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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彙整與本研究有關的理論與實證文獻。第一節討論董事會功能，第二節

討論董事會功能之相關理論，第三節討論董事會監督職能之決定性因素。 

第一節 董事會之功能 

董事會對全體股東負有信託義務，肩負公司經營成敗的重責，其主要任務為

(1)制定公司重大決策；(2)選任高階經理人以執行管理事務；(3)提供建議；(4)評

估經理人績效，並撤換不適任之經理人（Lorsh and MacIver, 1989）。 

「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認為，董事會的主要功能為審查並指引

公司策略、監督業務之執行、高階經理人之挑選與監督，以及確保公司之會計與

財務報告系統等。並要求董事會處理公司事務時，作出公正、客觀的判斷，且董

事會中應有足夠的外部董事行使獨立評斷的職權，以面對有利害關係衝突之虞的

情況。此外，為有效執行董事會的功能，董事會成員應有足夠的時間、有權即時

取得精確的資訊，以履行其職責。 

Zahra and Pearce (1989)認為，董事會同時扮演服務、策略及控制的角色：服

務即是與外界建立良好的關係，以幫助管理階層籌措資金；策略即是根據其專業

及經驗，指導管理階層選擇最佳策略；控制係指董事會有權任免高階經理人，衡

量其營運績效以決定薪酬補償制度，以及監督高階經理人之自利行為以確保公司

成長與股東利益。董事會透過執行其控制功能，讓高階經理人與股東的利益一致，

以極小化代理成本並保護股東利益（Mizruchi, 1983）。 

Johnson, Daily and Ellstrand (1996)提出，董事會的功能為控制、服務，以及

資源依賴：服務係提供總經理及高階經理人適當的建議，並制定策略；資源依賴

即是幫助企業獲取關鍵的資源。因此，董事會主要的功能可歸納為控制（監督）、

服務（策略），以及資源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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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董事會功能之相關理論 

一、代理理論（Agency Theory） 

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離，提供經營者依照自利原則行使權力的機會。因此，

當經營者追求自身利益而損害股東利益時，因代理關係所產生的利害衝突，稱為

「代理問題」。 

代理理論主張須約制經理人的自利行為，而董事會是減輕經理人與股東間代

理問題而存在的內部監控機制（Fama, 1980; Zahra and Pearce, 1989）。董事會所

要執行的功能為，監督經理人自利行為，制訂高階經理人的補償制度以為誘因，

並確保股東財富最大化。因此，代理理論認為，控制功能是董事會最重要的功能

角色。 

董事會對經理人的監督強度，隨著對董事會成員的激勵不同而有所差異。因

此，激勵是有效監督的重要工具。代理理論認為，董事會的獨立性是董事會實施

有效監督的首要激勵（Weisbach, 1988）。Fama and Jensen (1983) 提出，董事會

中有較多的外部董事能使董事會更有效地監督和管理經理人的自利行為。

Weisbach (1988)探討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在監督管理上的差別。其研究支持，內

部董事對董事會運作的瞭解，結合外部董事的獨立性，將使董事會更有效地監督

管理階層，並替換不適任的經理人。 

董事報酬亦為激勵董事有效監督經營者的關鍵機制。透過董事持股作為對董

事的報酬激勵，使董事的利益與股東利益趨於一致，提高監督管理者的誘因。 

二、管家理論（Stewardship Theory） 

 管家理論主張，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是一種無私的信託關係，經營者會以股

東利益最大化原則行事。Donaldson (1990)認為，總經理對自身尊嚴、信仰以及

對工作滿足感的追求，將促使他們努力經營公司，或作好公司資產的好管家。 

管家理論強調董事會組織結構的雙重性，認為執行董事應充分參與董事會，

並賦予執行董事更大的權限來影響公司決策。因此，管家理論認為，董事會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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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數的執行董事構成，且董事長與總經理兩職結合，以實行決策治理與決策

控制的統一，將有利於企業適應瞬息萬變、競爭激烈的市場環境，進而提高企業

的經營績效。 

三、資源依賴理論（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資源依賴理論視董事會為企業與外部環境之重要界面，可及時提供經理人資

