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參章  研究設計 
 

此章說明本研究的實證研究設計，以檢驗抵換理論、代理

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如何影響首度上市、櫃公司的首次融資行

為，並建立預測模型以供投資人及管理者預測公司的融資選擇行

為。本研究根據第貳章的文獻探討和個案訪談，建立研究假說，

並界定研究變數的操作性定義，先以羅吉斯迴歸模型探討公司的

融資行為，再以事件研究法計算公司融資宣告的累積超常報酬

率，最後以羅吉斯迴歸模型建立鑑別函數及預測函數。 

本章共分成四節，第一節是根據第貳章的文獻探討和個案

訪談，建構本研究的實證架構及假說；第二節說明本研究的樣

本、變數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原則；第三節說明研究變數操作性

定義；第四節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實證分析方法—羅吉斯迴歸模

型及事件研究法。以下各節將針對上述內容做詳細地敘述與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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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實證架構與研究假說 

 

在此節中，本研究將依據第貳章的文獻探討和個案訪談

來建構實證架構及研究假說，做為後續章節的研究基礎。 

 

一、實證架構 

抵換理論探討公司的融資行為，受到負債稅盾利益及破產成

本的影響。而 Jensen 與 Meckling（1967）代理理論則是探討公

司的權益代理問題及負債代理問題如何影響公司的融資行為。

Myers 與 Majluf（1984）所提的融資順位理論則說明資訊不對稱

及資金成本會影響公司的融資，使得公司的融資順序為內部盈

餘、無風險負債、風險性負債及權益。因此本研究實證乃依據這

三個理論推導出假說 1至 5，探討抵換理論、代理理論及資訊不

對稱理論如何影響首度上市、櫃公司的首次融資行為。 

本研究的實證第二部份是建立公司融資行為的預測模型，以

此模型預測樣本外的融資行為，藉此提供管理者非例行性融資選

擇的依據，進而選擇正確的融資行為，創造股東財富極大化。在

這部分，本研究假設投資人對於公司融資行為的評價，會反映在

公司融資宣告的累積超常報酬率中，因此如果公司的累積超常報

酬率大於零，表示公司選擇了正確的融資行為。  

因為公司的目標是創造股東價值極大化，所以當公司宣告融資選

擇方式時，市場上的投資人給予正面的評價，意謂著公司選擇融資工

具時，是以股東價值極大化為考量，所以本研究認為公司選擇了正確

的融資方式。將此群樣本納入鑑別函數中，再依此鑑別函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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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模型，預測樣本外的融資行為，驗證本研究的預測模型是否

具有解釋力。圖 4-1 為本研究的實證架構。  

公司融資選擇

權益或公司債

控制變數
產業別
市場景氣
融資年度

 債市活絡與否

公司融資
宣告

累積超常
報酬

小於零

大於零
預測模型
的樣本

不納入

預測樣本外
的觀察值

模型一

模型二

資訊不對稱理論
代理理論
抵換理論

進一步分析
公司特性

 

圖 4-1實證架構  

 

本研究的期間是從民國 70年到 91年，因此在預測模型中，

所謂樣本內的融資行為是指，以民國 77年到 83年首度上市公司

為樣本，架構融資行為的鑑別函數，預測民國 84 年首度上市公

司的融資行為。再以民國 78年到 84年的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

架構融資行為的鑑別函數，預測民國 85 年首度上市公司的融資

行為，以此類推檢驗預測函數的顯著性。如果預測函數的結果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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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小及正確率高，則此預測函數可以作為財務經理決策時的依

據，投資人也可利用此函數預測公司融資行為，使公司及股東的

價值極大化。  

另外，本研究從個案訪談及文獻中發現，公司所屬的產業不

同，競爭行為、產出、資金需求以及成長機會皆有所不同，所以

本研究也加入產業別變數當作控制變數，探討控制產業別後，樣

本公司的融資行為是否差異。以及文獻和個案訪談中也說明市場

景氣會影響公司的融資行為，因此本研究也將市場景氣納入控制

變數中，藉以控制市場景氣對於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第三個控制變數是公司的融資年度，因為隨著公司上

市時間增加，資訊揭露程度愈多，則資訊不對稱情形愈輕微，因

此本研究預期融資年度會影響公司的融資行為。除此之外，本研

究也加入第四個控制變數—債市活絡程度的虛擬變數，以民國

85 年前融資的公司，視為 0；民國 85 年之後融資的公司，視為

1。因為從樣本公司的融資資料可以看出，民國 85年之後我國上

市櫃公司發行公司債的家數較多，所以將民國 85 年當作分界

點，以控制債券市場活絡程度對於公司融資選擇的影響。  

 

二、研究假說 

本研究根據文獻推導出實證模型一的假說，其目的是探討抵換理

論、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如何影響首度上市公司的首次融資行

為，因為樣本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資人間的資訊不對稱情形比較嚴重，

所以本研究預期樣本公司在上市、櫃後的首次融資選擇會遵循資訊不

對稱理論。此外，我國上市公司主要以家族企業為主，所以預期代理

理論也會影響樣本上市、櫃後的首次融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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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公司選擇負債或權益的機率 

＝a0+b1 非負債稅盾利益＋b2 破產機率變數＋b3 權益代理成

本變數＋b4獲利性＋b5成長機會＋b6其他變數＋ε  

如果上式 b1及 b2的係數皆具有統計顯著性時，表示非負債稅盾

利益變數、破產機率變數可以解釋公司的融資行為，若其符號和抵換

理論一致時，表示公司的融資行為遵循抵換模型。同理，b3的係數具

有統計顯著性，且符號和代理理論一致時，表示公司的融資行為遵循

代理理論。但是，抵換理論、資訊不對稱理論及代理理論對於獲利性

及成長機會變數解釋有所不同，所以當 b4及 b5係數具有統計顯著性

時，需視其符號方向，才能決定公司的融資行為遵循何種理論。在其

他變數方面，包括公司年齡、規模、資產可抵押價值、公司獨特性、

產業別、市場景氣及融資的年度別、債市的活絡程度等。 

 

