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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的內容為公司治理相關之文獻。首先在第一節介紹各界

對於公司治理所下的定義，將公司治理相關的概念與意義作整合；第二節

簡單介紹世界銀行的公司治理架構與 OECD的公司治理原則；第三節則是

以股權結構、董事會與監察人特性、以及資訊揭露與透明度三個部分，彙

總整理國內外與公司治理議題相關的實證文獻；最後在第四節將簡單介紹

與比較三個現有的公司治理評等系統。 

第一節  公司治理的定義 

所謂公司治理係指管理與監控公司的方法與制度。管理代表「興利」

的觀點，強調公司透過自治方式來統治 (govern)或經理 (manage)業務。監

控則是「除弊」的觀點，著重採取適當機制以監督或控制公司事務 (王文

宇 2002)。證基會之「我國公司治理」研究報告中 (2001)指出，公司治理

的意義及範圍可分為法律、經濟、財務管理三個觀點來加以探討。從法律

層面看，公司治理主要著眼於在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現代公司組織

體系下，如何透過法律的制衡管控設計，有效監督企業的組織活動，以及

如何透過健全企業組織運作，防止脫法行為。從經濟層面看，公司治理為

促使公司經濟價值極大化之制度，例如追求股東、債權人、員工間報酬之

極大化。從財務管理層面看，公司治理係規範公司經理人能以最佳方式運

用公司的資金，進而為資金的提供者，如股東、債權人等，賺取合理報酬

之機制。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則是參照新加坡等國的公司治理規範，將公司治理

定義為是一種指導及管理的機制，也是落實公司經營者責任的過程，藉以

提昇公司經營績效、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以及保障股東權益。1劉紹

                                                 
1 引自劉連煜，2003，「健全獨立董監事與公司治理之法治研究-公司自治、外部監控與政
府規制之交錯」，月旦法學，94期，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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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 (2002)則認為公司治理是指如何透過市場機制與法律規範等制度因素，

提升公司的營運績效與股東價值。柯承恩 (2000)則指出，公司治理體系的

目的是要建立一適當的公司內部與外部機制，引導公司的負責人與管理階

層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誘因下，盡到對股東、債權人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責

任。 

OECD將公司治理定義為是一種對公司進行管理和監督的體系，說明公

司的各個參與者 (例如董事會、經理階層、股東和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責任

和相對權利分配關係，而且明定公司決策所應遵循的規則和程序。2另外，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認為公司治理機制是確保資金提供者能夠獲得其

投資報酬的方法，也就是資金提供者如何監督與掌控經營管理階層為其賺

取利益，同時防止經營管理階層侵害資金提供者權益的機制。 

綜合上述各項觀點，從消極面來看，公司治理的目的基本上是為了防

止公司負責人與管理階層侵害股東與債權人等的權益。從積極面來看，公

司治理之最終目的則是要透過建立健全的制度，引導公司負責人與管理階

層致力於公司經營能力的提升、創造公司的價值，並使公司的股東、管理

階層、員工等共同分享企業的經營成果。 

換句話說，公司治理的中心議題即在於：如何建立一合理有效的監控

機制，以確保公司負責人或管理階層，在善盡其對公司資金提供者的責任，

使股東與利害關係人受到合理對待之同時，也能提供管理階層適當的經營

誘因及管理的自由度，以發揮其經營能力，有效運用公司資源，創造公司

與股東最大的利益。 

 

                                                 
2 「… Corporate governance involves a set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a company’s management, 

its board, its sharehold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Corporate governance also provides the 
structure through which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pany are set, and the means of attaining those 
objectives and monitoring performance are determined.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should 
provide proper incentives for the board and management to pursue objectives that ar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hareholders and should facilitate effective monitoring.」，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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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司治理的架構與原則 

世界銀行的公司治理架構說明了公司治理範圍，包括公司內外部相關

的參與者與機制。OECD 的公司治理原則，則描述出一套健全的公司治理

機制所應具備的內涵。因此，本節以下將分別簡單介紹世界銀行的公司治

理架構，以及 OECD的公司治理原則。 

一、 世界銀行的公司治理架構  

世界銀行在1999年提出一個公司治理體系架構，如圖2-1所示。以下依

據此架構圖分別說明： 

 

 

 

 

 

 

 

 

 

 

圖2-1 世界銀行之公司治理架構 

整理自：World Bank, 1999 (Corporate Governance: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Overview, P.5) 

(一) 公司治理的內部機制 

公司治理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是公司內部界定股東與負責經營之管理

階層間彼此關係的契約安排，而其核心為董事會。董事會的責任在於提供

公司經營上的建議，並監督管理階層，因此，董事會必須對股東及債權人

負責，其角色在維護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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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的問題與股權分散程度也有密切關係，在股權分

散的情形下，由於缺乏掌權的大股東，因此公司管理階層基本上由經理人

掌握，而此時的公司治理機制重點即在於如何設計一套制度，能使外部股

東監督經理人。至於在股權集中的情況，公司治理的設計重點則在於如何

防止控制股東為了自身利益，而侵害一般小股東的權益。為了避免此情形

發生，通常會採取規範公司控制股東的關係人交易、要求董事會中有代表

小股東的外界人士擔任董事、或是建立有效的公司購併規範，以打破原有

控制股東及其經理人完全控制公司的獨佔權力結構。 

(二) 公司治理的外部機制 

公司治理除了需要有健全的內部機制以外，為了有效地達成監控的目

標，亦有賴外部環境與相關制度的強化來配合。世界銀行將外部環境與相

關制度所構成的外部治理機制，概分為以下6項： 

1.法規體系與會計審計準則 

公司治理外部機制的基礎，在於建立一套可以有效規範公司行為的法

規與執法體系。在公司法、證券法規中明確界定股東權益與董事之責任，

使股東能合理簡便地執行其權益；另一方面，應及時訂定表達公司交易與

必要資訊的會計準則與查核其可靠性的審計準則，並要求公司與會計師確

實遵守，將有助於提高公司與其他外部機制間的透明度。  

2.金融市場體系 

銀行提供資金予公司，必然會要求公司遵循融資合約條款並提出適當

的財務報表與相關資訊，因此，銀行扮演著部分公司治理角色，但政府必

須適當地規範與管理金融機構，以避免銀行與公司間因交叉持股過高而形

成密切集團，而無法超然行使其治理功能。 

3.資本市場體系 

當公司經營不善使投資人信心不足，投資人便拋售股票，故資本市場

扮演著對公司經營成果肯定與懲罰的角色，也是公司治理的一項功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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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需確保資本市場資訊透明、證券交易的效率及市場參與的規則，使

資本市場能有效地發揮其治理功能。 

4.市場競爭機制 

一個開放與公平競爭的市場，會誘使經理人以公平競爭的方式增加公

司與股東的價值，否則將使他們面臨公司衰退、破產或被購併的下場，也

就是說，保衛與爭取公司控制權，成為市場獎懲公司經營成果的重要制度，

因此，政府需建立保障市場公平競爭與購併的制度，促使經理人專注於提

高經營績效，以保障其控制權。 

5.民間團體的參與 

有效的公司治理還需要民間專業團體的積極參與，諸如會計師、律師、

信用評等機構、投資銀行、投資顧問、財經媒體、研究機構、消費者保護

協會等團體，憑藉其等專業能力，提供金融與資本市場所需之服務與資訊，

當這些機構提供服務及參與活動時，會注意公司及管理階層的行為、企業

的經營績效，以及要求揭露必要的資訊，而形成另一種市場監督的力量。 

6.法人投資者與積極性股東 

隨著機構投資法人持股增加，在保護自我利益及具備專業能力的情形

下，也將成為公司治理的重要參與者，而具有長期投資目的的退休基金與

創業投資基金常形成積極性股東，對保護其他股東亦有相當貢獻。 

二、 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的公司治理原則 

OECD於1998年4月所召開的會議中，首先呼籲OECD所有的會員國、

相關國際組織與私人部門，共同發展制定一套健全的公司治理基本原則。

經過1999年3月在韓國所舉辦的「亞洲各國之公司治理：比較透視」會議之

討論後，OECD於1999年5月底，公佈了5項的公司治理原則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3這些基本原則得到世界銀行、國際貨

                                                 
3 Conferenc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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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金融穩定論壇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等許多國際組織的支持，是OECD在亞洲金融危機之

後，對東亞、中東歐、俄羅斯、拉丁美洲等地區，所開出的一帖重建投資

人信心的良方。同時，OECD的公司治理原則除了被金融穩定論壇列為12

項健全財務系統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成為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針對不同國家所發布的準則與規範遵行評估報告 (Reports on Observance of 

Standards and Codes, ROSC)的其中一項。綜合而言，OECD的公司治理原則

為有心落實公司治理、健全經營的各國，提供了一個較具共通性的指導原

則。 

經過2年之後，OECD在2002年透過公司治理指導小組，除了邀請各會

員國代表與專家學者外，亦邀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結算

銀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以及金融穩定論壇共同參與重

新檢視公司治理原則的工作，並於2004年4月發布修正後的公司治理原則，

從原本的5項基本原則，增列了目前的第1項原則。因此，現階段OECD的公

司治理原則一共有6項，茲將修正後的6項OECD公司治理原則簡述如下：4 

(一 ) 確立有效公司治理架構之基礎  (ensuring the basis for an effec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framework) 

