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獎酬連結公司盈餘表現之新思維，在全球各大企業間開始醞釀。在

2008 年全球金融海嘯浪潮中，美國國會通過預算支援企業渡過難關之同時，企

業高階經理人酬勞的合理性，亦即俗稱的肥貓條款，也再度成為媒體和輿論關注

的焦點。本研究主要以國內發行員工認股權之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從公司

特性及股權結構分析公司選擇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決定因素，並進一步探討當經理

人持有員工認股權時，是否會有較強的盈餘管理動機，而公司治理機制是否能有

效抑制經理人的盈餘管理行為。 

《富比士雜誌》針對美國 500 大企業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以下簡稱 CEO)

進行年薪調查，其相關資料顯示，美國 500 大企業 2007 年共支付高達 64 億美元

的鉅額薪資給 CEO，平均每位 CEO 可領取 1,280 萬美元的年薪收入，其中包含

了一般薪資、分紅、以及選擇權認購等形式之酬勞。在經理人享有高薪的同時，

公司的績效表現又是如何呢？ 

根據《財星雜誌》的調查，美國次級房貸風暴中受到重創的國家金融服務公

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於 2007 年總計虧損超過七億美元，其 CEO 莫

茲羅(Angelo Mozilo)卻坐享逾一億美元的鉅額獎酬。在台灣也有類似的情況，根

據《商業周刊》報導，自 2004 年至 2007 年，力晶的股東權益報酬率由 37.63%

下降至-10.75%，其董事長兼任總經理黃崇仁之年薪卻由 2004 年的一千七百多萬

元調升至 2007 年的二億七千多萬。1前述之種種現象，均突顯管理者追求私利、

犧牲股東利益的自利行為，也強調獎酬制度之重要性。 

適當的獎酬制度，將使經理人在良好的激勵制度下，執行最大化公司價值的

經營管理作為。Haugen and Senbet (1981)研究發現，經理人持有一定比率的員工

認股權時，將減少股東與經理人決策間不一致之情況，Jensen and Murphy (1990)

                                                       
1根據胡釗維(2008)之報導，黃崇仁之二億年薪中包括現金獎酬三千多萬以及價值一億六千五百萬

之股票分紅 (一萬五千張股票以 2007 年 11 月 28 日最低收盤價，每股 11 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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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獲得類似之研究結果。換言之，具有長期激勵性的員工認股權，將可有效地結

合管理階層與投資人之利益。為達到企業高階經理為股東謀福利之目的，員工認

股權在激勵未來績效與解決代理問題上，不失為一個較佳的獎酬制度。 

台灣的企業，尤其是資訊電子業，長期習以員工股票分紅方式，作為激勵經

理人之機制。自 2002 年至 2007 年底，台灣上市(櫃)公司，平均員工股票分紅高

達$1 億，佔稅前盈餘的 9.14%，但過去員工股票分紅以股票面額，作為盈餘分配

之基礎，造成企業費用嚴重低估、盈餘虛增，且在員工取得分紅股票的課稅議題，

也有租稅不公的爭論。因此，我國著手修正相關法令，包括商業會計法第 64 條

規定的員工分紅費用化、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對員工認股權申請

發行的規定以及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9號(以下簡稱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 39 號)對員工認股權之衡量。此外，2006 年 9 月，行政院金融管理

監督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金管會證期局)局長吳當傑也表示，為降低員工

分紅費用化對高科技員工獎勵制度的衝擊，鼓勵企業以員工認股權作為配套措施 

。2 但是，國內仍有多數公司並未發行員工認股權，基於員工認股權為可以和緩

代理問題之獎酬機制，國內各大企業也紛紛在 2007 年申請發行員工認股權，其

中包括日月光、旺宏、力晶、仁寶、聯電、寶成、緯創以及瀚宇彩晶等公司。3因

此，公司是否選擇發行員工認股權，其決定性因素值得探討。 

員工認股權實施需要由董事會決議之通過。4相關文獻顯示，在股東多而分

散的情況下，必需經由董事會來達到監督管理公司的目的(Berle and Means, 

1932) ，而董事會決策受到公司股權結構之影響(Mehran, 1995; Ryan and Wiggins, 

2001)，且制度之施行亦須考量公司本身之財務、產業特性、外在環境影響及未

來發展潛能等(許富強，2005)。因此，本研究從公司特性及股權結構，探討國內

                                                       
2工商時報，2006/9/22，員工分紅費用化 2 大配套出爐。 
3經濟日報，2007/11/26，企業留才 搶發認股權證 。 
4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行，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
董事會決議行之。」而公司經理人之報酬依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經理人之報酬，在股份有限公
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果半數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在經理人之員工認股權
方面，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之規定，公開發行公司發行人申報發行員工認股權
憑證，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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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實施員工認股權之決定性因素。 

