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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設計 

本章為驗證公司治理、經營績效與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的關聯

性，將以理論與實證文獻探討為基礎，建立三個主要的研究假說，並

透過研究變數操作性定義的界定，配合適當的實證分析方法進行假說

的驗證。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根據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所發展的實證架

構與研究假說，第二節則說明本研究的資料來源與與樣本選取原則，

第三節係研究變數操作性定義的界定，第四節為本研究所採用的實證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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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實證架構與研究假說 

本節將依據第貳章的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發展實證架構及研究

假說，作為後續章節的研究基礎。 

一、 實證架構 

為探討公司治理、經營績效與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之關聯性，本

研究根據先前對理論與實證文獻資料的蒐集，發展實證架構並提出三

個主要的研究假說。 

首先以代理理論與資訊不對稱的角度，探討公司治理對經營績效

的影響。將上市時企業的公司治理程度分成高低二種程度，並將經營

績效區分成兩個構面來看，分別為會計指標與市場指標。在會計指標

方面，比較公司治理程度不同的企業，在上市前後每股盈餘、資產報

酬率與普通股權益報酬率等會計績效的差異。在市場指標方面，則欲

檢驗公司治理程度不同的企業於上市後的超常報酬是否有差異，公司

治理程度高的企業，上市後應該有較高的超常報酬。其次，再依據上

述的架構，比較樣本公司與控制公司在公司治理與經營績效的關聯性

方面是否有所差異，檢驗新上市公司資訊揭露的效果。 

接著再探討公司經營績效與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之間的關聯

性，經營績效較佳者，是否會吸引機構投資人的投資，使得機構投資

人的持股比例提高，並降低其週轉率。 

另外，針對證管會於 2002 年對公司治理的要求，企業透過公司

治理機制的落實，是否在異常報酬率上有正面的回應。 

根據理論與實證文獻的探討，發展之實證架構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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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實證架構 

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

1. 持股比例 
2. 週轉率 

經營績效 

1. 會計指標 
2. 市場指標 

公司治理程度 

1. 股權結構 ●經理人持股比例 
 ●大股東持股比例 

2. 董事會結構 ●董事會規模 
 ●控制股東董事席次 

3. 公司結構 ●轉投資家數 
 ●轉投資率 

4. 資訊揭露品質 ●四大會計事務所簽證 
5. 管理型態 ●董事長兼總經理 

 ●參與管理 

控制變數 

1. 市場景氣 
2. 產業類別 
3. 公司規模 
4. 公司年齡 
5. 財務槓桿 
6. 出口比率 
7. 流動性 

控制變數 

1. 市場景氣 
2. 產業類別 
3. 公司規模 
4. 公司年齡 
5. 財務槓桿 
6. 出口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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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說 

公司治理的重點在於防止主要股東只顧及自己的利益，或甚至利

用職權進行利益輸送，進而侵害一般小股東的權益。通常防止此種行

為的規範在於限制握有控制權的主要股東之關係人交易，要求董事會

中有代表小股東的外界人士擔任董事，或建立有效的公司併購規範，

開放外界組織或個人併購公司的機會，打破原有主要股東及其經理人

完全控制公司的獨佔權。 

柯承恩(2000)指出，公司治理問題與股權分散程度有密切的關

係。Su, Yeh, 與 Ko (1998)研究發現，台灣上市公司最大家族平均持

股比例為 27.8%，雖然持股比例不高，但其他股東多為一般散戶，並

不影響最大家族對公司的控制，因此，在股權集中的情況下，由於股

權集中在有控制權的主要股東手上，公司高階管理者可能由主要股東

擔任或由其聘任的經理人擔任。 

透過管理者持股可以將管理者與股東利益相結合，較不會有特權

消費的動機，因此經理人的持股比例愈高，企業的經營績效愈好

(Jensen 與 Meckling, 1976)﹔不過管理者持股的增加，也會降低管理

者被接管的威脅(Stulz, 1988)。根據Morck et al. (1988)以及McConnell 

與 Servaes (1990, 1995)研究美國的資料發現，當管理者持股超過一定

水準時，公司價值會下降。 

Chen et al. (2003) 以 Tobin’s Q衡量公司價值後發現，管理者的所

有權低時，其與公司價值有負向關係，當管理者的所有權高時，其與

公司價值則為正相關。在控制公司影響因素後，管理者所有權與公司

價值為正向關係，因為當管理者的所有權提高後，管理者與股東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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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結合，將使得公司的價值提高。若將二者視為內生變數，則發現公

