問題的功能。其研究亦指

出，當企業經營者與投資人對於企業經營者私人利益的大小存在資訊不對稱時，

企業經營者可藉著聘任獨立董事的動作來彰顯自己不追求私人利益的特質。 

 

二、董監事持股比率 

    依據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代理理論，管理者的持股比率越高，則與所

有權者的利益將趨於一致，進而可因此提昇公司的價值，其提出「利益收斂性假

說(Convergence-of-Interest Hypothesis)」，主張當股權集中在大股東或董事會時，

其對經理人的監督能力及意願隨之增加，不良的經理人被解雇的可能性越大，進

而降低公司的代理成本，提升公司績效。Kesner(1987)亦指出，基於財務依存性，

董事會持股比率愈高，會有較強的動機來執行董事會的職責，以監控管理當局，

致使企業經營績效表現較好，符合利益收斂性假說。然而Jensen and Ruback(1983)

所提出的「利益掠奪性假說(Entrenchment Hypothesis)2」，論點在於當董事會持

股達到一定的比例後，往往會為鞏固自己的利益而反對一些對公司有利的議案，

此稱為反接管行為(anti-takeover behavior)。因此當股權愈集中在董事會手中，則

控制股東的行為更肆無忌憚，使得反接管行為的愈嚴重，公司績效愈差。而Morck, 
                                                 
2 亦有翻譯成「鞏固地位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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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leifer and Vishny(1988)提出，董事會的持股比例與公司經營績效呈非直線相

關。當董事會持股在0~5%時，與公司績效呈正相關，符合利益收斂性假說；持

股在5%~25%時，則呈負相關，符合利益掠奪性假說；持股在25%以上時，則又

與經營績效間呈正相關，符合利益收斂性假說。有關董事會持股與揭露品質的研

究中，Forker(1992)針對Times 1000中會計年度為1987年10月至1988年9月的100

家最大及100家最小的英國上市公司進行研究，以財務報表中認股權資訊揭露之

品質，代表公司對管理階層報酬所執行之內控程度，探討監管結構與該內控程度

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董事所持有的認股權比例愈高，則揭露品質將較好，

而管理階層持股比例與揭露品質間則為非顯著的正相關。周行一、陳錦村與陳坤

宏(1996)的研究發現，董監事持股與獨立或非家族公司之價值呈正相關，與聯屬

或家族公司之價值高低呈不顯著相關；最高主管持股愈高時，聯屬公司的價值將

愈低，亦對家族與非家族公司產生負面影響。葉銀華與邱顯比(1996)對股權結構

與公司價值的關聯性研究發現，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皆呈顯著的正相關，符合利

益收斂假說。江向才與何里仁(2003)針對公司治理代理變數之董監事持股比率與

經營績效作研究分析，發現以權益報酬率為績效衡量指標，除去董事會規模的考

量後，董監事持股比率與經營績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亦支持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所提出的利益收斂假說觀點。 

 

三、董監事持股質押比率 

    股票質押行為也是控制股東或管理當局增強控制權的方法之一，控制家族或

股東以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作擔保，向金融機構借款來買進自己公司或集團更多的

股票，也因此造成所有權與控制權偏離加重。同時股票的質押也是一種信用擴張

的融資槓桿操作，大股東個人財富與公司股價之間的關聯性會因此而有倍數增加

的效果，容易使內部人與外部股東之間產生更嚴重的代理問題。相對於董監事持

股比率與公司績效的研究，董監事持股質押與績效關聯性的相關論文較為缺乏，

目前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亞洲金融風暴之後，探討財務危機公司與董監

事質押的相關性，以及董監事質押比率與公司經營績效的關係，並未有一定的結

論。Chen and Hu(2001)在其分析性研究中推導出對投資機會較多的企業而言，董

監事股權質押行為會增加公司風險，在經濟景氣好的時候，控制股東的個人質押

與公司績效呈正相關，但在經濟景氣差的時候，則呈現負相關。高蘭芬與邱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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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發現，當公司董監事持股質押比率愈高，公司盈餘資訊與股價變動的相關

