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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設計 

 

壹、財務比率與公司獲利能力關聯性的假說 

 

    根據調查到的文獻顯示，財務比率與公司獲利能力間，的確具有相當的關聯

性，因此可使用財務比率來分析證明公司的經營績效及獲利能力等。本研究擬以

上市遊戲公司之財務比率間如存在顯著性差異時其獲利能力之表現亦會有明顯

的差異為根基，假設財務比率對上市遊戲公司之獲利性確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力。另外除了財務比率以外，本研究尚考慮其他三種虛擬變數，分別討論自製與

代理、不同公司、以及不同時間上的固定效果影響。 

 

至於假設是否成立，我們將以近年來台灣區上市遊戲公司的相關財務報表加

以驗證，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假說如下： 資產結構與經營績效會影響公司獲利表

現，其中負債過多會降低公司獲利、資產擴張會增加公司獲利。 

 

貳、研究樣本資料來源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會影響我國遊戲公司獲利能力的因素，因此從台灣經

濟新報資料庫中選取從88年到96年共八年的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利用財務報表

中的資料來求算本研究所需的財務比率。而所採用的樣本，共選取八家遊戲公司

來進行分析，分別為大宇資訊、昱泉國際、智冠科技、華義國際、鈊象電子、中

華網龍、遊戲橘子、泰偉電子。因此，橫斷面的部份共有八家公司。這幾家公司，

除了鈊象與泰偉性質較不同外，其餘皆以電腦遊戲和線上遊戲做為公司營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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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鈊象和泰偉則是偏向做大型機台。其中鈊象以益智類為主、泰偉則以博奕類

見長。 

 

    表 4-1：上市之遊戲業及其股票代碼 

      

公司名稱 股票代號 公司業務範圍 資本額 員工人數 

大宇資訊 6111 線上遊戲、電腦遊戲 5 億 2000 萬元 200 

昱泉國際 6169 電視遊戲、電腦遊戲 3 億 7000 萬元 117 

智冠科技 5478 線上遊戲、電腦遊戲 2 億 6229 萬元 297 

華義國際 3086 線上遊戲、電腦遊戲 4 億 8200 萬元 169 

鈊象電子 3293 大型機台遊戲 5 億 4653 萬元 433 

中華網龍 3083 線上遊戲、電腦遊戲 7 億 5766 萬元 434 

遊戲橘子 6180 線上遊戲、電腦遊戲 15 億 2917 萬元 579 

泰偉電子 3064 大型機台遊戲 4 億 305 萬元 194 

   資料來源：104 人力銀行、本研究整理，2007 年 9 月。 

 

第二節、研究方法 

 

壹、長期追蹤調查資料(panel data) 

 

     資料可分為時間序列資料(time-series data)和橫斷面資料(cross- 

sectional data)，而長期追蹤調查資料(panel data)包含了以上兩者，是研究

不同個體在一段時間內的資料，其結合了時間序列資料和橫斷面資料的特性，本

研究的樣本是遊戲廠商的財務比率變數，資料結構屬於 panel data 型式。其優

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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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本數相對於時間序列及橫斷面資料較多，有利於增加模型估計的

有效性。 

2. 能夠探討及辯識時間序列和橫斷面資料無法識別的因素。 

3. 減少多重共線性的問題以及降低誤差。 

對於 panel data 模型，我們可以以固定效果模型以及隨機效果模型來進

行估計。 

 

貳、 財務比率的衡量與選取 

       

回顧文獻當中，曾經使用過的財務比率將近百種。由於財務比率的選取

至今尚無一套完整理論可做為依據，經考量研究目的以及資料取得難易程

度。本研究根據過去研究者的經驗，歸納出可能會影響公司獲利的變數，本文選

取變數的方法為： 

 

1. 參考文獻中經常被學者所使用過的變數 

2. 由經濟新報資料庫可求得的變數 

3. 比率的數值可求算的變數，且變數間無共線性 

4. 為研究財務比率與獲利間的關係，故將衡量利潤的變數，如資產報酬率、

稅後淨利率……等排除於自變數，列入應變數內，另外如營業費用等成本

相關變數，對於獲利變數有顯著的負影響，速動比率與流動比率會產生高

度共線性的問題。因此使用相關矩陣分析法將其自變數當中踢除。留下較

具解釋力的變數。 

5. 考慮上市遊戲業的特性來做選擇。 

 