司價值與管理者所有權會相互影響。 

大股東持股比例愈高，則大股東監督管理者或內部股東的動機愈

強烈，可降低內部股東與外部股東間的代理問題(Shleifer 與 Vishny, 

1986)。Shleifer 與 Vishny 整理有關大股東在公司治理的作用，研究

樣本包括美、日與德三國，發現支持大股東在公司治理上扮演積極的

角色。 

國內企業普遍的狀況為，所有權集中，缺乏外部大股東與銀行的

監督，這些對董事會的組成與公司的發揮都有所影響，尤其董事會通

常僅能代表控制股東的利益，因此有必要對董事會結構加以探討。依

據資源依賴理論，董事會的規模愈大，董事會組成的結構愈多元化，

將有利於外部環境網絡的創造，可取得更廣大的資源(Pfeffer, 1973以

及 Pearce 與 Zahra, 1992)，發揮監督與指導的功能。因此，本研究

以股權結構衡量公司治理的程度。 

Fama (1980)以及 Fama 與 Jensen (1983)指出，外部董事可提供專

業知識與監督機制，以增加公司的價值。Agrawal 與 Knoeber (1996)

以獨立董事人數佔全體董事席位比例，衡量美國公司獨立董事的監督

力量。因此，考量獨立董事可行使職權監督董事會，預期當獨立董事

的人數愈多時，對大股東愈有制衡效果，以提昇公司績效。 

Rindova (1999)表示，董事會規模及組成、決策複雜性及不確定

性是影響決策品質的兩大要素。從一些研究中可以發現，董事會規模

愈大則效率愈差(Jensen 與 Meckling, 1976；Shaw, 1981；Jewell 與 

Reitz, 1981；Olson, 1982；Gladstein, 1984 以及 Lipton 與 Lor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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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Yermack (1996)與 Eisenberg et al. (1998)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

小規模的董事會傾向於以股東價值為導向，有助於公司績效的提昇。 

黃佩鈴(2001)以台灣銀行為研究對象，發現董事會規模在 9至 14

人為最佳董事會結構，當董事會規模大於 14人或小於 9人，則將因

缺乏效率而降低盈餘傳遞效果。 

李楚元(2003)認為，最大股東擔任董事席位比例與公司績效呈負

相關，因為大股東可藉由持有股權最多的優勢影響經理人決策，甚至

自己擔任經理人，因此具有損害小股東利益的動機。其他大股東擔任

董事席位比例與公司績效呈正相關，其他大股東意指，除了最大股東

之外持有公司股權比例達到揭露標準的股東，在台灣指的是持股比例

超過 1%以上的前十大股東。當其他大股東在董事會影響力愈大，則

具有制衡最大股東的功能，進而降低最大股東的侵占效果。因此，本

研究以董事會結構衡量公司治理的程度。 

依據公司的結構來看，公司的轉投資家數愈少，公司結構愈單

純；相反的，母公司太複雜，轉投資事業太多，對於資金流向的解釋

產生困難。子公司家數愈多，資金流向愈複雜，甚至連會計師都不清

楚。在個案公司訪談的過程中分析發現，台積電結構簡單，鮮少有子

公司，所有獲利都歸於股東，這便是業界最常用來解釋為何台積電股

價高於聯電的原因之一。因此子公司家數愈少，公司結構愈單純，可

讓公司更透明，這是公司治理的重要條件。因此，本研究以公司結構

衡量公司治理中資訊透明的程度。 

公司治理變數中由資訊揭露品質的角度探討，Mitton (2002)以發

行 ADR與六大會計事務所作為揭露品質的代理變數，結果發現，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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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品質愈佳，則公司股價的表現愈好，揭露品質與股票報酬率有顯著