    公司治理的架構應能促進市場的透明度與效率、符合法律規定、以及

清楚明確地分辨出監督、管理與執行機關的職責。其要點包括： 

1.公司治理架構的建立應該要根據其對於整體經濟表現、市場健全的衝擊，

以及可以提昇投資者投資意願與促進市場透明度及效率的觀點。 

2.在司法上會影響到公司治理實務的法律與管理規範，應該要能符合法律、

透明與可執行性的原則。 

3.在司法上不同職責主管機關的責任要能清楚地被分辨，並確保以公眾利益

                                                 
4 http://www.oecd.org/daf/corporate/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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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量。 

4.監督、管理與執行機關應該要具有足夠的授權與資源，以及要具備正直

性，如此才能以更專業與客觀的方式來執行職責。同時，其判斷應該要具

時效性、透明且可以被充分解釋的。 

(二 ) 股東權利與重要的股權功能  (the right of shareholders and key 

ownership functions ) 

公司治理架構應該要能保護與協助股東權利的履行： 

1.股東的基本權利應包括有： 

(1)確保所有權登記的方法； 

(2)贈與或移轉股份； 

(3)在及時及定期性的基礎上能取得公司悠關而重大的資訊； 

(4)出席股東大會及投票； 

(5)選舉董事會成員； 

(6)分享公司的利潤。 

2.股東有權參與，並被充分告知有關公司結構重大改變的決策，例如： 

(1)公司章程或其它類似公司管控文件的修改； 

(2)發行額外股份的授權； 

(3)實質上等同於將公司出售的非常規交易。 

3.股東應有積極參與股東大會及投票的機會，並被告知下列包括投票程序等

相關的議事規則： 

(1)股東應能適時且充分的取得有關股東大會日期、開會地點及將在會中

決議之事項的相關資訊； 

(2)在股東大會中，股東應該要能有向董事會發問、以及將提案列入討論

議程的機會，惟此項權利應有合理的限制； 

(3)應促進股東能有效地參與制定類似董事會成員的提名與選舉等重要的

公司治理決策。股東能夠表達出其對於董事會成員與高階經理人獎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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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觀點。有關股東權益(equity)的董事會成員與員工獎酬計畫，應

該要得到股東的同意； 

(4)股東不論出席與否均應給予投票機會，且其投票之效果不因出席與否

而有不同。 

4.使特定股東取得超過其持股比例應有之控制權的股權結構及安排，應予揭

露。 

5.公司控制權市場(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應被准許以有效率、透明的方

式運作。 

(1)用以管控在資本市場內取得公司控制權、以及購併或賣出公司主要資

產等非常規交易之規則及程序，應該被清楚明確地制定與揭露，俾使

股東能瞭解其相關權利與求償權。此類交易並應以透明化的價格且在

公平的條件下進行，才能保障所有股東的權利； 

(2)不應使用反購併機制來使經營階層與董事會免受監督。 

6.應該要協助包括機構投資法人在內的所有股東去履行其應有之權利。 

  (1)信託機構投資法人應該要揭露其整體的公司治理政策，以及對於相關

投資標的投票政策，包括其制定如何使用投票權的決策程序； 

  (2)信託機構投資法人應該要揭露當其面臨重大的利益衝突時，如何處理

自身利益可能影響相關投資標的所有權之權利行使的衝突。 

7.包括機構投資法人在內的所有股東，應該被允許共同討論在本原則中所定

義的股東基本權利之相關議題，這項權利容易遭到剝奪以避免被濫用。 

(三) 公平對待股東 (the equitable treatment of shareholders) 

      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能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包括小股東及外國股東。

所有的股東都應有機會對所被侵犯的權利得到救濟。 

1.同一等級的權益證券持有人均應被同等對待。 

(1)同一等級的權益證券持有人均應擁有相同的投票權。在買進任何一種

等級的股票之前，所有投資人均應能取得有關該公司所有等級股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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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權的資訊。而任何投票權的改變，應得到其他等級股票會受該改

變而產生不利影響的同意； 

(2)小股東應該要受到保護，以避免控制股東直間或間接地侵害到其應有

之權利，同時也應該具備有效的救濟機制； 

(3)由存託機構或指定機構執行的投票，應依照股份之受益權人(beneficial 

owner)所同意之方式來執行； 

(4)因為彊界因素而無法投票的障礙要被消除； 

(5)股東大會的過程及作業程序應能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公司的作業程序

應避免使投票成為過度地困難或昂貴。 

2.內線交易與自我交易(self-dealing)都應予禁止。 

3.董事會成員與高階經理人在會影響到公司重大利益的交易或事項中，應被

要求要揭露其在相關的交易或事項中，所能直接或間接獲得的利益。 

(四) 利害關係人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 (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治理架構應體認到法律所定之利害關係人權益，並鼓勵公司與利

害關係人在創造財富、工作及維持財務健全的企業等工作上積極合作。 

1.因為法律或藉由相互協議而成為利害關係人的權利應該要能受到尊重。 

2.利害關係人權利受到法律所保障的部分，其應有機會對遭侵犯的權利尋求

有效的救濟。 

3.提高員工參與意願的機制應該要被建立。 

4.在利害關係人參與公司治理程序的部分，其應能及時且定期地取得悠關、

足夠且可夠的資訊。 

5.利害關係人，包括個別員工與其所代表的團體，應該都能夠自由地向董事

會表達他們對於一些不合法或不道德作為的關切，並且不會因此舉動而使

他們的權利受到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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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治理的架構應該要透過一個具備效果、效率的破產機制，以及債權人

權利有效的執行來加以強化與健全。 

(五) 資訊揭露與透明度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公司治理架構應能確保公司相關的財務狀況、績效、所有權及管控等

重大資訊均能及時且正確地揭露。 

1.公司至少應揭露下列各事項的重大資訊： 

(1)公司的財務狀況與營業成果；� 

(2)公司目標；� 

(3)主要的股權結構及投票權歸屬；� 

(4)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營階層的薪酬政策，以及董事會成員的相關資

訊，包括其選任資格、選舉過程、擔任其他公司董事情形與是否具獨

立性； 

(5)關係人交易； 

(6)可預見的風險因素； 

(7)有關員工及其它利害關係人的相關資訊； 

(8)公司治理的結構與政策，特別是有關公司治理規範或政策的內容、以

及實際執行的過程。 

2.資訊應依財務揭露、非財務揭露及稽核的高品質標準予以編製、稽核並揭

露。 

3.年度查核工作應由具有獨立性、足夠能力且經過認證的查核人員來執行，

俾能提供董事會與股東一項來自外部且客觀的確信，確信財務報表已能允

當表達公司所有重大事項的財務狀況與經營績效； 

4.公司外部查核人員應該對股東負責，且在執行查核工作時，對公司負有應

盡到專業上應有之注意的責任； 

5.傳佈資訊的管道應能使使用者在公平、及時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情況下取得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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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治理架構的健全需要一個有效的方法，來促使財務分析師、股票經紀

人、評等機構等所提供的財務分析與投資建議，不會受到重大利益衝突的

影響而危害到這些財務分析與投資建議的真實性。 

(六) 董事會的職責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oard) 

公司治理架構應確立公司的策略性指導、董事會對經營階層的有效監

督、以及董事會對公司及股東的職責。 

1.董事會成員的作為應基於掌握充份的資訊、忠誠、盡到專業上應有之謹慎

與注意、以及符合公司與股東最大利益等原則。 

2.董事會所作的決策會對各種類別的股東造成不同的影響時，董事會應公平

對待所有股東。 

3.董事會應遵循高層次的道德標準，並同時考慮到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4.董事會應執行的一些重要功能如下： 

(1)評估與檢視公司的策略、主要的行動方案、風險政策、年度預算與經

營計劃，以及設定績效指標、監控執行情形及公司績效，並監控重要

的資本支出、購併及投資處分； 

  (2)監控公司治理執行的效果，並且在必要時加以修正； 

(3)對主要經營階層的遴選、獎酬與監控，以及在必要時更換經營階層與

監控接替規劃； 

(4)以公司與股東長期的利益作為調整主要經營階層與董事會薪酬的考

量； 

(5)確立一套正式且透明的董事會提名與選舉程序； 

  (6)監控與管理經營階層、董事會成員及股東間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包

括侵佔公司資產及濫用關係人交易等不法行為； 

(7)確立公司會計與財務報告系統、獨立查核工作的完善與健全，並確立

具有適用的控制系統，尤其是風險管理系統、財務與營運控制系統及

法規遵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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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監督資訊揭露與溝通的程序。 

