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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臺灣電子業財務預警 
─以資料探勘技術分析 

張麗娟*、許佳豪**、張耀元*** 

摘 要 

本文以資訊電子產業為樣本，將資料區分為訓練樣本及測試樣本兩組。訓練樣本，其中有

52 家發生財務危機的上市公司配對 52 家正常上市公司，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測試樣本中有

52 家發生財務危機的上市公司配對 52 家正常上市公司，用來測試預警模型的預測能力。本文利

用以決策樹為基礎的資料探勘出“若則”的分類預測法則，並且藉由所探勘的法則建立分類預

測模型。顯示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比單純利用財務比率

建構的財務預警模型和公司治理建構的財務預警模型有更佳的準確率。足以顯示加入公司治理

訊息對財務危機預警模型而言，是一項很重要的預測因素。本文所建構的模型當中，又以結合

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危機發生前二年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有更好的準確率。更

進一步利用 C5.0 決策樹為基礎之 boosting 集成法，顯示由多重分類器所建立的分類模型比單一

分類器模型，具有較高的分類準確率，而且型一錯誤和型二錯誤都可以降至最低點。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隨著企業經營型態的轉變及瞬息萬變的外在環境，讓企業的經營受到內、外在因素

的影響，包含內部管理與決策及外在經濟環境景氣等因素。財務危機的發生原因眾多，

爆發後往往事後都難以收拾，不但造成很多員工的失業，也影響到大眾投資人的利益。

一旦企業遭遇危機而面臨倒閉，勢必造成社會不安定與金融秩序嚴重的衝擊，影響到社

會大眾許多層級的損失。因此，如何建立一套穩定且有效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式，儘速採

取措施以預防危機發生，形成極有參考價值且可防範於未然。 

由於臺灣產業結構的變化，電子產業在政府政策發展下，已成為臺灣產業中眾所矚

目的焦點。電子產業成為左右臺灣股市漲跌主要因素之一，在整個臺灣經濟成長中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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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電子產業景氣變動循環迅速，產業動向及產業環境與國際市場動

態息息相關。自全球金融風暴至今，全世界許多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的窘境甚至面臨倒

閉，例如：發生一連串知名企業的跳票、違約交割、掏空資產等企業財務危機事件，而

這些事件大多是企業負責人或主要股東透過變更會計程序或其他手段來矯飾財務報表，

造成投資人重大的損失。然而除了財務因素外，近幾年來，公司治理議題逐漸受到重

視。眾多研究顯示公司治理制度之良窳，對公司績效影響甚鉅。 

發生財務危機的原因錯綜複雜，財務狀況與財務變數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係。而公

司治理的問題屬於高度非線性問題，各項因素之間有相當複雜之交互作用，因此難以利

用傳統的統計方式來建立預警模式。為了提供投資人、債權人可以及時並正確的下決

策，一個合理的預警模式之建立是相當需要的。因此希望除了傳統財務變數之外，並且

加上具有監督效果之公司治理變數，來探討影響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之關鍵因素，以供投

資人、債權人之參考。因此，本研究欲探討財務變數與公司治理變數來建立財務危機預

警模型。 

早期許多學者利用財務比率變數來建構財務預測模式，但由於我國諸多上市櫃公司

乃屬於家族性公司，法人投資的比例不高，因而導致企業經營生死大權掌握於少部分人

手上，造成財務報表往往經過矯飾扭曲，盈餘無法正確反映公司之獲利能力，使得財務

報表的可信度遭到懷疑，無法產生任何警示作用。故本研究除了傳統財務變數之外，並

且加上具有監督效果之公司治理變數，建構上市上櫃公司之財務危機預警，以增進財務

危機預警模型的預測能力。現今因資訊科技的進步使資訊產生速度越來越快，要如何在

龐大的資料中找尋有意義的資訊為極重要的工作。而資料探勘（data mining）就是一種

由龐大的資料庫中，以自動或半自動的方式進行分析、發掘大量資料以找出有意義的類

型（patterns）或規則（rules）的一種流程。 

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利用資料探勘之決策樹探討財務比率變數在危機發生前三年，危機公司和正

常公司間的危機關鍵因素及財務預警模型的預測能力。 

（二）利用資料探勘之決策樹探討公司治理變數在危機發生前三年，危機公司和正

常公司間的危機關鍵因素及公司治理預警模型的預測能力。 

（三）利用資料探勘之決策樹探討同時混合財務比率變數與公司治理變數在危機發

生前三年，危機公司和正常公司間的危機關鍵因素，以及綜合預警模型的預

測能力是否有比先前只考量財務比率或公司治理變數之預測率有所提升。 

（四）利用靴化法（boosting）的集成法並應用在資料探勘之決策樹法則探討結合

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危機預警模型的預測能力，是否有比先前考量結合財務

比率變數與公司治理變數、財務比率或公司治理變數之預測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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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財務危機公司樣本的選取範圍，以西元 2004 到 2009 年期間，電子產業在上

市櫃中發生財務危機的公司為研究範圍。本研究對象以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發

布的臺灣信用風險指標（Taiwan Cooperate Credit Risk Index；TCRI）中列出九項事件，

符合其中之任一項來認定財務危機公司，包含公司：1.宣布倒閉或破產；2.聲請重整；

3.跳票或銀行擠兌；4.向財政部申請紓困，或向銀行要求展延、減息；5.接管；6.會計師

（CPA）意見，對其繼續經營有疑慮；7.淨值為負；8.轉列為全額交割股或下市；9.財務

吃緊停工。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目的、範圍

及研究流程；第二章文獻回顧，針對企業財務危機的定義，國內外有關財務危機不同研

究模型之文獻、公司治理的相關文獻、說明資料探勘的相關研究文獻、決策樹和法則的

探勘以及精確度的改善；第三章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之架構、研究程序、研究分析方

法、研究環境及樣本之選取與變數；第四章實證結果，根據蒐集資料進行分析，建立財

務預警模型；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對本研究之實證做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 

當企業發生財務危機時，勢必造成社會不安定與金融秩序嚴重的衝擊，影響到社會

大眾許多層級的損失。因此，建立一套穩定且有效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式，防範於未然實

有必要。本文首先對財務危機作明確的定義；其次，說明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的相關研究

文獻；接著，闡述公司治理的相關研究文獻；最後，說明資料探勘、決策樹和法則的探

勘以及精確度的改善。 

一、財務危機定義 

學術文獻中對於財務危機的定義甚多，本文將就國內外相關文獻及我國法律面來探

討此一議題。 

（一）國外文獻定義 

國外的學者中，Beaver（1996）認為當企業出現銀行透支或存款不足（overdraw 

bank account）、特別股股息未能支付（nonpayment of a preferred stock account）、公司債

發生違約（bond default）、宣告破產（bankruptcy）等四種徵兆之一時，即視為財務危機

公司。Altman（1968）認定為財務危機公司之定義乃為符合美國破產法宣告破產、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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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及重整之公司。Deakin（1972）認為企業歷經倒閉、宣告破產、跳票、無償債能力或

清算之公司即為危機公司。Blum（1974）認為當公司已經無能力償還現有負債即為危

機公司。Ohlson（1980）認為當公司受到法律判決宣告破產倒閉時，即為危機公司。

Zmijewski（1984）認為「申請破產者」為危機公司。Lau（1987）認為公司財務情形分

成五個階段，分別為財務穩定、停止支付股利或大幅減少支付股利、貸款違約、受破產

法管制及破產清算等五個階段。當公司進入貸款違約階段即是財務危機公司。Laitinen

（1991）將公司失敗區分為「慢性失敗公司」、「獲利失敗公司」和「急性失敗公司」三

種型態。其中，「慢性失敗公司」的失敗訊號早在財務危機發生前數年即已呈現，如財

務比率持續呈現出不佳狀況，且愈接近財務危機時愈惡化；「獲利失敗公司」在財務危

機發生前數年的財務結構與償債能力與財務體質健全公司無顯著差異，其失敗原因主要

是收益不彰，此可由公司獲利能力觀察之；而「急性失敗公司」直至財務危機發生前一

年，財務比率才會出現迅速惡化現象，且顯著的異於體質健全公司者。 

（二）國內文獻定義 

國內學者中，陳肇榮（1983）定義財務危機為企業短期債務在償付上發生困難，其

嚴重性足以危害到企業生存。潘玉葉（1990）依據證券交易所對其上市之有價證券得呈

請主管機關核准停止其買賣或終止其上市，將此類裁定變更交易下市企業定義為危機公

司。黃俊雄（1994）以銀行逾放款、催收款與呆帳處理辦法，對已到償還期而無力償還

貸款的違約企業，稱為財務危機公司。鄧志豪（2000）對財務危機企業的定義則是認為

企業發生重大違約事件或舞弊事項導致股票暫停交易者、因債務未償還銀行而展延者、

違約交割或跳票導致公司股價低於面值的十分之一者、與市場上交易降等為全額交割

股、管理股票或是命令下市者為財務危機公司。盧俊安（2005）以發生在 TEJ 所列之

九項財務危機事件之一且發生財務危機公司現已下市下櫃者。王景煌（2006）根據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49 條、第 50 條、第 50-1 條法規之定義。財務危

