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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探討公司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決定性因素，以及員工認股權佔總獎

酬之比例、公司治理特性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本章依序說明研究假說之發展，

實證模型及變數定義，以及敘述研究期間、樣本選取標準及資料來源。 

第一節 研究假說 

一、 公司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決定性因素 

公司成長機會高，隱含公司有較多的投資機會。當公司價值建構在未來投資

機會之實現時，若以會計盈餘作為衡量經理人績效的基礎，將無法有效激勵經理

人(Yermack, 1995; Mehran, 1995)。經理人決策對投資計劃具有主要影響，而在經

理人與股東間存在資訊不對稱下，經理人決策行為的可觀察性較小，股東將難掌

握經理人的決策行為對公司未來績效的影響，因此成長機會高的公司會傾向使用

激勵性的薪酬契約(Smith and Watts, 1992; Gaver and Gaver, 1993；Core and Guay, 

2001)，來激勵經理人，以增進股東權益，形成本研究假說 H1-1。 

H1-1：公司成長機會與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可能性呈正相關。 

人才為創造及維持企業競爭優勢最重要的資源(崔瓊之，2003)，在員工對組

織的貢獻與其所獲得的報酬相配合下，會提高員工的留任率(Oyer, 2000)。當企業

之人力資源貢獻度高時，企業一方面為留任員工，另一方面為有效連結績效與報

酬，會傾向採用具激勵性質的獎酬制度(Klein, 1987;  Buchko, 1992)。 

我國相關法律規定，員工持有員工認股權須屆滿兩年方可執行，且員工認股

權之激勵效果通常為二至三年(Kole, 1997) 。因此，當企業之人力對公司的貢獻

度愈高時，將為公司創造較高之價值，公司為留住此人才，會傾向採用與公司未

來價值較相關的員工認股權為獎酬 (Core and Guay, 2001; Kedia and Mozumdar, 

2002)，形成研究假說H1-2。 

H1-2：人力資源貢獻度與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可能性呈正相關。 

現金獎酬與權益基礎獎酬間存在替代性(Anderson, Banker and Ravind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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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現金獎酬及權益基礎獎酬對經理人之效用會因其所面對之風險與誘因程

度之不同而有差異。員工認股權為股份基礎給付的一種，在股份基礎給付觀念下，

獎酬的給予與現金流量增減無關，公司僅須以企業本身權益商品作為對價交付給

經理人。因此，面臨現金短缺之公司，或處於成長階段需要充足現金發展之公司，

會傾向發行員工股票選擇權來替代員工應有的現金獎酬，以減少公司現金之流出

(Core and Guay, 2001; Ding and Qian, 2001; Kedia and Mozumdar, 2002)。因此，形

成研究假說 H1-3。 

H1-3：自由現金流量與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可能性呈負相關。 

適當的薪酬機制，可以避免代理人悖離委託人之利益，使代理人的行為受到

制約，因而有助結合代理人與委託人的目標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企業採

取員工入股制度，可降低代理成本，提升公司績效(Conte and Michnel, 1992; Jones 

and Kato, 1995)。高科技產業必須憑藉優良的技術與人才，提升國際競爭力及生

產力，員工分紅入股成為吸引及留住優秀人才的最大誘因(崔瓊之，2003)。 

由上述可知員工股票分紅為主要激勵途徑，而在員工分紅費用化後，由於大

筆的分紅費用須一次認列，非如員工認股權之酬勞成本可於員工既得期間內分

攤 ，採用員工股票分紅對公司當期淨利影響較大，公司有較高的誘因採用員工

認股權制度來取代員工分紅入股以激勵未來績效。因此，本研究預期，公司為了

激勵員工致力未來績效，或為了維持員工獎酬制度之穩定，過去發放員工股票紅

利比率較高之公司，也會傾向於發行較高比例之員工認股權，兩者間呈正向關係，

形成研究假說 H1-4。 

H1-4：公司前期之員工股票紅利比率與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可能性呈正相關。 

公司所有權結構不同，對公司利害關係人之權益影響具有差異。文獻顯示，

股權結構與代理問題具有高度相關性(Jensen and Meckling, 1976)，透過權益基礎

的獎酬計畫，可減少代理問題(Oviatt, 1988)。當經理人持股低時，透過員工認股

權的授與，可誘使經理人降低投資不足的問題(Smith and Stulz, 1985)、提升公司

績效(Mehran, 1995; Hanlon et al., 2003; Ozkan, 2007)。相反地，當經理人持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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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董事為避免經理人於執行認股權後持股增加，而導致對董事會有太大的影響

