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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首先簡要彙總本研究之研究結論，接著簡單敘述在研究中所遭遇

到之研究限制，最後則是分別對政府主管機關提出公司治理相關法規之修

法建議，以及對後續研究者提出可行延伸之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植基於世界銀行之公司治理架構與 OECD之公司治理原則，配

合公司治理相關實證文獻作為理論基礎，以 2002年 523家台灣上市公司作

為研究樣本，首先嘗試利用 LISREL 模式建構國內上市之公司治理評等指

標，並透過複迴歸模式與 Logistic 迴歸模式，探討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經

營績效、公司價值以及投資人投資風險間之關聯性。茲將本研究之主要研

究發現，彙總說明如下： 

一、 公司治理評等指標之建構 

    在建構公司治理評等指標部分，本研究依循 OECD公司治理原則，在

衡量公司治理層級及選取可直接量化變數之原則下，決定以股權結構、董

事會職責及財務透明度作為衡量公司治理評等指標之構面。此外，並以國

內外有關公司治理之實證文獻為基礎，篩選相關變數以作為衡量個別評等

指標構面之衡量變數。其中，以盈餘股份比與專業投資機構者持股率 2 項

指標作為衡量股權結構構面之衡量變數；以盈餘席次比、外部董事席次比

率、外部監察人席次數與外部董監持股率 4 項指標作為衡量董事會職責構

面之衡量變數；以盈餘管理幅度、盈餘平穩化程度與財報重編率 3 項指標

作為衡量財務透明度構面之衡量變數。因此，本研究所建立之公司治理評

等指標共由 3個構面、9項衡量指標所構成。 

    依據 LISREL模式分析之結果顯示，在整體模式配適度良好的狀況下，

透過結構關係模式中參數估計結果，決定股權結構、董事會職責與財務透

明度之個別構面權重分別為 36%、27%與 37%，表示股權結構構面與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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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構面之重要性相當，而董事會職責構面所占之權重稍低。進一步透

過個別構面衡量模式中之參數估計結果，分別決定各項衡量指標在個別公

司治理評等構面下之變數權重。分析結果顯示，股權結構構面中，盈餘股

份比與專業投資機構者持股率之變數各占 50%。董事會職責構面中，盈餘

席次比、外部董事席次比率、外部監察人席次數及外部董監持股率之變數

權重分占 14%、35%、29%、22%。財務透明度構面中，盈餘管理幅度、盈

餘平穩化程度、及財報重編率之變數權重則分占 52%、31%、17%。1 

    結合上述公司治理評等個別構面的權重，以及各構面下之變數權重，

可計算出本研究所採用之 9 項公司治理指標變數，在公司治理評等指標中

個別所占的權重。表 5-1 彙總列示 9 項衡量變數在整體公司治理評等指標

中個別所佔的權重。以盈餘股份比為例，其構面權重為 36%，變數權重為

50%，故得整體權重為 18% (36% * 50%)。 

表 5-1 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衡量變數之權重彙總整理 
公司治理 
指標構面 

衡量指標變數 
公司治理評等
指標之權重(%) 

盈餘股份比 18 股權結構 
(36%) 專業機構投資者持股率 18 

盈餘席次比 4 
外部董事席次比率 9 
外部監察人席次數 8 

董事會職責 
(27%) 

外部董監持股比率 6 
盈餘管理幅度 19 
盈餘平穩化程度 12 

財務透明度 
(37%) 

財報重編率 6 
合計  100 

    透過上述 9 項公司治理指標之變數權重，計算所有樣本公司之公司治

理評等分數，得到樣本公司之平均得分為 61.73分。其中，以綜合其他產業

之 65.89分為最高，化學生技產業之 64.97分次之，以建材營建產業之 51.04

分在所有產業中排名最後。2 

                                                 
1 有關公司治理評等指標各個構面與各項衡量指標之線性結構關係圖，可參考圖 4-2。  
2 有關各產業之公司治理評等指標分數之計算，可參考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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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治理評等指標效用之測試 

