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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在本章第一節，將以 IPO 為主題，對高期初股價報酬與低長期績

效等現象的相關文獻進行探討；在第二節，本研究探討無形資產相關

文獻；第三節則是以公司治理相關文獻作為探討對象；在第四節，本

研究彙整專家訪談的重要內容，並提出這些內容對本研究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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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首度公開上市相關文獻探討 

在 IPO 議題之所以吸引許多學者的探討，主要是因為 IPO 市場

存在幾個有趣現象，包括公司的上市存在群聚現象、上市初期的高股

價報酬，以及長期股價和經營績效不佳等。除上述現象外，由於 IPO
的主要目標是連結資金的供給與需求者，因此，如何讓 IPO 的制度更

加完整，流程更具效率，也是該領域的重要課題(江淑貞, 劉維琪, and 
張玉山, 2005)。由於本研究以建立新上市公司的體質鑑別模型為主要

目的，加上高期初報酬和長期績效不佳與企業體質議題有較深的關

聯，因此本研究以此作為探討的主軸。至於制度面相關議題，則不在

本研究的探討範圍內。 

一、 高期初報酬的成因探討 

自從 Stoll and Curley(1970) 、 Logue(1973) 、 Reilly(1973) 和
Ibbotson(1975)等學者相繼發現公司上市後會系統性的出現高期初股

價報酬後，學界便開始探討高期初股價報酬的存在理由。簡單來說，

過去學者對高期初股價報酬現象所持看法可分為以下兩種觀點，第一

種觀點認為高股價報酬是源自公司折價發行，第二種觀點則將高股價

報酬解釋為市場過度反應的結果對於該現象。若深究學者所持理論基

礎，則可再細分為資訊不對稱觀點、股權結構觀點，以及市場不理性

觀點等。以下是過去學者對高期初股價報酬成因所提出的解釋。 

(一) 資訊不對稱觀點 

Baron(1982)認為，由於承銷商較發行公司瞭解市場資訊，因此在

承銷價的制訂上需要承銷商提供協助，加上承銷商掌握配銷通路，因

此發行公司會以折價發行的方式來降低承銷商的銷售阻力，算是給承

銷商的獎酬。 

Rock(1986)認為，資訊不對稱存在於投資人之間，為避免資訊不

足投資人因贏家詛咒而裹足不前，因此，公司會降低承銷價來吸引他

們參與公司股票的發行。Beatty and Ritter(1986)在 Rock(1986)的理論

架構下加入公司上市前的風險，他們認為公司上市前的不確定性越



 11

高，贏家詛咒發生的機會也就越大。發行公司為了彌補投資人因調查

所花費的成本，以及其所承擔的風險，所以會以折價發行的方式來提

升投資人申購的意願。 

Allen and Faulhaber(1989)和 Welch(1989)是從發行公司與投資人

間的資訊不對稱觀點出發，提出折價發行是上市公司對市場投資人所

發射的正面訊號，用以表示該公司具有健全的體質。因為只有體質好

的公司才有信心在後續的增資中回補因上市折價而形成的損失

Welch(1989)。然而上述論點未在 Spiess and Pettway(1997)的實證結果

中獲得支持，因為他們發現，這些出現高期初股價報酬的公司並未在

後續的增資中獲得彌補。 

Sherman and Titman(2002)雖然同樣從發行公司與市場間的資訊

不對稱觀點切入高期初股價報酬現象，並提出詢圈理論，但他們認為

投資人較公司更具有市場資訊優勢，而發行公司採折價發行，則是為

了吸引投資人揭露他們對公司價值的看法，進而協助公司訂定承銷價

格。van Bommel(2002)所提出的「市場回應假說」則認為，公司股票

在市場上所獲得的價格是市場對公司前景的回應，而這些資訊對公司

未來的資本支出決策具有幫助。而當參與交易的投資人越多，該資訊

的參考價值就越高。因此公司以折價發行作為吸引投資人參與公司發

行的手段。 

(二) 股權結構觀點 

持股權結構論點解釋高期初報酬現象的學者均認為，高期初報酬

是源自公司的折價發行，其目的是希望吸引更多的散戶參與，但對其

背後目的卻存在不同看法。Zingales(1995)、M. J. Brennan and 
Franks(1997)認為，吸引更多散戶參與公司的公開發行，將降低公司

控制權落入其他市場人士的機會。Booth and Chua(1996)認為，吸引

更多散戶有助提升公司股票在次級市場上的流動性，進而降低投資人

的必要報酬率。 

(三) 策略觀點 

Aggarwal, Krigman, and Womack(2002)認為，降低承銷價是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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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法，目的是為了提升次級市場投資人對該公司股票的興趣，待閉

鎖期結束，內部人便得以較高的價格在次級市場出脫手中持股。所以

該論點預期，當內部人上市後的保留持股越多，公司便更有誘因折價

發行。 

(四) 非資訊不對稱觀點 

Ritter(1984)提出過度反應假說，認為上市後的高期初報酬是來自

市場投資人的過度反應，由於投資人對公司前景反應過度，因而使得

無法在首度發行取得股票的投資人在次級市場爭相購買股票，進而造

成高期初報酬，待熱潮過後，或公司發展不如預期，則公司的股價就

會開始下滑， Aggarwal and Rivoli(1990)的實證結果即支持該論點。 

二、 影響期初股價報酬之因素探討 

從上述文獻探討得以發現，多數學者是從資訊不對稱觀點，對高

期初股價報酬進行解釋，所以對於哪些因素會影響期初股價報酬，學

者便常以訊號理論作為推論的工具，以下是過去文獻對影響期初股價

報酬因素的探討。 

(一) 專業中介機構的聲譽效果 

Titman and Trueman(1986)認為，公司聘請的承銷商與會計師的聲

譽高低也具有訊號效果，理由是因為承銷商與會計師對企業體質具把

關的義務，為維護得之不易的聲譽資本，高聲譽承銷商、會計師會以

嚴謹態度和標準對發行公司的體質資訊進行查核、把關，例如 Chen, 
Lin, and Zhou(2005)發現，在台灣 IPO 市場，高品質會計師的確對盈

餘管理具抑制效果，因此支持上述論點。 

而在高聲譽中介機構嚴謹的把關下，體質差的公司為避免不利因

素遭到揭露，所以較不傾向聘請高聲譽專業中介機構。對市場投資人

而言，發行公司聘請承銷商與會計師的決策，便成為這些公司的體質

訊號。在 Carter and Manaster(1990)的實證結果中，承銷商聲譽與新上

市股票的期初股價報酬成顯著負相關，因而印證中介機構聲譽高低對

企業體質的判定而言具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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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會和高階團隊聲譽 

Chemmanur and Paeglis(2005)認為，當管理者的聲譽越高，越有

助降低公司與市場間的資訊不對稱，進而降低公司的折價幅度與期初

股價報酬。Cohen and Dean(2005)則強調高階團隊正當性（TMT 
legitimacy）對市場具信號效果。而 Certo, Daily, and Dalton(2001)則認

