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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針對高階管理階層與員工薪酬支付不公平的議題，受到各界廣泛重視，

許多國家以強制揭露總經理與員工薪酬中位數比率作為因應方法。有鑒於此，本

文針對新興市場－臺灣，以高階管理者對員工每人平均薪酬的比率衡量薪酬差異，

研究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探討薪酬差異是否會影響投資者的要

求報酬，為增加薪酬資訊透明度的政策是否具意義提供證據。本研究以臺灣 2008

年至 2018 年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結果發現，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呈

顯著正相關，支持管理者權力理論，反映投資人在面對越高的薪酬差異時，越會

認為公司有管理據守的問題，而要求公司提供越高的報酬。此外，外資法人持股

比例會降低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正向關係，表示當外部監督越強、代理

問題越不嚴重時，能夠使兩者間的正向相關顯著降低。 

 

關鍵詞：薪酬差異、權益資金成本、代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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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top managers pay and employees pay has 

become a growing public concern. Many countries have adopted mandatory disclosure 

of pay ratio as a response. Ou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y disparity, 

measured as top managers’ average pay divided by employees’ average pay,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in Taiwan, an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pay disparity will affect investors’ required rate of return, providing further evidence if 

the pay disclosure policies are meaningful or not. Using observations of firms listed in 

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 from 2008 to 2018, this paper find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pay disparity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result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developed by managerial power theory that investors regard larger pay 

disparity as management entrenchment associated with severe agency problem, and 

thus ask for higher returns on investment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ay disparity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is weaker when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old more shares.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is used to curb agency problem can reduce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Keywords: Pay Disparity,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genc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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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大眾對於公司過度支付高階管理者，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不滿，已成

為一個全球議題。以美國為例，Mishel and Wolfe (2019) 在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研

究顯示，從 1978年至 2018年間，美國前 350家上市公司高階管理者薪酬成長率

高達 940.3%，而一般員工薪酬成長率僅為 11.9%。高階管理者大幅度成長的薪酬

被認為是透過增加管理者影響力所致，而非藉由提升生產力或專業技能。 

  為了解決此一問題，許多國家紛紛要求企業揭露薪酬比率，提供資訊以協助

股東監督管理階層薪酬的決議。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依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

與消費者保護法案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授權，強制要求公司自 2017年起，揭露 CEO 與員工薪酬中位數的比率；英國政

府要求擁有超過 250 名員工的公司自 2019年起，揭露 CEO對員工薪酬中位數、

四分之一位數，及四分之三位數的比率；荷蘭政府自 2017 年起要求公司薪酬委

員會在決議高階管理者的薪酬時，要考量薪酬比率，2019 年起強制要求所有上

市櫃公司揭露當年度與前一年度的薪酬比率；臺灣證券交易所亦於 2018 年要求

上市公司揭露非擔任主管職（不含董事及經理人）的全時員工人數、薪資總額及

薪資平均數，2020年起再新增前述全時員工的薪資中位數。 

  透過上述種種政策可以推知，各國對此議題的重視，然而增加薪酬比率的資

訊透明度真的是有意義的政策嗎？近年針對 CEO 與員工相對薪酬比率的研究，

包括探討薪酬比率與公司績效間的敏感度 (Rouen, 2020)、CEO與員工的相對薪

酬比率是否影響股東 Say-on-Pay投票決策 (Crawford, Nelson, and Rountree, 2018)，

薪酬比率是否影響對 CEO 薪酬公平性的看法以及工作氛圍，進而能夠抑制過度

支付 CEO的薪酬或削弱投資評估 (Kelly and Seow, 2016)。 

  本研究從投資人觀點切入，探討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敏感度，由於

權益資金成本係指股東對公司股票的要求報酬率，不僅反映股東對公司的評價，

亦是公司投資、融資及預算決策的重要考量因素。研究目的如下：第一點，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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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差異是否會實質上改變股東對公司權益投資的要求報酬；第二點，為增加薪

酬資訊透明度的政策是否具意義提供證據。其中，薪酬差異的衡量，受限於臺灣

公司未針對 CEO薪酬單獨揭露，改以高階管理者對員工計算薪酬比率替代。 

  目前文獻針對薪酬差異具有兩種不同觀點：在管理者權力理論下，薪酬決定

的過程本身可能即為一個重大的代理問題 (Bebchuk and Fried, 2003)，因此薪酬

差異越大，可能代表高階管理階層越有能力基於自利動因去影響薪酬的決定，也

反映出高階管理階層的管理據守 (managerial entrenchment)，而管理據守與損害

股東利益的決策相關聯，可能導致較嚴重的資訊不對稱、無效的併購決策、過度

投資、較高的系統性的風險，以及較高的監督成本等 (e.g., Bebchuk, Cremers, and 

Peyer, 2011; Bowen, Rajgopal, and Venkatachalam, 2008)，使得權益資金成本較高；

相反的，在競賽理論觀點下，薪酬差異差異越大時，可能代表提供高階管理者競

爭的誘因越大 (Lazear and Rosen, 1981)，公司越能夠建立具競爭力的內部人才庫 

(e.g., Bognanno, 2001; Conyon, Peck, and Sadler, 2001; Main, O'Reilly III, and Wade, 

1993)，降低高階管理階層的管理據守與上述損害股東利益的決策，使得權益資

金成本較低。 

  有鑒於上述兩項理論的建立，起因於對管理據守和與後續對股東不利的決策

有不同預期，而管理據守係由代理問題所導致，本文遂進一步探討在代理問題下，

「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薪酬比率－權益資金成本」間關係的變化。本文將代理問

題區分為權益代理問題 (equity agency problem) 及核心代理問題 (core agency 

problem) 兩類進行研究，權益代理問題係由股東與管理階層利益衝突所產生，而

核心代理問題則由控制股東與小股東利益衝突所產生，並討論透過股權結構降低

代理問題是否亦會改變兩者間的關係。 

  傳統權益代理問題由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利益衝突產生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本文以管理者持股比例衡量權益代理問題的嚴重性，預期管理者持股比

例越高時，支持利益掠奪假說下 (entrenchment hypothesis)，將加劇代理問題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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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使上述兩者間的關聯性更顯著。又相較於對投資人保護較為完備的歐美國

家，東亞國家普遍具有所有權與經營權集中、存在控制股東的特徵，且控制股東

常透過金字塔結構及交叉持股強化其控制權 (Claessens, Djankov, Fan, and Lang, 

2002)，使得權益代理問題移轉至由控制股東與小股東間利益衝突所產生的核心

代理問題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 1999; Shleifer and Vishny, 1986; 

Shyu and Lee, 2009)，而臺灣市場也不利外，公司普遍受到控制家族所掌握 (Yeh, 

Lee, and Woidtke, 2001)。故本文以股份盈餘偏離差衡量核心代理問題的嚴重性，

預期當股份盈餘偏離差越大時，將增加代理問題的嚴重性，使薪酬差異與權益資

金成本間的關聯性增加。另外，有鑒於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解決代理問題，而外

資作為公司治理的手段之一，扮演新興市場重要的監督機制 (林美鳳、梁嘉紋、

金成隆，民 99; Khanna and Palepu, 2000)，本文以外資法人持股比例衡量公司治

理機制，預期在外資法人持股比例較高的公司，治理機制較為完善，可以減緩代

理問題的嚴重性，使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監的關聯性降低。 

  本文以 2008年到 2018年臺灣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高階管理階層平均薪酬

對員工平均薪酬比率與事前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實證研究發現：(1)薪酬差

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呈顯著正相關，支持管理者權力假說；(2)在高階經理人持股

比例越高及股份盈於偏離差越大下，兩者間的關聯性沒有顯著變化。未能提供證

據支持，權益及核心的代理問題越嚴重時，會增加兩者間的關聯性；(3)在外資法

人持股比率越高時，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正向關聯性顯著降低。支持在

代理問題受到監督的情況下，能夠降低兩者間的關聯性。 

  本文後續章節內容如下：第 2 章為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第 3 章為研究方

法、第 4章為實證結果與分析，第五章為研究結論、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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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 