性愈低，由於董監事持股質押行為加深控制股東與外部股東之間的代理問題，造

成當期盈餘對未來經營績效的預測力下降，加上董監事有可能因此其盈餘管理的

誘因增強，降低了財務報導的可信度，以上均造成盈餘資訊與股票報酬的相關性

降低。此外，作者也發現在虧損公司及股價表現不佳的公司其潛在代理問題較鮮

明，故董監事持股質押對盈餘資訊與股票報酬相關性有弱化的效果，此現象在虧

損公司及股價表現不佳公司也較嚴重，最後作者總結因董監事持股質押所帶來的

代理問題，對公司績效有顯著負面的影響。 

 

四、董事長兼任總經理 

    董事會之主要功能之一即為監督管理者的執行績效。若董事長兼任總經理，

則監督者與執行者為同一人之情況，可能會發生缺乏獨立性的情況而影響董事會

監督之機制。Patton and Baker(1987)認為若總經理具有雙重角色，會因自身利益，

而干擾董事會議事之進行。Anderson and Anthony(1986)認為當董事長兼任總經理

時，容易造成董事會在執行監督功能時，失去中立的立場，但若從另一個角度觀

之，董事長兼任總經理可因權利集中，使經營效率得以提升，和消除資訊不對稱

之情形。Rechner and Dalton(1991)以經營績效的觀點，認為採兼任之企業其績效

較佳，而Daily and Dalton(1994)則認為破產企業較非破產企業傾向採用兼任制

度。Brickley and Cloes(1997)以737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當董事長與總經

理不同ㄧ人時所產生的成本將大於利益，而在現金流量方面，董事長與總經理不

同ㄧ人時比同ㄧ人時低。陳錦村與葉雅薰(2002)研究發現，不論單就股權結構，

或同時考量股權與債權結構，董事長兼任總經理均會助長盈餘管理的行為。江向

才與何里仁(2003)就公司治理的獨立性與問責性而言，研究結果顯示董事長兼任

總經理確實會影響董事會的獨立性和問責性，進而影響公司治理的監督績效，支

持Fama and Jensen(1983)認為可藉由將決策管理與決策控制(核准與監督)分離來

解決代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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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金成本相關文獻 

一、權益資金成本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FASB)在企

業報告研究計劃(2001)中指出，資訊揭露的主要效益在於可幫助投資人妥善運用

其資金；幫助公司降低資金成本，並改善與投資人之間的關係，增進彼此的互信；

減少買賣價差，增加股票市場的流動性；亦可以幫助公司制訂更佳的轉投資決

策；對於整體經濟而言，則可以使資金作更有效率的分配，亦可以增進資本市場

的流動。Amihud and Mendelson(1986)主張資訊之不對稱與不確定性造成了買賣

價差，而買賣價差的加大則使交易成本提高，投資人為彌補買賣價差造成的交易

成本，將會提高權益資金成本。而資訊揭露可以減少買賣價差，進而減少權益資

金成本。Diamond and Verrecchia(1991)認為增加企業相關資訊的揭露，可提高投

資人對該公司股票的需求，股價因此得到推升的力量，則權益資金成本則會下

降。Elliot and Jacobson(1994)認為企業資金成本有3個決定因素，主要是無風險利

率(risk-free rate of return)、經濟風險溢酬(economic risk premium)、資訊風險溢酬

(information risk premium)。資訊風險溢酬指的是投資人或債權人在缺乏充分資訊

的情況下，進行交易所要求的補償。其他條件不變，資訊揭露程度愈高，投資人

或債權人愈瞭解投資所涉及之經濟風險要求之資訊風險溢酬便會減少，資金提供

者要求報酬率下降實則代表著企業之資金成本獲得減輕。然而，資訊揭露僅會減

少資訊風險溢酬，而非經濟風險溢酬。企業所揭露之資訊包括正面消息與負面消

息，當負面消息被釋放，資金提供者所要求之經濟風險溢酬增加，故導致企業之

資金成本上升，壞消息的公諸於世與資訊風險溢酬並無關聯。 

Botosan(1997)以美國在1990年機械產業(machinery industry)中122家企業為

研究對象，探討年報自願揭露程度(disclosure level)與權益資金成本間之關係。實

證結果發現，較少證券分析師追蹤(follow)的企業，年報揭露程度越高，其權益

資金成本越低，而兩者的關係為年報揭露指數每增加1單位，權益資金成本大約

下降28個百分點。相較而言，在較多分析師追蹤的企業，此種關係則不存在。對

於吸引較多分析師追蹤、注意的企業而言，由於部分關於企業之資訊已經透過分

析師散佈到市場中，故若單以年報揭露程度作為企業整體揭露程度之代理變數，

說服力可能較為薄弱，致使年報揭露程度與權益資金成本間之關係並不顯著。反

觀較少分析師關心的企業，由於從證券分析師處所釋放之資訊有限，故年報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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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對外溝通之過程中，便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因此年報揭露程度與權益資金