為，董事會成員的聲譽具訊號效果，因此預期與期初報酬成負相關，

其實正結果亦支持該論點。 

(三) 內部人持股比率 

雖過去學者均認為內部人持股比率與期初報酬成負相關，但在解

釋上卻存在不同看法。其中 Downes and Heinkel(1982)的解釋與企業

體質較具實際關聯，他們採用 Leland and Pyle(1977)的觀念，認為內

部人持股高低對市場而言是企業體質的訊號。當內部人所處公司擁有

較佳的體質，他們在上市後傾向繼續持有公司股票，使其有機會繼續

分享公司未來的獲利，因此高內部人持股可視為企業體質的正面訊

號。Aggarwal et al.(2002)對內部人持股比率的解釋則與企業體質較無

關聯，他們認為內部人持股高的公司較有誘因折價發行，此舉有利抬

升上市後股價報酬，讓內部人於閉鎖期結束後出脫持股更以利可圖。

所以在此觀點下，高股價報酬只是策略行為的結果。 

(四) 規模效果 

Logue(1973)認為發行公司的規模越大，越不會折價發行，這是

因為承銷價的訂定是承銷商與發行公司共同決定，在雙方立場存在衝

突的情況下，當發行公司的規模越大，越能在承銷價的協商過程中取

得主導位置，不讓承銷價過低。此外，有學者認為規模越大的公司，

因擁有越多元的資金管道和產品線，並且受到更多具資訊優勢的投資

人（如創投）或分析師的關注與監督，因此這類公司所隱含的風險程

度較低(Titman and Wessels, 1988)。 

(五) 公司上市時的已成立時間 

無論對投資人或是發行公司，公司上市時的已成立時間長短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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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重要的風險指標。對發行公司而言，當公司成立的時間越久，越

能獲取環境相關資訊以及經營知識，這對降低未來失敗的機會頗具幫

助(Jovanovic and Rousseau, 2001)。對投資人而言，當公司的成立時間

越長，投資人越有足夠的資訊和機會對公司進行瞭解，如此有助降低

市場與發行公司的資訊不對稱程度。在 Ritter(1991)、Jegadeesh, 
Weinstein, and Welch(1993)、Hensler, Rutherfoed, and Springer(1997)等
學者的研究中，即以公司已成立時間做為公司的風險指標。 

三、 新上市公司長期績效低落之探討 

過去研究顯示，公司上市後的長期股價報酬與經營績效普遍存在

下滑的趨勢(Jain and Kini, 1994; Loughran and Ritter, 1995; Mikkelson, 
Partch, and Shah, 1997; Ritter, 1991)， Jain and Kini(1994)彙整過去文

獻，並提出三個過去用以解釋該現象的理由，包括上市擇時、代理衝

突以及盈餘操縱等論點。 

(一) 上市擇時觀點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由於公司當局對公司內部資訊最為瞭解，

在維護舊股東的前提下，公司會選擇在公司績效最佳的時點掛牌上

市，以提升舊股東的獲利，但由於高績效將不再持續，因此長期績效

低迷便成為自然發生的結果。 

(二) 代理問題觀點 

代理問題的觀點認為，公司的上市將會導致公司經營權與所有權

更加分離，在 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理論架構下，公司經營者

將因為誘因下降而產生怠惰、特權消費，甚至是剝削公司資產的行

為，進而使得公司的績效下滑，股東權益受損。 

Jain and Kini(1994)的實證結果顯示，發行公司經營者於上市後的

持股比例與公司經營績效成正相關，因此支持代理問題的觀點，但

Mikkelson et al.(1997)卻發現，公司的內部人（董事、經理人、大股東）

持股雖於上市後呈現下滑的走勢，但其與公司的經營績效間卻未呈現

顯著相關。此外，Mikkelson et al.(1997)亦發現公司董事會人數與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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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階層的組成並未受到公司上市的影響，這隱含公司上市後，內部

的代理衝突並沒有顯著提升。 

(三) 盈餘管理觀點 

盈餘管理觀點是認為，公司上市後的績效衰退是對上市前盈餘管

理的調整。由於上市前經營績效是投資人評估公司時的重要指標，而

公司當局在舊股東利益的考量下，便有誘因操弄經營績效，使高承銷

價合理化。而 Teoh, Wong, and Rao(1998)的實證結果支持該論點。 

四、 IPO 領域相關文獻對本研究的意涵 

(一) 過去 IPO 領域相關探討，「企業體質」多處於輔助解釋的身份，

未有研究以此作為探討的核心 

在亞洲，IPO 領域最受重視的研究主題是高期初報酬和低長期績

效(Yong, 2007)。雖然兩類型研究均涉及企業體質，但企業體質在這

些議題上僅是作為輔助解釋的角色。對於 IPO 公司的企業體質，各界

多未以之作為探討的核心。因此，過去學者對 IPO 公司體質的相關研

究成果，並無法涵蓋企業體質這個概念。 

此外，過去研究之所以未以企業體質作為探討的核心，本研究認

為這主要是因為企業體質是個多面向的概念，因此在分析時，不易掌

握這個概念。特別是對實證研究者而言，由於企業體質是個屬質的概

念，加上難有代理變數可完整涵蓋企業體質所表達的概念，因此相當

不易對企業體質進行實證研究。 

(二) 資訊不對稱是鑑別 IPO 公司企業體質時的最大障礙 

IPO 公司的最大特徵，也是最常被用來解釋 IPO 特殊現象的理

由，莫過於 IPO 公司與市場間的高度資訊不對稱。由於公司於 IPO
前無揭露公司經營資訊的義務，加上 IPO 公司的無形資產佔總資產的

比例高，因而造成公司與市場之間存在資訊缺口。由於資訊不對稱的

存在，因此使得 IPO 公司有機會操弄資訊，影響投資人的決策判斷。

因此，如何彌補資訊上的缺口，便成為鑑別企業體質時最重要的課題。 

(三) 體質訊號是降低資訊不對稱的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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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中，為消除資訊不對稱，多從訊號理論的觀點尋求解答，

透過具參考價值的訊號，來填補資訊上的缺口。因此，對存在高度資

訊不對稱的 IPO 公司來說，如能在企業體質鑑別的過程中加入有價值

的體質訊號，將有助提升體質鑑別模型的精確度。 

文獻指出，高聲譽中介機構為顧及聲譽資本，所以會對新上市公

司的體質詳細審核、如實報導。這點對有機會操弄資訊的 IPO 公司而

言格外重要。當市場上處於均衡狀態，體質佳的 IPO 公司僅會聘僱聲

譽佳的專業中介機構，反之，體質差的公司則會僱請聲譽較低的中介

機構，此時，IPO 公司所做出的僱請中介機構決策，將成為重要的體

質訊號。基於上述論點，本研究認為有需要在鑑別模型中加入專業機

構認證構面，以降低資訊不對稱的程度。 

(四) 除體質相關訊號外，為使企業體質的鑑別更加準確，有需要加入

有助描繪企業經營特徵的指標 

過去研究對 IPO 公司所提出的體質訊號雖有助於對 IPO 公司進

行體質鑑別，但本研究認為，體質訊號並沒有辦法讓體質鑑別者瞭解

公司實際的營運狀況。此外，對企業經營者而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

對企業價值驅動因子加以管理。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體質鑑別模型

中，除了應該加入體質相關訊號外，亦應納入與驅動企業價值相關的

因素，以提升體質鑑別的精確度。 

 
 
 
 



 17

第二節 無形資產相關文獻探討 
 

持資源基礎觀點的學者認為，經營績效的好壞根植於公司所擁有

的資源與能力(Barney, 1991; Penrose, 1959; Peteraf, 1993; Teece, 1980; 
Wernerfelt, 1984)。Barney(1991)認為，所謂好的資源與能力必須具備