一、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之關聯 

  本文由兩種觀點分析薪酬差異，分別為管理者權力理論 (managerial power 

theory) 與競賽理論 (tournament theory)，前者將薪酬差異視為反映組織內高階管

理階層與員工間相對權力的一種方法，後者將組織內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的薪酬

差異視為一種獎勵，用以激勵員工產生良性競爭。透過上述兩不同觀點，建立薪

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之關係的實證假說，預期在管理者力理論的假說下，兩者

間呈正相關，在競賽理論的假說下，兩者間呈負相關。 

 

1.管理者權力理論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提出的代理理論認為，當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越

趨分離時，管理階層可能會基於自利動機作出損害股東利益的決策。許多研究將

薪酬合約視為解決代理問題的重要方法，透過連結經理人薪酬與公司績效間的關

聯，避免經理人為了滿足一己私利而犧牲公司價值和股東利益 (e.g., 陳明園、張

家萍，民 95; Core, Guay, and Larcker, 2003)。 

  然而，亦有許多研究認為高階經理人薪酬並非代理問題的解方，相反的，薪

酬決定的過程本身，反而才是一個重大的代理問題。Bebchuk and Fried (2003) 提

出四點理由，第一，由於 CEO 與高階管理階層對董事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董

事可能有財務或非財務上的動機去討好高階經理人；第二，社會和心理因素將會

強化這些動因，如群體偏誤和互惠原則；第三，薪酬合約的成本對股東帶來的傷

害較小，董事因而缺乏經濟動因去抵擋 CEO 調整薪酬的需求；第四，董事花費

在董事職務的時間過少，以至於無法扮演有效協調公平交易的角色 (arm’s length 

bargainers)。 

  有鑒於上述董事會特性，Bebchuk and Fried (2003) 建立管理者權力理論，認

為當公司治理出現結構性的缺陷時，高階管理階層越有能力為私利影響個人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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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並扭曲薪酬合約內容，使其受領的薪酬與公司績效脫節。許多以美國為市場

為主的研究，亦提供相關證據佐證，如 Core, Holthausen, and Larcker (1999) 研

究發現當公司 CEO同時兼任董事長時，CEO的薪酬越高，反映公司具較嚴重代

理問題且公司績效越差；Main, O'REILLY, and Wade (1995) 研究發現當越高比例

的薪酬委員會董事是在 CEO任期內被指定時，CEO的薪酬越高；Van Essen, Otten, 

and Carberry (2015) 提供 219 件美國研究的綜合分析，結果顯示透過 CEO 與董

事長兼任、董事會大小及股權結構衡量有較大權力的 CEO，傾向擁有較高的薪

酬；Bebchuk et al. (2011) 研究發現巨大的薪酬差異，與 CEO流動率和績效間較

低的敏感度攸關。 

  在管理者權力觀點下，高階管理階層與員工間的薪酬差異越大時，代表高階

管理階層越有能力，能夠基於個人利益影響薪酬決定的過程 (Bebchuk and Fried, 

2003)，是高階管理階層管理據守的一種現象。許多代理問題的研究指出，股東在

面對有管理據守的高階管理階層時，會傾向要求較高的報償，因為具管理據守的

高階管理階層可能為了職位安全與私利作出損害股東權益的行為，導致較嚴重的

資訊不對稱、無效的併購決策、過度投資、較高的系統性的風險，以及較高的監

督成本。舉例來說，Bowen et al. (2008) 研究認為有管理據守的 CEO為了掩蓋自

己的投機行為，可能會操縱財務報表的表達和揭露。過去研究也指出財報資訊揭

露的水準將與權益資金成本是負向關係  (e.g., Botosan, 1997; Diamond and 

Verrecchia, 1991)；Albuquerue and Wang (2008) 研究顯示有管理據守的 CEO，會

為了獲得私人利益進行過度投資，造成公司的系統性風險。而當公司系統性風險

越高，股東會要求越高的報酬作為承擔風險的補償；Bebchuk et al. (2011) 研究顯

示薪酬差異與無效的併購和收購決策相關。需要受到更多的監督時，將使公司權

益資金成本越高。 

   過去 Chen, Huang, and Wei (2013) 針對美國上市公司 1993 年至 2007 年，

CEO 與其高階經營團隊的薪酬比率和權益資金成本進行研究，實證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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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差異支持管理者權力理論與權益資金成本呈正相關。惟管理者權力理論的建

立，證據多來自於美國市場的研究資料，而美國市場相較於臺灣市場散戶持股比

例較低、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較高、家族企業經營模式比例較低，及具較大的外

部併購壓力。據此，美國在公司治理層面有較活絡的監理機制，董事會相較於臺

灣更容易基於聲譽考量，作出與股東利益相一致的決策（蔡柳卿、楊朝旭、許慧

雯，民 101）。是故，本文認為在新興市場臺灣治理環境較弱的情形下，董事會薪

酬合約訂定與美國運作實務有所不同，高階管理階層對董事會的影響力亦有所不

同。此外，因應企業社會責任潮流下對員工福利的重視，本研究在薪酬差異衡量，

採取高階管理者對員工的薪酬比率計算，亦與過去薪酬差異文獻著重於高階經營

團隊不同。因此，有必要探討臺灣市場的高階管理者對員工薪酬差異是否能提供

一致的支持證據。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新興市場臺灣，在管理者權力理論下，當公司高階管理

階層與員工薪酬差異越大時，反映了高階管理階層的管理據守，而越嚴重的管理

據守損害股東權益的行為攸關，會導致投資人對公司要求較高的報酬。據此，建

立以下假說： 

 

假說 1：根據管理者權力理論，其他條件不變下，高階管理者與員工的平均薪

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呈正相關。 

 

2.競賽理論 

  Lazear and Rosen (1981) 發展競賽理論，為管理階層中的薪酬差異提供重要

理論依據－能夠有效的解決當監督成本過高或監督不可信賴時，管理階層有較高

的欺騙動因，難以依照產出衡量其薪酬給付的問題。競賽理論認為競賽參與者所

收到的薪酬，都是基於參與者的相對等級排序所決定，非絕對產出，因此能夠有

效解決監督困難的問題。而組織中每一階層存在的薪酬差異，都是為了促使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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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付出最大努力所提供的誘因。Rosen (1986) 延續競賽理論提出「連續淘汰

競賽」(sequential elimination tournaments)，為巨大的薪酬差異存在的必要性提供

理論依據。連續淘汰競賽認為管理階層間的薪酬差距，會隨著職位的上升而增加，

最高階層的經理人薪酬與次一階層的經理人薪酬，存在最大的薪酬差異，因為在

不斷晉升職位的連續競賽中，增加的薪酬能夠使競賽參與者保持持續參與的動因，

並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競賽。 

  許多相關研究亦提供競賽理論的實證證據，如 Bognanno (2001) 研究顯示公

司內部的薪酬差異與爭取最高職位的競爭者人數呈正比，並驗證公司高階經理層

級的薪酬差異呈階級上升趨勢，且 CEO 和下一個級別間的薪酬差異遠大於其他

相鄰級別間的薪酬差異；Conyon et al. (2001) 研究發現薪酬差異與組織間的層級

成正比，此外，競賽的獎勵與參與競賽的高階經理人人數呈正相關，每增加一個

參與者，競賽獎勵就會增加 3.5%；Main et al. (1993) 研究 200間美國公司亦發現

樣本公司中的薪酬差異隨著職務層級上升而增加，競爭者人數也隨薪酬差異增加

而變多。 

  在競賽理論下，越高的薪酬差距可以吸引越多人才加入競爭，培養高階經理

人於公司內部發展所需的技能。Taylor (1995) 研究認為薪酬合約不能誘使高階經

理人為了公司發展所需無形的內部技能，而對自己進行有形的投資，但是透過競

逐獎勵卻可以解決此一問題，Schwarz and Severinov (2010) 研究亦認為競爭可以

鼓勵競爭者將個人資源投資在學習公司所需技能。 

  公司若是具有越多內部技術人才，越能夠降低高階管理階層的管理據守。 

據 Raheja (2005) 研究亦顯示 CEO職位的競爭可以誘使內部競爭者，提供更多私

人資訊。透過降低董事的監督成本，可以進一步降低公司的權益資金成本；

Masulis and Mobbs (2011) 研究認為內部人才可以透過撤回對公司的貢獻施加壓

力，進一步減緩代理問題並確保公司價值。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在競賽理論下，管理階層薪酬越高是競賽中越成功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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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能夠吸引更多內部人才加入競賽。因此，當公司高階管理階層與員工薪酬差