5.董事會應能就公司事務進行客觀且獨立的專業判斷。 

(1)董事會應考慮指定足夠席次的非執行業務董事(non-executive board 

member)，非執行業務董事應有能力在潛在的利益衝突發生時，進行獨

立的判斷。非執行業務董事主要的職責還包括有：確立財務與非財務

報導的正直性，以及檢視關係人交易、董事會成員與高階經理人的提

名與董事會的薪酬；� 

  (2)當董事會內設立了功能委員會時，董事會必須清楚明確地界定與揭露

各功能委員會的職權、組成與工作程序； 

(3)董事會成員應承諾能善盡職責。 

6.為了能履行董事會的職責，董事會成員應能取得正確、攸關且及時的資訊。 

第三節  公司治理相關的實證文獻  

    由於本研究僅著重於公司層級公司治理的評估，也就是只針對個別公

司的股權結構、董事會與監察人的結構與功能、資訊揭露與透明度等涉及

公司運作與股東權益保障的相關機制進行探討。至於有關投資環境之相關

法令規範，則並非本研究之探討重心。因此，本節將分為股權結構、董事

會與監察人特性、以及資訊揭露與透明度三個部分，彙總整理國內外與公

司治理相關的實證文獻。 

一、 股權結構 

股權結構指的是公司股權類型與其比例配置的結構，也就是公司的所

有權結構。因為公司的內部治理安排，如董事會的結構與運作、經營階層

的決策制定、以及外部股東的監督力量等，都與公司內部權力配置的結果

有關，而股權結構直接反映對公司內部權力的配置，因此，股權結構與公

司治理機制的關係相當密切。另一方面，公司的外部治理機制，如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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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在公司治理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力量，也必須以公司的股權結構

型態為前提要件，不同的股權結構型態會導致控制權市場不同的運作方式。 

探討股權結構的文獻主要針對兩個議題進行討論，其一為探討股權結

構所導致的代理問題，其二為探討股權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間的關聯性，

分別說明如下： 

(一) 股權結構與代理問題 

1.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造成之代理問題 

美國學者A. Berle and G. Means在1932年提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之概

念，認為企業在規模不斷擴大與股權日益分散後，統治經營權將逐漸由股

東手中轉移至專業經理人時，即產生了股東與經營管理階層之間因資訊不

對稱所導致的代理問題。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將代理關係定義為：係指一位或一位以上的

主理人 (principal)，雇用與授權給另外一位的代理人 (agent)代其行使某些

特定的決策，彼此間因而存在的契約關係。Jensen and Meckling將股東分成

兩類，一類是公司內部股東，指的是持有股票的董事會成員及公司管理階

層，屬於代理人角色；另一類則是公司外部股東，為主理人角色。根據利

益收斂假說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當管理階層的持股比例愈

高時，管理階層因其支出偏好所造成的企業財富損失，所需承擔的部分也

愈大，在此情形之下，其決策行為就會較為謹慎。另外，當股權愈集中於

某些大股東時，基於自身利益之考量，也會有較大的誘因去監控管理階層，

以提昇經營績效。也就是說，公司可以透過增加內部股東持股，包括持有

股票的董事會成員與公司管理階層，使其與外部股東利益趨於一致，以降

低代理成本，進而致力於增進公司價值。換言之，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

價值間呈正向關係。 

Oviatt (1988)透過整理文獻的方法，提出了十項可能解決股東與管理階

層之間代理成本的方法，其中一項即是透過以股票為基礎的獎酬計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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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理階層的持股比率，促使管理階層與股東間的利益趨於一致。因為管

理階層自身的財富與股東一致，其所作的決策也因而較能符合極大化股東

財富的目標。另外，Oviatt也認為當大股東的持股比率愈高時，會有較大的

誘因去監督公司的管理階層，有助於提昇公司的經營績效。 

但是，根據職位據守假說 (entrenchment hypothesis)，Jensen and Ruback 

(1983)認為當管理階層持股比率增加達到一定比例時，管理階層就會有足夠

的表決權使自身的利益極大化，且基於職位穩固性的考量，往往會作出一

些反接管的行為 (anti-takeover behavior)。也就是，公司的管理階層為了鞏

固自己的權利，可能會反對一些對公司有價值的購併案或股權收購行動，

導致公司價值因而降低。亦即，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間成反向的關

係。 

Morck, Shleifer, and Vishny (1988)以名列1980年財星雜誌500大公司

(Fortune 500 )中的371家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探討公司管理階層股權結構與

市場價值的關聯性時，以董事會成員的持股比率代表管理階層的持股比

率。其研究發現，董事會成員的持股比率與公司的價值並非呈現為一單純

直線關係，而是存在有兩個轉折點。當董事會成員的持股比率介於0%~5%

時，董事持股比率與公司價值呈現正相關；而當董事會成員的持股比率介

於5%~25%時，則呈現負相關；至於在董事會成員的持股比率超過25%後，

又與公司價值呈現正相關。Stulz (1988)則從資本市場接管公司之投票權競

爭的角度來研究，亦發現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之間存在非單調的關

係，亦即公司價值在內部人持股比例在低於一定標準時，兩者呈現正向關

係，但當內部人持股比例高於一定標準後，兩者則會呈現負向關係。 

2.控制股東與小股東間之代理問題 

相較於股東與經營管理階層之間的代理問題，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明確指出在大多數國家中，大型公司內部的基本代理問題，並不是Berle和 

Means在1932年所指出的外部投資者和經營管理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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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投資者與具控制力股東之間的利益衝突。也就是，大股東通常具有足

夠的控制能力，可以藉由利用公司的資源謀求私利，侵害小股東權益。 

Shleifer and Vishny (1986)認為，大股東相較於股權分散且持股比例低

的散戶，較有監督管理階層的誘因，且有較高能力可以承擔監督管理階層

的成本與接管的費用支出。在某些情況下，大股東直接參與經營管理，可

以有效解決外部股東與內部管理階層間的資訊不對稱問題，因而增加公司

的價值。但是La Porta, Lopez, and Shleifer (1999)藉由最終控制者 (ultimate 

control)的概念，在研究27個國家之股權結構型態後，發現加拿大、日本與

台灣等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並非如同美國上市公司般的普遍分

散，而是存在最終控制者普遍利用金字塔結構 (pyramid structure)與交叉持

股 (cross-holding)的方式來控制上市公司，因而造成控制權 (control right)

與盈餘分配權 (cash flow right)的偏離現象，5最終控制者直接持有的股份低

於其可以掌控的投票權，造成最終控制者所掌握的決策權，與其實際的盈

餘分配與風險承擔發生不一致的現象，此現象在Claessens et al. (2000)以及

Faccio and Lang (2002)的研究中都得到進一步的支持。 

此外，La Porta, Lopez, Shleifer, and Vishny, (2002)還發現，當股份控制

權與盈餘分配權偏離之現象產生時，即會引發控制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代

理問題。Claessens, Djankov,  Fan, and Lang (2002)針對東亞8國的公司，實證

前述股份控制權與盈餘分配權偏離的概念。其研究結果顯示，當股份控制

權與盈餘分配權的偏離程度愈大時，控制股東侵佔與損害小股東財富之傾

向愈強。根據Lins (2003)在18個新興市場中，對1,433家公司之股權結構所

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在這18個新興市場中，普遍存在股權集中的現象，

且其中超過2/3的樣本公司具有家族控制的特點，並普遍擔任管理職位。Lins 

                                                 
5 國內文獻一般將 cash flow rights 譯為「現金流量權」，惟基於一般公司並不一定發放股
利，發放股利亦不一定以現金為之，故本研究參照許崇源等人  (2003a)之研究按其實質而
稱之為「盈餘分配權」。  



 24 

發現，當大股東的股份控制權偏離盈餘分配權的程度愈高，公司的價值就

愈低。 

Lemmone and Lins (2003)選取了東亞800家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探討在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股權結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程度。其研究結果發現，

金融危機的發生提高公司控制股東侵害小股東權益的誘因。在管理階層掌

控較高的股份控制權而與盈餘分配權產生較大偏離程度的情形下，其股票

收益  (包括買賣與持有 )會比其他偏離程度較小公司的股票收益低

10%~20%。 

由以上的研究顯示，當公司的股權結構呈現適度集中的情形時，對於

公司價值的增加與小股東權益的保障會有效益；然而在控制權與盈餘分配

權明顯分離的狀態下，則有可能會發生大股東剝削其他小股東權益的問題。 

(二) 股權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 

1.機構投資者 

    相較於一般的投資散戶，Oviatt (1988)認為機構投資者由於擁有較專業

的人才、充足的資源以及較豐富的資訊管道，因而能形成較具專業的投資

規畫與相對較低廉的監督成本優勢，對於投資標的之選擇與監督具有較佳

的效果，如果再加上持股比率較高的條件下，在監督投資標的之管理階層

的工作上，就能發揮更高的效率。 

Pound (1988)透過在1981年到1985年間，美國證券市場100件規模較大

的公司控制權爭奪案例，探討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率對公司價值與經營績

效的影響。Pound提出了下列三項假說： 

(1) 效率監督假說 (efficient monitoring hypothesis) 

機構投資者比起小股東擁有更多監督與管理的專業知識、技術，以及

所耗費的監督成本也比小股東低。因此，根據效率監督假說可以說明，若

機構投資法者持股比率越高，公司價值應會提昇。換句話說，機構投資者

的持股比率與公司價值呈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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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益衝突假說 (conflict-of-interest hypothesis) 