力，因此會減少員工認股權之發行(Ryan and Wiggins, 2001)。 

相關文獻顯示，董事持股比率也會影響員工認股權之發行。當公司董事持股

高，對公司經營採積極態度，其利益與股東趨於一致，有較高的監督誘因，故不

會特意透過權益基礎獎酬來激勵經理人(Mehran, 1995 ; Ozkan, 2007)，因此，員

工認股權與董事持股比率呈負相關。 

外部大股東具有較高能力可以承擔監督管理階層的成本，其持股比率愈高，

愈具有誘因監督管理階層，降低管理者超額薪酬(Agrawal and Mandelker, 1990)，

較不傾向於以權益基礎獎酬來激勵經理人，因此權益基礎獎酬與外部監督機制存

在負向關係(Mehran, 1995; Ryan and Wiggins, 2001)。由上述文獻得知經理人持股

率、董事持股率、外部大股東持股率與員工認股權皆呈負向關係。本研究發展以

經理人持股率、董事持股率、外部大股東持股率為主之股權結構綜合指標，其分

數愈高，公司治理機制愈佳。本研究預期以股權衡量之治理機制較佳，監督效果

較好，採用員工認股權之可能性較低，形成研究假說H1-5。 

H1-5：公司之股權結構與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可能性呈負相關。 

二、 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特性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 

當企業以員工認股權為獎酬，經理人會藉由認股權行使前股票價格之波動來

增加自身財富(Bergstresser, Desai, and Rauh, 2006)。由於員工認股權價值之衡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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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許多裁量性的主觀判斷與估計(Morgenson, 1998; 王

蘭芬，2008)，因此，經理人較有可能透過裁量性應計操縱報表盈餘(Cheng and 

Warfield, 2005; Bergstressera and Philippon, 2006 ; Burns and Kedia, 2006)。形成研

究假說 H2-1： 

H2-1 員工認股權佔總獎酬之比率與盈餘管理幅度呈正相關。 

在股東與經理人的利益衝突下，盈餘管理會掩蓋真實之績效，並且限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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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出正確的決策，使股東須承受潛在的代理成本(Xie et al., 2003)。而透過公司

治理的設計與執行，可促使管理者採取與股東及其他利害關係人利益一致的行動

(Bushman and Smith, 2001)。 

經理人持股比率較低之公司，欠缺適當激勵機制，往往會從事一些非極大化

公司價值之盈餘管理行為(Warfield et al., 1995)，公司進行損益平穩化的可能性較

高(Carlson et al., 1997)。反之，董事持有公司大量股權時，有較強的動機與能力

降低管理者之利益侵佔程度，盈餘管理程度將降低(Petra, 2002; Jung and Kwon, 

2002)。此外，公司大股東基於本身的利害關係，會有較大的誘因去積極監控管

理者的行為，對於公司價值與盈餘品質有正面的效果(Shleifer and Vishney, 1986; 

Yeo et al., 2000; Jung and Kwon, 2002)。 

在董事會特性方面，董事會規模大，造成溝通協調的困難，使得管理當局有

機會擺脫董事會的監督控制，而獨立董事席次比率越高，可以提升董事會之監督

功能，降低盈餘管理行為(Jensen, 1993; Yermack, 1996; Xei et al., 2003; Haniffa et 

al., 2006; Cheng, 2008)。董事長兼任總經理時，會防礙董事會的監督效力(Patton 

and Baker, 1987)，增加經理人裁量性應計的使用(Dechow et al., 1996; Haniffa and 

Hudaib, 2006)。 

由於各項治理機制間具有互補或替代關係，其個別機制之使用並非單獨決定，

是由控制利益以及監督成本同時決定(Jensen, 1993; John and Senbet, 1998;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Gillan, Hartzell and Starks, 2003)。本研究將採用衡量股