（一）抵換理論 

抵換理論預測當公司的負債稅盾利益較大者，公司傾向以負債融

資，因為公司以負債來融資時，由負債所帶來的稅盾利益會提高公司

的價值，而促使管理者以負債融資。當公司的破產機率較大者，公司

如果再以負債來融通所需要的資金時，會再增加公司的破產機率，公

司傾向以權益融資，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抵換理論是否影響樣本公司的

融資選擇。 

本研究採用 DeAngelo與Masulis（1980）所提出的非負債稅盾利

益取代負債稅盾利益，而非負債稅盾的代理變數為折舊費用除以資產

總額。另外，有學者以研究發展費用當作非負債稅盾的代理變數，但

是本研究將研究發展費用當作公司獨特性的代理變數，所以為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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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證上產生共線性的問題，只以折舊費用當作非負債稅盾的代理變

數。破產機會的衡量變數則為財務風險、偏離目標負債比率及營運風

險。 

 

1.非負債稅盾 

假說 1 公司的非負債稅盾愈高時，傾向以權益融資 

抵換理論說明，因為公司負債所產生的利息費用有稅盾的效

果，因此當負債金額愈高時，所需支付的利息費用愈高，公司的

稅盾利益也愈大，公司因而會傾向以負債融資，以提高公司的價

值。 

但是，DeAngelo與Masulis（1980）認為非負債稅盾和負債

稅盾間具有替代性，當非負債稅盾較高時，表示沒有稅賦的所得

較高，公司的期望稅率較低及利息支出較低，公司所能享有的利

息稅盾效果較小。亦即，當公司的折舊費用或研究發展費用愈高

時，利息費用所享有的稅盾效果也較小，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

因此非負債稅盾和公司槓桿呈負相關。Miguel與 Pindedo（2001）

及朱博湧等人（民 81）實證發現，非負債稅盾和公司的負債比

率呈負相關。所以，本研究預期 b1係數顯著為正。 

 

2.破產機率 

假說 2 公司的破產機率愈高時，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 

抵換理論說明，雖然負債的利息費用具有稅盾利益，但是當

公司的負債過高時，破產機率也隨之增加，因此公司會在負債的

稅盾利益及破產機率中抵換。若公司的破產機率過高時，公司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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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權益融資，以降低破產機率，而當公司的負債稅盾利益較大

時，利用負債融資，可以提高公司的價值。所以本研究以財務風

險、營運風險、偏離目標負債比率當作破產機會的衡量代理變數。 

本研究以營運盈餘的變異數當作公司營運風險的代理變

數，當營運盈餘波動愈大，公司現金流量波動程度也愈高，營業

風險隨之提高，破產機率也就愈大，因此公司的槓桿比率也較

低。所以本研究預期當公司的營運風險愈大時，公司傾向以權益

融資，因此預期 b2 係數顯著為正。 

當公司的實際負債比率高於目標負債比率時，表示公司的負

債水準較高，因此公司為了降低破產機率，會以權益融資取代負

債融資，以降低實際的負債比率；反之，當實際負債比率低於目

標負債比率時，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另外，負債比率也會影響

銀行貸款給公司的意願，因為負債比率過高時，表示公司的破產

機率愈高，則銀行評估公司的信用風險過高，而傾向不貸款，此

時，公司則需要透過權益融資籌措資金。 

本研究以偏離目標負債比率衡量公司破產機率的另一個理

由是，一般學者在檢驗抵換理論是否成立時，會視公司的槓桿是

否會朝向目標負債比率移動。所以本研究以偏離目標負債比率，

檢驗公司的負債比率已經偏離目標負債比率時，公司是否會以融

資決策來修正公司的負債比率，進而驗證抵換理論。 

最後，本研究以 MacKie-Mason（1990）所提出非槓桿 Z係

數衡量公司的財務風險，當此變數的數值愈小時，表示公司發生

財務危機機率愈高時，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因為如果再增加負

債額度，會使得其破產機率為之增加，所以公司傾向以權益融

資，降低破產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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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預期樣本公司的財務風險愈大、公司的營運風險愈

大、實際負債比率高於目標負債比率時，表示公司的破產機率愈高，

則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Miguel 與 Pindedo，2001），所以本研究預

期 b2將顯著為正。 

 

（二）代理理論 

代理理論說明公司會在權益代理成本及負債代理成本中權衡，

選擇適當的融資工具。公司會產生權益代理成本是因為經理人與股東

間的利益衝突，管理者會出現特權消費及管理買下等行為。而資產替

換、債權稀釋、股利支付及投資不足等情形則會產生負債代理成本。 

本研究以可支配現金流量、內部人持股比率及股利支付率當作

衡量權益代理成本的代理變數。 

假說 3  公司的權益代理成本愈高時，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 

管理者通常以自己的利益極大化為目標，如果管理者和股東

間的財富也沒有緊密相關時，就會出現特權消費及管理買下等權

益代理問題。而解決此種代理問題的兩個方法是降低公司管理者

的可支配現金流量及增加管理者的持股比率。 

因為管理者會以自己的利益極大化來作決策，所以當管理者

的可支配現金流量增加時，而忽略股東價值極大化的目標時，會

產生權益的代理問題。因此代理理論預測當管理者的可支配現金

流量增加，公司的權益代理成本較高，公司會引進負債監督效

果，降低權益代理成本。因為負債需要定期支付固定的利息費

用，可以減少公司管理者可運用的現金流量，以降低公司的權益

代理問題，因此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Harris 與 Raviv，1990；

葉銀華與邱顯比，民 85）。本研究預期公司管理者的可支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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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愈多時，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所以 b3顯著為負。 