機構投資者能從其他與公司有關的活動進行中得到好處，一旦發現管

理階層對此利害關係有任何不利的作為時，機構投資者就可能會運用其持

股的投票權加以對抗，這樣的關係將造成機構投資者會較願意投票給那些

能夠配合機構投資者利益的管理階層。換句話說，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率

與公司經營績效呈負向關係。 

(3) 策略合作假說 (strategic alignment hypothesis) 

管理階層若與機構投資者以兼顧雙方利益為前提，建立合作關係各取

所需，則通常會因此而侵害到小股東的權益。因此，機構投資者持股比率

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負向關係。 

McConnell and Servaes (1990)自 Value Line Investment Survey中，選取

了 1976年的 1,173家公司，以及 1986年的 1,093家公司，研究公司股權結

構與公司價值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率與公司價

值呈現顯著正相關的，支持效率監督假說。Chaganti and Damanpour (1991)

以美國製造業為研究對象，配對選取 40對同產業的製造業公司為樣本，利

用 1983 年至 1985 年的資料分析機構投資者股權和公司資本結構與經營績

效間之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率愈高，公司的財務

績效愈佳，公司長期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愈低，亦支持效率督假說。 

    另外，Hansen and Hill (1991)以 1,429家公司，藉由 1977年到 1986年

的資料，研究機構投資者股權與公司投入研究發展工作的關係。其研究結

果發現，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率與公司投入的 R&D 呈現顯著正相關。

Szewezyk, Tsetsekos, and Varma (1992)以 AMEX (American Stock Exchange)

與 NYS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以 1968年至 1984年間發行新股之 356

家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機構投資者股權與新股發行時異常報酬間的關

係。其研究結果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率有助於管理階層與資本市場間

資訊不對稱的降低，協助一般投資大眾對股價的正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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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棻 (2003)以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標的，根據 1999年世界銀行所提

出的公司治理架構，擇取內外部治理機制的三個主要構面：公司股權結構、

董事會組成結構以及公司財務政策，來探討這些機制對於代理成本的減輕

以及公司價值的提昇之間的關聯性。其研究結果發現，在公司股權結構方

面，機構法人持股比重愈高，公司的經營績效就愈好。林鼎堯 (2003)以 1995

年到 2001年為研究期間，針對國內上市公司研究管理當局短視行為與機構

投資人持股比率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率與管

理當局的短視行為有顯著的負向關係。亦即，機構投資者持股比率愈高，

將更能發揮監督的效率，以避免管理當局為求創造短期較高的盈餘而排斥

長期性的研發投入。許盟 (2000)則是選取 1994年至 1998年 5年間，任一

年度中未發布盈餘預測或僅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而未發布強制性盈餘預測

的國內上市櫃公司為研究樣本，以公司治理的角度出發，探討一般董事會

結構及公司治理機制與自願性盈餘預測行為之關聯性。其研究發現，董事

會中存在持股超過 3%的高持股非關係企業法人時，會提高企業對外發布自

願性盈餘預測的意願，且其修正預測的機會比較低。 

不過，根據董秋梅 (2000)針對國內 1994到 1998 年的上市公司，探討

當公司面臨維持研發支出與增加盈餘之間的一個抵換關係時，機構投資者

是否會迫使管理當局採行減少研發支出之政策，以達成盈餘成長的目標。

結果發現，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比率的增加，管理者以削減研發支出之方

式進行盈餘管理 (earnings management)的可能性愈高。亦即，當機構投資

者持股比率增加時，其愈有動機要求管理當局避免投入會影響其投資績效

的研發支出，此舉可能造成公司整體長期的發展與小股東權益之不利影響。 

2.第二大股東 

所謂第二大股東指的是，在一公司股權結構中，持股比率僅次於控制

股東的股東，通常第二大股東的持股比率，代表著其與公司整體經營績效

之間的連動關係，以及其對於公司經營決策的影響與監督能力。Edwar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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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chenrieder (1999)以德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隨著第二大股東持

股比例的越高，公司股票的價值也越高，這可能是來自於第二大股東對管

理階層的監督效果，或是第二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的監督效果。 

陳從聖 (2002)以國內 1998到 1999年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相

關股權結構變數對高階管理者更換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

現，第二大股東的存在與高階管理者更換比例有顯著正向關係，且與企業

價值也呈現正相關。李孟芳 (2003)則是以國內 2001年度電子業上市公司為

研究樣本，探討股權結構對企業財務資訊揭露品質與透明度的影響。其研

究結果發現，第二大股東之持股率與企業財務資訊揭露品質呈現正向關

係。林明謙 (2001)以 1999到 2000年間，國內曾發布公開說明書的上市公

司為研究樣本，採用控制股東質押比率、上市公司長短期投資比率、成立

投資公司家數與金額來衡量控制股東介入股市的行為。其研究結果發現，

當公司內存在第二大股東時，公司的董事監質押比率、長短期投資比率、

以及投資公司家數與金額均較低。 

不過，呂彥慧 (2000)以國內自 1989年到 1999年 300家初次上市的公

司為研究樣本，探討股權結構對初次上市後的公司價值與經營績效之間的

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以第二大股東持股比率除以最大股東持股率代表

第二大股東的監督力量，對公司價值與經營績效的關係並不具解釋能力。 

二、 董事會與監察人特性 

(一) 董事會特性 

綜觀我國目前公司法的相關規定，6公司內部治理機制有關董事會的部

分，公司法載明除了公司章程與公司法所規定的特別決議事項外，公司一

般業務由董事會負責制定決策與執行之，7此外，公司法亦授權董事會負責

                                                 
6 目前我國的公司法係為 2001年 11月 12日所修正公布(第 11次修正 )，並於 2002年 1月

1日開始施行。  
7 公司法第 202條：「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
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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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公司的經理人。8因此，董事會是公司內部平日最高的決策機關，負責

掌控公司整體的營運方向。 

根據 OECD公司治理原則中有關董事會職責的部分，董事會應執行的

重要職責包括：評估與檢視公司的策略和經營計劃、選任與監控主要的經

營階層、設定績效指標與監控執行情形、制定主要經營階層的薪酬計劃、

監控侵佔公司資產及濫用關係人交易等不法行為、確立公司財務報告系統

與獨立查核工作的完善與健全、以及建立適當的資訊揭露程序。Mintzberg 

(1983)則將董事會主要的職責分為下列兩個層面：其一是有關控制的職責，

包括選任公司最高行政主管(CEO)、在企業發生危機的期間緊急接管、以及

審核管理階層的決策與績效；其二是有關服務的職責，包括為公司籌措資

金與爭取合約、提昇公司的信譽與名聲、以及提供公司專業的建言。 

Fama and Jensen (1983)指出董事會是代表股東和潛在投資人，成為經營

管理階層的監督機構，並將公司的決策過程分為決策的發起、核准、執行

及監督等四個步驟。通常，管理階層負責決策的發起與執行，董事會負責

核准與監督。此外，Williamson (1983)認為董事會功能的強弱與董事會的組

成有關，就監督的角度而言，外部董事的獨立性較高，較可發揮監督的功

能；但就公司經營的觀點來說，內部董事對企業的營運及相關狀況較瞭解，

較能增進效率及決策的正確性。 

Jensen (1993)認為，雖然表面上董事會的功能是提供專業的諮詢與對管

理階層的監督，但事實上，董事會常常是公司內部治理問題產生的主要來

源。董事會的功能有時之所以無法有效發揮，可能的原因包括董事會持股

過低、董事會規模太過龐大與董事會的文化不鼓勵建言等董事會特性。亦

即，董事會的規模、持股比率以及組成結構與董事會功能能否彰顯，可能

                                                 
8 公司法第 29 條：「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左列規定定
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一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
股東過半數同意。二   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三   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經理人應在國內有住所或
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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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公司的營運政策，進而影響經營績效。因此，以下將分

別就董事會的規模、持股比率與組成結構對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加以探討。 

1.董事會規模 

所謂董事會的規模指的是董事的席次數。Bacon (1973)認為董事會的規

模大小和董事會的效率呈正向的關係，因為較多的董事會人數可以容納較

多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透過彼此集思廣益，可以制定出經過全盤考量的

高品質決議。Zahra and Pearce (1989)則認為，隨著董事會規模的擴大，利

益範圍將愈廣，而組織的複雜性也就愈高。因此，管理階層企圖要完全掌

控董事會的運作便愈顯困難，而董事會在評估和監控管理階層的立場即可

以更中立，流於徒具形式的可能性也就相對降低。 

相反的，Lipton and Lorsch (1992)則認為，大多數的董事很少對高階經

理人的政策提出批評，或對公司的經營績效提出客觀公正的檢討，致使董

事會功能不彰，且此問題的嚴重性將隨董事會人數的增加而加深。Jensen 

(1993)也認為，當董事會的規模過大時，容易造成董事成員間意見整合的困

難與議事無效率的缺失。Yermack (1996)亦認為，隨著董事會規模的增加，

董事會成員之間的整合成本 (coalition cost)，例如決策速度的遲緩，會超過

董事會成員增加所能帶來的利益。Yermack針對1984年到1991年間452家大

型公司，以Tobin’s q作為公司市場價值的替代變數，在控制公司規模、所

有權結構及成長機會等相關變數後，其研究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與公司

價值之間具有顯著的反向關係。 

陳迪 (2003)則是選取2001年國內上市的500家樣本公司，探討在我國公

司治理機制下，董事、監察人特性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

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有顯著的負向關係。然而，在其他國內部分的實證

研究中，卻發現董事會規模的大小與公司經營績效無關。 

黃鈺光 (1993)針對國內股票上市公司，探究國內董事會特性及其對經

營績效之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董事會人數平均約為十人，但董事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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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並不清楚。孫秀蘭 (1996)以1991年以前在國內上市之

