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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以第一章的研究動機、目的及主題為核心概念，參考第二章的理論

探討及文獻回顧，本章將開始說明如何設計研究主題一：藉由公司治理

與財務資訊判斷企業的『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研究主題二：整合總資產報酬

率與公司治理資訊。本章第一節為研究假說，第二節為研究樣本與資料來

源，第三章為研究模型與解釋變數。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假說  

本研究為了判斷財務危機公司在何種條件下會屬於『經營不善型財務危

機』，同時考慮公司治理變數和財務資訊變數。 

如圖3-1所示，首先以橫列的公司治理機制來做判斷。當公司機制好時，不

一定會容易發生『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因此在假說推導時，本研究使用反推

法，也就是先看公司治理不好時。若公司治理機制不好，公司所有者無法監督公

司經營者，使經營者容易美化財務報表，公司狀況會比較不透明化，所以我們會

說，以公司治理機制欄而言，右邊公司治理機制不好時，發生『舞弊型財務危機』

的機率，會高於左邊公司治理機制好的欄位；反推此說法，可說左邊公司治理機

制好時，發生『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的機率，會高於右邊公司治理機制不好的

欄位。 

再看財務資訊欄位，在公司無意造假財務報表時，若公司經營狀況不佳時，

財務報表的也會真實反應出不好的資訊，故在下面財務資訊不好時，發生『經營

不善型財務危機』的機率，會高於上面財務資訊好的情況。 

故本研究建立了假說一： 

H1：當公司治理機制強，而財務狀況弱時，最有可能發生『經營不善而非掏空

型』財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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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假說一示意圖 

公司治理機制  

好 不好 

好  可能發生經營不善 經營不善可能性最低 財
務
資
訊 不好 最可能發生經營不善 可能發生經營不善 

 

在判斷出當公司治理好且財務資訊不好時，最容易發生『經營不善型財務危

機』後，本研究第二階段，選擇利用與企業存亡最關鍵的總資產報酬率，進一步

判斷財務危機對總資產報酬率的敏感度，是否會因為公司治理變數的加入，而有

更顯著的變動。一般而言，總資產報酬率與財務危機是呈現反向關係，當總資產

報酬率越高時，越不容易發生財務危機。本研究將探討總資產報酬率與財務危機

的反向關係，會因為公司治理變數的加入，而有更顯著的變動。 

假設二建立如下： 

H2：公司治理機制，會增強財務危機對財務狀況的敏感程度。 

 

第二節  研究樣本與資料來源  

本研究並非使用隨機抽樣或非隨機抽樣，而將樣本期間中發生財務

危機及其他屬於財務正常公司全部納入建立模型以求更精確之判斷能

力，避免選擇性基礎偏誤 (choice-based biases)及樣本選擇誤差  (sample 

selection bi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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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樣本期間為民國八十五年至民國九十四年底。研究樣本來自

TEJ 資料庫與公開資訊觀測站，先去除性質特殊之行業  (金融保險業與

證券業 )，再利用第二章第一節對於財務危機的定義，將被列為全額交割

或下市的上市櫃及興櫃公司，及雖然沒有全額交割或下市，但被 TEJ 列財務危

機或準財務危機的上市櫃及興櫃公司列為財務危機公司。  

而在區分『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及『掏空型財務危機』公司時，首先參考

TEJ對樣本公司的財務危機事件說明，若是直接被 TEJ註明是「掏空挪用」者，

本研究立即將該公司歸類在『掏空型財務危機』公司，若 TEJ 未註明，

或被 TEJ 註明為「掏空挪用」外的其他類別，如「跳票擠兌」、「倒閉

破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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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跳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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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財務危機公