異越大時，反映公司建立越具競爭力的內部人才庫，降低高階管理階層的管理據

守，使投資人願意降低對公司的要求報酬。據此，建立以下假說： 

 

假說 2：根據競賽理論，在其他條件不變下，高階管理者與員工的平均薪酬差

異，與權益資金成本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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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理問題下，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之關聯 

  管理者權力理論下，當公司治理越薄弱時，管理階層越有能力透過自身影響

力決定薪酬合約 (Bebchuk and Fried, 2003)；競賽理論下，當公司監督越困難時，

利用薪酬差異激勵員工的競賽機制越重要 (Lazear and Rosen, 1981)。因此，本研

究認為代理問題能夠反映公司治理的薄弱及監督的困難，加劇薪酬差異與權益資

金成本間的關聯性。據此，將代理問題區分成權益代理問題與核心代理問題探討

其對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影響，並討論是否能透過股權結構發揮公司治

理機制、降低代理問題的嚴重性，進一步降低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的敏感度。 

 

1.權益代理問題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提出的代理理論認為，當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越

趨分離時，管理階層可能會基於自利動機作出損害股東利益的決策。建立在代理

理論上，Ruback and Jensen (1983) 提出利益掠奪假說，認為當管理階層持股比例

越高時，管理者擁有足夠的投票權鞏固自身職位安全，並具有較大的能力得以規

避外部控制機制，可能基於自利做出違背股東利益的決策。如 Weston (1979) 和

Stulz (1988) 研究認為當管理者的持股比率越高，越容易產生反接管行為，造成

公司價值下降。 

  藉上述推論可知，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在利益掠奪假說下，會增加代理問

題，加劇在管理者權力理論下，薪酬差異反映管理者據守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

一步增加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正相關，或是，加劇在競賽理論下，薪酬差異反映

具備大量內部人才及較低管理據守所帶來的正面影響，進一步增加其與權益資金

成本間的負相關。故本文建立以下假說： 

 

假說 3a：在管理者權力理論下，當管理階層持股比率越高時，會增加高階管理

者與員工平均薪酬差異對權益資金成本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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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3b：在競賽理論下，當管理階層持股比率越高時，會增加高階管理者與員

工平均薪酬差異對權益資金成本的負相關。 

 

2.核心代理問題 

  Claessens et al. (2002) 認為當公司股東持有的股權比例和其所採取的控制手

段能夠有效控制公司時，代理問題的性質將由股東與管理者間的權益代理問題，

轉變為控制股東與小股東間的核心代理問題。當控制股東擁有的控制權超過現金

流量請求權時，代表控制股東所擁有的決策權利和應承擔的經營風險並不對等，

控制股東能夠透過侵佔小股東權益獲得利益，即使公司價值受到損害，控制股東

也因擁有的盈餘分配請求權較低，損失相對較小。因此，當控制股東的控制權與

盈餘分配權偏離程度越大，賦予控制股東掠奪小股東權益的動機越強 (e.g., 

Claessens et al., 2002; Fan and Wong, 2002; La Porta et al., 1999;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藉上述推論可知，股份盈餘偏離差越大的情況之下，代理問題越嚴重，會加

劇在管理者權力理論下，薪酬差異反映管理者據守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一步增

加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正相關，或是，加劇在競賽理論下，薪酬差異反映具備大

量內部人才及較低管理據守所帶來的正面影響，進一步增加其與權益資金成本間

的負相關。故本文建立以下假說： 

 

假說 4a：在管理者權力理論下，當股份盈餘偏離差越大時，會增加高階管理者與

員工平均薪酬差異對權益資金成本的正相關。 

假說 4b：在競賽理論下，當股份盈餘偏離差越大時，會增加高階管理者與員工平

均薪酬差異對權益資金成本的負相關。 

 

3.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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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可以降低權益代理問題或是核心代理問題的嚴重性。過

去研究將公司治理機制區分成內部及外部機制進行探討，內部治理機制以公司董

事會為核心，負責監督管理階層的經營決策，並與股權分散程度緊密關聯，包括：

董事會組成、董事質押比、高階經理人持股、專業機構投資人持股、外資持股或

是大股東持股；外部治理機制強調組織外部環境與制度的監督功能，包括：外部

併購威脅、產品市場的競爭或是外部人力資源市場的競爭。本文以內部治理機制

中的外資持股比例為主要探討。 

  Grinblatt and Keloharju (2001) 研究顯示投資者會傾向購買、持有或出售，對

投資者而言距離、語言和文化相近公司的股票，而推論可能的原因在於，投資者

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在取得資訊上會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 (Brennan and Cao, 1997; 

Choe, Kho, and Stulz, 2005; Kang, 1997)。有鑑於此，外資在進行新興市場的投資

時，相較於一般投資人，會更重視被投資公司的資訊揭露程度，以及公司治理的

健全。許多實證研究亦提供相關證據，例如：Dahlquist and Robertsson (2001) 研

究指出外資會受到代理成本影響，偏好投資股權分散的大公司；林美鳳等人（民

99） 研究顯示控制股東的股份盈餘偏離差越大、或控制股東掌握較多董監席次，

或董監質押比較高時，外資持股比例較低。 

  藉上述推論可知，外資持股比率較高，反映公司具有較好的資訊揭露程度，

以及較低的代理問題，能夠減緩在管理者權力理論下，薪酬差異反映管理者據守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一步降低其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正相關，或是，降低在競

賽理論下，薪酬差異反映具備大量內部人才及較低管理據守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進一步降低其與益資金成本間的負相關。故本文建立以下假說： 

 

假說 5a：在管理者權力理論下，當外資持股比例越大時，會降低高階管理者與

員工平均薪酬差異對權益資金成本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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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5b：在競賽理論下，當外資持股比例越大時，會降低高階管理者與員工平

均薪酬差異對權益資金成本的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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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與樣本期間 

  本文以臺灣 2008 年至 2018 年上市公司為樣本，資料取自臺灣經濟新報社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資料庫。樣本篩選過程如表 1 所示，研究期間

初步篩選樣本（不包含金融產業、TDR 和 F股）17,299筆，但排除(1)沒有足夠

財務資料計算權益資金成本之樣本 7,770 筆；(2)排除所計算權益資金成本大於

100%或小於 0%之樣本 197 筆；(3)排除高階管理階層每人平均薪酬對員工每人

平均薪酬比率小於或等於 0 之樣本 53 筆；(4)普通股股東權益小於或等於 0 之

樣本 12 筆；(5)其他財務變數之遺漏值 2,915筆，最後，合計研究樣本數為 6,352

筆。 

表 1 樣本篩選過程 

樣本選取 樣本合計 

2008年至 2018年上市公司之樣本數（不包含金融產業、TDR 和 F 股） 17,299 

減： 估計權益資金成本的遺漏值 (7,770) 

 權益資金成本大於 100% 或小於 0% (197) 

 高階管理階層薪酬對員工薪酬比率小於或等於 0 (53) 

 普通股股東權益小於或等於 0 (12) 

 其他財務變數的遺漏值 (2,915) 

