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叁章  研究方法 

第二章已經說明台灣高等教育和他國高等教育的現況，本章第一節將

介紹財務預警模型的定義，第二節介紹財務預警模型的建立，後面的幾節

將會介紹近年來的應用情況。 

第一節  財務預警模型定義 

過去關於財務危機的研究以一般營利事業居多，在非營利組織這個領

域顯得較為稀少，再者，財務危機模型所採用的預警指標大多為財務變

數，非營利組織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所以平常不以財務指標來評等

非營利組織，本研究大多引用營利組織的相關文獻當作參考，有此依據以

利未來非營利組織的轉型。 

一、財務預警定義 

財務危機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稱為企業失敗(failure)，又稱為破產

(bankruptcy)，通常財務危機起因於企業缺乏支付長短期債務清償能力所引

起，有時又稱為問題企業。 

以往研究的財務危機定義，通常以變更交易方法為、全額交割、停止

買賣或下市甚至宣告破產倒閉為判斷企業發生危機的時點，事實上，被交

易所變更交易或下市都已是發生危機的末期，時點太晚，授信者與投資人

必已遭受重大虧損。在這之前通常早就有董事長跳票、公司申請暫停交

易、申請艱困、對外因財務吃緊而宣布停工的訊息出來，而這些訊息其實

就是企業業生財務危機的一體兩面，故本研究為求判斷發生危機時點的客

觀性與有效性，能即時判斷危機公司，參考台灣經濟新報之信用評等模組

分類方式，將財務危機事件分八類： 



1. 公司宣告破產倒閉 

2. 全額交割或下市：依台灣證券交易所依其營業細則第 49條、第 50條及

第 50條之一款或櫃檯買賣中心變更交易方式為全額交割或宣告下市。 

3. 公司跳票、違約交割或被票據交易所列為拒絕往來：包含公司或子公司

發生跳票、違約交割或被票據交易所列為拒絕往來戶見報者 

4. 申請重整：公司宣告申請重整即可凍結債權 

5. 申請紓困、召開債權人協調會或向外求援：公司向財政部申請紓困、向

債權人協調還款條件或黨政關係良好者向政府或黨營事業求援。 

6. 銀行緊縮銀根見報：一般狀況下，銀行為防患未然，變更借款額度未必

是公司發生財務危機徵兆，一旦見報者，基於銀行業保守特性，必定已發

生銀行執行債權不順，令其不得不緊縮放款。 

7. 申請暫停交易：股價連續跌停 6天跌幅超過 40%以上，發行公司即可申

請暫停股票交易，此即「國產車條款」。暫停交易是犧性投資人持有股票

的流動性，之所以申請暫停交易不外分為兩種原因，公司透過子公司資金

護盤或炒股，拿買回的庫藏股質借再投入股市，一旦股價持續重挫，公司

必須補足擔保品或代為還款，而公司本身已財務困難，只好申請暫停交

易，凍結股價。另一種為大股東質借股票以調度資金，股價重挫亦需補足

擔保品或還款，若大股東能以其對公司影響力申請暫停交易，也必定表示

公司已沒錢調度，否則不用出此下策。 

8. 因財務吃緊而宣告停工。 

在過去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對於『財務危機』的界定標準並無一致公

認的定義，部分學者採用較為廣義的定義：認為公司若有『無法清償債務』

及『申請清算或破產』的情形者，及代表發生財務危機；部分學者則採用



較為廣義的定義：認為公司只要被列為『全額交割股』及『停止買賣』或

『終止上市上櫃』時，即代表發生財務危機。 

本研究將各個私立學校當成一般的企業個體，為避免私立大專院校宣

告破產或發生財務危機之時期，私立大專院校的營運早已名存實亡，從私

立大學財務報表即可明顯看出公司的財務已出現警訊，但此時再做財務預

警模式則效益不彰。再者，私立大專院校沒有如一般企業上市上櫃，所以

沒有股票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將私立大專院校的財務危機之定義為廣義定

義。 

 



