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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般企業在成立初期通常成長迅速，但當成長到一定狀況時，其成長速度將

會減緩甚至衰退，本人於 1990~2001 年任職於國內證券業，2001 年迄今亦仍任

職於國內上櫃企業，親眼目睹國內證券市場的起伏。國內早期之企業減資的主

因，蓋發生於企業本身之彌補虧損所致，但最近幾年企業減資的目的不再完全為

彌補虧損，反而減資是另有更進一步的財務或企業策略目的，例如實施庫藏股。 

    近年來由於台灣經營環境不斷惡化，許多公司發生虧損，若一般公司有累積

虧損時，依據公司法第 168-1 條規定，可以召開股東常會或股東臨時會來彌補虧

損，例如實收資本額為 200 元而淨值僅為 100 元時，其每股淨值僅為 5元，若將

實收資本額減少為 100 元，則其每股淨值可提升至 10 元，這就是減資彌補虧損

的基本概念。 

    另一方面，如果企業發展已經過於龐大，帳上亦有累積大筆現金，而且企業

之成長已趨成熟時，企業的成長比例跟不上股本成長的速度，這意謂著企業體質

已經過胖，太多的現金不能再投資，以台灣特有的盈餘轉增資文化，只會稀釋公

司的獲利能力，這樣子的企業往往就會用減資的方式來減肥。 

此外，國內的上市櫃公司，亦會為了維護股東權益，防止股價過度下跌，而

實施庫藏股來減少股本。因此，無論是用減資彌補虧損或是用減資的方式來減

肥，都是企業改善體質或改善財務結構的好方法。而另有一部分的上市櫃公司因

為經營不善，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的二分之一的前夕，利用減資來提高淨值，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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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被主管機關變更交易方法，打入全額交割股。這些都是利用減資來做為企業經

營的重要工具。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台灣企業的發展已近成熟，而且台灣的內需市場不大，天然資源缺乏，再加

上政府『戒急用忍』的政策，不允許過多的大陸投資，也不允許陸資來台灣，而

近年來台灣的土地及勞工成本逐漸上漲，致使許多產業進退維谷。另外，有許多

台灣企業家第一代業已經營企業多年，除了在台灣碰到瓶頸以外，他們也年事已

高，如果第二代不願意或無能力接棒經營的話，那麼退場機制就變得非常必須而

且重要了。 

一般大家對減資都有一定的認識，像現金減資、實施庫藏股以及發放現金股

息等。而發放清算股息(註)的性質和現金減資極為類似，而且近年國內還沒有發

放清算股息的案例，所以國內企業較常用的方式是現金減資和實施庫藏股。其

實，減資的主要目的有：１、為了改善財務結構 ２、為日後增資作準備３、集

中股本讓每股獲利提高。因為公司帳上有過多的累積虧損或庫存現金，對公司的

財務結構來說都是不好的。但是國內的許多上市櫃公司進行減資的目的又似乎不

僅僅是改善財務結構這麼單純，除了一部分是為了免於因為當公司的股價低於淨

值，且公司有足夠的現金時，公司就可以考慮依據公司法及證交法實施庫藏股，

若實施庫藏股後所購回之股份注銷公司股本時，公司減資任務於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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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論文之定義以民國九十三年一月二日起至民國九十六年四月三十日

止辦理並完成減資之所有法律程序之上市櫃公司以及該段期間以維護公司信用

及股東權益為目的實施庫藏股的上市櫃公司作為研究標的。 

一般減資依照其淨資產( Net Assets )是否減少，其減資形式可分為兩類：１、

彌 

 

(註) 清算股利(Liquidating dividend) 

1. 當公司無盈餘而以現金或財產分配股利時，稱為清算股利。此種股利並非真正之股利，

而是資本的退回。 

2. 對股票投資人而言，被投資公司所分配之股利若超過其投資後被投資公司所賺得之盈

餘，其超過部分亦屬清算股利。 

補虧損類。此類減資只是將帳面上的累積虧損與其股本相互抵銷，使其累

積虧損歸零，但該公司的淨資產維持不變。這種減資只是形式上的減資，目的只

是使帳上累積虧損消失，並避免因淨值未達股本的二分之一而淪為全額交割股。

２、現金減資類。此類的減資的第一個原因是股價過低，公司為了維持股東權益

( 股價 )，而至公開交易市場買回庫藏股註銷股本。而實施庫藏股除了註銷股本

以外，還可以用來備供可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或是當做員工認股權憑證之

用。但是只有買回庫藏股註銷股本才算現金減資類。此類的減資的第二個原因有

縮小營運規模；減少股本以求每股獲利較高；稅盾之運用，當公司負債過低、現

金過高且現金流量正常時，若公司的投資報酬率（ROE）大於銀行借款時，適度

辦理現金減資，增加負債，當可使公司的獲利能力提升，而且也能享受稅盾的好

處。 

 3



目 錄  
 

內    容…………………………………………………………………………頁次

 

致謝詞……………………………………………………………………………… 1 

中文摘要…………………………………………………………………………… 2 

Abstract  ………………………………………………………………………… 3 

目錄………………………………………………………………………………… 5 

表目錄……………………………………………………………………………… 7 

圖目錄……………………………………………………………………………… 8 

第一章 緒論……………………………………………………………………… 9 

第一節 研究背景…………………………………………………………… 9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11 

第四節 研究流程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4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 14 

第二節 策略行銷 4C 理論………………………………………………… 24 

第三節 五力分析模型………………………………………………………29 

第三章 台灣貿易商產業分析 ………………………………………………… 34 

第一節 台灣貿易商結構分析………………………………………………36 

第二節 台灣貿易商的困境與挑戰…………………………………………39 

第三節 台灣中小型貿易業的五力分析……………………………………45 

 5

    依據金管會證期局統計：自民國九十三年元月一日起至民國九十六年四月三

十日止，上市公司辦理減資的公司共計有 433 家，減少的股本計有 3018.8 億元；

上櫃公司辦理減資的公司共計有 231 家，減少的股本計有 605.1 億元，合計 664

家公司減資，減少股本共 3623.9 億元。這些減資包含了經營不善而用股本抵銷

累積虧損的減資模式，以及公司以現金實施庫藏股或現金減資。資料顯示，93

年至 95 年上市公司透過公司法減資的公司分別有 59 家、35 家、58 家，同期間

使用庫藏股減資的公司分別有 82 家、68 家、94 家。93 年至 95 年間，上櫃公司

透過公司法減資的公司分別有 12 家、22 家、25 家，同期間上櫃公司透過庫藏股

減資的公司分別有 26 家、48 家、69 家。(參見表 1-1、表 1-2)而本文擬討論的

研究對象則包含現金減資之公司以及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益實施庫藏股的

公司，待研究此類公司減資的背景後，再討論某醫材公司在面臨企業老化時，到

底應該減資縮小股本以便退場？抑或應增資(含合併)繼續擴展？還是應該何去

何從？未來須如何發展？這將是本文的討論重點。 

 

 

第四節 論文架構與流程 

一、論文架構  

全文概分為五大章，各章之下又分節列述該章重點內容，內容大綱如下所述：  

第一章緒論，分別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架構與流

程。第二章文獻探討，共分三節，分別為減資法令研討、相關理論及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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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共分三節，為研究假說、變數衡量與事件研究。第四章實證結

果分析，最後，第五章為 P公司之減資應用及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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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論文流程： 

研究動機 

 

文獻理論回顧 

 

資料蒐集與整理 

 

研究設計 

 

實證結果分析 

 

P 公司之應用 

 

結論與建議 

圖 1-1 論文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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