「有價值性」、「稀少性」、「不可模仿性」以及「不可替代性」等四個

特質，唯有這些特質，才能為企業創造持久的競爭優勢。 

在知識經濟社會，企業價值的源頭，已逐漸從有形的廠房、設備，

轉移至看不見、摸不著的無形資產，其理由正是因為無形資產符合上

述四項特質。在當前無形資產的重要性已受認同的時候，各界也體認

到唯有有效的管理這些無形資產才能真正提升企業價值。因此如何精

確衡量和有效管理便成為這個領域所關注的課題。而近來新興研究領

域「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正是以此作為探討的核心。 

一、 智慧資本文獻回顧 

(一) 智慧資本的意涵 

智慧資本這個名詞最早是由經濟學家 Galbraith(1969)所提出，他

認為智慧資本並非單純的知識或智力，它還包含腦力的運用，這樣的

資產才能為企業創造價值。他還指出，公司市值與資產淨值間存在差

距的原因，就是源自這些無形的智慧資本。由於「智慧資本」一詞至

今尚未有完整、明確，且獲共識的看法，因此，以下將從特徵描述的

方式，闡明智慧資本的樣貌，並於最後，提出多位專家對智慧資本的

描述。 

1. 不具實體 

商業會計將公司的資產分為固定資產、流動資產、投資以及無形

資產等四類，前三項包含了土地、廠房、設備、存貨、原料、現金與

長短期投資等可以清楚衡量的有形資產，而第四項則包含了像智慧財

產權與公司商譽等沒有實體的資產。智慧資本理當歸屬於這個類別，

但侷限於會計原則，因此財務報表上所揭露的無形資產，並不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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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智慧資本。 

吳思華(2000)將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分為資產和能力兩個部份（表

2-1）。資產是指企業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量，其可分為有形資產與

無形資產。能力則是企業建構和配置資源的能力，包含組織能力和個

人能力。而智慧資本的主要範疇，應涵蓋無形資產以及個人與組織能

力。 

表 2-1  資源分類 
實體資產：土地資產、機器設備 有形

資產 金融資產：現金、有價證券 
資產 

無形

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利、著作權、已登

記註冊的設計、執照、契約/正式網路）、資料庫等 

個人

能力 

專業技術能力 
管理能力 
人際網路 

能力 
組織

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 
技術創新及商業化能力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料來源：吳思華(2000)，策略九說。 

2. 產權歸屬公司與員工 

從產權的觀點來看，智慧資本的產權只有部份歸屬公司，例如公

司的商標、專利權、商譽…等，這個部份是透過公司投資購買、創造

而來。另一部分智慧資本的產權則歸屬員工，例如員工的創意、與客

戶建立的私人關係。若以資產負債表的角度進行分類，產權歸屬公司

的部分應列入公司的股東權益，而產權歸屬員工的部份則列入負債，

因為產權歸屬員工的智慧資本並不會永遠留在公司，他會隨員工的離

職而與公司脫離，也就是說，這個部份的資產是公司向員工借的，而

給付員工的薪酬，可視為租借的利息支出。 

3. 結合知識與腦力激盪 

智慧資本的另一個特徵與他的生成有關，他是透過知識與腦力運

用的結合而來。就知識部份，來源包括員工自身以及公司過去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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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公司重要關係人，如顧客、供應商。這些知識，都需要透過員

工的腦力激盪，才能創造出適合公司運用的「資產」。從這點來看，

智慧資本的產生，有賴各組成要素間的互動。因此，了解智慧資本成

份間如何互動和生成亦是該領域的重要研究課題。 

以下是多位學者對智慧資本的描述。 

表 2-2  學者對智慧資本的描述 

學者 定義 

Stewart(1991) 

1. 智慧資本是指員工能為公司帶來競爭優勢的一切知識

與能力的總和。 
2. 智慧資本能用來創造財富、資訊、智慧資產及經驗。 
3. 智慧資本是組織所擁有的專利權、製程、技術、員工的

技術、顧客、供應商資訊及過去經驗的總和。 
4. 智慧資本應具備兩項特質：(1)整合可轉化的知識並保存

易流失的智識；(2)即時連結人與資料、專家等的知識體

系。 

Kaplan and 

Norton(1996) 

智慧資本為一種公司對顧客、供應商、員工、流程、科技

與創新的投資，以創造未來價值的一種經驗累積。 

Roos and 

Roos(1997) 

企業的智慧資本為所有員工的知識總合，並加上知識的實

際運用，例如品牌、商標和營運程序，它可用企業總價值

與財務價值的差距衡量。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 

智慧資本是一種對知識、實際經驗、組織技術、顧客關係

和專業技術的掌握，其可讓企業在競爭環境下享有優勢。

Ulrich(1998) 

智慧資本是員工能力與員工承諾的乘積，其隱含意義是企

業光有員工的能力並不代表企業擁有豐富的智慧資本存

量，還必須加上員工對公司的認同及向心力才算完整。 

(二) 智慧資本的重要性 

智慧資本之所以重要，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1. 智慧資本是競爭優勢的來源 

Ulrich(1998)認為現今社會中，知識工作日趨增加，加上智慧資

本是公司內部唯一會增值的資產，因此其價值亦日趨重要。在勞力與

資本密集的年代，勞動力與財務資本（如資金、土地、廠房）是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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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最關鍵的投入要素，但在各國逐漸放寬對勞動力與資金管制的

趨勢下，勞動力與資本的取得容易，因此失去資源基礎觀點所強調的

特質。相形之下，由於目前智慧財產權受到保護，使得模仿需付出更

高的成本，唯有創造新的知識才能為企業創造價值。因此，Hall(1992)
以及 Petty and Guthrie(2000)等學者均認為，無形資產是公司創造持久

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 

2. 所處組織生命週期越早，無形資產的比重越高 

若以組織生命週期對公司進行分類，則公司所處組織生命週期越

早，公司越無能力承擔有形的生產設備、廠房，所以相形之下，無形

資產的比重自然較高。因此對這些公司來說，無形資產的品質對公司

未來的發展便相當重要，楊朝旭 and 黃潔(2004)即發現，處在生命週

期早期的公司擁有較高比率的無形資產，且相較於較成熟的公司，這

類型公司的績效與無形資產存在顯著正相關。由於本研究是以新上市

公司作為研究的對象，而其多處於組織生命週期中的成長階段，因此

無形資產所佔比重亦多較高，所以鑑別新上市公司企業體質時，實有

需要對其無形資產的品質進行評估。 

3. 智慧資本彌補會計原則所帶來的缺憾 

公司市值與帳面值差距的擴大，已成為市場上的普遍現象。該現

象的成因，主要源自無形資產佔公司總資產的比例不斷擴大，但會計

資訊卻無法對這類型資產做詳細的紀錄。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規定：「向外購買之無形資產，應

按實際成本入帳，自行發展之無形資產，其屬不能明確辨認者，不得

入帳；其屬能明確者，僅可將之申請登記之費用做為專利權成本，研

究發展費用則應當作當期費用」，從上述內容可以得知，除非是透過

交易（如商譽），或是可透過專業鑑價而取得價值的資源（智慧財產）

外，其他像是公司本身所開發出來的技術或能力，則無法透過財務報

表揭露。 

在創新成為價值源頭的現在，會計原則上的限制使外界，甚至是

公司本身都無法精確的掌握公司的真實價值。對公司外部潛在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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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無法掌握公司真實價值將提升投資風險，提升折現利率，進而