 在員工認股權之衡量方面，我國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參

考美國會計準則 FASB No.123 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 No. 2 之相關規定，於

2007 年 8 月 23 日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9 號「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理原

則」。根據該公報，對於酬勞性員工認股計劃及發行員工認股選擇權，在價值衡

量基礎之決定、評價模式之選用、衡量日、給予日之確定等均有規定。5例如，

該號公報規定，所給與權益商品若有可參考之市價，應根據市價並考量合約條款

及條件衡量；若無市價可供參考，應以適當評方法估計公平價值。同時，企業於

估計所給與權益商品之公平價值時，所選用之選擇權評價模式至少應考量(1)選

擇權履約價格，(2)選擇權存續期間，(3)標的股票之現時價格，(4)股價之預期波

動率，(5)標的股票之預期股利，及(6)選擇權存續期間之無風險利率。 

由 39 號公報之會計處理準則規範可知，以公平價值可雖以合理而適當評估

員工認股權之價值，但實務上在決定認購價格、預期存續期間、給予日股票市價、

預期價格波動性、預期股利率、無風險利率等因素時，易受評價者主觀判定的影

響，使得投資者無法正確評價，降低財務報表之可靠性(Morgenson, 1998)。 

此外， Coller and Higgs (1997)研究發現，公司使用不同的估計參數進行員

工認股權之評價會導致價值存在差異，顯示公報對決定評價模式及參數估計方法

的彈性空間，易使經理人有操縱損益的機會。我國實證結果也發現，公司依照我

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以 Black-Scholes 模型估計股票價格波動性時，平均而言將

使員工認股權公平價值的高低合理估計值相對差距達 2.4 至 2.8 倍；每一個認股

權高低合理估計值絕對差距約達 17 元至 30 元，造成公司合理操縱損益的空間甚

大(王蘭芬，2008)。此外，公司為了減少員工酬勞計劃的衝擊及避免因揭露酬勞

計劃產生不利的經濟後果，員工認股權酬勞成本相對高之公司將有動機去操縱公

司盈餘(Balsam, Mozes and Newman, 2003)。因此，公司治理機制較不健全之公司，

其管理階層可能會以員工認股權作為盈餘管理之新工具。  
                                                       
5參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9 號第 10 段、43 段及 44 段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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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員工認股權的價值取決於未來公司的股價，因此，在不同形式的經理人

獎酬(如限制性股票、現金紅利、員工認股權等)中，以員工認股權與經理人自身

之財富最為相關(Lewellen, Loderer and Martin, 1987)。握有巨額認股權之經理人，

為謀取自身更多的利益，會有較強的誘因發布不實利多消息(Bodie, Kaplan and 

Merton, 2003)，進行窗飾會計報表的盈餘管理行為(Cheng and Warfield, 2005; 

Bergstressera and Philippon, 2006)，財務報表誤述的可能性也較高(Burns and Kedia, 

2006)。 

員工認股權之給予雖可減少代理問題 (Demsetz and Lehn,1985; Himmelberg 

Hubbard and Palia, 1999; Core and Guay, 1999; Rajgopal and Shevlin, 2002)，但同時

也可能會增加經理人盈餘管理的動機(Gao and Shrieves, 2004; Cheng and Warfield, 

2005; Bergstressera and Philippon, 2006; McAnally, Srivastava and Weaver, 2008)，

如何均衡兩者間的利弊得失、獲致成效，公司治理機制扮演重要的角色(Dechow, 

Sloan, Sweeney,1996; Beasley, 1996; Kiein, 2002)。公司治理機制可和緩股東與管

理階層間存在之利益衝突，確保股東、管理階層擁有合理且公平之報酬(Fama and 

Jensen, 1983)。增強董事會的運作較率、監督效果，避免董事會成為控制股東的

一言堂，董事會規模應適當(Jensen, 1993)，並且宜有代表小股東權益的外界人士

擔任外部董事或是獨立董事，打破由控制股東獨佔公司決策權之局面(Beasley, 

1996; Klein, 2002; Xei and DaDalt, 2003)，或避免由董事長兼任總經理，以降低盈

餘管理幅度(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6)或財務報表舞弊發生的機會

(Patton and Baker, 1987)。 

探討股權結構之相關文獻發現，經理人持股比率較低之公司，在欠缺適當激

勵機制的情況下，經理人往往會從事一些非極大化公司價值之盈餘管理行為

（Warfield, Wild and Wild, 1995），公司進行損益平穩化的可能性較高（Carlson 

and Chenchuramalah, 1997）。董事持股及外部大股東持股比率較高之公司，基於

自身的利害關係，會有較大的誘因去積極監督管理高階經理人的行為，發揮增進

公司價值與盈餘品質的正面效果（Shleifer and Vishney, 1986; Yeo, Tan, H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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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2000; Petra, 2002; Jung and Kwon, 2002）。 

