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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整合型計畫探討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所面臨的會計問題，分為財

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及稅務會計等四個領域。 

財務會計的研究議題探討中國大陸過渡經濟國家的公司違規舞弊、會計

師產業專精度、與分析師行為之關聯性；以及中國上市公司承銷配股產生的

盈餘管理方法、承銷商聲譽、審計品質與分析師盈餘預測對公司長期表現之

影響。 

管理會計的研究議題探討台商之公司治理、管理控制系統、及領導風格

對組織績效之影響；大陸台商之風險、道德文化與公司治理之內涵對管理決

策與績效之影響；以及二岸三地企業財務管理決策之資訊效果。 

審計研究議題以中國大陸所揭露之審計公費資訊作為基礎，探討中國審

計市場與審計公費制訂的各項問題。 

稅務會計研究議題包括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移轉訂價以及所得移轉之

租稅規劃；以及我國新會計準則與稅制變革及赴大陸投資等因素，對我國上

市公司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以及資本市場對於台灣與大陸損益所產生之財

稅所得差異，是否會給與不同之評價。 

藉此整合計畫研究台商及大陸企業在大陸經營之管理及稅務問題，以及

大陸企業在經濟發展轉型期間所面臨的財務會計及審計問題，並建立團隊成

員之交流帄台，強化研究之綜效成果。 

 

關鍵字：台商管理、租稅研究、大陸資本市場、大陸審計市場、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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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背景與目的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原物料市場及資本市場需求的擴大，中國市

場儼然已成為企業在佈局全球經營的重點地區之一。2001年底，中國正式成為世

界貿易組織(WTO)的會員國；而自2004年貣以至今年為止，全球景氣一片低迷

中，中國仍能保持GDP 7%以上的成長率，成為最受矚目的市場。在此一地區經

濟版圖的擴大之下，對於台灣企業有相當大的衝擊。衝擊之一在於台灣企業相繼

移往中國大陸發展，面臨到在大陸的台商其公司治理、投資策略、管理控制系統、

組織領導風格、道德文化、企業風險與組織績效之問題，以及台灣母公司及大陸

子公司間租稅規劃問題。衝擊之二是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崛貣，衍生出資訊透明

度及移轉效果、盈餘管理方法、承銷商聲譽、審計市場(品質及公費)與分析師盈

餘預測對公司經營之影響等資本市場相關的議題。有鑑於大陸新興市場崛貣，所

衍生出的重要課題，本整合型計畫結合會計、管理、審計與稅務領域之學者，針

對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作深入探討。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團隊希望透過此一整合型計畫，使各子

計畫主持人能瞭解台商及大陸企業目前最新的研究議題及方向、分享並交流實務

與研究的經驗、交換彼此的研究見解與心得，並促進和國外學者之研究交流，以

強化團隊成員在台商及大陸企業會計研究領域的綜效。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

與會計研究以推動具有開創性與前瞻性的大陸企業和台商有關研究為宗旨，尌會

計領域中的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與稅務會計等主題進行研究，其目標乃

將本整合型研究成果發表於國科會所訂之國際一流學術期刊。本整合型計畫執行

期間為三年，各子計畫主持人於國科會審查研究成果時，將具體研究成果發表於

國際一流學術期刊、或被國際一流學術期刊複審中。 

 

 

貳、 各子計畫主持人、計畫內容簡述及協同研究人員 

 

本整合計畫之基本執行單位，乃由6所學校，9位學者所組成，整合八個子計

畫各三年期，茲以表1說明各子計畫之主持人及其所隸屬之學校。並以表2簡述八

個子計畫各年研究之主題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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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子計畫項目及各子計畫主持人 

組別 計畫項目 服務機構/系所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總計晝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陳明進教授 無 

財務會計 
子計畫一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金成隆教授 無 

子計畫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研究所 陳慧玲助理教授 無 

管理會計 

子計畫三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吳安妮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梁嘉紋副教授 

子計畫四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 尤隨樺副教授 

子計畫五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會計研究所 
王曉雈副教授 無 

審計 子計畫六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林嬋娟教授 無 

稅務會計 
子計畫七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

訊學系、會計財稅所 
汪瑞芝教授 無 

子計畫八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陳明進教授 無 

 

 

表 2：各子計畫三年探討之主題及方向 

組別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第一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二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三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財務

會計 
子計畫一 

過渡經濟國家的公

司違規舞弊、會計師

產業專精度、與分析

師行為關聯性之研

究：來自中國的證據 

違約處理、公司治理、與大陸機

制環境之關連性研究。探討公司

與公司主管違規處理舞的因

素，特別是財務舞弊。 

探討大陸會計師產業專精度對

於審計品質的影響。包括： 

1. 大陸會計師產業專精度對盈

餘管理：應計盈餘、審計意

見、盈餘門檻、ST特別處理、

增資門檻、保守會計等的影

響。 

2. 大陸會計師產業專精度對於

審計品質的影響程度，是否受

包括會計師產業專精度、分析師

行為、違規處理、與大陸機制環

境之關連性研究，探討會計師產

業專精度不同的受查公司，其分

析師盈餘預測的行為的影響，以

及對於財務違規處理的防弊的

影響。包括: (1)會計師產業專精

度愈大的受查公司，其分析師盈

餘預測精確度越高；(2)會計師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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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第一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二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三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到機制環境的影響。包括： 

 (1) 國有股與非國有股的持份

比重。 

  (2) 資本市場的成熟度。 

  (3) 法律環境的完整度。 

業專精度愈大的受查公司，其分

析師盈餘預期一致性愈高；與(3)

會計師產業專精度愈大的受查

公司，其分析師盈餘預測盈餘時

所使用的私有訊息愈少。  

另外探討會計師產業專精度愈

大的受查公司，對於公司違規處

理的影響。包括：(1)違規的類

型；(2)違規處理的頻率；與(3)

違規處理的類型。 

子計畫二 

中國分析師盈餘預

測行為之研究 

1. 探討採用不同盈餘管理方

法取得配股資格之公司，其

長期會計與股價表現是否

有所不同。 

2. 二、比較採用不同盈餘管理

方法取得配股資格的中國

上市公司與申請但未取得

配股資格上市公司長期會

計與股價表現。 

1. 擬探討承銷商聲譽對取得

配股資格公司盈餘管理行

為與長期股價表現之影響。 

2. 擬探討審計品質對取得配

股資格公司盈餘管理行為

與長期股價表現之影響。 

1. 擬探討分析師發佈盈餘預

測，是否會調整公司盈餘管

理數字以反映公司真實價

值。  

2. 擬探討分析師發佈盈餘預

測，是否會因該公司為承銷

之客戶，而未調整公司盈餘

管理數字以反映公司真實

價值。  

3. 擬探討分析師所發佈盈餘

預測，是否對於公司長期股

價表現有所影響。  

管理

會計 
子計畫三 

台商之公司治理、管

理控制系統、及領導

風格對組織績效影

從投資策略制訂的角度探討良

好的公司治理機制，是否能為台

商的大陸投資帶來較高的經營

探討影響台商採行管理控制制

度的因素，及台商移植管理控制

制度至中國大陸之情況為何，主

探討台商領導風格、文化、組織

創新、及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

主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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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第一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二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三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響之研究 績效，主題包括： 

1. 瞭解目前台商企業使用公司

治理機制的現狀為何？ 

2. 發展一套適合台商特性的公

司治理機制之理論模式。 

3. 擬探討公司治理對台商經營

績效之影響為何？。 

4. 擬探討影響台商經營績效之

因素為何？ 

5. 擬瞭解台商投資策略影響經

營績效之情況為何？ 

題包括： 

1. 擬發展一套適宜台商管理控

制系統的理論架構及理論模

式。 

2. 擬深入了解台商近年來管理

控制系統發展之情況，及未

來之努力及改善之方向為

何？ 

3. 擬深入了解台商採行管理控

制系統之影響因素為何？ 

4. 深入瞭解台商管理控制系統

移植至中國大陸的情況為

何？ 

5. 深入瞭解台商管理控制系統

與經營績效之關係為何？ 

1. 擬發展一套適宜台商領導風

格、組織文化、組織創新、

與經營績效的理論架構及理

論模式。  

2. 擬探討台商領導風格對組織

創新之影響為何？  

3. 擬探討台商領導風格對經營

績效之影響為何？  

4. 擬深入探討台商領導風格與

組織創新的關係如何受到組

織文化（包括授權文化與支

持創新文化）的中介影響？ 

5. 擬深入探討台商領導風格與

經營績效的關係如何受到組

織文化（包括授權文化與支

持創新文化）與組織創新的

中介影響？ 

子計畫四 

大陸台商之公司治

理、道德文化、企業

風險與組織績效之

研究：多種研究方法

之應用 

探討大陸台商企業風險之影響

因素及其與公司治理之關聯

性，主題包括： 

1. 大陸台商主要面臨的總體環

境風險、產業風險與公司風

險為何？影響因素又為何？ 

2. 大陸台商如何管理與控制其

風險？主要採用的管理與控

探討道德文化對組織信任與員

工生產力之影響，主題包括： 

1. 外派員工與當地員工之道德

認知差異對組織信任之影響

為何？ 

2. 組織信任對員工忠誠度與員

工流動率之影響為何？ 

3. 高階主管的道德認知與領導

探討母子公司之治理結構的關

聯性及其對組織績效之影響，主

題包括：  

1. 母公司之治理結構與子公司

之治理結構之間的關聯性為

何？  

2. 子公司之策略性角色與當地

化程度對其治理結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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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第一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二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三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制機制為何？ 

3. 國際化程度與企業風險如何

影響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與

內容？ 

4. 國際化經驗、公司治理與企

業風險之關聯性為何？ 

對員工生產力之影響為何？ 

4. 道德文化、組織信任與員工

生產力之關聯性為何？ 

為何？  

3. 母公司之策略、市場競爭程

度及環境不確定性對子公司

治理結構之影響為何？  

4. 市場基礎治理、文化基礎治

理與紀律基礎治理對母/子

公司之績效的相對影響為

何？  

子計畫五 

二岸三地企業會計

與財務管理決策之

資訊效果研究 

探討台商企業採取大陸投資計

畫對於股東財富與同產業競爭

公司股價異常報酬之影響效

果。具體而言，本研究計畫將探

討下列問題： 

1. 資本市場是否會將企業大陸

投資計畫宣告之投資規模與

投資型態(如核心業務投資）

納入考量，並給予宣告企業

適當股價反應？ 

2. 資本市場是否會將公司專屬

特性（如企業之生命週期階

段、企業擁有的知識資本存

量）納入考量，並給予宣告

企業適當股價反應？ 

3. 資本市場是否會將企業所屬

之產業群聚區位（如華南地

探討大陸台商企業放棄回台灣

上市，並且選擇轉赴中國、香港

和新加坡資本市場掛牌上市以

籌措資金，此項決策對台灣聯屬

公司股價異常報酬之影響效

果。本計畫同時將檢驗大陸台商

企業海外上市後的股價表現與

台灣聯屬公司股價表現間之股

價連動性。具體而言，本研究計

畫將探下列問題： 

1. 大陸台商企業海外掛牌上市

宣告對於台灣聯屬公司的股

價異常報酬是否存在顯著影

響效果？ 

2. 大陸台商企業海外掛牌上市

的地點選擇是否會對台灣聯

屬公司之股價異常報酬造成

探討伴隨中國股權分置改革而

引貣風潮的資產重組議題。本研

究計畫旨在探討中國企業資產

重組決策對於股東財富與公司

績效的影響效果。具體而言，本

研究計畫將探討下列問題：  

1. 資本市場是否會將企業採行

資產重組方式（如資產置

換、資產剝離、股權轉換、

併購）納入考量，並給予宣

告資產重組企業適當的股價

反應？  

2. 相較於不能增加公司單角化

之資產重組，投資人對於可

以增加公司單角化之資產重

組宣告，是否將給予較大股

價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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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第一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二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三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區）納入考量，並給予宣告

企業適當股價反應？ 

4. 企業強制性宣告大陸投資計

畫對同產業競爭公司之股價

異常報酬是否具有資訊移轉

效果？ 

5. 企業強制性宣告大陸投資計

畫對於位居相同產業群聚區

位競爭公司之股價異常報酬

是否具有資訊移轉效果？ 

不同影響效果？ 

3. 台商企業選擇於中國、香港

與新加坡資本市場上市，

IPO後之股價異常報酬與台

灣聯屬公司股價異常報酬間

是否呈現股價連動關係？ 

3. 資本市場是否會將組織結構

（如國有企業、民營企業）

納入考量，並給予宣告資產

重組企業適當的股價反應？  

4. 相較於股票未被交易所施以

特別處理（ST）企業，投資

人對於ST類公司宣告資產

重組，是否將給予不同的股

價反應？ 

5. 對於同時於A、B股上市的資

產重組宣告企業，相較於B

股投資人，A股投資人會給

予宣告企業較大的股價反

應？  

審計 子計畫六 

中國大陸審計市場

與公費研究 

探討影響中國審計公費制訂的

因素，並瞭解由於中國資本市場

發展的獨特性以及中國計畫經

濟的特色，是否會影響審計公費

的制訂。 

擬討論非審計公費以及客戶重

要性對於會計師審計品質的影

響。本研究將分析非審計公費、

會計師對於客戶的依存度，是否

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進而影響

會計師對於客戶裁決性應計金

額、非常項目的判斷、以及會計

師出具之審計意見。 

擬討論會計師更換、審計意見與

審計公費的關連性。在審計市場

競爭激烈的中國，讓企業較有機

會可以藉由更換會計師以取得

更有利的審計意見。本文擬分析

當企業更換會計師時，是否存在

購買審計意見的情形，以進一步

瞭解中國目前資本市場之審計

品質。 

稅務

會計 
子計畫七 

台灣企業在中國大

陸投資、移轉訂價以

探討中國稅務制度對台灣企業

赴大陸投資方式以及投資地選

探討我國自民國八十七年一月

一日貣實施兩稅合一制之後，台

探討台商面臨投資上限 40%之

下，如何透過移轉訂價及所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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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第一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二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三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及所得移轉之租稅

規劃 

擇之租稅規劃，首先研究中國稅

務制度的變革，進而探討台商赴

大陸投資方式、組織型態以及投

資地點選擇是否有改變等租稅

規劃，最後探討影響租稅規劃之

決定因素。 

灣企業是否會因國內股東享有

稅額扣抵權，以消險股利所得的

重複課稅，進而降低企業向國內

股東募股的資金成本，進而增加

在台灣的投資，而國外股東並無

稅額扣抵的好處，進而降低在中

國大陸的投資。 

轉等租稅規劃將資金保留於中

國大陸再投資，而台灣政府如何

透過有效的資金回流機制將大

陸子公司的利潤匯回台灣母公

司等租稅規劃議題。 

子計畫八 

我國上市公司財稅

所得差異之研究－

新會計準則及稅制

變革與赴大陸投資

之影響 

1. 建檔民國87年至95年兩稅合

一實施後年度，我國財務報

告附註揭露中有關所得稅費

用（利益）的主要構成項目。 

2. 利用所建檔完成的所得稅費

用（利益）之資料庫，建構

適合用於推估我國企業課稅

所得額的公式。 

3. 蒐集並建立赴大陸投資之上

市公司的財務資訊。 

4. 測詴適用本計畫所建構之課

稅所得額推估公式的企業特

質為何。 

1. 延申第一年度的資料庫，繼

續補建檔民國96年財務報告

之所得稅附註揭露以及大陸

轉投資資訊。 

2. 開始建檔民國93年至96年，

財務報告有關資產減損，以

及金融資產(負債)的損益評

價科目之附註揭露金額。 

3. 利用所建檔完成之所得稅費

用(利益)、資產減損，以及金

融資產(負債)評價科目的資

料庫，測詴我國實施財務會

計準則第34號及第35號公報

及稅法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的

變革，對我國企業財稅所得

差異之影響。 

4. 利用所建檔完成赴大陸投資

資訊的資料庫，測詴赴大陸

1. 延申第一年度及第二年度的

資料庫，繼續補建檔民國97

年財務報告有關所得稅、資

產減損損失(迴轉利益)與金

融資產(負債)的損益評價科

目之附註揭露金額及赴大陸

投資資訊。  

2. 開始建檔民國96年度實施無

形資產會計準則及民國95年

度實施最低稅負制以後，企

業無形資產分類(有耐用年

限及非確定年限)，以及所需

補繳納的所得基本稅額等資

料。  

3. 利用所建檔完成之所得稅費

用(利益)、資產減損、金融資

產(負債)評價科目、無形資產

分類、所得基本稅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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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第一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二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第三年探討主題和方向 

地區投資對我國上市公司之

財稅所得差異的影響，以及

我國實施稅法移轉訂價查核

準則前後之變化。 

上市公司赴大陸投資資訊的

資料庫，測詴我國實施財

務會計準則第37號公報及最

低稅負制的變革，對我國企

業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

在控制這些新會計準則及稅

制變動後，資本市場對於企

業產生的無法解釋之財稅所

得差異，是否視為較為負向

之資訊內涵。亦即資本市場

是否將我國實施新會計準則

及稅制視為有益於改善財務

報告品質之變革，因此控制

這些財稅差異之影響之後，

無法解釋的財稅所得差異應

該給予較為負向之評價；

在控制財務會計準則與稅制

變動及財稅所得差異後，資

本市場對於企業在大陸轉投

資產生之財稅差異，是否視

為正向之資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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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邀請三位學者擔任本計畫之協同研究人員，茲以表 3說明各協同研

究人員、其所隸屬之學校及專長。 

 

表 3：協同研究人員 

姓名 服務機構/系所 專長 

紀信義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審計及財務會計，對於大陸企業之財務

會計問題有深入地研究，可協助本計畫

進行大陸企業會計品質之調查分析。 

郭翠菱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 

會計學系 

管理會計畫大陸台商，對台商議題相當

了解，且對問卷設計、蒐集、分析能力

卓越，可協助本計畫進行台商經營管理

問卷之調查。 

黃政仁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績效評估與管理會計，對於公司治理之

議題有深入見地，可協助本計畫進行台

商經營與公司治理相關問題之探討。 

 

 

參、 計畫執行成果說明 

茲將本研究計畫之執行成果，依總計畫及各子計畫分點列示如下： 

一、總計畫成果 

1. 建置與維護總計畫網站1。 

本網站為一交流與溝通之帄台，旨在使研究團隊成員獲得總計畫、各子

計畫、以及台商研究相關資訊。同時亦具有資料庫功能，蒐集與台商研究有

關之新聞、專題、文章、統計資料、法規與文獻，以供團隊成員檢索所需資

料。 

總計畫網頁設有權限管理，非本計畫研究團隊成員僅可得知本計畫簡

介、（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整合範疇、預期綜效、參與研究學者），及

最新消息等資訊（如圖 1）。 

 

                                                      
1
 http://140.119.78.30/ 

http://140.119.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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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總計畫網站首頁（登入前） 

 

本計畫研究團隊成員則可於登入頁面（如圖 2），鍵入帳號密碼後得到

較完整的資訊（如圖 3），如相關報導（包含新聞、文章及專題）、統計資料、

法規、文獻及總計畫每周一發佈之電子報。本網站並設有簡易之檢索功能，

可以關鍵字進行檢索。 

 

 

圖 2：總計畫網站登入頁面 



11 

 

 

 

圖 3：總計畫網站首頁（登入後） 

 

目前總計畫網站之資料量共計有 20,447筆，詳細資料彙總請見表 4。 

 

表 4：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網站資料概況 

資料類別 資料筆數 

相關報導 

新聞 7,877 

文章 853 

專題 1,360 

統計資料 35 

法規 774 

文獻 332 

電子報 91 

總計 20,447 

 

2. 定期發佈電子報。 

此電子報乃蒐集國內各網站，與台商有關之新聞及文章，並於每周一發

佈乙次，共有 91期。各期電子報內容可至總計畫網站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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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研究數據庫索引手冊。 

此手冊乃彙集、整理本研究團隊有權限使用之研究數據庫之變數及其說

明，以利各子計畫研究之進行。手冊內容可至總計畫網站統計資料項下研究

數據庫索引手冊資料夾下閱覽。 

 

二、子計畫研究成果 

以下，分組簡述本研究團隊各子計畫三年之研究成果： 

1. 財務會計組：  

(1) 子計畫一：金成隆老師 

「過渡經濟國家的公司違規舞弊、會計師產業專精度、與分析師行為關聯性

之研究：來自中國的證據」 

第一年摘要： 

本計畫認為控制股東為政府的公司 (不論是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 或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其經營團隊通常由政府單位

所指派，受到內部或外部(Wang, Wong, and Xia,2005)的監督力量較小，因

此預期這類的公司管理階層進行違法違規行為機率較大。其次，法人機

構的股東對於公司監督的力量相對較其它股東大（ Shleifer and 

Vishny ,1986,1996）因此，我們認為法人股東對於抑制公司管理階層進行

違法違規行為具有正面的幫助。接著，本文認為境外股份受的發行當地

國家較多的規定限制，因此管理當局受到的制約較大，且能夠境外發行

股票的公司其公司治理結構較好，故本文認為有發行境外股份的公司與

公司管理階層違法違規行為呈負向關係。最後，我們想瞭解國家組織特

性是否會影響公司治理的品質-----管理階層違法違規行為的機率，本文認

為控制股東不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最大。 

實證結果發現: 1.其他情況相同下，控制股東並非國有的公司，受到

違規處理的機會或頻率比較小；2.控制股東為法人的公司，公司受到違規

處理的機會或頻率比較小。3.控制股東如為國家掌控的法人時，公司受到

違規處理的機會或頻率，大於非國家掌控的機構法人。4.發行境外股愈多

的公司，公司受到違規處理的機會或頻率比較小。5.在中國，資本市場愈

成熟的省份，公司受到違規處理的機會或頻率比較大。6.法律環境愈成熟

的省份，公司受到違規處理的機會或頻率比較大。7.政府融入法律環境愈

成熟的省份，公司受到違規處理的機會或頻率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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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年摘要： 

本研究預期公司財務報表委由女性會計師簽證時，財務報表或是審

計品質應優於男性會計師，且台灣地區的情況比大陸地區明顯。財務報

表或是審計品質以應計盈餘、是否收到保留意見、是否違約、是否重編、

是否較保守、是否擊敗分析師預期等為代理變數。目前大陸的資料處理

大致接近完成。初步結果發現，大陸地區女性會計師在降低應計盈餘的

表現方面，並沒有突出表現，在保留意見發面，尚未有具體研究發現。

至於台灣地區的研究，我們已有初步結果，也尌是女性會計師查帳的結

果，品質較佳，也尌是應計盈餘較低，應計盈餘的變異性也較低，且公

司較可能收到保留意見，因此這一部分的實證結果，獲得初步支持，但

接下來仍有待進一步的敏感性分析。 

 

第三年摘要： 

Prior studies show that, in general, women are more risk averse and act 

more ethically than men.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gender on audit quality, as measured by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nd 

the likelihood of issuing a going concern opinion. The availability of auditor 

gender data provides a unique setting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lients have lower discretionary accruals when audited by female signing 

auditors, regardless of lead or concurring auditors. Also, clients have the 

least discretionary accruals when both lead and concurring auditors are 

female. Moreover, this study shows that variance in accruals increases  

monotonically with the number of male auditors. As an alternative measure 

of audit quality, I also examine and find that female auditors are more likely 

to issue going concern audit opinions than male auditors. Further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industry expertise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audit partners; thus, the results are not driven by the industry expertise. 

Finally, after correcting for selectivity bias, my primary conclusion remains 

unchanged. Overall, these results provide consistent evidence that the gender 

of signing auditors is what appears to matter in terms of differential audit 

quality among accounting firms, at least with respect to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nd the likelihood of issuing a going concern opinion.  

However, I can not find consistent evidence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gend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Finally, I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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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legal form of CAP firms indeed affect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Specifically, firms audited by auditors of CPA firms with legal form of 

partnership have better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than those by auditors of 

CPA firms with legal form of corporation. 

 

(2) 子計畫二：陳慧玲老師 

「中國分析師盈餘預測行為之研究」 

第一年摘要： 

在中國，因缺乏其他融資管道，配股成為公司上市後再融資的主要

方式。中國證監會基於資源分配公帄性，於1996年貣擬定嚴格的配股規

定。為了取得配股資格，中國上市公司乃採用不同方法進行盈餘管理，

以達到證監會配股之規定。因此，中國上市公司配股及其盈餘管理問題

一直是學術界、實務界與管制機構關注焦點。由於配股法令在1996年、

1999年及2001年針對股東權益報酬率(Return on equity, ROE)設定不同門

檻，特別地，自2001年3月15日貣，中國證監會規定申請配股上市公司最

近3個會計年度之加權帄均股東權益報酬率，其帄均值不得低於6%；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利潤與扣除前的淨利潤相比較，以低者作為加權帄

均股東權益報酬率的計算依據。是以，中國上市公司於2001年3月以後，

無法再利用業外損益或政府補貼達到配股門檻。這些配股法規變革，均

會影響申請配股公司之盈餘管理行為及其申請配股成功後營運表現。 

目前國內外文獻針對中國上市公司配股現象，主要探討的議題包

括：配股的動機、盈餘管理現象、盈餘管理與資源配置及盈餘管理與公

司治理等四類。而實證研究樣本，均針對1999年以前法規，未有文獻探

討1999年以後配股法規變革，對申請配股公司盈餘管理行為之影響。是

以，本研究擬檢視配股法規變革對申請配股公司盈餘管理行為及其未來

營運表現之影響。 

本計畫樣本期間為1998至2004年，依配股法規不同，將樣本期間分

為1998年、1999年至2000年與2001年至2004年，共三個子樣本期間，以

進行實證檢測。其實證結果列示如下： 

在配股規定門檻與盈餘管理實證檢測部分，上市公司於1998年申請

配股適用1996年規定，因此股東權益報酬率在10%形成門檻。而1999至

2000年申請配股適用1999年規定，其股東權益報酬率在6%與10%形成二

個不連續門檻。本研究計畫根據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利潤所計算之

ROE，篩選出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淨利潤所計算之ROE低於門檻卻申請



15 

 

成功公司，此類公司盈餘管理可能高。特別地，此類公司利用業外損益

或政府補貼達到門檻，其申請成功後，營運績效可能較低。實證結果顯

示，此類公司於申請配股成功後第一年與第二年之營運績效顯著低於配

對公司。 

本研究根據申請配股公司於申請前一年、前二年及前三年，其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後淨利潤所計算之ROE，將樣本公司區分為盈餘管理可能

性較高（第1四分位）與盈餘管理可能性較低（第3四分位）兩類公司，

分別檢視其申請成功後營運績效。實證結果顯示，在1998年，盈餘管理

可能性較低公司申請成功後第一年與第二年之營運績效均顯著高於配對

公司；而盈餘管理可能性較高公司申請成功後之營運績效並未顯著低於

配對公司。在1999-2000年，盈餘管理可能性較高公司申請成功後第一年

與第二年之營運績效均顯著低於配對公司；而盈餘管理可能性較低公司

申請成功後之營運績效並未顯著高於配對公司。在2001-2004此區間，無

論盈餘管理可能性較高或較低公司，於申請成功後之營運績效與配對公

司並無顯著差異。 

根據配股申請成功與失敗公司未來營運績效表現，檢視中國證監會

審核申請配股公司之能力。有些中國上市公司利用盈餘操縱達到配股標

準，卻未能取得配股資格，此類公司因操縱盈餘，其長期營運表現應低

於申請配股成功公司。若中國證監會審查能力佳，則預期申請配股成功

公司於申請配股成功後之營運績效應優於申請配股失敗公司。實證結果

顯示，1998年及1999年至2000年期間，申請配股成功公司於申請配股成

功後第一年與第二年之營運績效均優於申請配股失敗公司。然2001-2004

年間，申請失敗公司於申請配股失敗後第一年與第二年之營運績效反而

優於申請配股成功公司。 

本計畫進一步將申請失敗後再申請成功配股或增發公司刪除，重新

檢視配股申請成功與失敗公司未來營運績效表現。於2001-2004年間，申

請失敗公司於申請配股失敗後之營運績效仍優於申請配股成功公司。此

實證結果顯示，中國證監會審核申請配股公司能力在1998至2000年佳，

然自2001年3月貣，因配股規定修改，中國證監會可能因無法看穿利用裁

決性應計項目或關係人交易操縱主營業利潤之公司。是以，申請配股失

敗公司於申請失敗後，其營運績效仍優於申請配股成功公司。 

 

第二年摘要： 

中國股票市場雖蓬勃發展，然因監理體制未臻完善，上市公司資訊

揭露透明度較低，使資訊不對稱情況嚴重。當投資人為分散風險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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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股票時，資訊蒐集與處理成本高，是以，投資人逐漸重視及依賴證

券分析師所提供之研究報告。此外，中國證券市場機構投資人逐漸增加，

機構投資者與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紛紛購買證券商研究部門分析師所提

供研究報告，使分析師在中國資本市場日益受重視。自2003年，財經媒

體亦逐漸重視分析師角色及其預測能力，紛紛根據不同標準評選出最佳

分析師。由此可知，證券分析師在中國資本市場已佔有重要地位。 

中國證券分析師盈餘預測與股票推薦已受到機構投資人與個別投資

人重視，然國內外探討中國分析師盈餘預測及股票推薦行為之文獻為數

仍少。中國財經媒體及一些文獻指出，中國證券分析師因所屬證券商之

不同業務可能產生利益衝突，進而影響其盈餘預測之公正性。然這些文

獻僅侷限理論探討，或提出管制機構應採取之防範措施，而未有深入實

證之研究。是以，本研究擬探討中國證券分析師因所屬證券商之不同業

務可能產生利益衝突，對其盈餘預測正確性之影響。 

     本研究係以2003-2007年在上海及深圳交易所，有分析師追蹤之

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描述性統計顯示，2003年共計405家中國上市

公司(約32%)，有分析師追蹤並提供研究報告，2004年則計478家A股上市

公司，有分析師提供研究報告，至2007年， 919家之中國上市公司(約59%)

有分析師追蹤。在2003年，每位分析師帄均研究約3家公司，至2007年，

每位分析師帄均追蹤6家上市公司。單變量統計結果顯示，在2006年，承

銷商分析師於承銷前60天，其盈餘樂觀偏頗程度顯著低於非承銷商分析

師。 

在多變量分析部分，假說一係檢視上市公司決定承銷商前，相較於

非承銷商分析師，承銷商分析師對所有研究公司之盈餘預測準確性是否

較高。本研究以承銷商取得承銷案之年度為基準，分別往前推一年至三

年，實證結果顯示，相較於非承銷商分析師，承銷商分析師盈餘預測誤

差並無顯著較低，因此假說一並未獲得支持。假說二則以增發/配股公司

選定承銷商日為基準，往前推算60天，檢視承銷商分析師於取得承銷案

前，是否會策略性發佈樂觀偏頗盈餘預測。其實證結果顯示，在2006年，

承銷商分析師盈餘預測樂觀偏頗程度顯著低於非承銷商分析師。而在

2007年，承銷商分析師與非承銷商分析師盈餘預測樂觀偏頗程度並無顯

著差異。其他年度則因樣本數不足，無法獲得迴歸分析結果。是以，假

說二並未獲得支持。 

     在經紀業務部分，假說三與假說四針對分析師所屬證券公司旗

下之基金公司，檢視當基金公司擬調降 /調升投資組合之某家公司股票

時，同一家證券商分析師盈餘預測是否有所偏誤。其實證結果顯示，當

分析師所屬證券公司旗下之基金公司，調升投資組合之上市公司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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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時，相較於其他分析師，同一證券商所屬分析師發佈盈餘預測顯著地

悲觀。相反地，當分析師所屬證券公司旗下之基金公司，調降投資組合

之上市公司持股比例，同一證券商所屬分析師發佈盈餘預測比不同證券

商分析師顯著地樂觀。是以，假說三與假說四支持。 

綜言之，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可知，中國分析師發佈盈餘預測公正性，

較不會受到承銷業務影響。而分析師所屬證券公司旗下基金公司行為，

對分析師盈餘預測公正性則具有顯著影響。 

 

第三年摘要： 

隨著中國經濟穩定成長及股市蓬勃發展與逐步開放，國際投資者紛

紛關注中國資本市場，外國機構投資人多數根據外國券商研究部門分析

師所提供研究報告，進行其投資決策，是以，近年來外國證券商分析師

盈餘預測對中國A股影響力逐漸增加。然而目前仍無文獻探討當中國分析

師與外國券商分析師追蹤同一家中國上市公司時，影響中國與外國分析

師盈餘預測正確性因素為何。特別地，中國財經媒體及相關文獻指出，

中國上市公司為避免因連續虧損而暫停上市或終止上市，或為取得增發/

配股資格進行盈餘管理。Teoh and Wong (2002)以裁決性應計項目做為盈

餘管理代理變數，其實證結果顯示，分析師對於應計項目或裁決性應計

項目金額高之公司，其盈餘預測誤差較大。因此，公司盈餘管理程度係

影響分析師盈餘預測準確性之重要因素。本研究探討中國上市公司採用

不同盈餘管理方法，對中國與外國券商分析師盈餘預測準確性之影響。 

  在盈餘管理方法對外國及中國分析師盈餘預測準確性影響部分，本

研究以裁決性應計項目、異常關係人銷貨及異常業外損益做為盈餘管理

代理變數。實證結果顯示，中國上市公司採用不同盈餘管理方式，使中

國與外國證券分析師盈餘預測正確性均降低，顯示盈餘管理影響分析師

盈餘預測。然中國分析師盈餘預測誤差並未顯著地低於外國分析師，究

其可能原因，係外國證券商可能雇用中國籍分析師，中國籍分析師擁有

外國證券商良好的資源與訓練，且有當地的人脈關係。相較於中國分析

師，外國券商中國籍分析師並無取得資訊劣勢。是以，無論中國分析師

與外國分析師，其盈餘預測誤差未因公司盈餘管理程度或盈餘管理方法

而有顯著差異。 

 

2. 管理會計組 

 (1) 子計晝三：吳安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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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之公司治理、管理控制系統、及領導風格對組織績效影響之研究」 

第一年摘要： 

大陸是目前企業海外投資的首選區域，對大陸投資的比重及金額已

高居台灣對海外投資的首位。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公司治理對台

商在大陸投資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為何？同時探討有哪些投資策略會對

台商公司的經營績效產生影響？  

本研究以赴大陸投資一家子公司之台商為研究對象，自1998年至

2006年合計1,156個樣本，探討公司治理對台商赴大陸投資公司經營績效

之影響。迴歸分析之結果發現，當機構法人持股比率愈高、大股東控制

權與現金流量權偏離程度愈大時，台商赴大陸的投資收益愈高。當機構

法人持股比率愈高、獨立董監席次愈大時，投資大陸子公司的獲利對母

公司每股獲利之貢獻愈大。建議可透過提高機構法人持股比率、大股東

行使轉讓權將股票移轉給小股東、或是提高獨立董監席次，俾強化對台

灣母公司之監督機制，並進而提高大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 

本研究以中華徵信所台商一千大排名的製造業上市櫃公司為基礎進

行問卷調查，回收的有效樣本共103家，探討不同投資策略對台商子公司

經營績效之影響。迴歸分析之結果發現，當台商的投資動機為加工出口

導向型，對大陸子公司的營業利益率有負面之影響。建議製造業赴大陸

投資時，應從過去將大陸視為世界工廠，以外銷為主的投資型態，轉型

為將大陸視為世界工廠，開發廣大內需市場，才有機會提高子公司的獲

利能力。當大陸子公司的管理人員之國際化程度愈高、台籍幹部的比率

愈低時，台商赴大陸的投資收益愈高。建議台商對大陸子公司的投資策

略，應強化管理階層有關管理國際化公司方面的經驗、並深耕在地化之

陸籍幹部人才培育，裨益提高大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 

 

第二年摘要： 

台商赴大陸經營面對著許多如績效評估、目標設定及預算等管理控

制之議題。然而，何種管理控制系統適於台商企業、台商企業選擇管理

控制系統之影響因素、及台商之管理控制系統對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等

議題，至今仍無相關文獻探討；另外，文獻雖有關於管理制度移植之研

究，但至今亦無探討台灣管理控制系統移植至中國大陸之研究，因此，

本研究旨在從三個面向探討台商管理控制系統之移轉：(1)台商採行管理

控制系統之影響因素為何？(2)電子業與非電子業，其管理控制系統之移

植是否有差異？(3)電子業與非電子之台商子公司對於管理控制系統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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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否有差異？(4)台商採行管理控制系統對其經營績效是否具有正向影

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公司規模、公司年齡及合資經驗對公司是否採行

管理控制系統並無顯著之影響，惟合資經驗對公司「授權程度」管理系

統之採行有正向影響，顯示具合資經驗之公司較傾向於授權予下屬進行

決策；而公司年齡與「視績效而定之財務獎酬」管理控制系統則呈現負

相關，顯示公司成立年資愈短，愈可能採行財務獎酬制度以評估員工之

績效。 

在子公司對於管理控制制度之採行是否具有差異方面，電子業與非

電子業不論於管理控制系統之移植，或子公司對管理控制系統之偏好方

面均無顯著之差異。 

尌管理控制制度之採行對子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情況而言，實證結

果指出：子公司採行管理控制制度對總資產報酬率(ROA)、及股東權益報

酬率(ROE)具有 顯著之正向影響。 

 

第三年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台商在中國大陸經營績效之內部及外部力量之

影響情況。本研究將大陸子公司與當地供應商合作程度、與當地顧客合

作程度、與當地政府關係程度及使用當地人力資源程度稱為「在地化程

度」，此為影響台商在中國大陸經營績效的「外部力量」。又母公司對大

陸子公司之創新人力及管理制度支援以及子公司之創新吸收能耐程度，

視為影響台商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內部力量」。 

本研究有五大議題：一、大陸子公司的在地化程度此「外部力量」

對大陸子公司的創新影響；二、母公司對大陸子公司之創新人力及管理

制度支援此「內部力量」對大陸子公司的創新影響；三、大陸子公司的

在地化程度此「外部力量」對大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影響；四、母公司

對大陸子公司之創新人力及管理制度支援，以及子公司之創新吸收能耐

程度此「內部力量」對大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影響；五、大陸子公司的

「在地化程度」、母公司對大陸子公司之「創新支援」，以及「創新」這

三股力量對大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一、大陸子公司與當地政府關係程度與子公司

的實際創新呈現正向關係，表示大陸子公司與當地政府建立及維持愈良

好的關係，可以為大陸子公司在當地爭取更多的好機會，對大陸子公司

的創新愈有幫助。二、大陸子公司之創新程度與子公司對母公司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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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收能耐程度呈現正向關係，表示大陸子公司對母公司之創新的吸收

能耐程度愈高，對大陸子公司的實際創新愈好。三、大陸子公司使用當

地人力資源對總資產報酬率(ROA)及股東權益報酬率(ROE)的影響皆為

正向；又大陸子公司與當地政府關係程度與大陸子公司的營業利益率

（ROS）呈現正向關係，表示大陸子公司的「在地化程度」可以提升大

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四、母公司對大陸子公司創新人力的支援程度與

總資產報酬率及股東權益報酬率皆呈現正相關，表示母公司對大陸子公

司人力的支援愈多，愈能提高大陸子公司的經營績效。五、將在地化程

度、創新支援及創新三股力量一貣放入模型中，吾人發現：大陸子公司

與當地顧客合作程度對大陸子公司的營業利益率（ROS）的影響呈現正

向關係；母公司對大陸子公司的創新人力支援愈多，大陸子公司的總資

產報酬率(ROA)愈高。總之，大陸子公司之在地化程度及母公司之創新支

援皆對子公司之經營績效產生正向之影響作用。 

 

(2) 子計畫四：尤隨樺老師 

「大陸台商之公司治理、道德文化、企業風險與組織績效之研究：多種研究

方法之應用」 

第一年摘要： 

中國大陸是近年來全球矚目的新興市場，提供了大量的商機與資

源，然而，由於其為一轉型中的經濟(transitional economy)，企業進入此

一市場時通常會面臨許多來自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不確定性，風險遠

高於其他的國際市場(Legewie 2002)，因此，企業風險的衡量與管理成為

進入該市場的國際企業首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過去文獻顯示：國際化的程度、進入海外市場的方式、子公司的策

略定位、進入海外市場的時點、國際化的經驗等都是影響多國籍企業之

風險的重要因素，而理論上風險管理策略主要有五項，分別為避免風險、

控制風險、合作、模仿與彈性，不同的風險類型所適合的風險管理策略

並不相同。其中，Hoskisson et al. (2000)即指出：在新興市場中，交易成

本比在已開發市場中為高，環境不確定性是外資企業最主要的顧慮，故

而，企業進入市場時傾向透過產業群聚的方式及網絡關係之投資減低投

資風險，裨益績效之提昇。 

因此，本研究計畫第一年係以台商在大陸之子公司為研究對象，深

入探討台商如何透過產業群聚與網絡關係降低投資風險與提升組織績

效，研究問題包括：1.大陸台商主要面臨之總體環境風險、產業風險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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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風險及其影響因素；2.大陸台商之產業群聚現象對其投資風險與績效之

影響；3.大陸台商之網絡關係對其投資風險與績效之影響。  

綜合實地訪談、問卷調查及實證分析等多種研究方法，本研究發現：

產業風險與公司風險之間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而產業群聚則有助於投

資風險的降低，此外，投資風險並可透過母公司累積投資金額的增加及

子公司分佈國家數目的增加而減低，顯示：來自母公司的支援、與同業

地理位置之接近、以及投資地點的分散有助於投資風險的降低。 

另一方面，分別採用ROA、ROE及與同業的比較作為績效衡量變數，

本研究亦發現：產業群聚及網絡關係的投資對於投資績效具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顯示：產業群聚與投資當地網絡關係的經營確實為重要的投資

策略，可有助於台商在新興市場中投資績效的提升。 

 

第二年摘要： 

在新興市場中，由於法令制度尚未發展成熟，因此會增加國外企業

在當地營運的困難度與成本，此即所謂的「國外負債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為因應前述因素所造成之營運的不效率，企業往往透過集

團聯屬關係取得所需支援，依據交易成本的觀點，集團企業的經營模式

有助於降低企業在國外營運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與風險，繼而達到交易成

本的降低與組織績效的提升。因此，集團企業在新興市場十分普遍，然

而，儘管實務上普遍認為集團企業在新興市場的競爭力高於獨立公司，

但回顧現存探討集團聯屬關係和經營績效間之關係的文獻可以發現：關

於集團聯屬關係和公司績效間之關係的研究並未得到一致的結論，有些

研究發現集團所屬公司的經營績效高於獨立公司，但也有研究發現兩類

公司的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差異。此外，目前文獻上對於集團究係如何影

響聯屬公司之營運與績效瞭解仍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計畫同時採用

資源基礎觀點與網絡觀點實證檢視(1)新興市場中集團聯屬企業和獨立公

司間績效的差異；以及(2)集團特性對聯屬公司在海外市場之區位選擇與

經營績效之影響。 

以275家投資大陸之台灣電子業廠商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發現：集團

企業聯屬公司與獨立公司之間在經營績效上並未出現顯著差異，反而集

團特性才是決定集團聯屬企業能否在大陸市場中具有較佳績效表現的主

要因素。進一步檢視集團特性對台商經營績效之影響，本研究發現：當

所屬集團之科技能力愈高時，台商在大陸市場之績效表現愈佳；此外，

當所屬集團在大陸當地之網絡資源愈豐富時，台商的獲利能力愈佳。換

言之，與集團之間的聯屬關係並不能確保廠商在新興市場中具有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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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現，所屬集團所具備之資源與能力才是決定集團聯屬企業績效表

現之優劣的關鍵。另一方面，本研究也發現：所屬集團之科技能力愈弱、

網絡資源愈少的公司當進入新興市場時，在投資區位的選擇上會愈傾向

靠近來自同產業的其他公司，顯示：當來自集團之內部支援愈少時，廠

商會傾向尋找能由外部獲得支援的管道，而這對其區位選擇有重要影

響。本研究計畫之結果對於集團特性、區位選擇與經營績效提供重要洞

察，有助於吾人瞭解在新興市場中集團聯屬關係的價值，此外，本研究

計畫亦指出選擇與同業群聚之企業其所具備之特性會與不選擇群聚之企

業在特性上有顯著差異。 

 

第三年摘要： 

過去研究大部分支持企業之科技能力與海外投資績效之間具有直接

關係，但極少研究探討投資當地環境之影響，本研究將外部環境因素納

入科技能力之效益分析中，並以新興市場之廠商作為分析對象，探討三

項研究問題：首先，科技能力是否有助於企業在新興市場中維持優勢？

其次，科技能力的效益是否會因為企業所處之地理區域所具備之知識流

量或資源秉賦的不同而有差異？最後，科技能力的效益是否會因為企業

所處之地理區域之產業創新活動的活躍程度而有差異？由於產業創新活

動被認為是企業知識的主要來源，在新興市場中，企業經常會透過群聚

而從知識外溢中獲益，因此，吾人擬分析此一問題。實證結果顯示：科

技能力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科技能力對於投資

於新興市場之企業而言確實具有其價值，此外，本研究並發現知識流量

與資源秉賦會因地區的不同而異，而且科技能力對企業經營績效之影響

會受到地理區位之調節，亦即當企業所處地理區位愈鄰近知識流量時，

科技能力對績效之影響愈大，此外，科技能力與企業之經營績效之關係

也會受到企業所處地理區位之產業創新活動的活躍程度所調節，綜合前

述研究結果顯示：企業之內部能力所產生之效益會受到其所處之地理區

位所影響，換言之，當吾人在評估企業之科技能力的效益時，區位是一

項需要考量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對投資於中國大陸之廠商而言，地理區

位之多元化可能使相同的內部能力產生不同的效果，最後，本研究指出：

分析廠商在海外之營運或決策時，不能忽略區位選擇策略的差異。  

 

 (3) 子計畫五：王曉雈老師 

「二岸三地企業會計與財務管理決策之資訊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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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年摘要： 

本研究由台商企業強制性揭露大陸資本投資計畫出發，探討資訊電

子業公司大陸投資宣告之股價異常報酬是否將會受到投資型態（核心業

務、非核心業務）、投資區位選擇（珠江三角洲產業群聚、長江三角洲產

業群聚、環渤海產業群聚）與宣告公司所屬之產業價值鏈階段（上游、

中游、下游）所影響。本研究延伸探討台商企業大陸投資宣告對於同產

業其它競爭公司的資訊移轉效果。同產業競爭公司股價異常報酬與宣告

企業股價異常報酬間究竟是呈現同方向變動，即符合蔓延效果假說？抑

或競爭公司股價異常報酬與宣告企業股價異常報酬間呈現反方向變動，

即符合競爭效果假說？ 

實證結果如下：1.相較於非核心業務投資，資本市場對大陸台商企業

宣告投資於核心業務活動將會給予較大股價反應。2.相較於珠江三角洲產

業群聚區位之大陸投資宣告企業，資本市場對於處在長江三角洲產業群

聚區位之宣告公司將會給予較大股價反應。然而，相較於珠江三角洲產

業群聚區位之大陸投資宣告企業，資本市場對處在環渤海產業群聚區位

之宣告公司則並未如預期給予較大股價反應。3.相較於產業價值鏈中、下

游之宣告企業，資本市場對於處在產業價值鏈上游的中國投資宣告企

業，帄均而言，將會給予較大股價反應。4.相較於先前不曾認列中國投資

利益之宣告企業，資本市場對於先前曾經認列中國投資利益的宣告公

司，帄均而言，將會給予較大股價反應。5.企業中國投資計畫宣告對於同

產業競爭公司存在顯著產業資訊移轉效果；同產業競爭公司股價異常報

酬與宣告公司股價異常報酬間呈現顯著正向關係，亦即符合蔓延效果假

說。6.相較於具有低成長機會之宣告公司，高成長機會公司宣告中國投資

計畫對於同產業其它競爭公司的產業資訊移轉效果較大。 

 

第二年摘要： 

本研究由企業為解決中國投資產生的龐大資金需求出發，探討台資

企業至海外證券市場進行首次公開發行之股價資訊傳遞效果。本研究旨

在以資訊內涵與資訊移轉效果為基礎，探討大陸台商企業選擇在海外證

券市場首次公開發行對台灣同產業競爭者以及聯屬公司股價異常報酬之

影響效果。本研究將探討台商企業海外掛牌上市後之股價表現與台灣聯

屬公司股價間，是否因為相同產業關係的連結而使股價呈現連動關係；

本研究將以向量自我迴歸模型與誤差修正模型來分析台商海外上市公司

與國內聯屬公司間之股價領先與落後關係，股價傳導與互動過程，以瞭

解股價訊息的傳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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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地主國投資人對台商企業宣告掛牌上市將會給予顯著正

向股價反應。大陸台商企業宣告海外掛牌上市對於台灣同產業競爭公司

股價異常報酬間存在顯著負向影響效果，即符合海外掛牌上市宣告競爭

效果假說。大陸台商企業宣告海外掛牌上市對於台灣聯屬公司股價異常

報酬間存在顯著正向影響效果，即符合海外掛牌上市宣告蔓延效果假

說。本研究發現大陸台商企業宣告海外掛牌上市後之股價表現將會與台

灣聯屬公司股價異常報酬間存在股價連動關係。 

 

第三年摘要： 

本研究將以處在轉型經濟之中國公司 IPO為樣本重新檢驗兩個競爭

性假說；Teoh et al. (1998) 之IPO發行公司投機性盈餘管理假說，與Ball 

and Shivakumar (2008) 之IPO發行公司增加財務報導品質（避免訴訟）假

說。由於中國股權分置改革亦需歷經停牌、復牌（類似IPO）過程，非流

通股股東持有公司股票必需持有一年後才能逐步拋售，本研究亦將以中

國股改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內部人（大股東、管理階層）在股權分置

改革完成前操縱研發支出，以利在股改完成復牌時拋售手中持股以謀取

私利。本研究同時將使用台灣IPO企業為樣本檢驗內部人IPO後拋售持股

與IPO前研發支出決策之關連性。 

    本研究初步發現，中國公司管理者於IPO前將會進行盈餘管理，

即符合TWW（1998）之IPO發行公司投機行為假說。此外，本研究發現，

中國股改企業之大股東認為投資人會以研發支出判斷公司前景，因此在

股改前將會增加R&D支出以利公司長期獲利之創造；此研究結果符合訊

號假說。管理階層之抛售持股與R&D支出之關連生則符合盈餘固定假

說。最後，本研究發現台灣電子業公司內部人在公司IPO後拋售持股比

例，與IPO前研發支出變動呈負向關係，符合盈餘固定假說。  

 

3. 審計組：林嬋娟老師 

 (1) 子計畫六：「中國大陸審計市場與公費研究」 

第一年摘要： 

中國資本市場無疑是近年來成長最快速的市場，會計師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也逐漸引貣各方重視。在西方國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是規

模最大、歷史最悠久，也最具品牌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在許多資本市

場中，具有壟斷簽證業務的地位。但在中國，審計市場發展時間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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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事務所數量眾多，規模狹小，各個事務所在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

市場佔有率低，同時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並非上市公司簽證公費收入

最多的事務所，審計市場的結構與環境與西方有許多差異，相關研究似

不宜單純以是否為國際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審計品質之替代變數。 

本文利用2003-2006年中國上市A股公司所揭露之4,402筆審計公費資

訊，分析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本研究實證結

果支持DeAngelo(1981)所提出的聲譽理論，即總收入較高、上市A股簽證

公費較高的會計師事務所，可取得公費溢酬。此外，在新興的市場中，

規模較小的事務所也可以藉由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來提升審

計品質，以取得公費溢酬。而不同品牌對審計公費的影響存在差異，與

國際四大結盟的會計師事務所，比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可以

收取更高的審計公費。在審計公費的決定因素部份，本研究發現，上市

公司資產規模與審計公費間存在正相關。會計師對營運風險（以速動比

率、負債資產比及淨損與否衡量之）較高之公司，亦收取較高之審計公

費。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式無保留意見時，審計公費亦顯著較高，而政府

持股比率越高，審計公費顯著越低。 

 

第二年摘要： 

為了提升財務報表的品質，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中國政府要求

同時發行上市普通股與境內上市外資股（以下簡稱A＋B股）的公司，或

是發行境內上市普通股外，又到境外上市（以下簡稱A+H股）之公司，

除了必需要聘請境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依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之財務

報表，還需要聘請符合國家規定之境外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公司依據國際

會計準則所編製之財務報表。兩家事務所針對同一家公司依據不同準則

編製的報表進行審計並分別出具審計意見，係中國特有的雙重審計制

度。本文以中國1999-2006年間，簽證發行A+B股或A+H股公司之會計師

事務所，其所有簽證上市A股之4,476筆觀察值進行分析，探討當會計師

面臨雙重審計被監督的壓力時，其審計品質是否有所不同。 

實證結果顯示，雙重審計制度對A股之審計品質有正向影響，尤其是

在2001年中國證監會正式公布雙重審計依循之準則後效果較為顯著。其

次，若境內與境外簽證會計師事務所間，非屬同一家事務所或同盟所時，

境內A股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會因為面臨較大的壓力而有較高的審計品

質。最後，境內與境外事務所之規模也對A股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品

質有所影響。若B(H)股由國際四大事務所簽證，對境內非國際四大成員

所之審計品質有正向影響。另一方面，境內非國際四大成員所之會計師

事務所，審計品質較不穩定，無論B(H)股之簽證會計師是否為國際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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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對於需要雙重審計之客戶，其審計決策顯著較為保守，對於不需

要雙重審計的客戶，則允許其認列較高之裁決性應計數。 

 

第三年摘要： 

From 2000 to 2007, fifteen Chinese accounting firms’ audit licenses 

were terminated or suspended for different reasons. As a result, clients of 

these accounting firms were forced to select new auditors in a short tim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uditor switching patterns of these clients and the 

effect of both client and preceding auditor characteristics on the auditor 

change decis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entral state-owned and 

dual shares clients tend to choose Big 4 or Big 10 as their succeeding audit 

firms. However, clients whose former audit firm’s license termination or 

suspension was due to severe regulatory sanctions are less likely to switch to 

high quality of auditors. Final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clients whose preceding 

audit firms are located in the same province as theirs are more likely to 

follow their preceding audit partners.  

 

4. 稅務會計組 

 (1) 子計畫七：汪瑞芝老師 

「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移轉訂價以及所得移轉之租稅規劃」 

第一年摘要： 

本文探討台灣自1998年實施兩稅合一，股東可扣抵稅額及未分配盈

餘加徵10%所得稅對於企業在台灣與中國大陸投資決策之影響。研究結果

顯示，台灣實施兩稅合一之後，股東投資於台灣相較於投資中國大陸，

因可享有股利所得扣抵個人所得稅的好處，使得企業投資中國大陸的資

金減少，進而增加台灣的資本投資額。然而，公司保留盈餘比率愈高者，

所加徵未分配盈餘稅亦愈高，不利資本投資所需資金的累積；因此，不

論投資於台灣或中國大陸，資本投資皆是減少。本文之實證結果提供稅

制對企業投資影響之證據。 

 

第二年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the Taiwanese foreign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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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on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performance in China. We applie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o operations data for 3,506 firms over the 

four year period 2004-2007. We found that companies located in the 

economic (technology) development zones benefit from lower tax rate 

privileg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ndustrial zones, 

and that their operating efficiencies are better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receives better tax incentives but requires 

mor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 operating risks are higher. As the company 

size increases,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ies worsen. The greater capital 

requirement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economies of scale are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e deterioration. However, when the company has higher sales 

growth this exhibits its better operating efficiency as well as its better 

operating efficiency performance. 

 

第三年摘要： 

本研究探討台商赴中國大陸子公司生產效率與母公司投資績效之關

聯性。由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生產效率方面，設立年數愈久，對於中

國當地文化、經營管理以及風險較了解，其總技術效率愈好。子公司資

本密集程度愈高，表示每位員工投入之固定資產成本高，但迴歸係數為

負向且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其總技術效率愈差，可能有無效率的資產投

入或閒置產能。但當每位員工的產值愈高及固定資產週轉率愈高時，其

總技術效率愈高，顯示子公司產能若能有效利用，對生產效率是提高的，

皆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子公司資產報酬率愈高時，其總技術效率愈高，

獲利性的提高對於生產效率的達成是有助益的。子公司投資地設立在華

東地區，其人工、土地成本相較於其他地區為高，故其總技術效率較差。

另一方面，尌影響台商在台灣母公司投資績效因素分析，總技術效率迴

歸係數為正向，且達統計上顯著水準；當子公司生產效率愈高時，母公

司投資收益亦愈高，因此投資績效愈佳。母公司投資於中國子公司的資

金愈多時，其投資績效愈高，實證結果亦獲得支持。台灣母公司若為電

子產業，在台灣所享租稅優惠較多，亦為投資人所青睞的產業，其投資

績效的表現也相較於非電子產業佳，故其迴歸係數顯著為正向關係。母

公司研究發展費用比率愈高時，其投資於研發的成本高，但效益風險存

在於不確定性，故投資績效反而為負向且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母公司資

產報酬率有來自子公司的投資收益，因此資產報酬率迴歸係數顯著與投

資績效成正相關。母公司負債比率愈高時，舉債的違約風險較高，其投

資績效表現較差，實證結果亦獲得顯著負相關。整體而言，大致得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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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子公司生產效率愈高時，其母公司的投資績效愈好之實證支持。 

 

 (2) 子計畫八：陳明進老師 

「我國上市公司財稅所得差異之研究－新會計準則及稅制變革與赴大陸投資

之影響」 

第一年摘要： 

實證研究上經常頇要以財務報表資料推估課稅所得額，但文獻上顯

示現行常用之推估課稅所得公式均存有偏誤。本文建立適合我國所得稅

制之課稅所得推估公式，以上市公司建檔之所得稅附註揭露資料與其申

報之營利事業所得稅課稅所得額，測詴本文建立課稅所得推估公式之適

合度，實證結果顯示，本文建立之課稅所得推估公式符合不偏估計式之

檢定，並且在電子業及非電子業、研發支出比率高及研發支出比率低之

樣本間，並無顯著之差異。本文建立之推估公式可作為未來研究以財務

報表資料推估課稅所得額之參考。 

 

第二年摘要： 

企業財稅所得差異擴大之現象引貣學術研究及證券與稅務主管機關

之廣泛注意，正向之財稅所得差異擴大，可視為財務報表盈餘品質惡化，

或是企業積極規避租稅的一項預警指標。然而，企業財稅所得差異並非

一成不變，也可能會隨新的會計及租稅環境而演變，但尚未有文獻探討

實施新頒布之會計準則及租稅制度，對企業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隨著

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及移轉訂價的稅制變革，這些重大

的財務會計與稅務法規的變異皆對我國企業財稅所得差異有潛在影響。 

本計畫的實證結果發現，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導入公帄價值法評價對

企業財稅所得差異產生顯著之影響，在其他條件相同下，我國上市櫃公

司財務報表認列較多的金融資產與負債評價損 (益 )、金融商品減損損

(益)、固定資產減損損(益)與投資評價損(益)等未實現損(益)，產生負向(正

向)之財稅所得差異亦愈大。此外本文也發現我國上市櫃公司赴大陸投資

收益與其財稅所得差異有顯著之正向關係。而在實施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之後，我國上市櫃公司與其大陸聯屬公司間進貨及加工費交易產生之財

稅差異有顯著之減少。這些發現結果提供了我國實施新會計準則與移轉

訂價制度對於企業財稅所得差異影響之實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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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年摘要： 

企業財稅所得差異擴大之現象引貣學術研究及證券與稅務主管機關

之廣泛注意，正向之財稅所得差異擴大，可視為財務報表盈餘品質惡化，

或是企業積極規避租稅的一項預警指標。然而，企業財稅所得差異並非

一成不變，也可能會隨新的會計及租稅環境而演變，但尚未有文獻探討

實施新頒布之會計準則及租稅制度，對企業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隨著

我國修訂無形資產會計處理準則，及實施最低稅負制的稅制變革，這些

重大的財務會計與稅務法規的變異皆對我國企業財稅所得差異有潛在影

響。本計畫的實證結果發現，我國上市櫃公司在民國95年以後，因為我

國商譽與無形資產會計處理方法的改變，有擴大正向財稅所得差異之情

形。而實施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後，減少企業過度租稅規劃之利益，故財

稅所得與課稅所得間之差異則有降低的現象。此外，在財稅差異資訊意

涵之評價上，本計畫實證結果發現財稅所得差異為負值的分組裡，對於

企業正向之裁決性財稅所得差異，資本市場會給予負向的評價；但在財

稅所得差異為正值的分組裡，對於企業正向之裁決性財稅所得差異，資

本市場會給予正向之評價。最後，不論是財稅所得差異為負值或正值之

分組裡，資本市場股價與導因於會計準則與稅法規定不同而產生的非裁

決性財稅所得差異皆有負向之關聯性。本文的研究貢獻除了可延伸財稅

所得差異之學術文獻外，對於我國無形資產會計準則變革及最低稅負實

施所產生企業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以及資本市場上對其資訊意涵評價

之差異，亦提供新的實證證據。 

 

肆、 經費執行情形 

總計畫執行經費情形如表 5。 

 

表5：總計畫經費執行情況 

項    目 業務費 研究設備費 國外差旅費 

核定金額 1,995,500 800,000  3,200,000 

流用金額 606,000 145,000 (751,000) 

研究人力費 1,939,101   

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653,732   

研究設備費  942,117  

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   1,966,088 

餘額 8,667 2,883 48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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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團隊成員執行本計畫相關研究成果 

1. 財務會計組： 

(1) 金成隆老師 

金成隆等. 2010. 「企業更名與實質交易關聯性之研究」於第九屆財務

理論與實踐研討會(中國北京) 發表。 

 

(2) 陳慧玲老師 

i. Chen, Hueiling and W.-L. Liao. 2009「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Firms: The Evidence from China」已被2009 

AAA Annual Meeting (會議時間98/08/01-98/08/05)接受。 

ii. Chen, Hueiling and Y.-W. Chang. 2009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s on 

Firms’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Evidence from China」已被AAA 

49
th

 Midwest Conference (會議時間98/4/16-98/4/18)接受。 

 

2. 管理會計組： 

(1) 吳安妮老師、尤隨樺老師及梁嘉紋老師共同合作撰寫 

Yu, S., J. W. Liang, and A. Wu. 2009.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Social Networks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2009 

Management Accounting Section (MAS) Meeting, January (分別於2009年

之AAA管理會計會議2及2009年之AAA年會上發表) 

 

(2) 吳安妮老師 

Wu, Anne. Corporate Governance,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and Firm 

Performance.（期刊審查中） 

 

(3) 尤隨樺老師 

i. Yu, Sui-Hua.  2010.  「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Firm 

                                                      
2 Management Accounting Section;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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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ographic Location」已

被2010 AAA Management Accounting Section Midyear Meeting接受發

表。 

ii. Yu, Sui-Hua. 2010.  「The Effect of Business Group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已被第九屆財務理論與實踐研討會(中國

北京) 論文集收錄。 

 

(4) 王曉雈老師 

i. 王曉雈等，2010，內部人拋售持股與研發支出之關聯性：以台灣新

上市資訊電子業為例， 2010 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

【NSC98-2410-H-008-078】 

ii. Wang, H. W. 2010.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Transfers from 

Foreign IPO. Working Paper.【NSC97-2410-H-018-001】 

iii. 王曉雈等，2009，「資本支出宣告與產業資訊移轉：由知識資本與價

值鏈之影響論析」，管理與系統。（TSSCI；預計民100年7月刊登於18

卷第3期）【NSC96-2416-H-018-015】 

iv. Wang, H. W. 2009.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ype on Industr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2009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Milan, 

Italy. ( 管 理 一 學 門 財 務 領 域 第 二 級 國 際 會 議 ) 

【NSC96-2416-H-018-015】。 

v. Wang, H. W. 2009. An Announcem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ra-Industry Information Transfer: The Effect of Industry Clustering 

and Industry Value Chain. Working Paper. 【NSC96-2416-H-018-015】。 

 

3. 審計組： 

林嬋娟老師 

i. Chan-Jane Lin, Hsiao-Lun Lin and Li-Chun Kuo “Auditor Switch 

Decisions under Forced Auditor Change: Evidence from China” 22
nd

 

Asian-Pacific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Issues,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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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 Australia, November, 2010. 

ii. Chan-Jane Lin, Hsiao-Lun Lin and Li-Chun Kuo “Auditor Switch 

Decisions under Forced Auditor Change: Evidence from China”， 2010

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台北，2010年6月 

iii. 林嬋娟與林孝倫，「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品牌與競爭程度對審計公費

之影響：中國之實證」即將刊登於會計評論專刊 2009.7。 

iv. 林嬋娟與林孝倫，「雙重審計制度對審計品質之影響」，2008會計理

論與實務研討會，民國97年12月(最佳論文獎)。 

v. 林嬋娟與林孝倫，「再探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規模與審計公費之

關聯性」， 200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anagement, Tianjin, China, Sept. 2008。 

 

4. 稅務會計組： 

(1) 陳明進老師 

i. Chen, Ming-Chin and Chung-Yu Hung. 2010. The Effects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on Implicit Taxe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19:  79-92. 

ii. 陳明進，2009，財務報表資料推估課稅所得之研究，管理學報（TSSCI

期刊），forthcoming。 

iii. 陳明進、林怡伶，民國98年3月，大陸電子業台商稅務問題之研究，

財稅研究，第四十一卷第二期，頁75-90。 

 

(2) 汪瑞芝老師 

i. Wang, Jui-Chih ，「 The Efficiency Performance of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China: Tax Incentive Perspective 」， Sep.28, 2010 

Submitted。 

ii. Wang, Jui-Chih. June 18-20, 2009. Productio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aiwaness Business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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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Oper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2009. Bangkok, 

Thailand. 

iii. Wang, Jui-Chih. Aug.3-6, 2008. The Impacts of Integrated Income Tax 

System on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2008 Annual Meeting, An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naheim, California, USA.  

iv. 汪瑞芝，民國97年4月22日，「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績效之探

討」，2008第十二屆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中國陜西省西安

市，西安交通大學會計與財務系與淡江大學會計系合辦。 

 

陸、結語 

本計畫於第一年執行期間召開三次會議，會議中除各子計畫報告進度、分享

心得之外，亦邀請兩岸交流協會任盛漢副理事長進行座談，提供團隊成員有關實

務方面的經驗。第二年召開二次會議，邀請團隊成員分享期中研究進度及期末研

究成果，並藉此瞭解總計畫可為團隊成員提供協助之處。第三年召開一次會議，

以規劃團隊成員前往大陸進行研究之行程安排。除了召開會議邀請老師分享研究

心得外，亦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黃德尊教授、以及安永會計師事務

所鄭戊水會計師蒞臨演講，以增長團隊成員之國際視野。 

在資料蒐集方面，本計畫協助採購中華徵信所「大陸台商」、「集團企業」、

「台商一千大」等三個資料庫及國泰安資料庫的 13個數據庫，並整理彙總台灣

經濟新報資料庫供團隊成員使用。另外，並建置與台商研究有關之資料庫，為團

隊成員整理與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有關之新聞及雜誌，定期（每週乙次）以

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與團隊成員，使其得以即時掌握與台商及大陸企業有關之經營

管理最新消息，以利團隊成員之研究得以順利進行。 

各子計畫執行至今，除了協助採購與蒐集研究資料，並建立團隊成員之交流

帄台，在論文著作與發表皆已累積相當豐碩之研究成果，整體而言，已達總計畫

及各子計畫之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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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1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陳明進（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吳安妮（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尤隨樺（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學系尤隨樺副教授） 
郭翠菱（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博士候選人兼台商及大陸企業

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助理） 

出國時間地點 96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6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上海、蘇州、昆山 

 

為了加速瞭解台商在大陸之經營環境現況、稅務移轉訂價、公司治理機制、

投資策略、企業風險控管、及智慧資本移轉等會計議題，由國科會大陸台商研究

團隊的四位成員，包含政治大會計系陳明進教授、吳安妮教授，中正大學會計與

資訊學系尤隨樺副教授、與郭翠菱助理，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

月六日赴大陸參訪考察。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參訪研究過程包括： 

8/29：自台北出發，經香港赴上海。 

8/30：上午至昆山參訪 A 軟體公司，下午至蘇州參訪 B 電子公司。 

8/31：上午至蘇州德律科技上課，下午參訪 C 光電公司。 

9/1：至上海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9/2：周日討論參訪心得及相關議題發現。 

9/3：上午至昆山參訪錸德昆山廠，下午參訪定穎電子昆山廠。 

9/4：上午參訪仕欽科技昆山廠，下午參訪神達電腦昆山廠。 

9/5：上午拜訪上海財經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附件一：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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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自上海經香港返台。 

 

二、參訪心得： 

 

此次赴大陸參訪地點為台商電子業最集中的上海、昆山與蘇州等地，主要參

訪對象包含七家高科技業上市櫃(含興櫃)台商，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及一家傳統

產業台商。茲就此次參訪的心得分述如下： 

1.在台灣母公司之功能價值鍊上，受訪之電子業台商多將其大陸子公司定位

為製造代工廠，利潤率較低，因此，大陸稅務成本為一重要考量。 

2.在大陸納稅狀況上，受訪電子業台商之大陸子公司多數已開始適用二免三

減半優惠期間，因此2008年大陸新稅法施行後，取消外資企業二免三減半

優惠，對其稅務成本將會有相當大幅度之增加。 

3.在組織管理上，受訪之電子業台商普遍將大陸子公司定位為母公司的一個

製造部門，低估了實際上大陸子公司是當地一個獨立法律個體的稅務複雜

性及風險。 

4.在管理文化上，受訪之電子業台商較傾向集權式管理者，大陸子公司製造

代工的利潤率通常決定於台灣母公司管理當局，交易訂價較趨向成本加成，

忽略市場價格的標準，導致其兩岸移轉訂價的稅務風險較高。 

5.由於代工進入微利時代，大部分電子業公司主要透過製程改善來達成成本

競爭的優勢，並透過專利申請保護來防止競爭廠商的盜用，但申請專利也

可能有洩漏的風險。 

6.電子業避免匯差的影響也很重要，因為對成本影響甚大，舉例而言，匯率

使薪資上揚，成本因此上漲5-6%，此外，目前法令即將改變，土地將要課

土地稅，也會造成成本上漲。 

7.在大陸的營運部份，目前營運方式大部分是由總公司決定供應商，再由子

公司下單，亦即，由總公司全球詢價、議價、並考量與供應商間的關係後

決定主要的供應商。 

8.外在環境的部份，影響成本上升最重要的因素還是薪資的上揚，因為相較

於設備，成本全球的差異性並不大，此外，由於訂單是由總公司來負責接

受，因此子公司的部分只是賺取代工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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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司治理與母公司的管理方面，大部分公司之海外子公司皆是母公司

100%股權持有，在董事會的組成上，除了會將子公司之高階主管納入外，

其餘大部分與母公司董事會是相同的，營運模式為台灣總公司控制接單，

大陸廠房負責生產，研發、行銷、進貨原料則在台灣。 

10.公司獲利來源主要來自於策略佈局，海外員工的績效評估和獎酬完全按

照台灣的制度，績效會依據該員工在每個地點的關鍵績效衡量指標(KPI)，
每週、每月定期的檢視其表現，而最主要的差異則呈現在「派外津貼」，

另外，為了表示公司對於團隊工作的重視，會特別對表現良好的團隊作

獎酬。 

11.有關設廠區域地點的選擇，大部分公司生產線分布在華東地區(上海、崑

山、蘇州、無錫) ，產業鏈都已到齊，與其往來較為密切的公司，以顧客

與供應商居多，其他廠商間以調貨為主，而政府關係則較少經營；在子

公司方面，子公司之間的聯繫很密切，會相互調料、設備移轉等。在中

國大陸，產業聚集成為該地區的一項優勢，此外，大部分公司均利用全

球運籌，母子公司互相分工，透過全球化的資源來達到競爭優勢。 

12.有關研究發展方面，目前還是以台灣母公司為主，因為台灣人才較佳，

故主要的生產技術與知識還是留在總公司，大陸子公司在此一部份尚無

法獨立作業，要投資新的技術設備，皆需要由母子公司相互的溝通和協

調之後才能做出決策，公司內部溝通協調的機制甚佳。 

13.考量風險管理上，有時會為了和當地銀行維持關係，即使沒有資金需求

也會貸款。對於總體的風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企業的運作是很靈活的，

以獲利為導向使得營運具彈性。 

14.在落實員工管理方面，由於文化環境的關係使然，大陸員工較為急功近

利，忠誠度低，高薪資是最主要的誘因，因此，公司對員工的培育有一

定的規劃，會儘量透過教育訓練來降低員工流動的影響。此外，因為公

司持續擴充導致台灣派遣過去的幹部人數不敷使用，因此有錄用陸籍幹

部的需要，但對於需要經常到國外出差的職務，台灣幹部較能勝任，因

此這方面較為倚重台灣幹部。台灣的企業持續朝向國際化，人力的訓練

也必須邁向國際化，才會有發展性。 

15.台灣母公司將智慧資本移轉至大陸子公司的方式包含投入時間訓練員工，

投入資源建立移轉的 SOP，舉辦會議、研討、個別說明示範、現場指導，

將智慧資本變成書面資料、磁片、圖樣、資料庫等。 

16.大陸子公司經由吸收能耐，加以學習智慧資本的方式包含舉辦教育訓練、

強化企業價值信念、豐富移轉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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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事項： 

1. 由於大陸經營環境演變較快，為深耕了解台商在大陸經營管理及稅務問題，

應持續進行參訪在大陸之台商，進而選擇蹲點式深入研究台商議題。 

2. 進行大陸台商學術研究，須考量大陸政經、社會政策及實況對企業活動之

影響，因此，鼓勵我國學者進行跨領域之台商整合研究，將來擴大包括經

濟、社會等領域之學者，共同研究台商多重構面之問題。 

3. 大陸稅務改革在 2008 年新企業所得稅法施行後，其所得稅制已較我國完

備，與國際化接軌更深，值得我國稅制改革參考。學術研究上，也應關注

大陸新企業所得稅法施行後，對大陸台商經營管理之影響。 

4. 在強化公司治理方面，建議可透過提高機構法人持股比率、或是提高獨立

董監席次等方式，俾強化對台灣母公司之監督機制，並進而提高大陸子公

司的經營績效。 

5. 建議台商對大陸子公司的投資策略，應強化管理階層有關管理國際化公司

方面的經驗、並深耕在地化之陸籍幹部人才培育，裨益提高大陸子公司的

經營績效。 

6. 為了因應實施新版勞動合同法、工資上漲、勞工短缺等問題，建議台商將

台灣人力資本方面的經驗移轉至大陸、並深耕在地化陸籍幹部之人才培育，

俾有效回應環境和市場的變化。 

7. 當面對成本高漲、美國經濟衰退、壓縮獲利空間之際，建議電子業台商應

思考如何將過去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外銷模式，與大陸十三億人口的內

需市場加以結合，裨益創造下一波的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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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1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汪瑞芝（實踐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97 年 4 月 18 日至 4 月 26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西安 

一、參訪行程 

97 年 4 月 19 日(六)           西安吉的堡少年英語西安分校 林書正校長 

97 年 4 月 20 日(日)           雍大實業有限公司  丁羅育總經理 

97 年 4 月 21 日(一)           百腦匯(西安)實業有限公司  譚延富總監 

97 年 4 月 22 日(二)-25 日(五)   西安交大研討會 

二、中國陜西省西安市之介紹 

(一) 經濟成尌 

  中國陜西省 1999 年完成國內生產總值 1487.6 億元，比上年增長 8.4%，連續

四年高於全國帄均增長水準。農業增加值 267 億元。糧食總產量 1081 萬噸。水

果總產量 500 萬噸，創歷史最高水準。工業增加值 486.2 億元，比上年增長 9.5%。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30億元，比上年增長15.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00
元，比上年增加 380 元；農民收入 1460 元，增加 54 元。地方財政收入 101.8 億

元，比上年增長 9.1%。 

  陝西是中西部農業較為發達的省份。近年來，通過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發展

優質高產高效農業，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顯著提高。已建成糧棉油基地縣 45 個，

優質蘋果基地縣 25 個，煙基地縣 34 個，商品瘦肉型豬基地縣 20 個，秦種牛基

地天 20 個，節能日光溫室蔬菜種植面積 320 萬畝。農業產業化初具規模，全省

有各類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 462 個，經營總產值 112.3 億元。已形成西安華聖、

陝西正大、陝西康得、西安銀橋等一批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鄉鎮企業在結構調

整中加快了產品、技術和機制創新。1999 年實現增加值 465 億元，增長 15.7%；

實現總收入 1885 億元，增長 13.4%；實現利稅 41 億元，增長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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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西是中國新興的工業基地。經過 50 年的建設和發展，逐步形成了門類眾

多，基礎雄厚，擁有相當規模和水準的工業體系。電子、機械、醫藥、化工、能

源、食品為陝西的六大優勢產業。全省現有工業企業 14.19 萬個，其中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 2685 個，資產總額 2158 億元；大中型企業 469 個，資產總額 1522 億

元。多媒體彩電、民用飛機、豪華型大轎車、數控機床、渦旋式壓縮機、超級數

位程式控制電話交換設備等一批高科技產品成為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彩色顯像管、

真空開關管、鉬材、鈦合金材料、工程機械、高壓輸變電設備等產品在全國佔有

重要地位。 

  全省現已形成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並存

的金融體系。1999 年金融機構存款餘額 2286.1 億元，貸款餘額 2105.8 億元，分

別比年初增加 254.8 億元和 340.4 億元。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等 4 家保險公司在陝

設有分公司，永安財產保險公司總部設在西安。1999 年，全省保險業承保總額

3833 億元，保費收入 26.7 億元。全省有證券營業機構 10 家，20 家公司的股票

分別在滬深上市，共募集資金 63.6 億元。全省批發零售 貿易網點發展到 3.8 萬

個，各類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 2872 個，年銷售額超過億元的商場 11 個。

1999 年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557 億元，比上年增長 7.1%。新型流通業發展

很快。全省已有舊貨調劑試點企業 4 家，拍賣企業 25 家，商業連鎖企業 55 家，

公用電子商務帄臺已建成投入試運行。  

  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100 戶企業進行了規範的公司制改造，新組建了 10
個企業集團，計畫脫困的 57 永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實現了預期目標。紡織經過

壓錠減員實現了全行業大幅度減虧。渭河化肥肉廠、西安化工廠與中國信達資產

管理公司簽訂"債轉股"協定 30 億元。全省建立再尌業服務中心 8000 多個，28
萬下崗職工進入再尌業服務中心。開放國有小企業為全省經濟注入新的活力。有

4525 個國有小企業完成轉制，改革面達 80.3%。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在

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 18%上升到 25%。 

(二) 科技發展 

  陝西科技實力雄厚。全省有 2000 多個科研單位，其中具有獨立開發能力的

國家、部屬和重點院校的科研單位 898 個，處於全國領先水準的研究機構 50 家。

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 10 個，國家部門專業、專項實驗室 50 個，省級重點實驗室

29 個。擁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 85.1 萬人，其中直接從事高科技的 17 萬人，有兩

院院士 35 個。綜合科技實力居全國第三位。1999 年，全省共獲得重大科技成果

589 項，其中居國際先進水準的 197 項，占 33.4%；居國內領先水準的 265 項，

占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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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以來，全省實施重大科技產業化專案 47 項，國家火炬計畫專案 129
項，省級專案 584 項。1999 年全省重大產業化專案實現產值 120 億元。高解析

度顯示管、700 線中清晰度彩色顯像已投入大批量生產；無公害環保型電冰箱已

建成年產 80 萬台的生產線；大唐電信超級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 SP30 系統、M30
移動交換機產業化初具規模，全年銷售額達 13.5 億元。電腦及多媒體軟體技術、

鐳射快速成型設備、優果示範工程、高效設施農業、通視綠化出版系統、開米綠

色日化、數控機床、超細研磨設備以及新型醫藥等專案產業化步伐加快。國防科

研取得重大進展，一批尖端兵器裝備參加了國慶 50 周年大閱兵，壯了軍威國威。 

關中高新技產業開發帶：西安、寶雞、楊淩三個國家級，咸陽、渭南兩個省

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帶，集中了40多所大專院校，

340 所科學研究院所，近 400 個大中型工業企業，聚集著陝西 80%的科技和工業

力量。目前，進入開發帶的企業 3200 多家，其中高新技術企業 665 家，三資企

業 321 家。1999 年實現技工貿總收入 300 億元，完成工業總產值 253 億元，比

上年增長 24%，高於全省工業增長 14 個百分點。 

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創辦於 1988 年，規劃總面積 29.15 帄方公里，

是全國十個先進高新區之一，也是中國首批向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特別開放的

科技園。進區企業 2500 多家。西安國家級軟體園已開工建設。1999 年完成技工

貿總收入 201 億元，實現工業增加值 40.8 億元，利稅 13.7 億元，分別比上年增

長 41.1%、34.6%和 29.2%。 

楊淩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 11 個部屬和省各農

林教學機構及一批現代化的中心實驗室。集中了農、林、水等 70 多個學科的 4100
多名科研人員。1997 年建立以來，完成了南北西區道路、安居工程和水上運動

中心等城市規模建設。已徵集產業化專案 193 項，註冊企業 81 家，其中外資企

業 3 家。 

民營科技：陝西民營科技企業達 7500 多家，從業人員 20 萬人。1999 年開

發科技成果 1351 項，新產品 3433 項，技工貿總收入 200 億元。已湧現出海星科

技、製藥廠、瑞森集團、金花集團等一批國內知名民營科技企業。  

教育事業：陝西是全國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現有普通高校 43 所，成人高

校 30 所，軍事院校 11 所。西安交大、西北工業大學、西北大學等 6 所院校，進

入國家"211 工程"。各類高校共有國家級重點學科 21 個，有 47 個博士後流動站，

37 個國家及部門專業重點實驗室和 27 個省級重點實驗室。1999 年，全省普通高

校在校學生 18.29 萬個，研究生 1.44 萬個，專任教師 1.98 萬人，其中博士生導

師 800 人。基礎教育形成較完備體系。78 個縣（市、區）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

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歷史任務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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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衛生體育：陝西共有藝術表演團體 117 個，文化館 111 個，鄉鎮文化站

1176 個，公共圖書館 115 個，全省廣播電視傳輸網骨幹建成，廣播電視人口覆

蓋率達到 85%和 86.8%。全省各為豔陽天生機構 5639 個，縣及縣以上醫院 629
所，實現了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合格目標。計劃生育工作進一步加強，人口自然成

長率下降到 6.1%。新建體育場館 13 個，13 個縣市進入國家體育先進行列。成功

舉辦了全國第四屆城市運動會，向國內外宣傳了陝西，展示了陝西。 

(三) 基礎建設 

   公路：米字型路網骨架等級提高、密度增加。以西安為中心、以 9 條國道骨

幹為主體，輻射四面八方的高等級公路網正在加快建設。1999 年完成投資 70 億

元，新增公路里程 1000 公里，通車里程累計達 4.32 萬公里。高速公路通車里程

385 公里。全省實現了鄉通公路，行政村通路率達到 95%。 

  鐵路：兩縱五橫四個樞紐"的鐵路網構架建設步伐加快。現有 13 條鐵路幹支

線，通車里程達 2876 公里。西安火車站及 12 個編組站構成西北最大的鐵路交通

樞紐。隴海線、寶成線、襄渝線、寶中線、西包線分別連接西北、華東、西南和

東北。西康鐵路、神延鐵路建設進展順利，制約陝北、陝南經濟發展的交通瓶頸

近年內可望得到緩解。 

  民航：西安航空港廠陽機場是國內四大機場之一，也是西北最大的空中交通

樞紐，投資 13.2 億元的機場改擴建工程開始動工。1999 年新開通西安至大阪、

西安至東京和西安至漢城三條國際航線。全省國際國內航線增加到 19 條，與國

內 51 個城市通航，年客運量 296.3 萬人次，郵貨運量 6.5 萬噸。 

  郵電通信：正在構建以光纜為主，數位、衛星通信為輔，覆蓋全省城鄉的智

慧化傳輸網體系。1999 年底，全省一、二級長途光纜總長度 6765 公里，程式控

制電話交換機總容量 253.2 萬門，固定和行動電話交換機容量已突破 400 萬門。

資料和多媒體通信網路已由各地市延伸到各縣區。陝西從省情出發，以市場為導

向，以發展特色經濟為主線，四大優勢產業的培育和發展，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

升級。 

(四) 地方特色 

高新技術產業：加快電子資訊、光機電一體化、生物技術和新醫藥、高效農

業的產業化、規模化。大力發展高清度數位化彩電、數位通信設備、電腦軟硬體、

大容量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禿電子產品、資訊網路產品、工業自動控制產品、

鐳射加工技術、基因工程產品、新型疫苗、抗腫瘤新藥、機關報型節能設備、環

保設備等，力爭 35 年內形成一批高新技術企業集團和新興支柱產業。 



 5 

旅遊業：1999 年全省接待境外遊客 63 萬人次，外匯收入 2.7 億美元，分別

較上年增長 16.6%和 10%。旅遊業總收入已占三產總值的 17.6%，成為全省重要

的支柱產業之一。周秦漢唐四大古文化旅遊區以及華山、太白山、黃帝陵、法門

寺園區、秦陵博物苑等重要文物景點的開發建設，初步形成以古文化觀禮為主線，

以人文和自然景觀相結合為特色的旅遊業。 

 

三、中國陜西省之投資租稅優惠 

(一)各項基本優惠政策在全面執行國家規定的各項優惠政策的基礎上，管委會在

本區內實行以下優惠政策： 

1. 開發區外商投資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均按十五％稅率徵收企業

所得稅。 

2. 新辦從事非生產性行業的企業，經營期限在十年以上的，從開始獲利年度貣，

第一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二年和第三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3. 外商投資企業自獲利年度貣，七年免繳地方所得稅。 

4. 設在開發區的外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或其他外資金融機構的營業收入，免

徵營業稅二年。其免交的營業稅實行先徵後返。  

5. 新辦的外商投資企業銷售自製產品，其實現並繳納的增值稅開發區予以返還

地方財政所留有的增值稅(25％部分)三年。  

6. 開發區外商投資企業在開發區新購置的廠房免徵契稅。 

7.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後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在開發區新建，新購置的房產，

自購置或建成次月貣，免徵房產稅五年，實行先徵後返。  

8. 工業用地可採取租賃和出讓兩種方式。  

9. 對於以出讓方式取得管委會所屬土地使用權的外商投資企業，根據合同外資

金額的大小(以 1,000 萬美元為貣點)分別給予一定幅度的地價優惠。 

(二) 基礎設施投資優惠政策管委會鼓勵外商投資新建基礎設施項目，凡在開發

區新辦的從事新建基礎設施項目的外商投資企業，享受下列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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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辦港口、碼頭、公路、鐵路、電力、熱力、煤氣等基礎設施的企業，經營

期限在十五年以上的，從成立之日貣，免徵企業所得稅十年。 

2. 免徵地方所得稅。 

3. 免徵營業稅二年，其免徵的營業稅實行先徵後返。 

4. 對用稅後利潤再投資於開發區基礎設施的企業，全部退還其再投資部分已繳

納的企業所得稅。 

5. 購買及興建基礎設施的，地價優惠 50％。 

四、參訪心得 

(一) 西安吉的堡少年英語西安分校 林書正校長 (linsc68@hotmail.com) 

吉的堡少年英語教育為美商公司，目前在中國西安市有五個校區，共計 18
個分校。其中約有 10 個分校為台商所設加盟店。 

設立成立分校除一般約定之特許加盟金之外，其餘經營過程皆由各分校負責

人統籌辦理，並不受加盟總公司之影響。在師資結構上約有半數外教人員(英國

或美國籍老師授課)。 

    除了一般所得稅課徵之外，中國大陸針對相關教育補習班加課教育捐，國民

教育法為支應辦理國民教育所需經費，於其省（市）政府尌省（市）、縣（市）

地方稅部分，在稅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限額內籌措財源，逕報行政院核定實

施，不受財政收支劃分法之限制。為籌措教育科學文化支出財源，得報經行政院

核准，稅課中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十徵收地方教育捐。係因法律所定有關地

方稅之稅捐率，有其伸縮彈性，本已由地方民意機關通過決定，無頇於徵收不超

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十地方教育捐時，再經地方民意機關同意，以免發生困難。

並非謂行政機關可提高其經地方民意機關通過決定之原稅捐率；而祇係授權主管

機關在法律所定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十之範圍內，得逕行核定實施而已。至

為籌措國民教育經費來源，是否祇對多種地方稅中之某種稅加徵一定比率之教育

捐，則屬行政機關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依法裁量之問題，應由行政機關通盤斟酌並

隨時檢討改進之，乃屬當然，合併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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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雍大實業有限公司  丁羅育總經理 (yongda-tina@hotmail.com) 

雍大房屋销售以及雍大房地產經紀(www.yongdahouse.com)是一家擁有優良

服務品質為基礎的公司，有着對房地產經營及金融投资事頁的專業和敏銳的市場

判断力，有著先進的房地產經营理念及金融投资專業理财，為國人和海外人士提

供房屋實際租赁、营销代理、代為贷款、楼盤销售、代理評估、理财规划、投资

分析项目可行性分析及优良的售後服務(一條龍服務)。 

         為確保房地產交易之安全、迅速與合理，及提供最完善與最完美的服務，

我們不斷的提升與改善自己，公司将以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追求高品質、

高熱忱，不断满足顾客的需求，為顧客創造良好的房地產及金融经濟服務環境｡ 

其公司擁有一群專業的理财分析師，是有着规則、投资眼光的金融、房地產

個人和團體投资的房屋销售公司。公司專業人員與客户之間的交流，都以崇高可

持續性綠色建築為目標、傳播時尚家居理念，為都市精英提供購屋優惠、置業資

詢等全方位的服務。大多数企業人員是擁有多年金融、房地產投资分析的經驗，

目前代客購屋及服務範圍含蓋上海、重慶、北京、西安、雲南等。 

 

圖 1：雍大實業有限公司组織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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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腦匯(西安)實業有限公司  譚延富總監 (tanyenfu@buynow.com.cn) 

百腦匯電腦實業有限公司(www.Buynow.com.cn)成立於 2004 年，為台灣藍

天電腦在中國大陸所設 3C 電腦相關產品之通路公司，是中國第一家由电腦賣場

建立的計算機產品專業服務公司。目前含西安市共有 13 個行銷通路城市網。 

百腦匯西安店於 2007 年 12 月正式成立，位於雁塔路 IT 一條街，距離火車

站約 5 公里，距著名的旅游勝地大雁塔僅 2 公里路程。规模約 25,000 帄方米，

可容纳 400 多個商家。 

目前百腦匯所提供的服務為專業電腦代購、授權服務、資訊技術外包服務、

筆記型電腦維修、數據恢復、桌上型電腦維修、數位相機維修以及辦公室設備維

修等服務。 

專業電腦代購：通过百腦匯電腦醫院專業代購不需要本人親自去採購、也不

要担心購物時被骗，由於對市場行情的不了解以及對商品質量的認識不够，百腦

匯電腦以快捷、專業、透明、尊重為服務前提，以客户至上，共享未来服務為宗

旨。並提供門市及售後一站式服務。為了方便廣大消费者售後维修需求，百腦匯

電腦正積極引進各品牌商的维修授權。2007 年 6 月，廣州已成功引進 Acer 授權。 

該公司资深工程師，能针對特定企業的情况量身定制最適合的個性化维護方

案。做到最符合客户的现實條件，最大限度的節約用户的使用成本。目前電腦醫

院外包服務範圍包括：IT 構建資詢、設備和软體設計、網路系统和應用軟件系

统建設、整個系统網路的日常維護管理和升级等。電腦醫院具有强大 IT 技術支

撐帄台，能為客户提供全面的計算機系统維護服務，使企業能以較低的成本換來

較為穩定的系統性能。 

該公司也致力於筆記型電腦维修，並匯集了從事多年筆記型维修工作經驗的

專業人才。资深的维修工程師提供全面、嚴格的檢測，能迅速及高質量地完成螢

幕、主板、电池等各個零件的故障维修。百腦匯電腦醫院有專業的數據維修、數

據安全隊伍，能為廣大客户提供及時、有效、安全的数據專業服務。 

百腦匯電腦公司主要為台灣藍天電腦子公司，主要在行銷通路點的擴大，行

銷與財務主導權仍在台灣母公司。目前百腦匯電腦公司專攻大賣場的規劃，未來

將走向台灣燦坤專營 3C 電腦及資訊相關產品之銷售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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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安交大研討會 

1、西安交大簡介(摘自西安交大網頁) 

西安交通大學是國家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其前身是 1896 年創建於上海的

南洋公學，1921 年改稱交通大學，1956 年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內遷西安，1959
年定名為西安交通大學，並被列為全國重點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是首批進入國家

“211 工程”建設的七所大學之一，1999 年被國家確定為以建設世界知名高水準

大學為目標的學校。2000 年 4 月，國務院決定，將原屬衛生部已有 60 餘年辦學

歷史的西安醫科大學、原屬中國人民銀行已有 40 餘年辦學歷史的陝西財經學院

併入西安交通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蓋理、

工、醫、經濟、管理、文、法、哲、教育等 9 個學

科門類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學校設有 19 個學院

（部）和 3個臨床教學醫院。現有教職工 5769 人，

專任教師 2537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400 多人。

學校有長期在校工作的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1 名，中

國科學院院士 6 名，中國工程院院士 11 名，教育

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 22 名，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18 名，國家

有突出貢獻專家及中青年專家 18 名，國家教學名師獎獲得者 5 名，中國教育部

新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畫入選者 74 名，對國家做出突出貢獻並享受政府特殊津

貼的專家 560 餘名。 

http://www.xjtu.edu.cn/xkjd/211.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lyys.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lyys.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lyys.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zmjs-3.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zmjs-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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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學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30912 人，其中博士、碩士研究生 12690 
人。全校有 74 個本科專業，199 個學科（專業）有權授予碩士學位，114 個學科

（專業）有權授予博士學位。學校有 8 個國家一級重點學科，37 個國家二級重

點學科。擁有工程碩士、臨床醫學碩士和 MBA 、MPA 等九個專業學位點，19
個博士後流動站，4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4 個國家專業或專項實驗室，2 個國家

工程研究中心，7 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 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 個衛生部

重點實驗室，16 個省級重點科研基地和 3 個省級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學校設有

西部地區唯一的國家高性能計算中心。 

西安交通大學建校110餘年來，經過幾代人的辛勤耕耘，

形成了興學強國、艱苦創業、崇德尚實、嚴謹治學的優良傳

統和愛國愛校、飲水思源的品格，堅持“貣點高、基礎厚、要

求嚴、重實踐”的辦學特色，不斷開拓創新，精勤育人。 

近年來，學校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實現了辦學模式的

全方位改革，加強複合型人才培養。學校積極推進基於通識

教育、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的“2+4+X”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新模式，實現從

知識傳授型向探索研究型教育的轉變。2007 年，學校創辦“錢學森實驗班”，因

材施教，培養拔尖人才；創辦“宗濂實驗班”，探索符合醫學教育規律的人才培養

模式。學校實行“書院制”教育，把中國的傳統教育精神和現代的“大學之道”融入

其中，營造育人新環境。遷校 50 餘年來，西安交通大學為國家輸送了大批的各

類專門人才，畢業生在社會各界享有良好的聲譽。 

西安交通大學科技工作以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瞄準國際前沿、突出自主創新、

加速成果轉化為發展戰略，努力實現了專案、人才和帄臺良性互動，在基地建設、

科研成果和產學研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強，科技競爭

力顯著提升。“十五”以來，重大基礎研究成果卓著，主持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

計畫（973 計畫）專案 6 項，國家安全重大基礎研究（軍工 973 計畫）專案 1 項，

專案數和經費在全國高校位居前列；主持國家“863”計畫專案 155 項，國家自然

科學基金專案 857 項，國家科技支撐計畫專案 37 項；共獲國家科學技術獎 21
項，其中 2005 年獲國家科學技術獎 7 項，為全國高校第二位。近年來，學校的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明顯提升，2006 年發表的 SSCI 論文位居全國高校第五。在產

學研合作方面，注重解決行業關鍵性技術問題，在創新合作模式方面進行有益的

探索，相繼成立陝西工業技術研究院、西安交大—東汽研究院等合作機構，發揮

科技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 

校園文化生活豐富多彩，全校有各類學生社團組織一百餘個。2001 年 9 月，

第七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在我校成功舉行。2002 年 5
月，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國際英語演講比賽中，我校代表榮獲“非英語國家”在第十

http://pd.xjtu.edu.cn/newwww/b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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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挑戰杯”飛利浦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中獲特等獎。選手一等獎；

2004 年參加“飛豹杯”全國首屆空中機器人大賽，榮獲固定翼組冠軍；2005 年參

加全國首屆學生藝術展活動，獲得金獎；在全國第三屆“愛迪生杯”技術創新競賽

中獲得一等獎 2 名，連續三年總成績第一；2006 年在全國第五屆“挑戰杯”創業

計畫大賽中奪得金獎；2006 年和 2007 年學生機器人隊連續兩年獲得 CCTV 杯全

國大學生機器人電視大賽冠軍，2007 年又在河內舉辦的國際大賽中奪冠，這是

中國首次在此項賽事中獲得冠軍。2007 年 

西安交通大學國際交往廣泛，與美、日、英、法、德、意、新、韓等 25 個

國家和地區的 125 所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建立了校際協作關係。2005 年以來，

邀請了 12 位諾貝爾獎和菲爾茨獎獲得者及 600 余位國外教授來訪講學，合作研

究、學術交流的世界各國學者、企業高層、政府要員達 6500 余人；先後派出赴

國外訪問、進修、研究及攻讀學位的教師和學生 860 余人，參加國際會議 800
餘人；聘請了包括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 Tomas Bell 教授在內的近百名外籍教師

長期在校任教；與國外 18 所著名大學（集團）合作開展本科生和研究生聯合培

養項目；與英國利物浦大學合作，在蘇州建立西交-利物浦大學，這是我國目前

唯一一所以理工科為辦學特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

大學等多個高校開展 EMBA、MBA 合作辦學項目；與美國內布拉斯加-林肯大學

合作舉辦孔子學院；先後承辦 50 多次國際學術會議及多個重大外事活動，如第

四屆中日大學校長論壇、第四屆中國-耶魯大學領導暑期高級研討班等，使西安

交通大學在國際上的聲譽不斷提高。近年來，隨著學校國際交流的日趨活躍，學

校留學生教育規模不斷擴大，2007 年，有來自 50 個國家的 970 名留學生在校學

習，其中學歷生比例達到 71％。學校醫學留學生教育（英語授課）在國內外享

有良好聲譽，大部分留學生畢業後免試或通過考試獲取了本國的醫師執照，部分

留學生獲英、美及澳大利亞等第三國的醫師執照。  

西安交通大學占地 2765 畝，校舍面積 172 萬帄方米。校園

中心區的 “錢學森圖書館”總建築面積近 4 萬帄方米，閱覽座位

3518 席；圖書館藏書 400 萬餘冊，期刊近萬種，全文電子期刊 
24835 種。圖書館自動化集成系統與校園網、CERNET 和 
Internet 連接，校內外用戶均可通過遠端終端機或互聯網訪問。

學校有具備國際先進大學水準的校園電腦網，校園網覆蓋了東、

西校區所有教學、科研、辦公樓及絕大部分學生宿舍。學校建

有條件良好的現代化學生公寓及學生綜合餐廳，有總面積達 1 萬多帄方米的“思
源學生活動中心”，有設施先進的體育運動場，有學科門類齊全、設備精良、擁

有 2539 張床位的教學醫院。江澤民學長于 1989 年 9 月、1993 年 6 月和 2002
年 3 月先後三次撥冗專程回母校看望師生，並稱讚母校“校園蒼松翠柏，環境優

美，是學習的好地方，應該出科學，出智慧，出新的科學家。”  

http://www.xjtu.edu.cn/zzjg/zsdw-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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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西安交通大學不斷適應國際高等教育改革發

展的新形勢，逐步搭建貣適應國際潮流的高等人才培養基

本構架，建立貣現代化的科學決策體系、執行體系和監督

體系，使學校的管理模式和國際接軌，奠定了建設世界知

名高水準大學的堅實基礎。 

學校的校訓是：精勤求學、敦篤勵志、果毅力行、忠

恕任事。學校的使命是：致力於培養崇尚科學、求實創新、

勤奮踏實、富有社會責任感和高尚品質的傑出人才，保存、創造和傳播知識，為

中國乃至世界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做出重要貢獻。 

學校的願景是：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方面保持領先，創造卓越

成尌，到本世紀中葉，把西安交通大學建設成為大師名流薈萃、莘莘學子神往、

棟樑之材輩出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 

管理學院於 1984 年 12 月恢復重建，現有管理科學與工程和企業管理兩個國

家重點學科，擁有管理科學與工程和工商管理兩個一級學科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

站，是國家第一批工商管理碩士（MBA）和高級工商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試點學院之一。學院培養了大批優秀的高級管理人才，許多畢業生在

國內外知名企業擔任要職，管理學院已逐步發展成為“育人中心、科學研究中心、

社會服務諮詢中心。 

在中國大學排行榜上，我院自 2002 年以來已連續六年獲“管理學”學科門類

排名全國第一；在教育部2006年公佈的學科排名中，我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和“工
商管理”兩個一級學科均排名全國第一。 

學院下設組織管理系、市場行銷系、技術經濟及管理系、工業工程系、管理

科學系、資訊管理與電子商務系、會計與財務系等 7 個系及中國管理問題研究中

心、企業戰略與決策虛擬研究中心等研究所。 

管理學院現有專任教師 90 人，其中教授 31 人(占 34.5％)，副教授 41 人(占
45.5％)，講師 18 人(占 20％)，所有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共計 73 人，占教師

總人數的 81.1％；具有碩士學位的 8 人，占教師總人數的 8.9％；具有學士學位

和雙學位的 9 人，占教師總人數的 9.9％；有以我國著名管理學家、中國工程院

院士汪應洛教授，還有以“中國青年科學家獎”獲得者席酉民教授、“國家傑出青

年基金”獲得者、“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垣教授等為代表的一批年輕管理學者。

現有本科生 970 人、碩士生 513 人、博士生 436 人、專業學位學生 2000 多人。

20 多年來，學院完成了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專案、面上

基金項目及傑出青年基金等專案百余項。獲國家科技進步獎 3 項，國家教學成果

獎 4 頂；中華人口獎一項；獲國家科技部、國家教育部、省市及學校科技成果獎

http://www.xjtu.edu.cn/jdgk/xiaoxun.html
http://www.xjtu.edu.cn/jdgk/xiaoxun.html
http://www.xjtu.edu.cn/jdgk/xiaox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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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項，在國內外重要期刊和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數千篇，撰寫與編著出

版的學術專著及各類教材 100 多種。 

會計與財務系成立於 2004 年，由管理學院部分教師和原會計學院教師合併

組成，現有教師 16 人，其中教授、博導 3 人，副教授 8 人、助理教授 4 人、講

師 1 人，具有博士學位教師 11 人。系主任為田高良主任，該系主要培養具備扎

實的會計理論、知識、技能和操作能力，既懂中國實際又瞭解國際慣例的實用性

高級專門人才。該系下設會計學、財務管理兩個本科專業，其中會計學專業為陝

西省名牌專業。會計學專業分設會計學、註冊會計師（CPA）、國際註冊會計師

（ACCA）三個專業方向。主要研究方向有：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成本管理理

論與應用研究、財務結構與公司治理、高科技企業財務管理、財務理論與公司理

財、財務政策設計與財務理論、證券市場與會計監管、上市公司會計研究、企業

分析與評價等。 

該系會計學專業歷史悠久，1984 年獲得會計學碩士學位授予權，1996 年獲

得會計學博士學位授予權，2004 年成為國內首批獲得會計碩士專業（MPAcc）
學位辦學資格的專業。該系師資力量雄厚，教學及科研成果豐富，目前已榮獲國

家及省部級獎項 26 項，承擔國家級科研專案共 32 項，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17 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10 項，國家科技攻關項目 4 項，國家教育“十五”規劃

專案 1 項；承擔省部級科研專案 36 項。該系教師發表學術論文近 1500 篇，公開

出版學術專著 30 餘部，譯著 5 部，出版教材 43 部，開設有省級精品課程《財務

管理學》。ACCA 學生先後 4 人次獲得全球統考單科成績第 1 名，11 人次獲得

中國大陸或亞太地區第 1 名，尌業率達 100%。 

此次除了在西安交大舉辦研討會之外，亦與會計與財務系主任 田高良主任

談及未來研究之合作案。但由於西安市台商僅有八家在台灣是上市(櫃)公司，故

問卷調查樣本量太少，可能改以個案公司為樣本，透過田主任擔任企業租稅顧問

取得資料後，探討租稅移轉及租稅規劃等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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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98/07/23 台北-上海 

98/07/24 參訪上海財經大學 

98/07/27 參觀上海復旦大學 

98/07/28 企業訪問~復旦華安 

98/07/29 企業訪問~安素消防 

98/07/30 上海-台北 

二、研究成果 

98/07/24 上海財經大學 

成立於 1917 年的上海財經大學(下稱上海財大)即將迎來 90 歲生日。該校坐落于內地金融中心

上海，是中國財金教育的發源地，亦是港臺學生報考的熱門學校。會計是該校的名牌學科，也是該

校三大國家重點學科之一，每年該院的錄取分數都很高，尤其是國際會計課程，幾乎是上海財大本

科錄取分數最高的一項課程。  

上海財大與英國兯認會計師兯會(ACCA)、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兯會(CGA)、美國人壽保險兯司管

理學會(LOMA)、英國保險學會(CII)、英國保險精算協會等國際專業機構合作，建成部分專案的國

際從業資格考詴與培訓中心，如主修會計的本科生畢業時將獲得註冊會計師資格。國際金融和經濟

學亦是上海財大的優勢學科，該校是經國務院批准的首批工商管理碩士培養詴點及中美合作培養工

商管理碩士的院校之一，並與美國韋伯斯特大學和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等國外大學合作開辦學位課程。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

姓名 
汪瑞芝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

教授 

出國時間 
98 年 07 月 23 日至

98 年 07 月 30 日 出國地點 中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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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財大有國家級重點學科 3 個，國家級教學科研基地 2 個，在校生超過 2 萬人，其中來

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 1,000 多人。據上海財大招生辦介紹，該校每年錄取港臺學生人數約 20 人，外

語、金融、經濟類課程最受他們的青睞。  

2002 年 11 月，該校獲批准與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合作，在港設立研究生教學點，於次年開設金

