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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董事會負考核高階管理階層之責任，有權任免總經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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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會

議成為董事會發揮監督功能的可用機制之一。本研究以董事會開會次數作為衡量

董事會監督活動的強度，探討影響董事會監督效能的決定性因素。本章首先依據

相關文獻發展各項研究假說，其次建立相關實證模型、變數的定義與衡量，最後

說明樣本選取與資料來源。 

第一節 研究假說 

一、總經理任期對董事會監督強度之影響 

代理理論指出，董事會獨立性是決定董事會監督有效性的關鍵之一（Fama 

and Jensen, 1983; 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Fama and Jensen (1983)主張，獨

立外部董事被授權以選擇、監督、考核與獎懲管理階層，減輕管理階層和股東之

間的利益衝突。在聲譽激勵機制的約束下，獨立外部董事因其較高的客觀性將更

能有效地行使監督職能，以降低代理成本。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發現，

董事會的獨立性則依賴董事會與總經理之間的談判博弈。隨著總經理任期愈長，

總經理對選任董事成員之影響力將愈大。其研究結果支持總經理權力理論，董事

會的獨立性將隨著總經理任期的增加而削減。 

此外，Ryan and Wiggins (2002)則發現，總經理任期顯著影響董事酬勞，使

董事酬勞較不受到股價表現的影響，而使董事積極監督管理階層之動機降低。總

經理權力理論認為，隨著總經理任期的延長，董事會對於總經理的能力將給予更

多的依賴，且總經理也會協議出更多的自治權力，導致董事會的監督制衡水準會

隨之下降（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 Hermalin, 2005）。本研究預期總經理任

期將降低董事會監督活動的強度，故形成研究假說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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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總經理任期較長之公司，其董事會監督強度較低。 

二、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對董事會監督強度之影響 

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對於董事會監督有效性的影響，存在代理理論

（Jensen, 1993）及一元化領導結構（Brickley et al.）兩種對立的觀點。代理理論

認為，董事長與總經理由不同人擔任，可遏制總經理主導董事會成員之情形發生。

Jensen (1993)指出，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將使權力過度集中於一人身上，造

成總經理進行決策時，可能僅考量自身利益或決策思慮不夠周延。Fama and 

Jensen (1983)亦主張，將管理決策與控制決策集中在一人身上將降低董事會監督

管理階層的有效性。Goyal and Park (2002)實證結果顯示，總經理因績效而異動

的敏感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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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實證結

果支持，總經理及董事長兩職位的結合將導致領導權缺乏獨立性，降低董事會監

督的有效性，而使董事會較難辭退不適任的總經理。 

但是，Brickley et al. (1997)則認為，脫離一元化領導結構（unitary leadership 

structure）會使企業花費過多成本，造成企業對誘因連結機制（incentive-alignment 

mechanisms）投入較少的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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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代理理論，並考量監督、管理與實際經營未實際分離對董事會監督強度

的影響，本研究預期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將降低董事會監督活動的強度，故

形成研究假說 H2： 

H2：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之公司，其董事會監督強度較低。 

三、股權結構對董事會監督強度之影響 

根據利益一致（convergence of interest）假說，總經理的股權結構亦為監督

機制的一種。Morck, Shliefer, and Vshny (1988) and McConnell and Servaes (1990) 

指出，內部股權為最重要的控制機制。當經理人持股比重超過某一水準後，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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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程度的深化，經理人在追求個人財富極大化的動機下，會有較高的誘因最大

