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與個案訪談 

 

本研究的文獻探討主要回顧公司融資行為的文獻。但是公

司的資本結構會影響公司的融資政策，如目前的槓桿高低會影響

公司的價值，所以當公司選擇外部融資工具時，會考慮目前公司

的槓桿水準。因此本章的第一節針對資本結構的文獻作一簡明而

有系統的整理；第二節為國外融資行為的理論文獻；第三節回顧

國外的融資實證文獻；第四節整理國內融資的文獻；第五節為國

內上市公司的個案訪談整理。  

經由以上各節的文獻探討，將過去文獻可能的缺失與問題

做一整理。同時，為了使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能與實務相結合，本

研究進行實證研究之前，先針對個案公司進行深入訪談，並將訪

談結果摘錄於第五節，期望能對於後續各研究階段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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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資本結構相關文獻 

 

Modigliani與 Miller（1958）提出在完美市場的假設下，公

司價值和資本結構無關論後，開啟了近代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風

潮。他們假設投資人對公司的未來盈餘與風險有相同的預期，事

業風險相同的公司其所屬的風險也相同，以及在完全的資本市場

假設下，得到公司的資本結構不會影響公司價值的結論，並且有

負債公司的權益成本為無負債公司的權益成本加上風險溢酬。  

但是他們在 1963 年考量公司稅後發現，隨著公司的舉債增

加，公司的價值也會隨之增加，這是因為負債的利息費用具有稅

盾的效果，可以增加公司的價值。因此他們建議，公司的負債愈

高，公司價值愈高。但是現實世界中，當公司的負債愈高時，破產

機率也隨之增加，因而產生破產成本和清算成本，因此公司仍只會適

當的舉債。 

後來許多學者放寬 Modigliani 與 Miller（1958）的假設後發

現，公司的資本結構會影響公司價值，而資本結構也會影響融資

決策（Hovakimian 等人，2001；邱茗荷，民 91），再影響公司價

值。因此本研究在回顧公司融資行為文獻之前，先回顧資本結構

的文獻，本研究將資本結構的文獻分成四大類來討論，第一為代

理理論觀點；第二為資訊不對稱觀點；第三是最適資本結構觀

點；最後一個是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因素。  

 

一、 代理理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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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理論的前提為，管理者的行動是不可觀察且不能完全由契約

約束，此種不可觀察的活動會影響最適資本結構的決策（Jensen 與

Meckling，1976；Myers，1977；Jensen，1986）。Jensen 與 Meckling

（1976）指出，公司存在兩類利益衝突所產生的代理問題：一類是經

理人與股東間的利益衝突，稱為權益代理問題，產生如特權消費、管

理買下等問題；另一類為股東與債權人間的衝突，稱為負債代理問

題，產生如資產替換、債權稀釋、股利支付及投資不足等問題。 

因為上述的代理問題會產生監督成本、約束成本、組織成本

以及無謂損失（註1）等的代理成本，而這些代理成本會影響公

司融資行為的選擇，進而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及公司價值。例

如，當公司的未來投資機會愈多時，資產替換情形愈嚴重，所以

公司的負債比率愈低。  

權益的代理問題為，由於管理者所持有的股權少於 100％，

所以其經營活動的所有利得必須和股東分享，但是管理者又必須

承擔所有的活動成本，所以管理者會藉由額外補貼將公司資源轉

為己有，例如特權消費。  

因此，Jensen與 Meckling（1976）建議，管理者所持有的權

益比重愈大，使管理者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緊密結合，則權益代

理成本愈小，此時公司可以增加負債融資的比重，來彌補資金的

不足。如此，既可提高管理者所擁有的股權，另外也可以減少管

理者所擁有的可運用資金及過度投資的情形，而降低代理問題所

造成的無效率。所以代理理論的最適資本結構是從負債的代理成

本及負債利益（解決權益代理成本）中抵換取得。  

代理理論對本研究的涵義為，當負債代理成本愈高時，公司

以權益融資來解決負債代理問題，所以公司的槓桿比較低；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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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權益代理成本愈高時，公司管理者會利用負債融資解決權益

代理問題，所以公司的槓桿比較高。 

Green（1984）以理論模式說明股東有誘因將低風險的投資

案轉換成高風險的投資案，藉由此種過度投資的高風險投資案，

股東可以對債權人的財富進行剝削。所以解決此種負債代理問題

的方式是利用現金增資來籌資，但是這種作法會增加權益的代理

問題，以及喪失負債的利息費用稅盾效果。所以 Green建議發行

可轉換公司債來解決此種資產替換的問題。因為當股東進行高風

險投資失利時，可轉換公司債的債權人須一起分擔損失，而當高

風險投資成功時，股東權益因而增加，則可轉換公司債的債權人

可以透過行使轉換權來分享股東的利益。  

Harris 與 Raviv（1990）整理代理理論的資本結構實證發現，

公司槓桿和公司價值、可支配現金流量及清算價值成正相關；和

成長機會、利息費用、違約後的公司再造機率成負相關；且隨著

公司年齡愈大，則公司的違約機率及負債成本低，所以公司會傾

向舉債。  

 

二、 資訊不對稱觀點 

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正是代理問題的根源。因為股東和管理者

間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所以才會促使管理者有道德危險的

情形發生，亦即所謂的代理問題，而兩者間的資訊不對稱是指，

管理者擁有較多的公司資訊，但是股東相對擁有較少的公司資

訊。有關於資訊不對稱問題的文獻，最早是由 Akerlof（1970）

利用二手車市場說明事前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逆選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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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1973）則將資訊訊號機制應用在勞動市場上，利用

資訊訊號機制，探討資訊較佳的一方如何透過訊號將資訊傳遞給

資訊較差的一方。在公司理財的範疇中，資訊訊號機制主要應用

在資本結構、股利政策等方面。而首先將資訊訊號機制應用到財

務的學者是 Ross，他在 1977年將 Spence（1973）的訊號機制應

用到公司理財的領域，該篇文章的前提假設為：  

1. 投資人和管理者間存在資訊不對稱問題；  

2. 管理者的報酬受到公司價值的影響，而公司的價值則受到

負債的影響；  

3. 公司有破產危機； 

4. 投資人視高負債為高品質公司的訊號。  

他發現，公司以負債比率當作訊號時，公司價值和負債比率呈現

正向關係。但是公司的負債比率愈高時，破產機率愈高，公司因

此會降低負債水準與破產機率。  

Myers 與 Majluf（1984）則以公司的融資工具當作訊號，傳

遞公司投資專案的價值。表示當公司的內部資金不足時，公司才

會對外融資，而需要對外融資時，首先考慮無風險的負債，接著

考慮有風險的負債，最後才會考慮權益。而且只有當市場對於公

司的股價高估時，公司管理者才會選擇權益融資，如果市場低估

公司的股價時，公司不會選擇權益融資，因而放棄有價值的投資

計畫。所以為了避免公司投資不足，公司應該以不會被錯估的證

券—內部盈餘及無風險債券來融資。 

總之，資訊不對稱在財務領域的應用是假定管理者擁有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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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資訊。於是，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公司的股價只會反

映市場整體的平均價值，因此可能造成高價值的公司被低估，低

價值的公司被高估。若公司管理者能夠利用某種訊號放射工具，

則高價值的公司必定會從事訊號放射來消除與投資人間的資訊

不對稱，使得被低估的股價能真正反映公司的真實價值。  

 