訊，獲取關鍵性資源，並提升企業在社會之合法地位，幫助企業獲取效率目標及

改善經營績效（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根據資源依賴理論，企業為避免資

源獲取的不確定性，將傾向於與其他相關企業建立連鎖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

網絡關係。透過建立連鎖董事關係，企業可以互相利用資源、協調關係、獲取資

訊，將有利於董事會效率與企業經營效率的提升。 

 Daily and Dalton (1994)與 Daily (1995)指出，董事會的資源依賴角色，是小

公司或家族企業成功的重要因素。此外，資源依賴理論強調董事會可作為總經理

及其他高階經理人的顧問及諮詢對象，提供經營意見而影響公司策略的規劃與執

行（Baysinger and Hoskisson, 1990）。因此，根據資源依賴理論，董事會具有策

略、服務與資源依賴之功能，其目的在於提供總經理營運諮詢、協助策略規劃，

並與外界接觸，降低外部環境之不確定性，以獲取重要經營資源。 

四、管理霸權理論（Managerial Hegemony Theory） 

 管理霸權理論認為，董事會成員會忠誠於選任他們的經理人，且因對企業缺

乏了解，須仰賴高階經理人提供經營管理的資訊。因此，董事會是消極的監督機

制（Kosnik, 1987）。Baysinger and Hoskisson, 1990, Baysinger, Kosnik and Turk, 

1991 的實證研究結果皆發現，外部董事無法有效監督經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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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董事會監督職能之決定性因素 

董事會為公司業務之最高執行機關，並負有監督管理階層之責任。Fama 

(1980)、Fama and Jensen (1983)發現，董事會扮演內部控制機制及監督管理階層

的重要角色，具有解決代理問題之機能，且董事會功能之良窳與董事會組成有關。

董事會之組成包括董事會規模及成員類型，如董事會人數、董事持股比例、內外

部董事比例、質押比例等。國內外許多研究從總經理特性、公司治理特性及公司

財務特性等不同層面來探討董事會功能是否有效發揮其職能之重要影響因素。以

下將過去研究結果整理如下： 

一、總經理任期與董事會監督職能 

在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離的公司特性下，股東與管理階層之間是委託代理關

係。一般認為，市場存在一種自動矯正的機制，即更換績效表現不佳的管理階層，

使管理階層與股東的利益保持一致。 

當公司經營狀況不佳時，對董事而言，最重要卻困難的決定之一為是否解任

總經理，尤其在總經理任期很長的情況下。總經理的任期係受績效表現影響或有

其他因素考量，為公司治理上的重要議題。當公司治理運作良好時，總經理會因

其績效表現而決定留任或解任，但公司治理運作不佳時，總經理不會因其績效表

現差而遭替換。因此，分析總經理遭解任的風險，為觀察公司治理運作是否有效

的方法之一。 

過去研究認為，總經理發生異動的可能性終究會隨著其任期的增長而降低

（Goyal and Park, 2002），主要基於下列二種理論： 

(一) 總經理權力（CEO Power）理論 

公司法雖規定，公司董事應由股東會選任，但實務上，股東所投票的候選人

名單係由總經理決定。總經理權力理論認為，董事會與總經理之間存在博弈行為，

董事會能否有效監督總經理須看他們之間的博弈結果。因此，支持總經理權力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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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觀點的學者認為，總經理透過投資選擇或董事會挑選，會逐漸增強其對董事會