造成過低的評價，甚至使其卻步。而智慧資本之所以重要，乃在於其

有透過價值驅動因子的闡述與公司揭露相關資訊，縮小資訊不對稱的

缺口，進而鼓勵投資人參與公司的投資。 

4. 智慧資本可引導策略制定 

為了持續擁有智慧資本，且使其發揮最大效益，公司需有計畫的

運用和發展有助價值提升的智慧資本元素，而這些均須從策略制定面

著手，對公司資源進行有效的配置，使公司得以發展出理想的智慧資

本組合。近來，已有學者從公司治理的角度切入，對公司治理與智慧

資本的關聯進行探討，並指出有利於智慧資本發展的公司治理架構

(Keenan and Aggestam, 2001)，而這就是智慧資本引領公司策略執行的

最佳引證。 

5. 智慧資本指標可做為薪資設定的依據 

實務上，財務指標是員工薪酬設定的重要準則，由於評估指標的

選定是根據策略而來，因此在指標的引導下，管理者與員工的行為將

以達成策略目的為依歸。但在會計原則的限制下，財務指標無法衡量

出公司智慧資本的組成與存量多寡，因而難以成為評估執行成功與否

的標記，進而也喪失了行動誘導的功能。因此，發展出適合的智慧資

本指標對員工薪酬的設定，將有相當大的幫助。 

透過上述五點，除了瞭解到智慧資本的重要外，從更積極的角度

來看，也代表有需要更清楚瞭解企業智慧資本的基本架構和衡量方

式，此舉除有助公司當局的內部管理外，也得以讓投資人對公司更加

瞭解，進而提昇公司價值。因為 IPO 文獻中曾指出，降低資訊不對稱

將有助降低投資人心中對公司的不確定感，使其必要報酬率下降，進

而提升他們對公司的評價。所以接下來，本研究將回顧過去學者對智

慧資本所提出的分類架構，以及相關衡量方式。 

(三) 智慧資本構成要素 

各界專家學者對於智慧資本的構成要素並無完全一致的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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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於 1999 提出看法，認為智慧資本應包含人力資本與結構資本，

除此之外，企業與外界的關係資本亦被視為構成要素之一。 

將人力資本納入智慧資本是各界專家普遍的共識，Barney(1991)
認為，人力資本是指公司內部員工之訓練、經驗、判斷、智態、人際

關係等。Brooking(1996)認為，人力資本是企業透過員工能力的發揮

所取得的資本，包括領導能力、解決企業問題、創新及組織重整等。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認為，人力資本包括人的知識、行為、經

驗及教育程度等可為企業創造價值之項目，此外，還包括人員互動、

員工教育及企業資源共享程度等要素。Stewart(1991)認為，人力資本

包含全部企業員工的知識、技術、能力、經驗及與企業主體之間的隱

性互動。 

從產權的歸屬來看，人力資本的產權是歸屬員工個人，而與人力

資本相異的則是公司的結構資本，他的產權歸屬公司。Stewart(1991)
認為，結構資本是企業內部的資本，且與人力資本不同，例如生產製

程、公司內部資料等，這些資本可為企業創造價值。不過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認為，結構資本應再細分為創新資本與流程資本，所謂

的創新資本，是指能為企業未來帶來獲利價值的項目，包括產品創

新、市場創新、設備及策略創新；而流程資本，則是指指企業內部有

助提升營運效率的相關程序與方法。 

至於關係資本，其產權歸屬則較難清楚定義，例如員工與顧客所

形成的關係資本即歸屬員工個人，但公司外界廠商所訂定的契約，則

歸屬公司。多數專家將關係資本的來源，設定在與上下游的關係基礎

上，例如 Edvinsson and Malone(1997)認為，關係資本是指與企業往來

顧客所建立的關係，而顧客包括客戶與供應商。Stewart(1991)認為關

係資本是指公司與客戶及供應商之間所產生關係程度。從上述描述可

以得知，關係資本的功能在於確保企業未來供貨與銷貨的穩定。本研

究認為，上面對關係資本的定義較為狹隘，從廣義的角度看公司的關

係資本，關係資本應該涵蓋與公司存在利害關係的個人或群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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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慧資本的衡量 

智慧資本是企業主要價值來源已獲共識的前提下，如何有效管

理，並從中為公司創造價值便成為這個領域的重要課題。而有效管理

的前提是能對這些無形的資本進行衡量，然而在執行上，卻有相當程

度的困難，這是因為智慧資本多為內隱知識，並無實體，因此使衡量

的準確度受到挑戰。此外，由於產業之間，以致於同一產業內的公司

具相當高的異質性（例如處於不同組織生命週期），因此驅動廠商創

造競爭優勢的要素也有所不同，因此更增加衡量指標發展的困難度。 

實務界和學界在這部分已有初步成果出現，例如平衡計分卡、斯

堪地亞智慧資本模型無形資產監測表、智力資本分類圖…等，此外，

有些研究以上述模型為依據，針對不同產業做深入探討，提出適用於

各產業的智慧資本分析架構，以及適用的衡量指標。例如

Johnson(1999)以即以軟體公司為對象進行探討，資策會(2001)亦對資

訊軟體業、硬體業、通訊製造業、創投業進行問卷調查，得出各產業

十大智慧資本衡量指標。以下是多位專家對智慧資本構成要素所提出

的衡量指標。 

表 2-3  智慧資本的衡量方式 

學者或企業 構面 衡量指標 

Stewart(1997) 人力資本 

1. 創新力：新產品或新服務的銷售額貢獻

程度 

2. 員工滿意度 

3. 員工年資 

4. 專業員工流動率 

5. 附加價值/專業員工 

6. 附加價值/員工數 

7. 兩年經驗內新人比 

8. 經理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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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智慧資本的衡量方式(續) 

學者或企業 構面 衡量指標 

結構資本 

1. 流動資本週轉率 

2. 新產品與服務上市時間 

3. 營收/銷售費用 

4. 營收/管理費用 

5. 營收/銷管費用 Stewart(1997) 

顧客資本 

1. 顧客滿意度 

2. 續訂購率 

3. 顧客忠誠度（留滯來往年資） 

4. 市場佔有率 

人力資本 

1. 個人的營業額 

2. 訓練經費佔營業額比例 

3. 從合作企業轉入/轉出的員工所佔比率

更新及 

發展資本 

1. 與新顧客的營業額所佔比率 

2. 研發經費 

3. 新產品的營業額佔總營業額比率 

4. 研發新產品的成功機率 

貝特利公司

(Battery) 

 

顧客及 

關係資本 

1. 市場佔有率 

2. 顧客滿意度指數 

3. 合作夥伴創造的營業額 

4. 間接供應商提供不良品的比率 

5. 顧客抱怨比例 

6. 與合作者共同研發的產品所佔比率 

7. 擁有ISO 認證的間接供應商所佔比率 

8. 關係維持時間長短/平均產品週期 

9. 由間接供應商創造的附加價值佔總體

附加價值的比率 

10.與間接供應商有關的品質成本佔總生

產成本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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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智慧資本的衡量方式(續) 

學者或企業 構面 衡量指標 

貝特利公司

(Battery) 
商業程序資本

1. 獲利/預定的獲利 

2. 品質成本/產品成本 

3. 不符規定的比率 

4. 配送時間的偏差異 

5. 產能的運用 

6. 資本的成本 

7. 營運資本比率（WCR）的成長 

8. 整體的生產能力/內部生產能力 

9. 執行例行公事的時間所佔比率 

10.投資資訊科技金額佔總體營業額的比

率 

斯堪地亞 

智慧資本報告 
財務焦點 

1. 總資產 

2. 總資產/員工數 

3. 營收/總資產 

4. 利潤/總資產 

5. 新業務營運的營收 

6. 新業務營運的利潤 

7. 營收/員工數 

8. 顧客時間/員工服務時間 

9. 利潤/員工數 

10.與市場平均比較下的業務損失率 

11.來自新顧客的營收 / 總營收 

12.市場價值 

13.資產淨值報酬率 

14.來自新業務的資產淨值報酬率 

15.附加價值/員工數 

16.附加價值/資訊技術員工 

17.對資訊技術的投資 

18.附加價值/顧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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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智慧資本的衡量方式(續) 

