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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三階段資料包絡法下之 
建設公司效率評估 

第一節 建設公司業績之隨機性與效率評估 

第四章採用二階段資料包絡法進行建設公司效率評估，其優點為可以計算總

績效值，同時可以分解為規模效率與純粹技術效率，並進行分析。但是，就純粹

技術效率部分，往往受到環境變數與隨機性的影響，使其評估不夠妥善，故本章

進一步針對純粹技術效率進行分析。 

國內上市櫃建設公司一向以業績暴起暴落為人所詬病，其主要因素，除了會

計上使用全部完工法、與從開工到完工有相當長的時間落後。此外，Tang and 

Ogunlana(2003)就指出房地產事業本身具有高度的經濟敏感性，與土地開發具有

強烈的異質性也有所關連。就經濟敏感性而言，如 1981 年至 1986 年為國內房地

產黑暗時期，其結果就是大量的建設公司倒閉與跳票；但進入 1987 年-1989 年房

地產進入狂飆時期，短短幾年間，建設公司又是業績大躍進，股價動輒數百元；

在 1990 年之後的衰退期，又是許多建設公司變成地雷股。建設公司業績受總體

經濟影響之大可見一般。建設公司業績的不穩定性同樣也受到土地異質性的影

響，一個開發案即使獲得大成功，但是並無法找到相同完全條件的土地「複製」

同樣的開發案，所以，當年度的業績成功，無法保證次年的業績得以延續。此種

業績暴起暴落的現象，就是意味著建設公司之效率存有高度的隨機性

（stochastic），若在效率衡量上無法將此隨機性進行校估，則效率衡量之分析結

果將受到相當程度的限制。 

在效率衡量方面，具有無母數特性之資料包絡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簡稱 DEA)有相當廣泛的使用，並藉由比較效率差異找出外生環

境變數與管理變數造成生產無效率的原因，如管理無效率、經營權無效率、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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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率等等。DEA 為 Charnes and Cooper(1962)將分數規劃問題 (fractional 

programming problem)轉換成較容易處理的線性規劃問題 (linear programming 

problem)，可以同時將建設公司所不同成本份額之投入同時納入，即一階段 DEA。 

考量對於外生管理變數與環境變數是否影響效率值方面有以下幾種處理。傳

統作法是根據外生管理或環境變數，將樣本分為數類分別分析或是直接置入投入

產出模型進行分析，其缺失是能處理的外生變數有限。 

McCarty and Yaisawarng (1993)之後是使用二階段方法進行分析，也就是第一

階段先計算出 DEA 效率值，第二階段將外生環境與管理變數對 DEA 效率值進

行迴歸分析1，章定煊(2005)衡量國內建設公司績效即使用該方法。基於 DEA效

率值含有管理與環境變動因素，學者開始提倡純粹技術效率估計應將外生環境因

素去除，如 Fried et al. (1999) 提出四階段分析法2，消除外生環境因素。國內建

設公司研究方面洪維廷與尚瑞國(2005)即使用該模式，四階段 DEA 的應用雖然

可以部分解決會計方法選用與推案環境問題，但是對於國內建設公司最大隨機性

的問題並未獲得解決，而且其分析角度也側重證券市場因素，並未真正針對建設

公司土地開發特性，也就是最常提到的土地持有行為、成屋庫存壓力與開發中個

案進行。 

Fried et al. (2002) 修改之前所提出之四階段 DEA分析法，改以三階段法進

行估計。詳述如下 

第一階段先計算標準 DEA效率值，其相關公式如式(4-5)至式(4-7)所示 

                                                 
1 迴歸處理上有使用最小平方法與 tobit 兩種處理方法，但基於效率值估計結果經常有左尾截斷(left tail 
censored)或右尾截斷(right tail Censored)特性，使用 tobit 迴歸應較合理。 
2第一階段以傳統方法計算 DEA的生產邊界，並計算對每一觀察值計算技術效率的值與投入差額與產出差

額的數值；第二階段，找出一系列的方程式，衡量對於外生環境與管理變數對於無效率性的貢獻為何；第

三階段是使用參數估計之前的迴歸式，進而預測投入差額或產出差額，顯示合理的投入差額的為何；第四

階段再一次執行 DEA模型在原產出假定之下，使用調整後的資料，這些新的衡量效率的值，就是包含外部

變數的生產效率的值而分離管理上的無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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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階段，以隨機邊界分析(SFA)使用在第一階段迴歸之後的結果，跟一