的影響力，故總經理遭解任的風險會隨著其任期增加而降低（Brookman and 

Thistle, 2009）。Salancik and Meindl (1984)發現，總經理任期可能會正向或反向影

響總經理的異動。隨著總經理任期增長且愈接近退休年齡，總經理任期與其異動

間呈現顯著正相關；或者，隨著總經理於公司任職的時間增長，將建立權力基礎，

進而顯著反向影響總經理異動。Shleifer and Vishny (1989)支持，總經理會選擇較

有利於管理的投資決策，這些投資決策不必然會增加公司價值。透過投資選擇，

現任總經理需要時間來完成投資，讓現任總經理較潛在替換人選，更具有價值，

以降低遭替換的可能性。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實證結果支持，總經理基

於其自覺能力（perceived ability）而獲得與董事協議的籌碼，而且總經理透過介

入董事會成員之選任，以增強其協商能力，造成董事會無法有效監督。此外，該

研究也發現，當總經理能力被明確了解，董事會愈信任總經理時，董事會監督強

度將降低。 

Almazan and Suarez (2003)則發現，對某些公司而言，允許總經理獲得額外

的私人利益，較提供清楚的獎酬水準更能節省成本，因此，此類公司之股東，願

意接受較不積極的董事會，使總經理的任期較長。 

在總經理權力假說下，隨著時間的經過，總經理協議能力會愈來愈強大。當

總經理遭解任的風險降低時，總經理較無動機讓股東價值及公司價值最大化。 

(二) 配對理論（Matching Theory） 

配對理論支持，總經理之任期取決於其與公司間的配對程度，與公司配對程

度較差的總經理將快速地離開公司，相對地，配對程度較高的總經理會留下。此

理論暗示著危險函數呈現倒 U 型，換言之，因配對程度低的總經理會快速被替

換，故最初總經理遭替換的風險是增加的，但終究將找到配對程度高的總經理，

其任期將會較長，且遭替換的風險降低（Jovanovic, 1979; Allgood and Farrel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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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模型說明，總經理與公司間的配對程度提高，將使總經理遭解任的風險

降低，而企業績效也會因高配對程度而增加。因此在配對理論的假設下，替換風

險的降低，對公司價值有正向影響（Almazan and Suarez, 2003）。 

二、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與董事會監督職能 

 董事長與總經理職位是否應有不同人擔任，存在不同的理論觀點： 

(一) 代理理論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的公司型態下，代理問題係指高階經理人與股東間的

利益關係問題，加上經營者與所有者的資訊不對稱，讓經營者作出自利行為。董

事會是防止代理人的敗德行為和逆向選擇而存在的內部監督機制。因此，為了有

效發揮監控總經理的功能，代理理論認為，董事長與總經理兩職應有不同人擔任，

以維護董事會監督的獨立性與有效性。 

支持代理理論的學者認為（e.g., Jensen and Fama, 1983; Dalton and Kesner, 

1987; Lipton and Lorsch, 1992），兩者由同一人兼任會造成球員兼裁判的現象，使

公司領導階層結構缺少獨立性，董事會容易受到總經理引導，反而使監督權力集

中在管理者手上，降低董事會監督高階管理階層的有效性，造成董事會的監督功

能將無法有效發揮。Jensen (1993)亦指出，因某些公司的董事會文化是不允許衝

突的，在這些公司決策過程中，大部分是由總經理決定議程，並提供資訊給董事

會，因此，總經理身兼董事長之公司，其代理問題可能會比較嚴重。而且由同一

人兼任兩種職位時，公司的績效表現會較差（e.g., Pi and Timme, 1993; Baliga et al., 

1996; Rechner and Dalton, 1991）。 

Goyal and Park (2002)以 1992 年至 1996 年間發生總經理變動的 455 家美國

上市公司為樣本及同期間未發生總經理變動的 823 家公司為控制樣本，檢驗董事

會監督管理階層的能力是否受兩職兼任的影響。實證研究顯示，總經理因績效而

異動的敏感度在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的公司明顯弱於兩職分離的公司。因此，

董事和總經理兩職兼任，將使總經理的權力膨脹，導致董事會獨立性的喪失而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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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其監督作用，從而使董事會無法有效辭退績效表現較差的經理人。 

