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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董事會的監督功能因為最近多起公司治理失敗案例而再度受到重視。在公司

治理架構中，董事會代表股東監控管理階層，是公司內部監督的一環。一般認為，

董事會應具備四大功能：(1)於公司例行經營管理之外，獨立行使監督權；(2)肩

負考核高階管理階層之責任；(3)負責公司策略及財務績效之稽核監控；以及(4)

維持企業價值及倫理，防止操弄股價、掏空公司資產。因此，董事會的監督功能

可以降低代理問題（Hermalin and Weisbach, 2003）。 

董事會活動可能對其功能的執行有效性產生重大影響。Lipton and Lorsch 

(1992)指出，外部董事最普遍的問題在於缺乏時間執行其職責。因此，增加董事

會的會議次數將提高董事會的有效性。Vafeas (1999)發現，公司績效的下滑將導

致更活躍的董事會活動。隨著公司股價的下跌，董事會的開會次數將超常增加；

而且，隨著董事會開會次數的超常增加，企業的經營績效將上升。Vafeas 的研究

支持，頻繁的董事會會議是董事會針對企業經營困難的事後監督，有助於公司績

效的改善。 

為了更有效地實行對管理階層之監督，董事會必須定期檢查董事會與管理階

層之權力分配，防止管理階層的控制，董事會會議成為董事會發揮監督功能的可

用機制之一。我國「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規定，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

開一次。但董事會開會的頻率程度應取決公司的具體情況，尚可能受到下列因素

的影響：(1)討論的議題性質：若須討論的問題眾多且繁雜，則開會次數便會增

加；問題少，開會次數也自然較少。(2)董事人數多寡：當董事人數少時，隨時

都可召開會議，但人數較多時，就較費周章，開會次數可能相對較少。(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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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響開會次數之因素，如董事會組成、公司績效、公司規模、特定事件及所

屬產業等。 

一般而言，規模較大的企業營運活動較複雜，決策內容可能也較為複雜，必

須透過較多的董事會會議溝通協調。Conger, Finegold and Lawler III (1998)認為，

董事會會議是改善董事會效能的重要機制，尤其在外部董事席次逐漸增加的董事

會結構下，外部董事必須透過會議了解企業營運情況，以有效監督管理階層(e.g., 

Byrne, 1996; NACD, 1996)。這些研究指出，董事會開會次數愈頻繁，愈能以股

東利益為考量以履行他們的責任。我們也可以透過董事報酬來觀察董事會的監督

活動，Ryan and Wiggins (2002)發現，較獨立的董事會的報酬較高，尤其是股份

基礎獎酬（equity-based compensation），且較高的報酬可能強化監督的有效性。

Vafeas (1999)以董事會開會次數代表董事會監督機制的強度，當董事會開會次數

隨著監督活動的需要而增加時，則不良的經營績效會隨著董事會開會次數的增加

而獲得改善。 

也有研究指出，總經理的任期會影響董事會的開會次數。隨著總經理任期的

延長，董事會對於總經理的能力可給予更多的信賴，且總經理也會要求更多的權

力（CEO power），董事會的監督功能因而削弱（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 

Hermalin, 2005）。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 and Bebchuk, Fried, and Walker 

(2002) 發現，總經理的權力與董事會獨立性間具有負相關，而與總經理任期有

正向關係。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也發現，隨著總經理任期的多次延展，

總經理具有更大的能力去影響新任董事的提名，而與董事會間存在更多的協議能

力。因此總經理任期合約的每一次更新，都會減弱董事會的監督機制，且總經理

的任期與董事會開會次數存在反向關係。支持相同的觀點，Ryan and Wiggins 

(2002) 發現，總經理的任期與董事報酬存在顯著關聯性，使董事報酬對股價表

現績效的敏感度下降，將會減弱董事對管理階層的監督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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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股權高度分散的企業，仍有可能存在董事會監督效果不佳的問題。在股

權高度分散的情況下，董事通常由與總經理存在網絡關係的人士所組成，管理霸

權理論（managerial hegemony theory）認為，董事會忠於選任他們的經理人，且

仰賴管理階層提供資訊。Shivdasani and Yermack (1999)發現，總經理透過提名程

序影響董事的選任，當總經理參與董事會新成員的選任時，企業會選擇較少的外

部董事而選任較多的灰色董事。 

董事會活動頻率研究的爭論集中在董事會活動次數多寡是否真正與其工作

效率一致。目前存在兩種不同的觀點：一是認為經常會面的董事擁有足夠的溝通

和交流機會，將對公司日常經營管理的問題進行充分的探討，有助於改善公司的

經營管理質量，也能加強對管理階層的監督和約束，並且支持董事會的監督活動

能增加公司價值（Brick and Chidambaran, 2007）。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於董事

會議程多由總經理制定（Jensen, 1993），且繁瑣的日常事務佔用了大部分的會議

時間，而使外部董事對管理階層執行有效控制的機會減少。因此，Jensen 認為，

董事會應扮演救火隊的角色，而非主動的改善公司治理。 

企業醜聞及董事會的監督不足，促成沙氏法（Sarbanes-Oxley Act）的通過，

制定新規定以支持董事會的獨立性及更有效的治理。但董事會有權決定聘用或解

雇總經理，因此總經理的任期與董事會之職能息息相關。目前我國大部分的實證

研究多著重於董事會組成及外部董事所扮演的角色，為了更深入瞭解董事會對管

理階層的監督效能，本研究探討影響董事會開會次數的決定性因素，以分析董事

會會議的舉行，是否與總經理特性、董事會特性及公司財務特性有關。 

我國企業的特色之一即為家族型結構，加上公司治理結構不健全，造成上市

公司普遍存在股權過度集中的現象，董事與監察人又常屬於同一血親或存在裙帶

關係。Claessens, Djankov, and Lang (2000)指出，東亞九國的企業，1通常由控制

                                                 
1 東亞九國包含：日本、台灣、香港、南韓、新加坡、泰國、馬來西亞、菲律賓與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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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成員擔任董事長或總經理，幾乎完全掌握公司的重大經營決策，因而缺乏內