融學碩士、博士及工商管理碩士課程。2004 年 9 月，香港教學點課程獲准擴展至 EMBA 等課程，

同年開始招收企業管理博士研究生。港人須報考國家教育部組織的「從港澳臺地區人士中招收研究

生入學考詴」，並通過上海財大自設的測詴方可被錄取為研究生。據介紹，香港教學點目前在讀研

究生 166 人，絕大部分學員來自企業、金融機構和會計師事務所的管理層。該校每年均會組織學生

到上海實地考察及舉行專場專題報告，並參觀上海證交所、外匯交易中心等，讓學生對內地金融、

經濟有更深的理解和認識。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是全國著名的會計系院之一，也是上海財經大學前身國立上海商學院成

立最早的系科之一，迄今已有近 90 年的歷史。我校源于 1917 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創辦的商科，著

名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楊杏佛任商科主任。1921 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創辦的商科東遷上海，

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從 1927 年 7 月國立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商學

院，到 1928 年 5 月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期間，時任院長的程振基先生就是專門教授簿記、會

計學等課程。在上海商科大學的基礎上，1932 年 8 月獨立建校，定名為國立上海商學院，時為國內

唯一的國立商科類本科高校。而會計系就是其下設置的五個系科之一。曾於 1946 年 6 月至 1949 年

4 月期間，任國立上海商學院院長的朱國璋教授也是一位會計學家。朱國璋主院期間，提出了“嚴格

訓練，樹立制度，開誠佈兯，師生合作”的辦學四項原則和“理論實務兩相兼顧”的教學方針，不僅有

效地推動了當時上海商學院的獨立發展，而且對今天上海財經大學的改革與發展，依然有著深刻的

啟迪。當時在國立上海商學院任教的我國現代會計創始人之一的安紹芸教授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包

括婁爾行、楊紀琬等在內的我國會計界精英，在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了財政部會計制度司司長，

主持設計全國統一的會計制度。1950 年 8 月，上海商學院改名為上海財政經濟學院。20 世紀 50 年

代初期，上海法學院和光華大學中的會計學科、上海交通大學的財務管理系先後併入上海財政經濟

學院，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華東地區 10 余所大學的會計學科都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的財務會

計系。1954 年貣改稱會計系，下設會計學專業、工業會計專門化方向。1955 年至 1957 年期間增加

了貿易會計專門化方向。上海財政經濟學院遂成為華東地區唯一的財經類高等學校，雲集了李鴻壽、

龔清浩、許本怡、婁爾行等會計學科著名教授。 

1978 年復校後，每年招收會計學專業本科生。1989 年與上海外國語大學合作開設國際會計專

業，2002 年，將其納入學校中外合作本科招生計畫（現美國會計班）。1989 年，我校成為全國第一

批招收財務管理專業本科生的高校，現每屆招收二個班。1994 年貣，與英國特許兯認會計師兯會

（ACCA）及英國牛津布魯克斯（Oxford Brookes）大學等機構合作，開設國際會計專業 ACCA 方向

本科班。1994 年，為加快註冊會計師專門人才的培養，國家財政部在全國 22 所高等院校開設了註

冊會計師專業方向，我院是最早設置該專業的高校之一。從 2001 年開始，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兯會

（CGA）與學院共同培養國際會計中外合作 CGA 方向本科生。1981 年，會計學科被批准為全國首

批會計學博士點；1985 年 2 月，我校創辦上海大華會計師事務所，這是我國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

家會計師事務所，為提高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執業品質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也為會計學專業和

財務管理專業的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社會實踐基地；1988 年會計學科被國家教委（現教育部）遴

選為國家級重點學科；1997 年 10 月經財政部批准在原會計系基礎上設立會計學院；2000 年 9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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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財經大學會計與財務研究院被遴選為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這是我國高等院校中會計

學和財務管理專業兩個國家級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2002 年會計學科再次被教育部遴選

為國家級重點學科。 

截止 2007 年 4 月，會計學院在校本科生 1286 人，碩士研究生 265 人，博士研究生 53 人。學院

形成了本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辦學層次的人才培養體系。本科設有會計學和財務管理兩

大專業門類。會計學專業下設註冊會計師和國際會計兩個專業方向。會計和財務管理碩士研究生的

培養分為實務型和學術型兩種模式，博士點下設會計理論、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國際會計和審計

學和兯司財務等幾個方向。我院還與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大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進行聯合

辦學和碩士生的培養。2002 年與美國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一貣開設了我國第一個中外合作

會計學碩士專案；2003 年與澳大利亞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的合作是中國首個讓學員同時

獲取碩士學位及專業資格的研究生專案。2004 年我校成為我國首批會計學碩士（MPAcc）教學單位。

由於在研究生教學和培養上的成功，帶動了本科教學水準的進一步提高。 

學院的師資力量雄厚，學位層次高，年齡結構合理。截止 2006 年 12 月底，學院已經形成一支

由 57 名教師、22 名兼職碩士導師、4 名兼職博士導師、8 名海外教師構成的師資隊伍。在 57 名教

師中，教授 12 名，副教授 22 名，講師 22 名，助教 1 名；具有博士學位 32 名（其中含海外博士學

位者 2 名）、碩士學位 16 名，具有本科學士學位 9 名；年齡在 36 歲以下的有 21 名，36－45 歲 19
名，46－55 歲 14 名，55 歲以上 3 名。  

師資培養與隊伍建設 

(一)  加強制度建設，以制度促管理 

     吸引人才，要有良好的機制，制度建設是建立學院運行機制的重要手段，也是學院行政工作的主

線。目前，學院已制定了《會計學院教師考核辦法》、《會計學院教師科研工作管理條例》、《會計

學院教學管理條例》、《會計學院財務管理制度》、《教師招聘制度與辦法》、《會計學院教學科研

人員聘任制度》、《會計學院外事工作管理制度》等涉及教師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學院根據學校的

要求，結合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實際情況，進一步細化了教師考核標準，尤其對本科教學工作、科研工

作、課時補貼和崗位補貼都作了具體詳細的規定。2005 年學院向海外發出招聘廣告，學院專門制定

了海外取得博士學位教師的考核辦法。在規章制度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採取多種形式聽取學院廣大教

職員工的意見，不斷地修改和完善規章制度。 

（二）注重青年教師的培養和提高 

      學院積極發揮青年教師作用，讓他們實現自身價值。多年來，學院的學生數量不斷增加，開展

的合作教學專案也越來越多。在原有 ACCA、CGA 等合作專案基礎上，先後增加了與澳大利亞迪肯

大學（Deakin University）和與美國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的 MPA 專案，為此採用專案管理辦

法，安排青年教師擔任專案負責人，參與合作專案的管理，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也鍛煉培養了一批

青年教師。 

（三）積極創造條件，開展教師培訓 
      學院主要通過以下幾個途徑和措施來落實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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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年均安排多名教師前往國外和香港等地高校進行訪問進修； 

    2、利用與加拿大、英國、美國和香港等地的合作專案，聘請外籍教師來學院講課，組織教師

旁聽進修，並安排教師相互交流，近三年來，共有六十三人次去境外合作研究、做訪問學

者、學術交流、合作交流、進修等； 

    3、一些教師參與了校外進修、中注協組織的培訓或校際課程研討； 

    4、經常舉辦學術報告會； 

    5、學院積極主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 

    6、組織教師積極參加學校舉辦的師資培訓課程。 

     因此，國際化辦學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擴大了對外交流的管道，為教師帶來了

發展的機遇。 

98/07/27 上海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創建于 1905 年，原名復旦兯學，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復旦”二字由

創始人、中國近代知名教育家馬相伯先生選定，選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的名句，意在自強不息，寄託當時中國知識份子自主辦學、教育強國的希望。 

復旦大學經歷逾百年的沿革。1917 年復旦兯學改名為私立復旦大學，下設文、理、商三科以及

預科和中學部。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學校內遷重慶北碚， 並於 1941 年改為“國立”。1946 年學

校遷回上海江灣原址。到 1949 年學校已設立文、理、法、商、農五院 20 多個系（科）。魯迅、郭沫

若、鄒韜奮、老舍、竺可楨、馬寅初等著名學者曾到校演講或任教。1950 年高校初步進行院系調整，

復旦大學的海洋系併入山東大學；上海暨南大學的文、法、商三院，同濟大學的文、法兩院，以及浙

江大學、英士大學的部分系科併入復旦大學。1952 年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復旦大學的法學院、商

學院、農學院調出，分別成立了華東政法學院、上海財經學院和瀋陽農學院；而華東地區的浙江大學、

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大同大學、光華大

學、大夏大學、上海學院、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有關係科併

入復旦大學。二十世紀 80 年代以後，尤其是通過國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同建設，以及“七五”、“八五”、
“九五”和“十五”的重點建設，復旦大學逐步發展成為一所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

以及管理科學在內的多科性研究型綜合大學。2000 年上海醫科大學與復旦大學合併，成立新的復旦

大學。上海醫科大學創建於 1927 年，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高等醫學院校。建院時定名為第四

中山大學醫學院，1932 年改名為國立上海醫學院，1952 年更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1959 年被中央指

定為全國 16 所重點高等院校之一，1985 年改名為上海醫科大學。上海醫科大學與復旦大學合併，進

一步拓寬了復旦大學的學科結構，為綜合性大學的發展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復旦大學會計學系已有 70 多年的歷史，曾培養了一大批海內外知名的會計學者、註冊會計師和

高級管理人才，譽滿江南。後因院系調整，中斷了 40 年。1993 年，為恢復和光大復旦會計系的傳統，

http://www.fda.fudan.edu.cn/fdahome/xiaozhang/xz_mxb.htm
http://www.fudan.edu.cn/new_genview/hi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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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雄風，為培養一代按國際慣例工作的會計人才，發揮綜合性重點大學多學科滲透的優勢，會計學

系得以恢復。 

會計學系設財務會計、成本管理會計和國際會計三個教研小組；現有教授 4 名(其中博士生導師

4 名)，兼職博士生導師 1 名，副教授 4 名，講師 5 名，具有博士學位的 6 名（其中 2 名取得國外著名

大學會計學博士學位），在職博士研究生 4 名，教師梯隊較完整。系目前承擔了三項國家級科學研究

基金項目，以及多項教育部和上海市的社科研究項目，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並撰寫了教育部指定的

部分 21 世紀教材，獲得了上海市優秀科研成果獎和優秀教材獎。李若山教授是我國第一位審計學博

士，獲國務院及人事部“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 

學生方面，目前共有在校本科生 200 余名，碩士研究生 50 余名及博士研究生 20 余名。會計學本

科專業為中國註冊會計師專門化（國家教育委員會和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 CICPA 批准），本科生實

行完全學分制。為了適應外向型經濟在會計領域不斷深入發展的需要，發揮綜合性大學的多學科滲透

優勢，在教學中特別強調加強外語的訓練。在專業課程教學中，所有專業主幹課程均採用了原版英文

教材，同時培養學生按國際會計慣例進行會計實務操作的能力，使學生畢業後能適應外商投資企業、

跨國化經營企業、會計師事務所、上市兯司等處的實際工作。學生畢業後可繼續攻讀本系和其他院校

的碩士研究生。主要專業課程有：中級財務會計（原版英文教材）、高級財務會計（原版英文教材）、

成本管理會計（原版英語教材）、審計（原版英語教材）、中級財務管理（原版英文教材）、財務報

表分析（原版英文教材）和國際會計（原版英文教材）等。 

會計學專業為國家碩士學位授予點。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方向為國際會計和會計與資本市場研

究。主要學位課程有：實證會計研究方法、高級財務會計、高級管理會計、國際比較會計與國際會計

專題研究等。本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可從事會計師事務所、外商投資企業及跨國化經營企業的高級會計

工作及在高校和科研機構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 

98/07/28 復旦華安兯司 

參訪對象:劉帄會計師(liuping@tyi.cn) 

    針對中國大陸企業向中國統計局申報的企業財務報表科目疑慮做釐清。 

 

98/07/29 安素消防(Ansul)美商外資兯司 

公司名稱(中) 安素消防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企業屬性 外資企業 

地址 (201206)上海市金海路 955弄 1 號 

電話 
 

創立日期 2001 年 04 月 

員工人數 41 人 

mailto:liuping@ty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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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 1,653 (千元人民幣) 

營收額 38,453 (千元人民幣) 

產品 消防鋼瓶 

負責人 MIKESHERETTZ 

: 單位:千元人民幣 

項目 
年度   

2007 2006 2005   

資本金 

實收資本 26,719 26,719 26,719   

  其中：國家資本金 0 0 0   

     集體資本金 0 0 0   

     法人資本金 0 0 0   

     個人資本金 0 0 0   

     港澳台資本金 0 0 0   

     外商資本金 26,719 26,719 26,719   

年末資產負債 

流量資產合計 122,581 104,426 76,837   

  其中：短期投資 0 0 0   

     應收帳款淨額 54,315 44,304 34,999   

     存貨 24,220 31,839 21,662   

       其中：產成品 0 0 0   

  流動資產年平均餘額 118,568 87,811 63,053   

  長期投資 0 0 0   

固定資產合計 1,819 2,620 3,517   

  固定資產原價合計 7,546 10,671 13,807   

    其中：生產經營用 0 7,470 13,807   

  累計折舊 5,727 8,051 10,290   

    其中：本年折舊 0 840 833   

  固定資產淨值年平均餘額 2,396 2,714 3,692   

無形及遞延資產合計 - - -   

  無形資產 0 0 0   

資產總計 124,400 107,046 80,355   

流動負債合計 28,810 34,713 29,552   

  流動負債年平均餘額 - - -   

  應付帳款 27,508 34,713 24,156   

長期負債合計 0 0 0   

負債合計 28,810 34,713 29,552   

所有者權益合計 95,590 72,333 50,803   

  其中：股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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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分配 

產品銷售收入 176,863 141,832 105,380   

  產品銷售成本 152,045 113,648 82,013   

  產品銷售費用 137 62 473   

    廣告費 0 0 0   

  產品銷售稅金及附加 0 0 0   

其他業務收入 0 0 0   

產品銷售利潤 - - -   

其他業務利潤 0 0 0   

  管理費用 2,190 2,820 716   

    其中：稅金 65 0 0   

       財產保險費 238 0 120   

       差旅費 0 0 0   

       工會經費 0 0 0   

       勞動、待業保險費 26 25 22   

       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費 378 291 330   

       辦公費 0 0 504   

       研究開發費 0 0 0   

       職工教育費 0 0 0   

       排污費 0 0 0   

  財務費用 -1,360 -185 -1,761   

    其中：利息支出 0 0 -1,761   

營業利潤 23,851 25,487 23,939   

投資收益 0 0 0   

補貼收入 0 0 0   

營業外收入 0 0 0   

營業外支出 0 0 0   

利潤總額 23,425 25,110 23,939   

虧損總額(加工) 0 0 0   

利稅總額(加工) 30,984 32,013 26,019   

  應交所得稅 1,710 2,128 0   

  轉作獎金的利潤 - - -   

  應付利潤 - - -   

    其中：已分配股利 - - -   

住房公積和住房津貼 214 195 192   

工資、福利費、增值稅 

本年應付工資總額 1,969 1,831 1,670   

  其中：主營業務應付工資總額 1,969 1,282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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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應付福利費總額 624 511 543   

  其中：主營業務應付福利費總額 624 358 543   

本年應交增值稅 7,559 6,903 2,080   

  本年進項稅額 23,610 18,773 15,431   

  本年銷項稅額 29,561 23,143 16,876   

工業中間投入合計 135,955 109,029 81,809   

  其中：直接材料 130,472 103,731 77,375   

  製造費用中的中間投入 4,778 3,276 5,449   

  管理費用中的中間投入 2,019 2,184 273   

  營業費用中的中間投入 46 23 473   

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0 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 191,338 131,766 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 180,047 92,839 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0 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 0 0 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 0 0 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0 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 0 0 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 0 0 0   

 
 

  
 

        

安素消防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企業屬性 外資企業     

地址 
(201206)上海市金海路 955

弄 1 號 
    

電話 50312529     

員工人數 41 人     

董事長 MIKESHERETTZ     

產品 消防鋼瓶     

2006 年度營業額 57,203(千元人民幣)     

  

整體排名 2007 2006 2005 

營收混合(排名)  81870 71466 82157 

製造業(排名)  78689 68551 78809 

服務業(排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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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營收成長率(排

名)  
167900 57060 24482 

混合資產總額(排

名)  
84858 86145 99216 

  

產業排名 2007 2006 2005 

金屬壓力容器製造

(排名)  
87 74 97 

  

整體財務表現排名 2007 2006 2005 

稅後純益排名  28824 16333 21175 

資本額排名  212787 197086 176193 

淨值排名  51402 54439 69876 

員工人數排名  251072 267264 265667 

純益率排名  14237 5726 7799 

淨值報酬率排名  43475 20743 17627 

資產報酬率排名  20514 9259 9516 

  

參訪對象:田興漢總經理(安素消防設備(上海)有限兯司) 

~中國大陸經營策略~ 

大陸的總體經濟形勢依然迷霧重重，房地產和股市升溫可能製造通膨，以致經濟陷入兩難。大陸

內部爭辯不斷，經濟觀察報的專欄文章顯示，現在宏觀政策不應該大幅調整，反而應該調整產業結構、

進行改革。  

今年以來，中國因應國際金融危機的各項政策措施開始發揮作用，信貸、貨幣投放、財政預算支

出快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和城鄉消費品市場保持較快增長，工業生產速度穩步趨升，經濟出現明顯

轉暖跡象。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6.1%，預計第二季接近 8%。  

但經濟反彈的主要力量來自政府經濟刺激政策，外部環境對中國的不利影響還在持續，中小企業

經營困難也在延續，經濟內生的增長動力依然脆弱，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困難較大。  

去年 9 月以來世界經濟形勢日趨嚴峻，中國經濟下降過快，中國政府迅速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實

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推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這些措施對擴大投資、拉

動消費，促進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當前，製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依然低迷不振；通貨膨脹風險增加。經濟出現好轉的情況下，當

前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沒有必要大幅調整，應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在繼續擴

大需求包括內需和外需的同時，把經濟增長的著力點放在淘汰落後產能和部分過剩產能、發展新的經

濟增長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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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繼續穩定汽車房地產消費。中國居民以住、行為主的新一輪消費結構升級活動遠未完成，汽

車和房地產作為大陸經濟發展兩大支柱產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改變。從鼓勵汽車消費看，可加強對汽

車消費信貸的支援力度，增加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發展汽車金融兯司。提高老舊車型提前報廢補貼力

度，增加對老舊汽車提前報廢的補貼範圍和標準。從穩定房地產消費看，主要應加快推出房產稅和空

置房徵稅，降低住房開發成本，穩定房地產價格。  

二是擴大人民幣出口信貸，支援出口。向暫時出現外匯短缺與資金困難的亞洲、非洲、拉美等發

展中國家提供人民幣出口信貸，解決國外買方支付進口商品資金需要。將國家十大重點產業調整和振

興規劃中具有出口競爭優勢的機電產品、汽車及零配件、鋼鐵產品，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服裝、輕工產

品，以及農產品出口，作為出口信貸重點支援領域。  

三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經濟增長最終依賴技術進步和產業結

構的調整，要加快推動鋼鐵、汽車、電力、紡織、輕工等行業的兼併和重組，淘汰部分落後產能，培

育和支援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第三代行動通訊、生物技術等新經濟增長點，發展文化、旅遊、社區

服務等第三產業。  

四是調整民眾收入分配格局。在兯開透明的基礎上，將大部分國企紅利轉移至兯共支出領域，國

有企業紅利分配及轉移支付不僅直接推動消費，還可抑制部分國有企業可能過度投資的衝動。降低企

業和個人的社保繳費額，由國家承擔更多社保費用，減少企業和居民社保支出，提高居民的消費水準。

降低中小企業的所得稅稅率，支援中小企業發展，啟動社會投資。  

五是加快推進資源要素的價格改革，調節資源產品價格，把結構調整和價格改革有效結合貣

來。加快推進資源稅、環境稅的改革和徵收工作。 

    美國安素兯司 1912 年成立于威斯康辛州馬瑞特市，隸屬於全球消防行業規模最大的 TYCO 集

團的消防安全部。在九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 安素兯司注重產品的研究與開發，逐漸成為當今世界

上廣泛應用的多種滅火產品的創始者和生產者。 高、低壓二氧化碳氣體滅火系統。煙烙盡氣體滅

火系統。藍寶石氣體滅火系統。 R-102，食人魚飯店廚房滅火系統。泡沫滅火劑：水成膜泡沫，抗

酒精型泡沫，A 類火災泡沫，高倍數泡沫。常壓泡沫液儲罐及隔膜式壓力儲罐。管線式負壓比例混

合器，帄衡壓力比例混合器，寬流量範圍比例混合器等。手提泡沫槍，手動泡沫炮，水力自動擺動

泡沫炮，遠距離遙控泡沫炮，液上噴射泡沫產生器，高背壓泡沫產生器，高倍泡沫發生器等。固定

管網乾粉滅火系統。車內引擎乾粉滅火系統。乾粉—泡沫聯用滅火系統。海上船用滅火系統：包括

二氧化碳滅火系統，乾粉及泡沫滅火系統等。手提式滅火器、推車式滅火器。 

兯司歷史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0%b2%c8%ab&d=&k=0&z=&a=&j=&f=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5%cd%d1%b9&d=&k=0&z=&a=&j=&f=
http://list.b2b.hc360.com/supplytrade/044/016011.html
http://info.fire.hc360.com/list/zt_03.shtml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1%a6%ca%af&d=&k=0&z=&a=&j=&f=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3%f8%b7%bf&d=&k=0&z=&a=&j=&f=
http://info.fire.hc360.com/list/zt_ex.shtml
http://list.b2b.hc360.com/supplytrade/019/014001.html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7%a2%c9%fa%c6%f7&d=&k=0&z=&a=&j=&f=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8%c9%b7%db%c3%f0%bb%f0%cf%b5%cd%b3&d=&k=0&z=&a=&j=&f=
http://list.b2b.hc360.com/supplytrade/002/013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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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策略： 

    大陸快速的基礎建設，相對也需要大量的消防設備，因此安素兯司目前擴大中國市場的內需，並

在中國製造直接出口到世界各地，安素消防設備已佔全中國消防需求的 35%以上。 

台灣企業的機會： 

    田興漢總經理認為台灣企業要快速掌握大陸市場，必須找到新的重點、新的發展模式，才能面對

強大而崛貣的中國與全球市場。中國企業已不斷強大，目前中國移動市值已超過台北股票總值。 

    自從中國大陸的聯想買了 IBM後、香港幾乎 30％的地產都被中國大陸的企業買走後，「中國大

陸的企業已經吸收了很多其他國家先進的經營技術與經驗」，中國大陸的經濟也邁入到第二階段的發

展。當中國大陸的企業藉由併購跨國企業吸收國際級的經驗、當中國大陸的經濟邁入第二階段的發展

時，台灣還在想當年運用廉價勞工的成功經驗，不但不會再成功，還將成為中國企業收購的對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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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進入第二階段發展的中國大陸，台灣必須要有更好的技術、更好的行銷體系，否則是無法與歐美與

日本等跨國企業相競爭。 

    台灣未來的重點應是儘速進行內需市場的佈局，而台灣在進行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佈局時，「與

其單打獨鬥，不如與歐美與日本跨國企業合作」，因為，歐美與日本等跨國企業一來不懂中文，再者

過去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經驗也不好，這是台灣的優勢，他們需要台灣這方面的經驗。更重要的是，台

灣擁有其他國家沒有的機會，例如基礎建設方面，像是港埠、鐵路、航太、通訊、鋼鐵等，中國當局

會釋放機會給台灣，卻不會給其他國家，這是台灣的機會也是優勢。台灣企業要善用此跨國企業合作

的優勢與機會，也是台灣佈局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最好機會。 

三、建議 

這次參訪上海，比貣兩年前(2007)參訪時變化更大了。從浦東機場褡磁浮列車到市區，30 兯里的

路程，僅七分鐘到達市區。沿路看上海市到處都是建設，而基礎建設也帶動了鋼鐵業、房市以及民生

相關行業。市區中看到許多台灣的企業也已打入中國大陸內銷市場；有曼都美髮、彭村梅美容事業、

家樂福大賣場、許多知名餐聽(春水堂)也都漸漸打入內需市場，以往將大陸視為製造部門的台商，也

漸漸因大陸實施新所得稅法以及勞動基準法，其低工資已不是生產成本降低的考量，未來台商到大陸

投資的產業可能將由製造生產走向服務業為主。有關學術交流部分，大陸學者也有意願與台灣學者合

作，但合作方向，可能需要找相同領域的學者合作會比較有綜效。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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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11/15 (週日)  下午抵武漢湖北經濟學院  

        11/17 (週二)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參訪  

       11/18 (週三)  南昌江西財經大學參訪  

       11/20 (週五)  廈門國家會計學院參訪  

        11/22 (週日)  中午 11:25 搭機返臺北  

二、 研究成果 

(一) 參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湯湘希會計學院副院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一所以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為主幹，兼有

文學、史學、哲學、理學、工學等八大學科門類的普通高等學校，是國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之

一。由原隸屬財政部的中南財經大學和原隸屬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學院合併組建而成。學校現有兩個

校區，首義校區位於歷史悠久的黃鶴樓下，南湖校區位於風景秀麗的南湖湖畔。  

  學校前身是 1948 年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創建,並由第二書記陳毅擔任籌備委

員會主任的中原大學。1953 年,在全國高等院校調整中，以中原大學財經學院、政法學院為基礎，薈  
萃中南地區六省多所高等學校的財經、政法系科，分別成立了中南財經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1958
年，中南財經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及中南政法幹校、武漢大學法律系合併成為湖北大學。"文革"期
間，教育事業遭到嚴重摧殘，1971 年湖北大學改名為湖北財經專科學校。1978 年 1 月，湖北省批准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

姓名 
汪瑞芝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

教授 

出國時間 
98 年 11 月 17 日、

18 日及 20 日 出國地點 中國武漢、南昌及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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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更名為湖北財經學院，並成為首批恢復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校之一。1979 年 1 月，經國務

院批准，湖北財經學院由財政部及湖北省雙重領導，以財政部為主。1984 年 12 月，以湖北財經學

院法律系為基礎，恢復重建中南政法學院，歸司法部領導。1985 年 9 月,湖北財經學院更名為中南財

經大學，鄧小平親筆題寫了校名。2000 年 2 月，國務院批准教育部的方案，中南財經大學和中南政

法學院合併，並於 2000 年 5 月 26 日組建成新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05 年 9 月，學校跨入國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行列。 

  學校下設人文學院、經濟學院、財政稅務學院、新華金融保險學院、法學院、公安學院、外國

語學院、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學院、公共管理學院、資訊學院、安全科學與

管理學院、知識產權學院等十四個學院。現有正式教職工 2484 人，其中師資總數 1437 人，教師中

教授 208 人，副教授 505 人，博士生導師 87 人；學校擁有國家級重點學科 4 個，部、省級重點學

科 19 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1 個，省部級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4 個；學校現有理論

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法學、工商管理四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本科專業 42 個、碩士點 65
個、博士點 32 個、博士後流動站 4 個，並擁有工商管理碩士（MBA）、高級工商管理碩士（EMBA）、

法律專業碩士（JM）、會計專業碩士（MPAcc）、公共管理專業碩士（MPA）、各層次外國留學

生、港澳臺地區學生的招生權；學校現有全日制本科生 18538 人，碩士生 3767 人，博士生 558 人，

成人教育學生 7200 餘人；學校占地 3100 餘畝，建築面積 102 萬餘平方米，是全國最早開通校園網

路的百所高校之一，圖書館藏書 288 萬餘冊，會堂可與專業劇場媲美，單元式學生公寓接連聳立；

學校運動場曾作為全國第四屆大學生運動會主會場和主賽場，又曾作為全國足球甲級聯賽賽場；校

園內綠樹掩映、湖光瀲灩，曉南湖景色優美。 

  學校擁有一批在學術上有相當造詣，在國際國內財經學界、法學界有較高知名度和影響的資深

學者，29 名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24 名教師獲"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7 名教師

獲“湖北省政府專項津貼”。 

  "七五"時期以來，學校教師共承擔完成國家級、省部級重點科研專案 500 餘項，其中國家社會

科學基金專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和教育部重大攻關科研項目 127 項，教育部、財政部和司法

部等科研課題 214 項。1979 年以來，共取得科研成果 3 萬餘項，其中專著 1500 餘部，教材 1800
餘部，論文 24000 餘篇，在國外發表成果 600 餘項。 

  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學校與歐洲、亞洲、美洲、澳洲的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高校和科研機

構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合作研究和國際學術交流關係。半個多世紀以來，學校先後為國家培養各層次

學生累計 20 萬餘人，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家教育部和湖北省委、省

政府的領導下，全校師生員工將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為把我校建設成為全國一流的人文社會科學

大學而努力奮鬥！ 

(二) 參訪南昌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張蕊會計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江西財經大學校園佔地面積 2260 餘畝，分四個校區：蛟橋園、青山園、麥廬園、楓林園。2007
年 7 月有各類在籍學生 30947 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 22966 人（其中本科生 15551 人、研究生 1549
人），成人教育學生 80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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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現有教職工 2278 人，專任教師 1395 人，其中有教授 208 人、副教授 370 人；博士 349 人，

在讀博士 199 人；博士生導師 53 人、碩士生導師 323 人；1 人獲首批「國家級教學名師獎」，2 人為

全國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專家，2 人為全國模範教師，10 人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3 人為全國高校教學

指導委員會委員，2 人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3 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71
人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學科帶頭人，43 人為江西省中青年骨幹教師，17 人為江西省「高校教學名師」，

17 人為江西省百千萬第一、二層次人才。 

   學校設有工商管理學院等 18 個教學單位和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規制與競爭研究中心、產業

集群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會計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發展與風險防範研究中心等 5 個專門科研機構。

擁有 3 個博士後流動站、1 個一級博士學位授權點、9 個二級博士學位授權點、53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47 個本科專業。編輯出版《當代財經》（月刊）和《江西財經大學學報》（雙月刊）兩份刊物。 

到 2023年建校 100周年之際，江西財經大學將建設成為全國一流多科性教學研究型大學。如   何
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江西財經大學黨委書記廖進球說，通過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學校

凝煉發展的新特色，著力由區域競爭為主向領域競爭為主轉變，努力實現“人才培育有鮮明特色、專

業學科有競爭優勢、科研成果有重要影響”三大戰略任務。 

 該學校堅持事業、感情、待遇、環境、領導形象“五留人”，重點引進海歸博士、學科帶頭人，

大力培育大師名師，為地方發展建立智庫。進一步鞏固“培養創業型人才”辦學特色，在完善學分制

基礎上推進專業主幹課程建設，務實“三個課堂（教室、校園、社會）聯動，三類實踐（課程實驗、

專業實訓和綜合實踐）互促”的培養機制，加強大學生創業教育。就業工作被列為學校和學院的“一
把手工程”，列為學校年終考核的“一票否決”指標。通過師生全員參與增崗位等辦法推動就業。學校

創建的創業孵化中心，目前有學生創辦的 31 家實體公司、5 家模擬公司入駐，吸引 1200 多名學生

參與實習實踐。  

(三) 參訪廈門國家會計學院(鄧力平院長) 

廈門國家會計學院是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財政部直屬高校，成立於 2002 年。學院實行董事會領

導下的院長負責製，學院董事會成員單位由財政部、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

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商務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

稅務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北京

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廈門市人民政府、上海市財政局、廈門市財政局、

清華大學、廈門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和北京、上海、廈門國家會計學院等組成，董事會主席為財政

部部長。 

      學院位於廈門市環島路南段，依山傍海，風景怡人，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學院嚴格按照

國際職業後續教育規範對校園進行設計，並廣泛應用現代科技手段，建成了先進的教學、生活及配

套設施。學院目前擁有設備先進的教學樓、學術報告廳、圖書資訊中心、各類公寓和活動中心等設

施，可以滿足現代高層次教學、科研、國際交流的要求，可同時容納 1000 人在校學習培訓，是一

個具有國際水準的現代數位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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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主要從事高層次的在職專業後續培訓，開展以會計審計、財政稅收、經濟管理為主的高層

次培訓，注重面向經濟特區、面向中西部、面向民營企業與中小企業、面向國際和港澳臺，並經國

務院學位辦批准與廈門大學合作開展會計碩士專業學位（MPAcc）教育。 

      時至今日，學院已經建成功能齊全、設施一流、環境優美的校園環境，初步建立了一支以中青

年教師為骨幹的高層次師資隊伍和一支精幹高效的管理隊伍。學院的培訓規模穩步擴大，培訓收入

逐年攀升，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不斷提高，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為更好地服務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建議 

此次到中國大陸參訪，一次參訪了四個大學，對於中國各校對於與台灣的學術交流的熱情與積

極態度印象深刻。其中廈門國家會計學院雖為研訓單位，師資 2/3 多來自外校支援，以因應每年一

萬人次會計人員的培訓工作。該學院未來也打算在金門設置研訓所，針對台商培訓工作。再者，中

國大陸學者的學術已從過去敘述性的研究走向實證性研究了，學術地位的重視也愈來愈高，但相對

地對台灣的威脅也愈來愈大了，台灣應深入去探究其威脅與優勢，知識以及技術的優勢還能有幾

年，以及我們在台灣的學者應該如何提升學術及國際觀，才能有立足之地。 

 四、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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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參訪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理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 
稱） 

王曉雯（國立中央大學會計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合聘副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民 99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8 日 
大陸地區參訪研究

機構 
上海、吳江市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參訪過程包括： 
7/30－自台北出發，經上海轉赴吳江市 
7/31－至吳江市物價局參訪，並與徐寶根副局長訪談 
8/01－至吳江市教育局參訪，並與教育督導室主任董衛國訪談 
   －至吳江市困難職工幫扶中心參訪，並與王衛平主任訪談    
8/02－上午由吳江轉往上海，下午則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

並與首席代表張秉熙訪談 
     張秉熙同時為寶來證券資本市場處大中華區副總經理及上海市證券同業 

公會理事  
8/03－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並與首席代表張秉熙訪談       
8/04－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並與研究部主管李剛訪談 
     以電話會議與北京的品級通達（紫博蘭）公司董事長朱擎訪談 
8/05－至上海靈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參訪，並與總裁藍海文以及財務長凌菊訪談   
8/06－至富蘭德林事業群參訪，並與總經理劉芳榮訪談 
8/07－至上海宜芝多食品有限公司參訪，與董事長蔡秉融以及財務長劉志萍訪

談，並至上海浦東正大廣場參觀宜芝多旗艦店 
8/08－自上海返回台灣 
 

 

二、參訪內容與心得 

7/31－至吳江市物價局參訪，並與徐寶根副局長訪談 

【參訪內容與心得】 

    再次造訪吳江市，我發現吳江市雖然為上海的衛星城市，但拜台商之賜，吳

江市的經濟發展十分快速。根據徐副局長的觀察，整個中國大陸近十年的經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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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坐雲霄飛車般快速發展，促使許多家庭變得更佳富裕；然而貧富差距拉大所衍

生的社會問題亦值得擔憂。徐副局長的業務主要是審批整個吳江市的水費、電

費、天然瓦斯費的費率。根據徐副局長的說法，大陸政府當局過去對各種國營、

民營企業提供的商品及服務的費率管制相當嚴格，近年來，則採取較為寬鬆態度。 

 

 

8/01－至吳江市教育局參訪，並與教育督導室主任董衛國訪談 

   －至吳江市困難職工幫扶中心參訪，並與王衛平主任訪談 

   －王衛平曾擔任吳江市國台辦主任，負責吳江地區台商（如台達電關係企業

中達公司）之相關業務 

【參訪內容與心得】 

    在與吳江市教育督導室主任董衛國訪談後，發現大陸 1980 年開始實施一胎

化政策導致的隱憂與問題。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因缺乏手足（兄弟姐妺）陪伴，

以及大人過度寵愛，使得小孩子長大後較困難與人合作，而且抗壓性不足；近年

來，大陸自殺率較國際平均數為高則可能導因於此一胎化政策。此外，人口結構

高齡化導致年輕人奉養父母的負擔逐漸加重；據估計未來大陸高齡人口的成長速

度將是人口成長速度的五倍，高齡化的問題將更加嚴峻。 

    王衛平主任曾擔任吳江市國台辦主任，負責吳江地區台商相關業務。在參訪

過程中，王主任帶我到吳江經濟開發區參觀，向我說明台商在吳江市的發展概

況。退休後，王主任則轉職至困難職工幫扶中心。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施行共產

主義的大陸竟然會設立非營利機構幫助生活有困難的勞工。王主任向我說明她所

任職的中心樓下設有愛心商店。愛心商店內的商品全部由廠商捐贈，銷售收入則

幫助吳江市的困難職工。此外，符合條件的職工按月則可至愛心商店領取生活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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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並與首席代表張秉熙訪談 

8/03－張秉熙同時為寶來證券資本市場處大中華區副總經理及上海市證券同業 

公會理事  

【參訪內容與心得】 

    張首席代表 10 年前，放下薪資優渥的銀行工作，轉換工作跑道協助寶來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發展大陸承銷業務。張首席代表說，他剛至大陸拓展業務時，由

於沒有任何客戶，亦尚未在上海建立關係人脈，因此業務經營相當慘淡。張首席

代表一步一腳印，不但已於復旦大學取得 EMBA 學位，並逐漸在上海建立自己

的關係人脈與聲譽。2008 年以後，政府對兩岸關係採取較為開放政策，例如 2008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通過「推動海外企業來台掛牌 123 計畫」、2008 年 7 月 31 日

通過「海外企業來台上市鬆綁及適度開放陸資投資國內股市方案」等，開啟了兩

岸金融交流的契機；2009 年以來，大陸台資企業陸續來（返）台第二上市即可

做為佐證。根據張首席代表的觀察，最近 3 年將會有許多台資及境外陸資企業申

請來台第一上市（櫃）。因著時間的積累，張首席代表欣喜向我表示，他目前有

許多客戶，尤其是晉江一帶，等待來台掛牌上市籌資。由於我對公司 IPO 與兩

地掛牌上市議題有著濃厚研究興趣，我也趁這個寶貴機會仔細詢問張首席代表公

司相關掛牌實務。 

 
 
8/04－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並與研究部主管李剛訪談 

     以電話會議與位在北京的品級通達（紫博蘭）公司董事長朱擎訪談 

【參訪內容與心得】 

    在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張秉熙首席代表的引薦下，我得以進一

步針對大陸台資企業及外資（含陸資）企業來台掛牌議題詢問其研究部主管李

剛。李剛先生詳細為我介紹中國 A 股市場及創業板的發展現況。李剛先生也告

訴我各類型企業在選擇證券市場籌資的考量因素，如本益比高低等，以及陸資企

業來台掛牌可能遇到的困難。此外，我也針對中國明年將要推動的國際板議題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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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李剛先生。 

    紫博蘭網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隸屬於品級通達集團，該公司目前為中國北方

地區最大的搜索引擎行銷服務提供商，並於 2006 年成為首批 5 家獲得 Google 中

國地區 SEM 服務資質的公司之一。紫博蘭公司目前有員工約 130 人，客戶數量

累計已超過 15,000 家。在與朱擎董事長的電話會議訪談中，我感受到朱董事長

相當有意願將其公司至台灣證券市場掛牌上市；然而，受限於目前法規限制及公

司陸資比重過高，紫博蘭公司目前可能無法如願。此外，我也向朱董事長請教目

前中國的網路服務發展及相關費率計價問題。 

 
 
8/05－至上海靈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參訪，並與總裁藍海文以及財務長凌菊訪談 

【參訪內容與心得】 

    靈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是一家成長相當迅速的線上遊戲公司，其主要業務包

含三大類，分別為遊戲軟體代工、線上遊戲及手機遊戲。我向藍海文總裁詢問中

國的線上遊戲經營現況與可能遭遇到的管理問題。此外，我也向藍總裁詢問有關

軟體代工業務的運作模式及獲利情況。靈禪公司原本為一家陸資公司，在得知靈

禪公司因經營業務擴充，有意 IPO 情況下，我向凌菊財務長詢問該公司的財務

規劃以及證券市場掛牌選擇之考量因素等問題。 

 
 
8/06－至富蘭德林事業群參訪，並與總經理劉芳榮訪談 

【參訪內容與心得】 

    自 2006 年跟台商團隊參訪劉芳榮總經理所領導的富蘭德林事業群後，這

次，我幸運地又可以參訪富蘭德林，親身見證劉總經理深耕大陸 10 多年的豐碩

成果。再一次造訪，我發現富蘭德林事業群的公司規模擴增地相當迅速，此外，

我也得知劉總經理目前已將業務重心擺在投資銀行上。在訪談過程中，我向劉總

經理詢問大陸台商的發展現況以及勞動合同法通過後對大陸台商的影響。我也向

劉總經理詢問大陸台商的財務規劃議題。此外，我也針對中國和台灣證券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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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和競合議題請教劉總經理。 

 
 
8/07－至上海宜芝多食品有限公司參訪，並與董事長蔡秉融以及財務長劉志萍訪

談。至上海浦東正大廣場參觀宜芝多旗艦店 

【參訪內容與心得】 

    蔡秉融先生於 1999 年於上海成立百慶食品有限公司，創立宜芝多（Ichido）

品牌。2004 年，蔡秉融先生被今周刊評選為最佳台商之一。2008 年，宜芝多被

中國大眾點評網評為最具人氣麵包甜點 TOP10，同年，宜芝多於浦東正大廣場

設立旗艦店。至 2009 年止，宜芝多在上海及江蘇省一共有 36 家店。在宜芝多提

供的資料中，我注意到宜芝多將 85 度 C、山崎麵包及克莉絲汀界定為其公司的

主要競爭對手。我針對宜芝多的產品定位、行銷策略以及員工管理等相關議題詢

問蔡董事長，並交換意見。在與劉志萍財務長的訪談中，我則針對產品訂價及公

司財務規劃（如是否計劃 IPO）議題詢問劉財務長並交換意見。最後，我到浦東

正大廣場參觀宜芝多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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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吳安妮（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講座教授） 
郭翠菱（輔仁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黃政仁（東海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99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5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上海、無錫、昆山、蘇州、杭州 

 

有鑑於民營企業在大陸經濟發展扮演著重要角色，本研究團隊（三人）於

2010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5 日在大陸長三角進行歷時三週的參訪活動，共訪談十

五家大陸民營企業及台商，產業橫跨電子業、電器業、建築設計業、汽車業、電

力科技業等，訪談焦點在於瞭解大陸民營企業在管理會計發展的現況，另外，也

進一步瞭解大陸民營企業策略之走向與經營狀況等議題。透過對於大陸民營企業

管理會計發展現況之瞭解。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 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參訪研究之行程規劃列示如下： 

表 1：大陸參訪行程規劃 

日期 個案公司 住宿地點 
8/15(日) 搭機前往上海 於上海住宿 
8/16(一) A 控股集團(大陸民企)  於上海住宿 
8/17(二)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於上海住宿 
8/18(三) B 民防建築設計有限公

司(大陸民企) 
 於上海住宿 

8/19(四) C 實業公司(大陸民企)  於上海住宿 
8/20(五) 台積電(台商)  於上海住宿 
8/21(六)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於上海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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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日)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下午：前往無錫 於無錫住宿 
8/23(一) 高科技電子公司(台商)  於無錫住宿 
8/24(二) D 電力科技公司(大陸

民企) 
 於無錫住宿 

8/25(三) E 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民企) 
 於無錫住宿 

8/26(四) 宗仁卿紀念醫院(台商)  於上海住宿 
8/27(五) 85 度 C(台商)  於上海住宿 
8/28(六) F 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民企) 
 於上海住宿 

8/29(日)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於上海住宿 
8/30(一) 蘇州美桀電子科技有

限公司(台商) 
早上：前往蘇州 
晚上：前往杭州 

於杭州住宿 

8/31(二) G 電子業上市公司 (大
陸民企) 

 於杭州住宿 

9/1(三) H 電子業擬上市公司

(大陸民企) 
 於杭州住宿 

9/2 (四) I 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大
陸民企) 

 於杭州住宿 

9/3 (五) J電子業上市公司(大陸

民企) 
 於杭州住宿 

9/4 (六)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於杭州住宿 
9/5 (日) 搭機回台北 

有關大陸民營企業及台商個案公司訪談之彙總內容如下： 

表 2：大陸民營企業與台商個案公司訪談彙總表 

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1 A 控股

集團

(大陸

民企) 
 
 
 
 

手機

晶片

設計

業 

1. 產品創新 
2. 差異化訂製 
3. 快速交貨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責任會計 股權激勵：從創始

人自己的股份中

拿出來激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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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2 B 民防

建築

設計

有限

公司

(大陸

民企) 

民防

建築

設計

業 

(1) 地下室的

藝術及設計

total solution
專家。 

(2) 未來三大

發展方向： 
A. 地下空間解

決方案，由安

裝配套執

行。 
B. 專業地下空

間之「二次改

建」市場。 
C. 外省市市場

→九億農民

改善。 

1. 分批成本制度 
2.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1.訂單差異

分析 
2.責任會計 

以現金薪酬為

主，無明確激勵制

度 

3 C 實業

公司

(大陸

民企) 

汽車

代理

商（集

團） 

1. 破壞式創新 
2. 自有品牌 

1. ERP 
2. 7 步練兵法 
3.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1. 高績效

獎金 
2. 責任會

計 

以現金薪酬為主  

4 台灣

積體

電路

股份

有限

公司

(台商) 

半導

體業 
技術創新領先 
 

1. ABC 
2. 標準成本制度 
3. 產能管理 

標竿制度 績效基礎獎酬制

度 

5 高科

技股

份有

限公

司(台
商) 
 

印刷

電路

板業 

1. 營運卓越 
2. 成本領導 

1. 品質成本管理 
2. BSC 
3. Lean Production 
4. 持續性改善 
5. 重 SOP 

未提及 1. 7-8 月發績效

獎金 
2. 留任獎金(三

年) 
3. 以現金薪酬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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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6 D 電力

科技

公司

(大陸

民企) 

電力

自動

化業 

1. 藍海差異化

策略 
2. 整合產品設

計 

1. ERP 
2.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主觀評估（主

要） 
1. 業務人員：把

利潤及營銷人

員薪水結合，

占 20%年收入

2~3 個月。員

工因業績而導

致的差異有

20%。 
2. 業績不好者降

工資。 
3. 研發人員：固

定薪水加上 4
個月之年終獎

金。 
7 E 股份

有限

公司

(大陸

民企) 

染料

業 
1. 購併 
2. 產品創新 

1. ERP 
2.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1. 責任會計 
2. 銷售人員

自負壞帳

損失 

獨特的股份制 

8 宗仁

卿紀

念醫

院(台
商) 

醫療

業 
以台商為主 無特別成本管理制

度 
未提及 無特別激勵制度 

9 美食

達人

股份

有限

公司

（85
度 C）
(台商) 

食品

業 
破壞式創新行

銷 
1. 經營管理之高

階主管看 
(1) 費用控制 
(2) 材料耗用（原物

料走勢，總部期

貨操作） 
2. ERP：用「鼎新」

+「金碟」系統，

再整合 IT 人員

（共 10 位），

開發程式。 

重視營運績

效 
讓主廚有最好的

食材，端出最佳的

餐點給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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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10 F 電器

股份

有限

公司

(大陸

民企) 

家電

業 
品牌領導 
產品創新領導 

1. PDM 
2. ERP 
3. TQM 

(重視 IT 整合) 

責任會計 
 

以現金薪酬為主 

11 蘇州

美桀

電子

科技

有限

公司

(台商) 

電子

業 
品質控管 
技術創新 

BSC 重視營運績

效 
 

12 G 電子

業上

市公

司  
(大陸

民企) 

金融

軟體

和網

路服

務業 

1. 品牌領導：

大陸金融軟

體第一品牌 
2. 技術創新領

導：大陸金

融軟體 total 
solution 提
供者 

1. ERP  
2. 預算制度  
3. 價值鏈管理  
（缺乏整合性成本

管理系統） 

1. 實施 
BSC，有

四大構

面之績

效指

標，但缺

乏合適

之關鍵

衡量指

標。  
2. 有基礎流

程，採用項

目來衡量

業務績

效。 

1. 股權激勵：從

創始人自己的

股份中出來激

勵員工。  
2. 股票上市分紅。 

13 H 電子

業擬

上市

公司

(大陸

民企) 
 

數字

視頻

光通

信電

子業 

產品創新領

導：成為一流的

專業視 
頻監控解決方

案提供者 

價值鏈管理 以責任會計

為主 
股權激勵：從創始

人自己的股份中

拿出來激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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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14 I 實業

集團

有限

公司

(大陸

民企) 

家具

物流

業 

1. 價格領導策

略：成為實體

傢俱之卓越

提供者 
2. 藍海差異化

策略：成為物

流平台之最

佳經營者 

ERP 以主觀績效

評估 
為主 

以現金薪酬為主。 

15 J 電子

業上

市公

司(大
陸民

企) 

供應

綜合

監控

產品

之電

子業 

產品創新領

導：持續創新安

防產品 

供應鏈管理 以主觀績效

評估為主 
股票上市分紅。 

 

二、 參訪心得： 

根據本研究團隊 2010 年 8 月至 9 月針對大陸民營企業及台商之訪談結果發

現：大陸民營企業多能抓住大陸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契機，公司營收與規模皆

不斷擴大，賺取不少機會財。唯賺取機會財並非長久之道，因此大陸之民營企業

若要持續成長、永續經營，轉型乃是必要的途徑，而創新則是大部分個案公司重

要之策略之一。研究團隊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大陸民營企業在技術上不斷精進

及創新，然而，各公司負責人也明確地指出，目前大陸民營企業普遍缺乏創新且

整合的管理會計制度，因此，大陸民營企業若要進一步地發展與成長，實有賴於

管理會計技術的提升，將機會財與技術財轉為管理財，俾創造更大的價值。而在

台商方面，大多數公司皆能從技術財進一步賺取管理財，因此，可以在大陸快速

發展，進而取得很強的競爭優勢。 



 7 

三、 建議事項： 

1. 由於大陸經濟及經營環境演變快速，大陸民營企業儼然成為大陸整體發展之

核心，為深耕了解大陸民營企業在大陸經營之問題，應持續進行參訪大陸經

濟發展最熱絡的長三角與珠三角之大陸民營企業，進而選擇蹲點式深入研究

大陸民營企業議題。 

2. 進行大陸民營企業學術研究，須考量大陸政經、社會政策及實況對企業活動

之影響，因此，鼓勵我國學者進行跨領域之大陸民營企業整合研究，將來擴

大包括經濟、社會等領域之學者，共同研究大陸民營企業多重構面之問題。 

3. 在大陸民營企業之成本管理方面，建議可以瞭解目前大陸民營企業在成本管

理方面常用的技術，進而探討大陸民營企業成本管理的影響決定因素及不同

族群之差異因素及不同的成本管理如何地影響公司之競爭優勢及績效。 

4. 在大陸民營企業之績效管理方面，可以瞭解大陸民營企業績效管理的影響決

定因素及不同族群之差異因素，及探討不同的績效評估制度如何地影響大

陸民營企業的實際績效。 

5. 在大陸民營企業之奬酬管理方面，可以瞭解大陸民營企業獎酬制度的影響決

定因素及不同族群之差異因素，及瞭解獎酬制度如何影響員工留任率及經

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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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金成隆（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梁嘉紋（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紀信義（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2010.08.17~2010.08.23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 
 

此次前往中國大陸參訪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及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等學術單位，

其主要目的在瞭解中國上市公司之公司治理機制、經營環境及台商在大陸經營模式與運作情

況等會計議題，且與該學術機構交換意見並初步達成未來合作之意願。該此次上海參訪，由

國科會大陸台商研究團隊的三位成員，包括政治大會計系金成隆教授、梁嘉紋副教授，中興

大學會計學系紀信義助理教授，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三日赴大陸進行

學術交流。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工作記要： 

2010/08/17 於 12:15 搭乘中華航空班機 CI201 於 14:00 到達上海虹橋機場，並入住上海市區旅

館。 

2010/08/18-2010/08/19 本人與政治大學梁嘉紋副教授及中興大學紀信義助理教授訪問上海財

經大學會計學院，並與李增泉副院長及夏立軍教授進行簡單會談，針對雙方未來

研究上的合作與交流進行初步的接觸。雙方亦針對中國當前的會計研究方向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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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會談中亦提到政大會計系與上海財大會計學院未來互相出席 work shop 或

舉辦小型研討會初步作成合作的意願，待金教授回國將主動向政大會計系主任提

議兩校未來合作事宜。 

2010/08/20-2010/08/22 拜訪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進行學術交流，並與郭喜才教授進行簡單會

談。郭老師是金成隆教授兩年前美國學者訪問所認識的學者，透過他的安排我們

得以與華東政法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由於該校法學及商法方面屬中國一流學府，

故對於我們了解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機制背景能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特別

是，由於該校在法律方面是相當傑出的，因此華東政法大學在會計方面的另一特

色就是”司法會計”，在這方面他們有一定的基礎，這相當類似我國近來新興的”鑑

識會計(Forensic accounting)”，這對於兩岸會計學界在未來合作兩岸共同防止舞弊

等議題上，應有貢獻。 

2010/08/23 於下午 17:45 從上海虹橋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 CI202 於下午 19:30 到達松山機

場。 

 

二、參訪心得： 

 

此次赴大陸參訪地點為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及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茲就此次參

訪的心得分述如下： 

1.由於中國目前沿海地區工資調漲速度很快，台商應該有更積極的策略目標，而非僅僅將投

資的目的只放在削減成本。台商也應該注意外在環境的變化，影響成本上升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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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薪資的上揚，因此如何控制好相關成本，更新先進設備或往內陸遷廠是台商應當審甚思

考。 

2.中國證券管理機構目前正不斷對上市公司治理環境進行法令與法規的制定，例如股改或限

制國營企業出售資產的程序等，故相關議題未來可以進行深入之探訪。 

3.台商進入中國投資，除了行銷及服務全球客戶外，也要把市場與服務重心擺在中國本身。 

4. 台商進入中國投資，面對的是國際級的競爭舞台，因此必須抱持『參加就要勝出』的心態，

而沒有觀望的空間。 

5.由於目前大陸競爭激烈且經營風險升高，且中國政府為壓低通貨澎脹，將使銀行放款趨於

保守，故台商融資貸款上困難度增加，因此台商應考量風險管理上，有時會為了和當地銀

行維持關係，即使沒有資金需求也會貸款。對於總體的風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企業的運

作是很靈活的，以獲利為導向使得營運具彈性。 

6.由於大陸員工訓練相對不足，中高階層員工即可能因為薪資等因素離開原有公司，故如何

強化員工向心力與週轉力，實為目前台商重要課題。此外人員的訓練也應配合全球化的趨

勢，其訓練方式更為國際化。 

7. 兩岸已於九月十三實施ECFA，大陸目前人治味重，國人期待ECFA後，台商將可站在較平等

的地位進攻市場，並脫離台灣市場漸飽和的窘境。於對等開放下，大陸廠商來台叩關之動

作必日益白熱化。法令政策將較可預期，人治現象將漸為法治方式取代，惟以往招商之優

惠法令措施，逾越地方政府權限部分將被廢除。 

8. 兩岸在打擊犯罪上有合作空間，就會計學者而言，兩岸在”鑑識會計”上應有更大合作的利

益。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雲南財經大學的前身是雲南省財貿幹部學校，創建於 1951 年。 1981 年經教育部批准成為雲南

財貿學院並開始全日製本科教育，1995 年被雲南省政府確定為省屬重點大學，1998 年雲南經濟管理

幹部學院併入後組建新的雲南財貿學院，2006 年 2 月教育部批准更名為雲南財經大學。  

雲南財經大學坐落於春城昆明長蛇山下盤龍江畔，佔地 1021 畝。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建設，學校

目前已由單科性財經院校發展成為以經濟學和管理學為主，哲學、法學、文學、理學、工學等學科協

同發展的多科性省屬重點大學，形成了以本科培養為主，兼有碩士研究生、留學生培養和繼續教育的

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 學校實行二級管理，設有 19 個學院、3 個教學部、8 個獨立專職研究機構和

40 餘個院（部）所合一的兼職研究機構。 固定資產總值 8.26 億元，藏書 166.9 萬冊、電子圖書 63
萬餘種，校園網現已覆蓋全校所有工作、學習及生活場所。  

雲南財經大學高度重視教學工作，以提高教學質量為根本，以學科建設為龍頭，主動適應經濟社

會需求，不斷調整專業結構，努力深化教學改革，積極創新培養模式。  2007 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學

水準評估中獲評為優秀，2009 年被正式列為雲南省新增博士學位授予建設立項單位。 設置 32 個本

科專業，涵蓋經、管、法、文、理、工六個學科門類。 積極發展研究生教育，依託碩士點加強學科

建設和本科專業建設，已建成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 4 個一級學科碩

士點及 41 個二級學科碩士點，涵蓋哲、法、經、管、工 5 個學科門類。 面向全國 30 個省、市、自

治區招生，在校學生人數達 32000 餘人。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年） 

出國人員

姓名 
汪瑞芝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

教授 

出國時間 
99 年 07 月 19 日 

出國地點 中國雲南省昆明市 



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和高水準的科學研究支撐著高質量的教育教學。學校千方百計培養、引進人

才，現有 1400 餘名教職工，師資 900 餘人，其中教授 118 人，副教授 301 人，博士和在職攻讀博士

學位教師 249 人，碩士學位教師 483 人；首席教授、特聘教授等學科帶頭人 10 人，全國“百千萬人才

工程”專家 1 人，教育部全國高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3 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13 人，享受省

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3 人，雲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4 人，省級學術與技術帶頭人 5 人，省級學

術與技術後備人才 13 人，省高校教學科研帶頭人 7 人，省級教

學名師 5 人。 現有 11 個省級重點學科，2 個國家級特色專業，2
個省級特色專業，7 個省級重點建設專業，1 個省級人才培養模

式改革試點專業；有國家級國際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

省級國際化、區域化旅遊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會計學省級

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點項目；2 個省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2 個

省級教學團隊，2 個雲南省高等學校名師工作室；1 門國家級精

品課程，13 門省級精品課程，1 門省級雙語教學示範課程，1 個省級重點教學實驗室。  2000 年以來，

學校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 1 項，省級教學成果獎 12 項，教育部優秀教材一等獎 1 項；承擔國家

級科研項目 41 項，省部級課題 249 項；出版專著、教材 301 部，發表科研論文 5745 篇，其中被 SCI、
EI、ISTP、ISSHP 收錄 58 篇；科研成果獲國家級獎勵 2 項，省部級獎 77 項；主辦有《雲南財經大學

學報》和《雲南財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兩種公開刊物。 圍繞“教學立校、科研強校、服務活校”
理念，學校不斷提升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能力，與國內高校、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省內各級地

方政府等 100 多個單位建立了廣泛的合作關係，建立了一批實質性的校際、校企合作項目及實踐基地。  

雲南財經大學堅持開放辦學。 先後與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泰國、越南等近 30
個國家 80 餘所高校和機構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合作交流關係。 與美國庫克大學、澳大利亞查理斯竇大

學合作舉辦的國際會計、國際商務學士學位教育項目已有多屆畢業生，與英國格林威治大學合作舉辦

的項目管理碩士學位教育項目已連續六年進行招生，已在越南、泰國共計建立 4 個商務漢語中心。 目
前，學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學生人數已達 2500 餘人。  2005 年，學校被全國高等教育聯合會評為“全
國一流中外合作辦學單位”。  

雲南財經大學大力加強素質教育。十餘次被中宣部、教育部、團中央、全國學聯評為全國大學生

社會實踐先進單位。 2006 年，學校獲教育部全國高校校園文化活動優秀獎。 在全國大學生“挑戰杯”
競賽、統計建模大賽及英語競賽等賽事中成績良好；學生社團“藍色力量協會”被團中央、教育部、全

國學聯評為“全國高校優秀學生社團”；女子網球隊分獲全國大學生網球錦標賽第九屆雙打冠軍，第十

屆團體季軍，第十一屆團體冠軍、雙打冠軍和單打亞軍，第十二屆團體冠軍、雙打冠軍和單打季軍。  
2003 年以來，本科畢業生就業率一直保持在 93%左右，高居雲南高校前列。  

雲南財經大學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 2003 年 9 月，該校

被省委、省政府確定為雲南省高等教育改革首家試點單位，提出

了有利於調動教職員工積極性、有利於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辦學

效益、有利於加快學校發展和提升競爭力的改革原則，從投融資

體制改革、內部體制改革和落實辦學自主權三方面入手，在探索

現代大學制度、多管道籌集辦學經費和多形式拓展辦學空間、改

革內部運行機制、隊伍建設及擴大辦學自主權五方面實現了較好

突破，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評價和社會的廣泛讚譽。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

報》、《中國教育報》、《雲南日報》等媒體也給予了廣泛報導和積極評價。  2008 年，該校第三次黨



代會確定了建設高水準財經大學目標。圍繞這一戰略目標，當前學校正積極以“調結構、提質量、出

品牌、強地位”的內涵發展思路，深刻把握雲南省深化改革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機遇，以辦人民滿意

的高等教育為宗旨，積極為建設高水準財經大學而努力奮鬥。 

 計學院是雲南財經大學下屬的一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學為主，兼有科學研究和會計人員繼續教育

功能的教學院（系）。學院現有教職工 62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30 人，博士 15 人（含在讀博

士）、碩士 28 人、碩導 13 人。學院下設會計系和財務管理系，並設有農村會計與財務管理研究所、

東盟會計財務研究所、法務會計研究所和會計人才培養創新研究所四個特色研究所，一個會計一體化

實驗室，一個會計教育培訓中心。全院在校本科生 1700 余人，研究生近 100 人。經過我院幾代會計

學人的勤奮耕耘，會計學院已經成為集教育部的會計學特色專業、國際會計人才培養創新實驗區、雲

南省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專業、省級精品課程、省級教學團隊、雲南省國際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改

革試點專業、省級重點實驗室為一身的重點院系。 

多年來該學院一直遵循“好學篤行、厚德致遠”的校訓，在學院“中西交融、銳意改革、敢為人先、

爭創一流”精神引導下，積極走和國際會計準則趨同的道路，先後派出多名教師到美國、英國等國家

和地區進行留學訪問和攻讀博士學位，並從英國等引進了專業和學科發展所需要的教師。經過多年的

努力，學院現在已經湧現出了全國會計學術帶頭人後備人才 1 人、雲南省中青年學術與技術帶頭人及

後備人才 2 人、雲南省高等學校教學與科研帶頭人 2 人、雲南省省級重點學科會計學學科帶頭人 4
人、會計學學術帶頭人 5 人。 

 學院在公司財務會計、審計與財務管理問題等研究領域均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十年來，先後在

《會計研究》、《審計研究》、《金融研究》等各種公開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 1000 餘篇，在高等教

育、經濟科學等出版社出版專著 20 余部，成功申報省部級以上課題 20 余項。多年來，學院在搞好校

內教學和進行科學研究的同時，還充分發揮大學為社會服務的職能，已經為全國檢察院系統、雲南省

財政廳、雲南省國資委等多家單位培養了數以千名的高級會計人才。被全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雲南省

財政廳、雲南省審計廳掛牌為全國司法會計培訓基地、雲南省高級會計人才培養基地、雲南省高級審

計人才培養基地。 

二、 研究成果 

2010 年 7 月 19 日由政大鄭丁旺博士帶領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吳如玉副秘書長、政治大學林美花

教授、林宛瑩教授、林良楓教授；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蕭幸金主任及汪瑞芝教授；中正大學歐進士教授

以及魏永篤會計師一同前往雲南財經大學參訪。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楊世忠副校長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會計學院副院長湯湘希陪同參訪。由雲南財經大學楊曉紅副校長接待。 

    會中由雲南財經大學楊曉紅副校長對該校發展及歷史作簡單介紹，再由會計學院陳紅院長介紹會

計學院沿革及在場各研究中心主任及研究員等。目前會計學院有四個研究所：東盟會計與財務研究

所、司法會計研究所、中國農村會計與財務管理研究所以及會計人才培養創新研究所等。該院與中國

各校或國際有定期訪問機制、教師互換、研究合作與學生交換計劃等。並將於 2011 年 7 月舉辦中國

財務年會以及 12 月舉辦中國實證研討會；並計劃於 2012 年與中國會計學會舉辦國際型會計研討會。 



    台灣方面，由政治大學林美花教授介紹政治大學會計系、歐進士教授介紹中正大學會計系以及蕭

幸金主任及汪瑞芝老師技術學院會計系概況等，雙方對於所任教學校、課程規劃以及學生出路做了很

多的意見交流。 

三、建議 

    除了與各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交換明片之外，也促成雲南財經大學 9 月份將有一名新進老師到

政治大學上課二個月的計劃，未來也將增進雲南財經大學與台灣各校教師之互訪以及學術研究之規

劃。 

四、其他 

 

 

 



 

 
 



1 
 

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陳明進（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陳慧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尤隨樺（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汪瑞芝（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系教授兼會計財稅所所長） 

賴姿妤（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專任
助理） 

出國時間地點 99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上海、常熟 

 

為了加速瞭解台商及大陸企業在大陸之經營環境現況、稅務移轉訂價、公司治理機制、

投資策略、企業風險控管、及智慧資本移轉等會計議題，由國科會大陸台商研究團隊的五位

成員，包含政治大會計系陳明進教授、臺灣師範大學陳慧玲助理教授、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尤

隨樺副教授、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系汪瑞芝教授、與賴姿妤助理，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三日赴大陸參訪考察。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參訪研究過程包括： 

8/29：自台北出發赴上海。 

8/30：至上海 A 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8/31：上午至上海 B 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訪。下午至上海 C 電腦公司參訪。 

9/1：至常熟 D 服裝經營集團參訪。 

9/2：至上海 E 電腦公司參訪。 

9/3：自上海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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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心得： 

(一) A 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 

訪談時間：2010 年 8 月 30 日 14:00-17:00 

訪談對象：包括三位負責相關業務之合夥會計師：分別是負責大陸地區審計部會計師、

負責大陸稅務部會計師、負責大陸企業跨國與大陸台商企業 IPO 業務之會計

師。 

1. 參訪對象簡介： 

A 所於 1992 年在中國內地成為首家獲准合資開業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A 所在中國的北

京、瀋陽、青島、上海、南京、成都、杭州、廣州、福州、深圳、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共設有十二家分公司(包括 A 所的企業諮詢(中國)有限公司)，專業人員超過 9,000 名。 

A 所的特色是以統一的經營方式來管理中國的業務，以確保能夠高效和迅速地調動各方

面的資源，為客戶提供服務。其統一的管理結構具備高度的靈活性，能夠有效和高效地為整

個中國地區的客戶提供服務，同時也使來自不同辦事處的專業人員可以在有經驗的客戶服務

合夥人的統一領導下合作完成工作。 

2. 訪談問題： 

訪談 A 所目的為瞭解大陸地區會計師事務所之經營，以及台商企業在大陸面臨之租稅與

會計審計問題。相關問題包括： 

(1) 大陸會計師業務發展的未來展望？ 

(2) 未來大陸 A 所在 A 所 global 上的定位？ 

(3) 大陸稅改及產業政策調整，給予台商企業建議？ 

(4) 從台灣母公司立場，如何掌握對大陸經營的內控、風險管理、財務資訊透明？ 

(5) 台商企業在大陸與大陸企業競爭的優劣為何？ 

(6) 給台灣的會計師業者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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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談紀錄整理： 

大陸會計業務仍續有發展的機會，主要是 IPO 業務不斷增加。大陸企業已有企圖心往國

際發展，所以 IPO 業務、對於國際投資併購、外國租稅環境等諮詢輔導，需要國際性會計師

事務所的協助。 

隨著大陸市場及公費收入占 A 所全球的比重增加，未來 A 所全球的資源配置重心將移至

大陸，並且以 A 所為區域整合之主導。 

台商企業必須瞭解稅法及產業調整之精神，仍是著重實質及提升價值，故應改變以形式

操作節稅的手法，改變為以實際交易的最適規劃，並且合法申報，才是正確的節稅態度。目

前大陸對於組織重整的財產轉讓所得，採取實質認定原則，以境外公司的形式操作，無法合

法規避大陸股權移轉的財產交易所得稅，是台商企業將面臨的一項重大租稅問題。此外，轉

讓定價也是許多台商目前涉及被查核的重心，都必須以實質申報的原則處理。 

台灣母公司對於大陸子公司的定位若為生產功能，多半採取集權式管理，故對於財務、

資訊及經營管理多半能掌握。若是內銷市場導向，則須授權當地子公司經營者充分權限、並

採取在地化經營。此時，必須找到可以充分信任之管理階層，並且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及確實

落實執行，才能減少內部管理的風險。 

政府政策若希望台商企業要回台上市，必須注重及做好投資人保護及續後監管二方面。

除了上市的審查過程外，對於中間機構(會計師、律師、券商等)的權責，應該清楚釐訂，並

且著重實質審查，而非僅是形式要件之符合。 

台商企業的創意及靈活，較大陸企業為佳。但台商企業往往不夠在地化，對於大陸人才

網羅及發揮較為不足。所以，當地行銷通路的開拓及掌握，台商企業較大陸企業居於劣勢。

大陸企業已逐漸有全球經營、邁進國際舞台的企圖心，台商企業的規模及經營企圖心都明顯

較為小。 

台灣會計師若一直著重保有自己的客戶關係，無法以會計師事務所的整體觀念去發展會

計師的專業，將不易突破改變現有的經營困難。 

4. 訪談心得： 

大陸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的專業發展明顯較台灣步上軌道，主要原因是體認會計師

服務品質及完善管理的重要性，不做削價競爭承攬客戶，尤其是會計師不會將客戶視為自己

保有的資產，而是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這是台灣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最欠缺的態度及

決心。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會強調藉由審計業務完成後，可以提供客戶更有價值的管理

及經營建議，爭取客戶願意支付較高公費，這也是台灣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最需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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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升其服務能力之處。 

台灣會計師專業發展面臨極大的困難，一部分需要政府主管機關落實更讓會計師權責相

符的政策及管理，一部分則需要台灣會計師對於自己專業能力提升及發揮專業服務的價值及

倫理道德。大陸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的許多觀念及作法，以及堅持專業應有的價值及倫

理道德，值得我們參考及學習。 

 

(二) B 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訪談時間：2010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45-12:00 

訪談對象：財務部總經理 

1. 公司簡介： 

「B 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B 公司)」由 BB 集團成立於 1996 年，以最直接、最生

活化的方式為消費者服務，網羅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運用電腦化營運系統，快速地在台灣

展店，目前在全台已成立了 24 個服務據點，為顧客架構出完整的全台服務網絡。1997 年更

在大陸成立「上海 B 有限公司」，藉由成功的台灣經驗進軍大陸，在華北及華東地區已成立

超過 60 家分店，截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止，已有 132 家分店，目標於 12 月 31 日達 160 家分

店，預計達到 4.95billion 的營收。  

2001 年 B 公司與法國具有 45 年零售流通經驗的歐尚(Auchan)集團合作， 更為邁向國際

化連鎖事業跨進一步，在法國、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波蘭、匈牙利、俄羅斯、

摩洛哥、中國大陸等地設有分店，擁有跨國聯合採購能力的歐尚，使得 B 公司的商品及服務

更具競爭力。 

2. 公司經營理念： 

(1) 讓 B 公司走進每一位顧客的生活中 

引進更具國際觀的營運管理模式，B 公司藉由歐尚集團全球化聯合採購優勢，大大提高

商品種類與品質，為我們廣大的顧客群，提供更優質的購物品質及生活水準。在經營特色上，

由各分店依照當地顧客的需求，組合出正確及多重選擇性的商品，並提供強而有力、令人驚

喜的商品折扣。以熱情周到的接待方式服務顧客，用心傾聽顧客的聲音，快速並確實地給予

回應與行動，讓顧客分享與大潤發一起成長的愉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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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豐富的商品選擇，以 「長期低價 」滿足更多的顧客 

數以萬計的商品種類，包括生鮮食品、生活雜貨、五金百貨、電器及服飾五大類，提供

消費者「一次購足」的便利。所有商品皆由專業採購經理人，從商品種類、品質、價格及貨

源穩定等各方面，一一為消費者把關，使全台各分店隨時供應最齊全、最新鮮、最便宜的商

品。 2001 年更增加進口及自營商品的品項，以市場最低價把越來越多的商品，以越來越便

宜的價格，滿足越來越多的顧客。 

(3) 呈現多元化賣場型態，兼具休閒與便利的消費需求 

寬敞明亮的賣場，簡單的購物動線，清楚的賣場標示，便利的停車空間，B 公司提供乾

淨舒適並具現代感的購物環境。此外，還有貼近流行時尚的購物空間規劃，以融入消費者生

活為目標，設置了美食街、主題餐廳、精品專櫃及商店街，讓顧客在購物之餘享受更多元的

休閒時光。部份分店更依照當地顧客的生活習慣，特別規劃了藥局、郵局、便利商店及汽車

輪胎維修站，提供更貼心便利的生活服務。 

(4) 專業服務，領導商圈，成為值得信賴的大賣場 

B 公司在營運中保持務實、簡單和富於創新的原則，持續推動企業的成長與進步。透過

歐尚集團全球經營的 Know-how，以每週一小時的訓練，培養員工的專業技能與專業知識，

確實提昇員工的專業素質。鼓勵各分店參與社區生活，深入了解商圈住戶的想法，以制定符

合顧客需求的商業提案，進而建立員工、企業與顧客之間，完全信任的互動關係。為了維護

專業服務的企業形象，B 公司每年都會舉辦顧客滿意度調查活動，透過專業分析的問券調查

結果，找出問題進行改善，並力求從每位員工做起，來提昇顧客滿意度。此外，我們仍將持

續落實會員制軟硬體的建構，以符合顧客期待的創新提案，給予會員更多的關注，讓 B 公司

走進每一位顧客的生活中，成為最了解顧客需求並值得信賴的企業。 

3. 公司關鍵成功因素： 

(1) 快速展店，擴大經濟規模 

先搶佔市場後穩定成長策略，B 公司以華東區為主，共有 68 家分店，並以華東向華北地

區移動，以山東濟南與河北北京為主；東北地區以瀋陽為主，華中地區以武漢為主。以擴大

經濟規模為必要條件，B 公司採用低價競爭策略，以量制價，快速展店，以增加客戶購買力，

提高議價能力。 

(2) 矩陣式組織結構 

B 公司採用矩陣式組織管理模式，主要在部門別分成：招商部(負責選擇進駐的商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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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部(華東以蘇州為主，華北以濟南為主及華南三個物流中心)、行銷部(負責會員制的規劃、

行銷折扣等)、資訊部(負責 IT，可整合全部店面營收及存貨之分析)、人力資源部以及採購部

門(負責百貨、雜貨以及生鮮食品的採買)。 

(3) 供應商管理 

B 公司的採購流程，是以各地區所設總部統籌為主，簽約供應商合同及條件，不談數量。

目標是以毛利增加為考慮對象且品質控管的供應商。但仍可透過各分店的建議引進新的供應

商，做為新產品或新供應商引進的參考，採購決策由各地區總部為主。 

對於供應商管理，B 公司採用末位淘汰制，ONE IN ONE OUT 制，當貨架上產品的銷售

量小於 5%時，則淘汰並同時引進一家新的供應商。而對於供應商的選擇則透過公司的供應商

評鑑委員會篩選，進貨後由物流中心統一檢驗產品，各分店不經手採購與現金收付。 

(4) 超越顧客期望的服務品質 

低價競爭已不再是唯一吸引消費者，B 公司也致力於提高服務品質(買櫃退差價)及創造自

有品牌，但目前自有品牌營收只佔 1%-2%，尚未為 B 公司的主軸，公司認為與消費者習慣於

特定品牌有關。  

(5) 紅利集點制度 

為了獎勵忠誠顧客，B 公司採用會員制方式發放 DM 給經常消費的客戶，以減少 DM 發

放的成本與無效率，對於商品的價格折扣，由各地區總部統一決定。 

(6) 績效評估 

B 公司的績效評估採用各分店自已與自已比較，以各分店營收成長比率為評估項目，而

非與他分店評比。 

4. 公司競爭優勢： 

優勢(S) 

 優良的公司文化與經營理念。 
 兩岸同文同種，飲食及消費文化雷同。 
 早期進入市場的優勢。 
 迅速發展優質店策略的有效執行。 
 有經驗且穩定的管理團隊(當地化的政策/快速的決策流程)。 
 有經驗且穩定的管理團隊(信任與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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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分紅入股(忠誠與穩定)。 
 均權式的營運模式。 
 卓越即時的資訊系統。 
 有效率的物流配送中心。 

此一優勢，使得 B 公司在 2009 年零售業企業排名第六名(為外資企業第一名)，較家

樂福(第七名)居領先地位。B 公司單店年營收為 3.34 億人民幣(損益兩帄為 2 億)為外資連

鎖大賣場單店排名第一名。在消費者綜合滿意度指數、流程管理滿意度以及營銷滿意度

指數上皆排名第一。 

劣勢(W)  

 採用會員制消費。 
 多重生鮮品項的經營，倉儲管理以及退貨成本較高。 

機會(O)  

 物流中心的發展，提供良善的配送基礎設備。 
 金融企業開放，使得信用交易方式得以施行。 
 資訊設施與環境的完備，提供暸電子化商務的最佳帄台。 

威脅(T)  

 因土地法令規章限制，土地取得不易。 
 中國法律環境不健全。 
 連鎖業通路產業競爭激烈。 
 商業賄絡普遍存在，存在職業“打假”，經營風險較高。 

 

5. 訪談心得： 

當日參訪結束後，台商訪問團去了旅館附近的賣場，對於 B 公司乾淨的外表以及明確的

指標都感到欣賞，未來若能朝向複合式的經營，結合餐飲、藥妝、服飾等結合將創造更多的

利潤。B 公司財務部總經理也對台灣學生做了建議：學習 IT 技術、及管理整合能力，擴大國

際化視野，增進競爭力。 

 

(三) C 電腦公司 

訪談時間：2010 年 8 月 31 日 13:45-16:00 

訪談對象：董事長、財務中心處長、管理中心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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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簡介： 

C 公司成立於 1988 年，是目前全球第一大筆記型電腦研發設計製造公司。C 公司長期的

發展策略是“深耕臺灣，佈局全球”，以“C 研發園區”作為研發設計與生產高附加價值產

品的據點，以大陸華東地區的工廠作為製造基地，並積極建構以臺灣為主軸的運籌中心，整

合美洲、歐洲和亞洲各廠成就全球製造銷售的競爭力。 

C 公司華東製造基地為 C 公司電腦集團設立在中國大陸的製造基地，專注於筆記型電

腦、伺服器、手機、車載電子等產品的生產製造，主要係憑藉卓越的生產管理和品質保證技

術，為客戶提供“低成本、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以打造全球最有競爭力的資訊產業基地。

C 上海製造城創建於 2001 年 3 月，位於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區，主要生產筆記型電腦，該公司

在 8 年時間裡，規模由 200 多人發展到 40000 多人，出口額由 2001 年的 1.7 億美金增長到 2008
年的 250 億美元。此外，C 公司並於 2006 年 5 月在常熟創建另一個生產基地，地點位於江蘇

省常熟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主要生產 MP4 等非筆記型電腦系列產品，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就

發展到了 6000 多人的規模，2008 年營業額達到 97 億人民幣，成為常熟市第一大和蘇州市前

二十大進出口企業。 

2. 公司競爭優勢 

C公司除了是全球最大的筆記型電腦ODM供應商外，並透過策略性的垂直整合提供EMS
的生產製造服務。在提供 ODM 及 EMS 的同時，C 公司更積極以核心的研發能力和優勢為基

礎，透過技術結合、產品整合，提供客戶系統解決方案的新營運模式。C 公司的商業模式將

持續以 ODM 或 EMS 為主，追求選擇性的垂直整合，以提高成本競爭力，增加利潤。簡言之，

亦即透過供應鏈垂直整合，進行合理的成本控制，並努力實現產品多元化，強化研發設計，

提高共用材料比例，嚴格進行質量控制以滿足客戶全方位的需求，從而創造最大的利潤。 

C 公司積極建構以臺灣為主軸的運籌中心，整合美洲、歐洲和亞洲各廠，成就全球製造

與銷售的強勢競爭力。總部設在臺灣林口，目前在大陸有三個生產基地：上海、松江、江蘇

常熟，售後服務/BTO/CTO 中心包括：德國 Aachen、美國加洲 Fremont、田納西洲 Nashville、
加拿大 Toronto、巴西 Sao Paulo。C 公司台灣總部職能是定位為全球研發中心，以「C 公司研

發園區」為動力中心，整合全球科技資源，致力於新產品研究開發，負責全球重大決策、管

理支援。中國製造基地職能則在製造和物流，以高產出、低成本為指導，為客戶提供量身訂

做的全方位服務，產品由中國直運至客戶指定的地點。 

C 公司管理層級選擇將首個大陸製造基地座落在松江出口加工區，主要考量的因素是出

口加工區所特有的優惠政策：包括全國首創的快捷通關速度、先進的基礎設施、完善的配套

服務、廠區和生活區的大量土地供給。由於國家特殊政策的支持，當地政府全力打造“數位

化”加工區，推展靈活的稅收優惠、彈性的外匯監管政策，以使企業享受到實際操作上的便

利性，靈活性和簡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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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在筆記型電腦的領域中維持高成長、高品質與高評價，C 公司並將觸角延伸到企業

網路系統、家庭娛樂產品、行動通訊產品、車用電子產品以及數位家庭產品等市場，更積極

進軍雲端市場，現 C 公司為國內雲端佈局最完整的廠商，全球最重要的伺服器供應商之一。

雲端業務明年將會大幅增量，成為 C 公司新成長動能。 

3. 公司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 

C 公司對大陸的內控與風險管理採取以下幾種作法: 

(1) 內控稽核組織地位獨立客觀 

 直接隸屬臺灣母公司董事會。 
 所有人員皆專職獨立行使內部稽核工作，目前有 3 人長期派駐上海，負責大陸內稽工

作。 
 依年度稽核計劃對子公司查核並定期向各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及列席董事會報告。 
 所屬稽核人員之督導、考核、管理及培訓作業，均由母公司執行。 
 稽核組歷年來皆依臺灣證期會規定之期限內，完成規定事項之網路申報作業。 

(2) 風險管理方式 

稽核組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規定及風險控管之攸關性，

擬訂年度稽核計劃，並於年度執行下列各項稽核作業循環，以評估本公司九大循環之內

部控制制度之設計是否健全、合理；及各部門是否有效執行。 

(3) 財務資訊透明 

稽核組遵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期局之規定，每年對母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至少執行下述稽核作業： 

 按季取得各子公司月結之管理報告，包括營運報告、產銷量月報表、資產負債月報表、

損益月報表、現金流量月報表、應收帳款帳齡分析表及逾期帳款明細表、存貨庫齡分

析表、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等，進行分析檢討。 
 按月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按季稽核背書保證/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每三個月內提出前次稽核缺失改善之追蹤報告。 
 每年度並實施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作業，藉以提高公司之經營績效。 
 因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有重大投資事項，母公司皆會代為公告申

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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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 服裝經營集團 

訪談時間：2010 年 9 月 1 日 10:00-15:00 

訪談對象：副總裁、財務總監、人力資源副總監、董事會秘書等高層領導。 

1. 企業簡介 

D 公司是中國一家多品牌綜合服裝經營集團，主要從事羽絨服飾，旗下許多羽絨服飾品

牌已連續多年在中國銷售居前幾名。近年來，D 公司積極走向四季化產品，除了收購男裝公

司，跨足至男裝業外，公司亦成立合資企業，在大中華區從事國際品牌產品銷售。D 公司亦

積極與國際知名品牌合作，藉由合作夥伴在國際的品牌影響力及營銷網路，推廣公司自有品

牌。此外，D 公司為塑造國際品牌形象，導入品牌識別系統，並在世界許多國家註冊登記其

自有品牌。 

D 公司係以設計創新為導向，自 1995 年起，先後成立產品研發中心，將時尚觀念引入羽

絨衣，率先改變臃腫的防寒服概念，將羽絨衣轉向休閒化、時裝化、運動化。此外，D 公司

注重產品品質，以奈米、抗菌羽絨衣推動產品品質升級。人才為產品創新關鍵，D 公司強調

「以人為本」，選任員工優先考慮其品德，且唯才適用。所聘任之員工均能認同 D 公司之企

業文化及核心價值觀，因此，員工流動率低。此外，D 公司推行「能者上，庸者下」制度，

D 公司的員工若工作表現優異，均能獲得拔擢。公司並委請大專院校提供一系列培訓課程，

以提升員工競爭優勢及能力。 

D 公司在創立 30 多年，始終堅持誠信、開拓與務實等原則，公司也十分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積極致力於公益事業、體育事業及教育事業等，如：援助北川中學重建、捐贈衣物予玉

樹災民。 

2. 企業訪談內容： 

D 公司為中國知名企業，此次參訪 D 公司，我們主要就公司成功因素、經營策略與未來

發展等相關問題進行訪談，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1) 請問 D 公司成功之關鍵因素為何？ 

D 公司成功之關鍵因素在於品牌建立、產品創新、銷售管道及經營團隊。在品牌建立部

分，D 公司董事長在創立之初，即瞭解唯有建立自有品牌，才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因此，

D 公司積極建立品牌，並藉由在商場、展示會、航空公司、機場及火車站等地推出大量廣告，

建立品牌知名度與認知度。此外，D 公司在首創自有品牌銷售量穩定後，針對不同市場及需

求，推出不同之品牌，目前 D 公司的各項產品在中國民眾心理已具良好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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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創新部分，D 公司隨時掌握市場發展趨勢，在產品設計及研發屬領先地位。D 公

司除了將時尚觀念用於防寒衣，亦注重防寒衣布料改良。在銷售管道部分，D 公司非常重視

銷售網絡，在創業初期，D 公司即積極在商業百貨公司設立據點，並不斷地在中國各地開拓

高品質的銷售據點。此外，D 公司選擇與 D 公司經營理念類似之經銷商，提供廣告支持與培

訓課程，並給予經銷商退換貨及風險保障。此種將經銷商視為公司重要客戶，並給予經銷商

獲利遠景之作法，使經銷商在均願意積極協助公司擴展業務。在經營團隊部分，D 公司擁有

認同企業核心價值之高績效經營團隊以及經銷商。 

(2) 請問 D 公司如何管理零售網點，使其有效率地運作？ 

對於每個零售網點， D 公司會按該分銷點座落地區之不同，給予銷售協助，使分銷點能

獲利。D 公司對各分銷點之執行力強，使 D 公司政策在不同分銷點均得以貫徹，不致產生各

行其是情況。此外，D 公司積極改善 ERP 制度，使公司能更迅速掌握各分銷點之存貨情況與

銷售量。 

(3) 請問 D 公司競爭策略為何？ 

雖服飾產業競爭十分激烈，但 D 公司堅持不採取價格競爭，而是堅持產品差異化競爭，

持續進行產品創新與品質提升，使消費者認同 D 公司高品質產品。 

(4) 請問 D 公司對供應商之選擇與管理？ 

D 公司根據六項標準選擇供應商，選擇供應商的標準包括：供應商是否認同 D 公司經營

理念、供應商為客戶服務熱忱、供應商是否能準時交貨及商品品質為何、價格、供應商對環

境保護態度，以及供應商是否重視員工。經由六項標準嚴格挑選供應商後，供應商即成為 D
公司企業夥伴。許多供應商均與 D 公司維持長期合作關係，當供應商經營困難時，D 公司亦

會適時提供幫助。 

(5) 請問 D 公司目前是否與其他中國當地公司或外資企業合作？合作的模式為何？ 

D 公司為使銷售產品能多樣化，逐漸由羽絨服飾單季產品，邁向四季服飾。因此，D 公

司藉由收購當地中國企業，跨足男裝業。在外資企業合作部分，D 公司成立合資企業，在大

中華區從事國際品牌產品銷售。 

有關購併考量，D 公司在選擇併購公司時，主要考慮被併公司目前經營業務是否為 D 公

司所需，以及被併公司之長期發展潛力。此外，為了降低購併後，不同公司之企業文化無法

融合而影響公司營運，D 公司傾向選擇企業文化與 D 公司相似作為併購對象考量。在購併公

司後，D 公司採充分授權方式，提供資金與被併公司，使被併公司能夠繼續經營，創造雙贏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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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 電腦公司 

訪談時間：2010 年 9 月 2 日 10:00-15:00 

訪談對象：財務部經理群。 

1. 公司簡介 

E 電腦公司主要經營筆記型電腦、伺服器及手機的設計與製造，並與世界級軟體、零件

等一線供應商具有策略合作關係，社會責任是該公司最重要的信念，分為兩方面來實踐，一

是公司治理，另一是企業公民，公司內部為公司治理，以誠信正直堅持對利害關係人的承諾，

在公司外部是企業公民，從環保、文化、扶貧、社區等四方面向落實企業公民的角色。 

該公司具有七大事業單位，各事業單位分層負責，包括：個人電腦事業群、企業伺服器

事業群、消費性電子產品事業處、無線方案事業處、移動通訊事業處、軟件開發事業處及委

外服務事業處等。在對內管理方面，總部在台灣，負責策略、研發、採購及全球供應鏈管理，

而中國大陸的子公司主要負責生產職能，技術則移轉自母公司，基於運輸與成本的考量，在

大陸的設廠地點主要選擇在加工出口區。該公司目前在中國大陸有兩個生產基地，一是上海

虹橋廠，另一是上海浦東廠，目前該公司的產能可達到一年 3000 萬台筆記型電腦，300 萬台

伺服器及 500 萬台智慧型手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伺服器製造商及全球前四大筆記型電腦代

工廠。 

2. 公司競爭優勢 

基於筆記型電腦的市場已趨於飽和，代工的利潤日漸降低，因此成本控管在這個產業中

是達成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選擇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主要也是基於成本的考量。至於投

資地點，選擇在浦東主要的原因是：接近顧客與供應商，同時出口海運也十分方便，可降低

運輸成本。另一方面，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為了拓展中國的中西部，以帄衡經濟發展，對於投

資中西部的省分有政策上的鼓勵，加上鐵路運輸的便利性，該公司未來可能選擇在重慶佈局，

因為重慶位於歐亞的核心，可透過鐵路運輸接近歐洲市場。 

綜合而言，該電腦公司透過大陸投資，大幅度增加生產規模，降低成本，同時運用全球

佈局的概念，以台灣為企業中心，負責研發、採購與接單，生產基地主要在中國上海，而美

國、墨西哥、英國、捷克則負責組裝與運籌，善用各地之資源進行整合，以創造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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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1. 台商企業應以實際交易的最適規劃，並且合法申報。目前大陸對於組織重整的財產轉讓所

得與轉讓定價是許多台商目前涉及被查核的重心，都必須以實質申報的原則處理。 

2. 政府主管機關應落實更讓會計師權責相符的政策及管理，而台灣會計師對於自己專業能力

提升及發揮專業服務的價值及倫理道德應有所堅持。 

3. 台商企業拓銷海外市場，除了發展自由品牌外，也可和國外知名品牌合作，了解當地消費

者文化、法律、資源等，以當地人較熟悉的方式打入市場。 

4. 由於大陸本土員工對於當地法規及地區文化較為熟悉，建議台商企業深耕在地化陸籍幹部

人才之培育。 

5. 在電子代工的低利時代，建議台商電子業整合上中下游供應鏈，以降低風險並提高經營績

效。 

6. 建議台灣學生應加強學習 IT 技術、管理整合能力，擴大國際化視野，以增進國際競爭力。 

 

 

圖一 A 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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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B 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圖三 C 電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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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D 服裝經營集團 

 

 

圖五 E 電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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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三) 上午 訪問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上海分所所長梁偉立會
計師與合夥人田雯琦會計師 

梁偉立會計師: 86-21-2228-2128，Philip.Leung@cn.ey.com 
田雯琦會計師: 86-21-2228-2115，Jessica.Tien@cn.ey.com 
地址: 上海市陸家嘴世紀大道 100 號，環球金融中心 50 樓 

9/8(三) 下午  訪問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朱建弟會計師 朱建弟會計師: 86-87-63391515，zhu.jiandi@p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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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 下午 拜訪復旦大學榮譽教授 陳超老師 

陳超老師為政治大學碩士、美國馬裡蘭大學財務博士，研究專長為公

司財務、資本市場、風險管理。陳超老師於 2005 年開始在中國清華大學

與復旦大學任教，對於中國研究有獨特的見解。與陳超老師的訪談，有助

於我們從台灣的眼光瞭解中國市場以及中國研究的機會、方向與方式。 
 

2. 9/7 上午  訪問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夏立軍老師 

夏立軍教授研究專長為中國資本市場會計、審計、公司治理和公共治

理問題研究，曾於 2008 年發表中國審計研究於世界三大會計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中。我們與夏教授互相交換研究心得，夏老

師跟我們談論目前中國的實務與學術環境，讓我們對於中國審計市場以及

中國目前學術研究有更深入的瞭解。 
 
3. 9/7 下午 復旦大學會計學系 workshop 發表 Working paper 

(1) 標題：Auditor Switch Decisions under Forced Auditor Change-Evidence 
from China 

(2) 摘要： 
英文摘要 

From 2000 to 2007, audit licenses of fifteen accounting firms in China 
were terminated or suspended for different reasons. Clients of these 
accounting firms were forced to select new auditors in a short tim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uditor switching patterns of these clients, and 
further the effect of both client and preceding auditor characteristics on 
the auditor change decis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entral 
state-owned and dual shares clients tend to choose Big 4 or Big 10 as 
their succeeding audit firms. However, clients whose former audit firm’s 
license termination or suspension was due to severe regulatory sanctions 
are less likely to switch to high quality of auditors. Final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clients whose preceding audit firms are located in the same 
province as theirs are more likely to follow their preceding audit 
partners.  

中文摘要 
2000 年至 2007 年間，中國有 15 家會計師事務所因為不同原因被迫

停止簽證上市公司，使得這些事務所的客戶必須在短期間內尋找繼

任會計師。本文深入探討這些客戶更換會計師的型態，以及客戶特

色與前任會計師特性對於繼任會計師選任的影響。彙整中國資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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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審計市場後，本文選擇四項足以代表中國市場的特色:國有企

業、雙重股份、本地所事務所、以及造成事務所關閉的不同原因。

實證結果顯示，在面臨強制更換會計師時，中央國有企業與發行雙

重股份的客戶傾向聘任「四大」或「十大」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繼任

會計師。本文亦發現，由於客戶弊案或審計失敗而無法通過年度檢

查的事務所，其客戶不傾向聘任「四大」或「十大」會計師事務所

擔任繼任會計師。最後，本文發現先前由本地所事務所查核的客戶

傾向追隨原簽證會計師。 
(3) 復旦大學為中國重點大學，會計系設有碩士與博士研究所。復旦大

學學術討論風氣極盛，當天的報告，共計有會計系系主任 呂長江主

任、洪劍峭副主任、陳超老師、李遠鵬老師、方軍雄老師、施海娜

老師等老師出席，都給我們很多很好的建議，主要意見包含 
 我們針對強制更換會計師的研究結果，與一般企業會計師的選擇

因素似乎很一致，應該要找出其特殊的地方，才能讓文章更為精

彩 
 有關於強制更換會計師的原因，可以再加以區分。例如：區分為

合併的情形。 

 

4. 9/8 上午 訪問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上海分所所長梁偉立會計師

與合夥人田雯琦會計師 
 
梁偉立會計師為安永(E&Y)中華區負責人，田雯綺會計師為台灣大學

校友，目前在安永華明負責稅務諮詢服務。梁會計師站在 E＆Y 大中華負

責人的高度，給予我們許多中國審計市場狀況、發展與前景的建議。也談

到 E＆Y 與其他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的發展。包含中國政府輪調

制度對於客戶選任會計師的影響，中國施行國際會計準則對於審計收費的

影響，會計師審計中國國有企業的經驗，審計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差異

等重大問題上，給予我們許多建議。田會計師則以提供管理顧問服務為出

發，指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得利基在於提供稅務等其他審計服務。 

 

 

 

 

 

http://www.fdsm.fudan.edu.cn/teacher/preview.aspx?ID=16615
http://www.fdsm.fudan.edu.cn/teacher/preview.aspx?ID=1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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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8 下午 訪問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朱建弟會計師 
立信為中國數一數二最具規模的本土事務所。朱會計師代表中國本土

會計師事務所得觀點，對於中國審計市場的發展、立信會計師事務所 10
年來的成長，以及未來的發展有很深入的見解。朱會計師分享了立信與

BDO 結盟的過程與利弊、也分享了立信在中國擴展的方式與管理方法。並

提到許多中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對於我們瞭解中國市場有很大的幫助。 
 

 
6. 9/9 下午 訪問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顧紅雨會計師 

顧會計師為復旦大學校友，可以說是中國本土培養的會計師但在國際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服務。因此對顧會計師的訪談，讓我們可以同時透過

國際與本土的眼光，觀察中國審計市場。尤其顧會計師本身有簽證中國 A
股與 B 股，對於雙重審計的施行，審計公費的制訂，審計市場的競爭狀況，

都有不同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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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北京首都經貿大學 

北京大學 
 

此次前往中國大陸參訪北京首都經貿大學，並參加該校會計學院所主辦的第九屆財務理

論與實踐研討會，同時，與北京大學教授討論合作的事宜。此次主要目的在瞭解中國上市公

司之公司治理機制、經營環境及大陸廠商的經營模式與運作情況等會計議題，且與該學術機

構交換意見並初步達成未來學術合作之意願。次北京參訪，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三

日至十月二十六日赴大陸進行學術交流。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工作記要： 

2010/10/23 於 13:00 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班機 CA186 於 16:30 到達北京機場，並入住北京市區

旅館。 

2010/10/24-2010/10/25 本人參與北京首都經貿大學會計學院所主辦的第九屆財務理論與實踐

研討會，會中有發表論文，會議中，並與多位學者討論中國企業的特色，並進行

義簡單會談，針對雙方未來研究上的合作與交流進行初步的接觸。雙方亦針對中

國當前的會計研究方向交換意見。另外，我們與北京大學教授商討未來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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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宜，以及初步作成合作的意願。 

2010/10/26 於早上從北京機場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班機 CA185 於當日到達台灣桃園機場。 

二、參訪心得： 

 

此次赴大陸參訪北京首都經貿大學以及北京大學的教授。茲就此次參訪的心得分述如下： 

1. 中國會計研究的學術水平雖然不佳，然而幾家重點大學投入相當多的精力，近來延攬了許

多人才。這些重點學校，如北京大學，發展實力與潛力相當雄厚，讓人感覺我國實在有必

要留意。相對的，我國在此方面投注的心力，增幅有些令人擔憂。具北京大學某位教授提

及，他們似乎已步將我國研究視為競爭對手，此點值得我國深思。 

2. 我國在研究大陸議題時，優勢是同文同種，但是由於大陸機制背景迥異於我國，因而必須

要駐點研究，或是與對方找一所學校深入合作。如此才能將研究做得紮實，以期在好的學

術期刊發表。 

3. 中國證券管理機構目前正不斷對上市公司治理環境進行法令與法規的制定，例如內部控制

要會技師簽證、股改或限制國營企業出售資產的程序等，故相關議題未來可以進行深入之

探訪。 

4. 我國在研究大陸議題時，優勢是同文同種，但是由於大陸機制背景迥異於我國，因而必須

要駐點研究，或是與對方找一所學校深入合作。如此才能將研究做得紮實，以期在好的學

術期刊發表。 

5.中國目前沿海地區工資調漲速度很快，台商應該有更積極的策略目標，而非僅僅將投資的

目的只放在削減成本。台商也應該注意外在環境的變化，影響成本上升最重要的因素是薪

資的上揚，因此如何控制好相關成本，更新先進設備或往內陸遷廠是台商應當審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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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某些重要大學的學者，對於大陸議題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因而我們的相對優勢在流失

當中，如何保持相對優勢，值得有關教育當局深思。 

7. 我國台商在前進中國時，面對的是國際級的競爭舞台，大陸當地學者的台商進入中國投

資，除了行銷及服務全球客戶外，也要把市場與服務重心擺在中國本身。.由於目前大陸

競爭激烈且經營風險升高，且中國政府為壓低通貨澎脹，將使銀行放款趨於保守，故台商

融資貸款上困難度增加，因此台商應考量風險管理上，有時會為了和當地銀行維持關係，

即使沒有資金需求也會貸款。對於總體的風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企業的運作是很靈活

的，以獲利為導向使得營運具彈性。 

8. 兩岸已於九月十三實施ECFA，大陸目前人治味重，國人期待ECFA後，台商將可站在較平等

的地位進攻市場，並脫離台灣市場漸飽和的窘境。於對等開放下，大陸廠商來台叩關之動

作必日益白熱化。法令政策將較可預期，人治現象將漸為法治方式取代，惟以往招商之優

惠法令措施，逾越地方政府權限部分將被廢除。 

9.此次國科會的大陸研究補助計畫，是引領學者深入研究的起點，將具激勵作用，然而，未

來如何持續激勵，將是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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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尤隨樺（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汪瑞芝（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系教授兼會計財稅所所長） 

出國時間地點 99 年 10 月 27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大連東北財經大學 

為了加速瞭解台商及大陸企業在大陸之經營環境及目前大陸會計教育現況，由國科會大

陸台商研究團隊中兩位成員，包含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尤隨樺副教授及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

資訊學系汪瑞芝教授，於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7 日赴大陸參訪考察。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參訪研究過程包括： 

10/23：自台北出發赴北京。 

10/27：參訪東北財經大學。 

10/31：自北京返台。 

二、參訪心得： 

訪談時間：2010 年 10 月 27 日 10:00-17:00 

座談會參與人：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方紅星教授、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

張光治教授、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吳大軍教授、東北財經大學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晶講師、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傅榮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林良楓副教授、兩岸交流促進會王國綱副教

授、中興大學尤隨樺副教授、雲林科技大學傅鍾仁教授、彰化師範學院

陳光谷院長、楊昌田主任及系上老師、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財所所長汪

瑞芝教授及蕭幸金主任、黃麗樺副教授、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高文

宏會計師等。 

1.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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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設立於 1952 年，自 2006 年起共有三個專業方向：國際會計專業、

專業註冊會計師及財務管理專業資產評估等。目前招收會計學和財務管理兩個專業的碩士和

博士研究生。在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中，會計學院形成了高素質、應用型的人才培養模式與國

際化、市場化辦學特色。 

  東北財經大學是 1994 年中國首批獲准設立註冊會計師專門化的七所高校之一。該校培養

的 CPA 方向的學生歷來以素質高，能力強而著稱。在歷年推薦優秀本科畢業生免試攻讀碩士

學位的活動中，CPA 方向的學生總是名列前茅。根據市場對註冊會計師人才的需要，從 2006
年起，該校將 CPA 方向正式納入本科招生計劃。每年招收兩個 CPA 方向班。學生可在就讀

期間提前參加中國註冊會計師的考試。如果學生承諾畢業後進入註冊會計師行業，則就讀期

間及被派駐國外參加境外實習所需費用，可從該校的專項經費中列支。資產評估方向於 1990
年正式招生。為促進我國資產評估事業的發展，財政部和中國資產評估協會於 2005 年在國內

批准了包括該校在內的八所高校為資產評估學科建設學校。從 2006 年起，本專業方向正式納

入本科招生計劃，每年招生一個班。目前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各約 400 名。 

  會計學院主著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以及培養務實的管理人才，服務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建設的教育理念，發揮本學科在中國的優勢，迅速擴大會計學院在國際上的影響，該學院於

2002年被國家教育部評為國家級重點學科。根據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研究報告《2006
中國大學評價報告》，在中國 382 所設置會計學專業的大學中，該校的會計學專業排名第三，

排在廈門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之後。會計學院下轄會計系和財務系兩個基層教學單位，附設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會計碩士專業學位教育中心和會計培訓中心三個中心。   

2. 專題演講： 

政治大學會計學系鄭丁旺教授應東北財經大學在該之遠樓國際會議廳為東北財經大學師

生專題演講，題目：《從 IFRSs 看財務會計的發展及其對企業績效評估的意義》，由會計學

院院長方紅星教授主持，100 餘位師生參加此一專題演講。鄭教授針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最新動向及其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並闡述了國際財務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績效評估

的重要意義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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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座談會 

 國立政治大學林良楓副教授、兩岸交流促進會王國綱副教授、中興大學尤隨樺副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傅鍾仁教授、彰化師範學院陳光谷院長、楊昌田主任及系上老師、台北商業技

術學院會財所所長汪瑞芝教授及蕭幸金主任、黃麗樺副教授、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高文

宏會計師等一行共 14 人，應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的邀請，進行學術參訪和交流。 

由會計學院院長張先治主持，雙方教師在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大樓會議廳進行此次座談

會，首先由台灣各校系所主任針對各校歷史及系所發展做介紹之後，再就兩岸學術交流與合

作以及會計專業課程規劃與學生出路交換意見。並介紹了我會計學科與台灣一些大學之間的

學術交流經驗，兩岸互訪的契機和空間有望得到進一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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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訪摘要與心得 

東北財經大學是中國重點發展學校之一，在中國 100 名國家級教授中，東北財大佔兩位，

會計學院培養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經

濟管理理論基礎扎實、知識面寬、專業能力強、業務素質高，富有時代特徵和創新精神，能

夠在會計、審計或財務管理領域勝任專業工作的高層次、應用型專門管理人才。學生畢業後，

能分別在各類企事業單位、會計師事務所、財務諮詢所、政府機關及有關部門從事會計管理、

審計實務及財務管理或金融管理等實際工作及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 

在會計專業課程的規劃中，在會計學專業要求學生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

基本技能以及相鄰專業基本知識；了解國內外會計、審計領域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奠定較深

厚的學科理論基礎，為從事專業工作打好基礎。會計學院各專業均要求學生全面掌握經濟管

理、漢語寫作、數學、電腦和外語等方面的理論及應用技能，拓寬知識面，樹立創新意識，

培養獨立獲取知識、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畢業前，必須通過國家組織的

外語檢定考試，取得電腦操作證書。會計學專業開設的主要課程有：基礎會計、中級財務會

計、進階財務會計、成本會計、管理會計、國際比較會計、政府與非盈利組織會計、財務管

理、財務分析、審計學概論、審計實務、會計信息系統和電腦會計實務等。 

在國際學術交流的部份，東北財大目前與台灣東吳大學定期有一學期雙方教師授課(透過

大陸兩岸交流基金會)以及交換學生的計畫(本科生/EMBA/博士生)，在座談過程中，東北財大

希望能透過短期互訪授課方式，持續與各校作深入的交流。東北財大也針對會計系學生畢業

的出路與台灣各校代表做討論，雙方皆一致認為會計專業畢業的系所，在工作上的機會相對

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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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1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汪瑞芝（實踐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97 年 4 月 22 日至 25 日於西安 

會議名稱 2008年第十二屆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題目 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績效之探討 

 
 摘要 

本研究探討台灣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之經營績效，除了以資料包絡分析(DEA)
探討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的生產效率外，並以多變量迴歸分析(OLS)檢測影響台

灣母公司投資績效之因素。在生產效率方面，實證結果發現投資地不同，其效率值

亦不相同，整體技術效率最高的城市為重慶市，其帄均值為 0.817，赴上海市投資的

台商雖然最多，但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為 0.24，是所有投資地中效率值最低的城市。

再者，根據所投資產業評估其生產效率，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

依次為水泥業、紡織業以及橡膠業；電子產業雖為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最多的產業，

但其整體技術效率為所有產業中最低的。 

本研究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僑外持股比率愈高、稅額扣抵比率愈高以及公司規

模愈大的公司，其投資績效愈高。中國大陸針對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給予較多的租

稅優惠，因此也促使台商多投資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但實證結果未達統計上顯著

水準。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除了考慮低成本優勢之外，尚有一些經營風險(法制不

健全、硬體設施不完善、原材料採購困難/採購品質差)值得注意，建議在經營策略

上可採行多個投資地經營以及多專注於發展單一核心項目，以分散風險及增加競爭

優勢，提升管理技術及有效資源配置以提高經營績效。 

關鍵字：資料包絡分析、迴歸分析、生產效率、投資績效。 

附件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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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f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for 

Taiwanese Enterprises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fo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Mainland China.  Through the DEA model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ies of the subsidiary 
companies in China were evaluated; likewise, the OLS regression model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for their parent companies in 
Taiwan.  With regard to production efficiencies, various investment locations led to 
differing efficiencies in production.  The highest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 location 
was the city of Chongqing, with an average efficiency value of 0.817.  Though Shanghai 
was the most popular investment location, the average value of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 was only 0.24, the lowest among all locations.  Furthermore, different 
industries also had different efficiencies.  The first three industries of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 were cement industry, textile industry, and rubber industry.  Even though 
high-technology electronic industry was the most popular investment industry in 
Mainland China, the average value of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 turned out to be the 
lowest. 

