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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探討與文獻回顧 

根據第一章的研究主題，本章在第一節先定義財務危機；第二節對

『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的成因作描述，說明本研究如何將財務危機再

分類；第三節探討以往財務危機文獻；第四節介紹與財務危機相關的變

數。茲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財務危機的定義  

許多研究對於財務危機定義見解不一，下列則針對國內外學者以及

台灣經濟新報（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 Bank, 簡稱 TEJ 資料庫 )

之觀點來說明財務危機的定義。   

一、國內外學者對財務危機之定義  

1. Beaver (1968)  

    其主張當一家公司無法償還到期負債之義務時即屬失敗，並將財務

危機定義為下列情形：  

(1) 發生鉅額銀行帳戶透支  (overdrawing bank account)。  

(2) 未支付特別股股利  (nonpayment of preferred stock dividends)。  

(3) 公司債券違約  (bond default)。  

(4) 破產宣告  (bankruptcy)。  

2. Altman (1968) 

    符合依照美國破產法第 10 章  (Chapter X of National Bankruptcy 

Act) 提出破產之宣告。  

3. Ohlso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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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破產的定義是根據法律來判斷  (definition is purely 

legalistic) ，即符合美國破產法第 10 章與第 11 章  (Chapter XI) 為認定

標準。  

4. Zmijewski(1984) 

   申請破產者  (filed a bankruptcy petition) 即稱之為失敗。  

5. Shumway (2001) 

於 Dictionary of Obsolete Securities 中找出自紐約證券交易所或美

國證券交易所中所除名  (delist) 的公司，而其公司在 5 年內以任何形式

宣告破產即算財務危機。  

6. 陳肇榮  (民國七十二年 ) 

認為公司若是短期債務償付困難而危害到公司生存，即發生財務危

機。又把公司失敗的過程分為下列三階段：  

(1) 財務危機階段：資金不足、周轉困難及債務拖延。  

(2) 財務失調階段：暫時性週轉不靈、支票退票及債務違約。  

(3) 破產倒閉階段：負債大於資產，喪失償債能力。   

7. 鄭國瑞  (民國九十一年 ) 

    參考財政部民國八十六年 2 月 16 日之台財融字 832292834 號函，

符合  (1) 至  (3) 條件之一之公司即發生財務危機：  

    (1) 凡貸款金額逾約定期限三個月以上而未辦理轉期或歸還者。  

    (2) 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逾六個月未按期攤還者。  

    (3) 貸款利息超過六個月未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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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以上條件之一者視為逾期放款  

    (4) 對借款人採取訴訟程序、強制執行則不受前述三個月到六個月

的限制。       

    (5) 逾期放款戶經法院裁定公司重整、和解、協議分期償還、企業

申請紓困，經銀行團同意展期或變更貸放條件者，不列入逾放。 

 

二、TEJ 資料庫對財務危機的定義   

    依照 TEJ 資料庫之財務危機定義區分為兩種情形：一則為財務危

機，即發生「跳票擠兌」、「倒閉破產」、「掏空挪用」、「紓困求援」、

「重整」、「接管」、「暫停交易」、「銀行緊縮銀根」、「全額下市」、

「財務吃緊停工」、「景氣不佳停工」及「董事長跳票」等；二為準財

務危機，即「市場違約交割」、「股價暴跌」、「董事長之外的董監事

跳票」、「關係人發生財務危機」或「謠傳危機」。  

    本研究對於財務危機之定義，係以該公司被分類為「全額交割股」

或「下市」（孰者為先）為主，並以 TEJ 資料庫之對財務危機定義（財

務危機與準財務危機）  為輔。若一家公司先被歸類為全額交割股，進

而下市，則其財務危機發生時點是在被歸類為全額交割股當時；若直接

下市，則其危機時點就是下市當時。但有許多公司雖然沒有變更為「全

額交割股」或「下市」，但是 TEJ 資料庫卻指明發生財務危機  (財務危

機與準財務危機 ) ，故此類公司也符合本研究對於財務危機之定義。採

取此種廣義定義作法之優點係「全額交割股」或「下市」為發生財務危

機之後股票交易方式之變更  (結果 ) ，並不能以此來代表公司是否發生

財務危機本身，故加入 TEJ 資料庫額外指明發生財務危機之公司應為較

周全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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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不善的成因  