公司為研究對象，在刪除有遺漏值及排除金融、全額交割及官股色彩濃厚

股之公司後，取得106個有效樣本。孫秀蘭針對董事持股、規模等公司法規

定是否有修改之必要進行探討。其研究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平均為11.76

人，與經營績效無顯著關係。張峻萍 (1999)則是探討酬勞、董事會特性及

股權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董事會規模與經營績

效亦不具有顯著關係。 

楊慧玲 (2000)基於代理理論與內部監督機制，探討國內上市公司董事

會結構及其變動對董事會改選所造成短期股東財富變化與長期經營績效的

影響，其以1992年至1998年間上市公司所選任的董事會為研究樣本，藉由

公開說明書、公司年報與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的資料蒐集，共取得667個有

效樣本。其研究結果發現，董事會規模對公司長期經營績效的影響雖然呈

現負相關，但並不顯著。 

2.董事會持股比率 

Kesner (1987)認為，當董事會持股比率愈高，其財務風險和公司經營績

效之關係較為一致，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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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ner自財星雜誌前500大公司，挑

選250家的公司、涵蓋27種產業為研究對象，研究董事會持股比例與企業經

營績效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公司內部董事持股比率與企業經營

績效呈顯著正相關；同時，高成長率產業的董事持股率與企業績效亦呈顯

著正相關。Morck et al. (1988)實證發現，董事會持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

之間存在非單純線性的關係，當董事會持股比率在0%~5%時，董事會持股

比率與公司的價值呈現正相關；在5%~25%時，呈現負相關；一旦高於25%

則又是董事會持股比率與公司價值呈現正相關的關係。 

吳昆皇 (1995)以1989年至1991年國內的185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

討董事會特性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間的關聯性。根據其實證結果顯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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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持股比率對企業經營績效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吳昆皇認為，當公司

的經營績效愈好，董事本身所能獲得分配的利益也就愈高，因此，董事會

持股比率愈高就愈有誘因發揮董事會應有之功能。此一論點在張峻萍 

(1998)的研究中得到印證。另外，在楊慧玲 (2000)的研究中亦指出，董事

會持股比率對短期股東財富與長期經營績效的影響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且董事會持股比率較高的公司對長期經營績效的影響顯著較董事會持股比

率較少的公司佳。林淑棻 (2003)則探討董事會股權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間

之關聯性。其研究發現，非金融產業的國內上市公司，董事會與內部董事

的持股比率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正向的關係。劉宴辰 (1993)以1980年至

1981年之國內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究股權分散情形與公司績效之間的

關聯性。其結果發現，當董事會持股比率低於25%時，其與企業財務績效

呈正相關；持股比率介於25%~40%時，卻與企業財務績效呈負相關； 而當

董事會持股比率超過40%以上時，則又與企業財務績效呈正相關，與Morck 

et al. (1988)的結果類似。 

郭淑芬 (1996)以國內上市公司第一類股及第二類股為研究對象， 並以

盈餘數字對股票報酬率的解釋能力作為盈餘品質的替代變數，探究董監事

特性對於公司的盈餘操縱現象以及盈餘品質高低是否有系統性的關聯。郭

淑芬以公司所發生的異常應計項目變動之絕對值來衡量盈餘操縱的程度，

其實證結果顯示，當董監事的年平均持股比率超過 35%後，董監事特性的

確會影響公司之盈餘操縱程度及盈餘品質。董監持股比率愈高，公司盈餘

操縱程度愈深，盈餘品質愈低。 

3.董事會組成結構 

Fama (1980)認為，外部董事不在公司擔任職位，具有專業能力且地位

獨立，決策時可較客觀地衡量企業全面性的發展，並發揮監督的功能。

Kosnik (1987)則指出，由於外部董事通常扮演著客觀與專家的角色，董事

會要成為一個有效的監控機制，應讓外部董事佔有董事會大多數的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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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部董事相較於內部董事比較不會有自利的動機，較能保持客觀立

場與獨立性。Kosnik針對1979年至1983年間53家在AMEX與NYSE掛牌並曾

贖回超過5%以上流通在外普通股的公司進行研究，其研究發現，外部董事

席次比率較高的公司，較不會採行溢價贖回的決策。 

Schellenger, Wood, and Tashakori (1989)自 CRSP、CIT與 DNB資料庫中

選取 526 家公司作為研究對象，研究董事會組成與股利政策、市場報酬間

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外部董事持股比率和企業經營績效間程顯著正

相關。此外，Morck et al. (1988)發現，雖然內、外部董事皆代表股東行使

職權，但是外部董事的監督能力明顯優於內部董事。因此，隨著外部董事

持股比率提高，企業的經營績效也會隨之提昇。 

葉銀華 (1998)發現台灣家族控股企業之董事會中，如果家族成員擔任

董事席位比率低於 50%或存在有獨立的法人股東，則其對公司的經營績效

有著正面的效果 (轉引自葉銀華、邱顯比與張銘煌 1999)。劉宴辰 (1993)

的研究指出，當外部董事持股比率超過 40%時，對企業績效具有正面的影

響。此發現顯示，當外部董事持股率超過某一臨界水準時，其能夠控制較

多的投票權，且較有誘因去監督管理當局，解雇不良管理者，公司的整體

財務績效會因而提升。吳建頤 (1999)針對 1991年至 1997年之 116家國內

上市公司，在控制股權結構、公司規模、成長機會等變數下，檢測董事會

特性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外部董事持股比率愈高或佔董

事會規模比率愈高，公司價值顯著愈高。此結果表示，外部董事似乎發揮

了獨立監督和評核的功能，使公司的決策更有效率。楊慧玲 (2000)的研究

則指出外部董事席次變動與短期股東財富、長期經營績效變動均有顯著的

正向相關。 

李亭誼 (2003)以 2001國內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在排除金融保險產業

與官方色彩濃厚的公司後，探討董監事成員身份與特性因素是否為影響企

業相關資訊揭露程度的重要因素。實證結果顯示，非關係法人董監事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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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和獨立董監事席次比例與資訊揭露程度呈正向顯著關係，表示非關係

法人董監事與獨立董監事之監督，有助於提升企業資訊揭露程度。 

(二) 監察人特性 

我國公司法係仿照大陸法系的立法精神，股份有限公司的內部機關組

織除了股東會、董事會以外，以三權分立的精神還設置了監察人。以股東

會為最高意思機關、董事會為代表與執行機關，監察人則是監督機關。此

種制度的設計，有別於美國公司法的單軌制精神，美國公司的經營管理是

由單一的董事會負責，並無監察人的設計，不過，在美國的董事會中，有

若干功能性委員的設置，例如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與提名委員會等，

其中，審計委員會的主要執責即在於監督公司經營業務的執行與會計事務

的建全，其成員必須由獨立於公司業務外的董事來擔任，因此，審計委員

會所扮演的角色，可說是類似於我國的監察人制度。 

根據我國公司法的相關規定，我國監察人主要的職責即在於監督公司

業務之執行，包括出席董事會陳述意見、9隨時得調查公司的業務與財務狀

況、10在董事有違法或侵害公司利益的行為時，監察人除得召集股東會外，

11亦得代表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12。不同於董事會職權採行表決的執行程

序，監察人可單獨行使公司法所賦與之監察權。13 

國內實證文獻在探討監察人的角色與功能時，大多採用監察人的規

模、持股比率與組成結構等變數，實證分析其與公司經營績效和股東權益

保障之關聯性。因此接下來將分別就監察人的規模、持股比率與組成結構

對公司經營績效與股東權益保障的影響加以探討。 

                                                 
9 公司法第 218-2條：「第Ⅰ項，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  
10 公司法第 218條：「第Ⅰ項，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
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11 公司法 220條：「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
要時，召集股東會。」  

12 公司法 218-1條：「第Ⅱ項，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
行為者，監察人應即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公司法 213條：「公司與董事
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 

13 公司法 221條：「監察人各得單獨行使監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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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察人規模 

    根據我國上市上櫃公司之相關審查準則規定，無論是申請上市或上櫃

的公司，其監察人皆被要求須設立 3人以上，否則拒絕其上市或上櫃。14吳

樂群等人 (2001)指出，公司監察人的規模應多到足以反應不同的經驗與視

野，及有效率運作，根據國外的相關的研究報告顯示，最理想的監察人席

次是 3至 6席。 

曾雅鳳 (2001)以 1998年國內 34家上市櫃鋼鐵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