但是 Zwiebel（1996）卻認為，當公司管理者有職位鞏固的

傾向時，會避免採用負債融資。因為當公司管理者欲建立自己王

國時，通常會有過度投資的情形產生，擴大公司的規模，此時代

理理論認為引進負債可以降低過度投資的情形。但是，如果管理

者有鞏固職位的傾向時，管理者會避免使用負債融資，以降低負

債過高所產生的破產機會。因此他預期公司的可支配現金流量和

負債融資機率呈負相關。 

本研究第二個衡量權益代理成本的變數是內部人持股比

率。當內部人持股比率愈低時，管理者與股東的利益愈不一致，

公司的權益代理問題比較嚴重，因此公司會利用負債來監督管理

者的行為，所以當內部人持股比率愈低時，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

（林純瓊， 民 83（時間序列的結果）；葉銀華與邱顯比，民 85；

Miguel與 Pindedo，2001）。因此，本研究預期 b3顯著為正。 

另外，從權益代理問題觀點來看，公司支付股利予投資人，

可以降低管理者的可支配現金流量，進而減少權益的代理問題，

所以公司也會傾向選擇權益融資。但是，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

策主要以股票股利為主，所以管理者保有大量的可支配現金流

量，因此預期我國的股利支付率可能無法解決權益代理問題。 

 

（三）獲利性 

假說 4a 如果資訊不對稱理論是正確的，公司的獲利性愈高，公

司傾向以權益融資 

假說 4b 如果代理理論及抵換理論是正確的，則公司的獲利性愈

高，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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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順位理論認為，當公司的內部盈餘不足以支應投資支出

時，公司的舉債金額會增加，因此當公司過去的獲利性愈高時，

保留盈餘愈多，表示公司的內部自有資金充足，公司的負債融資

機率因而降低。另外，融資順位理論預測當公司的獲利性愈高

時，公司為了保留未來低風險證券的融資能力，所以現階段的負

債比率會比較低。 

Hovakimian等人（2001）、Fama與 French（2002）的實證都

發現，高獲利公司傾向於有較低的負債比率。Jensen等人（1992）

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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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 b4 的係數顯著為正時，表示支持假說

4a，亦即公司的融資行為遵循融資順位理論。 

但是，抵換理論認為，當公司的獲利性愈高時，公司的稅賦

較高，此時引進負債可以產生稅盾利益，所以公司的獲利性愈高

時，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從代理理論觀點而言，公司的獲利性

愈高，管理者的可支配現金流量愈高，管理者會引進負債解決權

益代理問題，所以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因此在抵換理論及代理

理論觀點下，b4係數是顯著為負。 

 

（四）成長機會 

假說 5a 如果資訊不對稱理論是正確的，公司的成長機會愈高

時，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 

假說 5b 如果代理理論及抵換理論是正確的，公司的成長機會愈

高時，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 

從資訊不對稱的觀點來看，當公司的成長機會愈多時，因

為管理者對於公司的成長機會比較瞭解，所以管理者和股東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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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不對稱情形愈嚴重，公司的股價愈容易被低估。因此公司的

管理者可能不願意發行權益融資，而改用負債融資，所以當公司

的成長機會愈高時，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Miguel與 Pindedo， 

2001）。因此，若 b5係數應顯著為負時，表示公司的融資行為遵

循融資順位理論。 

但是從代理理論而言，公司的成長機會愈高時，公司資產

替換的機率愈高，也就是負債代理問題愈嚴重，所以公司傾向以

權益融資，因為成長機會是一種無形資產，投資人難以對其進行

評估與監督，容易發生過度投資的現象，所以資產替換的情形較

為嚴重。因此，當公司的成長機會愈多時，公司為了減少負債的

代理成本，應該盡量減少負債融資，所以從代理理論觀點來看，

成長機會愈高，公司使用權益的機率愈高（Titman 與Wessels， 

1988；Harris 與 Raviv，1990；葉銀華與邱顯比，民 85）。所

以，若 b5係數顯著為正時，表示公司的融資行為遵循代理理論。 

而抵換理論（DeAngelo 與 Masulis，1980）則認為，成長

機會高的公司的折舊費用比較低，則非負債稅盾比較低，如果以

負債融資的話，可以享有較高的稅盾利益，所以成長機會和公司

的負債比率呈正相關。 

 

（五）其他影響融資行為的變數 

其他影響公司融資行為的變數有公司年齡、規模、資產可抵押價

值及公司獨特性，因為目前理論及實證對於這四個變數如何影響融資

行為的結果尚未有定論，因此，本研究期望藉由三個理論及長期間的

研究樣本來解釋這四個變數的實證結果，以補文獻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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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年齡 

公司年齡對於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有兩方面，有的學者認為

公司年齡愈大，則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有的學者認為公司年齡

愈大，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 

Barry與 Brown（1984）提出「上市時間效應」的假說，認

為一個上市時間較久的公司，預期應該會提供較多的公開資訊給

市場上的投資人，而且資訊品質會比上市時間短的廠商佳。因此

從公司成立到研究期間的年齡愈長，傳遞給市場的資訊較多，投

資人對公司的資訊愈能掌握，另外，投資人也有較多的時間可以

驗證公司所發佈資訊的正確性。所以上市時間愈久的公司，資訊

不對稱的情形愈不嚴重，選擇權益的機率會愈高。因為研究樣本

的特性，所以本研究預期當公司的年齡愈大時，投資人比較瞭解

公司的資訊，所以公司傾向權益融資。 

但是 Harris 與 Raviv（1990）整理代理理論的資本結構

實證卻發現隨著公司年齡愈大，信用評等較佳，且公司的違

約機率及負債成本低，所以公司會傾向舉債。  

 