機公司為上市公司因故被列為全額交割股、變更交易方式、停止買賣或終止上市等。卓

一誠（2008）以發生 TEJ 所列之跳票擠兌、倒閉破產、CPA 意見、重整、紓困求援、

全額下市、每股淨值不及 5 元和淨值為負之其中任一項，為財務危機公司。 

二、財務危機預警之模型文獻探討 

早期研究公司財務危機預警文獻大多以財務比率作為預測變數，大多運用單變量分

析法進行研究，其中以 Beaver（1996）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才開始帶動熱潮。緊接著

Altman（1968）首先使用多變量分析法應用在企業失敗的預測上。之後，陸續有學者發

展各種多變量的預警模式，其中包括區別分析、線性機率模型、Logit 模型、Probi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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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資料探勘等等。有關歷年來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的發展整理如下： 

Beaver 於 1954 年至 1964 年間抽取發生財務危機的 79 家公司，再以配對方式找出

對應的正常公司，以同產業性質和規模相似的正常公司作為配對比較。用 30 項財務比

率對兩組公司進行單變量分析，結果發現現金流量/總負債、資產報酬率及負債/總資產

三項指標在正常企業與危機企業的區別力最佳，是預測危機企業的最佳指標。採用單一

財務指標來預測財務危機易產生較大的誤判，因為造成企業財務危機的因素很多，所以

應考慮多種不同的財務比率變數來反映公司財務狀況。多變量分析法係將幾項重要的財

務比率，各賦予一個權數，組成綜合財務指標，以用來評估企業之財務狀況，該法的優

點為考慮多重變數，較單一變數考慮周全。Altman（1968）率先使用多變量區別分析法

來建立 Z 值模型（Z score）應用於預測財務危機公司，其選取 1946 年至 1965 年間宣告

破產的 33 家公司，同時按其產業相同、規模相似的正常公司 33 家做為配對比較的樣

本。在 Altman 的研究中，從最初的 22 個財務比率，逐步區別出 5 個最具預測能力的財

務比率，分別以流動性、獲利能力、財務槓桿、償債能力及周轉能力，建構出一個線性

模型，稱之為「Z-Score」。此一區別模型的臨界值為 2.675，也就是說將個別公司的財

務比率數值代入該模型，所算出來的分數如大於 2.675，即歸類為正常公司。在研究中

對破產公司預測的正確率分別是：前一年達 95%、前二年為 75%、前三年為 48%、前

四年為 36%、前五年為 29%。故可知，財務比率愈接近破產時點其預測能力越好，但

在長期下正確性卻大幅降低。Ohlson（1980）在 1970-1976 年期間，挑選出危機公司

105 家及 2,058 家正常公司為樣本，採用九個財務比率，最後萃取出四個最具有顯著預

測能力的財務因素，分別為公司規模（總資產/GNP 物價指數後，取對數）、財務結構

（總負債/總資產）、經營績效（資產報酬率或來自營業的現金/總負債）及流動性（營

運資金/總資產或流動負債/流動資產），而企業失敗前一年至前三年正確區別率分別為

96.12%、95.55%、92.84%，預測效果相當良好。Zmijewski（1984）利用 Probit 模型針

對偏誤進行研究，認為過去在建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時，大部分使用非隨機樣本，再加

上沒有採行適當的估計方法，通常會導致選擇基礎偏誤和樣本選擇偏誤，但這並不會影

響失敗預測的分類誤差率。Odom and Sharda（1990）打破傳統只在時間序列預測和分

類領域上應用類神經網路方式，使用 Altman 在 1968 年所提出的五個財務變數作為危機

預警模型建構，而其建構的樣本期間為 1972 年到 1982 年，其中研究樣本有 65 家財務

危機公司，再與區別分析作比較，發現使用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準確率高於區別分析法預

測財務危機的發生。 

Coats and fant（1993）也是用 Altman（1968）所提出的 Z-score 模型中的五個變數

為其研究的預測變數，並以 1970 年到 1989 年之樣本期間，選取 94 家發生財務危機的

公司，以及 188 家正常公司等樣本，其研究結果顯示類神經網路對危機公司的區別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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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 91%，對正常公司的區別正確率有 96%；而判別分析對危機公司有 89%的正確

率，對正常公司則是 72%。很顯然的，類神經網路模型是比判別分析模型預測能力要來

得高。陳淑萍（2002）研究亞洲金融風暴期間 52 家財務危機公司以及 52 家正常公司，

取危機發生前五年季資料，利用因素分析將 47 項財務指標萃取出顯著影響的變數，運

用決策樹技術建構預警模型，比較有無因素分析萃取後的變數之模型準確率，發現因素

分析萃取出的 29 項財務比率建立的預警模型準確率高於單純以 47 項財務比率的模型，

而且進行因素分析次數以三次為最精準。蔡永泰（2004）選取民國 92 年發生財務危機

的 30 家上市公司，並找出相似規模和產業相同的正常公司作為對照，選取的公司財務

比率資料則以發生財務危機前三年季資料為依據。採用過去文獻較具顯著的財務指標與

非財務指標，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其前一年至前三年準確率分別為 97.37%、

90.79%、82.89%。王景煌（2006）使用資料探勘的類神經網路、決策樹及支援向量機

等人工智慧方式配合逐步回歸、因素分析等資料篩選方式來建立企業危機預警模式，以

企業財務比率、非財務變數和智慧資本指標為輸入變數建構出企業危機預警模式。研究

樣本選取 26 家電子產業之財務危機公司，以一比一配對方式選取 26 家電子產業類型相

同資本額相近的正常公司，共 52 家公司樣本，資料蒐集使用 32 項財務比率和 12 項非

財務指標變數及 16 項智慧資本指標作為輸入變數，來進行研究模型的建立。在實驗資

料中發現，結合了財務比率指標、非財務指標變數和智慧資本指標能有效提升預警模型

準確率，也優於先前學者的財務預警的準確率。此外，研究實驗數據也顯示，以支援向

量機所建立的預警模型的準確率勝過其他 4 種預測方法。 

三、公司治理之相關文獻 

公司治理的概念在 1970 年代就已經出現，但直到 1997 年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影

響許多國家經濟衰退甚深，學者 Prowse（1998）與 Rajan 及 Zingales（1998）研究指

出，東亞國家公司的股權集中程度高於其他地區且公司治理的機制不完善，是導致金融

風暴的主要因素之一。在 1998 年我國許多中大型企業因為公司治理不健全之下，居心

不良的公司負責人或大股東，利用關係人交易挪用公司資產、交叉持股、設立子公司護

盤等方式，掏空公司資產或圖利他人。以及 2001 年美國大型公司恩龍（Enron）、世界

通訊（Worldcom）等公司財務報表造假醜聞，這些案件很明顯反映出公司治理問題的

重要性，因此公司監管制度必須建立，才能免於董監事故意舞弊或違法交易的情形。完

善的公司治理機制（corporate governance）是有助提升投資人對資金安全的信心與投資

意願，進而促進股市發展與吸引國際資金，降低企業籌資成本。因此，此議題也將之列

為「金融改革」的重要一環，提出健全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

人（審計委員會）功能、重視股東及利害關係人之權利、資訊揭露透明化、慎選優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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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及律師等重要政策方向與行動方案。所謂「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乙詞，我國學者譯法不一，基於監督、防弊觀念者有稱之為「公司管控」或「公司監

理」，而強調興利功能者則稱之為「公司管理」或「公司統理」；或許各種名詞所界定

之意義與範圍不盡相同，但其主要之內涵泛指一種指導及管理並落實公司經營者責任的

機制與過程，在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下，藉由加強公司績效，以保障股東權益。本

文以過去有關公司治理變數對公司價值，以及對公司財務危機發生影響之相關文獻做探

討。 

由公司股權結構的角度來看，Jensen and Ruback（1983）研究發現，當股權越集中

於少數大股東手上時，將使內部人瀆職的行為獲得更大的保障，更能夠利用足夠的表決

權來貪圖私利，而損害公司價值。Kesner（1987）認為：董監事持股比率高，其財務風

險和公司牽連愈深，因而會有強烈的動機來監控管理當局，提升企業經營績效。

Claessens 等人（2002）、Lemmon 及 Lins（2001）研究發現，當控制股東透過金字塔結

構與交叉持股等方式來擴大股權時，將導致控制股東之現金流量權與控制權偏離程度

大，控制股東傷害小股東財務的動機就愈強，進而降低公司價值。由董監結構的角度來

看，根據葉銀華、李存修及柯承恩（2002）在 1998 至 2001 年間，篩選出財務危機公司

57 家及財務正常公司 455 家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控制股東成員擔任董事席位

率、股權質押比率和參與管理（控制股東同時擔任董事長與總經理），對財務危機的影

響顯著為正。趙維穎（2004）認為企業應透過改善董事會屬性，如引進獨立董監事制

度、設置委員會、提供董事充足的會前資訊、結合董事酬勞與董事績效並營造良好的公

司治理文化，以增進董事會功能，進而提升經營績效。吳芝嫻（2005）認為董事會規模

過小或者企業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企業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越高。由此可知，當公