本研究將『經營不善型的財務危機』公司歸納為：受到資金分配與

調度、人才招募、行銷策略、管理技巧、市場潮流變化、競爭、應對策

略等因素，而導致無法繼續生存的公司。以下是經營不善的成因：  

1、資金短缺  

    低估財務上的需要，財務預算有缺失，同時在營運或生產上也無法

有效運用資金，因此難以創造盈餘。  

    許多人在創業之初並沒有考慮到流動資金的重要性，所以在沒有足

夠的流動資金的前提下就貿然創業。殊不知，很多人在創業後經營不是

很順利的時候，需要堅守一段日子的時候，就因為沒有充足的流動資金

而不得不提前關門。如果創業者在創業時沒有充足的流動資金以維持半

年以上的運作，最好不要輕易去創業。  

    而且資金短缺與財務危機會惡性循環，當資金越短缺時，越容易發

生『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發生『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也會產生

資金短缺。  

2、市場資訊不足  

    包括不是真正瞭解潛在市場的需求量，錯誤預估佔有率，對銷售管

道和競爭對手的情況瞭解不清等。許多創業者並不去瞭解競爭對手的經

營運作情況，也不去仔細分析競爭對手的經營策略，不清楚對手下一步

將有什麼措施和手段來對付自己。特別是不去分析雙方的優劣所在，一

味憑自己的感覺行事，到頭來往往吃盡苦頭。  

3、不良產品太多或不良率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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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不良產品太多，或者不良率太高，成本和損耗都過大，加上創

業之初產品也缺乏知名度，因而導致產品滯銷，造成大量庫存囤積。  

4、錯誤的策略  

    不當的企業價值觀、無效的經營管理及銷售策略、對競爭者估計錯

誤等等，這包括創業理念與競爭策略的錯誤，由於這些策略關係到一個

企業的生死存亡，因此，這也是導致失敗的最重要的主因。一旦創業者

發生較大的錯誤或事變時，也往往欠缺應對經驗和解決辦法。因此，對

於初次創業者來說，一個錯誤的策略就可能是致命的。  

5、產品淘汰率太快速  

    如果產品的生命週期太短，又或者生產出來的產品不合潮流，產品

面世不久就遭到淘汰命運，這種不合潮流容易被淘汰的產品，在創業之

後，短期內就很可能遭到失敗的命運。  

    通常針對年輕人的流行產品一般都是壽命很短的，創業者一定要摸

清這個規律，當某個流行產品大行其道的時候，再去投資想分一杯羹時

就要特別小心，可能當新產品上市之時，也就是該產品不再流行之時。 

6、管理不當  

    創業者管理經驗不足，朝令夕改，常常在錯誤中學習，但卻耗費了公司的許

多資源，無法建立一套合理、具彈性與有效率的制度。比如用人不當，造成不必

要的內耗；比如財務制度有漏洞，讓員工有損公肥私的機會；比如不重視安全生

產，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事故等。 

    綜合以上所述經營不善成因，本研究將樣本公司歸類為六種經營不善原因，

整理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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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本研究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公司分類表 

經營不善的原因 百分比 

1、資金短缺 36.94% 

2、市場資訊不足 27.39% 

3、不良產品太多或不良率太高 3.82% 

4、錯誤的策略 9.55% 

5、產品淘汰率太快速 3.18% 

6、管理不當 7.64% 

合計 100.00% 

 

第三節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的文獻探討  

運用財務比率來預測企業經營成敗之研究於 1930 年代由 Smith and 

Winkor（1930、1935）首創，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之久，有許多的學者

相繼的投入這方面的研究，使得企業財務危機預警模式的發展有相當大

進展，構建模式之統計方法由 Beaver（1966）的單變量分析法、Altman

（1968）的多變量分析法、到近期的迴歸分析法（包括 Ohlson（1980）

的 Logit 模式及 Zmijewski （1984）的 Probit 模式），一直不斷地在

改進，不僅提高了財務危機預警模式的預測能力，也減少了構建預警模

式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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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財務因素為主的傳統企業財務危機預警模式相關研究中，除了

