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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對象、期間及資料來源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金融控股公司股權集中程度對其公司價值之

影響，故在追蹤對象方面，為求研究資料的準確性，並期望估計之結

果為最接近全體母體的估計值，將以我國目前成立之 14 家金融控股

公司申報揭露之實證資料為資料取得來源，並以 92 年至 95 年共計四

年為研究期間。 

本研究預計使用結合橫斷面（cross-sectional）與時間序列

（time-series）結合之追蹤資料（Panel Data），期有助於提高樣

本數與自由度，使估計結果較為準確，而實證模型的採用也將具有更

多的選擇。在整理上述有關股權結構對公司經營績效或公司價值的影

響相關理論及實證文獻，並逐一檢討各項可能影響金融控股公司價值

的決定因素後，本研究歸納出可能影響金融控股公司價值的因素為：

股權集中度、最終控制者為家族集團或政府機構、董監事持股比率、

外資持股比率、董監事規模、董監事設質比率、資產規模及營業收入

成長率等。謹就上開相關因素之資料來源分述如下： 

一、 股權集中度：蒐集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TEJ）股權結構項

下之「大股東」資料，其範圍為持有金融控股公司股權比例

達百分之一以上或股權比例占前十名股東之合計數。 

二、 最終控制者為家族集團或政府機構：蒐集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於研究期間之董監事席次資料，並予判斷

是否為家族集團或政府機構所掌控。 

三、 董監事持股比率：蒐集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14 家金融控股公

司於研究期間之董監事持股比率。 

四、 外資持股比率：蒐集臺灣證券交易所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於研究期間之外資持股比率。 

五、 董監事規模：蒐集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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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間之董事及監察人席次資料。 

六、 董監事設質比率：蒐集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14 家金融控股公

司於研究期間之董事及監察人持股質押資料。 

七、 資產規模：蒐集台灣經濟新報（TEJ）中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

於研究期間之總資產規模資料，並取自然對數（log）進行分

析。 

八、 營業收入成長率：蒐集台灣經濟新報（TEJ）中 14 家金融控

股公司於研究期間之營業收入成長率資料。本變數資料因第

一金融控股公司係於 92 年 1 月 2 日開始營運，而於計算 92

年 6月及12月營收成長率時未有上一期（91年 6月及 12月）

資料作為基期運算，致產生缺漏值情形。為彌補此一研究限

制，爰以當期之資產規模與第一金融控股公司相當（增減

20%）之金融控股公司，經篩選後計有華南金融控股公司、

台新金融控股公司及永豐金融控股公司等 3家，並將該 3家

公司當期之營業收入成長率予以加總後以算術平均方式計

算之，作為該期第一金融控股公司之營業收入成長率。而上

開所採類推方法仍可能產生誤差。 

 

第二節  變數之定義 

本研究衡量股權集中程度之方式，係參採周行一、陳錦村與陳坤

宏（1996），將金融控股公司前十大股東持股比率予以加總來計算。  

目前成立之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中，其股權集中程度有多家係屬於政

府控制及家族色彩濃厚之經營者，如政府控制者有：華南金融控股公

司、兆豐金融控股公司、第一金融控股公司；另如緒論所述之家族經

營者，包括：「新光吳氏兄弟」分別掌控之台新金融控股公司（吳東

亮）、新光金融控股公司（吳東進）；「中信辜氏兄弟」分別掌控之

中國信託金融控股公司（辜仲亮）、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辜仲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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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家族」掌控之國泰金融控股公司（蔡宏圖）、富邦金融控股公