的正相關。 

根據代理理論，一旦董事長兼總經理，決策的控制與管理集中在

某個人身上，結果可能是利弊互見。Patton 與 Baker (1987)指出，具

有雙重角色的總經理會因自身利益，影響董事會議事的決定，加以董

事會與管理當局分別扮演監督與被監督的角色，如果董事長兼總經

理，便很容易支配董事會，而無法發揮董事會監督的機制。Yermack 

(1996)則認為，董事長身兼總經理的公司其代理問題會比較嚴重。 

由參與管理的角度來看，參與管理意指最大股東成員同時擔任董

事長或總經理職位。大的控制股東或其代表常常會介入公司的經營

(La Porta et al., 1999)，69%的家族企業不僅是最大股東，同時也有參

與管理。在義大利前 20 大企業中，控制家族的成員都同時擔任董事

會主席、董事長、榮譽主席或副主席等職務。另外有超過 26%的 CEO，

是控制股東或控制家族的成員，使董事會的任務反而變成策略規劃與

執行，而喪失原本監督管理者的功能。 

Pi 與 Timme (1993)研究 1988至 1991 年間的控股銀行後發現，

CEO為董事會主席的銀行較無效率，且 CEO的持股比例與公司經營

績效呈現負相關或無關係。根據以上論述，本研究提出假說 1： 

假說 1：公司治理程度與經營績效呈正相關。 

假說 1-1：公司治理程度愈高，公司的會計績效愈好。 

假說 1-2：公司治理程度愈高，公司的市場績效愈好。 

機構投資者擁有雄厚的資金、豐富的資源、專業的分析能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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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資訊與熟稔的操作技巧，根據葉月女(2003)研究三大法人之交易

行為與股市波動率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外資、自營商與投信三大法

人前期買賣超的波動率均會負向影響後期股價指數報酬的波動率，即

三大法人的交易行為可降低股市波動率，因此自 1992 年以來機構投

資人占證券市場投資比例的提高，有助於穩定股市。 

專業機構投資人漸成為主導台灣股市的最大一股力量，延續假說

1的論述，公司治理會影響公司的經營績效，本研究進一步欲探究，

機構投資人的投資行為是否會受到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根據研究顯

示，外資選擇標的為績優股、電子及金融產業與獲利高的股票，重視

業績發展性及財務健全性(林炎會，1995、阮呂艷，1997)，另外，再

進一步探究其他的公司特性是否會對機構投資人持股偏好與週轉率

有所影響，據此，提出假說 2： 

假說 2：公司經營績效與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呈正相關。 

假說 2-1：公司經營績效愈好，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愈高。 

假說 2-2：公司經營績效愈好，機構投資人週轉率愈低。 

根據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於 2002 年 2月 22日規定，對初次申

請上市者應設置獨立董事、監察人之席次。本研究欲比較企業在此項

要求後，公司治理機制的改善是否有助於經營績效的提昇，因此提出

假說 3： 

假說 3：法令規範之後上市的公司，績效表現較佳。 

三、 其他影響因素 

首先在探討公司治理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時，產業特性、公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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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財務槓桿與出口比率的公司特性，會影響公司經營績效的高低，

