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壹章 緒論 
 
公司理財的三大政策為融資政策、投資政策與股利政策。在現實

世界中，這三大政策皆會影響公司的價值，而本研究主要探討公司融

資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對於公司價值的影響，並且建立模型以預測公

司的融資行為。 

Modigliani 與 Miller（1958）指出，在完美市場的假設下，

公司的內部資金和外部資金具有完全替代性，所以當公司擁有淨

現值大於零的投資計畫時，內部資金和外部資金皆可為公司投資

支出的來源，且不管公司使用何種資金，對於公司的價值皆不會

有所影響。  

但是現實世界中，因為管理者和投資人間的資訊不對稱、公

司和個人的稅負、投資人資金有限，而導致資金配額的問題、公

司舉債過多會產生破產成本、公司的權益及負債代理成本以及內

外部資金成本不同等因素，皆使得融資行為影響公司的價值。  

Myers（2001）指出，沒有一個理論可以完全解釋公司的融

資行為，因此他從抵換理論、資訊不對稱理論及代理理論來探討

公司的融資行為。De Jong與 Veld（2001）指出，美國實證大部

分支持融資順位理論，但是荷蘭的代理問題比較嚴重，所以融資

行為比較符合道德危險模型。Demirguc-Kunt與Maksimovic（1999）

的研究實證也發現，股票市場活絡的國家和大型銀行體系的國家，其

資本結構有所不同。 

而本研究的對象為首度上市、櫃公司的首次融資行為，因為這些

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資者間資訊不對稱情形比較嚴重，所以本研究預期

樣本公司的融資行為應該符合資訊不對稱理論。但是，在我國因為過

 1 



去的債券市場不活絡，所以公司的外部融資工具主要以權益為主，因

此，從我國國情來看，樣本公司的融資選擇行為應該不會符合資訊不

對稱理論。所以本研究實證的第一部份探討資訊不對稱理論、代

理理論及抵換理論如何影響首度上市、櫃公司的首次融資行為。 

本研究實證的第二部份則是，根據第一部份研究模型的變

數，架構公司融資行為的預測模型，幫助管理者做融資決策，以

選擇正確的融資工具。亦即，讓管理者知道自己的公司特性後，

能夠正確地選擇融資行為，以降低公司的加權資金成本，亦可使

股東的財富極大化。而且投資人及分析師也可以利用此決策模

型，預測公司管理者是否選擇正確的融資工具，以增加自己的財

富。  

本研究的期間橫跨股票市場的多、空頭時期及債券市場不活

絡時期，為了避免市場景氣及制度性因素影響公司的融資選擇，

本研究將市場景氣、債券市場活絡程度納入控制變數中，以期研

究結果更為完善。另外，產業別是影響公司融資選擇以及投資人

預測的重要因素，所以本研究也將產業別納入控制變數中，以探

討產業別如何影響公司的融資選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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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Modigliani 與 Miller（1958）（以下簡稱 MM）的理論假設