司內部管理當局身兼應負起監督責任的董監事時，確實有可能發生監督不周，甚至藉由

職權之便掏空資產，造成所有利害關係人之損失。因此，依據 Daily（1995）探討董事

會組成及結構對於財務危機發生之關聯的研究指出，最好聘用「外部董監事」，以監督

內部董事、管理階層或提供專業諮詢。Daily（1995）研究認為外部董事監事持股比例

集中度大的情況下，公司較易受外部監督，發生財務危機機率將降低。由董監事股票質

押的觀點來看，過去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是相檔普遍的，所以就造成很多公司發生

財務危機。因此若發生董監事之股票質押，通常給人的印象即是這些公司喜好買賣股票

而不注重本業經營傷害公司形象。Chen and Hu（2001）、熊大中（2000）研究指出，

控制股東利用公司之股票質押借款介入股市，當股價下跌時，因擔心股票遭斷頭賣出，

控制股東可能會以侵占公司財富之方式，來維持股價。因此，當經濟情況不佳時，導致

股價大幅下跌，大股東的股票質押比率愈高，愈有可能挪用公司之資金，而此舉將增加

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另外，若由關係人觀點來看，根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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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係指凡是企業與其他個體（和機構與個人之間），若一方對於他方具有控制

能力或在經營、理財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雙方即互為關係人。根據葉銀華

（2004）研究指出關係人股權交易是一種權益代理問題，推論關係人股權交易比率越

高，隱含傷害公司價值的可能越高。此外，超額關係人資金往來比率、超額關係人的銷

（進）貨比率、背書保證比率過高時，這有可能代表控制股東在美化營收或挪用公司資

產意圖，進而傷害公司價值。 

四、資料探勘技術—決策樹和法則的探勘 

資料探勘（Data Mining）是近年來相當熱門的資料分析技術，從資料中探勘出隱

含、未知、潛在且有用的知識、方法及應用（Frawley et al.,1991）。資料探勘是用來將

資料中隱藏的資訊挖掘出來，所以資料探勘是所謂知識發現（knowledge discovery）的

一種形式。利用建構的方法，到資料中找尋有用的特徵（Patterns）以及關聯性

（Relationships）。知識發掘的過程對於資料探勘的應用成功與否有重要的影響，能確保

資料探勘獲得有意義的結果。Curt（1995）認為資料探勘是一種資料轉換的過程，先將

沒有組織的數字與文字集合資料轉換為資訊，再轉換為知識，最後產生決策。Fayyad

和 Stolorz（1997）認為資料探勘為知識發現的一個步驟，目的在於找出資料中有效的、

嶄新的、潛在有用的易於瞭解之樣式。Berry 和 Linoff（1997）認為資料探勘是在資料

庫、資料倉儲或其他資訊的儲存庫中，利用已儲存之大量資料找到知識的過程。Scott

（2006）認為資料探勘就是利用資訊科技系統進一步篩選使用者所尋找的資料，而不會

搜尋到不需要的垃圾資料。廖述賢（2007）認為資料探勘是指尋找隱藏在資料中的訊息

（如趨勢、類型及相關性）之過程，也就是從資料中發掘資訊或知識。資料探勘即從資

料庫中發現知識，因為近年來大量商業化的資料湧入，故需要此種技術自儲存單位中分

析、萃取資料，甚至提供視覺化的決策支援。 

Han 和 Kamber（2001）指出，資料探勘的程序包括以下幾個步驟：1.資料清理

（data cleaning）：移除雜訊和不一致的資料。2.資料整合（data integration）：整合不同

的資料來源。3.資料選擇（data selection）：從資料庫或資料倉儲中選取與研究主題相關

的資料。4.資料轉換（data transformation）：摘要或集合目標資料，使其利於進行挖掘。

5.資料探勘（data mining）：應用資料探勘技術萃取資料的類型。6.類型評估（pattern 

evaluation）：利用衡量指標判定有用的類型。7.知識呈現（knowledge presentation）：利

用視覺化與其他技術，將探勘出來的知識呈現給使用者。而資料探勘有多種功能，可供

使用者依據需求或應用的不同，採取不同的方式，基於資料探勘的策略，其包含以下六

種不同的模式：分類（classification）、分群（clustering）、關連法則（association）、序

列樣式（ sequence pattern ）、估計（ estimation ）與預測（ prediction ）（ We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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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2000）。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問題可視為分類問題，而對於分類問題而言，決策樹

（decision tree）可被建立來解決此分類問題，並且對應的“若則”法則（IF-Then rules）

則可以由該決策樹萃取出來。使用決策樹作為基礎之分類技術為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

用來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更進一步，為了提升分類效能，多分類模型方法是最常被

使用的方法（Roiger and Geatz, 2003）。這些資料探勘的方法利用過去的資料，來分析

過去的狀況，並建立一個模型以預測未來。許多產業已經被廣泛的應用，包括：行銷、

金融業、醫療、製造、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等各種問題。 

決策樹最被廣泛的應用於分類和預測的相關問題，因為以決策樹為基礎的分類器

（ classifiers）不需要具備領域知識（ domain knowledge）或參數設定（ parameter 

setting），就可以進行知識的探索發現，所以決策樹很適合知識的發掘（Han and 

Kamber, 2006）。決策樹就像流程圖，每一個節點對一個屬性設定一個測試，而最終的

節點代表決策結果。每個葉節點代表類別值，樹的最上面節點為根節點。決策樹的學習

與判別的步驟是快速而簡單的，能夠被轉換為明確的分類法則。 

Quinlan（1986）在 1970 年底到 1980 年初發展出 ID3（Iterative Dichotomiser）的決

策樹方法。Quanlin 後來延續 ID3 的理論發展出 C4.5 決策樹的方法，此方法成為監督式

學習比較的基準。在 1984 年一群統計學者（L. Breiman、J. Friedman、R. Olshen、C. 

Stone）發展出判別與迴歸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CART）。但是 CART

是一個二元的決策樹，該決策樹中每個節點之延伸節點最多只能有兩個分支節點。而

C4.5 演算法從每個節點可再延伸出超過兩個以上的分支節點，這表示從每個母節點可

延伸出不同數目的分支節點，所以說 C4.5 在解決問題時較具更多的彈性和能力。更進

一步，C4.5 和 CART 兩種決策樹演算法使用貪婪式（greedy）方法，決策樹是由上而下

（top-down）遞迴式（recursive）的分離和處理方式（王派洲 譯,2008）。C4.5 演算法應

用樹狀修剪技術（tree pruning）來避免在訓練資料中若含有干擾之雜訊（noise）及奇異

因數（outliers）而產生不必要的分枝（branching）。 

若欲更正確且精確的呈現資訊或知識，法則是一種很適當且明確的選擇。而以法則

為基礎之分類器採用“若則”（If-Then）法則來解決分類的問題，分類法則表示如下所

述： 

If 情況與 Then 結論（分類）是指 If 部分為規則前提（rule antecedent, precondition），

Then 為規則結論（rule consequent）。規則前提可以包含一個或許多個屬性測試，而它用

邏輯且（And）來連接，規則結論包含類別預測。當這些“若則”法則由訓練資料探勘出

來，就代表潛在隱藏且具有價值的知識可以被明確的外顯（explicit），這些外顯化的知

識將具有可使用（usable）的特性。我們知道從訓練資料建立決策樹判別模型，決策樹

判別模型是非常普遍的，因為它非常容易了解，同時正確率也不錯，但是決策樹一旦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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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就很難了解。“若則”法則可以由該決策樹萃取出來，相較於決策樹判別，“若則”法

則更容易為人所了解，特別是當決策樹很龐大的時候。當每個規則之間的關係為或

（Or）的關係，都是直接從決策樹中找出來，彼此是互斥（mutually exclusive）而且完

全（exhaustive）。所謂的互斥是指不會有規則衝突（rule conflict），因為沒有兩個規則是

從相同的值組產生。透過完全產生決策樹的規則，會產生包含所有屬性質排列組合的規

則，因此規則順序變得不重要。產生太多規則，會變得比原來的決策樹還難理解，因為

某些屬性是無關且多餘的。對於一個規則，如果在前提不能改善預估的正確率，則這個

規則可以被刪除（修剪）。C4.5 相較於其他決策樹演算法的優點為應用枝葉修剪的方法，

來刪除不必要的法則，並且可以提昇法則分類的精確度。 

五、精確度的改善的方法 

枝葉修剪法可以應用在決策樹以提升分類的準確度之外，像使用多模型（multiple-

model）方法來處理分類的問題也是常被廣泛使用的，此類多模型方法又稱為集成法

（ensemble methods）。像袋裝法（Bagging）和靴化法（Boosting）是較常被使用的集成

法。 

（一）Bagging的方法敘述如下（Leo Breiman, 1996） 

1. 從訓練資料中，隨機取樣出幾個資料筆數相同的訓練資料集。而取樣出的資料範

例會被取代刪除，以免再度選取同樣的資料，使每一筆資料範例不會出現在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資料集。 

2. 對於每個訓練資料集，都以資料探勘演算法來建立一個分類模型。因此，N 個訓

練資料集就會有 N 個分類器模型。 

3. 如果要分類一筆未知的資料，先將該資料送到每一個所建立之分類器來進行分

類，而該筆資料的類別最後由這些分類器所投出之票數決定，以票數最多的類別

作為最終的分類結果。 

Boosting 類似 Bagging 的作法，皆是選用相同的演算法去訓練出多個分類器，差別

在於 Boosting 對每個訓練資料設定一個權重，在訓練開始時，給予所有資料相同的權

重，根據每個資料的權重，利用取出放回的方法從原始資料產生多個訓練資料。若訓練

過程中，分類錯誤的訓練資料權重會增加，而正確分類的訓練資料權重會減少，這些新

的權重會套用到下一個模型。 

（二）Boosting的方法敘述如下（曾新穆、李建億, 2004） 

1. 先給予所有訓練資料相同的權重，建立第一個分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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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分類錯誤資料的權重，而減少分類正確資料範例的權重。 