三、 最適資本結構觀點 

Modigliani 與 Miller（1958）認為，公司的資本結構不會影響公

司價值，但在 1963 年加入公司稅後發現，公司的負債越高，則公司

價值愈高。可是Miller（1977）發現，當公司考慮公司稅和個人所得

稅後，整個經濟體存在著最適資本結構。 

DeAngelo與Masulis（1980）發現，非負債稅盾的折舊與負債融

資的利息稅盾可以彼此替代。所以非負債稅盾較高的公司，不再享有

利息稅盾，因此負債比率偏低。但是高成長公司所擁有的非負債稅盾

較少，所以需藉由負債來增加利息稅盾，進一步提高公司價值，因此

公司的成長機會與負債比率成正相關。他們研究也發現，當公司考慮

折舊等非負債稅盾項目後發現，負債稅盾會與非負債稅盾抵銷，因此

所剩餘的負債稅盾與投資者利息所得稅相抵銷後，公司可以得到最適

負債比率。 

最適資本結構的另一個理論—資本結構的抵換理論，則說明，公

司因為舉債過高所導致的破產成本和負債利息費用所產生的稅盾利

益間會產生抵換的效果，由此抵換關係決定公司的資本結構。抵換理

論預測有較高的破產成本或較低的負債稅盾利益者，應該使用較低的

負債。所以抵換理論認為，公司的最適資本結構應該由負債的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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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來決定。 

Harris 與 Raviv（1990）認為，一般而言，管理者不會以投資人

的最佳利益為考量，因此投資人可以利用負債來懲罰管理者。公司會

在清算決策與調查成本間取捨，來決定公司的最適資本結構。因為負

債愈高，公司有可能拖欠債務，則容易被清算，不過愈常拖欠債務，

則調查成本高，因此公司會在這兩者間抵換。他們從靜態抵換模型所

得到的結論是，當公司的有形資產越多時，清算成本越高，公司的負

債會較多，因此負債的殖利率較高，違約機率較高，但是也有較高的

公司市場價值。 

但是 Stulz（1990）認為，公司會在防止投資價值遞減專案的負

債好處與妨礙投資價值遞增專案的負債成本之間抵換，來決定最適資

本結構水準。另外，Leland（1994）在檢驗公司負債與資本結構後發

現，負債價值與最適資本結構和公司風險、稅賦、破產成本、無風險

利率，以及股利支付率等有關。 

Graham與 Harvey（2001）發現，在他們的研究樣本中有 10％的

公司嚴格遵守目標負債權益比率，而公司進行融資選擇主要考量公司

稅以及債信等級，而非破產成本。 

 

四、 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 

研究資本結構的學者發現，公司的未來成長機會、盈餘波動、獲

利及稅盾等公司特性會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Titman 與 Wessels， 

1988；Homaifar、Zietz與 Benkato， 1994），因此，本研究將和資本

結構影響因素有關的文獻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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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man 與 Wessels（1988）利用 LISERL 和因素分析探討公司資

本結構的影響因素。他們以資產的抵押價值、非負債稅盾、公司成長

機會、獨特性、產業特性、公司規模、波動性以及獲利性當作影響公

司資本結構的因素。結果發現，公司的負債水準和公司營運的獨特性

呈負相關，短期負債比率和公司規模也是呈現負相關的結果。 

Agrawa與 Nagarajan（1990）從美國上市公司中發現有 100家公

司的負債中沒有長期負債，所以他們由財務、管理者及所有權等變

數，比較這些全部以權益融資公司和有長期負債公司的特色。結果發

現，全部以權益融資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比率高、高階管理者間的家族

關係密切及流動性部位也較高（註 2）。另外，在全部以權益融資公

司中，管理者的所有權和家族涉入程度呈正相關。 

Jensen等人（1992）利用聯立方程式以三階段最小平方法來驗證

內部人持股、負債及股利三者間的關係，結果發現，較高的內部人持

股會選擇較低的負債及股利，而且內部人持股比率和公司財務決策是

互相影響。另外，獲利性、成長及投資支出對於負債及股利的影響是

服從融資順位假說，且代理成本及破產成本會影響公司的融資決策。 

Demirguc-Kunt與Maksimovic（1999）檢視 30個國家從 1980年

到 1991 年的資料後發現，在股票市場活絡的國家中，大型公司偏好

以長債的方式融資；在大型銀行體系的國家中，小公司的短債較少而

長債較多；政府對產業的補貼與企業使用長債的程度具有相關性；一

個國家的通貨膨脹和長債的使用程度呈負相關。且已開發國家的公司

比較依賴長債，因為它們固定資產比較多，基於資產和負債期間配合

原則，所以長債比例較高。另外，對所有公司而言，獲利愈高、抵押

品價值愈高、通貨膨脹率愈低及政府的補助，最有助於公司利用長債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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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uel 與 Pindedo（2001）以西班牙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不同

理論下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以及西班牙的機構特色如何影響公司的

資本結構。他們建立一個資本結構的目標模型，探討非負債稅盾、財

務危機成本、投資機會、現金流量及機構變數，如公司債比率及所有

權集中度等變數對於負債比率的影響。結果發現，負債比率和現金流

量、非負債稅盾及財務危機成本呈負向關係；和投資機會呈正向關

係。另外，因為公司的所有權比較集中，減緩了可支配現金流量的代

理問題，因此公司的負債比率比較低。 

朱博湧等人（民 81）認為，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可以用多個變數

來衡量，而一個變數可能可以解釋多個資本結構影響因素，所以他們

利用因素分析萃取影響資本結構的因子，這些因子包括獲利能力、公

司規模、資產抵押價值、成長機會、非負債稅盾及營運風險，並以短

期、長期及總負債比率來分析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 

他們發現，公司的短期負債比率和總負債比率與公司規模大小、

成長性，以及產業風險成正相關；與獲利能力及非負債稅盾成負相

關。長期負債比率僅與資產抵押價值成顯著正相關。而國內因為債券

市場不活絡，所以主要以銀行貸款的短期負債為主，因此短期負債的

結果和總負債的結果相同。 

陳隆麒與溫育芳（民 91）發現，國內上市公司的總負債比率和公

司規模、競爭程度與成長率呈正相關，和事業風險、償債能力與非負

債稅盾成負相關，此外，產業別亦是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重要因素。 

葉銀華與邱顯比（民 85）以代理理論的觀點探討，公司資本結

構與股權結構間的關係，利用因素分析法萃取每個理論因素的變數，

再利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估計資本結構、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的關連

性聯立模型。結果發現，成長機會、獲利性、股利發放率和負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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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負向關係，而可支配現金流量、股權結構、擔保價值、清算價值與

公司規模和負債比率呈正向關係。此外，也發現資本結構、股權結構

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 

俞海琴（民 83）探討台灣上市公司內部人士持股比率對於公司

負債比率的影響。文中所定義的內部人士包括，董監事、經理人、大

股東及內部關係人等，並將內部人士持股比率分成大於 25％和小於

25％兩群。但是實證結果發現，內部人士持股比率高低對公司籌措長

期負債的影響並不顯著。她推論其原因為，因為上市公司的負債稅盾

利益和破產成本間的無差異所致；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利用權

益融資的管道相當便利，所以舉債比例高低，並不會受到內部人士持

股比例的影響。 

 