最終研究樣本數  6,352 

附註： 

a. 由於金融產業受最低資本額及資本適足率法規規範，其資本結構與一般產業相比有所差異，故將金

融產業排除於研究樣本外。 

b. TDR為臺灣存託憑證，係指已經在國外上市的企業，來臺進行第二次上市募資所發行的憑證；F股

為外國企業來臺進行第一次上市所發行的股票。兩者皆是依照外國法規設立登記的公司，故將 TDR 和

F股排除於研究樣本外。 

 

  樣本產業及年度分佈如表 2 所示，Panel A 樣本產業分佈係依照臺灣證券交

易所新產業別進行分類，由 Panel A 可知研究樣本中，以電子零組件產業最多，

占比 12.45% ，油電燃氣業最少，占比 0.35%。由 Panel B可知研究樣本中，2018

年度最多，占比 10.25%，2008 年度最少，占比 7.68%。為了避免上述產業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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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佈影響後續研究，本研究於回歸模型中加入產業和年度虛擬變數，以控制產

業和年度固定效果。 

表 2 樣本產業與年度分佈 

Panel A 樣本產業分佈 

產業別 樣本數 百分比(%) 

水泥工業 73 1.15 

食品工業 213 3.35 

塑膠工業 197 3.10 

紡織纖維 384 6.05 

電機機械 292 4.60 

電器電纜 127 2.00 

化學工業 235 3.70 

生技醫療 172 2.71 

玻璃陶瓷 47 0.74 

造紙工業 60 0.94 

鋼鐵工業 252 3.97 

橡膠工業 89 1.40 

汽車工業 167 2.63 

半導體 487 7.67 

電腦及週邊 469 7.38 

光電業 489 7.70 

通信網路業 299 4.71 

電子零組件 791 12.45 

電子通路業 185 2.91 

資訊服務業 106 1.67 

其他電子業 305 4.80 

建材營造 427 6.72 

航運業 162 2.55 

觀光事業 88 1.39 

貿易百貨 121 1.90 

油電燃氣業 22 0.35 

其他 93 1.46 

合計 6352 100.00 

Panel B 樣本年度分佈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計 

樣本數 488 499 533 552 561 613 623 583 602 647 651 6352 

百分比(%) 7.68 7.86 8.39 8.69 8.83 9.65 9.81 9.18 9.48 10.19 10.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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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數衡量 

1.應變數：權益資金成本 (COC) 

  本文係參酌 Gebhardt, Lee, and Swaminathan (2001) 與 Chen et al. (2013) 來

估計權益資金成本，運用剩餘所得評價模型 (residual income valuation model) 計

算隱含權益資金成本，隱含權益資金成本為當未來現金流量現值與目前股價相等

時的內部報酬率。其中，對未來現金流量的衡量，採用 Hou, Van Dijk, and Zhang 

(2012) 橫斷面模型估計的預測盈餘作為代理變數。 

  過去文獻對權益資金成本的衡量，多以事後已實現股價報酬 (ex post realized 

returns) 衡量，如以 CAPM 資本資產訂價模型或 Fama and French (1993) 三因子

模型估計報酬。然而，許多研究指出，利用事後已實現報酬來估計事前（預期）

報酬並不精確 (e.g., Botosan, 1997; Elton, 1999; Fama and French, 1997)，可能的原

因在於，辨認合適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存有困難，且事後已實現報酬估計影響風

險負載量 (risk loading) 的因素和風險溢酬並不準卻。為了解決此一不足，會計

和財務研究提出了－隱含權益資金成本，透過計算未來現金流量現值與股價相等

時的內部報酬率，來衡量預期報酬。由於預期報酬的估計直接來自股價與預期現

金流量，可以避免仰賴已實現報酬或是資本資產訂價模型而產生的偏誤 (e.g., 

Claus and Thomas, 2001; Easton, 2004; Gebhardt et al., 2001; Gordon and Gordon, 

1997; Ohlson and Juettner-Nauroth, 2005)。有鑒於此，本文參酌 Gebhardt et al. (2001) 

與 Chen et al. (2013) 剩餘所得評價模型估計隱含權益資金成本。 

  惟文獻模型中預期現金流量的衡量方式，採用分析師的盈餘預測作為代理變

數，而臺灣分析師預測每股盈餘的資料涵蓋範圍較小，缺乏較早期、規模較小公

司及預測未來第二年後的資料、後續實證研究對分析師盈餘預測是否適合作為預

期現金流量的代理變數，即利用分析師資料估計的隱含權益資金成本，是否與已

實現未來報酬呈正相關，提供不同證據 (e.g., Easton, 2004; Gebhardt et al., 2001)，

且使用分析師的盈餘預測普遍被認為存在過度樂觀的偏誤  (e.g., East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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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mers, 2007; Francis and Philbrick, 1993; Lin and McNichols, 1998; McNichols 

and O'Brien, 1997)。是故，本文改採用 Hou et al. (2012) 橫斷面模型估計的預期

盈餘衡量未來現金流量，透過過去 10 年會計資料捕捉盈餘的變異程度，橫斷面

模型估計能夠避免採用分析師盈餘預測資料可能產生的不精確，並且能夠擴大資

料範圍、提升模型解釋力。橫斷面盈餘預測公式(1)列式如下： 

 

𝐸𝑖,𝑡+𝜏 = 𝛼0 + 𝛼1𝐴𝑖,𝑡 + 𝛼2𝐷𝑖,𝑡 + 𝛼3𝐷𝐷𝑖,𝑡 + 𝛼4𝐸𝑖,𝑡 + 𝛼5𝑁𝑒𝑔𝐸𝑖,𝑡 + 𝛼6𝐴𝐶𝑖,𝑡 + 𝜀𝑖,𝑡+𝜏 (1) 

 

  模型(1)的變數定義如下： 

𝐸𝑖,𝑡+𝜏 ：第t + 𝜏年度 (𝜏 = 1 到 3)，i 公司的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 

𝐴𝑖,𝑡 ：第 t 年底，i 公司的資產總額。 

𝐷𝑖,𝑡 ：第 t 年度，i 公司的普通股股利發放總額，包含期末普通股現金股

利與期末普通股股票股利。 

𝐷𝐷𝑖,𝑡 ：第 t 年度，是否有發放普通股股利，是則為 1，否則為 0。 

𝑁𝑒𝑔𝐸𝑖,𝑡 ：第 t 年度，i 公司的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是否為 0，是則為 1，

否則為 0。 

𝐴𝐶𝑖,𝑡 ：第 t 年度，i 公司的應計數，以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減來自營運

之現金流量作衡量。 

 

  盈餘預測的具體計算如下，以 2008年過去 10年度橫斷面資料，預期未來 1

到 3 年盈餘為例：首先，基於 2008 年度資料，預期未來 1 年，即 2009 年度盈

餘，需蒐集 1998到 2008年間所有上市公司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資產總額、

普通股股利發放總額及應計數資料。並調整連續變數的 1%及 99%離群值，以避

免在貨幣單位衡量下，有極端盈餘的公司會使迴歸的估計係數產生偏誤。在剔除

遺失資料後，將期間內每間公司各 10筆資料進行迴歸分析，取得 2008年度估計

係數，再乘上各公司 2008年度自變數資料，最後得到各公司 2009年度的預期盈

餘；若是基於 2008年度資料，預期未來 2年，即 2010年度盈餘，作法同上述盈

餘預測方式，惟每間公司進行迴歸分析的資料筆數將變為 9 筆；若是基於 2008

年度資料，預期未來 3 年，即 2011 年度盈餘，亦依上述作法類推，每間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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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筆數為 8筆。 

  釋例基於 2008 年度資料，預期未來 2011 年盈餘(t= 2008, 𝜏 = 3)的資料型

態，如(2)到(7)條迴歸式所示，每間公司共計 8 筆迴歸資料，並匯總至第 n 間公

司以估計係數。 

 

𝐸1,2001 = 𝛼0 + 𝛼1𝐴1,1998 + 𝛼2𝐷1,1998 + 𝛼3𝐷𝐷1,1998 + 𝛼4𝐸1,1998 + 𝛼5𝑁𝑒𝑔𝐸1,1998 +

𝛼6𝐴𝐶1,1998 + 𝜀1,2001 (2) 