(二) 管家理論 

管家理論認為，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是無私的信託關係，經營者會以股東利

益最大化原則行事。管家理論主張，影響經理人績效良窳的主要原因乃在於治理

機制能否給予經理人適當的權限，而非監督和控制的防弊措施是否周全（Davis, 

Schoorman and Donaldson, 1997）。因此，管家理論贊同董事長與總經理兩職應有

同一人兼任，強大的領導權有利予提升決策的效率，從而提高企業經營績效。 

Brickley, Coles and Jarrell (1997)支持管家理論觀點，他們認為，總經理與董

事長兩種職位的分離可能產生監督董事長的成本、總經理與董事長間資訊共享費

用以及總經理的激勵成本，這些成本將抵消總經理與董事長職務分離所產生的監

督優勢。因此，董事長兼總經理可提升公司決策的效率，有助於減緩股東與管理

階層之間的潛在利益衝突，減少董事會與管理階層間的可能交易費用。  

(三) 資源依賴理論 

 資源依賴理論認為，董事會是一種管理外部變數和減少環境不確定的機制，

不是制衡總經理的監督機制。有效的董事會會隨著環境而改變，環境的不確定性

是影響董事會結構及其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董事長與總經理是否由不同人擔

任，應取決於企業所面臨的環境之不確定性。孫秀蘭（1995）實證結果發現，總

經理與董事長是否由不同人擔任與企業經營績效無關。Vafeas (1999)及 Ryan et al. 

(2007)的研究結果發現，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對於董事會的監督效能並無顯

著影響。 

三、股權結構與董事會監督職能 

(一) 利益一致假說（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 

當經理人持股比例愈高時，對於企業價值損失所需承擔的部分也愈大，使經

理人與公司的利益愈趨於一致，將減少經理人管理不當的行為，有效降低代理問

題（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1）。當董事會成員的持股比重不高時，由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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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與公司價值連結度不高，其對管理階層監督的意願相對薄弱；但若持股比重

超過某一臨界水準後，隨著利益連結程度的深化，董事會成員在追求個人財富極

大的動機下，會有較高的誘因監督管理階層的行為與決策（Morck, Shleifer and 

Vishny, 1988）。 

Vafeas (1999)選取 1990 年至 1994 年期間，《Forbes》雜誌排名前 350 大企業

為研究對象，利用 OLS 及 2SLS 方法研究發現，經理人持股比例與董事會活動

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此結果支持，積極的董事會及高比例的經理人持股皆有助

於讓經理人與股東的利益一致，但此兩種監督機制是反向關聯，因此互為替代機

制。McConnell and Servaes (1990)認為，內部人持股比例是重要的控制機制，與

企業價值呈現正相關。國內文獻部分，葉銀華及邱顯比（1996）指出，台灣上市

公司之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之關聯性，符合利益一致假說。因此，董監事持股比

例愈高，與外部股東的利益愈趨於一致，董監事會有較強的監督及自律意識（王

萬成, 2004）。 

關於機構投資人持股，效率監督假說認為，相對於散戶，機構投資人較注重

投資基本面分析，投資期間也比較長，並且會選擇公司治理較有效率之公司來投

資。此外，機構投資人基於自身風險的考量，並藉由集中股權且具有較完善的專

業技術與能力，往往會對董事會之監督功能有較高的要求。Sharma (2004)認為，

當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較高時，可對公司發揮較強的監督機制，亦可減少舞弊事

件的發生。 

(二) 利益掠奪假說（Entrenchment Hypothesis） 

 利益掠奪假說認為，經理人持股比例增加時，將擁有足夠的表決權來謀求自

身利益，並削弱相對控制權對他的監督約束力，作出「反接管行為」或「反監督

行為」（Gordon and Pound, 1993）。若股權愈集中於董事會或少數的內部董事手中，

此種反接管行為成功的可能性愈大，反而可能形成較高的代理風險，導致公司價

值降低（Jensen and Ruback,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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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 et al. (1997) 以 1985 年至 1988 年美國 S&P 註冊董事會及總經理為研