司（蔡明忠）等共計 6 家金融控股公司。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最終控

制者予以區分為「家族集團」及「政府機關」，並納入此二類最終控

制者型態，分析其對金融控股公司價值的影響。 

然將「最終控制者」區分為「家族集團」及「政府機關」，而其

界定範圍為何，應先予以釐清。依據 Donnelley（1964）定義之「家族

企業」係指：同一家族至少有兩代參與這家公司的經營管理，並且這

種兩代銜接的結果，使公司的政策和家族利益與目標有相互影響的關

係。周行一、陳錦村與陳坤宏（1996）對「家族企業」所作之定義為：

（1）董事長與總經理為同一人、父子、兄弟與三等親以內之親屬，

以及（2）三等親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的人數佔公司董監事總數一

半以上者。另黃佩鈴（2000）定義「最終控制者」為：（1）「政府機

構」：政府機構為該銀行持股比率最高或政府機構於此銀行之董事席

位比率超過一半者；（2）「家族集團」：該家族集團持股比率於銀行為

最高或該家族成員擔任集團內之董事席位比率超過一半。 

綜合上段所述，倘屬股權分散之公司，每個股東持股比例皆小，

並不具影響力，故縱然政府機構、某一企業或個人持股比率為最高，

則對於該公司仍無控制權。因此，本研究為求嚴謹及易於分析起見，

將「最終控制者」區分並定義為： 

一、 家族集團：該家族成員擔任金融控股公司之董事席位比率超

過一半。 

二、 政府機構：政府機構派任金融控股公司之董事席位比率超過

一半。 

依據上開對「最終控制者」所作之區分，有關我國 14 家金融控

股公司為政府所控制或家族集團所控制的金融控股公司謹彙整如下

表 3。惟值得一提的是，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之最大股東辜仲瑩集

團所掌控的董事席次為 8席並未超過一半（總席次為 19席），雖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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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股東政府所持有之 6 席，然辜仲瑩集團預計於 96 年 6 月董事會

改選時，將與財政部爭奪 10 席以上過半的董事席次，以取得董事會

主導權，爰本研究仍將中華開發金融控股公司予以納入為家族集團所

控制的金融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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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金融控股公司與其最終控制者彙整表 

   基準日:96.3.31 

公司名稱 最終控制者 持股比例 董事席次/總席次 監察人席次/總席次 

華南金融控股公司 政府機構 34.97% 8/15  3/5 

兆豐金融控股公司 政府機構 21.11% 6/12  3/5 

第一金融控股公司 政府機構 34.34% 12/15  3/5 

台新金融控股公司 吳東亮家族 8.88% 7/8  2/3 

新光金融控股公司 吳東進家族 30.94% 13/15  4/5 

中信金融控股公司 辜仲諒家族 9.59% 7/7  3/3 

中華開發金控公司7 辜仲瑩家族 13.38% 8/21  1/3 

國泰金融控股公司 蔡宏圖家族 34.42% 7/7  2/2 

富邦金融控股公司 蔡明忠家族 35.40% 7/12  1/2 

資料來源：由各公司申報公開資訊觀測站之資料彙整 

 

 

 

 

 

 

                                                 
7 中華開發金控公司之最大股東及次大股東分別為辜仲瑩家族及財政部，財政部於 96 年 3 月底

止持有該金控公司 11.16%的股權，佔有 6 席董事及 1 席監察人。財政部於 96 年 6 月董監改選

中將面臨辜仲瑩家族的強烈競爭，該部規劃爭取 1/3 的席次（約 5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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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綜合國內外文獻各重要變數假設的探討，同時考量我國

金融控股公司環境特性與資料取得之限制，擬設計下列相關變數，包

括公司價值變數及相關控制變數： 

一、 公司價值變數（被解釋變數）： 

（一） Tobin’s Q： 

1. 採用理由：Tobin’s Q 值主要係提供投資者評估公司經營

績效或價值的參考指標，在學術上亦常作為衡量公司價值

的變數。而有關股權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的文獻中， 

McConnell and Servaes (1990)、Morck、Nakamura and 

Shivdasani（2000）、Cronqvist and Nilsson（2003）及

Caprio, Laeven and Levine（2003）係採用 Tobin’s Q 值

作為公司經營績效或價值的衡量方法。因此，本研究擬定

Tobin’s Q 作為衡量公司價值之被解釋變數之一。 

2. 計算方式如下： 

Tobin’s Q＝（股價市值+負債帳面價值） / 資產帳面價值 

  