成本間存有顯著的反向關係。Botosan and Plumlee(2002)再度針對資訊揭露程度

與權益資金成本之關係加以探討，結果發現權益資金成本隨著資訊揭露程度之提

高而下降，但卻隨及時性資訊揭露程度之提高而增加。對於此一違反理論之實證

結果，作者認為可能是及時性的揭露反而增加了股價的波動程度，而造成了資金

成本的上漲。陳世崇(2002)探討企業的財務結構決策是否攸關市場價值，實證結

果發現，財務結構與平均資金成本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故實證結果並不支持

M-M的槓桿無關論。相對於平均資金成本而言，權益資金成本與股價報酬呈現顯

著的負向關係，且具有較高的解釋力，這個結果強調了權益資金成本在解釋股價

報酬上的重要性。林欣怡(2003)針對資訊透明度與權益資金成本之關係探討，發

現於S&P 500宣告前後財務資訊透明度與權益資金成本關係由正相關轉為負相

關，表示S&P 500之研究報告幫助市場投資人修正並降低樣本公司要求報酬率，

與Healy、Hutton and Palepu(1999)發現資訊透明度持續明顯提高，可幫助投資人

修正錯誤評價的股價報酬結論相符，卻隱含台灣市場投資人尚無法由企業公開資

訊自行判斷資訊透明度之高低，需藉助相當具有公信力之評等單位提供相關資訊

後，才能正確評價高透明度公司，也顯現出台灣投資人對資訊揭露評鑑機構之需

求。徐裕欽(2003)以我國上市公司董監事會特性與權益資金成本之關聯性作研究

分析，實證結果發現董監事會成員持股比率與企業權益資金成本未呈顯著反向關

係、董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比率與企業權益資金成本呈顯著正向關係及企業聘任

獨立董監事與其權益資金成本不呈顯著反向關係。 

 

二、債務資金成本 

    Petersen and Rajan(1994)利用中小企業資料探討銀行與企業往來之關係，研

究發現，若企業與銀行往來關係愈密切，獲得愈多的信用額度，則會多使用低成

本的貸款，少使用高成本的商業信用，而且當企業的借款愈集中、經營年限愈長，

企業的借款利率就愈低，若借款企業與多家金融機構往來，則銀行需花費監督成

本，則貸款利率會較高。作者認為在一個資訊完美的資本市場，若企業投資計畫

能產生正的淨現值，該計劃應該可以順利得到融資，但實務上卻因為資訊不對

稱、代理成本等因素，公司不一定能順利獲取所需資金。Blackwell and Winters 

(1997)取得174家不同的私人小企業貸款契約的內容，研究借貸關係與銀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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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的效果，其認為銀行關係是有價值的，因為企業可以藉由與某一個銀行建立

並維持良好的關係，以順利的與銀行完成貸款的交易，減少銀行對該企業的監

督，最後收取較低的利率，使企業能夠降低融資的成本。實證結果發現貸款的利

率與銀行審查貸款執行的頻率有正相關，且企業和銀行之間有較長的借貸關係，

銀行對公司的審查頻率會減少，對其較注重借貸關係的公司收取較低的利率。 

D’Auria, Foglia and Reedtz(1999)利用義大利銀行資料進行實證研究，認為借貸關

係可讓借款人較易獲得借款，但對利率的影響卻無法達成一致的結論，故作者以

利率加碼為因變數，探討借貸關係對利率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若企業愈集中

向某一銀行借款，則利率愈低，然若金融市場愈競爭，則利率亦會下降。汪淑媛

(1996)從授信制度與客戶利潤貢獻兩個觀點，探討銀行授信業務之道德危機與逆

選擇行為，研究發現銀行於承作信用貸款案件時，並未合理地重視信用評分制

度，對於信用評分較佳的小型公司，則甚為重視。在投資機會與舉債依賴度方面，

實證顯示當公司欲進行重大投資計劃或舉債集中度甚高時，其將有助提高貸款金

額。另外，當公司經營年數愈長或資產規模愈大時，愈有助於降低貸款利差及信

用貸款金額，且當小型公司之董監事持股比例愈高時，其公司價值將隨之上升，

俾有效增加其信用貸款金額，但如此特質則未能降低信用貸款利差。陳盈樺(2000)