2.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對於融資行為的影響，如同公司年齡一樣，學者有

不同的解釋，從資訊不對稱的觀點而言，公司規模愈大，愈傾向

權益融資；但是，也有學者認為，規模愈大，愈傾向負債融資。 

因為公司的規模愈大時，所揭露的資訊愈多，所以資訊不對

稱的情形愈不嚴重，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因為本研究樣本的特

性，所以預期公司規模愈大時，傾向以權益融資。Myers與Majluf

（1984）認為，當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資人的資訊不對稱情形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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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投資人可以正確地評估公司的價值，公司會以權益的方式融

通所需要的資金。而且法人機構因為規模小的公司，流動性較

低，所以持有的股份較少，因而缺乏揭露公司資訊的動機，使得

小公司的資訊不對稱情形也較為嚴重。 

但是Marsh（1982）發現，當公司規模愈大時，比較容易接

近資本市場、多角化程度高、在負債市場的聲譽也較佳及負債成

本比較低，所以公司規模大者傾向以負債融資。 

 

3.資產可抵押價值 

當公司的固定資產及存貨愈高時，表示可以當作抵押擔保的

負債愈多，且無形資產的剩餘價值低，因此公司傾向負債融資。

朱博湧（民 81）的實證發現，長期負債比率和資產可抵押價值

呈正相關。 

但是，從資訊不對稱的觀點來看，固定資產及存貨愈高，表

示有形資產多，公司的複雜性降低，投資人對於公司的瞭解愈

多，資訊不對稱的情形則較不嚴重，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而本

研究預期結果支持資訊不對稱觀點。Miguel與 Pindado（2001）

曾指出，無形資產比率愈高，則公司的複雜程度愈高，資訊不對

稱的情形愈嚴重，所以公司的負債比率會比較低。 

 

4.公司獨特性 

本研究以研發費用率當作公司獨特性的代理變數。從代理理

論觀點而言，當公司投入的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例愈高，所

生產的產品和製程複雜性較高，或公司的產品比較獨特性。公司

獨特性愈高，顧客和供應商轉換不易，會產生較大的清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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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破產成本也愈高，所以本研究預期公司傾向以權益融資。 

但是，若從資訊不對稱理論而言，公司的獨特性愈高，投資

人比較不瞭解公司的產品和製程，所以資訊不對稱情形比較嚴

重，所以公司傾向選擇負債融資。 

 

（六）控制變數 

1.產業別 

本研究將產業別區分成資本密集產業以及非資本密集產

業，探討這兩種產業別的融資行為差異性，並且預期資本密集

產業公司選擇權益融資的機率較高。其中資本密集產業包括電

子、機電、鋼鐵及汽車等產業（李文雄，民 88）。因為資本密

集產業的投資計畫所需要的資金相當龐大，再加上其成長機會

比較高，投資案風險較高，比較可能產生資產替換的情形，因

此利用權益融資的方式較易取得資金。 

朱博湧等人（民 81）也將資本密集產業歸為一類，其他

產業歸為一類。他們依此劃分的理由是，電機等產業所生產產

品是屬於耐久財，或機器設備需要提供特殊服務及備有零件以

供使用之公司，其產業獨特性高，所以清算成本高，破產成本

高，因此此類公司會傾向權益融資。 

另外，Bradley等人（1984）研究 1962年到 1981年的負

債對權益的帳面比率，發現電子業的負債比率偏低，也支持本

研究的預期。有鑑於此，本研究將產業別納入控制變數中。 

 

2.市場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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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事個案訪談時發現，個案公司的融資行為和市場景

氣有關。當市場景氣好時，因為銀行以及市場的資金較多，公司

舉債或透過權益的方式籌措資金，皆可獲得較便宜的資金，而且

資金也較容易取得。但是當市場景氣為空頭時，公司向外籌措資

金的成本較高，所以公司會減少執行投資計畫的機會，降低對外

融資的需求，此時，公司的對外融資機率也降低。 

因此，為了降低市場景氣對於公司融資選擇行為的影響，本

研究將市場景氣納入控制變數中。 

 

3.融資的年度別 

隨著公司上市年度的增加，公司所釋放給市場投資人的資

訊也愈多，投資人對於公司也愈瞭解，因此在公司上市的後期，

投資人和管理者間的資訊不對稱情形會降低。從融資順位理論

的觀點而言，上市年度愈久的公司，其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愈不

嚴重，當公司需要外部融資時，公司會選擇權益融資的機率增

加。 

因此本研究將公司上市後的首次融資分成兩個階段，第一

個是上市後第一年內進行首度融資，以及上市後第二年以後才

進行首度融資。因為上市後第一年投資人對於公司的資訊尚未

清楚的瞭解，因此資訊不對稱及代理問題較為嚴重，所以本研

究預期和上市後期的融資行為有所不同。 

 

4.債市活絡程度 

過去我國上市公司的對外融資主要以股票市場為主，其中

一個原因是債市不活絡，但是近幾年，上市公司發行債券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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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逐漸增加，所以為了避免債市環境而影響公司的融資選擇，

所以本研究加入債市活絡程度，當作控制變數，以減少債市活

絡程度對於公司融資選擇行為的影響。 

 

模型二：建構鑑別函數及預測函數，並驗證模型的預測能力 

本研究建立融資行為預測模型的目的，是希望協助財務經

理人選擇權益或負債的決策，以達到股東價值極大化的公司目

標。以及預測模型也可以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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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的價值極大化。  