五、 資本結構文獻對本研究的涵義 

本研究從資本結構無關論、代理理論、資訊不對稱理論、最適資

本結構等觀點及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因素等文獻中發現，公司的資本

結構會影響負債和權益融資選擇，亦即影響公司的融資行為。所以上

述文獻對於本研究的涵義為： 

1.本研究從資本結構的代理問題觀點中發現，公司選擇融資工具

時，會考量公司目前所面臨的權益代理問題或負債代理問題

何者較為嚴重，再決定何種融資工具可以解決此種代理問

題，以降低代理成本，增加公司的價值。所以本研究探討影

響公司選擇融資因素時，需考慮影響代理成本的變數，如可

支配現金流量、內部人持股比率及成長機會等因素。 

2.本研究從資本結構的資訊不對稱文獻中得知，公司可以利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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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負債等融資工具當作訊號，傳遞公司的價值，而投資人

可以透過此訊號得知公司的品質。因為本研究探討首度上

市、櫃公司的首次融資行為，其資訊不對稱情形比較嚴重，

所以預期樣本公司的融資行為會符合融資順位理論。 

3.研究資本結構決定因素的文獻說明，公司的負債比率受到未來

成長機會、盈餘波動、獲利能力、產業別、營運風險、內部

人持股比率及公司規模等因素影響，而這些因素也是影響公

司選擇權益和負債的因素。 

但是，抵換理論、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解釋這些變

數和資本結構間的關係各有不同，所以本研究嘗試從這些變數

建立公司融資行為的模型，並將融資宣告累積超常報酬大於零

的樣本，依據上述變數建立融資行為建構函數，以區分權益、

負債融資者，並供管理者及投資人預測公司融資行為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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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融資行為的理論文獻 

 

融資順位概念的雛形最早由 Donaldson（1961）所提出，他

的研究指出，公司存在融資層級（Financing Hierarchy）的現象，

表示公司有強烈偏好以內部資金為公司融資的主要來源，若內部

資金不足而需要外部融資時，公司會偏好負債融資，較不喜歡發

行權益融資。  

Myers 與 Majluf（1984）假設公司管理者與外部投資人間，

對於公司現有資產及未來投資機會存在資訊不對稱，並假設管理

者皆考慮現有股東的利益等條件之下，建立融資—投資模型

（Issue-investment Model）。他們發現，公司若需要籌措資金以

進行新投資計畫，管理者會避免發行被低估的證券，所以內部資

金是投資資金的首要融資來源，倘若內部資金不足，再以無風險

債券融資，其次為有風險債券，最後為發行新股。如此公司可能

會拒絕以低價發行新股而被迫放棄淨現值為正的投資案，形成投

資不足的現象。而公司使用負債融資的原因為，舉債比發行新股

所產生的資訊不對稱成本低。  

Myers（1984）提出修正性融資順位理論，此理論的主要論

點為「外部融資成本大於內部融資成本」，所以公司不願意以低

價發行新股，因而放棄淨現值為正的計畫案，產生投資不足的現

象。Myers 在此假設，外部融資成本包含管理成本、承銷成本、

新證券價值被低估成本以及不對稱資訊所產生的成本。 

他所提出的第二個論點為「負債融資優於發行權益融資」，

因此一旦公司必須籌措外部融資時，則先發行安全性的證券，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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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風險性證券。另外，Myers 於修正性融資順位理論中加入目

標股利支付率變數後，他指出，公司會設定目標股利支付率，再

利用剩餘內部資金來支應投資計畫，但是公司有時無法累積足夠

的內部資金以支應投資計畫時，公司會採取外部融資方式籌募資

金，此時公司會偏好風險性較低的證券。  

Narayanan（1988）提出公司使用負債的新利益，即是發行

負債的公司會使得品質差的公司難以進入市場，且這項利益和公

司所得稅無關。因為投資人和管理者間存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

因此負債可以將品質差的公司排擠出市場，則留下來的公司可以

提高市場中所有公司的平均品質。所以當公司品質在市場中難以

被區分時，投資人便會以平均品質來判定個別公司的品質，故這

項利益便可由留在市場中的公司分享。他的研究也發現，當公司

的證券被市場低估時，公司會發行負債；當公司的證券被市場高

估時，公司會發行權益。  

另外，他提出幾點實證上意涵：公司對外融資的順序是無

風險負債、風險性負債，最後是權益；公司最好能建立適當的財

務準備，以累積內部資金，供未來投資之用，而且內部資金增加

時，進入市場的平均品質也會增加。此結論符合 Myers 與 Majluf

（1984）的融資順位理論。  

Noe（1988）認為，公司的融資決策會傳送一系列的訊號給

投資人，所以他利用訊號理論為基礎，藉由模型模擬公司如何選

擇負債或權益融資，同時探討融資順位理論成立否。結果發現，

融資順位理論不一定成立。當公司內部人士對於未來的現金流量

具有完全資訊時，融資順位理論成立；反之，當公司內部人士對

於未來現金流量未具備完全資訊時，公司偏好採用權益融資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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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負債融資的事前機率大為提高。 

Viswanath（1993）利用多期決策樹模型探討公司的融資行

為。結果顯示，因為外部投資人無法單純由權益融資行為，來判

定公司價值被高估，所以公司價值被低估者即使有閒餘資金可支

應投資支出，管理者有時仍會選擇發行權益融資。  

Berkovitch 與 Narayanan 在 1993 年另一篇論文中，研究公

司的融資決策和投資決策間的關係。他們的前提假設有兩個，一

是公司可以等到經濟條件好轉時再投資，因此管理者有權利將投

資計畫延期；另一個前提是公司和金融中介機構間存在著資訊不

對稱的情形。結果發現，公司的融資與投資決策皆會受到經濟與

資本市場的影響。當經濟條件改善時，公司的負債比率會提高，

而且融資型態會受到過去和現在的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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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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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此產業的公司比較不能執行投資案的遞延選擇權，所以低品

質的計畫案也會被執行，而低品質的計畫案，只能以權益的方式

融資，所以公司的負債比率低。  

王克陸與 Pashley（民 82）從資訊不對稱觀點，探討公司為

什麼選擇負債當作外部融資的工具。他們利用自我選擇機制發

現，當公司的管理者能力好時，會先採用負債融資；當公司管理

者能力差時，會先採用權益融資。而且使用負債的公司，其市場

評價比較高。  

上述的文獻皆利用負債、權益等融資工具當作訊號，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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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價值給投資人。但是並非所有的理論文獻都是支持融資順位

理論，如 Noe（1988）及 Viswanath（1993）的結果並不支持融

資順位理論。本研究透過理論文獻的回顧可以得知學者對各模型

的假設、變數定義、推導過程及結論對實證的意涵，幫助本研究

建立第參章的研究假說，說明變數間的關係，以作進一步實證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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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融資行為的實證—國外文獻 

 

有關公司融資的研究可以分成四方面，第一是融資宣告，

亦即探討負債和權益融資對於公司股票報酬率的影響；第二是公

司的融資行為，探討公司管理者如何選擇負債及權益融資；第三

為公司是否有融資限制的情形存在，主要研究融資和投資間的關

係；最後一個是股利、融資及投資三者間的關係，係探討三者間

彼此的關係及對於公司價值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探討公司如何選擇融資行為及利用融資宣告累