因此必須加以控制。再者，根據過去探討機構投資人選股偏好的文

獻，發現機構投資人在選股時著重基本面的考量，偏好選擇具有成長

機會的大型績優股、槓桿程度低與電子產業的個股。且基於資訊透明

度的考量，機構投資人偏好選擇資訊透明度較高的大規模公司、獲利

能力高且出口比率高的公司。因此在討論經營績效對機構投資人的投

資行為時，也要加以控制。 

1. 公司規模 

從影響公司績效的觀點來看，Fama 與 French (1992)指出，每

股帳面價值/每股市價比例(book-to-market equity ratio)與公司規模

是影響股票報酬率最重要的兩大因素。另外，雖然機構投資人持股

內容及交易對象多為大型股(阮呂艷，1996、林修葳等，1997 及劉

慧欣，1998)，不過也有研究顯示，公司規模與外資持股比例呈顯

著負相關(黃金蓮，2001)。 

2. 產業特性 

產業中現有資產比重較高者，較不受外資的青睞(Anderson et 

al., 2001)，可能的原因是現有資產較多者，管理者比較無法從中追

求自身的利益，代理成本較低，公司治理的機制無從發揮；相反地，

有形資產較低的公司，代理成本較高，因此外資可透過有效的監督

從中獲利。在國內研究中，阮呂艷(1996)及翁英傑(1996)發現，QFII

偏愛金融與電子產業，可見產業別會影響機構投資人的投資行為，

故應加以控制。 

3. 財務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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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 與  Stulz (1997)探討外資持股比例和公司屬性的相關

性，發現外資除了偏好規模大的公司之外，槓桿程度低與非系統風

險低也是外資偏好的公司特性。 

4. 出口比率 

Lin 與 Shiu (2003)認為，外資對於出口比率高的公司比較熟

悉，且實證研究發現，出口比率高的公司，外資所有權比例也較高。

因此在檢驗公司經營績效對機構投資人持股之關聯性時，有必要將

出口比率加以控制。 

綜合以上所述，茲將本研究的假說彙整如表 3-1 

表 3-1  研究假說彙整 

研究假說 

假說 1：公司治理程度與經營績效呈正相關。 

假說 1-1：公司治理程度愈高，公司的會計績效愈好。 

假說 1-2：公司治理程度愈高，公司的市場績效愈好。 

假說 2：公司經營績效與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呈正相關。 

假說 2-1：公司經營績效愈好，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愈高。 

假說 2-2：公司經營績效愈好，機構投資人週轉率愈低。 

假說 3：法令規範之後上市的公司，績效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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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來源與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國內首度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以下乃就研究資料來源

與樣本選取標準進行說明。 

一、 資料來源 

在進行實證分析的過程中，本研究樣本所採用的資料，包括公司

基本資料、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公司結構、資訊揭透品質、管理

型態、會計績效、市場績效與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等變數。茲將各類

資料來源列述如下： 

(一) 基本資料、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資訊揭露品質、會計績效與

市場績效等資料 

有關上市公司基本資料、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資訊揭露品質、

會計績效與市場績效等資料，皆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TEJ)之「上市

公司基本資料」、「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上市公司董監事持股」、「上

市公司會計師簽證」、「上市公司財務」與「上市公司調整股價」等資

料庫，其中，大股東持股比例變數，參考證券暨期貨發展基金會圖書

館中，公司於上市時所發行的公開說明書。 

(二) 公司結構與管理型態等資料 

公司結構的資料中，公司轉投資家數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之「長

期投資明細資料庫」，轉投資率則取自「上市公司財務資料庫」。管理

型態資料中，董事長兼總經理與參與管理的資料，參考證券暨期貨發

展基金會圖書館中，公司於上市時所發行的公開說明書。 

(三) 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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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的變數包括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與週轉

率，其中持股比例的資料取自經濟新報社「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資料

庫；週轉率中機構投資人買賣成交量的資料，取自證券基金會資訊王

中集中市場證券交易概況，機構投資人持股數則取自經濟新報社「上

市公司股權結構資料庫」。 

二、 樣本選取標準 

本研究以國內發佈公開說明書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期間

自 1992至 2002 年。茲將整體樣本選取標準說明如下： 

(一) 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上市之公司 

本研究的樣本界定範圍乃基於國內發佈公開說明書之上市公

司，因此樣本選取的標準，以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上市之公司為原則。 

(二) 將金融保險業進行獨立分析 

金融保險業的財務結構特性有異於一般產業，不宜與其他一般產

業一併討論，同時也是基於金融產業的財務結構特性，並考慮近年來

台灣金控公司的成立與金融改革的持續進行，公司治理在金融保險業

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因此本研究嘗試將金融保險業進行獨立的分析研

究，突顯該產業在公司治理議題上的重要性。 

(三) 排除研究期間曾經下市、已經下市及全額交割的樣本 

為確保研究變數齊全，使研究結果不受遺漏值而產生偏誤，故排

除研究期間曾經下市、已經下市及全額交割的樣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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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數操作性定義 