統計方法上的改進之外，對於所採用的財務因素資料也做了一些改進，

例如：Altman（1968）認為傳統上只使用財務比率來預測企業破產的可

能性並不夠嚴謹，而各個比率間有時會有互相矛盾的情形，或是各個比

率之重要性沒有加以分別，所以 Altman 利用區別分析由 22 項財務比

率中，共區分成五大類具有預測能力的財務比率，用以構成一條類似迴

歸方程式的區別函數來作為企業的預警模式。  

Platt and Platt（1990）及石月華（1993）均認為在建立企業財務危

機預警制度時，因為樣本多數來自各個不同產業，而產業間的差異使得

各樣本公司的財務比率也會有很大的差異，所以將公司的財務比率轉換

成產業相對財務比率（公司財務比率／產業平均財務比率），藉以消除

各公司來自不同產業其財務比率差異性的問題，使得財務比率變得較為

穩定。而實證結果發現：產業效果確實存在，而以產業相對財務比率為

自變數的預測模式，其準確率確實明顯高於以公司原始財務比率為自變

數的模式之預測準確率。  

此外，黃宏志（1993）及郝旭烈（1994）比較採用與不採用因素分

析建立信用評估模型，以了解採用不同的方式所企業財務危機預警模式

之研究建立之模式何種最佳。在黃宏志的研究中是以不採用因素分析的

模式優於採用因素分析的模式，而在郝旭烈的研究中則是以採用因素分

析的模式優於不採用因素分析的模式，這實證結果之差異可能是與研究

樣本資料不同或是總體環境差異有關，因此在構建預警模式時，可以先

採用不同的方式構建，再經比較其預測能力之準確率高低及穩定性後，

選出較佳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式。  

有許多研究針對財務危機之定義通常都是以全額交割或下市，但是

這是站在法人之觀點來認定，就台灣股市之投資環境，散戶也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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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率，除此之外，當公司被主管機關列為變更交易方式時方裁定其為

財務危機公司，即已失去時效性，因為公司早已出現極大之經營問題，

故 TEJ 將財務危機分為兩大定義，包括準財務危機及財務危機，其中準

財務危機是指已經確定會發生財務危機之公司，例如：跳票擠兌、倒閉

破產、掏空挪用、紓困求援、重整、接管、暫停交易、銀行緊縮、全額

下市、財務吃緊停工、景氣不佳停工、董事長跳票皆是，而財務危機公

司則是指並未確定發生財務危機，例如：市場違約交割、股價暴跌、董

事長之外之董監事跳票、關係人交易發生財務危機、謠傳危機。  

楊浚泓（2001）延續了 TEJ 的觀點將財務危機之定義認定為發生接

管、暫停交易、紓困求援、掏空挪用、跳票擠兌、董事長跳票、銀行緊

縮、嚴重虧損及重整，其選取樣本研究期間為 1990-2000 年間，採 1：1

之配對方式選取 64 家財務危機公司及 64 家正常公司，除了加入傳統之

財務比率作變數外，另外加入財務操作指標，並以合併報表替代一般報

表，研究結果顯示大股東質押比率具有顯著預測能力，除此之外，以類

神經網路預測模式取代分對數模式之正確率由 90.625﹪提昇至 93.75

﹪，而若以合併報表取代一般性報表，則正確區別率由 68.42﹪提昇至

76.31﹪。  

其後，Lau(1987)也提出類似的觀點，將財務危機發生過程區分為不

發放或減少發放股利幅度達 40%以上、無力償還債務或貸款、受破產法

第十章及第十一章管束及破產與清算四大階段，分別對財務彈性、財務

趨勢及目前公司之財務狀況等相關變數進行分析，並分別對 Beaver

（1966）、Altman（1968）及 Ohlson（1980）等代表文獻分析各模式之

正確率，而 Lau(1987)以原始樣本下之危機前一年至前三年的整體正確

區別率分別為 96﹪、92﹪及 90﹪，而以保留樣本驗證預測模型正確性

在危機發生前一年至前三年分別為 80﹪、79﹪及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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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林基煌（1999）指出公司財務危機發生除了因外在不可控制因素

（例如：整體經濟景氣之外），還包括內在可控制因素（例如：企業經

營績效等），因此其研究針對內在因素將財務危機分為三階段，分別為

因資金不足導致周轉不靈，因此須向銀行或債權人要求延期償付債務之

財務危機階段；而第二階段是當發生債務違約或支票退票時則列為財務

失調階段，前兩階段泛指當公司發生技術性違約，但公司之資產仍有償

還債務之能力；第三階段為當公司之資產已經無法負荷負債時之破產階

段，並以流動性、結構性、週轉性及獲利性之相關財務比率進行分析，

結果發現當流動資產快速的大幅下降、應收帳款或存款劇烈變動、以高

利率借貸現金、管理者挪用資金或資本支出大幅減少，而當危機分數小

於 1.81 時則破產機率相當高，而危機分數大於 3 則發生破產機率相當

低。  

 

第四節  常用於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中變數說明  

一、公司治理變數 

本研究公司治理變數取自國內外文獻中常被使用，且本研究認為適用者。以

下就各公司治理變數分別說明。 

1. 董監席次 

Agrawal及Knoeber（1996）等文獻以董事會規模及監察人數，來衡量美國公

司董監的監督力量。董事會的責任是善盡指引公司策略、有效監督管理者之責，

而台灣的監察人可以個人行使職權監督董事會，引此本研究推論，當董監人數越

多，最大股東越無法控制整個公司。 

2. 董監持股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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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 and Meckling（1976）之利益收敛假說(convergence of interest），發