積超常報酬大於零的樣本，建立預測公司融資選擇行為的模型，

所以本節的文獻主要著重在公司融資行為的選擇、預測及融資宣

告等三方面。另外，Myers 與 Majluf（1984）指出，當公司的證

券被錯誤評價時，公司可能不會對外融資，而產生投資不足的情

形，所以本節也加入融資限制的文獻，希望能增加本研究的佐證。 

本節的文獻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是公司的融資行為支持

融資順位理論；第二是公司的融資行為不支持融資順位理論；最

後則是融資宣告效果的文獻，因為投資人對公司融資選擇的評價

會反映在股價上，因此本研究建構預測模型時，假設如果公司的

融資選擇是正確時，公司的股價反應為正面，所以本研究也納入

融資宣告效果的文獻。  

 

一、公司的融資行為支持融資順位理論  

Bayless 與 Chaplinsky（1996）主要探討資訊不對稱變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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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財務變數對公司融資增量選擇決策的影響。作者利用羅吉斯

迴歸模型得到的結論為，公司證券的公開發行規模愈大，愈應該

選擇負債融資，避免選擇權益融資，如此即可降低資訊不對稱所

產生的逆選擇；財務愈寬鬆的公司其逆選擇成本愈高，公司會選

擇負債融資而非權益融資。  

Claggett（1991）探討最適資本結構理論與融資順位理論何

者較能解釋公司的資本結構決策。利用無母數統計進行實證分

析，得到結論有幾點：第一，產業別是影響公司融資工具選擇的

重要因素；第二，公司的融資行為同時支持最適資本結構理論與

融資順位理論，但是融資順位理論的解釋能力較高；最後，公司

應該建立一個介於最適資本結構理論與融資順位理論的混合理

論，以解釋公司如何決定其資本結構，改善兩理論簡化解釋公司

的融資行為。  

Chua 與 Woodward（1993）利用多元迴歸方法探討加拿大

民營公司的融資行為是否符合融資順位理論，結果發現，負債水

準與內部所產生的現金流量呈現顯著負相關，負債水準與支應投

資計畫的外部資金需求呈顯著正相關，表示加拿大民營公司的融

資行為符合融資順位理論。  

Shyam-Sunder與 Myers（1999）探討融資順位理論和靜態抵

換模型（Static Trade-off Model）何者的解釋能力較佳，該文是第

一篇探討兩者模型解釋力的文章。結果發現，具有時間序列性質的

融資順位模式的解釋能力優於靜態抵換模式。此外，依統計檢定

結果顯示，融資順位模式的檢定力亦優於抵換模式。作者提出一

個時間序列的假說，當公司的內部現金流量、股利與實質投資不

穩定時，負債比率會變動。投資機會少的高獲利公司會降低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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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而投資機會多的公司，其負債水準較高。所以負債比率的

改變係由於外部資金的需求，而非公司為達目標或最適資本結構

而促成。  

另外，作者發現，靜態抵換模型的假說在公司依循融資順位

模型時可以成立，此種假象是來自於資本支出與營業收入的時間

型態，而產生負債比率回歸平均的現象。因此形成融資順位假說

為假時可以正確地被拒絕，所以作者認為，融資順位模型為負債

與權益選擇的最佳理論。  

但是，Chirinko與 Singha（2000）曾對 Shyam-Sunder與 Myers

（1999）的研究提出評論，認為他們以簡單的檢驗過程來評估外

部融資的型態，會讓讀者產生錯誤的推論。並指出，他們的實證

結果並不能評估融資順位型態以及靜態抵換理論，他們須確認資

本結構的決定因素能夠區分這些假說，而非只有以「現金短缺」

變數當作衡量變數。  

Ghosh 與 Gai（1999）研究公司的負債結構是否有向產業平

均值收斂的情形以及公司的融資行為是否會遵循融資順位，結果

發現，樣本公司在 1974年到 1992年的負債結構確實有產業集中

的現象，並且證實公司的融資行為遵循融資順位理論，且樣本公

司確實有最適資本結構存在。  

Graham 與 Harvey（2001）經過問卷調查後發現，對於大型

公司、受規範的公司以及有支付股利的公司而言，選擇靜態抵換

融資的主要誘因為稅盾效果。另外，公司在作負債決策時，主要

考量是公司的信用評等與盈餘波動程度，而非破產成本。他們訪

談財務經理後發現，公司發行權益的理由是為了維持負債對權益

比率的目標，特別是在高槓桿公司、股權分散的公司以及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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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年輕的公司，此種現象更為明顯。  

他們也利用問卷來檢驗公司的融資行為是否符合融資順

位。結果發現，公司管理者所渴望的財務彈性會影響公司的負債

決策，而且財務彈性和融資順位理論中所說的資訊不對稱、成長

選擇權間是不相關的。但是公司的內部資金不足會影響公司的發

行負債決策，並且公司股價被低估時，會避免發行權益。所以，

財務彈性的重要性以及在發行時權益被低估時所做的融資決策

是符合融資順位理論。  

 

二、公司融資行為不支持融資順位理論  

Martin與 Scott（1974）利用多元鑑別分析法建構公司融資

行為的鑑別函數。他們以公司的槓桿比率、流動性、獲利性、股

利政策、普通股的市價、公司規模、銷售成長性及變異性等變數，

探討公司選擇負債或權益時，此八個變數的特性為何。結果發

現，總資產較大、負債比率較小者傾向以負債融資；負債融資的

公司有較小的市價對盈餘比率。  

Marsh（1982）以羅吉斯迴歸探討英國公司如何選擇負債及

權益，結果發現，公司的歷史股價及市場條件會影響公司的融資

選擇；公司的目標負債水準會影響公司的融資選擇；低於長期目

標負債比率或高於短期目標負債比率的公司會傾向以負債融

資；固定資產較少的小公司，破產風險高者，傾向以權益融資；

在發行時點的附近股價上升者，公司傾向選擇權益融資。  

Billingsley等人（1988）擴大 Marsh（1982）的研究內容，

在融資工具中加入可轉換公司債，並以美國公司為樣本，探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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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如何選擇負債、權益及可轉換公司債。結果發現，長期負