 The regression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certeris paribus, 
companies with greater oversea shareholder ratios, higher imputation tax credits, and 
larger in size were likely to have higher investment performance, which were consistent 
with our expectat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Taiwanese enterprise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tential management risks, resulting from 
the unreliable laws and tax system, the lack of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y and 
the low quality of material purchases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companies 
invest in multi-locations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operational risks and focus on 
core-products to increase competition.  In addition, the companies should promote th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carry out an effec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Keyword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vestm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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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企業(台商)到中國大陸(大陸)的投資，遠較於其他國家早。遠在 80 年代中

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期，台商已開始到大陸佈局。大陸自 1970 年底開始持續不斷推

動的市場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政策，使得大陸的沿海投資環境不斷改善，成為外

資企業進駐大陸的前哨站，台商在 80 年代從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及汕

頭)，建立勞力密集的產業，隨著大陸進一步開放，於 90 年代初期向北推至上海，

形成沿海、沿江及沿邊的開放格局，台商的投資也由南往北移動，投資的產業也由

勞力密集轉向了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得知，自

1997 年之後，台灣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案件由 728 件增加至 2007 年 996 件，核准

金額在 2007 年已高達 9,970 百萬美元，而依中國大陸統計結果估計，台灣對大陸投

資，約佔台灣對外投資額 65%以上。 

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催化了台灣產業的升級，也

帶動了貿易結構的改變，經建會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 1995 年以前，台灣對大陸投

資均分佈於食品業、化學業、紡織成衣業、塑膠業及電子電器業等，偏向資源型產

業及資本設備之貿易；但自 1995 年以後，台灣對大陸投資規模較大，且多以技術層

級較高的電子業為主，因此造成愈來愈多的台灣企業投入資金於中國大陸投資，造

成台灣產業的空洞化也愈來愈嚴重，值得政府深思。 

再者，相較於台灣的投資環境，中國大陸對特定沿海地區、經濟特區以及高科

技產業給予低稅率的投資環境，亦是造成企業出走赴大陸投資的原因。中國大陸內

需市場的增加，提供低成本的人力以土地，除了吸引外國資金的投入外，亦針對鼓

勵的產業給予二免三減半、再投資退稅等租稅優惠。因此，本研究探討台灣企業赴

中國大陸投資之經營績效；所欲探討的主題有二：一是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的生

產績效是否有效率，投資於不同地區及不同產業是否產生不同的生產效率；二則探

討台商在台灣母公司的投資績效是否受到大陸子公司生產績效、投資年數、持股方

式、租稅狀況及公司規模所影響。 

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歸納國內外關於

生產效率及投資績效之相關研究以及推論本研究實證假說。第三節研究設計主要在

建立實證模式與變數衡量，以及說明樣本來源。第四節實證結果與分析，解釋本文

統計分析之結果與發現。最後，第五節將針對所得的結果提出結論，並說明本研究

之限制。 

貳、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 

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外招商的投資策略，除了低廉的勞動成本外，尚包括低稅

率的環境，在大陸投資的企業，法定稅率為 30%，但針對台商給予低稅率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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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語言的便利性，促使台灣企業西進大陸投資愈來愈多。再者，中國大陸為了促

進不同地區產業均衡發展，除了沿海地區之城市給予較低的租稅優惠之外，也針對

內陸受鼓勵投資的城市與高科技新興產業給予五免三減半、再投資退稅等諸多優惠，

也促使台商在投資地及投資產業的選擇上偏向所鼓勵的區域以及產業投資。 

過去研究跨國經營管理所面臨的決策因素之一，最重要的尌是如何選擇投資地 
(Dunning, 1988; Porter, 1990)。Dunning (1988) 提出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所選擇經濟地區對國際投資的重要性，必頇要考慮到股權結構、

投資地以及國際化的程度。Porter (1990) 認為投資地的選擇條件必頇考慮到競爭性，

使得公司在該地具有獨特性、增加內部市場需求以及發展受鼓勵的產業。 

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多偏重於製造業，而製造業在選擇投資地的決策上，必

頇考慮產業結構、投資地風險以及當地政府政策。Mudambi (1995) 探討影響製造業

選擇投資地的因素包括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員工人力成本、消費能力以及人口數。

在眾多因素中，員工人力成本的降低是企業決定尋求移向外地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

Doh (2005) 認為股權結構以及國際化程度是公司在跨國經營中不重要的因素，因為

企業可將生產階段的不同轉換到不同國家生產，而投資地的優勢是攸關因素，因為

投資地的優勢強調全部資產組合，包括低投入成本以及資源可提供性。 

Bunyaratavej, Hahn and Doh (2007) 探討美國外資企業投資資源的效率，以達

較多的產出，實證結果發現中國大陸、印度、愛爾蘭、北歐、巴基斯坦、西班牙以

及英國等有較吸引的投資地點以提供境外服務。而這些國家至少有一個工資或是教

育程度等核心效率競爭力。Klimberg and Ratick (2008) 以 DEA 探討投資地的效率，

透過成本目標(設備及運輸成本)發展出投資地效率模型，必頇同時考慮不同投資地

的空間配置效率(spatial efficiencies)以及設備效率(facility efficiencies)。實證結果發現

一個好的投資地點也必頇考慮到這些投資地配置與所提供服務間的最適性以及這些

設備所產生的績效。 

大陸實施經濟改革已逾 20 年，變化最大、發展最快的還是城市部份，除了各種

硬體建設快速更新外，相關的軟體建設亦同等重要。如何結合各項軟硬體的條件，

對大陸城市的發展環境及競爭力給予一個全面的評價，對大陸當局而言，是一項重

要的工作，對台商遍及大陸的台灣而言，也需要對這方面的訊息作充分的瞭解。中

國大陸東南大學，根據經濟規模、經濟本質、經濟運行環境三個層次，選取了 28
項指標，運用因素分析方法及專家意見修正方式，對大陸主要城市的發展環境作了

評測，其次再尌經濟實力、基礎設施、產業結構、科技創新、人力資源、城市影響

力、國際化等七個部份，對城市的競爭力加以排序，排在前四位城市分別是上海、

深圳、北京和廣州(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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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大陸城市發展環境排名順序 

城 市 具體指標排名 專家評分排名 綜合排名 
上 海 1 1 1 
深 圳 2 2 2 
北 京 3 3 3 
廣 州 4 4 4 
天 津 5 6 5 
大 連 7 5 6 
杭 州 6 9 7 
南 京 11 10 8 
武 漢 10 12 9 
成 都 9 16 10 
瀋 陽 8 19 11 
重 慶 14 14 12 
哈爾濱 12 18 13 
青 島 19 8 14 
寧 波 16 13 15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北京）》，2001 年 10 月 18 日。 

2007 年前大陸企業所得稅法，最高稅率為 30％，再加上地方所得稅 3％，合計

稅負 33％，較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最高稅率 25％為高，但大陸為吸引外商到大陸投

資，將內外資企業分別適用不同法律，外資企業除地方所得稅永久免稅外，針對不

同投資地及投資產業給予多項的租稅優惠。 

選擇特定地區的稅率優惠 

凡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經濟特區」開辦的外商投資企業，上海

浦東新區、海滄特區等視同經濟特區，以及大陸經國務院批准在沿海港口城市設立

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開辦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其企業所得稅，均按照 15％的

稅率徵收。對於大陸老市區及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市、縣、區，開辦的生產性外商投

資企業，都按 24％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再者，針對經營期十年以上，從事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貣

（扣除前五年虧損後仍賺錢之年度貣），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從第三

年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二免三減半)，非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不能享受上

述稅收優惠。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兼營非生產業務，如果當年度其生產性經營收入，

超過全部業務收入的 50％，在減免稅期限內，當年度經稅務機關核准，可享受當年

度的免稅或減稅，未超過 50％，當年度即使在減免稅期限內，也不能享受免稅或減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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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投資產業的稅率優惠 

中國大陸國務院 2000 年 7 月發布《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

策》，明定符合投資額超過 80 億之人民幣以及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0.25 微米的集成

電路生產企業，按鼓勵外商對能源、交通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執行，享受「五免五

減半」的租稅優惠；而在大陸境內設立的軟體公司，可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新創辦軟體企業經認定後，自獲利年度貣，享受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的優惠

政策。大陸鼓勵在境內開發生產軟體產品，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

產的軟體產品，2010 年前，按 17％的法定稅率徵收增值稅，對實際稅負超過 3％的

部分即徵即退，由企業用於研究開發軟件產品和擴大再生產。 

以上多項租稅優惠，吸引全球許多大型的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前往大陸投

資，對台商而言，如何選擇投資地以及投資的產業是重要的決策。不同投資地區或

是不同的投資產業，隱含有著不盡相同的投資成本、交易成本、運輸時間、租稅成

本、基礎建設、政治風險以及其他影響效率與效果等因素；成本部分包括低成本投

入(原物料、工資、土地及能源)，員工素質(教育水準、生產力)，基礎建設(水電能

源供應、所支援的通訊設備)，文化背景以及租稅優惠等，將造成台商在投資地的選

擇會集中在特定經濟地區的發展以及受鼓勵產業的投資，而不同投資地區以及產業

是否有著不同的生產效率。因此，本研究尌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生產效率提

出以下兩個實證假說： 

假說一之一：台商投資地選擇的不同，其生產效率不同。 

假說一之二：台商投資產業的不同，其生產效率不同。 

過去探討影響投資績效的文獻並不多，僅陳培綺與陳景榮(2006)以 DEA 探討食

品公司赴大陸投資對母公司經營效率的影響，作者以股東權益總額、負債總額、營

業外支出以及員工人數作為投入項，並以營業收入淨額、營業外收入以及資產報酬

率為產出項。研究結果發現，產業整體相對整體效率及技術效率之表現，未赴大陸

投資的食品公司其效率值表現，大都優於赴大陸投資的食品公司，且彼此間效率值

差異性頗大；然而規模效率之表現，彼此間差異不大，建議各食品公司可能需將進

行資源重新分配，以求較佳的經營績效表現。作者亦發現擁有較高品牌知名度及市

佔率之統一企業表現最佳，且能成為標竿企業的公司，在經營上多專注於本業且發

展單一核心項目，也建議無效率公司可學習標竿企業之經營管理技術及資源分配之

策略。 

再者，台商企業在母公司的投資績效，是否會受到大陸子公司生產績效或其他

因素影響，此為本研究第二個探討的議題。Wu, Yang, Vela, and Liang (2007)以 DEA
同時探討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生產與投資績效，實證結果發現，人壽保險公司在

1996 至 1998 年營運效率高，但無規模效率。作者認為當生產績效愈好時，其投資

績效也愈好；反之，當投資績效愈好時，其生產績效也愈好，兩者間互相影響且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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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相關。Fecher, Kessler, Perelman and Pestieau (1993) 亦發現 Cobb-Douglas 生產

函數與保險公司的公司特性間呈高度相關性。台灣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製造，大都

採用獨資方式前往投資子公司，其持股比例常高達 40%以上，在中國大陸所賺得的

收益，台灣母公司採用權益法認列投資損益，對母公司淨利影響甚大。因此，當中

國大陸子公司生產效率愈高時，其台灣母公司投資利得亦愈高。因此提出以下實證

假說： 

假說二之一：台商子公司生產效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中國大陸為鼓勵台商到當地投資，除允許台商享受外商投資企業普遍享受的稅

收優惠外，還針對台商規定了若干特殊稅收優惠措施。諸如：設在經濟特區、經濟

技術開發區、上海浦東新區的生產性以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投資企業，適用 15
％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

市的老市區之生產性投資企業，適用 24％稅率。對經營期在 10 年以上的生產性投

資企業，享受二免三減半的優惠。對從事港口碼頭建設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經營

期限在 15 年以上，享受五免五減半。外商投資的先進技術企業，在免徵或減徵期滿

後，仍為先進技術企業的，可以按照稅法規定的稅率延長 3 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減半後的稅率低於 10％的，應按 10％的稅率繳納所得稅。外商取得的利潤、利息、

租金、特許權使用費和其他所得，除依法免徵外，可減按 10％扣繳所得稅。外商從

所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直接再投資於本企業，或者做為資本再投資設立其他外商

投資企業，經營期超過 5 年的，經投資者申請，稅務機關批准，可退回再投資部分

已繳納企業所得稅款的 40％等多項租稅優惠。 

再者，台灣與中國大陸有相同的語言背景，深耕中國大陸愈久，對於文化、民

情、法律制度或是租稅規定也愈了解，除了可降低政治風險外，亦可擴展經營規模，

有助於提高投資績效。因此提出以下實證假說： 

假說二之二：台商母公司投資年數愈久，其投資績效愈高。 

我國於 1998 年貣實施兩稅合一制，該制的實施增設股東可扣抵稅額。增設股東

可扣抵稅額，主要是降低股東的稅負，實施兩稅合一後，股東因享有抵稅權，而使

得公司及股東所得稅最高稅率合計由 55%降為 40%，稅負降低 15%，因可提高股東

投資意願。陳忠勤(1997)認為兩稅合一的實施後，雖取消企業間轉投資收益 80%免

稅之規定，但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下，其 80%轉投資收益免稅利益轉為股東可

扣抵稅額所替代，因此對股東或企業影響不大，且轉投資層次愈多，租稅利益愈有

利，因而也造成國內股東透過僑外股東持股方式，提高境外持股比率，增加轉投資

層次，因租稅利益使得轉投資的意願愈大，而提高了公司的投資績效。 

另外，張瑞當、曾玉琦與黃天福(1999)以問卷調查方式，測試其對投資意願的

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兩稅合一下，減輕稅負對投資意願有正面影響。汪瑞芝(2006)
探討企業在兩稅合一實施前後，其資本投資是否受到此稅制的實施而變動，實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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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公司股東可扣抵稅額愈高，不僅降低股東所負擔的稅負，亦降低公司向股東

募股的資金成本，有利於公司投資意願的增加。本研究尌台灣母公司租稅狀況以及

股權結構提出以下實證假說： 

假說二之三：台商母公司僑外持股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假說二之四：台商母公司稅額扣抵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中國大陸在 2007 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前，對於投資於中國的外國公司(以獨

資或合資方式)有諸多租稅優惠；諸如：產品出口租稅減半、再投資退稅 40%、先進

技術企業租稅減半、購買中國大陸國產設備投資可抵免企業所得稅以及外國公司屬

投資性公司，其從其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股息)，可不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等政

策。但 2007 年企業所得稅法修訂後，將租稅優惠原則從過去以區域優惠為主，轉變

為「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因此，中國大陸為鼓勵外國公司投資高科技新

興技術產業，實施 15%的優惠稅率，以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產業。因此若投資高科

技新興技術產業，其投資績效應愈高，本研究提出以下實證假說： 

假說二之五：台商子公司若為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其投資績效愈高。 

最後，Carlson and Bathala (1994)與 Black、Legoria and Sellers (2000)皆發現公司

規模大小會影響公司資金融資的能力，公司規模大的公司，通常債信能力較強，其

融資能力愈高，投資機會亦愈大。本研究預期公司規模愈大，其資本投資效率愈好，

本研究提出以下實證假説： 

假說二之六：台商母公司規模愈大，其投資績效愈高。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一) 資料包絡分析(DEA) 

本研究採用 Charnes, Cooper 與 Rhodes (1978)所提出線性規劃，建構出被評估

單位的效率前緣，以評估相對生產效率值。在單一(多項)投入與單一(多項)產出的設

定下，生產效率即衡量在投入使用量固定下，各生產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
DMU)所能增加的產能。本研究採用投入導向分析效率值，僅以投入導向介紹 CCR
以及 BCC 兩種模式。 

1、CCR 模型 

根據 Charnes et al. (1978)所提出的 CCR 模型，即是求解下列線性規劃：假設有

n 個單位 DMU，每個單位使用 m 種投入來生產 s 種產出。令 ijX 與 rjY 分別代表第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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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2,…,n)個DMU的第 i (i=1,2,...,m)種投入使用量及第 r (r=1,2,...,s)種產出的產量。

值為表現最佳者(構成效率前緣者)投入使用量相對於個別 DMU 投入使用量的比

率，亦即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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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極大化對偶問題(dual problem)，可改寫成下述是線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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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 為賦予各 DMU 的權數，為被評估 DMU 的效率值。上述所構成的模型

頇求解 n 次，當每一個 DMU 被評估完之後，尌會產生 n 個最適的 ),(  值。由於上

述模型係尌個別DMU相較於表現最佳者而言，能否降低其投入使用量來進行評估，

若某一個 DMU 可以比例性地減少其投入使用量時，其值將小於 1；反之，若某一

個 DMU 已無法比例性地減少其投入使用量，則其值將等於 1。值將介於 0 與 1
之間，值愈低者，其效率值愈低。 

2、BCC 模型 

上述 CCR 模型是建構在效率前緣具有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的假設下，亦即當投入等比例增加時，產出亦以相同的比例增加。然而，生產

過程亦可能呈現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IRS)或規模報酬遞減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DRS)的情況，況且有時候生產的無效率可能並非投入

無法節省或產出無法擴大的資源使用無效率所致，而可能是決策單位的營運未達最

適規模，造成規模不經濟。Banker, Charnes, 與 Cooper (1984)將 CCR 模型中固定規

模報酬的限制放寬，允許 DMU 生產特性具有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37 

VRS)，文獻上稱為 BCC 模型。因此，利用 BCC 模型除了可以衡量代表決策單位投

入資源使用是否具有效率的技術效率值之外，亦可進一步評估代表決策單位營運規

模是否達到最適的效率值。 

納入差額變數的投入導向 BCC 模型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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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 模型與 CCR 模型的差別在於 BCC 多了



n

1j
j 1 的限制條件，此限制條件

允許生產特性具變動規模報酬。因此，CCR 模型即是衡量決策單位在投入資源利用

與營運規模經營上所表現的整體技術效率(Global Technical Efficiency；TE)，而 BCC
模型則僅在衡量決策單位在最適營運規模上所呈現投入資源的純粹技術效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PTE)。規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SE)定義為整體技術效率值

(CCR 效率值)除以純粹技術效率值(BCC 效率值)，即 BCCCCRSE  。若決策單位

的規模效率值等於 1，則表示該決策單位具有規模效率；若決策單位的規模效率值

小於 1，則表示該決策單位不具有規模效率。 

本研究以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員工人數以及資產總額為投入項，而以營收淨

額為產出項之 DEA 分析。並根據上述投入導向的 CCR 模型與 BCC 模型評估整體

技術效率(TE)、純粹技術效率(PTE)以及規模效率(SE)。所計算出的效率值提供台灣

母公司評估中國大陸子公司的生產績效表現，作為改善生產效率的方向。 

(二) 迴歸分析(OLS) 

為了評估台灣母公司在大陸的投資績效以及影響因素，本研究以最小帄方法

(Ordinary Least-Square；OLS)迴歸模式估計參數係數，分別將整體技術效率(TE)、
純粹技術效率(PTE)以及規模效率(SE)代入，建立以下三條迴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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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標號 i 代表第 i 家樣本公司； ) ,( 000  與 )~,~(~ 616161  分

別為迴歸模型之截距項與各解釋變數迴歸係數。 iROI 為 i 公司投資績效。 iTE 、 iPTE 、

iSE 則分別為 i 公司在中國大陸子公司整體技術效率、純粹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

iYEAR 為 i 公司投資年數。 iOVERHOLD 為 i 公司僑外股東持股比率。 iITC 為 i 公
司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 iELEC 為 i 公司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虛擬變數。 iSIZE 為 i
公司規模等假說變數。 

二、迴歸變數衡量 

(一) 被解釋變數： 

投資績效(ROI)：以母公司所認列中國大陸子公司投資利得除以母公司累積(匯出)投
資金額比率衡量。 

(二) 解釋變數： 

生產效率值(TE、PTE、SE)：本研究以台灣母公司在中國大陸子公司員工人數(X1)
以及資產總額(X2)為投入變項，而以子公司營業收入淨額(Y1)為產出變項評估效率

值。並以 CCR 模型的效率評估值為整體技術效率(TE)，而將 BCC 模型的效率評估

值為純粹技術效率(PTE)，規模效率(SE)為整體技術效率值除以純粹技術效率值。預

期生產效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投資年數(YEARS)：本研究以台灣母公司投資中國大陸的年數衡量，投資中國大陸

愈久，深耕中國程度愈久，對於中國人情、文化、政治風險敏感度、租稅環境以及

經營策略愈了解，有助於投資績效的表現。 

僑外持股比率(OVERHOLD)：本研究以僑外股東持股佔流通在外股數比率衡量。台

灣於 1998 年實施兩稅合一制，在設算扣抵制度下，其 80%轉投資收益免稅利益轉

為股東可扣抵稅額所替代，因此大股東可以僑外股東身份轉投資於中國大陸，且轉

投資層次愈多愈有利，因而股東透過僑外股東持股方式，轉投資的意願愈大，其僑

外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稅額扣抵比率(ITC)：本研究以台灣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六規定，以股利或盈餘之

分配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占其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之比率，

作為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1。 

                                                 
1 當此比率超過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者，以稅額扣抵(Imputation Tax Credit)比率上限為準，其上限如下：

a、累積未分配盈餘未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為 33.33%。b、累積未分配盈餘已加徵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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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ELEC)：中國大陸針對投資於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給予 15%低

稅率的租稅優惠。因此也促使台商多從事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本研究以虛擬變數

衡量，若台商子公司為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其值為 1，反之為 0。 

公司規模(SIZE)：Carlson and Bathala (1994)與 Black、Legoria and Sellers (2000)皆發

現公司規模大小會影響公司資金融資的能力，公司規模大的公司，通常債信能力較

強，其融資能力愈高，投資機會亦愈大。本研究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衡量公司規

模對投資績效的影響。預期公司規模愈大，較具規模經濟，其投資績效愈高，兩者

呈正相關。 

三、資料來源 

由於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子公司財務報表取得不易，本研究有關評估子公司生

產效率資料來自於 2005 年工商時報委託中華徵信所調查資料，並逐筆由上市(櫃)公
司公開資訊中找出台商赴大陸投資年數。而母公司財務資料、母公司認列投資損益、

累積匯出投資金額等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庫以及大陸投

資資料庫。研究樣本以台灣上市(櫃)公司母公司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為主，故排除台

商在台灣未上市(櫃)的公司。 

樣本篩選過程中，本研究先從 2005 年中華徵信所調查在中國大陸台商 1000 大

資料庫，刪除 438 家母公司不在台灣上市(櫃)的公司，並扣除投入產出變數遺漏共

計 92 家後，得 470 家子公司，並扣除投資地區或投資產業未達 4 家的子公司後，分

別以 355 筆以及 441 筆資料進行投資地區以及投資產業之資料包絡分析。最後，合

併 2005 年台灣經濟新報社財務資料庫，扣除財務變數遺漏，以 289 筆台灣母公司在

中國大陸子公司投資資料進行後續實證迴歸分析之樣本。 

肆、實證結果 

一、生產效率分析 

中國大陸在 2007 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前，對於投資於中國的外國公司(以獨

資或合資方式)有諸多租稅優惠；諸如：產品出口租稅減半、再投資退稅 40%、先進

技術企業租稅減半、購買中國大陸國產設備投資可抵免企業所得稅以及外國公司屬

投資性公司，其從其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股息)，可不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等政

策。但 2007 年企業所得稅法修訂後，將租稅優惠原則從過去以區域優惠為主，轉變

為「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因配合中國大陸的政

策發展，其首選地為經濟發展重鎮之長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區域。 

長江三角洲地區位於中國大陸海岸線中部，即中國第一大河-長江的入海口處。

這是一個地跨上海直轄市和江蘇、浙江兩省的沿海區域，包括上海市，江蘇省的南

                                                                                                                                                     
分之十營利事業但所得稅者，為 48.15%。c、累積未分配盈餘部分加徵、部分未加徵百分之十營

利事業所得稅者，各依其占累積未分配盈餘之比例，按前兩款規定上限計算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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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鎮江、揚州、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

紹興、舟山，共 14 個市及其所轄的 74 個縣，面積 10 萬帄方公里，人口約 7100 萬。 

 1979 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首先以東部沿海地區和長江沿岸的開發

開放爲重點，而長江三角洲地區正位於東部沿海開放帶和沿江(長江)産業密集帶組

成的 T 型産業佈局的結合部。因此，該區的開發開放成爲整個長江流域開發開放的

龍頭。1990 年，中國政府決定加快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的步伐，其目的是使上海儘

快發展成爲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進而帶動貣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沿岸地區的

經濟振興。上海是中國的最大城市，也是遠東大都市，又是中國的重要綜合性工業

基地和科技研究基地，在全國國民經濟中居舉足輕重的地位，一直是外商投資的重

點。現在，上海市浦東區的開發和開放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1996 年浦東地區國

內生産總值達 510 多億元，有 4260 多個外商投資企業進駐，其中有許多是國際知名

的跨國公司，它們投資的每個專案帄均超過 4600 萬美元。作爲長江三角洲兩翼的江

蘇省和浙江省也是中國經濟、科技、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它們不斷擴大開放程

度，加快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已成爲外商投資的重點。 

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加快對外開放的同時，還加強了區內各地之間的經濟聯繫，

形成了以上海爲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協作區。上海通過各種協作方式與周邊地區

建立聯營企業，有 200 餘種産品的生産外延轉移，目前它同江蘇和浙江兩省 50%的

鄉鎮企業有合作關係。另外，江蘇省也形成了一個以南京爲中心的經濟協作區，這

個協作區地跨 3 省 18 個地市，包括 100 多個企業集團和 70 多個行業，初步形成了

商品、物資、資金、科技四大市場。通過經濟合作，長江三角洲內各地之間、長江

三角洲地區與相鄰地區之間實現了經濟優勢互補，從而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會。長

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今後發展的方向是：發揮通江達海以及農業發達、工業基礎雄

厚、技術水帄較高的優勢，以浦東開發開放、長江三峽工程建設爲契機，逐步形成

一條橫貫中國東西、連接南北的綜合型經濟帶。 

由於經濟優勢，聚集了許多外國投資企業進駐了長江三角洲，由表 2 投資地生

產效率分析結果顯示，赴上海市投資的台商最多，共計 58 家，為首選之地。但上海

市台商整體效率帄均值為 0.24，反而是所有投資地中生產效率最低的城市，整體效

率值為 1 的家數僅有 2 家。由表 2 中顯示，次多投資地為蘇州市，共計 55 家，蘇州

市有絲綢之府的美譽，加上保留諸多中國古色古香庭園之美，亦吸引諸多台商投資，

但其台商整體效率帄均值僅有 0.30，達整體效率值為 1 的家數僅有 2 家。位於鎮江

市的台商雖上榜 1000 大中僅有 8 家，但其純技術效率高達 0.935。整體評估長江三

角洲的整體生產效率介於 0.24 至 0.681 之間，杭州市為整體效率最高城市。 

另一個台商聚集投資地為珠江三角洲，簡稱珠三角，是組成珠江的西江、北江

和東江入海時衝擊沉澱而成的一個三角洲，面積大約一萬多帄方公里。珠江三角洲

位於廣東省，包括廣東省惠州（僅包括惠州市區、惠陽、惠東、博羅）、深圳、東

莞、廣州、中山、珠海、佛山、江門、肇慶（僅包括肇慶市區、高要、四會）九個

市，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

南部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三角洲的東部地區如深圳、東莞、廣州較早發展。近年來

施工中的港珠澳大橋，將連接珠江口的東西部，估計最快於 2017 年落成啟用，預計

可以帶動西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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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珠江三角洲一帶主要是農地和小村落。1985 年以後，經濟

改革，大量資金湧入。相較於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各城市，其工資低廉，諸多

政府政策配合，吸引來自香港的商人設廠，使該地成為製造業的基地。2003 年時，

港商於珠江三角洲僱用的員工人數已達11千1百萬。由表2生產效率分析結果顯示，

珠江三角洲整體生產效率介於 0.257 至 0.689 之間，東莞市整體效率最低，而以佛山

市為最高，且佛山市高達 0.925 的規模效率。 

隨著中國大陸內需發展以及城市間均衡發展，台商也逐漸從長江、珠江三角洲

移往北以及往內陸發展，北方即環勃海灣地區，即山東省，並以青島市為聚集所在

城市向外發展。青島的工業在短短十幾年尌構築了以名牌產品為核心的支柱工業體

系，海爾、海信、澳柯瑪、青島啤酒、雙星的知名度幾乎超過了青島這個城市。如

果說大連是以經營城市品牌而成功的，青島則是以經營工業品牌而成功的，各有優

勢。然而在本研究中，青島市的台商雖僅 5 家，但其純技術效率高達 0.944，為台商

投資地中最高的城市，且整體生產效率亦達 0.802，為排名第二高的投資地，且達整

體技術效率值 1 有 3 家，且投資母公司為台灣味全及統一公司，皆為食品產業。由

表 2 結果顯示，整體技術效率分析最高的城市為內陸四川省的重慶市，台商投資共

4 家，其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為 0.817，且規模效率帄均值為 0.983，其投資母公司

為食品產業(味全公司)以及塑膠產業(東陽及台塑公司)。 

表 2：生產效率分析結果_投資地 
投資地 家數 整體技術效率

帄均值(TE) 
純技術效率 
帄均值(PTE) 

規模效率 
帄均值(SE) 

整體效率值

為 1 家數 
上海 58 0.24 0.407 0.596 2 
蘇州 55 0.30 0.449 0.669 2 
昆山 45 0.316 0.585 0.544 2 
深圳 41 0.454 0.619 0.74 5 
東莞 25 0.257 0.575 0.493 1 
天津 18 0.754 0.83 0.919 3 
廣州 13 0.506 0.668 0.728 2 
中山 12 0.422 0.627 0.707 1 
無錫 12 0.477 0.586 0.81 2 
北京 11 0.52 0.72 0.739 1 
杭州 10 0.681 0.77 0.891 1 
厦門 9 0.654 0.74 0.859 2 
寧波 9 0.613 0.768 0.798 1 
鎮江 8 0.642 0.935 0.683 2 
佛山 6 0.689 0.739 0.925 3 
南京 6 0.578 0.822 0.697 3 
青島 5 0.802 0.944 0.8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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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 5 0.577 0.935 0.614 2 
重慶 4 0.817 0.821 0.983 3 
福州 4 0.725 0.856 0.865 1 
總家數 355 0.551 0.720 0.755 42 

再者，根據台灣母公司在中國大陸所投資的產業評估其生產效率。由表 3 依產

業別生產效率值分析結果顯示，電子產業是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最多的產業，共計

215 家，但其整體技術效率值為 0.188 以及純技術效率值是 0.271，皆為所有產業中

最低的。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依次為水泥業 0.813、紡織業 0.752
以及橡膠業 0.699；而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依次為水泥業 0.925、
橡膠業 0.855以及玻璃業 0.833。最後達到較適的規模效率前三名產業分別為紡織業、

化工業以及鋼鐵業，這些產業相較於電子產業更需要大量土地以及勞力投入，因此

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生產效率相對較佳。 

尌上述表 2 及表 3 分析結果顯示，台商在中國大陸選擇不同投資地區或是不同

的產業，其生產效率是不同的，其實證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說一之一與假說一之二。 

表 3：生產效率分析結果_產業別 
產業別 家數 整體技術效率 

帄均值(TE) 
純技術效率 
帄均值(PTE) 

規模效率 
帄均值(SE) 

整體效率值

為 1 家數 
電子業 215 0.188 0.271 0.686 3 
電器電纜 20 0.288 0.608 0.466 2 
化工業 29 0.517 0.562 0.903 3 
紡織業 19 0.752 0.817 0.914 4 
橡膠業 11 0.699 0.855 0.826 3 
鋼鐵業 17 0.569 0.648 0.887 3 
電機業 40 0.482 0.593 0.828 3 
食品業 42 0.368 0.516 0.71 2 
塑膠業 20 0.452 0.747 0.616 3 
水泥業 6 0.813 0.925 0.885 3 
造紙業 10 0.679 0.816 0.828 2 
玻璃業 8 0.698 0.833 0.849 2 
汽車業 4 0.576 0.826 0.643 2 
總家數 441 0.545 0.694 0.772 35 

二、投資績效分析 

本研究第二個探討的主題為，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對於台灣母公司的投資績

效是否有所影響，當大陸子公司生產效率愈高時，其台灣母公司投資績效是否愈好，

以及投資年數愈久、僑外持股比率愈高、台灣租稅環境、子公司產業以及母公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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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小是否將會影響母公司的投資績效，本研究以迴歸分析進行實證假說關聯性分

析。 

(一) 敘述性統計分析 

首先，由表 4 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台灣母公司投資績效(ROI)帄均數為

52.53%，帄均而言，台灣母公司投資在中國大陸一元，認列子公司投資利得 0.53 元，

但中位數僅有 0.0728 元，有台商在大陸投資是虧損的，亦有高獲利的台商，投資利

得差異很大，存有極端值。假說變數中，大陸子公司生產效率，整體效率值(TE)帄
均數為 0.42，低於純粹技術效率值(PTE)0.60 以及規模效率值(SE)0.69。帄均而言，

台商在大陸投資規模效率是較高的，但純粹技術效率並未如預期的提升。 

再者，母公司投資大陸帄均年數(YEARS)為 9.72 年，在台商 1000 大公司中，

深耕中國大陸最久的公司，已有 23 年之久，最短的僅 3 年。以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投資中國大陸帄均數約為 18.66%，台灣國內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ITC)
約為 10.51%，而投資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ELEC)的比率約 49%，可能受到中國大

陸政策的鼓勵，因而投資比重佔樣本分配的一半。最後，公司規模(SIZE)帄均數為

16.77，與中位數相近，投資於中國大陸的企業，台灣公司規模大致相同。 

表 4：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變數 極小值 第 25 百

分位數 
帄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第 75 百

分位數 
極大值 

投資績效 
(ROI) 

-271.29 -0.67 52.53  7.28 168.89  21.95 709.80 

整體技術效率 
(TE) 

0.03 0.18 0.42  0.30 0.31  0.61 1 

純粹技術效率 
(PTE) 

0.04 0.31 0.60  0.52 0.31  1 1 

規模效率 
(SE) 

0.11 0.46 0.69  0.74 0.27  0.94 1 

投資年數 
(YEARS) 

3 7 9.72  10 3.62  12 23 

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 
0 5.5 18.66  13.42 16.30  30.92 57.48 

稅額扣抵比率 
(ITC) 

0 2.32 10.51  7.85 10.31  14.12 44.33 

高科技新興技

術產業(ELEC) 
0 0 0.49  0 0.80  1 11 

公司規模 
(SIZE) 

14.39 15.73 16.77  16.43 1.42  18.01 19.65 

註 1：變數衡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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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投資績效，以母公司所認列中國大陸子公司投資利得除以母公司累積(匯出)投資金額比率衡

量。 
TE：整體技術效率，以 CCR 模型的效率評估值。 
PTE：純粹技術效率，以 BCC 模型的效率評估值。 
SE：規模效率，以為整體技術效率值除以純粹技術效率值。 
YEARS：投資年數，以台灣母公司投資中國大陸的年數衡量。 
OVERHOLD：僑外持股比率，以僑外股東持股佔流通在外股數比率衡量。 
ITC：稅額扣抵比率，以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占其帳載累積未分配盈

餘帳戶餘額之比率。 
ELEC：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以虛擬變數衡量，若台商子公司為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其值為 1，

反之為 0。 
SIZE：公司規模(SIZE)，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衡量。 

(二) 相關係數檢定分析 

表 5 相關係數分析結果，右上方為 Pearson 相關係數檢定結果，而左下方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檢定結果。不論是 Pearson 或是 Spearman 檢定結果皆顯示，子公

司整體技術效率(TE)、純粹技術效率(PTE)與規模效率(SE)皆與母公司投資績效(ROI)
呈負相關以及母公司投資年數(YEARS)愈久，與投資績效呈負相關，雖與預期方向

相反，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有待控制其他變數之後，進一步探討與投資績效之

關聯性。 

僑外持股比率(OVERHOLD)、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ELEC)與投資績效呈正相關；

而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ITC)在 Spearman 相關係數檢定中與投資績效呈正相關，而

公司規模(SIZE)在 Pearson 相關係數檢定中與投資績效呈正相關，且皆達統計上顯著

水準，初步檢定結果與實證假說預期相符。 

除了整體效率(TE)、純粹技術效率(PTE)以及規模效率(SE)之間，相關係數間高

達 0.72 至 0.77 之間，但在迴歸分析是代入不同迴歸式，因此並不考慮此三個假說變

數間共線性問題。其餘假說變數間相關係數介於-0.31 至 0.60 之間，共線性問題並

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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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相關係數分析結果 
     Pearson 

Spearman 
投資績效

(ROI) 
整體技術效

率(PE) 
純粹技術 效

率(PTE) 
規模效率

(SE) 
投資年數

(YEARS) 
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 
稅額扣抵  
比率(ITC) 

高科技新興技術

產業(ELEC) 
公司規模

(SIZE) 
投資績效(ROI) 

1 -0.0713 
(0.2268) 

0.0125 
(0.8323) 

-0.0759 
(0.1982) 

-0.0527 
(0.3724) 

0.5632 
(<.0001) 

-0.0076 
(0.8974) 

0.1641 
(0.0052) 

0.4418 
(<.0001) 

整體技術效率 
(PE) 

-0.0334 
(0.5722) 1 0.7664 

(<.0001) 
0.6525 

(<.0001) 
0.0377 

(0.5235) 
0.0380 

(0.5202) 
-0.1674 

(0.0043) 
-0.0939 

(0.1112) 
0.1398 

(0.0174) 

純粹技術效率

(PTE) 
-0.0390 

(0.5085) 
0.7518 

(<.0001) 1 0.0872 
(0.1391) 

0.0686 
(0.2452) 

0.0397 
(0.5016) 

-0.1269 
(0.0311) 

-0.0052 
(0.9294) 

0.0921 
(0.1181) 

規模效率 (SE) -0.0510 
(0.3875) 

0.7166 
(<.0001) 

0.1715 
(0.0034) 1 -0.0015 

(0.9798) 
0.0942 

(0.1099) 
-0.1255 

(0.0329) 
-0.0754 

(0.2012) 
0.1807 
(0.002) 

投資年數

(YEARS) 
0.0025 

(0.9659) 
0.0457 

(0.4392) 
0.0753 

(0.2018) 
-0.0353 

(0.5505) 1 0.0441 
(0.4551) 

-0.0651 
(0.2698) 

-0.1132 
(0.0546) 

-0.0901 
(0.1265) 

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 
0.2848 

(<.0001) 
0.0833 

(0.1577) 
0.0365 

(0.5368) 
0.1619 

(0.0058) 
-0.0173 

(0.7703) 1 -0.1984 
(0.0007) 

0.1053 
(0.0739) 

0.5782 
(<.0001) 

稅額扣抵比率

(ITC) 
0.1724 

(0.0033) 
-0.1484 

(0.0116) 
-0.1431 

(0.0149) 
-0.0952 

(0.1063) 
-0.0838 

(0.1553) 
-0.1618 

(0.0058) 1 -0.0008 
(0.9886) 

-0.1755 
(0.0028) 

高科技新興 技
術產業(ELEC) 

0.1785 
(0.0023) 

-0.0364 
(0.5373) 

-0.0812 
(0.1685) 

0.0374 
(0.527) 

-0.3095 
(<.0001) 

0.1549 
(0.0084) 

0.1018 
(0.0841)  0.13723 

0.0196 

公司規模(SIZE) 0.0693 
(0.2406) 

0.1558 
(0.008) 

0.0958 
(0.1043) 

0.2533 
(<.0001) 

-0.0929 
(0.1152) 

0.5963 
(<.0001) 

-0.1022 
(0.0829) 

0.1758 
(0.0027) 1 

註 1：右上為 Pearson 相關係數檢定結果；左下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檢定結果。 
註 2：變數衡量定義參見表 3 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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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 289 筆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資料進行迴歸分析，並且將整體效率

(TE)、純技術效率(PTE)以及規模效率(SE)分別代入三個不同的迴歸模式，以探

討子公司不同生產效率對母公司投資績效的影響。由表 6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子

公司生產效率不論是整體效率、純技術效率，亦或是規模效率，其效率值愈高時，

母公司投資績效反而愈低，且在規模效率上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根據 OECD 於 2001 年針對在大陸投資的外（台）商進行了相關的抽樣問卷

調查，此項問卷調查發現，除了來自低原物料以及勞動力生產成本(50%)之外，

外(台)商選擇投資中國大陸的因素尚有大陸的廣大市場及潛在市場(38.75)、同樣

的文化背景(17.50%)、鼓勵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16.25%)、良好當地合作夥伴以

及技術/管理人員的可用性(11.25%)等。而經營風險因素則包括了法制不健全

(24.62%)、硬體設施(包括運輸、通訊、電力供應、銀行設施)不完善(18.46%)、
原材料採購困難/採購品質差(15.38)、市場體制不健全(10.77)、稅收系統問題

(9.23%)以及金融風險(9.23%)等。而當經營風險大過於生產成本優勢時，不一定

能提高生產效率，並未支持本研究假說二之一。由此可知，生產效率的提升並不

是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所主要考量的因素。本研究結果與陳培綺與陳景榮(2006)
研究發現一致，未赴大陸投資的效率值表現，反而優於赴大陸投資的(食品)公
司。 

投資中國大陸愈久，深耕中國程度愈久，對於中國人情、文化、政治風險敏

感度、租稅環境以及經營策略愈了解，應有助於投資績效的表現。但從表 6 迴歸

分析結果顯示，投資年數(YEARS)愈久，其投資績效反而是愈低，但未達統計上

顯著水準，假說二之二亦未獲支持。 
僑外持股比率(OVERHOLD)與投資績效呈顯著正向相關。僑外持股比率愈

高的公司，其投資績效愈高，透過僑外股東身份轉投資於中國大陸，且轉投資層

次愈多，租稅利得愈有利，因而股東透過僑外股東持股方式，轉投資的意願愈大，

因此，僑外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稅額扣抵比率(ITC)與投資績

效呈顯著正向相關。我國於民國八十七年貣實施兩稅合一制，該制增設股東可扣

抵稅額，主要是降低股東的稅負，股東因享有抵稅權，而使得公司及股東稅率由

55%降為 40%，提高股東投資意願，進而增加了公司投資績效。公司規模大小會

影響公司資金融資的能力，公司規模大的公司，通常債信能力較強，其融資能力

愈高，投資機會愈大，投資績效亦愈高，表 6 實證結果亦顯示公司規模(SIZE)
與投資績效呈顯著正相關，支持假說二之三、假說二之四及假說二之五。 

最後，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ELEC)與投資績效雖呈正向關係，但未達統計

上顯著水準，中國大陸針對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給予較多的租稅優惠，因此也促

使台商多從事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但實證結果雖與預期方向相符，但未達統計

上顯著水準，假說二之六並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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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迴歸分析結果_全部樣本(n=289) 

)1.........(................................................................................SIZE
ELECITCOVERHOLDYEARSTEROI

i6

i54i3i2i10i





     

)2.........(................................................................................SIZE
ELECITCOVERHOLDYEARSPTEROI

i6

i5i4i3i2i10i





     

)3.........(................................................................................SIZE
ELECITCOVERHOLDYEARSSEROI

i6

i5i4i3i2i10i





   

模式 (1)_整體效率 (2)_純粹技術效率 (3)_規模效率 

被解釋變數： 

 

投資績效(ROI) 

ROI=子公司投資損益/母公司累積投資金額 

解釋變數：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 值)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 值)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 值) 

截距項 

 

-393.692 -3.34 

(0.0010) 

-384.792 -3.24 

(0.0013) 

-372.792 -3.19 

(0.0016) 

生產效率 

(TE/PTE/SE) 

-48.983 -1.83 

(0.0676) 

-2.343 -0.09 

(0.9285) 

-87.830 -2.86 

(0.0045)** 

投資年數 

(YEARS) 

-1.793 -0.79 

(0.4273) 

-1.929 -0.85 

(0.3967) 

-1.948 -0.87 

(0.3842) 

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 

4.909 8.03 

(<.0001)** 

4.988 8.13 

(<.0001)** 

4.954 8.19 

(<.0001)** 

稅額扣抵比率 

(ITC) 

1.659 2.06 

(0.0400)* 

1.872 2.33 

(0.0207)* 

1.661 2.10 

(0.0370)* 

高科技新興技術

產業(ELEC) 

16.183 1.58 

(0.1161) 

18.185 1.77 

(0.0777) 

15.285 1.50 

(0.1342) 

公司規模 

(SIZE) 

21.896 3.09 

(0.0022)** 

20.019 2.83 

(0.0050)** 

23.113 3.28 

(0.0012)** 

2RAdj    35.50% 34.73% 36.57% 

F 值 27.42(<.0001) 26.54(<.0001) 28.68(<.0001) 

註 1：變數衡量定義參見表 3 之註 1。 

註 2：*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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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探討台灣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之經營績效；除了以資料包絡分析

(DEA)探討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的生產效率之外，並以迴歸模式(OLS)探討台

商在台灣母公司的投資績效影響因素。 

在生產效率方面，實證結果發現以投資地分佈的不同，其效率值亦不相同。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整體技術效率分析中，最高的城市為內陸四川省的重慶市，

其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為 0.817，且規模效率帄均值為 0.983。青島市純技術效率

高達 0.944，為台商投資地中最高的城市，且整體生產效率亦達 0.802，為排名第

二高的投資地，且台灣投資母公司皆為食品產業。由於經濟優勢，赴上海市投資

的台商最多，共計 58 家，為首選之地，但上海市台商整體效率帄均值為 0.24，
反而是所有投資地中生產效率最低的城市。整體評估長江三角洲的整體生產效率

介於0.24至0.681之間，其中以上海市整體效率最低，而以杭州市整體效率最高。

而珠江三角洲整體生產效率介於 0.257 至 0.689 之間，其中以東莞市整體效率最

低，而以佛山市為最高，且佛山市高達 0.925 的規模效率。 

再者，根據台灣母公司在中國大陸所投資的產業評估其生產效率。實證結果

顯示，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依次為水泥業、紡織業以及橡膠

業；而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依次為水泥業、橡膠業以及玻璃業。

而電子產業雖為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最多的產業，但其整體技術效率值以及純技

術效率值皆為所有產業中最低的。最後達到較適的規模效率前三名產業分別為紡

織業、化工業以及鋼鐵業，這些產業相較於電子產業更需要大量土地以及勞力投

入，因此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生產效率相對較佳。 

由資料包絡分析顯示，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子公司，生產效率值並未如預期地

達到最適營運規模，且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產業間效率值差異性頗大，建議台灣母

公司可能需將進行資源重新分配，以求較佳的經營績效表現。 

本研究迴歸分析發現，子公司生產效率不論是整體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

亦或是規模效率，其效率值愈高時，母公司投資績效反而愈低，且在規模效率上

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投資中國大陸愈久，深耕中國程度愈久，對於中國人情、文

化、政治風險敏感度、租稅環境以及經營策略愈了解，應有助於投資績效的表現，

但迴歸分析結果並未支持投資年數與投資績效呈正相關。然而，僑外持股比率愈

高的公司，其投資績效愈高，透過僑外股東身份轉投資於中國大陸，且轉投資層

次愈多，租稅利得愈有利，因而股東透過僑外股東持股方式，轉投資的意願愈大，

因此，僑外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我國於民國八十七年貣實施兩

稅合一制，該制增設股東可扣抵稅額，主要是降低股東的稅負，股東因享有抵稅

權，而使得稅率負擔降低，提高股東投資意願，進而增加了公司投資績效。公司

規模大小會影響公司資金融資的能力，公司規模大的公司，通常債信能力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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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融資能力愈高，投資機會愈大，投資績效亦愈高。投資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與

投資績效雖呈正向關係，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中國大陸針對高科技新興技術

產業給予較多的租稅優惠，因此也促使台商多從事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但實證

結果與預期相反。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建議在中國大陸投資，除了考慮低土地、原物料及勞工

成本優勢之外，尚有一些經營風險值得台商注意；包括了法制不健全、硬體設施

(包括運輸、通訊、電力供應、銀行設施)不完善、原材料採購困難/採購品質差、

市場體制不健全、稅收系統問題以及金融風險等有待改善外，台商在經營策略上

可採行多個投資地經營以及多專注於發展單一核心項目，增加競爭優勢，自創品

牌知名度及增加市場佔有率為目標，並提升管理技術及資源分配以提高經營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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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資本市場無疑是近年來成長最快速的市場，會計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

逐漸引起各方重視。在西方國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是規模最大、歷史最悠

久，也最具品牌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在許多資本市場中，具有壟斷簽證業務的

地位。但在中國，審計市場發展時間短暫，會計師事務所數量眾多，規模狹小，

各個事務所在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市場佔有率低，同時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並

非上市公司簽證公費收入最多的事務所，審計市場的結構與環境與西方有許多差

異，相關研究不應簡單的以國際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作為變數分析。 
 

本文利用 2003-2006 年中國上市 A 股公司所揭露之 4,402 筆審計公費資訊，
分析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實證結果支持

DeAngelo(1981b)所提出的聲譽理論，總收入較高、上市 A 股簽證公費較高的會

計師事務所，可取得公費溢酬。此外，在新興的市場中，規模較小的事務所也可

以藉由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來提升審計品質，以取得公費溢酬。而不

同品牌對審計公費的影響存在差異，與國際四大結盟的會計師事務所，比其他國

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可以收取更高的審計公費。 
 

關鍵字：審計公費決定因素、事務所規模、聲譽效果.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audit fee in China and focuses on 
whether audit fee is affected by auditor size and auditor brand name reput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audit market i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Big N auditors 
are not the largest auditors, and neither Big N auditors nor other audit firms have 
taken a leading position in public audit market. The relation between auditor size and 
audit fee or auditor brand name reputation and audit fee could not be simply explained 
by Big 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hanghai a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3 
to 2006, we find that lager auditor (measured by revenue of audit firm and the rank of 
public audit fee of audit firm) charge higher. The finding supports the size-quality 
hypothesis proposed by DeAngelo (1981b).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convinces the 
theory of brand name reputation (Francis and Wilson, 1988), brand name premium 
exist both in Big 4 auditors and the affiliates of other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firms. 
Our finding implies that Chinese researches only include Big N as the proxy of audit 
quality is insufficient.  

 

Keywords: audit fee determinants, auditor size, brand name 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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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十數年間，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與深

圳證券交易所分別在 1991、1992 年成立，截至 2007 年為止，已有 1,521 家上市
公司，流通市值高達 82,662 億元。中國在由計畫經濟轉向自由經濟市場的過程

中，會計師的重要性也逐漸上升，高品質的財務報表審計將有助於降低資訊不對

稱，促使資本市場資金流通的功能。 
 
中國經濟開放後，1981 年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在上海成立(Xiao et al., 

2000)。早期中國證監會(以下簡稱證監會)為了確保會計師事務所的品質以及償債

能力，要求事務所必頇掛靠在政府或是學術單位之下，導致會計師事務所與其所

附屬的單位在人事、財務上緊密的結合，會計師業務的承接受到政府很大的影響

(DeFond et al.,1999)。同時由於當時大部分的企業為國營企業，這些企業聘請掛

靠在政府單位之下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工作，無疑形同球員兼裁判，存在獨

立性問題。即使審計失敗，也將由其所附屬的單位承擔最後的風險，這樣的掛靠

制度同時降低了會計師的獨立性與風險意識(Lin, 2004)。中國證監會於是在 1998
年推行「脫鉤改制」工作，要求會計師事務所與其所屬單位在名稱、人事與財務

上分離，會計師開始正視自身的風險，審計品質逐漸提升，審計市場才逐漸步入

軌道。然而即使在脫鉤改制政策施行後，許多會計師事務所仍與政府維持良好關

係（Chan et al. 2006），這使國際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在上市內資股(以下簡稱上市
A 股)的審計業務上無法順利推展(Chen, Su, and Wu, 2007)。 

  
如果以上市 A 股簽證客戶數以及上市 A 股簽證總公費收入來衡量市場佔有

率，國際四大之市場佔有率不及 6％與 10％，遠低於歐美國家之資本市場（例如：
美國 90.44%，Frankel et al.,2002），也低於其他新興資本市場（例如：印尼之

88.32%、馬來西亞之 74.86％、或者南韓之 72.37，Fan and Wong, 2005）。此外，

由於證監會早直到 2000 年才放寬事務所跨省設立分所。1限制會計師事務所跨省

設立分所的政策，導致中國境內各地中小型事務所林立，以 2006 年為例，負責

最多上市 A 股公司審計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其市場佔有率僅達 6%。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審計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數量眾多、競爭激烈，國際大

型事務所的市場佔有率低。這與西方的會計師事務所，擁有悠久的發展歷史，經

過長時間洗禮逐漸合併，至今形成四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並主導整體審計業

務，兩者在歷史背景、市場結構與法律環境都有極大的差異。因此，我們無法直

接由西方文獻結果來理解中國的審計市場，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審計業務的發

展。 
 
審計公費是影響審計品質的重要因素，事務所品牌、規模與審計公費間的關

                                                 
1 證監會於 2000 年公布「會計師事務所分所審批管理暫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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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向來是眾所關心的議題。由於在西方國家，國際大型連鎖會計師事務所（8
大/6 大/5 大/4 大,以下簡稱國際四大），同時是規模最大、歷史悠久、最具品牌聲

譽之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這種歷史背景發展下，有誘因也有

能力可以進行人力與設備之投資，藉以提升審計品質，並且透過提供高品質的審

計服務來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過去文獻往往以直接以國際四大作為事務所品牌

與規模的替代變數，並且普遍得到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的結論(Hay 
et al.,2006)。然而在中國，由於國際四大之成員所並非上市 A 股審計中，規模最

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我們無法透過歐美的研究結果，瞭解事務所規模與品牌對於

中國審計公費的影響。張奇峰、張明與戴家君(2006)回顧中國內部對於審計公費

的研究指出，國際四大在中國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上，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

費，但其他本土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可以取得公費溢酬，則無一致結論。在他們所

回顧的文獻中，都未同時討論事務所品牌與規模的影響，因此我們同樣無法從現

有的研究中了解影響上市公司審計公費的因素。 
 
本文以中國 2003 到 2006 年間，上市 A 股公司共 4,402 筆資料進行分析。實

證結果顯示，若以(1)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或者(2)會計師事務所上市 A 股簽證公

費之排序作為規模的代理變數，都顯示事務所規模與簽證公費存在正相關。實證

結果顯示，在競爭的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可以透過提供不同品質的審計服務，

取得不同的審計公費。事務所規模越大，提升審計品質的動機越高，審計公費越

高。在事務所品牌效果部分，國際四大中國的成員所可以取得審計公費溢酬；與

其他國際會計公司結盟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可以收取較高的審計公費。分析不同會

計師事務所品牌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時可以發現，國際四大之品牌效果又高於其

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綜上可知，在發展歷史短暫的新興審計市場中，事務所的

聲譽除了建立在事務所的規模外，也可以透過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引

入查核技術提升審計品質，來取得較高之審計公費。 
 
透過本研究結果可以瞭解，在中國特殊的審計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的規

模、會計師事務所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結盟情形，都可能表彰不同的審計品

質，進而反應在審計公費的差異上。因此未來相關的中國研究，必頇加入國際四

大以外，其他審計品質的控制變數，以免產生遺漏變數的問題，影響研究結果。

本文利用中國審計公費資料進行分析另有幾項優點，由於各事務所市場佔有率

低，因此可以排除國際四大存在壟斷價格的可能性，同時由於各事務所市場佔有

率低，尚未形成產業專家，因此可以排除產業專家的影響。此外，上市公司向簽

證會計師購買非審計服務的情形尚不普遍（Chen et al.,2007），因此更可以清楚的

呈現，在競爭激烈的審計市場中，事務所品牌以及事務所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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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假說 

一、中國大陸審計市場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於 1981 年成立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八大會計師

事務所也在 80 年代中期以後開始進入中國市場。1988 年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成

立，1994 年頒佈「中國人民共和國註冊會計師法」。1995 年「獨立審計基本準則」
公布，並在 1995-1996 年間陸續頒佈各項審計準則，逐漸與國際審計準則接軌。
DeFond et al.(1999)指出，獨立審計準則的制定與施行,有助於提升會計師獨立性
與審計品質。然而，中國在審計市場建立之初，為了確保事務所的品質與清償能

力，規定會計師事務所必頇「掛靠」在政府單位或學術單位之下，會計師事務所

可以分為(1)附屬於政府的事務所，(2)附屬於教育機構的事務所及與(3)與國際事
務所合作的事務所三種型態，1996 年時，附屬於政府的會計師事務所佔所有會

計師事務所之 75％。在多數企業的最大股東為政府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會計師

事務所與政府單位過度緊密的結合，使得會計師獨立性降低，也削弱了會計師的

風險意識及應有的謹慎（Lin,2004）。儘管證監會在 1998 年推行「脫鉤改制」工
作，要求會計師事務所與原所屬之單位在人員、財務、業務以及名稱上分離，但

過去會計師事務所與政府單位間緊密的關係，對於上市公司聘任會計師審計的決

策，仍然存在深刻的影響。2 
 
為了進一步提升審計品質，證監會自 2000 年起公布一系列法規，包含積極

鼓勵事務所合併以擴大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3允許會計師事務所跨省市設立分

所4。2001/12/24 公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規範問答第六號-支付會
計師事務所報酬及其披露」，要求上市公司揭露給付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公費

以及其他服務費用。2003 年開始要求會計師必頇定期輪調，同年中註協也開始

在網站上公布營收百大的會計師事務所，2006 年中註協更推動會計師事務所綜

合評價制度，以事務所總收入、注冊會計師人數、培訓完成率、行業領軍人才後

備人選人數、處罰和懲戒情況等五項指標進行百大事務所的排行。 
 
除了要求本土會計師事務所自我提升審計品質外，中國證監會也積極鼓勵本

土會計師事務所與國際會計公司發展合作關係，早在 1996 年就公布「中外合作

會計師事務所管理辦法」；2001 年頒布「補充審計 16 號文」，要求上市公司股
票首次公開發行及再融資時，除了由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法定審計外，還必頇

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另外，在「公開發行証券的公司資訊批露內

                                                 
2 例如：中國財政部於 2000 年曾公布「關於重申不得以行政手段干預會計師事務所依法執業等

有關問題通知」中提到，在脫鉤改制後，仍有政府指定企業聘請特定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的

情形。 
3 證監會於 2000 年公布「會計師事務所合併審批管理暫行辦法」以及「會計師事務所擴大規模

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鼓勵會計師事務所合併。 
4 證監會於 2000 年公布「會計師事務所分所審批管理暫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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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格式準則第 2 號-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中」，要求發行上市 B 股的公司，

必頇聘請境外會計師事務所進行雙重審計。5但儘管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受到政府

當局高度的禮遇與重視，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上市 A 股公司的審計業務上，

始終無法與擁有豐富人脈關係的本土事務所競爭(Chen et al.,2007 )。 

  

表一 Panel B 彙整自 2003 年以來，中國審計市場的基本狀況。在 2003-2006
年間，實際負責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事務所分別有 72、72、67 與 68 家會計師事
務所。6若以簽證上市公司客戶數來衡量市場佔有率，國際四大每年市場佔有率

低於 6%；若以收取之上市公司簽證公費來衡量市場佔有率，國際四大最高也僅

取得約 10%之市場佔有率。由於可見，國際四大在中國上市 A 股審計市場上，

並未取得主導性的地位。而在上市 A 股中，擁有最多簽證客戶之立信會計師事

務所，無論依據簽證客戶數或是簽證公費收入計算市場佔有率，都未達 9%。由
此可見，在中國，不僅是國際四大未取得壟斷性地位，也沒有任何一家會計師事

務所建立壟斷的地位。中國審計市場可說是處於會計師事務所林立、事務所間競

爭激烈的狀態。 

 

二、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公費 

DeAngelo（1981a）將審計品質定義為：係指會計師發現財務報表舞弊，並

能夠真實報導所發現之錯誤或舞弊的能力。前者與會計師的能力有關，後者則與

會計師的獨立性有關。DeAngelo(1981b)進一步討論事務所規模與審計品質的關

連性。他指出，由於審計服務有較高的初始成本，因此現任會計師可以取得經濟

租(quasi-rests)。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客戶眾多，經濟租的總額較高，此時若對單一

客戶妥協，審計品質降低，一旦其他客戶更換會計師，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損失的

經濟租也較高，因此大型事務所有提升審計品質的內部誘因，會致力於提供高審

計品質的服務。在會計師獨立性部分，由於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對於單一客戶審計

公費的經濟依存度低於小型會計師事務所，所以大型事務所可以展現較高的獨立

性而有較高的審計品質。換言之，規模較大的事務所，無論是能力上或者獨立性

上，都能提供較高品質的審計服務。在競爭市場中，高審計品質自然會反應在較

高的審計公費上。因此他認為審計公費與事務所規模間存在正向關係。後續實證

研究也多支持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e.g., Francis,1984 澳

洲；Palmrose,1986 美國)。 

 

Francis and Wilson(1988)對於國際四大與審計品質間的關係提出另一種看

                                                 
5 中國證監會於 2007/9/12 公布「關于發行境內上市外資股的公司審計有關問題的通知」,取消 B
股雙重審計之規定。 

6 證監會訂有「註冊會計師執行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可證管理辦法」，僅有符合資格的會計師與

會計師事務所可以進行上市公司年報審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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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們認為國際四大所取得之公費溢酬，乃是市場給予事務所為了提升審計品

質，投入大量資源，建立品牌聲譽的正向報酬。Craswell, Francis,& Taylor,（1995）
進一步將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投資，區分為維護一般品牌聲譽以及建立產業專精

兩種。實證結果顯示，事務所品牌（以國際四大為代理變數）以及事務所對於產

業專精的投入（以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為代理變數），都與審計公費間存在顯

著正相關。後續研究也支持在國際四大以外，產業專家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

（DeFond, Francis, & Wong, 2000）。 

 

由上述文獻可知，影響事務所審計公費的因素，包含事務所的規模與事務所

在品牌或是查核技術的專精程度有正相關。過去文獻主要以歐美與澳洲市場為研

究對象，在這兩個資本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的品牌聲譽，係建立在事務所的規

模之上，在時間的粹煉下，國際四大同時是規模最大並且最具品牌的會計師事務

所，在審計市場中幾乎具有壟斷性的地位(e.g., 1998 年 Big N 在澳洲之市場佔有

率為 65%，Craswell et al., 1999；2001 年國際四大在美國之市場佔有率超過 90%，
Frankel et al.,2001)，因此國際四大同時可以作為事務所規模以及事務所品牌的替

代變數。Hay, Knechel and Wong(2006)回顧過去 25 年間，31 個主要期刊，總計
147 篇有關於審計公費之研究，其中有 85 篇以國際四大為替代變數進行分析，
其中 58％支持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在 Mata-analysis 分析下達顯
著水準。另有 10 篇以 PWC 單一事務所作為事務所規模的替代變數，有 9 篇以
產業專家的角度來分析，也都支持規模較大、或是具有品牌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

可以取得較高之審計公費。也正因為國際四大在西方國家審計市場的獨特地位，

審計公費顯著較高，意味著審計品質較高，許多研究因而直接以國際四大作為審

計品質的替代變數。 

 

儘管在多數資本市場中，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但由於法律規

範與整體審計市場的特性不同，國際四大在部分國家並未取得公費溢酬。

Frith(1985)以紐西蘭之審計市場進行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紐西蘭之上市公司，並

未支付較高的審計公費予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紐西蘭在

1983 年以前，不允許事務所使用國際四大成員所的名稱，同時可能由於紐西蘭

上市公司更換會計師的頻率很低，審計市場競爭不激烈所致。換言之，國際四大

是否可以取得較高的公費或代表較高的審計品質，仍要視每個區域的審計市場歷

史發展背景以及政策等因素而定。 
 
在中國，審計市場集中度低，且國際四大並未取得壟斷性的地位。舉例而言，

若以上市 A 股審計公費總額排序，五家與國際四大結盟的會計師事務所，7僅有

                                                 
7中國證監會在 1996 年公布「關於允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境內發展多個成員所的通知」中

明文規定，國際會計公司可在中國同時擁有多個成員所，例如: EY 在中國分別有安永華明與

安永大華兩家成員所。因此國際四大在中國共有五家成員所。 



 6 

兩家能擠入前五名。8若以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排行，儘管前四名都由國際四大

之結盟會計師事務所包辦，但同樣為國際四大成員所之安永大華，歷年來都在總

收入排名前十大之名單外。由此可見，在中國特殊的審計市場中，國際四大並非

事務所規模的良好變數，也未必是審計品質的唯一替代變數。如果直接以國際四

大作為事務所規模或審計品質的代理變數，將無法瞭解中國審計市場的全貌，也

無法釐清事務所品牌聲譽、規模大小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 

 

中國內部對於上市公司的審計公費研究中，劉斌、葉建中與廖瑩毅以 2001
年上海及深圳上市 A 股的 570 筆樣本分析審計公費的決定因素，他們參考

Simunic(1980)之實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上市公司資產、應收帳款占資產

比率，子公司個數以及地區別之虛擬變數與審計公費間存在顯著相關性，若以簽

證客戶數衡量事務所規模，前 20 大事務所並不存在審計公費溢酬。王善帄與李

斌(2004)以 2002 年深圳上市公司 407 筆資料進行分析，卻發現前 20 大會計師事
務所可以取得公費溢酬。漆江娜、陳慧霖與張陽以 2002 年上海及深圳共 1,174
家上市公司之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

上市公司資產規模、上市公司所在地、審計意見以及是否存在虧損等四個變數與

審計公費間存在顯著關連性。張奇峰、張明與戴佳君(2006)彙整中國境內對於審

計公費所做的研究，指出若以品牌區分，國際四大在於上市 A 股與上市 B 股的

審計市場中，審計公費都顯著的高於其他會計師事務所。至於本土大型會計師事

務所是否可以取得公費溢酬，則無一致的結論。由於在中國，具有品牌聲譽的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並非上市公司審計簽證業務規模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除了國

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擁有成員所外，許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也與中國本土

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上述研究除了樣本較小可能影響實證結果以外，皆為未區分

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的情形)、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等因素

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使我們無法透過現有的研究，了解中國審計市場中，審計

公費的定價情形。 
 
根據 DeAngelo(1981b)聲譽理論，當事務所整體收入越高，提供低品質的審

計服務可能導致的損失就越大，此時事務所提升審計品質的誘因提高，而較高的

審計品質會帶來較高的審計公費。因此本文以中註協每年公布，「百大會計師事

務所」資料中的事務所總收入，作為事務所規模的替代變數，以此衡量事務所聲

譽受損的潛在損失。中註協所公佈之百大事務所營收資訊、是根據事務所所有審

計與非審計服務收入加總排序，即使是事務所的審計公費收入，也包含了上市公

司、非上市公司之各項審計業務，然而會計師事務所若因為上市公司簽證品質不

佳被中國證監會撤銷「證券、期貨業務許可證」，直接受到影響的是會計師事務

所上市公司之簽證公費，因此本文另以事務所上市 A 股簽證公費總額排序的結

                                                 
8 上市 A 股審計公費總額最高之會計師事務所依序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

所、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北京京都會計師事務所以及浙江天健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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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9作為事務所規模的替代變數，建立假說 1 如下： 

 

H1(a):在其他情形不變下，總收入越高之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公費溢酬。 

H1(b):在其他情形不變下, 上市 A 股簽證公費總額越高之會計師事務所，可

以取得公費溢酬。 

 

根據 Francis and Wilson(1988)的推論，市場會給予投入資源，提升審計品質，
建立品牌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正向報酬，表現在較高的審計公費上。會計師事務

所除了藉由增加投資，研究改良審計流程、增加員工訓練等方式來提升審計品質

之外，也可以直接與其他具有良好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結盟，引入新的查核方式

與技術，來提高審計品質。在中國，除了 PWC、EY、DT 以及 KPMG 四大會計

師事務所在中國擁有成員所外，許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例如：BDO international,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Horwath international, 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 HLB 
International, Moore Stephens International, Morison International. Polaris IA 等)，都
在中國擁有一家或數家成員所。證監會網站中，可以查詢所有具有證券期貨業務

許可證的會計師事務所，每家事務所的介紹中，特別有一欄位是與國際會計師事

務所的結盟情況。由此可見，證監會十分積極推廣境內外事務所合作，一般公司

與投資人也可以輕易了解各事務所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的情形。本土事務所

成為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後，除了可以直接引入新的查核技術來執行審計

工作外，也受到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總所的內部監督管控，審計品質將優於未與國

際會計是事務所結盟者。高審計品質將使事務所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因此

本文建立假說二如下： 

 

H2(1)：在其他情形不變下，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之審計公費。 

H2(2)：在其他情形不變下，與國際四大以外之國際會計公司結盟的事務所，

可以取得較高之審計公費。 

 

參、實證模型 

為了測詴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以及品牌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本文各設立兩

個事務所規模與品牌之變數。首先為了測詴假說一，本文以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

取自然對數的金額(LNRE)，以及事務所上市 A 股審計公費總額排序(RAF)兩個
變數作為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之替代變數。其次，為了測詴假說二，本文設立兩個

                                                 
9 本文將每年上市 A 股審計公費總額最高的事務所排序為 1,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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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會計師品牌聲譽之虛擬變數。包含與國際四大結盟之五大家會計師事務所

(Big 4)以及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之會計師事務所(AFFI)。為了與過去文
獻相比較，本文先在迴歸式(1)中，以國際四大同時作為事務所規模與品牌的替

代變數進行分析。在迴歸式(2)、(3)中，則分別以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LNRE)、
總審計公費收入排序(RAF)作為事務所規模的替代變數，進行假說一之測詴。本
文在迴歸式(4)則同時放入國際四大(BIG4)以及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

(AFFI)兩個品牌聲譽的變數，藉以測詴事務所品牌聲譽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在

迴歸式(5)、(6)中，本文則同時放入代表事務所規模與品牌的變數，以分析事務

所品牌、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綜合影響。 
 
Simunic(1980)建構了一審計公費模式，該模型廣泛的被應用在不同審計市

場中(例如， 美國：Simunic, 1980、1984；Palmrose, 1986；澳洲：Francis, 1984；
香港、馬來西亞與新加坡：Low et al., 1990)。儘管不同審計市場中存在文化及經
濟上的差異性，但學者們普遍支持受查者規模、營運複雜度及風險因素為審計公

費決定因素之看法。本文亦採用 Simunic (1980)模型為基礎，以受查者資產總額
取自然對數(LNTA)為公司規模之代理變數；在營運複雜度上，由於應收帳款涉

及壞帳估計，存貨涉及評價問題，且應收帳款函證與存貨盤點為查核準則中規定

的必要程序，故本文以應收帳款與存貨佔前期總資產的比率(ARINVE)作為替代

變數，並預期受查客戶規模以及營運複雜度與審計公費存在正向關係。在受查客

戶經營風險因素方面，本文參考過去文獻(Francis, 1984; Craswell et al., 1995)，以
速動比率(LIQ)、負債佔總資產之比率(LEVER)，以及受查客戶是否虧損（LOSS）

衡量之。企業營運風險越高，會計師理當收取較高之審計公費，因此本文預期速

動比率越低、負債比率越高、受查客戶當期有虧損時，審計公費較高。 
 

會計師出具的審計意見(OPIN)反映會計師與企業間風險的分攤(Simunic, 
1980)。在中國，部分會計師常以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取代保留意見，因此證監

會要求取得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之上市公司，必頇向交易所特別說明，因此本文

參考過去文獻(e.g., DeFond et al., 2000; Chan et al.,2006).，將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保留意見、反對意見、無法表示意見等四個意見型態歸歸類為「保留意見」，另

上市公司取得保留意見者為 1，其餘為 0，並預期取得保留意見之公司，由於風

險較高，審計公費較高。Craswell & Francis (1999) 指出首次審計時，可能會產

生低價競爭的問題，因此本文以是否為初次審計(INITAIL)來控制低價競爭的影

響。在公司代理成本部份，由於中國上市公司股份並非全數可以在市場買賣，當

可買賣的流通股分越多，存在代理成本越高，因此本文以 A 股流通股佔股本之

比率(SHAREA)作為公司代理成本之替代變數，並預期流通股比率越高，公司對

於審計品質的要求越高，審計公費越高。另外，即使在邁向市場經濟十數年之後，

中國政府是許多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政府持股比率越高，對於外部審計的需求

降低，因此本文預期政府持股比率越高（GOV），對審計公費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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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區域間貧富以及生活水準存在很大的落差，從而可能對審計公費產

生影響，以 2006 年年報審計為例，總機構在北京的企業帄均支付 125 萬的審計
公費，但在寧夏的企業，帄均審計公費僅 24 萬，為了控制區域發展程度對於審
計公費的影響，本文依據中國 31 個行政區域，設立 30 個虛擬變數，以控制每一
省市的差異。中國有上海與深圳兩個交易所，本文因此設立交易所之虛擬變數

(EXCHANG)，最後由於樣本橫跨四個年度，因此本文設立三個年度別之虛擬變

數控制不同年度審計公費之差異。本文迴歸模型如下： 
  

),,,,,,                   
,,,,,,,,4,(

itititititit

itititititititititit

YEARLOCATIONEXCHANSHAREAGOVINITIAL
QOPINLEVERLOSSLIQARINVELNTAAFFIBIGSIZEfLNFE 

 
其中： 

itLNFE  i 公司 t 年度實際審計公費取自然對數。 
itSIZE  i 公司 t 年度之查核會計師為規模之替代變數。定義分別如下： 

(1)LNRE：事務所總收入取自然對數之金額。 
(2)RAF：事務所上市 A 股簽證公費總額排序的結果，每年簽證公

費最高者排序為 1，以此類推。 
itBIG4  i 公司 t 年度之查核會計師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者為 1，其餘為 0。 
itAFFI  i 公司 t 年度之查核會計師為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者為 

1，其餘為 0。 

itLNTA  i 公司於 t 年度之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itARINVE  i 公司 t 年度之存貨及應收帳款之總額，以總資產帄減。 

itLIQ  i 公司 t 年度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itLEVER  i 公司 t 年度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itLOSS  i 公司 t 年度有損失者為 1，其餘為 0。 

itOPIN 會計師審計意見之虛擬變數，若為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為 1，標準 

式無保留意見為 0. 

itINITAIL 首次查核之虛擬變數,首次查核為 1，其餘為 0。 

itGOV 政府持股比率。 

itSHAREA 上市 A 股流通股佔總股數之比率。 

itEXCHAN 交易所別之虛擬變數，上海證券交易所為 1，深圳交易所為 0。 

itLOCATION 設立 30 個虛擬變數，分別控制中國 30 個省市基本物價水準的
影響。例如：locat1=1 代表上市公司所在地為上海。 

itYEAR 年度別虛擬變數，例如，Y06=1 代表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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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樣本、敘述性統計與實證結果 

一、資料來源 

   本文將以中國 2003-2006 年上市公司資料進行分析。財務數據取自國泰安公
司提供的「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審計公費與審計意見之資訊取自國泰安

公司提供之「中國上市公司審計數據庫」；會計師事務所基本資料取自中國證監

會網站中，會計師事務所及資產評估機構監管系統(http://www.csrc.gov.cn/) ; 會
計師事務所總收入資訊取自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自 2003 年起所公布之「會計師

事務所全國百家訊息」（http://www.cicpa.org.cn/）。 

 

二、樣本敘述性統計 

   本文首先由「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取的上市公司財務資料共 5,335 筆，
由於金融保險證券業行業特性與其他產業差異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計畫、與查

核程序都有所不同，在審計公費的決定上與其他產業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將該產

業排除在樣本之外。排除金融保險與證券業後，再排除未公布審計公費資訊或未

區分支上市 A 股與上市 B 股公費之樣本，剩餘樣本為 4,407 筆，最後排除 LNTA、

ARINVE、 LIQ 與 LEVER 四個主樣財務變數上下個 0.5％之極端值後，得到樣

本共 4,263 筆。 

 
表二呈現樣本之敘述性統計值，其中由國際四大簽證的比率為 4.9%，略低

於實際由國際四大簽證的比率，這是由於中國上市公司依規定揭露審計公費的狀

況不佳，部分公司未區分支付與上市 A 股、B 股簽證會計師之公費（李爽、吳

溪，2004），又因為國際四大在上市 B 股市場佔有率較高（Chen et al.,2007），以
致在樣本篩選過程中，由國際四大所簽證之上市公司被排除的比率偏高所致。10

樣本中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的比率為 31.2%，帄均流動比率為 1.489、
帄均負債比率為 0.519，排除非常損益的影響，約有兩成的公司當年度存在損失，
帄均政府持股比率為 31.64％，帄均上市 A 股流通股佔 40.36%，由此可見，中國
資本市場仍受到政府很大的影響，政府持股比率高，且能自由買賣的股份僅約 4
成股份。樣本中有 332 家公司(7.8％)更換會計師，有 367 家（8.6％）的公司取
得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詳細敘述性統計資料請見表二。 

 
各變數間 person 相關係數如表三，事務所總收入(LNRE)與事務所上市公司

審計公費總額排序(RAF)間存在中度負向相關，相關係數為-0.47，因為總收入最

                                                 
10本文為避免樣本選擇之偏誤，曾以 2 階段迴歸(two-stage OLS)進行調整，但第一階段殘差在第

二階段的分析並不顯著，表示樣本並無顯著自我選擇偏誤情形。故後續分析仍採用一般的迴歸

分析。 

http://www.csrc.gov.cn/
http://www.cicp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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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前四加會計師事務所皆為國際四大之成員所，因此事務所總收入(LNRE)與

國際四大(BIG4)間的相關係數偏高為 0.57。其餘變數間都屬於低度相關，因而在

後續迴歸分析上不至產生重大偏誤。 

 

三、實證結果 

迴歸結果如表四，在迴歸式(1)中，本文以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同時作為事務

所品牌與規模的替代變數，作為與過去文獻及後續迴歸分析比較之基礎。整體迴

歸的解釋能力為 45.55 %，實證結果顯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顯著之

公費溢酬(係數 0.344, p 值為 0.001)，實證結果與過去研究相同，也支持假說二

(a)，國際四大在中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中，可取得公費溢酬。在迴歸式(2)、(3)
中，本文分別以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LNRE）、上市 A 股簽證收入排序(ARF)
來討論事務所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1(a)與 1(b)，簽證會
計師事務所總收入越高、簽證公費收入越高11，審計公費越高（係數分別為 0.127，
-0.003, P 值皆小於 0.001）。誠如 DeAngelo（1981b）所推論，當會計師事務所擁

有較多的經濟租時，低審計品質所造成的影響較大，因此大型事務所會致力於提

升審計，從而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迴歸式(4)中同時放入國際四大(BIG4)
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之會計師事務所（AFFI），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2(a)
與(b)，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的公費（係數為 0.370，P 值為 0.001），與其他國
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也可以取得公費溢酬(係數為 0.063，P
值為 0.001)，若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係數進行 wald 
test 檢定，國際四大的係數顯著高於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上述結果顯示，在

新興的審計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可以藉由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引入

新的查核技術與內部控制機制，提升自己在新興市場的地位。wald test 結果則表
示，不同的品牌間確實存在差異，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比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擁

有更高的品牌聲譽。 
 
為了同時討論事務所品牌與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本文在迴歸式(5)、(6)

中，分別加入代表事務所規模的變數，迴歸式(5)的結果顯示，在同時考量事務

所總收入(LNRE)、國際四大（BIG4）與其他聯盟情形(AFFI)三個變數下，三個
變數係數都顯著為正（係數分別為 0.090、0.203 以及 0.044，P 值皆小於 0.01）。
迴歸式(6)的實證結果顯示，同時考量上市公司簽證收入排序（RAF）、國際四大

（BIG4）與其他聯盟(AFFI)情形下，三個變數也都達顯著水準（係數分別為

-0.003、0.339、以及 0.054，P 值皆小於 0.01）。儘管國際四大與事務所總收入間
相關係數偏高，但迴歸結果，兩變數之盈餘膨脹係數(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FI)都小於 3，自變數間共線性的問題尚在允許範圍之內。由上述結果可以發現，

                                                 
11 本文以簽證公費總收入最高者排序為 1，因此 RAF變數與審計公費間預期存在負向關係，代
表上市 A股簽證公費收入越高者，審計公費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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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四大的品牌效果促使其在中國審計市場可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但除國際四

大以外，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的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也可以取得公費溢

酬。進一步分析不同的品牌效果顯示，不同層次的品牌間對審計公費仍存有不同

影響，國際四大較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存在更高的公費溢酬。實證結果也支持

聲譽假說，再同時考量事務所的品牌下，規模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較高

的審計公費，代表規模較大的事務所，由於聲譽受損影響所及較規模小的事務所

高，因此規模較大的事務所會致力提升審計品質，而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

本文實證結果另一個啟示是，中國審計市場的研究中，如果僅控制國際四大作為

審計品質的替代變數，並未考量其他事務所品牌、規模的變數下，將可能產生遺

漏變數的問題。 
 

    其他審計公費的決定因素部份，我們可以發現，上市公司資產規模與審計公

費間存在正相關，與預期相符。速動比率與審計公費間存在顯著負相關，表示短

期風險較高的企業，審計公費較高；負債資產比與審計公費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表示長期風險較高的企業，審計公費較高，當期虧損的公司，審計公費顯著較高，

都與與預期相符。由此可見，會計師會對於營運風險較高之公司，收取較高之審

計公費。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時，審計公費顯著較高。公司更換會計

師當年，審計公費顯著較低，實證結果符合低價競爭的理論(low balling)，中國

會計師事務所在首次簽證時存在折價的情形（fee cutting）。政府持股比率越高，

審計公費顯著越低，上市 A 股流通股的比率越高，在多數迴歸分析中，審計公

費顯著較高，實證結果符合預期，代理成本越高時，審計公費越高。 
 

伍、結論與研究限制 

    本文利用 2003-2006 年中國上市 A 股公司所揭露之審計公費資訊，分析

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中國的審計市場建立不超過 30
年，更是在近 10 年間才逐步與國際接軌，開始發揮會計師應有的功能。在這個

新興市場中，各事務所市場佔有率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並非上市公司簽證公費

收入最多的事務所，政府政策上鼓勵事務所藉由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來提升

審計品質。這樣特殊的審計市場，讓我們可以有機會釐清事務所品牌、事務所規

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 
 
實證結果支持 DeAngelo(1981b)所提出的聲譽理論，總收入較高、審計公費

收入較高的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公費溢酬。此外，在新興的市場中，會計師

事務所除了因為規模較大，有動機也有能力增加投資來提升審計品質以外，其他

規模較小的事務所也可以藉由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來提升審計品質，

以取得公費溢酬。不同的品牌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存在差異，與國際四大結盟的

會計師事務所，比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可以收取更高的審計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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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結果可補充過去文獻之不足，也對未來中國研究有所啟發。首先，

過去文獻普遍以國際四大同時作為事務所品牌與規模的替代變數，由於國際四大

在中國並非規模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因此透過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事務所品

牌與規模間同時都對於審計公費有正向影響，研究結果讓我們對傳統聲譽假說以

及事務所之品牌效果有更深入的瞭解。此外，由於在其他審計市場中，非四大之

會計師事務所市場佔有率較低，因此過去文獻鮮少分析國際四大以外，其他會計

師事務所品牌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在新興的審計市場中，

除了與國際四大結盟可以產生正面的品牌效果外，與其他歷史悠久的國際會計師

事務所結盟，可以提升事務所的品牌聲譽，對審計公費產生正面的影響。對後續

以中國資本市場為對象的研究而言，透過本研究實證結果可知，除了國際四大

外，事務所規模、以及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情形都會影響審計品質，未

來相關中國研究在涉及審計品質的變數時，應該思考國際四大以外，其他的控制

變數。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如下，首先在審計公費決定模型中，各迴歸式之解釋能力

介於 44%-47%之間，因此無法排除其他影響審計公費之因素。此外，由於部分

中國上市公司並未依照法律規定格式揭露審計公費資訊（李爽、吳溪，2004），
本文僅就可取得之資訊進行分析，無法排除實證結果可能受到未揭露審計公費資

訊的公司，或者部分審計公費資訊揭露不實公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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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國審計市場基本統計資料 
Panel A：樣本選擇過程    

原始樣本  5,335 

扣除: (1) 金融機構  (334) 

 (2) 未揭露審計公費資訊,或未將A股與B股審計公費分
別揭露之企業 

(594) 

 (3) LNTA, ARINVE, LIQ 與  LEVER 四變數上下各

0.5%之異常值 
(144) 

本文用以分析之樣本數   4,263 

   

Panel B：審計市場佔有率統計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樣本數 1090 1102 1051 1020 

至少簽證一家上市公司之會計師事務

所數量  
72 72 67 68 

國際四大簽證上市公司數 60 52 59 46 

國際四大市場佔有率(依簽證客戶數計

算) 
5.55% 4.72% 5.62% 4.45% 

國際四大市場佔有率(依簽證上市公司

審計公費總額計算)  
8.36% 9.44% 10.87% 10.10% 

上市公司簽證數最多之會計師事務所

每年簽證客戶數 
67 87 84 88 

簽證客戶數最多之事務所市場佔有率

(依簽證客戶數計算) 
6.15% 7.89% 7.99% 8.64% 

簽證客戶數最多之事務所市場佔有率

(依簽證上市公司審計公費總額計算) 
5.73% 8.52% 6.92%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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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樣本敘述性統計 (N=4,263) 

變數 帄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小值 最大值 

LNFE 12.9797 0.4960 12.8992 10.3090 15.4249 
LNRE 8.4218 0.7405 8.2218 7.3132 12.1024 

RAF 24.5559 17.8655 22 1 72 

BIG4 0.0495 0.2169 0 0 1 

AFFI 0.3129 0.4637 0 0 1 

LNTA 21.1861 0.9299 21.1172 18.6433 24.3959 

ARINV 0.3005 0.1669 0.2753 0.0078 0.8407 

LIQ 1.4897 1.1809 1.1969 0.0903 12.7127 

LEVER 0.5198 0.2624 0.5093 0.0550 3.3618 

LOSS 0.2046 0.4034 0 0 1 

GOV 0.3160 0.2596 0.3436 0 0.8498 

SHAREA 0.4051 0.1351 0.3889 0 1 

QOPIN 0.0868 0.2816 0 0 1 

INITIAL 0.0781 0.2684 0 0 1 

EXCHAN 0.5907 0.4918 0 0 1 
註一：變數說明： 
LNFE ： A 股上市公司審計公費取自然對數之金額 

LNRE ： 銷貨收入取自然對數之金額 

RAF ： 會計師事務所取得之上市公司審計公費收入排名。審計公費收 
入最高之事務所排帄為 1。 

BIG4 ： 事務所品牌之虛擬變數，事務所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者為  

1，其餘為 0。 
AFFI ： 事務所品牌之虛擬變數，事務所為國際四大以外，其他國際會計

師事務所之聯盟所、合作所者為 1，其餘為 0。 
LNTTA ： 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之金額。 
ARINA ： 應收帳款與存貨佔當期資產之比率。 
LIQ ： 當期流動比率。 
LEVER ： 當期負債比率。 
LOSS ： 公司當期是否損失之虛擬變數，當期有損失者為 1，其餘為 0。 
GOV ： 政府機關持股之比率。 
SHAREA ： 上市 A 股流通股之比率。 

 QOPIN ： 若取得保留意見者為 1，其餘為 0。 
INITIAL ： 首次簽證者為 1，其餘為 0。 
EXCHA
N 

： 交易所之虛擬變數，上海交易所掛牌之公司為 1，其餘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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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變數間之相關係數 
 LNA ARINV LIQ LEVER LOSS OPIN INITIAL GOV SHAREA RAF LNRE BIG4 AFFI 

LNTA 1             
ARINV -0.15 1            

LIQ -0.15 0.01 1           
LEVER -0.01 0.27 -0.53 1          
LOSS -0.19 0.14 -0.15 0.30 1         
OPIN -0.17 0.13 -0.15 0.41 0.40 1        

INIIAL -0.02 0.03 -0.02 0.04 0.05 0.08 1       
GOV 0.18 -0.12 -0.02 -0.08 -0.06 -0.08 0.01 1      

SHAREA -0.00 0.02 -0.07 0.10 0.03 0.00 -0.02 -0.26 1     
RAF -0.10 0.02 0.01 0.02 0.04 0.02 -0.00 0.04 0.05 1    

LNRE 0.21 -0.04 0.01 -0.04 -0.05 -0.02 0.07 -0.04 -0.08 -0.47 1   
BIG4 0.20 -0.05 0.06 -0.08 -0.07 -0.04 -0.01 0.01 -0.16 -0.17 0.57 1  
AFFI 0.01 0.04 -0.04 0.03 0.02 0.00 0.06 -0.02 0.02 -0.06 0.07 -0.16 1 

註一：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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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回歸分析結果 

解釋變數 
預期

方向 
迴歸式(1) 迴歸式 (2) 迴歸式 (3) 迴歸式 (4) 迴歸式 (5) 迴歸式 (6)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Big 4 ＋ 0.344 0.001 a      0.370 0.001 a  0.203 0.001 a  0.339 0.001 a  
LNRE ＋   0.127 0.001 a      0.090 0.001 a    

RAF －     -0.003 0.001 a      -0003 0.001 a  
AFFI ＋       0.063 0.001 a  0.044 0.001 a  0.054 0.001 a  
LNTA ＋ 0.298 0.001 a  0.297 0.001 a  0.310 0.001 a  0.297 0.001 a  0.293 0.001 a  0.295 0.001 a  

ARINV ＋ 0.026 0.470 0.037 0.304 0.028 0.444 0.021 0.565 0.032 0.378 0.028 0.439 

LIQ － -0.022 0.001 a  -0.021 0.001 a  -0.018 0.002 a  -0.021 0.001 a  -0.022 0.001 a  -0.021 0.001 a  
LEVER ＋ 0.075 0.011 b  0.071 0.015 b  0.069 0.020 b  0.075 0.010 b  0.075 0.011 b  0.077 0.009 a  
LOSS ＋ 0.055 0.001 a  0.052 0.001 a  0.051 0.002 a  0.055 0.001 a  0.054 0.001 a  0.056 0.001 a  
OPIN ＋ 0.054 0.023 b  0.054 0.021 b  0.059 0.014 b  0.055 0.019 b  0.053 0.023 b  0.053 0.022 b

a  
INITIAL － -0.052 0.015 b  -0.074 0.001 a  -0.056 0.009 a  -0.057 0.007 a  -0.071 0.001 a  -0.059 0.005 a  

GOV － -0.129 0.001 a  -0.118 0.001 a  -0.138 0.001 a  -0.126 0.001 a  -0.115 0.001 a  -0.121 0.001 a  
SHAREA ＋ 0.103 0.028 b  0.115 0.014 b  0.019 0.683 0.107 0.021 b  0.137 0.003 a  0.106 0.023 b  
EXCHAN

G 

? 0.048 0.001 a  0.047 0.001 a  0.049 0.001 a  0.048 0.001 a  0.047 0.001 a  0.048 0.001 a  
2R  

N 

45.55% 

4402 

46.26% 44.71% 45.83% 46.73% 46.66% 
N 4,263 4,263 4,263 4,263 4,263 4,263 

註一： a , b , c  代表0.01%、0.05％、0.1 ％顯著水準。  
註二：由於版面限制，本表並未將30個地區別之虛擬變數以及3個年度別虛擬變數列入表中。 
註三：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為了加速瞭解大陸會計學術單位之研究現況、掌握最新之大陸會計議題、釐清管

理實務運作模式，由國科會大陸台商研究團隊的兩位成員，包含政治大學會計系吳

安妮教授與郭翠菱助理，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一日至八日，赴大陸北京大學參

加第二屆中國青年學者會計學術研討會暨 2009年中國管理會計專題學術研討會，

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北京大學參與研討會之過程包括： 

6/1：自台北出發直飛北京。 

6/2~6/4：私人行程安排。 

6/5：中午抵達北京大學，拜訪此次研討會的主辦老師王立彥教授與陳磊教授。 

6/6：參加第二屆中國青年學者會計學術研討會，與來自大陸各重點大學的新進

研究者進行學術交流。 

6/7：參加 2009年中國管理會計專題學術研討會，由吳安妮教授發表「Field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2年） 

出國人員

姓名 
郭翠菱 

服務機構

及職稱 

中原大學會計系講師兼台商及大

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助理 

出國時間 
98年 6月 1日至 

98年 6月 8日 
出國地點 北京大學 



Empirical Research in Managerial Accounting—My Experience」 之

專題報告，大會並邀請王立彥教授、蕭澤忠教授、Michael Firth教授、

Mahmoud Ezzamel教授等學者分享研究心得與投稿經驗。 

6/8：自北京返台。 

 

二、參訪心得： 

吾人發現大陸近年來在財務會計方面的訓練已經相當紮實，相關的實證研究在質

與量上均有不錯的表現。而有關管理會計方面的研究，則屬於剛起步萌芽之階段，

對於如何掌握企業的實務問題，並透過田野調查與個案研究等方式來整合研究議

題，建置學術資料庫，是當前極思突破之處。新興崛起的中國大陸是全世界關注的

焦點之一，相關的會計研究議題也值得深入挖掘。 

 

三、建議事項： 

北京大學的企圖心很強烈，每年都會邀請國際上和大陸地區的傑出會計學者舉辦

研討會，並讓年輕學者也有機會參與交流，為加速瞭解大陸會計學術單位之研究現

況，掌握最新之大陸會計議題，建議台灣學者有機會應持續進行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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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ype on Industr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events or the announcement of information on

operations not only affects a corporation’sstock prices, but also the returns of

competitor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high-tech indust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hoices of investment types influenc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s that result from the mandatory announcem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 show that when announceme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ccur,

stock prices react more strongly for firms investing in China if their investments are

focused on vertical industries as opposed to horizont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investors will give larger stock price reactions for firms investing in non-core

businesses as compared to core-related business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ms

could adopt a vertical industry (non-core business) FDI type to obtain lower factor

costs for export sales. Finally, we find that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generate

a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meaning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er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their home-market competitors.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agion effect hypothesis of FDI announcements.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Vertical industry investment, Core industry

investment,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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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Faced with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firms need to continue investing resources

in capacity expansion, equipment, and R&D activity to enhance growth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rnal growth, such as capital

investments, or external expansion, like joint ventures, firms attempt to improve

economy of scale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o make 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so

as to obt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enhance core competence, and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maximizing corporate valu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s one

strateg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use to strengthen their foothold on the global

market and as a means to survive on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market1.

FDI is a long-term investment activity that helps ensure future profitability of a

firm. It affects a firm’s economic resource allocation, market position, and corporate

value 2 . The GAAP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 stipulates that

anticipated FDI profits cannot be booked before they actually realize, but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FDI are reflected in stock prices before they are recogniz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hen investors are confident that the investment will boost future

profitability (Park and Pincus, 2003). Kerstein and Kim (1995) point out that an

announcement of capital investment reveals a firm’sinformation of future earnings

and helps investors evaluate its stock price. In addition, various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disclosure of FDI plans generates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effect. That is, the

1External investments by firms are divided into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invest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s).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investments refer to investments in a foreign financial
market through stocks, bonds, or altern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Generally, this type of investment
is aimed at higher stock returns and interest revenues. FDIs, on the other hand, indicate that a
corporation is to establish a subsidiary or branch (with operation rights and ownership) on a foreign
market to create or expand corporate profits.

2Different from other operational plans, FDI requires massive capital, which swiftly becomes sunk
costs once made. The results of an FDI profoundly impact a firm’s operations- a successful FDI
propels a firm’s growth, generates continuous profits, and boosts shareholder wealth; while a bad FDI 
decision results in higher operational costs and higher risks, negatively affecting future prof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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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s of an FDI significantly affect shareholder wealth. Doukas and Travlos

(1988)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effect between FDI announcements and shareholder

wealth. Chen et al. (1991) suggest that announcements by corporation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through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shareholder wealth, while Gupta et al. (1991) also explain that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by U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roduce the same result.

Woolridge and Snow (1990) argue that investment type is another variable that

affects share prices reactions when firms announce their capital investment. Chan et al.

(1995) indicate that share prices react positively when firms’ investments focus on

expansion or cost-down, but adversely when investments are to cut down capacity.

Pan and Chi (1999) suggest that when investing in the China market, companies enjoy

higher profit levels if they employ equity joint ventures in contrast to wholly

foreign-owned subsidiaries (enterprises) or non-equity joint ventures (also known as

cooperative agreements). Furthermore, Jones et al. (2004) indicate that share prices

react more strongly when firms invest in R&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market

expansions that boost growth opportunity instead of “exercise” types of investments,

such as plants, machines, and equipment.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evidenced that

investment types and FDI entry modes significantly affect a firm’s operating

performance. To our knowledg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whether the

choices of investment types affect share price reaction when Taiwanese companies

disclose their investment plans in China.

Does a company’s announcement of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plan generate a

spill-over effect on competitor share returns? Various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events or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on operations affects a

company’sstock returns (information content effect) as well as the stock performance

of competitors (referred to as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by research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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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contagion effect”and“competitive effect”hypotheses. The contagion effect suggests

that an FDI announcement by one company reveals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overall

industry. Therefore, investors are likely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hare prices of the announcer and its rivals in the same industry of home country. In

contrast, competitive effect implies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an FDI announcement

changes original competition situations and leads to wealth redistribution in the

industry. Therefore, a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by one firm

negatively affects other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of home country. Chen et al. (2007)

find that a firm’s capital expenditure announcement has a competitive effect on

competitors in the same industry and adversely affects their share prices. However,

very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the announcer’s home-market competitors. Are share prices of the announcing

company and its rivals positively related (e.g., the contagion effect) or adversely

associated (the competitive effect)? In addition, few studies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ntensity and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is influenced by the choices of

investment type of announcing company.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fields of accounting, economics, finance, and

management have confirmed that investment types and FDI entry modes significantly

affect a firm’s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value. However, very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se relevant factors of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FDIs and explored

how investment types affect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industr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of FDI announcements. As to the intra-industry effect (information transfer),

to our knowledge, our work is likely the first study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 firm’s

FDI announcement on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innov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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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in Taiwan has draw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reznitz, 2005). Taiwan is a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y with many indigenous firms becoming increasing

competitive in a growing range of high-tech industries. Companies like TSMC, Acer

and Hong Hai (Foxconn) have become major global high-tech firms competing

aggressively for market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gainst their more

established rivals from the USA, Europe, and Japan (Wong and Mathews, 2005).

Furthermore, Taiwan is world-renowned for the excellence of it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king it, by 2005,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produce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hardware. The combined global market share held by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exceeds 70% for several key products, including notebook PCs,

motherboards,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equipment,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roducts, and optical disk drive (ODD) products. Taiwanese corporations are

agile in operation and highly adaptive to the changing business and economic climate.

Such characteristics make them the favorite ODM/OEM partners of many brand name

corporations (OBM firms) in US, Europe, and Japan. The use of Taiwanese high-tech

corporation data in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add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relevant in diffe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s. Capital

markets in regions on the Pacific Rim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both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China and Taiwan (so-called Greater China) are

representative of two of the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in this region. They attract

substantial investments from US, UK, Japan, and other multinational firms. Therefore,

this study make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stockholder wealth and intra-industry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by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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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y Taiwanese corporations is introduced in Section 2. Section 3 presents the

literature survey and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Section 4 introduces a research design.

Section 5 explai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ection 6 provides concluding remarks.

2.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by Taiwanese corporations

The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of China have grown exponentially since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its“reform and opening-up”economic policy in 1978. In 2007,

China’s GDP and foreign trade reached US$3.4 trillion and US$2.174 trillion

respectively (both are still growing), making China pass Germany a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conomy. With its cheap labor, China has attracted many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as well as cost-drive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invest and establish

factories there. Thanks to its position as the largest manufacturing base in the world,

China has enjoy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t is no longer simply the“factory of the

world,”but also an attractive market. After it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200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ormed its tax and

regulation systems, presenting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foreign investors to enter the

China market.

3. Literature survey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theory, a piece of information is

considered to have “information content” if it influences recipients’ ideas and 

decisions. Ding and Sun (1997) find that the stock return responses to the

announceme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by Singaporean corporations ar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Kim (2003) investigates the wealth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by Korean firms and finds that the cross-border investments increase

shareholder wealth. Chen et al. (1991) believe that Chinese investment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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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render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hareholder

wealth of the investing firms. Gupta (1991) also points out that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s in China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US affect their shareholder

wealth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Pan and Chi (1999) suggest that when investing in

China, companies enjoy higher profit levels if they operate o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s

opposed to 100% foreign owned subsidiaries or cooperative operations.

With regards to various investment types, related studies of domestic capital

investments find that share prices on the capital market react most to R&D

investments, followed by joint ventures, product/market diversification, and capital

expenditures (Woolridge and Snow, 1990). Furthermore, Jones et al. (2004) point out

that share prices react stronger for firms investing in R&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market expansion that boost growth opportunity as compared to “exercise” types

of investments such as plants, machines, and equipment.

There are two most commonly purposes for firms to purse FDI advantages; one

is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 other is cost reduction (He and Long, 2003).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arket-expansionary FDI is defined as an“internationalization”strategy

by which firms tap into foreign markets to expand sales and local market. Firms

usually adopt a horizontal FDI type to seek host market shares (Chen and Ku, 2000;

Hakkala et al., 2008). The cost-reducing FDI is defined as a “defensive”strategy by

which firms could fight the uncontrollable operating cost increase in their home base.

Firms often use a vertical FDI type to access lower factor costs for export sales

(Braconier et al., 2005; Hakkala et al., 2008).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U.S., and Japan supply 90% of global FDI and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FDI recipient in the world, most FDI into China came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Zhang, 2005). Zhang (2005) find that FDI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 primarily motivated by low labor costs while FDI from the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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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U.S., and Japan was market-oriente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expensive labor

force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we infer that Taiwanese corporations could obtain

larger FDI benefits through vertical industrial investment. We hence formulate

hypothesis 1.

Doukas and Lang (2003) examine whether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is more

profitable for U.S. firms that expand their core business than non-core business, and

find that non-core-related FDI i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announcement effects,

whereas core-related FDI i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short-term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expensive labor force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we infer that

Taiwanese corporations could obtain larger FDI benefits through 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 We hence formulate hypothesis 2.

H1: When a Taiwanese high-tech firm announces investment in China (FDI), the

capital market reacts more strongly to share prices to vertical industry

investments than horizontal industry investments.

H2: When a Taiwanese high-tech firm announces investment in China (FDI), the

stock market reacts more strongly to 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s than to

core business investments.

For a firm,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events or the disclosure of operations

information not only affects its stock price but also the rivals’ share performance.

Researchers refer to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abnormal share price returns

of the announcer and its competitors as the “contagion effect” and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a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Lang and Stulz (1992) find tha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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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s of bankruptcy, the contagion effect generally dominate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That is to say, share prices of competitors react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at of the announcing firm. Zantout and Tsetsekos (1994) indicate that a

firm’s voluntary announcement of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adversely affects the

abnormal return on the rivals’ share prices, signaling a competitive effect. Erwin and

Miller (1998) suggest that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a treasury stock buyback results

in a competitive effect, while Akhigbe and Martin (2000) point out that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overseas M&A plan leads to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abnormal return on competitors’ share prices. In addition, researchers find that the

competitive effect dominates in both cases over announcements of new products

launches (Chen et al., 2005) and the disclosure of capital expenditure by US

corporations (Chen et al., 2007).

When a firm announces a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plan, how do stock prices of

home-market rivals react? Do they react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ose of the

announcing firm? Or do competitors’ share prices move counter to the announcer’s 

share prices? Previous studies confirm that a firm’s announcements of major event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mpetitors’ share prices, but consensus as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influence has yet to be reached. This study infers that a firm’s FDI 

announcement pos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abnormal return of home-market

rivals’ share prices. We hence formulate hypothesis 3.

H3a: When a Taiwanese high-tech firm announces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contagion effect dominate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FDI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H3b: When a Taiwanese high-tech firm announces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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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effect dominates the contagion effect.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FDI has a significantly adverse effect on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4. Research design

4.1 Research period and sample selection criteria

This research covered the period from 2001 to 2007 and examined the

electronics companies in Taiwan (listed on the TAIEX or OTC board) that disclosed

their investment plans in China in the said period. We collected our sample and

searched for related announcements on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MOPS),

using key-words and combinations such as “investment in the Mainland”, “investment 

in China”,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so on in the “announcement”page of the

system.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firms’ accounting, financial, and stock prices was

gathered from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The data period of our variables (such

as company size) extends from 2000 to 2006 since we have to use the beginn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at the year of announcement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In addition, we eliminate companies that announced other

major events three days prior to or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investment in China,

so as to prevent potential effect from these events. Firms with incomplete data were

also excluded from our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riteria, we collected 98 companies and 208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plans in China, with 11 announcements in 2001, and 70, 36, 31, 23, 22,

and 15 announcements in 2002 to 2007 respectively.