學者或企業 構面 衡量指標 

斯堪地亞 

智慧資本報告 
顧客焦點 

1. 市場佔有率 

2. 顧客數 

3. 年度銷貨/顧客數 

4. 損失顧客數 

5. 顧客關係平均持續時間 

6. 顧客平均規模 

7. 顧客評分 

8. 顧客訪問公司次數 

9. 花在訪問顧客的天數 

10.顧客數/員工數 

11.創造營收的人員數 

12.首次接觸到銷售完成的比率 

13.滿意顧客指數 

14.資訊技術投資/銷售人員數 

15.顧客的資訊技術熟悉度 

16.支援費用/顧客數 

17.服務費用/每年顧客數 

18.服務費用/合約數 

19.資訊技術投資/服務與支援人員數 

20.從接觸顧客到有銷售回應的平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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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智慧資本的衡量方式(續) 

學者或企業 構面 衡量指標 

斯堪地亞 

智慧資本報告 
流程焦點 

1. 管理費用/總營收 

2. 管理錯誤之成本/管理營收 

3. 額外支付的處理時間 

4. 合約範圍無失誤數 

5. 功能點數/員工每月數 

6. 網路容量/員工數 

7. 管理費用/員工數 

8. 資訊技術費用/員工數 

9. 資訊技術費用/管理費用 

10.管理費用/保費收入毛額 

11.資訊技術容量 

12.資訊技術設備的變化使用金額 

13.公司品質表現數（ISO） 

14.公司表現/品質目標 

15.資訊設備容量/員工數 

16.資訊技術表現/員工數 

17.未能持續使用的技術設備/資訊技術設備 

18.個人電腦與筆記型電腦數/員工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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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智慧資本的衡量方式(續) 

學者或企業 構面 衡量指標 

斯堪地亞 

智慧資本報告 
人力焦點 

1. 領導力指數 

2. 動機指數 

3. 授權指數 

4. 員工數 

5. 員工變動率 

6. 平均年資 

7. 經理人數 

8. 女性經理人數 

9. 員工平均年齡 

10.平均每年花在訓練上的天數 

11.熟悉資訊技術的員工數 

12.全職長、短期員工數 

13.全職長、短期員工平均年 

14.全職長期員工平均年資 

15.全職長期員工每年離職人數 

16.平均聘期 

17.全職長期員工每人每年的訓練、通訊以及支援

計劃的成本 

18.全職短期員工每年每年的訓練及支援計劃的

成本 

19.兼職員工和非全職約聘人員的人數 

20.經理人中擁有高等學歷的百分比：商科、理

工、文科 

21.50%以下之工作時間待在公司場所的全職長

期員工數；佔全職員工人數比率、平均每人每

年的訓練通訊、支援計劃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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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智慧資本的衡量方式(續) 

學者或企業 構面 衡量指標 

斯堪地亞 

智慧資本報告 

更新與 

開發焦點 

1. 能力開發費用/員工數 

2. 滿意員工指數 

3. 關係投資/顧客數 

4. 訓練時間比率 

5. 開發時間比率 

6. 機會比率 

7. 研發費用/管理費用 

8. 訓練費用/員工數 

9. 訓練費用/管理費用 

10.業務開發費用/管理費用 

11.四十歲以下員工所佔比率 

12.研發資源/總資源 

13.已掌握的生意機會 

14.顧客平均年齡 

15.顧客與員工來往的平均月數 

16.教育投資/顧客數 

17.直接與顧客每年平均聯繫次數 

18.非關產品費用/每年顧客數 

19.新市場開發投資金額 

20.結構資本開發投資金額 

21.升級到EDI系統金額 

22.EDI 系統的容量 

23.公司專利的平均年限 

24.尚未申請通過的專利數量 

25.低於兩年新產品佔全公司產品的比率 

26.研發費用投資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比率 

27.研發費用投資在產品設計方面的比率 

28.研發費用投資在應用方面的比率 

29.對新產品支援與訓練的投資金額 

30.電子資料交換（EDI）系統的價值 

31.資訊技術開發費用/資訊技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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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形資產相關文獻對本研究的意涵 

(一) 無形資產品質將影響企業未來資源的取得 

由於 IPO 公司的內部資源相對不足，所以無論是資金，或是技

術，都需要外界的挹注。因此，除了已經存在的合作關係外，企業仍

需要不斷的拓展新的關係資本，而公司此時所擁有的無形資產品質自

然成為重要的體質訊號，成為是否能吸引更多盟友參與投資與合作的

關鍵要素。 

對潛在合作對象或是投資人來說，他們的理想合作或投資標的，

自然是體質佳、具發展潛力的公司。所以當公司展現出較佳的經營實

力（如研發能力強）時，自然能吸引他們的目光，進而與公司的關係

資本累積形成正向循環。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在對資源相對不豐富

的 IPO 公司進行體質鑑別時，應對公司所擁有的無形資產予以評估，

因為這部分資產與公司未來發展有深切的關係。 

(二) 智慧資本領域的研究成果對如何評估企業無形資源、能力有相當

大的幫助 

目前智慧資本領域的相關研究成果，已對企業的無形資源與能

力，提出初步的分析架構與衡量指標，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建構企業

體質鑑別模型，對企業經營實力進行評估時，可藉助該領域當前的研

究成果，使體質鑑別的結果更具準確性。 

(三) 衡量指標的適用範圍確認 

由於智慧資本發展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對智慧資本進行有效的管

理，而有效管理的前提是可以衡量，因此，找出有利於管理的衡量指

標便成為重要的工作。衡量指標除需顧及是否利於實務上的使用外，

尚需確認衡量指標與智慧資本是否存在明確的關係。但由於經營環境

存在差異，因此指標的適用範圍便顯著相當重要。對本研究來說，釐

清指標的適用範圍便成為重要的任務之一，因此除了關切指標與體質

間的關係外，本研究亦重視指標的適用範圍，除了以製造業作為研究

的對象外，亦預期將製造業切割為高科技以及傳統產業兩類，在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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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中，對指標與體質的關係進行進一步的確認，以瞭解指標的適用

範圍。 

(四) 重要分析構面及衡量指標的確認 

智慧資本相關研究在尋找智慧資本衡量指標時，多以確認指標是

否可以衡量出 IPO 公司的智慧資本作為主要的目的，因此在驗證時，

主要是看衡量指標與智慧資本存量代理指標（市值指標）是否存在顯

著關聯。除了上述目的外，本研究亦希望從目前已發展出的無形資產

分析架構中，找出最有助鑑別 IPO 公司體質的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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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司治理文獻探討 

 