3. 從訓練資料中，取樣出資料來建立新的訓練資料集。選擇那些比權重較高且被選

擇較多次數的資料來訓練模型，如此最難分類的資料會逐漸在訓練模型中逐漸的

被正確分類。 

4. 對於每個新的模型都重複前述之步驟。 

一般來說，Boosting 的正確率會比 Bagging 來得高，例如：根據過去文獻研究，

C4.5 決策樹演算法應用 boosting 集成法可以比應用 bagging 方法獲得更高的準確度

（Roiger and Geatz, 2003）。因此本研究將以 C5.0 決策樹為基礎之演算法並應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來提升分類預測準確度。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了財務比率變數之外，並且加上具有監督效果之公司治理變數，資料從台

彎經濟新報資料庫（TEJ）蒐集，在選取公司之變數資料時，則以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

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年年資料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之兩年資料、危

機發生前三年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及危機發生前二年和危機發生前三年之三年資料為依

據。研究模型建立使用 SPSS 的資料探勘應用軟體 Clementine 12.0，以 C5.0 決策樹演算

法為基礎的方法來進行資料探勘的分析與研究，實證的結果以及分析，提供判定是否為

財務危機之因素法則並建立分類模型。 

一、研究架構 

本文根據前述研究動機、目的，以及探討相關理論與文獻，並針對公司治理變數與

財務比率變數對財務危機公司之關聯性進行深入的研討。資料從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EJ）蒐集 2004 年至 2009 年間符合本研究定義之財務危機公司及正常公司歷史資

料，並利用 C5.0 決策樹為基礎之資料探勘技術藉由法則的探勘來建立適合的預測模

型，實證的結果以及分析，提供影響判定是否為財務危機之因素法則並建立分類模型。

（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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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程序 

本研究方法的程序描述如下： 

程序 1 定義問題：使用公開且具公信力的資料及資料探勘的技術方法來建構財務

危機預警模型，期望藉此模型預測企業財務危機，做為投資者的投資判斷

依據。 

程序 2 收集資料和資料的前處理：資料來源可由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蒐

集獲得。 

程序 3 決定探勘的方法 

程序 3.1 使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來探勘那些公開的公司指標數據可以被用來評斷

預測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因此股市投資者可以依據探勘結果做為投

資依據而有獲利機會。 

程序 3.2 利用 boosting 集成法並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探勘，藉以提升分類的

正確性。 

程序 4 分析所探勘的結果：當這些內隱的知識被探勘出來並以外顯的“若則”（If-

Then）法則來表達，投資者於證券市場的投資可更精確的做決策。 

三、研究方法─以 C5.0 演算法分析 

C5.0 演算法有決策樹及規則集兩種模型，並且依最大資訊增益的欄位來切割樣本，

並重複進行分割，直到樣本子集不能再被分割為止。該演算法內容為貪婪演算法（greedy 



臺灣銀行季刊第六十三卷第一期 

 － 194 －

algorithm），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樹形模型，並採用各個擊破的方式來建立決策樹。 

C5.0 是屬於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的演算法之一，亦可稱為規則推理模

型（rule-based reasoning model），主要能力是能夠對連續型變數及類別型變數作解析，

並將運算的結果依使用者需求設定生成決策樹（decision tree）或規則集（rule sets），再

依最大資訊增益（information gain value）的欄位來拆分樣本。決策樹模型與一般統計分

類模型的主要區別，在於決策樹的分類是屬於邏輯性的分類方式，而一般統計分類模型

則是屬於非邏輯的分類方式。（廖述賢、溫志皓，2009） 

（一）C5.0演算過程概念說明（尹相志，2003） 

1. 資料母體作為根結點。 

2. 根據最佳變數產生分叉，產生子結點。 

3. 根據每個子結點案例分布狀況指派分類結果。 

4. 決策樹繼續生長，最後採用修剪技術修剪不必要的規則。 

假設 S 是資料或樣本 s 的集合，並包含 n 個不同的類別 C
i
（i=1,2,…,n），而 s i 是

每個 C i 的類別數，則期望資訊為（黃上益，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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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p 是任一實例可能屬於 C i 的機率，亦即 S i / S；假設 A 屬性有 v 個不同的值

{ }vaaa ,...,, 2,2 ，則 A 屬於可將 S 集合區分為 v 個子集合{ }vsss ,...,, 2,1 ，其中 S j 就表示

S 集合中屬於 A 屬性 a j 值的實例所形成的集合，當 A 屬性被選為測試屬性時，便會將

包含 S 集合的節點區分成其對應的子集合。假設 s ij 表示 C i 類別的子集合 S j 集合的實

例數，則其熵（entropy），即依據 A 屬性作為區分子集合的期望資訊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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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sss njjj +++ ...21 是指第 j 個子集合的加權值，也是該子集合內的實例數除以 S 集

合的實例數。entropy 的數值越小，表示其子集合的純度越高。對於所區分的子集合 s j

而言，其期望資訊可表示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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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1 )(log)...(  （3.3） 

其中
j

ij
ij s

s
p = 表示 S j 集合中的樣本屬於 C i 類別的機率，若以該屬性為分支依據，

所獲資訊增益，亦即不純度（impurity）減少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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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AEsssIAGain n −+++=  （3.4） 

最後，選擇分支屬性的準則是找出能獲得最大資訊增益之屬性作為其分支節點。 

（二）靴化法（boosting） 

是集成法（ensemble methods）的一種，常被應用在決策樹的歸納以提升分類的準

確度。Boosting 是選用相同的演算法去訓練出多個分類器，透過多次的樣本訓練，將一

直無法妥善預測的樣本回鍋為訓練樣本，直到訓練誤差為可接受範圍，並把多次訓練出

來的各個預測器，透過加權投票的方式，將最終的預測結果運算出來；由於它是採用加

權投票，而加權投票是可以有效避免投票時的平手狀況。 

四、研究環境及樣本之選取 

本研究模型建立使用 SPSS 的資料探勘應用軟體 Clementine 12.0，以 C5.0 決策樹演

算法為基礎的方法來進行資料探勘的分析與研究。C5.0 是基礎於 C4.5 決策樹演算法和

產生法則方法的更高階演算法。使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來探勘哪些公開的公司指標數

據可以被用來評斷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因此股市投資者可以依據資料探勘結果所

建立的模型，來當作投資的依據。利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

探勘，藉以提升分類的正確度。 

因本研究的實證資料取自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因此援用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對於

財務危機的定義。 

本研究以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發布的臺灣信用風險指標（Taiwan Cooperate 

Credit Risk Index；TCRI）中列出九項事件，符合其中之任一項來認定財務危機公司，

包含公司：1.宣布倒閉或破產；2.聲請重整；3.跳票或銀行擠兌；4.向財政部申請紓困，

或向銀行要求展延、減息；5.接管；6.會計師（CPA）意見，對其繼續經營有疑慮；7.淨

值為負；8.轉列為全額交割股或下市；9.財務吃緊停工。 

本研究樣本資料從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蒐集 2004 年至 2009 年間符合本研

究定義之財務危機公司，並且採用 Beaver（1966）之配對原則中的「規模相近」（以年

資產總額或資本額為依據）、「相同產業」、「營業項目接近」、「相同年度」為配對

原則，以採取 1:1 的比例選樣，104 家發生財務危機的上市公司配對 104 家正常上市公

司，也就是說用一家危機公司配對一家正常公司作為研究資料。本研究以資訊電子產業

為樣本，將資料區分為訓練樣本及測試樣本兩組。訓練樣本，其中有 52 家發生財務危

機的上市公司配對 52 家正常上市公司，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而測試樣本，其中有

52 家發生財務危機的上市公司配對 52 家正常上市公司，用來測試預警模型的預測能

力。本研究在選取公司之變數資料時，則以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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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資料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之兩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三年包括危機

發生前一年及危機發生前二年和危機發生前三年之三年資料為依據。 

五、變數的操作型定義 

根據過去文獻，本研究中整理歸納出 22 個財務相關變數和 16 個公司治理變數（自

變數），欲藉由這些變數來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依變數），

其如下所述： 

（一）依變數 

本研究依變數為財務危機發生與否，以二分法來做區別，發生財務危機公司的衡量

以 1 代表，正常公司的衡量則以 0 代表。 

（二）自變數 

本研究採用的自變數分為 2 個層面，一個層面為財務比率變數，另一層面為公司治

理變數，以下分述介紹： 

1. 財務比率變數 

為了使本文所使用的解釋變數能具有代表性及有效性，以較完整的考量所有可能影

響財務危機之因素，故在自變數選取方面，使用「歷史文獻法」，參考過去國內外相關

研究，選取使用頻率最頻繁之財務比率，以進行實證分析。並將財務比率分為償債能力、

現金流量、經營能力、獲利能力、財務結構等五個主要構面，共 22 個變數。償債能力

即是衡量流動性，所謂流動性是指資產轉換成現金或負債到期清償所需的時間。通常流

動能力愈高，公司所面臨的破產風險愈小，其對於透視企業的財務狀況有重要的貢獻與

影響。現金流量因素主要衡量公司所產生之現金流量到底有多少，是否足以支付短期負

債，若是公司營業上所產生現金流量不足支應短期負債，公司可能要處分資產以變現，

變現速度慢可能會導致財務危機出現，可知現金流量因素與財務危機呈負相關關係。經

營能力又稱為週轉率因素，即在說明管理當局運用各種資產的效率，諸如：資產週轉率、

應收帳款週轉率、存貨週轉率和固定資產週轉率等指標，可看出該公司的經營績效。以

上所述之比率愈高，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機率較低，可知經營能力與財務危機呈負相關關