本研究財務比率的選定共分為以下十三個研究變數，以下將各類變數之定

義及說明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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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變數部份： 

(i) 資本結構相關比率 

 

X1：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定義：顯示外來資金比例的高低，負債比率越高，則未來面臨償債責任

及固定支出越高，而導致無法償付債務本息之可能性亦越大。預估對公司獲

利影響係數為負。 

 

X2：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資本適足率)=長期資金/固定資產 

定義：該比率主要是用來衡量依企業長期資金之籌措使否適當，基於財

務安定性理由，公司的固定資產的資金來源，應以來自於長期性資金較為恰

當。預估對公司獲利影響為正。 

通常來說： 

比率>1：長期資金足支應所有的固定資產 

比率=1：長期資金恰好支付所有的固定資產 

比率<1：長期資金不足以支應所有的固定資產，因此該比率若小於一，

則表示該公司的資產結構不適當，財務風險較高，應該要增加長期資金。 

X3: 固定資產比率=固定資產/總資產 

定義：此變數代表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率，固定資產比率越高，代表

公司的機器設備投資越多，預估對公司獲利影響為正。 

 

(ii)償債能力相關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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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速動比率=(現金＋短期投資＋應收帳款＋應收票據)/流動負債 

定義：此變數用以衡量極短期清償負債的能力。越高則代表短期償債能

力越好，但會有資金閒置的情況發生。此比率通常高於 100%。預估對公司

獲利影響為負。 

 

 (iii)經營能力相關比率 

  

X5：應收帳款週轉率＝銷貨淨額(營業收入)/各期平均應收帳款餘額 

定義：此變數測量應收帳款的收現速度與應收帳款之收帳部門的收帳效

率，通常週轉率愈高，表示經營效率愈好，壞帳的可能性越低，愈能有效的

運用資產。預估對公司獲利影響為正。 

 

         X6：總資產週轉率＝營業收入/平均總資產 

定義：衡量公司總資產運用效能及總資產之使用效率。就資金運用觀點

而言，週轉率越高越佳。此比率分析公司將總資產投入營運，產生營收，可

再投資於總資產的次數，此比率越高，表示公司越能有效運用其經濟資源，

並產生較高的營收，預估對公司獲利影響為正。 

 

         X7：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 

定義：衡量公司產銷效能、存貨週轉率速度及存貨水準之適度性。週轉

率越高代表公司將存貨銷售出去的能力越強。預估對公司獲利影響為正。 

 

         X8: 總資產成長率=(本期總資產-上期總資產)/上期總資產 

定義：此變數測量資產的成長情況，成長率越高，代表其經營績效越佳，

預估對公司獲利影響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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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變數部份： 

     

    Y1：稅前淨利率=稅前純益/實收資本 

定義：此變數衡量一家公司當期稅前的本業加非本業的獲利能力，非本

業的收入包括了利息收入、投資收入、處分資產收入等。其比率越高，代表

公司獲利能力越高 

  

    Y2：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總資產 

定義：此變數衡量公司運用經濟資源所獲得的收益，可顯示公司整體經

營活動之綜合效益。比率愈高表示每一單位資產所能獲得之利潤愈多，獲利

能力愈高。 

          

    Y3：營業利益率=(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營業收入 

定義：此變數用以衡量每單位營業收入可獲得之營業利益，比率愈高表

示營運績效愈佳。由於不包含非營業損益，故可代表公司本業的獲利情況。 

 

表 4-2 研究變數彙總表： 

代號 財務比率名稱 代號 財務比率名稱 

X1 負債比率(-) X7 存貨週轉率(+) 

X2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 

X8 總資產成長率(+) 

X3 固定資產比率(+) Y1 稅前淨利率 

X4 速動比率(-) Y2 資產報酬率 

X5 應收帳款週轉率(+) Y3 營業利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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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 總資產週轉率(+)   

註：括弧內為預期估計係數符號。 

參、研究模型設計 

(1) 迴歸模型： 

 

一般說來，迴歸分析是指利用樣本的資料或訊息去估計或推論獨立變數如何

影響應變數的統計方法。而對於欲探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變數如何影響應變

數的迴歸分析方法，在統計學上稱為多元迴歸分析。本文使用固定效果及虛擬變

數模型，都是屬於迴歸分析的模型。   

 