現董監事成員總持股比例愈高，越有意願去監督管理者之行為，代理問題趨於緩

和。然而羅陽春（2001）分析董監事改選案例時，卻得到不同之結論，研究發現

董事持股比例愈低，在董監改選前操縱財務報表數字之情形愈嚴重，此一結論符

合Jensen and Ruback（1983）之掠奪性假說（entrenchment hypothesis），董監事

雖持股比例不高，基於自身職位的安全考量，反而愈會進行監督管理者的行為。 

3. 大股東持股比率 

大股東持股比率高，代表公司股權集中在特定人手中，故有可能因為掌握公

司決定權而從事有利於大股東而危害公司及其他小股東利益之決策，故發生財務

危機之機率會提升。 

4. 法人持股比率 

在外部監督力方面，機構投資人一般被認為是最具有專業監督功能。Straks

（2000）認為機構投資人藉由取得董事會席次達成監控目的，當公司高階主管並

未盡其應盡之責任，機構投資人可通過投票去導正公司之行為。另外，當公司的

國外機構持股比率越高，本研究預期這些專業機構會認真蒐集資訊來調節持股，

因此對公司會形成市場監督的力量。 

6. 現金流量權 

如果控制股東真正出資比率越高，私人財富與公司價值的關聯程度越大，會

產生『正誘因效果』，也就是當公司賺越多錢或者股價增值越多時，控制股東可

分享的利潤比率也就越高。但是如果控制股東的真正出資比率較低，透過本身所

控制的其他公司的資金來購買公司股票，控制股東就可以減少投入自己的財富，

而增加公司股東大會的投票權，掌握控制決策。除此之外，控制股東還會利用家

族成員進入董事會，造成雖然公司的經營績效與控制股東家族財富的關聯性已經

降低，但是還是能透控制董事會來決定公司資金使用的情形。此時控制股東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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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不在禍福與共，卻還是掌控著公司的重大決策，這時傷害公司價值的掏空事件

會逐漸顯現出來，及『負侵佔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設當控制股東對公司的真

正出資比率（現金流量權1）越高，則他們對公司盈餘分配比率越大，使其本身

與公司價值關聯性越高，因此發生掏空事件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就越低。 

7. 股份盈餘偏離差 

La Porta等人（1999）、Claessens等人（2000）與Faccio和Lang（2000）皆發

現控制股東通常會透過以下手段來增加他們在股東大會所握有的投票權：（1）

交叉持股，即集團內的交叉持股，或者利用上市公司資金成立投資公司，再買回

母公司股權。（2）金字塔結構，即透過集團化的發展，利用一家上市公司，進

行轉投資其他上市公司。而控制股東所擁有的投票權，包括了他們真正出資比率

與透過交叉持股、金字塔結構所增加的部分，因此控制股東的投票權會大於或等

於其現金流量權。當控制股東現金流量權越來越小，主要係透過交叉持股或金字

塔結構來增加投票權時，則控制股東投票權偏離現金流量權幅度也就越大，股份

盈餘偏離差百分比2越高，使負侵佔效果越大，因此發生掏空事件導致財務危機

的可能性就越高。 

8. 席次控制權 

董監事的主要功能包括了檢查與指引公司策略及重大行動計畫、對高階管理

者與董事的人事規劃、監督管理者、董監事成員與股東之間可能的利益衝突、確

保公司財務報告系統的真實性，以及監督公司治理與資訊揭露的品質等。因此可

以透過分析控制股東對於董事會、監察人的安排，來瞭解控制股東掌握公司決策

的情形。如果控制股東注重董監事的品質，重視董事會、監察人的獨立性和專業

性，會傾向降低控制股東成員擔任董事、監察人的席位比率；而當控制股東成員

                                                 
1現金流量權（%）：又稱盈餘分配權，最終控制者之（直接盈餘分配權＋Σ各控制鏈之間持股率

乘積），不含家族之財團法人(基金會)及上市櫃公司之持股 

2股份盈餘偏離差百分比（%）：股份控制權－盈餘分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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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擔任董事、監察人時，便失去了制衡的力量，負侵佔效果的疑慮也將提高。