係。獲利能力因素是衡量一家公司經營的成果，獲利能力越好的公司，代表公司的管理

能力越好。此項指標，可看出該企業是否能夠繼續營運，同時也是吸引資金提供者是否

願意提供資金的關鍵因素。財務結構方面，若企業自有資金愈多，對外舉債愈少，則長

期償債能力愈強，財務安定性也愈高；反之對外舉債愈多，則長期償債能力愈弱，財務

安定性也愈低。而資金來源需與資金用途妥善配合，如購置廠房機器等長期用途，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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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資金或長期借款支應；而短期的週轉性資金需求，不宜以長期資金供應，應以短期

資金供應，這可使資金避免呆滯造成浪費。一般而言，償債能力愈高及妥適性愈佳，公

司的破產危機亦愈小。本研究所選取之財務比率變數與計算方式彚整於表 3-1 所述。 

表 3-1 財務比率變數列表 

構面 財務比率變數 變數公式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100％ 
速動比率 （流動資產-存貨-預付款項-其他流動資產）/流動負債*100％ 
淨營運資金/總資產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總資產 

償
債
能
力 

利息保障倍數 （稅前淨利+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現金流量比率 來自營運現金流量/流動負債*100％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加數+現

金股利） 
現
金
流
量 現金再投資比率 （營業活動淨現金-現金股利）/（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 其它資產+營

運資金）*100% 
應收帳款週轉率（次） 營業收入淨額 /平均（應收帳款及票據 +應收票據貼現） 
存貨週轉率（次） 營業成本 /平均存貨 
淨值週轉率（次） 營業收入/平均股東權益 
總資產週轉率（次） 營業收入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經
營
能
力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營業收入淨額 /平均固定資產 
營業利益率 營業利益 /營業收入淨額 *100％ 
每股盈餘 (最近四季常續性利益和- 最近四季特別股股利和 /當季底流通在外股數) 
純益率 常續性利益（稅後）/營收淨額 *100% 
淨值報酬率 經常淨利 /平均淨值 *100％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經常淨利 +利息支出 *（1- 25%））/平均資產總額 *100% 
負債比率 負債總額 /資產總額 *100% 
債益比率 負債總額 /淨值 *100% 
長期資金適合率 （淨值 +長期負債）/固定資產 *100% 
借款依存度 長短期借款/淨值 *100% 

財
務
結
構 

營運槓桿度 （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營業利益 
 
2. 公司治理變數 

公司是否會發生財務失敗，除了財務數字發生惡化之外，還有可能由於其他非財務

的變化所影響。公司治理議題包括股權結構、董監結構及控制持股、關係人交易及保證

金額及公司內部特性等議題，其相關的變數敘述如表 3-2 所示。股權結構對於企業的監

控問題有相當大的影響，股權集中於外部董事或者內部管理當局，都有可能影響企業的

財務經營（陳琇宜,2009）。當控制股東對公司的真正出資比率愈高，則他們對公司盈

餘分配比率愈大，使其家族財富與公司價值關聯程度愈大，亦即公司愈賺錢，控制股東

分得愈多，則控制股東努力經營的正誘因效果愈強，公司績效愈佳。相對地，如果控制

股東對於公司真正出資比率小，但為了掌握公司經營權，可透過下列手段來增加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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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所握有的投票權：（1）利用上市公司資金成立投資公司，再回買母公司股

權；（2）藉由集團化發展，透過一家上市公司，再轉投資其他上市公司；（3）集團內

關係企業的交叉持股；（4）藉由委託書爭奪，取得股東大會的投票權。透過這些交叉

持股與金字塔結構等手段，控制股東不用再增加資金的投入，可以膨脹他們在股東大會

的投票權，並藉由投票權的行使選舉自己的成員擔任董事與監察人，達到掌控公司的目

的。如果控制股東真正出資比率愈來愈小，而是透過金字塔結構、交叉持股與委託書爭

奪來增加投票權，則控制股東投票權偏離現金流量權幅度愈來愈大。此時控制股東能夠

掌握公司的決策，但又較不需與公司禍褔與共時，則公司績效有下降的可能。當公司內

部管理當局身兼應負起監督責任的董事時，確實有可能發生監督不周，甚至藉由占有多

數董監事席次之便，掏空資產，造成所有利害關係人之損失。葉銀華（2004）書中提

及，當上市公司與關係企業之資金往來或交易所引發的應收、應付帳款太高或者是背書

保證比率過高時，這有可能代表控制股東在美化營收或挪用公司資產意圖，進而傷害公

司價值。公司可以利用大量低價銷售存貨給關係企業，挪用公司資金、向子公司購買原

物料等一些非常規的交易，進而造成公司資產掏空的現象。董監大股東為了免於斷頭而

從事挪用公司資金投入股市護盤，忽視本身之職責，讓公司承受高財務危機之風險。 

表 3-2 公司治理變數表 

構面 公司治理變數 變數公式 
董監事持股率 董監事持股總數/流通在外股數 
外國法人持股 僑外金融機構持股+僑外法人持股+僑外信託基金持股 
盈餘分配 又稱現金流量請求權，即最終控制者之（直接盈餘分配權

+∑各控制鏈之間持股率乘積） 

股權結構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 股份控制權/盈餘分配權 
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為同一人 虛擬變數，Y 為董事長與總經理同一人， 

N 為董事長與總經理非同一人 
經理人占董監事席次比 （經理人董事席次+經理人監事席次）/董監席次 
董事席次控制 董事控制席次/董事席次 
監事席次控制 監事控制席次/監事席次 
外部人士占董事席次比 （外部個人董事席次+外部未上市公司董席+外部基金會董事

席次+外部上市董事席次）/董事席次 

董監結構及控

制持股 

外部人士占監事席次比 （外部個人監事席次+外部未上市公司監席+外部基金會監事

席次+外部上市監事席次）/監事席次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關係人銷貨/營業收入 
關係人進貨依存度 關係人進貨/營業成本 
關係人融資依存度 關係人融資/融資成本 

關係人交易及

保證金額 

背書保證金額占淨值比 背書保證金額/淨值 
轉投資占資產比 轉投資金額/資產 公司內部特性 
董監質押 董監事質押數/全體董監事持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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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的自變數分為 2 個層面，一個層面為財務比率變數，另一層面為公司治

理變數，資料從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蒐集 2004 年至 2009 年間符合本研究定義

之財務危機公司及正常公司歷史資料，以 C5.0 決策樹演算法為基礎的方法，來探勘哪

些公開的公司指標數據可以被用來評斷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首先以訓練資料，危

機公司 52 家及正常公司 52 家，選取公司之財務比率變數資料，則以財務危機發生前一

年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年年資料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之兩年資料、

危機發生前三年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及危機發生前二年和危機發生前三年之三年資料為

依據，建構財務比率預測模型，實證結果顯示危機發生前二年所建財務比率預警模型之

預測結果最佳。接著以訓練資料，危機公司 52 家及正常公司 52 家，選取公司之公司治

理變數資料，則以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年年資料包括危機發生前

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之兩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三年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及危機發生前

二年和危機發生前三年之三年資料為依據，建構公司治理預測模型，實證結果顯示危機

發生前二年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最佳。 

再來以訓練資料，危機公司 52 家及正常公司 52 家，選取加入公司之財務比率變數

和公司治理變數資料，則以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年年資料包括危

機發生前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之兩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三年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及危

機發生前二年和危機發生前三年之三年資料為依據，建構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

模型，實證結果顯示危機發生前二年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最

佳。可以得知，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比財務比率預警模型和公

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還要好。又以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危機

發生前二年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最佳，因此將選取結合財務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

危機發生前二年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利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

法則探勘，建立多重分類器模型以提升分類的正確率。分別建立不同分類器數目的分類

模型（k=5、10），實證顯示隨著分類器的增加，就會提高正確率。最後，利用訓練資

料建構之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探勘建立模型，做測試資料結

果的預測，與其他模型進行比較，顯示利用 C5.0 決策樹為基礎之 boosting 集成法所建

構之模型，其型一錯誤較少。 

實驗結果其模式的內容說明如下（其中類別 1 代表危機公司；類別 0 代表正常公

司。正確預測率=類別正確筆數÷總類別筆數），以下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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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實驗結果分類表 

 0（預測） 1（預測） 預測率 

0（實際） 
實際為正常公司，被預測正常公司的個

數（分類正確） 

實際為正常公司，被預測危機公司的個

數（分類錯誤） 

 

1（實際） 
實際為危機公司，被預測正常公司的個

數（分類錯誤） 

實際為危機公司，被預測危機公司的個

數（分類正確） 

 

整體預測率： 

型 I 錯誤：將危機公司判斷為正常公司；  

型Π錯誤：將正常公司判斷為危機公司 

一、實驗模型比較 

（一）財務比率預警模型 

訓練資料有 104 家公司，其中危機公司 52 家及正常公司 52 家，選取公司之財務比

率變數資料，則以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年年資料包括危機發生前

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之兩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三年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及危機發生前

二年和危機發生前三年之三年資料為依據，建構財務比率預測模型。使用 C5.0 決策樹

演算法，探勘出分類法則可以做為判定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之預測機制，如表 4-2 所

示。顯示每股盈餘和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的變數皆出現在法則裡，代表此兩個變數是