利用國內175家上市公司，透過問卷調查與實證分析了解國內銀行與企業是否存

在有主力銀行關係，進而探討此關係存在是否有利於借貸雙方。研究發現台灣企

業與銀行維持一定的主力銀行關係，維持主力銀行關係有利借貸雙方，但當企業

有財務危機時，銀行大多採取保守的態度以避免損失擴大。另外，企業與銀行往

來的期間愈久，銀行給予貸款的信用額度愈大，而企業營運狀況愈佳、與銀行往

來關係愈久，則借款利率愈低。 

Sengupta(1998)以1987年至1991年間曾發行公司債進行融資的公司為樣本，

探討揭露的品質是否能降低公司債之資金成本，且其資金成本有二種選擇，其一

是新發行債券的到期殖利率，其二是新發行債券的總利息成本。實證結果顯示，

揭露水準的提高可以降低負債資金成本，且當企業具有高度市場不確定性時，揭

露水準與公司債資金成本間的反向關係會更為強烈。Ahmed et al.(2000)以1993至

1998年，從1998 Annual Industrial Compustat選取樣本公司，針對會計保守原則與

企業債務資金成本做分析，研究發現採用較為保守會計準則的企業，有助於減輕

投資人與債權人對股利政策的衝突，而且其所舉債的資金成本也會顯著地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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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tman and Fortin(2003)以1977至1988年新上市公司為樣本，資料則從Security 

Data Corporation選取，針對新上市公司之會計師的選擇與其債務資金成本間關係

做研究，發現新上市公司藉由聘任六大會計師事務所(Big Six)查核，因為會計師

事務所的聲譽會加強財務報導的可靠性，所以會降低其成立時向金融機構舉債的

資金成本。Anderson, Mansi and Reeb(2004)從S&P 500中選取252家公司，共得

1052個觀察值，對董事會特性與債務資金成本作分析，發現債務資金成本與董事

會的獨立程度與董事會的規模呈顯著的反向關係。郭敏華(1996)研究資訊不對稱

對負債資金成本的影響，發現資訊不對稱本身與衍生的代理問題，會影響貸款人

蒐集資訊的成本與對借款人違約風險的評估，而最後中將反映在借款人的負債資

金成本上。作者以國內銀行借款情形進行實證，結果發現資訊不對稱將使貸款人

的認知風險高於完全資訊時真實的風險，因而使借款人的負債資金成本上升。蔡

其諭(2002)針對資訊揭露與公司債資金成本關係作探討，實證結果顯示，發行具

轉換條款公司債之公司與發行不具轉換條款公司債之公司，其資訊揭露對負債資

金成本影響顯著較低，即驗證設有轉換條款或擔保條款之公司債將因為債券本身

的代理成本下降，而削弱資訊揭露對公司債殖利率的影響。換言之，若公司債屬

於普通公司債或無擔保公司債時，資訊揭露對公司債之殖利率影響更大。因此對

於有意發行無擔保公司債或普通公司債的企業而言，資訊揭露將更能降低其負債

資金成本。廖聖慧(2003)對公司治理與負債資金成本之間的關係作探討，研究結

果發現，解釋變數中，董監持股比、機構持股比及董事長兼任總經理方向不僅與

預期相同，結果也顯著，而公司之揭露程度方向雖與預期相同，但不顯著。作者

認為可能原因為公司治理為近年來才開始重視的議題，且通常是股東比較會在意

公司的公司治理好壞，債權人可能還未意識到公司之公司治理好壞影響該公司甚

大，其在考慮是否將資金貸予公司時，可能還未將公司之公司治理好壞因素考慮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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