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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上市公司大股東投資轉投資公司之問題探討 

 

從歐美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中顯示，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演進，企業或金

融體系均曾遭受重大危機以致社會受創深重，因而不論公司或政府均已建立起對

企業經營正確的認知與必要的制度、措施。以企業轉投資與併購為例，歐美國家

處理此一問題之態度即與我國企業有所不同。 

舉例而言，德國之戴姆勒-賓士集團（Daimler - Benz，其1997年之營收達

到 DM 124 billion）在轉投資事業方面的成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該集團原先

以汽車引擎與製造起家，後來涉足航太、通訊、半導體、服務、與其他直營及通

路事業均有良好之表現；而在每一次的轉投資或成立新的事業體時，其做法通常

是事前與投資大眾充分溝通，事後經股東會通個後聘請專業經理人打理新公司的

一切，大股東或母公司經營者鮮少介入新公司之經營團隊，僅靠參與董事會與聞

決策，故極少發生母子公司利益輸送或交叉持股等損及小股東權益的情事。 即

以 1998年7月 Daimler-Benz與 Chrysler Corporation合併成為 Daimler- Chrysler 

AG 為例，兩家公司及共同發表了長達238業的詳細說明，其中列舉合併可能遭

遇之 Risk Factors 即達八項之多 3-1，令人不得不佩服其資訊透明之用心與資訊

對稱公平對待小股東之精神。另一個在公司合併有名的例子為 2002年的美國惠

普（HP）與康百克（Compaq）的合併成為新惠普（HPQ）。 儘管在合併之前，

惠普方面贊成與反對者勢均力敵，贊成者以 CEO 菲奧麗娜（Fiorina）為首，反

對者以創辦人派克(Pike)之子為主，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但都能就事論事並

讓資訊充分透明化。在最後動用股東表決時亦能充分秉持公平對待所有股東之公

司治理原則，例如讓海外之投資人亦享有通訊表決之權力；其對公司治理與公司

經營態度的正確認知，實在有許多我們值得借鏡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1：有興趣之讀者可經由網址 http:/www.daimlerchrysler.com/index_e.htm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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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國內在處理類似題材時就常予人以不夠周延，甚至大股東拍板定案

而罔顧小股東權益情事亦時有聽聞，蓋台灣知名的大企業許多都是在這20年內

快速崛起，其經營模式常有改變；台灣企業經營模式也是透明度不彰的原因之一。 

例如聯電從「分進合擊」到「五合一」；宏碁由「主從架構」到「微巨模式」；光

寶集團「四合一」之合併，以及下一章個案公司威盛電子的迦南計畫等，其特色

不是由眾多子公司演進為單一事業體，就是由大集團哺育後切割出去，從許多領

域嘗試性地投資去試探競爭優勢之所在。 當許多上市櫃公司進行類似側些案例

的過程，含有許多策略目的未明、資金去向複雜、營運績效不彰的子公司時，透

明度與小股東權益必受影響。 

 

究竟企業主在轉投資事業時，容易發生那些認知上的偏差以致產生弊端﹖由

第二章國內外有關文獻之研究及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從這些學界與企業界所關心

之議題，以及筆者在高科技產業十餘年的親身觀察，歸納出下列幾個主要常見問

題，也就是本章所要揭櫫之重點： 

（一）投資前後的資訊透明度不足， 

（二）大股東為母公司法人代表卻另有間接股權， 

（三）金字塔結構與交叉持股嚴重，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  

（四）大股東在轉投資事業中的角色扮演與轉投資公司間的利益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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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內上市公司對轉投資事業的透明度 