假設當樣本內的公司融資宣告累積超常報酬率大於零時，表示

投資人對於公司該項融資宣告給予正面的反應，亦即，公司管理者以

股東價值極大化為目標來制訂融資決策，而此融資決策即為正確的決

策。因此本研究將這些公司的特性當作解釋變數，此處所指的公司特

性除了上述三個理論的影響變數及其他變數之外，尚包括公司融資的

目的，利用這些變數建立公司融資行為的鑑別函數，區分選擇負債融

資和權益融資的公司，其特性有何不同。 

再利用此鑑別函數預測樣本外公司的融資選擇，以驗證本研究

所建立的預測模型是否具有預測能力。所謂樣本內的融資行為是

指，若以民國 77年到 83年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內的融資行為，

架構融資行為的鑑別函數，則民國 84 年首度上市公司的樣本，

將為樣本外的融資行為。因此，若以民國 78年到 84年的首度上

市公司為樣本，架構融資行為的鑑別函數，則樣本外為民國 85

年首度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  

本研究預期當公司特色的係數符號和理論上皆符合時，公司的

融資宣告累積超常報酬率為正；反之為負。但是因為我國國情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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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不同因素，可能會造成影響融資宣告累積超常報酬率的因素和

理論上不吻合，此差異處值得本研究進一步的探討。本研究臆測可能

因為我國主要以散戶居多，對於公司的公開資料判讀上不如專業法

人，因此資訊不對稱及代理問題的情形可能比較嚴重，會造成實證結

果和理論上的預期有所不同。 

此外，本研究在預測模型中加入公司融資的目的當作控制變

數，因為從公司融資的公開說明書發現，公司的融資目的可分為，新

增、汰舊廠房設備；償還借款；開發之用途；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

其他投資計畫；海外購料；購買技術及支付工程款等九種。可以發現，

公司融資的目的大部分都是為了資本支出，而 McConnell 與

Muscarella（1985）的實證結果發現，資本支出宣告的累積超常報酬

率顯著為正。所以公司融資的資金運用會影響融資宣告的累積超常報

酬率，因此本研究在預測模型中加入融資目的當作控制變數，以探討

不同融資目的對於宣告效果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De Jong與 Veld（2001）研究曾發現當公司的融資目的為償還短

期負債時，公司的負債融資宣告累積超常報酬率為正。因此，本研究

將公司的融資目的分成資本支出、改善資本結構等兩部份，檢驗這兩

種融資目的對於公司的融資宣告是否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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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在實證研究中，樣本的選取及資料來源是決定結果正確性

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節將說明本研究的變數以樣本的資料來源，

和本研究選取樣本的標準為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資料分別為，樣本公司、公司融資工具的選擇、

融資宣告日期及研究變數。樣本公司的資料來自於台灣經濟新報

社資料庫。公司的融資資料包括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及其他融

資的資料來源為，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的證券要覽及台灣經濟

新報社的資本形成及債券資料庫。  

本研究的融資宣告來自於工商時報及經濟日報，為公司上

市後董事會通過首次融資宣告的日期，以第一次見報日為宣告

日。至於研究變數的資料則是擷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的上市公司

資料庫。  

 

二、樣本選取  

本研究探討公司首度上市、櫃後的首次融資行為，所以研究樣本

以國內上市、櫃公司為主，樣本的選取標準如下： 

1. 以民國 75 年到 88 年的首度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因為本研

究有些變數需追溯到公司上市前的資料，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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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民國 75 年以後

上市的公司當作樣本公司，如此即可降低研究變數發生遺漏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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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 

另外，本研究探討各公司上市後的融資行為，因此以民國 88

年為研究公司樣本的終點，則民國 88年首度上市的樣本公司仍有

四年度的融資行為可供研究，所以本研究以民國 75 年到 88 年的

首度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 

2. 本研究是以首度上市、櫃公司上市後的第一次融資行為當作分析

單位，並不包括首度上市、上櫃的發行股票行為。 

3. 本研究的樣本排除金融服務業及租賃業，因為它們的負債比率過

高且負債項目有其行業特性，可能會使本研究結果產生偏誤，因

此不將這些行業納入研究樣本中。 

4. 本研究排除樣本公司在研究期間曾經下市或在民國 91年時已經下

市者，此乃唯恐研究變數的不齊全，可能會導致研究結果的偏誤，

所以排除曾經下市、已經下市以及全額交割的樣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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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數操作性定義 

 

實證研究的結果準確與否，和變數的操作性定義有很大的

關係，本節將針對本研究的應變數、自變數以及控制變數作嚴格

的定義，以減少實證衡量的偏誤，造成結果的偏頗。  

 

一、應變數的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的計量方法為羅吉斯迴歸模型，此種方法的特性是應變

數為虛擬變數，也就是為 0與 1。 

以模型一而言，本研究探討公司的融資選擇是否受到抵換理

論、代理理論、資訊不對稱理論及其他變數的影響。在此模型中的

應變數為「公司融資選擇」，當 Y=1時，表示公司以權益的方式融資，

當 Y=0時，表示公司以負債的方式融資。 

 

二、自變數的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的自變數皆為公司融資前一年度的財務資料，因為公

司管理者做融資決策時，只能以現有的財務資料當作參考，所以

融資決策和自變數的財務資料會有落後期的現象產生。因此，本

研究的自變數皆為公司融資前一年度的財務資料。  

（一）非負債稅盾 

本研究採用 Fama與 French（2002）的非負債稅盾定義。也

有的學者以研究發展費用當作非負債稅盾的代理變數，但是本研

究以研究發展費用衡量公司的獨特性，為了避免實證研究上的共

線性問題，因此只以折舊費用當作非負債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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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負債稅盾 t-1＝折舊費用 t-1÷資產總額 t-1 

 