4.2 Definitions of event date of China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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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Law article 36 stipulates that within two days from

the date of occurrence of major events that have a material impact on shareholders’

equity or securities prices (ex. investments in China), companies shall publicly

announce and register with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general,a company’s decision 

and announcement pertaining to investments in China follow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Fir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cides on the date of investment plan (not yet approved

by the Investment Commission at this point). Then the company files an application

and obtains approval from the Investment Committee. After the approval, the

company can use the un-finished quota within the investment capital to invest in

China. Based on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we assume that after a firm

announces the approval of its investment plan in China on MOPS, investors can

immediately obtain the information and affect the share price reactions. As such, we

define the event date as the date when companies announce the approval of their

investment plans by the Investment Committee. However, after examining the

announcing dates of the sample firms, we found that over 50% of the companies

disclosed their investment plans after the stock market closed. For these companies,

the “event date” was the next trading date of their announcements.

4.3 Categorization of the sample firm industries

When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a company’s FDI announcement on rivals’ stock

prices, a proper categorization of the sample firms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the research. Therefore, we categorize the sample firms based on TEJ’s 

second industry categorization criteria (3-digit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

and divide the companies into eleven subsectors; those sub-industries are PC system,

motherboards, optronics, electronic components,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equipment,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 equipment,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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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channel, consumer electronic, and software service provider (e.g.,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SP).3

4.4 Investment types of announcing firms

In this study, we define investment types based on a company’s investing

products (core-business/non-core business) as well as the investing industry (whether

it’s at the same value chain position as the mother company) in China. Based on the

criteria, we found that 121 firms in our sample belong to the core-business investment

type while the rest 84 firms invest in non-core businesses. With respect to the

investing industry, a firm’s investment is regarded as horizontal FDI if it belongs to

the same value chain as the mother company; otherwise,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

vertical FDI. In our sample, 162 companies have horizontal type of investments while

the rest 43 belong to the vertical FDI type.

4.5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models

4.5.1 Information content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We briefly describe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event study methodology and how to

estimate the abnormal returns (see Brown and Warner, 1985, for details). Various

models have been proposed to estimate abnormal returns. We adopt the market model

to estimate the daily stock returns of FDI announcements because the model is the

best specified model and controls for the systematic risk of stock.

itmtiiit RR   (1)

where t is the serial number of trading day, },...,179,180{ kt  . },...,0,...,{ klt 

3We also categorize the sample firms based on the quotation list of electronic industries provided by
yahoo website (http://tw.stock.yahoo.com/) and divide the firms into 31 sub-indus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EJ industry categ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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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vent period, 0t is the announcement day of China investment, and
}1,...,179,180{  lt is estimation period.4 itR is the rate of return on the stock

price of firm i on day t. mtR is the rate of return on a market portfolio of stocks on day
t. i is the systematic risk of stock i. itis error term.

From estimation of equation (1), we derive estimates of daily abnormal returns

(AR) for the i firm using equation (2).

mtiiitititit RRRRAR  ˆˆˆ  (2)

where î and î are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parameter estimates obtained
from the regression of itR on mtR over an estimation period preceding the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 }1,...,179,180{  lt ). The abnormal returns ( itAR )
represent returns earned by the firm after the investors have adjusted for the“normal”
return process. That is, itAR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return of firm i on
day t ( itR ) and the expected return ( itR̂ ). Averaging the abnormal returns across the
sample firms on any day t, the daily mean abnormal return ( tAR ) can be expressed as
equation (3).

n

AR
AR

n

i
it

t


 1 (3)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sample observations on day t.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over a given event period ( },...,0,...,{ klt  ), is the sum of the daily

mean abnormal returns and is expressed as equation (4).





k

lt

iti ARklCAR ),( (4)

We use t statistic obtained from standardized residual method to make statistical

infer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allows us to

infer that the event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has an essential impact on the

value of the firms.

4 We also employ different estimation periods, }1,...,210{  lt , }20,...,180{ t and
}20,...,210{ t , to rerun empirical analysis. We obtain the simila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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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We refer some related researches, for example Lang and Stulz (1992), Erwin and

Miller (1998), Akhigbe and Martin (2000), Chen et al. (2005), and Chen et al. (2007),

to build the empirical model:

ti
t

tititititi

tijtijtjtjtjti

tjttimeCfcCrdiClevCpbCs

HIRApbAmsklAcarklCcar

,

06

01
1,101,91,81,71,6

1,51,41,31,2,10,

,

),(),(





 











(5)

where ),(, klCcar ti  represent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 i in the event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window ( l , k ).

),(, klAcar tj  is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ing firm

j in the event window ( l , k ). 1, tjAms is the market share of announcing firm j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jApb is growth opportunity of announcing

firm j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jR represents announcing firm j

degree of relatedness to the industry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jHI is the degre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1, tiCs is the relative size of

home-market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pb is the growth

opportunity of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lev is the

financial leverage of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rdi is

the R&D intensity of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fc is

the free cash flow of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tjtime ,

represents the year that firm j announce to invest in China. it is a disturbance term.

The extent of the announcement effects of FDIs on home-market rivals is

affect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announcement is expected (Chaney et al., 1991). If

an announcement of event is “big news,”there should be a larger effect on the

announcer and a larger intra-industry effect on the rivals (e.g., Hertzel, 1991).

Therefore, conditioning on the wealth effect on the announcing firms is important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of the wealth effect on the rivals

(e.g., Eckbo, 1983; Chen et al., 2005). We us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1 to ex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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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to home-market

rival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the announcing firms

and those of the home-market rivals ( 1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uggests that, on

average, the contagion intra-industry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 dominate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suggests that, on average, the competitive

intra-industry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 dominates the contagion effect.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confer on the potentially relevant variables that

could explain the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of the wealth impact of FDI on

home-market industry rivals.

（1）Dependent variabl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 ),(, klCcar ti  )

This paper uses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rate of event window ),( kl ( l

days before and k days after the date of announcement) to proxy stock price

reactions for the home-market rival firms to the announcement of investment in China.

We use different event windows, for example (-5, 5), to imple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o avoid the confounding effects of windows.

（2）Independent variable

A.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of announcing firms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ing firms ( ),(, klAcar tj  )

This paper uses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rate of event window ),( kl to

proxy stock price reactions for the announcing firms to the announcement of

investment in China.

Market shares of announcing firms ( 1, tj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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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divides the announcing firm’s one-year net sales before the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by the whole industry’s one-year net sales at the same

period to proxy the market share of the announcing firm. Hertzel (1991) indicates that

companies of smaller market share are less representative since the market they serve

is relatively smaller. Companies occupying larger market shar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garded as the industry leaders. Therefore, the intra-industry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is expected to be less obvious when the announcing firm has smaller

market shares.

Growth opportunity of announcing firms ( 1, tjApb )

We use the ratio of market value to book valueof the announcing firm’s equity in

the fiscal year before FDI announcement to proxy the company’s growth potential. 

Chung et al. (1998) believe that the higher growth potential the announcing firm

possesse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attract investors’ attention and stronger share price 

reactions when announcing major investment activities. Chen et al. (2007) suggest

that firms with higher growth opportunity could establis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capital investments. Compared to domestic capital investments, however,

FDIs by firms with high growth opportun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leave behind positive

NPV projects for home-market competitors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s eased).

Therefore, the intra-industry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is expected to be more

favorable when the announcing firm has higher growth opportunities.

5. Empirical results analysis

5.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able 1 presen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able 5. From Table 1,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China investment



17

announcers in all event windows (e.g., )0,1(Acar ) are positive, implying that

investors regard FDI announcements as optimistic signals of a company’s future 

profitability. In addition,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s

in all event windows (e.g., )0,1(Ccar ) are also positive, but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announcing firms. In addition, the mean values of growth opportunity of announcing

firms and home-market rivals are 2.628 and 2.028,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relative

size of home-market rivals, on average, is smaller than the announcing firms.

According to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ome independent variabl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chieve the significant level of 1%. We further compute the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values of all variables in tables 5-7, and find the VIF

values are below 10.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irical models used do not have

strong multicollinearity.

Table 1

5.2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nformation content effect analysis

5.2.1 Effect on shareholder wealth

Table 2 shows that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rs and home-market rivals. From Panel A, the mean abnormal returns

(referred to hereafter as AR) of all announcing firms on the date of FDI announcement

(event day t=0; hereafter date 0) during five days event window (day -2 to day +2; (-2,

2)) is 0.0603%.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referred to hereafter as CAR)

of all announcers on date 0, the next day, and the day after are 0.2364%, 0.3303%, and

0.3039%, respectively, achieving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evel of 10%. Panel B

shows that, on average, the CARs of the announcing firms during all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vestors view the mand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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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a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dicating a firm’s future profitability.Therefore, China

investment (FDI) announcements by firms convey information content;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and the

stockholder wealth.

In order to gain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how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plans for investment in China affects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s, we

calculate rivals’ CARs during all event windows of FDI announcements. Table 2 shows

that the rivals’ CARs during all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in all event window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home-market rivals. There exist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ing firms and home-market rivals, suggesting that investors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 firm’s announcement of plans for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believe

that the FDI information reflects a positive outlook of the overall industry.

Table 2

5.2.2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ypes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ing firms

of China investment

Table 3 shows the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n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ers and home-market rivals betwee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ustry investment type. According to Panel A, the AR of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on date 0 with event window (-2, 2) is 0.2679% (significant at 10%),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0.0107% of firms employing horizontal FDIs. In addition, the

CAR of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on date 0 is 0.4419% (significant at 15%) and is

higher than the 0.1848% of those employing horizontal FDIs. Panel B show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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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 of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in different event window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mpanies employing horizontal FDIs. Therefore, hypothesis 1 is supported.

We suggest that investing in vertical industry in a host country market could amplify

investor concern for seeking lower production costs, and therefore, stock market

reaction would be more excessive for corporations investing in vertical industry

overseas.

Table 4 shows the effect of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core business/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 in China on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itself and its

rivals. From Panel A, the AR of firms investing in non-core business activities on date

0 with event window (-2, 2) is 0.0755%,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0.0571% of firms

investing in core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he CAR of firms employing non-core

business FDIs on date 0 stands at 0.3308% (significant at 10%),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0.1748% of those employing core business FDIs. On the other hand, Panel B

shows that the CARs of firms investing in non-core business activities in all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higher than those of firms investing in core

businesses. Hypothesis 2 is hence supported. We suggest that investing in core

businesses in a host country market could heighten domestic investor concern for an

exodus of main business activity from the home market, and therefore, stock market

reaction would be more moderate for corporations investing in core businesses

overseas.

Tables 3 and 4

5.3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analysis

In this section, we use a multivariate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to capture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distinguishable characteristics that influence the intra-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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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Table 5 shows how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investment plans in China affects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Empirical model used in Table 5 includes

the announcing firm’s characteristic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rival firms’

characteristic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From Table 5,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of

China investment,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and their home rival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In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event windows (-1, 0), (-2, 2), (-5, 5),

and (-10, 10),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from the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e., 1) are 0.1111, 0.1309, 0.1226, and 0.1286, respectively, all

reaching the significant level of 1%. The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our earlier result that

for the sample as a whole, the contagion effect dominate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Therefore, the contagion effect hypothesis of FDI announcements (Hypothesis 3a) is

confirm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contagion effect on home-market industry

rivals is larger when the announcement effect on the China investment firm is more

favorable. This result supports the idea that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are more pronounced when the stock price of the announcing firm is

affected to a greater degree.

We find that home-market rivals’stock price response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announcing firm’s growth opportunities. We also find that

when the investing firm faces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it renders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home-marketcompetitors’ abnormal returns.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firms

with high growth opportunities choose to make FDIs could reduce the degre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in home market.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industry

rivals’stock response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ial leverage. Rival firms with better growth opportunity

usually have more growth options. If any firm in the industry announces the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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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investment plan ahead of others, however, its home-market rivals will

experience impairing growth options and negative effect on the future profi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rival firms with higher financial leverage are likely to hold less

worthwhile investments and have limited ability to respond to competitive challenges

in the industry than rivals with lower financial leverage. Therefore, the valuation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home-market rivals is less favorable for those with

higher growth options and higher financial leverage.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the

cross-sectional differences resulting from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rivals after the FDI

announcements are affected by the announcement year. Finally, we find that industry

rivals’stock price responses are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rivals’relative size

and R&D intensit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se factors are relatively trivial in

assessing the valuation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home-market rivals.

Table 5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investment types affect information transfer when

firms announce capital investments in China, we further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investment types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Table 6

shows that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investing in the vertical industry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home-market rivals. For a shorter event

window such as (-1, 0), the announcing firm presen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s. However, for larger event windows, such

as (-5, 5), industrial transfer effect becomes weak and insignificant. On the other hand,

for firms adopting horizontal industry FDIs,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Our results support again the contagion effect hypothesis of FDI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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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we find that home-market rivals’stock price

response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announcing firm’s market shares

and the rivals’relative size. We suggest that investors regard the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as having an intention to seek overseas factories and pursue lower factor costs.

Therefore, the valuation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home-market rivals is less

favorable when the announcers’domestic market shares are higher and the rivals’

relative sizes are larger. On the contrary, for firms adopting horizontal FDIs, we find

that home-market rivals’stock price response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announcing firm’s market shares. We suggest that investors regard the firms adopting

horizontal FDIs as having an intention to seek overseas markets and pursue higher

foreign sales. Therefore, the valuation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home-market

rivals is more favorable when the announcers’domestic market shares are higher.

Table 7 shows the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between core and 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s.

From table 7,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investing in the non-core business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home-market

rivals. On the other hand, we find that the CARs of core business FDIs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ar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ose of home-market competitors.

On average,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core-related FDI announcement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non-core business FDI. That is to say, the contagion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non-core business FDI when a firm announces plans for investment

in China. Our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s

is affected by the announcing firm’s investment types and strategies.

Tables 6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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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nclusion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high-tech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d whether the

choices of investment types affect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s that result from the mandatory announcement of China investment. The use of

Taiwan data in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add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relevant in diffe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s. Capital markets

in regions on the Pacific Rim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both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China and Taiwan (so-called Greater China) are

representative of two of the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in this region. They attract

substantial investments from US, UK, Japan, and other multinational firms. Therefore,

this study make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stockholder wealth and intra-industry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by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

We found that when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occur, stock prices

react more strongly for firms investing in China if their investment types are focused

on vertical industries as opposed to horizont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we found

investors will give larger stock price reactions for firms investing in non-core

businesses as compared to core business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ms could adopt

a vertical industry (non-core business) FDI type to access lower labor costs for export

sales.

In addition, the contagion effect predicts that home-market rivals should

experience a positive valuation effect, wherea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predicts that

they should experience a negative effect. We showed that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generate a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meaning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er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their home-market rival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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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agion effect hypothesis of FDI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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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ariable Mean Std. Dev. Max. Min. Variable Mean Std. Dev. Max. Min.

)0,1(Ccar 0.074 1.51 13.37 -10.01 )2,2(Ccar 0.137 2.41 26.18 -10.30

)5,5(Ccar 0.050 3.67 38.36 -23.04 )10,10(Ccar 0.194 5.36 51.83 -41.65

)0,1(Acar 0.030 1.48 9.63 -2.34 )2,2(Acar 0.301 2.22 12.82 -3.28

)5,5(Acar 0.570 3.66 17.37 -7.73 )10,10(Acar 0.538 5.52 28.28 -10.11

1, tjAms 1.678 3.15 18.55 0.03 1, tjApb 2.628 2.02 12.11 0.34

1, tijR -0.012 0.02 1.6E-16 -0.27 1, tijHI 0.139 0.12 0.37 0.04

1, tiCs 0.999 0.11 1.53 0.69 1, tiCpb 2.028 1.60 20.30 0.20

1, tiClev 38.950 14.73 101.58 4.18 1, tiCrdi 3.610 4.74 80.25 0

1, tiCfc -0.658 5.49 27.49 -82.44 01time 0.022 0.15 1 0

02time 0.226 0.42 1 0 03time 0.136 0.34 1 0

04time 0.131 0.34 1 0 05time 0.144 0.35 1 0

06time 0.198 0.40 1 0 07time 0.142 0.35 1 0

Note: 1. ),(, klCcar ti  represent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i in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event window ( l , k ) (unit: %) . ),(, klAcar tj  is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ing firm j in the event window ( l , k ) (unit: %). 1, tjAms is the

market share of announcing firm j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t-1) (unit: %).

1, tjApb is the growth opportunity of announcing firm. 1, tijR represents the announcing firm j degree

of relatedness to the industry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jHI is the degre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1, tiCs is the relative size of home-market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pb is the growth opportunity of rivals. 1, tiClev is the financial leverage of

rivals (unit: %). 1, tiCrdi is the R&D intensity of rivals (unit: %). 1, tiCfc is the free cash flow of

rivals (unit: %). tjtime , represents the year that firm j announce to invest in China. 2. The above table

show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the analysis of table 5, and the numbers of observations are

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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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betwee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dustry investments

Model:
titjttitititi

titijtijtjtjtjti

t

timeCfcCrdiClevCpb

CsHIRApbAmsklAcarklCcar

,,1,101,91,81,7

1,61,51,41,31,2,10,

06

01

),(),(
















Horizontal FDI
N=8754

Vertical FDI
N=2078

Den. Var.

Ind. Var.

Exp.
Signs

)0,1(, tiCcar )5,5(, tiCcar )0,1(, tiCcar )5,5(, tiCcar
Intercept -0.0083

(-0.043)
-0.3994
(-0.832)

1.5974***
(3.586)

1.5322
(1.606)

tjAcar , ? 0.0906***
(8.698)

0.1250***
(11.222)

0.1893***
(3.309)

0.0275
(0.821)

1, tjAms － 0.0163**
(2.122)

0.0590***
(3.033)

-0.0633***
(-6.537)

-0.1309***
(-5.739)

1, tjApb + 0.0292***
(3.517)

0.0113
(0.518)

-0.0048
(-0.236)

0.1599***
(3.866)

1, tijR ＋ 0.8460
(1.065)

-0.8039
(-0.471)

7.0590***
(2.675)

33.3926***
(5.339)

1, tijHI － -0.5205***
(-2.793)

-1.3900***
(-3.097)

0.1517
(0.240)

5.8984***
(4.295)

1, tiCs ＋ 0.2266
(1.296)

0.2524
(0.606)

-1.2359***
(-3.348)

-2.4483***
(-2.901)

1, tiCpb － -0.0101
(-1.046)

-0.0604**
(-2.473)

0.0058
(0.264)

-0.0942*
(-1.721)

1, tiClev － -0.0015
(-1.273)

-0.0070**
(-2.382)

-0.0053**
(-2.095)

0.0027
(0.483)

1, tiCrdi ＋ -0.0038
(-1.182)

0.0002
(0.018)

0.0016
(0.162)

0.0247
(0.947)

1, tiCfc ? 0.0036
(1.110)

0.0002
(0.026)

0.0088
(1.386)

0.0272*
(1.934)

Adjusted R2

F Statistic
D-W Statistic

1.66%
10.23***
1.84

3.47%
20.67***
1.75

4.99%
7.82***
1.74

7.63%
11.75***
2.01

Note: 1.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t-values based on the revision of White (1980). Asterisks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levels of 1% (***), 5% (***), or 10% (*) in a two-tail test. N is the sample size. The
results of three days event window ( )1,1(t )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wo days window. The results of
twenty-one days window ( )10,10(t )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eleven days window. 2. We use VIF
values to measure multicollinearity among independent variables. All VIF values of independence
variables are below 10, which show that the models used do not have strong multicolline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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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between core and 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s

Model:
titjttitititi

titijtijtjtjtjti

t

timeCfcCrdiClevCpb

CsHIRApbAmsklAcarklCcar

,,1,101,91,81,7

1,61,51,41,31,2,10,

06

01

),(),(
















Core FDI
N=6780

Non-core FDI
N=4052

Den. Var.

Ind. Var.

Exp.
Signs

)0,1(, tiCcar )5,5(, tiCcar )0,1(, tiCcar )5,5(, tiCcar
Intercept -0.2040

(-0.875)
-0.8192
(-1.466)

0.9919***
(3.392)

1.4082**
(2.089)

tjAcar , ? 0.0841***
(6.798)

0.0797***
(4.447)

0.1445***
(6.442)

0.1275***
(9.183)

1, tjAms － 0.0057
(0.664)

0.0525**
(2.496)

-0.0287***
(-3.632)

-0.0688***
(-3.475)

1, tjApb + 0.0531***
(4.492)

0.0416
(1.440)

0.0003
(0.025)

0.0946***
(3.563)

1, tijR ＋ 0.9223
(1.087)

0.6065
(0.326)

2.6867
(1.504)

8.6499**
(2.187)

1, tijHI － -0.7323***
(-3.257)

-0.9074*
(-1.757)

0.0705
(0.233)

-0.0098
(-0.013)

1, tiCs ＋ 0.3875*
(1.875)

0.3200
(0.664)

-0.7363***
(-3.024)

-1.2423**
(-2.123)

1, tiCpb － -0.0075
(-0.691)

-0.0502*
(-1.781)

-0.0075
(-0.488)

-0.1011***
(-2.704)

1, tiClev － -0.0015
(-1.028)

-0.0067**
(-1.997)

-0.0035**
(-2.094)

-0.0025
(-0.599)

1, tiCrdi ＋ -0.0032
(-0.898)

-0.0035
(-0.302)

-0.0017
(-0.252)

0.0234
(1.254)

1, tiCfc ? 0.0009
(0.246)

-0.0064
(-0.753)

0.0111*
(2.549)

0.0261**
(2.421)

Adjusted R2

F Statistic
D-W Statistic

1.51%
7.48***
1.76

2.19%
10.49***
1.70

3.32%
9.68***
1.91

5.38%
15.40***
1.97

Note: 1.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t-values based on the revision of White (1980). Asterisks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levels of 1% (***), 5% (***), or 10% (*) in a two-tail test. N is the sample size. The
results of three days window ( )1,1(t )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wo days window. The results of
twenty-one days window ( )10,10(t )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eleven days window. 2. We use VIF
values to measure multicollinearity among independent variables. All VIF values of independence
variables are below 10, which show that the models used do not have strong multicolline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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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 參加會議經過 

11/15 (週日)  下午抵武漢湖北經濟學院  

        11/16 (週一)  武漢湖北經濟學院研討會  

        11/21 (週六)  廈門大學術研討會  

        11/22 (週日)  中午 11:25 搭機返臺北 

(一) 湖北經濟學院 2009“海峽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會(李長愛會計學院院長) 

湖北經濟學院是 2002 年 9 月由湖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武漢金融高等專科學校、湖北省計畫

管理幹部學院合併組建的一所省屬普通本科院校。學校位於九省通衢的湖北省省會武漢市，坐落在

風景秀麗的湯遜湖畔，占地面積 1740 畝，校舍建築面積 62 萬平方米，普通本專科在校學生 16000
人。美麗的校園帶碧水，襟遠山，風清氣爽，林木蔥蘢，環境怡人，是讀書治學的理想場所。 
  學校現設經濟學系、國際貿易學院、金融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學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陸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

姓名 
汪瑞芝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

系教授 

會議時間 

98 年 11 月 16 日 
及 
98 年 11 月 21 日 

會議地點 
中國武漢及廈門 

會議名稱 

武漢湖北經濟學院： 2009“海峽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廈門大學：首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稅制對於企業資本投資之影響 

(英文) The Impacts of Income Tax System on Capital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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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旅遊與酒店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院、法學系、社會科學系、藝術學院、新聞傳播學系、外國

語學院、統計與應用數學系、電腦學院、電子工程系、體育系、管理技術學院等 11 院 7 系共 18 個

教學單位；開辦了 36 個本科專業、16 個專科專業，已經形成了以經濟學、管理學為主幹，法學、

文學、工學、理學、教育學協調發展的學科專業體系。現有 1 個省級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3 個省級重點學科立項建設點，3 個"楚天學者計畫"特聘教授設崗學科，4 個立項建設碩士點學科，

1 個教育部特色專業建設點、4 個省級品牌專業建設點；設有湖北學位與學科建設研究中心、湖北

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研究中心、湖北教育經濟研究所、湖北典當研究所、工程管理研究與培訓基地、

鄂菜烹飪研究所等 30 個教研、科研機構；另設有國際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舉辦了獨立學院

--湖北經濟學院法商學院。 
  學校擁有一支結構合理、事業心強、充滿活力、水準較高的師資隊伍。現有專任教師 703 人，

其中："楚天學者計畫"特聘教授 1 個、國家級學科帶頭人 2 人、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和省政府津貼

的專家 5 人、省部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4 人、湖北省跨世紀學科帶頭人和學術骨幹 3 人，博

士生導師 8 人、碩士生導師 31 人，教授 57 人、副教授 204 人。一大批中青年學科帶頭人活躍在教

學科研第一線，並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領域嶄露頭角。 

學校重視發展對外交流與合作。與英、美、法、日、澳大利亞、挪威、丹麥等 20 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 30 所知名高校建立了校際合作關係，開展師資培訓、師生交流、科研合作和互訪。學校每

年選派 10 多名教師到國外知名高校做訪問學者、課程進修、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攻讀碩士或博士

學位。目前，我校與法國克萊姆費朗第一大學開辦了中法校際交流班，與法國波爾多酒店學院開展

了"1+8"師生對等交流專案，與法國格列諾波爾第二大學合作設立了孔子學院。 

學校始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走

內涵發展道路，謹記"厚德博學、經世濟民"校訓，以"品質立校、特色興校、科技強校、改革活校、

從嚴治校"為方略，致力於培養"有思想有能力、實踐實用實幹"的"兩有三實"人才，不斷提升綜合辦

學實力，努力將學校建設成為學科結構合理、規模穩定、基礎牢固、人才培養特色鮮明、在國內國

際有一定影響的教學型大學。 

會計學院是該校辦學歷史悠久、開辦本科專業最早的學院。會計學科始於 1907 年張之洞先生

開辦的湖北商業中學堂，已歷經百年，在一代代會計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國家

特別是為湖北省的商業系統和金融系統培養了大批優秀會計人才，具有較好的社會聲譽。1987 年

開始開辦全日制會計學專科專業，1993 年開辦會計學本科專業，2006 年會計學科被評定為省級重

點學科和碩士點重點立項建設學科。 

會計學院設有會計系、財務管理系和審計系，下設基礎會計、企業會計、電算會計、審計學、

管理會計、會計學雙語、財務管理、成本會計等八個課程組。現有會計學、會計學（註冊會計師專

門化方向）、財務管理學和審計學四個專業（方向），其中會計學專業是省級品牌專業。 

會計學院現有專任教師 64 人，其中碩士生導師 4 人，教授 7 人，副教授 29 人，省部級和校級

學科帶頭人與學術骨幹 13 人，全國優秀教師 1 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教師共 54 人；45 歲以下

的教師占 90%。學院師資的年齡結構日益合理，學位層次和素質逐步提高，職稱結構符合梯隊建設

的特點，學緣結構日趨改善，已形成一支充滿生機和活力教研隊伍。我院現有在校本科生 1600 人。 

http://kjxy.hbue.edu.cn/structure/sy/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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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學院堅持以學科建設為龍頭，以本科人才培養為重點，持續和全面地推進教學改革，

提高人才培養品質。近三年來在教學科研方面取得以下主要成績：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1 項、

中國博士後基金項目 1 項、省部級及教育廳研究課題 30 項，獲得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勵 3 項；

在《會計研究》、《審計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公開發表學術論文 500 餘篇，出版學術專

著 5 部；教師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會 100 餘人次，與臺灣淡江大學、臺北大學會計系建立了良好的

學術交流關係；學院現有 1 門省級精品課程，8 門校級精品和優質課程；有 22 名學生榮獲省部級

以上競賽獎勵，以我院學生為主組成的代表隊，在“用友杯”第二屆全國大學生 ERP 企業經營沙盤

模擬對抗賽中獲湖北省亞軍、全國總決賽團體一等獎。 

2009“海峽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議程 

大會主題 金融危機背景下的會計與管理問題研究 

時間 2009 年 11 月 16 日 

主辦單位 湖北經濟學院 

承辦單位 湖北經濟學院會計學院、湖北經濟學院現代會計發展研究中心 

時

段 
時間 地點 會議內容 發言人 題目 主持人 

上

午 

07：30-08：30 

梁園

會所 

參會代表簽到、入場 

09：00-09：40 開幕式 

湖北經濟學院黨委書

記周元武教授致辭 
 

湖北經濟學院

副校長 

張奮勤教授 臺灣代表團團長致辭  

9：40-10：00 與會代表合影、茶歇 

10：00-10：50 

主題演講 

臺灣政治大學鄭丁旺

校長 
IFRS 的特色及其對企業的影

響 
湖北經濟學院

會計學院院長

李長愛教授 10：50-11：40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郭

道揚教授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一體化

控制 

——當今會計學與財務學研

究的前沿問題 
中

午 
12：0-14：00 午餐、休息 

下

午 

14：00-17：00  分組研討，各小組開會時間地點見後頁 

17：00-17：30  閉幕式 

小組總結 各分會場主持人 湖北經濟學院

會計學院分黨

委書記劉尚林

教授 
大會總結 李長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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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廈門大學學術研討會(桑士俊會計系主任) 

首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 

會 議 日 程 表 

2009 年 11 月 20-22 日 

日期 時間 內    容 主持人 地點 

20 日 
8:30-22:00 報到  

廈門希爾福

酒店 

18:00-19:00 晚餐  逸夫樓餐廳 

21 日 

8:30-9:15 

一、開幕式 

廈門大學李建發副校長致辭 

臺灣政治大學前校長鄭丁旺教授致辭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沈藝峰教授致辭 

桑士俊 
嘉庚主樓

220 室 

9:15-9:45 二、照相、茶歇 嘉庚主樓前 

 三、大會主題學術報告 

陳漢文 
嘉庚主樓

220 室 

9:45-10:30 
葛家澍教授 

廈門大學 
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計量 

10:30-11:15 
鄭丁旺教授 

臺灣政治大學 

IFRS的特色及其對企業的影

響 

11:15-12:00 

黃世忠教授 

廈門國家會計學

院 

後危機時代公允價值會計的

改革與重塑 

12:00-13:00 午宴 逸夫樓一樓 

13:30-16:20 

四、分組報告與討論 

（每人報告 20分鐘，評論 10分鐘） 

 

 

小組主持

人 

嘉庚二號樓

五樓 

（詳見下

表） 16:20-16:30 茶歇 

16:30-18:00 五、海峽兩岸會計學術論壇 
陳漢文 

曲曉輝 

黃世忠 

 

嘉庚主樓

501 室 

18:30-21:30 晚宴 海悅山莊 

22 日 10:30-11:30 六、座談 國家會計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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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30 午餐 國家會計學

院 
分組報告與討論（每人報告 20分鐘，評論 10分鐘） 

2009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4:30               

地點 

 

Venue 

論文題目、報告人及評論人 

Topics, Presenters & Discussants 

主持人 

 

Chair 

二號樓 502

室 

Rm.502 

Jiageng 

Building 2 

公司治理與生產力對高階主管薪酬之影響─—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之應用 

報告人：邱垂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評論人：簡金成 (南台科技大學) 

劉志遠 

國有控制上市公司管理當局貨幣薪酬激勵——基於最終控制人與管理當局權力

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 

報告人：王麗華(中國農業銀行) 

評論人：肖虹(廈門大學) 

企業資本性支出與股權結構 

報告人：肖虹(廈門大學) 

評論人：王麗華(中國農業銀行) 

Discretional Accruals and Security Mispricing: The Utilization of 

Fundamental Analysis in Developing Trading Strategies 

報告人：簡金成(南台科技大學) 

評論人：邱垂昌（臺灣彰化師範大學） 唐建新 

中國金融發展、金融結構與上市公司資本結構關係實證研究 

報告人：黃炳藝(廈門大學) 

評論人：汪瑞芝（臺灣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庚二號樓

513 室 

Rm.513 

Jiageng 

Building 2 

稅制對於企業資本投資之影響 

報告人：汪瑞芝（臺灣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評論人：黃炳藝(廈門大學) 

戴德明 

The Efficiency of the Earnings Forecast Pricing 

報告人：許尤洋（香港科技大學） 

評論人：王豔豔·于李勝·沈哲（廈門大學） 

穩健會計與董事會特性對員工分紅盈餘貢獻度之影響 

報告人：許崇源（臺灣政治大學） 

評論人：林江亮（中原大學） 

機構投資者持股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研究——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

報告人：宋玉（南京理工大學） 

評論人：許崇源(臺灣政治大學) 

田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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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現金流量對非盈利組織成長機會與監督效果之影響 

報告人：林江亮（中原大學） 

評論人：蘇新龍(廈門大學) 

分組報告與討論（每人報告 20分鐘，評論 10分鐘） 

2009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4:30               

 

嘉庚二號樓 514 室 

Rm.514 

Jiageng Building 

2 

我國 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發經營績效實證研究 

報告人：蘇新龍·吳德滿（廈門大學） 

評論人：宋玉（南京理工大學） 

呂長江 

公司治理與會計師查核意見 

報告人：戚務君（臺灣政治大學） 

評論人：陳睿智（臺灣淡江大學）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firm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audit 

quality:Evidence from China 

報告人：金成隆（臺灣台中技術學院） 

評論人：劉學華（中國海洋大學） 

年報違規與審計收費 

報告人：劉學華（中國海洋大學） 

評論人：金成隆（臺灣台中技術學院） 

 
林斌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審計人員之離職意圖 

報告人：陳睿智（臺灣淡江大學） 

評論人：戚務君（臺灣政治大學） 

嘉庚二號樓 307 室 

Rm.307 

Jiageng Building 

2 

公司治理影響下的審計師任期與審計品質關係研究 

報告人：董南雁（西安交通大學） 

評論人：林宛瑩（臺灣政治大學） 

郭平 

內部稽核需求之決定因素 

報告人：林宛瑩（臺灣政治大學） 

評論人：董南雁（西安交通大學） 

國有企業集團內部資本市場運行效率：基於雙重代理關係的分析 

報告人：謝軍（華南師範大學） 

評論人：諶家蘭（臺灣政治大學） 

預算控制會傷害產品創新績效嗎？管理會計系統的調節角色 

報告人：鄭國枝（臺灣彰化師範大學） 

評論人：歐進士（臺灣中正大學） 

蘭豔澤 

資訊科技績效評量指針–以金融業與電子業為例 

報告人：諶家蘭（臺灣政治大學） 

評論人：謝軍（華南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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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報告與討論（每人報告 20分鐘，評論 10分鐘） 

2009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4:30               

 

嘉庚二號樓 501 室 

Rm.501 

Jiageng Building 

2 

運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以評估我國銀行資產品質與經營績效之關聯 

報告人：歐進士（臺灣中正大學） 

評論人：傅元略（廈門大學） 

潘琰 

協調控制機制與戰略成本管理 

報告人：傅元略（廈門大學） 

評論人：歐進士（臺灣中正大學） 

 
績效評量制度之策略連結度對醫院整體績效影響之研究：平衡記分卡觀點的

探討 

報告人：李東峰（臺灣彰化師範大學） 

評論人：王先景（廈門大學） 

資訊競爭性披露、投資者注意力與資訊傳播效率 

報告人：王豔豔·于李勝·沈哲（廈門大學） 

評論人：許尤洋（香港科技大學） 

 

 

張力上 
災難性環境事故、正當性理論與公司環境資訊披露 

報告人：張國清（廈門大學） 

評論人：許萍（福州大學） 

 二、與會心得 

此次到中國大陸參與武漢湖北經濟學院會計學與湖北經濟學院現代會計發展研究中心合辦 2009  

海峽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以及廈門大學舉辦首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對於中國各校對

於與台灣的學術交流的熱情與積極態度印象深刻。其中廈門大學為中國會計學系排行前三大的學校，

其學術研究也是我個人認為中國在會計研究中偏實證研究的學校之一。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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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中國大陸學者的學術研究已從過去敘述性的研究走向實證性研究了，學術地位的重視也愈來愈

高，但相對地對台灣的威脅也愈來愈大了，台灣應深入去探究其威脅與優勢，知識以及技術的優勢

還能有幾年，以及我們在台灣的學者應該如何提升研究產能，才能有立足之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論文集。 

六、其他 

稅制對於企業資本投資之影響 

摘 要 

本文探討台灣自 1998 年實施兩稅合一，股東可扣抵稅額及未分配盈餘加徵 10%所得稅對於企業

在台灣與中國大陸投資決策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實施兩稅合一後，股東投資於台灣相較

於投資中國大陸，因可享有股利所得扣抵個人所得稅的好處，使得企業投資中國大陸的資金減

少，進而增加台灣的資本投資額。再者，公司保留盈餘比率愈高者，所加徵未分配盈餘稅亦愈高，

不利資本投資所需資金的累積，但由實證結果得知，未分配盈餘比率愈高時，其台灣資本投資比

率亦愈高，此一結果與預期相反，台灣政府為了稅收目的以及避免企業為了替大股東節稅而將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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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保留不發放給股東，而對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所得稅，此一加稅並未達成其政策目標，

企業仍保留盈餘不發放給股東，以因應投資台灣所需的內部資金。相較於台灣，未分配盈餘比率

愈高時，其中國大陸資本投資比率亦愈少，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可能受到我國對於大陸投資

金額限制不得超過淨值的 40%，此一上限造成企業於中國大陸子公司所獲得的利潤傾向不匯回台

灣母公司，而直接將此利潤投資於繼續擴廠所需的資金來源，又可再享有 100%退稅的好處，使

得此一加稅成本並未顯著造成企業在中國大陸投資的減少。本研究實證結果雖然支持股東可扣抵

稅額對於中國大陸資本投資額有負向的影響，但並非影響對中國大陸投資的唯一因素，值得台灣

政府深入檢討目前股利匯回的機制及取消中國大陸投資額不得超過 40%淨值的上限，使得資金回

流至有效率的投資市場。 
關鍵詞：兩稅合一、股東可扣抵稅額、未分配盈餘稅、資本投資。 

 The Impacts of Income Tax System on Capital Investments  

Abstract 
Taiwan initiated the integrated income tax system (IITS) in 1998.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e new tax 
system, including the dividend imputation tax credits(ITC) and 10% tax on the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The ITC provides the shareholders with a credit that can be used to offset personal tax on 
dividend income and eliminates the double taxation on corporate income. We examine the IITS impacts 
to the capital investment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he companies with higher ITC ratio decreased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of Taiwan’s shareholders and resulted more capital investments in Taiwan 
rather than China. However, the companies with higher retained earnings bear extra 10% tax burden on 
the undistributed earnings and deteriorated the fund accumul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higher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ratio demonstrated higher capital investment in Taiwan opposed the 
anticipation.  The authority charged 10% tax on the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is intended to 
avoid the big shareholders tax evasion and reluctant to distribute to the shareholders. The tax addition 
does not accomplish the policy mission. The retained earnings are not distributed to the shareholders 
and maintained for internal fund needs. Compared to Taiwan, higher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ratio presented less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without statistics significant. The policy of 40% net 
worth ceiling limitation to the investment is the possible reason for less investment. The ceiling 
limitation triggers the subsidiary company in China inclined not to wire the profit to the parent 
company in Taiwan and reinvest the profit in the plant expansion and 100% fully tax reimbursement. 
This tax addition cost does not affect significantly the investment in China. Our empirical study 
supports the imputation tax credit leads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but not the 
only determinant of investment consideration. Taiwan government might modify the current dividend 
wire back mechanism and cancel the 40% net worth ceiling of investment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capital back to the market. 
Keywords: Integrated Income Tax System, Imputation Tax Credits, Undistributed Earnings Tax, 

Capital Investment.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一研討會每年在北京定期招開，參與者大多是會計產學界代表，參與人數頗

多，會場頗大。 

二、與會心得 

    經由實際參與，可以了解要做大陸的會計研究時應考慮的機制背景的重要性，

而非僅是隔空閱讀相關文獻。此一了解有助於未來的研究與紮根的動作。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當天整天以會議進行為主，但是晚一點我們去會見北京大學的教授，深入談及

做大陸研究應注意的事項，以及未來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應注意事項。 

四、建議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理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

姓名 
金成隆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99 年 10 月 24 至 
99 年 10 月 24 日 會議地點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九屆財務理論與實踐研討會暨《經濟與管理研究》創刊 30     

       周年學術研討會 

(英文)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企業更名與實質交易關聯性之研究 

(英文)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name change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雖然是同文同種，但是大陸研究並非表面上的容易，需要深入了解其機制背景

的差異。因此，如要大陸研究做得好，出要常常赴大陸實地了解，才能有助於文章

發表在國際好期刊，希望未來赴大陸研究在各方面能受到多一點的鼓勵、獎助、與

彈性。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第九屆財務理論與實踐研討會暨《經濟與管理研究》創刊 30周年學術研討會的

proceeding，內附相關議程與發表文章的摘要。 

 

 

 



 企業更名與實質交易關聯性之研究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name change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金成隆 Chen-Lung Chin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kim@nccu.edu.tw 
 
 
 

林美鳳 Mei-Feng Lin*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mail: linmf@cc.ncue.edu.tw 

 
 

江永鈺 Yung-Yu Chiang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yungyuu@gmail.com 
 
 

*Correspondence： 

林美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系 

彰化市師大路 2 號 

E-MAIL：linmf@cc.ncue.edu.tw 

TEL：04-7232105-7519 

                                                 
 感謝國科會經費補助(99-2410-H-018 -002 -)，以及第九屆全國财務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暨《經濟與

管理研究》創刊 30 周年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之建議。 

mailto:linmf@cc.ncue.edu.tw
mailto:linmf@cc.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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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更名與實質交易關聯性之研究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name change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CRSP有更名記錄且更名宣告日為 1999-2006年之美國上市

公司，於更名前後年度間，是否會透過實質交易或裁決性應計之方式進行盈餘管

理。實證結果發現，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有藉由實質交易方式以提高盈餘的現象，

例如放宽信用條件增加銷貨或降低裁決性支出，另外裁決性應計項目在更名年度

也是顯著為正，顯示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會使用各種手段提高盈餘。且研究結果

也支持更名公司的實質交易行為比控制組更為嚴重。進一步分析不同原因的更名

公司後，發現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更名後，較可能藉由實質交易，減少當期

營業現金流量或超額生產之方法，而徹底更名的公司則較傾向採用裁決性應計進

行盈餘管理。而擴大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流量顯著大於

更名前，相反的，縮小業務範圍公司更名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小於更名前。 
 

關鍵字：企業更名、實質交易、盈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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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around corporate name 
change through both real activities and accrual-based manipulation. We use the CRSP 
name change record date to identify name-changing firms during the 1999-2006 periods. 
We find significant negative abnormal CFO and negative abnormal discretionary 
expenses in the name change year, as predic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how that 
name change firms use mor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fter name changes compared to 
similar firms.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brand name adoption tend to adopt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compared with radical name changes. In contrast, radical name 
change firms tend to adopt accrual earnings management. Finally, we find that broader 
focus name changes are associated with more abnormal CFO post name change period, 
while narrow focus name changes are associated with fewer abnormal production costs. 
 

Keywords: Corporate name changes;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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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主要在檢測更名企業實質盈餘管理的情形，亦即探討企業在更名前與

更名後進行實質交易行為之變化，以及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是否採行不同的實

質交易策略。目前有關企業更名之研究多著重於企業更名理由的探討，或更名宣

告日及其後的股票報酬和績效之影響，尚未有研究探討企業改名後是否會有較強

的盈餘管理動機，而藉由實質交易行為來達到其盈餘目標，此即為本研究欲探討

之問題。 
公司名稱不僅可作為公司與員工傳遞訊息的橋樑，也可對投資大眾進行訊息

溝通，從靜態面來看，有表彰權利義務主體的意義；從動態面來看，除了能彰顯

產品來源的功能，也會有保證商品品質、做為廣告媒介等功能，並且蘊涵公司的

價值觀(Chernatony, 2002)，尤其當公司名稱經長期使用後，能藉此建立聲譽而獲得

經濟利益。但在 90 年代，美國卻興起一陣企業更名風，自 1925 年起，在美國證

券市場資料庫(CRSP)的企業中約有三成以上的公司在公開上市後曾經改名，有些

甚至改名二次以上(Robinson & Wu, 2008)，這股改名熱潮直到西元 2002 年才逐漸

消退。既然公司名稱不僅是識別的代號，還具有深切的意義存在，再者更名還需

花費龐大的成本1、還得面對原有客戶流失的風險，管理當局更需投入相當多的時

間才可以再次建立聲譽，故若非有特殊原因，公司應該不會任意改名。Wu (2010)
認為公司更名的理由主要為聲譽考量或是為了傳達企業策略改變，其研究也發現

過去績效較差的公司較可能改名，因此，本研究援引 Wu (2010)的分類方法，並將

因為合併或併購，或重組等與組織結構改變而更名的公司排除，探討純更名的公

司(包括採用品牌名稱、擴大業務範圍、縮小業務範圍、徹底更名及其他原因)是否

在更名後更有誘因藉由實質交易行為來拉高盈餘，以重建新形象。 
早期探討企業更名相關之文獻，主要檢測企業更名時股價和報酬之反應(e.g., 

Horsky & Swyngedouw, 1987; Cooper, Dimitrov, & Rau, 2001; Cooper, Khorana, 
Osobov, Patel, & Rau, 2005)，研究結果雖不一致，但仍有研究發現企業更名對股票

異常報酬有顯著的影響(e.g., Cooper et al., 2001)，意味著投資人易受到企業更名事

件的影響，表示公司有可能透過改變企業名稱，來愚弄投資人(Robinson & Wu, 
2008)。Wu (2010)認為某些公司更名與企業聲譽有關，公司希望更名後能帶來更大

的效益，使聲譽轉好，改變投資大眾心中既定的負面形象。因此，本研究推論更

名企業之所以更名，無非是希望透過更名挽救聲譽、改變股東觀感，而為達此目

的之方法，就是更名後至少能維持數年正向的盈餘，因此，更名企業或許管理者

在改名後有較強的誘因進行盈餘管理以達到其盈餘目標。 
企業盈餘管理的方法很多，本研究以實質交易作為盈餘管理的替代變數，主

要的理由在於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公司有從事實質盈餘管理的現象  (e.g., 

                                                 
1根據 Karpoff 與 Rankine (1994)之研究，公司更名成本相當高，包括諮詢人員的僱用、公司商標的

設計、銀行表格、員工制服、信件包裹等等皆需改變，花費成本的範圍相當廣泛，如 1984 年 EXXON
更名為 ESSO，便報導了 2 億美金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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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ny, 2005; Roychowdhury, 2006; Zang, 2007)，且 Graham、Harvey 與 Rajgopal 
(2005)以高階主管作為問卷調查對象，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實質交易的成本較大，但

因為較不易被察覺，因此比起應計基礎盈餘管理，經理人仍較偏好實質盈餘管理

活動。Cohan、Dey 與 Lys (2008)也發現企業在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 SOX)
施行後，因會計管制更嚴格，公司比以前更需要避免被發現使用裁決性應計進行

盈餘管理，故將盈餘管理方式從裁決性應計轉變為實質交易。 
不同於裁決性應計主要是藉由會計政策之選擇影響盈餘水準，實質交易管理

強調的是管理者的決策直接影響到現金流量，例如：減少廣告和研發支出。

Roychowdhury (2006)發現公司為了減少報導損失、達到某些財務報導目標，而使

用實質交易進行盈餘管理，其研究證據顯示，公司所運用之實質交易包括提供價

格折扣以暫時性增加銷貨收入，減少裁決性支出以增加毛利，以及超額生產以降

低銷貨成本。因此，本文援引 Roychowdhury (2006)的方法，以異常營業活動現金

流量、異常裁決性支出(包括，廣告費用、研發支出以及銷管費用)和異常生產成本

等三個變數，捕捉企業的實質盈餘管理行為。同時援引 Cohen 與 Zarowin (2010)
將前述三變數組合成二個綜合的實質盈餘管理衡量變數，使用綜合指標的目的在

於可以將變數間的互動性納入考量。 
除了檢測企業於更名後是否會增加實質交易外，我們也依產業別和公司規模

進行配對，以未更名企業作為控制樣本，以進一步了解更名企業是否確實是因為

改名而增加實質交易盈餘管理的誘因。另外，評估管理當局是否有盈餘管理的方

法有很多，主要是對公司所發佈之財務資訊加以觀察及分析，方法包括具有選擇

空間的會計政策及方法、具有操縱空間的裁決性應計項目2，以及對實質交易加以

控制之情形等，各種盈餘管理工具間時常存有替代性的關係。Graham et al. (2005)
研究指出公司經理人傾向於採用實質交易活動而非裁決性應計項目，而Zang (2007)
也發現當裁決性應計成本越高時會傾向進行實質交易，故二者間存在抵換關係。

因此，本研究除探討更名公司更名後是否透過實質交易進行盈餘管理，也同時檢

測更名公司於更名前後時是否也會藉由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亦即瞭解

企業更名前期與後期裁決性應計及實質交易間的運用關係。 
另外，不同更名原因在更名後或可能採取不同的重大行動，例如縮小業務範

圍的更名公司於更名後會較頻繁的出售與業務無關的資產，但跟業務有關的資產

出售則較少，亦即縮小範圍的更名公司會重新定位他們的業務範圍，且重新定位

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的Tobin’s Q和長期超額報酬會比沒重新定位的縮小業務範圍

的更名公司大(Wu, 2010)。因此，本研究也進一步檢測更名理由不同時，公司所採

行的實質交易行為是否也會有所差異。就更名公司而言，公司若本來績效就不好，

為了改善聲譽而大幅度更名，在此情況下公司會希望改名後至少一兩年內盈餘能

美化，此時較可能會透過短期的裁決性應計來進行盈餘管理。若公司本身聲譽不

                                                 
2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企業應採用應計基礎衡量會計盈餘，而應計項目可分為非裁決性及可裁決

性，非裁決性隨企業之營運而變動，並非管理者能變動，而可裁決性則可由管理者自由裁決，因而

反應出所有會計政策之組合對盈餘之影響，且常僅為內部會計科目之調整〈諸如跌價損失之提列、

存貨在期末的運送時點等等〉，不須涉及實質上之交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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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但為了達成某種目標，可能會透過實質交易來進行較長期的盈餘管理。 
實證結果發現，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有顯著較低的異常現金流量及較低的裁

決性支出，且更名後更名公司的實質交易綜合指標顯著大於未更名公司，顯示更

名公司比未更名公司更可能透過價格折扣以暫時性增加銷貨或是超額生產降低銷

貨成本，和減少裁決性支出等實質交易策略以改善報導盈餘。另外，本研究也發

現更名原因不同時，所採取的盈餘管理方式也不同，例如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

司更名後，較可能藉由實質交易，例如放宽信用條件增加銷貨(減少當期營業現金

流量)或超額生產等策略提高報導盈餘的方法；而徹底更名的公司則較傾向採用裁

決性應計進行盈餘管理。Wu (2010)研究指出，相較於徹底更名，採用品牌名稱更

名的公司通常有相對較高的聲譽、過去股票和會計績效也較好。換言之，採用品

牌更名的公司進行實質交易的空間較大，較可能採用實質交易進行長期的盈餘管

理。而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更名後各類型實質交易策略和裁

決性應計雖沒有顯著差異，但擴大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

流量顯著大於更名前，相反的，縮小業務範圍公司更名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小於

更名前。 
本研究具有以下之貢獻：首先，本文對於盈餘管理文獻具有貢獻，藉由綜合

性之檢測，本研究可以補充目前有關盈餘管理的研究，雖然已有許多研究檢測各

種事件下盈餘管理的後果，然而目前有關實質盈餘管理的文獻仍較缺乏。其次，

目前有關企業更名之研究多著重於更名事件的宣告效果，然而公司股價和報酬研

究只能發現公司股票有無被錯誤估計，僅從外部來評估公司之績效，然而本研究

在探討盈餘管理行為則是從企業內部來評估，以企業之真實交易更能確實地評估

公司更名後的績效。本研究結果除可提醒股東及投資人需了解企業更名背後之涵

義，也希望能讓相關利害關係人對於企業更名有進一步之認識，亦可幫助審計人

員辨認風險之所在。 
本文其餘結構如下，第貳節為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彙總以及研究目的；第參

節為研究設計，包括變數定義、樣本的選取、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第肆節為實

證結果；第五節為敏感性分析；最後則為結論及限制。 

 

貳、文獻探討 

一、企業更名之相關文獻 

企業更名為一常見的現象，有些更名是直接與公司組織結構改變有關，例如

合併或併購、公司重組等。Karpoff 與 Rankinc（1994）認為公司更名的動機有兩

種，其一是要對市場傳遞公司變更其業務範圍的訊息，另一則是要傳達管理階層

對該企業未來發展預測的私有資訊。早期有關企業更名的研究是以美國公司為樣

本，檢測更名對財務或股票行情的影響(e.g., Howe, 1982; Bosch & Hirchey, 1989; 
Karpoff & Rankine, 1994)，然而更名對於股價的反應並沒有一致的結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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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 與 Hirschey (1989)將更名樣本分類為大更名及小更名，另外也依照是否有

某種改革的程度做區分，加以評估公司更名後的影響，發現除因重組而更名的公

司外，其他更名公司對於市場的影響皆不顯著，且在公司更名的宣告期間，會產

生負面評價抵銷更名帶來的益處，故公司更名帶來的效果有限，僅會造成幅度不

大且效果短暫的股價變動。而 Karpoff 與 Rankine (1994)也發現公司更名與股價報

酬，僅有微弱的正向關係，且此效果容易受到選取樣本的不同而影響，其研究結

論指出，公司更名或許能提供其他用途，但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僅有少部分的效果。

然而 Josev、Chan 與 Faff (2004)研究澳洲 1995~1999 年改名的 107 家公司，結果

卻顯示公司改名與超額報酬呈現負向關係。 
另外，Cooper et al. (2001)和Cooper et al. (2005)只針對特定與―.com‖有關的改

名公司進行研究，分別發現在dot.com熱潮期間，不論公司從事網路業務的程度多

寡，只要宣告公司名加上‖.com‖即對股價有持續正向的顯著反應；然而在dot.com
衰退時，即使公司的核心事業與網路相關，刪除公司名中的dot.com宣告前後，股

價都有顯著的反應，顯示投資者可能受到企業更名而愚弄。最近期之研究為

Robinson and Wu (2008)以及Wu (2010)，作者不同以往，進行長期且大樣本的檢測

並將更名原因進一步細分，主張公司更名係因為聲譽考量，若目前公司在特定市

場或產品擁有好的聲譽，則希望將此一形象擴大到全球或所有的產品。若公司目

前的形象不佳，則藉由完全的更名擺脫舊有的形象。另外公司也可能因為業務範

圍的改變而採取更名的方式傳訊給外部人。其實證結果發現，整體而言更名的公

司通常是因為有較差的聲譽或績效。同時也發現更名理由不同，其後續績效表現

也不一樣，例如大部分的更名有正向且顯著的短期宣告效果，但若是徹底更名的

公司則短期和長期的市場反應都是負向的。 
由於過去有關公司更名後的績效和股票報酬的研究結論不一，造成結果不一

致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企業更名的理由眾多，因此本研究目的在延伸Wu (2010)的研

究，進一步瞭解更名公司是否會想要在更名時藉由實質交易提高當期盈餘而犧牲

未來現金流量，才會導致後續期間的績效變差，以及此一行為是否會因為不同更

名原因而有所差異。 

二、盈餘管理與實質交易之研究文獻 

盈餘管理是會計研究中的熱門議題，其起源可追溯自 Watts 與 Zimmerman 
(1978)提出實證性會計理論(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用以解釋公司經理人在選

擇會計政策和會計方法背後所隱含的經濟動機。管理當局基於企業整體利益或其

管理者自身利益之考量，藉由會計政策的選擇，或運用其對財務報表的裁決性判

斷或交易操作的安排，試圖改變財務報導數字，進而誤導利害關係人對公司經營

狀況的認知，甚至避免違反依賴會計數字為基礎的契約規定(Scott, 1997; Healy & 
Wahlen, 1999)。因此，盈餘管理行為被認為是一種企業行為，此行為與其所處的企

業環境和企業結構等有關。 
管理者進行盈餘管理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分為三類，第一為會計方法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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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下，企業可依行業特性及特殊狀況自由選擇會計方法，

故公司可利用選擇最有利的會計方法來進行盈餘管理。但會計方法的選擇及變動

需於財務報表中揭露及說明，易被報表使用者所發現，且無法經常、任意變動，

故其做為盈餘管理工具的有效性較為不彰。 
其次是藉由裁決性應計項目的操縱，Healy (1985)首先探討企業是否透過應計

項目來操縱盈餘，使盈餘介於紅利計畫中所約定的盈餘上下限之間或達到可獲得

紅利獎酬最多的情況。其將總應計數定義為會計盈餘與營業活動現金流量的差

額，並將總應計項目再細分為裁決性應計項目與非裁決性應計項目。非裁決性應

計項目是在客觀經濟環境下合理產生的應計數，隨企業的營運而變動，並非管理

者能控制；裁決性應計項目，又稱為異常應計數則可由管理者自由裁決，例如跌

價損失的提列、存貨在期末的時點運送等。由於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允許的會計

裁量權，管理者能有彈性的操縱裁決性應計項目，達成影響盈餘的目的，且應計

項目並無強制公開的規定，使管理者有很大的空間進行盈餘管理。過去文獻也多

著重於研究特殊議題與裁決性應計盈餘管理的關係，如首次公開上市(e.g., Teoh, 
Welch, & Wong, 1998a)、現金增資(e.g., Teoh, Welch, & Wong, 1998b; Rangan, 
1998)、經理人融資收購(Perry & Williams, 1994)以及買回庫藏股(Hribar, Jenkins, & 
Johnson, 2006)等。 

最後則是藉由實質交易，亦即運用裁決性判斷或運用交易操作的安排，試圖

改變財務報導的結果，或是避免違反契約的規定。實質交易不僅是透過會計衡量

或方法的選擇，也會透過營業決策的改變來進行，例如，藉由信用條件放寬或提

供折扣以加速銷貨、改變運貨時點、遞延認列研發費用等皆為管理者進行實質盈

餘管理的方式(e.g., Fudenberg & Tirole, 1995; Healy & Wahlen, 1999; Dechow & 
Skinner, 2000)。近來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證據顯示，公司以實質交易來進行盈餘管理

(e.g., Gunny, 2005; Graham et al., 2005; Roychowdhury, 2006; Zang, 2007)，主要的理

由在於公司雖有多種工具來操縱盈餘，而應計盈餘管理雖然成本較低，但積極式

的(aggressive)會計選擇較容易受到證管會的注意，訴訟風險也較高。而且應計盁餘

管理通常在年度結束日，經理人或可能面臨到審計人員是否允許其採行該會計處

理的不確定性(Gunny, 2005)。 
Graham et al. (2005)調查指出許多財務長(CFO)認為，當實質交易伴隨的犧牲

並不嚴重，且採取的行動並不違反 GAAP 時，每家公司應該都會採行實質交易方

式來管理盈餘，主要的理由在於公司管理階層都相當重視達成盈餘門檻的目標（註
3），即使實質交易會減少公司價值（註4），管理階層仍有很大的誘因會進行實質交

易。根據其研究，有 80%的財務長承認會減少研發費用、廣告費用及管理支出來

進行實質交易管理盈餘，而 55%的 CFO 則是透過遞延新專案的方式來進行。

Dechow 與 Sloan (1991)的研究也發現公司執行長於最後一次任期時，傾向降低研

                                                 
註3：常見的盈餘門檻包括(1)零盈餘門檻，(2)前期盈餘門檻，以及(3)分析師預測的盈餘門檻三種。 
註4：實質交易會減少公司價值，是由於公司為了提高近期的盈餘所採取之行動，會對未來現金流量有負面的

影響。例如，因放寬信用條件或給予價格折扣以增加銷貨，可能使顧客在未來有相同的預期心理，進而影響

後期的毛利。 



 8 

究支出來提高盈餘，同時提高自己的獎酬。Bartov (1993)則發現在可能出現負盈餘

的公司，經理人會透過處分固定資產或投資，以達成盈餘目標。Roychowdhury (2006)
也發現公司會使用多種方式來進行實質盈餘管理，以達到某些財務報導目標或是

避免報導損失。其研究證據顯示，公司進行實質交易之方法包括提供銷貨折扣以

暫時性地提升銷貨量、減少裁決性支出以增加毛利，以及透過超額生產來降低銷

貨成本等。 
然而，裁決性應計與實質交易二種盈餘管理工具究竟具有互補關係還是替代

效果，近幾年也漸受到重視。Ewert 與 Wagenhofer (2004)指出當公司面對較嚴格

的會計準則時，經理人較可能以成本較高的實質交易之盈餘管理替代裁決性應計

盈餘管理。Zang (2007) 發現實質交易與裁決性應計項目具有互相替代性；管理者

會先決定是否採用實質交易，再決定是否採取裁決性應計項目；該研究也從

1995-2004間曾發生訴訟案件的小樣本公司中發現，公司在訴訟案件歸檔後，採用

的盈餘管理工具會從裁決性應計轉換為實質盈餘管理，亦即當訴訟風險和外部監

管增加時，實質盈餘管理增加，而裁決性應計減少。而Cohen et al. (2008)比較沙賓

法案前後實質交易與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的情況，發現1987年後，應計基礎盈餘

管理穩定增加，但到2002年沙賓法案施行後開始衰退；相反地，實質盈餘管理程

度在沙賓法案施行後顯著增加，表示沙賓法案後，公司盈餘管理的方式從採用裁

決性應計項目轉變到實質交易。該研究同時發現應計基礎的盈餘管理在靠近2002
年前特別頻繁，且公司在沙賓法案施行後，比沙賓法案施行前，確實會進行較少

的裁決性應計及較多的實質交易，來達到重要的盈餘門檻。此結果與Graham et al. 
(2005)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實質交易的盈餘管理方式成本雖高，但較不易被察覺。

但Pan (2008)以1993年至2008年之日本公司為樣本，則發現實質交易及裁決性應計

項目並無劇烈的增加或減少。顯示裁決性應計與實質交易二種盈餘管理方法在不

同交易市場會有不同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的另一目的，在檢測更名公司是否藉由實質交易和裁決性應計

進行盈餘管理，二者間是否存在替代效果。另外不同更名原因，是否所採取的策

略也會有所差異，亦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 
 

參、研究設計 

本節首先針對本研究主要變數做一說明，並針對研究方法和資料收集過程做

一描述。 

一、變數定義 

(一)企業更名 

企業更名的原因與種類有許多種，Enterprise IG (2001)研究 57 個國家的公司

更名，找出幾種常見的企業更名的理由，依序為：收購和合併、純粹的更名、撤

資（divestiture）、另設新公司(spinoff)、銷售資產、公司重組、變更持有者以及其



 9 

他。其中最普遍的理由是收購和合併、公司重組以及其他組織變革，例如母子公

司合併、組織結構改變(例如成立為控股公司)、股票分割或反分割等，在這些更名

事件中，公司所釋放出的消息不單只是更名事件，還包括了企業主體已發生改變

等重大事件，所以公司的盈餘較容易受到其他因素所干擾，不易作客觀的評估。 
因此，納入本研究的更名樣本是指純粹更名的公司，我們依據公司更名的理

由援引Robinson與Wu (2008)以及Wu (2010)的分類方式，將更名原因分類為採用品

牌名稱(brand adoption)、擴大業務範圍(broader focus)、縮小業務範圍(narrower 
focus)、徹底的更名(radical change)以及其他 (miscellaneous)等五類作為本研究的實

驗組，更名原因的定義及舉例參見表1。 
 

<插入表1> 

 
 (二)實質盈餘管理 

我們援引 Roychowdhury (2006)的方法，以異常營業現金流量(R_CFO)、異常

裁決性支出(R_DISX)以及異常生產成本(R_PROD)作為實質盈餘管理的替代變

數，Gunny(2005) 和 Zhang (2007)皆提供證據指出這些替代變數具有建構效度。以

下我們一一說明各變數衡量方法。 

1.營業現金流量 
Roychowdhury (2006)認為公司可以藉由提高折扣或放宽信用條件(例如延長收

款期限)以暫時增加當年的銷貨量，銷貨增加即可以拉高盈餘，但當期的現金流量

則會因此減少。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是當期銷貨和銷貨變動數的線性方程式，我們

首先藉由產業橫斷面估計出下式，以得出營業活動現金流量(CFO)的正常水準： 
 

1 0 1 1 2 1 3 1/ (1/ ) (SALE / ) ( SALE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CFO AT k k AT k AT k AT            (1) 
 

其中，CFO it為 i 公司在第 t 期的營業活動現金流量；SALEit 與 ΔSALE  it分

別表示 i 公司第 t 期實際銷貨收入及銷貨收入變動數；AT  it-1為 i 公司第 t 期期初總

資產。 
2.裁決性支出 

目前的會計準則規定，研究發展支出因為未來效益仍具有不確定性，故於支

出時必需費用化。因此，經理人為了達到盈餘目標會縮減裁決性支出(e.g., Baber, 
Fairfield, & Haggard, 1991; Bens, Nagar, & Wong, 2002)。而正常裁決性支出可以表

示為同期銷貨收入的線性函數： 
 

1 0 1 1 2 1DISX / (1/ ) (SALE / )it it it it it itAT k k AT k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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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式的估計，可能會產生問題，亦即如果公司往上操弄銷貨以增加報導

盈餘時，此時即使公司沒有降低裁決性支出，上述迴歸式的估計殘差通常會較低。

因此為了避免此一問題，我們將裁決性支出修正為前期銷貨的函數（ e.g., 
Roychowdhury, 2006)據以算出正常的裁決性支出。 

 

1 0 1 1 2 1 1DISX / (1/ ) (SALE / )it it it it it itAT k k AT k AT                      (3) 

 
其中 DISX it為 i 公司 t 期的裁決性支出，包括廣告費用(XAD)、研究發展支出

(XRD)以及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XSGA)合計數(註5)，其餘變數定義同(1)式所述。 

 3.生產成本 
另外，管理者還可藉由超額生產，降低每單位固定製造費用，只要每單位增

加的邊際成本不超過減少的單位固定成本，則銷貨成本就能降低，亦可達到增加

報導盈餘的目的。所謂的生產成本是指銷貨成本與存貨變動數之合計數，而其中

銷貨成本為同期銷貨的線性函數，存貨變動數則是當期銷貨收入變動數及前期銷

貨收入變動數的線性函數，因此我們以下式估計正常生產成本。     
 

1 0 1 1 2 1 3 1

4 1 1

P ROD / (1/ ) (SALE / ) ( SALE / )
( SALE /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AT k k AT k AT k AT
k AT 

   

 

    

        (4) 

 
其中PROD it為i公司在第t期的銷貨成本(COGS)和存貨變動數(INVT)合計數，

其餘變數定義同(1)式所述。 
上述(1)、(3)及(4)式分別使用橫斷面產業別估計出迴歸係數，為了避免樣本太

少導致估計誤差，我們以二元產業代碼分類(2-digit SIC code)，並限制每年每個產

業中至少需有 8 家公司。而本文實質盈餘管理的替代變數：異常營業現金流量

(R_CFO)、異常裁決性支出(R_DISX)與異常生產成本(R_PROD)，是分別表示用最

小平方法估計(1)、(3)和(4)得出公司的預期值，再將其自實際值中扣除的差額。給

定銷貨水準，當公司向上管理盈餘時，可能會有異常低的營業而來現金流量、異

常低的裁決性費用以及異常高的生產成本。另外，為了捕捉實質盈餘管理的整體

效果，我們也援引 Cohen 與 Zarowin (2010)將前三個個別的實質盈餘管理工具，

組合成二個綜合衡量變數  ，分別為 RM1=(R_DISX)×(-1)+R_PROD 以及

RM2=(R_DISX)×(-1)+ (R_CFO)×(-1)（註6），當金額愈高時，表示公司較可能進行

銷貨操弄和縮減裁決性支出以提高報導盈餘。 
(三)應計基礎盈餘管理 

                                                 
註5：我們依照 Cohen 與 Zarowin (2010)的方式，只要 XSGA 變數可以取得，若 XRD 或 XAD 有遺漏值時都

設為零。 
註6：本研究將異常裁決性支出乘上負 1 再個別與異常生產成本和異常現金流量組合成綜合變數，而未將異常

生產成本及異常現金流量加總，在於 Roychowdhury (2006)指出同一活動可能同時導致異常高的生產成本和異

常低的現金流量，因此若加總此二變數可能造成重複計算(Cohen ＆ Zarow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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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modified Jones 模式(Dechow, Sloan, & Sweeney, 1995)，將總應計

項目劃分為裁決性與非裁決性應計盈餘。惟原修正後 Jones 模式使用時間數列資

料估計每家公司的應計盈餘時，會使樣本期間不足導致自由度過小，故我們用橫

斷面產業別修正 Jones 模式(DeFond & Jiambalvo, 1994; Teoh et al., 1998a, 1998b)
以克服此問題，亦即以二元產業代碼分類(2-digit SIC code)，並限制每年每個產業

中至少需有 8 家公司。Subramanyan (1996)認為橫斷面 Jones 模式在設定上優於時

間序列的 Jones 模式。修正後 Jones 模式如下： 
  

1 0 1 1 2 1 3 1/ T (1/ T ) ( / T ) (PPEGT / 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TA A A SALE A A                 (5) 
 
其中， TAit為 i 公司第 t 期實際總應計項目， IBC -CFOit it itTA  ，亦即非常項

目及停業部門前淨利(IBC)與營業而來現金流量(CFO)之差額; PPEGT  it為 i 公司第

t 期財產、廠房及設備總額，其餘變數依前式之定義。 

    我們用最小平方法估計公司正常水準下的 0


、 1


、 2


和 3


，代入原方程式，

得到公司非裁決性應計項目估計數，再將其自實際總應計項目中扣除，其差額即

為各期裁決性應計項目(DA it)： 
 

0 1 2 3
1 1 1 1

GT1ˆ[ ]
T T T 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TA REV AR PPEDA
A A A A

   
   

 
                 (6) 

 
其中 ΔAR it為 i 公司第 t 期應收帳款變動數。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藉由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檢測更

名企業於更名事件前後採取實質交易之情形，以及更名企業與未更名企業採行實

質交易行為之差異，藉以瞭解企業在更名時是否較可能進行實質交易之盈餘管

理。Bertrand、Duflo 與 Mullainathan (2004)指出 DID 方法是愈來愈普遍用來估計因

果關係的方法，此一估計方法主要在比較特定事項前後時間對群組的影響。我們

先將樣本利用配對的方式劃分為二： (1)更名企業—實驗組(treatment)；(2)未更名

企業—控制組(control)。分別蒐集這二組樣本於更名前、後各三年的資料作為檢測

期，透過二組樣本於更名前後行為之比較，瞭解企業更名時的運用實質交易進行

盈餘管理的行為。 
DID 方法及檢測方式可用表 2 說明，Panel A 中(1)先計算兩組樣本於更名前、

後實質交易之差異(即分別為 T1-T0 及 C1-C0)，其中由於控制組並不受更名事件的

影響，因此 C1-C0 可代表經濟環境隨時間變遷對樣本所造成的影響(亦即時間效

果)。(2)比較兩組差異中之差異(T1-T0)-(C1-C0)，也就是在排除時間效果之變動後，

求得更名事件對實驗組的真實影響效果。因此，藉由 DID 方法，我們可以了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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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業是否在更名後更可能進行實質盈餘管理，亦即預期(T1-T0)-(C1-C0)顯著為

正。 
 

<插入表 2> 

 
然而為了有效控制影響企業盈餘管理的誘因變數，我們也可以下列迴歸模式

加以檢測： 
9

0 1 2 3 4
Yt kk

Name Time Time Name X     


               (7) 

其中 Time 與 Name 皆為虛擬變數；樣本觀察期間為更名年度及之後者，則

Time=1，反之 Time=0；而當樣本為更名組時，則 Name=1，反之為未更名組時，

Name=0。其中 1 表示在同一時間點下，實驗組與控制組受更名影響的差異； 2 表

示更名前後對實質交易行為的影響（即時間之影響效果）， 3 之係數即為 DID 的

重點，表示更名對更名企業(實驗組)行為真實之影響效果。迴歸係數關係如表 2 
Panel B 所示。 

式中 Y 代表不同的實質交易變數(R_CFO、R_DISX、R_PROD)以及實質交易

綜合變數(RM1 及 RM2)，若交乘項 之係數方向為正，代表更名公司在更名後比

未更名公司，更可能藉由實質交易來提高盈餘。 
X 為其他控制變數， Healy 與 Wahlen (1999)認為資本市場的誘因是影響盈餘

管理活動的重要因素，當流通在外股數愈多時公司愈可能進行盈餘管理以達到指

定之每股盈餘目標(Zang, 2007)，但也因為該目標是較難以達成所以較不會有盈餘

管理(Barton & Simko, 2002)。因此我們加入 SHARES (流通在外股數取自然對數)作
為控制變數，但因為股數對於實質交易的影響方向不明，我們不作方向性之預測。

另外，我們也加入公司的資本結構(LEV)、績效(ROA)、公司規模(SIZE)和成長機

會(MTB)作為控制變數。Gunny (2005)發現實質交易與公司資產報酬率有負相關，

公司資產報酬率越差越容易進行實質交易，Ashari、Koh、Tan 與 Wong (1994)指出

資產報酬率較小的公司會設法將盈餘維持在穩定水準，而裁決性應計項目則為損

益平穩化之工具，資產報酬率較低的公司會利用裁決性應計來達到盈餘門檻，故

兩者有反向的關係。另外，研究指出大公司較不會進行盈餘管理與實質交易管理

(e.g., Roychowdhury, 2006; Cohen et al., 2008) 。Cohen et al. (2008)發現企業在 2002
年沙賓法案施行後，會將盈餘管理方式從裁決性應計轉換為實質交易。故本研究

也將 SOX 列為控制變數之一，在 2002 年沙賓法案施行前 SOX 為 0，2002 年沙賓

法案施行後 SOX 則為 1，並預期實質交易相關變數在沙賓法案施行後會增加，與

SOX 有正向的關係。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美國證券市場資料庫（Center for Research in Security Prices，CRSP）
曾經有更名紀錄的美國公開發行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因為要檢測更名前後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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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企業的盈餘管理行為，基於資料的完整性，我們只將更名宣告日介於 1999 到
2006 年，共計 8 年的更名樣本納入本研究。 

為了建構公開發行公司在上市櫃後經歷更名的公司樣本，我們首先從CRSP資
料庫中找出更名登錄日(非更名宣告日)，篩選出曾經更名的企業，接著再從

LexisNexis Academic和EDGAR搜尋有更名紀錄公司的更名新聞，藉此取得該公司

更名原因及更名事件的生效日期，再以新聞發布日或SEC歸檔日較早者作為更名宣

告日，當有多家新聞媒體對同一家公司更名訊息有不同的報導內容時，以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提供的新聞內容為主。最後再藉由配對過程選取未更名公司，

以比較更名事件對於企業盈餘管理行為之影響。其他研究所需的財務變數資料取

自Compustat、股價資料則取自CRSP。 

四、樣本選取 

本研究為了瞭解企業更名時是否較可能從事實質交易行為，採用配對的方法

選取未更名的公司以便比較，考量資料之完整性與配對樣本的同質性，於配對之

前先依下列標準進行篩選： 
1. 由於金融、保險及證券業行業性質特殊，資本結構、會計處理方法與其他產業

有較大差異，故將其排除於樣本之外。 
2. 共同基金與信託，因本身性質與一般公司不同，故將其排除於樣本之外。 
3. 因併購、分割、重整而更名之公司，由於這些更名事件可能造成組織結構改變，

可能會因其它原因進行盈餘管理，不易客觀評估更名與實質交易間的關係。 
4. 計算實質盈餘管理替代變數以及裁決性應計時，我們要求每年，2 元 SIC 分類

中至少需有 8 個觀察值。 
5. 本研究欲檢測更名前後各三年的實質交易情形，為了解更名的影響，若企業有

連續更名的行為，將無法區別當年度的實質交易究竟應歸屬到何次更名行為，

因此將排除兩年內重複更名的樣本。 
再以產業別和公司規模(前一年度資產帳面價值)進行配對(Karpoff et al., 

1996)，找出未更名企業作為控制組，以便比較更名企業與未更名企業實質交易之

是否存在差異。最後再將缺乏本研究所需數據者，予以刪除。 
依據前述選樣之標準，納入本研究之更名公司共計有 824 家公司，表 3 Panel 

A 是依據更名原因劃分，其中有 49 家公司將公司更名為其公司的品牌名稱，佔更

名樣本 5.95%；241 家公司更名的原因在於擴大業務範圍，佔本研究更名樣本

29.25%；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有 171 家，佔更名樣本的 20.75%；有 109 家公

司則新舊名稱完全無關連，另外有 254 家公司是無法分類為上述四項的更名公司，

或是更名新聞中並無記錄更名理由者，約佔更名樣本 30.83%。而 Panel B 中則為

本研究樣本更名年度之分配，其中 2000 年時更名公司達到最多有 191 家，占更名

樣本的 23.18%，其後更名的公司逐漸減少，但至 2006 年仍有 64 家公司進行更名，

顯示更名事件是一常見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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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表 3> 

 

肆、實證結果 

一、敘述統計 

表 4 分別列出更名公司以及配對之未更名公司在更名前後三年(-3~+3)的異常

營業現金流量(R_CFO)、異常裁決性支出(R_DISX)、異常生產成本(R_PORD)、裁

決性應計(DA)以及二個綜合實質交易變數(RM1 和 RM2)的平均數。Panel A 為更名

樣本的平均數，表中顯示更名公司從更名前 3 年一直到完成更名後的第三年，裁

決性應計數都是顯著為正，其平均數於更名後第一年達到最高。此外，表中也顯

示更名公司，於更名前一年度有顯著負的異常現金流量(R_CFO)、負的異常裁決性

支出(R_DISX)、正的異常生產成本，且二個綜合實質交易衡量變數(RM1 和 RM2)
也是顯著為正，表示更名公司在更名前一年度即存在提高報導盈餘的誘因，而透

過各種方法，包括增加當期銷貨，犠牲未來現金流入，使得當年度有異常低的營

業活動現金流量；或是減少裁決性支出(包括研究發展支出、廣告費用或一般銷管

費用)；或是藉由超額生產，減少銷貨成本，且此一實質交易盈餘管理行為持續到

更名年度。然而，有趣的是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三年內，仍有顯著負的異常裁決

性支出，但異常生產成本確是顯著小於零，異常營業現金流量則是顯著大於零，

其方向與更名年度相反，或許是管理者藉由調整生產成本和營業現金流量，讓更

名時的長期異常實質交易行為達到最小(註7)。 
Panel B 是配對樣本(未更名公司)的盈餘管理替代變數的平均數，表中顯示控

制組的相對應更名年度，除了裁決性應計(DA)達到顯著為正外，其餘實質交易的

各種替代變數都未達顯著，顯示不論更名與否，異常裁決性應計是普通存在的現

象。Panel C 是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各種盈餘管理替代變數平均數的差異檢定，

表中顯示更名年度(Year 0)更名公司的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和異常裁決性支出均

小於未更名公司，前者差異達到 5%的顯著水準，後者的差異達到邊際顯著，因此，

異常營業活動和異常裁決性支出的綜合指標(RM2)，更名公司的平均數 0.322 顯著

高於未更名公司(平均數為 0.025)，初步結果顯示更名公司確實在更名年度會藉由

實質交易策略來達到其報導盈餘的目標。 
 

<插入表 4> 

 

表 5 報導更名公司各種盈餘管理替代變數的相關係數，右上角為 Pearson 積差

相關，左下角為 Spearman 等級相關。各變數間的正負關係與 Cohen and Zarowin 

                                                 
註7：Cohen 與 Zarowin (2010)也發現現金增資(SEO)的公司於增資當年度有異常低的營業現金流量

和裁決性支出，顯著為正的異常生產成本，但增資後的年度，其裁決性支出與生產成本的方向則與

增資年度相反，表示管理當局或許是為了讓長期實質交易達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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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結果一致，其中裁決性應計(DA)與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R_CFO)呈顯著

負相關(Pearson -3.75%，Spearman-3.26%)，與異常裁決性支出(R_DISX)亦呈顯著

負相關(Pearson -5.08%，Spearman-3.64%)，但與異常生產成本則呈顯著正相關

(Pearson 10.48%，Spearman 10.47%)，此一結果或許可以解釋為公司同時利用裁決

性應計和實質交易活動進行盈餘管理。也可能是某些策略，會同時影響裁決性應

計和實質交易活動，例如提高價格折扣或放寬信用條件，對於裁決性應計有正向

影響，但卻同時會減少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另外表中也顯示實質交易各種替

代變數間的關係，其中可發現異常生產成本和異常裁決性支出的相關係數顯著為

負(Pearson -4.16%，Spearman -12.51%)，此一結果隱含經理人採取的交易活動會造

成異常高的生產成本，同時他們也會降低裁決性支出，目的就是要報導較高的盈

餘。而異常生產成本和異常營業現金流量亦存在顯著負相關(Pearson -41.04%，
Spearman -28.65%)，此一結果與過度生產對於同期異常營業現金流量有負的影響

結論一致。 

 

<插入表 5> 

 

表 6 Panel A 是全部樣本於更名前和更名後，以及更名公司及其配對之未更名

公司的敘述統計比較，其中更名前是指更名年度前三年(Year -3~-1)，而更名後則

包括更名當年及以後三年(亦即 Year 0~+3)。由第(3)欄和第(4)欄可發現更名後的實

質交易綜合指標(RM1和RM2)中位數分別為0.149和0.113顯著大於更名前的0.088
和 0.080(雙尾 p 值<0.01)，而裁決性應計數(DA)的中位數更名後 0.017 則顯著小於

更名前的 0.026(雙尾 p 值<0.01)，此一結果顯示實質交易有增加的現象，而裁決性

應計盈餘管理則呈現減少的現象。另外我們也發現更名後公司規模顯著較大、流

通在外股數和負債比率也顯著增加，但是公司績效(ROA)和成長性(MTB)則顯著較

小。第(7)和(8)欄分別表示未更名公司和更名公司全部樣本期間變數的平均數和中

位數，結果顯示更名公司的異常營業現金流量(R_CFO)平均數和中位數顯著小於未

更名公司，異常裁決性支出(R_DISX)平均數也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因此，更名

公司的實質交易綜合指標(RM2)平均數(0.203)和中位數(0.114)顯著大於未更名公

司(0.058 和 0.083) (雙尾 p 值<0.01)，而更名公司的裁決性應計與未更名公司的差異

則未達顯著。至於其他變數之比較，可發現更名公司的規模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

公司績效也比未更名公司差。 
為了更清楚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實質交易和盈餘管理行為，我們藉由2×2交叉

分析(差異中的差異，DID方法)，控制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本身原有的差異。這

個方法將更名效果由單純比較實驗和控制兩組差異，轉換為比較這兩組樣本差異

是否隨著更名後擴大，降低更名公司和未更名公司原有公司特性對盈餘管理的影

響。結果列示於表6 Panel B，結果顯示更名公司不論更名前或更名後，異常營業現

金流量都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與表4結果類似，於更名後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出現反轉的現象，使得更名後的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增加。另外更名公司更名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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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裁決性支出(-0.257)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0.083)，實質交易綜合指標結果也顯

示更名公司於更名後其實質交易綜合指標平均數顯著大於未更名公司，至於裁決

性應計數則不論更名前後或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其差異都未達到顯著，顯示

更名公司確實比未更名公司在更名後進行更多的實質交易活動以管理盈餘目標。 
 

<插入表 6> 

 

二、多變量分析 

為有效控制其他影響盈餘管理之因素，我們也採用迴歸分析法，並將結果彙

總於表 7，Panel A 報導各迴歸係數及檢定統計量，為檢測企業更名與實質盈餘及

裁決性應計盈餘管理間的關係，我們首先必須加總 Panel A 的某些係數並檢定其顯

著性。因此，為了便於說明與解釋，我們依照表 2 Panel B 說明將 DID 係數關係及

其統計顯著性列示於 Panel B。Panel B 的欄位是將樣本分成更名前與更名後期間，

而列則是將樣本分成更名企業及非更名企業，各細格中的係數以及差異都是使用

Panel A 的係數計算而得8。 
比較表 7 Panel B 中的更名前及更名後二欄係數，顯示更名公司在更名前與更

名後的異常現金流量分別為-0.169 及-0.103 (差異為 0.066，p=0.0062)，表示更名公

司更名後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增加；而控制組(未更名公司)異常現金流量亦呈現顯著

的增加(-0.126 vs. -0.084，p=0.0852)。更名公司在更名前後的異常裁決性支出並沒

有顯著差異(-0.162 vs. -0.138)，但未更名公司更名後的異常裁決性支出卻顯著大於

更名前(-0.144 vs. 0.06，差異為 0.204，p=0.0112)，更名公司的異常裁決性支出差異

(0.024)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的差異(0.204)。更名公司的異常生產成本更名後顯著小

於更名前(0.005 vs. 0.049，差異為-0.044，p=0.0115)，而未更名公司的異常生產成

本也是更名後顯著小於更名前(-0.006 vs. 0.062，差異為-0.068，p=0.0001)，然而更

名公司的差異與未更名公司差異則不顯著。另外我們也將異常裁決性支出及生產

成本加以合計作為綜合實質交易的替代變數(RM1)，表中顯示更名公司更名前後並

沒有顯著差異，但更名公司的差異(-0.068)顯著大於未更名公司(-0.272)。而異常裁

決性支出與異常現金流量合計(RM2)的結果顯示比較二列可發現於更名前，更名公

司的裁決性支出顯著高於未更名企業(-0.067 vs. -0.254)，但在更名後，更名公司與

未更名公司的裁決性支出變得不顯著(-0.266 vs. -0.255)，與預期相符，更名企業在

更名後有較低的裁決性支出，表示公司會在更名後減少裁決性支出以提高盈餘績

效。最後表中也顯示，不論更名前或更名後，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的裁決性應

計數差異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但更名公司更名後的裁決性應計顯著大於更名前。 
                                                 
8 各細格中的係數關係請參照表 2 Panel B，例如，Panel B 中的更名公司在更名前的異常營業現金

流量(R_CFO)(-0.169)等於 Panel A 中的截距項係數(-0.126)加上更名虛擬變數(Name)的係數

(-0.043)；同樣的更名公司更名後的係數(-0.103)等於截距項(-0.126)、更名虛擬變數(Name)係數

(-0.043)、更名後虛擬變數(Time)係數(0.042)以及交乘項係數(0.024)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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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表 7> 

 

伍、進一步檢測與敏感性分析 

一、不同更名類型與盈餘管理 

企業更名的理由眾多，為瞭解更名後所採用的實質交易或裁決性應計盈餘管

理策略是否會因為更名原因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們將更名公司依其更名原因區

分，分別比較不同原因下，公司更名後跟更名前的實質交易的差異，結果列示於

表 8 Panel A，同時也將更名後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的各盈餘管理替代變數之差

異分析列示於表 8 Panel B。Panel A 顯示除了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外，其餘四

類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流量都顯著大於更名前，表示這些公司更名

後營業活動現金流入有增加的狀況。而採用品牌名稱、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

範圍而更名的公司，在更名後都會降低異常裁決性支出，但只有擴大業務範圍的

公司差異達到顯著。同樣的，除了採用品牌名稱外，其餘四類更名的公司，更名

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降低，表示更名後超額生產的情形減少。最後，表中也顯示

徹底更名的公司，更名後的裁決性應計數顯著高於更名前，表示徹底更名的公司

在更名後會藉由裁決性應計來達到盈餘目標。Panel B 中表示，若將更名公司與未

更名公司比較，則採用品牌名稱而更名的公司，在更名後其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

量小於未更名公司，而更名後擴大業務範圍和縮小業務範圍而更名的公司，異常

裁決性支出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且其綜合實質交易變數(RM1 和 RM2)也都顯著

大於未更名公司。綜合言之，更名公司更名後所採取的盈餘管理方法確實會受到

更名原因而有所差異。 
 

<插入表 8> 

 

Wu (2010)將採用品牌名稱和徹底更名這二類更名合稱為大更名，而擴大業務

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合稱為小更名。若公司只是小更名9，更名後仍維持公司的識

別性，Bosch and Hirschey (1989) 認為小更名乃是為了使公司經營上較不受名稱上

的限制，以便在營業上有較大的彈性，對更名公司而言，如內、外部人對原始名

稱有良好的印象，採用一個差異性極大的新名稱反而不利於公司業務上的經營。

因此，我們也分別比較採用品牌名稱與徹底更名公司在更名前與更名後的實質交

易替代變數及裁決性應計數是否會有差異，結果發現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

                                                 
9大更名指的是新、舊名稱差異性極大者，如Varity Corp.更名為Massey-Ferguson；小更名指的是新、

舊名稱差異性極小者，如：Lowenstein M. Corp.更名為M. Lowenstein Corp.，或是前後名稱具有連

貫性，可以輕易聯想到，如：Reading and Bates Corp. 更名為Reading and Bates Offshore 
Drilling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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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後異常營業現金流量平均數顯著小於徹底更名公司(-0.106 vs. 0.124，
t-value=-3.03，雙尾p=0.0027)，而異常生產成本則顯著大於徹底更名公司(0.037 vs. 
-0.060，t-value=1.73，雙尾p=0.084)，裁決性應計數則顯示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

司顯著小於徹底更名公司(0.115 vs. 0.447，t-value=-1.96，雙尾p=0.0506)。為控制

其他影響盈餘管理之因素，我們也將採用品牌名稱的公司令其Name=1，而徹底更

名公司設為Name=0，重新執行迴歸，並檢定其係數，結果顯示當依變數為異常營

業活動現金流量時，採用品牌名稱更名後的係數為-0.389，而徹底更名公司更名後

的係數則為-0.174 (差異為-0.215，p<0.01，未列表)。依變數為裁決性應計數時，採

用品牌名稱更名後的係數為0.183，而徹底更名公司更名後的係數則為0.547 (差異

為-0.364，p<0.01)。依變數為異常生產成本時，採用品牌名稱更名前係數為-0.028，
更名後係數為0.091(差異為0.119，p<0.1)。另外當依變數為裁決性應計時，徹底更

名公司更名前係數為0.186，更名後係數為0.547 (差異為0.361，p<0.05)。因此，整

體結果表示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於更名後較可能採用實質交易向上管理盈

餘，例如藉由放寬信用條件或提供折扣以增加銷貨，或超額生產等方法；而徹底

更名的公司則較傾向採用裁決性應計進行盈餘管理。 
另外，我們也比較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而更名的公司，發現更名後

擴大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異常營業現金流量大於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0.108 
vs.0.043，t-value=1.38，雙尾p=0.1687)，裁決性支出與異常生產成本的綜合指標

(RM1)也是擴大範圍的更名公司大於縮小業範圍的更名公司(0.384 vs.0.168，
t-value=1.32，雙尾p=0.1866)，但差異都只達邊際顯著，顯示擴大業務範圍和縮小

業務範圍更名公司改名後實質交易或裁決性應計數並無太大差異。我們也將擴大

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令其Name=1，而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設為Name=0，重新

執行迴歸，並檢定其係數，結果顯示擴大業務範圍公司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流

量顯著增加(更名前-0.253，更名後-0.15，p<0.05)，而縮小業務範圍公司更名後異

常生產成本顯著減少(更名前0.082，更名後0.009，p<0.1)，亦即擴大業務範圍公司

更名後，隨著業務範圍增加，營業現金流量也顯著為正，而縮小業務範圍的公司，

因為業務範圍變小，利用超額生產降低生產成本來操縱盈餘的空間減少，所以更

名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較低。 
 

二、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採用配對的方式，以檢測更名公司是否較可能採用實質交易進行盈餘

管理，為了避免研究結果受到所選取的配對樣本影響。我們另外也援引 Cooper et al. 
(2001)的方法，使用產業別和價格作為配對標準，進行敏感性測試，結果大致相同，

並未受到配對樣本之影響。另外，本研究在估計各實質交易替代變數和裁決性應

計時，是援引 Roychowdhury (2006)的方法，於迴歸式(1)~(5)中，除了平減後的常

數項( 11/ATit )，還包括未平減的截距項( 0k 或 0 )，若我們依 Cohen and Zarowin 
(2010)的估計方法，於估計時不包括未平減的截距項，則對實證結果並沒有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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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顯示實證結果並未受到變數衡量之影響。 

 

陸、結論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企業更名與實質交易之關係，以 1999 年到 2006 年間美國證

券市場更名公司為實驗組樣本，並選取同產業、同規模的未更名公司作為對照組

樣本，探討更名公司是否以實質交易來進行盈餘管理。除了實質交易外，由於管

理者亦常利用其裁量權，藉由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因此，我們也一併

檢測更名公司如何運用實質交易及裁決性應計盈餘管理工具。我們藉由差異中的

差異(DID)分析方法，將更名公司當作實驗組（受到更名事件影響之組別），配對

之未更名公司當作控制組（沒有受到更名事件影響之組別），比較其在更名前(-3~-1
年)及更名後(0~3 年)各種盈餘工具之運用差異，並利用多元迴歸模型來驗證更名事

件對更名公司的真實影響效果。 
實證結果發現，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比未更名公司，有顯著較低的異常現金

流量(R_CFO)及顯著較低的裁決性支出(R_DISX)，表示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比

起未更名公司，更可能藉由各種手段增加銷貨而犧牲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或減少

裁決性支出。然而這些實質交易方法並非每年都可使用，更名後隨即出現相反的

符號，也就是在更名公司更名後出現正的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及正的異常裁決

性支出以及負的異常生產成本，使得更名後的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大於更名

前，異常生產成本顯著則小於更名前可能的原因為更名公司通常是因為過去績效

或聲譽較差而更名(Wu, 2010)，而更名後實質交易操縱的空間受限，例如過去銷貨

成長不佳，更名後若超額生產反而造成庫存積壓而更不利營運，或是因為過去聲

譽不佳，即時更名後降低價格促銷，恐怕效果有限，而使得更名公司更名後減少

操縱銷貨。但更名後更名公司的實質交易綜合指標都比未更名公司大，表示更名

公司在更名後較可能採用透過營運政策中的營業活動來影響盈餘，也就是以較不

易被察覺的實質交易來進行盈餘管理，使公司在更名後能有較好的表現。 
由於各種盈餘管理工具間時常存有替代性的關係，本研究額外測試不同原因

之更名公司，所採用之盈餘管理方式是否不同。為了驗證不同更名原因的企業是

否採用不同的盈餘管理方式，我們同樣也以DID方法來驗證，分別比較採用品牌名

稱及徹底更名的公司、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更名公司。實證結果發現，

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更名後，較可能藉由實質交易，減少當期營業現金流量

或超額生產之方法，而徹底更名的公司則較傾向採用裁決性應計進行盈餘管理。

而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比較雖沒有顯著差異，但擴大業務範

圍的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流量顯著大於更名前，相反的，縮小業務

範圍公司更名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小於更名前。由於實質交易影響到現金流量，

且成本較高，所以不同原因更名的公司其盈餘管理手段也會有所差異。 
本研究基於各種原因，可能有資料取得不完全或其他無法完全克服之困難，

茲列舉本研究之限制如下：第一，更名原因之分類資料來源為 LexisNexis Academic
資料庫中所收錄之報章媒體，分類方式與定義則參考以往文獻之分類方式，是由

研究者主觀判斷。受限於資料庫對各公司所載資訊多寡程度不一，導致本研究在

判定少數更名公司時，未能有足夠資料佐證，以至於分類可能較為武斷。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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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受到高度管制之產業，如金融、保險及證券業，由於其會計原則與營運方式

與一般產業不同，為避免產業特殊性影響到實證結果，本研究僅針對一般產業進

行研究，因此，本研究結果是否能推及其他領域中之產業，宜審慎評估之。最後，

基於維持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同質性之考量，本研究採用配對樣本之研究設

計，以年度、產業及規模作為配對標準。但由於更名公司樣本具有侷限性，且配

對樣本非在母體中隨機抽樣，可能有選樣偏誤之問題。故後續研究可不採取配對

作法，以資料庫中所有未更名公司作為對照組，測試增加對照組樣本量是否會有

不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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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更名樣本分類定義及舉例 
 

類型 定義 舉例 
採用品牌名稱 公司以主要產品的品牌、服

務、部門或子公司命名。 
例如Forschner Group Inc.於
1996年更名為Swiss Army 
Brands Inc.，更名的目的是利用

市場和投資者對於Swiss Army 
Brand的好印象，以強化公司與

他的產品的聯結 
擴大業務範圍 公司刪除與特定業務有關

的名字。 
例如I T T Industries Inc Ind於
2006年更名為I T T Corp 

縮小業務範圍 公司名稱上加上特定業務

項目。 
例如American Enterprises於
1994年更名為American Casino 
Enterprises Inc. 