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結構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發現，監察人數佔

全部董監人數比率愈高，則公司經營績效愈好。林成章 (2001)排除負債融

資特質異於一般產業之金融類股、財務艱困及無董監事名冊或無持股明細

資料的公司，取得 1998年國內上市公司一般產業 358家公司為研究樣本，

探討監察人與公司價值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國內上市公司監察人

數比率與公司價值呈顯著正相關，表示台灣上市公司監察人具有監督績效。 

陳宏姿 (2001)排除金融保險業、發生財務危機與資料不全之公司，以

1999年底國內 406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董監事結構與企業經營績

效間的關聯性。其實證結果發現，在董監事之組織結構方面，監察人之規

模與企業經營績效呈現正相關。何淑瑜 (2003)以 2001年國內 461家上市公

司為研究樣本，探討監察人人數、監察人比率、營運費用率、資產利用率

等自變數對公司代理成本高低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公司監察人規模

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向關係。亦即，當監察人人數及監察人比例愈高時，

其代理成本愈低、監督力量愈大，也愈能有效監督策略之執行，以維護股

                                                 
14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9條規定：「申請股票上市之發
行公司雖符合本準則規定之上市條件，但除有第十、十二、十三款之任一款情事，本公
司應不同意其股票上市外，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經本公司認為不宜上市者，得不同意
其股票上市：… .第十二款，申請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少於五人，或獨立董事人數少於二人；
監察人少於三人，或獨立監察人人數少於一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
準第十二款規定：「申請公司之董事會或監察人，有無法獨立執行其職務者。審查認定標
準：(一)申請公司之董事會成員應至少五席，且其中獨立董事席次不得低於二席。(二)申
請公司之監察人應至少三席，且其中獨立監察人席次不得低於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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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權益，不過解釋能力有偏低的現象。陳迪 (2003)的研究結果亦顯示，

監察人規模與公司績效大致呈顯著的正向關係。 

2.監察人持股比率 

曾淑芬 (2003)以台灣股票新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探討股權結構

之持股機制與 IPO (初次申請上市上櫃公司)短期股票折價、蜜月期長短及

長期經營績效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監察人是公司最高監督機關，其持

股愈多，監督機制愈佳，資訊不對稱之情形較為緩和。同時，監察人的人

數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向關係，只是在短期績效部分並不顯著，而在長期

績效部分則達顯著水準。不過，羅陽春 (2001)以 1998年到 2000年間召開

董監事改選股東大會之 278 家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國內上市公

司董監事改選前管理當局是否會基於自利動機進行盈餘管理，以及在該期

間董監事之特性對管理當局盈餘管理行為可能之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

董監事改選前，監察人持股比例對公司盈餘管理行為之影響並不顯著。林

麗珊 (2003)則是探討我國董監事的結構與運作，認為董事及監察人最低持

股比例規定，將使其失去獨立性，與獨立董監事的制度不符。 

3.監察人組成結構 

何幸芳 (2003)以 2001年國內 641家上市公司和 375家上櫃公司，共計

1,016家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公司自發性聘任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的狀

況。其研究結果發現，當公司聘任獨立董事席位比率、獨立監察人席位數

與比率愈高時，表示公司對市場發出控制股東願意接受監督而使侵占行為

較低之訊號，產生取信作用，而增加公司價值。另外還發現當公司聘任獨

立董事與監察人時，能使董事會監督功能有效發揮，降低控制股東對財報

資訊揭露之影響，而增加盈餘資訊之內涵價值，使投資者對財報具有信心，

而願意支付溢酬購買股票，而使股價具有較高的漲幅。何幸芳認為，公司

自發性聘任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之舉動，會使得投資人解讀其公司治理機制

較佳，將有助於增加公司價值與提高市場投資者對盈餘數字之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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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素嬌 (2001)在分析我國上市公司監察人結構特性與企業財務危機間

之關聯性的研究中，發現監察人是否為董事長或總經理之親屬，是顯著影

響企業財務危機之因素。在加入監察人結構特性後之模式，可以提昇預測

準確率至 86%，顯示公司監察人機制與發生財務危機間有顯著關係。林柏

全 (2003)以曾於 2001 年與 2002 年發佈強制性財務預測之上市公司為樣

本，以探討董監事會特性與財務預測準確性之關聯性。實證結果發現，當

公司第二大股東佔全體監察人席次之比例愈低、監察人異動之比例愈高、

以及沒有獨立監察人存在時，公司所發佈之財務預測愈不準確，且其更新

幅度愈大。 

馬瑜霙 (2003)以國內 2002年 2月到 12月之 49家新上市上櫃公司為研

究樣本，從盈餘管理的角度，探討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之功能。實證結果發

現，獨立董事與獨立監察人無法有效抑制管理當局從事盈餘管理行為。推

測可能原因為，我國企業於設置獨立董事與監察人後，僅將其視為專業地

位崇高的「名譽」董事與監察人，但並未賦予監督的實際權力，因而造成

獨立董事與監察人未能進入企業核心，使其無法發揮監督管理當局之功能。 

三、 資訊揭露與透明度  

FASB在2001年企業報告研究計劃(Business Reporting Research Project, 

BBRP )中指出，資訊揭露的主要效益在於： 

(1)協助投資人制定其投資決策； 

(2)強化公司與投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降低公司資金成本； 

(3)減少股票買賣價差，增加股票市場的流動性； 

(4)協助公司制訂較佳的轉投資決策； 

(5)對於整體經濟而言，有助於市場資金作更有效率的分配，亦可以增進資

本市場的流動性。 

此外，根據標準普爾公司在2001年年底所發表的全球透明度與資訊揭



 37 

露研究報告，其研究結果發現企業的透明度亟需改善，企業的透明度不足

是導致東亞國家在金融風暴中發生危機的關鍵因素。因此，提高企業透明

度已成為投資人的普遍要求，充分的公司資訊揭露將是公司治理優劣的重

要指標，高透明度和充足的資訊揭露對企業資金成本與股東權益的保障有

重大影響。 

劉倩妏 (2004)以問卷調查311名個人投資人的方式，探討企業資訊揭露

對於投資人關係之影響。其結果發現，企業充分揭露資訊對「投資人對公

司的信心」有較大的影響，而「投資人對公司的信心」則與其持有公司股

票的意願呈現正相關。另外，投資人最重視財務資訊與負面資訊，年報、

季報或月報是投資人認為最重要的資訊媒介。何里仁 (2003)在減除資料不

全與未架設網站的公司後，以國內2001年225家電子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

本，引用標準普爾公司2002年評定資訊透明度之模式，從所有權透明度

(transparency of ownership)、財務透明度 (financial transparency)以及資訊揭

露程度 (information disclosure)探討資訊透明度及其他公司治理變數與企業

經營績效間之關係。其研究結果顯示，財務透明度與總資產報酬率 

(ROA)、權益報酬率  (ROE)、以及每股盈餘 (EPS)等財務績效都呈顯著正

相關。亦即，當企業的財務透明度愈高者，其經營績效愈好，股東權益的

保障程度亦愈高。王大維 (2003)則是以2001年國內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

探討公司治理要素對於公司績效之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樣本公司之透

明度與財務績效呈顯著正相關。 

一般衡量資訊揭露與透明度的方式主要有：(一)針對公司財務報告揭露

的項目進行評鑑；(二)針對公司網站的揭露內容進行評鑑；(三)直接透過特

定財務比率衡量企業的財務透明度。有關採用上述不同方式衡量資訊揭露

與透明度的相關實證文獻，分別整理如下： 

(一) 財務報告資訊揭露之評鑑 

Botosan (1997)針對美國機械產業內的122家製造公司，探討年報自願揭



 38 

露程度與權益資金成本間之關係。該研究將揭露指數區分為五大類資訊，

共35個揭露項目來評估企業年報自願性揭露的水準。其實證結果顯示，年

報揭露程度越高，其權益資金成本越低。Ho and Wong (2001)在1997年底至

1998年初這段期間，分別對香港610家上市公司的財務長問卷調查是否有設

立審計委員會，以及對535位的財務分析師問卷調查財務報告中較重要的20

項資訊，最後並以98家收回問卷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計算樣本公司在

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上述20項重要資訊的情形，以代表樣本公司的資訊揭

露指數。同時，Ho and Wong進而探討公司治理結構特性 (獨立董事席次比

率、審計委員會設立與否、董事長是否兼任執行長、以及家族董事席次比

率)與資訊揭露指數間的關聯性。其研究結果發現，設立審計委員會與資訊

揭露指數呈現顯著正相關，家族董事席次比率則是與資訊揭露指數呈現顯

著負相關。此外，Ho and Wong 還認為，增加公司年度財務報告中的揭露

項目，將可減少資訊的不對稱問題、改善管理績效、節省投資人的資訊成

本，以及改善公司的形象等優點。 

此外，莊尚志 (2003)以國內資訊電子業上市上櫃公司為樣本，實證分

析資訊揭露程度與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莊尚志根據國內相關實證研究整

理出年報資訊揭露項目評分表，依據個別公司在年報揭露項目個數的多寡

及有無，評定其資訊揭露分數。其實證結果顯示，整體資訊揭露程度與債

務資金成本呈顯著負相關。另外，整體資訊揭露程度與權益資金成本，以

及加權平均資金成本雖然皆呈負相關，但未達到顯著水準。 

(二) 網站資訊揭露之評鑑 

    採取網站資訊揭露之評鑑方法最主要的理由在於，企業網站係為目前

投資人取得企業資訊最主要且即時的管道。葉銀華 (2002)認為上市公司應

該透過網際網路具時效性地提供重大資訊給投資者。其在2002年4月到6月

間，以財務資訊、股務資訊、其他資訊與回應測試4個構面，對國內555家

的上市公司網站資訊揭露作出評分，並依此探討企業的資訊透明度。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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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指出，有460家設有網站(佔82.9%)，其中有報導財務資訊者為183家