 

𝐸1,2002 = 𝛼0 + 𝛼1𝐴1,1999 + 𝛼2𝐷1,1999 + 𝛼3𝐷𝐷1,1999 + 𝛼4𝐸1,1999 + 𝛼5𝑁𝑒𝑔𝐸1,1999 +

𝛼6𝐴𝐶1,1999 + 𝜀1,2002 (3) 

 

… 

 

𝐸1,2008 = 𝛼0 + 𝛼1𝐴1,2005 + 𝛼2𝐷1,2005 + 𝛼3𝐷𝐷1,2005 + 𝛼4𝐸1,2005 + 𝛼5𝑁𝑒𝑔𝐸1,2005 +

𝛼6𝐴𝐶1,2005 + 𝜀1,2008 (4) 

 

… 

 

𝐸𝑛,2001 = 𝛼0 + 𝛼1𝐴𝑛,1998 + 𝛼2𝐷𝑛,1998 + 𝛼3𝐷𝐷𝑛,1998 + 𝛼4𝐸𝑛,1998 + 𝛼5𝑁𝑒𝑔𝐸𝑛,1998 +

𝛼6𝐴𝐶𝑛,1998 + 𝜀𝑛,2001 (5) 

 

𝐸𝑛,2002 = 𝛼0 + 𝛼1𝐴𝑛,1999 + 𝛼2𝐷𝑛,1999 + 𝛼3𝐷𝐷𝑛,1999 + 𝛼4𝐸𝑛,1999 + 𝛼5𝑁𝑒𝑔𝐸𝑛,1999 +

𝛼6𝐴𝐶𝑛,1999 + 𝜀𝑛,2002 (6) 

 

… 

 

𝐸𝑛,2008 = 𝛼0 + 𝛼1𝐴𝑛,2005 + 𝛼2𝐷𝑛,2005 + 𝛼3𝐷𝐷𝑛,2005 + 𝛼4𝐸𝑛,2005 + 𝛼5𝑁𝑒𝑔𝐸𝑛,2005 +

𝛼6𝐴𝐶𝑛,2005 + 𝜀𝑛,2008 (7) 

 

  估計出各公司預期盈餘後，本文參酌 Gebhardt et al. (2001)、Chen et al. (2013) 

與 Hou et al. (2012) 剩餘所得評價模型計算隱含權益資金成本，建立模型如下： 

 

M𝑡
∗ = 𝐵𝑡 + ∑

𝐸𝑡[(𝑅𝑂𝐸𝑡+𝐾−𝑅)×𝐵𝑡+𝐾−1]

(1+𝑅)𝐾
+

𝐸𝑡[(𝑅𝑂𝐸𝑡+𝑇−𝑅)×𝐵𝑡+𝑇−1]

𝑅×(1+𝑅)𝑇−1
𝑇−1
𝐾=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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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式(8)的變數定義如下： 

M𝑡
∗ ：原為第 t 年底普通股股東權益市值，考量投資者悉知資訊的時間，

依 Hail and Leuz (2006) 調整為，第 (t+1) 年 4月底普通股股東權益

市值，並以隱含權益資金成本折現，即M𝑡
∗ =

𝑀𝑡

(1+𝑅)
4

12

。普通股股東權益

市值，以流通在外股數乘以除權息調整後的收盤價計算。 

R ：第 t 年度隱含權益資金成本。 

𝐵𝑡 ：第 t 年度，i 公司的普通股股東權益，以年底股東權益總額減特別

股股本和非控制權益計算。 

𝐸𝑡[ ] ：基於 t 年度可用資訊的市場預期。 

𝑅𝑂𝐸𝑡+𝐾 ：預期第(t + K) 年 ROE。前三年，以第(t + K) 年度預期盈餘除以第 

(t + K − 1) 年底普通股股東權益計算；第四到第 T 年，以線性插值

接近產業平衡點。產業平衡點以過去十年，每年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

利除以落遲 (lagged) 普通股股東權益中位數的中位數計算。依照

Gebhardt et al. (2001) 假設 T等於 12。 

𝐵𝑡+𝐾 ：預期第 (t + K) 年底普通股股東權益，以淨剩餘關係 (clean surplus 

relation) 估計，即𝐵𝑡+𝐾 = 𝐵𝑡+𝐾−1 + 𝐸𝑡+𝐾 − 𝐷𝑡+𝐾。其中，𝐸𝑡+𝐾 為預期

第 (t + K) 年度盈餘； 𝐷𝑡+𝐾 為預期第 (t + K) 年度普通股股利發放

總額，股利發放總額以股利支付率乘以𝐸𝑡+𝐾估計。依照 Hou et al. 

(2012) 假設，若𝐸𝑡+𝐾為正，股利支付率為第 t 年度普通股股利發放總

額，除以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若𝐸𝑡+𝐾為負，股利支付率為第 t 年

度普通股股利發放總額除以 0.06×資產總額。 

 

2.自變數 

(1) 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薪酬比率 (PayRatio) 

  參考 Chen et al. (2013) 作法，由高管每人薪酬除以員工每人平均薪酬衡量高

階主管與員工薪酬差距。高管每人薪酬為高管薪酬除以高管人數，其中，高管薪

酬為股東會年報所揭露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領酬總額，高管人數為股東會年報所揭

露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領酬人數；員工每人薪酬為基層員工薪酬除以基層員工人數，

而基層員工薪酬為母公司用人費用減去高管薪酬，基層員工人數為母公司員工人

數減去高管人數。資料取自 TEJ 公司治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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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階層持股比例 (MANG) 

  由「公司現任經理人」或「集團經理人」所持有公司之股票比率計算，包含：

總經理、副總經理、部門總經理、執行長、副執行長、副總裁、經理、協理、總

裁、副理、其他職務及協理者之持股數。資料取自 TEJ 公司治理資料庫。 

(3) 股份盈餘偏離差 (OC) 

  採 La Porta et al. (1999) 做法，由「最終控制者」所能控制的持股率（不含友

好集團持股）減「最終控制者」之盈餘分配權（不含經理人、及友好集團持股）。

前者指的是控制股東個人或家族名義，直接持有或間接透過連續性控制關係獲得

的股權；後者為控制股東的直接盈餘分配權加上對各控制鏈上持股率乘積的總和，

又稱為現金流量請求權。資料取自 TEJ 公司治理資料庫。 

(4) 外資法人持股比例 (FO) 

  由僑外金融機構持股比率、僑外法人持股比率，與僑外信託基金持股比率相

加計算。資料取自 TEJ 公司治理資料庫。 

 

3.控制變數 

(1) 系統性風險 (BETA) 

  依資本資產訂價模型估計系統性風險，以五年資料計算。資料取自 TEJ 股價

資料庫。 

  系統性風險是衡量個股報酬相對於市場投資組合報酬變動程度的一種方法，

代表投資人無法藉由投資組合分散的風險，若系統性風險越大，理性投資人會要

求較高的報酬作為承擔系統性風險的補償。據此，本文預期系統性風險與權益資

金成本呈正相關。 

(2) 獨特性波動 (IRISK) 

  將資本資產訂價模型迴歸式之殘差，取標準差計算。樣本資料為計算權益金

資成本月份前 60個月的月報酬資料（最少需有 24個月），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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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𝑖 = 𝑅𝑓 + 𝛽𝑖 × (𝑅𝑚 − 𝑅𝑓) + 𝜀𝑖 (9) 

 

  模型(9)的變數定義如下： 

𝑅𝑖 ：i 公司實際月報酬率。 

𝛽𝑖 ：i 公司的系統性風險。 

𝑅𝑚 ：市場投資組合實際月報酬率。以臺灣股票市場加權指數報酬衡量。 

𝑅𝑓 ：無風險利率。以臺灣銀行月定存利率衡量。 

 