徹底的更名 是指新的公司名與舊有的

名字沒有語義上的關係。 
例如Tele Optics Inc.於2004年
更名為Velocity Asset 
Management Inc.。 

其他  無法分類為上述四項的更

名公司，或是更名新聞中並

無記錄更名理由者，通常都

是名稱上稍微的更改。 

例如Golden Triangle Rty & Oil 
Inc於1995年更名為Golden 
Triangle Royalty & Oil Inc.、 
Graphic Industries於1997年更

名為Graphic Industr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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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方法(DID) 
 

Panel A：平均數差異分析 
 更名前 更名後 更名前 vs.後差異 
更名公司 (實驗組) T0 T1 T1-T0 
未更名公司 (控制組) C0 C1 C1-C0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T0-C0 T1-C1 (T1-T0)-(C1-C0)=>DID 
Panel B：迴歸係數關係表 
 更名前 更名後 更名前 vs.後差異 
更名公司 (實驗組) 0 1   0 1 2 3       2 3   
未更名公司 (控制組) 0  0 2   2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1  1 3   2 3 2

3

( )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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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司更名分類及更名年度分配 
Panel A 公司更名分類 
類

型 
採用品牌名

稱 
擴大業務

範圍 
縮小業務

範圍 
徹底的更

名 
其他 合計 

N 49 241 171 109 254 824 
% 5.95 29.25 20.75 13.23 30.83 100 

Panel B 公司更名年度 
Year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計 

N 157 191 152 97 61 51 51 64 824 
% 19.05  23.18  18.45  11.77  7.40  6.19  6.19  7.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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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更名事件前後年度實質交易及應計基礎盈餘管理 

 

Panel A : 實驗組-更名公司 
Year -3 -2 -1 0 1 2 3 

R_CFO 0.001 
(0.02)  

-0.058 
(-1.79*)  

-0.138 
(-3.97***

)  

-0.086 
(-2.47**)  

0.139 
(5.41***)  

0.143 
(5.07***)  

0.170 
(6.09***)  

R_DISX 0.024 
(0.3)  

-0.156 
(-1.86*)  

-0.357 
(-4.37***

)  

-0.236 
(-2.58***

)  

-0.307 
(-3.38***

)  

-0.196 
(-1.77*)  

-0.291 
(-2.20**)  

R_PRO
D -0.021 

(-1.02)  
0.017 
(0.74)  

0.066 
(2.56***)  

0.027 
(1.24)  

-0.064 
(-3.92***

)  

-0.054 
(-2.88***

)  

-0.074 
(-3.72***

)  
RM1 -0.044 

(-0.52)  
0.173 

(1.92*)  
0.423 

(4.59***)  
0.263 

(2.66***)  
0.243 

(2.69***)  
0.142 

(1.31†)  
0.218 

(1.70*)  
RM2 -0.024 

(-0.3)  

0.214 
(2.61***

)  

0.495 
(5.35***)  

0.322 
(3.29***)  

0.168 
(2.0**)  

0.054 
(0.51)  

0.121 
(0.99)  

DA 0.157 
(3.2***

)  

0.324 
(4.97***

)  

0.317 
(4.88***)  

0.342 
(5.20***)  

0.357 
(5.42***)  

0.313 
(3.76***)  

0.232 
(2.47**)  

Panel B: 控制組-未更名公司 
R_CFO 0.041 

(1.51†)  
-0.022 
(-0.69)  

-0.048 
(-1.30)  

0.027 
(0.81)  

0.146 
(5.35***)  

0.185 
(7.16***)  

0.125 
(4.58***)  

R_DISX -0.111 
(-1.36†)  

-0.169 
(-1.99**)  

-0.255 
(-2.59***

)  

-0.051 
(-0.52)  

-0.056 
(-0.57)  

-0.083 
(-0.76)  

-0.152 
(-1.26)  

R_PRO
D 0.004 

(0.17)  
0.028 
(1.16)  

0.075 
(2.95***)  

0.003 
(0.14)  

-0.096 
(-5.5***)  

-0.072 
(-4.12***

)  

-0.033 
(-1.58†)  

RM1 0.115 
(1.31†)  

0.197 
(2.20**)  

0.330 
(3.05***)  

0.055 
(0.53)  

-0.040 
(-0.41)  

0.011 
(0.10)  

0.119 
(1.01)  

RM2 0.070 
(0.85)  

0.191 
(2.15**)  

0.302 
(2.89***)  

0.025 
(0.25)  

-0.090 
(-0.93)  

-0.102 
(-0.98)  

0.027 
(0.24)  

DA 0.116 
(2.04**

)  

0.312 
(4.56***

)  

0.388 
(5.35***)  

0.396 
(5.22***)  

0.419 
(5.68***)  

0.219 
(2.93***)  

0.097 
(1.06)  

Panel C :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平均數差異檢定 t 值 
R_CFO -1.03 -0.81 -1.8* -2.34** -0.18 -1.1 1.17 
R_DISX 1.18 0.11 -0.8 -1.37† -1.88* -0.73 -0.78 
R_PRO

D -0.81 -0.34 -0.27 0.77 1.34† 0.72 -1.42† 

RM1 -1.3† -0.19 0.65 1.46† 2.14** 0.86 0.57 
RM2 -0.82 0.19 1.38† 2.15** 2.02** 1.06 0.57 
DA 0.55 0.13 -0.73 -0.54 -0.63 0.84 1.03 

R_CFO 代表異常營業現金流量；R_DISX 為異常裁決性支出，而裁決性支出包括廣告費、研究發展支出

和一般銷售及管理費；R_PROD 則為異常生產成本，其中生產成本是指銷貨成本和存貨變動數之合計。

RM1 和 RM2 為二個綜合實質交易指標，分別為 RM1=(R_DISX)×(-1)+R_PROD 和 RM2=(R_DISX)×(-1)+ 
(R_CFO)×(-1)，DA 為修正後 Jones 模型所估計出之異常裁決性應計數。( )內為平均數異於 0 之檢定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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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分別表示 p 值(雙尾)小於 0.15、0.1、0.5 和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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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更名公司盈餘管理替代變數相關係數 

 R_CFO R_DISX R_PROD RM1 RM2 DA 

R_CFO  -0.1857 
(<.0001***) 

-0.4104 
(<.0001***) 

0.0922 
(<.0001***) 

-0.1385 
(<.0001***) 

-0.0375 
(0.0075***) 

R_DISX -0.3246 
(<.0001***) 

 -0.0416 
(0.0030***) 

-0.9770 
(<.0001***) 

-0.9474 
(<.0001***) 

-0.0508 
(0.0003***) 

R_PROD -0.2865 
(<.0001***) 

-0.1251 
(<.0001***) 

 0.2538 
(<.0001***) 

0.1756 
(<.0001***) 

0.1048 
(<.0001***) 

RM1 0.2150 
(<.0001***) 

-0.9325 
(<.0001***) 

0.3695 
(<.0001***) 

 0.9547 
(<.0001***) 

0.0268 
(0.0563*) 

RM2 -0.0612 
(<.0001***) 

-0.8407 
(<.0001***) 

0.2552 
(<.0001***) 

0.855 
(<.0001***) 

 0.0390 
(0.0055***) 

DA -0.0326 
(0.0202**) 

-0.0364 
(0.0096***) 

0.1047 
(<.0001***) 

0.013 
(0.3406) 

0.064 
(<.0001***) 

 

右上角為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左下角為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變數定義參見表 4。( )為 p 值，*、

**和***分別表示顯著水準為 10%、5%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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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更名企業與非更名企業於更名前後之差異分析 

 
Panel A 更名前 vs.更名後 以及更名公司 vs. 未更名公司差異分析 

變數(1) (2) Time 
=0 
(3) 

Time 
=1 
(4) 

Diff 
(5) 

t-test or 
Wilcoxo
n Test 
(6) 

Nam
e 
=0 
(7) 

Nam
e 
=1 
(8) 

Diff 
(9) 

t-test or 
Wilcoxo
n Test 
(10) 

 N 4134 5868   4925 5077   
R_CFO Mea

n 
-0.04

2  0.101  0.143  8.56*** 0.066  0.019  -0.04
6  -2.81*** 

Med. 0.046  0.088  0.041  9.800*** 0.074  0.061  -0.01
2  -4.005*** 

R_DISX Mea
n 

-0.17
9  

-0.17
0  0.009  0.16 -0.12

3  
-0.22

3  
-0.09

9  -1.89* 

Med. -0.10
9  

-0.16
9  

-0.06
0  -5.565*** -0.12

9  
-0.15

0  
-0.02

1  -1.067 

R_PRO
D 

Mea
n 0.030  -0.04

4  
-0.07

4  -6.36*** -0.01
4  

-0.01
2  0.002  0.15 

Med. -0.04
3  

-0.05
2  

-0.00
8  -3.205*** -0.05

2  
-0.04

3  0.010  1.263 

RM1 Mea
n 0.209  0.126  -0.08

3  -1.51 0.109  0.210  0.101  1.87* 

Med. 0.088  0.149  0.062  4.407*** 0.110  0.138  0.028  1.221 
RM2 Mea

n 0.220  0.069  -0.15
1  -2.87*** 0.058  0.203  0.146  2.8*** 

Med. 0.080  0.113  0.033  3.360*** 0.083  0.114  0.032  3.306*** 
DA Mea

n 0.275  0.304  0.028  0.72 0.287  0.296  0.009  0.24 

Med. 0.026  0.017  -0.00
9  -3.335*** 0.023  0.018  -0.00

5  -0.524 

SIZE Mea
n 4.582  4.945  0.363  7.9*** 4.862  4.730  -0.13

2  -2.91*** 

Med. 4.332  4.665  0.333  7.877*** 4.595  4.475  -0.12
1  -3.009*** 

SHARE Mea
n 2.997  3.284  0.287  10.24*** 3.160  3.171  0.010  0.38 

Med. 2.828  3.162  0.333  11.121**
* 3.000  3.070  0.070  1.347 

ROA Mea
n 

-0.12
2  

-0.18
2  

-0.06
0  -6.1*** -0.14

0  
-0.17

3  
-0.03

3  -3.4*** 

Med. 0.015  0.005  -0.01
0  -5.628*** 0.014  0.001  -0.01

3  -5.991*** 

MTB Mea
n 3.549  2.820  -0.72

9  -6.15*** 3.066  3.176  0.110  0.94 

Med. 2.040  1.818  -0.22
2  -6.524*** 1.899  1.915  0.016  1.065 

LEV Mea
n 0.504  0.542  0.038  4.96*** 0.535  0.519  -0.01

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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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0.465  0.486  0.021  3.742*** 0.482  0.475  -0.00
7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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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B DID 差異分析：2×2 交叉分析(平均數) 
Variable  更名前 

(Time=0) 
更名後 (Time=1) 更名後 vs.更名前

差異 
R_CFO 更名 (Name=1) -0.069  0.084  0.153 (6.39***) 

未更名 (Name=0) -0.012  0.119  0.130(5.58***)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58 (-2.17**)  -0.035 (-1.67*)  0.023  

R_DISX 更名 (Name=1) -0.175  -0.257  -0.082 (-1.11)   
未更名 (Name=0) -0.183  -0.083  0.100(1.30)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08 (0.11)  -0.174 (-2.34**)  -0.182  

R_PROD 更名 (Name=1) 0.023  -0.038  -0.061 (-3.78***)  
未更名 (Name=0) 0.038  -0.049  -0.087(-5.22***)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14 (-0.74)  0.011 (0.81)  0.026  

RM1 更名 (Name=1) 0.198  0.219  0.021 (0.27)  
未更名 (Name=0) 0.220  0.033  -0.187(-2.37**)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22 (-0.29)  0.186 (2.49**)  0.208  

RM2 更名 (Name=1) 0.244  0.173  -0.071 (-0.97)  
未更名 (Name=0) 0.194  -0.036  -0.230(-3.03***)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50 (0.68)  0.209 (2.91***)  0.159  

DA 更名 (Name=1) 0.271  0.315  0.043 (0.80)  
未更名 (Name=0) 0.279  0.293  0.013 (0.24)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08 (-0.15)  0.022 (0.40)  0.030  

Panel A 第(5)欄為更名後與更名前的差異數，第(9)欄為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差異數，t-test 和
Wilcoxon Test 分別表示變數平均數和中位數差異檢定是否異於 0，*、**和***分別表示雙尾顯著

水準為 10%、5%和 1%。檢測期間為-3 年~-1 年表示為更名前期間，Time=0，而更名年度及以後 3
年(亦即 0~3)則代表更年後 Time=1。若為更名樣本則 Name=1，配對未更名樣本時 Name=0。。SIZE
為公司規模，SHARE 則是流通在外股數取自然對數，ROA 為資產報酬率，用以衡量公司績效；

MTB 為股東權益市值佔帳面值的比率，用以衡量公司成長性；LEV 為負債比率，其餘變數定義參

見表 4。Panel B 中( )表示平均數差異檢定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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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企業更名對實質盈餘管理之影響 

9
0 1 2 3 4

Yt kk
Name Time Time Name X     


        

Panel A: 迴歸分析 
 

 
R_CFO R_DISX R_PROD 

Coeff. t-statistic Coeff. t-statistic Coeff. t-statistic 
Intercept -0.126  -4.48*** -0.144  -1.57 0.062  3.1*** 

Name  -0.043  -1.72* -0.018  -0.23 -0.013  -0.76 
Time 0.042  1.72* 0.204  2.54** -0.068  -3.84*** 

Time×Name 0.024  0.74 -0.180  -1.7* 0.024  1.03 
SIZE 0.026  4.4*** -0.158  -8.23*** 0.022  5.3*** 

SHARE -0.009  -1.03 0.243  8.12*** -0.041  -6.17*** 
ROA 0.292  14.99*** -0.134  -2.11** -0.077  -5.5*** 
MTB -0.003  -2.24** -0.023  -5.03*** 0.002  2.26** 
LEV 0.037  1.62 0.210  2.81*** -0.030  -1.85* 
SOX 0.204  11.18*** -0.326  -5.47*** -0.036  -2.72*** 

F-value  76.83***  19.80***  12.42*** 
Adj. R2  0.0639  0.0166  0.0102 

Test: 
2 3=0   

F-value= 7.49 
(0.0062***) 

F-value= 0.09 
(0.7613) 

F-value= 6.39 
(0.0115**) 

Test: 
1 3=0   

F-value=0.80  
(0.3710) 

F-value= 8.53 
(0.0035***) 

F-value= 0.49 
( 0.4852) 

 
 

RM1 RM2 DA 
Coeff. t-statistic Coeff. t-statistic Coeff. t-statistic 

Intercept 0.207  2.19** 0.270  2.96*** 0.319  4.69*** 
Name  0.005  0.06 0.061  0.76 -0.009  -0.15 
Time -0.272  -3.29*** -0.247  -3.08*** 0.056  0.94 

Time×Name 0.204  1.88* 0.156  1.49 0.041  0.52 
SIZE 0.180  9.13*** 0.132  6.92*** -0.077  -5.42*** 

SHARE -0.284  -9.21*** -0.234  -7.85*** 0.096  4.31*** 
ROA 0.058  0.88 -0.158  -2.49*** 0.437  9.25*** 
MTB 0.026  5.37*** 0.026  5.75*** 0.002  0.46 
LEV -0.240  -3.13*** -0.247  -3.33*** 0.173  3.11*** 
SOX 0.290  4.74*** 0.122  2.06** -0.060  -1.35 

F-value  20.02***  12.47***  10.23*** 
Adj. R2  0.0168  0.0102  0.0082 

Test: 
2 3=0   

F-value=0.70 
(0.4036) 

F-value= 1.32 
(0.2509) 

F-value= 2.75 
(0.0975*) 

Test: 
1 3=0   

F-value=8.92 
(0.0028***) 

F-value=10.32 
(0.0013***) 

F-value= 0.41  
(0.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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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B  2×2 交叉分析—使用 Panel A 迴歸係數 
依變數  更名前 更名後 更名前 vs.後 差異 
R_CFO 更名公司 -0.169 -0.103 0.066*** 

未更名公司 -0.126 -0.084 0.042*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43* -0.019 0.024 

R_DISX 更名公司 -0.162 -0.138 0.024 
未更名公司 -0.144 0.06 0.204**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18 -0.198*** -0.18* 
R_PROD 更名公司 0.049 0.005 -0.044** 

未更名公司 0.062 -0.006 -0.068***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13 0.011 0.024 

RM1 更名公司 0.212 0.144 -0.068 
未更名公司 0.207 -0.065 -0.272***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05 0.209*** 0.204* 
RM2 更名公司 0.331 0.24 -0.091 

未更名公司 0.27 0.023 -0.247***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61 0.217*** 0.156 

DA 更名公司 0.31 0.407 0.097* 
未更名公司 0.319 0.375 0.056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09 0.032 0.041 
表 7 報導主要分析結果，Panel A 為全部樣本 1,002 firm-year 觀察值之迴歸分析係數，Panel B 報導
更名公司及未更名公司更名前後的 2×2 交叉分析結果，其是使用 Panel A 的係數所建構而成。*、
**和***分別表示雙尾顯著水準為 10%、5%和 1%，各變數定義參見表 4。 



 35 

表 8 不同更名類型的盈餘管理差異分析 

Panel A 更名公司更名後(Time=1) vs.更名前(Time=0)之盈餘管理差異分析 

變數  採用品牌名

稱 
擴大業務範圍 縮小業務範圍 徹底的更名 其他 

R_CFO Time=0 -0.130  -0.111  -0.083  -0.105  0.004  
Time=1 -0.106  0.108  0.043  0.124  0.104  
Diff. 0.024(0.28)  0.219(4.77***)  0.126(2.14**)  0.229(3.34***)  0.100(2.67***)  

R_DISX Time=0 0.098  -0.138  -0.206  -0.195  -0.236  
Time=1 -0.087  -0.411  -0.224  -0.147  -0.203  
Diff. -0.185(-0.76)  -0.272(-1.99**)  -0.018(0.10)  0.048(0.24)  0.033(0.29)  

R_PROD Time=0 -0.042  0.034  0.046  -0.014  0.028  
Time=1 0.037  -0.026  -0.056  -0.060  -0.042  
Diff. 0.079(1.23)  -0.061(-1.97**)  -0.101(-2.54***)  -0.046(-0.92)  -0.070(-2.81***)  

RM1 Time=0 -0.140  0.173  0.252  0.181  0.264  
Time=1 0.125  0.384  0.168  0.087  0.160  
Diff. 0.264(1.00)  0.212(1.50)  -0.084(0.47)  -0.094(-0.43)  -0.104(-0.86) 

RM2 Time=0 0.032  0.250  0.290  0.300  0.232  
Time=1 0.193  0.303  0.181  0.023  0.099  
Diff. 0.161(0.65)  0.053(0.39)  -0.109(0.64)  -0.277(-1.37)  -0.133(-1.12)  

DA Time=0 0.105  0.232  0.400  0.158  0.308  
Time=1 0.115  0.283  0.254  0.447  0.366  
Diff. 0.010(0.07)  0.051(0.54)  -0.146(1.13)  0.289(1.93*)  0.058(0.64)  

Panel B 更名公司(Name=1)更名後與控制組(Name=0)之盈餘管理差異分析 

變數  採用品牌名

稱 
擴大業務範

圍 
縮小業務範圍 徹底的更名 其他 

R_CFO Name=0 0.039  0.121  0.062  0.156  0.151  
Name=1 -0.106  0.108  0.043  0.124  0.104  
Diff. -0.145(-1.69*)  -0.013(-0.33)  -0.019(-0.38)  -0.032(-0.54)  -0.047(-1.45)  

R_DISX Name=0 -0.106  -0.147  0.134  -0.237  -0.090  
Name=1 -0.087  -0.411  -0.224  -0.147  -0.203  
Diff. 0.018(0.06)  -0.264(-1.9*)  -0.358(-2.01**)  0.090(0.41)  -0.113(-0.92)  

R_PROD Name=0 0.011  -0.047  -0.074  -0.091  -0.032  
Name=1 0.037  -0.026  -0.056  -0.060  -0.042  
Diff. 0.026(0.40)  0.020(0.78)  0.018(0.53)  0.031(0.73)  -0.011(-0.50)  

RM1 Name=0 0.117  0.101  -0.208  0.146  0.058  
Name=1 0.125  0.384  0.168  0.087  0.160  
Diff. 0.008(0.03)  0.284(2.07**)  0.376(2.14**)  -0.059(-0.26)  0.102(0.84)  

RM2 Name=0 0.067  0.026  -0.196  0.081  -0.061  
Name=1 0.193  0.303  0.181  0.023  0.099  
Diff. 0.127(0.45)  0.277(2.07**)  0.377(2.23**)  -0.058(-0.27)  0.160(1.35)  

DA Name=0 0.248  0.313  0.164  0.379  0.327  
Name=1 0.115  0.283  0.254  0.447  0.366  
Diff. -0.133(-0.61)  -0.030(-0.29)  0.090(0.77)  0.069(0.41)  0.038(0.40)  

Panel A 中的 Diff 是指更名公司更名後與更名前的平均數差異，而 Panel B 中的 Diff 則是更名後更
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的平均數差異，( )中為平均數差異檢定 t 值，*、**和***分別表示雙尾顯著水
準為 10%、5%和 1%，各變數定義參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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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99年 11月 01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會議時間：2010 年 10 月 24 日 08:00-17:30 

專題主講人：政治大學教授鄭丁旺、首都經貿大學校長丁立宏、中國會計學會副秘書許

玉紅、北京會計學會會長楊慕彥、「經濟與管理研究」雜誌社總編高闖、南

京大學會計與財務研究院首席教授朱元午、美國 Suffolk 大學 Sawyer 商學院

會計學教授 Mawdudur Rahman。 

研討會議程： 

8：00 開幕式 
主持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楊世忠副校長 
致詞：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丁立宏副校長、中國會計學會許玉紅副秘書長、北京會計學會楊

慕彥會長、《經濟與管理研究》雜誌社高闖總編 
9：00 大會發言 

主持人：荊新 
鄭丁旺：從IFRSs 看財務會計的發展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陸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年） 

出國人員

姓名 

尤隨樺 
汪瑞芝 

服務

機構

及職

稱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

系教授兼會計財稅所所長 

會議時間 
99 年 10 月 24 日 會議

地點 
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 第九屆財務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英文) The 9th 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Conference 

發表論文

題目 

論文(1) : (汪瑞芝發表) 
(中文) R&D、董事會結構、經營績效、資源依賴理論 
(英文) R&D, Insider Board Memb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論文(2) : (尤隨樺發表) 
(中文) 集團特性對企業在中國大陸之經營績效的影響 

(英文) The Effect of Business Group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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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wdudur Rahman：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Tools for Managers  
朱元午：財務體系的缺陷與改進  
汪平：股權資本成本估算技術研究  

13：30 分會場交流 
上半場（13：30—15：10） 
第一分會場 

主持人：汪平 
討論主題包括：實質交易關聯性之研究、績效考核和激勵制度對員工努力的影響、非

物質激勵效果的問卷調查與分析、市場風險披露變革與商業銀行市場風險資訊的決策

有用性、企業內部控制能力評價IC-CMM模型的構建設想等等。 
第二分會場  

主持人：顧奮玲 
討論主題包括：初次公開發行公司盈餘管理之經濟分析、資訊不對稱視角下的股票定

向增發研究、關於本科會計倫理教育的思考和建議、環境不確定性、資源可獲得性與

管理層的投資行為、基於企業價值評估的“自由現金流量”參數估值方法研究等等。 
第三分會場 

主持人：劉文輝 
討論主題包括：機會主義行為調節與內部控制動態分析、財務風險管理資訊化效果評

價指標設計初探、合併商業銀行與合併信用合作社對銀行生產力影響之差異分析、執

業準則體系對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體現、共用資料環境中會計資訊系統的思考等等。 
下半場（15：30—17：30） 
第一分會場  

主持人：閆華紅 
討論主題包括：銀行業解除管制對銀行獲利力影響之實證研究、我國高等教育預算管

理的現狀與思考:基於調查問卷的分析、短視行為對預算之影響、會計資訊經濟屬性

的解讀與重新界定、註冊會計師內部控制審計供求狀況及其改善、關於《高等學校會

計制度（詴行）》非一致性、非對稱性問題的探討等等。 
第二分會場  

主持人：董力為 
討論主題包括：綠色能源企業之評價、基於現金流量表的中國A 股上市公司收益品

質分析、導入IFRS 後對企業財務結構的影響、中國式公司治理：差序結構中的委託

代理、MLB 球員在合約年前後績效之比較、現代企業會計關係管理初探等等。 
第三分會場  

主持人：馬元駒 
討論主題包括：經理職位資本與股東財富的實證研究—基於央企業上市公司的研究、

民主還是集權—創業者治理結構的選擇、信任會妨害審計的專業懷疑嗎？三維會計新

說、企業國際化與資訊透明度關聯性之研究－公司治理之調節效果、管理層股權薪酬

收入和盈餘品質的實證研究 
18：0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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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本次研討會是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理財學研究所

與《經濟與管理研究》雜誌社主辦，中國商業會計學會、北京會計學會與北京總會計師協會

協辦，其中，主辦的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成立於 1999 年 7 月，由原北京經濟學院財

政會計系與原北京財貿學院會計系合併而成，屬北京市重點建設學科，其開設有會計學、財

務管理、註冊會計師專門化三個專業方向，其中會計學專業被列為北京市重點建設學科，目

前有全日製在校本科生 907 人、研究生 200 餘人，學院下設會計系、審計系、理財系、培訓

部、理財學研究所、實驗室等教學研究機構，該學院的教師在審計學領域具有較高的學術地

位。研討會討論之主要議題包括：公司財務基本理論研究、公司財務政策及其他實務問題研

究、內部控制研究、會計資訊研究、註冊會計師研究等。出差申請人之會議論文摘要請詳如

附件。 

三、考察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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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建議 

透過本次研討會可比較兩岸稅務與會計制度之差異，並了解這些差異對投資與決策行

為之影響，此外，經由和與會學者的交流並能對大陸之高等教育之訓練與學術發展有較

深的認識。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第九屆財務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暨《經濟與管理研究》創刊 30周年學術研討會議程及

論文發表摘要收錄。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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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申請人之會議論文摘要(共計二篇) 

研發支出、內部董事與經營績效 

R&D, Insider Board Memb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摘要】本文從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觀點，針對台灣1999 至2008 年一般產業之上市（櫃）

公司，分析研究發展支出對內部董事與公司經營績效(Tobin’s Q)關聯性之影響。代理理論主

張，董事會之獨立性有助監督功能之發揮，故預期內部董事席次比率與公司經營績效呈反向

關係；資源依賴理論則主張，是董事會資本而非監督機制才對公司經營有較重大的助益，故

預期內部董事在企業專屬知識需求較高之公司，內部董事席次比率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向關

係。本文以Tobin’s Q 衡量公司經營績效，以高研發投入作為衡量企業專屬知識需求之代理

變數，主要實證結果顯示，研發投入密度高且其內部董事席次比率高之公司，其經營績效較

佳，分析結果支持資源依賴理論。針對控制變數與經營績效之關係，分析結果顯示，資產報

酬率、銷貨成長率及公司上市櫃年數與經營績效呈顯著正向關係，自由現金流量、公司規模

則與經營績效呈顯著負向關係。 

【關鍵字】R&D、董事會結構、經營績效、資源依賴理論 
Abstract 

Based on propositions suggested by the agency theory and the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this research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R&D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sider board 
memb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agency theory proposes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board 
directors enhances the monitoring function of the corporate board, an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depende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should be expected. As to the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it suggests that it is the board capital rather than monitoring 
mechanism serves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the corporate board. For companies with high demand 
for firm-specific knowledge it is better off to have more insider board director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is therefore expected between board depende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This paper uses 
R&D investment as the proxy for demand for firm-specific knowledge and 

Tobin’s Q as measurement for firm performance. The primary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or high R&D investment firms, higher the percentage of insider board members, higher the firm 
performance. The evidence supports the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With respect to control 
variables, 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ROA, Sales growth and years being listed ar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obin’s Q; while free cash flow and revenue size are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obin’s Q. 

Keywords: R&D, Board Structure, Firm Performance,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作者：林宛瑩(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副教授)、汪瑞芝(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財稅研究所

教授)、游順合(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人員) 
*通訊作者。聯絡電話: (02) 23226303；電子信箱: jcwang@webmail.ntcb.edu.tw；聯絡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路一段321 號，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財稅研究所。 

 

 

mailto:jcwang@webmail.ntcb.edu.tw；聯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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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Business Group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Abstract 

In emerging economies, institutions are often underdeveloped, which increase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for foreign firms. Business groups,from a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perspective, have 
typically been perceived as responses to inefficiencies in the market and are believed to be able to 
help member firms in doing business abroad. However, the evidence to dat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business group affili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s mixed. How business groups affect their 
affiliates ’opera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such environment is not well understood. This study 
employs the resource-based and network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 examine how business group 
characteristics affect location choic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based on 275 Taiwanese investments from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in emerging economy 
context of China and shows that being affiliated with business groups does not necessarily help 
firms to create a competitive edge in a host country. Instead, firms affiliated with business groups 
with highe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greater network scope are mostly likely to prosper. The 
results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business group affili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Keywords:  Business group affiliation, Firm performance, Emerging market. 
 

作者：Sui-Hua Yu (尤隨樺)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50, Kuo Kuang, Rd., Taichung 402, Taiwan, R. O.C. 
Phone: (04)2284-0828 ext. 675 
Fax: (04)222858542 
E-mail: shyu@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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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 

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14:00~16:30。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陳明進 老師 

【與會人員】陳明進 老師、吳安妮 老師、金成隆 老師、陳慧玲 老師、 

      梁嘉紋 老師、尤隨樺 老師、汪瑞芝 老師、王曉雯 老師、 

劉任 總編輯、傅秀鳳 經理、郭翠菱 助理、林孝男 助理、 

高一信 助理。 

      紀錄：郭翠菱 & 高一信 助理。 

一、會議流程 

時間 議程 

14:00~14:30 簽到 

14:30~16:00 中華徵信所 劉總編輯、傅經理報告 

16:00~16:30 其他議案討論 

 

二、口頭報告 

本次口頭報告主題為中華徵信所 劉總編輯及傅經理，報告該公司資料庫欄

位變數說明。報告中老師們針對本計劃之需要提出問題，詳細問答記錄請詳

附件一。 

 

三、其他議案討論 

(一)資料庫採購 

目前老師們有興趣的資料庫，主要為「大陸台商千大排名」及「台商企

業集團資料」兩個資料庫。吳安妮老師表示，希望在一個月內整合意見

後就確定購買，完成採購流程進行研究使用。 

 

(二)問卷 

中華徵信所劉總編輯表示，該公司有提供問卷調查的服務；對於有老師

從事之研究，需要發放問卷(尤其是大陸方面)的部份，老師們可整合問

題後，請中華徵信所協助發放。費用部份則另行詢問及討論。 

 

附件三：歷次研究團隊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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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使用 

陳明進主任及吳安妮老師表示，計畫核定之差旅費每人每年約新臺幣

50,000 元左右，可提供老師們大陸參訪、研討會支用；惟目前國科會

對整合型計劃之經費使用高度關注，故請老師們支用經費時以實績為導

向，樽節支用。 

 

(四)下次會議時間及內容 

經討論結果，本整合計劃維持三個月一次的集會，故下次會議時間約為

民國 97 年元月下旬；會議內容需請老師報告目前關於本計劃之研究進

展，及討論目前研究尚需的協助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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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 

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七年元月廿八日（星期一）14:30~17:30。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陳明進 老師 

【與會人員】陳明進 老師、周冠男 老師、陳慧玲 老師、梁嘉紋 老師、 

      林嬋娟 老師、尤隨樺 老師、汪瑞芝 老師、王曉雯 老師、 

郭翠菱 助理、林孝倫 助理、高一信 助理。 

      紀錄：郭翠菱 & 高一信 助理。 

【與會來賓】兩岸經貿交流協會副理事長任盛漢先生。 

 

一、會議流程 

時間 議程 

14:30~14:40 簽到 

14:40~16:30 任盛漢副理事長演講、Q & A 

16:30~16:35 休息 

16:35~17:25 財務會計組-周冠男老師、陳慧玲老師

審計組-林嬋娟老師、林孝倫助理 

管理會計組-尤隨樺老師、梁嘉紋老

師、王曉雯老師、郭翠菱助理 

稅務組-汪瑞芝老師、陳明進老師 

17:25~17:30 其他事項報告 

 

二、專題演講 

本次演講人為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副理事長任盛漢先生，所選主題

為「大陸投資危機管理與應變」及「台商在大陸如何運用『統一戰線』法寶

做好企業管理」，以實務面角度暢談台商在大陸面臨的環境。任副理事長於

演講後則與老師們在台商議題研究的問題上進行對談及意見交流，並加強團

隊老師們實務面的觀點，做為從事研究的借鏡。重點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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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大陸的行政區劃分與臺灣不同，除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區的一

級單位、三級的縣級單位外，另有二級的「地級」單位，在縣之上、在一

級單位之下。 

2. 江蘇省的電子業的群聚效果，主係上下游的供應鏈及大量資源集中；吳江

的紡織業成為中國的基地，除供應鏈效果外，同時犧牲當地的太湖。研究

群聚效果應了解該產業的特性，且群聚效應非通則。 

3. 內部管理觀察（舉永豐銀行金控部門副總經理為例）：在做企業貸款徵信

時，靠「經驗累積」；會看風水，也會看圍牆、宿舍及廁所的清潔管理。

基本上由小地方反應大問題。 

4. 危機管理首重「撤退計劃」，不知道如何撤退，就不知道如何前進。 

5. 脫產學習：離開原單位受訓停薪；半脫產學習：帶職受訓。 

6. 臺灣與大陸雖說「同文同種」，但其實不然，故鼓勵研究大陸的學者們應

多讀「閒書」，了解當地人的想法。書籍可參考「九歌文化」的出版品，

過去亦有熊旅揚小姐主持的「大陸尋奇」及凌峰先生主持的「八千里路雲

和月」節目可供參考。 

7. 做研究應站在商人的角度想問題，研究其通路、錢流（中盤商的貸款）及

其地下金融管道。 

 

三、進度報告 

 

各組老師就各自之研究主題，與團隊老師們報告並討論目前的進度及面對的

問題；其中，管理會計組的問卷調查，因花費甚貲（每一份新台幣 2,800 元），

故目前仍在尋求可行的變通方案。 

 

四、其他事項討論 

 

(一)資料庫採購 

陳慧玲老師表示，以台商研究團隊名義取得之國泰安資料庫金鑰，僅能

取得至 2006 年的資料，惟有政大購買的資料庫方得持續更新；目前因

預算問題無法續購國泰安資料庫，故俟年節過後，吳老師會再與政大校

長商談由政大校方維護資料庫事宜。台灣經濟新報之大陸資料庫已自政

大圖書館下載原始檔，並轉交給團隊各個老師。 

中華徵信所資料庫部份，採購內容主要為「台商企業集團資料」，並請

汪瑞芝老師協助比較「大陸台商企業」及「大陸台商千大企業排名」的

變數何者較符合需求再決定購買，此外還有「企業交叉持股分析」亦在

考慮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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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 

經郭老師詢問中華徵信所，一份四頁的問卷索價 2,800 元，考量預算的

情況下，欲做問卷的老師正另行尋求可行的替代方案。 

 

 (三)經費流用 

差旅費部份，每位老師可用金額為新台幣 50,000 元，若老師們在第一

年計劃結束前不會用到此部份金額，可請助理高一信辦理經費流用，特

別是老師們若有單獨的資料庫需求，即可循此方式取得經費。 

 

(四)下次會議時間及內容 

經討論結果，本整合計劃維持三個月一次的集會，故下次會議時間約為

民國 97 年四月下旬。因五月份為國科會的期中查核，須繳交各子計劃

之進度報告，故決定於會議前(4/15)請老師提交 word 格式的計劃進度

報告及中英文摘要，會議中討論目前研究尚需的協助部份，會議時間則

於三月份再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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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 

第三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九日（星期五）08:30~11:30。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陳明進 老師 

【與會人員】陳明進 老師、周冠男 老師、陳慧玲 老師、林嬋娟 老師、 

      尤隨樺 老師、汪瑞芝 老師、郭翠菱 助理、林孝倫 助理、 

高一信 助理。 

      紀錄：郭翠菱 & 高一信 助理。 

 

一、會議流程 

時間 議程 

08:30~08:40 簽到 

08:40~09:00 子計劃七-汪瑞芝老師報告 

09:00~09:20 子計劃二-陳慧玲老師報告 

09:20~09:40 子計劃八-陳明進老師報告 

09:40~10:00 子計劃三-吳安妮老師報告 

10:00~10:20 子計劃六-林嬋娟老師報告 

10:20~10:40 子計劃四-尤隨樺老師報告 

10:40~11:00 子計劃五-郭翠菱助理(代)報告 

11:00~11:20 總計劃報告 

 

二、進度報告 

(一)汪瑞芝老師報告：租稅誘因對於台商赴中國大陸生產及投資績效之探討 

 

在生產效率方面，整體技術效率分析中，最高的城市為內陸四川省的重

慶市，其整體技術效率平均值為 0.817，且規模效率平均值為 0.983。

青島市純技術效率高達 0.944，為台商投資地中最高的城市，且整體生

產效率亦達 0.802，為排名第二高的投資地，且台灣投資母公司皆為食

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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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優勢，赴上海市投資的台商最多，共計 58 家，為首選之地，

但上海市台商整體效率平均值為 0.24，反而是所有投資地中生產效率

最低的城市。整體評估長江三角洲的整體生產效率介於 0.24 至 0.681

之間，其中以上海市整體效率最低，而以杭州市整體效率最高。而珠江

三角洲整體生產效率介於 0.257 至 0.689 之間，其中以東莞市整體效率

最低，而以佛山市為最高，且佛山市高達 0.925 的規模效率。 

 

在中國大陸投資，除了考慮低土地、原物料及勞工成本優勢之外，尚有

一些經營風險值得台商注意；包括了法制不健全、硬體設施(包括運輸、

通訊、電力供應、銀行設施)不完善、原材料採購困難/採購品質差、市

場體制不健全、稅收系統問題以及金融風險等有待改善外。 

 

台商在經營策略上可採行多個投資地經營以及多專注於發展單一核心

項目，增加競爭優勢，自創品牌知名度及增加市場佔有率為目標，並提

升管理技術及資源分配以提高經營績效。 

 

(二)陳慧玲老師報告：盈餘管理方法、承銷商聲譽、審計品質與分析師盈餘

預測對公司長期表現之影響：以中國上市公司承銷配股為例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hoice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he long run performance of rights offering firms.判斷盈餘管理方法的

選擇與承銷商長期績效的關係 

Examine whether the long-term accounting and stock performance of firms 

which applied and received approval is better than that of firms which 

applied for but failed to receive approval.判斷長期會計與股票績效 

 

(三)陳明進老師報告：我國上市公司財稅所得差異之研究－新會計準則及稅

制變革與赴大陸投資之影響 

 

 企業財稅所得差異的現象引起學術研究及證券與稅務主管機關之廣泛

注意，但實證研究上卻受限於企業申報課稅所得資料取得之限制。不論

是國內或國外，現行實證研究上採用的估計方法及現有資料庫之資料，

推估課稅所得皆可能存有顯著之估計誤差。 

 

台商赴大陸投資已是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重要之一環。由於兩岸不同財務

會計準則與稅法規範，也可能影響赴大陸投資台商企業在財務報表認列

之財稅所得差異。且由於大陸市場是屬於成長新興市場，台商赴大陸投

資損益所產生之財稅所得差異，與在台灣損益產生的財稅所得差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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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場對二者之資訊內涵的評價也可能不同。 

 

本研究首先由財務報表上可以觀察到(應付)所得稅費用科目著手，採取

下列二步驟推估企業課稅所得額：(1)首先依財務報表附註資料計算當

期課稅所得額之應付所得稅額，(2)再依適用之稅率，將應付所得稅額

換算為當期課稅所得額；對於虧損年度企業之課稅所得，乃改以其揭露

的申報(課稅)五年虧損扣抵明細的增減變動金額推估當年度發生的申

報課稅虧損數額。  

 

(四)吳安妮老師報告：台商公司治理機制與投資策略對經營績效影響之研究 

 

(五)林嬋娟老師報告： 

 

(六)尤隨樺老師報告： 

 

(七)郭翠菱老師代王曉雯老師報告：二岸三地企業會計與財務管理決策之資

訊效果研究 

 



1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 

期末研究進度分享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 9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14:00~16:00。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館八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陳明進 老師 

 

【與會人員】陳明進 老師、吳安妮 老師、梁嘉紋 老師、陳慧玲 老師 

尤隨樺 老師、汪瑞芝 老師。 

林孝倫 助理、郭翠菱 助理(記錄)、賴玟伶 助理(記錄)。 

 

【會議內容摘要】 

一、 總計畫報告：賴玟伶 助理 

工作內容： 

總計畫目前之工作內容有三，分別為電子報之製作及發佈、研究數據庫

索引手冊之編輯、總計畫網站之建置與維護。 

電子報為每周一發佈乙次，其內容為上週與台商及大陸企業有關之財

經、政策新聞及文章，資料來源為聯合報、工商時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

天下雜誌及商業周刊。 

研究數據庫索引手冊之整合範疇為國泰安資料庫（總計畫自購）、國泰

安資料庫（政大圖書館購買）、TEJ 中國及香港財經資料庫、及中華徵信所

資料庫。 

目前中華徵信所的部分已編輯完成，正在逐一檢查；TEJ 的部分，由於

前幾日才完成已下載數據資料之檢查，並逐步補足遺漏或有問題之數據資

料，故而僅完成 60%的編輯，但尚未檢查；至於國泰安的部分，由於國泰安

內部在進行資料庫之更新，根據 Charles 提供之更新進度表顯示：股票交易

數據庫、增發配股研究數據庫、紅利分配研究數據庫、分析師預測研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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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違規處理研究數據庫、併購重組研究數據庫、關聯交易研究數據庫、財

務報表附註數據庫等預定完成更新之日期為 2008 年 12 月 31 日，故而目前

僅完成 70%的編輯及 30%的檢查。 

網站建置與維護的部分，總計畫網站之整體架構為整合型計畫簡介、相

關報導、統計資料、法規、文獻、及各期電子報；整合型計畫簡介之內容有：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整合範疇、預期綜效、參與研究學者；相關報導之內

容則有：新聞、文章、專題。 

相關報導的資料來自聯合知識庫及知識贏家，粗略估計約有 55,229 筆，

但尚有其他來源的資料無法估計出其筆數，目前已蒐集 85 篇；統計資料來

自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中央社台商網、全球台商服務網、大陸台商經貿網；

法規擬進一步分類為大陸事務法規、台商對外投資法規、大陸重要經貿法

規、台灣重要經貿法規、港澳重要經貿法規，其資料來源則為中央社台商網、

全球台商服務網、大陸台商經貿網、兩岸經貿服務網，目前已蒐集 180 筆；

文獻則擬依據團隊老師之研究領域及論文著作進行分類，此部分目前尚未進

行；各期電子報之資料來源為每周發佈之電子報，目前已有 15 期。 

    未來工作進度： 

    電子報擬每周發佈乙次；研究數據庫索引手冊擬於 2009 年 1 月底前完

成；網站建置與維護則擬持續充實資料量，並於 2009 年 2 月底前開放予團

隊老師使用。 

二、 管理會計組 

1. 子計畫三：吳安妮 老師 

第二期主要是進行台商管理控制制度移轉、影響因素、及其對經營

績效影響的研究。 

但我一直在思考，到底台商將這套原本用於台灣企業的管理制度移

轉到大陸企業時，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有什麼特色；我一直在想，如

何做出有別於以往、有突破性的研究，如果沒有辦法做出差異性的話，

我會覺得自己沒有進步。 

2. 子計畫四：尤隨樺 老師 

目前已將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撰寫成學術論文投稿，並被 2009AAA 

Management Accounting Section Midyear Meeting 所接受，預計於 200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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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10 日 Florida, U.S.A 進行口頭發表；至於後續進度之規畫，擬依據研討

會之評論意見進行修改，於近期內投稿學術期刊，此外，擬構思新研究議題

以對台商之社會網絡和產業聚落相關議題有更深入之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探討企業之投資動機如何影響其網絡關係之建構，並

進一步探討不同的網絡關係如何影響其經營績效，本研究特別著重於分析投

資於中國之產業聚落及社會關係網絡。 

本研究之議題有二，其一為企業之投資動機如何影響其網絡關係？另一則

為產業聚落及社會關係網絡如何影響其經營績效？ 

本研究之假說有四： 

H1:以尋求資源為投資動機之企業傾向於選擇產業群聚。 

H2:以尋求市場為投資動機之企業傾向於建立區域網絡關係。 

H3:在中國，處於產業群聚之企業會有較高之經營績效。 

H4:在中國，區域網絡關係密切之企業會有較高之經營績效。 

    由初步之統計結果可知，當企業與地主國之企業群聚一處或建立密切之

社群關係時，其於新興市場之獲利表現較佳；再者，以尋求市場為導向之企

業傾向於建立社群關係，而以尋求資源為導向之企業則傾向於選擇建立產業

聚落。 

三、 財務會計組 

1. 子計畫二：陳慧玲 老師 

第一年主要之研究焦點為，中國上市公司的盈餘管理行為，發現其盈餘

管理行為其實很複雜，因此修正第二、三年的研究方向，將其轉為中國證券

分析師盈餘預測行為，因此與第一年的研究方向有較大的差異。 

第一年的研究結果亦已投到 AAA，且已被接受，預計明年四月去發表，

再依發表後之意見進行修改，並將其投稿至美國對大陸研究議題較有興趣之

期刊。 

第二年主要在研究中國證券分析師盈餘預測行為，目前之工作進度為 

(1) 蒐集分析師所屬證券公司合併情況以釐清分析師所屬證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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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彙整分析師所屬證券公司所進行承銷與經紀業務情況。 

(3) 蒐集餘額包銷比例。 

(4) 購買資料庫。 

第二年之研究目的旨在瞭解：承銷業務對分析師盈餘預測行為之影響、

及經紀業務對分析師盈餘預測行為之影響。至於工作進度的部分，預計於一

月底完成資料蒐集，二月份至三月份進行資料分析，四月份進行敏感性測試

及報告撰寫。 

四、 審計組 

1. 子計畫六：林孝倫 助理 

       第一年計畫之研究主題為『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品牌與競爭程度對審計

公費之影響：中國之實證』；於 2008 年 9 月參與南開大學主辦之「2008 

ISCMFM」研討會，此行並拜訪北京 DT、EY 會計師事務所、證監會、中註

協；並將此篇研究投稿至會計評論專刊。 

    第二年計畫之研究主題為『雙重審計對審計品質的影響』。目前中國證監

會要求同時發境內上市普通股與境內上市外資股或是同時發行境內上市普通

股，又到境外上市之上市公司，除了要聘請境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依據中

國會計準則編制之財務報表外，還需要聘請符合國家規定之境外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公司依據國際會計準則所編制之財務報表。 

本研究的動機主要為探討： 

(1) 雙重審計政策，是否確實可達到提升財務報表品質之功效？ 

(2) 境內與境外兩家事務所之間的關聯性是否會對審計品質產生不同的

影響？ 

(3) 兩家規模不同的會計師事務所分別負責審計工作，境內會計師事務所

在高品質之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同時進行審計工作的壓力下，是否也會

提升自我之審計品質？ 

本研究之假說有四： 

H1:事務所簽證需雙重審計客戶時，審計品質較高。 

H2:若境外會計師事務所為國際四大時，對境內會計師事務所產生較

大監督壓力，顯著提升 A 股之審計品質。 

H3:境外會計師事務所與境內會計師事務所間不具有同盟所(甚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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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務所)關係時，對於境內會計師事務所產生較大的監督效果。

顯著提升 A 股之審計品質。 

目前初步之研究結果為： 

(1) 事務所簽證需雙重審計的客戶時，審計品質較高。 

(2) 當境外會計師事務所為國際四大且境內外會計師事務所為獨立兩

家會計師事務所時，對於 A 股審計品質有顯著提升的效果。 

五、 稅務會計組 

1. 子計畫八：陳明進 老師 

第一年度的研究問題為建構我國上市公司課稅所得額的推估公式，

並核對建檔推估的課稅所得額計算結果之正確性。 

第二年度的研究問題為測試我國實施財務會計準則第 34 號公報與

稅法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的變革，以及赴大陸投資損益結果，對我國企業

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 

目前研究進度為資料蒐集與建檔。 

本研究之實證假說為： 

H1-1:在其他條件相同下，BTD 與 FING 為正相關。 

H1-2:在其他條件相同下，BTD 與 FINL 為負相關。 

H2-1:在其他條件相同下，BTD 與｜RP︱為正相關。 

H2-2: 在其他條件相同下，BTD 與 POST*｜RP︱為負相關。 

目前的實證結果為： 

(1) 財務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公報對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 

 FING 為正 (t=2.54, p=0.01) 

支持假說-在其他條件相同下，財稅所得差異(BTD)與金融商

品評價利益(FING)為正相關。 

 FINL 為負(t=-1.40, p=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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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財稅所得差異(BTD)與金融商品評價損失(FINL)之負向

關係與預期相符，但未達顯著水準。但資產減損(IMPAIRL)

則為顯著負相關，符合預期。 

(2) 稅法移轉訂價對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 

 POST 為正 (t=6.13, p=0.01) 

表示移轉訂價的實施無助於縮短財稅所得差異。 

 RP 為負 (t=-2.12, p=0.03) 

表示關係人交易反而讓財稅差異變小，與預期不符。由於關

係人與母公司多為從屬關係，且投資損益也會影響財稅所得

差異，因此，推測此負向關係可能與投資損益有關，需進一

步分析。 

 POST ×RP 為正 (t=2.15, p=0.03)  

在預期關係人交易(RP)與財稅所得差異為正相關之假設

下，預測 POST ×RP 與 BTD 為負向關係，現 RP 與 BTD 為

負向關係，此交乘項也與預期方向相反。 

       未來研究進度： 

第二期研究主要在探討(1)新會計準則(2)稅制變革(3)與赴大陸

投資，對我國上市公司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 

其中，新會計準則對財稅所得差異之影響，已有初步之研究成

果。但稅制變動與關係人交易對財稅差異之影響，則仍待進一步分

析。(赴大陸投資損益影響尚待分析) 。 

2. 子計畫七：汪瑞芝 老師 

本研究之研究議題為租稅誘因對台商經營績效之探討；所謂之租稅

誘因係投資地區及投資產業之租稅優惠，經營績效則分為子公司生產效

率及母公司投資績效。 

文獻探討分為兩部分，一為租稅誘因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另一則為

租稅誘因對投資績效（投資收益／投入資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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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資料包絡及迴歸進行分析，資料期間為 2004 及 2007，目前

有請中華徵信所將在大陸調查的千大台商各公司所在省分及所屬集團、

產業…等相關資料整理出來；此外，母公司（上市／櫃）代碼目前還在

coding 中。 

六、 其他事項報告 

主要是關於目前可資動用差旅費的報告，第一年核定金額為

$1,000,000，報支$411,750，第二年核定金額為$1,100,000，報支$59,101，此

外尚有兩次申請流用，一次用以購買 GTA 資料庫$130,000，另一次購買電

腦主機供架設網站之用$15,000，由於第一年計畫執行的經費已達 70%，故

而第二年尚可支用第一年的經費，因此，總計可資動用的差旅費尚餘

$1,484,1489。 

此外，再將報支差旅費應備妥之文件簡要報告如下，主要分為四大部

分：證件／票根、請假單／國外出差申請書（政大教師）、國外出差旅費報

告表、出差報告。 

證件／票根的部分主要包括身份證影本（正反面）、護照影本、第一銀

行或郵局存摺影本、旅行社所開立之代轉付收據，抬頭需為「國立政治大

學」、機票／車票票根。 

 

  ※關於經費流用的問題： 

  依據國科會的規定：「一級科目間，流入不超過原預算 20%，流出不超過原

預算 30%。」 

    試算可流出/入之金額如下： 

 國外差旅費 研究設備費 

核定金額 3,200,000 800,000 

流入(流出)金額 (130,000) 130,000 

(15,000) 15,000 

已佔百分比 4.531% 18.125% 

尚可流入(流出)金額 (815,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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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 

期末研究成果分享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05 月 01 日（星期五）14:00~16:00。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館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吳安妮 老師 

【與會人員】吳安妮 老師、梁嘉紋 老師、陳慧玲 老師、林嬋娟 老師 

尤隨樺 老師、汪瑞芝 老師、王曉雯 老師。 

郭翠菱 助理、賴玟伶 助理。 

 

 

【會議流程】 

時間 活動事項 

14:00~14:10 簽到 

14:10-14:20 總計劃報告 

14:25-16:00 

管理會計組

子計畫三：吳安妮老師 

子計畫四：尤隨樺老師 

子計畫五：王曉雯老師 

財務會計組 子計劃二：陳慧玲老師 

審計組 子計畫六：林嬋娟老師 

稅務會計組
子計畫七：汪瑞芝老師 

子計畫八：汪瑞芝老師（代理）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 

期中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9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10:00~12:00。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館 709-2 討論室。 

【主 持 人】吳安妮 老師 

【與會人員】吳安妮 老師、陳明進 老師、金成隆 老師、陳慧玲 老師 

尤隨樺 老師、汪瑞芝 老師、梁嘉紋 老師。 

賴姿妤 助理。 

【提案討論】 

案由：本計畫團隊前往大陸參訪與駐點工作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有關前往大陸參訪與駐點行程之選擇，請討論。 

二、 參訪時間與參訪公司之調查，請討論。 

決議： 

一、 每位團隊老師需前往大陸進行研究工作至少一週。 

二、 團隊老師自行安排駐點時，可以學校為據點，進而參訪當地公司、企

業等，以進行該地區的產業研究。 

三、 組團參訪地點主要為長江三角、上海、江蘇、浙江；對象有下列六者： 

1. 大陸會計師事務所 

2. 大陸顧問公司 

3. 大陸政府機構：國稅局、統計局 

4. 大陸大學院校 

5. 大陸公司企業 

6. 台商公司企業 

四、 參訪公司名單調查為期一週，請團隊老師提供資訊給總計畫助理姿妤。 

五、 各位團隊老師所安排之時間與預算如附件一。 



附件一 

【出國時間與預算】 

預訂時間 預算 

金成隆老師 6 月底(自理)、8 月 9 日(join)，共 2 個禮拜 150,000

紀信義老師 6 月底(自理)、8 月 9 日(join)，共 2 個禮拜 150,000

王曉雯老師 7 月中(自理)，共 1 個禮拜 70,000

吳安妮老師 8 月初至 9 月初(join)，共 1 個月 250,000

郭翠菱老師 8 月初至 9 月初(join)，共 1 個月 250,000

黃政仁老師 8 月初至 9 月初(join)，共 1 個月 250,000

梁嘉紋老師 8 月 9 日(join)，共 1 個禮拜 70,000

汪瑞芝老師 8 月至 9 月中(自理或 join)，共 2 個禮拜 131,505

尤隨樺老師 8 月初至 8 月中(join)，共 2 個禮拜 130,000

陳明進老師 9 月初(join)，共 1 個禮拜 70,000

陳慧玲老師 9 月初(自理)，共 1 個禮拜 70,000

林嬋娟老師 9 月初(自理)，共 1 個禮拜 70,000

賴姿妤助理 9 月初(join)，共 5 天 60,000

 



 1 

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1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陳明進（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吳安妮（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尤隨樺（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學系尤隨樺副教授） 
郭翠菱（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博士候選人兼台商及大陸企業

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助理） 

出國時間地點 96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6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上海、蘇州、昆山 

 

為了加速瞭解台商在大陸之經營環境現況、稅務移轉訂價、公司治理機制、

投資策略、企業風險控管、及智慧資本移轉等會計議題，由國科會大陸台商研究

團隊的四位成員，包含政治大會計系陳明進教授、吳安妮教授，中正大學會計與

資訊學系尤隨樺副教授、與郭翠菱助理，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

月六日赴大陸參訪考察。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參訪研究過程包括： 

8/29：自台北出發，經香港赴上海。 

8/30：上午至昆山參訪 A 軟體公司，下午至蘇州參訪 B 電子公司。 

8/31：上午至蘇州德律科技上課，下午參訪 C 光電公司。 

9/1：至上海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9/2：周日討論參訪心得及相關議題發現。 

9/3：上午至昆山參訪錸德昆山廠，下午參訪定穎電子昆山廠。 

9/4：上午參訪仕欽科技昆山廠，下午參訪神達電腦昆山廠。 

9/5：上午拜訪上海財經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附件一：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2 

9/6：自上海經香港返台。 

 

二、參訪心得： 

 

此次赴大陸參訪地點為台商電子業最集中的上海、昆山與蘇州等地，主要參

訪對象包含七家高科技業上市櫃(含興櫃)台商，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及一家傳統

產業台商。茲就此次參訪的心得分述如下： 

1.在台灣母公司之功能價值鍊上，受訪之電子業台商多將其大陸子公司定位

為製造代工廠，利潤率較低，因此，大陸稅務成本為一重要考量。 

2.在大陸納稅狀況上，受訪電子業台商之大陸子公司多數已開始適用二免三

減半優惠期間，因此2008年大陸新稅法施行後，取消外資企業二免三減半

優惠，對其稅務成本將會有相當大幅度之增加。 

3.在組織管理上，受訪之電子業台商普遍將大陸子公司定位為母公司的一個

製造部門，低估了實際上大陸子公司是當地一個獨立法律個體的稅務複雜

性及風險。 

4.在管理文化上，受訪之電子業台商較傾向集權式管理者，大陸子公司製造

代工的利潤率通常決定於台灣母公司管理當局，交易訂價較趨向成本加成，

忽略市場價格的標準，導致其兩岸移轉訂價的稅務風險較高。 

5.由於代工進入微利時代，大部分電子業公司主要透過製程改善來達成成本

競爭的優勢，並透過專利申請保護來防止競爭廠商的盜用，但申請專利也

可能有洩漏的風險。 

6.電子業避免匯差的影響也很重要，因為對成本影響甚大，舉例而言，匯率

使薪資上揚，成本因此上漲5-6%，此外，目前法令即將改變，土地將要課

土地稅，也會造成成本上漲。 

7.在大陸的營運部份，目前營運方式大部分是由總公司決定供應商，再由子

公司下單，亦即，由總公司全球詢價、議價、並考量與供應商間的關係後

決定主要的供應商。 

8.外在環境的部份，影響成本上升最重要的因素還是薪資的上揚，因為相較

於設備，成本全球的差異性並不大，此外，由於訂單是由總公司來負責接

受，因此子公司的部分只是賺取代工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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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司治理與母公司的管理方面，大部分公司之海外子公司皆是母公司

100%股權持有，在董事會的組成上，除了會將子公司之高階主管納入外，

其餘大部分與母公司董事會是相同的，營運模式為台灣總公司控制接單，

大陸廠房負責生產，研發、行銷、進貨原料則在台灣。 

10.公司獲利來源主要來自於策略佈局，海外員工的績效評估和獎酬完全按

照台灣的制度，績效會依據該員工在每個地點的關鍵績效衡量指標(KPI)，
每週、每月定期的檢視其表現，而最主要的差異則呈現在「派外津貼」，

另外，為了表示公司對於團隊工作的重視，會特別對表現良好的團隊作

獎酬。 

11.有關設廠區域地點的選擇，大部分公司生產線分布在華東地區(上海、崑

山、蘇州、無錫) ，產業鏈都已到齊，與其往來較為密切的公司，以顧客

與供應商居多，其他廠商間以調貨為主，而政府關係則較少經營；在子

公司方面，子公司之間的聯繫很密切，會相互調料、設備移轉等。在中

國大陸，產業聚集成為該地區的一項優勢，此外，大部分公司均利用全

球運籌，母子公司互相分工，透過全球化的資源來達到競爭優勢。 

12.有關研究發展方面，目前還是以台灣母公司為主，因為台灣人才較佳，

故主要的生產技術與知識還是留在總公司，大陸子公司在此一部份尚無

法獨立作業，要投資新的技術設備，皆需要由母子公司相互的溝通和協

調之後才能做出決策，公司內部溝通協調的機制甚佳。 

13.考量風險管理上，有時會為了和當地銀行維持關係，即使沒有資金需求

也會貸款。對於總體的風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企業的運作是很靈活的，

以獲利為導向使得營運具彈性。 

14.在落實員工管理方面，由於文化環境的關係使然，大陸員工較為急功近

利，忠誠度低，高薪資是最主要的誘因，因此，公司對員工的培育有一

定的規劃，會儘量透過教育訓練來降低員工流動的影響。此外，因為公

司持續擴充導致台灣派遣過去的幹部人數不敷使用，因此有錄用陸籍幹

部的需要，但對於需要經常到國外出差的職務，台灣幹部較能勝任，因

此這方面較為倚重台灣幹部。台灣的企業持續朝向國際化，人力的訓練

也必須邁向國際化，才會有發展性。 

15.台灣母公司將智慧資本移轉至大陸子公司的方式包含投入時間訓練員工，

投入資源建立移轉的 SOP，舉辦會議、研討、個別說明示範、現場指導，

將智慧資本變成書面資料、磁片、圖樣、資料庫等。 

16.大陸子公司經由吸收能耐，加以學習智慧資本的方式包含舉辦教育訓練、

強化企業價值信念、豐富移轉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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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事項： 

1. 由於大陸經營環境演變較快，為深耕了解台商在大陸經營管理及稅務問題，

應持續進行參訪在大陸之台商，進而選擇蹲點式深入研究台商議題。 

2. 進行大陸台商學術研究，須考量大陸政經、社會政策及實況對企業活動之

影響，因此，鼓勵我國學者進行跨領域之台商整合研究，將來擴大包括經

濟、社會等領域之學者，共同研究台商多重構面之問題。 

3. 大陸稅務改革在 2008 年新企業所得稅法施行後，其所得稅制已較我國完

備，與國際化接軌更深，值得我國稅制改革參考。學術研究上，也應關注

大陸新企業所得稅法施行後，對大陸台商經營管理之影響。 

4. 在強化公司治理方面，建議可透過提高機構法人持股比率、或是提高獨立

董監席次等方式，俾強化對台灣母公司之監督機制，並進而提高大陸子公

司的經營績效。 

5. 建議台商對大陸子公司的投資策略，應強化管理階層有關管理國際化公司

方面的經驗、並深耕在地化之陸籍幹部人才培育，裨益提高大陸子公司的

經營績效。 

6. 為了因應實施新版勞動合同法、工資上漲、勞工短缺等問題，建議台商將

台灣人力資本方面的經驗移轉至大陸、並深耕在地化陸籍幹部之人才培育，

俾有效回應環境和市場的變化。 

7. 當面對成本高漲、美國經濟衰退、壓縮獲利空間之際，建議電子業台商應

思考如何將過去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外銷模式，與大陸十三億人口的內

需市場加以結合，裨益創造下一波的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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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1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汪瑞芝（實踐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97 年 4 月 18 日至 4 月 26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西安 

一、參訪行程 

97 年 4 月 19 日(六)           西安吉的堡少年英語西安分校 林書正校長 

97 年 4 月 20 日(日)           雍大實業有限公司  丁羅育總經理 

97 年 4 月 21 日(一)           百腦匯(西安)實業有限公司  譚延富總監 

97 年 4 月 22 日(二)-25 日(五)   西安交大研討會 

二、中國陜西省西安市之介紹 

(一) 經濟成尌 

  中國陜西省 1999 年完成國內生產總值 1487.6 億元，比上年增長 8.4%，連續

四年高於全國帄均增長水準。農業增加值 267 億元。糧食總產量 1081 萬噸。水

果總產量 500 萬噸，創歷史最高水準。工業增加值 486.2 億元，比上年增長 9.5%。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30億元，比上年增長15.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00
元，比上年增加 380 元；農民收入 1460 元，增加 54 元。地方財政收入 101.8 億

元，比上年增長 9.1%。 

  陝西是中西部農業較為發達的省份。近年來，通過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發展

優質高產高效農業，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顯著提高。已建成糧棉油基地縣 45 個，

優質蘋果基地縣 25 個，煙基地縣 34 個，商品瘦肉型豬基地縣 20 個，秦種牛基

地天 20 個，節能日光溫室蔬菜種植面積 320 萬畝。農業產業化初具規模，全省

有各類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 462 個，經營總產值 112.3 億元。已形成西安華聖、

陝西正大、陝西康得、西安銀橋等一批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鄉鎮企業在結構調

整中加快了產品、技術和機制創新。1999 年實現增加值 465 億元，增長 15.7%；

實現總收入 1885 億元，增長 13.4%；實現利稅 41 億元，增長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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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西是中國新興的工業基地。經過 50 年的建設和發展，逐步形成了門類眾

多，基礎雄厚，擁有相當規模和水準的工業體系。電子、機械、醫藥、化工、能

源、食品為陝西的六大優勢產業。全省現有工業企業 14.19 萬個，其中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 2685 個，資產總額 2158 億元；大中型企業 469 個，資產總額 1522 億

元。多媒體彩電、民用飛機、豪華型大轎車、數控機床、渦旋式壓縮機、超級數

位程式控制電話交換設備等一批高科技產品成為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彩色顯像管、

真空開關管、鉬材、鈦合金材料、工程機械、高壓輸變電設備等產品在全國佔有

重要地位。 

  全省現已形成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並存

的金融體系。1999 年金融機構存款餘額 2286.1 億元，貸款餘額 2105.8 億元，分

別比年初增加 254.8 億元和 340.4 億元。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等 4 家保險公司在陝

設有分公司，永安財產保險公司總部設在西安。1999 年，全省保險業承保總額

3833 億元，保費收入 26.7 億元。全省有證券營業機構 10 家，20 家公司的股票

分別在滬深上市，共募集資金 63.6 億元。全省批發零售 貿易網點發展到 3.8 萬

個，各類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 2872 個，年銷售額超過億元的商場 11 個。

1999 年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557 億元，比上年增長 7.1%。新型流通業發展

很快。全省已有舊貨調劑試點企業 4 家，拍賣企業 25 家，商業連鎖企業 55 家，

公用電子商務帄臺已建成投入試運行。  

  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100 戶企業進行了規範的公司制改造，新組建了 10
個企業集團，計畫脫困的 57 永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實現了預期目標。紡織經過

壓錠減員實現了全行業大幅度減虧。渭河化肥肉廠、西安化工廠與中國信達資產

管理公司簽訂"債轉股"協定 30 億元。全省建立再尌業服務中心 8000 多個，28
萬下崗職工進入再尌業服務中心。開放國有小企業為全省經濟注入新的活力。有

4525 個國有小企業完成轉制，改革面達 80.3%。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在

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 18%上升到 25%。 

(二) 科技發展 

  陝西科技實力雄厚。全省有 2000 多個科研單位，其中具有獨立開發能力的

國家、部屬和重點院校的科研單位 898 個，處於全國領先水準的研究機構 50 家。

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 10 個，國家部門專業、專項實驗室 50 個，省級重點實驗室

29 個。擁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 85.1 萬人，其中直接從事高科技的 17 萬人，有兩

院院士 35 個。綜合科技實力居全國第三位。1999 年，全省共獲得重大科技成果

589 項，其中居國際先進水準的 197 項，占 33.4%；居國內領先水準的 265 項，

占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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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以來，全省實施重大科技產業化專案 47 項，國家火炬計畫專案 129
項，省級專案 584 項。1999 年全省重大產業化專案實現產值 120 億元。高解析

度顯示管、700 線中清晰度彩色顯像已投入大批量生產；無公害環保型電冰箱已

建成年產 80 萬台的生產線；大唐電信超級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 SP30 系統、M30
移動交換機產業化初具規模，全年銷售額達 13.5 億元。電腦及多媒體軟體技術、

鐳射快速成型設備、優果示範工程、高效設施農業、通視綠化出版系統、開米綠

色日化、數控機床、超細研磨設備以及新型醫藥等專案產業化步伐加快。國防科

研取得重大進展，一批尖端兵器裝備參加了國慶 50 周年大閱兵，壯了軍威國威。 

關中高新技產業開發帶：西安、寶雞、楊淩三個國家級，咸陽、渭南兩個省

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帶，集中了40多所大專院校，

340 所科學研究院所，近 400 個大中型工業企業，聚集著陝西 80%的科技和工業

力量。目前，進入開發帶的企業 3200 多家，其中高新技術企業 665 家，三資企

業 321 家。1999 年實現技工貿總收入 300 億元，完成工業總產值 253 億元，比

上年增長 24%，高於全省工業增長 14 個百分點。 

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創辦於 1988 年，規劃總面積 29.15 帄方公里，

是全國十個先進高新區之一，也是中國首批向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特別開放的

科技園。進區企業 2500 多家。西安國家級軟體園已開工建設。1999 年完成技工

貿總收入 201 億元，實現工業增加值 40.8 億元，利稅 13.7 億元，分別比上年增

長 41.1%、34.6%和 29.2%。 

楊淩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 11 個部屬和省各農

林教學機構及一批現代化的中心實驗室。集中了農、林、水等 70 多個學科的 4100
多名科研人員。1997 年建立以來，完成了南北西區道路、安居工程和水上運動

中心等城市規模建設。已徵集產業化專案 193 項，註冊企業 81 家，其中外資企

業 3 家。 

民營科技：陝西民營科技企業達 7500 多家，從業人員 20 萬人。1999 年開

發科技成果 1351 項，新產品 3433 項，技工貿總收入 200 億元。已湧現出海星科

技、製藥廠、瑞森集團、金花集團等一批國內知名民營科技企業。  

教育事業：陝西是全國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現有普通高校 43 所，成人高

校 30 所，軍事院校 11 所。西安交大、西北工業大學、西北大學等 6 所院校，進

入國家"211 工程"。各類高校共有國家級重點學科 21 個，有 47 個博士後流動站，

37 個國家及部門專業重點實驗室和 27 個省級重點實驗室。1999 年，全省普通高

校在校學生 18.29 萬個，研究生 1.44 萬個，專任教師 1.98 萬人，其中博士生導

師 800 人。基礎教育形成較完備體系。78 個縣（市、區）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

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歷史任務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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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衛生體育：陝西共有藝術表演團體 117 個，文化館 111 個，鄉鎮文化站

1176 個，公共圖書館 115 個，全省廣播電視傳輸網骨幹建成，廣播電視人口覆

蓋率達到 85%和 86.8%。全省各為豔陽天生機構 5639 個，縣及縣以上醫院 629
所，實現了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合格目標。計劃生育工作進一步加強，人口自然成

長率下降到 6.1%。新建體育場館 13 個，13 個縣市進入國家體育先進行列。成功

舉辦了全國第四屆城市運動會，向國內外宣傳了陝西，展示了陝西。 

(三) 基礎建設 

   公路：米字型路網骨架等級提高、密度增加。以西安為中心、以 9 條國道骨

幹為主體，輻射四面八方的高等級公路網正在加快建設。1999 年完成投資 70 億

元，新增公路里程 1000 公里，通車里程累計達 4.32 萬公里。高速公路通車里程

385 公里。全省實現了鄉通公路，行政村通路率達到 95%。 

  鐵路：兩縱五橫四個樞紐"的鐵路網構架建設步伐加快。現有 13 條鐵路幹支

線，通車里程達 2876 公里。西安火車站及 12 個編組站構成西北最大的鐵路交通

樞紐。隴海線、寶成線、襄渝線、寶中線、西包線分別連接西北、華東、西南和

東北。西康鐵路、神延鐵路建設進展順利，制約陝北、陝南經濟發展的交通瓶頸

近年內可望得到緩解。 

  民航：西安航空港廠陽機場是國內四大機場之一，也是西北最大的空中交通

樞紐，投資 13.2 億元的機場改擴建工程開始動工。1999 年新開通西安至大阪、

西安至東京和西安至漢城三條國際航線。全省國際國內航線增加到 19 條，與國

內 51 個城市通航，年客運量 296.3 萬人次，郵貨運量 6.5 萬噸。 

  郵電通信：正在構建以光纜為主，數位、衛星通信為輔，覆蓋全省城鄉的智

慧化傳輸網體系。1999 年底，全省一、二級長途光纜總長度 6765 公里，程式控

制電話交換機總容量 253.2 萬門，固定和行動電話交換機容量已突破 400 萬門。

資料和多媒體通信網路已由各地市延伸到各縣區。陝西從省情出發，以市場為導

向，以發展特色經濟為主線，四大優勢產業的培育和發展，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

升級。 

(四) 地方特色 

高新技術產業：加快電子資訊、光機電一體化、生物技術和新醫藥、高效農

業的產業化、規模化。大力發展高清度數位化彩電、數位通信設備、電腦軟硬體、

大容量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禿電子產品、資訊網路產品、工業自動控制產品、

鐳射加工技術、基因工程產品、新型疫苗、抗腫瘤新藥、機關報型節能設備、環

保設備等，力爭 35 年內形成一批高新技術企業集團和新興支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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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1999 年全省接待境外遊客 63 萬人次，外匯收入 2.7 億美元，分別

較上年增長 16.6%和 10%。旅遊業總收入已占三產總值的 17.6%，成為全省重要

的支柱產業之一。周秦漢唐四大古文化旅遊區以及華山、太白山、黃帝陵、法門

寺園區、秦陵博物苑等重要文物景點的開發建設，初步形成以古文化觀禮為主線，

以人文和自然景觀相結合為特色的旅遊業。 

 

三、中國陜西省之投資租稅優惠 

(一)各項基本優惠政策在全面執行國家規定的各項優惠政策的基礎上，管委會在

本區內實行以下優惠政策： 

1. 開發區外商投資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均按十五％稅率徵收企業

所得稅。 

2. 新辦從事非生產性行業的企業，經營期限在十年以上的，從開始獲利年度貣，

第一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二年和第三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3. 外商投資企業自獲利年度貣，七年免繳地方所得稅。 

4. 設在開發區的外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或其他外資金融機構的營業收入，免

徵營業稅二年。其免交的營業稅實行先徵後返。  

5. 新辦的外商投資企業銷售自製產品，其實現並繳納的增值稅開發區予以返還

地方財政所留有的增值稅(25％部分)三年。  

6. 開發區外商投資企業在開發區新購置的廠房免徵契稅。 

7.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後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在開發區新建，新購置的房產，

自購置或建成次月貣，免徵房產稅五年，實行先徵後返。  

8. 工業用地可採取租賃和出讓兩種方式。  

9. 對於以出讓方式取得管委會所屬土地使用權的外商投資企業，根據合同外資

金額的大小(以 1,000 萬美元為貣點)分別給予一定幅度的地價優惠。 

(二) 基礎設施投資優惠政策管委會鼓勵外商投資新建基礎設施項目，凡在開發

區新辦的從事新建基礎設施項目的外商投資企業，享受下列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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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辦港口、碼頭、公路、鐵路、電力、熱力、煤氣等基礎設施的企業，經營

期限在十五年以上的，從成立之日貣，免徵企業所得稅十年。 

2. 免徵地方所得稅。 

3. 免徵營業稅二年，其免徵的營業稅實行先徵後返。 

4. 對用稅後利潤再投資於開發區基礎設施的企業，全部退還其再投資部分已繳

納的企業所得稅。 

5. 購買及興建基礎設施的，地價優惠 50％。 

四、參訪心得 

(一) 西安吉的堡少年英語西安分校 林書正校長 (linsc68@hotmail.com) 

吉的堡少年英語教育為美商公司，目前在中國西安市有五個校區，共計 18
個分校。其中約有 10 個分校為台商所設加盟店。 

設立成立分校除一般約定之特許加盟金之外，其餘經營過程皆由各分校負責

人統籌辦理，並不受加盟總公司之影響。在師資結構上約有半數外教人員(英國

或美國籍老師授課)。 

    除了一般所得稅課徵之外，中國大陸針對相關教育補習班加課教育捐，國民

教育法為支應辦理國民教育所需經費，於其省（市）政府尌省（市）、縣（市）

地方稅部分，在稅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限額內籌措財源，逕報行政院核定實

施，不受財政收支劃分法之限制。為籌措教育科學文化支出財源，得報經行政院

核准，稅課中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十徵收地方教育捐。係因法律所定有關地

方稅之稅捐率，有其伸縮彈性，本已由地方民意機關通過決定，無頇於徵收不超

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十地方教育捐時，再經地方民意機關同意，以免發生困難。

並非謂行政機關可提高其經地方民意機關通過決定之原稅捐率；而祇係授權主管

機關在法律所定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十之範圍內，得逕行核定實施而已。至

為籌措國民教育經費來源，是否祇對多種地方稅中之某種稅加徵一定比率之教育

捐，則屬行政機關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依法裁量之問題，應由行政機關通盤斟酌並

隨時檢討改進之，乃屬當然，合併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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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雍大實業有限公司  丁羅育總經理 (yongda-tina@hotmail.com) 

雍大房屋销售以及雍大房地產經紀(www.yongdahouse.com)是一家擁有優良

服務品質為基礎的公司，有着對房地產經營及金融投资事頁的專業和敏銳的市場

判断力，有著先進的房地產經营理念及金融投资專業理财，為國人和海外人士提

供房屋實際租赁、营销代理、代為贷款、楼盤销售、代理評估、理财规划、投资

分析项目可行性分析及优良的售後服務(一條龍服務)。 

         為確保房地產交易之安全、迅速與合理，及提供最完善與最完美的服務，

我們不斷的提升與改善自己，公司将以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追求高品質、

高熱忱，不断满足顾客的需求，為顧客創造良好的房地產及金融经濟服務環境｡ 

其公司擁有一群專業的理财分析師，是有着规則、投资眼光的金融、房地產

個人和團體投资的房屋销售公司。公司專業人員與客户之間的交流，都以崇高可

持續性綠色建築為目標、傳播時尚家居理念，為都市精英提供購屋優惠、置業資

詢等全方位的服務。大多数企業人員是擁有多年金融、房地產投资分析的經驗，

目前代客購屋及服務範圍含蓋上海、重慶、北京、西安、雲南等。 

 

圖 1：雍大實業有限公司组織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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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腦匯(西安)實業有限公司  譚延富總監 (tanyenfu@buynow.com.cn) 

百腦匯電腦實業有限公司(www.Buynow.com.cn)成立於 2004 年，為台灣藍

天電腦在中國大陸所設 3C 電腦相關產品之通路公司，是中國第一家由电腦賣場

建立的計算機產品專業服務公司。目前含西安市共有 13 個行銷通路城市網。 

百腦匯西安店於 2007 年 12 月正式成立，位於雁塔路 IT 一條街，距離火車

站約 5 公里，距著名的旅游勝地大雁塔僅 2 公里路程。规模約 25,000 帄方米，

可容纳 400 多個商家。 

目前百腦匯所提供的服務為專業電腦代購、授權服務、資訊技術外包服務、

筆記型電腦維修、數據恢復、桌上型電腦維修、數位相機維修以及辦公室設備維

修等服務。 

專業電腦代購：通过百腦匯電腦醫院專業代購不需要本人親自去採購、也不

要担心購物時被骗，由於對市場行情的不了解以及對商品質量的認識不够，百腦

匯電腦以快捷、專業、透明、尊重為服務前提，以客户至上，共享未来服務為宗

旨。並提供門市及售後一站式服務。為了方便廣大消费者售後维修需求，百腦匯

電腦正積極引進各品牌商的维修授權。2007 年 6 月，廣州已成功引進 Acer 授權。 

該公司资深工程師，能针對特定企業的情况量身定制最適合的個性化维護方

案。做到最符合客户的现實條件，最大限度的節約用户的使用成本。目前電腦醫

院外包服務範圍包括：IT 構建資詢、設備和软體設計、網路系统和應用軟件系

统建設、整個系统網路的日常維護管理和升级等。電腦醫院具有强大 IT 技術支

撐帄台，能為客户提供全面的計算機系统維護服務，使企業能以較低的成本換來

較為穩定的系統性能。 

該公司也致力於筆記型電腦维修，並匯集了從事多年筆記型维修工作經驗的

專業人才。资深的维修工程師提供全面、嚴格的檢測，能迅速及高質量地完成螢

幕、主板、电池等各個零件的故障维修。百腦匯電腦醫院有專業的數據維修、數

據安全隊伍，能為廣大客户提供及時、有效、安全的数據專業服務。 

百腦匯電腦公司主要為台灣藍天電腦子公司，主要在行銷通路點的擴大，行

銷與財務主導權仍在台灣母公司。目前百腦匯電腦公司專攻大賣場的規劃，未來

將走向台灣燦坤專營 3C 電腦及資訊相關產品之銷售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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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安交大研討會 

1、西安交大簡介(摘自西安交大網頁) 

西安交通大學是國家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其前身是 1896 年創建於上海的

南洋公學，1921 年改稱交通大學，1956 年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內遷西安，1959
年定名為西安交通大學，並被列為全國重點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是首批進入國家

“211 工程”建設的七所大學之一，1999 年被國家確定為以建設世界知名高水準

大學為目標的學校。2000 年 4 月，國務院決定，將原屬衛生部已有 60 餘年辦學

歷史的西安醫科大學、原屬中國人民銀行已有 40 餘年辦學歷史的陝西財經學院

併入西安交通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蓋理、

工、醫、經濟、管理、文、法、哲、教育等 9 個學

科門類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學校設有 19 個學院

（部）和 3個臨床教學醫院。現有教職工 5769 人，

專任教師 2537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400 多人。

學校有長期在校工作的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1 名，中

國科學院院士 6 名，中國工程院院士 11 名，教育

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 22 名，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18 名，國家

有突出貢獻專家及中青年專家 18 名，國家教學名師獎獲得者 5 名，中國教育部

新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畫入選者 74 名，對國家做出突出貢獻並享受政府特殊津

貼的專家 560 餘名。 

http://www.xjtu.edu.cn/xkjd/211.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lyys.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lyys.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lyys.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zmjs-3.html
http://www.xjtu.edu.cn/szdw/zmjs-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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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學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30912 人，其中博士、碩士研究生 12690 
人。全校有 74 個本科專業，199 個學科（專業）有權授予碩士學位，114 個學科

（專業）有權授予博士學位。學校有 8 個國家一級重點學科，37 個國家二級重

點學科。擁有工程碩士、臨床醫學碩士和 MBA 、MPA 等九個專業學位點，19
個博士後流動站，4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4 個國家專業或專項實驗室，2 個國家

工程研究中心，7 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 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 個衛生部

重點實驗室，16 個省級重點科研基地和 3 個省級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學校設有

西部地區唯一的國家高性能計算中心。 

西安交通大學建校110餘年來，經過幾代人的辛勤耕耘，

形成了興學強國、艱苦創業、崇德尚實、嚴謹治學的優良傳

統和愛國愛校、飲水思源的品格，堅持“貣點高、基礎厚、要

求嚴、重實踐”的辦學特色，不斷開拓創新，精勤育人。 

近年來，學校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實現了辦學模式的

全方位改革，加強複合型人才培養。學校積極推進基於通識

教育、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的“2+4+X”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新模式，實現從

知識傳授型向探索研究型教育的轉變。2007 年，學校創辦“錢學森實驗班”，因

材施教，培養拔尖人才；創辦“宗濂實驗班”，探索符合醫學教育規律的人才培養

模式。學校實行“書院制”教育，把中國的傳統教育精神和現代的“大學之道”融入

其中，營造育人新環境。遷校 50 餘年來，西安交通大學為國家輸送了大批的各

類專門人才，畢業生在社會各界享有良好的聲譽。 

西安交通大學科技工作以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瞄準國際前沿、突出自主創新、

加速成果轉化為發展戰略，努力實現了專案、人才和帄臺良性互動，在基地建設、

科研成果和產學研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強，科技競爭

力顯著提升。“十五”以來，重大基礎研究成果卓著，主持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

計畫（973 計畫）專案 6 項，國家安全重大基礎研究（軍工 973 計畫）專案 1 項，

專案數和經費在全國高校位居前列；主持國家“863”計畫專案 155 項，國家自然

科學基金專案 857 項，國家科技支撐計畫專案 37 項；共獲國家科學技術獎 21
項，其中 2005 年獲國家科學技術獎 7 項，為全國高校第二位。近年來，學校的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明顯提升，2006 年發表的 SSCI 論文位居全國高校第五。在產

學研合作方面，注重解決行業關鍵性技術問題，在創新合作模式方面進行有益的

探索，相繼成立陝西工業技術研究院、西安交大—東汽研究院等合作機構，發揮

科技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 

校園文化生活豐富多彩，全校有各類學生社團組織一百餘個。2001 年 9 月，

第七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在我校成功舉行。2002 年 5
月，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國際英語演講比賽中，我校代表榮獲“非英語國家”在第十

http://pd.xjtu.edu.cn/newwww/b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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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挑戰杯”飛利浦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中獲特等獎。選手一等獎；

2004 年參加“飛豹杯”全國首屆空中機器人大賽，榮獲固定翼組冠軍；2005 年參

加全國首屆學生藝術展活動，獲得金獎；在全國第三屆“愛迪生杯”技術創新競賽

中獲得一等獎 2 名，連續三年總成績第一；2006 年在全國第五屆“挑戰杯”創業

計畫大賽中奪得金獎；2006 年和 2007 年學生機器人隊連續兩年獲得 CCTV 杯全

國大學生機器人電視大賽冠軍，2007 年又在河內舉辦的國際大賽中奪冠，這是

中國首次在此項賽事中獲得冠軍。2007 年 

西安交通大學國際交往廣泛，與美、日、英、法、德、意、新、韓等 25 個

國家和地區的 125 所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建立了校際協作關係。2005 年以來，

邀請了 12 位諾貝爾獎和菲爾茨獎獲得者及 600 余位國外教授來訪講學，合作研

究、學術交流的世界各國學者、企業高層、政府要員達 6500 余人；先後派出赴

國外訪問、進修、研究及攻讀學位的教師和學生 860 余人，參加國際會議 800
餘人；聘請了包括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 Tomas Bell 教授在內的近百名外籍教師

長期在校任教；與國外 18 所著名大學（集團）合作開展本科生和研究生聯合培

養項目；與英國利物浦大學合作，在蘇州建立西交-利物浦大學，這是我國目前

唯一一所以理工科為辦學特色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

大學等多個高校開展 EMBA、MBA 合作辦學項目；與美國內布拉斯加-林肯大學

合作舉辦孔子學院；先後承辦 50 多次國際學術會議及多個重大外事活動，如第

四屆中日大學校長論壇、第四屆中國-耶魯大學領導暑期高級研討班等，使西安

交通大學在國際上的聲譽不斷提高。近年來，隨著學校國際交流的日趨活躍，學

校留學生教育規模不斷擴大，2007 年，有來自 50 個國家的 970 名留學生在校學

習，其中學歷生比例達到 71％。學校醫學留學生教育（英語授課）在國內外享

有良好聲譽，大部分留學生畢業後免試或通過考試獲取了本國的醫師執照，部分

留學生獲英、美及澳大利亞等第三國的醫師執照。  

西安交通大學占地 2765 畝，校舍面積 172 萬帄方米。校園

中心區的 “錢學森圖書館”總建築面積近 4 萬帄方米，閱覽座位

3518 席；圖書館藏書 400 萬餘冊，期刊近萬種，全文電子期刊 
24835 種。圖書館自動化集成系統與校園網、CERNET 和 
Internet 連接，校內外用戶均可通過遠端終端機或互聯網訪問。

學校有具備國際先進大學水準的校園電腦網，校園網覆蓋了東、

西校區所有教學、科研、辦公樓及絕大部分學生宿舍。學校建

有條件良好的現代化學生公寓及學生綜合餐廳，有總面積達 1 萬多帄方米的“思
源學生活動中心”，有設施先進的體育運動場，有學科門類齊全、設備精良、擁

有 2539 張床位的教學醫院。江澤民學長于 1989 年 9 月、1993 年 6 月和 2002
年 3 月先後三次撥冗專程回母校看望師生，並稱讚母校“校園蒼松翠柏，環境優

美，是學習的好地方，應該出科學，出智慧，出新的科學家。”  

http://www.xjtu.edu.cn/zzjg/zsdw-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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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西安交通大學不斷適應國際高等教育改革發

展的新形勢，逐步搭建貣適應國際潮流的高等人才培養基

本構架，建立貣現代化的科學決策體系、執行體系和監督

體系，使學校的管理模式和國際接軌，奠定了建設世界知

名高水準大學的堅實基礎。 

學校的校訓是：精勤求學、敦篤勵志、果毅力行、忠

恕任事。學校的使命是：致力於培養崇尚科學、求實創新、

勤奮踏實、富有社會責任感和高尚品質的傑出人才，保存、創造和傳播知識，為

中國乃至世界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做出重要貢獻。 

學校的願景是：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方面保持領先，創造卓越

成尌，到本世紀中葉，把西安交通大學建設成為大師名流薈萃、莘莘學子神往、

棟樑之材輩出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 

管理學院於 1984 年 12 月恢復重建，現有管理科學與工程和企業管理兩個國

家重點學科，擁有管理科學與工程和工商管理兩個一級學科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

站，是國家第一批工商管理碩士（MBA）和高級工商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試點學院之一。學院培養了大批優秀的高級管理人才，許多畢業生在

國內外知名企業擔任要職，管理學院已逐步發展成為“育人中心、科學研究中心、

社會服務諮詢中心。 

在中國大學排行榜上，我院自 2002 年以來已連續六年獲“管理學”學科門類

排名全國第一；在教育部2006年公佈的學科排名中，我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和“工
商管理”兩個一級學科均排名全國第一。 

學院下設組織管理系、市場行銷系、技術經濟及管理系、工業工程系、管理

科學系、資訊管理與電子商務系、會計與財務系等 7 個系及中國管理問題研究中

心、企業戰略與決策虛擬研究中心等研究所。 

管理學院現有專任教師 90 人，其中教授 31 人(占 34.5％)，副教授 41 人(占
45.5％)，講師 18 人(占 20％)，所有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共計 73 人，占教師

總人數的 81.1％；具有碩士學位的 8 人，占教師總人數的 8.9％；具有學士學位

和雙學位的 9 人，占教師總人數的 9.9％；有以我國著名管理學家、中國工程院

院士汪應洛教授，還有以“中國青年科學家獎”獲得者席酉民教授、“國家傑出青

年基金”獲得者、“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垣教授等為代表的一批年輕管理學者。

現有本科生 970 人、碩士生 513 人、博士生 436 人、專業學位學生 2000 多人。

20 多年來，學院完成了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專案、面上

基金項目及傑出青年基金等專案百余項。獲國家科技進步獎 3 項，國家教學成果

獎 4 頂；中華人口獎一項；獲國家科技部、國家教育部、省市及學校科技成果獎

http://www.xjtu.edu.cn/jdgk/xiaoxun.html
http://www.xjtu.edu.cn/jdgk/xiaoxun.html
http://www.xjtu.edu.cn/jdgk/xiaox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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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項，在國內外重要期刊和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數千篇，撰寫與編著出

版的學術專著及各類教材 100 多種。 

會計與財務系成立於 2004 年，由管理學院部分教師和原會計學院教師合併

組成，現有教師 16 人，其中教授、博導 3 人，副教授 8 人、助理教授 4 人、講

師 1 人，具有博士學位教師 11 人。系主任為田高良主任，該系主要培養具備扎

實的會計理論、知識、技能和操作能力，既懂中國實際又瞭解國際慣例的實用性

高級專門人才。該系下設會計學、財務管理兩個本科專業，其中會計學專業為陝

西省名牌專業。會計學專業分設會計學、註冊會計師（CPA）、國際註冊會計師

（ACCA）三個專業方向。主要研究方向有：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成本管理理

論與應用研究、財務結構與公司治理、高科技企業財務管理、財務理論與公司理

財、財務政策設計與財務理論、證券市場與會計監管、上市公司會計研究、企業

分析與評價等。 

該系會計學專業歷史悠久，1984 年獲得會計學碩士學位授予權，1996 年獲

得會計學博士學位授予權，2004 年成為國內首批獲得會計碩士專業（MPAcc）
學位辦學資格的專業。該系師資力量雄厚，教學及科研成果豐富，目前已榮獲國

家及省部級獎項 26 項，承擔國家級科研專案共 32 項，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17 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10 項，國家科技攻關項目 4 項，國家教育“十五”規劃

專案 1 項；承擔省部級科研專案 36 項。該系教師發表學術論文近 1500 篇，公開

出版學術專著 30 餘部，譯著 5 部，出版教材 43 部，開設有省級精品課程《財務

管理學》。ACCA 學生先後 4 人次獲得全球統考單科成績第 1 名，11 人次獲得

中國大陸或亞太地區第 1 名，尌業率達 100%。 

此次除了在西安交大舉辦研討會之外，亦與會計與財務系主任 田高良主任

談及未來研究之合作案。但由於西安市台商僅有八家在台灣是上市(櫃)公司，故

問卷調查樣本量太少，可能改以個案公司為樣本，透過田主任擔任企業租稅顧問

取得資料後，探討租稅移轉及租稅規劃等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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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98/07/23 台北-上海 

98/07/24 參訪上海財經大學 

98/07/27 參觀上海復旦大學 

98/07/28 企業訪問~復旦華安 

98/07/29 企業訪問~安素消防 

98/07/30 上海-台北 

二、研究成果 

98/07/24 上海財經大學 

成立於 1917 年的上海財經大學(下稱上海財大)即將迎來 90 歲生日。該校坐落于內地金融中心

上海，是中國財金教育的發源地，亦是港臺學生報考的熱門學校。會計是該校的名牌學科，也是該

校三大國家重點學科之一，每年該院的錄取分數都很高，尤其是國際會計課程，幾乎是上海財大本

科錄取分數最高的一項課程。  

上海財大與英國兯認會計師兯會(ACCA)、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兯會(CGA)、美國人壽保險兯司管

理學會(LOMA)、英國保險學會(CII)、英國保險精算協會等國際專業機構合作，建成部分專案的國

際從業資格考詴與培訓中心，如主修會計的本科生畢業時將獲得註冊會計師資格。國際金融和經濟

學亦是上海財大的優勢學科，該校是經國務院批准的首批工商管理碩士培養詴點及中美合作培養工

商管理碩士的院校之一，並與美國韋伯斯特大學和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等國外大學合作開辦學位課程。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

姓名 
汪瑞芝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

教授 

出國時間 
98 年 07 月 23 日至

98 年 07 月 30 日 出國地點 中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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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財大有國家級重點學科 3 個，國家級教學科研基地 2 個，在校生超過 2 萬人，其中來

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 1,000 多人。據上海財大招生辦介紹，該校每年錄取港臺學生人數約 20 人，外

語、金融、經濟類課程最受他們的青睞。  

2002 年 11 月，該校獲批准與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合作，在港設立研究生教學點，於次年開設金

融學碩士、博士及工商管理碩士課程。2004 年 9 月，香港教學點課程獲准擴展至 EMBA 等課程，

同年開始招收企業管理博士研究生。港人須報考國家教育部組織的「從港澳臺地區人士中招收研究

生入學考詴」，並通過上海財大自設的測詴方可被錄取為研究生。據介紹，香港教學點目前在讀研

究生 166 人，絕大部分學員來自企業、金融機構和會計師事務所的管理層。該校每年均會組織學生

到上海實地考察及舉行專場專題報告，並參觀上海證交所、外匯交易中心等，讓學生對內地金融、

經濟有更深的理解和認識。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是全國著名的會計系院之一，也是上海財經大學前身國立上海商學院成

立最早的系科之一，迄今已有近 90 年的歷史。我校源于 1917 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創辦的商科，著

名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楊杏佛任商科主任。1921 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創辦的商科東遷上海，

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從 1927 年 7 月國立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商學

院，到 1928 年 5 月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期間，時任院長的程振基先生就是專門教授簿記、會

計學等課程。在上海商科大學的基礎上，1932 年 8 月獨立建校，定名為國立上海商學院，時為國內

唯一的國立商科類本科高校。而會計系就是其下設置的五個系科之一。曾於 1946 年 6 月至 1949 年

4 月期間，任國立上海商學院院長的朱國璋教授也是一位會計學家。朱國璋主院期間，提出了“嚴格

訓練，樹立制度，開誠佈兯，師生合作”的辦學四項原則和“理論實務兩相兼顧”的教學方針，不僅有

效地推動了當時上海商學院的獨立發展，而且對今天上海財經大學的改革與發展，依然有著深刻的

啟迪。當時在國立上海商學院任教的我國現代會計創始人之一的安紹芸教授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包

括婁爾行、楊紀琬等在內的我國會計界精英，在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了財政部會計制度司司長，

主持設計全國統一的會計制度。1950 年 8 月，上海商學院改名為上海財政經濟學院。20 世紀 50 年

代初期，上海法學院和光華大學中的會計學科、上海交通大學的財務管理系先後併入上海財政經濟

學院，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華東地區 10 余所大學的會計學科都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的財務會

計系。1954 年貣改稱會計系，下設會計學專業、工業會計專門化方向。1955 年至 1957 年期間增加

了貿易會計專門化方向。上海財政經濟學院遂成為華東地區唯一的財經類高等學校，雲集了李鴻壽、

龔清浩、許本怡、婁爾行等會計學科著名教授。 

1978 年復校後，每年招收會計學專業本科生。1989 年與上海外國語大學合作開設國際會計專

業，2002 年，將其納入學校中外合作本科招生計畫（現美國會計班）。1989 年，我校成為全國第一

批招收財務管理專業本科生的高校，現每屆招收二個班。1994 年貣，與英國特許兯認會計師兯會

（ACCA）及英國牛津布魯克斯（Oxford Brookes）大學等機構合作，開設國際會計專業 ACCA 方向

本科班。1994 年，為加快註冊會計師專門人才的培養，國家財政部在全國 22 所高等院校開設了註

冊會計師專業方向，我院是最早設置該專業的高校之一。從 2001 年開始，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兯會

（CGA）與學院共同培養國際會計中外合作 CGA 方向本科生。1981 年，會計學科被批准為全國首

批會計學博士點；1985 年 2 月，我校創辦上海大華會計師事務所，這是我國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

家會計師事務所，為提高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執業品質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也為會計學專業和

財務管理專業的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社會實踐基地；1988 年會計學科被國家教委（現教育部）遴

選為國家級重點學科；1997 年 10 月經財政部批准在原會計系基礎上設立會計學院；2000 年 9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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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財經大學會計與財務研究院被遴選為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這是我國高等院校中會計

學和財務管理專業兩個國家級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2002 年會計學科再次被教育部遴選

為國家級重點學科。 

截止 2007 年 4 月，會計學院在校本科生 1286 人，碩士研究生 265 人，博士研究生 53 人。學院

形成了本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辦學層次的人才培養體系。本科設有會計學和財務管理兩

大專業門類。會計學專業下設註冊會計師和國際會計兩個專業方向。會計和財務管理碩士研究生的

培養分為實務型和學術型兩種模式，博士點下設會計理論、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國際會計和審計

學和兯司財務等幾個方向。我院還與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大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進行聯合

辦學和碩士生的培養。2002 年與美國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一貣開設了我國第一個中外合作

會計學碩士專案；2003 年與澳大利亞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的合作是中國首個讓學員同時

獲取碩士學位及專業資格的研究生專案。2004 年我校成為我國首批會計學碩士（MPAcc）教學單位。

由於在研究生教學和培養上的成功，帶動了本科教學水準的進一步提高。 

學院的師資力量雄厚，學位層次高，年齡結構合理。截止 2006 年 12 月底，學院已經形成一支

由 57 名教師、22 名兼職碩士導師、4 名兼職博士導師、8 名海外教師構成的師資隊伍。在 57 名教

師中，教授 12 名，副教授 22 名，講師 22 名，助教 1 名；具有博士學位 32 名（其中含海外博士學

位者 2 名）、碩士學位 16 名，具有本科學士學位 9 名；年齡在 36 歲以下的有 21 名，36－45 歲 19
名，46－55 歲 14 名，55 歲以上 3 名。  

師資培養與隊伍建設 

(一)  加強制度建設，以制度促管理 

     吸引人才，要有良好的機制，制度建設是建立學院運行機制的重要手段，也是學院行政工作的主

線。目前，學院已制定了《會計學院教師考核辦法》、《會計學院教師科研工作管理條例》、《會計

學院教學管理條例》、《會計學院財務管理制度》、《教師招聘制度與辦法》、《會計學院教學科研

人員聘任制度》、《會計學院外事工作管理制度》等涉及教師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學院根據學校的

要求，結合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實際情況，進一步細化了教師考核標準，尤其對本科教學工作、科研工

作、課時補貼和崗位補貼都作了具體詳細的規定。2005 年學院向海外發出招聘廣告，學院專門制定

了海外取得博士學位教師的考核辦法。在規章制度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採取多種形式聽取學院廣大教

職員工的意見，不斷地修改和完善規章制度。 

（二）注重青年教師的培養和提高 

      學院積極發揮青年教師作用，讓他們實現自身價值。多年來，學院的學生數量不斷增加，開展

的合作教學專案也越來越多。在原有 ACCA、CGA 等合作專案基礎上，先後增加了與澳大利亞迪肯

大學（Deakin University）和與美國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的 MPA 專案，為此採用專案管理辦

法，安排青年教師擔任專案負責人，參與合作專案的管理，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也鍛煉培養了一批

青年教師。 

（三）積極創造條件，開展教師培訓 
      學院主要通過以下幾個途徑和措施來落實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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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年均安排多名教師前往國外和香港等地高校進行訪問進修； 

    2、利用與加拿大、英國、美國和香港等地的合作專案，聘請外籍教師來學院講課，組織教師

旁聽進修，並安排教師相互交流，近三年來，共有六十三人次去境外合作研究、做訪問學

者、學術交流、合作交流、進修等； 

    3、一些教師參與了校外進修、中注協組織的培訓或校際課程研討； 

    4、經常舉辦學術報告會； 

    5、學院積極主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 

    6、組織教師積極參加學校舉辦的師資培訓課程。 

     因此，國際化辦學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擴大了對外交流的管道，為教師帶來了

發展的機遇。 

98/07/27 上海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創建于 1905 年，原名復旦兯學，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復旦”二字由

創始人、中國近代知名教育家馬相伯先生選定，選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的名句，意在自強不息，寄託當時中國知識份子自主辦學、教育強國的希望。 

復旦大學經歷逾百年的沿革。1917 年復旦兯學改名為私立復旦大學，下設文、理、商三科以及

預科和中學部。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學校內遷重慶北碚， 並於 1941 年改為“國立”。1946 年學

校遷回上海江灣原址。到 1949 年學校已設立文、理、法、商、農五院 20 多個系（科）。魯迅、郭沫

若、鄒韜奮、老舍、竺可楨、馬寅初等著名學者曾到校演講或任教。1950 年高校初步進行院系調整，

復旦大學的海洋系併入山東大學；上海暨南大學的文、法、商三院，同濟大學的文、法兩院，以及浙

江大學、英士大學的部分系科併入復旦大學。1952 年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復旦大學的法學院、商

學院、農學院調出，分別成立了華東政法學院、上海財經學院和瀋陽農學院；而華東地區的浙江大學、

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大同大學、光華大

學、大夏大學、上海學院、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有關係科併

入復旦大學。二十世紀 80 年代以後，尤其是通過國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同建設，以及“七五”、“八五”、
“九五”和“十五”的重點建設，復旦大學逐步發展成為一所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

以及管理科學在內的多科性研究型綜合大學。2000 年上海醫科大學與復旦大學合併，成立新的復旦

大學。上海醫科大學創建於 1927 年，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高等醫學院校。建院時定名為第四

中山大學醫學院，1932 年改名為國立上海醫學院，1952 年更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1959 年被中央指

定為全國 16 所重點高等院校之一，1985 年改名為上海醫科大學。上海醫科大學與復旦大學合併，進

一步拓寬了復旦大學的學科結構，為綜合性大學的發展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復旦大學會計學系已有 70 多年的歷史，曾培養了一大批海內外知名的會計學者、註冊會計師和

高級管理人才，譽滿江南。後因院系調整，中斷了 40 年。1993 年，為恢復和光大復旦會計系的傳統，

http://www.fda.fudan.edu.cn/fdahome/xiaozhang/xz_mxb.htm
http://www.fudan.edu.cn/new_genview/hi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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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雄風，為培養一代按國際慣例工作的會計人才，發揮綜合性重點大學多學科滲透的優勢，會計學

系得以恢復。 

會計學系設財務會計、成本管理會計和國際會計三個教研小組；現有教授 4 名(其中博士生導師

4 名)，兼職博士生導師 1 名，副教授 4 名，講師 5 名，具有博士學位的 6 名（其中 2 名取得國外著名

大學會計學博士學位），在職博士研究生 4 名，教師梯隊較完整。系目前承擔了三項國家級科學研究

基金項目，以及多項教育部和上海市的社科研究項目，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並撰寫了教育部指定的

部分 21 世紀教材，獲得了上海市優秀科研成果獎和優秀教材獎。李若山教授是我國第一位審計學博

士，獲國務院及人事部“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 

學生方面，目前共有在校本科生 200 余名，碩士研究生 50 余名及博士研究生 20 余名。會計學本

科專業為中國註冊會計師專門化（國家教育委員會和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 CICPA 批准），本科生實

行完全學分制。為了適應外向型經濟在會計領域不斷深入發展的需要，發揮綜合性大學的多學科滲透

優勢，在教學中特別強調加強外語的訓練。在專業課程教學中，所有專業主幹課程均採用了原版英文

教材，同時培養學生按國際會計慣例進行會計實務操作的能力，使學生畢業後能適應外商投資企業、

跨國化經營企業、會計師事務所、上市兯司等處的實際工作。學生畢業後可繼續攻讀本系和其他院校

的碩士研究生。主要專業課程有：中級財務會計（原版英文教材）、高級財務會計（原版英文教材）、

成本管理會計（原版英語教材）、審計（原版英語教材）、中級財務管理（原版英文教材）、財務報

表分析（原版英文教材）和國際會計（原版英文教材）等。 

會計學專業為國家碩士學位授予點。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方向為國際會計和會計與資本市場研

究。主要學位課程有：實證會計研究方法、高級財務會計、高級管理會計、國際比較會計與國際會計

專題研究等。本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可從事會計師事務所、外商投資企業及跨國化經營企業的高級會計

工作及在高校和科研機構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 

98/07/28 復旦華安兯司 

參訪對象:劉帄會計師(liuping@tyi.cn) 

    針對中國大陸企業向中國統計局申報的企業財務報表科目疑慮做釐清。 

 

98/07/29 安素消防(Ansul)美商外資兯司 

公司名稱(中) 安素消防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企業屬性 外資企業 

地址 (201206)上海市金海路 955弄 1 號 

電話 
 

創立日期 2001 年 04 月 

員工人數 41 人 

mailto:liuping@tyi.cn


6 
 

資本額 1,653 (千元人民幣) 

營收額 38,453 (千元人民幣) 

產品 消防鋼瓶 

負責人 MIKESHERETTZ 

: 單位:千元人民幣 

項目 
年度   

2007 2006 2005   

資本金 

實收資本 26,719 26,719 26,719   

  其中：國家資本金 0 0 0   

     集體資本金 0 0 0   

     法人資本金 0 0 0   

     個人資本金 0 0 0   

     港澳台資本金 0 0 0   

     外商資本金 26,719 26,719 26,719   

年末資產負債 

流量資產合計 122,581 104,426 76,837   

  其中：短期投資 0 0 0   

     應收帳款淨額 54,315 44,304 34,999   

     存貨 24,220 31,839 21,662   

       其中：產成品 0 0 0   

  流動資產年平均餘額 118,568 87,811 63,053   

  長期投資 0 0 0   

固定資產合計 1,819 2,620 3,517   

  固定資產原價合計 7,546 10,671 13,807   

    其中：生產經營用 0 7,470 13,807   

  累計折舊 5,727 8,051 10,290   

    其中：本年折舊 0 840 833   

  固定資產淨值年平均餘額 2,396 2,714 3,692   

無形及遞延資產合計 - - -   

  無形資產 0 0 0   

資產總計 124,400 107,046 80,355   

流動負債合計 28,810 34,713 29,552   

  流動負債年平均餘額 - - -   

  應付帳款 27,508 34,713 24,156   

長期負債合計 0 0 0   

負債合計 28,810 34,713 29,552   

所有者權益合計 95,590 72,333 50,803   

  其中：股本 - - -   



7 
 

損益及分配 

產品銷售收入 176,863 141,832 105,380   

  產品銷售成本 152,045 113,648 82,013   

  產品銷售費用 137 62 473   

    廣告費 0 0 0   

  產品銷售稅金及附加 0 0 0   

其他業務收入 0 0 0   

產品銷售利潤 - - -   

其他業務利潤 0 0 0   

  管理費用 2,190 2,820 716   

    其中：稅金 65 0 0   

       財產保險費 238 0 120   

       差旅費 0 0 0   

       工會經費 0 0 0   

       勞動、待業保險費 26 25 22   

       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費 378 291 330   

       辦公費 0 0 504   

       研究開發費 0 0 0   

       職工教育費 0 0 0   

       排污費 0 0 0   

  財務費用 -1,360 -185 -1,761   

    其中：利息支出 0 0 -1,761   

營業利潤 23,851 25,487 23,939   

投資收益 0 0 0   

補貼收入 0 0 0   

營業外收入 0 0 0   

營業外支出 0 0 0   

利潤總額 23,425 25,110 23,939   

虧損總額(加工) 0 0 0   

利稅總額(加工) 30,984 32,013 26,019   

  應交所得稅 1,710 2,128 0   

  轉作獎金的利潤 - - -   

  應付利潤 - - -   

    其中：已分配股利 - - -   

住房公積和住房津貼 214 195 192   

工資、福利費、增值稅 

本年應付工資總額 1,969 1,831 1,670   

  其中：主營業務應付工資總額 1,969 1,282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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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應付福利費總額 624 511 543   

  其中：主營業務應付福利費總額 624 358 543   

本年應交增值稅 7,559 6,903 2,080   

  本年進項稅額 23,610 18,773 15,431   

  本年銷項稅額 29,561 23,143 16,876   

工業中間投入合計 135,955 109,029 81,809   

  其中：直接材料 130,472 103,731 77,375   

  製造費用中的中間投入 4,778 3,276 5,449   

  管理費用中的中間投入 2,019 2,184 273   

  營業費用中的中間投入 46 23 473   

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0 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 191,338 131,766 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 180,047 92,839 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0 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 0 0 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 0 0 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0 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 0 0 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 0 0 0   

 
 

  
 

        

安素消防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企業屬性 外資企業     

地址 
(201206)上海市金海路 955

弄 1 號 
    

電話 50312529     

員工人數 41 人     

董事長 MIKESHERETTZ     

產品 消防鋼瓶     

2006 年度營業額 57,203(千元人民幣)     

  

整體排名 2007 2006 2005 

營收混合(排名)  81870 71466 82157 

製造業(排名)  78689 68551 78809 

服務業(排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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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營收成長率(排

名)  
167900 57060 24482 

混合資產總額(排

名)  
84858 86145 99216 

  

產業排名 2007 2006 2005 

金屬壓力容器製造

(排名)  
87 74 97 

  

整體財務表現排名 2007 2006 2005 

稅後純益排名  28824 16333 21175 

資本額排名  212787 197086 176193 

淨值排名  51402 54439 69876 

員工人數排名  251072 267264 265667 

純益率排名  14237 5726 7799 

淨值報酬率排名  43475 20743 17627 

資產報酬率排名  20514 9259 9516 

  

參訪對象:田興漢總經理(安素消防設備(上海)有限兯司) 

~中國大陸經營策略~ 

大陸的總體經濟形勢依然迷霧重重，房地產和股市升溫可能製造通膨，以致經濟陷入兩難。大陸

內部爭辯不斷，經濟觀察報的專欄文章顯示，現在宏觀政策不應該大幅調整，反而應該調整產業結構、

進行改革。  

今年以來，中國因應國際金融危機的各項政策措施開始發揮作用，信貸、貨幣投放、財政預算支

出快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和城鄉消費品市場保持較快增長，工業生產速度穩步趨升，經濟出現明顯

轉暖跡象。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6.1%，預計第二季接近 8%。  

但經濟反彈的主要力量來自政府經濟刺激政策，外部環境對中國的不利影響還在持續，中小企業

經營困難也在延續，經濟內生的增長動力依然脆弱，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困難較大。  

去年 9 月以來世界經濟形勢日趨嚴峻，中國經濟下降過快，中國政府迅速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實

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推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這些措施對擴大投資、拉

動消費，促進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當前，製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依然低迷不振；通貨膨脹風險增加。經濟出現好轉的情況下，當

前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沒有必要大幅調整，應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在繼續擴

大需求包括內需和外需的同時，把經濟增長的著力點放在淘汰落後產能和部分過剩產能、發展新的經

濟增長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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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繼續穩定汽車房地產消費。中國居民以住、行為主的新一輪消費結構升級活動遠未完成，汽

車和房地產作為大陸經濟發展兩大支柱產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改變。從鼓勵汽車消費看，可加強對汽

車消費信貸的支援力度，增加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發展汽車金融兯司。提高老舊車型提前報廢補貼力

度，增加對老舊汽車提前報廢的補貼範圍和標準。從穩定房地產消費看，主要應加快推出房產稅和空

置房徵稅，降低住房開發成本，穩定房地產價格。  

二是擴大人民幣出口信貸，支援出口。向暫時出現外匯短缺與資金困難的亞洲、非洲、拉美等發

展中國家提供人民幣出口信貸，解決國外買方支付進口商品資金需要。將國家十大重點產業調整和振

興規劃中具有出口競爭優勢的機電產品、汽車及零配件、鋼鐵產品，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服裝、輕工產

品，以及農產品出口，作為出口信貸重點支援領域。  

三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經濟增長最終依賴技術進步和產業結

構的調整，要加快推動鋼鐵、汽車、電力、紡織、輕工等行業的兼併和重組，淘汰部分落後產能，培

育和支援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第三代行動通訊、生物技術等新經濟增長點，發展文化、旅遊、社區

服務等第三產業。  

四是調整民眾收入分配格局。在兯開透明的基礎上，將大部分國企紅利轉移至兯共支出領域，國

有企業紅利分配及轉移支付不僅直接推動消費，還可抑制部分國有企業可能過度投資的衝動。降低企

業和個人的社保繳費額，由國家承擔更多社保費用，減少企業和居民社保支出，提高居民的消費水準。

降低中小企業的所得稅稅率，支援中小企業發展，啟動社會投資。  

五是加快推進資源要素的價格改革，調節資源產品價格，把結構調整和價格改革有效結合貣

來。加快推進資源稅、環境稅的改革和徵收工作。 

    美國安素兯司 1912 年成立于威斯康辛州馬瑞特市，隸屬於全球消防行業規模最大的 TYCO 集

團的消防安全部。在九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 安素兯司注重產品的研究與開發，逐漸成為當今世界

上廣泛應用的多種滅火產品的創始者和生產者。 高、低壓二氧化碳氣體滅火系統。煙烙盡氣體滅

火系統。藍寶石氣體滅火系統。 R-102，食人魚飯店廚房滅火系統。泡沫滅火劑：水成膜泡沫，抗

酒精型泡沫，A 類火災泡沫，高倍數泡沫。常壓泡沫液儲罐及隔膜式壓力儲罐。管線式負壓比例混

合器，帄衡壓力比例混合器，寬流量範圍比例混合器等。手提泡沫槍，手動泡沫炮，水力自動擺動

泡沫炮，遠距離遙控泡沫炮，液上噴射泡沫產生器，高背壓泡沫產生器，高倍泡沫發生器等。固定

管網乾粉滅火系統。車內引擎乾粉滅火系統。乾粉—泡沫聯用滅火系統。海上船用滅火系統：包括

二氧化碳滅火系統，乾粉及泡沫滅火系統等。手提式滅火器、推車式滅火器。 

兯司歷史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0%b2%c8%ab&d=&k=0&z=&a=&j=&f=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5%cd%d1%b9&d=&k=0&z=&a=&j=&f=
http://list.b2b.hc360.com/supplytrade/044/016011.html
http://info.fire.hc360.com/list/zt_03.shtml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1%a6%ca%af&d=&k=0&z=&a=&j=&f=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3%f8%b7%bf&d=&k=0&z=&a=&j=&f=
http://info.fire.hc360.com/list/zt_ex.shtml
http://list.b2b.hc360.com/supplytrade/019/014001.html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7%a2%c9%fa%c6%f7&d=&k=0&z=&a=&j=&f=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ls?c=%b9%a9%d3%a6%d0%c5%cf%a2&i=&s=&w=%b8%c9%b7%db%c3%f0%bb%f0%cf%b5%cd%b3&d=&k=0&z=&a=&j=&f=
http://list.b2b.hc360.com/supplytrade/002/013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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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策略： 