為具體驗證前述所建立的實證架構與研究假說，本節將針對實證

分析中所論及的應變數、自變數及控制變數，進行嚴謹的操作性定

義，以利後續的實證分析。玆將各研究變數的操作性定義分別敘述如

下： 

一、應變數的操作性定義 

(一) 經營績效 

1. 會計績效 

會計績效方面，分別以每股盈餘(EPS)、資產報酬率(ROA)

與普通股權益報酬率(ROE)加以衡量，各變數之操作性定義如下： 

每股盈餘＝(稅後淨利－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流通在外股數 

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1－稅率)]⁄資產總額 

普通股權益報酬率＝稅後淨利⁄普通股權益 

2. 市場績效 

利用投資期間總報酬率衡量上市公司的市場績效股價表

現，分別以上市後的 30、90 和 180 個交易日，計算投資期間總

報酬率作為市場績效的替代變數。投資期間總報酬率的公式如

下： 

1)1(
1

,,, −⎥
⎦

⎤
⎢
⎣

⎡
+= ∏

=

T

t
tiTti rR  (3-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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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iR ,, 表示 i公司股票於(t, T)投資期間內的總報酬率，t=1, 2, ..., 

T日； 

tir , 為 i公司股票單一期的報酬率。 

本研究從台灣經濟新報社資料庫取得單一期報酬率的資

料，為求簡化，單一期報酬率之計算公式中不考慮稅賦與手續費。 

(二) 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 

1. 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 

依據財政部證券管理委員會所編印之歷年「證券統計要覽」

的分類，將上市公司的資本來源分為十類，包括政府機構、本國

及僑外金融機構、信託投資機構公司、公司法人及自然人等十

項。據此，本研究定義機構投資人比例為，樣本公司流通在外股

數持股比例之總和，扣除本國自然人與僑外自然人二項之持股比

例(周行一、陳錦村與陳坤宏，1996)。 

2. 機構投資人持股週轉率 

分別以機構投資人買進與賣出成交量除以機構投資人持股

數，得到機構投資人的買進與賣出週轉率；另外，並以平均成交

天數作為週轉率的代理變數。 

二、自變數的操作性定義 

(一) 股權結構 

1. 經理人持股比例 

由於主要影響公司決策的內部人士多屬公司的高階管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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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因此將經理人持股比例定義為：公司之總經理、副總經理、

重要部門經理及協理等負責公司重要決策的高階主管持股數佔

公司流通在外股數的比例。 

2. 大股東持股比例 

國內證券交易法將持股 10%以上(不包括 10%)人士定義為大

股東，故本研究將大股東持股比例定義為，持股佔公司流通在外

股數達 10%以上之股東的持股合計數佔公司流通在外股數的比

例。若為剛上市之公司，則以公開說明書所定義之大股東為主；

公開說明書上定義之大股東為持股前 10 名或持股大於 5%以上

者。 

(二) 董事會結構 

1. 董事會規模：董事會總席次。 

2. 控制股東董事會席次 

以持股比例達 5%以上的大股東在董事會中所佔的總席次衡

量。 

(三) 公司結構 

1. 轉投資家數：樣本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比例大於 30%的總家

數。 

2. 轉投資率 

轉投資率＝長短期投資⁄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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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訊揭露品質 