究對象，利用 Logit 廻歸分析，探討股權結構與總經理因績效而更換的關係。該

研究發現，經理人持股與總經理更換機率間呈負相關，當總經理持股小於 5%時

或大於 25%時，更換機率與績效間有顯著負相關；當經理人持股介於 5%到 25%

時，兩者間有顯著正相關。Denis et al.推論，經理人持股比例高會造成董事會較

難解任績效不佳的總經理，係因為：(1)較高的經理人持股可能導致權力集中於

高階經理人手中（Morck et al., 1988b）；(2)較高的經理人持股會影響內部監督效

能（Hirshleifer and Thakor, 1994）。國內上市公司，由於總經理多半身兼董事身

份，當總經理持股比率又較高時，將愈有能力在董事會中阻止董事會撤換自己的

決策（陳慧慧，2003）。 

四、董事會規模與董事會監督職能 

根據代理理論與組織行為學，規模相對較小的董事會更有利於提高治理有效

性。Lipton and Lorsch (1992)指出，許多董事會的功能紊亂，是由於董事會人數

的增加所造成，他們推測，即使董事會的監控能力會隨著董事會規模的增大而增

加，但由此所產生的成本（如決策效率低）也將超過其利益。Jensen (1993)也主

張，董事會的規模過大，易造成開會時意見分歧，無法達成共識之情況，使管理

階層有機會擺脫董事會的監督控制。因此，董事會規模過大將加劇代理問題。

Singh and Harianto (1989)研究結果顯示，高階經理人的影響力會隨著董事會規模

而呈現先減後增。換言之，隨著董事會規模擴大，監督、控制功能健全，管理階

層的影響力會隨之下降；但當董事會規模擴大到一定程度，董事間可能會發生意

見分歧，而讓高階管理階層成為重要的協調角色。Ryan et al. (2007)實證結果顯

示，董事會規模顯著負向影響董事會的開會頻率。其研究結果支持，規模較大的

董事較難整合，導致較嚴重的代理問題。 

五、董事會獨立性與董事會監督職能 

內部董事在公司任職，可擁有較多的資訊以限制管理者之行為，達到嚴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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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之作用，但也可能與管理者相互勾結，做出不利於股東之決策。外部董事不直

接受制於控股股東和公司高階經理人，且考量自身的職業聲譽，所以獨立董事有

足夠的動機去監督公司高階經理人的日常經營管理行為，對於公司事務進行獨立

判斷，進而提升董事會對管理階層監督的有效性。因此，目前普遍相信，由外部

且獨立的董事掌控之董事會，相較於由內部董事所掌控之董事會，往往較能發揮

獨立監督之角色，有效監督約束管理階層，及解任不適任之管理階層，對於降低

代理問題發揮實質功能。 

Denis, Denis and Sarin (1997)實證結果發現，由外部董事掌控董事會的公司，

績效表現與總經理更換間的關係更強烈。Cotter, Shivdasani and Zenner (1997)指出，

外部董事需要更多的董事會會議來強化他們監督管理階層的能力，因此外部董事

的席次與董事會活動的程度有正相關。 

但也有學者發現（Vafeas, 1999），董事會的開會頻率與外部董事的設置、總

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不存在關聯性，此結果不支持外部董事及獨立的董事長能

改善董事會監督功能的論點。Hermalin and Weibach (1998)則認為，董事會之組

成，例如董事會的獨立性，是總經理與董事協商後的結果。 

六、董事兼任情形與董事會監督職能 

獨立董事的忙碌程度對監督之影響，有兩種不同之見解。「聲譽效果」論點

認為，外部董事的獨立性依賴於其聲譽，故這些忙碌獨立董事因珍惜自身較佳的

聲譽，會積極從事監督。Fama (1980) and Fama and Jensen (1983)研究指出，外部

董事的兼任情況可以增加其聲譽，是影響外部董事獎酬的重要因素。Ferris, 

Jagannathan, and Pritchard (2003)研究結果發現，外部董事平均兼任數與企業績效

間存在正向關聯，他們並認為，選任一位忙碌的外部董事，因為其經驗及聲譽，

對股東而言是好消息。 

但媒體 Financial Week (2/23/2009)報導，3花旗集團（Citigroup）、麥格羅希爾

                                                 
3 “Directors at troubled companies overbooked, research firm claims”, February 2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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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出版公司（McGraw-Hill）及美林證券（Merrill Lynch）的部分董事，因兼任