判定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最重要的因素。現金流量允當比率的變數出現在四個法則

內，也是影響判定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的關鍵因素。速動比率和現金流量比率的變

數出現在一條法則內，因此這兩個因素應為中度重要之變數。每股盈餘的變數是屬於獲

利能力的構面，獲利能力越好的公司，代表公司的管理能力越好。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

比和速動比率的變數是屬於償債能力的構面，流動能力愈高，公司所面臨的破產風險愈

小，其對於透視企業的財務狀況有重要的貢獻與影響。現金流量允當比率和現金流量比

率的變數是屬於現金流量的構面，若是公司營業上所產生現金流量不足支應短期負債，

公司可能要處分資產以變現，變現速度慢可能會導致財務危機出現，可知現金流量因素

數值越大，公司越不會發生財務危機。採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分析進行資料探勘，危

機發生前二年財務比率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最佳，其訓練資料模型整體正確的準確度為

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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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財務比率預警模型 C5.0決策樹所探勘出之分類法則 

危機發生前一年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1 每股盈餘> 0.12）and（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0.049）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1 每股盈餘  ≦0.12） 

2 if（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0.049） 

訓練資料整體預測率：86.54% 

危機發生前二年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1 每股盈餘> 0.12）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2 速動比率≦ 80.55）and（Y2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25.66） 

2 if（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 -0.049） 

3 if（Y1 每股盈餘  ≦0.12） 

訓練資料整體預測率：93.27% 

危機發生前三年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1 每股盈餘> 0.12）and（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 >-0.049） 

2 if（Y1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53.52）and（Y3 現金流量比率 > 18.7）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1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53.52）and（Y1 每股盈餘  ≦0.12） 

2 if（Y1 每股盈餘  ≦0.12）and（Y3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18.7） 

3 if（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0.049） 

訓練資料整體預測率：92.31% 

註：Y1 表示前一年資料；Y2 表示前二年資料；Y3 表示前三年資料 
 

法則的相關數據結果如表 4-3 所示，顯示危機發生前二年所建財務比率預警模型之

預測結果最佳。顯示採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分析進行資料探勘，訓練資料危機發生前

二年財務比率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其模型整體正確的區別率為 93.27%。其中預測正

常公司的正確預測率為 96.15%，預測危機公司的正確預測率為 90.38%，而型一錯誤

（將危機公司判斷為正常公司）為 9.62%，型二錯誤（將正常公司判斷為危機公司）為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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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財務比率預警模型預測結果 

危機發生前一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47 5 90.38% 

1 9 43 82.69% 

整體預測率：86.54% ；型 I 錯誤：17.31%； 型 Π錯誤：9.62% 

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0 2 96.15% 

1 5 47 90.38% 

整體預測率：93.27%；型 I 錯誤：9.62%；型 Π錯誤：3.85% 

危機發生前三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1 1 98.08% 

1 7 45 86.54% 

整體預測率：92.31%；型 I 錯誤：13.46%；型 Π錯誤：1.92% 

（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 

訓練資料有 104 家公司，其中危機公司 52 家及正常公司 52 家，選取公司之公司治

理變數資料，則以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年年資料包括危機發生前

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之兩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三年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及危機發生前

二年和危機發生前三年之三年資料為依據，建構公司治理預測模型。使用 C5.0 決策樹

演算法，探勘出分類法則可以做為判定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之預測機制，如表 4-4 所

示。顯示董監事持股比率和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的變數出現在法則內次數最多，代表

此兩個變數是判定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最重要的因素。通常公司董監事持股比率越

高而董事長沒有兼任總經理，公司越不會發生財務危機。關係人融資依存度、背書保證

金額占淨值比率和轉投資占資產比率的變數出現在法則內次數次多，也是影響判定公司

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的關鍵因素。董監事質押比率的變數出現在五個法則內，此因素應

為中度重要之變數。當公司關係人融資依存度越低且董監事質押比率越低，公司越不會

發生財務危機。外國法人持股比率的變數出現在三個法則內，董事席次控制比率的變數

出現在二個法則內，此兩個因素為次中度重要之變數。當公司外國法人持股比率越高且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越高，公司越不會發生財務危機。採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分析進行

資料探勘，危機發生前二年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最佳，其訓練資料模型整體正

確的準確度為 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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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公司治理預警模型 C5.0決策樹所探勘出之分類法則 

危機發生前一年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54）and（Y1 背書保證金額占淨值比率 > 0） 

2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17.54）and（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 20.05）and（Y1 董監事質

押比率≦2.79） 

3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54）and（Y1 外國法人持股比率 > 12.19） 

4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45.45） 

5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54）and（Y1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15）and（Y1 轉投資占資產

比率 > 4.35）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1 外國法人持股比率  ≦12.19）and（Y1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 15） 

and（Y1 背書保證金額占淨值比率≦0）and（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 4.35） 

2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17.54）and（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 20.05） 

3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45.45）and（Y1 外國法人持股比率≦ 12.19）and（Y1 轉投資占

資產比率 ≦4.35） 

4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17.54）and（Y1 董監事質押比率 > 2.79） 

訓練資料整體預測率：84.62% 

危機發生前二年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Y）and（Y1 背書保證金額占淨值比率 > 14） 

2 if（Y2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 87.5） 

3 if（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N）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17.26）and（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24.25）and（Y2 關係人融

資依存度≦ 0） 

2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17.26）and（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 N）and（Y2 關係人融資

依存度> 0） 

3 if（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N）and（Y2 關係人融資依存度> 4） 

4 
if（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24.87）and（Y1 董監事持股比率≦42.81）and（Y1 背書保證金額

占淨值比率≦0） 

5 if（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Y） 

訓練資料整體預測率：92.31% 

危機發生前三年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 Y）and（Y1 背書保證金額占淨值比率 > 14） 

2 if（Y2 關係人融資依存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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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公司治理預警模型 C5.0決策樹所探勘出之分類法則（續）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 Y）and（Y2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2.27） 

2 
if（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 Y）and（ Y1 背書保證金額占淨值比率 ≦ 14）and（Y1 董監

事質押比率 > 0.76） 

3 
if（Y3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 N）and（Y3 背書保證金額占淨值比率≦5）and（Y3 董監事

質押比率 > 8.45） 
4 if（Y3 董監事質押比率 > 39.8） 
5 if（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 N）and（Y2 關係人融資依存度> 4） 
  
6 if（Y2 關係人融資依存度≦0）and（Y3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40） 

訓練資料整體預測率：89.42% 
註：Y1 表示前一年資料；Y2 表示前二年資料；Y3 表示前三年資料 
 

而法則的相關數據結果如表 4-5 所示，顯示危機發生前二年所建公司治理預警模型

之預測結果最佳。顯示採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分析進行資料探勘，訓練資料危機發生

前二年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其模型整體正確的區別率為 92.31%。其中預測

正常公司的正確預測率為 86.54%，預測危機公司的正確預測率為 98.08%，而型一錯誤

（將危機公司判斷為正常公司）為 1.92%，型二錯誤（將正常公司判斷為危機公司）為

13.46%。型一錯誤會導致投資者對危機公司判斷為正常公司，而危機發生前二年公司治

理預警模型之預測型一錯誤只有 1.92%，與其他模型比較起來確實良好，能將型一錯誤

降至最低，以避免導致投資之損失。 

表 4-5 公司治理危機預警模型預測結果 

危機發生前一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43 9 82.69% 
1 7 45 86.54% 

整體預測率：84.62%；型 I 錯誤：13.46%；型 Π錯誤：17.31% 
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45 7 86.54% 
1 1 51 98.08% 

整體預測率：92.31%；型 I 錯誤：1.92%；型 Π錯誤：13.46% 
危機發生前三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1 1 98.08% 
1 10 42 80.77% 

整體預測率：89.42%；型 I 錯誤：19.23%；型 Π錯誤：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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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的綜合模型 

訓練資料有 104 家公司，其中危機公司 52 家及正常公司 52 家，選取公司之財務比

率和公司治理變數資料，則以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年年資料包括

危機發生前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之兩年資料、危機發生前三年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及

危機發生前二年和危機發生前三年之三年資料為依據，建構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

警模型。使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探勘出分類法則可以作為判定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

之預測機制，如表 4-6 所示。顯示採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分析進行資料探勘，危機發

生前一年、前二年和前三年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其訓練資料

準確度分別為 89.42%、96.15%和 91.35%。可以得知危機發生前二年結合財務比率和公

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最佳，危機發生前三年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

預測結果次佳。 

表 4-6 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 C5.0決策樹所探勘出之分類法則 

危機發生前一年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1 每股盈餘> 0.12）and（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0.049）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1 每股盈餘  ≦0.12） 
2 if（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0.049） 
危機發生前二年訓練；料整體預測率：89.42%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2 現金流量比率 > 14.95）and（Y2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 29） 
2 if（Y1 每股盈餘> 0.12） 
3 if（Y2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  > 87.5）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1 每股盈餘 ≦0.12）and（Y2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 ≦87.5） 
and（Y2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29） 

2 if（Y1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 1.08）and（Y2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25.66） 
3 if（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 ≦-0.049） 

危機發生前三年訓練；料整體預測率：96.15%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1 if（Y1 每股盈餘> 0.12）and（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 >-0.049） 
法則編號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1 if（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0.049） 
2 if（Y1 每股盈餘  ≦0.12） 

練資料整體預測率：91.35% 
註：Y1 表示前一年資料；Y2 表示前二年資料；Y3 表示前三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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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表 4-6 中可觀察到下列幾項訊息： 