（二）破產機率 

本研究以財務風險、營運風險、偏離目標負債比率等變數衡

量破產機會。 

1. 財務風險 

本研究以 MacKie-Mason（1990）所提出非槓桿 Z 係數當作

財務風險的代理變數，此係數主要衡量 Altman 的 Z 值中，不受

資本結構影響的部分。Helwege與 Liang（1996）曾指出，非槓桿

Z 係數有助於公司破產機率的預測，該數值愈大表示公司的財務

結構愈健全，愈不容易破產，因此公司傾向以負債融資。 

5321 3.34.12.1 XXXXZ +++=係數非槓桿  

1X ：營運資金 t-1/資產總額 t-1； 

2X ：保留盈餘 t-1/資產總額 t-1； 

3X ：稅前息前盈餘 t-1/資產總額 t-1； 

5X ：銷售 t-1/資產總額 t-1。 

本研究也採用沈中華、鄧志豪（民 89）發生財務危機機率預

測財務風險，他們的預測模型如下所示： 

4321
* 01867.00367.03651.001552.09389.0 XXXXy +−+−−=  

1X ：（營業外收入 t-1－營業外支出 t-1）/銷貨收入 t-1； 

2X ：稅後淨利 t-1/流通在外股數 t-1；亦即，融資前一年度

的每股盈餘 

3X ：融資前五年的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融資前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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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存貨增加數＋現金股利）；亦即現金流

量允當比率 

4X ：長短期借款 t-1/淨值 t-1；亦即，公司的融資前一年的

借款依存度 

他們發現 的樣本，表示發生財務危機的機率較

高，但是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該變數在研究樣本中不具有顯

著性，所以仍以非槓桿 Z係數當作財務風險的衡量指標。 

1738.0* −>y

另外，台灣經濟新報社也有發展預測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機

率的模型，但是受限於該模型的起始日期為民國 80 年，所以

本研究民國 75 年到民國 79 年的樣本，無法獲得該變數的數

值。因此本研究以MacKie-Mason（1990）所提出非槓桿 Z係

數來衡量公司的財務風險。 

 

2. 營運風險 

本研究以融資年度前五年的息前稅前盈餘（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簡稱 EBIT）變異數當作衡量營運風險的代理

變數。 

營運風險 t-1＝EBIT變異數 t-1 

EBIT變異數及平均數的定義分別如下所示， 

5
)(

5

)](
)(

5

1

2

∑

∑

=

=

=

−

t

5

1t
t

EBIT
EBITavg

EBITavg[EBIT
EBITV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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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負債比率 

本研究的負債比率分成兩種，一個為目標負債比率，另一個

是實際負債比率。過去文獻衡量目標負債比率的方法有三種，第

一種是以公司的歷史負債比率平均數當作目標負債比率；第二種

方法是以產業平均負債比率為之；第三種則是利用歷史資料的迴

歸模型，所求算而得的負債比率（Hovakimian等人， 2001）。 

Ferri 與 Jones（1979）認為，相同產業的公司有相同的營業

風險，所以槓桿應該趨於一致，所以本研究將以產業平均負債比

率當作目標負債比率。本研究不採用歷史資料的迴歸模型計算負

債比率的原因是，樣本公司的研究時間不夠長，會影響歷史負債

比率的平均數，並造成迴歸模型的偏誤，因此本研究以產業平均

負債比率當作公司的目標負債比率。 

產業平均負債比率為該公司所屬產業的負債比率平均數，而

公司實際的負債比率為公司融資前一年的負債比率。因為本研究

以負債比率衡量破產機率的代理變數，而影響破產機率的負債包

括長期負債及短期負債，所以本研究以負債總額計算負債比率，

因此本研究定義的負債比率為： 

負債比率 t-1＝負債總額 t-1÷資產總額 t-1 

 

（三）公司權益代理成本 

本研究以可支配現金流量、內部人持股比率與股利支付率當作權

益代理成本的衡量變數。 

1. 可支配現金流量（De Jong與 Veld， 2001） 

可支配現金流量 t-1＝（營業淨利 t-1－利息費用 t-1－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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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特別股股利 t-1－普通股現金股利 t-1）÷股東權益市值 t-1 

2. 內部人持股比率 

本研究所稱的內部人士包括，公司的董事長、常務董事、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經理人（指公開說明書上所列示之

專業經理人、協理、廠長等有持股之管理幹部）、關係人（指

董監事之配偶或直系親屬）及大股東等（俞海琴，  民 83）。

而內部人持股比率則為上述人士的持股比率總和。  

3.股利支付率 

股利支付率 t-1＝（普通股現金股利 t-1＋特別股現金股利 t-1）÷

稅後淨利 t-1 

 

（四）獲利性 

本研究的獲利性操作定義是採用 Baskin（1989）、De Jong與

Veld（2001）及 Fama與 French（2002）的定義： 

公司獲利性 t-1＝EBITt-1÷資產總額 t-1 

 

（五）成長機會 

本研究以市價對帳面價值比當作成長機會的代理變數。 

市價對帳面價值比 t-1＝（資產總額 t-1－股東權益帳面價值 t-1+

權益市值 t-1）÷資產總額 t-1 

（六）公司年齡 

本研究對於公司年齡的操作性定義為： 

公司年齡＝融資年度－公司成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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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規模 

本研究的公司規模操作性定義是採用 Hovakimian et.al（2001）

的定義： 

公司規模 t-1＝ln（資產總額 t-1） 

 

（八）資產可抵押價值 

本研究對資產可抵押價值的操作性定義是採用 Berger 等人

（1997）及 Titman與Wessels（1988）的定義： 

資產可抵押價值 t-1＝（存貨 t-1+固定資產淨額 t-1）÷資產總額 t-1 

 

（九）公司獨特性 

本研究以研發費用比率當作公司獨特性的代理變數，並採用

Hovakimian等人（2001）的研發費用比率定義為： 

研發費用比率 t-1＝研發費用 t-1÷營業收入 t-1 

 