在完美市場下，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是無關，其背後的假設為借

貸雙方在資訊對稱的情況下，且內部資金和外部資金具有完全替

代性時，只要融資公司願意付出合理的價格，皆可順利完成融

資，不會產生融資限制的問題。因此公司任何淨現值大於零的投

資計畫，皆可從內部資金和外部資金取得投資所需要的資金。但

是這些假設不符合現實社會中的情形，所以之後許多學者紛紛放

寬他們論文中的相關假設，發展其它觀點的資本結構理論（Jensen

與 Meckling，1976；Myers 與 Majluf，1984）。  

Myers（2001）曾指出，沒有一個理論可以完全解釋公司的

資本結構，所以他以抵換理論、資訊不對稱理論及代理理論探討

公司的融資行為。所謂的抵換理論是指公司從負債的稅盾利益和

負債所產生的破產成本中，取得一個最適的資本結構。代理理論

則是在權益代理成本及負債代理成本中抵換。資訊不對稱則是探

討公司的融資順序是否遵循內部盈餘、無風險負債、風險性負債

及權益。因此，本研究以這三個理論來探討首度上市、櫃公司的

首次融資行為，此處的「首次融資行為」是指，首度上市公司上

市後的第一次對外融資行為。因為樣本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資者間

的資訊不對稱情形比較嚴重，所以本研究預期它們的融資行為應

該符合資訊不對稱理論。  

樣本公司的資訊不對稱情形比較嚴重是因為，它們在未上市前

並不需要向市場公告資訊，所以傳達到公開市場的資訊較其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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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多年的公司少，投資人對其營運、財務情形較不瞭解，因此

而無法正確預測公司的現金流量，造成資產錯誤訂價的情形，或

因而產生的代理問題也較為嚴重，所以它們的融資行為和已上市

多年的公司應該會有所不同，值得本研究深入探討。另外，首度

上市公司所能累積的內部現金流量有限，更需要仰賴外部資金挹

注投資支出（Helwege與 Liang，1996），所以當它們有成長機會時，

會如何選擇外部融資呢？也是本研究選擇首度上市公司為研究樣

本的原因。  

De Jong與 Veld（2001）指出，美國的實證大都支持融資順位理

論，但是在荷蘭，管理者鞏固職位的情形比較嚴重，所以道德模型對

其融資行為的影響較為顯著。Demirguc-Kunt與Maksimovic（1999）

檢視 30 個國家也發現，已開發國家的資本結構和開發中的資本結構

有所不同。而我國的特色之一為債券市場不活絡，使得許多上市公司

皆以權益融資當作外部融資的主要方式（註 1）。此外，我國許多上

市公司都由家族所掌控，因此內部人持股比率高，所以經營權和管理

權並未能有效分離，以及大多數公司發放的是股票股利，因此代理問

題也相對較為嚴重。所以，除了資訊不對稱理論影響樣本公司融資選

擇外，代理問題如何影響首度上市公司的第一次融資行為，也是本研

究第一部份實證欲探討的重點之一。 

本研究以首度上市公司的第一次對外融資行為當作研究對

象，除了首度上市公司的資訊不對稱情形比較嚴重，另一個原因

是它們的第一次融資行為無前例可循，投資人對該公司的融資資

訊比較不瞭解，因此容易對此融資行為造成錯誤的評價，進而影

響公司的融資行為，此乃本研究選擇此樣本的理由。  

因此，當公司上市後欲進行第二次對外融資時，投資人已經

有前次融資的資訊，所以管理者和投資人間的資訊不對稱情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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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所以本研究乃以投資人對於公司第一次融資的反應，利