太多其他公司的董事職位，4在 2007 年 7 月至 2008 年間選舉新任董事時，得到

異常高比例的反對票，如 McGraw-Hill 的 Mr. Bischoff 得到 38.6%的保留票

（withhold votes），5 Citigroup 的 Richard Parsons 得到 30.6%的保留票，而擔任

Xerox 的董事長兼 CEO、Citigroup 及其他兩家公司董事的 Anne Mulcahy，在

Citigroup 董事選任中，得到 23.3%的保留票。因此，在「監督效果」論點下，獨

立董事因兼職過多，以致於無充裕時間監督公司營運，會降低其監督效率，反而

有害公司治理的品質。 

Vafeas (1999)實證結果發現，平均兼任董事數與董事會活動存在顯著正相關，

表示外部董事的聲譽能提升董事會活動的強度，但兼任數若超過三席以上，可能

削弱其監督能力。Beasley (1996)發現，會計舞弊發生的可能性與外部董事平均兼

任的董事數之間有顯著正關聯。Core, Holthausen, and Larcker (1999)實證亦支持，

忙碌的董事會給予 CEO 過高的薪酬，並且造成公司績效不佳。Jiraporn, Davidson, 

DaDalt and Ning (2008)分析，董事兼任狀況對董事會會議出席之影響。實證結果

顯示，兼任愈多董事席次之忙錄董事，愈常於董事會會議中缺席，且兼任席次數

與公司績效存在反向關聯。 

Fich and Shivdasani (2006)以 1989 年至 1995 年《Forbes》雜誌排名的前 500

大企業為研究對象，最終樣本為 508 家公司，3,366 筆觀察值，固定效果廻歸方

法分析忙碌的外部董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其實證結果發現： 

(1)忙碌的外部董事比例較高的公司有顯著較低的市值帳面率（約 4.2%）。 

(2)忙碌董事會的公司有較低的資產報酬率、資產周轉率及銷貨報酬率。 

(3)績效表現較差的公司，較可能選任兼任三家以上公司董事之外部董事。 

(4)在績效表現較差的公司，兼任三家以上公司董事之外部董事較其他外部董事，

                                                 
4 LCL 定義，”unusually high degree of overboarding”係同時服務四家以上公司之董事會。 

5 「投票保留 (vote withheld)」讓股東對於股東會上的議案持保留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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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可能辭任其董事職位。 

(5)在不忙碌的董事會下，當所屬產業績效（industry-adjusted performance）下滑

50%時，CEO異動的可能性增加3.52%；但在忙碌外部董事主導的董事會型態下，

CEO 異動的可能性只增加 0.59%。而在不忙碌且獨立的董事會型態下，當所屬產

業績效下滑 50%時，CEO 異動的可能性增加 6.94%；但在忙碌外部董事主導的

獨立董事會型態下，CEO 異動的可能性只增加 1.5%。 

林宗輝、蔡彥卿（2007）分別以裁決性應計數原始值及其絕對值兩種衡量做

為盈餘品質的代理變數，探討獨立董事兼職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實證結果顯示，

不論採用裁決性應計數原始值或其絕對值作為盈餘品質之代理變數，實證皆發現

當公司聘任較忙碌之獨立董事時，公司較會從事增加盈餘之盈餘管理，而且有較

大的盈餘管理幅度，亦即公司之盈餘品質較差。該研究結果顯示，忙碌獨立董事，

或許有較好的專業知識、經驗與名望，但受限於時間、精力等因素，可能因分身

乏術而無法發揮積極監督之功用，該研究支持「監督效果」之論述。 

七、公司特性與董事會監督職能 

Brick and Chidambaran (2007)以 1999 年至 2005 年間的 4,298 個觀察值為研

究對象，使用 2SLS 的混合廻歸方法（pooled regressions）及固定效果廻歸方法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s），分析董事會及委員會的監督活動強度對企業價值之

影響，該研究以董事會年度開會次數取自然對數、獨立董事人數與董事會開會次

數的相乘項取自然對數，作為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的代理變數。研究結果顯示，

企業績效、企業特性、公司治理特性及特定事件，如併購、財務報表重編，皆是

影響董事會監督活動的重要因素： 

(1)監督活動代理變數與前一年的所屬產業報酬和前二年的所屬產業報酬之間有

顯著的反向關係。 

(2)固定效果廻歸結果支持，所屬產業的 Tobin Q 增加，董事會監督程度亦提高。

因為當公司 Tobin Q 增加時，公司的投資機會亦會提高，而需要更多的董事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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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3)監督活動代理變數與企業複雜度存在顯著的正向關聯。 

(4)混合廻歸結果支持，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與股東權利程度（G-index）之間存

在顯著正相關。 

(5)當自由現金流量水準愈高，為降低特權消費（perquisite consumptions）問題，

則需要更多的監督。 

(6)實證結果支持，併購活動及調整過去年度盈餘對董事會監督程度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 