(33%)，顯示國內上市公司設置網站的比例不低，但是網站資訊揭露的內容

仍以企業和產品介紹為主，忽視了投資大眾「知」的權利。 

蔡坤哲 (2003)以2003年國內212家電子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資

訊揭露與盈餘管理間之關聯性。蔡坤哲修改葉銀華 (2002)對網站資訊揭露

的評分標準，再參考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標準普爾公司和里昂證

券公司所提出資訊揭露相關指標，整合出一套包括公司財務和營運訊息、

董監和經營者資訊、股東和利害關係人與其他等4個構面，共計26個項目，

以衡量企業網站的資訊揭露程度，並作為企業透明度的替代衡量變數。其

實證結果顯示，當公司網站資訊揭露的程度越高，盈餘管理的幅度則越小。 

(三) 財務透明度之衡量 

財務透明度所代表的意涵為財務資料能確實反應企業營運狀況的程

度，通常與企業的盈餘品質息息相關，而有關盈餘品質的衡量，則主要可

分為盈餘管理與財報重編兩類。 

1.盈餘管理 

Schipper (1989)認為盈餘管理係財務報表編製者，基於某種經濟上之動

機，利用其對損益認列的裁量權，而企圖控制盈餘的結果。Healy and Wahlen 

(1999)則將盈餘管理定義為係管理階層利用其主觀判斷來操控公司的財務

績效，以誤導利害關係人或影響契約結果，進而達到其特殊之目的。亦即，

盈餘管理所導致的結果係為公司的財務資訊不實，因而會降低財務透明度。 

一般而言，促使管理階層進行盈餘管理的主要動機則包括有：為取得

個人獎酬紅利、拉抬公司股價以利其執行認股權證、不違反公司債務契約

之規定、以及避免政治監督成本等原因。至於盈餘管理的方法則主要可以

分為會計方法的選擇與可裁量性應計項目的調整兩類。其中，基於會計方

法採用的一致性原則，以及變更時需在財務報表上揭露理由與對盈餘的影

響，因此一般研究對於盈餘管理的程度，係主要透過對可裁量性應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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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動情形來加以衡量。 

Bhattacharya, Daouk, and Welker (2003)由盈餘管理的概念為基礎，提出

了盈餘模糊度 (earnings opacity)的概念，並以激進性盈餘  (earnings 

aggressiveness)、損失避免  (loss avoidance)與盈餘平穩化  (earnings 

smoothing)三個構面衡量盈餘模糊度，探討其對股價報酬、交易成本之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盈餘模糊度與股價報酬及交易成本是正相關，顯示盈

餘模糊度高的公司，其資訊較不透明，因而投資人要求的報酬及公司的資

金成本均較高，同時公司股票的交易量也會下降。 

2.財報重編 

一般公司重編財務報告之原因可分為兩類：其一是會計變動，包括採

用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GAAP)的變動，或是編製財務報告之會計個體變

更；其二則為前期損益調整 (即錯誤更正)。依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

「會計變動及前期損益調整之處理準則」規定，重編財務報告需符合下列

兩項條件： 

1.涉及下列5種會計原則之變更，或前期損益之調整 (前期錯誤更正) 

(1)存貨計價方法由後進先出法改為其他方法； 

(2)長期工程合約之損益認列由完工比例法改為全部完工法，或由全部完工

法改為完工比例法； 

(3) 採礦業探勘成本之處理，由全部成本法改為探勘成功法，或由探勘成

功法改為全部成本法； 

(4) 公司初次辦理公開發行而改變會計原則； 

(5) 改變會計原則以符合新發佈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2.金額重大。不重大則作為當期損益之調整、或自未來適用即可。 

上述5種會計原則變動及報告編製會計個體變動的情形，乃根據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規定進行重編，管理階層編製不實財務報表的可能性較低。至

於前期損益調整的財務報告重編，無論是經由主管機關要求或是公司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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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錯誤，15對於財務報告的使用者而言，使用錯誤的資訊，可能導致其制

定錯誤的投資決策，對於投資人權益的影響甚鉅，且可能存有公司管理階

層意圖編製不實財務報告的疑慮。根據台灣經濟新報社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建構中的「TEJ財報重編資料庫」統計，在1997到2000年之間，

不包括金融、證券、投資產業等TEJ未評等信用的公司中，共有10,383本財

務報告，其中重編者有417本，佔4% (約每25本財報就有1本重編)。在地雷

股案件爆發的1998年中，重編比例更高達11% (約每10本就有1本重編)。若

將焦點鎖定在上市櫃公司的部分，在417本重編的財務報告中，超過75%係

由上市櫃公司所編制的，其重大重編財報的比率為2.5%，特別是在1998年

時，重大重編財報的比例更高達7% (約14本中就有1本重編) (陳惠玲 2002)。 

總結而言，對於財務報告的使用者而言，財務報告重編所產生的效果

與財務報告不實所導致的結果相似，投資者可能在取得不正確資訊的情況

下，作出錯誤的投資決策，因此，財務報告重編的情形可代表公司的財務

透明度。 

上述資訊揭露與透明度之相關文獻顯示，資訊揭露與透明度對公司治

理機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也就是，當一家公司的透明度愈高時，其所代

表的是意涵是一般股東的權益可以獲得愈高的保障。至於對公司本身而

言，雖然資訊的揭露有其成本上的考量，不過誠如FASB企業報告研究計劃

中所述，企業若能揭露更多的資訊，亦可享有降低資金成本的好處。 

為了便於閱讀者綜觀本節所探討之公司治理相關實證文獻，茲以附錄

表3，彙總整理本研究所探討之股權結構、董事會與監察人特性、以及資訊

揭露與透明度等議題之相關實證文獻。 

                                                 
15

 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6條：「依本法第三十六條所公告並申報之財務報告，有未依有
關法令編製而應予更正者，應照主管機關所定期限自行更正，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更正稅後損益金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應重編財務報告，並重行公告。  

二  更正稅後損益金額未達前款標準者，得不重編財務報告。但應列為保留盈餘之更正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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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有公司治理評等指標之比較 

一、 里昂證券的公司治理評等  

里昂證券公司以市值較大或較具投資興趣二項為選樣依據，於2001年

首度發表針對全球25個國家的新興市場中，495家公司的公司治理報告。該

報導中對於個別公司的公司治理評分內容主要以管理紀律 (management 

discipline)、透明度  (transparency)、獨立性  (independence)、可歸責性 

(accountability)、責任 (responsibility)、公平性 (fairness)與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等7個構面、共57個項目對公司評分。 

里昂證券的公司治理評等系統係採取問卷設計評分方式，以(是/否)的

明確答案，降低分析人員的主觀影響。70%以上的評分項目著重在有客觀

事實依據，另外30%雖包含分析師個人意見，但必須附加說明解釋。各項

目經評估後，依加權方式得出公司治理分數，得分愈高者表示公司治理實

務品質愈好。 

二、 標準普爾的公司治理評等  

    標準普爾公司也在2001年起推出公司治理評等服務。初步先由評分

歐、美的企業開始，到了2002年則鎖定亞洲地區的公司做為重點推動地區。

標準普爾的公司治理評等系統與里昂證券相同，其評分亦採行問卷調查設

計方式。評分內容從包含所有權結構與投資者關係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vestor relations)、財務透明度與資訊揭露  (financial transparency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董事會結構與運作程序(board structure and process)

等3個構面、97個項目對公司評分，2002年後則再加入了財務利害關係人構

面 (financial stakeholders)。 

    標準普爾公司針對每個構面，給予1到10分的評分，得分總和愈高者表

示該公司愈重視股東的權益、愈負責、運作愈透明、小股東愈能受到公平

的對待。投資人可以依據此評等結果來評估投資風險與投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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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葉銀華、李存修與柯承恩的台灣公司治理評等  