3-1-1 國內上市公司對透明度的迷思 

講到公司之透明度，一般人所認為的多半是財務報表的透明度。 其實，不論中

華徵信所或是中華信評，或是大如標準普爾等評等公司，在評等公司信用等級

時，一些定性的資料，如策略的說明等等，還有市場流通的資訊都是不可少的，

財務性的表現所佔的比重其實不到1/3，可見財務性的資料並不能完全代表整個

公司的經營狀況，大如政經環境、產業發展，小如公司政策都是會影響企業經營

的重要因素，投資人在評估投資標的時當然也必須多納入考量。就如所羅門美邦

董事長杜英宗所說 3-2：「只要是會影響投資人投資決策的重大事項，不論好壞，

都應該揭露給投資人知道，例如產業的發展、政局的情勢、最新的法令變動造成

的影響，甚至最近台灣的旱災對你的企業造成什麼樣的衝擊，都應該主動的揭

露。」 

以國內著名之晶圓雙雄台積電與聯電為例，台積電董事長張忠模就將「誠信」

視為公司經營的重要原則，並在公司成立之初即將之列為『十誡』（台積電的十

大經營理念）之中。反觀聯電，曹興誠在一九九九年聯電「五合一」之後，為因

應投資人對聯電財務透明度不足的疑慮，開始將公司的經營理念由「精悍訊捷」

改為「訊實正慧」，冀望在五合一之後，聯電集團的財務以及公司形象能更為實

在、正派。 下節我們就以台積電與聯電為例來看國內上市公司對轉投資事業的

透明度如何影響公司的形象，進而影響外界對公司的評價，乃至於其股票的市場

價值。 

 

註3-2： 參見2002年七月三十一日出刊之會計研究月刊第 200期「透明度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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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如何增加透明度 - 以台積電與聯電為例 

我國晶圓製造代工雙雄台積電與聯電常被相互比較，除了產業上的同質性

外，其對公司經營理念之差異性亦常是大眾矚目的焦點； 而二者對公司透明度 

的重視程度乃至於如何提昇公司透明度各有其不同的做法，以下即就兩者對透明

度之優缺點作一整理，並參酌其近年來之股價及盈餘表現作為旁證。  

台積電讓透明度的觀念深植於員工心中 

台積電為了增進公司對外透明度的程度，除了在財務報表的揭露上儘量使其

透明化之外，在對客戶關係上，其資訊科技處積極地讓整個台積電各個客戶的製

程透明化，讓客戶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將台積電的工廠當成自家後院的工廠。 遠

在歐美的台積電客戶可以透過Internet直接連接台積電在新竹的生產工廠，馬

上瞭解他們向台積電下單的晶片當下在那一個生產站，是否卡住不動，良率如何

等。 客戶一發現他向台積電下單生產的晶片再某一個生產站卡住很久，就會打

電話或透過電腦向新竹的台積電詢問；換言之，客戶隨時可掌握他所下單的貨號

進度。任何一個客戶只要透過電腦直接向台積電下訂單，台積電的電腦系統就會

自動確認、回覆客戶他敲進的訂單多久可以出貨給他。 客戶也可把他對台積電

的抱怨直接打入電腦，透過網際網路登錄在台績電的資料庫，任誰也無法將已登

陸的資料殺掉。 這種處處以客戶的立場來著想，讓公司晶片製造過程充分透明

化的經營理念，讓外界充分領受到台積電在財務資訊以外營運透明度。在加強公

司治理方面，2002年5月，台積電聘任邦菲爵士（Sir Peter Bonfield，前英國電

信執行長）與梭羅教授（Lester Thurow，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為獨立董事，波

特教授（Michael E. Porter，哈佛大學教授）為獨立監察人，是希望藉延攬這些國

際知名學者與專家，進一步強化董事會、監察人的結構與功能，增強公司競爭力

與全球化經營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在龐大的企業組織中讓所有員工貫徹透明度的養成？ 

台積電的方法是塑造好的企業文化。 好的企業文化使企業愈挫愈勇，世界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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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也需要好的組織；一個組織要不斷的創新，必須先成為一個學習行的組織。

台積電之所以能不斷的累積組織知識，並在短短的一年中，由製造導向調整為企

業導向的企業文化，最主要的是台積電早已被張忠謀培養成一個學習型組織。 學

習型組織要的員工是比較活潑、樂觀、願意學習的人。 此外，台積電開會討論

的結果，都會列入紀錄，再分門別類列入各自的相關檔案，讓後人也可參閱資料，

不要再發生同樣的錯誤。 台積電有一個 document center，專門列管相關資料，

而每一個新進員工除了上課學習相關知識以外，同時也要花很多時間閱讀編碼儲

存的知識；不斷的用心使得透明度的觀念深植於台積電員工的心目中。 

 