    大陸快速的基礎建設，相對也需要大量的消防設備，因此安素兯司目前擴大中國市場的內需，並

在中國製造直接出口到世界各地，安素消防設備已佔全中國消防需求的 35%以上。 

台灣企業的機會： 

    田興漢總經理認為台灣企業要快速掌握大陸市場，必須找到新的重點、新的發展模式，才能面對

強大而崛貣的中國與全球市場。中國企業已不斷強大，目前中國移動市值已超過台北股票總值。 

    自從中國大陸的聯想買了 IBM後、香港幾乎 30％的地產都被中國大陸的企業買走後，「中國大

陸的企業已經吸收了很多其他國家先進的經營技術與經驗」，中國大陸的經濟也邁入到第二階段的發

展。當中國大陸的企業藉由併購跨國企業吸收國際級的經驗、當中國大陸的經濟邁入第二階段的發展

時，台灣還在想當年運用廉價勞工的成功經驗，不但不會再成功，還將成為中國企業收購的對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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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進入第二階段發展的中國大陸，台灣必須要有更好的技術、更好的行銷體系，否則是無法與歐美與

日本等跨國企業相競爭。 

    台灣未來的重點應是儘速進行內需市場的佈局，而台灣在進行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佈局時，「與

其單打獨鬥，不如與歐美與日本跨國企業合作」，因為，歐美與日本等跨國企業一來不懂中文，再者

過去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經驗也不好，這是台灣的優勢，他們需要台灣這方面的經驗。更重要的是，台

灣擁有其他國家沒有的機會，例如基礎建設方面，像是港埠、鐵路、航太、通訊、鋼鐵等，中國當局

會釋放機會給台灣，卻不會給其他國家，這是台灣的機會也是優勢。台灣企業要善用此跨國企業合作

的優勢與機會，也是台灣佈局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最好機會。 

三、建議 

這次參訪上海，比貣兩年前(2007)參訪時變化更大了。從浦東機場褡磁浮列車到市區，30 兯里的

路程，僅七分鐘到達市區。沿路看上海市到處都是建設，而基礎建設也帶動了鋼鐵業、房市以及民生

相關行業。市區中看到許多台灣的企業也已打入中國大陸內銷市場；有曼都美髮、彭村梅美容事業、

家樂福大賣場、許多知名餐聽(春水堂)也都漸漸打入內需市場，以往將大陸視為製造部門的台商，也

漸漸因大陸實施新所得稅法以及勞動基準法，其低工資已不是生產成本降低的考量，未來台商到大陸

投資的產業可能將由製造生產走向服務業為主。有關學術交流部分，大陸學者也有意願與台灣學者合

作，但合作方向，可能需要找相同領域的學者合作會比較有綜效。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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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11/15 (週日)  下午抵武漢湖北經濟學院  

        11/17 (週二)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參訪  

       11/18 (週三)  南昌江西財經大學參訪  

       11/20 (週五)  廈門國家會計學院參訪  

        11/22 (週日)  中午 11:25 搭機返臺北  

二、 研究成果 

(一) 參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湯湘希會計學院副院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一所以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為主幹，兼有

文學、史學、哲學、理學、工學等八大學科門類的普通高等學校，是國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之

一。由原隸屬財政部的中南財經大學和原隸屬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學院合併組建而成。學校現有兩個

校區，首義校區位於歷史悠久的黃鶴樓下，南湖校區位於風景秀麗的南湖湖畔。  

  學校前身是 1948 年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創建,並由第二書記陳毅擔任籌備委

員會主任的中原大學。1953 年,在全國高等院校調整中，以中原大學財經學院、政法學院為基礎，薈  
萃中南地區六省多所高等學校的財經、政法系科，分別成立了中南財經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1958
年，中南財經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及中南政法幹校、武漢大學法律系合併成為湖北大學。"文革"期
間，教育事業遭到嚴重摧殘，1971 年湖北大學改名為湖北財經專科學校。1978 年 1 月，湖北省批准

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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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更名為湖北財經學院，並成為首批恢復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校之一。1979 年 1 月，經國務

院批准，湖北財經學院由財政部及湖北省雙重領導，以財政部為主。1984 年 12 月，以湖北財經學

院法律系為基礎，恢復重建中南政法學院，歸司法部領導。1985 年 9 月,湖北財經學院更名為中南財

經大學，鄧小平親筆題寫了校名。2000 年 2 月，國務院批准教育部的方案，中南財經大學和中南政

法學院合併，並於 2000 年 5 月 26 日組建成新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05 年 9 月，學校跨入國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行列。 

  學校下設人文學院、經濟學院、財政稅務學院、新華金融保險學院、法學院、公安學院、外國

語學院、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學院、公共管理學院、資訊學院、安全科學與

管理學院、知識產權學院等十四個學院。現有正式教職工 2484 人，其中師資總數 1437 人，教師中

教授 208 人，副教授 505 人，博士生導師 87 人；學校擁有國家級重點學科 4 個，部、省級重點學

科 19 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1 個，省部級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4 個；學校現有理論

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法學、工商管理四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本科專業 42 個、碩士點 65
個、博士點 32 個、博士後流動站 4 個，並擁有工商管理碩士（MBA）、高級工商管理碩士（EMBA）、

法律專業碩士（JM）、會計專業碩士（MPAcc）、公共管理專業碩士（MPA）、各層次外國留學

生、港澳臺地區學生的招生權；學校現有全日制本科生 18538 人，碩士生 3767 人，博士生 558 人，

成人教育學生 7200 餘人；學校占地 3100 餘畝，建築面積 102 萬餘平方米，是全國最早開通校園網

路的百所高校之一，圖書館藏書 288 萬餘冊，會堂可與專業劇場媲美，單元式學生公寓接連聳立；

學校運動場曾作為全國第四屆大學生運動會主會場和主賽場，又曾作為全國足球甲級聯賽賽場；校

園內綠樹掩映、湖光瀲灩，曉南湖景色優美。 

  學校擁有一批在學術上有相當造詣，在國際國內財經學界、法學界有較高知名度和影響的資深

學者，29 名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24 名教師獲"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7 名教師

獲“湖北省政府專項津貼”。 

  "七五"時期以來，學校教師共承擔完成國家級、省部級重點科研專案 500 餘項，其中國家社會

科學基金專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和教育部重大攻關科研項目 127 項，教育部、財政部和司法

部等科研課題 214 項。1979 年以來，共取得科研成果 3 萬餘項，其中專著 1500 餘部，教材 1800
餘部，論文 24000 餘篇，在國外發表成果 600 餘項。 

  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學校與歐洲、亞洲、美洲、澳洲的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高校和科研機

構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合作研究和國際學術交流關係。半個多世紀以來，學校先後為國家培養各層次

學生累計 20 萬餘人，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家教育部和湖北省委、省

政府的領導下，全校師生員工將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為把我校建設成為全國一流的人文社會科學

大學而努力奮鬥！ 

(二) 參訪南昌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張蕊會計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江西財經大學校園佔地面積 2260 餘畝，分四個校區：蛟橋園、青山園、麥廬園、楓林園。2007
年 7 月有各類在籍學生 30947 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 22966 人（其中本科生 15551 人、研究生 1549
人），成人教育學生 8014 人。 



3 
 

    學校現有教職工 2278 人，專任教師 1395 人，其中有教授 208 人、副教授 370 人；博士 349 人，

在讀博士 199 人；博士生導師 53 人、碩士生導師 323 人；1 人獲首批「國家級教學名師獎」，2 人為

全國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專家，2 人為全國模範教師，10 人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3 人為全國高校教學

指導委員會委員，2 人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3 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71
人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學科帶頭人，43 人為江西省中青年骨幹教師，17 人為江西省「高校教學名師」，

17 人為江西省百千萬第一、二層次人才。 

   學校設有工商管理學院等 18 個教學單位和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規制與競爭研究中心、產業

集群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會計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發展與風險防範研究中心等 5 個專門科研機構。

擁有 3 個博士後流動站、1 個一級博士學位授權點、9 個二級博士學位授權點、53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47 個本科專業。編輯出版《當代財經》（月刊）和《江西財經大學學報》（雙月刊）兩份刊物。 

到 2023年建校 100周年之際，江西財經大學將建設成為全國一流多科性教學研究型大學。如   何
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江西財經大學黨委書記廖進球說，通過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學校

凝煉發展的新特色，著力由區域競爭為主向領域競爭為主轉變，努力實現“人才培育有鮮明特色、專

業學科有競爭優勢、科研成果有重要影響”三大戰略任務。 

 該學校堅持事業、感情、待遇、環境、領導形象“五留人”，重點引進海歸博士、學科帶頭人，

大力培育大師名師，為地方發展建立智庫。進一步鞏固“培養創業型人才”辦學特色，在完善學分制

基礎上推進專業主幹課程建設，務實“三個課堂（教室、校園、社會）聯動，三類實踐（課程實驗、

專業實訓和綜合實踐）互促”的培養機制，加強大學生創業教育。就業工作被列為學校和學院的“一
把手工程”，列為學校年終考核的“一票否決”指標。通過師生全員參與增崗位等辦法推動就業。學校

創建的創業孵化中心，目前有學生創辦的 31 家實體公司、5 家模擬公司入駐，吸引 1200 多名學生

參與實習實踐。  

(三) 參訪廈門國家會計學院(鄧力平院長) 

廈門國家會計學院是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財政部直屬高校，成立於 2002 年。學院實行董事會領

導下的院長負責製，學院董事會成員單位由財政部、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

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商務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

稅務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北京

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廈門市人民政府、上海市財政局、廈門市財政局、

清華大學、廈門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和北京、上海、廈門國家會計學院等組成，董事會主席為財政

部部長。 

      學院位於廈門市環島路南段，依山傍海，風景怡人，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學院嚴格按照

國際職業後續教育規範對校園進行設計，並廣泛應用現代科技手段，建成了先進的教學、生活及配

套設施。學院目前擁有設備先進的教學樓、學術報告廳、圖書資訊中心、各類公寓和活動中心等設

施，可以滿足現代高層次教學、科研、國際交流的要求，可同時容納 1000 人在校學習培訓，是一

個具有國際水準的現代數位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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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主要從事高層次的在職專業後續培訓，開展以會計審計、財政稅收、經濟管理為主的高層

次培訓，注重面向經濟特區、面向中西部、面向民營企業與中小企業、面向國際和港澳臺，並經國

務院學位辦批准與廈門大學合作開展會計碩士專業學位（MPAcc）教育。 

      時至今日，學院已經建成功能齊全、設施一流、環境優美的校園環境，初步建立了一支以中青

年教師為骨幹的高層次師資隊伍和一支精幹高效的管理隊伍。學院的培訓規模穩步擴大，培訓收入

逐年攀升，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不斷提高，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為更好地服務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建議 

此次到中國大陸參訪，一次參訪了四個大學，對於中國各校對於與台灣的學術交流的熱情與積

極態度印象深刻。其中廈門國家會計學院雖為研訓單位，師資 2/3 多來自外校支援，以因應每年一

萬人次會計人員的培訓工作。該學院未來也打算在金門設置研訓所，針對台商培訓工作。再者，中

國大陸學者的學術已從過去敘述性的研究走向實證性研究了，學術地位的重視也愈來愈高，但相對

地對台灣的威脅也愈來愈大了，台灣應深入去探究其威脅與優勢，知識以及技術的優勢還能有幾

年，以及我們在台灣的學者應該如何提升學術及國際觀，才能有立足之地。 

 四、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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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參訪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理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 
稱） 

王曉雯（國立中央大學會計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合聘副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民 99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8 日 
大陸地區參訪研究

機構 
上海、吳江市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參訪過程包括： 
7/30－自台北出發，經上海轉赴吳江市 
7/31－至吳江市物價局參訪，並與徐寶根副局長訪談 
8/01－至吳江市教育局參訪，並與教育督導室主任董衛國訪談 
   －至吳江市困難職工幫扶中心參訪，並與王衛平主任訪談    
8/02－上午由吳江轉往上海，下午則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

並與首席代表張秉熙訪談 
     張秉熙同時為寶來證券資本市場處大中華區副總經理及上海市證券同業 

公會理事  
8/03－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並與首席代表張秉熙訪談       
8/04－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並與研究部主管李剛訪談 
     以電話會議與北京的品級通達（紫博蘭）公司董事長朱擎訪談 
8/05－至上海靈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參訪，並與總裁藍海文以及財務長凌菊訪談   
8/06－至富蘭德林事業群參訪，並與總經理劉芳榮訪談 
8/07－至上海宜芝多食品有限公司參訪，與董事長蔡秉融以及財務長劉志萍訪

談，並至上海浦東正大廣場參觀宜芝多旗艦店 
8/08－自上海返回台灣 
 

 

二、參訪內容與心得 

7/31－至吳江市物價局參訪，並與徐寶根副局長訪談 

【參訪內容與心得】 

    再次造訪吳江市，我發現吳江市雖然為上海的衛星城市，但拜台商之賜，吳

江市的經濟發展十分快速。根據徐副局長的觀察，整個中國大陸近十年的經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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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坐雲霄飛車般快速發展，促使許多家庭變得更佳富裕；然而貧富差距拉大所衍

生的社會問題亦值得擔憂。徐副局長的業務主要是審批整個吳江市的水費、電

費、天然瓦斯費的費率。根據徐副局長的說法，大陸政府當局過去對各種國營、

民營企業提供的商品及服務的費率管制相當嚴格，近年來，則採取較為寬鬆態度。 

 

 

8/01－至吳江市教育局參訪，並與教育督導室主任董衛國訪談 

   －至吳江市困難職工幫扶中心參訪，並與王衛平主任訪談 

   －王衛平曾擔任吳江市國台辦主任，負責吳江地區台商（如台達電關係企業

中達公司）之相關業務 

【參訪內容與心得】 

    在與吳江市教育督導室主任董衛國訪談後，發現大陸 1980 年開始實施一胎

化政策導致的隱憂與問題。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因缺乏手足（兄弟姐妺）陪伴，

以及大人過度寵愛，使得小孩子長大後較困難與人合作，而且抗壓性不足；近年

來，大陸自殺率較國際平均數為高則可能導因於此一胎化政策。此外，人口結構

高齡化導致年輕人奉養父母的負擔逐漸加重；據估計未來大陸高齡人口的成長速

度將是人口成長速度的五倍，高齡化的問題將更加嚴峻。 

    王衛平主任曾擔任吳江市國台辦主任，負責吳江地區台商相關業務。在參訪

過程中，王主任帶我到吳江經濟開發區參觀，向我說明台商在吳江市的發展概

況。退休後，王主任則轉職至困難職工幫扶中心。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施行共產

主義的大陸竟然會設立非營利機構幫助生活有困難的勞工。王主任向我說明她所

任職的中心樓下設有愛心商店。愛心商店內的商品全部由廠商捐贈，銷售收入則

幫助吳江市的困難職工。此外，符合條件的職工按月則可至愛心商店領取生活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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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並與首席代表張秉熙訪談 

8/03－張秉熙同時為寶來證券資本市場處大中華區副總經理及上海市證券同業 

公會理事  

【參訪內容與心得】 

    張首席代表 10 年前，放下薪資優渥的銀行工作，轉換工作跑道協助寶來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發展大陸承銷業務。張首席代表說，他剛至大陸拓展業務時，由

於沒有任何客戶，亦尚未在上海建立關係人脈，因此業務經營相當慘淡。張首席

代表一步一腳印，不但已於復旦大學取得 EMBA 學位，並逐漸在上海建立自己

的關係人脈與聲譽。2008 年以後，政府對兩岸關係採取較為開放政策，例如 2008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通過「推動海外企業來台掛牌 123 計畫」、2008 年 7 月 31 日

通過「海外企業來台上市鬆綁及適度開放陸資投資國內股市方案」等，開啟了兩

岸金融交流的契機；2009 年以來，大陸台資企業陸續來（返）台第二上市即可

做為佐證。根據張首席代表的觀察，最近 3 年將會有許多台資及境外陸資企業申

請來台第一上市（櫃）。因著時間的積累，張首席代表欣喜向我表示，他目前有

許多客戶，尤其是晉江一帶，等待來台掛牌上市籌資。由於我對公司 IPO 與兩

地掛牌上市議題有著濃厚研究興趣，我也趁這個寶貴機會仔細詢問張首席代表公

司相關掛牌實務。 

 
 
8/04－至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參訪，並與研究部主管李剛訪談 

     以電話會議與位在北京的品級通達（紫博蘭）公司董事長朱擎訪談 

【參訪內容與心得】 

    在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張秉熙首席代表的引薦下，我得以進一

步針對大陸台資企業及外資（含陸資）企業來台掛牌議題詢問其研究部主管李

剛。李剛先生詳細為我介紹中國 A 股市場及創業板的發展現況。李剛先生也告

訴我各類型企業在選擇證券市場籌資的考量因素，如本益比高低等，以及陸資企

業來台掛牌可能遇到的困難。此外，我也針對中國明年將要推動的國際板議題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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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李剛先生。 

    紫博蘭網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隸屬於品級通達集團，該公司目前為中國北方

地區最大的搜索引擎行銷服務提供商，並於 2006 年成為首批 5 家獲得 Google 中

國地區 SEM 服務資質的公司之一。紫博蘭公司目前有員工約 130 人，客戶數量

累計已超過 15,000 家。在與朱擎董事長的電話會議訪談中，我感受到朱董事長

相當有意願將其公司至台灣證券市場掛牌上市；然而，受限於目前法規限制及公

司陸資比重過高，紫博蘭公司目前可能無法如願。此外，我也向朱董事長請教目

前中國的網路服務發展及相關費率計價問題。 

 
 
8/05－至上海靈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參訪，並與總裁藍海文以及財務長凌菊訪談 

【參訪內容與心得】 

    靈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是一家成長相當迅速的線上遊戲公司，其主要業務包

含三大類，分別為遊戲軟體代工、線上遊戲及手機遊戲。我向藍海文總裁詢問中

國的線上遊戲經營現況與可能遭遇到的管理問題。此外，我也向藍總裁詢問有關

軟體代工業務的運作模式及獲利情況。靈禪公司原本為一家陸資公司，在得知靈

禪公司因經營業務擴充，有意 IPO 情況下，我向凌菊財務長詢問該公司的財務

規劃以及證券市場掛牌選擇之考量因素等問題。 

 
 
8/06－至富蘭德林事業群參訪，並與總經理劉芳榮訪談 

【參訪內容與心得】 

    自 2006 年跟台商團隊參訪劉芳榮總經理所領導的富蘭德林事業群後，這

次，我幸運地又可以參訪富蘭德林，親身見證劉總經理深耕大陸 10 多年的豐碩

成果。再一次造訪，我發現富蘭德林事業群的公司規模擴增地相當迅速，此外，

我也得知劉總經理目前已將業務重心擺在投資銀行上。在訪談過程中，我向劉總

經理詢問大陸台商的發展現況以及勞動合同法通過後對大陸台商的影響。我也向

劉總經理詢問大陸台商的財務規劃議題。此外，我也針對中國和台灣證券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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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和競合議題請教劉總經理。 

 
 
8/07－至上海宜芝多食品有限公司參訪，並與董事長蔡秉融以及財務長劉志萍訪

談。至上海浦東正大廣場參觀宜芝多旗艦店 

【參訪內容與心得】 

    蔡秉融先生於 1999 年於上海成立百慶食品有限公司，創立宜芝多（Ichido）

品牌。2004 年，蔡秉融先生被今周刊評選為最佳台商之一。2008 年，宜芝多被

中國大眾點評網評為最具人氣麵包甜點 TOP10，同年，宜芝多於浦東正大廣場

設立旗艦店。至 2009 年止，宜芝多在上海及江蘇省一共有 36 家店。在宜芝多提

供的資料中，我注意到宜芝多將 85 度 C、山崎麵包及克莉絲汀界定為其公司的

主要競爭對手。我針對宜芝多的產品定位、行銷策略以及員工管理等相關議題詢

問蔡董事長，並交換意見。在與劉志萍財務長的訪談中，我則針對產品訂價及公

司財務規劃（如是否計劃 IPO）議題詢問劉財務長並交換意見。最後，我到浦東

正大廣場參觀宜芝多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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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吳安妮（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講座教授） 
郭翠菱（輔仁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黃政仁（東海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99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5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上海、無錫、昆山、蘇州、杭州 

 

有鑑於民營企業在大陸經濟發展扮演著重要角色，本研究團隊（三人）於

2010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5 日在大陸長三角進行歷時三週的參訪活動，共訪談十

五家大陸民營企業及台商，產業橫跨電子業、電器業、建築設計業、汽車業、電

力科技業等，訪談焦點在於瞭解大陸民營企業在管理會計發展的現況，另外，也

進一步瞭解大陸民營企業策略之走向與經營狀況等議題。透過對於大陸民營企業

管理會計發展現況之瞭解。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 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參訪研究之行程規劃列示如下： 

表 1：大陸參訪行程規劃 

日期 個案公司 住宿地點 
8/15(日) 搭機前往上海 於上海住宿 
8/16(一) A 控股集團(大陸民企)  於上海住宿 
8/17(二)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於上海住宿 
8/18(三) B 民防建築設計有限公

司(大陸民企) 
 於上海住宿 

8/19(四) C 實業公司(大陸民企)  於上海住宿 
8/20(五) 台積電(台商)  於上海住宿 
8/21(六)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於上海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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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日)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下午：前往無錫 於無錫住宿 
8/23(一) 高科技電子公司(台商)  於無錫住宿 
8/24(二) D 電力科技公司(大陸

民企) 
 於無錫住宿 

8/25(三) E 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民企) 
 於無錫住宿 

8/26(四) 宗仁卿紀念醫院(台商)  於上海住宿 
8/27(五) 85 度 C(台商)  於上海住宿 
8/28(六) F 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民企) 
 於上海住宿 

8/29(日)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於上海住宿 
8/30(一) 蘇州美桀電子科技有

限公司(台商) 
早上：前往蘇州 
晚上：前往杭州 

於杭州住宿 

8/31(二) G 電子業上市公司 (大
陸民企) 

 於杭州住宿 

9/1(三) H 電子業擬上市公司

(大陸民企) 
 於杭州住宿 

9/2 (四) I 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大
陸民企) 

 於杭州住宿 

9/3 (五) J電子業上市公司(大陸

民企) 
 於杭州住宿 

9/4 (六) 無法安排公司參訪  於杭州住宿 
9/5 (日) 搭機回台北 

有關大陸民營企業及台商個案公司訪談之彙總內容如下： 

表 2：大陸民營企業與台商個案公司訪談彙總表 

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1 A 控股

集團

(大陸

民企) 
 
 
 
 

手機

晶片

設計

業 

1. 產品創新 
2. 差異化訂製 
3. 快速交貨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責任會計 股權激勵：從創始

人自己的股份中

拿出來激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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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2 B 民防

建築

設計

有限

公司

(大陸

民企) 

民防

建築

設計

業 

(1) 地下室的

藝術及設計

total solution
專家。 

(2) 未來三大

發展方向： 
A. 地下空間解

決方案，由安

裝配套執

行。 
B. 專業地下空

間之「二次改

建」市場。 
C. 外省市市場

→九億農民

改善。 

1. 分批成本制度 
2.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1.訂單差異

分析 
2.責任會計 

以現金薪酬為

主，無明確激勵制

度 

3 C 實業

公司

(大陸

民企) 

汽車

代理

商（集

團） 

1. 破壞式創新 
2. 自有品牌 

1. ERP 
2. 7 步練兵法 
3.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1. 高績效

獎金 
2. 責任會

計 

以現金薪酬為主  

4 台灣

積體

電路

股份

有限

公司

(台商) 

半導

體業 
技術創新領先 
 

1. ABC 
2. 標準成本制度 
3. 產能管理 

標竿制度 績效基礎獎酬制

度 

5 高科

技股

份有

限公

司(台
商) 
 

印刷

電路

板業 

1. 營運卓越 
2. 成本領導 

1. 品質成本管理 
2. BSC 
3. Lean Production 
4. 持續性改善 
5. 重 SOP 

未提及 1. 7-8 月發績效

獎金 
2. 留任獎金(三

年) 
3. 以現金薪酬為

主 



 4 

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6 D 電力

科技

公司

(大陸

民企) 

電力

自動

化業 

1. 藍海差異化

策略 
2. 整合產品設

計 

1. ERP 
2.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主觀評估（主

要） 
1. 業務人員：把

利潤及營銷人

員薪水結合，

占 20%年收入

2~3 個月。員

工因業績而導

致的差異有

20%。 
2. 業績不好者降

工資。 
3. 研發人員：固

定薪水加上 4
個月之年終獎

金。 
7 E 股份

有限

公司

(大陸

民企) 

染料

業 
1. 購併 
2. 產品創新 

1. ERP 
2. 預算制度 
（缺整合性成本管

理系統） 
 

1. 責任會計 
2. 銷售人員

自負壞帳

損失 

獨特的股份制 

8 宗仁

卿紀

念醫

院(台
商) 

醫療

業 
以台商為主 無特別成本管理制

度 
未提及 無特別激勵制度 

9 美食

達人

股份

有限

公司

（85
度 C）
(台商) 

食品

業 
破壞式創新行

銷 
1. 經營管理之高

階主管看 
(1) 費用控制 
(2) 材料耗用（原物

料走勢，總部期

貨操作） 
2. ERP：用「鼎新」

+「金碟」系統，

再整合 IT 人員

（共 10 位），

開發程式。 

重視營運績

效 
讓主廚有最好的

食材，端出最佳的

餐點給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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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10 F 電器

股份

有限

公司

(大陸

民企) 

家電

業 
品牌領導 
產品創新領導 

1. PDM 
2. ERP 
3. TQM 

(重視 IT 整合) 

責任會計 
 

以現金薪酬為主 

11 蘇州

美桀

電子

科技

有限

公司

(台商) 

電子

業 
品質控管 
技術創新 

BSC 重視營運績

效 
 

12 G 電子

業上

市公

司  
(大陸

民企) 

金融

軟體

和網

路服

務業 

1. 品牌領導：

大陸金融軟

體第一品牌 
2. 技術創新領

導：大陸金

融軟體 total 
solution 提
供者 

1. ERP  
2. 預算制度  
3. 價值鏈管理  
（缺乏整合性成本

管理系統） 

1. 實施 
BSC，有

四大構

面之績

效指

標，但缺

乏合適

之關鍵

衡量指

標。  
2. 有基礎流

程，採用項

目來衡量

業務績

效。 

1. 股權激勵：從

創始人自己的

股份中出來激

勵員工。  
2. 股票上市分紅。 

13 H 電子

業擬

上市

公司

(大陸

民企) 
 

數字

視頻

光通

信電

子業 

產品創新領

導：成為一流的

專業視 
頻監控解決方

案提供者 

價值鏈管理 以責任會計

為主 
股權激勵：從創始

人自己的股份中

拿出來激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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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策略 重要特色之管理會計制度 

成本管理制度 績效評估系

統 

獎酬管理制度 

14 I 實業

集團

有限

公司

(大陸

民企) 

家具

物流

業 

1. 價格領導策

略：成為實體

傢俱之卓越

提供者 
2. 藍海差異化

策略：成為物

流平台之最

佳經營者 

ERP 以主觀績效

評估 
為主 

以現金薪酬為主。 

15 J 電子

業上

市公

司(大
陸民

企) 

供應

綜合

監控

產品

之電

子業 

產品創新領

導：持續創新安

防產品 

供應鏈管理 以主觀績效

評估為主 
股票上市分紅。 

 

二、 參訪心得： 

根據本研究團隊 2010 年 8 月至 9 月針對大陸民營企業及台商之訪談結果發

現：大陸民營企業多能抓住大陸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契機，公司營收與規模皆

不斷擴大，賺取不少機會財。唯賺取機會財並非長久之道，因此大陸之民營企業

若要持續成長、永續經營，轉型乃是必要的途徑，而創新則是大部分個案公司重

要之策略之一。研究團隊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大陸民營企業在技術上不斷精進

及創新，然而，各公司負責人也明確地指出，目前大陸民營企業普遍缺乏創新且

整合的管理會計制度，因此，大陸民營企業若要進一步地發展與成長，實有賴於

管理會計技術的提升，將機會財與技術財轉為管理財，俾創造更大的價值。而在

台商方面，大多數公司皆能從技術財進一步賺取管理財，因此，可以在大陸快速

發展，進而取得很強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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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事項： 

1. 由於大陸經濟及經營環境演變快速，大陸民營企業儼然成為大陸整體發展之

核心，為深耕了解大陸民營企業在大陸經營之問題，應持續進行參訪大陸經

濟發展最熱絡的長三角與珠三角之大陸民營企業，進而選擇蹲點式深入研究

大陸民營企業議題。 

2. 進行大陸民營企業學術研究，須考量大陸政經、社會政策及實況對企業活動

之影響，因此，鼓勵我國學者進行跨領域之大陸民營企業整合研究，將來擴

大包括經濟、社會等領域之學者，共同研究大陸民營企業多重構面之問題。 

3. 在大陸民營企業之成本管理方面，建議可以瞭解目前大陸民營企業在成本管

理方面常用的技術，進而探討大陸民營企業成本管理的影響決定因素及不同

族群之差異因素及不同的成本管理如何地影響公司之競爭優勢及績效。 

4. 在大陸民營企業之績效管理方面，可以瞭解大陸民營企業績效管理的影響決

定因素及不同族群之差異因素，及探討不同的績效評估制度如何地影響大

陸民營企業的實際績效。 

5. 在大陸民營企業之奬酬管理方面，可以瞭解大陸民營企業獎酬制度的影響決

定因素及不同族群之差異因素，及瞭解獎酬制度如何影響員工留任率及經

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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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金成隆（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梁嘉紋（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紀信義（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2010.08.17~2010.08.23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 
 

此次前往中國大陸參訪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及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等學術單位，

其主要目的在瞭解中國上市公司之公司治理機制、經營環境及台商在大陸經營模式與運作情

況等會計議題，且與該學術機構交換意見並初步達成未來合作之意願。該此次上海參訪，由

國科會大陸台商研究團隊的三位成員，包括政治大會計系金成隆教授、梁嘉紋副教授，中興

大學會計學系紀信義助理教授，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三日赴大陸進行

學術交流。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工作記要： 

2010/08/17 於 12:15 搭乘中華航空班機 CI201 於 14:00 到達上海虹橋機場，並入住上海市區旅

館。 

2010/08/18-2010/08/19 本人與政治大學梁嘉紋副教授及中興大學紀信義助理教授訪問上海財

經大學會計學院，並與李增泉副院長及夏立軍教授進行簡單會談，針對雙方未來

研究上的合作與交流進行初步的接觸。雙方亦針對中國當前的會計研究方向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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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會談中亦提到政大會計系與上海財大會計學院未來互相出席 work shop 或

舉辦小型研討會初步作成合作的意願，待金教授回國將主動向政大會計系主任提

議兩校未來合作事宜。 

2010/08/20-2010/08/22 拜訪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進行學術交流，並與郭喜才教授進行簡單會

談。郭老師是金成隆教授兩年前美國學者訪問所認識的學者，透過他的安排我們

得以與華東政法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由於該校法學及商法方面屬中國一流學府，

故對於我們了解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機制背景能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特別

是，由於該校在法律方面是相當傑出的，因此華東政法大學在會計方面的另一特

色就是”司法會計”，在這方面他們有一定的基礎，這相當類似我國近來新興的”鑑

識會計(Forensic accounting)”，這對於兩岸會計學界在未來合作兩岸共同防止舞弊

等議題上，應有貢獻。 

2010/08/23 於下午 17:45 從上海虹橋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 CI202 於下午 19:30 到達松山機

場。 

 

二、參訪心得： 

 

此次赴大陸參訪地點為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及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茲就此次參

訪的心得分述如下： 

1.由於中國目前沿海地區工資調漲速度很快，台商應該有更積極的策略目標，而非僅僅將投

資的目的只放在削減成本。台商也應該注意外在環境的變化，影響成本上升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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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薪資的上揚，因此如何控制好相關成本，更新先進設備或往內陸遷廠是台商應當審甚思

考。 

2.中國證券管理機構目前正不斷對上市公司治理環境進行法令與法規的制定，例如股改或限

制國營企業出售資產的程序等，故相關議題未來可以進行深入之探訪。 

3.台商進入中國投資，除了行銷及服務全球客戶外，也要把市場與服務重心擺在中國本身。 

4. 台商進入中國投資，面對的是國際級的競爭舞台，因此必須抱持『參加就要勝出』的心態，

而沒有觀望的空間。 

5.由於目前大陸競爭激烈且經營風險升高，且中國政府為壓低通貨澎脹，將使銀行放款趨於

保守，故台商融資貸款上困難度增加，因此台商應考量風險管理上，有時會為了和當地銀

行維持關係，即使沒有資金需求也會貸款。對於總體的風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企業的運

作是很靈活的，以獲利為導向使得營運具彈性。 

6.由於大陸員工訓練相對不足，中高階層員工即可能因為薪資等因素離開原有公司，故如何

強化員工向心力與週轉力，實為目前台商重要課題。此外人員的訓練也應配合全球化的趨

勢，其訓練方式更為國際化。 

7. 兩岸已於九月十三實施ECFA，大陸目前人治味重，國人期待ECFA後，台商將可站在較平等

的地位進攻市場，並脫離台灣市場漸飽和的窘境。於對等開放下，大陸廠商來台叩關之動

作必日益白熱化。法令政策將較可預期，人治現象將漸為法治方式取代，惟以往招商之優

惠法令措施，逾越地方政府權限部分將被廢除。 

8. 兩岸在打擊犯罪上有合作空間，就會計學者而言，兩岸在”鑑識會計”上應有更大合作的利

益。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雲南財經大學的前身是雲南省財貿幹部學校，創建於 1951 年。 1981 年經教育部批准成為雲南

財貿學院並開始全日製本科教育，1995 年被雲南省政府確定為省屬重點大學，1998 年雲南經濟管理

幹部學院併入後組建新的雲南財貿學院，2006 年 2 月教育部批准更名為雲南財經大學。  

雲南財經大學坐落於春城昆明長蛇山下盤龍江畔，佔地 1021 畝。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建設，學校

目前已由單科性財經院校發展成為以經濟學和管理學為主，哲學、法學、文學、理學、工學等學科協

同發展的多科性省屬重點大學，形成了以本科培養為主，兼有碩士研究生、留學生培養和繼續教育的

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 學校實行二級管理，設有 19 個學院、3 個教學部、8 個獨立專職研究機構和

40 餘個院（部）所合一的兼職研究機構。 固定資產總值 8.26 億元，藏書 166.9 萬冊、電子圖書 63
萬餘種，校園網現已覆蓋全校所有工作、學習及生活場所。  

雲南財經大學高度重視教學工作，以提高教學質量為根本，以學科建設為龍頭，主動適應經濟社

會需求，不斷調整專業結構，努力深化教學改革，積極創新培養模式。  2007 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學

水準評估中獲評為優秀，2009 年被正式列為雲南省新增博士學位授予建設立項單位。 設置 32 個本

科專業，涵蓋經、管、法、文、理、工六個學科門類。 積極發展研究生教育，依託碩士點加強學科

建設和本科專業建設，已建成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 4 個一級學科碩

士點及 41 個二級學科碩士點，涵蓋哲、法、經、管、工 5 個學科門類。 面向全國 30 個省、市、自

治區招生，在校學生人數達 32000 餘人。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年） 

出國人員

姓名 
汪瑞芝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

教授 

出國時間 
99 年 07 月 19 日 

出國地點 中國雲南省昆明市 



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和高水準的科學研究支撐著高質量的教育教學。學校千方百計培養、引進人

才，現有 1400 餘名教職工，師資 900 餘人，其中教授 118 人，副教授 301 人，博士和在職攻讀博士

學位教師 249 人，碩士學位教師 483 人；首席教授、特聘教授等學科帶頭人 10 人，全國“百千萬人才

工程”專家 1 人，教育部全國高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3 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13 人，享受省

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3 人，雲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4 人，省級學術與技術帶頭人 5 人，省級學

術與技術後備人才 13 人，省高校教學科研帶頭人 7 人，省級教

學名師 5 人。 現有 11 個省級重點學科，2 個國家級特色專業，2
個省級特色專業，7 個省級重點建設專業，1 個省級人才培養模

式改革試點專業；有國家級國際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

省級國際化、區域化旅遊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會計學省級

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點項目；2 個省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2 個

省級教學團隊，2 個雲南省高等學校名師工作室；1 門國家級精

品課程，13 門省級精品課程，1 門省級雙語教學示範課程，1 個省級重點教學實驗室。  2000 年以來，

學校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 1 項，省級教學成果獎 12 項，教育部優秀教材一等獎 1 項；承擔國家

級科研項目 41 項，省部級課題 249 項；出版專著、教材 301 部，發表科研論文 5745 篇，其中被 SCI、
EI、ISTP、ISSHP 收錄 58 篇；科研成果獲國家級獎勵 2 項，省部級獎 77 項；主辦有《雲南財經大學

學報》和《雲南財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兩種公開刊物。 圍繞“教學立校、科研強校、服務活校”
理念，學校不斷提升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能力，與國內高校、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省內各級地

方政府等 100 多個單位建立了廣泛的合作關係，建立了一批實質性的校際、校企合作項目及實踐基地。  

雲南財經大學堅持開放辦學。 先後與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泰國、越南等近 30
個國家 80 餘所高校和機構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合作交流關係。 與美國庫克大學、澳大利亞查理斯竇大

學合作舉辦的國際會計、國際商務學士學位教育項目已有多屆畢業生，與英國格林威治大學合作舉辦

的項目管理碩士學位教育項目已連續六年進行招生，已在越南、泰國共計建立 4 個商務漢語中心。 目
前，學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學生人數已達 2500 餘人。  2005 年，學校被全國高等教育聯合會評為“全
國一流中外合作辦學單位”。  

雲南財經大學大力加強素質教育。十餘次被中宣部、教育部、團中央、全國學聯評為全國大學生

社會實踐先進單位。 2006 年，學校獲教育部全國高校校園文化活動優秀獎。 在全國大學生“挑戰杯”
競賽、統計建模大賽及英語競賽等賽事中成績良好；學生社團“藍色力量協會”被團中央、教育部、全

國學聯評為“全國高校優秀學生社團”；女子網球隊分獲全國大學生網球錦標賽第九屆雙打冠軍，第十

屆團體季軍，第十一屆團體冠軍、雙打冠軍和單打亞軍，第十二屆團體冠軍、雙打冠軍和單打季軍。  
2003 年以來，本科畢業生就業率一直保持在 93%左右，高居雲南高校前列。  

雲南財經大學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 2003 年 9 月，該校

被省委、省政府確定為雲南省高等教育改革首家試點單位，提出

了有利於調動教職員工積極性、有利於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辦學

效益、有利於加快學校發展和提升競爭力的改革原則，從投融資

體制改革、內部體制改革和落實辦學自主權三方面入手，在探索

現代大學制度、多管道籌集辦學經費和多形式拓展辦學空間、改

革內部運行機制、隊伍建設及擴大辦學自主權五方面實現了較好

突破，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評價和社會的廣泛讚譽。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

報》、《中國教育報》、《雲南日報》等媒體也給予了廣泛報導和積極評價。  2008 年，該校第三次黨



代會確定了建設高水準財經大學目標。圍繞這一戰略目標，當前學校正積極以“調結構、提質量、出

品牌、強地位”的內涵發展思路，深刻把握雲南省深化改革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機遇，以辦人民滿意

的高等教育為宗旨，積極為建設高水準財經大學而努力奮鬥。 

 計學院是雲南財經大學下屬的一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學為主，兼有科學研究和會計人員繼續教育

功能的教學院（系）。學院現有教職工 62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30 人，博士 15 人（含在讀博

士）、碩士 28 人、碩導 13 人。學院下設會計系和財務管理系，並設有農村會計與財務管理研究所、

東盟會計財務研究所、法務會計研究所和會計人才培養創新研究所四個特色研究所，一個會計一體化

實驗室，一個會計教育培訓中心。全院在校本科生 1700 余人，研究生近 100 人。經過我院幾代會計

學人的勤奮耕耘，會計學院已經成為集教育部的會計學特色專業、國際會計人才培養創新實驗區、雲

南省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專業、省級精品課程、省級教學團隊、雲南省國際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改

革試點專業、省級重點實驗室為一身的重點院系。 

多年來該學院一直遵循“好學篤行、厚德致遠”的校訓，在學院“中西交融、銳意改革、敢為人先、

爭創一流”精神引導下，積極走和國際會計準則趨同的道路，先後派出多名教師到美國、英國等國家

和地區進行留學訪問和攻讀博士學位，並從英國等引進了專業和學科發展所需要的教師。經過多年的

努力，學院現在已經湧現出了全國會計學術帶頭人後備人才 1 人、雲南省中青年學術與技術帶頭人及

後備人才 2 人、雲南省高等學校教學與科研帶頭人 2 人、雲南省省級重點學科會計學學科帶頭人 4
人、會計學學術帶頭人 5 人。 

 學院在公司財務會計、審計與財務管理問題等研究領域均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十年來，先後在

《會計研究》、《審計研究》、《金融研究》等各種公開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 1000 餘篇，在高等教

育、經濟科學等出版社出版專著 20 余部，成功申報省部級以上課題 20 余項。多年來，學院在搞好校

內教學和進行科學研究的同時，還充分發揮大學為社會服務的職能，已經為全國檢察院系統、雲南省

財政廳、雲南省國資委等多家單位培養了數以千名的高級會計人才。被全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雲南省

財政廳、雲南省審計廳掛牌為全國司法會計培訓基地、雲南省高級會計人才培養基地、雲南省高級審

計人才培養基地。 

二、 研究成果 

2010 年 7 月 19 日由政大鄭丁旺博士帶領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吳如玉副秘書長、政治大學林美花

教授、林宛瑩教授、林良楓教授；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蕭幸金主任及汪瑞芝教授；中正大學歐進士教授

以及魏永篤會計師一同前往雲南財經大學參訪。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楊世忠副校長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會計學院副院長湯湘希陪同參訪。由雲南財經大學楊曉紅副校長接待。 

    會中由雲南財經大學楊曉紅副校長對該校發展及歷史作簡單介紹，再由會計學院陳紅院長介紹會

計學院沿革及在場各研究中心主任及研究員等。目前會計學院有四個研究所：東盟會計與財務研究

所、司法會計研究所、中國農村會計與財務管理研究所以及會計人才培養創新研究所等。該院與中國

各校或國際有定期訪問機制、教師互換、研究合作與學生交換計劃等。並將於 2011 年 7 月舉辦中國

財務年會以及 12 月舉辦中國實證研討會；並計劃於 2012 年與中國會計學會舉辦國際型會計研討會。 



    台灣方面，由政治大學林美花教授介紹政治大學會計系、歐進士教授介紹中正大學會計系以及蕭

幸金主任及汪瑞芝老師技術學院會計系概況等，雙方對於所任教學校、課程規劃以及學生出路做了很

多的意見交流。 

三、建議 

    除了與各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交換明片之外，也促成雲南財經大學 9 月份將有一名新進老師到

政治大學上課二個月的計劃，未來也將增進雲南財經大學與台灣各校教師之互訪以及學術研究之規

劃。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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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陳明進（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陳慧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尤隨樺（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汪瑞芝（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系教授兼會計財稅所所長） 

賴姿妤（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專任
助理） 

出國時間地點 99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上海、常熟 

 

為了加速瞭解台商及大陸企業在大陸之經營環境現況、稅務移轉訂價、公司治理機制、

投資策略、企業風險控管、及智慧資本移轉等會計議題，由國科會大陸台商研究團隊的五位

成員，包含政治大會計系陳明進教授、臺灣師範大學陳慧玲助理教授、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尤

隨樺副教授、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系汪瑞芝教授、與賴姿妤助理，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三日赴大陸參訪考察。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參訪研究過程包括： 

8/29：自台北出發赴上海。 

8/30：至上海 A 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8/31：上午至上海 B 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訪。下午至上海 C 電腦公司參訪。 

9/1：至常熟 D 服裝經營集團參訪。 

9/2：至上海 E 電腦公司參訪。 

9/3：自上海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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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心得： 

(一) A 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 

訪談時間：2010 年 8 月 30 日 14:00-17:00 

訪談對象：包括三位負責相關業務之合夥會計師：分別是負責大陸地區審計部會計師、

負責大陸稅務部會計師、負責大陸企業跨國與大陸台商企業 IPO 業務之會計

師。 

1. 參訪對象簡介： 

A 所於 1992 年在中國內地成為首家獲准合資開業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A 所在中國的北

京、瀋陽、青島、上海、南京、成都、杭州、廣州、福州、深圳、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共設有十二家分公司(包括 A 所的企業諮詢(中國)有限公司)，專業人員超過 9,000 名。 

A 所的特色是以統一的經營方式來管理中國的業務，以確保能夠高效和迅速地調動各方

面的資源，為客戶提供服務。其統一的管理結構具備高度的靈活性，能夠有效和高效地為整

個中國地區的客戶提供服務，同時也使來自不同辦事處的專業人員可以在有經驗的客戶服務

合夥人的統一領導下合作完成工作。 

2. 訪談問題： 

訪談 A 所目的為瞭解大陸地區會計師事務所之經營，以及台商企業在大陸面臨之租稅與

會計審計問題。相關問題包括： 

(1) 大陸會計師業務發展的未來展望？ 

(2) 未來大陸 A 所在 A 所 global 上的定位？ 

(3) 大陸稅改及產業政策調整，給予台商企業建議？ 

(4) 從台灣母公司立場，如何掌握對大陸經營的內控、風險管理、財務資訊透明？ 

(5) 台商企業在大陸與大陸企業競爭的優劣為何？ 

(6) 給台灣的會計師業者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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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談紀錄整理： 

大陸會計業務仍續有發展的機會，主要是 IPO 業務不斷增加。大陸企業已有企圖心往國

際發展，所以 IPO 業務、對於國際投資併購、外國租稅環境等諮詢輔導，需要國際性會計師

事務所的協助。 

隨著大陸市場及公費收入占 A 所全球的比重增加，未來 A 所全球的資源配置重心將移至

大陸，並且以 A 所為區域整合之主導。 

台商企業必須瞭解稅法及產業調整之精神，仍是著重實質及提升價值，故應改變以形式

操作節稅的手法，改變為以實際交易的最適規劃，並且合法申報，才是正確的節稅態度。目

前大陸對於組織重整的財產轉讓所得，採取實質認定原則，以境外公司的形式操作，無法合

法規避大陸股權移轉的財產交易所得稅，是台商企業將面臨的一項重大租稅問題。此外，轉

讓定價也是許多台商目前涉及被查核的重心，都必須以實質申報的原則處理。 

台灣母公司對於大陸子公司的定位若為生產功能，多半採取集權式管理，故對於財務、

資訊及經營管理多半能掌握。若是內銷市場導向，則須授權當地子公司經營者充分權限、並

採取在地化經營。此時，必須找到可以充分信任之管理階層，並且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及確實

落實執行，才能減少內部管理的風險。 

政府政策若希望台商企業要回台上市，必須注重及做好投資人保護及續後監管二方面。

除了上市的審查過程外，對於中間機構(會計師、律師、券商等)的權責，應該清楚釐訂，並

且著重實質審查，而非僅是形式要件之符合。 

台商企業的創意及靈活，較大陸企業為佳。但台商企業往往不夠在地化，對於大陸人才

網羅及發揮較為不足。所以，當地行銷通路的開拓及掌握，台商企業較大陸企業居於劣勢。

大陸企業已逐漸有全球經營、邁進國際舞台的企圖心，台商企業的規模及經營企圖心都明顯

較為小。 

台灣會計師若一直著重保有自己的客戶關係，無法以會計師事務所的整體觀念去發展會

計師的專業，將不易突破改變現有的經營困難。 

4. 訪談心得： 

大陸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的專業發展明顯較台灣步上軌道，主要原因是體認會計師

服務品質及完善管理的重要性，不做削價競爭承攬客戶，尤其是會計師不會將客戶視為自己

保有的資產，而是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這是台灣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最欠缺的態度及

決心。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會強調藉由審計業務完成後，可以提供客戶更有價值的管理

及經營建議，爭取客戶願意支付較高公費，這也是台灣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最需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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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升其服務能力之處。 

台灣會計師專業發展面臨極大的困難，一部分需要政府主管機關落實更讓會計師權責相

符的政策及管理，一部分則需要台灣會計師對於自己專業能力提升及發揮專業服務的價值及

倫理道德。大陸四大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的許多觀念及作法，以及堅持專業應有的價值及倫

理道德，值得我們參考及學習。 

 

(二) B 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訪談時間：2010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45-12:00 

訪談對象：財務部總經理 

1. 公司簡介： 

「B 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B 公司)」由 BB 集團成立於 1996 年，以最直接、最生

活化的方式為消費者服務，網羅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運用電腦化營運系統，快速地在台灣

展店，目前在全台已成立了 24 個服務據點，為顧客架構出完整的全台服務網絡。1997 年更

在大陸成立「上海 B 有限公司」，藉由成功的台灣經驗進軍大陸，在華北及華東地區已成立

超過 60 家分店，截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止，已有 132 家分店，目標於 12 月 31 日達 160 家分

店，預計達到 4.95billion 的營收。  

2001 年 B 公司與法國具有 45 年零售流通經驗的歐尚(Auchan)集團合作， 更為邁向國際

化連鎖事業跨進一步，在法國、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波蘭、匈牙利、俄羅斯、

摩洛哥、中國大陸等地設有分店，擁有跨國聯合採購能力的歐尚，使得 B 公司的商品及服務

更具競爭力。 

2. 公司經營理念： 

(1) 讓 B 公司走進每一位顧客的生活中 

引進更具國際觀的營運管理模式，B 公司藉由歐尚集團全球化聯合採購優勢，大大提高

商品種類與品質，為我們廣大的顧客群，提供更優質的購物品質及生活水準。在經營特色上，

由各分店依照當地顧客的需求，組合出正確及多重選擇性的商品，並提供強而有力、令人驚

喜的商品折扣。以熱情周到的接待方式服務顧客，用心傾聽顧客的聲音，快速並確實地給予

回應與行動，讓顧客分享與大潤發一起成長的愉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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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豐富的商品選擇，以 「長期低價 」滿足更多的顧客 

數以萬計的商品種類，包括生鮮食品、生活雜貨、五金百貨、電器及服飾五大類，提供

消費者「一次購足」的便利。所有商品皆由專業採購經理人，從商品種類、品質、價格及貨

源穩定等各方面，一一為消費者把關，使全台各分店隨時供應最齊全、最新鮮、最便宜的商

品。 2001 年更增加進口及自營商品的品項，以市場最低價把越來越多的商品，以越來越便

宜的價格，滿足越來越多的顧客。 

(3) 呈現多元化賣場型態，兼具休閒與便利的消費需求 

寬敞明亮的賣場，簡單的購物動線，清楚的賣場標示，便利的停車空間，B 公司提供乾

淨舒適並具現代感的購物環境。此外，還有貼近流行時尚的購物空間規劃，以融入消費者生

活為目標，設置了美食街、主題餐廳、精品專櫃及商店街，讓顧客在購物之餘享受更多元的

休閒時光。部份分店更依照當地顧客的生活習慣，特別規劃了藥局、郵局、便利商店及汽車

輪胎維修站，提供更貼心便利的生活服務。 

(4) 專業服務，領導商圈，成為值得信賴的大賣場 

B 公司在營運中保持務實、簡單和富於創新的原則，持續推動企業的成長與進步。透過

歐尚集團全球經營的 Know-how，以每週一小時的訓練，培養員工的專業技能與專業知識，

確實提昇員工的專業素質。鼓勵各分店參與社區生活，深入了解商圈住戶的想法，以制定符

合顧客需求的商業提案，進而建立員工、企業與顧客之間，完全信任的互動關係。為了維護

專業服務的企業形象，B 公司每年都會舉辦顧客滿意度調查活動，透過專業分析的問券調查

結果，找出問題進行改善，並力求從每位員工做起，來提昇顧客滿意度。此外，我們仍將持

續落實會員制軟硬體的建構，以符合顧客期待的創新提案，給予會員更多的關注，讓 B 公司

走進每一位顧客的生活中，成為最了解顧客需求並值得信賴的企業。 

3. 公司關鍵成功因素： 

(1) 快速展店，擴大經濟規模 

先搶佔市場後穩定成長策略，B 公司以華東區為主，共有 68 家分店，並以華東向華北地

區移動，以山東濟南與河北北京為主；東北地區以瀋陽為主，華中地區以武漢為主。以擴大

經濟規模為必要條件，B 公司採用低價競爭策略，以量制價，快速展店，以增加客戶購買力，

提高議價能力。 

(2) 矩陣式組織結構 

B 公司採用矩陣式組織管理模式，主要在部門別分成：招商部(負責選擇進駐的商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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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部(華東以蘇州為主，華北以濟南為主及華南三個物流中心)、行銷部(負責會員制的規劃、

行銷折扣等)、資訊部(負責 IT，可整合全部店面營收及存貨之分析)、人力資源部以及採購部

門(負責百貨、雜貨以及生鮮食品的採買)。 

(3) 供應商管理 

B 公司的採購流程，是以各地區所設總部統籌為主，簽約供應商合同及條件，不談數量。

目標是以毛利增加為考慮對象且品質控管的供應商。但仍可透過各分店的建議引進新的供應

商，做為新產品或新供應商引進的參考，採購決策由各地區總部為主。 

對於供應商管理，B 公司採用末位淘汰制，ONE IN ONE OUT 制，當貨架上產品的銷售

量小於 5%時，則淘汰並同時引進一家新的供應商。而對於供應商的選擇則透過公司的供應商

評鑑委員會篩選，進貨後由物流中心統一檢驗產品，各分店不經手採購與現金收付。 

(4) 超越顧客期望的服務品質 

低價競爭已不再是唯一吸引消費者，B 公司也致力於提高服務品質(買櫃退差價)及創造自

有品牌，但目前自有品牌營收只佔 1%-2%，尚未為 B 公司的主軸，公司認為與消費者習慣於

特定品牌有關。  

(5) 紅利集點制度 

為了獎勵忠誠顧客，B 公司採用會員制方式發放 DM 給經常消費的客戶，以減少 DM 發

放的成本與無效率，對於商品的價格折扣，由各地區總部統一決定。 

(6) 績效評估 

B 公司的績效評估採用各分店自已與自已比較，以各分店營收成長比率為評估項目，而

非與他分店評比。 

4. 公司競爭優勢： 

優勢(S) 

 優良的公司文化與經營理念。 
 兩岸同文同種，飲食及消費文化雷同。 
 早期進入市場的優勢。 
 迅速發展優質店策略的有效執行。 
 有經驗且穩定的管理團隊(當地化的政策/快速的決策流程)。 
 有經驗且穩定的管理團隊(信任與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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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分紅入股(忠誠與穩定)。 
 均權式的營運模式。 
 卓越即時的資訊系統。 
 有效率的物流配送中心。 

此一優勢，使得 B 公司在 2009 年零售業企業排名第六名(為外資企業第一名)，較家

樂福(第七名)居領先地位。B 公司單店年營收為 3.34 億人民幣(損益兩帄為 2 億)為外資連

鎖大賣場單店排名第一名。在消費者綜合滿意度指數、流程管理滿意度以及營銷滿意度

指數上皆排名第一。 

劣勢(W)  

 採用會員制消費。 
 多重生鮮品項的經營，倉儲管理以及退貨成本較高。 

機會(O)  

 物流中心的發展，提供良善的配送基礎設備。 
 金融企業開放，使得信用交易方式得以施行。 
 資訊設施與環境的完備，提供暸電子化商務的最佳帄台。 

威脅(T)  

 因土地法令規章限制，土地取得不易。 
 中國法律環境不健全。 
 連鎖業通路產業競爭激烈。 
 商業賄絡普遍存在，存在職業“打假”，經營風險較高。 

 

5. 訪談心得： 

當日參訪結束後，台商訪問團去了旅館附近的賣場，對於 B 公司乾淨的外表以及明確的

指標都感到欣賞，未來若能朝向複合式的經營，結合餐飲、藥妝、服飾等結合將創造更多的

利潤。B 公司財務部總經理也對台灣學生做了建議：學習 IT 技術、及管理整合能力，擴大國

際化視野，增進競爭力。 

 

(三) C 電腦公司 

訪談時間：2010 年 8 月 31 日 13:45-16:00 

訪談對象：董事長、財務中心處長、管理中心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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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簡介： 

C 公司成立於 1988 年，是目前全球第一大筆記型電腦研發設計製造公司。C 公司長期的

發展策略是“深耕臺灣，佈局全球”，以“C 研發園區”作為研發設計與生產高附加價值產

品的據點，以大陸華東地區的工廠作為製造基地，並積極建構以臺灣為主軸的運籌中心，整

合美洲、歐洲和亞洲各廠成就全球製造銷售的競爭力。 

C 公司華東製造基地為 C 公司電腦集團設立在中國大陸的製造基地，專注於筆記型電

腦、伺服器、手機、車載電子等產品的生產製造，主要係憑藉卓越的生產管理和品質保證技

術，為客戶提供“低成本、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以打造全球最有競爭力的資訊產業基地。

C 上海製造城創建於 2001 年 3 月，位於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區，主要生產筆記型電腦，該公司

在 8 年時間裡，規模由 200 多人發展到 40000 多人，出口額由 2001 年的 1.7 億美金增長到 2008
年的 250 億美元。此外，C 公司並於 2006 年 5 月在常熟創建另一個生產基地，地點位於江蘇

省常熟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主要生產 MP4 等非筆記型電腦系列產品，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就

發展到了 6000 多人的規模，2008 年營業額達到 97 億人民幣，成為常熟市第一大和蘇州市前

二十大進出口企業。 

2. 公司競爭優勢 

C公司除了是全球最大的筆記型電腦ODM供應商外，並透過策略性的垂直整合提供EMS
的生產製造服務。在提供 ODM 及 EMS 的同時，C 公司更積極以核心的研發能力和優勢為基

礎，透過技術結合、產品整合，提供客戶系統解決方案的新營運模式。C 公司的商業模式將

持續以 ODM 或 EMS 為主，追求選擇性的垂直整合，以提高成本競爭力，增加利潤。簡言之，

亦即透過供應鏈垂直整合，進行合理的成本控制，並努力實現產品多元化，強化研發設計，

提高共用材料比例，嚴格進行質量控制以滿足客戶全方位的需求，從而創造最大的利潤。 

C 公司積極建構以臺灣為主軸的運籌中心，整合美洲、歐洲和亞洲各廠，成就全球製造

與銷售的強勢競爭力。總部設在臺灣林口，目前在大陸有三個生產基地：上海、松江、江蘇

常熟，售後服務/BTO/CTO 中心包括：德國 Aachen、美國加洲 Fremont、田納西洲 Nashville、
加拿大 Toronto、巴西 Sao Paulo。C 公司台灣總部職能是定位為全球研發中心，以「C 公司研

發園區」為動力中心，整合全球科技資源，致力於新產品研究開發，負責全球重大決策、管

理支援。中國製造基地職能則在製造和物流，以高產出、低成本為指導，為客戶提供量身訂

做的全方位服務，產品由中國直運至客戶指定的地點。 

C 公司管理層級選擇將首個大陸製造基地座落在松江出口加工區，主要考量的因素是出

口加工區所特有的優惠政策：包括全國首創的快捷通關速度、先進的基礎設施、完善的配套

服務、廠區和生活區的大量土地供給。由於國家特殊政策的支持，當地政府全力打造“數位

化”加工區，推展靈活的稅收優惠、彈性的外匯監管政策，以使企業享受到實際操作上的便

利性，靈活性和簡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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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在筆記型電腦的領域中維持高成長、高品質與高評價，C 公司並將觸角延伸到企業

網路系統、家庭娛樂產品、行動通訊產品、車用電子產品以及數位家庭產品等市場，更積極

進軍雲端市場，現 C 公司為國內雲端佈局最完整的廠商，全球最重要的伺服器供應商之一。

雲端業務明年將會大幅增量，成為 C 公司新成長動能。 

3. 公司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 

C 公司對大陸的內控與風險管理採取以下幾種作法: 

(1) 內控稽核組織地位獨立客觀 

 直接隸屬臺灣母公司董事會。 
 所有人員皆專職獨立行使內部稽核工作，目前有 3 人長期派駐上海，負責大陸內稽工

作。 
 依年度稽核計劃對子公司查核並定期向各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及列席董事會報告。 
 所屬稽核人員之督導、考核、管理及培訓作業，均由母公司執行。 
 稽核組歷年來皆依臺灣證期會規定之期限內，完成規定事項之網路申報作業。 

(2) 風險管理方式 

稽核組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規定及風險控管之攸關性，

擬訂年度稽核計劃，並於年度執行下列各項稽核作業循環，以評估本公司九大循環之內

部控制制度之設計是否健全、合理；及各部門是否有效執行。 

(3) 財務資訊透明 

稽核組遵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期局之規定，每年對母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至少執行下述稽核作業： 

 按季取得各子公司月結之管理報告，包括營運報告、產銷量月報表、資產負債月報表、

損益月報表、現金流量月報表、應收帳款帳齡分析表及逾期帳款明細表、存貨庫齡分

析表、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等，進行分析檢討。 
 按月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按季稽核背書保證/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每三個月內提出前次稽核缺失改善之追蹤報告。 
 每年度並實施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作業，藉以提高公司之經營績效。 
 因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有重大投資事項，母公司皆會代為公告申

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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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 服裝經營集團 

訪談時間：2010 年 9 月 1 日 10:00-15:00 

訪談對象：副總裁、財務總監、人力資源副總監、董事會秘書等高層領導。 

1. 企業簡介 

D 公司是中國一家多品牌綜合服裝經營集團，主要從事羽絨服飾，旗下許多羽絨服飾品

牌已連續多年在中國銷售居前幾名。近年來，D 公司積極走向四季化產品，除了收購男裝公

司，跨足至男裝業外，公司亦成立合資企業，在大中華區從事國際品牌產品銷售。D 公司亦

積極與國際知名品牌合作，藉由合作夥伴在國際的品牌影響力及營銷網路，推廣公司自有品

牌。此外，D 公司為塑造國際品牌形象，導入品牌識別系統，並在世界許多國家註冊登記其

自有品牌。 

D 公司係以設計創新為導向，自 1995 年起，先後成立產品研發中心，將時尚觀念引入羽

絨衣，率先改變臃腫的防寒服概念，將羽絨衣轉向休閒化、時裝化、運動化。此外，D 公司

注重產品品質，以奈米、抗菌羽絨衣推動產品品質升級。人才為產品創新關鍵，D 公司強調

「以人為本」，選任員工優先考慮其品德，且唯才適用。所聘任之員工均能認同 D 公司之企

業文化及核心價值觀，因此，員工流動率低。此外，D 公司推行「能者上，庸者下」制度，

D 公司的員工若工作表現優異，均能獲得拔擢。公司並委請大專院校提供一系列培訓課程，

以提升員工競爭優勢及能力。 

D 公司在創立 30 多年，始終堅持誠信、開拓與務實等原則，公司也十分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積極致力於公益事業、體育事業及教育事業等，如：援助北川中學重建、捐贈衣物予玉

樹災民。 

2. 企業訪談內容： 

D 公司為中國知名企業，此次參訪 D 公司，我們主要就公司成功因素、經營策略與未來

發展等相關問題進行訪談，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1) 請問 D 公司成功之關鍵因素為何？ 

D 公司成功之關鍵因素在於品牌建立、產品創新、銷售管道及經營團隊。在品牌建立部

分，D 公司董事長在創立之初，即瞭解唯有建立自有品牌，才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因此，

D 公司積極建立品牌，並藉由在商場、展示會、航空公司、機場及火車站等地推出大量廣告，

建立品牌知名度與認知度。此外，D 公司在首創自有品牌銷售量穩定後，針對不同市場及需

求，推出不同之品牌，目前 D 公司的各項產品在中國民眾心理已具良好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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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創新部分，D 公司隨時掌握市場發展趨勢，在產品設計及研發屬領先地位。D 公

司除了將時尚觀念用於防寒衣，亦注重防寒衣布料改良。在銷售管道部分，D 公司非常重視

銷售網絡，在創業初期，D 公司即積極在商業百貨公司設立據點，並不斷地在中國各地開拓

高品質的銷售據點。此外，D 公司選擇與 D 公司經營理念類似之經銷商，提供廣告支持與培

訓課程，並給予經銷商退換貨及風險保障。此種將經銷商視為公司重要客戶，並給予經銷商

獲利遠景之作法，使經銷商在均願意積極協助公司擴展業務。在經營團隊部分，D 公司擁有

認同企業核心價值之高績效經營團隊以及經銷商。 

(2) 請問 D 公司如何管理零售網點，使其有效率地運作？ 

對於每個零售網點， D 公司會按該分銷點座落地區之不同，給予銷售協助，使分銷點能

獲利。D 公司對各分銷點之執行力強，使 D 公司政策在不同分銷點均得以貫徹，不致產生各

行其是情況。此外，D 公司積極改善 ERP 制度，使公司能更迅速掌握各分銷點之存貨情況與

銷售量。 

(3) 請問 D 公司競爭策略為何？ 

雖服飾產業競爭十分激烈，但 D 公司堅持不採取價格競爭，而是堅持產品差異化競爭，

持續進行產品創新與品質提升，使消費者認同 D 公司高品質產品。 

(4) 請問 D 公司對供應商之選擇與管理？ 

D 公司根據六項標準選擇供應商，選擇供應商的標準包括：供應商是否認同 D 公司經營

理念、供應商為客戶服務熱忱、供應商是否能準時交貨及商品品質為何、價格、供應商對環

境保護態度，以及供應商是否重視員工。經由六項標準嚴格挑選供應商後，供應商即成為 D
公司企業夥伴。許多供應商均與 D 公司維持長期合作關係，當供應商經營困難時，D 公司亦

會適時提供幫助。 

(5) 請問 D 公司目前是否與其他中國當地公司或外資企業合作？合作的模式為何？ 

D 公司為使銷售產品能多樣化，逐漸由羽絨服飾單季產品，邁向四季服飾。因此，D 公

司藉由收購當地中國企業，跨足男裝業。在外資企業合作部分，D 公司成立合資企業，在大

中華區從事國際品牌產品銷售。 

有關購併考量，D 公司在選擇併購公司時，主要考慮被併公司目前經營業務是否為 D 公

司所需，以及被併公司之長期發展潛力。此外，為了降低購併後，不同公司之企業文化無法

融合而影響公司營運，D 公司傾向選擇企業文化與 D 公司相似作為併購對象考量。在購併公

司後，D 公司採充分授權方式，提供資金與被併公司，使被併公司能夠繼續經營，創造雙贏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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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 電腦公司 

訪談時間：2010 年 9 月 2 日 10:00-15:00 

訪談對象：財務部經理群。 

1. 公司簡介 

E 電腦公司主要經營筆記型電腦、伺服器及手機的設計與製造，並與世界級軟體、零件

等一線供應商具有策略合作關係，社會責任是該公司最重要的信念，分為兩方面來實踐，一

是公司治理，另一是企業公民，公司內部為公司治理，以誠信正直堅持對利害關係人的承諾，

在公司外部是企業公民，從環保、文化、扶貧、社區等四方面向落實企業公民的角色。 

該公司具有七大事業單位，各事業單位分層負責，包括：個人電腦事業群、企業伺服器

事業群、消費性電子產品事業處、無線方案事業處、移動通訊事業處、軟件開發事業處及委

外服務事業處等。在對內管理方面，總部在台灣，負責策略、研發、採購及全球供應鏈管理，

而中國大陸的子公司主要負責生產職能，技術則移轉自母公司，基於運輸與成本的考量，在

大陸的設廠地點主要選擇在加工出口區。該公司目前在中國大陸有兩個生產基地，一是上海

虹橋廠，另一是上海浦東廠，目前該公司的產能可達到一年 3000 萬台筆記型電腦，300 萬台

伺服器及 500 萬台智慧型手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伺服器製造商及全球前四大筆記型電腦代

工廠。 

2. 公司競爭優勢 

基於筆記型電腦的市場已趨於飽和，代工的利潤日漸降低，因此成本控管在這個產業中

是達成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選擇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主要也是基於成本的考量。至於投

資地點，選擇在浦東主要的原因是：接近顧客與供應商，同時出口海運也十分方便，可降低

運輸成本。另一方面，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為了拓展中國的中西部，以帄衡經濟發展，對於投

資中西部的省分有政策上的鼓勵，加上鐵路運輸的便利性，該公司未來可能選擇在重慶佈局，

因為重慶位於歐亞的核心，可透過鐵路運輸接近歐洲市場。 

綜合而言，該電腦公司透過大陸投資，大幅度增加生產規模，降低成本，同時運用全球

佈局的概念，以台灣為企業中心，負責研發、採購與接單，生產基地主要在中國上海，而美

國、墨西哥、英國、捷克則負責組裝與運籌，善用各地之資源進行整合，以創造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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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1. 台商企業應以實際交易的最適規劃，並且合法申報。目前大陸對於組織重整的財產轉讓所

得與轉讓定價是許多台商目前涉及被查核的重心，都必須以實質申報的原則處理。 

2. 政府主管機關應落實更讓會計師權責相符的政策及管理，而台灣會計師對於自己專業能力

提升及發揮專業服務的價值及倫理道德應有所堅持。 

3. 台商企業拓銷海外市場，除了發展自由品牌外，也可和國外知名品牌合作，了解當地消費

者文化、法律、資源等，以當地人較熟悉的方式打入市場。 

4. 由於大陸本土員工對於當地法規及地區文化較為熟悉，建議台商企業深耕在地化陸籍幹部

人才之培育。 

5. 在電子代工的低利時代，建議台商電子業整合上中下游供應鏈，以降低風險並提高經營績

效。 

6. 建議台灣學生應加強學習 IT 技術、管理整合能力，擴大國際化視野，以增進國際競爭力。 

 

 

圖一 A 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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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B 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圖三 C 電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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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D 服裝經營集團 

 

 

圖五 E 電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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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林嬋娟（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99 年 9 月 6 日~99 年 9 月 10 日 上海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立信會計師事務所、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 

 
上海參訪行程 (2010/9/6 星期一 ~ 2010/9/10 星期五) 
時間 地點 地址 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 備註 

9/6(一)搭乘上海航空飛抵上海 

9/6 (一)下午 訪問復旦大學 陳超 老師 陳超：86-21-2501-1111。chen_chao@fudan.edu.cn， 
思源教授樓 314 室 

9/7(二) 上午  訪問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夏立軍老師 夏立軍老師: sufexlj@163.com、sufexlj@sina.com 
地址: 上海市武川路 111 號上財會計學院 338 室 

9/7 (二) 下午 
於復旦大學會計學系 workshop 發表 Auditor Switch 
Decisions under Forced Auditor Change_Evidence 
from China 一文 

呂長江系主任，86-21-2501-1105，cjlu@fudan.edu.cn 
地址: 上海市邯鄲路 220 號 

9/8 (三) 上午 訪問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上海分所所長梁偉立會
計師與合夥人田雯琦會計師 

梁偉立會計師: 86-21-2228-2128，Philip.Leung@cn.ey.com 
田雯琦會計師: 86-21-2228-2115，Jessica.Tien@cn.ey.com 
地址: 上海市陸家嘴世紀大道 100 號，環球金融中心 50 樓 

9/8(三) 下午  訪問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朱建弟會計師 朱建弟會計師: 86-87-63391515，zhu.jiandi@pcpa.com.cn 
地址: 上海市南京東路 61 號 4 樓 

9/9(四) 下午 訪問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顧紅雨會計師 顧紅雨會計師: 86-21-6141-1878，hygu@deloitte.com.cn 
地址: 上海市延安東路 222 號，外灘中心 30 樓 

9/10(五)搭乘上海航空 FM 851 班機，10:25 自上海起飛，12:05 抵達台北 
  

mailto:chen_chao@fudan.edu.cn
mailto:sufexlj@sina.com
mailto:Philip.Leung@cn.ey.com
javascript:popup_imp('/imp/compose.php',950,650,'to=Jessica.Tien%40cn.ey.com');
mailto:zhu.jiandi@pcpa.com.cn
mailto:hygu@deloitte.com.cn


 

 2 

1. 9/6 下午 拜訪復旦大學榮譽教授 陳超老師 

陳超老師為政治大學碩士、美國馬裡蘭大學財務博士，研究專長為公

司財務、資本市場、風險管理。陳超老師於 2005 年開始在中國清華大學

與復旦大學任教，對於中國研究有獨特的見解。與陳超老師的訪談，有助

於我們從台灣的眼光瞭解中國市場以及中國研究的機會、方向與方式。 
 

2. 9/7 上午  訪問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夏立軍老師 

夏立軍教授研究專長為中國資本市場會計、審計、公司治理和公共治

理問題研究，曾於 2008 年發表中國審計研究於世界三大會計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中。我們與夏教授互相交換研究心得，夏老

師跟我們談論目前中國的實務與學術環境，讓我們對於中國審計市場以及

中國目前學術研究有更深入的瞭解。 
 
3. 9/7 下午 復旦大學會計學系 workshop 發表 Working paper 

(1) 標題：Auditor Switch Decisions under Forced Auditor Change-Evidence 
from China 

(2) 摘要： 
英文摘要 

From 2000 to 2007, audit licenses of fifteen accounting firms in China 
were terminated or suspended for different reasons. Clients of these 
accounting firms were forced to select new auditors in a short tim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uditor switching patterns of these clients, and 
further the effect of both client and preceding auditor characteristics on 
the auditor change decis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entral 
state-owned and dual shares clients tend to choose Big 4 or Big 10 as 
their succeeding audit firms. However, clients whose former audit firm’s 
license termination or suspension was due to severe regulatory sanctions 
are less likely to switch to high quality of auditors. Final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clients whose preceding audit firms are located in the same 
province as theirs are more likely to follow their preceding audit 
partners.  

中文摘要 
2000 年至 2007 年間，中國有 15 家會計師事務所因為不同原因被迫

停止簽證上市公司，使得這些事務所的客戶必須在短期間內尋找繼

任會計師。本文深入探討這些客戶更換會計師的型態，以及客戶特

色與前任會計師特性對於繼任會計師選任的影響。彙整中國資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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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審計市場後，本文選擇四項足以代表中國市場的特色:國有企

業、雙重股份、本地所事務所、以及造成事務所關閉的不同原因。

實證結果顯示，在面臨強制更換會計師時，中央國有企業與發行雙

重股份的客戶傾向聘任「四大」或「十大」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繼任

會計師。本文亦發現，由於客戶弊案或審計失敗而無法通過年度檢

查的事務所，其客戶不傾向聘任「四大」或「十大」會計師事務所

擔任繼任會計師。最後，本文發現先前由本地所事務所查核的客戶

傾向追隨原簽證會計師。 
(3) 復旦大學為中國重點大學，會計系設有碩士與博士研究所。復旦大

學學術討論風氣極盛，當天的報告，共計有會計系系主任 呂長江主

任、洪劍峭副主任、陳超老師、李遠鵬老師、方軍雄老師、施海娜

老師等老師出席，都給我們很多很好的建議，主要意見包含 
 我們針對強制更換會計師的研究結果，與一般企業會計師的選擇

因素似乎很一致，應該要找出其特殊的地方，才能讓文章更為精

彩 
 有關於強制更換會計師的原因，可以再加以區分。例如：區分為

合併的情形。 

 

4. 9/8 上午 訪問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上海分所所長梁偉立會計師

與合夥人田雯琦會計師 
 
梁偉立會計師為安永(E&Y)中華區負責人，田雯綺會計師為台灣大學

校友，目前在安永華明負責稅務諮詢服務。梁會計師站在 E＆Y 大中華負

責人的高度，給予我們許多中國審計市場狀況、發展與前景的建議。也談

到 E＆Y 與其他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的發展。包含中國政府輪調

制度對於客戶選任會計師的影響，中國施行國際會計準則對於審計收費的

影響，會計師審計中國國有企業的經驗，審計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差異

等重大問題上，給予我們許多建議。田會計師則以提供管理顧問服務為出

發，指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得利基在於提供稅務等其他審計服務。 

 

 

 

 

 

http://www.fdsm.fudan.edu.cn/teacher/preview.aspx?ID=16615
http://www.fdsm.fudan.edu.cn/teacher/preview.aspx?ID=1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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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8 下午 訪問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朱建弟會計師 
立信為中國數一數二最具規模的本土事務所。朱會計師代表中國本土

會計師事務所得觀點，對於中國審計市場的發展、立信會計師事務所 10
年來的成長，以及未來的發展有很深入的見解。朱會計師分享了立信與

BDO 結盟的過程與利弊、也分享了立信在中國擴展的方式與管理方法。並

提到許多中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對於我們瞭解中國市場有很大的幫助。 
 

 
6. 9/9 下午 訪問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顧紅雨會計師 

顧會計師為復旦大學校友，可以說是中國本土培養的會計師但在國際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服務。因此對顧會計師的訪談，讓我們可以同時透過

國際與本土的眼光，觀察中國審計市場。尤其顧會計師本身有簽證中國 A
股與 B 股，對於雙重審計的施行，審計公費的制訂，審計市場的競爭狀況，

都有不同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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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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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關及 

職稱） 

金成隆（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2010.10.23~2010.10.26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北京首都經貿大學 

北京大學 
 

此次前往中國大陸參訪北京首都經貿大學，並參加該校會計學院所主辦的第九屆財務理

論與實踐研討會，同時，與北京大學教授討論合作的事宜。此次主要目的在瞭解中國上市公

司之公司治理機制、經營環境及大陸廠商的經營模式與運作情況等會計議題，且與該學術機

構交換意見並初步達成未來學術合作之意願。次北京參訪，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三

日至十月二十六日赴大陸進行學術交流。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工作記要： 

2010/10/23 於 13:00 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班機 CA186 於 16:30 到達北京機場，並入住北京市區

旅館。 

2010/10/24-2010/10/25 本人參與北京首都經貿大學會計學院所主辦的第九屆財務理論與實踐

研討會，會中有發表論文，會議中，並與多位學者討論中國企業的特色，並進行

義簡單會談，針對雙方未來研究上的合作與交流進行初步的接觸。雙方亦針對中

國當前的會計研究方向交換意見。另外，我們與北京大學教授商討未來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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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宜，以及初步作成合作的意願。 

2010/10/26 於早上從北京機場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班機 CA185 於當日到達台灣桃園機場。 

二、參訪心得： 

 

此次赴大陸參訪北京首都經貿大學以及北京大學的教授。茲就此次參訪的心得分述如下： 

1. 中國會計研究的學術水平雖然不佳，然而幾家重點大學投入相當多的精力，近來延攬了許

多人才。這些重點學校，如北京大學，發展實力與潛力相當雄厚，讓人感覺我國實在有必

要留意。相對的，我國在此方面投注的心力，增幅有些令人擔憂。具北京大學某位教授提

及，他們似乎已步將我國研究視為競爭對手，此點值得我國深思。 

2. 我國在研究大陸議題時，優勢是同文同種，但是由於大陸機制背景迥異於我國，因而必須

要駐點研究，或是與對方找一所學校深入合作。如此才能將研究做得紮實，以期在好的學

術期刊發表。 

3. 中國證券管理機構目前正不斷對上市公司治理環境進行法令與法規的制定，例如內部控制

要會技師簽證、股改或限制國營企業出售資產的程序等，故相關議題未來可以進行深入之

探訪。 

4. 我國在研究大陸議題時，優勢是同文同種，但是由於大陸機制背景迥異於我國，因而必須

要駐點研究，或是與對方找一所學校深入合作。如此才能將研究做得紮實，以期在好的學

術期刊發表。 

5.中國目前沿海地區工資調漲速度很快，台商應該有更積極的策略目標，而非僅僅將投資的

目的只放在削減成本。台商也應該注意外在環境的變化，影響成本上升最重要的因素是薪

資的上揚，因此如何控制好相關成本，更新先進設備或往內陸遷廠是台商應當審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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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某些重要大學的學者，對於大陸議題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因而我們的相對優勢在流失

當中，如何保持相對優勢，值得有關教育當局深思。 

7. 我國台商在前進中國時，面對的是國際級的競爭舞台，大陸當地學者的台商進入中國投

資，除了行銷及服務全球客戶外，也要把市場與服務重心擺在中國本身。.由於目前大陸

競爭激烈且經營風險升高，且中國政府為壓低通貨澎脹，將使銀行放款趨於保守，故台商

融資貸款上困難度增加，因此台商應考量風險管理上，有時會為了和當地銀行維持關係，

即使沒有資金需求也會貸款。對於總體的風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企業的運作是很靈活

的，以獲利為導向使得營運具彈性。 

8. 兩岸已於九月十三實施ECFA，大陸目前人治味重，國人期待ECFA後，台商將可站在較平等

的地位進攻市場，並脫離台灣市場漸飽和的窘境。於對等開放下，大陸廠商來台叩關之動

作必日益白熱化。法令政策將較可預期，人治現象將漸為法治方式取代，惟以往招商之優

惠法令措施，逾越地方政府權限部分將被廢除。 

9.此次國科會的大陸研究補助計畫，是引領學者深入研究的起點，將具激勵作用，然而，未

來如何持續激勵，將是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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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尤隨樺（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汪瑞芝（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系教授兼會計財稅所所長） 

出國時間地點 99 年 10 月 27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大連東北財經大學 

為了加速瞭解台商及大陸企業在大陸之經營環境及目前大陸會計教育現況，由國科會大

陸台商研究團隊中兩位成員，包含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尤隨樺副教授及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

資訊學系汪瑞芝教授，於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7 日赴大陸參訪考察。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實地參訪研究過程包括： 

10/23：自台北出發赴北京。 

10/27：參訪東北財經大學。 

10/31：自北京返台。 

二、參訪心得： 

訪談時間：2010 年 10 月 27 日 10:00-17:00 

座談會參與人：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方紅星教授、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

張光治教授、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吳大軍教授、東北財經大學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晶講師、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傅榮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林良楓副教授、兩岸交流促進會王國綱副教

授、中興大學尤隨樺副教授、雲林科技大學傅鍾仁教授、彰化師範學院

陳光谷院長、楊昌田主任及系上老師、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財所所長汪

瑞芝教授及蕭幸金主任、黃麗樺副教授、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高文

宏會計師等。 

1.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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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設立於 1952 年，自 2006 年起共有三個專業方向：國際會計專業、

專業註冊會計師及財務管理專業資產評估等。目前招收會計學和財務管理兩個專業的碩士和

博士研究生。在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中，會計學院形成了高素質、應用型的人才培養模式與國

際化、市場化辦學特色。 

  東北財經大學是 1994 年中國首批獲准設立註冊會計師專門化的七所高校之一。該校培養

的 CPA 方向的學生歷來以素質高，能力強而著稱。在歷年推薦優秀本科畢業生免試攻讀碩士

學位的活動中，CPA 方向的學生總是名列前茅。根據市場對註冊會計師人才的需要，從 2006
年起，該校將 CPA 方向正式納入本科招生計劃。每年招收兩個 CPA 方向班。學生可在就讀

期間提前參加中國註冊會計師的考試。如果學生承諾畢業後進入註冊會計師行業，則就讀期

間及被派駐國外參加境外實習所需費用，可從該校的專項經費中列支。資產評估方向於 1990
年正式招生。為促進我國資產評估事業的發展，財政部和中國資產評估協會於 2005 年在國內

批准了包括該校在內的八所高校為資產評估學科建設學校。從 2006 年起，本專業方向正式納

入本科招生計劃，每年招生一個班。目前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各約 400 名。 

  會計學院主著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以及培養務實的管理人才，服務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建設的教育理念，發揮本學科在中國的優勢，迅速擴大會計學院在國際上的影響，該學院於

2002年被國家教育部評為國家級重點學科。根據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研究報告《2006
中國大學評價報告》，在中國 382 所設置會計學專業的大學中，該校的會計學專業排名第三，

排在廈門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之後。會計學院下轄會計系和財務系兩個基層教學單位，附設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會計碩士專業學位教育中心和會計培訓中心三個中心。   

2. 專題演講： 

政治大學會計學系鄭丁旺教授應東北財經大學在該之遠樓國際會議廳為東北財經大學師

生專題演講，題目：《從 IFRSs 看財務會計的發展及其對企業績效評估的意義》，由會計學

院院長方紅星教授主持，100 餘位師生參加此一專題演講。鄭教授針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最新動向及其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並闡述了國際財務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績效評估

的重要意義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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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座談會 

 國立政治大學林良楓副教授、兩岸交流促進會王國綱副教授、中興大學尤隨樺副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傅鍾仁教授、彰化師範學院陳光谷院長、楊昌田主任及系上老師、台北商業技

術學院會財所所長汪瑞芝教授及蕭幸金主任、黃麗樺副教授、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高文

宏會計師等一行共 14 人，應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的邀請，進行學術參訪和交流。 

由會計學院院長張先治主持，雙方教師在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大樓會議廳進行此次座談

會，首先由台灣各校系所主任針對各校歷史及系所發展做介紹之後，再就兩岸學術交流與合

作以及會計專業課程規劃與學生出路交換意見。並介紹了我會計學科與台灣一些大學之間的

學術交流經驗，兩岸互訪的契機和空間有望得到進一步展開。 

 



4 
 

 

4. 參訪摘要與心得 

東北財經大學是中國重點發展學校之一，在中國 100 名國家級教授中，東北財大佔兩位，

會計學院培養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經

濟管理理論基礎扎實、知識面寬、專業能力強、業務素質高，富有時代特徵和創新精神，能

夠在會計、審計或財務管理領域勝任專業工作的高層次、應用型專門管理人才。學生畢業後，

能分別在各類企事業單位、會計師事務所、財務諮詢所、政府機關及有關部門從事會計管理、

審計實務及財務管理或金融管理等實際工作及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 

在會計專業課程的規劃中，在會計學專業要求學生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

基本技能以及相鄰專業基本知識；了解國內外會計、審計領域的現狀與發展趨勢；奠定較深

厚的學科理論基礎，為從事專業工作打好基礎。會計學院各專業均要求學生全面掌握經濟管

理、漢語寫作、數學、電腦和外語等方面的理論及應用技能，拓寬知識面，樹立創新意識，

培養獨立獲取知識、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畢業前，必須通過國家組織的

外語檢定考試，取得電腦操作證書。會計學專業開設的主要課程有：基礎會計、中級財務會

計、進階財務會計、成本會計、管理會計、國際比較會計、政府與非盈利組織會計、財務管

理、財務分析、審計學概論、審計實務、會計信息系統和電腦會計實務等。 

在國際學術交流的部份，東北財大目前與台灣東吳大學定期有一學期雙方教師授課(透過

大陸兩岸交流基金會)以及交換學生的計畫(本科生/EMBA/博士生)，在座談過程中，東北財大

希望能透過短期互訪授課方式，持續與各校作深入的交流。東北財大也針對會計系學生畢業

的出路與台灣各校代表做討論，雙方皆一致認為會計專業畢業的系所，在工作上的機會相對

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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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劃（第 1 年）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汪瑞芝（實踐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97 年 4 月 22 日至 25 日於西安 

會議名稱 2008年第十二屆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題目 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績效之探討 

 
 摘要 

本研究探討台灣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之經營績效，除了以資料包絡分析(DEA)
探討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的生產效率外，並以多變量迴歸分析(OLS)檢測影響台

灣母公司投資績效之因素。在生產效率方面，實證結果發現投資地不同，其效率值

亦不相同，整體技術效率最高的城市為重慶市，其帄均值為 0.817，赴上海市投資的

台商雖然最多，但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為 0.24，是所有投資地中效率值最低的城市。

再者，根據所投資產業評估其生產效率，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

依次為水泥業、紡織業以及橡膠業；電子產業雖為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最多的產業，

但其整體技術效率為所有產業中最低的。 

本研究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僑外持股比率愈高、稅額扣抵比率愈高以及公司規

模愈大的公司，其投資績效愈高。中國大陸針對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給予較多的租

稅優惠，因此也促使台商多投資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但實證結果未達統計上顯著

水準。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除了考慮低成本優勢之外，尚有一些經營風險(法制不

健全、硬體設施不完善、原材料採購困難/採購品質差)值得注意，建議在經營策略

上可採行多個投資地經營以及多專注於發展單一核心項目，以分散風險及增加競爭

優勢，提升管理技術及有效資源配置以提高經營績效。 

關鍵字：資料包絡分析、迴歸分析、生產效率、投資績效。 

附件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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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f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for 

Taiwanese Enterprises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fo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Mainland China.  Through the DEA model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ies of the subsidiary 
companies in China were evaluated; likewise, the OLS regression model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for their parent companies in 
Taiwan.  With regard to production efficiencies, various investment locations led to 
differing efficiencies in production.  The highest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 location 
was the city of Chongqing, with an average efficiency value of 0.817.  Though Shanghai 
was the most popular investment location, the average value of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 was only 0.24, the lowest among all locations.  Furthermore, different 
industries also had different efficiencies.  The first three industries of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 were cement industry, textile industry, and rubber industry.  Even though 
high-technology electronic industry was the most popular investment industry in 
Mainland China, the average value of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 turned out to be the 
lowest. 

 The regression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certeris paribus, 
companies with greater oversea shareholder ratios, higher imputation tax credits, and 
larger in size were likely to have higher investment performance, which were consistent 
with our expectat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Taiwanese enterprise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tential management risks, resulting from 
the unreliable laws and tax system, the lack of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y and 
the low quality of material purchases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companies 
invest in multi-locations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operational risks and focus on 
core-products to increase competition.  In addition, the companies should promote th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carry out an effec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Keyword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vestm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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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企業(台商)到中國大陸(大陸)的投資，遠較於其他國家早。遠在 80 年代中

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期，台商已開始到大陸佈局。大陸自 1970 年底開始持續不斷推

動的市場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政策，使得大陸的沿海投資環境不斷改善，成為外

資企業進駐大陸的前哨站，台商在 80 年代從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及汕

頭)，建立勞力密集的產業，隨著大陸進一步開放，於 90 年代初期向北推至上海，

形成沿海、沿江及沿邊的開放格局，台商的投資也由南往北移動，投資的產業也由

勞力密集轉向了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得知，自

1997 年之後，台灣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案件由 728 件增加至 2007 年 996 件，核准

金額在 2007 年已高達 9,970 百萬美元，而依中國大陸統計結果估計，台灣對大陸投

資，約佔台灣對外投資額 65%以上。 

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催化了台灣產業的升級，也

帶動了貿易結構的改變，經建會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 1995 年以前，台灣對大陸投

資均分佈於食品業、化學業、紡織成衣業、塑膠業及電子電器業等，偏向資源型產

業及資本設備之貿易；但自 1995 年以後，台灣對大陸投資規模較大，且多以技術層

級較高的電子業為主，因此造成愈來愈多的台灣企業投入資金於中國大陸投資，造

成台灣產業的空洞化也愈來愈嚴重，值得政府深思。 

再者，相較於台灣的投資環境，中國大陸對特定沿海地區、經濟特區以及高科

技產業給予低稅率的投資環境，亦是造成企業出走赴大陸投資的原因。中國大陸內

需市場的增加，提供低成本的人力以土地，除了吸引外國資金的投入外，亦針對鼓

勵的產業給予二免三減半、再投資退稅等租稅優惠。因此，本研究探討台灣企業赴

中國大陸投資之經營績效；所欲探討的主題有二：一是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的生

產績效是否有效率，投資於不同地區及不同產業是否產生不同的生產效率；二則探

討台商在台灣母公司的投資績效是否受到大陸子公司生產績效、投資年數、持股方

式、租稅狀況及公司規模所影響。 

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歸納國內外關於

生產效率及投資績效之相關研究以及推論本研究實證假說。第三節研究設計主要在

建立實證模式與變數衡量，以及說明樣本來源。第四節實證結果與分析，解釋本文

統計分析之結果與發現。最後，第五節將針對所得的結果提出結論，並說明本研究

之限制。 

貳、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 

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外招商的投資策略，除了低廉的勞動成本外，尚包括低稅

率的環境，在大陸投資的企業，法定稅率為 30%，但針對台商給予低稅率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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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語言的便利性，促使台灣企業西進大陸投資愈來愈多。再者，中國大陸為了促

進不同地區產業均衡發展，除了沿海地區之城市給予較低的租稅優惠之外，也針對

內陸受鼓勵投資的城市與高科技新興產業給予五免三減半、再投資退稅等諸多優惠，

也促使台商在投資地及投資產業的選擇上偏向所鼓勵的區域以及產業投資。 

過去研究跨國經營管理所面臨的決策因素之一，最重要的尌是如何選擇投資地 
(Dunning, 1988; Porter, 1990)。Dunning (1988) 提出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所選擇經濟地區對國際投資的重要性，必頇要考慮到股權結構、

投資地以及國際化的程度。Porter (1990) 認為投資地的選擇條件必頇考慮到競爭性，

使得公司在該地具有獨特性、增加內部市場需求以及發展受鼓勵的產業。 

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多偏重於製造業，而製造業在選擇投資地的決策上，必

頇考慮產業結構、投資地風險以及當地政府政策。Mudambi (1995) 探討影響製造業

選擇投資地的因素包括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員工人力成本、消費能力以及人口數。

在眾多因素中，員工人力成本的降低是企業決定尋求移向外地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

Doh (2005) 認為股權結構以及國際化程度是公司在跨國經營中不重要的因素，因為

企業可將生產階段的不同轉換到不同國家生產，而投資地的優勢是攸關因素，因為

投資地的優勢強調全部資產組合，包括低投入成本以及資源可提供性。 

Bunyaratavej, Hahn and Doh (2007) 探討美國外資企業投資資源的效率，以達

較多的產出，實證結果發現中國大陸、印度、愛爾蘭、北歐、巴基斯坦、西班牙以

及英國等有較吸引的投資地點以提供境外服務。而這些國家至少有一個工資或是教

育程度等核心效率競爭力。Klimberg and Ratick (2008) 以 DEA 探討投資地的效率，

透過成本目標(設備及運輸成本)發展出投資地效率模型，必頇同時考慮不同投資地

的空間配置效率(spatial efficiencies)以及設備效率(facility efficiencies)。實證結果發現

一個好的投資地點也必頇考慮到這些投資地配置與所提供服務間的最適性以及這些

設備所產生的績效。 

大陸實施經濟改革已逾 20 年，變化最大、發展最快的還是城市部份，除了各種

硬體建設快速更新外，相關的軟體建設亦同等重要。如何結合各項軟硬體的條件，

對大陸城市的發展環境及競爭力給予一個全面的評價，對大陸當局而言，是一項重

要的工作，對台商遍及大陸的台灣而言，也需要對這方面的訊息作充分的瞭解。中

國大陸東南大學，根據經濟規模、經濟本質、經濟運行環境三個層次，選取了 28
項指標，運用因素分析方法及專家意見修正方式，對大陸主要城市的發展環境作了

評測，其次再尌經濟實力、基礎設施、產業結構、科技創新、人力資源、城市影響

力、國際化等七個部份，對城市的競爭力加以排序，排在前四位城市分別是上海、

深圳、北京和廣州(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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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大陸城市發展環境排名順序 

城 市 具體指標排名 專家評分排名 綜合排名 
上 海 1 1 1 
深 圳 2 2 2 
北 京 3 3 3 
廣 州 4 4 4 
天 津 5 6 5 
大 連 7 5 6 
杭 州 6 9 7 
南 京 11 10 8 
武 漢 10 12 9 
成 都 9 16 10 
瀋 陽 8 19 11 
重 慶 14 14 12 
哈爾濱 12 18 13 
青 島 19 8 14 
寧 波 16 13 15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北京）》，2001 年 10 月 18 日。 

2007 年前大陸企業所得稅法，最高稅率為 30％，再加上地方所得稅 3％，合計

稅負 33％，較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最高稅率 25％為高，但大陸為吸引外商到大陸投

資，將內外資企業分別適用不同法律，外資企業除地方所得稅永久免稅外，針對不

同投資地及投資產業給予多項的租稅優惠。 

選擇特定地區的稅率優惠 

凡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經濟特區」開辦的外商投資企業，上海

浦東新區、海滄特區等視同經濟特區，以及大陸經國務院批准在沿海港口城市設立

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開辦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其企業所得稅，均按照 15％的

稅率徵收。對於大陸老市區及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市、縣、區，開辦的生產性外商投

資企業，都按 24％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再者，針對經營期十年以上，從事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貣

（扣除前五年虧損後仍賺錢之年度貣），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從第三

年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二免三減半)，非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不能享受上

述稅收優惠。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兼營非生產業務，如果當年度其生產性經營收入，

超過全部業務收入的 50％，在減免稅期限內，當年度經稅務機關核准，可享受當年

度的免稅或減稅，未超過 50％，當年度即使在減免稅期限內，也不能享受免稅或減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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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投資產業的稅率優惠 

中國大陸國務院 2000 年 7 月發布《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

策》，明定符合投資額超過 80 億之人民幣以及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0.25 微米的集成

電路生產企業，按鼓勵外商對能源、交通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執行，享受「五免五

減半」的租稅優惠；而在大陸境內設立的軟體公司，可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新創辦軟體企業經認定後，自獲利年度貣，享受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的優惠

政策。大陸鼓勵在境內開發生產軟體產品，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

產的軟體產品，2010 年前，按 17％的法定稅率徵收增值稅，對實際稅負超過 3％的

部分即徵即退，由企業用於研究開發軟件產品和擴大再生產。 

以上多項租稅優惠，吸引全球許多大型的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前往大陸投

資，對台商而言，如何選擇投資地以及投資的產業是重要的決策。不同投資地區或

是不同的投資產業，隱含有著不盡相同的投資成本、交易成本、運輸時間、租稅成

本、基礎建設、政治風險以及其他影響效率與效果等因素；成本部分包括低成本投

入(原物料、工資、土地及能源)，員工素質(教育水準、生產力)，基礎建設(水電能

源供應、所支援的通訊設備)，文化背景以及租稅優惠等，將造成台商在投資地的選

擇會集中在特定經濟地區的發展以及受鼓勵產業的投資，而不同投資地區以及產業

是否有著不同的生產效率。因此，本研究尌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生產效率提

出以下兩個實證假說： 

假說一之一：台商投資地選擇的不同，其生產效率不同。 

假說一之二：台商投資產業的不同，其生產效率不同。 

過去探討影響投資績效的文獻並不多，僅陳培綺與陳景榮(2006)以 DEA 探討食

品公司赴大陸投資對母公司經營效率的影響，作者以股東權益總額、負債總額、營

業外支出以及員工人數作為投入項，並以營業收入淨額、營業外收入以及資產報酬

率為產出項。研究結果發現，產業整體相對整體效率及技術效率之表現，未赴大陸

投資的食品公司其效率值表現，大都優於赴大陸投資的食品公司，且彼此間效率值

差異性頗大；然而規模效率之表現，彼此間差異不大，建議各食品公司可能需將進

行資源重新分配，以求較佳的經營績效表現。作者亦發現擁有較高品牌知名度及市

佔率之統一企業表現最佳，且能成為標竿企業的公司，在經營上多專注於本業且發

展單一核心項目，也建議無效率公司可學習標竿企業之經營管理技術及資源分配之

策略。 

再者，台商企業在母公司的投資績效，是否會受到大陸子公司生產績效或其他

因素影響，此為本研究第二個探討的議題。Wu, Yang, Vela, and Liang (2007)以 DEA
同時探討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生產與投資績效，實證結果發現，人壽保險公司在

1996 至 1998 年營運效率高，但無規模效率。作者認為當生產績效愈好時，其投資

績效也愈好；反之，當投資績效愈好時，其生產績效也愈好，兩者間互相影響且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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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相關。Fecher, Kessler, Perelman and Pestieau (1993) 亦發現 Cobb-Douglas 生產

函數與保險公司的公司特性間呈高度相關性。台灣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製造，大都

採用獨資方式前往投資子公司，其持股比例常高達 40%以上，在中國大陸所賺得的

收益，台灣母公司採用權益法認列投資損益，對母公司淨利影響甚大。因此，當中

國大陸子公司生產效率愈高時，其台灣母公司投資利得亦愈高。因此提出以下實證

假說： 

假說二之一：台商子公司生產效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中國大陸為鼓勵台商到當地投資，除允許台商享受外商投資企業普遍享受的稅

收優惠外，還針對台商規定了若干特殊稅收優惠措施。諸如：設在經濟特區、經濟

技術開發區、上海浦東新區的生產性以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投資企業，適用 15
％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

市的老市區之生產性投資企業，適用 24％稅率。對經營期在 10 年以上的生產性投

資企業，享受二免三減半的優惠。對從事港口碼頭建設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經營

期限在 15 年以上，享受五免五減半。外商投資的先進技術企業，在免徵或減徵期滿

後，仍為先進技術企業的，可以按照稅法規定的稅率延長 3 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減半後的稅率低於 10％的，應按 10％的稅率繳納所得稅。外商取得的利潤、利息、

租金、特許權使用費和其他所得，除依法免徵外，可減按 10％扣繳所得稅。外商從

所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直接再投資於本企業，或者做為資本再投資設立其他外商

投資企業，經營期超過 5 年的，經投資者申請，稅務機關批准，可退回再投資部分

已繳納企業所得稅款的 40％等多項租稅優惠。 

再者，台灣與中國大陸有相同的語言背景，深耕中國大陸愈久，對於文化、民

情、法律制度或是租稅規定也愈了解，除了可降低政治風險外，亦可擴展經營規模，

有助於提高投資績效。因此提出以下實證假說： 

假說二之二：台商母公司投資年數愈久，其投資績效愈高。 

我國於 1998 年貣實施兩稅合一制，該制的實施增設股東可扣抵稅額。增設股東

可扣抵稅額，主要是降低股東的稅負，實施兩稅合一後，股東因享有抵稅權，而使

得公司及股東所得稅最高稅率合計由 55%降為 40%，稅負降低 15%，因可提高股東

投資意願。陳忠勤(1997)認為兩稅合一的實施後，雖取消企業間轉投資收益 80%免

稅之規定，但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下，其 80%轉投資收益免稅利益轉為股東可

扣抵稅額所替代，因此對股東或企業影響不大，且轉投資層次愈多，租稅利益愈有

利，因而也造成國內股東透過僑外股東持股方式，提高境外持股比率，增加轉投資

層次，因租稅利益使得轉投資的意願愈大，而提高了公司的投資績效。 

另外，張瑞當、曾玉琦與黃天福(1999)以問卷調查方式，測試其對投資意願的

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兩稅合一下，減輕稅負對投資意願有正面影響。汪瑞芝(2006)
探討企業在兩稅合一實施前後，其資本投資是否受到此稅制的實施而變動，實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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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公司股東可扣抵稅額愈高，不僅降低股東所負擔的稅負，亦降低公司向股東

募股的資金成本，有利於公司投資意願的增加。本研究尌台灣母公司租稅狀況以及

股權結構提出以下實證假說： 

假說二之三：台商母公司僑外持股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假說二之四：台商母公司稅額扣抵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中國大陸在 2007 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前，對於投資於中國的外國公司(以獨

資或合資方式)有諸多租稅優惠；諸如：產品出口租稅減半、再投資退稅 40%、先進

技術企業租稅減半、購買中國大陸國產設備投資可抵免企業所得稅以及外國公司屬

投資性公司，其從其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股息)，可不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等政

策。但 2007 年企業所得稅法修訂後，將租稅優惠原則從過去以區域優惠為主，轉變

為「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因此，中國大陸為鼓勵外國公司投資高科技新

興技術產業，實施 15%的優惠稅率，以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產業。因此若投資高科

技新興技術產業，其投資績效應愈高，本研究提出以下實證假說： 

假說二之五：台商子公司若為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其投資績效愈高。 

最後，Carlson and Bathala (1994)與 Black、Legoria and Sellers (2000)皆發現公司

規模大小會影響公司資金融資的能力，公司規模大的公司，通常債信能力較強，其

融資能力愈高，投資機會亦愈大。本研究預期公司規模愈大，其資本投資效率愈好，

本研究提出以下實證假説： 

假說二之六：台商母公司規模愈大，其投資績效愈高。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一) 資料包絡分析(DEA) 

本研究採用 Charnes, Cooper 與 Rhodes (1978)所提出線性規劃，建構出被評估

單位的效率前緣，以評估相對生產效率值。在單一(多項)投入與單一(多項)產出的設

定下，生產效率即衡量在投入使用量固定下，各生產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
DMU)所能增加的產能。本研究採用投入導向分析效率值，僅以投入導向介紹 CCR
以及 BCC 兩種模式。 

1、CCR 模型 

根據 Charnes et al. (1978)所提出的 CCR 模型，即是求解下列線性規劃：假設有

n 個單位 DMU，每個單位使用 m 種投入來生產 s 種產出。令 ijX 與 rjY 分別代表第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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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2,…,n)個DMU的第 i (i=1,2,...,m)種投入使用量及第 r (r=1,2,...,s)種產出的產量。

值為表現最佳者(構成效率前緣者)投入使用量相對於個別 DMU 投入使用量的比

率，亦即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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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極大化對偶問題(dual problem)，可改寫成下述是線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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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 為賦予各 DMU 的權數，為被評估 DMU 的效率值。上述所構成的模型

頇求解 n 次，當每一個 DMU 被評估完之後，尌會產生 n 個最適的 ),(  值。由於上

述模型係尌個別DMU相較於表現最佳者而言，能否降低其投入使用量來進行評估，

若某一個 DMU 可以比例性地減少其投入使用量時，其值將小於 1；反之，若某一

個 DMU 已無法比例性地減少其投入使用量，則其值將等於 1。值將介於 0 與 1
之間，值愈低者，其效率值愈低。 

2、BCC 模型 

上述 CCR 模型是建構在效率前緣具有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的假設下，亦即當投入等比例增加時，產出亦以相同的比例增加。然而，生產

過程亦可能呈現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IRS)或規模報酬遞減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DRS)的情況，況且有時候生產的無效率可能並非投入

無法節省或產出無法擴大的資源使用無效率所致，而可能是決策單位的營運未達最

適規模，造成規模不經濟。Banker, Charnes, 與 Cooper (1984)將 CCR 模型中固定規

模報酬的限制放寬，允許 DMU 生產特性具有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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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S)，文獻上稱為 BCC 模型。因此，利用 BCC 模型除了可以衡量代表決策單位投

入資源使用是否具有效率的技術效率值之外，亦可進一步評估代表決策單位營運規

模是否達到最適的效率值。 

納入差額變數的投入導向 BCC 模型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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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 模型與 CCR 模型的差別在於 BCC 多了



n

1j
j 1 的限制條件，此限制條件

允許生產特性具變動規模報酬。因此，CCR 模型即是衡量決策單位在投入資源利用

與營運規模經營上所表現的整體技術效率(Global Technical Efficiency；TE)，而 BCC
模型則僅在衡量決策單位在最適營運規模上所呈現投入資源的純粹技術效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PTE)。規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SE)定義為整體技術效率值

(CCR 效率值)除以純粹技術效率值(BCC 效率值)，即 BCCCCRSE  。若決策單位

的規模效率值等於 1，則表示該決策單位具有規模效率；若決策單位的規模效率值

小於 1，則表示該決策單位不具有規模效率。 

本研究以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員工人數以及資產總額為投入項，而以營收淨

額為產出項之 DEA 分析。並根據上述投入導向的 CCR 模型與 BCC 模型評估整體

技術效率(TE)、純粹技術效率(PTE)以及規模效率(SE)。所計算出的效率值提供台灣

母公司評估中國大陸子公司的生產績效表現，作為改善生產效率的方向。 

(二) 迴歸分析(OLS) 

