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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公司治理與企業透明度之探討 

從內而外的透明，是企業應該追求的目標﹔內部透明可以隨時掌握狀況利於

競爭，對外透明可以以低成本找到認同企業的長期投資者，全球石油巨擘殼牌石

油（Shell）副總裁 Tom Delfgaauw說過：「永續經營是重點，透明度是過程。」

而 Delfgaauw掌管殼盤石油期間，正是以「透明度」作為企業經營的理念。 

本節中將分成五小節來針對公司治理與企業透明度已有之文獻作一整理與

討論；由於國內外相關之論述不少，筆者在取捨上是以發表時間較近、與國內環

境較貼切、或是我們較熟悉的案例為主。五小節分別涵蓋了： 

（一）何謂公司透明度﹖ 

（二）美國大企業近年來之弊端與企業透明度 

（三）台灣企業的透明度現況 

（四）透明度打造被信賴的企業價值 

（五）有關公司治理與透明度相關的國內外文獻 

2-1-1 何謂公司透明度﹖ 

 透明度的真義到底是什麼？「透明度是在內部的需求與外部的壓力下，企業

透過完善的內部產生與對外溝通機制，以生動的圖文表達，提供股東、分析師、

投資人想要與必須要知道的資訊，將企業經營的思想及創造價值的過程清澈的反

映出來。」此為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智識總監林日峰在會計研究月刊第200期中對

透明度所下的定義，他並且解釋說，這段話中有幾個重點，其一是企業必須「誠

於內」：也就是說，透明是內外皆透徹，不但企業因為管理與競爭的需求，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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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全透明，分權分治，在企業內部的員工，可以因為資訊的透明，隨時掌握競

爭狀況，及時反映；另一是企業必須「形於外」：對外，也要清澈透明的反應企

業經營的思想與創造價值的過程（筆者註：台積電的網路資訊管理即對內做到線

上知識管理，對外做到客戶可隨時上網查詢晶圓製造之進度，為此定義作了一個

很好的注解，請參見第三章第一節「國內上市公司對轉投資事業的透明度」），並

將之與投資人溝通；再來是對外溝通表達的藝術，投資人想要知道什麼？必需要

知道什麼？用什麼方法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知道？要怎麼表達？等等。 

 在同期的會計研究月刊專訪中，觀察股市多年本身也具有證券分析師資格的

亞東證券總經理室協理張漢傑有另一番貼切的形容：「透明度絕對不是依法行

事、照本宣科；也不是巧言令色、畫餅編夢；而是坦白誠實、細說利弊、適時回

應、無所隱瞞。」這十幾個字巧妙地描寫了公司對透明度應該有的心態，不過，

坦白說，企業若能夠依法行事，照本宣科、不刻意隱瞞、不祇報喜不報憂、不實

問虛答就已經難能可貴。想要達到細說利弊、無所隱瞞的理想境界，恐怕還要看

企業經營者的膽識與誠信。 

事實上，企業負責人的誠信在公司治理的規範上是很重要的一項要素，台積

電董事長張忠謀即一再強調誠信的重要性。在 2002年7月19日玉山科技協會舉

辦的一場「公司治理」座談會中，與會的張忠謀即表示安隆（Enron）及世界通

訊（World Comm）等弊案讓篤信公司治理的美國企業進入七十年代以來最嚴重

的信心危機，投資人開始對公司負責人的誠信感到懷疑，因此張忠謀特別指出：

「Integrity還是相當重要的，法律只是最後一道防線，是退無可退的地方，Integrity

是第一道防線；負責公司運作的人，誠信是管理上的第一道防線，在與法律的最

後一道防線之間，還要有董事會的監督。」資訊充分透明表示經營者坦蕩誠實，

就能受到長期股東的支持。此外，資訊透明化其實也是表彰企業經營者的企圖心

與意志力，因為要面對現實承擔責任，如果沒有更旺盛的鬥志與意志，在公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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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虧損時，怎能忍受資訊透明化所帶來的股價下跌與客戶的信賴危機？其實投資

人可以很容易的從經營者的行事風格，來判斷企業對未來展望的承諾是信口開河

還是一諾千金，相對地也就能體會出該公司揭露資訊的真實度。  

概括說來，資訊揭露必須包含三大要素，那就是必須兼顧及時性、真實性與

完整性，同時也要讓資訊容易取得，並且注意到對稱性，公平地對個別投資人與

機構投資人，為什麼對稱性如此重要？因為當接受資訊的時點不一時，就很容易

有內線交易的情況產生，也因為如此，美國證管會在2000年6月公布「公平揭

露法案」（Fair Disclosure）強制企業不論在時間與內容上都必須要做到公平性的

揭露。 此外，資訊容易取得也是重要的指標之一，如何讓投資人能夠很容易的

取得所要的資訊是一個重點，因為現在的跨國企業，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

人，因此公司應該要提供24小時的即時服務隨時解決投資人的問題。換言之，

資訊取得的普遍性非常重要。 

 當然，這是一些普遍性的判斷原則，不但企業要秉持此一原則與投資人溝

通，投資人同樣地也可以以此為檢視企業透明度高低的指標，而國際評等機構標

準普爾（S&P）的透明度評比標準，就是比較具科學例證的，企業在資訊揭露的

實際資訊內容包括（詳如表2-1-1）：股東結構及投資人關係、財務透明度和資訊

揭露度、與董事會及管理結構與過程等三大項，這些與我們後面的討論都有關係。 

 

表2-1-1： 標準普爾對資訊揭露的評分標準 

公司股權結構與股東關係對公司營運的影響 

企業年報是否揭露： 

股權所有人屬性 

各類股東持股比率 

各類股東行使票權的規定與說明 

擁有公司股權超過3％的股東名單 

財務透明度與資料披露水準 



8 

企業年報是否揭露﹕ 

公司會計政策 

公司會計是否符合國際會計標準（IAS）或其他類似標準

（如美國的 GAAP） 

各類業績效率指標（ROA、ROE） 
全集團財務報表 

董事會結構及議事程序 

企業年報是否揭露： 

董事會成員名單 

董事會各委員會名單 

董事會設有監察委員會的具體證據 

董事酬勞與董事對公司貢獻的細節 

 

2-1-2 美國大企業近年來之弊端與企業透明度 

下表將近年來美國企業弊案涉及會計處裡者彙總成表。這些弊案之發生其原

因或許不一而足，但均與該企業本身之透明度不夠有關，因此透明度是公司治理

成功與否的基本條件，筆者也將在往後的討論中一再闡述這一點。 

 