債比率偏離目標負債比率的公司、規模大的公司，比較傾向以負

債融資。當股票市場的景氣較佳時，公司傾向以權益的方式融資。 

Helwege 與 Liang（1996）以羅吉斯迴歸模型探討 1983 年

首度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後發現，現金剩餘與對外融資呈現顯著

負相關。作者再以多元羅吉斯迴歸模型探討選擇外部融資的公司

其融資工具的選擇。結果發現，違約風險變數與資訊不對稱變數

在外部融資工具選擇機率模型中，多數不支持融資順位理論。他

們的結論指出，無證據顯示公司會強烈避免尋求外部融資，權益

融資並非對外融資所最後考慮的型態，但大型、較有獲利性的公

司偏好發行公開債券，符合融資順位理論。  

而他們以 1983年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的理由為，第一，首度上

市公司大部分為小型企業，由內部所能產生的資金非常小時，但是其

成長力的迫切需求，會使它有外部融資的傾向。第二，小型公司由於

其規模與未來較無法預測的現金流量，使其無法舉低風險的負債。融

資順位理論認為，高度風險負債與權益證券，在降低資訊不對稱所引

發的錯誤定價方面，二者並無明顯有利。第三，這些小型公司因為過

去歷史紀錄相對較短，資訊不對稱問題較為嚴重，因此小型公司的融

資決策，會考慮較多「錯誤定價」的因素。第四，1983年是美國 IPO

的熱季，可以找到較多的樣本公司。第五，1983 年 IPO 的公司，距

離研究期間 1994年已有 10於年的歷史，公司對於融資應該有相度程

度的瞭解，特別是債券市場。 

Hovakimian 等人（2001）說明公司有目標負債比率存在，並

且會以此比率調整資本結構。但是公司所設定的目標比率會隨時

間變動，且公司欲調整負債比率到目標比率時可能會面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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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研究是以動態資本結構為主，引進交易成本觀念，產生短

期融資順位行為的交易成本，公司也定期調整資本結構朝向目標

率。結果發現，短期的公司融資政策會受到融資順位的影響，但

是長期而言，公司有目標比率的存在。  

他們亦探討公司目標負債比率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及目標負債

比率是否會隨著公司獲利能力和股價而有所改變。結果發現，不管公

司是發行或是贖回證券，都是以目標負債比例為依歸，而且通常會抵

銷累積獲利及負債的效果。另外，公司在贖回證券時，比較會以目標

負債為考量，但在發行證券時則比較不會。此外，股價是影響公司融

資的重要工具，當股價上升時，表示公司有好的成長機會，所以公司

會發行股票；當股價下跌的時候，公司會發行負債。他們也發現，過

去的股價報酬和槓桿增加間是負相關，因為代理理論中認為管理者會

在股價低時，增加公司的負債水準。 

De Jong與 Veld（2001）以荷蘭公司為樣本，利用羅吉斯迴歸

模型，探討荷蘭公司的融資決策是否會受到管理者職位鞏固因素的影

響。因為荷蘭的市場接管機制較不健全，股東的權利比較不會受到重

視，因此管理者的職位鞏固情形預期會比較嚴重。結果發現，道德危

險模型是比較適合於荷蘭公司的融資決策，而逆選擇模型則比較不適

合。當公司的現金流量或成長機會較小時，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以

避免負債的懲罰機制。公司的權益比率會朝向目標權益比率前進。 

他們也發現，如果公司的財務盈餘愈多、公司發行負債是為了

贖回短債時，則公司宣告以負債融資的累積超常報酬呈正相關。而公

司的獲利性、權益發行量、同時宣告完成購併等變數，和公司權益融

資宣告的累積超常報酬呈正相關。當公司有過度投資情形時，和負債

融資的宣告效果呈正相關，和權益融資宣告效果呈負相關，此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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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過度投資時，可以利用負債來懲罰管理者的鞏固職位情形。但

是，負債融資宣告的超常報酬不顯著，且權益融資宣告的超常報酬顯

著為正，和美國的實證結果吻合。 

Fama與 French（2002）主要檢驗融資順位及抵換模型在公

司槓桿及股利上的預測能力，目的是探討獲利能力和投資機會如

何影響公司的長期槓桿和股利支付率，並且檢驗在抵換模型下，

公司的槓桿是否有平均回歸的現象；及在融資順位模型下，短期

盈餘變動和投資變動如何影響融資決策。  

他們研究發現，抵換理論及融資順位理論在公司槓桿及股利的

預測能力上皆具有顯著性。也發現獲利性高及投資機會低的公司，其

股利支付較高。公司的獲利性高，槓桿較低，這是符合融資順位理論，

但是不符合抵換理論。投資機會高的公司，以市價計算的槓桿較低，

這是符合抵換理論；投資機會較高的公司，長期股利支付較低，但是

股利不會隨著短期投資而波動。他們也發現，短期投資變異和盈餘被

負債吸收，符合融資順位的預測。 

Frank 與 Goyal（2002）利用 1971 年到 1998 年的大樣本資料，

來分析公司槓桿是否服從的融資順位理論。以大樣本來檢驗

Shyam-Sunder與Myers（1999）的實證意涵；並且檢驗支持融資順位

理論的公司是否面對嚴重的逆選擇。作者從 1980年代及 1990年代的

資料發現，外部融資是公司重要資金來源之一。 

另外，他們指出融資順位理論隱含著財務赤字在解釋外部融資行

為時，應該比其他變數更具有解釋力的效果，但是結果發現，財務赤

字並沒有此項效果。且融資順位理論預期，規模小且高度成長的公

司，會面臨較嚴重的逆選擇問題，因此此種特性公司的負債比率應該

服從融資順位理論，但是他們的實證結果卻不支持。因為從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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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開始，有許多規模小但未獲利的公司上市，而小公司的融資行為原

本就不符合融資順位理論，所以融資順位理論會被拒絕。 

此外，他們也發現，樣本公司的淨權益發行比淨負債發行大，且

淨權益發行和財務赤字比較貼近。財務赤字隨著時間增加而增加。公

司的市價對帳面價值比、獲利性和公司負債比率呈負相關；有形資產

比及公司規模和公司負債比率呈正相關。 

 

三、公司融資選擇對於公司股價的影響 

Jensen 認為，公司的融資宣告超常報酬決定於成長機會及可支

配現金流量。當公司的成長機會少，可支配現金流量多時，公司用負

債融資可以使得超常報酬大於零。因為負債具有懲罰機制，可以使得

管理者的過度投資現象減少。相反的，此時公司管理者利用權益融

資，則會使公司的超常報酬小於零。 

但是，Myers與Majluf（1984）認為，公司融資宣告的超常報酬

來自公司資訊不對稱的程度。所以當公司的股價被高估，管理者才願

意以權益融資，因此當公司的資訊不對稱情形愈嚴重時，公司選擇權

益融資的超常報酬為負，公司如果選擇負債融資，則超常報酬為正。

Cooney與 Kalay（1993）修改Myers與Majluf（1984）的模型，假設

投資案的淨現值可以為正或負。結果發現，對市場投資人而言，權益

融資宣告可能是個好消息，而非如同Myers與Majluf（1984）的結論，

總是壞消息。公司的市價對帳面價值比較高者，則投資機會的價值也

較為不確定，此時的權益融資宣告是個好消息。 

Ambarish等人（1987）發現，若資訊不對稱的來源是現有資產，

則投資及發行權益的宣告效果為負，若資訊不對稱的來源是成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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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則投資及發行權益的宣告效果為正。而且規模小、成長快速的公