迴歸分析的基本假設如下：  

1. 殘差項ε是一常態分配之隨機變數。  

2. 自變數間無共線性相關存在。  

3. 殘差項ε間互相獨立，亦即COV（εi, εj）= 0，i≠j。  

4. 殘差項ε之變異量需同質，亦即在每一X點上，Y之估計誤差分配相同。  

 

經過 Limdep 統計分析後，流動比率跟速動比率存在高度共線性，因此我們

將流動比率排除在模型外，另外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和固定資產週轉率也存

在高度共線性，在這裡我們留下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 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 

  

固定效果模型又稱為最小平方虛擬變數模型(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 

model, LSDV)，此模型同時考慮橫斷面與時間序列並存的縱橫資料，可消除各公

司之間的偏差，降低模型的共變數。容許各公司之間的差異，以固定截距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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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斷面樣本間不同的型態，以凸顯各公司的特質。此外，模型中假設母體內相似

性低，故非透過抽樣的方式選取樣本，而是直接以母體的全部，觀察所有公司之

間的差異。其模型如下： 

1 2

n k

it ij jt k kit it
j k

Y D Xβ β ε
= =

= + +∑ ∑  

i=1,2......N 為同時間內不同橫斷面的樣本。 

t=1,2,......T 期。 

k=2......k 個解釋變數。 

ijD ： 為固定截距項，代表每個公司不同的結構，是一個虛擬變數，當

j=i 時， ijD =1；當 j≠ i 時， ijD =0。 

kitX ：為第 k 個解釋變數在第 t 期的 i 樣本觀察值。 

itε ：誤差項(error term) � N(0， 2
eσ )。 

(3) 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 

 

隨機效果模型又稱為誤差成份模型（Error component model），也同時考

慮了時間序列與橫斷面的資料。模型中假設母體內的個體間差異小，相似性較

高，所以不採用母體全部，而是採隨機抽樣方式選取樣本，其模型如下： 

 

1

k

it i k ikt it
k

y xα β ε
=

= + +∑  

   =

1

( )
k

i k ikt it
k

u xα β ε
=

+ + +∑  

iα ：隨機截距項，代表每家公司不同的型態。 

iu ：截距的誤差項。 

iktx ：為第k個解釋變數在第t期的i樣本觀察值。 

itε ：隨機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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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虛擬變數模型(Dummy variable) 

 

本模型中所欲討論的問題為自製及代理問題，因此我們將廠商分為走自製遊

戲以及代理遊戲為主兩類。自製遊戲為主的公司虛擬變數設為1，代理遊戲為主

則設為0。。其實台灣遊戲廠商多多少少都有自製研發的產品，只是占公司產品

的比例多寡而已，因此實務上很難完全區分那家公司是做自有品牌，而那家不

是。在這裡，我們採用的區分方法是借由訪問一般大眾以及遊戲從業人員的印

象，將結果前四名設為自製遊戲公司，後四名設為代理遊戲公司，當然這個區分

不是絕對，但是借由這樣設定，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討自製或代理行為是否對遊

戲公司的獲利有顯著影響。基本上將泰偉、鈊象、大宇、昱泉分為自製較多，虛

擬變數設為1。華義、網龍、橘子、智冠自製較少，虛擬變數設為0，模型的設定

如下： 

 

(5) 小結： 

 

一般當我們在進行實證估計時，均要考慮誤差項( error term ) 是否違反

同質變異性( homoskedasticity ) 的假設以及是否存在序列相關( serial 

correlation ) 的問題。就本文的樣本而言，資料型態為平衡(Balanced)的panel 

data，經過篩選後平衡的資料總共有8家公司112筆樣本，較可避免這個問題。另

外有一些觀察值，如昱泉在2003年獲利虧損較多，觀察值較偏離平均觀察值。為

了避免Limdep將這部份的虧損只用時間的固定效果做解釋，這樣的話會將2003

年昱泉的虧損解釋為大環境的虧損。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我們採用Two way 

effects model來做估計，這樣即可以估計公司間的固定效果、也可以估計時間

之間的固定效果，才不會將兩種效果混在一起，以得到更正確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