（二）市價淨值比（Market-to-Book Ratio）： 

1. 採用理由：市價淨值比之比值愈高，表示未來公司價值愈

高，潛在投資機會愈大，顯示市場投資人對該公司未來

成長潛力看好，而該比率實務上亦常作為公司價值之衡

量指標。學術上 Caprio, Laeven and Levine（2003）於

公司治理與銀行價值研究中，將市價淨值比作為衡量公

司價值的方法，而陳玉華（2003）亦以此作為衡量公司

經營績效之被解釋變數。因此，本研究將市價淨值比作

為衡量公司價值之被解釋變數之一。 

2. 其計算方式如下： 

市價淨值比 ＝ 每股市價 ／ 每股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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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股盈餘（EPS）： 

1. 採用理由：每股盈餘是財務分析上常使用的一種指標，用

以評估公司的獲利能力，不同期間每股盈餘之變動代表

公司每股獲利之趨勢，其表彰平均每一股份所賺得的盈

餘，該比率亦為制定投資決策之重要資訊。相關文獻中，

陳玉華（2003）於探討金融控股公司的治理機制對經營

績效之影響，係以每股盈餘作為衡量公司經營績效之被

解釋變數。因此，本研究參採每股盈餘作為衡量公司價

值之被解釋變數之一。 

2. 每股盈餘係金融控股公司稅後淨利扣除特別股股利後占

加權平均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的比率。 

 

二、 控制變數（解釋變數）： 

以股權集中度、股權結構（含董監事持股比率、外資持

股比率）、董監事規模及董監事設質比率等五個變數分析其

如何影響金融控股公司之公司價值。由於公司價值的影響因

素眾多，僅考慮股權集中度、股權結構、董監事規模及董監

事設質比率恐未能見其全貌，乃另納入資產規模（取對數）、

營業收入成長率等二個作為控制性變數，合計有七個財務金

融變數。 

此外，如果金融控股公司為「家族集團」或「政府機構」

所控制者，則設定虛擬變數為「1」，倘不存在最終控制者，

則設定虛擬變數為「0」。為利瞭解，謹彙整本研究之研究變

數及其定義說明詳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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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金融控股公司全體董監事持股質押比例統計表 

   基準日:95.12.31   

公司名稱 
全體董監事 

持股合計 

全體董監事 

持股設質合計 

持股比例

(%) 

設質比例

(%) 

 

華南金融控股公司 2,201,282,678 7,383,863 34.14 0.34  

富邦金融控股公司 2,529,431,151 250,000 32.56 0.01  

國泰金融控股公司 1,435,590,135 98,705,000 33.07 6.88  

開發金融控股公司 1,193,319,510 146,000,000 10.41 12.23  

玉山金融控股公司 460,031,072 156,738,215 12.29 34.07  

復華金融控股公司 1,032,069,997 439,612,591 54.52 42.60  

兆豐金融控股公司 3,542,976,770 0 31.71 0.00  

台新金融控股公司 476,041,850 361,610,586 7.77 75.96  

新光金融控股公司 704,589,712 177,700,000 29.64 25.22  

國票金融控股公司 386,938,180 100,940,000 12.68 26.09  

永豐金融控股公司 463,022,572 79,919,397 6.17 17.26  

中信金融控股公司  772,515,567 656,018,529 9.13 84.92  

第一金融控股公司 1,396,783,294 900,000 39.24 0.06  

日盛金融控股公司 305,027,948 137,746,854 7.63 45.16  

資料來源：由各公司申報公開資訊觀測站之資料彙整 

  

 

 

 

 

 



金融控股公司股權集中度對公司價值影響之研究 
 

 31

 

 

表 5  研究變數之衡量與說明 

解釋變數 

變數 衡量方法 資料來源 
預期影響 

方向 

股權集中度 
（HI） 

公司前十大股東持股比率予以加總： 

HI = ∑
=

N

i
iS

1
 

台灣經濟新報
（TEJ） ＋ 

具最終控制者- 
家族集團 

（FAMILY） 
 

為虛擬變數：家族集團所控制者，則設
定虛擬變數為「1」，否則為「0」 

 公開資訊觀測站 
及各金控公司財報 ？ 

具最終控制者- 
政府機構 
（STATE） 

為虛擬變數：政府機構所控制者，則設
定虛擬變數為「1」，否則為「0」 

 公開資訊觀測站
及各金控公司財報 ？ 

 
董監事持股比率
（STRUCCO） 

董監事持股總數占總發行股份之比率 公開資訊觀測站 ＋ 

外資持股比率
（STRUCFI） 外資持股總數占總發行股份之比率 

證券交易所及公開
資訊觀測站 

 
？ 

董監事規模 
（BOARD） 

董事、監察人席次 公開資訊觀測站 － 

 
董監事設質比率
（PLEDGE） 

 