司、現有資產較小的公司及投資機會較有價值的公司，權益宣告效果

為正面反應。Lewis等人（1999）利用代表資訊不對稱、財務危機成

本、成長機會的代理變數來分析融資宣告反應，得到成長機會及股價

報酬的波動程度對權益融資的宣告效果有顯著負面的影響。 

Loughran 與 Ritter（1995）研究發現，現金增資公司的年平

均報酬為 7％，但相同時點未發行現金增資公司的年平均報酬為

15％，顯示現金增資公司的長期年平均報酬績效差。Ambarish

與 Williams（1987）研究公司的融資選擇行為、股利政策，如何

傳遞公司現有資產與成長機會之價值。結果發現，規模大且成熟

的公司，因為成長機會有限，現金增資方式被視為傳遞公司資產

高估的訊息，所以宣告效果為負。反之，若為規模小但成長型的

公司，則現金增資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投資機會，所以宣告效果為

正。  

上述國外實證文獻的樣本相當廣泛，包括上市上櫃公司、營

業收入持續成長的公司、加拿大和美國的公司，以及首度上市公

司，而所得到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有的支持融資順位理論，有些

則是部分支持，有些則是不支持。因此歸納成對本研究的涵義有

幾點：  

1. 研究方法上的涵義 

從上述的文獻中發現，學者檢驗公司融資行為的研究方

法有問卷調查法、多元迴歸法、三階段最小平方法以及羅吉

斯迴歸等方法，最近的研究方法以羅吉斯迴歸方法居多。且

Helwege 與 Liang（1996）更以多元羅吉斯迴歸檢驗資訊不

對稱變數和違約風險變數，如何影響公司選擇外部融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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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另外，Marsh（1982）也利用羅吉斯迴歸預測公司

的融資行為。所以本研究也將以羅吉斯迴歸當作研究分析方

法，探討國內首度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並且建立預測模型。 

 

2. 研究假說上的涵義 

本研究從上述的文獻中發現，每篇文獻所建立的假說

各有特色，本研究可以從這些假說中，建立適合我國企業環

境的假說。另外，本研究可以利用文獻的結果，發展個案訪

談的問題，以瞭解我國首度上市公司的實際融資行為和文獻

間是否具有差異性，並且可以利用文獻解釋融資行為的背後

涵義，以供實證結果的佐證。  

 

3. 研究樣本的涵義  

從上述文獻中可以發現，只有 Helwege 與 Laing（1996）

以 1983 年首度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它們上市後的融

資行為。所以，值得本研究利用首度上市公司的資訊不對稱

特色，深入探討它們的融資行為和已經上市許久的公司是否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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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融資行為的實證--國內文獻 

 

本節整理國內研究公司融資行為的相關文獻以及文獻對於

本研究的涵義。  

 

一、公司融資行為支持融資順位理論 

吳榮祥（民 86）從財務結構與資金成本的觀點探討公司的實

際融資行為。研究期間自民國 79年至 84年，以 315家上市公司

為樣本，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結論為，公司實際籌措

資金方式，以內部資金為優先考量，其次為金融機構借款，發行

普通股較發行公司債普遍。實證結果部分支持融資順位理論。  

郭逸真（民 85）探討成長性企業的融資行為是否符合融資順

位理論。結果發現，公司成長愈快，所耗竭的內部資金愈多，所

以對外融資機會增加，因此成長性公司的融資行為符合融資順位

理論；另外成長性公司的規模愈大，資訊對稱程度較高時，將偏

好使用外部資金，並以舉債為主要的融資方式。  

周立達（民 84）以融資順位理論探討公開發行未上市公司融

資選擇的特性。結果發現，臺灣公開發行未上市科技類與非科技

類公司其融資選擇因素有顯著差異者為獲利性、公司規模、財務

槓桿、資產抵押價值、營業活動投入性及償付能力。而臺灣公開

發行未上市科技類公司與融資選擇型態有顯著關係的因素有成

長性、公司規模、財務槓桿、負債預警指標、折舊節稅性與營業

活動投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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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宏（民 84）針對台灣的資訊及電子產業進行融資行為與

資本的實證研究。結果發現，資訊及電子業大部份廠商的融資行

為屬於動態資本結構與融資順位方式的結合。  

劉維琪與李怡宗（民 82）以國內上市公司為對象，利用問卷

蒐集資料，結果顯示研究對象的融資決策過程相當支持融資順位

理論的觀點。劉維琪與劉玉珍（民 78）根據民國 73 年至 76 年

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變動表，分別以個體、產業別以及總體等方

面探討公司的融資行為，所得到的結果皆支持融資順位理論。  

莊明憲（民 81）以巢型羅吉斯迴歸模型分析國內上市公司的

融資選擇決策，他將公司的融資選擇分為金融性請求權，如負

債、權益；並依資金提供者的型態分成公開型態和私有型態。結

果發現，研究變數對公司融資選擇決策的影響大致上皆能符合融

資順位理論，但是營業風險與未來成長機會變數符合靜態抵換理

論。整體而言，融資順位理論較靜態抵換理論更能解釋公司的融

資行為。  

張漢君（民 80）探討融資順位理論是否可以解釋我國公司的

融資行為，及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他利用多元迴歸、變異數分

析法、集群分析以及鑑別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發現公司之負債

比率與其獲利能力間有顯著性的負相關存在，實證結果符合融資

順位理論，影響公司財務結構之決定因素為獲利能力、資產結

構、公司規模、股利支出率及成長率。  

 

二、公司融資行為不支持融資順位理論  

邱茗荷（民 91）以台灣 60 家電子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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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從民國 85年至 89年，並將公司的融資工具分成可轉換公司債、

海外存託憑證及普通股等進行實證，並討論公司選擇不同融資工具對

資本結構的影響。她設計了兩階段融資決策模型，第一階段，運用

Tobit 模式建立目標比率估計式；將此階段得到的目標比率作為第二

階段模式之研究變數，在第二階段時，以羅吉斯迴歸及多元羅吉斯迴

歸模型探討影響公司融資決策的因素。 

第一階段實證結果顯示，市價對帳面價值比、研發費用比率、非

負債稅盾、資產抵押價值、公司規模等五項變數是建立最適目標比率

估計模式的變數。第二階段研究顯示，公司的融資決策會朝向目標比

率移動、過去有高股票報酬率之公司傾向發行權益證券、公司在作融

資決策時會考量股權稀釋性。另外，以多元羅吉斯迴歸驗證結果發現

台灣上市電子業公司的融資順序為：可轉換公司債、短期負債、長期

負債、普通股權益、海外存託憑證。 

阮維德（民 88）研究營造業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是否符合融

資順位理論。實證後發現，此高負債產業的融資順位與融資順位

理論不符；而台灣營造業財務經理的融資偏好順位為內部融資、

外部權益融資、負債融資、可轉換公司債。  

顏偉志（民 86）以民國 81 年新上市的公司探討融資順位理

論。結果發現，該理論並不符合台灣新上市公司的融資決策，且

靜態抵換理論也無法完全解釋台灣公司的資本結構型態。  

林建志（民 86）以民國 77 年新上市之第一類股、第二類股

且年度財務報表資料完整齊全之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新上市公

司融資型態主要受內部現金流量多寡所影響；現金赤字與新上市

公司選擇外部資金的機率呈正相關，支持融資順位理論；但現金

剩餘的公司選擇外部資金的機率也呈正相關，不支持融資順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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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違約風險變數有的支持融資順位理論，有些則否。 

黃俊堯（民 84）以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為研究方法，檢定變數間的因果關係是否符合融資順位理