因此，本研究假設席次控制權3越高，發生掏空事件導致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就越

高。 

9. 董監質押比率 

Lee和Yeh（2001）指出，從1998年台灣發生的上市櫃公司財務危機事件中

發現，產生財務危機的大股東股權質押比率顯著高於正常公司。Yeh和Lee（2002）

認為，大股東（董監事、經理人與持股超過10%的大股東）股權質押比率越高，

其介入股的程度越深。董監質押比率（%）。因此，董監事、經理人及大股東股

權質押比率可用來衡量控制股東介入股市程度的指標，因為當他們介入股市時，

會將所持有的股權向金融機構抵押借款以取得更多資金。本研究假設董監質押比

率越高，發生掏空事件導致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就越高。 

10. 董監酬勞占稅前淨利 

在管理當局行為這個構面中，本研究預期當董事、監察人投入監督掏空事件

的心力越多，可領到越高的董監酬勞；再者，若公司聘請專業能力高、獨立性高

的董監事，比需支付較高的董監酬勞，因此本研究加入了董監酬勞占稅前淨利這

個變數。 

11. 關係人的進銷貨比率 

 雖然並非所有的關係人交易都會傷害公司價值，但葉銀華等人（2002）發現

有部分關係人交易會傷害公司績效，因此本研究假設當關係人的進銷貨比率越高

時，有可能是經由特異的安排，使發生美化營收或者挪用公司資產的掏空事件的

機率提高。 

12. 經理人擔任董監事百分比 

                                                 
3席次控制權，即（董監控制席次/董監事席次），董事會家族與內部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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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成員應獨立於管理階層，對公司事務進行客觀獨立的判斷，並也應該

投入夠的時間履行責任，確保董監事的品質。因此本研究假設當經理人擔任董監

事百分比越高，發生掏空事件導致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財務變數  

本研究財務變數取自國內外文獻中常被使用，且本研究認為適用者。以下就

各財務變數分別說明。 

（一）現金流量比 

1. 現金流量對銷售淨額比=
銷售淨額

當期現金流量  

此比率低，表示公司的銷售額無法產生足夠之現金，公司會增加因現金

不足而下市櫃的可能性。  

2. 現金流量對總資產比=
總資產

當期現金流量  

此比率低，表示本期公司的資產中可隨時動用的現金少，公司會增加因

現金不足而下市櫃的可能性。 

3. 現金流量對淨值比=
負債資產

當期現金流量

−
 

此比率低，表示公司的資產扣除負債後，現金比重不大，公司會增加因

現金不足而下市櫃的可能性。 

4. 現金流量對總負債比=
總負債

當期現金流量  

該比率顯示以目前來自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償付負債之程度。此比率

低，表示公司內部無法產生足夠之現金以支付公司負債，公司因為面臨償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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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增加下市櫃的可能性。 

5. 來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對總負債比=
總負債

量來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   

Ohlson (1980)提出由營業活動而來之現金流量對總負債比率會影響公

司破產機率，該比率顯示以目前來自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償付負債之程度。

此比率低，表示公司內部無法產生足夠之現金以支付公司負債，公司因為面

臨償債問題而增加下市櫃的可能性。  

6. 來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對總資產比=
總資產

量來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  

此比率低，表示公司內部產生的現金占總資產比重很小，增加公司因為

面臨償債問題而下市櫃的可能性。 

6. 現金流量比率=
流動負債

量來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  

    該比率顯示以目前來自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償付負債之程度。此比率

低，表示公司內部無法產生足夠之現金以支付公司負債，公司因為面臨償債

問題而增加下市櫃的可能性。 

（二） 淨利比 

1. 總資產報酬率=
平均總資產

稅後息前淨利   

衡量公司創造利潤之能力。公司透過理財與投資行為獲得之經濟資源乃

為公司之總資產，故總資產所創造之利潤也包括公司透過理財策略所獲得之

報酬，故需考量公司所支付的利息淨額。當比率低，顯示公司資產獲利能力

不佳，因此公司下市櫃可能性將會提高。  

2. 淨利對淨值比=
負債資產

淨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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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比率低，顯示公司淨資產短期獲利能力不佳，因此公司下市櫃可能性

將會提高。 

3. 淨利對總負債比=
總負債

淨利  

當比率低，顯示公司短期獲利能力無法償還總負債，因此公司下市櫃可

能性將會提高。 

（三） 負債對總資產比 

1. 流動負債對總資產比=
總資產

流動負債  

    短期內需償還的外來資金占總資產之比率越高，代表企業受到債務契約

及還債壓力較急且大，而增加公司下市櫃之可能性。 

2. 長期負債對總資產比=
總資產

長期負債  

長期需償還的外來資金占總資產之比率越高，代表企業受到債務契約及

還債壓力雖然緩但還是大，增加公司下市櫃之可能性。 

3. 負債比率=
總資產

總負債  

Ohlson (1980)、Zmijewski (1984)均以負債比率來衡量公司破產之機率，

負債比率即外來資金占總資產之比率，當此一比率越高，代表外來資金比率

越高，則企業受到債務契約及還債壓力較大，而增加公司下市櫃之可能性。 

（四） 資產對總資產比 

1. 現金對資產比=
總資產

現金  

此比率低，表示公司的資產中可隨時動用的現金少，公司會增加因現金

不足而下市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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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速動資產對總資產比=
總資產