權結構與董事會特性之公司治理變數，綜合發展成股權結構、董事會特性及公司

治理綜合指標，並預期治理特性較佳之公司，其盈餘管理幅度較低，形成研究假

說 H2-2： 

 H2-2 公司治理特性與盈餘管理幅度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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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型及變數定義 

 本研究首先以公司之成長機會(Tobin’s Q)、人力資源貢獻度(HR)、自由現金

流量(FCF)、股票分紅比率(ST_DT)等變數衡量公司特性，並加入股權結構治理變

數(CGOWN)，探討公司特性、股權結構與公司發行員工認股權(ESO)可能性之關

係。本研究更進一步，以員工認股權佔總獎酬比率(ESO/COMP)與股權結構

(CGOWN)及董事會特性 (CGBD)等變數作為解釋變數，並納入經理人任期

(TENURE)、公司成長機會(Tobin's Q)、公司規模(SIZE)，以及負債權益比(LEV)

為控制變數，探討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特性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依照前述研

究假說分別發展實證模型 Model (1)、Model (2)及 Model (3)： 

Model (1) 以 Probit 迴歸分析法分析公司特性及股權結構與發行員工認股權

可能性之關係：20 

ESOit  = α0+α1Tobin’s Qit +α2 RDit+α3 HRit+α4 FCFit +α5 ST_DTit+α6CGOWNit    

         +α7 SIZEit +α8LEVit+εit 

Model(2) 以多元線性迴歸法分析員工認股權、公司治理機制與盈餘管理之

關聯性：  

ABSDAit+1 = β0+β1ESO/COMPit +β2 CGOWNit +β3CGBDit +β4CGit+β5TENUREit  

               +β6Tobin’s Qit +β7SIZEit +β8LEVit+εit   

Model (3) 以 Multivariate 迴歸分析法檢測員工認股權及公司治理機制對操

縱前盈餘及操縱後盈餘之關聯性： 

EARNit+1 = γ0+γ1 ESO/COMPit+γ2 CGit+γ3 TENUREit+γ4 Tobin’s Qit+γ5 SIZEit+ 

          γ6 LEVit+εit 

其中，EARN 分別代表操縱前盈餘(UMEBIT)及操縱後盈餘(EBIT)。 

以下針對 Model (1)、Model (2)及 Model (3)採用之變數說明如下： 

 

                                                       
20由於本研究在於探討公司特性及股權結構與員工認股權發行與否的問題，應變數(員工認股權發
行與否)為不連續型態且假設殘差值之累加分配為標準常態分配，故以Probit迴歸分析法進行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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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變數 

(一) 員工認股權(ESO) 

為了探討公司特性、股權結構對公司是否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影響，本研究以

1表示公司有發行員工認股權；0代表公司未發行員工認股權。 

(二) 裁量性應計(ABSDA) 

國內外研究一般皆以裁量性應計衡量盈餘管理的程度(Becker et al., 1998)，

較常用來衡量裁量性應計的模型包括：Healy (1985)、DeAngelo (1986)、Jones 

(1991)、Dechow et al. (1995)等模型。依據Dechow et al. (1995) 研究結果顯示，修

正式Jones模型對偵測盈餘管理的能力最強。Bartov et al. (2001)實證結果發現，採

用橫斷面的Jone模型及修正後的Jones模型優於時間序列模型。Kothari et al. (2005)

認為，修正式Jones模型在極端的財務績效公司上會產生衡量偏差之問題，因此，

以資產報酬率調整修正式Jones模型，並發現經績效調整後的模型可提高裁量性

應計之正確性及檢定力。本研究以Kothari et al. (2005)之研究變數衡量方法估計

裁量性應計，其估計方式如下： 

【步驟一】 

首先，參考楊朝旭、吳幸蓁(2003)及張瑞當、方俊儒、曾玉琦(2007)之產業

分類方法，21計算出各家公司的總應計數(TA)，22將各產業每一年度的財務資料

代入(1)式，以得出迴歸係數估計值α 、α 、α ： 

 

                   TA = α
1

Assetsijt-1
+α

∆SALEijt-∆RECijt

Assetsijt-1
+α

PPEijt

Assetsijt-1
+ ROA                     1  

 