董監事股票質押數占董監事持股合計數
 證券交易所及公
開資訊觀測站 － 

資產規模 
（SIZE） 

資產總額取自然對數（log） 
台灣經濟新報

（TEJ）及各金控
公司財報 

＋ 

營收成長率 
（ΔREVENUER） 

營業收入增減額占上期總營業收入 
之比率 

台灣經濟新報
（TEJ）及各金控

公司財報 
＋ 

 

 



金融控股公司股權集中度對公司價值影響之研究 
 

 32

 

 

被解釋變數 

    

Tobin’s Q 
（股價市值+負債帳面價值） / 資產 

帳面價值 

各金控公司
財報及自行

運算 
 

 
市價淨值比 
（MBRATIO） 
 

每股市價 / 每股淨值 公開資訊觀
測站  

每股盈餘 
（EPS） 

（稅後淨利－特別股股利） / 加權平均
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 

公開資訊觀
測站及各金
控公司財報

 

 

註：「＋」表示該解釋變數對於公司價值影響是正向的；「－」表示該解釋變數對於

公司價值影響是負向的；「？」表示該解釋變數對於公司價值影響是不確定的。 

 

 

第三節  研究假說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金融控股公司股權集中程度對其公司價值之

影響，因此主要係引用與股權結構對公司價值影響的相關文獻結論做

為假說基礎。謹就本研究欲驗證之假說臚列如下： 

假說一、股權集中度愈高，金融控股公司價值愈高： 

此假說有關股權集中的程度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學者 Jenson 

and Meckling（1976）指出，當股權集中於管理者手中，管理者特權

消費、怠惰和追求非最大公司價值的行為所產生的損失，大部分將由

管理者自行承擔。因此管理者不可能下達不利於公司價值的決策，此

即「管理者與股東利益一致假說」（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

亦即管理者持股比率高或股權集中時，該管理者與公司其他股東之利

益即會趨於一致，並導致公司價值的提高。另周行一、陳錦村與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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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1996）指出當內部人持股比例愈高時，其亟欲提升監督之動機即

愈強烈，也愈有能力解決代理問題。本假說之論點為公司股權愈集

中，其價值愈能提升。 

 

假說二、董事、監察人規模愈小，金融控股公司價值愈高： 

有關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的關聯性，Zahra and Pearce

（1989）認為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相關，但亦有學者

Yermark（1996）發現公司績效和董事會規模呈負相關的現象。因此，

提出本假說，以探討董事、監察人規模與金融控股公司價值的關聯性。 

 

假說三、董事、監察人持股比率愈高，金融控股公司價值愈高： 

有關董事、監察人持股比率對公司價值的影響有二派不同的看

法，即前揭所述之「管理者與股東利益一致假說」及「管理者鞏固或

掠奪利益假說」。Jenson and Meckling（1976）認為股權集中為董事

會所擁有，他們將有較大的誘因去監控管理者，促使管理者經營績效

提升，而 Jenson and Ruback（1983）指出，股權集中於經營者，將誘

使經營者的瀆職行為獲致保障，使得企業績效低落。因此，提出本假

說以探討董事、監察人持股比率與公司價值的相關性。 

 

假說四、董事、監察人持股設質比率愈低，金融控股公司價值愈高： 

有關董事、監察人持股質押比率與公司價值的關係，劉綠萍

（2004）在有關董監事持股質押對公司價值影響之研究結果發現董監

事持股質押對公司價值具有顯著性的負面效果，楊麗弘（1999）亦發

現，董監事股票質押比例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顯著負相關，顯示設質

比例越高的企業，其經營績效越差。而熊大中（2000）研究我國企業

財務危機與董監事股權質押關聯性，其實證結果顯示董監股權質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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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與經營績效有顯著相關性，並且成反向相關。此外，Caprio, Laeven 

and Levine（2003）於公司治理與銀行價值研究中發現當銀行控制股

東真正出資比率愈高，則公司價值愈大。然而許加昂（2000）發現，

董監事持股質押比率與經營績效並無相關性。爰提出本假說，探討董

事、監察人持股質押比率與公司價值的相關性。 

 