司，則去查閱相關報導，判斷其為『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抑或是『掏

空型財務危機』。 4  

假說二的樣本公司不同於假說一，假說一的樣本公司為『經營不善

類型財務危機』公司 157 家對照『掏空型財務危機』公司 47 家；假說

二則以全部財務危機公司 204 家，對照財務正常公司共有 1,303 家。  

假說二的樣本公司不同於假說一是因為，假說一是觀察在某些條件

成立下，最有可能是哪種類型的財務危機，樣本皆為財務危機公司。  

但假說二是用全部公司的樣本，包括財務危機與財務正常公司。在

假說二放入全部樣本，乍看之下會認為是單純在做財務危機的預警模

型，但其實本研究可利用後來加入判斷公司治理機制的好與壞，來區分

                                                 
4詳細財務危機分類請見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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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營不善類型，亦或掏空類型。當公司治理機制好時，如上所述，最

有可能是經營不善類型，當公司治理機制不好時，則為掏空類型。表 3-1

係樣本期間內的樣本選取說明，表 3-2 則為正常公司整理。  

 

表 3- 1  樣本期間內之樣本選取 

樣本組成 

財務危機之上市櫃公司   有意 無意 全部 

在樣本期間內，TEJ有指明發生財務危機或
準財務危機之所有公司 

 
47 157 204

總計   204

 

表 3- 2  樣本期間內財務正常公司 

財務正常之上市公司 

 A B C 

樣本期間內，未被 TEJ有指明發生財務危機或準財務危機之公司 1701 1412 1318 

在樣本期間前，就已經被 TEJ有指明發生財務危機或準財務危機之公司 (15) (15) (15) 

總計 1,686 1,397 1,303 

說明：A：在樣本期間內的所有公司。 

B：在樣本期間內未被 TEJ標明發生財務危機或準財務危機的所有公司。 

C：在樣本期間內扣除特殊行業後，未被 TEJ標明發生財務危機或準財務危機的所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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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統計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一、逐步迴歸分析法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採用的逐步迴歸法融合順向與逆向兩項方法。在多元迴歸分析中，順

向選擇法 (forward selection) 係根據變數的重要性，依序選擇放入模型中；反向

剔除法 (backward elimination) 則是將所有之變數放入模型中後，把不重要的項

目自模型中剔除。 

    逐步迴歸法則是每次只容許將十二個公司治理變數及三十九個財務資訊變

數中的一個預測變項進入迴歸公式 (符合順向選擇法作法) ，然而於某步驟進入

迴歸公式的變數，可能因為下一步驟其他變數進入公式中而不再具有顯著的預測

力時，會被排出 (符合逆向剔除法作法)。亦即每一步驟中，被選入迴歸公式的

變數，均再重新評估其重要性。 

二、logit模型及離散時間涉險模型 

本研究資料選取方式在 logit 迴歸分析時，對於樣本期間內財務正

常公司選取民國九十四年之觀察值  (Distress=0)；財務危機公司則選取

失敗前一年之觀察値並視為財務危機發生  (Distress=1)。離散時間涉險

分析對於樣本期間內財務正常公司選取民國八十五年至民國九十四年

之各期觀察値；財務危機公司則選取民國八十五年至該公司發生財務危

機年度前一年之觀察値，並視為財務危機發生  (Distress =1) 為危機年

度前一年之資料，其餘觀察值尚視為公司仍為財務正常  (Distress 

=0) ，舉例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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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兩種分析方式對於樣本觀察值選取之釋例  

 logit 模型  離散時間涉險模型    

財務正常公司  選取   Distress  選取   Distress   樣本期間  

2010 春源       0  民國 85 年  

      0  民國 86 年  

      0  民國 87 年  

      0  民國 88 年  

      0  民國 89 年  

      0  民國 90 年  

      0  民國 91 年  

      0  民國 92 年  

      0  民國 93 年  

   0   0  民國 94 年  

財務危機公司          

2537 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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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0 年 1 月 12      0  民國 86 年  