聯電藉「五合一」改善透明度 

再來看看聯電集團的例子：過去外國投資法人偏愛台積電的股票，是因為台

積電的財務報表較聯電的透明。 聯電的財務報表由於其轉投資的子公司，與以

曹興誠為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多家投資公司，三者之間交叉持股，有時令外人看得

滿頭霧水；這種情形直到聯電於一九九九年「五合一」之後已有所改善。 「五

合一」對聯電集團來說是迎頭追趕並拉近與台積電營收距離的關鍵之舉，也是其

公司企業文化與財務報表轉趨透明的重要里程碑，值得加以描述一下。  

 一九九九年六月台灣半導體業有兩件膾炙人口的大事發生： 先是在六月八

日，台積電及世界先進分別買下德碁半導體、力晶半導體的部分持股，各聯盟夥

伴正沉浸在策略聯盟的愉悅氣氛中，聯電集團卻緊接者在六月十四日宣布「五合

一」，將集團旗下的聯誠、聯嘉、聯瑞、合泰、加上聯電本身成為新聯電公司，

引起新聞媒體及半導體業界的極大騷動。 台積電在1986年成立並以晶圓代工為

唯一本業後，聯電在觀察九年之後，在1995年將當時年產值新台幣242億元的

聯電轉型成為晶圓專業製造廠，當時晶圓代工只佔聯電的三成營收；也就是說曹

興誠等於是捨棄六成業務，以台積電為假想敵另闢新戰場，而當時台積電的營收

已達新台幣四百億左右。 為了快速追趕上台積電，同時也讓可能的效法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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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邦、台積電抄無可抄，曹興誠董事長在九五年的五月到九月的四個多月內，一

口氣就和美國十二家IC設計公司，包括Xilinx Inc., Alliance Semiconductor Inc.，

S3 Inc.等知名公司，合資設立了聯誠、聯嘉、聯瑞三家晶圓製造廠。 對這些客

戶而言，可以確保設計的IC有足夠的產能來生產，而出的前將來也可投資回收，

一舉兩得；所以很快的就一拍即合了。 而在四年後的九九年，眼看與台積電的

各項競爭指標差距無法縮小，此「五合一」的推出不但將聯電一舉推上晶片銷售

的全球第三大，僅次於英特爾、台積電，更進而反映在二千年的營運績效上（參

見表4-1-1），使得聯電的營業利益、每股盈餘、乃至於營收比均大幅逼近台積

電。 

表3-1-1： 聯電、台積電歷年營運績效之比較 

年度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營業利益 聯電 -18.9 34.1 10.3 16.7 31.8 25 22.6 4.6 -5.4 14 20.8 

<%> 台積           -133 14.8 23.8 -0.6 15.8 19.1 

               

每股盈餘 聯電 -1.6 6.1 0.6 1.5 6.7 5 3.8 1.1 -2.3 1.5 2.5
<元> 台積           -0.8 1.1 1.7 -0.4 1.3 2.3

 

 
年度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營業利益 聯電 27.4 43.6 51.2 27.1 14.3 2.1 18.9 41.5 -8.7 0.2 

<%> 台積 35.8 44.6 48.3 46.3 35.3 32.3 35.4 36.4 13.8 21.2 

              

每股盈餘 聯電 4.3 8.1 10 2.7 2.3 0.8 1.6 4.6 -0.2 0.48
<元> 台積 7 10.9 10.5 7.3 4.4 2.5 3.2 5.7 0.8 1.14

資料來源： 台灣經濟新報 

看完了聯電「五合一」的故事後，我們再繼續探討為何聯電的透明度一般認

為不如台積電。 翻開之前的聯電年報，其中的持股人名冊中有許多以曹先生掛

名董事長的投資公司，這些投資公司的股東多半以曹先生以及其身邊的幹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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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也就是說，曹先生將他手下這些幹部因員工分紅而來的聯電股票的一部分