化公司價值，且董事會活動將被高比例的內部股權所取代。Vafeas (1999)發現，

管理階層股權比例與董事會活動有顯著負向關係。表示當管理階層股權增加，將

讓管理階層與股東利益愈趨一致，有效降低代理問題。換言之，管理階層股權與

董事會的活動都可減少代理成本，但這兩種監督機制是負向關係。 

本研究以董事會開會次數作為董事會監督管理職能強度之代理變數，預期總

經理持股比例與董事會開會次數為替代的監督機制。因此形成研究假說 H3： 

H3：總經理持股比例較高之公司，其董事會監督強度較低。 

四、董事會規模對董事會監督強度之影響 

基於代理理論與組織行為學，有些學者（e.g., Lipton and Lorsch, 1992; Jensen, 

1993）認為，當董事會規模愈大時，溝通協調的工作比較難進行，且會變得較無

效率，容易導致董事會的效率低下、功能不彰。 

因此，董事會會議的召開會因成員規模愈大，協調困難愈高，而使會議的頻率

減少。Ryan et al. (2007)研究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與開會次數存在顯著反向關

係，支持規模大的董事會較難有效協調的論點。基於前述文獻，本研究預期董事

會成員愈多的公司，其董事會會議的安排與協調將愈困難，故形成研究假說 H4： 

H4：董事會規模較大之公司，其董事會監督強度較低。 

五、財務績效對董事會監督強度之影響 

總經理可能因過去績效表現良好，增加公司價值，而繼續留任於公司，使其

任期增長。Vafeas (1999)研究結果顯示，董事會活動與企業前期的經營績效間，

存在顯著反向關聯性，亦即當企業前期績效表現較佳時，董事會可能降低對管理

階層之監督強度。Ryan et al. (2007)亦發現，前一年度的資產報酬率與董事會開

會次數間，存在顯著的反向關聯性。因此，本研究預期，前期財務績效將反向影

響本年度董事會的監督強度，形成研究假說 H5： 

H5：前一年度財務績效較好之公司，其董事會監督強度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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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家族經營管理下，對研究假說 H1 至 H5 之影響 

台灣企業多具有家族特性，除家族成員往往握有決定性的股權外，並且常任

職公司的管理階層（Yeh, Lee and Woidtke, 2001）。Schulze, Lubatkin, Dino and 

Buchholtz (2001)指出，家族經營之公司中，家族成員持有大部分的股權，且總經

理屬於控制家族的成員，將讓總經理與公司利益一致；此外，因為經營權與控制

權的結合，資訊能在家族成員中流通、分享，進而降低資訊不對稱的問題。因此，

家族經營可減少代理成本，董事會也將降低對總經理的監督強度。 

Tsai, Hung, Kuo and Kuo (2006)以 63 家家族控制的台灣上市公司及 241 家非

家族控制的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此兩種公司型態下，總經理任期與公

司經營績效之關聯性。該研究發現，家族企業的總經理發生異動的可能性顯著較

低，且與經營績效呈顯著負相關。研究結果表示，總經理屬於家族成員已是充份

的動機，讓總經理致力於追求公司利益最大化，因此較不需要解雇總經理。該研

究亦發現，總經理持股、董事會持股與家族企業的總經理任期無顯著之關聯性。

因此 Tsai et al.認為，家族企業的監督機制在於其家族控制，而非董事會持股比例，

且代理理論不適用於台灣的家族企業。 

Ryan et al. (2007)之研究結果則顯示，不論公司總經理是否屬於家族成員，

總經理任期都會顯著負向地影響董事會開會次數，但總經理非屬家族成員時，其

係數較大。該結果隱喻，總經理屬於家族成員之公司，總經理與股東利益連結程

度較高，代理成本相對較低，因此總經理任期與董事會開會次數間的關聯性較薄

弱。本研究預期，當總經理為控制家族成員時，總經理任期與董事會開會次數間

的關係，會較總經理非屬於家族成員時之關聯性為弱，故形成研究假說 H1a：  

H1a：相較於總經理屬於控制家族成員之公司，總經理非屬控制家族成員之

公司，其總經理任期與董事會監督強度之關聯性較強。 

本研究預期總經理之控制家族成員色彩，將影響總經理特性、董事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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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財務特性等決定性因素與董事會開會次數之關聯性，但本研究對其影響方面