一、 公司治理的本質 

近來，公司治理受到相當高的重視，就目的而言，公司治理主要

是希望能夠提昇經營品質與公司的價值，但透過何種途徑完成，卻存

在不同意見。從代理理論的觀點來看，由於假設經理人和股東的目標

存在衝突，所以認為公司治理是對管理者的權利進行某些程度的牽

制。葉銀華, 李存修, and 柯承恩(2002)即認為，公司治理是指透過制

度的設計與執行，來提升策略管理效能與監督管理者的行為，藉以確

保外在投資者（小股東與債權人）應得的報酬，並兼顧其他利害關係

人的利益。世界銀行(1999)認為，從企業的角度來看，公司治理是在

符合法律與契約的規範下，平衡股東以及各種利害關係人間的利益，

以創造公司的長期利益。 

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代理理論觀點所提出的看法並未獲得一致

的支持，例如 Berger(2000)在其研究中發現，相較於傳統公司，美國

高科技公司相對較不注重董事成員的獨立性；Yoshimori(2005)比較美

系及日系治理系統，發現採非美系公司治理系統並不強調公司治理系

統的獨立性，但卻有較佳的績效（如豐田、佳能）。這些研究結果均

與代理理論所強調的獨立性觀點大異其趣。 

除代理理論觀點，學者亦從「家僕理論（stewardship theory）」
(Donaldson and Davis, 1991)、「資源相依理論」切入公司治理(Roberts, 
McNulty, and Philip, 2005)，對公司治理所應擔負的責任與工作提出看

法。這些觀點與代理理論的基本假設並不相同，例如家僕理論並不認

為經理人有自利動機，與股東間的存在利益衝突。相反的，該理論認

為經理人相當認真的為提升績效與創造公司價值而努力工作，公司績

效的好壞，完全在於組織是否給予完全的配合和支持。在這個理論

下，所謂的公司治理就不是對經理人進行監督，而是讓經理人更高的

權限，使其在工作崗位上作完整的發揮，進而提昇公司的營運品質和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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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有資源相依理論對公司治理進行詮釋，該理論是以權變

的角度切入公司治理機制的設計，該理論認為，公司治理應該配合公

司所處環境的需要，作最適配置，所以該理論在本質上並不認為有最

佳公司治理機制存在。 

就公司治理的分類而言，世界銀行(1999)將公司治理的架構區分

為內部機制與外部機制（圖 2-1），內部機制是指根據公司法、證券相

關法規與契約規範下所建構的各項機制，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及薪

酬制度等；而外部機制則可區分為法令與市場機制的規範，以及民間

私人部門兩部分。其中，民間私人部門除直接對公司當局進行監督

外，並透過對法規、市場的影響，來達成公司治理的目的。由於本研

究是以新上市公司的企業體質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認為，內部治

理結構的好壞與企業體質本身有相當大的關聯，而在內部治理結構

中，又以董事會結構和股權結構對公司的策略制訂與執行最具影響

力，因此，本研究對公司治理的探討，將以這兩個部分作為探討的核

心。 

二、 股權結構的探討 

(一) 經營者持股比率 

在公司治理議題中，股權結構是一個持續受到關注的分析構面，

理由是因為股權結構關係公司權力與利益的分配，因此對公司的營運

決策和表現有相當大的影響。由於經營者擁有公司內部資訊，且對企

業營運決策具影響力，因此經營者的持股多寡與企業體質間的存在顯

著的關係，因而受到高度重視。 

過去文獻對經營者持股比率與企業體質間的關係有相當多的探

討，因此對二者間的關係存在不同觀點。Jensen and Meckling(1976)
從代理理論出發，提出利益收斂假說（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認為當經營者的持股比率越高，企業的經營體質會越

好。主要理由是在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的情況下，由於經營者與所有

者的目標不同，因此經營者可能會做出侵害所有者權益的經營決策。

但當經營者的持股提升，則經營者的目標將與所有者趨於一致，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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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代理衝突的程度。Leland and Pyle(1977)則是從訊號發射觀點切

入，認為經營者持股與企業體質成正向關聯。理由是因為經營者對未

來專案計畫的品質最為了解，所以當他們的持股越高，代表他們越看

好計畫的前景，因此其持股比率可視為正向的體質訊號。Downes and 
Heinkel(1982)延續 Leland and Pyle(1977)的觀點，對 1965 至 1969 年

間 297 家新上市公司進行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內部人員的保留持股與

企業價值成正相關，因此印證 Leland and Pyle(1977)的觀點。 

 

 

 

 

 

 

 

 

 

 

 

圖 2-1  世界銀行提供之公司治理架構 
資料來源：World Bank, 1999, Corporate Governance: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Overview, p.5. 

內部 外部

股東大會 

董事會 

中層管理 
（核心功能） 

管理

經營 

管理

經營 

報告 

管理當局 

利害關係人 

民間私人部門 法規、規定 

專業標準 
法律 

行政規範 

（專業機構） 
 

 會計師 
 律師 
 信用評等機構 
 投資銀行 
 財經媒體 
 投資顧問 
 研究機構 
 公司治理分析人員 

資金部門 
 

 債務 
 權益 

市場機制 
 

 競爭因素與產

品品質 
 外國直接投資 
 公司控制權 



 35

對於經營者持股與企業體質的關係，有學者持負面看法，認為經

營者持股越高，越有可能損害公司的體質(Jensen and Ruback, 1983)。
理由是因為當經營者持有的股權越多，越有能力與其他外部股東或外

部控制市場抗衡，此時，公司經營者沒有遭到撤換的顧慮，所以有可

能做出違背公司股東權益的經營決策，損害公司的經營體質，該論點

稱為職位鞏固假說（entrenchment hypothesis）。 

除持正負面看法外，第三種觀點認為經營者持股與公司經營體質

間的關聯不大，例如 Fama(1980)認為，外部市場（管理人才市場、產

品市場）的效率性才是決定公司績效的關鍵因素，因為在市場具效率

時，公司股價即能充分反映公司的經營績效，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會

運用各種壓力來迫使經營者重視股東價值極大化的目標，使其努力為

股東創造價值。Demsetz(1983)和 Demsetz and Lehn(1985)認為，公司

會在監督成本和代理成本間取得平衡，並依需要調整公司的股權結

構，因此內部人持股多寡與企業體質的關聯不大。 

Morck, Shleifer, and Vishny(1988)在研究中則發現，管理者股權與

Tobin’s Q 間並非呈現單純的線性關係。當管理者持股比例介於 0%～

5%時，管理者的持股比例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作者推論這是因為

他們在董事會中的投票權低，所以需藉由績效的提升來獲取股東的支

持；當管理者持股介於 5%～20%時，管理者持股與公司價值呈負相

關，他們認為這可能是源自管理者自利的行為；而當管理者持股比例

大於 25%後，又再出現正相關，作者則以利益趨近假說的觀點推論。

McConnell and Servaes(1990)、Wong and Yek(1991)及 Hermalin and 
Weisbach(1991)等的分析結果亦出現類似的結果。在台灣，Sheu and 
Yang(2005)則發現，在電子產業中，經理人的持股越多，對公司生產

力的提升越有幫助。 

(二) 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率 

對於機構投資人在公司治理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學界存在不同的

看法，有些學者認為機構投資人有能力擔負監督公司管理當局，因此

當他們的持股越高，對公司績效的提升越有助益。有學者指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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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並無誘因擔任監督公司當局的角色。更有學者認為，機構投資

人在自身利益的考量下，有可能做出降低公司價值的行為。以下將對

各觀點進行說明。 

支持機構投資人具監督角色的學者認為，機構投資人在資訊的取

得上較具效率，因此當他們的持股比率越高，就越會對公司營運進行

監督，畢竟，高持股將使他們自身與公司間的利益更為緊密。雖然學

者認為機構投資人多不願直接干涉公司營運，並以出脫持股表達對公

司的不滿，但高持股比率將抑制他們出脫持股的誘因，因為這麼做，

將會壓低股價，造成他們更大的損失(Coffee and Black, 1994; Pound, 
1988; Rajgopal, Venkatachalam, and Kotha, 2002) 。 Rajgopal et 
al.(2002)、Chung, Firth, and Kim(2002)）的研究結果發現，當公司的