組環境變數再做一迴歸，用三個方向去解離生產函數的變化，首先是環境效果，

再來是管理上的無效率性，最後則為統計上的干擾。 

估計方法是從投入差額變數（slack）開始。投入差額變數是指理想投入

量與實際投入量之間的差異，以[ ] 0x Xλ− ≥ 表達。而造成投入差額的原因，

可歸因於管理無效率、環境無效率與隨機誤差因素等三個因素。而進行

DEA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管理無效率，所以必須將管理無效率、環境

無效率、隨機誤差因素分離。分離分法根據 Fried et al.(2002)，是針對每一

種投入為依變數(depend variable)，各設定一條 SFA迴歸式，如(6-1)式。 

( ); , 1... , 1.....j j
ji i ji jiS f j m i nω β ν µ= + + = =        (6-1) 

式中 jiS 為投入差額變數， iω 為外生環境變數， ( );j j
if ω β 是確定可行之差

額前緣(deterministic feasible slack frontiers)。 0jiµ ≥ 反應隨機管理無效率值， jiν 反

應統計噪音(statistical noise)，並可以將 ( )ji jiµ ν+  視為組合誤差結構(composed 

error structure)。式中並假設 jiν 呈常態分配 2(0, )mN νσ ， jiµ 呈現截斷性常態分配

( )2,j
jN µµ σ+ 。在每一個迴歸式中， jβ 、 jµ 、 2

jνσ 、 2
jµσ 都可以估計出來。 

至於 jiν 與 jiµ ，則先將管理無效率之條件估計因子(conditional estimateiors)

給定為 ji ji jiE µ ν µ⎡ ⎤+⎣ ⎦，按 Jondrow et al.(1982)的方法分解(decompose)組合誤差

結構，如式(6-2) 

, 1..... , 1.....
m

ji ji ji ji i ji ji jiE s E j m i nν ν µ ω β µ ν µ⎡ ⎤ ⎡ ⎤+ = − − + = =⎣ ⎦ ⎣ ⎦    (6-2) 

再將式(6-1)與式(6-2)所求得之估計值代入式(6-3)，建構生產者如何調整其投

入之迴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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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ax max , 1....... , 1...... ,
j jA

ji jiji ji i i i ix x j m i nω β ω β ν ν⎡ ⎤ ⎡ ⎤= + − + − = =⎢ ⎥ ⎣ ⎦⎣ ⎦
(6-3) 

 式(6-3)中， A
jix 與 jix 分別代表調整後(adjusted)與觀察到(observed)之投入量，

右邊項第一個調整項是將所有的建設公司調整在同一個經營環境；第二個調整項

是將建設公司調整至同一個運氣條件，此運氣條件是所有樣本中運氣最差的一

個。 

在第三階段，將投入量 jix 改為 A
jix ，重新執行第一階段。此時所估計出來之

效率值，是已經排除掉環境效果及統計上干擾。 

由於，三階段 DEA法可同時調整環境變數與隨機干擾項等因素，對於建設

公司具備高度隨機性之經營特性，應優於只能調整環境變數之四階段 DEA。 

建設公司以土地開發為主要業務，經常持有大量土地存貨、在建工程存貨與

待售成屋存貨。其主要獲利來源除了興築房屋之開發利得外，適時持有以上所述

存貨，持有利得也是其重大獲利來源，許多建設公司因此持有利得而發跡3，也

有建設公司因這些存貨控制不當而導致失敗4。有關於建設公司等待並適時開發

的學術意涵，自 Titman(1985)之後，Williams(1991、 1993)，Capozza and 

Sick(1994)、王健安(1998a、1998b)、陳冠華、張金鶚與林秋瑾(1999)，導入實質

選擇權(real option)的觀點來進行處理。章定煊(2005)以此架構評估建設公司經營

績效，並得到購入土地對建設公司績效有利（實質選擇權最高），持有在建工程

與待售成屋存貨（無實質選擇權價值、僅帶來財務壓力）之結論。就此結論而言，

尚有三個需要進一步討論的地方。其一、在房地產市場處於榮景時，建設公司業

績均好轉，待售成屋存貨與在建工程存貨，未考慮環境變數與隨機性，對於效率

的影響不見得能被彰顯。再者、就實質選擇權而言，在一個房價趨勢上升的情況，

                                                 
3 如國泰建設公司長期在全省標購囤積黃金地區土地，並因而發跡。其他，可參考表 3-1。 
4 如東帝士集團在汐止等山坡地大量囤積土地，卻因林肯大郡事件，山坡地住宅價格暴跌，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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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選擇權價值擴大，持有土地存貨，也許對建設公司有利，但是在每家公司業