 (1)式中，TAijt 為i公司，所屬j產業，在t期之總應計數；Assetijt-1為i公司，所

                                                       
21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時，為避免部分產業因樣本數過少所產生之問題，本研究參考楊朝旭、吳

幸蓁（2003）及張瑞當、方俊儒、曾玉琦（2007）之作法將產業分類並加以合併，合併方式如下：

水泥、鋼鐵、建材營造業--營造建材類；食品業--食品類；紡織業--紡織類；電子業--電子類；電

機機械、電器電纜--電機類；塑膠、化學生技、橡膠--塑膠化工類；觀光、貿易百貨--服務銷售類；

玻璃、造紙、油電、其它產業--其它類。 
22總應計數係參照 Kothari et al.(2005)的做法。TAijt=△CAijt-△Cashijt-△CLijt+△CLDijt-DEPijt，其中，

△CAijt 為流動資產變動數；△Cashijt 為現金及約當現金變動數；△CLijt 為流動負債變動數；

△CLDijt為一年內到期之長期負債變動數；DEPijt為折舊與攤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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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j產業，在t-1期之資產總額； SALEijt為i公司，所屬j產業，在t期之淨銷貨收入

變動數； RECijt為為i公司，所屬j產業，在t期之應收帳款變動數；PPEijt 為i公司，

所屬j產業，在t期之財產、廠房及設備毛額；ROAijt 為i公司，所屬j產業，在t期

之資產報酬率。 

【步驟二】 

將(1)式獲得的估計係數做為下列非裁量性應計(NDA)估計式中的係數估計

值α 、α 、α ，並計算出績效調整後非裁量性應計： 

 

                      NDAit= α0
1

Assetsit-1
+α

1

∆SALEit-∆RECit

Assetsit-1
+α

2

PPEit

Assetsit-1
+α

3

ROAit                      2  

 
【步驟三】 

最後將(1)式總應計數減掉(2)式中之績效調整後非裁量性應計數，得出績效

調整後裁量性應計數(DA)。本研究為了排除此種迴轉效果之影響，因此將裁量性

應計取絕對值來衡量盈餘管理之程度(Klein, 2002; Bergstresser and Philippon, 

2006 )，如(4)式。 

DAit  = TAit - NDAit                                                                                (３) 

ABSDAit = |DAit|                                              (４)  

(三) 公司盈餘(EARN) 

衡量公司盈餘之方式有很多種，本研究參考Eberhart, Maxwell, and Siddique 

(2004)、Denis and Denis (1995)、Hotchkiss (1995)、Huson, Malatesta, and Parrino 

(2004)、Cohen, Dey, and Lys (2005)等研究，以稅前息前淨利平減總資產之會計盈

餘為操縱盈餘的衡量。另外，由於經理人可以藉由裁量性應計操縱會計盈餘

(EBIT)，因此本研究以稅前息前淨利扣除裁量性應計之餘額作為未操縱盈餘

(UMEBIT)之指標。 

EBIT = 稅前息前淨利 / 資產總額 

UMEBIT = 公司盈餘 - 裁量性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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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變數 

(一) 公司成長機會(Tobin’s Q、RD) 

公司成長機會愈高，隱含公司會有較多的投資計劃，而投資計劃通常伴隨投

資之風險與不確定性，為了避免投資不足的代理問題(Smith and Stulz, 1985)並激

勵經理人從事有利於公司的投資計劃，公司會給予股份基礎獎酬(Smith and Watts, 

1992; Gaver and Gaver, 1993; Core and Guay, 2001)。本研究參考前述文獻及 Kedia 

and Mozumdar (2002)，採用 Tobin’s Q 及研發費用占銷售額之比例(RD)作為衡量

公司成長機會之代理變數。23 

Tobin’s Q＝ (年底普通股股東權益市價＋年底特別股帳面值＋年底負債帳 

           面值)  / 年底總資產帳面值      

RD＝3 年研發費用平均 / 3 年銷售額平均 

 

(二) 人力資源貢獻度(HR) 