論。結論為，台灣地區上市公司融資情況不符合融資順位理論；

公司經營績效與產業別有關，而與融資型態及融資順序無關。  

林彥傑（民 83）利用民國 75年至 82年 139家首度上市公司

以及上市後三年內有宣告現金增資的 88 家公司為樣本，研究公

司的融資行為。研究發現相對於內部資金使用程度而言，負債水

準對上市後發行現金增資的影響較大；樣本公司的融資方式未符

合融資順位理論。他也發現，內部資金使用程度與負債水準皆較

高的公司，其上市後較早發行現金增資。  

 

三、其他研究融資行為的文獻 

楊尚千（民 91）探討成長性企業選擇外部融資工具的策略因素，

他利用訪談與次級資料的蒐集，結合財務與策略領域，對於可能的非

經濟動機進行歸納與實證，並進一步探討，公司的融資決策是否會因

為不同的工具選擇，而導致績效上的差異。結果發現，公司選擇融資

策略時，有其非財務性的考量，例如股權集中度、研發比率與發行負

債呈現正向的關係；而企業成長規模大小、負債成本與資本市場榮枯

則與發行負債呈現負向關係。另外，外部融資工具的選擇會造成公司

績效的差異，例如，以負債融資的公司，其績效比權益融資者佳。 

邱琦倫（民 90），探討公司融資方式選擇與未來成長機會間的

相關性，並以多項式自我選擇模型重新進行修正彼此間的關係。該研

究以民國 83年至 88年台灣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並將樣本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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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電子產業與傳統產業，前者以資訊電子業為代表，後者以水泥

業、食品業、塑化業與紡織業為代表。結果發現，公司的融資方式選

擇具有自我選擇的機制，而且不同的產業其選擇的機制也不相同。在

資訊電子業中成長機會愈多的公司，愈傾向使用負債融資，包含銀行

借款與發行公司債，而成長機會愈少的公司則傾向使用權益融資以及

內部融資。在水泥業、食品業、塑化業與紡織業所代表的傳統產業中，

成長機會愈多的公司傾向使用權益融資以及內部融資。 

楊朝成（民 81）利用台灣上市公司的財務資料，探討台灣資

本市場不完美的程度是否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資、股利與對外融資

決策必須聯合決定。作者以二階段移轉聯立方程式來驗證投資、

股利與融資三者間的關係。結果發現，投資、股利與融資三大決

策彼此會交互影響。此外，股利政策並未顯著持續地影響到投資

政策，但舉債決策會影響投資決策。 

吳進登（民 85）的理論模式發現，公司建立差異化優勢或成本

優勢能提高公司成長機會的價值；公司成長機會的價值愈高，現金增

資宣告效果愈佳。實證分析發現，具有成長機會價值的公司，其現金

增資有顯著的正面宣告效果。此實證分析結果和國內近年其他相關的

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顯示台灣股市將現金增資消息視為利多，無法

以資訊不對稱的理論來解釋宣告效果。 

夏侯欣榮（民 88）以總資產報酬率、營業報酬率和資金流量

比率當作營運績效的代理變數，衡量我國現金增資後的長期績效

表現。結果發現，發行現金增資公司的長期績效比沒有發行現金

增資公司的長期績效表現差。  

吳君誠（民 90）以成長價值及營運風險觀點建構融資工具選擇

的理論模型，探討台灣現金增資宣告股市反應較佳的可能原因。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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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理論命題，當公司具有成長價值且營運風險較低的公司，宣告發

行債券時，股價會有正面的反應；當成長價值及營運風險較高的公

司，宣告發行權益證券時，股價會有正面的反應；具有成長機會的公

司，若宣告發行轉換公司債來融資，會放射出其未來成長價值較高及

營運風險較小的訊息，所以股價會有正面的反應。 

他的實證分析結果發現，由上述三個命題所發展的三個假說，雖

然符合預期，但是有些結果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但是營運風險及成

長機會是上市公司融資選擇決策時，所考慮的重要因素。 

李文雄（民 88）以成長機會與經營績效來解釋融資選擇宣告時

的股價反應。他針對全體樣本、依經營績效及成長機會分類的樣本、

資本密集產業分類的樣本，並以公司規模、市場景氣、可支配現金流

量、負債比率、產業別等五項控制變數，進行公司融資宣告效果的分

析。結果發現，全體樣本對於發行公司債宣告並無異常反應，對現金

增資宣告則呈正面顯著異常反應。但在樣本分類下，不同經營績效與

不同成長機會的公司則有不同的反應，最後以資訊不對稱程度較高的

資本密集產業進行樣本分類分析發現，所得到的結果較符合理論模型

推論的各項假說。 

從上述文獻中發現，國內只有林建志（民 86）、顏偉志（民

86）及林彥傑（民 83）以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它們上市

後的融資行為。但是前兩位作者皆以某一年度的上市公司為樣

本，探討這些公司上市後的融資行為，而林彥傑（民 83）則是

以民國 75年到民國 82年首度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可是結果都

不支持融資順位理論。所以本研究希望以不同時期上市公司為樣

本，擴大研究樣本及研究期間，探討它們的首度融資行為，更瞭

解首度上市、櫃公司的特性，如何公司融資選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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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訪談整理 

 

為了使本研究的結果能夠和我國的實務情境相配合，所以本研究

訪問五家上市公司的財務經理，分析他們的融資決策，以供本研究第

參章的研究假說建立和研究變數的界定。本研究的訪問對象包括電子

業、食品業、電機業及航空業，其中電子業包括主機板製造商和電子

產品進口貿易商。茲將個案訪談結果整理如下。 

 

一、當公司面臨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成長機會時，公司籌措資金的來源

方式 

解釋公司融資行為的理論有資訊不對稱觀點、代理理論及抵換理

論。資訊不對稱觀點認為，公司的融資行為是遵循融資順位理論，而

代理理論則是在權益代理成本及負債代理成本間選擇融資工具，抵換

理論則是依據公司的稅盾利益及破產風險中權衡融資工具的選擇。因

此當公司面臨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成長機會時，這三個理論皆會影響公

司的籌措資金來源。 

根據個案訪談的結果發現，當個案公司新投資案具有價值時，公

司首先使用的資金是內部資金，因為內部資金的成本比較便宜，這一

點和融資順位理論相符合。但是，如果內部資金不足而需要外部融資

時，則每家公司融資的順序皆有不同。 

本研究發現，食品公司和電機公司因為公司的內部資金充裕，所

以當它們需要投資資金時，會以內部資金為主，電子商品貿易商及航

空公司也會以內部資金為投資資金的首要考量。而且當這四家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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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資金不足時，皆先會考慮以銀行貸款方式融資，接著為公司債，