不予預期，形成研究假說 H2a 至 H5a： 

H2a：總經理的控制家族成員色彩，將影響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與董事

會監督強度之關聯性，影響方向不予預期。 

H3a：總經理的控制家族成員色彩，將影響總經理持股比例與董事會監督強

度之關聯性，影響方向不予預期。 

H4a：總經理的控制家族成員色彩，將影響董事會規模與董事會監督強度之

關聯性，影響方向不予預期。 

H5a：總經理的控制家族成員色彩，將影響前期財務績效與董事會監督強度

之關聯性，影響方向不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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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型建立及變數衡量 

一、模型建立 

本研究以董事會開會次數（MEET）作為衡量董事會的監督強度之代理變數

（應變數），以總經理特性、董事會特性、與公司前期財務績效為解釋變數，探

討董事會監督活動之影響因素。更具體地說，本研究以總經理的任期（TENURE）、

董事長與總經理是否同一人（DUAL）及總經理持股比例（OWN）三變數衡量

總經理特性對董事會之影響力，董事會規模（BSIZE）作為董事會特性之代理變

數，以企業前期的資產報酬率（ROA_P）衡量公司的前期財務績效。此外，本

研究參考相關文獻（Vafeas 1999; Ryan et al. 2007; Brick and Chidambaran 2007），

納入是否設置獨立董事（IND_D）與獨立董事兼任情況（DIRE）、總經理薪酬

（CPAY）、最大外部股東持股比例（BLOCK）、金融機構持股比例（INST），以

及公司規模（SIZE）作為控制變數。因本研究之應變數為董事會的開會次數，

所以實證模型(1)將採 Poisson 廻歸模型加以分析，以測試研究假說 H1 至研究假

說 H5。 

         MEET β β TENURE β DUAL β OWN β BSIZE β ROA_P

                           β IND_D β DIRE β CPAY β BLOCK β INST β SIZE ε              

(1) 

此外，基於控制家族之存在為國內企業之特性（Yeh et al., 2001），本研究將

各變數進一步分為「XXX_P」、「XXX_F」及「XXX_NF」。其中，XXX_P 代表

全部樣本；XXX_F 代表總經理屬於控制家族成員；XXX_NF 代表總經理非屬於

控制家族成員。本研究為測試研究假說 H1a 至研究假說 H5a，將研究樣本區分為

「總經理非屬於控制家族成員」及「總經理屬於控制家族成員」兩組，分別進行

實證模式(1)之 Poisson 廻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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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數定義與衡量 

(一) 應變數 

1.董事會開會次數（MEET） 

Vafeas (1999)之研究結果支持，以董事會開會次數所衡量的董事會活動，是

董事會運作的重要層面。Brick and Chidambaran (2007)以董事會開會次數（取自

然對數）作為董事會監督強度的代理變數，結果亦支持董事會強化監督職能可以

增加公司價值。Ryan (2007)實證結果發現，總經理任期、董事會組成、股權結構

及獎酬機制都是影響董事會開會頻率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參考相關文獻，

以董事會每年的開會次數作為董事會監督強度之代理變數，從總經理特性、董事

會特性及財務績效層面，探討董事會開會次數之決定性因素。董事會開會次數以

「年」為計算期間，若公司於公司治理報告揭露的為每「屆」開會次數，則： 

第 t 年之開會次數=第 t 年度年報揭露之該屆開會次數－第 t-1 年度年報揭露

之該屆開會次數 

(二) 解釋變數 

1.總經理特性 

(1)總經理任期（TENURE） 

當總經理任期愈長時，會以過去的績效表現向股東證明，他們不需要過多的

組織監控（Coles et al., 2001）。Ryan and Wiggins (2004)發現，董事監督動機與總

經理任期呈顯著負相關。Ryan et al. (2007)分析總經理任期對董事會的每年會議

頻率之影響。其結果支持，隨著時間經過，董事會成員透過觀察總經理的績效表

現，而對總經理的能力取得了解，並且隨著總經理任期的增長，總經理的談判能

力愈強，進而減弱董事會對總經理的監督強度。本研究以總經理任期衡量總經理

權力及董事會對總經理的瞭解程度（board learning）。 

 TENURE ln  總經理任期  

        總經理任期 自就任年度起至觀察年度止之年數，未滿半年者不予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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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經理與董事長同一人（DUAL） 