表2-1-2: 美國企業弊案涉及會計處裡者彙總表 

公司 期間 操縱手法 後續發展 

Enron 
(全美最大

能源公司) 

1997~2001    Enron(由 CFO Fastow出
面)與他人(獨立第三者)合資

或自行出資(Enron股票或資

金)， 成立 SPE(有限合夥 )。

董事會通過Enron(由 Andrew 

Fastow代表)與SPE(由 Fastow

擔任 general partner與主控)
進行交易。 

SPE向銀行融資，卻計入

營收，隱匿負債。未將SPE

併入合併財務報表，致合併負

債低估，合併股東權益高估 

美國國會(5個委員

會)、SEC、勞工部及司法
部均展開刑事調查。參議

院調查小組於2002/7下旬

表示，在花旗及摩根大通

銀行之安排下，使該公司

數十億美元之貸款得列報

為收入。 

Anderson因銷毀文件
而觸犯妨礙司法罪，自

2002/8/31開始不得再查核

上市公司。 

WorldCom 
美國第二大

1999-2002Q

1 

支出分類錯誤，將收益支

出$3.8B(美元)列為資本支出 

2002/7/21，聲請重整

(bankruptcy protection)，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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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電話公

司 

(發現時

間：

2002/6/25) 

前任 CEO Bernie Ebbers
向公司借款數億美元炒作公

司股價，董事會通過其借款。 

2002/8/8，WorldCom發言
人謂：公司已沖銷2002年的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達

$50.6 B(美元)。 

務超過$30 B(美元);2002/3

月底之數據：資產超過

$107B、負債$41 B，規模

是 Enron的兩倍，是美國
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重整

案。2002/8/1，前財務長蘇

利文與稽核長邁爾斯在紐

約向聯邦當局投案。 

2002/8/8，重編報表。 

Xerox 1997-2001 

(發現時

間：

2002/6/28) 

將辦公設備租給客戶，利用租

賃會計的方法，提早任列收

益，虛增收入$6.4B，利潤

$1.4B。 

重編財務報告，並罰款

$10M。 

Merck(藥
廠) 

1999-2001 

(發現時

間：

2002/7/8) 

子公司將消費者給付給藥房

之醫療自負額$12.4 B，性質屬

Merck子公司代收款及代付

款，列入子公司的收入與費用 

美國SEC尚未表示這種會

計處裡是否適當。 

美國PNC金

融服務集團 

2001Q2~ 

2002Q4 

合併報表漏計出售不良債權

之損失，且揭露不實。 

SEC於2002年發現，尚待

觀察。該公司為一家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bank holding company。 

Bristol-Mye

rs squibb 

2001-2002 

(發現時

間：

2002/7/11) 

以促銷手法，促使批發商囤積

藥品，以達預定營收目標，虛

列營收$1B。 

SEC尚在調查中。 

該公司為全球第五大製藥

廠。 

Adelphia 
(全美第六

大有線電視

業者) 

2000-2001 約翰.李嘉斯(創辦人)以公

司之名義，擔保家族公司的貸

款$2.3B，惟擔保未記入

Adelphia報表。 

視訊轉接器之供應商，如

Motorola及 Scientific-Atlanta
公司，支付行銷支援費(每台

25美元)給Adelphia，Adelphia

因此而浮報營收$91M，並發

佈不實盈餘消息，以符合華爾

街分析師預期。 

2002/7，曼哈頓地方法

院以串謀、銀行、證券及

電報詐欺案，提起民事訴

訟。 

SEC及司法部之調

查，已擴大至公司之供應

商，著重Motorola是否在

未與該公司進行交易之情

況下，支付行銷支援費(華

爾街日報2002/8/9)。 

Qwest 

Communica

1999-2001(2

002/7/28爆

與其他電信或網路服務公

司，如 Global Crossing，互購

美國參議院、司法部、

聯邦調查局及SEC展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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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全美
第四大電信

業者) 

發) 光纖網路容量及交換網路設

備與服務。藉虛假交易提高帳

面營收，提早認列營業收入及

成本。二者共認列收入$1.16B 

查，當天，公司前任董事

長承認罪行。2002/7/30，

參議院召開聽證會；公司

將重編報表(1999-2001)。 

Global 

Crossing（電
訊） 

1999-2001 與Qwest公司戶買光纖網

路，膨脹營收。 

正在調查中。 

Tyco 

International 

2002年6月

爆發 

前執行長 Dennis Kozlowski

與前財務長Mark Swartz挪用
公司現金$8M~$12M，購買藝

術品和房屋、逃稅、做為個人

資產，還向公司借錢，惟董事

會同意其借款。到最近，CEO

才被解任。股票詐欺、非法紅

利，達$6億。並以財務報表

造假加以掩飾。 

前執行長與財務長涉及侵

佔、貪污、偽造文書等罪，

罪高可處30年徒刑。 

AOL Time 

Warner（全

球最大媒體

公司） 

2000-2002(

發現時間：

2002/7/19) 

將其代理 E-bay的廣告收

入，列入自己的營收；把訴訟

賠償款記為廣告收入，二者共

高估$0.27B。 

美國SEC正在調查。 

2002/7/31，司法部表示，

將調查其會計師(Ernst & 

Young)，EY則宣稱會計處

裡符合GAAP。 

資料來源：朱應舞，會計研究月刊 203期，91年10月號，p46~47(已修正)，

及 ”Designed by Committee”，2002/6/15，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等(已綜合)。  

由以上之整理可見，企業透明度不佳容易滋生弊端，即使是會計制度相對完

善的美國也不例外。細看這些弊端，我們發現全部與會計作帳有關，這已嚴重違

反前述公司治理的誠信原則，也與透明度及財報揭露的完整性有關。而出現次數

第二多的弊端為藉由轉投資公司或關係人交易遂行利益輸送，這也是本論文欲討

論的重點。其他如管理者利用職權竊佔公司利益或資源等行徑，在後面的文獻探

討中這也是學者撻伐的公司治理弊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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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台灣企業的透明度現況 