最後才是權益融資。它們以銀行貸款為主要融資管道的原因為，銀行

貸款的手續較為簡便，而且它們所需要的資金不多，但是發行公司債

有發行成本存在，所以當舉債金額較高時，公司的發行成本會隨之降

低，有規模經濟的效果，如此發行公司債才較為划算。另外，航空公

司的財務協理認為，發行公司債所需花費的時間較長，因此公司受限

於時間因素，會以銀行貸款的方式籌資。 

它們最後才會選擇權益融資的原因為，第一，大股東皆擔心公司

的所有權分散，因此減少權益融資的情形發生；第二，權益融資需要

主管機關的同意以及法規規定，因此他們傾向以負債融資。訪談結果

也發現，食品業和電機業只有在公司上市時，才發行權益融資，主要

目的是為了達到證管會所要求的股權分散標準。 

電子製造商則和上述四家公司不同，它以內部資金、權益資金以

及發行可轉換公司為公司資金的主要來源。財務協理認為，公司屬於

上市公司，透過股票市場籌資比較容易，而且公司所需要的資金比較

龐大，因此利用股票市場融資比較容易達成目的。但是如果公司的投

資計畫屬於非重大計劃時，公司則會以銀行貸款的方式融資。 

從訪談中也發現，個案公司減少權益融資的機會，另一個主要原

因是不希望每股盈餘被稀釋，因為發行權益會使得在外流通股數增

加，使得公司的每股盈餘被稀釋。而且，在台灣，投資人相當重視每

股盈餘，所以個案公司皆希望能維持每股盈餘的水準。 

本研究從個案訪談中也發現，食品業及電機業這二家公司都是從

店頭市場轉至集中市場交易的個案，而它們轉換發行市場的原因，主

要是大股東認為集中市場的聲譽效果優於店頭市場，所以在集中市場

發行，對於產業地位與企業知名度較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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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公司融資工具選擇的因素 

本研究發現，個案公司對於影響融資工具選擇的主要因素為資

金成本、公司的負債比率、公司長短期資金需求、每股盈餘及公司的

獲利情形等因素。 

（一） 資金成本 

個案公司的財務經理主要以資金成本來考慮公司的融資

工具選擇。因為每家公司都是以股東利益極大化為目標，所以

如何取得最低成本的資金，是他們所關心的地方。他們也都認

為，融資的資金成本受到當時的市場景氣影響，也就是說當股

票市場熱絡時，公司的權益資金成本較便宜，則會發行權益融

資。另外，當股票市場處於多頭時，公司可以較高的承銷價來

募集較多的資金，而且所需要發行的股數可以較少，因此對盈

餘稀釋的情形較不嚴重。 

如果市場利率較低時，它們會以銀行貸款或是發行公司債

的方式融資。本研究發現，個案公司的財務經理皆會視融資當

時的市場狀況來選擇資金成本較低的融資工具來籌措資金。且

個案公司的財務經理會比較各種融資的資金成本，再選擇較便

宜的融資工具，以籌措資金。 

 

（二）負債比率 

公司選擇融資工具的另外一個考慮因素是公司的負債比

率，亦即公司的財務槓桿，它們皆以目標負債比率的方式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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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財務槓桿政策。公司的目標負債比率是以產業平均負債比

率為目標，或是以 50％為目標負債比率。因為當他們向銀行舉

債時，銀行十分注重公司的財務結構，因此它們皆不希望自己

公司的財務結構惡化，而使得公司的銀行信用評等下降，而增

加舉債成本。 

當公司負債比率過高時，會受限於公司法的規定（註 3）

而無法發行公司債，且因為負債比率過高時，公司的違約風險

也隨之增加，因此舉債能力減少，只能以發行權益的方式融資，

而喪失選擇融資方式的權利。 

 

（三）長短期資金需求 

影響公司融資的因素之一為長短期資金需求，個案公司的

財務經理表示，如果公司需要長期資金時，它們皆傾向以長期

借款為主，例如銀行長期借款、公司債或者發行權益的方式融

資。如果公司只是需要短期資金時，公司會以銀行短期借款和

內部資金為主要考量。 

以航空公司而言，因為其資產主要以機隊等固定資產為

主，所以它們的資金需求以長期者居多。而在上市之前，公司

的資產及負債存續期間較不能配合，因此上市後，它們利用公

司債融資的方式，改善財務結構，將負債的存續期間轉成較為

長期，以配合資產的存續期間。 

以食品公司而言，因為公司本身的資金充裕，且缺乏重大

投資機會，所以對外籌措資金主要在於彌補營運資金的不足。

當公司臨時需要資金支付貨款或有小額資本支出的需求時，透

 51 



過與銀行間的契約關係，採用短期借款的方式，請求銀行支援。 

 

（四）每股盈餘 

本研究發現，電子公司發行權益時會考慮每股盈餘，該公

司的財務協理認為，股票市場的投資人對於每股盈餘相當重

視，會影響公司股價的走勢，所以在發行權益融資時，會考慮

發行新股對於每股盈餘的影響。 

 

（五）公司獲利 

各家公司的財務經理在選擇融資工具時，亦相當重視公司

的獲利情形，因為公司的獲利情形會影響公司的清償能力以及

投資人對於公司的評價，所以當公司進行外部融資時，會將公

司的獲利情形納入考慮，再選擇適當的融資管道。 

 

（六）股權集中度 

另外，在選擇外部融資工具時，個案公司的財務經理對於

大股東的心態也相當重視，因為大股東關注的焦點在於經營權

是否會流失及股權稀釋等問題。所以，食品公司、電子業貿易

商及電機公司的財務經理皆權益融資，其主要目的就是使得大

股東的經營權不會流失，及股權不會被稀釋。 

 

三、公司面臨融資限制時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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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當個案公司面臨融資限制時，財務經理會以當時

的市場環境提供建議給公司的決策者參考。如果融資限制是因為大環

境所致，則公司會減少投資機會，使得擴充不要太快。如果該計畫的

機會相當好時，財務經理會建議處分現有資產，以獲取所需要的資

金。所以，經過個案訪談後發現，融資如果有困難時，公司的因應

之道優先順序如下：  

1. 出售與公司經營或未來發展不相關的資產以獲取現金。 

2. 增資或減少股利發放。  

3.若是利率太高時，但又不想此時發行權益，可考慮發行可

轉換公司債，增加融資彈性。  

 

四、公司對外融資的動機 

受訪的財務經理指出，公司對外融資的動機主要是增加投資及償

還借款以改善財務結構等因素，才會對外融資。但是對食品公司及電

機公司而言，因為它們本身的營運資金相當充裕，而且現階段也很少

有大型資本支出的需求，有時為了維持與銀行間的關係，及維持公司

的融資彈性才會對外融資。另外，從訪談中也發現，個案公司舉新債

還舊債的情形也很普遍。 

 

五、個案訪談對於本研究的涵義 

本研究透過訪談發現，食品公司及電機公司擁有相當穩定的內

部資金，所以它們可以由內部資金來支應投資資金。電子產品貿易商

因為較少發生龐大的投資支出，所以它們對於外部資金需求較小，但

是電子製造業公司因為時常需要擴大機器設備投資，資金需求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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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當依賴外部資金。所以本研究發現，產業別將是影響公司融資

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研究也發現，上述文獻所採用的研究變數都會影響個案公司

的融資決策，所以本研究將針對文獻以及個案訪談過程中所發現的研

究變數，建構變數間的關係，進一步成立研究假說，以探討我國首度

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 

另外，訪談中發現，市場景氣是影響公司融資行為的因素之一。

因為市場景氣會影響公司的資金成本，進而影響公司的融資意願。而

且市場景氣會影響市場資金的大小，以及投資人的意願，所以市場景

氣也將納入本研究的研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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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Jensen與Mecking所指的代理成本為監督成本、約束成本以及

無謂損失，而 Clifford W. S.再加上組織成本。 

註 2：文中所指的流動性部位是指流動比率、酸性比率及（現金＋有

價證券）/總資產的比率。 

註 3：公司法第 247條規定：「公司債的總額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

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總額。無擔保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逾前項餘額二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