轉入這些投資公司，曹先生再請專人操作這些投資公司的資金，投入股市或做其

他轉投資，跟著曹興誠一起發。 投資公司賺錢，自然身為投資公司股東的幹部

就賺錢，同時曹興誠也可藉由這些轉投資公司掌控幹部。 舉例而言，聯電在「五

合一」時持有宏誠創投股權99.99%，而宏誠持有聯誠的股份，聯誠又持有聯電、

宏誠的股權，以致財務透明度不容易掌握。 集中經營團隊的資金一起投資的另

一個好處是可以一起掌握聯電的經營權。 譬如，當創始董事經濟部與光華投資

都陸續退出聯電董事會的席次，董事會的外部法人代表尚有東元電機、交通銀行。 

而曹先生藉由旗下所屬投資公司或聯電資金投資東元、交銀的股票，並進而成為

東元、交銀的董事；如此一來，聯電與董事會的成員關係更加穩固。聯電「五合

一」後，再加上聯電要去美國發行存託憑證，財務報表揭露的透明度改善很多，

套句曹董事長自己的話：「一定要水清見底」。  

到底「五合一」後投資人認為聯電之財務透明度改善了沒有呢？ 根據證交

所的統計，在1999年六月聯電尚未宣布「五合一」時，外資持有聯電的比率只

有3%左右，而同一時期外資持有台積比率高達17%；但是宣布「五合一」的半年

之後，1999年12月18日的統計顯示外資持有聯電的比率已增加到14%，而台積

電則增加幅度不大，僅達到20%。可見不論是出於自願或外界因素不得不然，透

明度的提昇確實有助於投資人之青睞，對公司股價（聯電股價自「五合一」的一

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的一股63元至該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已跳升至105元）、形象

等有型及無形資產均有絕對之正面效益。 圖3-1-1、3-1-2 整理出聯電與台積

電近四年來之股價走勢圖以供參考。 

 

綜合以上所述，聯電集團相較之下就常被認為其企業透明度不如台積電(唯

此一情形聯電已在其1999年「五合一」後力求改善)；究其原因，其與主事者的

行事風格與經營理念有一定之關聯，而股價也多少反映出些投資人對此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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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台積電、聯電1999、2000年股價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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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台積電、聯電2001、2002年股價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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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其他與台灣企業轉投資透明度的相關報導 

 既然透明度有助於企業的募資與長期發展，當台灣企業在面臨全球化市場的

競爭之時，透明度當然也成為發展競爭力的一環； 那麼，台灣地區的透明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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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如何？根據標準普爾亞太地區企業透明度與資料揭露水平第二階段研究報告