預付款存貨流動資產 −−  

此比率低，表示公司的資產中可隨時變現的資產少，公司會增加因變現

不易而下市櫃的可能性。 

3. 流動資產對總資產比=
總資產

流動資產  

此比率低，表示公司的資產中可盡快變現的資產少，公司會增加因變現

不易而下市櫃的可能性。 

4. 淨值對資產比=
總資產

流動負債流動資產−  

Altman (1968)認為營運資金對總資產比率會影響公司破產機率，該比率

已考慮公司流動性及公司規模，為衡量公司淨流動資產相對於總資產之比

率。Altman 指出當公司持續發生虧損，將使該比率下降。且認為在短期償

債能力之衡量指標中，營運資金對總資產比率較流動比率、速動比率適合評

估公司破產可能性。當比率越低，代表企業流動性低，則企業短期償債能力

不佳，因此增加公司下市櫃的可能性。 

5. 保留盈餘對總資產比=
總資產

保留盈餘   

Altman (1968)提出保留盈餘對總資產比率會影響公司破產機率，該比率

考慮公司長期獲利能力及成立年數。就公司長期獲利能力而言，保留盈餘為

一公司在其存續期間中可再投資之盈餘或損失金額，因此，保留盈餘為企業

之累積獲利能力。該比率亦考慮公司成立年數，因為成立年數較短之公司較

沒有足夠時間來累積其保留盈餘，故比率較低。因此，在其他情況不變下，

成立年數較短公司，預期有較高下市櫃機率。Altman (1993)指出約有 47﹪

破產公司，其成立年數未滿 5 年，因此公司剛成立初期，發生破產機率較高。

當比率低，顯示公司長期獲利能力不佳或成立年數較短，因此公司下市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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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將會提高。 

（五） 流動資產對負債比 

1. 現金對流動資產比=
流動資產

現金  

    此比率低，表示流動資產中可隨時應急的現金少，會增加公司下市櫃的

可能性。 

2. 速動資產對流動負債比=
流動負債

預付款存貨流動資產 −−  

此比率低，表示流動資產中可及時變現的資產少，會增加公司下市櫃的

可能性。 

3. 流動比率=
流動負債

流動資產   

流動比率即流動資產可抵償流動負債之程度，當比率越低，代表企業流

動性低，短期償債能力不佳。Zmijewski (1984)認為流動比率會影響公司破

產機率，缺乏流動性，將迫使企業不得不出售長期投資或固定資產支應，勢

將影響公司正常營運，甚至破產倒閉，因此增加公司下市櫃的可能性。 

4. 權益市價對總負債比=
總負債

年底在外流通股數年底股價×   

Altman (1968)認為權益市價對總負債比率會影響公司破產機率，而其倒

數可衡量企業之財務槓桿。權益市價對總負債比率為衡量負債超過資產而企

業無力償還之前，公司可承受資產價值降低之程度。當此比率低，表示公司

權益市價相對於總負債較低，則企業可承受資產價值降低程度較小，即可能

面臨無力償還之問題，因而增加公司下市櫃之可能性。 

5. 流動資產對存貨比=
存貨

流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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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比率低，表示存貨占流動資產的比重大，由於存貨變現不易，因此發

生財務危機的機率就高。 

（六） 報酬率比 

1. 現金對銷售淨額比=
銷售淨額

現金  

    此比率低，表示銷貨時收現的比重小，就會有被倒帳的風險，發生財務

危機的機率就大。 

2. 應收帳款對銷售淨額比=
銷售淨額

應收帳款  

    此比率高，表示銷貨時收現的比重小，賒銷越多，就越有被倒帳的方顯，

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就大。 

3. 存貨對銷售淨額比=
銷售淨額

存貨  

一般而言，存貨越低，公司資金壓力越小；銷售淨額越高，公司壓力也

越小，故此比率越低，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越低。 

4. 速動資產對銷售淨額比=
銷售淨額

預付款存貨流動資產 −−  

    此比率低，代表銷售淨額很高，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越低。 

5. 流動資產對銷售淨額比=
銷售淨額

流動資產  

    此比率低，代表銷售淨額很高，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越低。 

6. 淨值週轉率=
平均淨值

營業收入淨額  

表示公司自有資金的投入可獲得之銷貨收入，若比率越高表示

資金獲得越有效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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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資產對銷售淨額比=
銷售淨額