其次再來看看此段時間台灣企業之企業透明度。 光是2002年一年，國內上

市企業更改財務預測者即多達157家，其中若干家調幅之大，令人咋舌﹔雖然未

必涉及不法情事，但如此如溜滑梯般的財務預測品質，其間所顯現的企業透明度

顯然大有問題。 此類企業透明度不足之公司，其中所牽涉到的公司治理問題、

大股東是否涉及利益輸送、乃至於控制股東大股東兼任經營者是否有違誠信之問

題均值得加以探討。 在第三章第一節中，筆者將對國內上市公司對轉投資事業

的透明度再作一詳加探討。 此處僅舉2002年國內上市企業中之旺宏及新光金控

為例，以佐證國內上市企業之財務透明度問題之嚴重性；至於其他多家其財務預

測在2002年亦大幅調降之上市企業，如全懋精密、大眾電腦、華南金控、世華

銀行及中聯信託等，有興趣之讀者可直接至證交所網站查詢。 

旺宏根據 2002年7月19日之經濟日報所載，旺宏在 2002年 7月初擴大提

列存貨跌價損失導致大幅調降財務預測，2002年財務預測目標之營收目標自

250.6億新台幣，調降為190億，調幅為24.18%，稅前盈餘由盈轉虧，自獲利1.27

億新台幣，大幅調降為虧損98億，每股稅後盈餘亦自新台幣0.25元，大幅調降

至淨損 2.59元，引發證期會著手了解調降財測的理由和時點是否適當，同時也

將了解原編財測中存貨價格的計算是否過於樂觀、有無延遲揭露等疑慮。而從主

力庫存資料顯示，到該年（2002年）6月底，主力調節旺宏持股自5月底開始到

6月底，調節幅度達173%，張數多達1.95萬張﹔若到7月17日，調節幅度更是

高達372%；且上半年旺宏董監事和大股東申報轉讓持股也有4,600張。 

新光金至於新光金控宣布調降財測，全年獲利由盈轉虧，也引發主管機關的

注意。據了解，相關單位已著手蒐集資料，了解這兩家公司當初在宣布合併時，

是否符合相關規定，有無疏失、延遲提列準備金等違規情事。新光金控為配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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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新光人壽增提196億元壽險責任準備金，被迫大幅調降今年度財務預測，以

2002年全年稅後虧損88億餘元為目標。從主力庫存資料顯示，新光金到2002

年6月底主力調節張數亦達1.11萬張。 主力調節新光金的時間多集中在6月初

以後，而這些調節幅度較密集的期間均在公司對外公布調降財測之前。新光金控

7月初宣布調降今年度財測，由原來的稅後純益39.58億元，變為稅後虧損88.22

億元，調降金額高達127.8 億元，2002年每股稅後虧損將達3.93元。 新光金

控為了開源，須靠處分新壽台北市敦南、中山及天母傑仕堡等三棟大樓，預期處

分利益進帳至少要60億元。 此外，新壽董事會也通過多項節流計畫，內容包括

公司營運興革計畫，實施業務新制，並透過各部門全面樽節事業費用，預計要節

省費用約11億元以上。新光人壽目前為全國第二大人壽保險公司，總資產超過

新台幣5,400億元，2002年底股東權益預估約為214億元，現有個人壽險有效

契約574萬件，每年保費收入超過1,100億元。  

資料顯示，在2002年上半年以來被證交所點名財測實質審查的六家上市公

司中，其中以全懋股價跌幅最多、達30.97%，其次是旺宏28.25%、新光金22.06 

%，這段期間漲幅則以中聯最高、達27.16%，由此亦可窺知國內企業之透明度問

題比起歐美實不惶多讓。 

2-1-4 透明度可增加企業價值: 

 所以，反過來說，企業追求透明度最主要的原因無非是希望吸引資金，在「亞

洲財務長」（CFO Asia）雜誌2002年2月號的亞洲最佳年報排行專題中，許多受

訪的財務長都異口同聲的表示，「在不穩定的經濟年代，我們需要更穩定的資金

來源，增加法人投資者是最好的方法。」像日本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大和努力投入製作世界級的年報的3年後，外資的比例就

從10％提昇到30％。而過去名不見經傳的馬來西亞一家物業集團 IOI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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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最佳年報排行中全亞洲排名第15名，該公司就擁有高達40％的外資比

例，它的財務長姚業（Yet Yeo）2-1說：「為了吸引長期投資者，企業需要提供多

於法令規定的資訊，在區域經濟狀況如此飄搖的年代，這些努力更為重要。而吸

引長期投資者，企業就必須提供更好的資訊。」排名第3名的澳洲知名企業Telstra

的財務長摩非（David Moffat）2-2也說：「波動性是最讓人害怕的，讓資本市場隨

時保持瞭解企業的狀況，持續與股東對話，就是為了要降低不確定性與增進投資

人對管理團隊的信心。」 

 在透明之後，企業所獲得最直接的利益來自於有力的資金募集，意即企業可

以用較低的資金成本來募集所需的資金；有了充裕資金，企業當然可大可久。此

外，根據 2000年 6月麥肯錫顧問公司所做的全球投資人意見調查發現，有高達

80％的美國投資人願意多付 18％的價格來買良好公司治理企業的股票；而新加

坡公司治理委員會針對200家亞洲機構投資代表人所做的調查也顯示，有 89％願

意以較高之價格購入實行較佳公司治理的企業股票。 更有研究顯示，良好公司

治理的公司，通常會有較高的P/E、較高的流通性、較高的股價和較低的波動性。

當然，有助外資比例的提昇是重視透明度的必然後果，譬如台積電與聯電的外資

持有比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參見第三章第一節）。而根據 Pricewaterhouse- 

Coopers針對全球性機構投資人及分析師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也指出，較佳的資訊

揭露有5項最重要的利益，包括：增加管理階層的可信度、增加更多的長期投資

者、有更多的分析師推薦、增加募集資金的管道及提高股票價值。 

2-1-5 有關公司治理與透明度相關的國內外文獻: 

 有關「公司治理與透明度〈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ransparency 〉」相關

的國內外文獻不少，其中所論述之觀點大抵不脫本節前幾段已論述之範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1及2-2：摘錄自會計研究月刊第200期之「透明度專訪」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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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小節僅摘錄幾則與我們主題相關之近期文獻以為代表。 

