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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 - 2001~2002年間美國主要企業弊案之整理 

公司名稱 所屬產業 爆發時間 主要的舞弊手法 舞弊金額 

Enron 能源業 2001.10 利用資產負債表外融資方式
穩匿了大量負債  

浮報利潤約

10億美元  

Tyco 電子業 2002.02 透過併購隱藏業績成長減緩
事實，虛增營收 

虛增營收約

80億美元  

Xerox 影印機製造 2002.04 將辦公設備租給客戶，並利
用複雜的租賃會計方法提早

認列未來收益  

虛增 64億

美元營收  

Adelphia 有線電視業 2002.05 未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將以
公司名義所擔保之負債入帳  

未入帳負債

23億美元  

WorldCom 電信事業 2002.06 將經常性費用列為資本支出
以提高營收 

虛增營收約

90億美元  

Merck 製藥業 2002.07 違法將消費者直接給付藥房
之醫療自負額列入營收  

浮報 124億

美元的營收 

Qwest  

Communication 
電信事業 2002.07 與其他電信公司互購光纖網

絡以膨脹營收，並提早認列

其他營業收入  

不當認列

11.6億美元

的營收  

Bristol-Myers 

Squibb 
製藥業 2002.08 以促銷方式促使批發商屯積

藥品，以達到預定的營收目

標  

虛列 10億

美元的營收 

AOL Time 

Warner 
媒體、網路

綜合業 
2002.08 將代理其他公司的廣告收入

列為本公司的營收，且將收

取的法律賠償列為廣告收入  

誇大廣告營

收約 2.7億

美元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自聯合知識庫、朱應舞  (2002)、劉紹樑  (2002)、及伍忠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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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2 - 1998年間國內主要地雷股案件之整理 

公司名稱 犯罪類型 主要的舞弊手法 求償人數 求償金額 

東隆五金 內線交易、操縱股

票與財報不實  

挪用公司資金炒作股

票，偽作土地交易等  
4,513 1,475,067,218 

國產汽車 操縱股票、偽作買

賣與財報不實  

挪用公司資金並利用人

頭進行沖洗買賣  
34 14,982,890 

國揚實業 財報不實  偽作票券投資、侵佔股

票以挪用公司資金 
1,154 1,924,074,120 

順大裕 內線交易、操縱股

票與財報不實  

利用公司土地買賣獲利

以炒作股票 
721 261,363,242 

萬有紙廠 內線交易與不實

財報  

穩匿公司土地買賣之非

常規交易  
400 17,155,010 

正義 財報不實  偽作買賣及質押公司票

券以挪用公司資金 
389 71,017,531 

美式家具 財報不實  利用質押公司有價證券

以挪用公司資金  
145 152,647,934 

大中綱鐵 財報不實  偽作買賣及利用公司名

義為個人背書  
976 199,251,888 

台灣日光燈 操縱股票與財報

不實  

挪用公司資金炒作股票

及穩匿非常規交易 
252 131,064,571 

台鳳 內線交易、操縱股

票  

利用公司土地買賣或開

發獲利以炒作股票 
215 231,424,346 

新巨群 偽作買賣股票與

財報不實  

穩匿土地買賣之非常規

交易  
252 48,598,760 

峰安 財報不實  買賣不實發票以偽作資

產成本及營業額  
117 23,646,973 

廣大興業 內線交易  利用公司土地買賣獲利

前先行買入股票  
65 8,599,966 

台開 財報不實  偽作土地交易進行利益

輸送  
13 665,681 

中國貨櫃 操縱股票與財報

不實  

利用子公司資金炒作母

公司股票  
36 385,100 

啟阜建設 內線交易與財報

不實  

財測更新前大量買入公

司股票  
128 42,823,161 

太欣半導體 內線交易  財測更新前大量買入公

司股票  
72 10,258,282 

桂宏 財報不實  偽作債券買賣與不實會

計憑證挪用資金  
82 29,192,590 

立大農畜 財報不實  挪用公司貨款與侵佔銷

貨保證金  
70 9,030,250 

宏福 操縱股票  挪用公司資金利用人頭

炒作股票  
11 20,511,000 

合計      9,645 4,671,760,513 

資料來源：證券基金會投資人服務與保護中心 (2002 )。 



 127 

附錄表3 - 公司治理相關實證文獻之彙總整理 

探討議題 研究者 主要研究發現 

一、股權結構   

1.股權結構與代理問題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Oviatt (1988) 正相關 (利益收斂假說) 

Jensen and Ruback (1983) 負相關 (職位據守假說) 
(1)所有權與經營權之分離 

(在股權結構完全分散的情形下，內部股東與管理階層
之持股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公司價值間之關聯性 ) Morck et al. (1988)、Stulz (1988) 非單純線性關係 