1. 四大會計事務所簽證 

若公司由四大會計事務所簽證，四大會計事務所包括，安侯

建業、勤業眾信、資誠與致遠，則此變數設為 1，否則為 0。 

(五) 管理型態 

1. 董事長兼總經理 

董事長兼總經理，以虛擬變數 1表示；若否則為 0。 

2. 參與管理 

當控制股東(意即公司的最大股東)同時擔任董事長或總經

理，以虛擬變數 1 表示﹔若否則為 0。用以衡量負的侵占效果，

因同時握有經營權和所有權，提高對公司決策的影響力與意願，

因此愈有可能侵占公司的財富1。 

三、控制變數的操作性定義 

1. 經濟景氣 

依據經濟新報社總體經濟資料庫中的景氣對策信號綜分，衡

量經濟景氣狀態。 

2. 產業特性 

依據證交所公佈之上市公司產業分類代碼前二碼，將產業進

行分類，區分高科技公司(前二碼為 23、24與 30)與非高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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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ln (資產總額) 

4. 公司年齡 

公司年齡＝上市時間－成立時間；配對公司的年齡則以樣本

公司上市年度減去配對公司成立時間。 

5. 財務槓桿 

財務槓桿＝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6. 出口比率 

出口比率＝出口總額⁄資產總額 

7. 流動性 

衡量公司流動性的變數有二，第一是以現金流量除以總資

產；另一個則是將流動資產除以總資產。 

(1)現金流量⁄總資產=(營運收入＋折舊費用)⁄總資產 

(2)流動資產⁄總資產=(現金＋有價證券)⁄總資產 

8. 代理成本 

代理成本以 Ang et al. (1999)所採用的資產使用效能與營運

費用比率作為代理變數。 

(1)資產使用效能＝年營業收入⁄總資產 

(2)營運費用比率＝總營運費用⁄總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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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分析方法 

首先，針對研究對象進行敘述性的統計分析，說明整體研究變數

的平均數與標準差，並做差異性檢定比較樣本公司與配對公司在各研

究變數上的差異。依據過去文獻對公司治理變數的論述，將公司治理

變數進行分類，以區分公司治理程度的高低，利用 T檢定，檢驗公司

治理程度不同的樣本公司在研究變數上的差異。為診斷自變數間的共

線性問題，以 Pearson相關係數分析衡量各變數間的相關程度，並瞭

解自變數與應變數間的相關程度。 

欲檢驗假說 1，公司治理變數與經營績效的關聯性，估計經營績

效的 OLS Linear Regression Model，驗證公司治理與其他控制變數特

性對經營績效的影響： 

iiiiii BOARDBOARDBLOCKMGTMGTY 22 543210 ββββββ +++++=  

iiiii CEOGMACCINVSUMNBLOCK 109876 _305_ βββββ +++++  

iiii CYCLEPARTBLOCKPARTMGTPARTMGT 14131211 5_ ββββ +×+×++  

tiiiiii EXPLEVAGETALNTECHIND ,1918171615 __ εβββββ ++++++  (3-2) 

其中，Y：經營績效，分別以會計績效與市場績效作為應變數建

立迴歸模型； 

(1)會計績效：包含每股盈餘(EPS)、資產報酬率(ROA)

與股權益報酬率(ROE) 

(2)市場績效：包含 30 天(RE30)、90 天(RE90)與 180

天(RE180)市場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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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T：經理人持股比例 

MGT2：經理人持股比例的平方 

BLOCK：大股東持股比例 

BOARD：董事會規模 

BOARD2：董事會規模的平方 

BLOCK_5：控制股東董事席次 

N30：轉投資家數 

SUM_INV：轉投資率 

ACC：資訊揭露品質 

CEOGM：董事長兼總經理 

PARTMGT：參與管理 

MGT×PART：經理人持股比例與參與管理交叉項 

BLOCK_5×PART：控制股東董事席次與參與管理交叉項 

CYCLE：經濟景氣 

IND_TECH：產業特性，高科技產業為 1，其他為 0 

LN_TA：公司規模 

AGE：公司年齡 

LEV：槓桿程度 

EXP：出口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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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2)式中，考慮經理人持股比例與董事會規模對經營績效可能