國外期刊與雜誌 

 進入國外論文資料庫檢索系統，如 ProQuest等資料庫，鍵入關鍵字如 

Corporate Governance & Transparency，吾人可發現許多相關於此主題的論述，其

中有相當多的比例是與特定地區市場或與特定公司有關的討論； 像是Enron（恩

隆）案即有不少相關討論，例如Haddock（2002）在 Asia Money（亞洲貨幣）上

針對恩隆案前後亞洲企業對公司治理與透明度的重視程度作了一番調查，發現受

訪的企業中原本就已有 75%的企業在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後與恩隆案暴發前

即已深信公司治理與透明度的重要性，而該項比例在恩隆案後升高到 90 %。此

篇論文也提及亞洲企業之經營權與所有權問題；雖然亞洲企業也聘用外部董事，

但大股東參與投票選擇所要的外部董事人選會妨礙建立真正的外部監督機制；在

第五章的個案公司探討與第六章的總結中，我們也會提到外部監督機制的重要

性。 探討特定地區與新興市場的公司透明度論述亦不少，例如 Gibson（2003）

調查新興市場企業CEO替換率與公司整體表現的關聯性，發現一般而言CEO替

換率與公司整體表現是相關的，但是如果所調查之抽樣集中在大股東全部為當地

投資者的公司時，CEO替換率與公司整體表現之良囿就無關聯性；該篇論文也

指出新興市場的家族企業型的公司對小股東的權益較少立法保障，並且這些公司

的會計報表與透明度都需加以改進。 

國內期刊與書籍雜誌 

 期刊討論方面，如本章第一節之2-1-1與2-1-4中均有引述之會計研究月刊第

200期，即專訪多位國內學者專家對透明度之討論，包括台灣大學柯承恩教授、

政治大學的周行一教授、輔仁大學的業銀華教授、亞東證券總經理室協理張漢

傑、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智識總監林日峰等的精闢論述。碩士論文方面像是成功大

學EMBA方平煌（2002）撰寫的「高階管理者的人格特質、領導風格對內控制度



15 

執行成效之影響研究」，該文指出企業高階管理者的人格特質與領導風格將是內

控制度是否被有效遵循與有效執行之關鍵因素，此點我們將在本文第四章個案公

司第六節中加以檢驗。 

 在書籍方面，由葉銀華、李存修、柯承恩（2002）所著的「公司治理與評等

系統」裡有一專章討論台灣上市企業的資訊透明度，包括股權結構、董事會組成、

財務報表品質、與股東的知情權等。根據作者的觀察，台灣上市企業在這幾些項

目中的透明度均不夠；例如股權結構中大股東的投票權與最終控制權揭露即相當

模糊，這點與我們在本章下一節中所看到的國外文獻研究結果一致（如 La Porta 

et al 1999, Claessens et al 2002）。而在財務報表品質上，台灣企業普遍對財報附註

的揭露不夠詳細，如關係人交易與轉投資明細等，我們將在第四章個案公司的轉

投資企業中觸及此一問題。在董事會的組成上，台灣目前只有要求新上上櫃公司

必須至少設置兩名獨立董事、一名獨立監察人，對已上市上櫃公司則無規範，我

們後面所探討的個案公司即無獨立董監事之設置。在股東的知情權上，此書對上

市公司的網站資訊亦作了一番詳細調查，結果發現在調查的555家上市公司中，

有82.9%公司設有網站，但僅有54.2%的公司有報導至少一項相關的應揭露資訊， 

有報導財務資訊的僅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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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公司治理與股東權益相關研究探討  

2-2-1 股東權益 

首先我們針對與股東權益相關的術語作一簡要之說明，因為這些術語將在本

章及其後之章節陸續出現。 對公司資產有求償權的人其中一類是股東，股東是

公司的所有人，表彰具所有權的形式是股票，股票可以移轉，所以即使不是公司

設立時的原始股東，也可以經由買入股票成為公司的股東。 股東對公司資產的

求償權在債權人之後，因此股票又稱為剩餘求償權。公司如果為結束營業而清

算，將債務償還之後，剩下的資產都是股東的，股東能拿多少要看公司的經營狀

況。好公司的資產會不斷增加，壞公司在連連虧損的情況下資產會減少，股東權

益的大小完全由公司的表現來決定，所以股東的風險比債權人高。 

帳面價值與市場價值 

按資產負債表的數字計算出來的股東權益又稱為公司的帳面價值（book 

value）或淨值（net worth），與股東權益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區別甚大﹔

淨值是帳面上的價值，即資產負債表上所記載的資產數字減去負債數字的結果，

這些數字通常是歷史資料，即當時發生時的原始數字。如果公司生意成功，就可

以賺許多錢，因此股東的求償權其實不僅帳面上的淨值，別的投資人可能願意花

幾倍於淨值的金額來買這個公司的股權，這個金額即為該公司的市場價值； 一

般而言，股東真正關心的是該市場價值。 

股本、可轉換公司債、資本公積、保留盈餘 

談到股東權益一定會涉及股本、可轉換公司債、資本公積、保留盈餘等，在

此一併作一簡易說明： 股本通常包含特別股（preferred stock）及普通股。台灣

發行特別股的公司不多，祇要知道普通股股東才是公司真正的所有人即可。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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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公司的資本，在公司設立時經主管機關核准而發行的，其計算為發行股數乘

以每股金額。台灣的公司法規定，每股面額一定是 10元，是故股本即是其在外

流通股數乘以10元。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是因可轉換公司債被轉換後產生的，當

債權人進行轉換時，公司先發行轉換證書，待主管機關同意增資後再換發普通股

票。 資本公積為美國會計學教科書當中的「額外投入資本」（additional paid- in 

capital），通常包括股票發行之溢價、庫藏股票交易所產生之利益、收回股票註

銷所發生之利益、及受他人捐贈資產之利益。當公司發行新股時，其面額 10元

記載在股本當中，但超過的部分（稱為溢價）記載在資本公積中。 保留盈餘 

（retained earnings）也許是投資人最關心的項目了，它代表了公司過去盈虧的累

積。如果保留盈餘很多，那麼公司可以分配盈餘給股東的能力就很強，可以幫助

公司在不賺錢的情況下依舊能分配股利。 公司可能因特別目的或法令規定而限

制保留盈餘，不做股利之分配，例如公司法 237條規定：「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

後，分配盈餘時，應先提出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

額時不在此限。」未分配盈餘即未受法令限制、以往有累積而未分配之部分，「分

配」乃指分配股利之意。對投資人而言，最常見的股利形式為現金股利（配息，

cash dividend）及股票股利（配股，stock  dividend）。 

 

配息與配股 

有關配息及配股的簡單說明如后： 公司沒有保留盈餘不能配息，也不能由

資本公積配息。 配股的來源可以是未分配盈餘，叫做「無償配股」，或是資本公

積轉增資的「增資配股」，會計上的作帳方式是把盈餘或公積轉成股本。配息後

公司的現金會減少，但配股後，公司的在外流通股數增加，現金或其他資產並未

減少。有關於股利發放有幾個重要的日子常會被提及，在此並簡述之。 通常公

司由董事會提出盈餘分配案，經股東常會通過才確認，同時決定股利基準日，即

在該日股東名簿所記載之股東有權分配股利，但是股票交易後，公司需有時間過

戶，因此公司法規定在股利基準日前五日交易的股票不予過戶，該日稱為停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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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日。停止過戶日當天或以後買入股票的人因不能登記為股東，因此不能享有股