相關文獻衡量人力資源的方式主要從「留住人才」、「吸引人才」與兩方面

考量(Kedia and Mozumdar, 2002)，前者以「員工人數流動率」衡量(Ittner et al., 

2003)，後者則以「普通股東權益市場價值減普通股東權益帳面值後之數值平減

每位員工的薪資」衡量(Core and Guay, 2001)。以員工人數流動率為衡量變數，

可能會受公司合併或成長之因素而增減對員工之需求，而後一變數以普通股股東

權益市場價值減普通股股東權益帳面值，則評估方法會受到市場價格因素所影響。

因此，本研究採用Buchko et al. (1992)之衡量方式，將人力資源貢獻度變數定義

為銷貨淨額佔員工薪資的比例，亦即公司每一元的人力成本替公司創造的收益。 

HR = 銷貨淨額 /員工薪資 

(三) 自由現金流量(FCF) 

Matsunaga et al.(1992)、Yermack (1995)、Core and Guay (2001)發現，當公司

面臨現金壓力時，會發放較多的員工認股權。員工認股權的使用，可以讓新成立

                                                       
23Tobin’s Q 是 James Tobin 於 1978 年提出。Tobin’s Q 的定義為公司市場價值除以公司資產的帳

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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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減少現金流出，對於有財務困難公司，員工認股權證的發放可以幫助度過現

金短缺的難關。本研究以 TEJ 定義之現金流量允當比率作為衡量公司面臨現金壓

力的代理變數。 

FCF =           (營業活動淨現金 - 現金股利)              *100% 
            (固定資產毛額 + 長期投資 + 其他資產 + 營運資金) 
 
(四) 員工股票分紅比率(ST_DT) 

Yermack (1995)、Kedia and Mozumdar (2002)實證結果指出，員工認股權發放

比率與公司現金分紅呈現顯著負相關。在員工認股權制度尚未引進之前，公司對

於員工績效獎酬，不論是獎勵過去表現或者激勵未來績效，皆以發放員工分紅配

股為主。國內引進員工認股權制度，對於公司而言，有另一項新的獎勵方法可供

選擇，且員工認股權之成本比員工分紅入股低，而激勵效果則能持續至未來，公

司會有誘因採用員工認股權制度取代員工分紅入股以激勵未來績效。因此，本研

究參考許富強(2005)之衡量方式，將股票分紅比率變數之衡量如下： 

ST_DT ＝ 5年平均員工股票分紅 / 5年平均員工總紅利 

(五) 員工認股權佔總獎酬比例(ESO/COMP)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9號規定，公司應於給與日以選擇權評價模式估計

每股認股選擇權之公平價值，計算酬勞成本。雖然在2007年12月31日前發行的認

股權得以內含價值法計算酬勞成本，但多數的公司，通常將衡量日行使價值設定

等於當日之股票價格，因此，酬勞成本為零。本研究為了排除衡量上之偏差，參

考Yermack (1995)以Black-Scholes的選擇權評價模式估計員工認股權之價值。計

算模式如下： 

Cit = Pit e-δT N(d1) - Kit e-rT N(d2)  
其中， 

Cit ：i公司第t年之每單位員工認股權價值

Pit ：i 公司第t年之每股股價 
Kit ：i 公司選擇權的履約價格 

e-δT ：T 期間每股股價的折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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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O/Comp  =        Cit*經理人持有員工認股權股數 
                    Cit*經理人持有員工認股權股數 + 現金獎酬24 

(六) 公司治理綜合指標(CG) 

由於公司中各項治理機制間，具有相互補充或替代效果，因此，本研究由董

事會特性及股權結構出發，著重各公司之整體治理有效性，探討健全的治理環境

是否對於盈餘管理行為，具有抑制效果。本研究依據過去文獻選取6項有關董事

會特性及股權結構之治理變數，並參酌Gillan et al. (2003)、Bushman et al. (2004)、

蔡柳卿與楊怡芳(2006)的作法，衡量公司治理機制的良窳。 

1.股權結構綜合指標(CGOWN) 

 本研究發展股權結構綜合指標(CGOWN)，衡量公司股權結構治理機制的有

效性。茲將個別股權結構變數之定義與衡量方法說明如下。 

(1) 經理人持股率(MD) 