顯示，以平均分數滿分為10分來說，亞太區新興市場中新加坡平均7分最佳，

香港、泰國、馬來西亞、韓國及中國為5分次之；印尼4分及菲律賓3分，台灣

平均也只有3分，台灣在財務資訊面獲得5分，但在其他的兩個評比大項中表現

較弱只有2分。另外，「亞洲財務長」雜誌2002年2月號所做的亞洲最佳年報排

行中，台灣上市公司只有4家進入前100名：聯電排名第62名（誠如4-1-2節所

述，聯電在「五合一」之後，透明度確實有所提昇），等級為1顆半星（滿分為

5顆星），再來依次為中鋼的77名（1顆星）、台積電的98名（半顆星；唯台積

電有被低估之嫌，蓋2002年1月「亞洲貨幣」（Asia Money）調查歐亞美各國基

金經理人的意見，評選台積電為1991到 2001年間台灣最佳管理企業）及台塑的

100名（半顆星），表現也不夠亮麗。 

台灣企業由於資本市場的結構，個別投資者佔了很大的比重，法人投資者僅

佔不到12％，而個別投資者重視消息面，短線主義居多，聽明牌、信名嘴的風

氣，投資者的專業度不夠，要求透明的壓力當然就小，台灣企業相對地提高透明

度的意願也不高，還有台灣企業多由家族企業與中小企業所組成，家族企業經營

權與控制權合一，中小企業面臨發展瓶頸透過交叉持股追求壯大，這些當然都是

導致台灣企業透明度不高的原因。 相對而言，高科技產業在台灣企業中透明度

算是較高的，但是受轉投資企業不透明而導致虧損的情況仍時有所聞；以2002

年大眾電腦降財測由賺2億變虧8億就是一個因轉投資事業不透明而牽累母公司

的典型例子。 根據聯合晚報2002年6月所載，大眾電腦公司受本業、業外雙重

打擊，2002年營收目標確定無法達成，全年營收目標將降至400億元。 大眾電

腦2002年全年財測目標確定無法達成，營收由465.8 億億元降至400億元，降

幅為14%，獲利則由稅後純益2.07億元轉盈為虧至8.6億元，每股淨損為0.5元。 

大眾電腦表示，調降財測主因為：(1)因上半年達成率偏低，寄望下半年景氣旺季，

但卻旺季不旺。(2)受NEC訂單被廣達低價搶走，NB第四季訂單流失，PC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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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HPQ合併速度慢訂單平平，使得今年第四季營收僅與第三季持平，出現歷年

來最淡的「旺季」。(3)轉投資的眾晶、大眾電信、國眾等業外轉投資今年全年仍

將虧損13億餘元，完全吃掉本業獲利約5至6億，造成全年虧損約達8億元。 

就如會計研究月刊第200期之透明度專題中，所羅門美邦台灣區董事長杜英

宗所說，台灣高科技目前在全球產業中居領導的地位，所以法人投資者願意多花

人力與時間投入在瞭解我們高科技業的企業上，不過假使未來有別的選擇，資金

勢必朝向透明度較高的企業流去，這就會大大地影響台灣企業在國外的籌資能力

與競爭力，所以台灣的企業在除了在產業發展上應該努力之外，在透明度方面實

在需要再加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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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上市公司轉投資時之間接股權問題 

在國際證券市場上，家族控股上市公司所具有的天然弱性已經引起高度重

視，而亞洲是全球家族控股最嚴重的地區。由於大股東持有大量的股權，股東之

間便失去了相互制衡的作用，形成大股東對公司的完全控制，也就很難形成有效

的公司治理結構。由於創業個人及其家族持有大量股權，股東大會成了大股東宣

判會，董事會成了家庭成員會。只要創業者個人樂意，他個人完全有可能身兼數

職。在一定程度上，創業者個人的志趣決定著公司的經營發展。許多鮮活的例子

表明，在公司發展到相當規模的時候，個人的主觀偏好往往與公司發展實際相脫

離，從而帶來巨大的經營風險，在下一章的個案公司中即有類似之情況。  

由於中小股東所持的股份很少，他們更傾向於“搭便車”，對公司經營決策

並不關心。公司管理層的價值取向傾向於大股東權益最大化，而並非全體股東權

益最大化。對於家族性企業來說，存在著透過控制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股權交

易等方式達到自身最大收益但卻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為。例如，東南亞企業普

遍地選擇金字塔架構：一間家族控股公司位於金字塔的頂端，第二層是擁有大量

資產的公司，第三層包括了集團的上市公司⋯⋯金字塔的最底層是現金收入及利

潤高的上市公司。集團向公眾發售這些公司的股票，並透過多種內部交易，把底

層公司的收益傳到金字塔上層的母公司。另一方面，集團又把一些利潤較少、品

質較差的資產從上層利用高價傳到下層。從而達到侵佔小股東利益目的。 

上一節我們討論過聯電集團的股權結構，其透過個人及公司轉投資設立投資

公司購買集團內各公司之股票，以間接方式多方掌握公司之股權，因而建立起盤

根錯結的交叉持股關係。 如此一來，公司股權結構中由經營團隊成員為主之投

資公司所擁有的股權中，到底多少比例為間接股權就極難透明，也就難保這些投

資公司在進出公司股票時有無內線交易或圖利特定人士之嫌。 最近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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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今年（2003年）年初聯電入主矽統科技所暴發的矽統股價波動劇烈。報紙