健全之公司治理機制對企業高層之盈餘管理行為具有監督效果 (蔡柳卿、楊

怡芳，2006)。由於考量公司治理機制具有互動的特質，本研究針對董事會結構

與股權結構等治理變數，發展公司治理特性、股權結構、董事會特性等三項綜合

指標，以分析公司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決定性因素，並探討員工認股權、股權結構

及董事會特與盈餘管理幅度間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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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貢獻 

本研究主要針對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國內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司

之特性及股權結構對選擇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影響，並進一步探討當公司同時存在

員工認股權及公司治理機制(包括股權結構與董事會特性)，對公司盈餘管理幅度

之影響。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研究議題包括： 

一、 探討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決定性因素 

我國高科技產業制訂獎勵員工的方法，不論是獎勵過去的表現，或者是激勵

未來的績效，一般都以員工分紅配股之獎勵制度為主。但隨著商業會計法64條的

修正、財務會計準則第39號公報針對股份基礎給付會計處理之發布，以及公司法

與證券交易法的增訂，促使國內多家公司調整其對員工之獎酬制度。 

探討員工認股權之相關文獻顯示，公司成長機會、人力資源貢獻度、自由現

金流量、員工股票分紅比率等公司特性(如：Gaver and Gaver, 1993; Mehran, 1995; 

Core and Guay, 2001; Ding and Qian, 2001)以及股權結構(Mehran, 1995; Ryan and 

Wiggins, 2001)皆為影響公司是否發行員工認股權之重要因素。相關研究大多從

公司特性或股權結構單一因素進行探討，本研究則基於公司是否發行員工認股權

之決策或制度之擬訂與執行，應同時受到公司特性與股權結構型態之影響，故一

併納入公司特性與股權結構變數，以探討實施員工認股權之決定性因素。本研究

之實證結果可提供投資人從公司特性及股權結構瞭解影響企業之員工認股權制

度是否合理，進而可協助其作成未來之投資決策。 

二、 探討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特性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 

過去相關文獻表示，與績效連結且具有長期激勵效果的員工認股權，在激勵

未來績效與解決代理問題上，為較佳的獎酬制度(Yermack, 1995)。 

我國 39 號會計準則公報對於公司衡量員工認股權公平價值之估計項目及程

序並未具體詳盡規範，造成評價模式中的估計參數存在許多主觀判斷之因素，易

增加高階經理人盈餘操縱的機會(Morgenson, 1998; 王蘭芬，2008)。再者，員工

認股權必需持有屆滿兩年方可執行，因此，公司未來股價的高低與經理人之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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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切的關係（Burns and Kedia, 2006），而使公司高階經理人愈有動機操縱會計

報表 (Gao and Shrieves, 2002; Cheng and Warfield, 2005; Bergstressera and 

Philippon, 2006; McAnally et al., 2008)  

健全之公司治理機制可抑制企業高層之盈餘管理行為 (蔡柳卿、楊怡芳，

2006)。因此，本研究探討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機制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本

研究之結果可提供證券市場上參與者瞭解員工認股權的實施對公司盈餘之影響，

以及健全之公司治理機制是否有助於降低經理人盈餘操縱之幅度，提升公司會計

盈餘的品質。 

本研究將前述主要研究議題呈現如研究架構圖 1.1 所示： 

 

 

 

 

 

 

 

 

  

  

 

 

 

 

 

 

 

董事會特性： 

董事會規模 

獨立董事席次比率 

董事長兼任總經理 

研究問題二： 

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特性(股權結構及董事會

特性)與盈餘管理幅度之關聯性。 

研究問題一： 

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決定性因素 

股權結構： 

經理人持股率 

董事持股率 

外部大股東持股率 

控制變數： 

公司規模 

負債權益比 

盈餘管理幅度 

公司特性： 

成長機會 

人力資源貢獻度 

自由現金流量 

員工股票分紅比率 

員工認股權之發行 

經理人獎酬結構： 

股份基礎獎酬—員工認股權 

固定薪酬—現金獎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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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論文架構 

以下為本論文之結構： 

第一章 緒論 

說明論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問題與貢獻，並提供論文之研究

 與章節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首先簡單介紹員工認股權之制度，探討員工認股權之定義、功能及缺點。其

 次，探討國內外員工認股權與公司特性、股權結構、盈餘管理、公司治理相

 關之文獻，藉此說明相關文獻的研究理論與實證結果，俾作為研究假說發展

 與推論之基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第二章之文獻探討，發展研究相關假說、建立實證模型、並說明變數定

 義與衡量之方法，最後概述資料來源與樣本選取標準。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報導實證分析結果，針對研究假說進行統計分析與檢定，並針對實證研究結

 果加以分析與解釋。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彙整研究之實證結果，說明研究限制，並提出後續之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