存在非線性的關係，因此，分別加入經理人持股比例與董事會規模的

平方項，預期平方項的係數與原變數的係數會有不同的方向。 

根據過去文獻指出，經理人持股比例可能存在利益結合的效果，

以及控制股東董事席次可能具有監督效果，不過，透過個案分析得

知，公司治理的落實取決於管理者心態的認知，因此考慮參與管理此

一虛擬變數，預期當控制股東同時擔任董事長或總經理要職時，可能

會降低原本經理人持股比例對經營績效的正效果，與控制股東董事席

次的監督效果，因此，預期這兩個交叉項的係數為負值。 

本研究預期公司治理的程度愈高，表示公司治理佳，對會計績效

與市場績效應該有正向的影響，為了使公司治理程度與經營績效的關

聯性能夠做進一步的分析與闡述，因此依據過去文獻對公司治理變數

的論述，將研究對象以單一指標衡量其公司治理程度，衡量的方式乃

以研究對象的中位數區分高低程度，程度高者給予 1分，程度低者為

0分，將分數加總得到公司治理程度的變數(CG)。 

據此，以公司治理程度為自變數，估計經營績效的 OLS Linear 

Regression Model，驗證公司治理程度與其他特性是否會影響經營績

效： 

iiiiii AGETALNTECHINDCYCLECGY 543210 __ ββββββ +++++=  

iii EXPLEV εββ +++ 76  (3-3) 

此外，本研究以(3-3)的迴歸模型進一步深究，在不同的經濟環境

與公司特性下，探討核心變數，意即公司治理程度變數(CG)對績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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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否有差異。 

欲檢驗假說 2，瞭解經營績效對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的影響，估

計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與週轉率的OLS Linear Regression Model加以

驗證： 

iiiii TECHINDCYCLEMKTPFACCPFII _43210 βββββ ++++=  

iiiiii LIQEXPLEVAGETALN εβββββ ++++++ 98765 _  (3-4) 

其中，II：機構投資人投資行為，分別以持股比例(II_RATIO)與

週轉率建立迴歸模型； 

機構投資人週轉率：包含買進週轉率(II_B)、賣出週轉

率(II_S)與平均成交天數(II_D) 

ACCPF：會計績效 

MKTPF：市場績效 

LIQ：流動性 

在模型(3-4)式中，欲探討會計績效與市場績效對機構投資人投資

行為的影響，因此，根據假說 2-1，以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為應變數

時，預期 ACCPF與 MKTPF的係數為正值，表示經營績效會提高機

構投資人的持股比例；為檢驗假說 2-2，將模型的應變數改為機構投

資人的週轉率，此時，預期 ACCPF與 MKTPF的係數為負值，表示

經營績效會降低機構投資人週轉率。 

由於經營績效在假說 1中屬於應變數，而在假說 2中則扮演自變

數的角色，因此，實證分析過程中，以 MLE的方式建立聯立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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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Equations)檢驗假說 1與假說 2： 

+++++++= iiiiiii ACCNBLOCKBOARDBLOCKMGTACCPF 654321 305_ ββββββα  

iiiii EXPLEVPARTBLOCK εβββ +++× 987 5_  (3-5) 

+++++++= iiiiiii ACCNBLOCKBOARDBLOCKMGTMKTPF 654321 305_ θθθθθθµ  

iiiii TECHINDCYCLEPARTBLOCK ωθθθ +++× _5_ 987  (3-6) 

iiiiii TALNCYCLEMKTPFACCPFII νγγγγϕ +++++= _4321  (3-7) 

最後，以 T檢定檢驗假說 3，驗證法令規範之後，企業在經營績

效上是否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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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在個案分析中強調公司高階主管對公司治理體認的心態，將影響公

司治理的成效，由於公司高階主管對公司治理理念的認知不易衡

量，因此本研究以公司的管理型態表示，並以董事長兼總經理，以

及公司最大股東同時擔任董事長或總經理等二變數，作為替代變

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