公司各種制度的實施與否皆須董事會決議通過，而經理人持股的高低對董事

會決策具有影響力，其中又以總經理之影響最為重要。總經理持股比率越高時，

由於不當決策行為產生的損失較大部分會由自己承擔，管理者與公司利益趨於一

致，公司治理較佳，盈餘管理程度愈低(Warfield et al., 1995)。因此，本研究以公

司總經理年底所持有之股份總數占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之比率。 

 

                                                       
24本研究所標之現金獎酬取自 TEJ 董監酬勞資料庫，其衡量方式為：經理人所領取的酬勞+薪資
獎金+董監車馬費+其他酬勞(宿舍費用、司機薪資、座車維護費、員工紅利等) + 設算股息。 
 

e-rT ：T 期間覆約價格的折現因子 
N(.) ：常態分配的累積機率函數 
d  ： Ln [ Pit K⁄ +T r-δ+σ2 2⁄ ]/σ√T 
d2 ： d -σ√  
δ ：選擇權預期每年的股利支付率 
T ：選擇權剩餘權利期間 
r ：無風險利率 
σ ：標的股票報酬的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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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持股率(BD) 

 本研究之董事持股率係指不含總經理之董事持股率，在董事成員持有公司大

量股權下，更有動機與能力監督經理人之行為，公司治理機制較佳，將可降低盈

餘管理之程度，故本研究以董事持股扣除總經理兼任董事年底所持有之股份總數

占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之比率衡量董事持股率。 

BD = 董事年底所持有之股份總數-總經理兼任董事年底所持有之股份總數. 

年底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 

(3) 外部大股東持股率(BLOCK) 

大股東持股率高，對於公司經營決策具影響與監督能力，與公司整體經營績

效間存在關聯性(Shleifer and Vishny, 1986)。由於激勵效果及外部監督機制間存

在抵換效果，大股東持股愈高，監督動機強，給予經理人激勵性獎酬聯結利益目

標之誘因會較弱(Mehran, 1995; Ryan and Wiggins, 2001)。公司年報、公開說明書

上將大股東定義為持股前 10 名或持股率大於 5%以上者(不含董監事本人及經理

人本人持股)，本研究以公司大股東持股大於 5%者設為 1，否則為 0 為衡量。 

股權結構綜合指標(CGOWN)之發展方法如下。首先將經理人持股率(MD)及

董事持股率(BD)等連續變數由小到大排序，計算每一家公司樣本百分位等級分數

(percentile rank)分成 5 組，分別為 1%、25%、50%、75%及 99%，並將等級分數

依序為 1 至 5，最後將這些轉換後的股權結構變數分組值與大股東(BLOCK)虛擬

變數加總，得出股權結構綜合指標(CGOWN)，其值介於 0 至 11，愈接近 0 表示，

以股權結構評估之治理機制愈弱。 

2.董事會特性綜合指標(CGBD) 

本研究以董事會規模(BS)、獨立董事席次比率(OUT)及董事長兼任總經理虛

擬變數(CEODU)等董事會結構變數，來計算董事會結構綜合指標(CGBD)，以衡

量公司董事會結構治理機制的有效性。個別之董事會結構相關變數分述如下： 

(1) 董事會規模(BS) 

 Jensen (1993)指出，董事會規模以不超過七至八人為最適當，以避免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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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過多造成溝通協調的困難，使得管理當局有機會擺脫董事會的監督控制，本

研究以董事 7 席為標準，董事席次小於 7 者設為 1，否則為 0，作為董事會規模

之衡量。 

(2) 獨立董事席次比率(OUT) 

我國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公開發行公司，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獨立

董事，獨立董事之人數不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本研究以

獨立董事席次 2 席為標準，席次大於 2 席者設為 1，否則為 0 作為獨立董事席次

之衡量。 

(3) 董事長兼任總經理(CEODU) 

董事長兼任總經理容易發生監守自盜的問題，弱化公司之監督機制。本研究

之衡量方法如下： 

若公司董事長非由總任經理兼任者，則該變數為 1，否則為 0。 

董事會特性綜合指標(CGBD)係將董事會規模、獨立董事席次比率、董事長

兼任總經理等虛擬變數值加總，其值域介於 0 至 3，數值愈大者，表示董事會特

性之治理機制愈佳。 

3.  公司治理機制綜合指標(CG) 