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越高，管理者的盈餘管理行為將會減少。Kao, 
Chiou, and Chen(2004)發現，股權抵押雖對公司經營績效有負向影

響，但當機構投資人的持股比率越高，兩者間的負相關就會下降。

Kor(2006)對醫療相關 IPO 公司的實證結果發現，機構投資人對研發

支出有正面影響，因此證明機構投資人並不是短視投資者。 

另有學者認為，機構投資人並不具有監督公司當局的誘因，理由

在於機構投資人交易頻繁，並且對其投資組合中的公司股權持有期間

短，因而對公司進行監控的意願較低(Bhide, 1993)。Pozen(1994)認
為，除非公司經營績效不彰，否則在實務上，機構投資人多以出脫持

股表達對公司經營績效的不滿，而非主動涉及公司經營。Webb, Beck, 
and McKinnon(2003)認為，基於以下理由，機構投資人沒有誘因對公

司進行監督：第一，為能影響公司決策，機構投資人必須取得更多股

權，但此舉對將形成更高的成本；第二，由於存在資訊取得成本，在

成本節省的考量下，機構投資人多存搭便車心態，仰賴市場分析師所

公布的資訊。第三，機構投資人的持股具流動性，所以相較於銀行所

持有的債權，機構投資人在面臨公司績效不佳時，仍較傾向出脫持股。 

Pound(1988)在其所提出的三個假說中，有兩個假說（第二與三）

認為機構投資人持股越高將對公司價值造成傷害。第二個假說（利益

衝突假說）認為，當機構投資人與公司有業務往來時，機構投資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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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其在董事會的力量支持願意與之配合的管理者，此時，公司的價

值可能因此遭到損害；第三個假說（策略聯盟假說）認為，當機構投

資人意識到與公司當局合作能為自己帶來更大的利益時，其將選擇與

公司合作而不顧，甚至是侵害其他股東的權益。此外，Duggal and 
Millar(1999)發現，機構投資人常以短期績效作為投資的考量，因而

傾向否決有利公司長期發展的計畫，進而損害企業的體質。 

針對學者對機構投資人與企業體質間關係的不同看法，有學者依

據機構投資人的投資策略對其進行區分，試圖整合上述觀點。例如

Bushee(1998)發現，雖然機構投資人的持股比率越高，公司採取短視

研發投資策略的機會較低，但如果當中採積極投資策略（高股權週轉

率）的機構投資人的比例越高，則公司採取短視投資行為的機會也會

明顯增加。Hsu and Koh(2005)觀察不同類型機構投資人對公司盈餘管

理的影響，結果顯示，短期機構投資人與盈餘管理有正相關，而長期

投資人則對盈餘管理有抑制效果。 

(三) 外部董事席次比例 

在台灣，董事會是公司治理中最重要的環節 (Solomon, Lin, 
Norton, and Solomon, 2003)，主要是因為董事會在公司營運過程中扮

演多重角色。van den Heuvel, Van Gils, and Voordeckers(2006)彙整過去

文獻，整理出董事會的主要功能包括控制與服務兩大部分（表 2-4）。 

表 2-4  董事會的主要功能 

任務類型 服務 控制 
建立組織聲譽 選新管理者 
網絡和關係維持 確認管理責任 
對管理者建議 決定管理者的薪酬 
制定核准公司策略 督導繼任問題 
資源取得 極大化公司價值 

任
務
內
容 

 評估管理者績效 

傳統上，董事會被視為公司營運的監督者，因此對董事會的獨立

性有較高的需求。所以持監督觀點的學者會認為外部董事席次的比率

越高，越有助於提升經營績效。Daily and Dalton(1992, 1993)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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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即支持該觀點。 

但也有學者認為，董事會的功能不僅止於監督，更包括對公司提

供專業服務的功能。如 Lorsch and MacIver(1989)即認為董事會的功能

之一是對 CEO 提供意見； Boyd(1990; Pfeffer and Salancik)等持資源

依賴觀點的學者，認為董事會具引介外部資源，降低外部不確定性的

功能。Daily, McDougall, Covin, and Dalton(2002)認為，以資源依賴觀

點來解釋新創公司董事會在公司績效上所扮演的角色較為適當，即董

事會為公司提供資源取得的途徑。van den Heuvel et al.(2006)對中小型

家族企業 CEO 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 CEO 多半認為中小家族企

業董事會所提供的服務功能較為重要。 

Berger(2000)發現，相較於傳統公司，美國高科技公司的董事會

較不注重董事成員的獨立性，但董事成員卻具有高度的專業，由此可

知，至少對美國高科技公司而言，公司對董事成員的專業服務需求，

更勝於他們對能提供的監督功能。Yoshimori(2005)比較美系及日系治

理系統，發現採非美系治理系統的公司並不強調治理系統的獨立性，

但這些公司（豐田、Cannon）卻有相當好的績效。作者並認為，外界

很難判斷董事成員是否具有獨立性，即使名義上真的具有獨立身份，

但 CEO 仍可透過各種方式來利誘、減損董事的獨立性。Long, 
Dulewicz, and Gay(2005)比較非管理職董事對上市與未上市公司的貢

獻，發現這類型董事對未上市公司的貢獻較大，且工作多著重在策略

發展、財務監控、股東溝通，較不對管理者進行監控，且不涉及管理

者任免、繼任計畫，以及薪酬設定。 

對持服務功能重於監督功能的學者來說，他們就會認為外部董事

的 席 次 比 例 不 宜 過 高 ， 例 如 Kesner and Johnson(1990) 與

Yermack(1996)認為，內部董事對經營狀況擁有較多的資訊，因此在

問題的察覺及決策的效率上較外部董事具有優勢。Certo et al.(2001)
發現，具獨立角色的外部董事與 IPO 期初股價報酬呈正相關，代表市

場並不認同外部董事在 IPO 公司所扮演的角色。 

上述文獻因外部董事角色不同，因而對外部董事席次比例與公司

績效之間的關係持相反看法。但有學者認為，外部董事與公司績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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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無顯著相關存在，如 N. Brennan(2006)即認為董事成員的工作與

公司績效間基於合理性缺口（ reasonableness gap）與績效缺口

（performance gap），因此不存在必然關係，所謂合理性缺口是指預

期是否合理，例如董事與股東的風險態度不同，因此董事不見得會為

股東權益作最大努力；此外，董事會的有些角色，可能對公司績效有

負面影響。而績效缺口則是指董事會因權力有限、無法對每日營運進

行監督，因而無法確實達成其任務。 

Miwa and Ramseyer(2005) 根據 Demsetz and Lehn(1985)的想

法，推論在競爭環境下，董事會中的外部董事比重應隨環境需求而有

各公司不同的最佳比率，而董事會結構和公司績效之間，理當沒有任

何關係存在，即使有也純粹是偶然。而他們對日本公司進行實證的結

果發現，外部董事越多的公司，並沒有顯著較外部董事少的公司有較

佳的績效。 

三、 公司治理文獻回顧對本研究意涵 

(一) 公司治理對企業營運具顯著影響 

單從上述對董事會及股權結構的探討即可發現，公司治理與企業

營運存在密切關係，因為公司治理結構除涉及權力與利潤的分配外，

亦對企業策略的制訂、營運的方向對規劃，營運成果的監督有顯著影

響。所以實有需要對公司治理以及其與企業體質的關係作更深入的探

討。對新上市公司的體質鑑別而言，實有需要對這些公司的公司治理

進行評估。 

(二) 需對新上市公司的內部公司治理機制與企業體質間的關係作進

一步確認 

雖然董事會和股權結構對公司營運有重要關聯，但從上述文獻亦

可發現，過去對內部治理機制與公司體質間的關聯並無一致的結果，

針對這些結果，學界也提出不同觀點予以解釋。對本研究而言，由於

是以新上市公司作為體質探討的對象，因此有需要對各機制在這類型

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作進一步的推論和驗證，以瞭解哪些觀點較適合對

新上市公司的內部公司治理機制進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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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從代理理論觀點出發的公司治理機制提出質疑 