國內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之公司，董事長既領董監事酬勞又領員工紅利

的現象，為國內資本市場長期詬病之對象。因此，監督管理與經營分離為證交所

推動公司治理的重點項目之一。依經濟日報 2008 年 6 月 30 日之報導，國內 700

多家上市公司中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公司，其董事長和總經理非屬同一人兼任，而

上櫃公司也有近七成的董事長和總經理職務分治。6 Dahya, Lonie and Power 

(1998)指出，當總經理身兼公司董事長時，將對董事會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力；

當公司經營績效不佳時，總經理有能力阻止董事會做出解任總經理之決策。該研

究結果顯示，總經理與董事長由同一人擔任時，因總經理權力較大，將影響董事

會的監督效能。因此，本研究預期，存在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情況之公司董

事會的監督效能將受到影響。 

 DUAL 1，若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                       

 DUAL 0，若董事長與總經理由不同人擔任。 

(3)總經理持股比例（OWN） 

 根據利益一致假說，當股權集中在管理階層身上，其不當支出行為所造

成的公司損失，將由管理階層自行承擔，因此可減少管理不當行為，且因其個人

利益與公司目標愈趨一致，將更有誘因讓總經理追求公司利益最大化（Morck, 

Shleifer and Vishny, 1988）。Ryan et al. (2007)之實證結果發現，董事會開會次數與

管理階層持股比例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換言之，當管理階層持股比例愈高時，

其個人財富與公司價值目標愈一致，能激勵管理階層致力於極大化股東財富，有

效降低代理問題。本研究參考Vafeas (1999)之研究，將總經理持股比例納入考量。

該變數之衡量方式如下：  

                                                 

6
資料來源：2008 年 6 月 30 日經濟日報，台灣：上市櫃董總座 逾七成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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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 100
總經理年底持股數

公司年底流通在外總股數
 

2.董事會特性 

(1)董事會規模（BSIZE） 

Lipton and Lorsch (1992)指出，當董事會人數愈多時，因成員過多而容易產

生溝通與程序上的問題，導致監督效率降低，並容易受到總經理的控制。Jensen 

(1993)也認為，當董事會規模過大，容易因意見分歧而無法達成共識，讓總經理

有機會攞脫董事會的監督，導致董事會監督機制效能不彰。因此，本研究預期，

董事會規模與董事會的開會次數存在關聯性。董事會規模之衡量方式如下： 

  BSIZE ln  董事總人數  

3.前期財務績效（ROA_P） 

 Adams (2005)以 1998 年 Fortune 500 中的 352 家公司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發

現，當公司績效表現不佳時，董事會及各委員會的開會次數會呈現增加之現象。

Brick and Chidambaran (2007)分別以前一期與前兩期的資產報酬率及 Tobin Q 來

衡量企業表現，其研究發現，董事會監督活動與資產報酬率存在顯著的反向關聯。

固定效果之廻歸結果顯示，當調整產業後的 Tobin Q 增加時，董事會監督強度也

會增加。此項發現說明，當公司的 Tobin Q 與其產業相比較，相對較高時，公司

投資機會也會增加，因此，會需要董事會提供較多的諮詢與督導。本研究以資產

報酬率（ROA）衡量公司之財務績效，探討前期財務績效對董事會監督功能之

影響。ROA 的衡量方式如下： 

    ROA_P 前一年度之息前稅前折舊前資產報酬率 

(三) 控制變數 

 本研究參考相關文獻，除前述解釋變數外，另考量總經理特性、董事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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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結構及公司規模層面中其他相關變數對董事會監督活動強度的影響，將其納