本研究彙總前述股權結構與董事會特性之 6 項治理變數，綜合計算公司治理

機制整體之綜合指標(CG)，以衡量公司整體治理機制的健全程度，其值域介於 0

至 14 的範圍內，愈接近 0 者，代表整體治理機制愈差，反之則愈佳。 

 公司治理機制整體綜合指標計算公式如下： 

 CG = CGBD + CGOWN。 

三、 控制變數 

(一) 經理人任期(TENURE) 

經理人的任期對公司經營績效有一定之影響。Alderfer (1986)研究指出經驗

不足經理人在公司的經營上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相對地，經驗較豐富、年資愈

長的經理人，對公司及產業特性會有較深入的了解，較能有效提升公司績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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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經理人任期愈長，對於工作熟悉度愈高，對公司之向心力愈強，較不會有盈

餘操縱的行為。本研究將經理人任期納為控制變數，其衡量以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露的經理人任期之年數為準，不滿一年者，以就任當年是否滿6個月為劃分標準，

滿6個月者計入一年計算，未滿者則不計入。 

(二) 公司規模(SIZE) 

 公司規模愈大，監督成本愈高，愈需要透過激勵性之獎酬機制來連結管理者

與股東之利益，使其趨於一致(Core and Gray, 2001)。但相對地，獎酬與股價連結，

將使經理人有更高動機從事盈餘管理行為(呂麒麟、向少華，2005)。在公司規模

的衡量上，Jones and Kato (1993)採用公司員工人數作為衡量變數；Mehran (1995)、

Espahbodia (2002)採用公司帳面價值取自然對數作為衡量變數；Core and Guay 

(2001)則採用公司市值取自然對數作為衡量變數。本研究採用Core and Gray 

(2001)的作法，將公司規模定義為公司總資產的市價取自然對數。 

 SIZE＝Ln(年底普通股東權益市價＋年底特別股帳面值＋年底負債帳面值) 

(三) 負債權益比(LEV) 

John and John (1993)認為，財務槓桿為負債代理成本的一種，員工認股權的

給予可趨使經理人選擇對股東較有利的投資方案，可能將債權人的財富轉移至股

東手中。此外，負債程度較大的公司為了減輕資金成本、避免違反債務契約，盈

餘管理之動機較高(DeFond and Park, 1997 ; 李建然、陳政芳，2004)。因此，本

研究將負債權益比視為控制變數，衡量方式如下。 

 LEV = 年底長期負債帳面值 / 年底股東權益帳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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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變數的定義及衡量之彙總 
變數名稱  變數衡量方式 預期

方向

應變數：    
ESO  1表示公司有發員工認股權；0則否。  
ABSDA  總應計 非裁量性應計 。  

EBIT  稅前息前淨利/資產總額。  
UMEBIT  公司盈餘 - 裁量性應計。  
公司特性變數：  
Tobin's Q  (年底普通股股東權益市價＋年底特別股帳面值＋年底負債帳

值) / 年底總資產帳面值。 
+ 

RD  3年研發費用平均 / 3年銷售額平均。 + 
HR  銷貨淨額 /員工薪資。 + 
FCF  (營業活動淨現金-現金股利) / (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其他資

產+營運資金) * 100%。 
- 

ST_DT  5年平均員工股票分紅 / 5年平均員工總紅利。 + 
激勵性獎酬變數： 

ESO/COMP     Cit *經理人持有員工認股權股數 
Cit *經理人持有員工認股權股數 + 現金獎酬 

+ 

公司治理變數：  
MD  公司總經理年底所持有之股份總數佔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之比

率 
- 

BD  (董事年底所持有之股份總數-總經理兼任董事年底所持有之股

份總數) ./ 年底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 
- 

BLOCK  大股東持股大於5%者設為1，否則為0 - 
BS  以董事7席為標準，董事席次小於7者設為1，否則為0。 - 
OUT  以獨立董事席次2席為標準，席次大於2席者設為1，否則為0。 - 
CEODU  公司董事長非由總任經理兼任者，則該變數為1，否則為0。 - 
CG  股權結構綜合指標 + 董事會特性綜合指標 - 
CGOWN  經理人持股、董事持股、大股東持股之變數數值合計。 - 
CGBD  董事會規模、獨立董事席次、董事長兼任總經理之變數數值合

計。 
- 

控制變數：    
TENURE  經理人於公司服務年資，不滿一年者，以就任當年是否滿6個月

為劃分標準，滿6個月者計入一年計算，未滿者則不計入。 
? 