總資產  

此比率低，代表銷售淨額很高，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越低。 

8. 應收帳款週轉率=
平均應收票據貼現平均應收帳款及票據

營業收入淨額

+
 

應收帳款為企業因營業過程而產生之債權，此權利必須回收成

為現金後方有助於改善公司的流動性與償債能力。應收帳款回收期

長則代表應收帳款品質較差，亦即流動資產中雖記錄大量應收帳

款，但還是無法迅速變現故會降低流動性。  

9. 存貨週轉率=
平均存貨

營業成本  

存貨週轉率越高，代表公司平均存貨滯留於公司之天數越短，

即銷貨次數越多，故伴隨現金流入之增加。與前述應收帳款相同，

流動資產中之存貨若轉換成現金的速度減緩，公司之流動性則會惡

化。  

10. 固定資產週轉率=
平均固定資產

營業收入淨額   

此比率為衡量公司實際運用於經營行為的資產使用效率，比率

越高代表使用固定資產效率越高，可為公司帶來更多收入。  

（七） 獲利力 

1. 股東權益報酬率=
平均股東權益淨額

稅後淨利   

此比率代表公司營運整體結果之績效，通常越高，發生財務危

機的機率越低。  

2. 純益率=
銷貨淨額

稅後損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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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比率代表公司營運整體結果之績效，此比率較營業利益率多

考慮公司業外收支之獲利能力。  

3. 每股盈餘=
當年底加權平均股數

最近四季常續性利益和   

代表公司在某一會計期間每股所獲得之盈餘，每股盈餘越高，

代表獲利能力越強，本研究所選用常續性每股盈餘代替一般之每股

盈餘。  

4. 營業利益率=
當季底加權平均股數

最近四季常續性利益和  

營業利益代表公司在經常性營業行為上的獲利金額，故營業利

益率成為公司在本業經營上之利潤指標。  

（八） 公司一般結構 

1. 公司規模=總資產 

Palepu (1986)、Shumway (2001)以「公司規模」來預測公司破產機率，總

資產越多之公司，其擁有之資源越多，因此，當公司總資產越高，其所面臨

下市櫃機率越低。 

2. 上市櫃年數=財務困難公司從上市櫃至下市櫃（失敗事件）或研究截止

之年數 

    Chen and Lee (1993)、Shumway (2001)分別以「設立年數」與「上市櫃

年數」代理「公司年齡」，以預測公司破產機率。Shumway (2001)指出一家

公司要符合交易所規定上市要件，方能上市，因此公司剛上市時，這些公司

同質性高，亦即公司均有能力在資本市場籌措資金。然而公司剛成立時，可

能是小公司或大公司，其同質性低。Shumway認為就預測公司破產，以「上

市年數」較「設立年數」具經濟上的意義，因此本研究以上市櫃年數代理公



 25

司年齡。當公司上市櫃年數越久，其累積獲利能力及營運經驗相對較佳，故

預期公司上市櫃年數越久，其下市櫃的可能性較低。 

3. 會計師查核意見 

    若會計師出具標準式無保留意見，則表示公司財務報表允當表達，顯

示企業並無繼續經營之疑慮。因此，本研究預期收到此類意見書之財務困難

公司，較不會遭到下市櫃之命運。  

本研究參考國內外文獻選出三十九種比率，若該財務變數數值越高，財務危

機機率越高者，將其預期正負符號標為＋；若該財務變數數值越低，財務危機機

率越高者，將其預期正負符號標為─。整理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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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財務變數文獻探討彙總表 

財務變數 預期正負符號 參考文獻 

一、現金流量比   

  1. 現金流量對銷售淨額比 ─ Beaver（1966） 

2. 現金流量對總資產比 ─ Beaver（1966） 

3. 現金流量對淨值比 ─ Beaver（1966） 

4. 現金流量對總負債比 ─ Beaver（1966） 

Deakin（1972） 

Blum（1974） 

Altman（1985） 

5. 來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對總負債比 ─ Ohlson（1980） 

Singh（2002） 

Choi（2004） 

6. 來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對總資產比 ─ Chen and Lee (1993) 

7. 現金流量比率 ─ 林宛瑩、徐佩鈺（2001） 

Chen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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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變數 預期正負符號 參考文獻 

二、淨利比   

1. 總資產報酬率 ─ Beaver（1966） 

Altman（1968） 

Deakin（1972） 

Ohlson（1980） 

Zmijewski (1984) 