利，由原股東領取，所以該日亦稱為除息日（如為配息，即稱 dividend day），或

除權日（配股）。由於除息或除權日前一天買的股票（稱為附息股，dividend-on 

stock）有權配息或配股，當天買即沒有，因此股票的價值在這兩天的差別僅止

於股利而已，所以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在除息日會將前一日的收盤

價格按股利調整公告新的參考價。 應該知道的是，配息會減少股東權益，因為

現金分配給股東了，但是配股不改變股東權益，公司只是把保留盈餘變成股本。 

 

現金流量權、控制權、與交叉持股 

 現金流量權（cash flow right）為股東依其所擁有股票之多寡而相對應有的盈

餘分配權。控制權（control right），有時又被稱為投票權（voting right），是股東

依據其掌握之股數之比例而所相對擁有之投票表決之比重。通常在沒有任何交叉

持股（cross holding）或透過旗下公司再轉投資的情況下，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

應是相當的，否則常會出現控制權大於現金流量權的不合理現象，如圖 2-2-1

與圖2-2-2所示，而這也正是許多企業熱衷於設立投資公司或交叉持股的原因，

在本節中所列舉的國外參考文獻與第四章個案公司探討中均提及此一現象。圖

2-2-1與圖2-2-2並告訴我們何謂金字塔（Pyramid）股權結構與交叉持股（cross 

holding）。 

圖2-2-1：Pyramid金字塔股權結構之投票權與現金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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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交叉持股之投票權與現金流量權 

 

 

其他有關股東權益的資訊如： 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是債權人對公司的融

資，股東權益是股東對公司的出資，公司再拿這些錢來做生意，資產即是做生意

的工具。有興趣知道更進步的讀者，可參考天下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周行

一、劉璞教授合著的「投資學的世界」一書。 

2-2-2 庫藏股與股東權益問題 

本節要探討庫藏股的實施對股東權益有無影響。 市場上常聽到對庫藏股的

質疑有：庫藏股是否「側重」吸收董監事大股東之股票？庫藏股是否「側重保障」

董監事大股東之「權益」？ 有無內線交易？ 或讓「庫藏股」變成不良廠商、董

監事大股東「掏空」「脫產」的搬運工具？ 以上庫藏股潛在之問題大多均與大股

東有關，如果庫藏股制度隱然成為大股東貼補虧損的工具之一，怎能不令人扼腕。 

究竟庫藏股照顧大股東權益多抑或可使所有股東不論大小均公平獲益？ 我們比

較庫藏股制度之目的與目前實施庫藏股的實際情形來加以對照。  

適當之庫藏股實施可加惠股東 

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公司買回本公司之股份，其適用目的可

分為下列三類：1.轉讓予員工，以激勵員工士氣並留任優秀人才；2.作為附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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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轉換公司債或可轉換特別股轉換時所需之股票來

源，使公司籌集資金管道多樣化及便利化；3.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亦得

以買回並銷除股份。 

  

研究發現，當股價低於每股淨值時，公司買回自己公司股份，使每股淨值上

升，反之則不然。惟公司股價仍要依公司獲利能力、財務狀況、商譽、市場供需

等因素決定，庫藏股制度並非提昇股價之唯一因素。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係

以累積之保留盈餘或已實現資本公積等自有資本為資金來進行買回，公司已發行

流通在外總股數將會減少，每股盈餘與股東權益報酬率將可望向上提升；因此，

應具有改善基本面投資指標之效益，另對於有效運用公司資產，提升長期營運績

效，及維護市場安定，可發揮重大之功能。此外，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後，因在

外流通的股數減少，將促使股價上揚，再加上宣布實施庫藏股，亦有向市場宣告

公司股價偏低，而進一步推升股價的宣示效果。 然而根據王智慧（2002）針對

台灣公司買回自己股票的財富效果之研究，其研究2000年1月到2000年12月

期間，宣告買回自己股票的242家台灣上市公司，發現藉由在公開市場購回庫藏

股宣告，使公司獲得正向異常報酬反應之期間極短，且並未使上市公司因宣告購

回庫藏股票而獲得顯著之財富效果。其他討論庫藏股的論文尚有許多，如鄭桂蕙

（2002）等論文，其大義大致已涵蓋於上述之討論範圍中，故不在此一一列舉。

我們在第四章個案公司探討時，也會看到個案公司及其轉投資子公司熱衷於買回

母公司庫藏股（參見第四章第四節「個案公司與轉投資公司之利益關係」），期間

因股價持續下跌，導致投資虧損而損及股東權益也就不足為奇了。 

至於購買庫藏股的資金來自於保留盈餘或資本公積等股東權益名目下，若將

所購得之庫藏股轉讓與員工以作為員工紅利之用是否會影響股東權益？ 一般而

言，若購進之庫藏股是用為員工「股票選擇權」之用，且其員工之認購參考價不

低於庫藏股之買進價格，則員工所賺取之差價乃來自於員工努力後所產生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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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原購入價值之差價，並非直接將股東權益發放與股東，故不會有損於股東

權益。 

 因此，庫藏股題材實存有一些風險，並不是買進愈多愈好；除了可能隱藏的

內線交易外，它還牽涉到虧損認列、盈餘限制分配等問題，雖然不會影響公司當

期的獲利能力，但卻可能損及股東權益。 故投資人和小股東在思考庫藏股題材

時，亦應將大股東有無炒作或內線交易情事一併納入考量，以保障自身投資的安

全性。 

2-2-3 國外文獻中大股東與股東權益之探討 

國外期刊中關於大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與公司治理之討論文獻頗

多，像是下面所列舉的知名學者 La Porta，Claessens，與 Lang等。而由這些所

討論的題材中，我們發現近年來有關大股東與公司治理的焦點所在多集中在像是

現金流量權與投票權、大股東控制或身兼公司管理者、大股東藉由金字塔股權結

構與交叉持股增加其投票權與最終控制權、公司之價值與大股東的股權集中度、

內部人（the insiders）如何竊取外在投資者的權益、當法律對外部投資人有較好

的保護時大股東較願意釋出股份與控制權等等。以下我們列舉近三年來的若干有

代表性的文獻中的部份重點，有興趣深入了解的讀者可由最後面的參考文獻找出

相對應的論文。這些論點也激發了筆者去思索台灣企業的現況來加以比較，本文

第三章及第四章所要探討的部分主題也於焉構成。 

 