    國內學者葉銀華、李存修與柯承恩等亦在2002年嘗試建立台灣的公司

治理評等系統。有別於里昂證券與標準普爾的問卷調查方式，葉銀華等以

公司治理的理論為基礎，嘗試以量化的方式來評估大股東正向的誘因效果

與負向的侵佔效果，並納入台灣的股權結構、董事會組成與大股東行為特

性等考量。由於台灣公司的股權結構普遍較為集中，容易造成由控制股東

(大股東兼管理者)掌握公司決策與董事會之現象，加上董事與監察人又多與

控制股東有密切關係，因而產生控制股東的監督問題。葉銀華等認為量化

控制股東正向的誘因效果與負向的侵占效果，是建立台灣公司治理機制的

重要基礎。 

    葉銀華等學者 (2002)所建立的公司治理評等系統，就其實質而言，是

一套量化大股東誘因的公司治理評等系統，主要內容為董事會組成、關係

人交易、股權結構、介入股市與管理型態等5項構面，共計17個衡量變數。 

四、綜合比較 

    對於上述里昂證券 (2001)、標準普爾 (2002)與葉銀華等人 (2002)的公

司治理評等系統，本研究以OECD的6項公司治理原則作為分類比較之架

構，如表2-1所示。 

    由於用以比較之公司治理架構基礎係OECD於2004年4月所公布之最新

原則，因此，目前上述三個公司治理評等系統皆尚未納入考量。三個評等

系統皆採用的構面包括，保障股東權利、資訊揭露與透明度、以及董事會

職責3項原則。保障股東權利是公司治理機制中最基本的目標，主要係探討

有關公司章程等保護股東利益之相關規定，以及有關股權結構的組成分

析。董事會職責則被認為是公司治理機制運作最核心的部分，其組成結構、

特性、運作程序與相關管理作為是評斷董事會職責的主要項目。資訊揭露

與透明度，則主要係探討資訊揭露的時效與品質、財務報導的公允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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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關係人相關交易的情形。至於公平對待股東與利害關係人2項構面，則僅

有里昂證券系統加以探討。 

表2-1 里昂證券、標準普爾與葉銀華等學者之公司治理評等系統比較 

OECD原則 里昂證券系統 標準普爾系統 葉銀華等學者系統 

公司治理 
架構之基礎  

尚無 尚無 尚無 

股東權利與
股權功能 

‧ 責任 
? 是否有保障小股東利
益的方法  

? 是否有處罰高階管  
  理者的機制  

‧ 財務利害關係人 
? 投票與股東大會 
? 所有權  
? 反接管措施  

‧ 股權結構 
? 現金流量權、偏離程度、
金字塔、交叉持股 

公平 
對待股東 

‧ 公平性 
? 大股東公平對待小股
東  

? 所有股東有權召開股
東大會  

? 易取得投票權  
? 提供股東大會資料 

尚無 
 
 

尚無 
 
 

利害關係人
在公司治理
中的角色 

‧ 社會責任的認知 
? 清楚的政策、強調嚴  
格的道德行為  

? 無雇用未成年人 
? 公平的雇用政策  
? 遵守產業有關原料來
源的規範  

? 嚴格環境責任政策  
? 避免在政局不穩的國
家投資  

尚無 尚無 

資訊揭露與
透明度 

‧ 透明度 
? 財務目標的揭露 
? 即時發佈財務報告  
? 立即更新網站公告  
? 立即揭露重大資訊  

‧ 財務透明度與資
訊揭露 

? 揭露的品質與內容  
? 揭露的時間與管道 
? 審計人員的獨立性與
立場 

‧ 超額關係人交易 
? 關係人股權交易比率  
? 超額關係人資金往來比率  
? 關係人銷、進貨比率  
? 關係人應收、付帳款比率 

董事會 
職責 

‧ 管理紀律 
? 在年報中討論公司治
理 

? 管理者以更高的股價
為目標 
‧ 獨立性 
? 功能性委員會由獨立
董事組成 

? 高階管理者較少擔任
董事，且不受大股東 
支配 
‧ 可歸責性 
? 非執行董事有明確的
獨立性 

? 獨立董事超過一半  

‧ 董事會結構與運
作程序 

? 董事與 CEO薪酬之  
評估與繼任政策  

? 董事會結構與組成  
? 董事會的角色與有效
性  

? 外部董事的角色與獨
立性 

‧ 董監組成 
? 擔任董事席位比率  
‧ 最大股東成員  
‧ 專業管理者 
‧ 其他股東  

? 擔任監察人席位比率  
‧ 最大股東成員  
‧ 其他股東  

? 監察人席位數  
‧管理型態 
? 最大股東擔任董事長 /總  
經理  
‧大股東介入股市 
? 大股東質押比  
? 成立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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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司治理評等指標效用之測試 

根據本章第一節所探討之公司治理的定義，公司治理機制的積極目的

在促進管理階層或是控制股東致力於提昇企業之經營績效與公司價值；消

極的目的則是防止管理階層或是控制股東侵害小股東的權益，降低投資人

的投資風險。因此，當企業之公司治理機制愈佳時，應具體反應在經營績

效與公司價值上，同時，對於一般投資人的投資風險而言，公司發生財務

危機的機率亦應較低。 

有關公司治理評等指標測試之相關文獻，以下將分別以對經營績效、

公司價值與投資人投資風險 (即企業發生財務危機)三個部分進行探討。 

一、 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企業之經營績效 

葉銀華等學者 (2002)在建構公司治理評等系統時，蒐集 1999 年台灣

292家非金融業上市企業之資料，作為研究樣本，計算該年度樣本公司之公

司治理綜合指標與 5 個構面指標 (包括董監事會組成、股權結構、管理型

態、超額關係人交易與大股東介入股市)，並分析其個別對於 1999年、2000

年與 2001年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其中，經營績效分別以資產報酬率、權

益報酬率與每股盈餘作為衡量變數。實證結果顯示，其公司治理評等系統

之綜合指標對於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企業之經營績效，皆呈現顯著

正向的關係，顯示其公司治理評等系統之綜合指標愈佳的公司，在當期與

未來期間之經營績效愈好。而在個別構面指標中，5 個構面指標在對 1999

年 (當年)以及 2000年 (次年)之經營績效間，皆呈顯著正相關；而在對 2001

年 (次 2 年)之經營績效間，以股權結構、董監事會組成、管理型態與大股

東介入股市等 4個構面具有較高的解釋能力。 

二、 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企業之公司價值 

葉銀華等學者 (2002)除了以企業的經營績效來測試其公司治理評等系

統之效用外，亦探討其公司治理綜合指標及 5 個構面指標，與公司當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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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公司價值間之關聯性。其中，有關公司價值的衡量部分，葉銀華等學

者 (2002)係採用 Tobin’s q作為衡量變數。實證結果顯示，其公司治理評等

系統之綜合指標對於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企業之公司價值，皆呈現

顯著正向的關係，顯示其公司治理評等系統之綜合指標愈佳的公司，在當

期與未來期間之公司價值愈高。而在個別構面指標中，5 個構面指標在對

1999年 (當年)之公司價值間，除了董監事會組成構面指標外，其餘 4個構

面指標皆與公司當期之公司價值呈顯著正相關；對於 2000年 (次年)之公司

價值間，則是以董監事會組成、股權結構與大股東介入股市 3 個構面指標

呈顯著正相關；而在對 2001年 (次 2年)之公司價值間，則是以股權結構、

管理型態與超額關係人交易 3 個構面指標呈顯著正相關。此結果顯示，無

論是在對當年或是未來之公司價值，股權結構構面具有較高的解釋能力。 

三、 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投資人投資風險 

翁淑育 (2000)以 1997年與 1998年國內有發行公開說明書之上市公司

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司治理相關衡量變數與企業發生財務危機之關聯性。

經刪除 1997年之前未上市之公司，以及刪除金融保險等相關營業性質較為

特殊之公司後，一共取得 251個研究樣本，其中，有 24家樣本公司在 1998

年發生財務危機。 

翁淑育 (2000)首先藉由前一年之金字塔結構、交叉持股、最終控制者

參與管理 (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最終控制者擔任董監事席次比率、次大

股東持股率與董監質押比率等 6 項公司治理衡量變數，探討其等對於公司

發生財務危機的預測能力。其實證結果顯示，在整體 Logistic 迴歸模式之

預測能力 (concordant ratio)達到 73.30%以上的狀況下，最終控制者參與管

理、擔任董監事席次比率與全體董監質押比率等 3 項衡量變數，與公司發

生財務危機皆呈顯著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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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淑育 (2000)接著則是以前一年之最終控制者股份控制權、盈餘分配

權以及前述二者之偏離程度等 3 項公司治理衡量變數，探討其等對於公司

發生財務危機的預測能力。其實證結果顯示，在整體 Logistic 迴歸模式之

預測能力 (concordant ratio)達到 69%以上的狀況下，最終控制者盈餘分配

權、最終控制者盈餘分配權與股份控制權之間的偏離程度等 2項衡量變數，

皆與公司發生財務危機呈顯著正向關係。 

總結本章所探討之相關文獻，從公司治理定義概念的整合，以及對世

界銀行公司治理架構與 OECD公司治理原則的介紹，可以初步確認一套建

全之公司治理機制所應包含的構面。針對公司治理相關實證文獻的整理彙

總及對現有公司治理評等系統的分析比較，則有助於本研究選取公司治理

評等指標應包含之構面與衡量變數，以建構適用於衡量國內企業的公司治

理評等指標。至於探討有關公司治理評等指標測試的相關文獻，將有助於

本研究進一步測試公司治理評等指標之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