為了評估台灣母公司在大陸的投資績效以及影響因素，本研究以最小帄方法

(Ordinary Least-Square；OLS)迴歸模式估計參數係數，分別將整體技術效率(TE)、
純粹技術效率(PTE)以及規模效率(SE)代入，建立以下三條迴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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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標號 i 代表第 i 家樣本公司； ) ,( 000  與 )~,~(~ 616161  分

別為迴歸模型之截距項與各解釋變數迴歸係數。 iROI 為 i 公司投資績效。 iTE 、 iPTE 、

iSE 則分別為 i 公司在中國大陸子公司整體技術效率、純粹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

iYEAR 為 i 公司投資年數。 iOVERHOLD 為 i 公司僑外股東持股比率。 iITC 為 i 公
司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 iELEC 為 i 公司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虛擬變數。 iSIZE 為 i
公司規模等假說變數。 

二、迴歸變數衡量 

(一) 被解釋變數： 

投資績效(ROI)：以母公司所認列中國大陸子公司投資利得除以母公司累積(匯出)投
資金額比率衡量。 

(二) 解釋變數： 

生產效率值(TE、PTE、SE)：本研究以台灣母公司在中國大陸子公司員工人數(X1)
以及資產總額(X2)為投入變項，而以子公司營業收入淨額(Y1)為產出變項評估效率

值。並以 CCR 模型的效率評估值為整體技術效率(TE)，而將 BCC 模型的效率評估

值為純粹技術效率(PTE)，規模效率(SE)為整體技術效率值除以純粹技術效率值。預

期生產效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投資年數(YEARS)：本研究以台灣母公司投資中國大陸的年數衡量，投資中國大陸

愈久，深耕中國程度愈久，對於中國人情、文化、政治風險敏感度、租稅環境以及

經營策略愈了解，有助於投資績效的表現。 

僑外持股比率(OVERHOLD)：本研究以僑外股東持股佔流通在外股數比率衡量。台

灣於 1998 年實施兩稅合一制，在設算扣抵制度下，其 80%轉投資收益免稅利益轉

為股東可扣抵稅額所替代，因此大股東可以僑外股東身份轉投資於中國大陸，且轉

投資層次愈多愈有利，因而股東透過僑外股東持股方式，轉投資的意願愈大，其僑

外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 

稅額扣抵比率(ITC)：本研究以台灣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六規定，以股利或盈餘之

分配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占其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之比率，

作為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1。 

                                                 
1 當此比率超過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者，以稅額扣抵(Imputation Tax Credit)比率上限為準，其上限如下：

a、累積未分配盈餘未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為 33.33%。b、累積未分配盈餘已加徵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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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ELEC)：中國大陸針對投資於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給予 15%低

稅率的租稅優惠。因此也促使台商多從事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本研究以虛擬變數

衡量，若台商子公司為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其值為 1，反之為 0。 

公司規模(SIZE)：Carlson and Bathala (1994)與 Black、Legoria and Sellers (2000)皆發

現公司規模大小會影響公司資金融資的能力，公司規模大的公司，通常債信能力較

強，其融資能力愈高，投資機會亦愈大。本研究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衡量公司規

模對投資績效的影響。預期公司規模愈大，較具規模經濟，其投資績效愈高，兩者

呈正相關。 

三、資料來源 

由於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子公司財務報表取得不易，本研究有關評估子公司生

產效率資料來自於 2005 年工商時報委託中華徵信所調查資料，並逐筆由上市(櫃)公
司公開資訊中找出台商赴大陸投資年數。而母公司財務資料、母公司認列投資損益、

累積匯出投資金額等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庫以及大陸投

資資料庫。研究樣本以台灣上市(櫃)公司母公司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為主，故排除台

商在台灣未上市(櫃)的公司。 

樣本篩選過程中，本研究先從 2005 年中華徵信所調查在中國大陸台商 1000 大

資料庫，刪除 438 家母公司不在台灣上市(櫃)的公司，並扣除投入產出變數遺漏共

計 92 家後，得 470 家子公司，並扣除投資地區或投資產業未達 4 家的子公司後，分

別以 355 筆以及 441 筆資料進行投資地區以及投資產業之資料包絡分析。最後，合

併 2005 年台灣經濟新報社財務資料庫，扣除財務變數遺漏，以 289 筆台灣母公司在

中國大陸子公司投資資料進行後續實證迴歸分析之樣本。 

肆、實證結果 

一、生產效率分析 

中國大陸在 2007 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前，對於投資於中國的外國公司(以獨

資或合資方式)有諸多租稅優惠；諸如：產品出口租稅減半、再投資退稅 40%、先進

技術企業租稅減半、購買中國大陸國產設備投資可抵免企業所得稅以及外國公司屬

投資性公司，其從其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股息)，可不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等政

策。但 2007 年企業所得稅法修訂後，將租稅優惠原則從過去以區域優惠為主，轉變

為「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因配合中國大陸的政

策發展，其首選地為經濟發展重鎮之長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區域。 

長江三角洲地區位於中國大陸海岸線中部，即中國第一大河-長江的入海口處。

這是一個地跨上海直轄市和江蘇、浙江兩省的沿海區域，包括上海市，江蘇省的南

                                                                                                                                                     
分之十營利事業但所得稅者，為 48.15%。c、累積未分配盈餘部分加徵、部分未加徵百分之十營

利事業所得稅者，各依其占累積未分配盈餘之比例，按前兩款規定上限計算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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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鎮江、揚州、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

紹興、舟山，共 14 個市及其所轄的 74 個縣，面積 10 萬帄方公里，人口約 7100 萬。 

 1979 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首先以東部沿海地區和長江沿岸的開發

開放爲重點，而長江三角洲地區正位於東部沿海開放帶和沿江(長江)産業密集帶組

成的 T 型産業佈局的結合部。因此，該區的開發開放成爲整個長江流域開發開放的

龍頭。1990 年，中國政府決定加快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的步伐，其目的是使上海儘

快發展成爲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進而帶動貣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沿岸地區的

經濟振興。上海是中國的最大城市，也是遠東大都市，又是中國的重要綜合性工業

基地和科技研究基地，在全國國民經濟中居舉足輕重的地位，一直是外商投資的重

點。現在，上海市浦東區的開發和開放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1996 年浦東地區國

內生産總值達 510 多億元，有 4260 多個外商投資企業進駐，其中有許多是國際知名

的跨國公司，它們投資的每個專案帄均超過 4600 萬美元。作爲長江三角洲兩翼的江

蘇省和浙江省也是中國經濟、科技、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它們不斷擴大開放程

度，加快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已成爲外商投資的重點。 

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加快對外開放的同時，還加強了區內各地之間的經濟聯繫，

形成了以上海爲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協作區。上海通過各種協作方式與周邊地區

建立聯營企業，有 200 餘種産品的生産外延轉移，目前它同江蘇和浙江兩省 50%的

鄉鎮企業有合作關係。另外，江蘇省也形成了一個以南京爲中心的經濟協作區，這

個協作區地跨 3 省 18 個地市，包括 100 多個企業集團和 70 多個行業，初步形成了

商品、物資、資金、科技四大市場。通過經濟合作，長江三角洲內各地之間、長江

三角洲地區與相鄰地區之間實現了經濟優勢互補，從而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會。長

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今後發展的方向是：發揮通江達海以及農業發達、工業基礎雄

厚、技術水帄較高的優勢，以浦東開發開放、長江三峽工程建設爲契機，逐步形成

一條橫貫中國東西、連接南北的綜合型經濟帶。 

由於經濟優勢，聚集了許多外國投資企業進駐了長江三角洲，由表 2 投資地生

產效率分析結果顯示，赴上海市投資的台商最多，共計 58 家，為首選之地。但上海

市台商整體效率帄均值為 0.24，反而是所有投資地中生產效率最低的城市，整體效

率值為 1 的家數僅有 2 家。由表 2 中顯示，次多投資地為蘇州市，共計 55 家，蘇州

市有絲綢之府的美譽，加上保留諸多中國古色古香庭園之美，亦吸引諸多台商投資，

但其台商整體效率帄均值僅有 0.30，達整體效率值為 1 的家數僅有 2 家。位於鎮江

市的台商雖上榜 1000 大中僅有 8 家，但其純技術效率高達 0.935。整體評估長江三

角洲的整體生產效率介於 0.24 至 0.681 之間，杭州市為整體效率最高城市。 

另一個台商聚集投資地為珠江三角洲，簡稱珠三角，是組成珠江的西江、北江

和東江入海時衝擊沉澱而成的一個三角洲，面積大約一萬多帄方公里。珠江三角洲

位於廣東省，包括廣東省惠州（僅包括惠州市區、惠陽、惠東、博羅）、深圳、東

莞、廣州、中山、珠海、佛山、江門、肇慶（僅包括肇慶市區、高要、四會）九個

市，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

南部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三角洲的東部地區如深圳、東莞、廣州較早發展。近年來

施工中的港珠澳大橋，將連接珠江口的東西部，估計最快於 2017 年落成啟用，預計

可以帶動西部的發展。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F%A0%E6%B1%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6%B1%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6%B1%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6%B1%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C%E6%B1%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8%A7%92%E6%B4%B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A3%E6%9D%B1%E7%9C%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A3%E6%9D%B1%E7%9C%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A3%E6%9D%B1%E7%9C%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3%A0%E5%9F%8E%E5%8C%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3%A0%E9%99%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3%A0%E4%B8%9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A%E7%BD%9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7%B1%E5%9C%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C%E8%8E%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C%E8%8E%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F%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B1%B1%E5%B8%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F%A0%E6%B5%B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5%B1%B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9F%E9%97%A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2%87%E6%85%B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8%A6%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9B%E6%9C%8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6%B8%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E%B3%E9%97%A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7%B1%E5%9C%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B1%E8%8E%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A3%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AF%E7%8F%A0%E6%BE%B3%E5%A4%A7%E6%A1%A5&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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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珠江三角洲一帶主要是農地和小村落。1985 年以後，經濟

改革，大量資金湧入。相較於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各城市，其工資低廉，諸多

政府政策配合，吸引來自香港的商人設廠，使該地成為製造業的基地。2003 年時，

港商於珠江三角洲僱用的員工人數已達11千1百萬。由表2生產效率分析結果顯示，

珠江三角洲整體生產效率介於 0.257 至 0.689 之間，東莞市整體效率最低，而以佛山

市為最高，且佛山市高達 0.925 的規模效率。 

隨著中國大陸內需發展以及城市間均衡發展，台商也逐漸從長江、珠江三角洲

移往北以及往內陸發展，北方即環勃海灣地區，即山東省，並以青島市為聚集所在

城市向外發展。青島的工業在短短十幾年尌構築了以名牌產品為核心的支柱工業體

系，海爾、海信、澳柯瑪、青島啤酒、雙星的知名度幾乎超過了青島這個城市。如

果說大連是以經營城市品牌而成功的，青島則是以經營工業品牌而成功的，各有優

勢。然而在本研究中，青島市的台商雖僅 5 家，但其純技術效率高達 0.944，為台商

投資地中最高的城市，且整體生產效率亦達 0.802，為排名第二高的投資地，且達整

體技術效率值 1 有 3 家，且投資母公司為台灣味全及統一公司，皆為食品產業。由

表 2 結果顯示，整體技術效率分析最高的城市為內陸四川省的重慶市，台商投資共

4 家，其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為 0.817，且規模效率帄均值為 0.983，其投資母公司

為食品產業(味全公司)以及塑膠產業(東陽及台塑公司)。 

表 2：生產效率分析結果_投資地 
投資地 家數 整體技術效率

帄均值(TE) 
純技術效率 
帄均值(PTE) 

規模效率 
帄均值(SE) 

整體效率值

為 1 家數 
上海 58 0.24 0.407 0.596 2 
蘇州 55 0.30 0.449 0.669 2 
昆山 45 0.316 0.585 0.544 2 
深圳 41 0.454 0.619 0.74 5 
東莞 25 0.257 0.575 0.493 1 
天津 18 0.754 0.83 0.919 3 
廣州 13 0.506 0.668 0.728 2 
中山 12 0.422 0.627 0.707 1 
無錫 12 0.477 0.586 0.81 2 
北京 11 0.52 0.72 0.739 1 
杭州 10 0.681 0.77 0.891 1 
厦門 9 0.654 0.74 0.859 2 
寧波 9 0.613 0.768 0.798 1 
鎮江 8 0.642 0.935 0.683 2 
佛山 6 0.689 0.739 0.925 3 
南京 6 0.578 0.822 0.697 3 
青島 5 0.802 0.944 0.843 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85%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6%B8%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3%E5%B9%B4&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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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 5 0.577 0.935 0.614 2 
重慶 4 0.817 0.821 0.983 3 
福州 4 0.725 0.856 0.865 1 
總家數 355 0.551 0.720 0.755 42 

再者，根據台灣母公司在中國大陸所投資的產業評估其生產效率。由表 3 依產

業別生產效率值分析結果顯示，電子產業是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最多的產業，共計

215 家，但其整體技術效率值為 0.188 以及純技術效率值是 0.271，皆為所有產業中

最低的。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依次為水泥業 0.813、紡織業 0.752
以及橡膠業 0.699；而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依次為水泥業 0.925、
橡膠業 0.855以及玻璃業 0.833。最後達到較適的規模效率前三名產業分別為紡織業、

化工業以及鋼鐵業，這些產業相較於電子產業更需要大量土地以及勞力投入，因此

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生產效率相對較佳。 

尌上述表 2 及表 3 分析結果顯示，台商在中國大陸選擇不同投資地區或是不同

的產業，其生產效率是不同的，其實證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說一之一與假說一之二。 

表 3：生產效率分析結果_產業別 
產業別 家數 整體技術效率 

帄均值(TE) 
純技術效率 
帄均值(PTE) 

規模效率 
帄均值(SE) 

整體效率值

為 1 家數 
電子業 215 0.188 0.271 0.686 3 
電器電纜 20 0.288 0.608 0.466 2 
化工業 29 0.517 0.562 0.903 3 
紡織業 19 0.752 0.817 0.914 4 
橡膠業 11 0.699 0.855 0.826 3 
鋼鐵業 17 0.569 0.648 0.887 3 
電機業 40 0.482 0.593 0.828 3 
食品業 42 0.368 0.516 0.71 2 
塑膠業 20 0.452 0.747 0.616 3 
水泥業 6 0.813 0.925 0.885 3 
造紙業 10 0.679 0.816 0.828 2 
玻璃業 8 0.698 0.833 0.849 2 
汽車業 4 0.576 0.826 0.643 2 
總家數 441 0.545 0.694 0.772 35 

二、投資績效分析 

本研究第二個探討的主題為，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對於台灣母公司的投資績

效是否有所影響，當大陸子公司生產效率愈高時，其台灣母公司投資績效是否愈好，

以及投資年數愈久、僑外持股比率愈高、台灣租稅環境、子公司產業以及母公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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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小是否將會影響母公司的投資績效，本研究以迴歸分析進行實證假說關聯性分

析。 

(一) 敘述性統計分析 

首先，由表 4 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台灣母公司投資績效(ROI)帄均數為

52.53%，帄均而言，台灣母公司投資在中國大陸一元，認列子公司投資利得 0.53 元，

但中位數僅有 0.0728 元，有台商在大陸投資是虧損的，亦有高獲利的台商，投資利

得差異很大，存有極端值。假說變數中，大陸子公司生產效率，整體效率值(TE)帄
均數為 0.42，低於純粹技術效率值(PTE)0.60 以及規模效率值(SE)0.69。帄均而言，

台商在大陸投資規模效率是較高的，但純粹技術效率並未如預期的提升。 

再者，母公司投資大陸帄均年數(YEARS)為 9.72 年，在台商 1000 大公司中，

深耕中國大陸最久的公司，已有 23 年之久，最短的僅 3 年。以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投資中國大陸帄均數約為 18.66%，台灣國內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ITC)
約為 10.51%，而投資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ELEC)的比率約 49%，可能受到中國大

陸政策的鼓勵，因而投資比重佔樣本分配的一半。最後，公司規模(SIZE)帄均數為

16.77，與中位數相近，投資於中國大陸的企業，台灣公司規模大致相同。 

表 4：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變數 極小值 第 25 百

分位數 
帄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第 75 百

分位數 
極大值 

投資績效 
(ROI) 

-271.29 -0.67 52.53  7.28 168.89  21.95 709.80 

整體技術效率 
(TE) 

0.03 0.18 0.42  0.30 0.31  0.61 1 

純粹技術效率 
(PTE) 

0.04 0.31 0.60  0.52 0.31  1 1 

規模效率 
(SE) 

0.11 0.46 0.69  0.74 0.27  0.94 1 

投資年數 
(YEARS) 

3 7 9.72  10 3.62  12 23 

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 
0 5.5 18.66  13.42 16.30  30.92 57.48 

稅額扣抵比率 
(ITC) 

0 2.32 10.51  7.85 10.31  14.12 44.33 

高科技新興技

術產業(ELEC) 
0 0 0.49  0 0.80  1 11 

公司規模 
(SIZE) 

14.39 15.73 16.77  16.43 1.42  18.01 19.65 

註 1：變數衡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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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投資績效，以母公司所認列中國大陸子公司投資利得除以母公司累積(匯出)投資金額比率衡

量。 
TE：整體技術效率，以 CCR 模型的效率評估值。 
PTE：純粹技術效率，以 BCC 模型的效率評估值。 
SE：規模效率，以為整體技術效率值除以純粹技術效率值。 
YEARS：投資年數，以台灣母公司投資中國大陸的年數衡量。 
OVERHOLD：僑外持股比率，以僑外股東持股佔流通在外股數比率衡量。 
ITC：稅額扣抵比率，以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占其帳載累積未分配盈

餘帳戶餘額之比率。 
ELEC：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以虛擬變數衡量，若台商子公司為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其值為 1，

反之為 0。 
SIZE：公司規模(SIZE)，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衡量。 

(二) 相關係數檢定分析 

表 5 相關係數分析結果，右上方為 Pearson 相關係數檢定結果，而左下方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檢定結果。不論是 Pearson 或是 Spearman 檢定結果皆顯示，子公

司整體技術效率(TE)、純粹技術效率(PTE)與規模效率(SE)皆與母公司投資績效(ROI)
呈負相關以及母公司投資年數(YEARS)愈久，與投資績效呈負相關，雖與預期方向

相反，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有待控制其他變數之後，進一步探討與投資績效之

關聯性。 

僑外持股比率(OVERHOLD)、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ELEC)與投資績效呈正相關；

而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ITC)在 Spearman 相關係數檢定中與投資績效呈正相關，而

公司規模(SIZE)在 Pearson 相關係數檢定中與投資績效呈正相關，且皆達統計上顯著

水準，初步檢定結果與實證假說預期相符。 

除了整體效率(TE)、純粹技術效率(PTE)以及規模效率(SE)之間，相關係數間高

達 0.72 至 0.77 之間，但在迴歸分析是代入不同迴歸式，因此並不考慮此三個假說變

數間共線性問題。其餘假說變數間相關係數介於-0.31 至 0.60 之間，共線性問題並

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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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相關係數分析結果 
     Pearson 

Spearman 
投資績效

(ROI) 
整體技術效

率(PE) 
純粹技術 效

率(PTE) 
規模效率

(SE) 
投資年數

(YEARS) 
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 
稅額扣抵  
比率(ITC) 

高科技新興技術

產業(ELEC) 
公司規模

(SIZE) 
投資績效(ROI) 

1 -0.0713 
(0.2268) 

0.0125 
(0.8323) 

-0.0759 
(0.1982) 

-0.0527 
(0.3724) 

0.5632 
(<.0001) 

-0.0076 
(0.8974) 

0.1641 
(0.0052) 

0.4418 
(<.0001) 

整體技術效率 
(PE) 

-0.0334 
(0.5722) 1 0.7664 

(<.0001) 
0.6525 

(<.0001) 
0.0377 

(0.5235) 
0.0380 

(0.5202) 
-0.1674 

(0.0043) 
-0.0939 

(0.1112) 
0.1398 

(0.0174) 

純粹技術效率

(PTE) 
-0.0390 

(0.5085) 
0.7518 

(<.0001) 1 0.0872 
(0.1391) 

0.0686 
(0.2452) 

0.0397 
(0.5016) 

-0.1269 
(0.0311) 

-0.0052 
(0.9294) 

0.0921 
(0.1181) 

規模效率 (SE) -0.0510 
(0.3875) 

0.7166 
(<.0001) 

0.1715 
(0.0034) 1 -0.0015 

(0.9798) 
0.0942 

(0.1099) 
-0.1255 

(0.0329) 
-0.0754 

(0.2012) 
0.1807 
(0.002) 

投資年數

(YEARS) 
0.0025 

(0.9659) 
0.0457 

(0.4392) 
0.0753 

(0.2018) 
-0.0353 

(0.5505) 1 0.0441 
(0.4551) 

-0.0651 
(0.2698) 

-0.1132 
(0.0546) 

-0.0901 
(0.1265) 

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 
0.2848 

(<.0001) 
0.0833 

(0.1577) 
0.0365 

(0.5368) 
0.1619 

(0.0058) 
-0.0173 

(0.7703) 1 -0.1984 
(0.0007) 

0.1053 
(0.0739) 

0.5782 
(<.0001) 

稅額扣抵比率

(ITC) 
0.1724 

(0.0033) 
-0.1484 

(0.0116) 
-0.1431 

(0.0149) 
-0.0952 

(0.1063) 
-0.0838 

(0.1553) 
-0.1618 

(0.0058) 1 -0.0008 
(0.9886) 

-0.1755 
(0.0028) 

高科技新興 技
術產業(ELEC) 

0.1785 
(0.0023) 

-0.0364 
(0.5373) 

-0.0812 
(0.1685) 

0.0374 
(0.527) 

-0.3095 
(<.0001) 

0.1549 
(0.0084) 

0.1018 
(0.0841)  0.13723 

0.0196 

公司規模(SIZE) 0.0693 
(0.2406) 

0.1558 
(0.008) 

0.0958 
(0.1043) 

0.2533 
(<.0001) 

-0.0929 
(0.1152) 

0.5963 
(<.0001) 

-0.1022 
(0.0829) 

0.1758 
(0.0027) 1 

註 1：右上為 Pearson 相關係數檢定結果；左下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檢定結果。 
註 2：變數衡量定義參見表 3 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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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 289 筆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資料進行迴歸分析，並且將整體效率

(TE)、純技術效率(PTE)以及規模效率(SE)分別代入三個不同的迴歸模式，以探

討子公司不同生產效率對母公司投資績效的影響。由表 6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子

公司生產效率不論是整體效率、純技術效率，亦或是規模效率，其效率值愈高時，

母公司投資績效反而愈低，且在規模效率上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根據 OECD 於 2001 年針對在大陸投資的外（台）商進行了相關的抽樣問卷

調查，此項問卷調查發現，除了來自低原物料以及勞動力生產成本(50%)之外，

外(台)商選擇投資中國大陸的因素尚有大陸的廣大市場及潛在市場(38.75)、同樣

的文化背景(17.50%)、鼓勵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16.25%)、良好當地合作夥伴以

及技術/管理人員的可用性(11.25%)等。而經營風險因素則包括了法制不健全

(24.62%)、硬體設施(包括運輸、通訊、電力供應、銀行設施)不完善(18.46%)、
原材料採購困難/採購品質差(15.38)、市場體制不健全(10.77)、稅收系統問題

(9.23%)以及金融風險(9.23%)等。而當經營風險大過於生產成本優勢時，不一定

能提高生產效率，並未支持本研究假說二之一。由此可知，生產效率的提升並不

是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所主要考量的因素。本研究結果與陳培綺與陳景榮(2006)
研究發現一致，未赴大陸投資的效率值表現，反而優於赴大陸投資的(食品)公
司。 

投資中國大陸愈久，深耕中國程度愈久，對於中國人情、文化、政治風險敏

感度、租稅環境以及經營策略愈了解，應有助於投資績效的表現。但從表 6 迴歸

分析結果顯示，投資年數(YEARS)愈久，其投資績效反而是愈低，但未達統計上

顯著水準，假說二之二亦未獲支持。 
僑外持股比率(OVERHOLD)與投資績效呈顯著正向相關。僑外持股比率愈

高的公司，其投資績效愈高，透過僑外股東身份轉投資於中國大陸，且轉投資層

次愈多，租稅利得愈有利，因而股東透過僑外股東持股方式，轉投資的意願愈大，

因此，僑外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稅額扣抵比率(ITC)與投資績

效呈顯著正向相關。我國於民國八十七年貣實施兩稅合一制，該制增設股東可扣

抵稅額，主要是降低股東的稅負，股東因享有抵稅權，而使得公司及股東稅率由

55%降為 40%，提高股東投資意願，進而增加了公司投資績效。公司規模大小會

影響公司資金融資的能力，公司規模大的公司，通常債信能力較強，其融資能力

愈高，投資機會愈大，投資績效亦愈高，表 6 實證結果亦顯示公司規模(SIZE)
與投資績效呈顯著正相關，支持假說二之三、假說二之四及假說二之五。 

最後，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ELEC)與投資績效雖呈正向關係，但未達統計

上顯著水準，中國大陸針對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給予較多的租稅優惠，因此也促

使台商多從事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但實證結果雖與預期方向相符，但未達統計

上顯著水準，假說二之六並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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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迴歸分析結果_全部樣本(n=289) 

)1.........(................................................................................SIZE
ELECITCOVERHOLDYEARSTEROI

i6

i54i3i2i10i





     

)2.........(................................................................................SIZE
ELECITCOVERHOLDYEARSPTEROI

i6

i5i4i3i2i10i





     

)3.........(................................................................................SIZE
ELECITCOVERHOLDYEARSSEROI

i6

i5i4i3i2i10i





   

模式 (1)_整體效率 (2)_純粹技術效率 (3)_規模效率 

被解釋變數： 

 

投資績效(ROI) 

ROI=子公司投資損益/母公司累積投資金額 

解釋變數：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 值)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 值)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 值) 

截距項 

 

-393.692 -3.34 

(0.0010) 

-384.792 -3.24 

(0.0013) 

-372.792 -3.19 

(0.0016) 

生產效率 

(TE/PTE/SE) 

-48.983 -1.83 

(0.0676) 

-2.343 -0.09 

(0.9285) 

-87.830 -2.86 

(0.0045)** 

投資年數 

(YEARS) 

-1.793 -0.79 

(0.4273) 

-1.929 -0.85 

(0.3967) 

-1.948 -0.87 

(0.3842) 

僑外持股比率

(OVERHOLD) 

4.909 8.03 

(<.0001)** 

4.988 8.13 

(<.0001)** 

4.954 8.19 

(<.0001)** 

稅額扣抵比率 

(ITC) 

1.659 2.06 

(0.0400)* 

1.872 2.33 

(0.0207)* 

1.661 2.10 

(0.0370)* 

高科技新興技術

產業(ELEC) 

16.183 1.58 

(0.1161) 

18.185 1.77 

(0.0777) 

15.285 1.50 

(0.1342) 

公司規模 

(SIZE) 

21.896 3.09 

(0.0022)** 

20.019 2.83 

(0.0050)** 

23.113 3.28 

(0.0012)** 

2RAdj    35.50% 34.73% 36.57% 

F 值 27.42(<.0001) 26.54(<.0001) 28.68(<.0001) 

註 1：變數衡量定義參見表 3 之註 1。 

註 2：*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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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探討台灣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之經營績效；除了以資料包絡分析

(DEA)探討台商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的生產效率之外，並以迴歸模式(OLS)探討台

商在台灣母公司的投資績效影響因素。 

在生產效率方面，實證結果發現以投資地分佈的不同，其效率值亦不相同。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整體技術效率分析中，最高的城市為內陸四川省的重慶市，

其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為 0.817，且規模效率帄均值為 0.983。青島市純技術效率

高達 0.944，為台商投資地中最高的城市，且整體生產效率亦達 0.802，為排名第

二高的投資地，且台灣投資母公司皆為食品產業。由於經濟優勢，赴上海市投資

的台商最多，共計 58 家，為首選之地，但上海市台商整體效率帄均值為 0.24，
反而是所有投資地中生產效率最低的城市。整體評估長江三角洲的整體生產效率

介於0.24至0.681之間，其中以上海市整體效率最低，而以杭州市整體效率最高。

而珠江三角洲整體生產效率介於 0.257 至 0.689 之間，其中以東莞市整體效率最

低，而以佛山市為最高，且佛山市高達 0.925 的規模效率。 

再者，根據台灣母公司在中國大陸所投資的產業評估其生產效率。實證結果

顯示，整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依次為水泥業、紡織業以及橡膠

業；而純技術效率帄均值最高的前三名產業，依次為水泥業、橡膠業以及玻璃業。

而電子產業雖為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最多的產業，但其整體技術效率值以及純技

術效率值皆為所有產業中最低的。最後達到較適的規模效率前三名產業分別為紡

織業、化工業以及鋼鐵業，這些產業相較於電子產業更需要大量土地以及勞力投

入，因此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生產效率相對較佳。 

由資料包絡分析顯示，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子公司，生產效率值並未如預期地

達到最適營運規模，且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產業間效率值差異性頗大，建議台灣母

公司可能需將進行資源重新分配，以求較佳的經營績效表現。 

本研究迴歸分析發現，子公司生產效率不論是整體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

亦或是規模效率，其效率值愈高時，母公司投資績效反而愈低，且在規模效率上

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投資中國大陸愈久，深耕中國程度愈久，對於中國人情、文

化、政治風險敏感度、租稅環境以及經營策略愈了解，應有助於投資績效的表現，

但迴歸分析結果並未支持投資年數與投資績效呈正相關。然而，僑外持股比率愈

高的公司，其投資績效愈高，透過僑外股東身份轉投資於中國大陸，且轉投資層

次愈多，租稅利得愈有利，因而股東透過僑外股東持股方式，轉投資的意願愈大，

因此，僑外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其投資績效愈高。我國於民國八十七年貣實施兩

稅合一制，該制增設股東可扣抵稅額，主要是降低股東的稅負，股東因享有抵稅

權，而使得稅率負擔降低，提高股東投資意願，進而增加了公司投資績效。公司

規模大小會影響公司資金融資的能力，公司規模大的公司，通常債信能力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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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融資能力愈高，投資機會愈大，投資績效亦愈高。投資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與

投資績效雖呈正向關係，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中國大陸針對高科技新興技術

產業給予較多的租稅優惠，因此也促使台商多從事高科技新興技術產業，但實證

結果與預期相反。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建議在中國大陸投資，除了考慮低土地、原物料及勞工

成本優勢之外，尚有一些經營風險值得台商注意；包括了法制不健全、硬體設施

(包括運輸、通訊、電力供應、銀行設施)不完善、原材料採購困難/採購品質差、

市場體制不健全、稅收系統問題以及金融風險等有待改善外，台商在經營策略上

可採行多個投資地經營以及多專注於發展單一核心項目，增加競爭優勢，自創品

牌知名度及增加市場佔有率為目標，並提升管理技術及資源分配以提高經營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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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資本市場無疑是近年來成長最快速的市場，會計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

逐漸引起各方重視。在西方國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是規模最大、歷史最悠

久，也最具品牌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在許多資本市場中，具有壟斷簽證業務的

地位。但在中國，審計市場發展時間短暫，會計師事務所數量眾多，規模狹小，

各個事務所在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市場佔有率低，同時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並

非上市公司簽證公費收入最多的事務所，審計市場的結構與環境與西方有許多差

異，相關研究不應簡單的以國際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作為變數分析。 
 

本文利用 2003-2006 年中國上市 A 股公司所揭露之 4,402 筆審計公費資訊，
分析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實證結果支持

DeAngelo(1981b)所提出的聲譽理論，總收入較高、上市 A 股簽證公費較高的會

計師事務所，可取得公費溢酬。此外，在新興的市場中，規模較小的事務所也可

以藉由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來提升審計品質，以取得公費溢酬。而不

同品牌對審計公費的影響存在差異，與國際四大結盟的會計師事務所，比其他國

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可以收取更高的審計公費。 
 

關鍵字：審計公費決定因素、事務所規模、聲譽效果.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audit fee in China and focuses on 
whether audit fee is affected by auditor size and auditor brand name reput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audit market i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Big N auditors 
are not the largest auditors, and neither Big N auditors nor other audit firms have 
taken a leading position in public audit market. The relation between auditor size and 
audit fee or auditor brand name reputation and audit fee could not be simply explained 
by Big 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hanghai a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3 
to 2006, we find that lager auditor (measured by revenue of audit firm and the rank of 
public audit fee of audit firm) charge higher. The finding supports the size-quality 
hypothesis proposed by DeAngelo (1981b).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convinces the 
theory of brand name reputation (Francis and Wilson, 1988), brand name premium 
exist both in Big 4 auditors and the affiliates of other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firms. 
Our finding implies that Chinese researches only include Big N as the proxy of audit 
quality is insufficient.  

 

Keywords: audit fee determinants, auditor size, brand name 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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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十數年間，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與深

圳證券交易所分別在 1991、1992 年成立，截至 2007 年為止，已有 1,521 家上市
公司，流通市值高達 82,662 億元。中國在由計畫經濟轉向自由經濟市場的過程

中，會計師的重要性也逐漸上升，高品質的財務報表審計將有助於降低資訊不對

稱，促使資本市場資金流通的功能。 
 
中國經濟開放後，1981 年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在上海成立(Xiao et al., 

2000)。早期中國證監會(以下簡稱證監會)為了確保會計師事務所的品質以及償債

能力，要求事務所必頇掛靠在政府或是學術單位之下，導致會計師事務所與其所

附屬的單位在人事、財務上緊密的結合，會計師業務的承接受到政府很大的影響

(DeFond et al.,1999)。同時由於當時大部分的企業為國營企業，這些企業聘請掛

靠在政府單位之下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工作，無疑形同球員兼裁判，存在獨

立性問題。即使審計失敗，也將由其所附屬的單位承擔最後的風險，這樣的掛靠

制度同時降低了會計師的獨立性與風險意識(Lin, 2004)。中國證監會於是在 1998
年推行「脫鉤改制」工作，要求會計師事務所與其所屬單位在名稱、人事與財務

上分離，會計師開始正視自身的風險，審計品質逐漸提升，審計市場才逐漸步入

軌道。然而即使在脫鉤改制政策施行後，許多會計師事務所仍與政府維持良好關

係（Chan et al. 2006），這使國際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在上市內資股(以下簡稱上市
A 股)的審計業務上無法順利推展(Chen, Su, and Wu, 2007)。 

  
如果以上市 A 股簽證客戶數以及上市 A 股簽證總公費收入來衡量市場佔有

率，國際四大之市場佔有率不及 6％與 10％，遠低於歐美國家之資本市場（例如：
美國 90.44%，Frankel et al.,2002），也低於其他新興資本市場（例如：印尼之

88.32%、馬來西亞之 74.86％、或者南韓之 72.37，Fan and Wong, 2005）。此外，

由於證監會早直到 2000 年才放寬事務所跨省設立分所。1限制會計師事務所跨省

設立分所的政策，導致中國境內各地中小型事務所林立，以 2006 年為例，負責

最多上市 A 股公司審計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其市場佔有率僅達 6%。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審計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數量眾多、競爭激烈，國際大

型事務所的市場佔有率低。這與西方的會計師事務所，擁有悠久的發展歷史，經

過長時間洗禮逐漸合併，至今形成四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並主導整體審計業

務，兩者在歷史背景、市場結構與法律環境都有極大的差異。因此，我們無法直

接由西方文獻結果來理解中國的審計市場，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審計業務的發

展。 
 
審計公費是影響審計品質的重要因素，事務所品牌、規模與審計公費間的關

                                                 
1 證監會於 2000 年公布「會計師事務所分所審批管理暫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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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向來是眾所關心的議題。由於在西方國家，國際大型連鎖會計師事務所（8
大/6 大/5 大/4 大,以下簡稱國際四大），同時是規模最大、歷史悠久、最具品牌聲

譽之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這種歷史背景發展下，有誘因也有

能力可以進行人力與設備之投資，藉以提升審計品質，並且透過提供高品質的審

計服務來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過去文獻往往以直接以國際四大作為事務所品牌

與規模的替代變數，並且普遍得到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的結論(Hay 
et al.,2006)。然而在中國，由於國際四大之成員所並非上市 A 股審計中，規模最

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我們無法透過歐美的研究結果，瞭解事務所規模與品牌對於

中國審計公費的影響。張奇峰、張明與戴家君(2006)回顧中國內部對於審計公費

的研究指出，國際四大在中國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上，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

費，但其他本土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可以取得公費溢酬，則無一致結論。在他們所

回顧的文獻中，都未同時討論事務所品牌與規模的影響，因此我們同樣無法從現

有的研究中了解影響上市公司審計公費的因素。 
 
本文以中國 2003 到 2006 年間，上市 A 股公司共 4,402 筆資料進行分析。實

證結果顯示，若以(1)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或者(2)會計師事務所上市 A 股簽證公

費之排序作為規模的代理變數，都顯示事務所規模與簽證公費存在正相關。實證

結果顯示，在競爭的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可以透過提供不同品質的審計服務，

取得不同的審計公費。事務所規模越大，提升審計品質的動機越高，審計公費越

高。在事務所品牌效果部分，國際四大中國的成員所可以取得審計公費溢酬；與

其他國際會計公司結盟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可以收取較高的審計公費。分析不同會

計師事務所品牌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時可以發現，國際四大之品牌效果又高於其

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綜上可知，在發展歷史短暫的新興審計市場中，事務所的

聲譽除了建立在事務所的規模外，也可以透過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引

入查核技術提升審計品質，來取得較高之審計公費。 
 
透過本研究結果可以瞭解，在中國特殊的審計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的規

模、會計師事務所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結盟情形，都可能表彰不同的審計品

質，進而反應在審計公費的差異上。因此未來相關的中國研究，必頇加入國際四

大以外，其他審計品質的控制變數，以免產生遺漏變數的問題，影響研究結果。

本文利用中國審計公費資料進行分析另有幾項優點，由於各事務所市場佔有率

低，因此可以排除國際四大存在壟斷價格的可能性，同時由於各事務所市場佔有

率低，尚未形成產業專家，因此可以排除產業專家的影響。此外，上市公司向簽

證會計師購買非審計服務的情形尚不普遍（Chen et al.,2007），因此更可以清楚的

呈現，在競爭激烈的審計市場中，事務所品牌以及事務所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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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假說 

一、中國大陸審計市場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於 1981 年成立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八大會計師

事務所也在 80 年代中期以後開始進入中國市場。1988 年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成

立，1994 年頒佈「中國人民共和國註冊會計師法」。1995 年「獨立審計基本準則」
公布，並在 1995-1996 年間陸續頒佈各項審計準則，逐漸與國際審計準則接軌。
DeFond et al.(1999)指出，獨立審計準則的制定與施行,有助於提升會計師獨立性
與審計品質。然而，中國在審計市場建立之初，為了確保事務所的品質與清償能

力，規定會計師事務所必頇「掛靠」在政府單位或學術單位之下，會計師事務所

可以分為(1)附屬於政府的事務所，(2)附屬於教育機構的事務所及與(3)與國際事
務所合作的事務所三種型態，1996 年時，附屬於政府的會計師事務所佔所有會

計師事務所之 75％。在多數企業的最大股東為政府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會計師

事務所與政府單位過度緊密的結合，使得會計師獨立性降低，也削弱了會計師的

風險意識及應有的謹慎（Lin,2004）。儘管證監會在 1998 年推行「脫鉤改制」工
作，要求會計師事務所與原所屬之單位在人員、財務、業務以及名稱上分離，但

過去會計師事務所與政府單位間緊密的關係，對於上市公司聘任會計師審計的決

策，仍然存在深刻的影響。2 
 
為了進一步提升審計品質，證監會自 2000 年起公布一系列法規，包含積極

鼓勵事務所合併以擴大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3允許會計師事務所跨省市設立分

所4。2001/12/24 公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規範問答第六號-支付會
計師事務所報酬及其披露」，要求上市公司揭露給付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公費

以及其他服務費用。2003 年開始要求會計師必頇定期輪調，同年中註協也開始

在網站上公布營收百大的會計師事務所，2006 年中註協更推動會計師事務所綜

合評價制度，以事務所總收入、注冊會計師人數、培訓完成率、行業領軍人才後

備人選人數、處罰和懲戒情況等五項指標進行百大事務所的排行。 
 
除了要求本土會計師事務所自我提升審計品質外，中國證監會也積極鼓勵本

土會計師事務所與國際會計公司發展合作關係，早在 1996 年就公布「中外合作

會計師事務所管理辦法」；2001 年頒布「補充審計 16 號文」，要求上市公司股
票首次公開發行及再融資時，除了由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法定審計外，還必頇

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另外，在「公開發行証券的公司資訊批露內

                                                 
2 例如：中國財政部於 2000 年曾公布「關於重申不得以行政手段干預會計師事務所依法執業等

有關問題通知」中提到，在脫鉤改制後，仍有政府指定企業聘請特定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的

情形。 
3 證監會於 2000 年公布「會計師事務所合併審批管理暫行辦法」以及「會計師事務所擴大規模

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鼓勵會計師事務所合併。 
4 證監會於 2000 年公布「會計師事務所分所審批管理暫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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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格式準則第 2 號-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中」，要求發行上市 B 股的公司，

必頇聘請境外會計師事務所進行雙重審計。5但儘管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受到政府

當局高度的禮遇與重視，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上市 A 股公司的審計業務上，

始終無法與擁有豐富人脈關係的本土事務所競爭(Chen et al.,2007 )。 

  

表一 Panel B 彙整自 2003 年以來，中國審計市場的基本狀況。在 2003-2006
年間，實際負責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事務所分別有 72、72、67 與 68 家會計師事
務所。6若以簽證上市公司客戶數來衡量市場佔有率，國際四大每年市場佔有率

低於 6%；若以收取之上市公司簽證公費來衡量市場佔有率，國際四大最高也僅

取得約 10%之市場佔有率。由於可見，國際四大在中國上市 A 股審計市場上，

並未取得主導性的地位。而在上市 A 股中，擁有最多簽證客戶之立信會計師事

務所，無論依據簽證客戶數或是簽證公費收入計算市場佔有率，都未達 9%。由
此可見，在中國，不僅是國際四大未取得壟斷性地位，也沒有任何一家會計師事

務所建立壟斷的地位。中國審計市場可說是處於會計師事務所林立、事務所間競

爭激烈的狀態。 

 

二、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公費 

DeAngelo（1981a）將審計品質定義為：係指會計師發現財務報表舞弊，並

能夠真實報導所發現之錯誤或舞弊的能力。前者與會計師的能力有關，後者則與

會計師的獨立性有關。DeAngelo(1981b)進一步討論事務所規模與審計品質的關

連性。他指出，由於審計服務有較高的初始成本，因此現任會計師可以取得經濟

租(quasi-rests)。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客戶眾多，經濟租的總額較高，此時若對單一

客戶妥協，審計品質降低，一旦其他客戶更換會計師，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損失的

經濟租也較高，因此大型事務所有提升審計品質的內部誘因，會致力於提供高審

計品質的服務。在會計師獨立性部分，由於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對於單一客戶審計

公費的經濟依存度低於小型會計師事務所，所以大型事務所可以展現較高的獨立

性而有較高的審計品質。換言之，規模較大的事務所，無論是能力上或者獨立性

上，都能提供較高品質的審計服務。在競爭市場中，高審計品質自然會反應在較

高的審計公費上。因此他認為審計公費與事務所規模間存在正向關係。後續實證

研究也多支持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e.g., Francis,1984 澳

洲；Palmrose,1986 美國)。 

 

Francis and Wilson(1988)對於國際四大與審計品質間的關係提出另一種看

                                                 
5 中國證監會於 2007/9/12 公布「關于發行境內上市外資股的公司審計有關問題的通知」,取消 B
股雙重審計之規定。 

6 證監會訂有「註冊會計師執行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可證管理辦法」，僅有符合資格的會計師與

會計師事務所可以進行上市公司年報審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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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們認為國際四大所取得之公費溢酬，乃是市場給予事務所為了提升審計品

質，投入大量資源，建立品牌聲譽的正向報酬。Craswell, Francis,& Taylor,（1995）
進一步將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投資，區分為維護一般品牌聲譽以及建立產業專精

兩種。實證結果顯示，事務所品牌（以國際四大為代理變數）以及事務所對於產

業專精的投入（以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為代理變數），都與審計公費間存在顯

著正相關。後續研究也支持在國際四大以外，產業專家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

（DeFond, Francis, & Wong, 2000）。 

 

由上述文獻可知，影響事務所審計公費的因素，包含事務所的規模與事務所

在品牌或是查核技術的專精程度有正相關。過去文獻主要以歐美與澳洲市場為研

究對象，在這兩個資本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的品牌聲譽，係建立在事務所的規

模之上，在時間的粹煉下，國際四大同時是規模最大並且最具品牌的會計師事務

所，在審計市場中幾乎具有壟斷性的地位(e.g., 1998 年 Big N 在澳洲之市場佔有

率為 65%，Craswell et al., 1999；2001 年國際四大在美國之市場佔有率超過 90%，
Frankel et al.,2001)，因此國際四大同時可以作為事務所規模以及事務所品牌的替

代變數。Hay, Knechel and Wong(2006)回顧過去 25 年間，31 個主要期刊，總計
147 篇有關於審計公費之研究，其中有 85 篇以國際四大為替代變數進行分析，
其中 58％支持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在 Mata-analysis 分析下達顯
著水準。另有 10 篇以 PWC 單一事務所作為事務所規模的替代變數，有 9 篇以
產業專家的角度來分析，也都支持規模較大、或是具有品牌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

可以取得較高之審計公費。也正因為國際四大在西方國家審計市場的獨特地位，

審計公費顯著較高，意味著審計品質較高，許多研究因而直接以國際四大作為審

計品質的替代變數。 

 

儘管在多數資本市場中，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但由於法律規

範與整體審計市場的特性不同，國際四大在部分國家並未取得公費溢酬。

Frith(1985)以紐西蘭之審計市場進行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紐西蘭之上市公司，並

未支付較高的審計公費予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紐西蘭在

1983 年以前，不允許事務所使用國際四大成員所的名稱，同時可能由於紐西蘭

上市公司更換會計師的頻率很低，審計市場競爭不激烈所致。換言之，國際四大

是否可以取得較高的公費或代表較高的審計品質，仍要視每個區域的審計市場歷

史發展背景以及政策等因素而定。 
 
在中國，審計市場集中度低，且國際四大並未取得壟斷性的地位。舉例而言，

若以上市 A 股審計公費總額排序，五家與國際四大結盟的會計師事務所，7僅有

                                                 
7中國證監會在 1996 年公布「關於允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境內發展多個成員所的通知」中

明文規定，國際會計公司可在中國同時擁有多個成員所，例如: EY 在中國分別有安永華明與

安永大華兩家成員所。因此國際四大在中國共有五家成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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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能擠入前五名。8若以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排行，儘管前四名都由國際四大

之結盟會計師事務所包辦，但同樣為國際四大成員所之安永大華，歷年來都在總

收入排名前十大之名單外。由此可見，在中國特殊的審計市場中，國際四大並非

事務所規模的良好變數，也未必是審計品質的唯一替代變數。如果直接以國際四

大作為事務所規模或審計品質的代理變數，將無法瞭解中國審計市場的全貌，也

無法釐清事務所品牌聲譽、規模大小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 

 

中國內部對於上市公司的審計公費研究中，劉斌、葉建中與廖瑩毅以 2001
年上海及深圳上市 A 股的 570 筆樣本分析審計公費的決定因素，他們參考

Simunic(1980)之實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上市公司資產、應收帳款占資產

比率，子公司個數以及地區別之虛擬變數與審計公費間存在顯著相關性，若以簽

證客戶數衡量事務所規模，前 20 大事務所並不存在審計公費溢酬。王善帄與李

斌(2004)以 2002 年深圳上市公司 407 筆資料進行分析，卻發現前 20 大會計師事
務所可以取得公費溢酬。漆江娜、陳慧霖與張陽以 2002 年上海及深圳共 1,174
家上市公司之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

上市公司資產規模、上市公司所在地、審計意見以及是否存在虧損等四個變數與

審計公費間存在顯著關連性。張奇峰、張明與戴佳君(2006)彙整中國境內對於審

計公費所做的研究，指出若以品牌區分，國際四大在於上市 A 股與上市 B 股的

審計市場中，審計公費都顯著的高於其他會計師事務所。至於本土大型會計師事

務所是否可以取得公費溢酬，則無一致的結論。由於在中國，具有品牌聲譽的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並非上市公司審計簽證業務規模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除了國

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擁有成員所外，許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也與中國本土

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上述研究除了樣本較小可能影響實證結果以外，皆為未區分

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的情形)、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等因素

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使我們無法透過現有的研究，了解中國審計市場中，審計

公費的定價情形。 
 
根據 DeAngelo(1981b)聲譽理論，當事務所整體收入越高，提供低品質的審

計服務可能導致的損失就越大，此時事務所提升審計品質的誘因提高，而較高的

審計品質會帶來較高的審計公費。因此本文以中註協每年公布，「百大會計師事

務所」資料中的事務所總收入，作為事務所規模的替代變數，以此衡量事務所聲

譽受損的潛在損失。中註協所公佈之百大事務所營收資訊、是根據事務所所有審

計與非審計服務收入加總排序，即使是事務所的審計公費收入，也包含了上市公

司、非上市公司之各項審計業務，然而會計師事務所若因為上市公司簽證品質不

佳被中國證監會撤銷「證券、期貨業務許可證」，直接受到影響的是會計師事務

所上市公司之簽證公費，因此本文另以事務所上市 A 股簽證公費總額排序的結

                                                 
8 上市 A 股審計公費總額最高之會計師事務所依序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

所、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北京京都會計師事務所以及浙江天健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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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9作為事務所規模的替代變數，建立假說 1 如下： 

 

H1(a):在其他情形不變下，總收入越高之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公費溢酬。 

H1(b):在其他情形不變下, 上市 A 股簽證公費總額越高之會計師事務所，可

以取得公費溢酬。 

 

根據 Francis and Wilson(1988)的推論，市場會給予投入資源，提升審計品質，
建立品牌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正向報酬，表現在較高的審計公費上。會計師事務

所除了藉由增加投資，研究改良審計流程、增加員工訓練等方式來提升審計品質

之外，也可以直接與其他具有良好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結盟，引入新的查核方式

與技術，來提高審計品質。在中國，除了 PWC、EY、DT 以及 KPMG 四大會計

師事務所在中國擁有成員所外，許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例如：BDO international,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Horwath international, 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 HLB 
International, Moore Stephens International, Morison International. Polaris IA 等)，都
在中國擁有一家或數家成員所。證監會網站中，可以查詢所有具有證券期貨業務

許可證的會計師事務所，每家事務所的介紹中，特別有一欄位是與國際會計師事

務所的結盟情況。由此可見，證監會十分積極推廣境內外事務所合作，一般公司

與投資人也可以輕易了解各事務所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的情形。本土事務所

成為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後，除了可以直接引入新的查核技術來執行審計

工作外，也受到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總所的內部監督管控，審計品質將優於未與國

際會計是事務所結盟者。高審計品質將使事務所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因此

本文建立假說二如下： 

 

H2(1)：在其他情形不變下，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之審計公費。 

H2(2)：在其他情形不變下，與國際四大以外之國際會計公司結盟的事務所，

可以取得較高之審計公費。 

 

參、實證模型 

為了測詴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以及品牌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本文各設立兩

個事務所規模與品牌之變數。首先為了測詴假說一，本文以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

取自然對數的金額(LNRE)，以及事務所上市 A 股審計公費總額排序(RAF)兩個
變數作為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之替代變數。其次，為了測詴假說二，本文設立兩個

                                                 
9 本文將每年上市 A 股審計公費總額最高的事務所排序為 1,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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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會計師品牌聲譽之虛擬變數。包含與國際四大結盟之五大家會計師事務所

(Big 4)以及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之會計師事務所(AFFI)。為了與過去文
獻相比較，本文先在迴歸式(1)中，以國際四大同時作為事務所規模與品牌的替

代變數進行分析。在迴歸式(2)、(3)中，則分別以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LNRE)、
總審計公費收入排序(RAF)作為事務所規模的替代變數，進行假說一之測詴。本
文在迴歸式(4)則同時放入國際四大(BIG4)以及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

(AFFI)兩個品牌聲譽的變數，藉以測詴事務所品牌聲譽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在

迴歸式(5)、(6)中，本文則同時放入代表事務所規模與品牌的變數，以分析事務

所品牌、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綜合影響。 
 
Simunic(1980)建構了一審計公費模式，該模型廣泛的被應用在不同審計市

場中(例如， 美國：Simunic, 1980、1984；Palmrose, 1986；澳洲：Francis, 1984；
香港、馬來西亞與新加坡：Low et al., 1990)。儘管不同審計市場中存在文化及經
濟上的差異性，但學者們普遍支持受查者規模、營運複雜度及風險因素為審計公

費決定因素之看法。本文亦採用 Simunic (1980)模型為基礎，以受查者資產總額
取自然對數(LNTA)為公司規模之代理變數；在營運複雜度上，由於應收帳款涉

及壞帳估計，存貨涉及評價問題，且應收帳款函證與存貨盤點為查核準則中規定

的必要程序，故本文以應收帳款與存貨佔前期總資產的比率(ARINVE)作為替代

變數，並預期受查客戶規模以及營運複雜度與審計公費存在正向關係。在受查客

戶經營風險因素方面，本文參考過去文獻(Francis, 1984; Craswell et al., 1995)，以
速動比率(LIQ)、負債佔總資產之比率(LEVER)，以及受查客戶是否虧損（LOSS）

衡量之。企業營運風險越高，會計師理當收取較高之審計公費，因此本文預期速

動比率越低、負債比率越高、受查客戶當期有虧損時，審計公費較高。 
 

會計師出具的審計意見(OPIN)反映會計師與企業間風險的分攤(Simunic, 
1980)。在中國，部分會計師常以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取代保留意見，因此證監

會要求取得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之上市公司，必頇向交易所特別說明，因此本文

參考過去文獻(e.g., DeFond et al., 2000; Chan et al.,2006).，將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保留意見、反對意見、無法表示意見等四個意見型態歸歸類為「保留意見」，另

上市公司取得保留意見者為 1，其餘為 0，並預期取得保留意見之公司，由於風

險較高，審計公費較高。Craswell & Francis (1999) 指出首次審計時，可能會產

生低價競爭的問題，因此本文以是否為初次審計(INITAIL)來控制低價競爭的影

響。在公司代理成本部份，由於中國上市公司股份並非全數可以在市場買賣，當

可買賣的流通股分越多，存在代理成本越高，因此本文以 A 股流通股佔股本之

比率(SHAREA)作為公司代理成本之替代變數，並預期流通股比率越高，公司對

於審計品質的要求越高，審計公費越高。另外，即使在邁向市場經濟十數年之後，

中國政府是許多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政府持股比率越高，對於外部審計的需求

降低，因此本文預期政府持股比率越高（GOV），對審計公費產生負面影響。 
 



 9 

中國境內區域間貧富以及生活水準存在很大的落差，從而可能對審計公費產

生影響，以 2006 年年報審計為例，總機構在北京的企業帄均支付 125 萬的審計
公費，但在寧夏的企業，帄均審計公費僅 24 萬，為了控制區域發展程度對於審
計公費的影響，本文依據中國 31 個行政區域，設立 30 個虛擬變數，以控制每一
省市的差異。中國有上海與深圳兩個交易所，本文因此設立交易所之虛擬變數

(EXCHANG)，最後由於樣本橫跨四個年度，因此本文設立三個年度別之虛擬變

數控制不同年度審計公費之差異。本文迴歸模型如下： 
  

),,,,,,                   
,,,,,,,,4,(

itititititit

itititititititititit

YEARLOCATIONEXCHANSHAREAGOVINITIAL
QOPINLEVERLOSSLIQARINVELNTAAFFIBIGSIZEfLNFE 

 
其中： 

itLNFE  i 公司 t 年度實際審計公費取自然對數。 
itSIZE  i 公司 t 年度之查核會計師為規模之替代變數。定義分別如下： 

(1)LNRE：事務所總收入取自然對數之金額。 
(2)RAF：事務所上市 A 股簽證公費總額排序的結果，每年簽證公

費最高者排序為 1，以此類推。 
itBIG4  i 公司 t 年度之查核會計師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者為 1，其餘為 0。 
itAFFI  i 公司 t 年度之查核會計師為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者為 

1，其餘為 0。 

itLNTA  i 公司於 t 年度之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itARINVE  i 公司 t 年度之存貨及應收帳款之總額，以總資產帄減。 

itLIQ  i 公司 t 年度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itLEVER  i 公司 t 年度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itLOSS  i 公司 t 年度有損失者為 1，其餘為 0。 

itOPIN 會計師審計意見之虛擬變數，若為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為 1，標準 

式無保留意見為 0. 

itINITAIL 首次查核之虛擬變數,首次查核為 1，其餘為 0。 

itGOV 政府持股比率。 

itSHAREA 上市 A 股流通股佔總股數之比率。 

itEXCHAN 交易所別之虛擬變數，上海證券交易所為 1，深圳交易所為 0。 

itLOCATION 設立 30 個虛擬變數，分別控制中國 30 個省市基本物價水準的
影響。例如：locat1=1 代表上市公司所在地為上海。 

itYEAR 年度別虛擬變數，例如，Y06=1 代表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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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樣本、敘述性統計與實證結果 

一、資料來源 

   本文將以中國 2003-2006 年上市公司資料進行分析。財務數據取自國泰安公
司提供的「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審計公費與審計意見之資訊取自國泰安

公司提供之「中國上市公司審計數據庫」；會計師事務所基本資料取自中國證監

會網站中，會計師事務所及資產評估機構監管系統(http://www.csrc.gov.cn/) ; 會
計師事務所總收入資訊取自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自 2003 年起所公布之「會計師

事務所全國百家訊息」（http://www.cicpa.org.cn/）。 

 

二、樣本敘述性統計 

   本文首先由「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取的上市公司財務資料共 5,335 筆，
由於金融保險證券業行業特性與其他產業差異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計畫、與查

核程序都有所不同，在審計公費的決定上與其他產業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將該產

業排除在樣本之外。排除金融保險與證券業後，再排除未公布審計公費資訊或未

區分支上市 A 股與上市 B 股公費之樣本，剩餘樣本為 4,407 筆，最後排除 LNTA、

ARINVE、 LIQ 與 LEVER 四個主樣財務變數上下個 0.5％之極端值後，得到樣

本共 4,263 筆。 

 
表二呈現樣本之敘述性統計值，其中由國際四大簽證的比率為 4.9%，略低

於實際由國際四大簽證的比率，這是由於中國上市公司依規定揭露審計公費的狀

況不佳，部分公司未區分支付與上市 A 股、B 股簽證會計師之公費（李爽、吳

溪，2004），又因為國際四大在上市 B 股市場佔有率較高（Chen et al.,2007），以
致在樣本篩選過程中，由國際四大所簽證之上市公司被排除的比率偏高所致。10

樣本中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的比率為 31.2%，帄均流動比率為 1.489、
帄均負債比率為 0.519，排除非常損益的影響，約有兩成的公司當年度存在損失，
帄均政府持股比率為 31.64％，帄均上市 A 股流通股佔 40.36%，由此可見，中國
資本市場仍受到政府很大的影響，政府持股比率高，且能自由買賣的股份僅約 4
成股份。樣本中有 332 家公司(7.8％)更換會計師，有 367 家（8.6％）的公司取
得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詳細敘述性統計資料請見表二。 

 
各變數間 person 相關係數如表三，事務所總收入(LNRE)與事務所上市公司

審計公費總額排序(RAF)間存在中度負向相關，相關係數為-0.47，因為總收入最

                                                 
10本文為避免樣本選擇之偏誤，曾以 2 階段迴歸(two-stage OLS)進行調整，但第一階段殘差在第

二階段的分析並不顯著，表示樣本並無顯著自我選擇偏誤情形。故後續分析仍採用一般的迴歸

分析。 

http://www.csrc.gov.cn/
http://www.cicp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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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前四加會計師事務所皆為國際四大之成員所，因此事務所總收入(LNRE)與

國際四大(BIG4)間的相關係數偏高為 0.57。其餘變數間都屬於低度相關，因而在

後續迴歸分析上不至產生重大偏誤。 

 

三、實證結果 

迴歸結果如表四，在迴歸式(1)中，本文以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同時作為事務

所品牌與規模的替代變數，作為與過去文獻及後續迴歸分析比較之基礎。整體迴

歸的解釋能力為 45.55 %，實證結果顯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顯著之

公費溢酬(係數 0.344, p 值為 0.001)，實證結果與過去研究相同，也支持假說二

(a)，國際四大在中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中，可取得公費溢酬。在迴歸式(2)、(3)
中，本文分別以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LNRE）、上市 A 股簽證收入排序(ARF)
來討論事務所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1(a)與 1(b)，簽證會
計師事務所總收入越高、簽證公費收入越高11，審計公費越高（係數分別為 0.127，
-0.003, P 值皆小於 0.001）。誠如 DeAngelo（1981b）所推論，當會計師事務所擁

有較多的經濟租時，低審計品質所造成的影響較大，因此大型事務所會致力於提

升審計，從而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迴歸式(4)中同時放入國際四大(BIG4)
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之會計師事務所（AFFI），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2(a)
與(b)，國際四大可以取得較高的公費（係數為 0.370，P 值為 0.001），與其他國
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也可以取得公費溢酬(係數為 0.063，P
值為 0.001)，若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係數進行 wald 
test 檢定，國際四大的係數顯著高於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上述結果顯示，在

新興的審計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可以藉由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引入

新的查核技術與內部控制機制，提升自己在新興市場的地位。wald test 結果則表
示，不同的品牌間確實存在差異，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比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擁

有更高的品牌聲譽。 
 
為了同時討論事務所品牌與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本文在迴歸式(5)、(6)

中，分別加入代表事務所規模的變數，迴歸式(5)的結果顯示，在同時考量事務

所總收入(LNRE)、國際四大（BIG4）與其他聯盟情形(AFFI)三個變數下，三個
變數係數都顯著為正（係數分別為 0.090、0.203 以及 0.044，P 值皆小於 0.01）。
迴歸式(6)的實證結果顯示，同時考量上市公司簽證收入排序（RAF）、國際四大

（BIG4）與其他聯盟(AFFI)情形下，三個變數也都達顯著水準（係數分別為

-0.003、0.339、以及 0.054，P 值皆小於 0.01）。儘管國際四大與事務所總收入間
相關係數偏高，但迴歸結果，兩變數之盈餘膨脹係數(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FI)都小於 3，自變數間共線性的問題尚在允許範圍之內。由上述結果可以發現，

                                                 
11 本文以簽證公費總收入最高者排序為 1，因此 RAF變數與審計公費間預期存在負向關係，代
表上市 A股簽證公費收入越高者，審計公費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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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四大的品牌效果促使其在中國審計市場可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但除國際四

大以外，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的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也可以取得公費溢

酬。進一步分析不同的品牌效果顯示，不同層次的品牌間對審計公費仍存有不同

影響，國際四大較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存在更高的公費溢酬。實證結果也支持

聲譽假說，再同時考量事務所的品牌下，規模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較高

的審計公費，代表規模較大的事務所，由於聲譽受損影響所及較規模小的事務所

高，因此規模較大的事務所會致力提升審計品質，而可以取得較高的審計公費。

本文實證結果另一個啟示是，中國審計市場的研究中，如果僅控制國際四大作為

審計品質的替代變數，並未考量其他事務所品牌、規模的變數下，將可能產生遺

漏變數的問題。 
 

    其他審計公費的決定因素部份，我們可以發現，上市公司資產規模與審計公

費間存在正相關，與預期相符。速動比率與審計公費間存在顯著負相關，表示短

期風險較高的企業，審計公費較高；負債資產比與審計公費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表示長期風險較高的企業，審計公費較高，當期虧損的公司，審計公費顯著較高，

都與與預期相符。由此可見，會計師會對於營運風險較高之公司，收取較高之審

計公費。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式無保留意見時，審計公費顯著較高。公司更換會計

師當年，審計公費顯著較低，實證結果符合低價競爭的理論(low balling)，中國

會計師事務所在首次簽證時存在折價的情形（fee cutting）。政府持股比率越高，

審計公費顯著越低，上市 A 股流通股的比率越高，在多數迴歸分析中，審計公

費顯著較高，實證結果符合預期，代理成本越高時，審計公費越高。 
 

伍、結論與研究限制 

    本文利用 2003-2006 年中國上市 A 股公司所揭露之審計公費資訊，分析

會計師事務所品牌、規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中國的審計市場建立不超過 30
年，更是在近 10 年間才逐步與國際接軌，開始發揮會計師應有的功能。在這個

新興市場中，各事務所市場佔有率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並非上市公司簽證公費

收入最多的事務所，政府政策上鼓勵事務所藉由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來提升

審計品質。這樣特殊的審計市場，讓我們可以有機會釐清事務所品牌、事務所規

模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 
 
實證結果支持 DeAngelo(1981b)所提出的聲譽理論，總收入較高、審計公費

收入較高的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取得公費溢酬。此外，在新興的市場中，會計師

事務所除了因為規模較大，有動機也有能力增加投資來提升審計品質以外，其他

規模較小的事務所也可以藉由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結盟，來提升審計品質，

以取得公費溢酬。不同的品牌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存在差異，與國際四大結盟的

會計師事務所，比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成員所可以收取更高的審計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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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結果可補充過去文獻之不足，也對未來中國研究有所啟發。首先，

過去文獻普遍以國際四大同時作為事務所品牌與規模的替代變數，由於國際四大

在中國並非規模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因此透過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事務所品

牌與規模間同時都對於審計公費有正向影響，研究結果讓我們對傳統聲譽假說以

及事務所之品牌效果有更深入的瞭解。此外，由於在其他審計市場中，非四大之

會計師事務所市場佔有率較低，因此過去文獻鮮少分析國際四大以外，其他會計

師事務所品牌對於審計公費的影響。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在新興的審計市場中，

除了與國際四大結盟可以產生正面的品牌效果外，與其他歷史悠久的國際會計師

事務所結盟，可以提升事務所的品牌聲譽，對審計公費產生正面的影響。對後續

以中國資本市場為對象的研究而言，透過本研究實證結果可知，除了國際四大

外，事務所規模、以及與其他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結盟情形都會影響審計品質，未

來相關中國研究在涉及審計品質的變數時，應該思考國際四大以外，其他的控制

變數。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如下，首先在審計公費決定模型中，各迴歸式之解釋能力

介於 44%-47%之間，因此無法排除其他影響審計公費之因素。此外，由於部分

中國上市公司並未依照法律規定格式揭露審計公費資訊（李爽、吳溪，2004），
本文僅就可取得之資訊進行分析，無法排除實證結果可能受到未揭露審計公費資

訊的公司，或者部分審計公費資訊揭露不實公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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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國審計市場基本統計資料 
Panel A：樣本選擇過程    

原始樣本  5,335 

扣除: (1) 金融機構  (334) 

 (2) 未揭露審計公費資訊,或未將A股與B股審計公費分
別揭露之企業 

(594) 

 (3) LNTA, ARINVE, LIQ 與  LEVER 四變數上下各

0.5%之異常值 
(144) 

本文用以分析之樣本數   4,263 

   

Panel B：審計市場佔有率統計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樣本數 1090 1102 1051 1020 

至少簽證一家上市公司之會計師事務

所數量  
72 72 67 68 

國際四大簽證上市公司數 60 52 59 46 

國際四大市場佔有率(依簽證客戶數計

算) 
5.55% 4.72% 5.62% 4.45% 

國際四大市場佔有率(依簽證上市公司

審計公費總額計算)  
8.36% 9.44% 10.87% 10.10% 

上市公司簽證數最多之會計師事務所

每年簽證客戶數 
67 87 84 88 

簽證客戶數最多之事務所市場佔有率

(依簽證客戶數計算) 
6.15% 7.89% 7.99% 8.64% 

簽證客戶數最多之事務所市場佔有率

(依簽證上市公司審計公費總額計算) 
5.73% 8.52% 6.92%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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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樣本敘述性統計 (N=4,263) 

變數 帄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小值 最大值 

LNFE 12.9797 0.4960 12.8992 10.3090 15.4249 
LNRE 8.4218 0.7405 8.2218 7.3132 12.1024 

RAF 24.5559 17.8655 22 1 72 

BIG4 0.0495 0.2169 0 0 1 

AFFI 0.3129 0.4637 0 0 1 

LNTA 21.1861 0.9299 21.1172 18.6433 24.3959 

ARINV 0.3005 0.1669 0.2753 0.0078 0.8407 

LIQ 1.4897 1.1809 1.1969 0.0903 12.7127 

LEVER 0.5198 0.2624 0.5093 0.0550 3.3618 

LOSS 0.2046 0.4034 0 0 1 

GOV 0.3160 0.2596 0.3436 0 0.8498 

SHAREA 0.4051 0.1351 0.3889 0 1 

QOPIN 0.0868 0.2816 0 0 1 

INITIAL 0.0781 0.2684 0 0 1 

EXCHAN 0.5907 0.4918 0 0 1 
註一：變數說明： 
LNFE ： A 股上市公司審計公費取自然對數之金額 

LNRE ： 銷貨收入取自然對數之金額 

RAF ： 會計師事務所取得之上市公司審計公費收入排名。審計公費收 
入最高之事務所排帄為 1。 

BIG4 ： 事務所品牌之虛擬變數，事務所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者為  

1，其餘為 0。 
AFFI ： 事務所品牌之虛擬變數，事務所為國際四大以外，其他國際會計

師事務所之聯盟所、合作所者為 1，其餘為 0。 
LNTTA ： 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之金額。 
ARINA ： 應收帳款與存貨佔當期資產之比率。 
LIQ ： 當期流動比率。 
LEVER ： 當期負債比率。 
LOSS ： 公司當期是否損失之虛擬變數，當期有損失者為 1，其餘為 0。 
GOV ： 政府機關持股之比率。 
SHAREA ： 上市 A 股流通股之比率。 

 QOPIN ： 若取得保留意見者為 1，其餘為 0。 
INITIAL ： 首次簽證者為 1，其餘為 0。 
EXCHA
N 

： 交易所之虛擬變數，上海交易所掛牌之公司為 1，其餘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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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變數間之相關係數 
 LNA ARINV LIQ LEVER LOSS OPIN INITIAL GOV SHAREA RAF LNRE BIG4 AFFI 

LNTA 1             
ARINV -0.15 1            

LIQ -0.15 0.01 1           
LEVER -0.01 0.27 -0.53 1          
LOSS -0.19 0.14 -0.15 0.30 1         
OPIN -0.17 0.13 -0.15 0.41 0.40 1        

INIIAL -0.02 0.03 -0.02 0.04 0.05 0.08 1       
GOV 0.18 -0.12 -0.02 -0.08 -0.06 -0.08 0.01 1      

SHAREA -0.00 0.02 -0.07 0.10 0.03 0.00 -0.02 -0.26 1     
RAF -0.10 0.02 0.01 0.02 0.04 0.02 -0.00 0.04 0.05 1    

LNRE 0.21 -0.04 0.01 -0.04 -0.05 -0.02 0.07 -0.04 -0.08 -0.47 1   
BIG4 0.20 -0.05 0.06 -0.08 -0.07 -0.04 -0.01 0.01 -0.16 -0.17 0.57 1  
AFFI 0.01 0.04 -0.04 0.03 0.02 0.00 0.06 -0.02 0.02 -0.06 0.07 -0.16 1 

註一：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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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回歸分析結果 

解釋變數 
預期

方向 
迴歸式(1) 迴歸式 (2) 迴歸式 (3) 迴歸式 (4) 迴歸式 (5) 迴歸式 (6)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係數 P 值 

Big 4 ＋ 0.344 0.001 a      0.370 0.001 a  0.203 0.001 a  0.339 0.001 a  
LNRE ＋   0.127 0.001 a      0.090 0.001 a    

RAF －     -0.003 0.001 a      -0003 0.001 a  
AFFI ＋       0.063 0.001 a  0.044 0.001 a  0.054 0.001 a  
LNTA ＋ 0.298 0.001 a  0.297 0.001 a  0.310 0.001 a  0.297 0.001 a  0.293 0.001 a  0.295 0.001 a  

ARINV ＋ 0.026 0.470 0.037 0.304 0.028 0.444 0.021 0.565 0.032 0.378 0.028 0.439 

LIQ － -0.022 0.001 a  -0.021 0.001 a  -0.018 0.002 a  -0.021 0.001 a  -0.022 0.001 a  -0.021 0.001 a  
LEVER ＋ 0.075 0.011 b  0.071 0.015 b  0.069 0.020 b  0.075 0.010 b  0.075 0.011 b  0.077 0.009 a  
LOSS ＋ 0.055 0.001 a  0.052 0.001 a  0.051 0.002 a  0.055 0.001 a  0.054 0.001 a  0.056 0.001 a  
OPIN ＋ 0.054 0.023 b  0.054 0.021 b  0.059 0.014 b  0.055 0.019 b  0.053 0.023 b  0.053 0.022 b

a  
INITIAL － -0.052 0.015 b  -0.074 0.001 a  -0.056 0.009 a  -0.057 0.007 a  -0.071 0.001 a  -0.059 0.005 a  

GOV － -0.129 0.001 a  -0.118 0.001 a  -0.138 0.001 a  -0.126 0.001 a  -0.115 0.001 a  -0.121 0.001 a  
SHAREA ＋ 0.103 0.028 b  0.115 0.014 b  0.019 0.683 0.107 0.021 b  0.137 0.003 a  0.106 0.023 b  
EXCHAN

G 

? 0.048 0.001 a  0.047 0.001 a  0.049 0.001 a  0.048 0.001 a  0.047 0.001 a  0.048 0.001 a  
2R  

N 

45.55% 

4402 

46.26% 44.71% 45.83% 46.73% 46.66% 
N 4,263 4,263 4,263 4,263 4,263 4,263 

註一： a , b , c  代表0.01%、0.05％、0.1 ％顯著水準。  
註二：由於版面限制，本表並未將30個地區別之虛擬變數以及3個年度別虛擬變數列入表中。 
註三：變數定義請見表二。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為了加速瞭解大陸會計學術單位之研究現況、掌握最新之大陸會計議題、釐清管

理實務運作模式，由國科會大陸台商研究團隊的兩位成員，包含政治大學會計系吳

安妮教授與郭翠菱助理，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一日至八日，赴大陸北京大學參

加第二屆中國青年學者會計學術研討會暨 2009年中國管理會計專題學術研討會，

茲將工作記要列示如下： 

 

一、工作記要 

本次赴大陸北京大學參與研討會之過程包括： 

6/1：自台北出發直飛北京。 

6/2~6/4：私人行程安排。 

6/5：中午抵達北京大學，拜訪此次研討會的主辦老師王立彥教授與陳磊教授。 

6/6：參加第二屆中國青年學者會計學術研討會，與來自大陸各重點大學的新進

研究者進行學術交流。 

6/7：參加 2009年中國管理會計專題學術研討會，由吳安妮教授發表「Field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2年） 

出國人員

姓名 
郭翠菱 

服務機構

及職稱 

中原大學會計系講師兼台商及大

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助理 

出國時間 
98年 6月 1日至 

98年 6月 8日 
出國地點 北京大學 



Empirical Research in Managerial Accounting—My Experience」 之

專題報告，大會並邀請王立彥教授、蕭澤忠教授、Michael Firth教授、

Mahmoud Ezzamel教授等學者分享研究心得與投稿經驗。 

6/8：自北京返台。 

 

二、參訪心得： 

吾人發現大陸近年來在財務會計方面的訓練已經相當紮實，相關的實證研究在質

與量上均有不錯的表現。而有關管理會計方面的研究，則屬於剛起步萌芽之階段，

對於如何掌握企業的實務問題，並透過田野調查與個案研究等方式來整合研究議

題，建置學術資料庫，是當前極思突破之處。新興崛起的中國大陸是全世界關注的

焦點之一，相關的會計研究議題也值得深入挖掘。 

 

三、建議事項： 

北京大學的企圖心很強烈，每年都會邀請國際上和大陸地區的傑出會計學者舉辦

研討會，並讓年輕學者也有機會參與交流，為加速瞭解大陸會計學術單位之研究現

況，掌握最新之大陸會計議題，建議台灣學者有機會應持續進行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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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ype on Industr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events or the announcement of information on

operations not only affects a corporation’sstock prices, but also the returns of

competitor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high-tech indust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hoices of investment types influenc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s that result from the mandatory announcem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 show that when announceme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ccur,

stock prices react more strongly for firms investing in China if their investments are

focused on vertical industries as opposed to horizont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investors will give larger stock price reactions for firms investing in non-core

businesses as compared to core-related business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ms

could adopt a vertical industry (non-core business) FDI type to obtain lower factor

costs for export sales. Finally, we find that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generate

a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meaning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er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their home-market competitors.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agion effect hypothesis of FDI announcements.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Vertical industry investment, Core industry

investment,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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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Faced with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firms need to continue investing resources

in capacity expansion, equipment, and R&D activity to enhance growth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rnal growth, such as capital

investments, or external expansion, like joint ventures, firms attempt to improve

economy of scale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o make 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so

as to obt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enhance core competence, and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maximizing corporate valu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s one

strateg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use to strengthen their foothold on the global

market and as a means to survive on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market1.

FDI is a long-term investment activity that helps ensure future profitability of a

firm. It affects a firm’s economic resource allocation, market position, and corporate

value 2 . The GAAP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 stipulates that

anticipated FDI profits cannot be booked before they actually realize, but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FDI are reflected in stock prices before they are recogniz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hen investors are confident that the investment will boost future

profitability (Park and Pincus, 2003). Kerstein and Kim (1995) point out that an

announcement of capital investment reveals a firm’sinformation of future earnings

and helps investors evaluate its stock price. In addition, various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disclosure of FDI plans generates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effect. That is, the

1External investments by firms are divided into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invest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s).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investments refer to investments in a foreign financial
market through stocks, bonds, or altern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Generally, this type of investment
is aimed at higher stock returns and interest revenues. FDIs, on the other hand, indicate that a
corporation is to establish a subsidiary or branch (with operation rights and ownership) on a foreign
market to create or expand corporate profits.

2Different from other operational plans, FDI requires massive capital, which swiftly becomes sunk
costs once made. The results of an FDI profoundly impact a firm’s operations- a successful FDI
propels a firm’s growth, generates continuous profits, and boosts shareholder wealth; while a bad FDI 
decision results in higher operational costs and higher risks, negatively affecting future prof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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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s of an FDI significantly affect shareholder wealth. Doukas and Travlos

(1988)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effect between FDI announcements and shareholder

wealth. Chen et al. (1991) suggest that announcements by corporation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through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shareholder wealth, while Gupta et al. (1991) also explain that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by U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roduce the same result.

Woolridge and Snow (1990) argue that investment type is another variable that

affects share prices reactions when firms announce their capital investment. Chan et al.

(1995) indicate that share prices react positively when firms’ investments focus on

expansion or cost-down, but adversely when investments are to cut down capacity.

Pan and Chi (1999) suggest that when investing in the China market, companies enjoy

higher profit levels if they employ equity joint ventures in contrast to wholly

foreign-owned subsidiaries (enterprises) or non-equity joint ventures (also known as

cooperative agreements). Furthermore, Jones et al. (2004) indicate that share prices

react more strongly when firms invest in R&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market

expansions that boost growth opportunity instead of “exercise” types of investments,

such as plants, machines, and equipment.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evidenced that

investment types and FDI entry modes significantly affect a firm’s operating

performance. To our knowledg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whether the

choices of investment types affect share price reaction when Taiwanese companies

disclose their investment plans in China.

Does a company’s announcement of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plan generate a

spill-over effect on competitor share returns? Various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events or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on operations affects a

company’sstock returns (information content effect) as well as the stock performance

of competitors (referred to as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by research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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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contagion effect”and“competitive effect”hypotheses. The contagion effect suggests

that an FDI announcement by one company reveals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overall

industry. Therefore, investors are likely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hare prices of the announcer and its rivals in the same industry of home country. In

contrast, competitive effect implies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an FDI announcement

changes original competition situations and leads to wealth redistribution in the

industry. Therefore, a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by one firm

negatively affects other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of home country. Chen et al. (2007)

find that a firm’s capital expenditure announcement has a competitive effect on

competitors in the same industry and adversely affects their share prices. However,

very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the announcer’s home-market competitors. Are share prices of the announcing

company and its rivals positively related (e.g., the contagion effect) or adversely

associated (the competitive effect)? In addition, few studies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ntensity and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is influenced by the choices of

investment type of announcing company.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fields of accounting, economics, finance, and

management have confirmed that investment types and FDI entry modes significantly

affect a firm’s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value. However, very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se relevant factors of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FDIs and explored

how investment types affect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industr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of FDI announcements. As to the intra-industry effect (information transfer),

to our knowledge, our work is likely the first study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 firm’s

FDI announcement on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innov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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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in Taiwan has draw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reznitz, 2005). Taiwan is a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y with many indigenous firms becoming increasing

competitive in a growing range of high-tech industries. Companies like TSMC, Acer

and Hong Hai (Foxconn) have become major global high-tech firms competing

aggressively for market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gainst their more

established rivals from the USA, Europe, and Japan (Wong and Mathews, 2005).

Furthermore, Taiwan is world-renowned for the excellence of it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king it, by 2005,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produce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hardware. The combined global market share held by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exceeds 70% for several key products, including notebook PCs,

motherboards,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equipment,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roducts, and optical disk drive (ODD) products. Taiwanese corporations are

agile in operation and highly adaptive to the changing business and economic climate.

Such characteristics make them the favorite ODM/OEM partners of many brand name

corporations (OBM firms) in US, Europe, and Japan. The use of Taiwanese high-tech

corporation data in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add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relevant in diffe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s. Capital

markets in regions on the Pacific Rim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both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China and Taiwan (so-called Greater China) are

representative of two of the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in this region. They attract

substantial investments from US, UK, Japan, and other multinational firms. Therefore,

this study make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stockholder wealth and intra-industry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by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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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y Taiwanese corporations is introduced in Section 2. Section 3 presents the

literature survey and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Section 4 introduces a research design.

Section 5 explai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ection 6 provides concluding remarks.

2.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by Taiwanese corporations

The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of China have grown exponentially since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its“reform and opening-up”economic policy in 1978. In 2007,

China’s GDP and foreign trade reached US$3.4 trillion and US$2.174 trillion

respectively (both are still growing), making China pass Germany a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conomy. With its cheap labor, China has attracted many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as well as cost-drive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invest and establish

factories there. Thanks to its position as the largest manufacturing base in the world,

China has enjoy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t is no longer simply the“factory of the

world,”but also an attractive market. After it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200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ormed its tax and

regulation systems, presenting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foreign investors to enter the

China market.

3. Literature survey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theory, a piece of information is

considered to have “information content” if it influences recipients’ ideas and 

decisions. Ding and Sun (1997) find that the stock return responses to the

announceme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by Singaporean corporations ar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Kim (2003) investigates the wealth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by Korean firms and finds that the cross-border investments increase

shareholder wealth. Chen et al. (1991) believe that Chinese investment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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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render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hareholder

wealth of the investing firms. Gupta (1991) also points out that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s in China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US affect their shareholder

wealth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Pan and Chi (1999) suggest that when investing in

China, companies enjoy higher profit levels if they operate o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s

opposed to 100% foreign owned subsidiaries or cooperative operations.

With regards to various investment types, related studies of domestic capital

investments find that share prices on the capital market react most to R&D

investments, followed by joint ventures, product/market diversification, and capital

expenditures (Woolridge and Snow, 1990). Furthermore, Jones et al. (2004) point out

that share prices react stronger for firms investing in R&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market expansion that boost growth opportunity as compared to “exercise” types

of investments such as plants, machines, and equipment.

There are two most commonly purposes for firms to purse FDI advantages; one

is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 other is cost reduction (He and Long, 2003).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arket-expansionary FDI is defined as an“internationalization”strategy

by which firms tap into foreign markets to expand sales and local market. Firms

usually adopt a horizontal FDI type to seek host market shares (Chen and Ku, 2000;

Hakkala et al., 2008). The cost-reducing FDI is defined as a “defensive”strategy by

which firms could fight the uncontrollable operating cost increase in their home base.

Firms often use a vertical FDI type to access lower factor costs for export sales

(Braconier et al., 2005; Hakkala et al., 2008).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U.S., and Japan supply 90% of global FDI and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FDI recipient in the world, most FDI into China came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Zhang, 2005). Zhang (2005) find that FDI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 primarily motivated by low labor costs while FDI from the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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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U.S., and Japan was market-oriente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expensive labor

force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we infer that Taiwanese corporations could obtain

larger FDI benefits through vertical industrial investment. We hence formulate

hypothesis 1.

Doukas and Lang (2003) examine whether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is more

profitable for U.S. firms that expand their core business than non-core business, and

find that non-core-related FDI i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announcement effects,

whereas core-related FDI i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short-term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expensive labor force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we infer that

Taiwanese corporations could obtain larger FDI benefits through 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 We hence formulate hypothesis 2.

H1: When a Taiwanese high-tech firm announces investment in China (FDI), the

capital market reacts more strongly to share prices to vertical industry

investments than horizontal industry investments.

H2: When a Taiwanese high-tech firm announces investment in China (FDI), the

stock market reacts more strongly to 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s than to

core business investments.

For a firm,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events or the disclosure of operations

information not only affects its stock price but also the rivals’ share performance.

Researchers refer to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abnormal share price returns

of the announcer and its competitors as the “contagion effect” and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a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Lang and Stulz (1992) find tha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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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s of bankruptcy, the contagion effect generally dominate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That is to say, share prices of competitors react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at of the announcing firm. Zantout and Tsetsekos (1994) indicate that a

firm’s voluntary announcement of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adversely affects the

abnormal return on the rivals’ share prices, signaling a competitive effect. Erwin and

Miller (1998) suggest that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a treasury stock buyback results

in a competitive effect, while Akhigbe and Martin (2000) point out that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overseas M&A plan leads to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abnormal return on competitors’ share prices. In addition, researchers find that the

competitive effect dominates in both cases over announcements of new products

launches (Chen et al., 2005) and the disclosure of capital expenditure by US

corporations (Chen et al., 2007).

When a firm announces a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plan, how do stock prices of

home-market rivals react? Do they react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ose of the

announcing firm? Or do competitors’ share prices move counter to the announcer’s 

share prices? Previous studies confirm that a firm’s announcements of major event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mpetitors’ share prices, but consensus as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influence has yet to be reached. This study infers that a firm’s FDI 

announcement pos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abnormal return of home-market

rivals’ share prices. We hence formulate hypothesis 3.

H3a: When a Taiwanese high-tech firm announces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contagion effect dominate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FDI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H3b: When a Taiwanese high-tech firm announces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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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effect dominates the contagion effect.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FDI has a significantly adverse effect on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4. Research design

4.1 Research period and sample selection criteria

This research covered the period from 2001 to 2007 and examined the

electronics companies in Taiwan (listed on the TAIEX or OTC board) that disclosed

their investment plans in China in the said period. We collected our sample and

searched for related announcements on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MOPS),

using key-words and combinations such as “investment in the Mainland”, “investment 

in China”,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so on in the “announcement”page of the

system.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firms’ accounting, financial, and stock prices was

gathered from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The data period of our variables (such

as company size) extends from 2000 to 2006 since we have to use the beginn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at the year of announcement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In addition, we eliminate companies that announced other

major events three days prior to or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investment in China,

so as to prevent potential effect from these events. Firms with incomplete data were

also excluded from our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riteria, we collected 98 companies and 208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plans in China, with 11 announcements in 2001, and 70, 36, 31, 23, 22,

and 15 announcements in 2002 to 2007 respectively.

4.2 Definitions of event date of China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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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Law article 36 stipulates that within two days from

the date of occurrence of major events that have a material impact on shareholders’

equity or securities prices (ex. investments in China), companies shall publicly

announce and register with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general,a company’s decision 

and announcement pertaining to investments in China follow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Fir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cides on the date of investment plan (not yet approved

by the Investment Commission at this point). Then the company files an application

and obtains approval from the Investment Committee. After the approval, the

company can use the un-finished quota within the investment capital to invest in

China. Based on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we assume that after a firm

announces the approval of its investment plan in China on MOPS, investors can

immediately obtain the information and affect the share price reactions. As such, we

define the event date as the date when companies announce the approval of their

investment plans by the Investment Committee. However, after examining the

announcing dates of the sample firms, we found that over 50% of the companies

disclosed their investment plans after the stock market closed. For these companies,

the “event date” was the next trading date of their announcements.

4.3 Categorization of the sample firm industries

When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a company’s FDI announcement on rivals’ stock

prices, a proper categorization of the sample firms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the research. Therefore, we categorize the sample firms based on TEJ’s 

second industry categorization criteria (3-digit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

and divide the companies into eleven subsectors; those sub-industries are PC system,

motherboards, optronics, electronic components,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equipment,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 equipment,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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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channel, consumer electronic, and software service provider (e.g.,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SP).3

4.4 Investment types of announcing firms

In this study, we define investment types based on a company’s investing

products (core-business/non-core business) as well as the investing industry (whether

it’s at the same value chain position as the mother company) in China. Based on the

criteria, we found that 121 firms in our sample belong to the core-business investment

type while the rest 84 firms invest in non-core businesses. With respect to the

investing industry, a firm’s investment is regarded as horizontal FDI if it belongs to

the same value chain as the mother company; otherwise,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

vertical FDI. In our sample, 162 companies have horizontal type of investments while

the rest 43 belong to the vertical FDI type.

4.5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models

4.5.1 Information content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We briefly describe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event study methodology and how to

estimate the abnormal returns (see Brown and Warner, 1985, for details). Various

models have been proposed to estimate abnormal returns. We adopt the market model

to estimate the daily stock returns of FDI announcements because the model is the

best specified model and controls for the systematic risk of stock.

itmtiiit RR   (1)

where t is the serial number of trading day, },...,179,180{ kt  . },...,0,...,{ klt 

3We also categorize the sample firms based on the quotation list of electronic industries provided by
yahoo website (http://tw.stock.yahoo.com/) and divide the firms into 31 sub-indus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EJ industry categ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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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vent period, 0t is the announcement day of China investment, and
}1,...,179,180{  lt is estimation period.4 itR is the rate of return on the stock

price of firm i on day t. mtR is the rate of return on a market portfolio of stocks on day
t. i is the systematic risk of stock i. itis error term.

From estimation of equation (1), we derive estimates of daily abnormal returns

(AR) for the i firm using equation (2).

mtiiitititit RRRRAR  ˆˆˆ  (2)

where î and î are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parameter estimates obtained
from the regression of itR on mtR over an estimation period preceding the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 }1,...,179,180{  lt ). The abnormal returns ( itAR )
represent returns earned by the firm after the investors have adjusted for the“normal”
return process. That is, itAR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return of firm i on
day t ( itR ) and the expected return ( itR̂ ). Averaging the abnormal returns across the
sample firms on any day t, the daily mean abnormal return ( tAR ) can be expressed as
equation (3).

n

AR
AR

n

i
it

t


 1 (3)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sample observations on day t.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over a given event period ( },...,0,...,{ klt  ), is the sum of the daily

mean abnormal returns and is expressed as equation (4).





k

lt

iti ARklCAR ),( (4)

We use t statistic obtained from standardized residual method to make statistical

infer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allows us to

infer that the event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has an essential impact on the

value of the firms.

4 We also employ different estimation periods, }1,...,210{  lt , }20,...,180{ t and
}20,...,210{ t , to rerun empirical analysis. We obtain the simila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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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We refer some related researches, for example Lang and Stulz (1992), Erwin and

Miller (1998), Akhigbe and Martin (2000), Chen et al. (2005), and Chen et al. (2007),

to build the empirical model:

ti
t

tititititi

tijtijtjtjtjti

tjttimeCfcCrdiClevCpbCs

HIRApbAmsklAcarklCcar

,

06

01
1,101,91,81,71,6

1,51,41,31,2,10,

,

),(),(





 











(5)

where ),(, klCcar ti  represent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 i in the event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window ( l , k ).

),(, klAcar tj  is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ing firm

j in the event window ( l , k ). 1, tjAms is the market share of announcing firm j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jApb is growth opportunity of announcing

firm j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jR represents announcing firm j

degree of relatedness to the industry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jHI is the degre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1, tiCs is the relative size of

home-market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pb is the growth

opportunity of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lev is the

financial leverage of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rdi is

the R&D intensity of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fc is

the free cash flow of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tjtime ,

represents the year that firm j announce to invest in China. it is a disturbance term.

The extent of the announcement effects of FDIs on home-market rivals is

affect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announcement is expected (Chaney et al., 1991). If

an announcement of event is “big news,”there should be a larger effect on the

announcer and a larger intra-industry effect on the rivals (e.g., Hertzel, 1991).

Therefore, conditioning on the wealth effect on the announcing firms is important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of the wealth effect on the rivals

(e.g., Eckbo, 1983; Chen et al., 2005). We us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1 to ex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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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to home-market

rival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the announcing firms

and those of the home-market rivals ( 1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uggests that, on

average, the contagion intra-industry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 dominate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suggests that, on average, the competitive

intra-industry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 dominates the contagion effect.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confer on the potentially relevant variables that

could explain the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of the wealth impact of FDI on

home-market industry rivals.

（1）Dependent variabl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 ),(, klCcar ti  )

This paper uses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rate of event window ),( kl ( l

days before and k days after the date of announcement) to proxy stock price

reactions for the home-market rival firms to the announcement of investment in China.

We use different event windows, for example (-5, 5), to imple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o avoid the confounding effects of windows.

（2）Independent variable

A.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of announcing firms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ing firms ( ),(, klAcar tj  )

This paper uses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rate of event window ),( kl to

proxy stock price reactions for the announcing firms to the announcement of

investment in China.

Market shares of announcing firms ( 1, tj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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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divides the announcing firm’s one-year net sales before the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by the whole industry’s one-year net sales at the same

period to proxy the market share of the announcing firm. Hertzel (1991) indicates that

companies of smaller market share are less representative since the market they serve

is relatively smaller. Companies occupying larger market shar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garded as the industry leaders. Therefore, the intra-industry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is expected to be less obvious when the announcing firm has smaller

market shares.

Growth opportunity of announcing firms ( 1, tjApb )

We use the ratio of market value to book valueof the announcing firm’s equity in

the fiscal year before FDI announcement to proxy the company’s growth potential. 

Chung et al. (1998) believe that the higher growth potential the announcing firm

possesse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attract investors’ attention and stronger share price 

reactions when announcing major investment activities. Chen et al. (2007) suggest

that firms with higher growth opportunity could establis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capital investments. Compared to domestic capital investments, however,

FDIs by firms with high growth opportun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leave behind positive

NPV projects for home-market competitors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s eased).

Therefore, the intra-industry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is expected to be more

favorable when the announcing firm has higher growth opportunities.

5. Empirical results analysis

5.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able 1 presen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able 5. From Table 1,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China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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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rs in all event windows (e.g., )0,1(Acar ) are positive, implying that

investors regard FDI announcements as optimistic signals of a company’s future 

profitability. In addition,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s

in all event windows (e.g., )0,1(Ccar ) are also positive, but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announcing firms. In addition, the mean values of growth opportunity of announcing

firms and home-market rivals are 2.628 and 2.028,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relative

size of home-market rivals, on average, is smaller than the announcing firms.

According to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ome independent variabl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chieve the significant level of 1%. We further compute the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values of all variables in tables 5-7, and find the VIF

values are below 10.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irical models used do not have

strong multicollinearity.

Table 1

5.2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nformation content effect analysis

5.2.1 Effect on shareholder wealth

Table 2 shows that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rs and home-market rivals. From Panel A, the mean abnormal returns

(referred to hereafter as AR) of all announcing firms on the date of FDI announcement

(event day t=0; hereafter date 0) during five days event window (day -2 to day +2; (-2,

2)) is 0.0603%. The mea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referred to hereafter as CAR)

of all announcers on date 0, the next day, and the day after are 0.2364%, 0.3303%, and

0.3039%, respectively, achieving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evel of 10%. Panel B

shows that, on average, the CARs of the announcing firms during all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vestors view the mand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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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a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dicating a firm’s future profitability.Therefore, China

investment (FDI) announcements by firms convey information content;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and the

stockholder wealth.

In order to gain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how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plans for investment in China affects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s, we

calculate rivals’ CARs during all event windows of FDI announcements. Table 2 shows

that the rivals’ CARs during all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in all event window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home-market rivals. There exist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ing firms and home-market rivals, suggesting that investors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 firm’s announcement of plans for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believe

that the FDI information reflects a positive outlook of the overall industry.

Table 2

5.2.2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ypes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ing firms

of China investment

Table 3 shows the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n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ers and home-market rivals betwee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ustry investment type. According to Panel A, the AR of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on date 0 with event window (-2, 2) is 0.2679% (significant at 10%),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0.0107% of firms employing horizontal FDIs. In addition, the

CAR of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on date 0 is 0.4419% (significant at 15%) and is

higher than the 0.1848% of those employing horizontal FDIs. Panel B show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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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 of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in different event window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mpanies employing horizontal FDIs. Therefore, hypothesis 1 is supported.

We suggest that investing in vertical industry in a host country market could amplify

investor concern for seeking lower production costs, and therefore, stock market

reaction would be more excessive for corporations investing in vertical industry

overseas.

Table 4 shows the effect of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core business/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 in China on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itself and its

rivals. From Panel A, the AR of firms investing in non-core business activities on date

0 with event window (-2, 2) is 0.0755%,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0.0571% of firms

investing in core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he CAR of firms employing non-core

business FDIs on date 0 stands at 0.3308% (significant at 10%),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0.1748% of those employing core business FDIs. On the other hand, Panel B

shows that the CARs of firms investing in non-core business activities in all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higher than those of firms investing in core

businesses. Hypothesis 2 is hence supported. We suggest that investing in core

businesses in a host country market could heighten domestic investor concern for an

exodus of main business activity from the home market, and therefore, stock market

reaction would be more moderate for corporations investing in core businesses

overseas.

Tables 3 and 4

5.3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analysis

In this section, we use a multivariate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to capture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distinguishable characteristics that influence the intra-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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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Table 5 shows how a firm’s announcement of investment plans in China affects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Empirical model used in Table 5 includes

the announcing firm’s characteristic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rival firms’

characteristic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From Table 5,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of

China investment,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and their home rival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In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event windows (-1, 0), (-2, 2), (-5, 5),

and (-10, 10),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from the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e., 1) are 0.1111, 0.1309, 0.1226, and 0.1286, respectively, all

reaching the significant level of 1%. The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our earlier result that

for the sample as a whole, the contagion effect dominate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Therefore, the contagion effect hypothesis of FDI announcements (Hypothesis 3a) is

confirm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contagion effect on home-market industry

rivals is larger when the announcement effect on the China investment firm is more

favorable. This result supports the idea that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are more pronounced when the stock price of the announcing firm is

affected to a greater degree.

We find that home-market rivals’stock price response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announcing firm’s growth opportunities. We also find that

when the investing firm faces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it renders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home-marketcompetitors’ abnormal returns.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firms

with high growth opportunities choose to make FDIs could reduce the degre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in home market.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industry

rivals’stock response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ial leverage. Rival firms with better growth opportunity

usually have more growth options. If any firm in the industry announces the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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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investment plan ahead of others, however, its home-market rivals will

experience impairing growth options and negative effect on the future profi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rival firms with higher financial leverage are likely to hold less

worthwhile investments and have limited ability to respond to competitive challenges

in the industry than rivals with lower financial leverage. Therefore, the valuation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home-market rivals is less favorable for those with

higher growth options and higher financial leverage.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the

cross-sectional differences resulting from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rivals after the FDI

announcements are affected by the announcement year. Finally, we find that industry

rivals’stock price responses are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rivals’relative size

and R&D intensit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se factors are relatively trivial in

assessing the valuation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home-market rivals.

Table 5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investment types affect information transfer when

firms announce capital investments in China, we further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investment types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Table 6

shows that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investing in the vertical industry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home-market rivals. For a shorter event

window such as (-1, 0), the announcing firm presen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s. However, for larger event windows, such

as (-5, 5), industrial transfer effect becomes weak and insignificant. On the other hand,

for firms adopting horizontal industry FDIs,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Our results support again the contagion effect hypothesis of FDI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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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we find that home-market rivals’stock price

response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announcing firm’s market shares

and the rivals’relative size. We suggest that investors regard the firms adopting vertical

FDIs as having an intention to seek overseas factories and pursue lower factor costs.

Therefore, the valuation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home-market rivals is less

favorable when the announcers’domestic market shares are higher and the rivals’

relative sizes are larger. On the contrary, for firms adopting horizontal FDIs, we find

that home-market rivals’stock price response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announcing firm’s market shares. We suggest that investors regard the firms adopting

horizontal FDIs as having an intention to seek overseas markets and pursue higher

foreign sales. Therefore, the valuation impact of FDI announcements on home-market

rivals is more favorable when the announcers’domestic market shares are higher.

Table 7 shows the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between core and 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s.

From table 7, the CARs of announcing firms investing in the non-core business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home-market

rivals. On the other hand, we find that the CARs of core business FDIs in various event

windows ar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ose of home-market competitors.

On average,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of core-related FDI announcement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non-core business FDI. That is to say, the contagion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non-core business FDI when a firm announces plans for investment

in China. Our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FDI announcements

is affected by the announcing firm’s investment types and strategies.

Tables 6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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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nclusion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high-tech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d whether the

choices of investment types affect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s that result from the mandatory announcement of China investment. The use of

Taiwan data in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add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relevant in diffe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s. Capital markets

in regions on the Pacific Rim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both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China and Taiwan (so-called Greater China) are

representative of two of the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in this region. They attract

substantial investments from US, UK, Japan, and other multinational firms. Therefore,

this study make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stockholder wealth and intra-industry effects of FDI announcements by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

We found that when announcement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occur, stock prices

react more strongly for firms investing in China if their investment types are focused

on vertical industries as opposed to horizont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we found

investors will give larger stock price reactions for firms investing in non-core

businesses as compared to core business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ms could adopt

a vertical industry (non-core business) FDI type to access lower labor costs for export

sales.

In addition, the contagion effect predicts that home-market rivals should

experience a positive valuation effect, whereas the competitive effect predicts that

they should experience a negative effect. We showed that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generate a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meaning abnormal

returns of announcer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ose of their home-market rival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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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agion effect hypothesis of FDI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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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ariable Mean Std. Dev. Max. Min. Variable Mean Std. Dev. Max. Min.

)0,1(Ccar 0.074 1.51 13.37 -10.01 )2,2(Ccar 0.137 2.41 26.18 -10.30

)5,5(Ccar 0.050 3.67 38.36 -23.04 )10,10(Ccar 0.194 5.36 51.83 -41.65

)0,1(Acar 0.030 1.48 9.63 -2.34 )2,2(Acar 0.301 2.22 12.82 -3.28

)5,5(Acar 0.570 3.66 17.37 -7.73 )10,10(Acar 0.538 5.52 28.28 -10.11

1, tjAms 1.678 3.15 18.55 0.03 1, tjApb 2.628 2.02 12.11 0.34

1, tijR -0.012 0.02 1.6E-16 -0.27 1, tijHI 0.139 0.12 0.37 0.04

1, tiCs 0.999 0.11 1.53 0.69 1, tiCpb 2.028 1.60 20.30 0.20

1, tiClev 38.950 14.73 101.58 4.18 1, tiCrdi 3.610 4.74 80.25 0

1, tiCfc -0.658 5.49 27.49 -82.44 01time 0.022 0.15 1 0

02time 0.226 0.42 1 0 03time 0.136 0.34 1 0

04time 0.131 0.34 1 0 05time 0.144 0.35 1 0

06time 0.198 0.40 1 0 07time 0.142 0.35 1 0

Note: 1. ),(, klCcar ti  represent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i in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event window ( l , k ) (unit: %) . ),(, klAcar tj  is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ing firm j in the event window ( l , k ) (unit: %). 1, tjAms is the

market share of announcing firm j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t-1) (unit: %).

1, tjApb is the growth opportunity of announcing firm. 1, tijR represents the announcing firm j degree

of relatedness to the industry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jHI is the degre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1, tiCs is the relative size of home-market rivals at the fiscal year prior to the

announcement. 1, tiCpb is the growth opportunity of rivals. 1, tiClev is the financial leverage of

rivals (unit: %). 1, tiCrdi is the R&D intensity of rivals (unit: %). 1, tiCfc is the free cash flow of

rivals (unit: %). tjtime , represents the year that firm j announce to invest in China. 2. The above table

show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the analysis of table 5, and the numbers of observations are

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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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betwee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dustry investments

Model:
titjttitititi

titijtijtjtjtjti

t

timeCfcCrdiClevCpb

CsHIRApbAmsklAcarklCcar

,,1,101,91,81,7

1,61,51,41,31,2,10,

06

01

),(),(
















Horizontal FDI
N=8754

Vertical FDI
N=2078

Den. Var.

Ind. Var.

Exp.
Signs

)0,1(, tiCcar )5,5(, tiCcar )0,1(, tiCcar )5,5(, tiCcar
Intercept -0.0083

(-0.043)
-0.3994
(-0.832)

1.5974***
(3.586)

1.5322
(1.606)

tjAcar , ? 0.0906***
(8.698)

0.1250***
(11.222)

0.1893***
(3.309)

0.0275
(0.821)

1, tjAms － 0.0163**
(2.122)

0.0590***
(3.033)

-0.0633***
(-6.537)

-0.1309***
(-5.739)

1, tjApb + 0.0292***
(3.517)

0.0113
(0.518)

-0.0048
(-0.236)

0.1599***
(3.866)

1, tijR ＋ 0.8460
(1.065)

-0.8039
(-0.471)

7.0590***
(2.675)

33.3926***
(5.339)

1, tijHI － -0.5205***
(-2.793)

-1.3900***
(-3.097)

0.1517
(0.240)

5.8984***
(4.295)

1, tiCs ＋ 0.2266
(1.296)

0.2524
(0.606)

-1.2359***
(-3.348)

-2.4483***
(-2.901)

1, tiCpb － -0.0101
(-1.046)

-0.0604**
(-2.473)

0.0058
(0.264)

-0.0942*
(-1.721)

1, tiClev － -0.0015
(-1.273)

-0.0070**
(-2.382)

-0.0053**
(-2.095)

0.0027
(0.483)

1, tiCrdi ＋ -0.0038
(-1.182)

0.0002
(0.018)

0.0016
(0.162)

0.0247
(0.947)

1, tiCfc ? 0.0036
(1.110)

0.0002
(0.026)

0.0088
(1.386)

0.0272*
(1.934)

Adjusted R2

F Statistic
D-W Statistic

1.66%
10.23***
1.84

3.47%
20.67***
1.75

4.99%
7.82***
1.74

7.63%
11.75***
2.01

Note: 1.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t-values based on the revision of White (1980). Asterisks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levels of 1% (***), 5% (***), or 10% (*) in a two-tail test. N is the sample size. The
results of three days event window ( )1,1(t )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wo days window. The results of
twenty-one days window ( )10,10(t )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eleven days window. 2. We use VIF
values to measure multicollinearity among independent variables. All VIF values of independence
variables are below 10, which show that the models used do not have strong multicolline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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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Effect of China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home-market rival firms between core and non-core business investments

Model:
titjttitititi

titijtijtjtjtjti

t

timeCfcCrdiClevCpb

CsHIRApbAmsklAcarklCcar

,,1,101,91,81,7

1,61,51,41,31,2,10,

06

01

),(),(
















Core FDI
N=6780

Non-core FDI
N=4052

Den. Var.