1. Claessens, Djankov, Lang（1999）檢驗了東南亞九個國家的2,980家上市企業

來調查這些國家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其發現藉由金字塔結構與交叉持股，這

些國家中的企業投票權超出現金流量權是普遍的現象；而這其中又以家族企

業與小公司為最，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公司是由單一大股東所掌控，其管理者

又常與此大股東家族有關係；而成立較久的公司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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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分散。其他我們有興趣的重點重點尚包括： 

 

   一﹑公司股權的集中度一般會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而逐漸降低。 

二﹑企業與政府單位勾結以獲利的手段主要有獨家進出口權、長期的關稅障

礙以保護本國企業、在國內予以壟斷的權力、以及內定的政府單位合約等。 

三﹑在非屬於大眾投資佔多數的上市公司中，大約有 60%的企業其主要管理

者乃是由大股東所任命的。而在印尼、韓國、馬來西亞、以及台灣企業中，

有超過五分之四的公司其管理者更是從大股東集團中出身的。 

四﹑最終控制權的觀念通常意涵者不止一個大股東的存在。假設一家公司有

兩個大股東，其中的 30%投票權由某家族所有，而法人股東擁有 10%的投票

權；當單一股東投票權被限制不得超過10%（at the 10% cutoff）時，此家族

及法人各有一半的最終控制權；但是當 cutoff提高到20%時，這家公司實際是

由此一家族所掌控。 

 五﹑所有權與投票權乖離最大的公司型態為家族企業，而其中香港、日本、

菲律賓、和泰國的小公司又是家族企業中偏離最多者；但在韓國、新加坡、

及台灣卻是家族企業中的大企業其所有權與投票權乖離最大。 

 

2.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1999）檢視了27個富裕經濟地域後，提

出了與早期大眾印象不同的結論–大多數這些富裕經濟體系下的大型上市公

司是由家族或政府機構所擁有，而非由早先認為的投資大眾佔多數。而經由

金字塔股權結構及參與實際經營，這些大股東的投票權超過現金流量權是普

遍的現象。其他與本文主旨有關的重要論點包括： 

 一﹑在對小股東有較好法律保護的國家，大股東其實也同樣受到較多保障，

例如較不會擔心被惡意併購，所以較願意出售股份去籌資或多元化發展，儘

管這樣會降低其控制權；反之，在對小股東缺乏保障的國家，大股東因害怕

在非自願的情形下喪失控制權而淪為小股東，故較不願售出股份降低投票權。 

二﹑金字塔（Pyramid）股權結構與交叉持股能使大股東增加最終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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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現由投資大眾為主要大股東的公司對一般股東有較佳之保護，而

家族企業的公司對小股東較缺乏保障，且股權分散與股東權益保護為正相關。 

四﹑研究發現非美國企業通常私人大股東會存在於對股東保護不佳的大公司。 

五﹑祇要大股東持續其金字塔的股權結構，「一股一票」並不會改善多少對一

般股東的保障；但若企業需要外部資金時，其會引導對小股東有較佳之保障。 

3. Claessens, Simeon Djankov, Fan, Lang（2002）調查了遠東地區的8個國家 1,301 

家上市公司後，發現公司的價值隨著大股東的現金流量權增加而增加，但當

大股東的投票權超過了其相對的現金流量權時，公司的價值會隨之下降。本

篇論文其他較重要的論點包括： 

 

一﹑非美國公司其現金流量權與投票權不相當的情況較美國公司要嚴重。 

二﹑遠東公司因為所有權高度集中且現金流量權與控制權乖離較大，故一般

說來代理人問題較不嚴重，換言之管理者多半不會違背大股東之意志。 

三﹑當一個國家的公司評價因為其對小股東權益較缺乏保障而較低時，這個

國家的公司往往股權結構也較集中化。 

四﹑公司大股東的屬性往往也會對管理者是否會將利益私人化產生不同的影

響–大股東是法人會比大股東是家族或政府機構的公司較不會有此問題。 

五﹑經評比遠東地區八個國家的1,301家上市公司後發現，祇有4%的公司沒

有高於10%所有權的最大股東，而有68%的公司大股東是家族且超過10%所有

權。此外，印尼及泰國的股權集中現象又特別嚴重。 

 

4.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Vishny（2000）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因股權

集中而衍生的問題常被藉由不同的面貌來討論，而其中的一個與公司治理有

效契合的論點即是本文所切入的角度–法律如何保護股東與債權人使其免於

被管理者與大股東所侵權。此論文與我們論文有關的重要觀點包括以下數項： 

一﹑公司治理從某一角度來看即是一種保護外在投資者的機制，使其利益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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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內部人（the insiders，指的是公司管理者及大股東）所侵犯。 

二﹑內部人損害投資者的方式有許多種，除了直接竊取利益之外，有時亦經

由將公司之產品、資產、增資股票等以低於市價之價格售予其所擁有的另一

家公司，儘管其過程也許合法，但是此種行徑實與小偷無異。 

三﹑外部投資者通常較公司的員工及供應商更容易受害，故更需要法律的保

護。因為後者在公司內有較長的利用價值，故通常承擔較少之風險。 

四﹑投資者能取回投資金額所依賴的是其被賦予的權力–如更換管理者、強

力主導股利分配、中止對內部人有特別利益的計畫、清算公司取得補償順位

等。 

五﹑祇有當投資人的權力被法律有效保護時，如股東的投票權與債權人的公

司整頓權與清算權等，投資人方才願意投資此公司。 

六﹑對外部投資者保護較差的國家往往公司的股權較集中。債權的保障會鼓

勵租賃的發展，而股權則會鼓勵公司勇於投資；而債權與股權的保護不僅是

法律條文，而且是看其實行起來是否方便與有效。 

 

5. La Porta, Lopez-De-Silances, Shleifer, and Vishny（2002）研究證據顯示高評價

的企業較能保障小股東權益，同時大股東亦有較大之現金流量權。作者研究

了27個富裕經濟體中的 539家大型上市公司後發現如下重點： 

 