（十）現金短缺 

本研究是採用 Frank與 Goyal（2002）中的現金短缺定義。 

現金短缺 t-1＝（普通股現金股利 t-1＋特別股現金股利 t-1＋資

本支出 t-1＋長期負債 t-1＋營運資金變動 t-1）－

息前稅前盈餘 t-1 

營運資金變動 t-1＝營運資金 t-1－營運資金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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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產業別 

此變數為虛擬變數，當公司屬於資本密集產業時，此數值為 1；

其他產業，此數值為 0。資本密集產業為電子、汽車、鋼鐵及電機業。 

 

（十二）融資的年度別  

當公司上市後，需要公開財務及業務資訊，進而增加投資人

對公司營運狀況的瞭解，因此依據融資順位理論，公司會傾向權

益融資。因此本研究預期如果公司在上市後第一年內即首度對外

融資，則資訊不對稱情形較為嚴重，因此傾向負債融資。所以如

果公司在上市後第一年即首次對外融資者，融資的年度別變數為

0；其他則為 1。  

 

（十三）債市活絡年度別  

此變數為虛擬變數，當公司的融資年度屬於民國 85年前，則此

變數為 0；當公司的融資年度屬於民國 85年以後者，則此變數為 1。

本研究以民國 85 年劃分債市活絡年度別的原因，主要是從樣本中發

現，民國 85年以後發行負債的公司明顯增加，所以以民國 85年當作

債市活絡程度的分界點。 

 

（十四）市場景氣 

Jung 等人（1996）的市場景氣定義為公司融資前 11 個月的超

常報酬率總和。但是，因為本研究是以首度上市公司為樣本，而有些

公司在上市後的 11 個月內即進行對外融資，所以本研究以公司融資

宣告日前的 11 個月的加權指數月報酬率的加總，當作市場景氣的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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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變數。 

為融資宣告日的月份

酬率集中市場加權指數月報市場景氣

t
t

t∑=
−

−=

11

1  

 

（十四）融資宣告日 

本研究的融資宣告日是以董事會決議日首度見報日為基

準。因為公司欲發行公司債及權益，需經過董事會的同意，所以

董事會決議日是融資宣告的第一個見報日，因此以董事會決議首

度當作融資宣告日。而銀行貸款的宣告日則以，公司有在經濟日

報或工商時報宣告辦理銀行融資的日期，當作銀行貸款的宣告

日。 

 

（十五）融資的目的 

依據公司的公開說明書中，所載明的融資目的有下列幾種，

新增、汰舊廠房設備；償還借款；開發之用途；轉投資；充實營運資

金；其他投資計畫；海外購料；購買技術及支付工程款等九種。而本

研究為了簡化分析只將融資目的分成兩類，一類為資本支出，包

括新增、汰舊廠房設備；開發之用途；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其他

投資計畫；海外購料；購買技術及支付工程款；另一類為改善財務

結構，即是償還借款。 

所以本研究設融資的目的為一個虛擬變數，令資本支出者為

1，改善財務結構者為 0。如果在融資宣告日時，公司同時宣佈

融資資金的用途，則將此資金用途當作該次融資的目的，如果公

司沒有宣告資金用途時，則以公開說明書上所載融資目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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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分析方法 

 

本研究先以單變量統計的 t 檢定，探討發行負債及權益公

司的特色有何差異性，再以多變量的羅吉斯迴歸探討抵換理論、

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對於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接著利用

事件研究法，將公司的融資宣告分成兩群，一群是宣告累積超常

報酬率大於零者；另一群是宣告超常報酬率小於零者。因為本研

究假設融資宣告的累積超常報酬率大於零者，表示投資人對其融

資選擇的評價是正面，亦為公司管理者選擇正確的融資工具。而

屬於宣告累積超常報酬率小於零者，因為投資人對其融資選擇的

評價是負面的，表示公司的融資選擇不正確。 

接著再以羅吉斯迴歸建構預測模型，探討公司在資訊不對

稱理論、抵換理論、代理理論及其他變數影響下，如何選擇正確

的融資行為。因此本研究的實證分析方法將分成羅吉斯迴歸模型

及事件研究法。 

 

一、羅吉斯迴歸模型 

羅吉斯迴歸模型主要用來預測二元離散被解釋變數，此變

數的值為 0 和 1（0=負債融資；1=權益融資），其迴歸模型的誤

差項是服從邏輯機率密度函數（ Logit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此密度函數的期望值為 0，變異數為
3

2π
。 

此模型其主要應用在，當任一觀察值的被解釋變數機率密

度函數為 Prob(Y=1∣X)時，即可用對數奇數比的單位來表示，

而形成迴歸模型，再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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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簡稱 MLE）及 White（1980）（註 1）所提出的方法

來估計其參數。 

本研究利用此方法驗證本研究的假說 1 至假說 5 是否成

立。模式如下： 

X

X

e
eP '

'

1
)( β

β

+
=融資選擇                        (4-1） 

在上式中，P（融資選擇）表示公司選擇權益或負債的機率； 

當融資選擇＝1時，表示公司發行權益； 

當融資選擇＝0時，表示公司發行負債； 

X，表示自變數矩陣； 

β ’，表示自變數參數估計值向量。 

此模型和一般的迴歸線性模型相同，所以可以轉變成一般

線性迴歸模型： 

iii X
p

pp ')
1

(log)(log β=
−

=                    (4-2） 

Xi為第 i 家公司的自變數矩陣，在本研究中是為非

負債稅盾利益、破產機率變數、權益代理成本變數、

獲利性、成長機會及其他變數； 

β ’為迴歸係數向量。 

 

另外，本研究也以羅吉斯迴歸模型當作預測函數的方法，

其驗證步驟首先計算樣本公司的融資宣告累積超常報酬率，將累

積超常報酬率大於零者，視為融資選擇正確者，而累積超常報酬

小率於零者，視為融資選擇不正確者，將其排除於鑑別函數的樣

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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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這些融資宣告累積超常報酬大於零公司的自變數及