部的制衡力量。以 2004 年博達案為例，董事會共有五席董事，其中包含董事長

葉素菲、董事長之弟葉孟屏及博達的財務主管，而且自博達科技成立開始，葉素

菲便一直兼任總經理職務，使得內部監督機制無以發揮，終導致弊案的爆發。另

以 2007 年的力霸案為例，董事會、監察人內部化與家族化比重平均達四分之三，

董事會會議又經常由王又曾一人主導，形成「一言堂」。根據力霸案起訴書，力

霸常編造會議記錄，並未實際進行董事會會議，造成董事會無法發揮監督制衡的

力量。此外，隸屬力霸集團的公司，其高階經理人也多由王氏家族成員擔任，任

期亦長，如表 1-1 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基於國內企業之特性，本研究納入總經理之控制家族色彩，進一步分

析總經理特性、董事會特性及公司財務特性與董事會開會次數之關係是否受到影

響。 

  

                                                 
2 王令可於 1999 年 10 月 6 日開始擔任中華商銀之經理人（財務部經理）。 

表 1-1 力霸集團各公司之高階經理人及任期 

職稱 王氏家族成員 任期  

東森集團總裁  王令麟  2003/6-至今  

東森集團總經理 廖尚文  1994/8-至今  

嘉食化總經理  王令一  1994/12-2007  

中國力霸總經理 王令楣  1993/12-至今 

中華商銀副總  王令可2 

王令僑  

2001/10-2007/7 

2005/10-2007/7  

友聯產險總經理  王事展  1985/9-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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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董事會是企業經營的最高執行機關，身負代表股東監督管理階層的重任，有

權決定高階經理人的聘用或解雇，故董事會是公司治理的重要內部機制。總經理

負責企業策略及經營活動之執行，應對其經營績效負責，但隨著總經理任期的增

加，因而可能削弱董事會的監督功能（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 Hermalin, 

2005; Ryan, Wang and Wiggins, 2007）。因此，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並

以董事會會次數為董事會監督強度之衡量變數，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探討，總

經理任期對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之影響。 

 基於代理理論，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被認為有球員兼裁判之情形，董事

會的監督功能將無法有效發揮（Jensen and Fama, 1983）。因此，本研究第二個研

究問題探討，董事長身兼總經理對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之影響。  

 總經理持股比例愈高，因其財富與公司價值緊密連結，將增強總經理追求公

司價值最大化的誘因，減輕代理問題，進而降低董事會對總經理的監督強度

（Vafeas, 1999）。因此，本研究之第三個研究問題，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

象，探討總經理持股比例對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之影響。 

相關研究指出，董事會規模會直接影響董事會的決策效率，大規模的董事會

會降低董事會功能的發揮（Jensen, 1993）。Yermack (1996)研究結果顯示，公司

價值與董事會規模呈現顯著負相關，當董事會規模愈大，董事會運作效率愈差，

公司價值愈差。因此，本研究之第四個研究問題探討，董事會規模對董事會監督

活動強度之影響。 

總經理可能因績效不彰而發生非自願性異動，而前一年度的經營成果亦可能

影響董事會今年度的監督強度。Vafeas (1999)及 Ryan et al. (2007)都發現，前一年

度的財務績效顯著反向影響董事會本年度的監督活動。因此，本研究之第五個研

究問題探討，前期財務績效對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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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獨特的家族企業結構下，控制股東藉由推派家族成員擔任董事或總經

理職務以維繫其實質控制力。林秀鳳及李建然（2008）發現，控制股東家族參與

管理與企業價值呈顯著負相關。然而，控制家族參與企業經營管理，對董事人選

適任性及董事會監督效能均產生影響，當控制家族參與經營程度愈高，企業的內

部治理監督機制將愈難發揮功能（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Fan and Wong, 2002; 

Leuz, Nanda and Wysocki, 2003）。因此，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並以董

事會開會次數為董事會監督強度之衡量變數，本研究另行納入總經理是否屬於控

制家族成員之議題，並進一步探討，相對於總經理是否屬於控制家族成員之情況，

前述五項關聯性是否有所改變。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臚列如下： 

1. 總經理特性是否為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之影響因素？ 

2. 董事會特性是否為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之影響因素？ 

3. 公司財務特性是否為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之影響因素？ 

此外，本研究基於國內企業具有控制家族色彩的特色，依照總經理是否屬於

控制家族成員之情況，將樣本分成兩組，再度針對前述五點研究問題，分析總經

理的控制家族色彩對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與前述各變數間之關聯性是否會有所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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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論文架構 

本論文共分五章，各章說明如下： 

第一章緒論 

說明本論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研究問題，最後敘述論文架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 

首先探討董事會功能，接著探討董事會功能之相關理論，最後探討影響董

事會監督效能之實證文獻。 

第三章研究方法 

依據相關文獻發展各項研究假說，建立相關實證模型，變數的定義與衡量，

最後說明樣本選取與資料來源。 

第四章實證結果分析 

分析樣本資料之基本敘述性統計，並報導及探討相關實證結果，以檢視是

否支持研究假說。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彙整本研究之結果，並說明相關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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