    本研究在測試公司治理評等指標時，主要利用複迴歸模式與 Logistic

迴歸模式分析方法，探討公司治理綜合評等指標及個別評等構面指標與經

營績效、公司價值、投資人投資風險間之關聯性，以及公司治理評等優劣

對公司未來發生財務危機之預測能力。以下分別就各項檢驗簡單說明實證

結果： 

1.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公司當期經營績效間之關聯性 

本研究發現，無論以資產報酬率或權益報酬率作為公司經營績效之衡

量變數，公司治理綜合評等指標與公司當期經營績效皆呈顯著正相關，代

表當公司治理評等愈佳之公司，其當期經營績效愈好。 

就公司治理評等之個別構面指標而言，董事會職責構面和財務透明度

構面均與資產報酬率和權益報酬率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公司的董事會職

責愈健全、財務透明度愈佳，其經營績效也會愈好。至於股權結構構面雖

然亦與經營績效呈現正向關係，惟未達顯著水準。 

2.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公司未來經營績效間之關聯性 

實證結果顯示，無論以資產報酬率或權益報酬率作為公司經營績效

之衡量變數，公司治理綜合評等指標與公司未來經營績效皆呈顯著正相

關，代表公司治理評等愈佳之公司，其未來之經營績效也愈好。 

就公司治理評等之個別構面指標而言，董事會職責構面均與資產報

酬率或權益報酬率呈現顯著正相關。財務透明度構面則僅與資產報酬率呈

顯著正相關，與權益報酬率雖然亦呈正向關係，但未達顯著水準。至於股

權結構構面，雖然也與公司未來之經營績效呈正向關係，惟未達顯著水準。 

3.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公司當期價值間之關聯性 

實證結果顯示，公司治理綜合評等指標與公司當期之價值呈顯著正相

關，代表公司治理評等愈佳，其當期公司價值愈高。就公司治理評等之個

別構面指標而言，股權結構構面、董事會職責構面及財務透明度 3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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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公司當期價值呈顯著正相關，其中以財務透明度之衡量效果為最佳，

董事會職責之衡量效果次之。  

4.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公司未來價值間之關聯性 

實證結果顯示，公司治理綜合評等指標與公司未來價值呈顯著正相

關，代表當本研究公司治理評等愈佳，其公司未來價值愈高。就公司治理

評等個別構面指標而言，股權結構構面、董事會職責構面及財務透明度 3

個構面均與公司未來價值間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以財務透明度之衡量

效果為最佳，董事會職責與股權結構之衡量效果次之。  

5.公司治理評等指標與投資人投資風險間之關聯性 

實證結果顯示，公司治理綜合評等指標與衡量投資人投資風險之

TCRI信用評等呈現顯著負相關，顯示公司治理評等愈佳，其信用評等等

級愈低，代表公司之債信風險愈低，投資人之投資風險亦愈低。 

就公司治理評等個別構面指標而言，股權結構構面、董事會職責構面

及財務透明度 3個構面皆與 TCRI信用評等呈顯著負相關，顯示各評等指

標構面之得分愈高，其信用評等等級愈低，代表公司之債信風險愈低，投

資人之投資風險亦愈低。其中以董事會職責之衡量效果為最佳，股權結構

之衡量效果次之。  

6.公司治理評等指標對財務危機公司之預測能力 

本研究發現，無論係以 TCRI評等第 10 級定義為財務危機公司，或

是將 TCRI評等為第 9 級與第 10 級之公司定義為財務危機公司，公司治

理綜合評等指標均與公司於次年度前半年是否被列為財務危機公司呈現

顯著負相關。此項發現表示，公司治理評等愈差之公司，其未來被列為財

務危機公司之可能性愈高。整體模式之預測機率 (Concordant Ratio)則高

達 96.80%。 

就公司治理評等個別構面指標而言，董事會職責構面與被列為不同定

義下之財務危機公司的可能性，皆呈現顯著負相關，顯示董事會職責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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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愈差，公司未來被列為財務危機公司之可能性愈高。另外，財務透明