入控制，分別說明如下。 

1.總經理特性 

(1)總經理薪酬（CPAY） 

董事會代替股東制訂總經理的薪酬契約，但基於總經理權力理論，總經理在

很大程度上影響甚至決定自己的薪酬。Boyd (1994)針對高階經理人薪酬與董事會

功能的關聯性進行研究。其結果發現，董事會的監督功能與高階經理人的薪酬水

準呈顯著負向關係。此結果說明，當董事會監督無效率時，高階經理人易於影響

董事會薪酬制度的訂定，以極大化個人薪酬。而 Brick and Chidambaran (2007)之

研究結果發現，總經理獎酬與董事會監督活動間無統計上之關聯。本研究考量總

經理的薪酬水準對董事會監督效能之影響，但不預期影響方向。總經理獎酬之衡

量方法如下： 

  CPAY ln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總經理的酬勞 薪資 獎金 其他酬勞 股息紅利 

2.董事會特性 

(1)設置獨立董事（IND_D）  

Coles, McWilliams and Sen (2001)實證結果指出，由內部人主導董事會且總經

理任期較長的公司，其市場績效有下滑的趨勢。因此對於總經理任期較長的公司，

應建立較獨立的董事會，以提升董事會的監督效能，進而增加企業價值。Laux 

(2007)以外部董事比例衡量董事會之獨立性，其研究發現，董事會獨立性愈高，

總經理發生非自願性異動的可能性愈高。因此本研究推論，當公司設置獨立董事

時，會影響董事會的監督功能。 

           IND_D 1，若公司有設置獨立董事。 



 

33 

 

     IND_D 0，若公司未設置獨立董事。 

(2)獨立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事之平均兼任家數（DIRE） 

董事會的組成特性中，除了董事會的獨立性（例如獨立董事的多寡）受到重

視外，獨立董事的忙碌程度在近年來也受到矚目。Fich and Shivdasani (2006)發現，

忙碌獨立董事主導董事會的公司相較於內部人主導董事會的公司，其市值帳面率

較小、獲利能力較差，且總經理因績效而異動的敏感度較差。該實證研究支持，

獨立但忙碌的董事會有損公司治理的品質，降低企業價值。Jiraporn, Davidson, 

DaDalt and Ning (2008)分析董事會的忙碌程度對董事會成員出席會議狀況之影

響，研究結果顯示，兼任愈多外部董事席次之董事（busy directors），愈常在董

事會會議中缺席，且獨立董事缺席狀況較內部董事及關聯董事來得嚴重。Vafeas 

(1999)實證結果顯示，每位獨立董事平均兼任的職位數與董事會監督強度間呈正

向關係，支持獨立董事的聲譽資本可強化董事會活動。但獨立董事兼位職位數與

聲譽資本間非呈線性關係，當獨立董事兼任職位數超過三個，反而會削弱其監督

能力。本研究參考 Vafeas (1999)，以獨立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之平均家數，

衡量獨立董事的忙碌程度，以分析忙錄的獨立董事對董事會監督效能之影響。其

衡量方法如下： 

         DIRE
獨立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之家數

獨立董事總人數
 

         其中，其他公司董監事 董事 監事 獨立董事 獨立監事 

3.股權結構  

(1)最大外部股東持股比例（BLOCK） 

外部大股東因有經濟誘因去監督管理階層的行為，可降低代理成本，因此外

部大股東持股比例為公司治理機制之一環（Demsetz and Lehn, 1985）。Deni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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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之實證結果顯示，外部大股東及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較高時，將降低管理