也以「爆發內線交易疑慮，矽統連拉四紅」的標題來處理此新聞。雖然證期會說

「查無實據」，但這樣的耳語持續在新竹的半導體圈，與台北的金融圈醱酵。根

據資料顯示，200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聯電宣布利多消息的前一天，矽統還

透過建華證券發行全球存託憑證（ＧＤＲ）。2003年一月十七日，聯電公告，向

聯電所屬投資公司取得相當十四萬張矽統普通股的ＧＤＲ（約為發行總數的五六

％），買進的價格高於發行的價格三四％。換言之，這家聯電所屬的投資公司，

十二月二十三日買進矽統ＧＤＲ後，一月十七日再轉手將其賣回給聯電，不到一

個月的時間，轉手價差高達三四％，近九億元。而這家聯電所屬投資公司，係聯

電採成本法評價的被投資公司（聯電持股不到二成），因此，不用公布所有股東

名單。那麼，這近九億元的鉅額利潤多數將進入不知名的股東手中，這些隱形股

東是誰？對於外界的詢問，建華證券承辦人員一律以「這是公司最高機密，不能

多講」回答。而從聯電上市以來，建華證券一直是它的長期合作夥伴，包括承銷、

股務代理、經紀等業務。2002年，聯電每股盈餘僅○．四八元，矽統則每股淨

損三．一元。小股民們損失慘重，但是，經營階層因應微利時代所採取的結盟策

略，仍有人可以從中獲利。此案例所顯示之間接股權不透明之可能弊端，值得吾

人重視與深思。 

 其實間接股權會產生問題，大多數與企業透明度不夠脫離不了關係。我們在

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即看到公司管理者為大股東所任命，而大股東又往往藉著金

字塔結構與交叉持股隱藏其最終控制權，因而形成私人股權問題；如 Claessens 

(1999)即指出在台灣 129家樣本公司中管理者為大股東所任命者高達五分之四，

這些管理者對小股東如何能做到公平對待如同對大股東一般，恐怕是大有疑問

的；更進一步說，這些公司的大股東要藉名目轉投資公司隱藏其實際控制權或迴

避利益衝突，或是藉此間接股權來做不透明的資金運用或掌控公司，也就不那麼

令人驚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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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轉投資事業之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問題 

在公司創業初期，創業夥伴僅侷限於志同道合的親朋好友，股權也相對集中。

因為創業公司本身就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只有少數能共患難的知己才能聚在

一起。在企業管理制度上，基本上是創業主拿主意定方案的家庭作業模式。創業

公司透過發行股票上市，其股權有一定的稀釋，同時也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私人企業透過公開發行股票而上市，已

朝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邁進出了具有決定性的一步。但是台灣企業長久以來即有經

營權與所有權糾葛難分之情況，公開發行股票上市並無法改善此一行之有年之現

象。究其原因，La Porta et al（1999 & 2002）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解釋（參見

第二章第二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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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掌控經營權有助於大股東操控股權結構，以提高控制權避免惡意併購，因而在

轉投資事業中所有權人（大股東）身兼經營者也就不足為奇了。 

以下一章我們所要討論之個案公司威盛電子為例，其大股東之結構以董事長

王雪紅、董事兼總經理陳文琦、董事兼研發副總林子牧為主，舉凡所有威盛電子

轉投資之事業均見此三人為當然董事，前二者更是常身兼轉投資公司之董事長或

總經理之職，此為台灣大企業對經營轉投資事業之一典型模式。 而到底此一所

有權與經營權不分之情形對轉投資事業有何不良影響？根據第二章第二節文獻

中Morck（1988）的「U-shaped relations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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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見之不良影響即為內部人竊取

公司利益，及對母公司之利益衝突與輸送之問題，下一節我們會針對此一現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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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闡述。另有相關研究指出「公司個別風險與董監事及大股東持股比例有顯著負