  獨特性波動是衡量非系統性風險的一種方法，非系統性風險依照各公司或各

產業而有所不同，投資人可以藉由投資組合來分散的風險，若非系統性風險越大，

理性投資人會要求較高的報酬作為承擔系統性風險的補償。Merton (1987) 研究

顯示當投資人的投資組合未能完全分散風險時，獨特性波動與報酬成正比。據此，

本文預期非系統性風險與權益資金成本呈正相關。 

(3) 公司市值 (LogMV) 

  普通股股東權益市值取自然對數(natural log)。普通股股東權益市值，以年底

流通在外股數乘以除權息調整後的收盤價計算。 

  公司市值衡量公司規模的方法之一，規模較大的公司被認為具有較小的信用

風險，並且較容易取得融資機會，投資人願意降低要求報酬以降低其所承擔破產

的風險。Banz (1981) 與 Fama and French (1992) 研究顯示個股的平均報酬與公

司市值成反比，Fama and French (1993) 提出的三因子模型中，認為公司市值比

是解釋股票報酬的重要因素之一。據此，本文預期公司市值與權益資金成本呈負

相關。 

(4) 淨值市值比 (LogBM) 

  普通股股東權益除以普通股股東權益市值，取自然對數。普通股股東權益，

以年底股東權益總額減特別股股本和非控制權益計算；普通股股東權益市值，以

年底流通在外股數乘以除權息調整後的收盤價計算。 

  淨值市值比反映普通股股東權益與其市值的相對比例，若淨值市值比越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34

21 
 

代表股價可能表現不佳，公司價值越有可能被低估，在預期錯誤訂價會消失下，

投資人會願意投資但是要求較高的報酬。Fama and French (1992) 和 Lakonishok, 

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研究顯示個股的平均報酬與淨值市值比成正比，Fama 

and French (1993) 提出的三因子模型中，認為淨值市值比是解釋股票報酬的重要

因素之一。據此，本文預期淨值市值比與權益資金成本呈正相關。 

 (5) 負債比率 (LEV) 

  年底非流動負債除以資產總額計算。 

  負債比率是衡量公司償債能力的方式之一，反映公司每一元資產中，有多少

比例是以非流動負債借來的，公司負債比率越高，被認為償債能力越低、發生破

產的風險越高，理性投資人會要求更高的報酬以承擔破產風險。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 研究顯示負債比率與權益資金成本成正比。據此，本文預期負債比

率與權益資金成本呈正相關。 

(6) 產業別控制變數 (Industry Fixed Effects) 

  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 (TSE) 標準分類的產業，設置虛擬變數。 

(7) 年度別控制變數 (Year Fixed Effects) 

  依各年度設置虛擬變數。 

 

三、實證迴歸模型 

1.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之關聯性 

  本文參酌 Chen et al. (2013) 建構主要模型(10)，以驗證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

薪酬比率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是正向支持假說 1的管理者權力理論，或

是負向支持假說 2競賽理論。 

 

COC𝑖,𝑡 = 𝑎 + 𝑏𝑃𝑎𝑦𝑅𝑎𝑡𝑖𝑜𝑖,𝑡−1 + 𝑐1𝐵𝐸𝑇𝐴𝑖,𝑡−1 + 𝑐2𝐼𝑅𝐼𝑆𝐾𝑖,𝑡−1 + 𝑐3𝐿𝑜𝑔𝑀𝑉𝑖,𝑡−1 +

𝑐4𝐿𝑜𝑔𝐵𝑀𝑖,𝑡−1 + 𝑐5𝐿𝐸𝑉𝑖,𝑡−1 + 𝐼𝑛𝑑𝑢𝑠𝑡𝑟𝑦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𝑠 +

𝑌𝑒𝑎𝑟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𝑠 + 𝜀𝑖,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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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理問題對「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關聯性」之影響 

(1).權益代理問題 

  為驗證假說 3a 與 3b，在由高階管理階層持股比例反映的權益代理問題下，

是否會加劇兩者間的關聯性，正向調節管理階層理論下，薪酬差異對權益資金成

本的正相關，或是負向調節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負關聯，本文建立以下

模型(11)檢測係數b3。 

 

COC𝑖,𝑡 = 𝑎 + b1𝑃𝑎𝑦𝑅𝑎𝑡𝑖𝑜𝑖,𝑡−1 + b2𝑀𝐴𝑁𝐺𝑖,𝑡−1 + b3𝑃𝑎𝑦𝑅𝑎𝑡𝑖𝑜𝑖,𝑡−1 × 𝑀𝐴𝑁𝐺𝑖,𝑡−1 +

𝑐1𝐵𝐸𝑇𝐴𝑖,𝑡−1 + 𝑐2𝐼𝑅𝐼𝑆𝐾𝑖,𝑡−1 + 𝑐3𝐿𝑜𝑔𝑀𝑉𝑖,𝑡−1 + 𝑐4𝐿𝑜𝑔𝐵𝑀𝑖,𝑡−1 + 𝑐5𝐿𝐸𝑉𝑖,𝑡−1 +

𝐼𝑛𝑑𝑢𝑠𝑡𝑟𝑦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𝑠 + 𝑌𝑒𝑎𝑟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𝑠 + 𝜀𝑖,𝑡 (11) 

 

(2).核心代理問題 

  為驗證假說 4a與 4b，在由股份盈於偏離差反映的核心代理問題下，是否會

加劇兩者間的關聯性，正向調節管理階層理論下，薪酬差異對權益資金成本的正

相關，或是負向調節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負關聯，本文建立以下模型(12)

檢測係數b3。 

 

COC𝑖,𝑡 = 𝑎 + b1𝑃𝑎𝑦𝑅𝑎𝑡𝑖𝑜𝑖,𝑡−1＋b2𝑂𝐶𝑖,𝑡−1＋b3𝑃𝑎𝑦𝑅𝑎𝑡𝑖𝑜𝑖,𝑡−1 × 𝑂𝐶𝑖,𝑡−1 +

𝑐1𝐵𝐸𝑇𝐴𝑖,𝑡−1 + 𝑐2𝐼𝑅𝐼𝑆𝐾𝑖,𝑡−1 + 𝑐3𝐿𝑜𝑔𝑀𝑉𝑖,𝑡−1 + 𝑐4𝐿𝑜𝑔𝐵𝑀𝑖,𝑡−1 + 𝑐5𝐿𝐸𝑉𝑖,𝑡−1 +

𝐼𝑛𝑑𝑢𝑠𝑡𝑟𝑦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𝑠 + 𝑌𝑒𝑎𝑟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𝑠 + 𝜀𝑖,𝑡 (12) 

 

(3).治理機制 

  為驗證假說 5a與 5b，在由外資持股比力反映較好的治理機制，及較不嚴重

的代理問題下，是否會減緩兩者間的關聯性，負向調節管理階層理論下，薪酬差

異對權益資金成本的正相關，或是正向調節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負關聯，

本文建立以下模型(13)檢測係數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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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𝑖,𝑡 = 𝑎 + b1𝑃𝑎𝑦𝑅𝑎𝑡𝑖𝑜𝑖,𝑡−1 + b2𝐹𝑂𝑖,𝑡−1 + b3𝑃𝑎𝑦𝑅𝑎𝑡𝑖𝑜𝑖,𝑡−1 × 𝐹𝑂𝑖,𝑡−1 +

𝑐1𝐵𝐸𝑇𝐴𝑖,𝑡−1 + 𝑐2𝐼𝑅𝐼𝑆𝐾𝑖,𝑡−1 + 𝑐3𝐿𝑜𝑔𝑀𝑉𝑖,𝑡−1 + 𝑐4𝐿𝑜𝑔𝐵𝑀𝑖,𝑡−1 + 𝑐5𝐿𝐸𝑉𝑖,𝑡−1 +

𝐼𝑛𝑑𝑢𝑠𝑡𝑟𝑦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𝑠 + 𝑌𝑒𝑎𝑟 𝐹𝑖𝑥𝑒𝑑 𝐸𝑓𝑓𝑒𝑐𝑡𝑠 + 𝜀𝑖,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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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 