 日發生財務危機 )      0  民國 87 年  

      0  民國 88 年  

   1   1  民國 89 年  

        民國 90 年  

        民國 91 年  

        民國 92 年  

        民國 93 年  

        民國 94 年  

說明：打勾者為該分析方式所選取之觀察值資料。   

三、界定公司治理不佳以及財務表現不佳之分界點 

本研究採 Hosmer and Lemeshow (2000) 所提出之靈敏度與精確度相等之機

率點，分別找出公司治理不佳以及財務表現不佳之分界點。Hosmer and Lemeshow 

(2000) 選取使靈敏度 (將財務危機公司正確分類比率) 與精確度 (將財務正常

公司正確分類比率) 最大化之機率值作為最適分界點，此種情形為在各機率分界

點下靈敏度與精確度趨勢線之相交處，亦即靈敏度與精確度相等之機率值，其代

表分類正確率最為優良。故本研究最適分界點如下： 

                       (P) (P) P̂ 精確度靈敏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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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靈敏度 為在給定一 P值下之靈敏度； (P) 精確度 為在給定一 P值之精確

度； P̂則為最適分界點機率。 

 

四、Receiver’s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簡稱 ROC) 

    ROC 目的為衡量上述雷達判定能力，現在則普遍應用於心理學及醫學決策

領域。在做 ROC進一步解釋之前，先簡略介紹樣本分類表 (classification table)，

如表 3-4所示。 

表 3- 4  樣本分類表 

        分類値 

觀察値 

 

1 0 

1  TN FN 

0  FP TP 

說明： 

（1）1為財務危機公司；0為財務正常公司。 

（2）TN為靈敏性；FN為型一錯誤；TP為精確性；FP為型二錯誤。 

  

    以本研究為例，將財務危機公司正確分類之家數為 true negative (TN) ，即

靈敏度 (sensitivity) ；將財務危機公司錯誤分類之家數為 false negative (FN)，亦

為型一錯誤。將財務正常公司正確分類之家數為 true positive (TP)，即精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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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ity) ；將財務正常公司錯誤分類之家數則為 false positive (FP) ，亦為型

二錯誤。 

    圖 3-2 為 ROC 曲線 (ROC curve) 呈現不同分界點下精確性與靈敏性之關

係，其中橫軸代表 1－精確度，也就是 FP (將財務正常公司錯誤分類為危機公司

家數之比率) ；縱軸為靈敏度 (財務危機公司正確分類為危機公司家數之比

率) ，故在不同分界點下靈敏度應要高於 1－精確度，因此虛線 (代表靈敏度應

等於 1－精確度) 並無分類能力。而曲線以下面積 (area under the curve, 簡稱

AUC) 即為不同分界點下財務危機公司被正確分類之比率，故其面積越大代表

ROC曲線越佳，也就是產生 ROC曲線 1之模型較產生 ROC曲線 2之模型分類

能力較高，一般來說 AUC 値超過 0.9代表該模型之分類能力非常優良。 

圖 3- 2  ROC曲線圖 

 

 

第四節  研究模型、解釋變數及研究步驟  

一、假說一 

H1：當公司治理機制強，而財務狀況弱時，最有可能發生『經營不善而非

掏空型』財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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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假說一，建立模型及說明如下。  

假說一模型與解釋變數  

Yit=α＋β1IS+β2IH+β3FIH+β4IP +β5DIR+β6ROA+β7TDTA+β8CTA＋eit 

Yit:財務危機變數； 

發生『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事件為1 

發生『掏空型財務危機』事件為0 

βt：解釋變數之係數 

IS：如後所述，代表董監席次。 

IH：如後所述，代表董監持股百分比。 

FIH：如後所述，代表外國法人持股百分比。 

IP：如後所述，代表董監質押比率。 

DIR：如後所述，代表董監酬勞佔稅前淨利。 

ROA：如後所述，代表總資產報酬率。 

TDTA：如後所述，代表流動負債對總資產比。 

CTA：如後所述，代表現金對總資產比。 

eit ：期望值為零之獨立隨機干預。 

假說一使用順向選擇法 (forward selection)，根據自變數之重要性，將第二

章第三節中十二個公司治理變數及三十九個財務變數，依序放入模型中；再利用

反向剔除法 (backward elimination)，將不重要的項目自模型中剔除，篩選出以下

五個公司治理變數以及三個財務資訊變數，作為假說一的解釋變數，整理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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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表 3- 5  假說一所採用之公司治理及財務變數 