Ind. Var.

Exp.
Signs

)0,1(, tiCcar )5,5(, tiCcar )0,1(, tiCcar )5,5(, tiCcar
Intercept -0.2040

(-0.875)
-0.8192
(-1.466)

0.9919***
(3.392)

1.4082**
(2.089)

tjAcar , ? 0.0841***
(6.798)

0.0797***
(4.447)

0.1445***
(6.442)

0.1275***
(9.183)

1, tjAms － 0.0057
(0.664)

0.0525**
(2.496)

-0.0287***
(-3.632)

-0.0688***
(-3.475)

1, tjApb + 0.0531***
(4.492)

0.0416
(1.440)

0.0003
(0.025)

0.0946***
(3.563)

1, tijR ＋ 0.9223
(1.087)

0.6065
(0.326)

2.6867
(1.504)

8.6499**
(2.187)

1, tijHI － -0.7323***
(-3.257)

-0.9074*
(-1.757)

0.0705
(0.233)

-0.0098
(-0.013)

1, tiCs ＋ 0.3875*
(1.875)

0.3200
(0.664)

-0.7363***
(-3.024)

-1.2423**
(-2.123)

1, tiCpb － -0.0075
(-0.691)

-0.0502*
(-1.781)

-0.0075
(-0.488)

-0.1011***
(-2.704)

1, tiClev － -0.0015
(-1.028)

-0.0067**
(-1.997)

-0.0035**
(-2.094)

-0.0025
(-0.599)

1, tiCrdi ＋ -0.0032
(-0.898)

-0.0035
(-0.302)

-0.0017
(-0.252)

0.0234
(1.254)

1, tiCfc ? 0.0009
(0.246)

-0.0064
(-0.753)

0.0111*
(2.549)

0.0261**
(2.421)

Adjusted R2

F Statistic
D-W Statistic

1.51%
7.48***
1.76

2.19%
10.49***
1.70

3.32%
9.68***
1.91

5.38%
15.40***
1.97

Note: 1.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t-values based on the revision of White (1980). Asterisks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levels of 1% (***), 5% (***), or 10% (*) in a two-tail test. N is the sample size. The
results of three days window ( )1,1(t )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wo days window. The results of
twenty-one days window ( )10,10(t )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eleven days window. 2. We use VIF
values to measure multicollinearity among independent variables. All VIF values of independence
variables are below 10, which show that the models used do not have strong multicolline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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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 參加會議經過 

11/15 (週日)  下午抵武漢湖北經濟學院  

        11/16 (週一)  武漢湖北經濟學院研討會  

        11/21 (週六)  廈門大學術研討會  

        11/22 (週日)  中午 11:25 搭機返臺北 

(一) 湖北經濟學院 2009“海峽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會(李長愛會計學院院長) 

湖北經濟學院是 2002 年 9 月由湖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武漢金融高等專科學校、湖北省計畫

管理幹部學院合併組建的一所省屬普通本科院校。學校位於九省通衢的湖北省省會武漢市，坐落在

風景秀麗的湯遜湖畔，占地面積 1740 畝，校舍建築面積 62 萬平方米，普通本專科在校學生 16000
人。美麗的校園帶碧水，襟遠山，風清氣爽，林木蔥蘢，環境怡人，是讀書治學的理想場所。 
  學校現設經濟學系、國際貿易學院、金融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學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陸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

姓名 
汪瑞芝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

系教授 

會議時間 

98 年 11 月 16 日 
及 
98 年 11 月 21 日 

會議地點 
中國武漢及廈門 

會議名稱 

武漢湖北經濟學院： 2009“海峽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廈門大學：首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稅制對於企業資本投資之影響 

(英文) The Impacts of Income Tax System on Capital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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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旅遊與酒店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院、法學系、社會科學系、藝術學院、新聞傳播學系、外國

語學院、統計與應用數學系、電腦學院、電子工程系、體育系、管理技術學院等 11 院 7 系共 18 個

教學單位；開辦了 36 個本科專業、16 個專科專業，已經形成了以經濟學、管理學為主幹，法學、

文學、工學、理學、教育學協調發展的學科專業體系。現有 1 個省級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3 個省級重點學科立項建設點，3 個"楚天學者計畫"特聘教授設崗學科，4 個立項建設碩士點學科，

1 個教育部特色專業建設點、4 個省級品牌專業建設點；設有湖北學位與學科建設研究中心、湖北

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研究中心、湖北教育經濟研究所、湖北典當研究所、工程管理研究與培訓基地、

鄂菜烹飪研究所等 30 個教研、科研機構；另設有國際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舉辦了獨立學院

--湖北經濟學院法商學院。 
  學校擁有一支結構合理、事業心強、充滿活力、水準較高的師資隊伍。現有專任教師 703 人，

其中："楚天學者計畫"特聘教授 1 個、國家級學科帶頭人 2 人、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和省政府津貼

的專家 5 人、省部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4 人、湖北省跨世紀學科帶頭人和學術骨幹 3 人，博

士生導師 8 人、碩士生導師 31 人，教授 57 人、副教授 204 人。一大批中青年學科帶頭人活躍在教

學科研第一線，並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領域嶄露頭角。 

學校重視發展對外交流與合作。與英、美、法、日、澳大利亞、挪威、丹麥等 20 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 30 所知名高校建立了校際合作關係，開展師資培訓、師生交流、科研合作和互訪。學校每

年選派 10 多名教師到國外知名高校做訪問學者、課程進修、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攻讀碩士或博士

學位。目前，我校與法國克萊姆費朗第一大學開辦了中法校際交流班，與法國波爾多酒店學院開展

了"1+8"師生對等交流專案，與法國格列諾波爾第二大學合作設立了孔子學院。 

學校始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走

內涵發展道路，謹記"厚德博學、經世濟民"校訓，以"品質立校、特色興校、科技強校、改革活校、

從嚴治校"為方略，致力於培養"有思想有能力、實踐實用實幹"的"兩有三實"人才，不斷提升綜合辦

學實力，努力將學校建設成為學科結構合理、規模穩定、基礎牢固、人才培養特色鮮明、在國內國

際有一定影響的教學型大學。 

會計學院是該校辦學歷史悠久、開辦本科專業最早的學院。會計學科始於 1907 年張之洞先生

開辦的湖北商業中學堂，已歷經百年，在一代代會計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國家

特別是為湖北省的商業系統和金融系統培養了大批優秀會計人才，具有較好的社會聲譽。1987 年

開始開辦全日制會計學專科專業，1993 年開辦會計學本科專業，2006 年會計學科被評定為省級重

點學科和碩士點重點立項建設學科。 

會計學院設有會計系、財務管理系和審計系，下設基礎會計、企業會計、電算會計、審計學、

管理會計、會計學雙語、財務管理、成本會計等八個課程組。現有會計學、會計學（註冊會計師專

門化方向）、財務管理學和審計學四個專業（方向），其中會計學專業是省級品牌專業。 

會計學院現有專任教師 64 人，其中碩士生導師 4 人，教授 7 人，副教授 29 人，省部級和校級

學科帶頭人與學術骨幹 13 人，全國優秀教師 1 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教師共 54 人；45 歲以下

的教師占 90%。學院師資的年齡結構日益合理，學位層次和素質逐步提高，職稱結構符合梯隊建設

的特點，學緣結構日趨改善，已形成一支充滿生機和活力教研隊伍。我院現有在校本科生 1600 人。 

http://kjxy.hbue.edu.cn/structure/sy/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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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學院堅持以學科建設為龍頭，以本科人才培養為重點，持續和全面地推進教學改革，

提高人才培養品質。近三年來在教學科研方面取得以下主要成績：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1 項、

中國博士後基金項目 1 項、省部級及教育廳研究課題 30 項，獲得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勵 3 項；

在《會計研究》、《審計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公開發表學術論文 500 餘篇，出版學術專

著 5 部；教師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會 100 餘人次，與臺灣淡江大學、臺北大學會計系建立了良好的

學術交流關係；學院現有 1 門省級精品課程，8 門校級精品和優質課程；有 22 名學生榮獲省部級

以上競賽獎勵，以我院學生為主組成的代表隊，在“用友杯”第二屆全國大學生 ERP 企業經營沙盤

模擬對抗賽中獲湖北省亞軍、全國總決賽團體一等獎。 

2009“海峽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議程 

大會主題 金融危機背景下的會計與管理問題研究 

時間 2009 年 11 月 16 日 

主辦單位 湖北經濟學院 

承辦單位 湖北經濟學院會計學院、湖北經濟學院現代會計發展研究中心 

時

段 
時間 地點 會議內容 發言人 題目 主持人 

上

午 

07：30-08：30 

梁園

會所 

參會代表簽到、入場 

09：00-09：40 開幕式 

湖北經濟學院黨委書

記周元武教授致辭 
 

湖北經濟學院

副校長 

張奮勤教授 臺灣代表團團長致辭  

9：40-10：00 與會代表合影、茶歇 

10：00-10：50 

主題演講 

臺灣政治大學鄭丁旺

校長 
IFRS 的特色及其對企業的影

響 
湖北經濟學院

會計學院院長

李長愛教授 10：50-11：40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郭

道揚教授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一體化

控制 

——當今會計學與財務學研

究的前沿問題 
中

午 
12：0-14：00 午餐、休息 

下

午 

14：00-17：00  分組研討，各小組開會時間地點見後頁 

17：00-17：30  閉幕式 

小組總結 各分會場主持人 湖北經濟學院

會計學院分黨

委書記劉尚林

教授 
大會總結 李長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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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廈門大學學術研討會(桑士俊會計系主任) 

首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 

會 議 日 程 表 

2009 年 11 月 20-22 日 

日期 時間 內    容 主持人 地點 

20 日 
8:30-22:00 報到  

廈門希爾福

酒店 

18:00-19:00 晚餐  逸夫樓餐廳 

21 日 

8:30-9:15 

一、開幕式 

廈門大學李建發副校長致辭 

臺灣政治大學前校長鄭丁旺教授致辭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沈藝峰教授致辭 

桑士俊 
嘉庚主樓

220 室 

9:15-9:45 二、照相、茶歇 嘉庚主樓前 

 三、大會主題學術報告 

陳漢文 
嘉庚主樓

220 室 

9:45-10:30 
葛家澍教授 

廈門大學 
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計量 

10:30-11:15 
鄭丁旺教授 

臺灣政治大學 

IFRS的特色及其對企業的影

響 

11:15-12:00 

黃世忠教授 

廈門國家會計學

院 

後危機時代公允價值會計的

改革與重塑 

12:00-13:00 午宴 逸夫樓一樓 

13:30-16:20 

四、分組報告與討論 

（每人報告 20分鐘，評論 10分鐘） 

 

 

小組主持

人 

嘉庚二號樓

五樓 

（詳見下

表） 16:20-16:30 茶歇 

16:30-18:00 五、海峽兩岸會計學術論壇 
陳漢文 

曲曉輝 

黃世忠 

 

嘉庚主樓

501 室 

18:30-21:30 晚宴 海悅山莊 

22 日 10:30-11:30 六、座談 國家會計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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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30 午餐 國家會計學

院 
分組報告與討論（每人報告 20分鐘，評論 10分鐘） 

2009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4:30               

地點 

 

Venue 

論文題目、報告人及評論人 

Topics, Presenters & Discussants 

主持人 

 

Chair 

二號樓 502

室 

Rm.502 

Jiageng 

Building 2 

公司治理與生產力對高階主管薪酬之影響─—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之應用 

報告人：邱垂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評論人：簡金成 (南台科技大學) 

劉志遠 

國有控制上市公司管理當局貨幣薪酬激勵——基於最終控制人與管理當局權力

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 

報告人：王麗華(中國農業銀行) 

評論人：肖虹(廈門大學) 

企業資本性支出與股權結構 

報告人：肖虹(廈門大學) 

評論人：王麗華(中國農業銀行) 

Discretional Accruals and Security Mispricing: The Utilization of 

Fundamental Analysis in Developing Trading Strategies 

報告人：簡金成(南台科技大學) 

評論人：邱垂昌（臺灣彰化師範大學） 唐建新 

中國金融發展、金融結構與上市公司資本結構關係實證研究 

報告人：黃炳藝(廈門大學) 

評論人：汪瑞芝（臺灣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庚二號樓

513 室 

Rm.513 

Jiageng 

Building 2 

稅制對於企業資本投資之影響 

報告人：汪瑞芝（臺灣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評論人：黃炳藝(廈門大學) 

戴德明 

The Efficiency of the Earnings Forecast Pricing 

報告人：許尤洋（香港科技大學） 

評論人：王豔豔·于李勝·沈哲（廈門大學） 

穩健會計與董事會特性對員工分紅盈餘貢獻度之影響 

報告人：許崇源（臺灣政治大學） 

評論人：林江亮（中原大學） 

機構投資者持股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研究——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

報告人：宋玉（南京理工大學） 

評論人：許崇源(臺灣政治大學) 

田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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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現金流量對非盈利組織成長機會與監督效果之影響 

報告人：林江亮（中原大學） 

評論人：蘇新龍(廈門大學) 

分組報告與討論（每人報告 20分鐘，評論 10分鐘） 

2009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4:30               

 

嘉庚二號樓 514 室 

Rm.514 

Jiageng Building 

2 

我國 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發經營績效實證研究 

報告人：蘇新龍·吳德滿（廈門大學） 

評論人：宋玉（南京理工大學） 

呂長江 

公司治理與會計師查核意見 

報告人：戚務君（臺灣政治大學） 

評論人：陳睿智（臺灣淡江大學）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firm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audit 

quality:Evidence from China 

報告人：金成隆（臺灣台中技術學院） 

評論人：劉學華（中國海洋大學） 

年報違規與審計收費 

報告人：劉學華（中國海洋大學） 

評論人：金成隆（臺灣台中技術學院） 

 
林斌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審計人員之離職意圖 

報告人：陳睿智（臺灣淡江大學） 

評論人：戚務君（臺灣政治大學） 

嘉庚二號樓 307 室 

Rm.307 

Jiageng Building 

2 

公司治理影響下的審計師任期與審計品質關係研究 

報告人：董南雁（西安交通大學） 

評論人：林宛瑩（臺灣政治大學） 

郭平 

內部稽核需求之決定因素 

報告人：林宛瑩（臺灣政治大學） 

評論人：董南雁（西安交通大學） 

國有企業集團內部資本市場運行效率：基於雙重代理關係的分析 

報告人：謝軍（華南師範大學） 

評論人：諶家蘭（臺灣政治大學） 

預算控制會傷害產品創新績效嗎？管理會計系統的調節角色 

報告人：鄭國枝（臺灣彰化師範大學） 

評論人：歐進士（臺灣中正大學） 

蘭豔澤 

資訊科技績效評量指針–以金融業與電子業為例 

報告人：諶家蘭（臺灣政治大學） 

評論人：謝軍（華南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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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報告與討論（每人報告 20分鐘，評論 10分鐘） 

2009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4:30               

 

嘉庚二號樓 501 室 

Rm.501 

Jiageng Building 

2 

運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以評估我國銀行資產品質與經營績效之關聯 

報告人：歐進士（臺灣中正大學） 

評論人：傅元略（廈門大學） 

潘琰 

協調控制機制與戰略成本管理 

報告人：傅元略（廈門大學） 

評論人：歐進士（臺灣中正大學） 

 
績效評量制度之策略連結度對醫院整體績效影響之研究：平衡記分卡觀點的

探討 

報告人：李東峰（臺灣彰化師範大學） 

評論人：王先景（廈門大學） 

資訊競爭性披露、投資者注意力與資訊傳播效率 

報告人：王豔豔·于李勝·沈哲（廈門大學） 

評論人：許尤洋（香港科技大學） 

 

 

張力上 
災難性環境事故、正當性理論與公司環境資訊披露 

報告人：張國清（廈門大學） 

評論人：許萍（福州大學） 

 二、與會心得 

此次到中國大陸參與武漢湖北經濟學院會計學與湖北經濟學院現代會計發展研究中心合辦 2009  

海峽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以及廈門大學舉辦首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對於中國各校對

於與台灣的學術交流的熱情與積極態度印象深刻。其中廈門大學為中國會計學系排行前三大的學校，

其學術研究也是我個人認為中國在會計研究中偏實證研究的學校之一。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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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中國大陸學者的學術研究已從過去敘述性的研究走向實證性研究了，學術地位的重視也愈來愈

高，但相對地對台灣的威脅也愈來愈大了，台灣應深入去探究其威脅與優勢，知識以及技術的優勢

還能有幾年，以及我們在台灣的學者應該如何提升研究產能，才能有立足之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論文集。 

六、其他 

稅制對於企業資本投資之影響 

摘 要 

本文探討台灣自 1998 年實施兩稅合一，股東可扣抵稅額及未分配盈餘加徵 10%所得稅對於企業

在台灣與中國大陸投資決策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實施兩稅合一後，股東投資於台灣相較

於投資中國大陸，因可享有股利所得扣抵個人所得稅的好處，使得企業投資中國大陸的資金減

少，進而增加台灣的資本投資額。再者，公司保留盈餘比率愈高者，所加徵未分配盈餘稅亦愈高，

不利資本投資所需資金的累積，但由實證結果得知，未分配盈餘比率愈高時，其台灣資本投資比

率亦愈高，此一結果與預期相反，台灣政府為了稅收目的以及避免企業為了替大股東節稅而將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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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保留不發放給股東，而對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所得稅，此一加稅並未達成其政策目標，

企業仍保留盈餘不發放給股東，以因應投資台灣所需的內部資金。相較於台灣，未分配盈餘比率

愈高時，其中國大陸資本投資比率亦愈少，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可能受到我國對於大陸投資

金額限制不得超過淨值的 40%，此一上限造成企業於中國大陸子公司所獲得的利潤傾向不匯回台

灣母公司，而直接將此利潤投資於繼續擴廠所需的資金來源，又可再享有 100%退稅的好處，使

得此一加稅成本並未顯著造成企業在中國大陸投資的減少。本研究實證結果雖然支持股東可扣抵

稅額對於中國大陸資本投資額有負向的影響，但並非影響對中國大陸投資的唯一因素，值得台灣

政府深入檢討目前股利匯回的機制及取消中國大陸投資額不得超過 40%淨值的上限，使得資金回

流至有效率的投資市場。 
關鍵詞：兩稅合一、股東可扣抵稅額、未分配盈餘稅、資本投資。 

 The Impacts of Income Tax System on Capital Investments  

Abstract 
Taiwan initiated the integrated income tax system (IITS) in 1998.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e new tax 
system, including the dividend imputation tax credits(ITC) and 10% tax on the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The ITC provides the shareholders with a credit that can be used to offset personal tax on 
dividend income and eliminates the double taxation on corporate income. We examine the IITS impacts 
to the capital investment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he companies with higher ITC ratio decreased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of Taiwan’s shareholders and resulted more capital investments in Taiwan 
rather than China. However, the companies with higher retained earnings bear extra 10% tax burden on 
the undistributed earnings and deteriorated the fund accumul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higher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ratio demonstrated higher capital investment in Taiwan opposed the 
anticipation.  The authority charged 10% tax on the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is intended to 
avoid the big shareholders tax evasion and reluctant to distribute to the shareholders. The tax addition 
does not accomplish the policy mission. The retained earnings are not distributed to the shareholders 
and maintained for internal fund needs. Compared to Taiwan, higher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ratio presented less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without statistics significant. The policy of 40% net 
worth ceiling limitation to the investment is the possible reason for less investment. The ceiling 
limitation triggers the subsidiary company in China inclined not to wire the profit to the parent 
company in Taiwan and reinvest the profit in the plant expansion and 100% fully tax reimbursement. 
This tax addition cost does not affect significantly the investment in China. Our empirical study 
supports the imputation tax credit leads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but not the 
only determinant of investment consideration. Taiwan government might modify the current dividend 
wire back mechanism and cancel the 40% net worth ceiling of investment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capital back to the market. 
Keywords: Integrated Income Tax System, Imputation Tax Credits, Undistributed Earnings Tax, 

Capital Investment.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一研討會每年在北京定期招開，參與者大多是會計產學界代表，參與人數頗

多，會場頗大。 

二、與會心得 

    經由實際參與，可以了解要做大陸的會計研究時應考慮的機制背景的重要性，

而非僅是隔空閱讀相關文獻。此一了解有助於未來的研究與紮根的動作。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當天整天以會議進行為主，但是晚一點我們去會見北京大學的教授，深入談及

做大陸研究應注意的事項，以及未來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應注意事項。 

四、建議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理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 年） 

出國人員

姓名 
金成隆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99 年 10 月 24 至 
99 年 10 月 24 日 會議地點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九屆財務理論與實踐研討會暨《經濟與管理研究》創刊 30     

       周年學術研討會 

(英文)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企業更名與實質交易關聯性之研究 

(英文)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name change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雖然是同文同種，但是大陸研究並非表面上的容易，需要深入了解其機制背景

的差異。因此，如要大陸研究做得好，出要常常赴大陸實地了解，才能有助於文章

發表在國際好期刊，希望未來赴大陸研究在各方面能受到多一點的鼓勵、獎助、與

彈性。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第九屆財務理論與實踐研討會暨《經濟與管理研究》創刊 30周年學術研討會的

proceeding，內附相關議程與發表文章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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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name change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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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kim@nccu.edu.tw 
 
 
 

林美鳳 Mei-Feng Lin*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mail: linmf@cc.ncue.edu.tw 

 
 

江永鈺 Yung-Yu 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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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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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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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國科會經費補助(99-2410-H-018 -002 -)，以及第九屆全國财務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暨《經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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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更名與實質交易關聯性之研究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name change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CRSP有更名記錄且更名宣告日為 1999-2006年之美國上市

公司，於更名前後年度間，是否會透過實質交易或裁決性應計之方式進行盈餘管

理。實證結果發現，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有藉由實質交易方式以提高盈餘的現象，

例如放宽信用條件增加銷貨或降低裁決性支出，另外裁決性應計項目在更名年度

也是顯著為正，顯示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會使用各種手段提高盈餘。且研究結果

也支持更名公司的實質交易行為比控制組更為嚴重。進一步分析不同原因的更名

公司後，發現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更名後，較可能藉由實質交易，減少當期

營業現金流量或超額生產之方法，而徹底更名的公司則較傾向採用裁決性應計進

行盈餘管理。而擴大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流量顯著大於

更名前，相反的，縮小業務範圍公司更名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小於更名前。 
 

關鍵字：企業更名、實質交易、盈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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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around corporate name 
change through both real activities and accrual-based manipulation. We use the CRSP 
name change record date to identify name-changing firms during the 1999-2006 periods. 
We find significant negative abnormal CFO and negative abnormal discretionary 
expenses in the name change year, as predic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how that 
name change firms use mor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fter name changes compared to 
similar firms.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brand name adoption tend to adopt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compared with radical name changes. In contrast, radical name 
change firms tend to adopt accrual earnings management. Finally, we find that broader 
focus name changes are associated with more abnormal CFO post name change period, 
while narrow focus name changes are associated with fewer abnormal production costs. 
 

Keywords: Corporate name changes;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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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主要在檢測更名企業實質盈餘管理的情形，亦即探討企業在更名前與

更名後進行實質交易行為之變化，以及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是否採行不同的實

質交易策略。目前有關企業更名之研究多著重於企業更名理由的探討，或更名宣

告日及其後的股票報酬和績效之影響，尚未有研究探討企業改名後是否會有較強

的盈餘管理動機，而藉由實質交易行為來達到其盈餘目標，此即為本研究欲探討

之問題。 
公司名稱不僅可作為公司與員工傳遞訊息的橋樑，也可對投資大眾進行訊息

溝通，從靜態面來看，有表彰權利義務主體的意義；從動態面來看，除了能彰顯

產品來源的功能，也會有保證商品品質、做為廣告媒介等功能，並且蘊涵公司的

價值觀(Chernatony, 2002)，尤其當公司名稱經長期使用後，能藉此建立聲譽而獲得

經濟利益。但在 90 年代，美國卻興起一陣企業更名風，自 1925 年起，在美國證

券市場資料庫(CRSP)的企業中約有三成以上的公司在公開上市後曾經改名，有些

甚至改名二次以上(Robinson & Wu, 2008)，這股改名熱潮直到西元 2002 年才逐漸

消退。既然公司名稱不僅是識別的代號，還具有深切的意義存在，再者更名還需

花費龐大的成本1、還得面對原有客戶流失的風險，管理當局更需投入相當多的時

間才可以再次建立聲譽，故若非有特殊原因，公司應該不會任意改名。Wu (2010)
認為公司更名的理由主要為聲譽考量或是為了傳達企業策略改變，其研究也發現

過去績效較差的公司較可能改名，因此，本研究援引 Wu (2010)的分類方法，並將

因為合併或併購，或重組等與組織結構改變而更名的公司排除，探討純更名的公

司(包括採用品牌名稱、擴大業務範圍、縮小業務範圍、徹底更名及其他原因)是否

在更名後更有誘因藉由實質交易行為來拉高盈餘，以重建新形象。 
早期探討企業更名相關之文獻，主要檢測企業更名時股價和報酬之反應(e.g., 

Horsky & Swyngedouw, 1987; Cooper, Dimitrov, & Rau, 2001; Cooper, Khorana, 
Osobov, Patel, & Rau, 2005)，研究結果雖不一致，但仍有研究發現企業更名對股票

異常報酬有顯著的影響(e.g., Cooper et al., 2001)，意味著投資人易受到企業更名事

件的影響，表示公司有可能透過改變企業名稱，來愚弄投資人(Robinson & Wu, 
2008)。Wu (2010)認為某些公司更名與企業聲譽有關，公司希望更名後能帶來更大

的效益，使聲譽轉好，改變投資大眾心中既定的負面形象。因此，本研究推論更

名企業之所以更名，無非是希望透過更名挽救聲譽、改變股東觀感，而為達此目

的之方法，就是更名後至少能維持數年正向的盈餘，因此，更名企業或許管理者

在改名後有較強的誘因進行盈餘管理以達到其盈餘目標。 
企業盈餘管理的方法很多，本研究以實質交易作為盈餘管理的替代變數，主

要的理由在於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公司有從事實質盈餘管理的現象  (e.g., 

                                                 
1根據 Karpoff 與 Rankine (1994)之研究，公司更名成本相當高，包括諮詢人員的僱用、公司商標的

設計、銀行表格、員工制服、信件包裹等等皆需改變，花費成本的範圍相當廣泛，如 1984 年 EXXON
更名為 ESSO，便報導了 2 億美金的費用。 



 4 

Gunny, 2005; Roychowdhury, 2006; Zang, 2007)，且 Graham、Harvey 與 Rajgopal 
(2005)以高階主管作為問卷調查對象，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實質交易的成本較大，但

因為較不易被察覺，因此比起應計基礎盈餘管理，經理人仍較偏好實質盈餘管理

活動。Cohan、Dey 與 Lys (2008)也發現企業在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 SOX)
施行後，因會計管制更嚴格，公司比以前更需要避免被發現使用裁決性應計進行

盈餘管理，故將盈餘管理方式從裁決性應計轉變為實質交易。 
不同於裁決性應計主要是藉由會計政策之選擇影響盈餘水準，實質交易管理

強調的是管理者的決策直接影響到現金流量，例如：減少廣告和研發支出。

Roychowdhury (2006)發現公司為了減少報導損失、達到某些財務報導目標，而使

用實質交易進行盈餘管理，其研究證據顯示，公司所運用之實質交易包括提供價

格折扣以暫時性增加銷貨收入，減少裁決性支出以增加毛利，以及超額生產以降

低銷貨成本。因此，本文援引 Roychowdhury (2006)的方法，以異常營業活動現金

流量、異常裁決性支出(包括，廣告費用、研發支出以及銷管費用)和異常生產成本

等三個變數，捕捉企業的實質盈餘管理行為。同時援引 Cohen 與 Zarowin (2010)
將前述三變數組合成二個綜合的實質盈餘管理衡量變數，使用綜合指標的目的在

於可以將變數間的互動性納入考量。 
除了檢測企業於更名後是否會增加實質交易外，我們也依產業別和公司規模

進行配對，以未更名企業作為控制樣本，以進一步了解更名企業是否確實是因為

改名而增加實質交易盈餘管理的誘因。另外，評估管理當局是否有盈餘管理的方

法有很多，主要是對公司所發佈之財務資訊加以觀察及分析，方法包括具有選擇

空間的會計政策及方法、具有操縱空間的裁決性應計項目2，以及對實質交易加以

控制之情形等，各種盈餘管理工具間時常存有替代性的關係。Graham et al. (2005)
研究指出公司經理人傾向於採用實質交易活動而非裁決性應計項目，而Zang (2007)
也發現當裁決性應計成本越高時會傾向進行實質交易，故二者間存在抵換關係。

因此，本研究除探討更名公司更名後是否透過實質交易進行盈餘管理，也同時檢

測更名公司於更名前後時是否也會藉由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亦即瞭解

企業更名前期與後期裁決性應計及實質交易間的運用關係。 
另外，不同更名原因在更名後或可能採取不同的重大行動，例如縮小業務範

圍的更名公司於更名後會較頻繁的出售與業務無關的資產，但跟業務有關的資產

出售則較少，亦即縮小範圍的更名公司會重新定位他們的業務範圍，且重新定位

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的Tobin’s Q和長期超額報酬會比沒重新定位的縮小業務範圍

的更名公司大(Wu, 2010)。因此，本研究也進一步檢測更名理由不同時，公司所採

行的實質交易行為是否也會有所差異。就更名公司而言，公司若本來績效就不好，

為了改善聲譽而大幅度更名，在此情況下公司會希望改名後至少一兩年內盈餘能

美化，此時較可能會透過短期的裁決性應計來進行盈餘管理。若公司本身聲譽不

                                                 
2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企業應採用應計基礎衡量會計盈餘，而應計項目可分為非裁決性及可裁決

性，非裁決性隨企業之營運而變動，並非管理者能變動，而可裁決性則可由管理者自由裁決，因而

反應出所有會計政策之組合對盈餘之影響，且常僅為內部會計科目之調整〈諸如跌價損失之提列、

存貨在期末的運送時點等等〉，不須涉及實質上之交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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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但為了達成某種目標，可能會透過實質交易來進行較長期的盈餘管理。 
實證結果發現，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有顯著較低的異常現金流量及較低的裁

決性支出，且更名後更名公司的實質交易綜合指標顯著大於未更名公司，顯示更

名公司比未更名公司更可能透過價格折扣以暫時性增加銷貨或是超額生產降低銷

貨成本，和減少裁決性支出等實質交易策略以改善報導盈餘。另外，本研究也發

現更名原因不同時，所採取的盈餘管理方式也不同，例如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

司更名後，較可能藉由實質交易，例如放宽信用條件增加銷貨(減少當期營業現金

流量)或超額生產等策略提高報導盈餘的方法；而徹底更名的公司則較傾向採用裁

決性應計進行盈餘管理。Wu (2010)研究指出，相較於徹底更名，採用品牌名稱更

名的公司通常有相對較高的聲譽、過去股票和會計績效也較好。換言之，採用品

牌更名的公司進行實質交易的空間較大，較可能採用實質交易進行長期的盈餘管

理。而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更名後各類型實質交易策略和裁

決性應計雖沒有顯著差異，但擴大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

流量顯著大於更名前，相反的，縮小業務範圍公司更名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小於

更名前。 
本研究具有以下之貢獻：首先，本文對於盈餘管理文獻具有貢獻，藉由綜合

性之檢測，本研究可以補充目前有關盈餘管理的研究，雖然已有許多研究檢測各

種事件下盈餘管理的後果，然而目前有關實質盈餘管理的文獻仍較缺乏。其次，

目前有關企業更名之研究多著重於更名事件的宣告效果，然而公司股價和報酬研

究只能發現公司股票有無被錯誤估計，僅從外部來評估公司之績效，然而本研究

在探討盈餘管理行為則是從企業內部來評估，以企業之真實交易更能確實地評估

公司更名後的績效。本研究結果除可提醒股東及投資人需了解企業更名背後之涵

義，也希望能讓相關利害關係人對於企業更名有進一步之認識，亦可幫助審計人

員辨認風險之所在。 
本文其餘結構如下，第貳節為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彙總以及研究目的；第參

節為研究設計，包括變數定義、樣本的選取、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第肆節為實

證結果；第五節為敏感性分析；最後則為結論及限制。 

 

貳、文獻探討 

一、企業更名之相關文獻 

企業更名為一常見的現象，有些更名是直接與公司組織結構改變有關，例如

合併或併購、公司重組等。Karpoff 與 Rankinc（1994）認為公司更名的動機有兩

種，其一是要對市場傳遞公司變更其業務範圍的訊息，另一則是要傳達管理階層

對該企業未來發展預測的私有資訊。早期有關企業更名的研究是以美國公司為樣

本，檢測更名對財務或股票行情的影響(e.g., Howe, 1982; Bosch & Hirchey, 1989; 
Karpoff & Rankine, 1994)，然而更名對於股價的反應並沒有一致的結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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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 與 Hirschey (1989)將更名樣本分類為大更名及小更名，另外也依照是否有

某種改革的程度做區分，加以評估公司更名後的影響，發現除因重組而更名的公

司外，其他更名公司對於市場的影響皆不顯著，且在公司更名的宣告期間，會產

生負面評價抵銷更名帶來的益處，故公司更名帶來的效果有限，僅會造成幅度不

大且效果短暫的股價變動。而 Karpoff 與 Rankine (1994)也發現公司更名與股價報

酬，僅有微弱的正向關係，且此效果容易受到選取樣本的不同而影響，其研究結

論指出，公司更名或許能提供其他用途，但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僅有少部分的效果。

然而 Josev、Chan 與 Faff (2004)研究澳洲 1995~1999 年改名的 107 家公司，結果

卻顯示公司改名與超額報酬呈現負向關係。 
另外，Cooper et al. (2001)和Cooper et al. (2005)只針對特定與―.com‖有關的改

名公司進行研究，分別發現在dot.com熱潮期間，不論公司從事網路業務的程度多

寡，只要宣告公司名加上‖.com‖即對股價有持續正向的顯著反應；然而在dot.com
衰退時，即使公司的核心事業與網路相關，刪除公司名中的dot.com宣告前後，股

價都有顯著的反應，顯示投資者可能受到企業更名而愚弄。最近期之研究為

Robinson and Wu (2008)以及Wu (2010)，作者不同以往，進行長期且大樣本的檢測

並將更名原因進一步細分，主張公司更名係因為聲譽考量，若目前公司在特定市

場或產品擁有好的聲譽，則希望將此一形象擴大到全球或所有的產品。若公司目

前的形象不佳，則藉由完全的更名擺脫舊有的形象。另外公司也可能因為業務範

圍的改變而採取更名的方式傳訊給外部人。其實證結果發現，整體而言更名的公

司通常是因為有較差的聲譽或績效。同時也發現更名理由不同，其後續績效表現

也不一樣，例如大部分的更名有正向且顯著的短期宣告效果，但若是徹底更名的

公司則短期和長期的市場反應都是負向的。 
由於過去有關公司更名後的績效和股票報酬的研究結論不一，造成結果不一

致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企業更名的理由眾多，因此本研究目的在延伸Wu (2010)的研

究，進一步瞭解更名公司是否會想要在更名時藉由實質交易提高當期盈餘而犧牲

未來現金流量，才會導致後續期間的績效變差，以及此一行為是否會因為不同更

名原因而有所差異。 

二、盈餘管理與實質交易之研究文獻 

盈餘管理是會計研究中的熱門議題，其起源可追溯自 Watts 與 Zimmerman 
(1978)提出實證性會計理論(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用以解釋公司經理人在選

擇會計政策和會計方法背後所隱含的經濟動機。管理當局基於企業整體利益或其

管理者自身利益之考量，藉由會計政策的選擇，或運用其對財務報表的裁決性判

斷或交易操作的安排，試圖改變財務報導數字，進而誤導利害關係人對公司經營

狀況的認知，甚至避免違反依賴會計數字為基礎的契約規定(Scott, 1997; Healy & 
Wahlen, 1999)。因此，盈餘管理行為被認為是一種企業行為，此行為與其所處的企

業環境和企業結構等有關。 
管理者進行盈餘管理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分為三類，第一為會計方法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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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下，企業可依行業特性及特殊狀況自由選擇會計方法，

故公司可利用選擇最有利的會計方法來進行盈餘管理。但會計方法的選擇及變動

需於財務報表中揭露及說明，易被報表使用者所發現，且無法經常、任意變動，

故其做為盈餘管理工具的有效性較為不彰。 
其次是藉由裁決性應計項目的操縱，Healy (1985)首先探討企業是否透過應計

項目來操縱盈餘，使盈餘介於紅利計畫中所約定的盈餘上下限之間或達到可獲得

紅利獎酬最多的情況。其將總應計數定義為會計盈餘與營業活動現金流量的差

額，並將總應計項目再細分為裁決性應計項目與非裁決性應計項目。非裁決性應

計項目是在客觀經濟環境下合理產生的應計數，隨企業的營運而變動，並非管理

者能控制；裁決性應計項目，又稱為異常應計數則可由管理者自由裁決，例如跌

價損失的提列、存貨在期末的時點運送等。由於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允許的會計

裁量權，管理者能有彈性的操縱裁決性應計項目，達成影響盈餘的目的，且應計

項目並無強制公開的規定，使管理者有很大的空間進行盈餘管理。過去文獻也多

著重於研究特殊議題與裁決性應計盈餘管理的關係，如首次公開上市(e.g., Teoh, 
Welch, & Wong, 1998a)、現金增資(e.g., Teoh, Welch, & Wong, 1998b; Rangan, 
1998)、經理人融資收購(Perry & Williams, 1994)以及買回庫藏股(Hribar, Jenkins, & 
Johnson, 2006)等。 

最後則是藉由實質交易，亦即運用裁決性判斷或運用交易操作的安排，試圖

改變財務報導的結果，或是避免違反契約的規定。實質交易不僅是透過會計衡量

或方法的選擇，也會透過營業決策的改變來進行，例如，藉由信用條件放寬或提

供折扣以加速銷貨、改變運貨時點、遞延認列研發費用等皆為管理者進行實質盈

餘管理的方式(e.g., Fudenberg & Tirole, 1995; Healy & Wahlen, 1999; Dechow & 
Skinner, 2000)。近來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證據顯示，公司以實質交易來進行盈餘管理

(e.g., Gunny, 2005; Graham et al., 2005; Roychowdhury, 2006; Zang, 2007)，主要的理

由在於公司雖有多種工具來操縱盈餘，而應計盈餘管理雖然成本較低，但積極式

的(aggressive)會計選擇較容易受到證管會的注意，訴訟風險也較高。而且應計盁餘

管理通常在年度結束日，經理人或可能面臨到審計人員是否允許其採行該會計處

理的不確定性(Gunny, 2005)。 
Graham et al. (2005)調查指出許多財務長(CFO)認為，當實質交易伴隨的犧牲

並不嚴重，且採取的行動並不違反 GAAP 時，每家公司應該都會採行實質交易方

式來管理盈餘，主要的理由在於公司管理階層都相當重視達成盈餘門檻的目標（註
3），即使實質交易會減少公司價值（註4），管理階層仍有很大的誘因會進行實質交

易。根據其研究，有 80%的財務長承認會減少研發費用、廣告費用及管理支出來

進行實質交易管理盈餘，而 55%的 CFO 則是透過遞延新專案的方式來進行。

Dechow 與 Sloan (1991)的研究也發現公司執行長於最後一次任期時，傾向降低研

                                                 
註3：常見的盈餘門檻包括(1)零盈餘門檻，(2)前期盈餘門檻，以及(3)分析師預測的盈餘門檻三種。 
註4：實質交易會減少公司價值，是由於公司為了提高近期的盈餘所採取之行動，會對未來現金流量有負面的

影響。例如，因放寬信用條件或給予價格折扣以增加銷貨，可能使顧客在未來有相同的預期心理，進而影響

後期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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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支出來提高盈餘，同時提高自己的獎酬。Bartov (1993)則發現在可能出現負盈餘

的公司，經理人會透過處分固定資產或投資，以達成盈餘目標。Roychowdhury (2006)
也發現公司會使用多種方式來進行實質盈餘管理，以達到某些財務報導目標或是

避免報導損失。其研究證據顯示，公司進行實質交易之方法包括提供銷貨折扣以

暫時性地提升銷貨量、減少裁決性支出以增加毛利，以及透過超額生產來降低銷

貨成本等。 
然而，裁決性應計與實質交易二種盈餘管理工具究竟具有互補關係還是替代

效果，近幾年也漸受到重視。Ewert 與 Wagenhofer (2004)指出當公司面對較嚴格

的會計準則時，經理人較可能以成本較高的實質交易之盈餘管理替代裁決性應計

盈餘管理。Zang (2007) 發現實質交易與裁決性應計項目具有互相替代性；管理者

會先決定是否採用實質交易，再決定是否採取裁決性應計項目；該研究也從

1995-2004間曾發生訴訟案件的小樣本公司中發現，公司在訴訟案件歸檔後，採用

的盈餘管理工具會從裁決性應計轉換為實質盈餘管理，亦即當訴訟風險和外部監

管增加時，實質盈餘管理增加，而裁決性應計減少。而Cohen et al. (2008)比較沙賓

法案前後實質交易與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的情況，發現1987年後，應計基礎盈餘

管理穩定增加，但到2002年沙賓法案施行後開始衰退；相反地，實質盈餘管理程

度在沙賓法案施行後顯著增加，表示沙賓法案後，公司盈餘管理的方式從採用裁

決性應計項目轉變到實質交易。該研究同時發現應計基礎的盈餘管理在靠近2002
年前特別頻繁，且公司在沙賓法案施行後，比沙賓法案施行前，確實會進行較少

的裁決性應計及較多的實質交易，來達到重要的盈餘門檻。此結果與Graham et al. 
(2005)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實質交易的盈餘管理方式成本雖高，但較不易被察覺。

但Pan (2008)以1993年至2008年之日本公司為樣本，則發現實質交易及裁決性應計

項目並無劇烈的增加或減少。顯示裁決性應計與實質交易二種盈餘管理方法在不

同交易市場會有不同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的另一目的，在檢測更名公司是否藉由實質交易和裁決性應計

進行盈餘管理，二者間是否存在替代效果。另外不同更名原因，是否所採取的策

略也會有所差異，亦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 
 

參、研究設計 

本節首先針對本研究主要變數做一說明，並針對研究方法和資料收集過程做

一描述。 

一、變數定義 

(一)企業更名 

企業更名的原因與種類有許多種，Enterprise IG (2001)研究 57 個國家的公司

更名，找出幾種常見的企業更名的理由，依序為：收購和合併、純粹的更名、撤

資（divestiture）、另設新公司(spinoff)、銷售資產、公司重組、變更持有者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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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中最普遍的理由是收購和合併、公司重組以及其他組織變革，例如母子公

司合併、組織結構改變(例如成立為控股公司)、股票分割或反分割等，在這些更名

事件中，公司所釋放出的消息不單只是更名事件，還包括了企業主體已發生改變

等重大事件，所以公司的盈餘較容易受到其他因素所干擾，不易作客觀的評估。 
因此，納入本研究的更名樣本是指純粹更名的公司，我們依據公司更名的理

由援引Robinson與Wu (2008)以及Wu (2010)的分類方式，將更名原因分類為採用品

牌名稱(brand adoption)、擴大業務範圍(broader focus)、縮小業務範圍(narrower 
focus)、徹底的更名(radical change)以及其他 (miscellaneous)等五類作為本研究的實

驗組，更名原因的定義及舉例參見表1。 
 

<插入表1> 

 
 (二)實質盈餘管理 

我們援引 Roychowdhury (2006)的方法，以異常營業現金流量(R_CFO)、異常

裁決性支出(R_DISX)以及異常生產成本(R_PROD)作為實質盈餘管理的替代變

數，Gunny(2005) 和 Zhang (2007)皆提供證據指出這些替代變數具有建構效度。以

下我們一一說明各變數衡量方法。 

1.營業現金流量 
Roychowdhury (2006)認為公司可以藉由提高折扣或放宽信用條件(例如延長收

款期限)以暫時增加當年的銷貨量，銷貨增加即可以拉高盈餘，但當期的現金流量

則會因此減少。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是當期銷貨和銷貨變動數的線性方程式，我們

首先藉由產業橫斷面估計出下式，以得出營業活動現金流量(CFO)的正常水準： 
 

1 0 1 1 2 1 3 1/ (1/ ) (SALE / ) ( SALE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CFO AT k k AT k AT k AT            (1) 
 

其中，CFO it為 i 公司在第 t 期的營業活動現金流量；SALEit 與 ΔSALE  it分

別表示 i 公司第 t 期實際銷貨收入及銷貨收入變動數；AT  it-1為 i 公司第 t 期期初總

資產。 
2.裁決性支出 

目前的會計準則規定，研究發展支出因為未來效益仍具有不確定性，故於支

出時必需費用化。因此，經理人為了達到盈餘目標會縮減裁決性支出(e.g., Baber, 
Fairfield, & Haggard, 1991; Bens, Nagar, & Wong, 2002)。而正常裁決性支出可以表

示為同期銷貨收入的線性函數： 
 

1 0 1 1 2 1DISX / (1/ ) (SALE / )it it it it it itAT k k AT k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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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式的估計，可能會產生問題，亦即如果公司往上操弄銷貨以增加報導

盈餘時，此時即使公司沒有降低裁決性支出，上述迴歸式的估計殘差通常會較低。

因此為了避免此一問題，我們將裁決性支出修正為前期銷貨的函數（ e.g., 
Roychowdhury, 2006)據以算出正常的裁決性支出。 

 

1 0 1 1 2 1 1DISX / (1/ ) (SALE / )it it it it it itAT k k AT k AT                      (3) 

 
其中 DISX it為 i 公司 t 期的裁決性支出，包括廣告費用(XAD)、研究發展支出

(XRD)以及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XSGA)合計數(註5)，其餘變數定義同(1)式所述。 

 3.生產成本 
另外，管理者還可藉由超額生產，降低每單位固定製造費用，只要每單位增

加的邊際成本不超過減少的單位固定成本，則銷貨成本就能降低，亦可達到增加

報導盈餘的目的。所謂的生產成本是指銷貨成本與存貨變動數之合計數，而其中

銷貨成本為同期銷貨的線性函數，存貨變動數則是當期銷貨收入變動數及前期銷

貨收入變動數的線性函數，因此我們以下式估計正常生產成本。     
 

1 0 1 1 2 1 3 1

4 1 1

P ROD / (1/ ) (SALE / ) ( SALE / )
( SALE /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AT k k AT k AT k AT
k AT 

   

 

    

        (4) 

 
其中PROD it為i公司在第t期的銷貨成本(COGS)和存貨變動數(INVT)合計數，

其餘變數定義同(1)式所述。 
上述(1)、(3)及(4)式分別使用橫斷面產業別估計出迴歸係數，為了避免樣本太

少導致估計誤差，我們以二元產業代碼分類(2-digit SIC code)，並限制每年每個產

業中至少需有 8 家公司。而本文實質盈餘管理的替代變數：異常營業現金流量

(R_CFO)、異常裁決性支出(R_DISX)與異常生產成本(R_PROD)，是分別表示用最

小平方法估計(1)、(3)和(4)得出公司的預期值，再將其自實際值中扣除的差額。給

定銷貨水準，當公司向上管理盈餘時，可能會有異常低的營業而來現金流量、異

常低的裁決性費用以及異常高的生產成本。另外，為了捕捉實質盈餘管理的整體

效果，我們也援引 Cohen 與 Zarowin (2010)將前三個個別的實質盈餘管理工具，

組合成二個綜合衡量變數  ，分別為 RM1=(R_DISX)×(-1)+R_PROD 以及

RM2=(R_DISX)×(-1)+ (R_CFO)×(-1)（註6），當金額愈高時，表示公司較可能進行

銷貨操弄和縮減裁決性支出以提高報導盈餘。 
(三)應計基礎盈餘管理 

                                                 
註5：我們依照 Cohen 與 Zarowin (2010)的方式，只要 XSGA 變數可以取得，若 XRD 或 XAD 有遺漏值時都

設為零。 
註6：本研究將異常裁決性支出乘上負 1 再個別與異常生產成本和異常現金流量組合成綜合變數，而未將異常

生產成本及異常現金流量加總，在於 Roychowdhury (2006)指出同一活動可能同時導致異常高的生產成本和異

常低的現金流量，因此若加總此二變數可能造成重複計算(Cohen ＆ Zarow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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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modified Jones 模式(Dechow, Sloan, & Sweeney, 1995)，將總應計

項目劃分為裁決性與非裁決性應計盈餘。惟原修正後 Jones 模式使用時間數列資

料估計每家公司的應計盈餘時，會使樣本期間不足導致自由度過小，故我們用橫

斷面產業別修正 Jones 模式(DeFond & Jiambalvo, 1994; Teoh et al., 1998a, 1998b)
以克服此問題，亦即以二元產業代碼分類(2-digit SIC code)，並限制每年每個產業

中至少需有 8 家公司。Subramanyan (1996)認為橫斷面 Jones 模式在設定上優於時

間序列的 Jones 模式。修正後 Jones 模式如下： 
  

1 0 1 1 2 1 3 1/ T (1/ T ) ( / T ) (PPEGT / 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TA A A SALE A A                 (5) 
 
其中， TAit為 i 公司第 t 期實際總應計項目， IBC -CFOit it itTA  ，亦即非常項

目及停業部門前淨利(IBC)與營業而來現金流量(CFO)之差額; PPEGT  it為 i 公司第

t 期財產、廠房及設備總額，其餘變數依前式之定義。 

    我們用最小平方法估計公司正常水準下的 0


、 1


、 2


和 3


，代入原方程式，

得到公司非裁決性應計項目估計數，再將其自實際總應計項目中扣除，其差額即

為各期裁決性應計項目(DA it)： 
 

0 1 2 3
1 1 1 1

GT1ˆ[ ]
T T T 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TA REV AR PPEDA
A A A A

   
   

 
                 (6) 

 
其中 ΔAR it為 i 公司第 t 期應收帳款變動數。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藉由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檢測更

名企業於更名事件前後採取實質交易之情形，以及更名企業與未更名企業採行實

質交易行為之差異，藉以瞭解企業在更名時是否較可能進行實質交易之盈餘管

理。Bertrand、Duflo 與 Mullainathan (2004)指出 DID 方法是愈來愈普遍用來估計因

果關係的方法，此一估計方法主要在比較特定事項前後時間對群組的影響。我們

先將樣本利用配對的方式劃分為二： (1)更名企業—實驗組(treatment)；(2)未更名

企業—控制組(control)。分別蒐集這二組樣本於更名前、後各三年的資料作為檢測

期，透過二組樣本於更名前後行為之比較，瞭解企業更名時的運用實質交易進行

盈餘管理的行為。 
DID 方法及檢測方式可用表 2 說明，Panel A 中(1)先計算兩組樣本於更名前、

後實質交易之差異(即分別為 T1-T0 及 C1-C0)，其中由於控制組並不受更名事件的

影響，因此 C1-C0 可代表經濟環境隨時間變遷對樣本所造成的影響(亦即時間效

果)。(2)比較兩組差異中之差異(T1-T0)-(C1-C0)，也就是在排除時間效果之變動後，

求得更名事件對實驗組的真實影響效果。因此，藉由 DID 方法，我們可以了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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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業是否在更名後更可能進行實質盈餘管理，亦即預期(T1-T0)-(C1-C0)顯著為

正。 
 

<插入表 2> 

 
然而為了有效控制影響企業盈餘管理的誘因變數，我們也可以下列迴歸模式

加以檢測： 
9

0 1 2 3 4
Yt kk

Name Time Time Name X     


               (7) 

其中 Time 與 Name 皆為虛擬變數；樣本觀察期間為更名年度及之後者，則

Time=1，反之 Time=0；而當樣本為更名組時，則 Name=1，反之為未更名組時，

Name=0。其中 1 表示在同一時間點下，實驗組與控制組受更名影響的差異； 2 表

示更名前後對實質交易行為的影響（即時間之影響效果）， 3 之係數即為 DID 的

重點，表示更名對更名企業(實驗組)行為真實之影響效果。迴歸係數關係如表 2 
Panel B 所示。 

式中 Y 代表不同的實質交易變數(R_CFO、R_DISX、R_PROD)以及實質交易

綜合變數(RM1 及 RM2)，若交乘項 之係數方向為正，代表更名公司在更名後比

未更名公司，更可能藉由實質交易來提高盈餘。 
X 為其他控制變數， Healy 與 Wahlen (1999)認為資本市場的誘因是影響盈餘

管理活動的重要因素，當流通在外股數愈多時公司愈可能進行盈餘管理以達到指

定之每股盈餘目標(Zang, 2007)，但也因為該目標是較難以達成所以較不會有盈餘

管理(Barton & Simko, 2002)。因此我們加入 SHARES (流通在外股數取自然對數)作
為控制變數，但因為股數對於實質交易的影響方向不明，我們不作方向性之預測。

另外，我們也加入公司的資本結構(LEV)、績效(ROA)、公司規模(SIZE)和成長機

會(MTB)作為控制變數。Gunny (2005)發現實質交易與公司資產報酬率有負相關，

公司資產報酬率越差越容易進行實質交易，Ashari、Koh、Tan 與 Wong (1994)指出

資產報酬率較小的公司會設法將盈餘維持在穩定水準，而裁決性應計項目則為損

益平穩化之工具，資產報酬率較低的公司會利用裁決性應計來達到盈餘門檻，故

兩者有反向的關係。另外，研究指出大公司較不會進行盈餘管理與實質交易管理

(e.g., Roychowdhury, 2006; Cohen et al., 2008) 。Cohen et al. (2008)發現企業在 2002
年沙賓法案施行後，會將盈餘管理方式從裁決性應計轉換為實質交易。故本研究

也將 SOX 列為控制變數之一，在 2002 年沙賓法案施行前 SOX 為 0，2002 年沙賓

法案施行後 SOX 則為 1，並預期實質交易相關變數在沙賓法案施行後會增加，與

SOX 有正向的關係。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美國證券市場資料庫（Center for Research in Security Prices，CRSP）
曾經有更名紀錄的美國公開發行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因為要檢測更名前後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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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企業的盈餘管理行為，基於資料的完整性，我們只將更名宣告日介於 1999 到
2006 年，共計 8 年的更名樣本納入本研究。 

為了建構公開發行公司在上市櫃後經歷更名的公司樣本，我們首先從CRSP資
料庫中找出更名登錄日(非更名宣告日)，篩選出曾經更名的企業，接著再從

LexisNexis Academic和EDGAR搜尋有更名紀錄公司的更名新聞，藉此取得該公司

更名原因及更名事件的生效日期，再以新聞發布日或SEC歸檔日較早者作為更名宣

告日，當有多家新聞媒體對同一家公司更名訊息有不同的報導內容時，以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提供的新聞內容為主。最後再藉由配對過程選取未更名公司，

以比較更名事件對於企業盈餘管理行為之影響。其他研究所需的財務變數資料取

自Compustat、股價資料則取自CRSP。 

四、樣本選取 

本研究為了瞭解企業更名時是否較可能從事實質交易行為，採用配對的方法

選取未更名的公司以便比較，考量資料之完整性與配對樣本的同質性，於配對之

前先依下列標準進行篩選： 
1. 由於金融、保險及證券業行業性質特殊，資本結構、會計處理方法與其他產業

有較大差異，故將其排除於樣本之外。 
2. 共同基金與信託，因本身性質與一般公司不同，故將其排除於樣本之外。 
3. 因併購、分割、重整而更名之公司，由於這些更名事件可能造成組織結構改變，

可能會因其它原因進行盈餘管理，不易客觀評估更名與實質交易間的關係。 
4. 計算實質盈餘管理替代變數以及裁決性應計時，我們要求每年，2 元 SIC 分類

中至少需有 8 個觀察值。 
5. 本研究欲檢測更名前後各三年的實質交易情形，為了解更名的影響，若企業有

連續更名的行為，將無法區別當年度的實質交易究竟應歸屬到何次更名行為，

因此將排除兩年內重複更名的樣本。 
再以產業別和公司規模(前一年度資產帳面價值)進行配對(Karpoff et al., 

1996)，找出未更名企業作為控制組，以便比較更名企業與未更名企業實質交易之

是否存在差異。最後再將缺乏本研究所需數據者，予以刪除。 
依據前述選樣之標準，納入本研究之更名公司共計有 824 家公司，表 3 Panel 

A 是依據更名原因劃分，其中有 49 家公司將公司更名為其公司的品牌名稱，佔更

名樣本 5.95%；241 家公司更名的原因在於擴大業務範圍，佔本研究更名樣本

29.25%；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有 171 家，佔更名樣本的 20.75%；有 109 家公

司則新舊名稱完全無關連，另外有 254 家公司是無法分類為上述四項的更名公司，

或是更名新聞中並無記錄更名理由者，約佔更名樣本 30.83%。而 Panel B 中則為

本研究樣本更名年度之分配，其中 2000 年時更名公司達到最多有 191 家，占更名

樣本的 23.18%，其後更名的公司逐漸減少，但至 2006 年仍有 64 家公司進行更名，

顯示更名事件是一常見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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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表 3> 

 

肆、實證結果 

一、敘述統計 

表 4 分別列出更名公司以及配對之未更名公司在更名前後三年(-3~+3)的異常

營業現金流量(R_CFO)、異常裁決性支出(R_DISX)、異常生產成本(R_PORD)、裁

決性應計(DA)以及二個綜合實質交易變數(RM1 和 RM2)的平均數。Panel A 為更名

樣本的平均數，表中顯示更名公司從更名前 3 年一直到完成更名後的第三年，裁

決性應計數都是顯著為正，其平均數於更名後第一年達到最高。此外，表中也顯

示更名公司，於更名前一年度有顯著負的異常現金流量(R_CFO)、負的異常裁決性

支出(R_DISX)、正的異常生產成本，且二個綜合實質交易衡量變數(RM1 和 RM2)
也是顯著為正，表示更名公司在更名前一年度即存在提高報導盈餘的誘因，而透

過各種方法，包括增加當期銷貨，犠牲未來現金流入，使得當年度有異常低的營

業活動現金流量；或是減少裁決性支出(包括研究發展支出、廣告費用或一般銷管

費用)；或是藉由超額生產，減少銷貨成本，且此一實質交易盈餘管理行為持續到

更名年度。然而，有趣的是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三年內，仍有顯著負的異常裁決

性支出，但異常生產成本確是顯著小於零，異常營業現金流量則是顯著大於零，

其方向與更名年度相反，或許是管理者藉由調整生產成本和營業現金流量，讓更

名時的長期異常實質交易行為達到最小(註7)。 
Panel B 是配對樣本(未更名公司)的盈餘管理替代變數的平均數，表中顯示控

制組的相對應更名年度，除了裁決性應計(DA)達到顯著為正外，其餘實質交易的

各種替代變數都未達顯著，顯示不論更名與否，異常裁決性應計是普通存在的現

象。Panel C 是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各種盈餘管理替代變數平均數的差異檢定，

表中顯示更名年度(Year 0)更名公司的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和異常裁決性支出均

小於未更名公司，前者差異達到 5%的顯著水準，後者的差異達到邊際顯著，因此，

異常營業活動和異常裁決性支出的綜合指標(RM2)，更名公司的平均數 0.322 顯著

高於未更名公司(平均數為 0.025)，初步結果顯示更名公司確實在更名年度會藉由

實質交易策略來達到其報導盈餘的目標。 
 

<插入表 4> 

 

表 5 報導更名公司各種盈餘管理替代變數的相關係數，右上角為 Pearson 積差

相關，左下角為 Spearman 等級相關。各變數間的正負關係與 Cohen and Zarowin 

                                                 
註7：Cohen 與 Zarowin (2010)也發現現金增資(SEO)的公司於增資當年度有異常低的營業現金流量

和裁決性支出，顯著為正的異常生產成本，但增資後的年度，其裁決性支出與生產成本的方向則與

增資年度相反，表示管理當局或許是為了讓長期實質交易達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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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結果一致，其中裁決性應計(DA)與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R_CFO)呈顯著

負相關(Pearson -3.75%，Spearman-3.26%)，與異常裁決性支出(R_DISX)亦呈顯著

負相關(Pearson -5.08%，Spearman-3.64%)，但與異常生產成本則呈顯著正相關

(Pearson 10.48%，Spearman 10.47%)，此一結果或許可以解釋為公司同時利用裁決

性應計和實質交易活動進行盈餘管理。也可能是某些策略，會同時影響裁決性應

計和實質交易活動，例如提高價格折扣或放寬信用條件，對於裁決性應計有正向

影響，但卻同時會減少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另外表中也顯示實質交易各種替

代變數間的關係，其中可發現異常生產成本和異常裁決性支出的相關係數顯著為

負(Pearson -4.16%，Spearman -12.51%)，此一結果隱含經理人採取的交易活動會造

成異常高的生產成本，同時他們也會降低裁決性支出，目的就是要報導較高的盈

餘。而異常生產成本和異常營業現金流量亦存在顯著負相關(Pearson -41.04%，
Spearman -28.65%)，此一結果與過度生產對於同期異常營業現金流量有負的影響

結論一致。 

 

<插入表 5> 

 

表 6 Panel A 是全部樣本於更名前和更名後，以及更名公司及其配對之未更名

公司的敘述統計比較，其中更名前是指更名年度前三年(Year -3~-1)，而更名後則

包括更名當年及以後三年(亦即 Year 0~+3)。由第(3)欄和第(4)欄可發現更名後的實

質交易綜合指標(RM1和RM2)中位數分別為0.149和0.113顯著大於更名前的0.088
和 0.080(雙尾 p 值<0.01)，而裁決性應計數(DA)的中位數更名後 0.017 則顯著小於

更名前的 0.026(雙尾 p 值<0.01)，此一結果顯示實質交易有增加的現象，而裁決性

應計盈餘管理則呈現減少的現象。另外我們也發現更名後公司規模顯著較大、流

通在外股數和負債比率也顯著增加，但是公司績效(ROA)和成長性(MTB)則顯著較

小。第(7)和(8)欄分別表示未更名公司和更名公司全部樣本期間變數的平均數和中

位數，結果顯示更名公司的異常營業現金流量(R_CFO)平均數和中位數顯著小於未

更名公司，異常裁決性支出(R_DISX)平均數也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因此，更名

公司的實質交易綜合指標(RM2)平均數(0.203)和中位數(0.114)顯著大於未更名公

司(0.058 和 0.083) (雙尾 p 值<0.01)，而更名公司的裁決性應計與未更名公司的差異

則未達顯著。至於其他變數之比較，可發現更名公司的規模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

公司績效也比未更名公司差。 
為了更清楚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實質交易和盈餘管理行為，我們藉由2×2交叉

分析(差異中的差異，DID方法)，控制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本身原有的差異。這

個方法將更名效果由單純比較實驗和控制兩組差異，轉換為比較這兩組樣本差異

是否隨著更名後擴大，降低更名公司和未更名公司原有公司特性對盈餘管理的影

響。結果列示於表6 Panel B，結果顯示更名公司不論更名前或更名後，異常營業現

金流量都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與表4結果類似，於更名後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出現反轉的現象，使得更名後的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增加。另外更名公司更名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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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裁決性支出(-0.257)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0.083)，實質交易綜合指標結果也顯

示更名公司於更名後其實質交易綜合指標平均數顯著大於未更名公司，至於裁決

性應計數則不論更名前後或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其差異都未達到顯著，顯示

更名公司確實比未更名公司在更名後進行更多的實質交易活動以管理盈餘目標。 
 

<插入表 6> 

 

二、多變量分析 

為有效控制其他影響盈餘管理之因素，我們也採用迴歸分析法，並將結果彙

總於表 7，Panel A 報導各迴歸係數及檢定統計量，為檢測企業更名與實質盈餘及

裁決性應計盈餘管理間的關係，我們首先必須加總 Panel A 的某些係數並檢定其顯

著性。因此，為了便於說明與解釋，我們依照表 2 Panel B 說明將 DID 係數關係及

其統計顯著性列示於 Panel B。Panel B 的欄位是將樣本分成更名前與更名後期間，

而列則是將樣本分成更名企業及非更名企業，各細格中的係數以及差異都是使用

Panel A 的係數計算而得8。 
比較表 7 Panel B 中的更名前及更名後二欄係數，顯示更名公司在更名前與更

名後的異常現金流量分別為-0.169 及-0.103 (差異為 0.066，p=0.0062)，表示更名公

司更名後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增加；而控制組(未更名公司)異常現金流量亦呈現顯著

的增加(-0.126 vs. -0.084，p=0.0852)。更名公司在更名前後的異常裁決性支出並沒

有顯著差異(-0.162 vs. -0.138)，但未更名公司更名後的異常裁決性支出卻顯著大於

更名前(-0.144 vs. 0.06，差異為 0.204，p=0.0112)，更名公司的異常裁決性支出差異

(0.024)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的差異(0.204)。更名公司的異常生產成本更名後顯著小

於更名前(0.005 vs. 0.049，差異為-0.044，p=0.0115)，而未更名公司的異常生產成

本也是更名後顯著小於更名前(-0.006 vs. 0.062，差異為-0.068，p=0.0001)，然而更

名公司的差異與未更名公司差異則不顯著。另外我們也將異常裁決性支出及生產

成本加以合計作為綜合實質交易的替代變數(RM1)，表中顯示更名公司更名前後並

沒有顯著差異，但更名公司的差異(-0.068)顯著大於未更名公司(-0.272)。而異常裁

決性支出與異常現金流量合計(RM2)的結果顯示比較二列可發現於更名前，更名公

司的裁決性支出顯著高於未更名企業(-0.067 vs. -0.254)，但在更名後，更名公司與

未更名公司的裁決性支出變得不顯著(-0.266 vs. -0.255)，與預期相符，更名企業在

更名後有較低的裁決性支出，表示公司會在更名後減少裁決性支出以提高盈餘績

效。最後表中也顯示，不論更名前或更名後，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的裁決性應

計數差異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但更名公司更名後的裁決性應計顯著大於更名前。 
                                                 
8 各細格中的係數關係請參照表 2 Panel B，例如，Panel B 中的更名公司在更名前的異常營業現金

流量(R_CFO)(-0.169)等於 Panel A 中的截距項係數(-0.126)加上更名虛擬變數(Name)的係數

(-0.043)；同樣的更名公司更名後的係數(-0.103)等於截距項(-0.126)、更名虛擬變數(Name)係數

(-0.043)、更名後虛擬變數(Time)係數(0.042)以及交乘項係數(0.024)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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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表 7> 

 

伍、進一步檢測與敏感性分析 

一、不同更名類型與盈餘管理 

企業更名的理由眾多，為瞭解更名後所採用的實質交易或裁決性應計盈餘管

理策略是否會因為更名原因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們將更名公司依其更名原因區

分，分別比較不同原因下，公司更名後跟更名前的實質交易的差異，結果列示於

表 8 Panel A，同時也將更名後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的各盈餘管理替代變數之差

異分析列示於表 8 Panel B。Panel A 顯示除了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外，其餘四

類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流量都顯著大於更名前，表示這些公司更名

後營業活動現金流入有增加的狀況。而採用品牌名稱、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

範圍而更名的公司，在更名後都會降低異常裁決性支出，但只有擴大業務範圍的

公司差異達到顯著。同樣的，除了採用品牌名稱外，其餘四類更名的公司，更名

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降低，表示更名後超額生產的情形減少。最後，表中也顯示

徹底更名的公司，更名後的裁決性應計數顯著高於更名前，表示徹底更名的公司

在更名後會藉由裁決性應計來達到盈餘目標。Panel B 中表示，若將更名公司與未

更名公司比較，則採用品牌名稱而更名的公司，在更名後其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

量小於未更名公司，而更名後擴大業務範圍和縮小業務範圍而更名的公司，異常

裁決性支出顯著小於未更名公司，且其綜合實質交易變數(RM1 和 RM2)也都顯著

大於未更名公司。綜合言之，更名公司更名後所採取的盈餘管理方法確實會受到

更名原因而有所差異。 
 

<插入表 8> 

 

Wu (2010)將採用品牌名稱和徹底更名這二類更名合稱為大更名，而擴大業務

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合稱為小更名。若公司只是小更名9，更名後仍維持公司的識

別性，Bosch and Hirschey (1989) 認為小更名乃是為了使公司經營上較不受名稱上

的限制，以便在營業上有較大的彈性，對更名公司而言，如內、外部人對原始名

稱有良好的印象，採用一個差異性極大的新名稱反而不利於公司業務上的經營。

因此，我們也分別比較採用品牌名稱與徹底更名公司在更名前與更名後的實質交

易替代變數及裁決性應計數是否會有差異，結果發現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

                                                 
9大更名指的是新、舊名稱差異性極大者，如Varity Corp.更名為Massey-Ferguson；小更名指的是新、

舊名稱差異性極小者，如：Lowenstein M. Corp.更名為M. Lowenstein Corp.，或是前後名稱具有連

貫性，可以輕易聯想到，如：Reading and Bates Corp. 更名為Reading and Bates Offshore 
Drilling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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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後異常營業現金流量平均數顯著小於徹底更名公司(-0.106 vs. 0.124，
t-value=-3.03，雙尾p=0.0027)，而異常生產成本則顯著大於徹底更名公司(0.037 vs. 
-0.060，t-value=1.73，雙尾p=0.084)，裁決性應計數則顯示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

司顯著小於徹底更名公司(0.115 vs. 0.447，t-value=-1.96，雙尾p=0.0506)。為控制

其他影響盈餘管理之因素，我們也將採用品牌名稱的公司令其Name=1，而徹底更

名公司設為Name=0，重新執行迴歸，並檢定其係數，結果顯示當依變數為異常營

業活動現金流量時，採用品牌名稱更名後的係數為-0.389，而徹底更名公司更名後

的係數則為-0.174 (差異為-0.215，p<0.01，未列表)。依變數為裁決性應計數時，採

用品牌名稱更名後的係數為0.183，而徹底更名公司更名後的係數則為0.547 (差異

為-0.364，p<0.01)。依變數為異常生產成本時，採用品牌名稱更名前係數為-0.028，
更名後係數為0.091(差異為0.119，p<0.1)。另外當依變數為裁決性應計時，徹底更

名公司更名前係數為0.186，更名後係數為0.547 (差異為0.361，p<0.05)。因此，整

體結果表示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於更名後較可能採用實質交易向上管理盈

餘，例如藉由放寬信用條件或提供折扣以增加銷貨，或超額生產等方法；而徹底

更名的公司則較傾向採用裁決性應計進行盈餘管理。 
另外，我們也比較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而更名的公司，發現更名後

擴大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異常營業現金流量大於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0.108 
vs.0.043，t-value=1.38，雙尾p=0.1687)，裁決性支出與異常生產成本的綜合指標

(RM1)也是擴大範圍的更名公司大於縮小業範圍的更名公司(0.384 vs.0.168，
t-value=1.32，雙尾p=0.1866)，但差異都只達邊際顯著，顯示擴大業務範圍和縮小

業務範圍更名公司改名後實質交易或裁決性應計數並無太大差異。我們也將擴大

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令其Name=1，而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設為Name=0，重新

執行迴歸，並檢定其係數，結果顯示擴大業務範圍公司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流

量顯著增加(更名前-0.253，更名後-0.15，p<0.05)，而縮小業務範圍公司更名後異

常生產成本顯著減少(更名前0.082，更名後0.009，p<0.1)，亦即擴大業務範圍公司

更名後，隨著業務範圍增加，營業現金流量也顯著為正，而縮小業務範圍的公司，

因為業務範圍變小，利用超額生產降低生產成本來操縱盈餘的空間減少，所以更

名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較低。 
 

二、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採用配對的方式，以檢測更名公司是否較可能採用實質交易進行盈餘

管理，為了避免研究結果受到所選取的配對樣本影響。我們另外也援引 Cooper et al. 
(2001)的方法，使用產業別和價格作為配對標準，進行敏感性測試，結果大致相同，

並未受到配對樣本之影響。另外，本研究在估計各實質交易替代變數和裁決性應

計時，是援引 Roychowdhury (2006)的方法，於迴歸式(1)~(5)中，除了平減後的常

數項( 11/ATit )，還包括未平減的截距項( 0k 或 0 )，若我們依 Cohen and Zarowin 
(2010)的估計方法，於估計時不包括未平減的截距項，則對實證結果並沒有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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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顯示實證結果並未受到變數衡量之影響。 

 

陸、結論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企業更名與實質交易之關係，以 1999 年到 2006 年間美國證

券市場更名公司為實驗組樣本，並選取同產業、同規模的未更名公司作為對照組

樣本，探討更名公司是否以實質交易來進行盈餘管理。除了實質交易外，由於管

理者亦常利用其裁量權，藉由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因此，我們也一併

檢測更名公司如何運用實質交易及裁決性應計盈餘管理工具。我們藉由差異中的

差異(DID)分析方法，將更名公司當作實驗組（受到更名事件影響之組別），配對

之未更名公司當作控制組（沒有受到更名事件影響之組別），比較其在更名前(-3~-1
年)及更名後(0~3 年)各種盈餘工具之運用差異，並利用多元迴歸模型來驗證更名事

件對更名公司的真實影響效果。 
實證結果發現，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比未更名公司，有顯著較低的異常現金

流量(R_CFO)及顯著較低的裁決性支出(R_DISX)，表示更名公司在更名年度，比

起未更名公司，更可能藉由各種手段增加銷貨而犧牲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或減少

裁決性支出。然而這些實質交易方法並非每年都可使用，更名後隨即出現相反的

符號，也就是在更名公司更名後出現正的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及正的異常裁決

性支出以及負的異常生產成本，使得更名後的異常營業活動現金流量大於更名

前，異常生產成本顯著則小於更名前可能的原因為更名公司通常是因為過去績效

或聲譽較差而更名(Wu, 2010)，而更名後實質交易操縱的空間受限，例如過去銷貨

成長不佳，更名後若超額生產反而造成庫存積壓而更不利營運，或是因為過去聲

譽不佳，即時更名後降低價格促銷，恐怕效果有限，而使得更名公司更名後減少

操縱銷貨。但更名後更名公司的實質交易綜合指標都比未更名公司大，表示更名

公司在更名後較可能採用透過營運政策中的營業活動來影響盈餘，也就是以較不

易被察覺的實質交易來進行盈餘管理，使公司在更名後能有較好的表現。 
由於各種盈餘管理工具間時常存有替代性的關係，本研究額外測試不同原因

之更名公司，所採用之盈餘管理方式是否不同。為了驗證不同更名原因的企業是

否採用不同的盈餘管理方式，我們同樣也以DID方法來驗證，分別比較採用品牌名

稱及徹底更名的公司、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更名公司。實證結果發現，

採用品牌名稱的更名公司更名後，較可能藉由實質交易，減少當期營業現金流量

或超額生產之方法，而徹底更名的公司則較傾向採用裁決性應計進行盈餘管理。

而擴大業務範圍及縮小業務範圍的更名公司比較雖沒有顯著差異，但擴大業務範

圍的更名公司在更名後的異常營業現金流量顯著大於更名前，相反的，縮小業務

範圍公司更名後異常生產成本顯著小於更名前。由於實質交易影響到現金流量，

且成本較高，所以不同原因更名的公司其盈餘管理手段也會有所差異。 
本研究基於各種原因，可能有資料取得不完全或其他無法完全克服之困難，

茲列舉本研究之限制如下：第一，更名原因之分類資料來源為 LexisNexis Academic
資料庫中所收錄之報章媒體，分類方式與定義則參考以往文獻之分類方式，是由

研究者主觀判斷。受限於資料庫對各公司所載資訊多寡程度不一，導致本研究在

判定少數更名公司時，未能有足夠資料佐證，以至於分類可能較為武斷。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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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受到高度管制之產業，如金融、保險及證券業，由於其會計原則與營運方式

與一般產業不同，為避免產業特殊性影響到實證結果，本研究僅針對一般產業進

行研究，因此，本研究結果是否能推及其他領域中之產業，宜審慎評估之。最後，

基於維持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同質性之考量，本研究採用配對樣本之研究設

計，以年度、產業及規模作為配對標準。但由於更名公司樣本具有侷限性，且配

對樣本非在母體中隨機抽樣，可能有選樣偏誤之問題。故後續研究可不採取配對

作法，以資料庫中所有未更名公司作為對照組，測試增加對照組樣本量是否會有

不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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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更名樣本分類定義及舉例 
 

類型 定義 舉例 
採用品牌名稱 公司以主要產品的品牌、服

務、部門或子公司命名。 
例如Forschner Group Inc.於
1996年更名為Swiss Army 
Brands Inc.，更名的目的是利用

市場和投資者對於Swiss Army 
Brand的好印象，以強化公司與

他的產品的聯結 
擴大業務範圍 公司刪除與特定業務有關

的名字。 
例如I T T Industries Inc Ind於
2006年更名為I T T Corp 

縮小業務範圍 公司名稱上加上特定業務

項目。 
例如American Enterprises於
1994年更名為American Casino 
Enterprises Inc. 

徹底的更名 是指新的公司名與舊有的

名字沒有語義上的關係。 
例如Tele Optics Inc.於2004年
更名為Velocity Asset 
Management Inc.。 

其他  無法分類為上述四項的更

名公司，或是更名新聞中並

無記錄更名理由者，通常都

是名稱上稍微的更改。 

例如Golden Triangle Rty & Oil 
Inc於1995年更名為Golden 
Triangle Royalty & Oil Inc.、 
Graphic Industries於1997年更

名為Graphic Industr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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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方法(DID) 
 

Panel A：平均數差異分析 
 更名前 更名後 更名前 vs.後差異 
更名公司 (實驗組) T0 T1 T1-T0 
未更名公司 (控制組) C0 C1 C1-C0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T0-C0 T1-C1 (T1-T0)-(C1-C0)=>DID 
Panel B：迴歸係數關係表 
 更名前 更名後 更名前 vs.後差異 
更名公司 (實驗組) 0 1   0 1 2 3       2 3   
未更名公司 (控制組) 0  0 2   2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1  1 3   2 3 2

3

( )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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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司更名分類及更名年度分配 
Panel A 公司更名分類 
類

型 
採用品牌名

稱 
擴大業務

範圍 
縮小業務

範圍 
徹底的更

名 
其他 合計 

N 49 241 171 109 254 824 
% 5.95 29.25 20.75 13.23 30.83 100 

Panel B 公司更名年度 
Year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計 

N 157 191 152 97 61 51 51 64 824 
% 19.05  23.18  18.45  11.77  7.40  6.19  6.19  7.77  100 

 



 27 

表 4 更名事件前後年度實質交易及應計基礎盈餘管理 

 

Panel A : 實驗組-更名公司 
Year -3 -2 -1 0 1 2 3 

R_CFO 0.001 
(0.02)  

-0.058 
(-1.79*)  

-0.138 
(-3.97***

)  

-0.086 
(-2.47**)  

0.139 
(5.41***)  

0.143 
(5.07***)  

0.170 
(6.09***)  

R_DISX 0.024 
(0.3)  

-0.156 
(-1.86*)  

-0.357 
(-4.37***

)  

-0.236 
(-2.58***

)  

-0.307 
(-3.38***

)  

-0.196 
(-1.77*)  

-0.291 
(-2.20**)  

R_PRO
D -0.021 

(-1.02)  
0.017 
(0.74)  

0.066 
(2.56***)  

0.027 
(1.24)  

-0.064 
(-3.92***

)  

-0.054 
(-2.88***

)  

-0.074 
(-3.72***

)  
RM1 -0.044 

(-0.52)  
0.173 

(1.92*)  
0.423 

(4.59***)  
0.263 

(2.66***)  
0.243 

(2.69***)  
0.142 

(1.31†)  
0.218 

(1.70*)  
RM2 -0.024 

(-0.3)  

0.214 
(2.61***

)  

0.495 
(5.35***)  

0.322 
(3.29***)  

0.168 
(2.0**)  

0.054 
(0.51)  

0.121 
(0.99)  

DA 0.157 
(3.2***

)  

0.324 
(4.97***

)  

0.317 
(4.88***)  

0.342 
(5.20***)  

0.357 
(5.42***)  

0.313 
(3.76***)  

0.232 
(2.47**)  

Panel B: 控制組-未更名公司 
R_CFO 0.041 

(1.51†)  
-0.022 
(-0.69)  

-0.048 
(-1.30)  

0.027 
(0.81)  

0.146 
(5.35***)  

0.185 
(7.16***)  

0.125 
(4.58***)  

R_DISX -0.111 
(-1.36†)  

-0.169 
(-1.99**)  

-0.255 
(-2.59***

)  

-0.051 
(-0.52)  

-0.056 
(-0.57)  

-0.083 
(-0.76)  

-0.152 
(-1.26)  

R_PRO
D 0.004 

(0.17)  
0.028 
(1.16)  

0.075 
(2.95***)  

0.003 
(0.14)  

-0.096 
(-5.5***)  

-0.072 
(-4.12***

)  

-0.033 
(-1.58†)  

RM1 0.115 
(1.31†)  

0.197 
(2.20**)  

0.330 
(3.05***)  

0.055 
(0.53)  

-0.040 
(-0.41)  

0.011 
(0.10)  

0.119 
(1.01)  

RM2 0.070 
(0.85)  

0.191 
(2.15**)  

0.302 
(2.89***)  

0.025 
(0.25)  

-0.090 
(-0.93)  

-0.102 
(-0.98)  

0.027 
(0.24)  

DA 0.116 
(2.04**

)  

0.312 
(4.56***

)  

0.388 
(5.35***)  

0.396 
(5.22***)  

0.419 
(5.68***)  

0.219 
(2.93***)  

0.097 
(1.06)  

Panel C :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平均數差異檢定 t 值 
R_CFO -1.03 -0.81 -1.8* -2.34** -0.18 -1.1 1.17 
R_DISX 1.18 0.11 -0.8 -1.37† -1.88* -0.73 -0.78 
R_PRO

D -0.81 -0.34 -0.27 0.77 1.34† 0.72 -1.42† 

RM1 -1.3† -0.19 0.65 1.46† 2.14** 0.86 0.57 
RM2 -0.82 0.19 1.38† 2.15** 2.02** 1.06 0.57 
DA 0.55 0.13 -0.73 -0.54 -0.63 0.84 1.03 

R_CFO 代表異常營業現金流量；R_DISX 為異常裁決性支出，而裁決性支出包括廣告費、研究發展支出

和一般銷售及管理費；R_PROD 則為異常生產成本，其中生產成本是指銷貨成本和存貨變動數之合計。

RM1 和 RM2 為二個綜合實質交易指標，分別為 RM1=(R_DISX)×(-1)+R_PROD 和 RM2=(R_DISX)×(-1)+ 
(R_CFO)×(-1)，DA 為修正後 Jones 模型所估計出之異常裁決性應計數。( )內為平均數異於 0 之檢定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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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分別表示 p 值(雙尾)小於 0.15、0.1、0.5 和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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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更名公司盈餘管理替代變數相關係數 

 R_CFO R_DISX R_PROD RM1 RM2 DA 

R_CFO  -0.1857 
(<.0001***) 

-0.4104 
(<.0001***) 

0.0922 
(<.0001***) 

-0.1385 
(<.0001***) 

-0.0375 
(0.0075***) 

R_DISX -0.3246 
(<.0001***) 

 -0.0416 
(0.0030***) 

-0.9770 
(<.0001***) 

-0.9474 
(<.0001***) 

-0.0508 
(0.0003***) 

R_PROD -0.2865 
(<.0001***) 

-0.1251 
(<.0001***) 

 0.2538 
(<.0001***) 

0.1756 
(<.0001***) 

0.1048 
(<.0001***) 

RM1 0.2150 
(<.0001***) 

-0.9325 
(<.0001***) 

0.3695 
(<.0001***) 

 0.9547 
(<.0001***) 

0.0268 
(0.0563*) 

RM2 -0.0612 
(<.0001***) 

-0.8407 
(<.0001***) 

0.2552 
(<.0001***) 

0.855 
(<.0001***) 

 0.0390 
(0.0055***) 

DA -0.0326 
(0.0202**) 

-0.0364 
(0.0096***) 

0.1047 
(<.0001***) 

0.013 
(0.3406) 

0.064 
(<.0001***) 

 

右上角為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左下角為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變數定義參見表 4。( )為 p 值，*、

**和***分別表示顯著水準為 10%、5%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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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更名企業與非更名企業於更名前後之差異分析 

 
Panel A 更名前 vs.更名後 以及更名公司 vs. 未更名公司差異分析 

變數(1) (2) Time 
=0 
(3) 

Time 
=1 
(4) 

Diff 
(5) 

t-test or 
Wilcoxo
n Test 
(6) 

Nam
e 
=0 
(7) 

Nam
e 
=1 
(8) 

Diff 
(9) 

t-test or 
Wilcoxo
n Test 
(10) 

 N 4134 5868   4925 5077   
R_CFO Mea

n 
-0.04

2  0.101  0.143  8.56*** 0.066  0.019  -0.04
6  -2.81*** 

Med. 0.046  0.088  0.041  9.800*** 0.074  0.061  -0.01
2  -4.005*** 

R_DISX Mea
n 

-0.17
9  

-0.17
0  0.009  0.16 -0.12

3  
-0.22

3  
-0.09

9  -1.89* 

Med. -0.10
9  

-0.16
9  

-0.06
0  -5.565*** -0.12

9  
-0.15

0  
-0.02

1  -1.067 

R_PRO
D 

Mea
n 0.030  -0.04

4  
-0.07

4  -6.36*** -0.01
4  

-0.01
2  0.002  0.15 

Med. -0.04
3  

-0.05
2  

-0.00
8  -3.205*** -0.05

2  
-0.04

3  0.010  1.263 

RM1 Mea
n 0.209  0.126  -0.08

3  -1.51 0.109  0.210  0.101  1.87* 

Med. 0.088  0.149  0.062  4.407*** 0.110  0.138  0.028  1.221 
RM2 Mea

n 0.220  0.069  -0.15
1  -2.87*** 0.058  0.203  0.146  2.8*** 

Med. 0.080  0.113  0.033  3.360*** 0.083  0.114  0.032  3.306*** 
DA Mea

n 0.275  0.304  0.028  0.72 0.287  0.296  0.009  0.24 

Med. 0.026  0.017  -0.00
9  -3.335*** 0.023  0.018  -0.00

5  -0.524 

SIZE Mea
n 4.582  4.945  0.363  7.9*** 4.862  4.730  -0.13

2  -2.91*** 

Med. 4.332  4.665  0.333  7.877*** 4.595  4.475  -0.12
1  -3.009*** 

SHARE Mea
n 2.997  3.284  0.287  10.24*** 3.160  3.171  0.010  0.38 

Med. 2.828  3.162  0.333  11.121**
* 3.000  3.070  0.070  1.347 

ROA Mea
n 

-0.12
2  

-0.18
2  

-0.06
0  -6.1*** -0.14

0  
-0.17

3  
-0.03

3  -3.4*** 

Med. 0.015  0.005  -0.01
0  -5.628*** 0.014  0.001  -0.01

3  -5.991*** 

MTB Mea
n 3.549  2.820  -0.72

9  -6.15*** 3.066  3.176  0.110  0.94 

Med. 2.040  1.818  -0.22
2  -6.524*** 1.899  1.915  0.016  1.065 

LEV Mea
n 0.504  0.542  0.038  4.96*** 0.535  0.519  -0.01

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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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0.465  0.486  0.021  3.742*** 0.482  0.475  -0.00
7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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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B DID 差異分析：2×2 交叉分析(平均數) 
Variable  更名前 

(Time=0) 
更名後 (Time=1) 更名後 vs.更名前

差異 
R_CFO 更名 (Name=1) -0.069  0.084  0.153 (6.39***) 

未更名 (Name=0) -0.012  0.119  0.130(5.58***)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58 (-2.17**)  -0.035 (-1.67*)  0.023  

R_DISX 更名 (Name=1) -0.175  -0.257  -0.082 (-1.11)   
未更名 (Name=0) -0.183  -0.083  0.100(1.30)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08 (0.11)  -0.174 (-2.34**)  -0.182  

R_PROD 更名 (Name=1) 0.023  -0.038  -0.061 (-3.78***)  
未更名 (Name=0) 0.038  -0.049  -0.087(-5.22***)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14 (-0.74)  0.011 (0.81)  0.026  

RM1 更名 (Name=1) 0.198  0.219  0.021 (0.27)  
未更名 (Name=0) 0.220  0.033  -0.187(-2.37**)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22 (-0.29)  0.186 (2.49**)  0.208  

RM2 更名 (Name=1) 0.244  0.173  -0.071 (-0.97)  
未更名 (Name=0) 0.194  -0.036  -0.230(-3.03***)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50 (0.68)  0.209 (2.91***)  0.159  

DA 更名 (Name=1) 0.271  0.315  0.043 (0.80)  
未更名 (Name=0) 0.279  0.293  0.013 (0.24)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08 (-0.15)  0.022 (0.40)  0.030  

Panel A 第(5)欄為更名後與更名前的差異數，第(9)欄為更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差異數，t-test 和
Wilcoxon Test 分別表示變數平均數和中位數差異檢定是否異於 0，*、**和***分別表示雙尾顯著

水準為 10%、5%和 1%。檢測期間為-3 年~-1 年表示為更名前期間，Time=0，而更名年度及以後 3
年(亦即 0~3)則代表更年後 Time=1。若為更名樣本則 Name=1，配對未更名樣本時 Name=0。。SIZE
為公司規模，SHARE 則是流通在外股數取自然對數，ROA 為資產報酬率，用以衡量公司績效；

MTB 為股東權益市值佔帳面值的比率，用以衡量公司成長性；LEV 為負債比率，其餘變數定義參

見表 4。Panel B 中( )表示平均數差異檢定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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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企業更名對實質盈餘管理之影響 

9
0 1 2 3 4

Yt kk
Name Time Time Name X     


        

Panel A: 迴歸分析 
 

 
R_CFO R_DISX R_PROD 

Coeff. t-statistic Coeff. t-statistic Coeff. t-statistic 
Intercept -0.126  -4.48*** -0.144  -1.57 0.062  3.1*** 

Name  -0.043  -1.72* -0.018  -0.23 -0.013  -0.76 
Time 0.042  1.72* 0.204  2.54** -0.068  -3.84*** 

Time×Name 0.024  0.74 -0.180  -1.7* 0.024  1.03 
SIZE 0.026  4.4*** -0.158  -8.23*** 0.022  5.3*** 

SHARE -0.009  -1.03 0.243  8.12*** -0.041  -6.17*** 
ROA 0.292  14.99*** -0.134  -2.11** -0.077  -5.5*** 
MTB -0.003  -2.24** -0.023  -5.03*** 0.002  2.26** 
LEV 0.037  1.62 0.210  2.81*** -0.030  -1.85* 
SOX 0.204  11.18*** -0.326  -5.47*** -0.036  -2.72*** 

F-value  76.83***  19.80***  12.42*** 
Adj. R2  0.0639  0.0166  0.0102 

Test: 
2 3=0   

F-value= 7.49 
(0.0062***) 

F-value= 0.09 
(0.7613) 

F-value= 6.39 
(0.0115**) 

Test: 
1 3=0   

F-value=0.80  
(0.3710) 

F-value= 8.53 
(0.0035***) 

F-value= 0.49 
( 0.4852) 

 
 

RM1 RM2 DA 
Coeff. t-statistic Coeff. t-statistic Coeff. t-statistic 

Intercept 0.207  2.19** 0.270  2.96*** 0.319  4.69*** 
Name  0.005  0.06 0.061  0.76 -0.009  -0.15 
Time -0.272  -3.29*** -0.247  -3.08*** 0.056  0.94 

Time×Name 0.204  1.88* 0.156  1.49 0.041  0.52 
SIZE 0.180  9.13*** 0.132  6.92*** -0.077  -5.42*** 

SHARE -0.284  -9.21*** -0.234  -7.85*** 0.096  4.31*** 
ROA 0.058  0.88 -0.158  -2.49*** 0.437  9.25*** 
MTB 0.026  5.37*** 0.026  5.75*** 0.002  0.46 
LEV -0.240  -3.13*** -0.247  -3.33*** 0.173  3.11*** 
SOX 0.290  4.74*** 0.122  2.06** -0.060  -1.35 

F-value  20.02***  12.47***  10.23*** 
Adj. R2  0.0168  0.0102  0.0082 

Test: 
2 3=0   

F-value=0.70 
(0.4036) 

F-value= 1.32 
(0.2509) 

F-value= 2.75 
(0.0975*) 

Test: 
1 3=0   

F-value=8.92 
(0.0028***) 

F-value=10.32 
(0.0013***) 

F-value= 0.41  
(0.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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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B  2×2 交叉分析—使用 Panel A 迴歸係數 
依變數  更名前 更名後 更名前 vs.後 差異 
R_CFO 更名公司 -0.169 -0.103 0.066*** 

未更名公司 -0.126 -0.084 0.042*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43* -0.019 0.024 

R_DISX 更名公司 -0.162 -0.138 0.024 
未更名公司 -0.144 0.06 0.204**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18 -0.198*** -0.18* 
R_PROD 更名公司 0.049 0.005 -0.044** 

未更名公司 0.062 -0.006 -0.068***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13 0.011 0.024 

RM1 更名公司 0.212 0.144 -0.068 
未更名公司 0.207 -0.065 -0.272***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05 0.209*** 0.204* 
RM2 更名公司 0.331 0.24 -0.091 

未更名公司 0.27 0.023 -0.247***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61 0.217*** 0.156 

DA 更名公司 0.31 0.407 0.097* 
未更名公司 0.319 0.375 0.056 

更名 vs.未更名差異 -0.009 0.032 0.041 
表 7 報導主要分析結果，Panel A 為全部樣本 1,002 firm-year 觀察值之迴歸分析係數，Panel B 報導
更名公司及未更名公司更名前後的 2×2 交叉分析結果，其是使用 Panel A 的係數所建構而成。*、
**和***分別表示雙尾顯著水準為 10%、5%和 1%，各變數定義參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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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更名類型的盈餘管理差異分析 

Panel A 更名公司更名後(Time=1) vs.更名前(Time=0)之盈餘管理差異分析 

變數  採用品牌名

稱 
擴大業務範圍 縮小業務範圍 徹底的更名 其他 

R_CFO Time=0 -0.130  -0.111  -0.083  -0.105  0.004  
Time=1 -0.106  0.108  0.043  0.124  0.104  
Diff. 0.024(0.28)  0.219(4.77***)  0.126(2.14**)  0.229(3.34***)  0.100(2.67***)  

R_DISX Time=0 0.098  -0.138  -0.206  -0.195  -0.236  
Time=1 -0.087  -0.411  -0.224  -0.147  -0.203  
Diff. -0.185(-0.76)  -0.272(-1.99**)  -0.018(0.10)  0.048(0.24)  0.033(0.29)  

R_PROD Time=0 -0.042  0.034  0.046  -0.014  0.028  
Time=1 0.037  -0.026  -0.056  -0.060  -0.042  
Diff. 0.079(1.23)  -0.061(-1.97**)  -0.101(-2.54***)  -0.046(-0.92)  -0.070(-2.81***)  

RM1 Time=0 -0.140  0.173  0.252  0.181  0.264  
Time=1 0.125  0.384  0.168  0.087  0.160  
Diff. 0.264(1.00)  0.212(1.50)  -0.084(0.47)  -0.094(-0.43)  -0.104(-0.86) 

RM2 Time=0 0.032  0.250  0.290  0.300  0.232  
Time=1 0.193  0.303  0.181  0.023  0.099  
Diff. 0.161(0.65)  0.053(0.39)  -0.109(0.64)  -0.277(-1.37)  -0.133(-1.12)  

DA Time=0 0.105  0.232  0.400  0.158  0.308  
Time=1 0.115  0.283  0.254  0.447  0.366  
Diff. 0.010(0.07)  0.051(0.54)  -0.146(1.13)  0.289(1.93*)  0.058(0.64)  

Panel B 更名公司(Name=1)更名後與控制組(Name=0)之盈餘管理差異分析 

變數  採用品牌名

稱 
擴大業務範

圍 
縮小業務範圍 徹底的更名 其他 

R_CFO Name=0 0.039  0.121  0.062  0.156  0.151  
Name=1 -0.106  0.108  0.043  0.124  0.104  
Diff. -0.145(-1.69*)  -0.013(-0.33)  -0.019(-0.38)  -0.032(-0.54)  -0.047(-1.45)  

R_DISX Name=0 -0.106  -0.147  0.134  -0.237  -0.090  
Name=1 -0.087  -0.411  -0.224  -0.147  -0.203  
Diff. 0.018(0.06)  -0.264(-1.9*)  -0.358(-2.01**)  0.090(0.41)  -0.113(-0.92)  

R_PROD Name=0 0.011  -0.047  -0.074  -0.091  -0.032  
Name=1 0.037  -0.026  -0.056  -0.060  -0.042  
Diff. 0.026(0.40)  0.020(0.78)  0.018(0.53)  0.031(0.73)  -0.011(-0.50)  

RM1 Name=0 0.117  0.101  -0.208  0.146  0.058  
Name=1 0.125  0.384  0.168  0.087  0.160  
Diff. 0.008(0.03)  0.284(2.07**)  0.376(2.14**)  -0.059(-0.26)  0.102(0.84)  

RM2 Name=0 0.067  0.026  -0.196  0.081  -0.061  
Name=1 0.193  0.303  0.181  0.023  0.099  
Diff. 0.127(0.45)  0.277(2.07**)  0.377(2.23**)  -0.058(-0.27)  0.160(1.35)  

DA Name=0 0.248  0.313  0.164  0.379  0.327  
Name=1 0.115  0.283  0.254  0.447  0.366  
Diff. -0.133(-0.61)  -0.030(-0.29)  0.090(0.77)  0.069(0.41)  0.038(0.40)  

Panel A 中的 Diff 是指更名公司更名後與更名前的平均數差異，而 Panel B 中的 Diff 則是更名後更
名公司與未更名公司的平均數差異，( )中為平均數差異檢定 t 值，*、**和***分別表示雙尾顯著水
準為 10%、5%和 1%，各變數定義參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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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99年 11月 01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會議時間：2010 年 10 月 24 日 08:00-17:30 

專題主講人：政治大學教授鄭丁旺、首都經貿大學校長丁立宏、中國會計學會副秘書許

玉紅、北京會計學會會長楊慕彥、「經濟與管理研究」雜誌社總編高闖、南

京大學會計與財務研究院首席教授朱元午、美國 Suffolk 大學 Sawyer 商學院

會計學教授 Mawdudur Rahman。 

研討會議程： 

8：00 開幕式 
主持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楊世忠副校長 
致詞：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丁立宏副校長、中國會計學會許玉紅副秘書長、北京會計學會楊

慕彥會長、《經濟與管理研究》雜誌社高闖總編 
9：00 大會發言 

主持人：荊新 
鄭丁旺：從IFRSs 看財務會計的發展  

計畫編號 NSC 96-2416-H-004-038-MY3 
計畫名稱 台商及大陸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總計畫（第 3年） 

出國人員

姓名 

尤隨樺 
汪瑞芝 

服務

機構

及職

稱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學

系教授兼會計財稅所所長 

會議時間 
99 年 10 月 24 日 會議

地點 
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 第九屆財務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英文) The 9th 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Conference 

發表論文

題目 

論文(1) : (汪瑞芝發表) 
(中文) R&D、董事會結構、經營績效、資源依賴理論 
(英文) R&D, Insider Board Memb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論文(2) : (尤隨樺發表) 
(中文) 集團特性對企業在中國大陸之經營績效的影響 

(英文) The Effect of Business Group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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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wdudur Rahman：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Tools for Managers  
朱元午：財務體系的缺陷與改進  
汪平：股權資本成本估算技術研究  

13：30 分會場交流 
上半場（13：30—15：10） 
第一分會場 

主持人：汪平 
討論主題包括：實質交易關聯性之研究、績效考核和激勵制度對員工努力的影響、非

物質激勵效果的問卷調查與分析、市場風險披露變革與商業銀行市場風險資訊的決策

有用性、企業內部控制能力評價IC-CMM模型的構建設想等等。 
第二分會場  

主持人：顧奮玲 
討論主題包括：初次公開發行公司盈餘管理之經濟分析、資訊不對稱視角下的股票定

向增發研究、關於本科會計倫理教育的思考和建議、環境不確定性、資源可獲得性與

管理層的投資行為、基於企業價值評估的“自由現金流量”參數估值方法研究等等。 
第三分會場 

主持人：劉文輝 
討論主題包括：機會主義行為調節與內部控制動態分析、財務風險管理資訊化效果評

價指標設計初探、合併商業銀行與合併信用合作社對銀行生產力影響之差異分析、執

業準則體系對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體現、共用資料環境中會計資訊系統的思考等等。 
下半場（15：30—17：30） 
第一分會場  

主持人：閆華紅 
討論主題包括：銀行業解除管制對銀行獲利力影響之實證研究、我國高等教育預算管

理的現狀與思考:基於調查問卷的分析、短視行為對預算之影響、會計資訊經濟屬性

的解讀與重新界定、註冊會計師內部控制審計供求狀況及其改善、關於《高等學校會

計制度（詴行）》非一致性、非對稱性問題的探討等等。 
第二分會場  

主持人：董力為 
討論主題包括：綠色能源企業之評價、基於現金流量表的中國A 股上市公司收益品

質分析、導入IFRS 後對企業財務結構的影響、中國式公司治理：差序結構中的委託

代理、MLB 球員在合約年前後績效之比較、現代企業會計關係管理初探等等。 
第三分會場  

主持人：馬元駒 
討論主題包括：經理職位資本與股東財富的實證研究—基於央企業上市公司的研究、

民主還是集權—創業者治理結構的選擇、信任會妨害審計的專業懷疑嗎？三維會計新

說、企業國際化與資訊透明度關聯性之研究－公司治理之調節效果、管理層股權薪酬

收入和盈餘品質的實證研究 
18：0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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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本次研討會是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理財學研究所

與《經濟與管理研究》雜誌社主辦，中國商業會計學會、北京會計學會與北京總會計師協會

協辦，其中，主辦的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成立於 1999 年 7 月，由原北京經濟學院財

政會計系與原北京財貿學院會計系合併而成，屬北京市重點建設學科，其開設有會計學、財

務管理、註冊會計師專門化三個專業方向，其中會計學專業被列為北京市重點建設學科，目

前有全日製在校本科生 907 人、研究生 200 餘人，學院下設會計系、審計系、理財系、培訓

部、理財學研究所、實驗室等教學研究機構，該學院的教師在審計學領域具有較高的學術地

位。研討會討論之主要議題包括：公司財務基本理論研究、公司財務政策及其他實務問題研

究、內部控制研究、會計資訊研究、註冊會計師研究等。出差申請人之會議論文摘要請詳如

附件。 

三、考察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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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透過本次研討會可比較兩岸稅務與會計制度之差異，並了解這些差異對投資與決策行

為之影響，此外，經由和與會學者的交流並能對大陸之高等教育之訓練與學術發展有較

深的認識。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第九屆財務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暨《經濟與管理研究》創刊 30周年學術研討會議程及

論文發表摘要收錄。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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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申請人之會議論文摘要(共計二篇) 

研發支出、內部董事與經營績效 

R&D, Insider Board Memb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摘要】本文從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觀點，針對台灣1999 至2008 年一般產業之上市（櫃）

公司，分析研究發展支出對內部董事與公司經營績效(Tobin’s Q)關聯性之影響。代理理論主

張，董事會之獨立性有助監督功能之發揮，故預期內部董事席次比率與公司經營績效呈反向

關係；資源依賴理論則主張，是董事會資本而非監督機制才對公司經營有較重大的助益，故

預期內部董事在企業專屬知識需求較高之公司，內部董事席次比率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向關

係。本文以Tobin’s Q 衡量公司經營績效，以高研發投入作為衡量企業專屬知識需求之代理

變數，主要實證結果顯示，研發投入密度高且其內部董事席次比率高之公司，其經營績效較

佳，分析結果支持資源依賴理論。針對控制變數與經營績效之關係，分析結果顯示，資產報

酬率、銷貨成長率及公司上市櫃年數與經營績效呈顯著正向關係，自由現金流量、公司規模

則與經營績效呈顯著負向關係。 

【關鍵字】R&D、董事會結構、經營績效、資源依賴理論 
Abstract 

Based on propositions suggested by the agency theory and the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this research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R&D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sider board 
memb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agency theory proposes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board 
directors enhances the monitoring function of the corporate board, an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depende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should be expected. As to the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it suggests that it is the board capital rather than monitoring 
mechanism serves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the corporate board. For companies with high demand 
for firm-specific knowledge it is better off to have more insider board director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is therefore expected between board depende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This paper uses 
R&D investment as the proxy for demand for firm-specific knowledge and 

Tobin’s Q as measurement for firm performance. The primary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or high R&D investment firms, higher the percentage of insider board members, higher the firm 
performance. The evidence supports the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With respect to control 
variables, 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ROA, Sales growth and years being listed ar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obin’s Q; while free cash flow and revenue size are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obin’s Q. 

Keywords: R&D, Board Structure, Firm Performance,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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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Business Group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Abstract 

In emerging economies, institutions are often underdeveloped, which increase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for foreign firms. Business groups,from a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perspective, have 
typically been perceived as responses to inefficiencies in the market and are believed to be able to 
help member firms in doing business abroad. However, the evidence to dat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business group affili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s mixed. How business groups affect their 
affiliates ’opera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such environment is not well understood. This study 
employs the resource-based and network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 examine how business group 
characteristics affect location choic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based on 275 Taiwanese investments from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in emerging economy 
context of China and shows that being affiliated with business groups does not necessarily help 
firms to create a competitive edge in a host country. Instead, firms affiliated with business groups 
with highe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greater network scope are mostly likely to prosper. The 
results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business group affili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Keywords:  Business group affiliation, Firm performance, Emerg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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