用累積超常報酬率是否大於零，來判斷公司是否選擇正確的融

資，並建立融資預測模型以幫助管理者選擇正確的融資工具。  

Marsh（1982）指出，投資分析師可以利用融資行為的決策模型

預測特定公司的融資政策。另外，公司的融資決策是一個非例行性的

決策，所以公司的財務經理在選擇權益或負債發行時，可以利用融資

決策模型協助其做決定，而其他經理人也可以利用此模型做融資決

策。因此，本研究另一個研究動機是，建立公司融資行為的預測模型，

幫助公司管理者選擇非例行性的融資政策，而投資人也可以利用此模

型預測公司的融資選擇是否正確。 

De Jong與 Veld（2001）指出，投資人對於管理者的融資選

擇評價，會反映在公司融資宣告期的股價行為上。所以本研究利

用事件研究法，將公司融資宣告的累積超常報酬率分成兩群，一

群為正者，另一群為負者。再利用累積超常報酬率為正者的公司

特性建構一個鑑別函數，以區分負債、權益融資的公司特色，並

發展成預測函數，使管理者及投資人可以預測公司的融資選擇行

為是否正確，進而增加公司的價值。因為本研究認為，當公司宣

告融資行為時，而投資人給予正面的評價時，表示公司的管理者

是以股東價值極大化為目標，亦即公司管理者選擇正確的融資行

為。  

本研究最大貢獻是建立融資選擇預測模型，此模型是將影響

融資選擇變數當作解釋變數，建立一個鑑別函數，以供未來上

市、櫃的公司，如果要選擇上市後的首次融資方式，則依據此融

資選擇預測模型，就可以算出正確的融資方式，投資人會有正面

的反應，即表示公司選擇正確的融資行為。  

本研究的其他貢獻為，第一，同時探討抵換理論、代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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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並比較這三個理論的解釋變數對於首度上

市公司的融資選擇影響有何不同。第二，本研究期間從民國 70

年到 91年，共有 22 年，橫跨股票市場的多空頭時期，可以充分

瞭解市場景氣對於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除此之外，這段期間我

國上市公司以倍數成長，所以樣本的多樣性以及股市景氣皆會影

響公司融資行為變數的變化，值得本研究深入探討。  

第三，建立融資行為的預測模型，這是目前國內論文尚未

探討的部分，本研究希望藉此彌補文獻的不足，此乃本研究最大

貢獻之處。  

公司的融資行為除了抵換理論、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

論等變數會影響外，產業別及市場景氣也會影響公司的融資行

為。Claggett（1991）的研究也指出，產業別是影響公司融資工

具選擇的重要因素。另外，Berkovitch 與 Narayanan（1993）的

研究發現，若產業的投資案是屬於快速淘汰者，則公司發行權益

的比率較高。此外，他們也發現，當股票市場的指數上漲時，公

司會傾向以權益融資；當股票市場的指數下跌時，公司會傾向以

負債融資。因此，本研究擬控制產業別及市場景氣等因素探討首

度上市公司的第一次融資行為。  

因為我國債券市場的特性，所以我國上市公司的主要對外

融資管道為權益及銀行貸款。但是隨著我國債券市場制度的不

同，以及股市空頭的影響，我國上市公司發行公司債的情形愈來

愈普遍，所以本研究也加入我國債券市場的活絡程度當作控制變

數，以真正瞭解我國首度上市公司的第一次融資行為。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動機是希望藉由嚴謹的實證分析回答

下列的問題：  

1.探討抵換理論、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如何影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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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首度上市公司的首度融資行為。  

2.建構公司融資行為的鑑別函數，並發展成預測模型，以

供管理者選擇正確的融資工具，創造股東財富極大化。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望從抵換理論、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尋

找影響公司融資行為的變數，並進一步建立預測公司融資選擇行

為的模型，以供管理者選擇正確的融資行為，創造極大化的股東

財富。本研究依文獻探討及個案訪談，建立可供實證的假說，並

期望能透過嚴謹的實證分析，以補文獻不足處。本研究和過去文

獻相異處有四點：  

 

1. 整合抵換理論、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 

這三個理論對於影響公司融資行為的解釋各有不同，本研究

首先探討資訊不對稱理論，對於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接著，探

討抵換理論、代理理論對融資行為的影響，目的是希望瞭解這三

個理論分別適用於何種特色的公司，以補文獻之不足。 

因為研究樣本的特性，所以本研究預期樣本公司的融資選擇

行為會遵循資訊不對稱理論，但是因為我國上市、櫃公司存在著

代理問題，所以預期代理理論會影響我國首度上市、櫃公司的首

次融資行為。 

 

2. 建立融資行為的預測模型 

公司的融資決策屬於非例行性的決策，所以本研究希望建立

融資行為的預測模型，協助財務經理選擇權益或負債的決策，而

 7 



其他經理人也可以利用此模型做融資決策，達到股東價值極大化

的公司目標。另外，預測模型可以使投資分析師及投資人利用融

資行為的決策模型預測特定公司的融資政策，使公司的價值極大

化。 

 