一﹑當一個地區的法律對外界投資大眾有較好之保障時，投資人願意付較多

的錢去投資該公司，這是因為投資人知道他們的投資會收到合理的股息和股

利的回饋，並且得到足夠的保障使其能免於權益受公司大股東的侵犯。 

二﹑先前的研究指出，大股東放棄控制權等於是邀請惡意併購，而這些惡意

併購者正也希望能掠奪小股東之權益而使其併購之價值加大。 

三﹑身為大股東的好處之一是可以在分紅前先將一部分的利潤藉由法律漏洞

而中飽私囊，如給自己加薪、以較佳之價格售予關係人、和轉移資產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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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 Civil Law的國家其大股東控制權超過現金流量權平均達到11%，高

於使用 Common Law國家的平均值8%，而所有樣本的平均值為10%。 

 

其他近年來與大股東及公司治理相關之論文尚有許多，如早期的 Shleifer 與 

Vishny（1986）即認為一個公司最適宜去監督其管理者的人是其大股東，因為外

部人或小股東無法吸收有效監督所須負擔的高昂成本。Morck,Shleifer, and 

Vishny（1988）提出「U-shaped relationship」：一個關於美國註冊公司的公司價

值與管理者擁有的所有權之間的關係。其理論認為公司之績效初期會隨著管理者

擁有之所有權增加而提高，但當到達某一臨界點時，情況會逆轉成管理者會為追

求其個人利益而犧牲外面股東之權益。Wolfenzon（1998）則認為金字塔型的股

權結構較多發生在對小股東缺少保護的國家，因為這些公司的大股東如此較容易

用小股東投資在現存公司的錢轉投資再新成立的公司而不用完全賦予小股東相

對應得的利益；這與我們在第四章第二節「個案公司大股東成立轉投資公司的透

明度與動機分析」中的動機之一不謀而合。而最近的論文如 Lashgari（2003）則

探討大股東有多少潛在的權力去擬定公司方向、監督績效、控制利潤分派，因其

論述大抵上不超過前面幾篇的範圍，我們就不在一一詳述了。 

2-2-4 大股東如何影響一般股東權益 

有關管理者可能傷害小股東財富的方式，除了內部人直接占取公司利潤以

外，還包括內部人將上市公司的產出、資產或增資的證券，以低價賣給管理者私

人擁有的另一家公司。雖然後者這種移轉定價、資產侵佔與投資者權益稀釋通常

會經安排合乎法規要求，但視其效果有大部分與直接占取公司利潤相同；我們在

本章上一節的國外文獻探討中也讀到類似之討論，如 La Porta et al（2000）中即

論及此內部人竊取利益之情事。觀察亞洲金融風暴許多的公司個案，管理階層常

能夠藉由移轉公司資金或資產，也許是用來支付其個人債務，或是支撐另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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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公司不同股東的公司，抑或是直接匯到他們外國的帳戶去。事實上，在許多

新興市場，管理者同時為控制股東，因此進行這樣的財富移轉顯然容易得多，在

2-2-3所列舉的文獻中，如 Claessens et al（1999）即明確指出在大多數的東亞國

家中，有60%或更高比例的有私人大股東的公司，其管理者是由此大股東所任命

或甚至是由同集團的成員所擔任。以台灣為例，未上市股票及土地的價值缺乏公

平、公正與公開的指標，藉由未上市股票與土地的移轉，也很容易將公司的資金

套入控制股東的口袋，我們將在下一章第四節「轉投資事業對母公司之利益衝突

與輸送問題」及第四章個案公司的討論中看到類似的例子。因此，為了解決或舒

緩管理者傷害公司價值的行為，有賴於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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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營績效與大股東角色及轉投資企業之相關探討 

誠如筆者於第一章第一節所述，台灣之大企業基本上是家族企業居多，其特

色為大股東經常也是公司經營者，對公司之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有決定性之影

響，尤其在轉投資事業上更是動見觀瞻。 

 

2-3-1 經營績效與大股東在董事會之角色探討 

有關大股東之角色如何影響轉投資企業之相關論文，上一節國外文獻我們

多偏重在大股東的持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之討論，或是大股東掌控之董事會與

小股東之代理權問題，如 Claessens et al （1999）與 La Porta et al（2002）均提

到隨著大股東的現金流量權的增加，公司的績效通常也會隨之改善；同時上市公

司大股東經由金字塔股權結構與交叉持股使得其能以較少的現金流量權來增加

其控制權，以達到控制董事會之目的。但根據Morck et al（1988） 的 U-Shaped

理論，此一情況當到達某一臨界點時會逆轉，大股東會轉而犧牲小股東之權益來

達到其最佳利益。 

 

董監事與大股東屬性和公司經營績效之關聯 

此小節中我們將注意力放在文獻討論有關大股東與董事會之關係，及其經

營績效與轉投資企業的探討，這與我們下兩章所主要討論之內容有關，例如第四

章個案公司之董監事結構即為典型的以經營團隊為主，雖然缺乏外部董監事不利

公司治理，也就是不例小股東權益之維護，但一般而言其經營績效是不錯的。此

與下面兩篇國內碩士論文討論董監事特性與經營績效之結論符合。 

 

魏早啟（1996）以每股盈餘、總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股價報酬率、稅

後淨利率、營業利益率及營業外利益率作為企業經營績效的指標，發現董監事之



28 

特性對其經營績效之影響的實證結果如下： 

一、董事長與總經理同一人或具有二親等關係之公司在每股盈餘、總資產報

酬率及股東權益報酬率上都呈顯著負相關。 

二、家族企業在每股盈餘、總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營業利益率上

都呈顯著負相關。 

三、監察人不獨立之公司在每股盈餘、總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稅

後淨利率上都呈顯著負相關。 

四、監察人人數在總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營業利益率上都呈顯著

正相關。且將監察人人數分組後，發現監察人人數較多這一組在稅後淨利率、

營業利益率上呈顯著正相關。 

楊俊中（1997）則側重探討股權屬性與經營績效之相關性，其將股權結構分為經

營團隊、機構法人及個人三方面加以探討；透過統計迴歸分析，比較股權結構與

經營績效的相關性﹔並針對台灣地區民國八十年至八十五年之上市公司進行研

究，剔除金融保險業及資料不全公司樣本後共得到99家594個樣本，結果發現： 

一、經營團隊（董監事）持股比例與經營績效呈顯著正相關。換言之，代表

經營團隊的董監事持股比例愈高，該公司的經營績效顯然較佳。  

二、機構法人因不同角色而對經營績效有不同的影響：1.公司法人持股比例

與經營績效呈顯著負相關，持股愈高經營績效愈差。2.金融機構法人持股與

公司經營績效並無顯著相關性，不過對於公司財務決策方面則傾向保守。3.