Altman（1985） 

Shumway (2001) 

林宛瑩、徐佩鈺（2001） 

Singh（2002） 

Choi（2004） 

  2. 淨利對淨值比 ─ Beaver（1966） 

  3. 淨利對總負債比 ─ Beaver（1966） 

三、負債對總資產比   

1. 流動負債對總資產比 ＋ Beaver（1966） 

  2. 長期負債對總資產比 ＋ Beaver（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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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變數 預期正負符號 參考文獻 

3. 負債比率 ＋ Beaver（1966） 

Altman（1968） 

Deakin（1972） 

Ohlson（1980） 

Zmijewski (1984) 

Shumway (2001) 

Singh（2002） 

Ioannidis（2003） 

Choi（2004） 

Cheng（2006） 

四、資產對總資產比   

1. 現金對資產比 ─ Beaver（1966） 

  2. 速動資產對總資產比 ─ Beaver（1966） 

  3. 流動資產對總資產比 ─ Beaver（1966） 

Deakin（1972） 

Altma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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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變數 預期正負符號 參考文獻 

  4. 淨值對資產比 ─ Beaver（1966） 

Altman（1968） 

Deakin（1972） 

Ohlson（1980） 

Chen and Lee (1993) 

Shumway (2001) 

Ioannidis（2003） 

Altman（2005） 

5. 保留盈餘對總資產比 ─ Altman（1968） 

Shumway (2001) 

沈中華、周培如（2004） 

Altman（2005） 

五、流動資產對負債比   

1. 現金對流動資產比 ─ Beaver（1966） 

Deakin（1972） 

  2. 速動資產對流動負債比 ─ Beaver（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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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變數 預期正負符號 參考文獻 

Singh（2002） 

Ioannidis（2003） 

Cheng（2006） 

3. 流動比率 ─ Beaver（1966） 

Altman（1968） 

Deakin（1972） 

Blum（1974） 

Ohlson（1980） 

Zmijewski (1984) 

Altman（1985） 

Shumway (2001) 

林宛瑩、徐佩鈺（2001） 

Ioannidis（2003） 

Singh（2002） 

Cheng（2006） 

4. 權益市價對總負債比 ─ Altman（1968） 

Blum（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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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變數 預期正負符號 參考文獻 

Chen and Lee (1993) 

Shumway (2001) 

葉銀華、李存修、邱郁茹（2002）

沈中華、周培如、（2004） 

Altman（2005） 

  5. 流動資產對存貨比 ─ Blum（1974） 

六、報酬率比   

1. 現金對銷售淨額比 ─ Beaver（1966） 

Deakin（1972） 

  2. 應收帳款對銷售淨額比 ＋ Beaver（1966） 

Cheng（2006） 

  3. 存貨對銷售淨額比 ＋ Beaver（1966） 

Cheng（2006） 

  4. 速動資產對銷售淨額比 ─ Beaver（1966） 

  5. 流動資產對銷售淨額比 ─ Beaver（1966） 

Deakin（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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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變數 預期正負符號 參考文獻 

  6. 淨值週轉率 ─ Beaver（1966） 

Deakin（1972） 

沈中華、周培如、（2004） 

  7. 總資產對銷售淨額比 ─ Beaver（1966） 

Shumway (2001) 

8. 應收帳款週轉率 ─ 林宛瑩、徐佩鈺（2001） 

Singh（2002） 

9. 存貨週轉率 ─ 林宛瑩、徐佩鈺（2001） 

10.固定資產週轉率 ─ 林宛瑩、徐佩鈺（2001） 

七、獲利力   

1. 股東權益報酬率 ─ 林宛瑩、徐佩鈺（2001） 

Cheng（2006） 

2. 純益率 ─ Beaver（1966） 

林宛瑩、徐佩鈺（2001） 

Singh（2002） 



 33

財務變數 預期正負符號 參考文獻 

3. 每股盈餘 ─ 林宛瑩、徐佩鈺（2001） 

  4. 營業利益率 ─ 林宛瑩、徐佩鈺（2001） 

Singh（2002） 

Choi（2004） 

八、公司一般結構   

1. 公司規模 ─ Altman（1985） 

Palepu (1986) 

Chen and Lee (1993) 

Shumway (2001) 

葉銀華、李存修、邱郁茹（2002）

Choi（2004） 

Altman（2005） 

2. 上市櫃年數 ─ Chen and Lee (1993) 

Shumway (2001) 

Altman（2005） 

3.會計師查核意見 ─ 吳清在、謝宛庭（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