績齊升的情況，其效率不見得能評估到；最後，1999 年之後，不少建設公司加

入上市櫃市場，新上市櫃公司剛通過主管機關審查，業績表現往往較佳，如果加

入評估，對於原有上市櫃公司容易出現不利的情況。 

所以，本章之主要目的，即是基於建設公司業績具有高度隨機性特性，以三

階段 DEA進行建設公司效率評估，同時針對建設公司開發特性，測試建設公司

土地持有、成屋壓力與開發中個案等變數對其效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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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樣本與變數說明 

一、投入產出變數選取 

本章之投入產出變數，沿用第五章投入產出變數設定。 

二、環境變數選取 

環境變數根據 Fried et al.(1999)之定義，為分析期間內，廠商之管理者所不

能控制或改變的因素。洪維廷與尚瑞國(2005)以 Jensen and Meekling(1976)所提出

之利益收斂假說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認為股權集中於大股東有

助於績效，但卻選取董監持股比例為環境變數。本章認為如此選取並不合理，因

為目前上市櫃公司大股東，往往將其部分持股轉往投資公司，再以投資公司名義

擔任建設公司董監事，董監持股比例並不能完全反應大股東之實際影響力，故本

章以董監持股加上大股東持股比例作為環境變數，以完全反應大股東之影響力。 

其次，洪維廷與尚瑞國(2005)，也認為應考慮建設公司多角化經營趨勢下，

以業外收支比例作為環境變數。該項考慮甚佳，但以業外收支比例卻有待商榷。

根據目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營業外收益與支出並不全由轉投資損益構成，還包

括利息收入、利息費用與一些處分損益，而且投資損益與投資額並不相當。所以，

本章以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加總所得以投資額取代之。 

洪維廷與尚瑞國(2005)另一個環境變數為總資產，總資產額度大小並非建設

公司當局所不能控制，違反了環境變數的定義。對於上市櫃公司而言，股價的變

化，影響其內部融資的能力，在證券交易法的規範下，上市櫃公司試圖於證券市

場操控股價為也是違法行為，應該是重要的環境變數。所以，本章以股價報酬率

作為環境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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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分析，本章以董監與大股東持股比例、投資額與股價報酬率為環境

變數。 

三、資料來源 

本章樣本選取為 2003 年上市櫃之建設公司財務報表與股價報酬率資料。在

921地震之後，台灣房地產市場約在 2000-2001 年間落入谷底；在政府接連提出

優惠貸款方案與降低土地增值稅等方案刺激下，2002 年房市有所翻轉；2003 適

為房地產景氣快速上升的年度，可測試本章所需高隨機性與房地產大幅上升階段

時，建設公司之效率評估。為了避免評比對象彼此間之異質性，影響評比結果，

評比對象總產值中，出售房地收入必須佔總產值 90％以上，且未因重大事故被

變更交易方式。同時，為避免新上市公司的效應，2000 年之前上市公司予以剔

除。故本章樣本中共有國建、國揚、太子、龍邦、冠德、京城、宏璟、皇普、華

建、昱成、宏盛、宏普、基泰、櫻建、林三號、興富發、皇翔、永信建、力麒、

三豐、大都市、宏都等 22家建設公司。本章投入產出變數合計 5個，根據 Banker 

et al.,(1989)與 Cooper et al.,(2000)研究指出，DEA分析決策單位的個數需達投入

產出變數合計三倍以上，本章之樣本量符合此要求，應可確保效率評估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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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 

表 6-1為本章投入產出變數之敘述敘統計，可以觀察出，建設公司規模相距

甚遠。無論就各項變數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全距與標準差都相當大，如果以絕對金

額衡量，而不以投入產出觀點分析，則對建設公司之效率估計有非常大之偏離可

能。 

表 6-1 三階段效率評估投入產出變數敘述性統計 

 產出變數 投入變數   
項目 
（單位） 

銷貨收入 
（十萬元） 

從業員工數

（人） 
固定資產淨額 
（十萬元） 

股東權益總額 
（十萬元） 

總負債 
（十萬元）

平均值 1873  41  1018  4271  4424  
中位數 1539  30  894  3124  3038  
標準差 1919  34  858  4351  4394  
最大值 8178  145  3225  18812  17217  
最小值 11  8  89  75  483  