1. 每股盈餘的變數皆顯示在法則裡，代表此變數是判定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最

重要的因素。當公司的每股盈餘越大，公司越不會發生財務危機。 

2.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的變數顯示在法則裡，代表此變數是判定公司是否為財務

危機公司的重要因素。當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的變數越大，公司越不會發生財

務危機。 

3.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和董事席次控制比率的變數顯示在法則裡，代表此變數是判定

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關鍵的因素。當公司的董事席次控制比率越大，公司越

不會發生財務危機。 

4. 現金流量比率、股份盈餘偏離倍數和現金流量允當比率的變數顯示在一個法則

內，代表此三個因素為中度重要之變數。當公司的現金流量比率、股份盈餘偏離

倍數和現金流量允當比率的變數越大時，公司越不會發生財務危機。 

5. 在公司發生財務危機後可由過去兩年的資料，從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變數來判斷

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可藉由該公司過去兩年的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變數來預先

判斷公司財務危機的發生是相當有用的資訊。 

藉由所探勘出來的法則，可以建構為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來做判斷，可將判定是否財

務危機公司的隱性資訊轉化成為法則表示之顯性知識，如表 4-6 所示。 

而法則的相關數據結果如表 4-7 所示，顯示危機發生前二年所建結合財務比率和公

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最佳。顯示採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分析進行資料探勘，訓

練資料危機發生前二年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預測結果，其模型整體正確

的區別率為 96.15%。其中預測正常公司的正確預測率為 100%，預測危機公司的正確預

測率為 92.31%，而型一錯誤（將危機公司判斷為正常公司）為 7.69%，型二錯誤（將

正常公司判斷為危機公司）為 0%。所建立危機發生前二年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之

分類預測模型與其他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之分類預測模型比較可知，其整體預測準

確率最高，其型一錯誤和型二錯誤也降至最低。 

由本研究可以知道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危機發生前二年之財務

危機預警模型最佳，如表 4-8 所示。其模型整體正確的區別率為 96.15%。其中預測正

常公司的正確預測率為 100.00%，預測危機公司的正確預測率為 92.31%，而型一錯誤

（將危機公司判斷為正常公司）為 7.69%，型二錯誤（將正常公司判斷為危機公司）為

0%。型一錯誤會導致投資者將危機公司判斷為正常公司，而導致相關投資的損失。所

以一般的預測模型皆會希望將型一錯誤降至最低（Liu and Chen,2009），以避免誤判而

造成的損失。因此，將選取結合財務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危機發生前二年之財務

危機預警模型，利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探勘，建立多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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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器模型以提升分類的正確率。 

表 4-7 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預測結果 

危機發生前一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47 5 90.38% 
1 6 46 88.46% 

整體預測率：89.42%；型 I 錯誤：11.54%；型 Π錯誤：9.62% 
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2 0 100.00% 
1 4 48 92.31% 

整體預測率：96.15%；型 I 錯誤：7.69%；型 Π錯誤：0% 
危機發生前三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0 2 96.15% 
1 7 45 86.54% 

整體預測率：91.35%；型 I 錯誤：13.46%；型 Π錯誤：3.85% 

表 4-8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比較 

財務比率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0 2 96.15% 
1 5 47 90.38% 

整體預測率：93.27%；型 I 錯誤：9.62%；型 Π錯誤：3.85% 
公司治理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45 7 86.54% 
1 1 51 98.08% 

整體預測率：92.31%；型 I 錯誤：1.92%；型 Π錯誤：13.46% 
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2 0 100.00% 
1 4 48 92.31% 

整體預測率：96.15%；型 I 錯誤：7.69%；型 Π錯誤：0% 
 

二、採用 boosting 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危機預警模型 

訓練資料有 104 家公司，其中危機公司 52 家及正常公司 52 家，將選取結合財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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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的變數建構危機發生前二年年資料包括危機發生前一年和危機發生前二年的兩

年資料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利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探

勘，建立多重分類器模型以提升分類的正確率。因為不同分類器的數目（K）會有不同

的分類效能，因此分類器數目對分類問題而言是重要的。（陳琇宜，2009）。因此我們

分別建立不同分類器數目的分類模型（k=5、10）。當 k=5 時，表示所建立的多重分類

模型數目為五，其相對應的模型以分類法則來呈現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多重分類模型之法則（k=5） 

模型 法則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2 現金流量比率 > 14.95) and (Y2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 29)  

 法則 2：if (Y1 每股盈餘> 0.12)  

 法則 3：if (Y2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  > 87.5)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每股盈餘  ≦0.12) and (Y2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 ≦87.5)  

and (Y2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29)  

 法則 2：if (Y1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 1.08) and (Y2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25.66)  

 法則 3：if (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 ≦-0.049)  

1 

 

模型一準確率：98.1%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速動比率 > 181.81) and (Y1 資產報酬率 > -1.07)  

 法則 2：if (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 20.05)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資產報酬率 ≦ -1.07)  

 法則 2：if (Y1 速動比率 ≦ 181.81) and (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20.05)  

2 

模型二準確率：81.7%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純益率 > 0.62) and (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26)  

 法則 2：if (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26 ) and ( Y2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52.27)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純益率 ≦ 0.62)  

 法則 2：if (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26)  

3 

模型三準確率：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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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多重分類模型之法則（k=5）（續）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資產報酬率 > -1.57) and (Y2 長期資金適合率 > 493.61)  

 法則 2：if (Y1 資產報酬率 > -1.57) and (Y1 董監事質押比率≦ 2.79) and (Y2 淨值報酬率≦58.6)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資產報酬率 ≦ -1.57)  

 法則 2：if (Y1 董監事質押比率> 2.79) and (Y2 長期資金適合率≦493.61)  

 法則 3：if (Y2 淨值報酬率> 58.6)  

4 

模型四準確率：92.3%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2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 4.3)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借款依存度 > 104.88)  

 法則 2：if ( Y1 資產報酬率 ≦ -1.76) and (Y1 外部人士占監事席次比率 > 0.75)  

 法則 3：if ( Y2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4.3)  

 法則 4：if ( Y2 董監事質押比率> 36.75)  

 法則 5：if ( Y1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204.37)  

5 

模型五準確率：89.4% 

總分類準確率：99.04% 

註：Y1 表示前一年資料；Y2 表示前二年資料 

 

由表 4-9 中可知分類模型一到分類模型五的分類準確率分別為 98.1%、81.7%、

87.5%、92.3%、89.4%，而合併後之準確度提升到 99.04%。當分類器數目增加到十

（k=10），此十個分類模型以分類法則來呈現，則如表 4-10 所示。由表可知此十個分

類模型準確率分別為 98.1%、81.7%、87.5%、92.3%、89.4%、90.4%、82.7%、89.4%、

91.3%和 88.5%，而合併後之準確度提升到 100%。顯示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應用於多重

模型來做分類的基礎時，以十個模型最佳。 

這些不同分類器數目（k）的正確率比較由表 4-11 所示，當 k=5、10 的準確率分別

為 99.04%、100%。由這些數據顯示，隨著分類器的增加，就會提高正確率，到 10 個

分類器時，正確率呈現百分之百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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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多重分類模型之法則（k=10） 

模型 法則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2 現金流量比率 > 14.95)and(Y2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 29) 
 法則 2：if (Y1 每股盈餘> 0.12) 
 法則 3：if (Y2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  > 87.5)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每股盈餘  ≦0.12)and(Y2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 ≦87.5) 
and(Y2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29) 
 法則 2：if (Y1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 1.08)and(Y2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25.66) 
 法則 3：if (Y1 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 ≦-0.049) 

1 
 

模型一準確率：98.1%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速動比率 > 181.81)and(Y1 資產報酬率 > -1.07) 
 法則 2：if (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 20.05)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資產報酬率 ≦ -1.07) 
 法則 2：if (Y1 速動比率 ≦ 181.81)and(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20.05) 

2 

模型二準確率：81.7%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純益率 > 0.62)and(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26) 
 法則 2：if (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26 )and( Y2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52.27)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純益率 ≦ 0.62) 
法則 2：if (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26) 

3 

模型三準確率：87.5%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資產報酬率 > -1.57)and(Y2 長期資金適合率 > 493.61) 
 法則 2：if (Y1 資產報酬率 > -1.57)and(Y1 董監事質押比率≦ 2.79)and(Y2 淨值報酬率≦58.6)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資產報酬率 ≦ -1.57) 
 法則 2：if (Y1 董監事質押比率> 2.79)and(Y2 長期資金適合率≦493.61) 
 法則 3：if (Y2 淨值報酬率> 58.6) 

4 

模型四準確率：92.3%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2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 4.3)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借款依存度 > 104.88) 
 法則 2：if ( Y1 資產報酬率 ≦ -1.76)and(Y1 外部人士占監事席次比率 > 0.75) 
 法則 3：if ( Y2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4.3) 
 法則 4：if ( Y2 董監事質押比率> 36.75) 
 法則 5：if ( Y1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204.37) 

5 

模型五準確率：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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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多重分類模型之法則（k=10）（續）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純益率 > 0.97)and(Y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 N)and(Y2 應收帳款週轉率 ≦ 11.59) 
 法則 2：if ( Y1 純益率 > -11.33)and(Y1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 >1.29)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 Y1 純益率 ≦-11.33) 
 法則 2：if ( Y1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1.29) 