剝奪（management entrenchment）的現象，且擁有較主動的董事會，可減少代理

問題。該研究結果支持，外部大股東持股與機構投資人持股是重要的內部公司治

理機制。Vafeas (1999)探討外部大股東是否為董事會監督功能之替代機制，其研

究結果顯示，外部大股東的存在，對於董事會開會頻率並無解釋能力。本研究將

最大外部股東持股比例對董事會監督強度之影響力納入控制。該項變數之衡量方

法如下： 

         BLOCK 100
最大外部股東年底持股數

公司年底流通在外總股數
 

(2)金融機構持股比例（INST） 

相對於一般投資者，機構投資人擁有較雄厚的資金，並且較注重基本面分析，

投資期間也較長，往往可對公司發揮一定監督功能。機構投資人會基於自身風險

的考量，對董事會之監督功能有較高的要求，並藉由集中股權及具備較完善的專

業技術與能力，會較股權分散的一般大眾更具有監督力量。Ryan et al. (2007)之

研究結果顯示，機構投資人持股比例與董事會開會次數呈現顯著正相關。因此，

基於效率監督假說，本研究將金融機構持股比例對董事會監督功能之影響力納入

考量，並以下列方式衡量金融機構（包含本國金融機構及外國金融機構）持股比

例： 

         INST 100
金融機構持股數

公司流通在外總股數
 

4.公司特性 

(1)公司規模（SIZE） 

公司規模愈大，組織複雜度愈高，且董事會監督管理階層的職責更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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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需要更多的時間進行決策（Ryan et al., 2007; Brick and Chidambaran, 

2007）。本研究將公司規模納入作為控制變數，並以期末總資產來代表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變數之衡量方法如下： 

         SIZE ln Total Aseets  

  Total Assets 期末資產總額 

 本研究以表 3-1 彙總前述各項變數之名稱、定義、衡量方法、參考文獻，以

及係數預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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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變數定義與衡量方法 

變數 

名稱 

預期 

方向 

     衡量 

     方法 

參考文獻 

應變數：     

MEET     每年度之董事會開會次數 Vafeas (1999)、

RWW(2007)、Brick 

& Chidambaran 

(2007)  

解釋變數：   

總經理特性：   

TENURE — ln(總經理任期) 

總經理任期：自就任年度起至觀察

年度止之年數，未滿半年者不予計

入。 

Hermalin & 

Weisbach (1998)、

RWW (2007)、

Brookman & Thistle 

(2009) 

DUAL    — 若董事長身兼總經理為 1；反之為 0 Vafeas (1999)、

RWW (2007)、Lam 

&Lee (2008) 

OWN   — 總經理持股百分比 Vafeas (1999)、

Lafuente & 

Garcia-Cestona 

(2004) 

董事會特性：   

BSIZE   — 董事會規模，董事總人數取自然對

數 

RWW (2007) 

前期財務績效：   

ROA_P — 前一年度之資產報酬率 Vafeas (1999)、

RWW (2007)、

Brookman & Thistl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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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 

名稱 

預期 

方向 

     衡量 

     方法 

參考文獻 

控制變數：   

總經理特性：   

CPAY ? 總經理薪酬取自然對數。 CSN (2008)、

Brookman & Thistle 

(2009) 

董事會特性：   

IND_D   ┼ 若公司有設置獨立董事為 1； 

反之為 0 

Weisbach (1988)、

Arthur (2001)、

BFKR (2007)、Laux 

(2007) 

DIRE — 每位獨立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事 

之平均家數。 

Vafeas (1999)、Fich 

& Shivdasani 

(2006)、Jiraporn, 

Davidson, DaDalt & 

Ning (2008) 

股權結構：   

BLOCK ┼ 最大外部股東持股百分比 Vafeas (1999)、

RWW (2007) 

INST ┼ 金融機構持股百分比 Vafeas (1999)、

RWW (2007) 

公司特性：   

SIZE     ┼ 公司規模，公司總資產(單位千元) 

取自然對數。 

RWW (2007)、Brick 

& Chidambaran, 

2007、Brookman & 

Thistle (2009) 

#RWW： Ryan, Wang and Wiggins ；BFKR：Boone, Field, Karpoff and Raheja；CSN：Chakraborty, 

Sheikh and Naray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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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 

對於公司價值的創造或破壞，總經理扮演關鍵的角色。董事會必須監督總經

理，並依其績效表現決定是否更換總經理。然而，隨著總經理任期的增長，可能

控制董事提名程序及董事會的資訊流，造成董事會無法有效監督（Jensen, 1993）。

Lehman Brothers、7 WordCom、Eron 及力霸舞弊案，8似乎都印證了 Jensen 對於

董事會的看法。因為這些舞弊案例，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的治理成為法規命令規

範的重點。文獻顯示，總經理任期，公司績效、股權結構、董事會規模等均會影

響董事會的監督功能（Ryan et al., 2007）。因此，本研究將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