  表 3為本文主要模型各項變數之敘述性統計量。首先，樣本應變數權益資金

成本 (COC) 平均數為 12.1%、中位數為 10.9%，與過去文獻所計算之事前權益

資金成本具有可比較性（李貴富、陳韻珊、韓沂璉、杜昀容，民 106）。再來，樣

本自變數：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薪酬比率 (PayRatio) 平均數為 5.149倍、中位數

為 3.900 倍；管理階層持股比例 (MANG) 平均數為 1.2%；股份盈餘偏離差為平

均數為 6.1%；外資法人持股比例 (FO) 為 10.4%。最後，控制變數：系統性風險 

(BETA) 平均數為 0.883；獨特性波動 (IRISK) 平均數 0.090；公司市值 (LogMV) 

平均數為 15.444；淨值市值比 (LogBM) 平均數為-0.013；負債比率平均數為

11.15%。 

表 3 敘述性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25 分位數 中位數 75 分位數 最大值 

COC 0.121 0.073 0.003 0.078 0.109 0.146 0.991 

PayRatio 5.149 6.435 0.100 2.700 3.900 5.600 192.900 

MANG 0.012 0.022 0.000 0.000 0.004 0.014 0.286 

OC 0.061 0.101 0.000 0.002 0.016 0.069 0.776 

FO 0.104 0.132 0.000 0.015 0.054 0.138 0.791 

BETA 0.883 0.265 -1.457 0.703 0.904 1.075 2.082 

IRISK 0.090 0.030 0.021 0.069 0.088 0.108 0.249 

LogMV 15.444 1.411 11.668 14.475 15.277 16.160 22.414 

LogBM -0.013 0.636 -5.494 -0.362 0.054 0.407 2.095 

LEV 0.115 0.119 0.000 0.028 0.079 0.170 0.957 

附註： 

a. 樣本數為 6352筆。 

b. 變數定義：COC為隱含權益資金成本，參照 Gebhardt et al. (2001)、Chen et al. (2013) 與 Hou et al. (2012) 

估計；PayRatio 為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薪酬比率，由高管每人薪酬除以員工每人薪酬計算；MANG為管

理階層持股比例；OC為股份盈餘偏離差，依照 La Porta et al. (1999) 由控制股東直接或間接所獲之持股

比例減其所擁有之現金流量請求權；由 FO 為外資法人持股比率；BETA 為系統性風險，依資本資產訂

價模型估計；IRISK 為獨特性風險波動，以資本資產訂價模型迴歸式之殘差，取標準差計算。資料取自

計算權益金資成本月份前 60 個月的月報酬資料（最少需有 24 個月）；LogMV 為公司市值，普通股股

東權益市值取自然對數；LogBM為淨值市值比，由普通股股東權益除以普通股股東權益市值，取自然對

數計算；LEV 為負債比率，由長期負債除總資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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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係數分析 

  表 4為本文主要模型各項變數之 Pearson 相關性分析矩陣。由表 4可知，各

項變數間的相關係數大致皆小於 0.5，顯示各解釋變數間的共線性問題並不嚴重。

其中，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薪酬比率 (PayRatio) 和系統性風險 (BETA)，與權益

資金成本 (COC) 間的相關係數未達顯著水準；而管理階層持股比例 (MANG)、

獨特性波動 (IRISK) 與淨值市值比 (LogBM)，和權益資金成本呈顯著正相關；

股份盈餘偏離差 (OC)、外資法人持股比例(FO)、公司市值 (LogMV)、負債比率 

(LEV)，和權益資金成本呈顯著負相關。負債比率 (LEV) 和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

聯性，與預期方向不一致，本文將在後續研究檢視迴歸模型的實證證據，是否與

相關係數分析提供的初步證據相同。 

 

表 4 Pearson相關性分析 

 COC PayRatio MANG OC FO BETA IRISK LogMV LogBM LEV 

COC 1.000          

PayRatio -0.019 1.000         

MANG 0.109∗∗∗ 0.020 1.000        

OC −0.073∗∗∗ -0.009 0.128∗∗∗ 1.000       

FO −0.133∗∗∗ 0.339∗∗∗ −0.058∗∗∗ −0.027∗∗ 1.000      

BETA -0.020 −0.124∗∗∗ −0.050∗∗∗ 0.083∗∗∗ 0.221∗∗∗ 1.000     

IRISK 0.094∗∗∗ −0.060∗∗∗ 0.062∗∗∗ −0.022∗ −0.188∗∗∗ 0.303∗∗∗ 1.000    

LogMV −0.304∗∗∗ 0.304∗∗∗ −0.128∗∗∗ 0.190∗∗∗ 0.635∗∗∗ −0.332∗∗∗ −0.212∗∗∗ 1.000   

LogBM 0.399∗∗∗ −0.116∗∗∗ 0.010 −0.079∗∗∗ −0.170∗∗∗ 0.006 −0.185∗∗∗ −0.411∗∗∗ 1.000  

LEV −0.061∗∗∗ −0.033∗∗∗ −0.134∗∗∗ 0.009 0.010 -0.019 −0.043∗∗∗ 0.142∗∗∗ 0.013 1.000 

附註： 

a. 樣本數為 6,352筆。 

b. 變數定義參見表 3 附註。 

c. *表示達 10%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 

 

三、主要模型之實證結果 

1.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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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第一欄為本文主要迴歸模型(10)之實證結果，檢視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

薪酬比率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迴歸模型 Ajusted R-square

為 0.368，權益資金成本與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薪酬比率達 1%顯著水準，呈顯著

正相關 (係數=0.001，t 統計量=4.84)，臺灣市場的證據支持假說 1 管理者權力

理論，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薪酬差異較大的公司，權益資金成本較高，未支持競

賽理論建立的假說 2。 

  控制變數方面，公司市值與預期方向一致，支持過去研究認為公司市值與必

要報酬率呈顯著負相關 (e.g., Banz, 1981; Fama and French, 1992)，淨值市值比與

負債比率亦與預期方向相同，支持過去研究認為淨值市值比和負債比率，與權益

資金成本呈顯著正相關 (e.g., Fama and French, 1992; Lakonishok et al., 1994; 

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系統性風險與獨特性波動雖未呈顯著相關，無法作

為權益資金成本的解釋因子之一。 

 

2.敏感性分析－替換薪酬差異衡量方式 

  表 5 第二欄，本文參考  Kelly and Seow (2016) 作法，以虛擬變數

(PayRatio_Dummy)－大於產業年度高管薪酬除以員工薪酬比率中位數者為 1，否

則為 0，替代自變數－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薪酬比率，重新檢視薪酬差異對權益

資金成本間關聯性的實證結果，是否會因自變數衡量方法不同，而支持不同假說。 

  實證結果顯示，迴歸模型 Ajusted R-square為 0.367，權益資金成本與替代薪

酬差異自變數達 1%顯著水準，呈顯著正相關 (係數=0.006，t 統計量=4.05)，與

主要迴歸分析結果相似，支持假說 1管理者權力理論，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薪酬

差異較大的公司，權益資金成本較高，未支持競賽理論建立的假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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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關聯之實證結果 

應變數 COC   

 Model (10) Alternative PayRatio Measure 

PayRatio 0.001∗∗∗ 

(4.84) 

 

PayRatio_Dummy  0.006∗∗∗ 

(4.05) 

BETA −0.006 

(-1.58) 

−0.06 

(-1.60) 

IRISK −0.026 

(-0.72) 

−0.035  

(-0.96) 

LogMV −0.009∗∗∗ 

(-11.21) 

−0.007∗∗∗ 

(-9.43) 

LogBM 0.042∗∗∗ 

(25.30) 

0.042∗∗∗ 

(25.41) 

LEV 0.010∗∗∗ 

(2.68) 

0.020∗∗∗ 

(2.88) 

Intercept 0.280∗∗∗ 

(20.69) 

0.257∗∗∗ 

(18.86) 