相關」3-3，可見股權過於集中，尤其是過於集中於董監事及大股東（在我國企業

型態中董監事或大股東常是公司經營者）之手，乃企業經營所應避免之事；而股

權分散稀釋股權乃公司上市的目的之一，至於股權稀釋後，世界潮流是朝所有權

與經營權分離發展已是定論。 

上市公司對轉投資事業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之另一不良影響為公司透明度

降低，嚴重影響法人及投資大眾對母子公司的投資意願，我們在本章之前言與第

一節已舉出此點；歐美等先進國家企業大多能注意到此一問題，而其中的一個有

名的例子即是飛利浦投資台積電，飛利浦雖為台積電最大之法人股東，持股佔所

有股份的 12.81%，卻不介入台積電之經營，並以專業經理人張忠謀先生為董事

長，自己僅居董事職務。有鑑於此，我國亦有些公司逐步朝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之

方向發展，如國內上市公司燦坤電腦大股東吳燦坤的公司治理理念或可做一參

考。 燦坤集團董事長吳燦坤2003年1月2日宣布，余敬倫出任集團執行長，燦

坤因此跨出家族企業模式，朝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邁出一大步。吳燦坤說，燦坤

集團要達成中長程目標，不能再靠著過去的營運模式來運作，必須要向上提升，

因此，燦坤推行公司治理，將所有權與經營權確實分離，希望透過專業的董事會

及經營團隊，讓燦坤集團的營運更上一層樓。今後其本人的主要職掌為建構集團

核心競爭能力、規畫組織流程再造、強化績效評估機制、規畫企業成長策略營運

等，帶領燦坤集團邁向2009年集團營收1,000億的中長程目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3：引述自長庚大學管理研究所楊麗弘 87年度之碩士論文「台灣上市公司

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研究」，該研究期間為民國83年至87年共計五年的時間，

研究樣本包含13種產業、231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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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轉投資事業對母公司之利益衝突與輸送問題 

3-4-1 利益衝突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呂彥慧於1999年之碩士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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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新上市公司為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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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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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論述代表著企業在轉投資事業中面臨的一個普遍之現象：母公司與轉投

資公司之間有交叉持股或業務往來，如遇到利益衝突時，能否秉公獨立思考該兩

家公司的最大利益？如果該兩家公司之管理及負責人又是同一批人時，吾人實在

很難相信其間無涉大股東之私人考量。以上述呂彥慧之論文研究為例，許多已上

市公司轉投資新公司之目的是為了賺取股市資本利得，其方式可能是由母公司挹

助轉投資公司之業績以俾讓轉投資公司早日上市，或者是讓轉投資公司承擔銷貨

庫存風險而使母公司業績相對亮麗。不論何種方式，被犧牲之一方的股東權益常

被矇蔽，小股東缺乏證據也難以過問公司實際運作，往往是被犧牲的一方。 

4-4-2 利益輸送 

試想像一下大股東身兼轉投資公司之經營者可能發生的一個狀況：通路商乙

公司販售已上市甲公司產品且為甲公司之轉投資公司，並假設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之股份未達需合併財務報表之比例；現在甲公司第四季之銷貨收入及利潤眼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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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滑落，此舉將大大影響甲公司之股價，也意謂者大股東之權益（荷包）將大

受影響；如果甲公司大股東身兼乙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其是否會藉由塞貨或提

高對乙公司之售價來達到隱藏甲公司第四季業績將大幅滑落之事實？如果果然

如此，則財務報表如何能揭露此一情節？若財務報表無法傳達此一訊息，則投資

大眾是否要等到東窗事發之餘才恍然大悟？如此透明度不足之公司自然影響法

人及投資大眾之投資意願。  

 

事實上前幾年台灣上市企業之海外分公司即經常扮演如乙公司之角色，如

1999年中強電子爆發之海外通路子公司及轉投資英加電子等嚴重虧損，因而導

致該公司該年度財測由預估盈餘16.6億元變成虧損33億元；該年五月二十日，

中強電子股價連跌四個交易日，重挫達百分之十五，更進而於該年七月二十六日

被證交所勒令暫停交易，嚴重損害股東權益之情事，即為一典型事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