3. 以首度上市、櫃公司為研究樣本  

首度上市、櫃公司因為在未上市前並不需要公告資訊，

所以相較於其它已上市多年的公司，其傳達到公開市場的資

訊較少，投資人對其營運、財務情形較不瞭解，因而無法正

確預測公司的現金流量，造成資產錯誤訂價的情形及嚴重的

代理問題。再加上首度上市公司所能累積的內部現金流量有

限，更需要依賴外部資金來源（Helwege 與 Laing，1996），

因此本研究選擇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它們上市後的第一

次融資行為。  

另外，本研究是以民國 75 年到 88 年首度上市、櫃公司

為樣本，和林建志（民 86）、顏偉志（民 86）及 Helwege 與

Laing（1996）研究對象有所不同，因為他們都是以單一年度

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例如，Helwege與 Laing（1996）以 1983

年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林建志以民國 77年首度上市公司為

樣本，而顏偉志則以民國 81年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本研究

則是以民國 75 年到 88 年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這是本研究

和他們的相異處。 

 

4. 以長期間的樣本研究公司融資行為  

本研究期間從民國 70年到 91年，共有 22年。這期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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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上市公司家數以倍數的方式成長，隨著資本市場及總體

環境的改變，樣本多樣性可以提供本研究更深入探討我國上

市公司的融資行為，以彌補文獻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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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內首度上市公司的首次對外融資行為。為了

避免實證分析的偏誤，本研究儘可能的擴大研究樣本，並且延長研究

期間，以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但因為公司、產業與股票市場的特性，

本研究會受到一些限制，使得實證結果遭致難以避免的偏誤。所以將

研究範圍加以界定，並將本研究可能遇到的限制說明如后。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是國內首度上市公司的首次融資行為，研究

的樣本公司是民國 75年到 88年的首度上市公司。但是因為有些研究

變數需追溯到樣本上市前的資料以及上市後的資料，所以研究期間為

民國 70年到 91年。 

本研究的樣本公司主要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社。以國內上市公

司為對象的主要考慮是基於公司上市後，可以透過資本市場籌措所需

要的資金，因此融資管道應該更多樣化，且管理者和股東間的資訊不

對稱情形及代理問題會降低，所以融資行為應該和上市前有所不同。

再加上公開發行公司必須揭露財務資訊，鑑於公開資料取得之便利

性，因此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會以首度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的理由，乃是因為對投資人

而言，其所能獲得的首度上市公司資訊較少，因此資訊不對稱情形及

代理問題比較嚴重，而隨著公司上市年度的增加，投資人所能取得公

司的資訊逐漸增多，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會降低，以及公司更容易接近

資本市場，因此公司的融資行為就會更多樣化。另外，首度上市公司

能夠累積的內部現金流量有限，常常需要外部資金挹注投資支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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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研究以首度上市公司上市後第一次融資行為當作研究對象。 

本研究期間選擇民國 75 年當作起始點，是因為台灣經濟新報社

上市公司財務資料庫的起始期間是民國 70 年，而本研究有些變數需

追溯到公司上市前的資料，所以本研究樣本公司以民國 75 年當作研

究的起始點。由於本研究欲探討各公司上市後的融資行為，因此以民

國 88年為研究樣本的終點，則民國 88年首度上市的樣本公司仍有三

年度的融資行為可供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研究變數期間為民國 70 年

1月 1日至 91年 12月 31日止。 

 

二、研究限制 

雖然本研究在實證上力求嚴謹，但是仍有不完美與缺陷之處，以

及實證研究過程中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面臨困難與限制的地方，可能

使得部分實證結果受到影響。以下茲將本研究可能面臨的限制與困難

予以說明。 

 