應變數矩陣，包括融資的目的，建構鑑別函數，其目的是希望能

夠區分負債融資及權益融資的公司特色，以瞭解這兩群融資行為

的自變數矩陣有何差異性。 

最後以此鑑別函數預測樣本外的公司融資行為，預測準則

有兩個，一個是 0.5 準則，另一個是樣本平均機率準則。所謂 0.5

準則是指，當預測模型的應變數預測機率大於 0.5時，視為該公

司選擇權益融資；小於 0.5時，視為該公司選擇負債融資。所謂

樣本平均機率準則以樣本預測機率平均值為基準，當融資選擇機率

大於樣本預測機率平均值時，視為 1，表示公司選擇權益融資；若小

於樣本預測機率平均值則視為 0，表示公司選擇負債融資。最後，以

預測誤差率最小者，當作本研究的預測函數，以供經理人及投資

人預測公司的融資選擇行為是否正確。 

本研究以 Brier’s Quadratic Probability Score（QPS）衡量預測誤

差率。QPS的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
=

−=
N

n
nn Rp

N
QPS

1

2)(21  

np ：為估計公司融資機率 

nR ：為實際觀察值 

N：為樣本數 

QPS 的值介於 0 到 2 間，若為 0 表示預測模型 100％預測

正確，若為 2表示預測模型 100％預測錯誤，QPS 的值愈小愈好。 

本研究另以 Noise-to-Signal ratio 來衡量預測模型的偏誤。

其計算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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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e-to-Signal ratio
)/(1

)/(
CAC

DBB
+−

+
= （註 2） 

 

二、事件研究法 

本研究採用事件研究法檢驗公司宣告融資行為對股票報酬

率的影響，即在衡量公司融資行為宣告所產生的股價異常反應。

因為事件研究法實證上是用來瞭解證券價格與經濟事件之關連

的方法，其作法係評估特定事件的發生或公布，是否會使得該證

券持有人從中獲得超常報酬，所以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來檢驗公

司融資行為宣告的股價異常反應。 

所謂股價異常反應，即在衡量股票的超常報酬率，本研究

以規模調整法模式來計算樣本公司的股價超常報酬率。以下就事

件研究法中有關的時間參數選擇及超常報酬率的衡量進行說明。 

 

（一）時間參數選擇 

本研究實證模型二是以首度上市公司的首度融資行為當作

分析單位，所以相關的成交價量資料以證券交易所公布的為主。

若以融資宣告的事件日為第 0日（t=0），則事件窗口主要以事件

日前後各一日（－1，＋1）為主要的事件窗口進行觀察。 

 

（二）超常報酬率 

關於公司融資行為宣告的超常報酬率衡量，本研究以規模

調整法模式計算。茲將個別樣本超常報酬率與累積超常報酬率的

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 個別樣本超常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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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調整法模式是以與樣本公司在同產業中權益市值相

近的對照公司，其證券的日報酬率當作基準，衡量樣本公司

的日報酬率和對照公司的日報酬率差距，以此報酬率的差距

當作個別樣本公司的超常報酬率。茲將計算公式列示如下： 

1,0,1, +−=−= tRRAR jtitit  

其中，R ，對照公司 j 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實際報酬率； jt

itR，樣本公司 i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實際報酬率。 

it，樣本公司 i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超常報酬率； AR

本研究對照公司的選擇標準為： 

（1）和樣本公司同產業者。 

（2）和樣本公司的權益市值相近者，所謂權益市值相近

者是指，樣本公司和對照公司的權益市值絕對差距

為最小者。 

（3）如果對照公司在主要事件窗口期間也曾發佈融資宣

告訊息，則本研究將此對照公司剔除。另外以樣本

公司和對照公司的權益市值絕對差距第二小者當

作對照公司。 

 

2. 個別樣本累積超常報酬率 

若將事件窗口內個別樣本的各日超常報酬率相累加，則

可得到個別樣本累積超常報酬率，其計算公式如下： 

  ∑
=

=
e

bt
iti ARCAR

其中，CAR 為樣本公司 i 在事件窗口的累積超常報酬率； it

 87 



b 為事件窗口起始日； 

e為事件窗口結束日。 

  

3.本研究再將樣本公司的累積超常報酬率區分成大於零及

小於零兩組，此報酬率大於零者表示投資人對其融資宣告

給予正面的評價。因此，將其公司的特性納入鑑別函數

中，再形成預測模型，以羅吉斯迴歸進行樣本外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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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White（1980）的方法是指，若迴歸模型中殘差項的變異數不

齊一時，可以利用該方法調整殘差項的變異數，再以最小平方

法來估計係數。此種方法所得到的係數和普通最小平方法所估

計的係數相同，但是其標準差變小，顯著性會提高。但是，這

種方法適用在研究者不知道殘差項變異數實際值的情況下，若

研究者可以知道殘差項變異數的實際值時，應該以加權最小平

方法或一般最小平方法來估計係數，所得到的係數才符合有效

性。 

註 2：Noise-to-Signal ratio 的 A 所代表的意思為當公司實際發行權

益，而預測模型也預測公司發行權益的個數。以此類推，B 則

是公司實際發行負債，但是預測模型預測公司發行負債的個

數。C 為公司實際發行權益，但預測模型預測公司發行負債的

個數，D 則是公司實際發行負債，預測模型也預估公司發行負

債。如下表所示。 

預測      實際 權益 負債 

權益 A B 

負債 C D 

 

所以 H0為實際發行權益的公司，H1為實際不是發行權益的

公司，則型一誤差為 p（拒絕 H0∣H0成立）＝C／（A＋C），

型二誤差為 p（不拒絕 H0∣H0 不成立）＝B／（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