表 6-2 作業環境變數與土地策略變數敘述性統計 

 作業環境變數 土地開發衡量變數 

項目 股價報酬率 
大股東與

董監事持

股率 

長短期投

資持有率

土地存貨持

有率 
在建工程存貨

持有率 
待售成屋持

有率 

單位 % % % % % % 
平均值 138  45  14  18  30  15  
中位數 117  45  8  9  32  12  
標準差 115 23 18 22 24 11 
最大值 650  92  79  78  80  39  
最小值 -50  3  0  0  0  1  

表 6-2 為本章作業環境變數與土地策略變數敘述性統計。作業環境變數方

面，股價報酬率的平均值高達 138％，顯示 2003 對上市櫃建設公司的確是榮景

的一年；大股東與董監事持股率平均值達 45％，但是最小值僅有 3％，顯示部分

建設公司有經營權不穩定的問題；長短期投資持有率最大值達 79％，顯示仍有

建設公司除本業之外，進行大規模的其他投資。土地開發衡量變數方面，在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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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存貨持有率平均值達 30％，遠高於土地存貨持有率的 18％，與待售成屋持有

率的 15％，顯示 2003 年進入密集開發的階段，其營收雖然容易豐碩，但相關資

源運用更加緊繃，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二、第二階段 SFA迴歸結果 

第二階段之 SFA迴歸主要目的是將第一階段 DEA評估結果，將其中

之管理無效率、環境無效率、隨機誤差因素分離。迴歸結果如表 6-3所示。

其中顯示員工人數差額有必要對董監與大股東持股率與投資率此兩項環

境變數進行調整（顯著水準 10％），固定資產差額有必要董監與大股東持

估率進行調整必要（達 10％顯著水準），股東權益固定資產差額有必要對

則所有環境變數均有調整必要（分別達到 10％與 5％顯著水準），負債總

額差額有必要對股價報酬率與投資率此兩項環境變數進行調整（分別達到

5％與 10％顯著水準）。由表 6-3 結果來看，各環境變數分別對不同投入

變數差額有影響力，顯示有調整之必要。 

 

表 6-3 各投入變數差額對環境變數 SFA迴歸結果 
 Slack(員工人數) Slack(固定資產) Slack(股東權益) Slack(負債總額) 

Constant 

 

股價報酬率 

 

董監大股東持股率 

 

投資率 

 

 

Log likelihood 

LR test of the 

one –sided error 

-4.136 

(-0.759) 

-11.667 

(-0.762) 

-9.214* 

(-0.066) 

-11.805* 

(0.092) 

 

-216.78 

 

0.5059E-03 

328.156 

(0.375) 

1622.132 

(0.915) 

-1353.512* 

(-0.075) 

1691.452 

(0.287) 

 

188.56 

 

0.2971E-01 

-123.518** 

(-0.021) 

-2785.641* 

(-0.092) 

-1734.268* 

(0.067) 

-2289.126** 

(0.047) 

 

-286.84 

 

0.2861E-02 

-257.462* 

(-0.083) 

-5851.785** 

(-0.036) 

-1896.234 

(-0.137) 

-1153.036* 

(0.056) 

 

-271.52 

 

0.1034E-03 

註：括號內為 P值。 ***,**, * 分別表示 1%, 5% 與 10%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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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率評估結果 

表 6-4為一階段與三階段 DEA分析之結果，可以發現原本一階段 DEA較不

具敏感性，許多公司均在效率前緣，經過三階段 DEA調整之後櫻建、林三號、

三豐與宏都均離開效率前緣。櫻建與林三號都有財務困難的問題，宏都與三豐均

為上市櫃公司中歷史較短與規模較小的公司5，這些公司投入較少，在一階段 DEA

容易顯得效率良好，但這些公司受到隨機性的影響也比較大，故調整後之效率值

會相較合理許多。 

表 6-4 一階段與三階段 DEA效率估計結果 
公司名稱 一階段 DEA 三階段 DEA 
國建 1.000  1.000  
國揚 1.000  1.000  
太子 0.573  0.601  
龍邦 0.446  0.501  
冠德 0.733  0.714  
京城 1.000  1.000  
宏璟 1.000  1.000  
皇普 0.653  0.602  
華建 0.840  0.884  
昱成 0.704  0.746  
宏盛 0.289  0.335  
宏普 0.737  0.773  
基泰 1.000  1.000  
櫻建 1.000  0.732  
林三號 1.000  0.653  
興富發 1.000  1.000  
皇翔 0.828  1.000  
永信建 1.000  1.000  
力麒 1.000  1.000  
三豐 1.000  0.943  
大都市 1.000  1.000  
宏都 1.000  0.898  