（一） 公司的融資資料取得 

因為本研究將公司的外部融資管道分為負債以及權益，其中負債

包括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海外債券及銀行貸款，而權益及公開發

行負債皆屬於「重大資訊公告資料」，所以本研究可以透過證期會的

資料庫得到相關的資訊。但是因為本研究期間從民國 70 年開始，可

能有些公司的融資宣告資料已難取得，且本研究以董事會決議日為宣

告日，資料來源為經濟日報及工商時報等經濟性報章，唯恐時間久

遠，資料已有所缺失，可能會造成資料的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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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只考慮有宣告日的銀行貸款樣本 

我國企業的主要對外融資來源為銀行貸款，但是因為本研究是以

融資宣告的累積超常報酬率判別公司的融資選擇是否正確，因此本研

究只以宣告銀行貸款的公司為樣本，未將其他銀行貸款者納入，是本

研究的限制。 

 

（三）不考慮金融業及租賃業的樣本 

因為金融服務業的行業特性，所以它們的負債來源主要為銀行存

款或保險準備金，使得該行業的負債比率過高。租賃業也因為行業特

性，使得它們的負債比率過高，若將這些行業納入，可能會造成本研

究的實證結果偏頗，因此排除在研究樣本外，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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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流程主要分成文獻回顧、個案訪談分析、研究設計和實

證分析等階段。本研究透過國內外理論與實證文獻、個案訪談，找出

研究方向、設計研究假說和重要的研究變數，並且勾勒出本研究的架

構。 

在本研究的實證分析階段中，根據文獻回顧、個案訪談建立

可待驗證的假說，假說的驗證過程中首先明確定義構念中實證所

對應的變數，並賦予操作性的定義，接著蒐集實證資料，本研究

的實證資料以次級資料為主。俟資料蒐集完整，利用統計方法加

以分析，流程如圖 1-1所示：  

 

二、論文架構 

根據圖 1-1的流程，本研究共分為下列五章，茲將內容說明如下： 

 

第壹章 緒論 

本章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明確界定研究範圍，如研究樣

本、研究期間以及蒐集樣本資料的方法與來源，並且說明研究進行中

所可能面臨到實證的限制與困難，以及研究流程各階段的工作內容，

和說明本研究的論文架構。 

 

第貳章 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 

本章的目的在於藉由文獻探討和個案訪談，找出與本研究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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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研究方向，以作為實證研究設計的基礎。本章首先進行資本結構

的文獻整理，接著回顧公司融資的理論文獻，再介紹公司融資行為的

實證研究，並從這些文獻中歸納出對本研究的意涵。經由文獻探討與

評析結果發現，國內首度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仍有深入探討的空間與

尚待解決的問題，最後就個案公司深入訪談結果作一整理，以期對研

究內容有所啟發，更有助於研究方向的掌握。 

 

第參章 研究設計 

本章依據第貳章的文獻和個案訪談建構可驗證的研究假說，並說

明資料來源與蒐集方法，以及樣本選取原則與研究期間。然後對驗證

假說的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方法加以敘述，最後對本研究所需要的各

項重要研究變數進行操作性定義。 

 

第肆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首先針對研究樣本資料進行敘述統計分析，然後進一步依據

實證分析方法驗證各研究假說，以及對實證結果進行結構性分析，最

後對各項分析結果進行推論，並提出解釋。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此章對本研究的研究假說與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綜合性的討論，並

做出最後結論，此外並提出後續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且對上市公司

提出相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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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實證架構的建立
 研究假說的建立
 資料蒐集
 變數操作性定義
 實證分析方法

實證結果分析
 樣本基本資料的敘述
 實證分析結果報導
 研究假說的驗證
 公司融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建立公司融資行為預測模式
 實證結果彙整與涵義

結論與建議

文獻探討
資本結構相關文獻
融資行為理論模型
融資行為實證文獻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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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Kim（2001）指出，1994年時，我國公司開始大量發行公司債，

1998年時，發行金額首度超過公債。其原因為，政府的金融政

策自由化、我國經濟快速成長、投資人的強烈需求以及公司債

提供誘人的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