在學界，以代理理論發展的公司治理一直是該領域的主流路線，

並且從近年來不斷爆發的地雷股事件來看，代理問題似乎是公司治理

所積極想要解決的課題，但代理理論在公司治理上的發揮，主要是根

植於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因此，公司上市前的內部公司治理狀況，

勢必與一般上市公司有所不同。所以本研究將透過對公司上市前的公

司治理與體質的關係進行驗證，以瞭解代理理論在這類型公司的實用

程度。 



 41

第四節 專家訪談分析 

 

本研究透過專家訪談的方式，徵詢製造業及投資界專家對首度上

市公司企業體質評鑑模型建構，以及企業體質對公司經營績效影響之

看法，而表 2-5 是本研究對訪談結果與其對本研究意涵的彙整。 

表 2-5  訪談分析結果與對本研究的意涵 

訪談發現 對本研究意涵 

1. 企業體質是個籠統的概念，所

以在分析上存在相當高的難

度。此外，專家意見亦建議縮

小研究範圍。 

企業體質是一個常被提及的

名詞，為避免專家間的觀念差異

影響研究結果，因此本研究以長

期股東價值最大化作為評估體質

的根據，並以以 AHP 分析模式來

探討哪些因素與企業體質存在明

顯關聯最為適當，因為 AHP 分析

法為多準則評估模式，適合處理

多面向，且具屬質特性的研究問

題。 

2. 專家認為，「人才」是企業體

質好壞最重要的根源，所以在

鑑別企業體質時，應將之納入

評估之列，其次則是產品技

術，特別是產品的更新速度。

在智慧資本的分析構面中，

包含人力資本以及創新構面，其

中，人力資本即是對員工的認知

能力、知識、專業技術進行評估；

而創新資本則涉及公司的創新能

力，專家所提及的技術更新速度

即與公司創新能力有相當大的關

聯。因此本研究認為，上述兩個

構面即涵蓋了專家所提及的重要

體質元素。所以本研究將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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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領域所發展出的分析架構，

對 IPO 公司的經營實力進行評

估，使鑑別的結果更臻至完善。

3. 專家認為，員工流動性可反映

公司領導人的領導能力和公

司內部的士氣。 

在人力資本的概念下，員工

流動率高代表員工從工作中累積

相關專業知識、經驗的時間較

短，因此是人力資本的負面指

標。而專家從組織氣氛的角度切

入該指標所代表的意涵，更提升

該指標對企業體質的重要性。因

此，本研究預期該指標對企業體

質而言是相當重要的體質鑑別指

標。 

4. 雖然各界對公司在 IPO階段所

揭露的資訊（如公開說明書的

內容）存在質疑，但專家認

為，財務報表、公開說明書等

資訊皆經過專業人士審核，所

以其內容仍具有相當高的參

考價值。 

雖然過去學者指出，由於公

司與市場存在資訊不對稱，因此

對 IPO 公司而言，存有資訊操弄

的空間。但專家指出，公司上市

的審核是由許多專業人士進行把

關，因此能夠通過審核的公司相

關資料，勢必也具有相當高的參

考價值。因此在本研究所建構的

企業體質鑑別模型中，財務相關

以及其他在公開說明書中所揭露

的資訊仍會是重要的體質評估。

5. 業界專家認為，與 IPO 公司管

理當局直接接觸、溝通，是瞭

解該公司企業體質的重要方

式。 

一般投資人並不容易在 IPO
階段與該公司進行直接溝通。但

本研究認為，由於公司所聘請的

會計師、承銷商有機會與公司作

近距離接觸與合作，因此，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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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機構所透露出的資訊將有助瞭

解企業的體質。 

6. 產業的競爭程度越高，越會迫

使企業提昇其企業體質，否則

很容易遭到淘汰。 

本研究將分別針對高科技產

業與非高科技產業，進行企業體

質對短期股價表現與長期經營績

效之關聯探討。 

7. 由於承銷市場競爭激烈，因此

專家認為承銷商並不會篩選

合作顧客。 

雖然專家認為，承銷商不會

對客戶品質進行篩選，但本研究

認為，這點仍無損於承銷商聲譽

對企業體質的訊號效果，因為即

使承銷商不會對客戶進行篩選，

但 IPO 公司卻希望尋找配合意願

高的承銷商，特別是體質不佳的

公司。而會計師的聘僱決策也是

相同的道理。 

此外，雖然平均而言，處於

競爭市場上的承銷商不會有選客

的行為，對高聲譽承銷商為維持

其市場領導地位，加上其業務胃

納量有限，因此理當會挑選對其

聲譽與利潤的提升最有幫助的承

銷案，而這也讓聲譽訊號所隱含

的企業體質內涵更加紮實。 

8. 業界專家指出，對高科技公司

來說，像 ROA 這樣以帳面總

資產作為分析基礎的經營績

效指標有失公允。理由是這類

型公司的無形資產比例較

除高科技公司外，處在組織

生命週期較早階段的公司，也存

在無形資產比例較高的現象。因

此對本研究而言，由於是以 IPO
公司作為探討的對象，因此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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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在對經營績效進行評

估時，ROE 將處在較高的順

位。 

對總資產報酬率這類指標的分析

與解釋。此外，專家的意見提醒

本研究在選取企業體質代理變數

時，應深入代理指標的本質，以

避免偏誤的發生。 

9. 專家認為，台灣機構投資人的

投資行為存在從眾現象，即大

家會追尋高聲望機構投資人

的投資決策，將資金投注在有

高聲望機構投資人參與投資

的未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

已獲得高聲望機構投資人的

認證，因此這些跟隨者需承擔

的風險也相對較輕。 

雖然機構投資人在公司治理

構面中，被視為較有效率的監督

者，因此認為機構投資人的持股

越多，越能督促管理當局努力工

作。而從專家所提出的觀點可以

得知，機構投資人的持股比率高

低代表他們對該公司的體質信心

程度，這些信心在某個層面上，

是墊基於高聲望機構投資人對該

公司體質的認證，所以本研究認

為，機構投資人的持股比率亦可

視為企業體質的訊號。 
10. 專家認為對投資未上市公司

的投資人來說，由於技術主

要掌握在經營者的手中，所

以在資金投入公司之後，其

對公司經營當局的議價能力

便隨即降低，除非公司有再

增資的需求，否則投資人將

面臨相當高的代理衝突。此

時，即使是機構投資人，他

們對公司當局的干涉能力仍

然有限。  

從上述結果可以發現，當經

營者的持股越低，這些於上市前

即參與投資的公司股東即面臨更

嚴重的代理問題。基於這個理

由，這些股東（特別是機構投資

人）就越有誘因要求經營當局做

出短視的決策，以提升上市承銷

價，讓這些股東得以在上市後順

利出脫持股。所以對本研究而

言，觀察經營者於上市前的持

股，將有助瞭解管理者努力提昇

公司價值的誘因，以及股東在決

策上所可能施予的壓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