類別   解釋變數 模型代碼 預期符號 

董監席次 IS － 

董監持股百分比 IH ＋ / － 

外國法人持股百分比 FIH － 

董監質押比率 IP ＋ 

公司治理變數 

董監酬勞佔稅前淨利 DIR － 

總資產報酬率 ROA － 

流動負債對總資產比 TDTA － 財務資訊變數 

現金對總資產比 CTA ＋ 

 

假說一研究步驟 

（一）利用「離散時間涉險模式」將各樣本公司發生事件前之每期均視為一個觀

察值。 

   Yi= 1 發生『經營不善型財務危機』事件 

   Yi= 0 為發生『掏空型財務危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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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樣本期間內，利用公司治理變數和財務資訊變數放入計算後，各公司各

年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 

（三）採 Hosmer and Lemeshow (2000) 所提出之靈敏度與精確度相等之機率點，

分別找出公司治理不佳以及財務表現不佳之分界點如下： 

( ) ( ) 0231.0PPP
^

==∈ 精確度靈敏度公司治理  

( ) ( ) 0169.0PPP
^

==∈ 精確度靈敏度財務資訊  

其中 (P) 靈敏度 為在給定一P值下之靈敏度； (P) 精確度 為在給定一

P值之精確度； P̂則為最適分界點機率。 

（四）依上述公司治理機制不佳以及財務表現不佳之分界點，如圖 3-4所示，將

公司治理機制的完善程度以 D1編碼，D1= 0代表公司治理機制『好』，D1= 

1代表公司治理機制『不好』；將財務資訊好壞程度以 D2編碼，D2 = 0代

表財務表現『好』，D2= 1代表財務表現『不好』： 

 

 

 

 

 

 



 46

圖 3- 3  假說一研究方格 

公司治理機制  

好  D1=1 不好  D1=0 

好  D2=0 

可能發生經營不善 

C 

（1,0） 

經營不善可能性最低 

D 

（0,0） 財
務
資
訊 

不好  D2=1 

最可能發生經營不善

A 

（1,1） 

可能發生經營不善 

B 

（0,1） 

（五）找出發生財務危機公司前一年的發生財務危機的機率，以上圖中 D為基

準組，進行類別資料分析。 

（六）進行 ROC（Receiver’s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檢視迴歸模型的預測能

力，以圖 3-4示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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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ROC示意圖 

 

 

二、假說二 

H2：公司治理機制，會增強財務危機對財務狀況的敏感程度。 

依據假說二，建立模型及說明如下。  

假說二研究模型與解釋變數 

Yit=α＋β1ROA+β2(ROA×IH)+β3(ROA×IP)＋eit 

Yit:財務危機變數； 

發生財務危機事件為1 

未發生財務危機事件為0 

βt：解釋變數之係數 

ROA：如後所述，代表總資產報酬率。 

IH：代表董監持股百分比。 

IP：代表董監質押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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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 ：期望值為零之獨立隨機干預。 

假說二的財務變數則選擇公司獲利力最重要的指標--總資產報酬率，作為觀

察的財務變數。根據Beaver(1966)、Altman（1968）及Ohlson（1980）之研究顯

示，總資產報酬率對危機預測模型是相當顯著的，而TCRI信用評等認為股東權

益報酬率(ROE)並無法全面性衡量獲利能力，因為低ROA但高槓桿之公司有可能

與高ROA但低槓桿之公司所得出的ROE相同，故ROA較具解釋能力。 

公司治理變數選取與假說一相同，仍採逐步迴歸，使用順向選擇法 (forward 

selection)，根據自變數之重要性，將第二章第三節中十二個公司治理變數，依序

放入模型中；再利用反向剔除法 (backward elimination)，將不重要的項目自模型

中剔除，篩選出以下兩個公司治理變數，與總資產報酬率交叉相乘，作為假說二

的解釋變數。整理如表3-5： 

表 3- 6  假說二所採用之公司治理及財務變數 

類別 解釋變數 模型代碼 預期符號 

董監持股百分比 IH ＋ / － 

公司治理變數 

董監質押比率 IP ＋ 

財務資訊變數 總資產報酬率 RO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