SIZE  Ln(年底普通股東權益市價＋年底特別股帳面值＋年底負債帳面

值)。 
? 

LEV  年底長期負債帳面值/年底股東權益帳面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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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來源與處理 

一、 研究期間 

本研究主要以於 2002 年至 2007 年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變數中之估計裁

量性應計之衡量，則使用 2003 年至 2008 年之財務數字。 

二、 樣本選取及資料來源 

(一) 樣本篩選標準 

為了符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樣本之篩選程序如下：  

1. 排除金融保險相關產業之公司。因其性質特殊，且其財務報表的適用規範與

一般產業不同。  

2. 排除非曆年制公司，俾確保橫斷面之比較基礎趨於一致。 

3. 樣本公司須具備本文所需的資料(本研究所需之員工認股權變數、財務報表

變數與公司治理變數相關資料)，若其中有任一資料不全，則剔除該樣本之

資料。  

表 3.2 為本研究依照上述樣本篩選標準進行選樣之結果。 

表 3.2 研究樣本篩選結果 

項目 Model (1) Model (2)及Model (3) 

研究期間原始樣本 7,583 7,583 

減：金融業樣本 (269) (269) 

    Model (1)變數資料缺漏之樣本 (1,649) (1,649) 

Model (1)之有效樣本 5,665 5,665 

減: 無發員工認股權之樣本 -- (4,994) 

發行員工認股權之樣本 -- 671 

減：Model (2)及Model (3)變數資料缺 

    漏之樣本 

-- (15) 

Model (2)及Model (3)之有效樣本 --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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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料來源 

1. 經理人獎酬資料 

員工認股權資料取自公開資訊觀測站，現金獎酬資料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

(簡稱 TEJ)董監酬勞資料庫。獎酬樣本共計 1,271 家公司 7,583 筆觀察值，經上述

樣本篩選程序後，共得有效樣本 5,665 筆觀察值。 

2. 盈餘管理資料 

盈餘管理的代理變數主要係以裁量性應計項目加以衡量，相關的財務資料取

自 TEJ 財務資料庫，並以張瑞當、方俊儒、曾玉琦(2007)產業劃分標準將樣本歸

納為八大類產業，25以進行 Kothari et al.(2005)調整績效後橫斷面修正式 Jones 模

式，計算盈餘管理變數。本研究為計算盈餘管理變數，而採八大產業之分類及樣

本分佈情形，如表 3.3 所示。 

表 3.3 產業分類及樣本分佈 

產業分類 原始樣本

(家數) 
有效樣本 

(家數) 
營造建材類(水泥、鋼鐵、建材營造業) 81 79 
食品類(食品業) 53 52 
紡織類(紡織業) 50 50 
電子類(電子業) 653 646 
電機類(電器電纜、電機機械) 72 72 
塑膠化工(塑膠、生技化學、橡膠業) 69 69 
服務銷售類(汽車、觀光、貿易百貨業) 43 43 
其他類(造紙、玻璃、其他產業) 74 74 
合計 1,095 1,085 

 
3. 公司治理變數資料 

公司治理相關變數之資料取自 TEJ 公司治理資料庫。 

 
                                                       
25本研究參考楊朝旭、吳幸蓁（2003）及張瑞當、方俊儒、曾玉琦（2007）之產業分類方法，並

加以合併：水泥、鋼鐵、建材營造業合併為營造建材類；食品業合併為食品類；紡織業合併為紡

織類；電子業合併為電子類；電機機械、電器電纜合併為電機類；塑膠、生技化學、橡膠合併為

塑膠化工類；觀光、貿易百貨合併為服務銷售類；玻璃、造紙、油電、其他產業合稱其他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