研究對象，探討影響董事會成員開會次數的決定性因素，並基於國內企業控制家

族成員高度參與經營管理之特色，探討總經理的控制家族色彩對前項決定性因素

與董事會開會次數關聯性之影響。本研究之觀念性架構如圖 1-1 所示： 

  

                                                 
7 董事長身兼總經理 Richard Fuld 的任期 14 年，為美國金融界最長。 
8 媒體 Omaha World-Herald (6/27/2002)報導，WorldCom 的董事會，在公司發生醜聞的前一年只

開會四次，而WorldCom的Bernard Ebbers及Enron的Kenneth Lay從 1985年就開始擔任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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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董事會每年開會次數 

董事會監督強度 

總經理特性： 

‧總經理任期（To 研究假說 H1） 

‧總經理與董事長為同一人 

（To 研究假說 H2） 

‧總經理持股比例（To 研究假說 H3）

董事會特性： 

‧董事會規模（To 研究假說 H4） 

財務特性： 

‧前一年度 ROA（To 研究假說 H5）

控制變數： 

總經理特性 

‧總經理薪酬水準 

董事會特性 

‧是否設置獨立董事 

‧獨立董事兼任家數 

股權結構 

‧最大外部股東持股比例 

‧金融機構持股比例 

公司特性 

‧公司規模 

總經理之控制家族成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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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樣本選取與資料來源 

一、研究期間及樣本選取 

《公開發行公司年報應行記載事準則》於 2007 年 1 月 4 日的修正重點之一

為，增訂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董事會年度目標及執行狀況、持股比例

占前十名股東間互為關係人之資訊、財務重要人士辭職解任情形及公司治理自評

結果，並整合現行公司治理相關資訊列為「公司治理報告」，於年報中優先列示

揭露，以落實公司治理、強化資訊揭露。該項規定，使國內上市、上櫃公司必須

揭露董事會之議事情況，亦為本研究應變數「董事會開會次數」之資料來源，因

此，本研究的選樣期間為 2006 年至 2007 年。 

本研究以國內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樣本選取過程為，國內上

市、上櫃公司於其「公司治理報告」中，揭露董事會開會次數之原始觀察值為

2,432 筆，扣除因年報揭露不完整或未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中，揭露有

關總經理異動訊息，導致無法計算總經理任期之觀察值共 110 筆，以及其他變數

之缺漏值共 14 筆，最終樣本共計 2,308 筆公司年觀察值。總經理屬於控制家族

成員之觀察值 1,312 筆，總經理非屬於控制家族成員之觀察值共 996 筆。 

二、樣本來源 

 本研究之樣本與資料之蒐集及整理程序，依序說明如下： 

(一) 董事會開會次數 

董事會開會次數資料係取自於公司年度報表的「公司治理報告」中，公司治

理運作情形項目下的董事會運作情形。開會次數以「年」為計算期間，若公司於

公司治理報告揭露的為每「屆」開會次數，則： 

    第 t年開會次數 年 第 t年開會次數 屆 第 t 1年開會次數 屆  

(二) 總經理任期 

總經理任期的資料，係取自於公司年度報表的「公司治理報告」中，有關總

經理就(選)任日期資料，並比對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中，各公司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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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訊息，取得總經理異動的日期及異動原因等資訊。 

(三) 股權結構與董事會特性之資料主要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之「公司治理」資

料庫。 

(四) 獨立董事兼任資料係取自於公司年度報表的「公司治理報告」中，有關董

事及監察人資料，可獲得目前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職務之資訊。 

(五) ROA 與資產總額之財務資料，取自「TEJ Finance」一般產業資料庫。 

(六) 總經理薪酬資料係取自「TEJ Company」資料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