度構面僅與次年度前半年、被列為以 TCRI第 10 級定義之財務危機公司

呈現顯著負相關，對於半年後被列為 TCRI第 9 級加上第 10 級之財務危

機的公司，則未具顯著性。股權結構構面與被列為 2項不同定義之財務危

機公司的可能性，雖然呈現負向關係，惟未達顯著水準。 

第二節  研究限制 

在建構公司治理評等指標時，主要面臨之研究限制可分為公司治理評

等構面之建構、個別構面衡量變數之取得與計算，以及樣本資料年度過短

等 3類限制。以下，簡要說明上述 3類主要研究限制： 

1.公司治理評等構面之建構 

由於部分 OECD 公司治理原則的內涵偏重於法律規範與公司章程之

規定，其內容不易量化，故無法納入為評等構面之一。例如，有關股權功

能機制方面，在公司章程中，對於所有股東在投票權、監督權與受益權之

規定，以及有關公平性與相關權益的執行難易程度等，均難以量化衡量。

本研究之實證發現是否因此而受到影響，有待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2.相關衡量變數之取得與計算 

囿於部分變數不易取得與不易量化之限制，因此可能對本研究之發現

造成影響，惟亦無法確定影響之程度。例如，在資訊揭露與透明度方面，

除了財務資訊以外，有關法令規範之遵守、股權結構明細資料以及董事會

成員之背景經歷等資訊之取得，或因法令規定尚未完備，或因相關資訊揭

露之時效與品質良莠不齊，囿於研究時間與成本之考量，無法一一確認並

納入研究。又如公司治理中有關利害關係人權益之保障，本研究亦曾嘗試

以環保支出比率、公益活動投入比率、以及利息保障倍數等作為利害關係

人權益構面之衡量變數，惟由於目前相關法令尚未硬性要求公司揭露，因

此亦難以完整取得衡量公司保障利害關係人權益作為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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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年度期間與樣本公司範圍 

由於目前 TEJ 針對公司治理衡量變數所建構之資料庫，仍屬初步階

段，因此在衡量變數之資料期間，及樣本公司之範圍，尚未臻完備。因此，

本研究針對公司治理評等指標之測試期間不夠長，對於經營績效、公司價

值與投資人投資風險之解釋與預測能力，可能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以下依據本研究之實證發現及研究限制，分別針對政府主管機關與後

續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1.政府主管機關 

(1)股權結構之持股明細 

有鑑於本研究在選取股權結構之衡量變數時，經常遭遇無法確認第

二大股東之身份與持股率，因此未能將其列入股權結構構面之衡量變

數。建議主管機關應考慮要求所有公開發行以上之公司，定期揭露超過

特定持股比率之股東，或是前 10 大持股之股東，以利相關研究者辨認

特定公司之股權結構資訊。 

(2)董監事相關背景資料 

      有鑑於目前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櫃臺買賣中心，僅規定自

2002年 2月後，初次申請上市上櫃公司方才需要設置一定席次之獨立董

監事，但對於現存之已上市上櫃公司則尚未訂定獨立董監事之相關騁任

規定。同時，董監事身份特性背景資料的揭露規範亦尚未健全，在辨認

個別董監事身份時，存在極大之障礙。因此，建議主管機關應儘速針對

獨立董監事之騁任及董事背景資料之揭露，制定相關規定。 

(3)資訊揭露評鑑分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證基

會)，自 2003年 1月 1日起，針對國內上市上櫃公司進行資訊揭露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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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並已於 2004年 5月 10日，就 2003年 1月到 12月之 611家