四、土地開發變數檢定結果 

由於資料包絡法屬於線性規劃方法，並不符合常態分配，並不適用 t檢定。

                                                 
5 宏都員工人數僅有 8人，為上市櫃公司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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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進行 Tobit迴歸分析則有樣本量不足的問題。故本章以 Mann-Whiteny U統

計檢定量，對於不同土地開發變數進行分組檢定。分組方式為根據中位數，分別

將建設公司分類為高土地存貨持有與低土地存貨持有、高在建工程持有與低在建

工程持有、高待售成屋持有與低待售成屋持有。惟在建工程中位數為 32％，中

位數以下的公司，最高公司為在建工程持有率為 31％、次高為 14％，故分類點

應以 31％較為合理。土地開發變數 Mann-Whiteney U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6-5所

示。 

表 6-5 土地開發變數 Mann-Whiteney U 統計檢定 

土地開發變數 組別 樣本數 

一階段 

DEA 

平均值 

一階段 DEA 

M-U統計量 

三階段 

DEA 

平均值 

三階段 DEA 

M-U統計量 

高 11 0.7866 -1.51* 0.8088 -0.34 
土地持有率 

低 11 0.9227  0.8622  

高 12 0.83 -0.666 0.7834 -1.662** 
在建工程持有率 

低 10 0.8752  0.879  

高 11 0.798 -0.847 0.741 -2.448*** 
成屋存貨持有率 

低 11 0.9113  0.93  

M-U統計量為雙尾統計檢定之 Z值，本章研究假設為單尾，故 P值除 2處理，*、**、***分別
表示達到 10％、5％與 1％統計水準 

統計結果有一些頗為令人玩味之處，在一階段 DEA中，低持有土地的效率

值較好（達到 10％顯著水準），但是在三階段 DEA 則未達顯著。可能是因為當

投入產出變數使用財務報表之相關資料，隱藏在持有土地之後的獲利潛能在一階

段 DEA無法評估到，所以出現低持有土地的建設公司效率較佳的現象，透過環

境變數與隨機性調整後，則不會出現在景氣上升時，坐擁土地等待更佳機會的建

設公司反而效率比較差的現象。成屋存貨持有率在一階段 DEA 都未達顯著水

準，可能是在景氣上升時期，建設公司表現都較好，在一階段 DEA並不能掌握

該表現是否來自建設公司之環境因素，也不能確定其穩定性；但是，在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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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 調整環境因素與隨機性後，結果很明顯可以發現，即使在房地產景氣上升

的時期，擁有待售成屋存貨的建設公司仍是效率不利（顯著水準達 1％）。在建

工程存貨持有率的結果與待售成屋持有率接近，密集的開發個案，在一階段 DEA

也未達顯著性，三階段 DEA則顯示，雖然在景氣上升階段，過於大量投入開發

個案，效率也同樣出現不利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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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基於房地產事業具備高度敏感性與異質性，使得建設公司經營面臨高度隨機

性的情況，也就是常為人所詬病之業績暴起報落的現象。所以，建設公司的效率

評估，有調整環境變數與隨機性的必要。同時，建設公司的核心業務為土地開發，

衡量土地開發變數與效率間的關聯，對於協助建設公司的效率改善與評估也較具

意義。因此，本章透過三階段 DEA 衡量建設公司之純粹技術效率，並以

Mann-Whitney U 檢定高低土地開發變數間，純粹技術效率是否有所不同。 

經過效率評估後，發現一階段 DEA較不具敏感性，許多公司均在效率前緣，

經過三階段 DEA調整之後，經營不穩定的櫻建與林三號、經營規模較小的三豐

與宏都均離開效率前緣。 

進行效率與土地開發變數之統計檢定發現，在一階段 DEA中，低持有土地

的效率值較好，但是，在三階段 DEA則未達顯著水準。可能因為持有土地之後

的獲利潛能無法在一階段 DEA無法評估。成屋存貨持有率與在建工程成有率在

一階段 DEA 都未達顯著水準，可能是在景氣上升時期，一階段 DEA 無法掌握

之環境因素與隨機性。在三階段 DEA調整環境因素與隨機性後，結果發現，即

便房地產景氣上升，擁有待售成屋存貨與在建工程之建設公司仍是效率不利。 

政策建議方面，在房地產處於榮景時，建設公司業績均欣欣向榮，評估建設公司

時，應考慮建設公司之環境因素與其隨機性，以免給予過高之評價。同時，建設

公司應致力在建工程存貨與成屋存貨的控管，不應隨景氣好轉，而隨意擴充，以

免效率降低，影響日後之經營，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