6 

模型六準確率：90.4%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 > 10.91)and(Y2 每股盈餘 > 2.75) 
 法則 2：if ( Y2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 >3.08) 
 法則 3：if ( Y2 速動比率 > 178.38) 
 法則 4：if ( Y2 應收帳款週轉率> 29.45)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 Y1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10.91)and(Y2 速動比率≦ 178.38) 
     and(Y2 應收帳款週轉率≦ 29.45)and(Y2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3.08) 
 法則 2：if ( Y2 速動比率≦ 178.38)and(Y2 每股盈餘≦2.75)and(Y2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3.08) 

7 

模型七準確率：82.7%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 Y1 資產報酬率 > -1.57)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 Y2 股份盈餘偏離倍數≦ 1.21)and(Y2 轉投資占資產比率≦3.63) 
 法則 2：if (Y1 借款依存度 > 118.6) 
 法則 3：if (Y1 資產報酬率 ≦ -1.57) 
 法則 4：if ( Y1 關係人銷貨依存度 ≦ 0) 

8 

模型八準確率：89.4%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 Y1 純益率 > 0.84)and(Y1 董監事質押比率 ≦55.41) 
 法則 2：if ( Y2 董事席次控制比率 > 87.5)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 Y1 董監事質押比率 > 55.41) 
 法則 2：if (Y1 純益率 ≦0.84) 

9 

模型九準確率：91.3%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正常公司”的法則 
 法則 1：if ( Y1 資產報酬率 >-11.71)and(Y1 負債比率≦ 61.95)and(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26) 
 法則 2：if (Y1 長期資金適合率 > 567.62)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危機公司”的法則 
 法則 1：Y1 資產報酬率≦-11.71) 
 法則 2：if (Y1 負債比率> 61.95)and(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 17.26) 
 法則 3：if (Y1 長期資金適合率 ≦ 567.62)and(Y1 董監事持股比率≦ 17.26) 

10 

模型十準確率：88.5% 
總分類準確率：100% 

註：Y1 表示前一年資料；Y2 表示前二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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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利用 boosting方法以不同數目分類器的準確度比較 

C5.0 為基礎之 boosting 集成法 正確率 
5 個分類器（k=5） 99.04% 

10 個分類器（k=10） 100% 

三、實驗結果分析 

由表 4-12 所示，顯示公司治理預警模型之型一錯誤比財務比率預警模型之型一錯

誤還要低。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危機發生前二年之財務危機預警模

型，利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探勘，所建立之模型最佳。而

型一錯誤表示將危機公司判斷為正常公司，型二錯誤表示將正常公司判斷為危機公司。

很明顯的，型一錯誤會比型二錯誤產生更多的錯誤成本。可見利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

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探勘的型一錯誤為零，不但具備比較高的分類正確率，且型

一錯誤可以降至最低。 

表 4-12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比較 

財務比率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0 2 96.15% 
1 5 47 90.38% 

整體預測率：93.27%；型 I 錯誤：9.62%；型 Π錯誤：3.85% 
公司治理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45 7 86.54% 
1 1 51 98.08% 

整體預測率：92.31%；型 I 錯誤：1.92%；型 Π錯誤：13.46% 
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2 0 100.00% 
1 4 48 92.31% 

整體預測率：96.15%；型 I 錯誤：7.69%；型 Π錯誤：0% 
利用 boosting 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訓練資料 0 1 預測率 
0 52 0 100.00% 
1 0 52 100.00% 

整體預測率：100.00%；型 I 錯誤：0%；型 Π錯誤：0% 

 

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型中，在財務比率預警模型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公司的獲利能力

與償債能力的構面在危機發生前三年均被納入模型中，亦即獲利能力（每股盈餘）及償

債能力（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是判定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的重要因素。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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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預警模型方面，以董監事持股比率、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的變數及董監事質押比

率做為區別危機公司有顯著的相關性。在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方面，每股

盈餘、淨營運資金占總資產比及董事席次控制比率判定公司是否為財務危機公司有顯著

的相關性。由本研究可以知道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危機發生前二年

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最佳，因此，選取結合財務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危機發生前

二年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利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應用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探勘，

建立多重分類器模型提升分類的正確率。當 k=5、10 的準確率分別為 99.04%、100%。

由這些數據顯示，隨著分類器的增加，就會提高正確率，到 10 個分類器時，正確率呈

現百分之百的結果。 

四、模型驗證 

為了使建構的模型更具說服力，因此將訓練資料 104 家公司所建構之模型，運用於

測試資料 104 家公司，以判斷模型預測的結果。實證顯示利用 boosting 的集成法並應用

在 C5.0 決策樹之法則探勘建立之模型，做測試資料結果的預測，與其他模型進行比

較，可以知道利用 C5.0 決策樹為基礎之 boosting 集成法所建構之模型，其整體預測率

為 88.46%，其型一錯誤為 13.46%，其型一錯誤降至最少，以避免因誤判而造成損失。

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比較 

財務比率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測試資料 0 1 預測率 

0 45 7 86.54% 
1 10 42 80.77% 

整體預測率：83.65%；型 I 錯誤：19.23%；型 Π錯誤：13.46% 
公司治理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測試資料 0 1 預測率 
0 19 33 36.54% 
1 15 37 71.15% 

整體預測率：53.85%；型 I 錯誤：28.85%；型 Π錯誤：63.46% 
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測試資料 0 1 預測率 
0 44 8 84.62% 
1 8 44 84.62% 

整體預測率：84.62%；型 I 錯誤：15.38%；型 Π錯誤：15.38% 
利用 boosting 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危機發生前二年預測結果 

測試資料 0 1 預測率 
0 47 5 90.38% 
1 7 45 86.54% 

整體預測率：88.46%；型 I 錯誤：13.46%；型 Π錯誤：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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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比較結果可以歸納出使用單一決策樹之財務比率預警模型和公司治理預警模型的

整體準確度和型一錯誤，不會比利用使用單一決策樹之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預警模

型的好。而使用單一決策樹之預警模型不會比利用 boosting 集成法建立之分類模型的

好。因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利用 C5.0 決策樹為基礎之 boosting 集成法，不但分類準確率

較高，且型一錯誤和型二錯誤都可以降至最低。藉由 boosting 集成法建立之分類模型，

可減少型一錯誤和型二錯誤，增加分類準確率。 

伍、結論 

一、研究結論 

隨著財務危機公司的不斷發生，能建立一套穩定且有效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式，便可

儘速採取措施以預防危機發生時造成損失。因此，本研究樣本資料從臺灣經濟新報資料

庫（TEJ）蒐集 2004 年至 2009 年間符合本研究定義之財務危機公司，以採取 1:1 的比

例選樣，104 家發生財務危機的上市公司配對 104 家正常上市公司，也就是說用一家危

機公司配對一家正常公司作為研究資料。本研究以資訊電子產業為樣本，將資料區分為

訓練樣本及測試樣本兩組。訓練樣本，其中有 52 家發生財務危機的上市公司配對 52 家

正常上市公司，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而測試樣本，其中有 52 家發生財務危機的上

市公司配對 52 家正常上市公司，用來測試預警模型的預測能力。本研究利用以決策樹

為基礎的資料探勘出“若則”的分類預測法則，並且藉由所探勘的法則建立分類預測模

型。顯示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比單純利用財務

比率建構的財務預警模型和公司治理建構的財務預警模型有更佳的準確率。足以顯示加

入公司治理訊息對財務危機預警模型而言，是一項很重要的預測因素。所建構的模型當

中，又以結合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的變數所建構的危機發生前二年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

有更好的準確率。更進一步利用 C5.0 決策樹為基礎之 boosting 集成法，顯示由多重分

類器所建立的分類模型比單一分類器模型，具有較高的分類準確率，且型一錯誤和型二

錯誤都可以降至最低。 

所提方法不像過去文獻上許多類神經網路為依據的分析方法，以建構預測模型一

般，決策樹能夠提供明確的分類法則，達到將內隱知識外顯出來的目的。研究結果可發

現對於發生財務危機的公司，以該公司過去兩年的財務比率和公司治理因素能提供相當

有用及有效的資訊來進行預測的依據，此外實驗結果顯示公司治理因素對於判定公司是

否發生財務危機有重要的影響。公司治理因素中「董監事持股比率」與「董監事質押比

率」在區別財務正常與財務危機公司上具有顯著的差異，其董監事持股比率與財務發生

危機的可能性呈現負向關係，而董監事質押比率與財務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呈現正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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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於以往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大多限於財務報表可能不實，致使危機預警效果未能

有效發揮，因此只要公司治理機制完善，將對監督與改善公司營運策略有莫大助益。此

外本研究利用 If-Then 法則為基礎的決策模型，可提供投資者能夠及時性的正確判定公

司是否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這對擁有該公司投資者或股份持有者有很大的影響，因

為即時性的決策能幫助他們減少損失。所提方法可建立以分類為基礎之財務預警模型，

可被發展成為預測或判斷公司是否發生財務危機。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實證分析後，對後續研究建議如下： 

（一）未來可以應用市場資訊、總體經濟或經營效率等與財務危機發生相關之訊息

於企業危機預警之研究。 

（二）後續研究可從不同產業面著手，透過類別的產業面建立不同的預警模式，以

建立不同產業分類模型之預測能力。 

（三）本研究以年度財務資料作為研究變數，其導致模型的即時性受質疑，故後續

研究者可以半年度資料或季度資料來建立模型，使模型有即時性和充足的資

訊，以增加模型的準確度與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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