上市公司與 308家上櫃公司之資訊揭露表現，發布第一屆評鑑結果。3惟

證基會目前對於資訊揭露的評鑑方式，尚停留於以各評鑑項目之有或無

為計分基礎之階段，尚無法納入質性的考量。建議證基會未來應加強有

關質性資料的評估，例如派員至受評公司實地查訪。同時，證基會亦應

考量充分揭露公司治理評等分數之可行性，以利公眾發揮監督的力量，

落實政府推行公司治理機制之美意。 

2.後續研究建議層面 

(1)公司治理評等指標構面 

      就評等指標構面之選取方面，在時間與成本允許之情況下，除了可

以考慮納入本研究未採用之構面外，尚可考慮增加公司之外部治理機

制，例如有關查核會計師與審計品質之衡量，以及利害關係人相關權益

保障與權利行使之衡量。 

(2)公司治理衡量指標變數 

有關本研究之股權結構構面，在辨認第二大股東身份與持股率的障

礙可以克服之狀況下，可考慮將第二大股東持股率納入衡量。而就資訊

揭露與透明度方面，後續研究者或可考慮以財務預測更新次數、或是更

新幅度比例，來替代本研究所採用之財報重編率，探究在衡量財務透明

度時，是否具有更佳之衡量效果。同時，由於證基會之資訊揭露評鑑作

業系統將持續增加揭露之範圍，研究者或可考慮將資訊揭露相關法規之

遵循、資訊揭露時效性、預測性財務資訊之揭露、年報之資訊揭露 (包

括財務及營運資訊透明度)、董事會及股權結構及網站之資訊揭露等衡

量指標納入，作為衡量財務透明度與公司整體資訊透明度之共同基礎。 

另外，在各項衡量指標變數之資料可以取得的情況下，後續研究者

亦可考慮納入在葉銀華等學者 (2002)所建構之台灣公司治理評等系統

中，相關的公司治理評等構面以及衡量指標，藉由LISREL模式進一步

                                                 
3 http://www.sfi.org.tw/EDIS/result9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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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是否有效用更佳之公司治理評等指標。 

除了上述可以考量在公司治理評等指標中納入新的衡量變數以

外，若以產業別之公司治理評等平均得分來看 (參考表4-7)，由於本研

究所建構之公司治理評等指標，在個別產業平均得分間之差距不甚明

顯，普遍集中在55分至65分之間。後續研究者或可考慮減少評等之級

距，以探究是否可以增加公司治理評等指標之辨別效果。 

(3)公司治理評等指標建構期間與範圍 

俟 TEJ或其他相關資料庫建構完成後，後續研究者可以增加公司治

理評等指標建立之研究期間，藉由較多期之衡量，應可得到更完備之公

司治理評等指標。另外，就評等範圍而言，後續研究者可以考慮將上櫃

公司與金融相關產業公司納入研究範圍，針對不同業務性質之公司建構

公司治理評等指標。 

(4)公司治理評等指標門檻之設立 

後續研究者可以考慮在建構公司治理評等指標時，在衡量指標變數

之外，另尋適合作為評等門檻之參考值。亦即，在特定門檻之規定下，

即使公司治理綜合評分達到一定的程度，若未能符合相關門檻時，其評

等應設置上限。例如，董監質押持股比率過高，雖然不一定就代表其公

司治理不佳，但仍應屬公司發生危機之參考警訊之一。惟其門檻應如何

選擇，相關標準如何制定，仍有賴後續研究者加以研究。 

 (5)納入質性衡量指標的考量 

本研究主要係以可量化之衡量指標來建構公司治理評等指標，雖然

具備簡單、易用等優點，但可能無法進一步分辨出，得到相同評等分數

之公司間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差異，例如在法規遵守與公司章程執行層

面的表現。因此，後續研究者在時間與成本不受限制的考量下，或可參

考里昂證券所建構的公司治理評等機制，建構一套結合量化指標與質性

指標 (實地訪談調查而得)的公司治理綜合評等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