Vafeas (1999)則發現，公司前一年度的績效表現會顯著負向影響董事會活動，

且績效表現不佳會使本年度的董事會開會次數異常高，而異常高的董事會活動後，

經營績效會得到改善。但 Ryan et al. (2007)提出不同的觀點，當公司績效表現不

好時，董事會開會次數會增加，但不論是總經理任期較長的企業或任期較短的企

業，在異常高的開會次數後，績效並無改善。 

企業特性部分，企業規模、複雜度及策略都會影響董事會的監督活動。Ryan 

et al. (2007)實證結果顯示，企業規模及企業的部門數皆對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有

顯著正向影響，而當公司策略性活動愈多時，董事會開會次數也會愈多。 

表 2-1 彙總本研究相關的文獻，說明各研究之探討主題及主要研究發現，表

2-2 並進一步彙總各研究所採的重要變數，提供本研究主要文獻基礎，作為後續

研究假說發展與變數使用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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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與本研究相關文獻之彙總 

研究者 探討主題 重要結論 

Goyal and Park 

(2002) 

董事會領導結構與

總經理異動 

(1)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之公司，總經理因績效

表現而發生異動的敏感度較低。 

(2)總經理任期愈長，總經理發生異動的可能性愈低。

Coles et al. (2001) 治理機制與經營績

效之關聯性 

(1)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與 EVA 呈顯著正相關。

(2)總經理任期與董事會組成之相乘項，與 MVA 間存

在顯著負向關係。 

(3)總經理任期與總經理持股比例、董事會持股比例

呈顯著正相關。 

(4)總經理任期愈長，收到的股份基礎獎酬愈多。 

(5)總經理任期與董總雙元性間呈顯著正相關。 

Adams (2003) 董事會之職責 (1)平均而言，董事會致力於其監督職責。 

(2)公司規模較大之董事會，面臨較多環境的不確定

性，相對較不致力於其監督職責。 

(3)多角化企業之董事會，相對較致力於其監督職

責。。 

(4)成長中公司的董事會較致力於策略制訂職責。 

Fich and Shivdasani 

(2006) 

忙碌董事會能否有

效監督？ 

(1)非自願性的總經理異動與公司經營績效有顯著反

向關聯。 

(2)當總經理持股比例高或總經理屬於控制家族成員

時，發生非自願性異動的可能性降低。 

(3)愈獨立的董事會，績效與異動的關聯愈強烈。 

(4)當外部董事愈忙碌時，績效與異動的關聯會顯著

降低。 

Tsai et al. (2006) 台灣家族企業與非

家族企業之總經理

任期 

(1)家族企業的總經理異動顯著較低，且與經營績效

呈反向關係。 

(2)總經理持股與董事會持股與家族企業之總經理任

期間無顯著關聯性。 

Laux (2007) 董事會獨立性與總

經理異動 

董事會獨立性愈高，總經理愈可能發生非自願性異

動，且會得到愈多的資遣費。 

Ryan et al. (2007) 總經理權力與董事

會監督 

(1)總經理任期與董事會開會次數呈顯著負向關係。 

(2)企業績效較差之公司，董事會開會次數較多，但

研究並不支持超常的開會次數有助於改善績效。 

Brookman and 

Thistle (2009) 

總經理任期、終止

風險及企業價值之

關聯 

總經理任期會隨著經營績效及總經理酬勞呈顯著正

相關，而與董事會監督程度呈顯著的反向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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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董事會成員監督功能之決定性因素 

 總經理特性 董事會特性 股權結構 財務特性 公司特性 

研究者 異

動 

任

期

控制

家族

成員 

薪酬

水準

董事

會 

規模 

獨

立

性 

忙

碌

程

度 

股份

基礎

獎酬 

總經

理持

股比

例 

大股

東持

股比

例 

經

營

績

效 

企

業

價

值 

規模、

複雜度

特定事件

ex:併購、報

表重編等 

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 

V     V  V       

Vafeas (1999)     V  V  V  V V   

Ryan et al. (2007) V V V  V   V V V V  V V 

Brick and 

Chidambaran (2007) 

   V V V     V V V V 

Jiraporn, Davidson, 

DaDalt and Ning 

(2008) 

    V V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