信託基金法人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明顯正相關，顯示信託基金選股確實

與基本面息息相關。4.在其他法人方面則與經營績效無顯著關係。 

三、個人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實證結果發現呈顯著負相關，個人持股比例

愈高，企業經營績效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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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兩篇論文呈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董監事集中在經營團隊有利於公司

之經營績效，但若董監事有多人同屬家族企業集團則不利公司經營績效，這也意

謂者經營團隊不宜為同一家族，但經營團隊隨者對公司之控制權之增加，有激勵

其對公司經營之正面效應，此點與先前 Claessens et al （1999）和 La Porta et al

（2002）等人的研究一致。 

 

2-3-2 股權結構、轉投資、交叉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關係 

 

根據「經濟學人」（2002/9/14）的撰述，大股東於轉投資事業時的一個挑戰

是只對轉投資業務有興趣，而不將其納入家族企業的版圖，因為其轉投資的目的

會影響其股權結構與角色定位。以下兩篇國內文獻的結論也透露出類似的訊息︰ 

一、劉敬業（2000）研究臺灣公開發行公司交叉持股行為後有下面之結論： 

(一)交叉持股行為易直接造成公司資本的稀釋，為了避免企業集團利用交

叉持股長期控制董事會，並提高董事會獨立自主權，對於交叉持股之表決權

限制應更嚴格。 

(二)為避免公司利用轉投資事業濫用公司資源，應對轉投資的目的、資訊揭

露做嚴格的限制，例如強制上市、上櫃公司將關係企業資金往來、背書保證

等情況刊載於公開說明書，以避免充當股票炒作資金而增加企業經營風險。 

(三)企業間常藉由交叉持股進行內線交易、利益輸送等非常規交易，而損及

廣大投資大眾的利益，故有必要對非常規交易加以防範。 

(四)企業應建立有效的董監事機制，以助企業的長期競爭力。並應於公司法

訂定公司監控基本原則與公司董監事權責的最低標準，以保障股東權益。 

(五)加強企業資訊公開及財務透明化時，應注重公開資訊的正確性、最新性

及利用容易性，以防止證券市場的不法行為發生，並對企業發揮監督的力量。 

(六)主管機關應加強關係企業間資訊之揭露、保障從屬公司少數股東及其債

權人之權益，並協調公開發行公司編製關係企業合併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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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呂彥慧 （1999）研究台灣新上市公司之股權結構、監督機制、轉投資、交

叉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關係發現，就股票之發行市場而言，公司原持有股

份之大股東與管理當局，在公司上市後可獲得鉅額的利益，因此他們極有可

能在公司上市前，先裝飾自己公司的財務報表或股權結構，以符合上市相關

規定或提高上市承銷價，一旦公司成功上市後，管理當局就不再像從前那般

盡心盡力求公司價值極大化，以致於造成公司經營績效的衰退。 

 

此研究最主要發現，台灣新上市公司的「機構董監事」與「第二大股東」，

都不能發揮監督公司的功能，若再加上新上市公司熱中於轉投資與交叉持股

的活動，會造成其過份專注於股市資本利得的獲取，以致於無心從事本業的

發展，公司的經營績效就會較一般新上市公司為差。另外，本研究首次考慮

股權結構、監督機制與轉投資的變動量對新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同樣

發現轉投資率（長期投資/股東權益）愈來愈高的公司，除非它是想與被投

資公司建立長期的業務關係，否則對公司的經營績效是不好的。其它各項實

證結果，不管是橫斷面或是變動量分析，則與其他學者所作過研究差異不大。 

 

以上文獻主要提供我們近距離觀察台灣近幾年新上市公司的現象，例如發現

股權結構的改變，會影響到公司的監督機制，同時新上市公司的轉投資與交叉持

股行為，也會深深影響到母公司的經營績效。經由此類論文的研究，希望可以了

解台灣上市公司，在其 IPO 之後經營績效衰退現象與股權結構、轉投資、交叉

持股、監督機制等四大因素的關係。其研究結論如「新上市公司若熱衷於轉投資

與交叉持股的活動，公司的經營績效就會較一般新上市公司為差」，「轉投資率（長

期投資/股東權益）愈來愈高的公司，除非它是想與被投資公司建立長期的業務

關係，否則對公司的經營績效是不好的」等，在我們第四章分析個案公司的例子

中，都可以從旁獲得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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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的第一節探討了公司治理與企業透明度。 在企業透明度方面，其所牽

涉到的層面相當廣泛，法律及財務報表所規範的只是最後防線及最低標準，而負

責人的誠信（Integrity）和財報所揭露的資訊如何謂之充分是重點–所揭露之資

訊應包含對稱性、及時性、真實性與完整性。研究發現有良好透明度之公司不僅

可避免許多企業經營之弊端，並可實際增加公司之價值與投資人的信賴。 

 第二節討論了公司治理與股東權益。首先針對庫藏股的實施和其對股東

權益的影響有了一番討論；基本上當股價低於每股淨值時，公司買回自己公司股

份，使每股淨值上升，反之則會造成虧損。惟公司股價仍要依公司獲利能力、財

務狀況、商譽、市場供需等因素決定，庫藏股制度並非一定能提昇股價，以第四

章所討論的個案公司為例，其庫藏股的實施近兩年來帳面值即為虧損。而在大股

東與股東權益方面，我們例舉了多篇國外期刊上相關的論文，其中對大股東如何

利用金字塔股權結構與交叉持股來使得其控制權超過現金流量權；內部人如何侵

犯外部投資者的利益；以及在公司治理不佳地區的大股東因害怕喪失控制權而淪

為小股東，而易形成經營權與管理權不分等，有很深入的討論與調查。 

第三節則鋪陳出大股東（通常在東亞國家也是公司經營者）的角色如何影響

董事會與公司經營績效，尤其是在轉投資事業上。藉由文獻中關於股權結構對經

營績效之影響的討論，我們發現公司之經營績效與董事會之特性息息相關，不符

合公司治理原則的董事會其經營績效往往較差，而以大股東為主的董事會若對公

司有較深之承諾，其經營績效亦往往較佳。對公司治理尚在起步階段的我國企

業，大股東由於掌握與小股東不對稱之資訊，又對董事會成員有任命或左右其意

向之能力，且可動用各種資源竊取公司之利益，故大股東如何善盡職責、避免作

出違反小股東權益之行為正是我們後面所要討論之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