La Porta et al. (1999)、Claessens et al. (2000) 
最終控制者盈餘分配權與股份控

制權普遍存在遍離現象 (2)控制股東與小股東之對抗 

(在股權結構不完全分散的情形下，最終控制者股份控
制權與盈餘分配權的偏離對小股東權益保障之影響 ) 

La Porta et al. (2002)、Claessens et al. (2002)、 
Lins (2003) 、Lemmone and Lins (2003) 

前述偏離現象之程度愈大，最終控

制者侵害小股東財富之傾向愈高 

2.股權結構與企業經營   

McConnell and Servaes (1990)、 
Chaganti and Damanpour (1991)、林淑棻 (2003) 

正相關 
(1)機構投資者持股率與公司經營績效 

Pound (1988) 負相關 

Hansen and Hill (1991)、林鼎堯 (2003) 正相關 
 (2)機構投資者持股率公司研發投入 

董秋梅 (2000) 負相關 

(3)第二大股東持股率與公司價值 
Edwards and Weichenrieder (1999)、陳從聖 (2002) 

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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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彥慧 (1988) 無關 

 (4)第二大股東持股率與公司資訊透明度 林明謙 (2001)、李孟芳 (2003) 正相關 

二、董事會與監察人特性   

1.董事會特性   

Bacon (1973)、Zahra and Pearce (1989) 正相關 

Lipton and Lorsch (1992)、Yermack (1996)、 
陳迪 (2003) 

負相關 (1)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 

(全體董事席次數與公司經營績效間之關聯性 ) 
黃鈺光 (1993)、孫秀蘭 (1996)、張峻萍 (1999)、
楊慧玲 (2000) 

無關 

Kesner (1987)、吳昆皇 (1995)、張峻萍 (1999) 、
林淑棻 (2003) 

正相關 
 (2)董事會持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 

(全體董事持股率與公司經營績效間之關聯性 ) Morck et al. (1988)、劉宴辰 (1993)    非單純線性關係 

(3)董事會持股比率與公司資訊透明度 

(全體董事持股率與公司經營績效間之關聯性 ) 
 

郭淑芬 (1996)   負相關 

 (4)董事會組成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 

(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席次數、或佔全體董事席次比
率，與公司經營績效間之關聯性) 

 

Schellenger et al. (1989)、Morck et al. (1988)、 
葉銀華 (1998)、劉宴辰 (1993)、楊慧玲 (2000) 

正相關 

(5)董事會組成結構與公司資訊透明度 
(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席次數、或佔全體董事席次比
率，與公司資訊揭露透明度間之關聯性) 

 

李亭誼 (2003)  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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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察人特性   

  

(1)監察人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 

(全體監察人席次數與公司經營績效間之關聯性 ) 
 
 

曾雅鳳 (2001)、陳宏姿 (2001)、何淑瑜 (2003) 、
陳迪 (2003) 

正相關 

 

(2)監察人規模與公司價值 

(全體監察人席次數與公司價值間之關聯性) 
 

林成章 (2001)   正相關 

曾淑芬 (2003)   正相關 
(3)監察人持股比率與公司價值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率與公司價值間之關聯性) 羅陽春 (2001)   無關 

(4)監察人組成結構與公司價值 

(外部監察人或獨立監察人席次數、或佔全體監察人席
次比率，與公司價值間之關聯性) 

 

何幸芳 (2003)   正相關 

(5)監察人組成結構與公司資訊透明度 

(外部監察人或獨立監察人席次數、或佔全體監察人席
次比率，與公司資訊揭露透明度間之關聯性) 

 

何幸芳 (2003)、林柏全 (2003) 正相關 

(6)監察人組成結構與公司財務危機 

(外部監察人或獨立監察人席次數、或佔全體監察人席
次比率，與公司發生財務危機間之關聯性) 

呂素嬌 (2001)   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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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揭露與透明度 

1.資訊揭露與透明度對公司經營績效   

(1)資訊透明度與公司經營績效 

(資訊透明度與公司經營績效間之關聯性 ) 
 

何里仁 (2003)、王大維 (2003) 正相關 

2.資訊揭露與透明度之衡量方式   

Botosan (1997) 
年報資訊揭露程度愈高，權益資金 
成本愈低 

Ho and Wong (2001) 

設立審計委員會與資訊揭露指數

呈相關；家族董事席次比率則呈負

相關 
(1)財務報告資訊揭露評鑑 

莊尚志 (2003) 
資訊揭露程度與債務資金呈負相

關 

(2)網站資訊揭露評鑑 蔡坤哲 (2001) 
網站資訊揭露程度愈高，盈餘管理 
幅度愈低 

(3)財務透明度衡量 Bhattacharya et al. (2003) 

以激進性盈餘、損失避免與盈餘平

穩化衡量的盈餘模糊度，與股價報

酬、交易成本呈正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