第四節  實證模型 

本研究將分析金融控股公司董監事設質情形、公司規模及經營情

況等，並將影響金融控股公司價值之決定因素建立實證模型，將蒐集

及經過計算處理之研究資料，以固定效果模型（又稱為虛擬變數模

型，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 Model）進行迴歸分析，其特點在於

可同時考慮橫斷面與時間序列並存的資料，且著重於容許各組織型態

及行業間有差異的存在，並以固定截距代表每個橫斷面有不同的結

構。 

固定效果模型之迴歸方程式如下： 

 VALUE _ALL = f（HI, FAMILY, STATE, STRUCCO, STRUCFI, BOARD, 

PLEDGE, SIZE, REVENUER）                （1） 

        

第（1）式中，VALUE 為金融控股公司價值，分析包括 Tobin’s Q、

每股盈餘（EPS）、市價淨值比（MBRATIO）；HI 為股權集中度，

FAMILY 為家族集團控制，STATE 為政府機構控制，STRUCCO 為董

監事持股比率，STRUCFI 為外資持股比率，BOARD 董監事規模、

PLEDGE 為董監事設質比率，SIZE 為資產規模，ΔREVENUER 為營

收成長率。 

 



金融控股公司股權集中度對公司價值影響之研究 
 

 35

 

第（1）式可進一步表示為： 

VALUE _ALL = α + 1β HI ＋ 2β FAMILY ＋ 3β STATE ＋ 4β STRUCCO 

＋ 5β STRUCFI ＋ 6β BOARD ＋ 7β PLEDGE＋ 8β SIZE 

＋ 9β ΔREVENUER＋ε                        （2） 

 

其中，如果金融控股公司為「家族集團」所控制者，則變數 FAMILY

設定為虛擬變數「1」，倘不存在該型態之最終控制者，則設定虛擬

變數為「0」；如為「政府機構」所控制者，則變數 STATE 設定為虛

擬變數「1」，倘不存在該型態之最終控制者，則設定虛擬變數為「0」。 

第（2）式為探討影響全體金融控股公司價值（VALUE）之所有

變數而設計，另外，為針對前開所述「具最終控制者」型態為「家族

集團」或「政府機構」之探討，亦設計二迴歸方程式如下： 

「家族金融控股公司」： 

VALUE_FAMILY = α + 1β HI ＋ 2β STRUCCO ＋ 3β STRUCFI ＋

4β BOARD ＋ 5β PLEDGE ＋ 6β SIZE ＋    

7β ΔREVENUER＋ε              （3） 

 

「公股金融控股公司」： 

VALUE_STATE = α + 1β HI ＋ 2β STRUCCO ＋ 3β STRUCFI ＋

4β BOARD ＋ 5β PLEDGE ＋ 6β SIZE ＋    

7β ΔREVENUER＋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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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第（3）式及第（4）式之 VALUE_FAMILY 及 VALUE_STATE 

分別表示為「家族金融控股公司」及「公股金融控股公司」之公司價

值，分析包括 Tobin’s Q、每股盈餘（EPS）、市價淨值比（MBRATIO）；

解釋變數分別為：HI 為股權集中度，STRUCCO 為董監事持股比率，

STRUCFI 為外資持股比率，BOARD 董監事規模、PLEDGE 為董監事

設質比率，SIZE 為資產規模，ΔREVENUER 為營收成長率。 

建立上開多元迴歸模型後，除了檢視模型的解釋能力與顯著性

外，尚考慮解釋變數間是否有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存在。

當兩兩各自變數間相關係數趨近於 1，則有高度線性重合的問題，本

研究並以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數分析檢視兩兩變數間的關係，該

係數係從 -1.0 到 1.0 的無方向性的係數，用以反應出兩個資料組

之間線性關係的程度，以刪去具高度線性重合的自變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