Industry Fixed Effects Included Included 

Year Fixed Effects Included Included 

Ajusted R-square 0.368 0.367 

附註： 

a. 樣本數為 6,352筆。 

b. 變數定義：PayRatio_Dummy為替代薪酬差異自變數的虛擬變數，大於產業年度高

管薪酬除以員工薪酬比率中位數者為 1，否則為 0；其餘變數定義參見表 3附註。 

c. *表示達 10%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 

d. 表中括弧為 t 統計量。 

 

四、代理問題下，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關聯性之實證結果 

  承接上述，臺灣市場的證據支持「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是

由假說一管理者權力理論所建立，而 Bebchuk and Fried (2003) 認為在治理環境

越差的情況下，管理者越有權力影響薪酬合約的訂定。本文因此進一步探討代理

問題是否會臺灣影響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並透過管理階層持股

比例、股份盈於偏離差，及外資法人持股比例三項變數衡量不同層面代理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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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性，實證結果如表 6所示。 

  表 6第一欄以管理階層持股比例探討權益代理問題下，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

成本間的變化。結果顯示迴歸模型 Ajusted R-square為 0.369，薪酬差異與管理階

層持股比率交乘項係數，呈正向但未達顯著水準，未能提供證據支持假說 3a 或

3b，本文並未發現，在管理者持股比例，會影響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

聯性。 

  表 6第二欄以管股份盈於偏離差探討核心代理問題下，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

成本間的變化。結果顯示迴歸模型 Ajusted R-square為 0.368，薪酬差異與股份盈

於偏離差交乘項係數為正向未達顯著水準，未提供證據支持假說 4a或 4b，本文

並未發現，股份盈餘偏離差，會影響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 

  表 6第三欄以外資法人持股比例探討治理機制越好、代理問題越不嚴重下，

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變化。結果顯示迴歸模型Ajusted R-square為 0.369，

薪酬差異與外資法人持股比率交乘項係數，達 5%顯著水準，呈顯著負相關 (係

數=-0.001，t 統計量=-2.51)，代表在外資法人持股比例越高時，會降低薪酬差異

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正相關，支持假說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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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代理問題下，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關聯性之實證結果 

應變數 COC    

 Model (11) Model (12) Model (13) 

PayRatio 0.001∗∗∗ 

(4.89) 

0.001∗∗∗ 

(4.84) 

0.001∗∗∗ 

(4.87) 

MANG 0.096∗∗∗ 

(2.74) 

  

OC  0.004 

(0.53) 

 

FO   0.019∗∗ 

(2.42) 

PayRatio×MANG 0.007 

(1.29) 

  

PayRatio×OC  0.001 

(0.54) 

 

PayRatio×FO   −0.001∗∗ 

(-2.51) 

BETA −0.005 

(-1.41) 

−0.006 

(-1.57) 

−0.006 

(-1.58) 

IRISK −0.026 

(-0.71) 

−0.027 

(-0.73) 

-0.024 

(-0.65) 

LogMV −0.009∗∗∗ 

(-11.05) 

−0.009∗∗∗ 

(-11.13) 

−0.010∗∗∗ 

(-10.70) 

LogBM 0.042∗∗∗ 

(25.36) 

0.042∗∗∗ 

(25.28) 

0.041∗∗∗ 

(24.86) 

LEV 0.020∗∗∗ 

(2.82) 

0.019∗∗∗ 

(2.70) 

0.019∗∗∗ 

(2.76) 

Intercept 0.281∗∗∗ 

(20.26) 

0.281∗∗∗ 

(20.59) 

0.295∗∗∗ 

(19.60) 

Industry Fixed Effects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Year Fixed Effects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Ajusted R-square 0.369 0.368 0.369 

附註： 

a. 樣本數為 6,352筆。 

b. 變數定義參見表 3附註。 

c. *表示達 10%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 

d. 表中括弧為 t統計量。 

e. 各模式之自變數均以平減平均數處理；各變數之變異膨脹因素 (VIF) 均小於 10，顯示沒有明顯共線性存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34

30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過去針對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研究，由管理者權力理論建立，其中管理

者權力理論的建立，又多以美國市場提供的證據為主，惟新興市場治理機制與歐

美等具完善投資人保護機制國家不同。本研究遂探討新興市場臺灣中，薪酬差異

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是否與過去文獻相一致。 

  實證結果發現，臺灣市場由高階管理階層對員工薪酬比率衡量的薪酬差異與

權益資金成本，呈現顯著正相關，支持管理者權力理論，當高階管理階層與員工

間的薪酬差異越大時，反映高階管理階層具有管理據守、越有能力基於個人利益

影響薪酬決定的過程。本文亦進行敏感性測試，檢視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

關聯性是否穩健，透過將薪酬差異自變數替換成虛擬變數－大於產業年度高管薪

酬除以員工薪酬比率中位數者為 1，否則為 0，研究發現敏感性測試實證結果亦

呈顯著正相關，與主回歸結果相似，支持管理者權力理論。 

  有鑒於管理據守係由代理問題所導致，過去研究認為在治理環境越差的情況

下，管理者越有權力影響薪酬合約的訂定 (Bebchuk and Fried, 2003)。據此，本文

進一步研究代理問題下，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的關聯性。實證結果發現，當

外資持股比例越高時，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正相關聯越不顯著，顯示由

外資法人持股比例所反映的良好治理機制，能夠反映代理問題較不嚴重時，會調

降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間的關聯性；當高階管理階層持股比例越高及股份盈

於偏離差越大時，兩者間的關聯性沒有顯著變化，未能提供證據支持，權益及核

心的代理問題越嚴重時，會增加兩者間的關聯性。 

  本文之研究貢獻如下，第一點，因應全球收入分配不公平議題，本研究補充

新興市場臺灣薪酬比率與權益資金成本相關文獻，提供證據顯示越大的薪酬差異

會使股東的要求越高報酬，支持增加薪酬資訊透明度政策所具備的意義；第二點，

加入代理問題探討上述兩者間的關聯性是否因此產生影響，並提供證據支持代理

問題不越嚴重時，兩者間的正相關聯較不顯著，鼓勵公司完善其治理機制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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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落實監理程序，以利公司執行資本預算和融資決策；第三點，彌補臺灣估計事

前權益資金成本文獻的不足。由於臺灣公司普遍缺乏分析師盈餘預測資料，目前

文獻多以已實現報酬衡量權益資金成本，本文改採橫斷面模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

所計算的權益資金成本，能夠補充臺灣市場事前權益資金成本文獻的脈絡（李貴

富等人，民 106）。 

  本文之研究限制如下，第一點，臺灣對高階管理階層及員工薪酬的掲露上，

除高階主管與員工薪酬總額、人數，及自 2017 年起新增的非主管職全時員工資

訊外，對於潛在影響員工薪酬的資訊，如公司勞動力組成和當地經濟水平等，以

及個別高階管理者薪酬資訊，並無強制揭露。因此本文以高階主管對員工薪酬比

率衡量薪酬差異時，無從對此項比率的分子分母進行適當的經濟調整，可能進一

步影響企業間的可比較性；第二點，隱含權益資金成本的估計除本文所採用的剩

餘收益模型，尚包含其他估計模型，如異常盈餘模型及修正式股價盈餘成長模型，

本文未納入各其他模型進行探討；第三點，以管理階層持股比例衡量權益代理問

題時，管理階層以公司或集團經理人衡量，未配合薪酬差異中的管理階層－以總

經理及副總經理進行衡量，可能導致權益代理問題與薪酬差異所反應的管理階層

的影響力並不相稱，影響後續實證結果。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如下，第一點，本研究發現薪酬差異與權益資金成本呈正

相關，建議未來可以針對薪酬差異資訊揭露進行研究，探討公司是否會為了降低

權益資金成本，進而降低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第二點，未來研究估計權益資金

成本時可以將不同模型納入考量；第三點，建議未來研究以管理階層持股比例衡

量權益代理問題時，採取與薪酬差異相同的管理階層進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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