第二節 財務預警模型 

最早研究財務危機進而建立一套歸類模型的學者首推 Beaver(1966)，

他針對公司的會計資訊資料，利用單變量分析方法建立模型。之後，Altman 

(1968)改採多變量分析方法來建構模型，Ohlson (1980)是第一位採用

Logistic model 來建立財務困難區別模型，Zmijewski (1984)採用 Probit 

model 來區分財務困難公司及正常公司。 

Beaver(1966)是最先將企業失敗(failure)作明確定義，他認為企業未宣

告破產倒閉之前，往往負債已經大於資產總額，或者早已無法運作，因此，

他主張當企業無法在到期時付財務上的義務即屬失敗，他將失敗公司定義

為以下情形之一者：巨額銀行透支、優先股股利未付、公司債違約及宣告

破產者。 

Beaver找出預測公司失敗的最佳單一財務比率，以營運失敗的公司，

採 1比 1 配對，以一家失敗公司，挑選產業相同且規模相近的一家正常公

司配對。 

首先提出財務報表是否可提供財務危機資訊的觀念，以二分類法檢定

財務變數，並從中找出最具區別能力的財務比率及其分界點。亦採單變量

分析，選取四種財務比率作為研究的自變數，將現金流量資訊納入變數考

量，定義現金流量為淨利加上折舊，稱之為「傳統現金流量」(Traditional 

Cash Flow)。從 29項財務比率中選取 6個，包含現金流量/總負債、本期純

益/總資產、總負債/總資產、營運資金/總資產和流動比率。 

使用單變量分析法建構預警模型，將各樣本財務比率按照大小排列，

以無母數統計(Mann-Whitney-Wilcoxen)檢定法，找出各比率分類錯誤最低

比率的臨界點。 



最後發現，「現金流量/總負債」為最佳預測比率，但是公司財務狀況

很難以單一財務比率來評估，在現實生活中，不同財務比率可能會互相矛

盾，很難找出一個單一比率可以代表整個公司之營運狀況，不同公司之間

更難以單一財務比率來比較。 

Altman(1968)以符合美國破產法宣告破產為財務危機公司認定標準，

採用一比一配對樣本，用多變量分析預測企業財務危機，且運用線性多元

區別分析法建立區別函數，以一家破產公司配對一家同產業，規模相近的

正常公司，利用因素分析法，將 22 個變數，利用因素分析法萃取出最能

代表的五組獨立因素-流動力、獲利力、償債能力、財務槓桿和週轉率當作

自變數，以此五個財務指標建構出一條類似迴歸方程式的區別函數，將財

務比率形成一綜合指標。。 

採用多元區別分析(Multiple Discriminant Analysis, MDA)，將樣本五個

解釋能力最強的財務比率利用逐步多元區別分析形成 Z 分數模型。再依

M-W-W 檢定法找出兩組樣本 Z 分數的臨界點。 

研究顯示以破產前一年財務資料正確區別率為 95%最佳，型一誤差為

5%。利用樣本外 25家破產公司測試，正確區別率為 93.5%，以樣本外 66

家正常公司測試正確區別率為 79%。 

但多元區別分析模型必須假設自變數符合多元常態分布且危機與正

常公司兩群自變數之變異-共變異矩陣應無顯著差異，顯然實際上並非如此

完美，破產前一年的正確區別率最高為 95%，前兩年則降至 83%隨著時間

的拉長，正確率越來越低；區別分析模式對企業破產預測短期有效，超過

兩年以上，模型效度會越來下降且多變量分析對財務危機的預測能力較單

變量分析高，使得實證結果推論令人存疑。且僅使用年度財務報表數據，

顯然不具時效性。 



Ohlson(1980)以公司在法律上是否符合破產，作為認定標準，選取 105

家破產公司與 2048 家正常公司為樣本，不採配對方式，使用經驗選取 9

種變數。 

由於 MDA 模型應用在預測公司財務危機上，此模型並不指定破產與

非破產公司臨界點，而是算出破產機率。 

並用公司規模、財務結構、績效及流動性四大類九個財務變數作為預

警指標建構企業破產危機模型，此模型不特定指明公司破產與非破產的分

界點，而是給每個公司破產的機率。 

研究結果指出，公司規模、經營績效、財務結構和流動性為與破產機

率有顯著相關，所建立的三個模型-預測一年內會破產、預測兩年內會破產

和預測一年或兩年內破產，以機率 0.5為分界點時準確率分別為 96.21%、

95.55%和 92.84%，以模型一預測結果準確率最高，且變數的係數符號與預

期假設相同，這些變數與失敗機率有密切關係。 

在國內，也有部份學者利用 Beaver (1966)的單變量分析和 Altman 

(1968)的多變量分析使用會計變數建構財務預警模型並預測財務危機機

率，還有使用會計資訊變數來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並利用 Logic 迴歸方

法預測財務危機機率，但是不管上述所採用的方法為何，其研究的結果仍

有缺陷，需要進一步的改正。 

 



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資料來源 

定義營利事業財務危機的方式，雖然也可以用來定義私立大學院校，

不過由於私校不以營利為目的，其獲利能力或銷貨收入的衰退並不一定說

明其財務有問題；再者，私立學校是否有延遲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情

況，無法由正常的資訊管道取得。基於以上的限制，本研究定義的未通過

學校為「94年度學校中有科系未通過教育部評鑑之私立大學院校」。通常

有系所未通過之原因，大都與董事、人事和財務問題之規範有關，或是因

為招生不足額的關係。然而上述情事之細節，或因教育部以業務機密為

由，或因上述相關事項上有法律上的各種因素，無法作更深入的分析。 

本研究以台灣私立大專院校為主，排除公立大專院校，高等教育因其

非營利特性與財務會計科目不同於一般企業，因此加入其他非財報變數為

研究對象。研究期間為 93 學年度一整學年度，資料來源為教育部公私立

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資料庫，選取危機學校發生危機(94學年度)前一年

的會計資訊與學生人數為變數。 

本研究學校樣本為 27家，隨機抽樣學校分別為大同大學、大葉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元智大學、中

華大學、世新大學、台北醫學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長庚大學、長

榮大學、南華大學、致遠大學、真理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淡江大學、逢

甲大學、華梵大學、慈濟大學、義守大學、實踐大學、輔仁大學、銘傳大

學、稻江大學、興國大學和靜宜大學(依照筆劃順序排列)，通過評鑑的正

常學校樣本為 14家，未通過評鑑的危機學校樣本為 13家。 

二、研究方法 



過去文獻中，建立財務預警模型之研究已然成熟，學者們不斷地在方

法及變數選取上力求嚴謹與準確，但多數的研究都將焦點置於營利事業之

分析，對於非營利事業則少有注意。分析影響企業發生財務危機之重要因

素方法有：多元區別分析、迴歸法、Logit 迴歸法、比例風險可能性迴歸法

(Proportional Hazard Likelihood;PHL)… 等，本研究遵循 Ohlson(1980) 之

Logit 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式。Logit 迴歸分析類似線性迴歸模型，但

其所探討的依變數分類只有二類(例如「有發生危機與無發生危機」)，所

以選擇 Logit 迴歸模型。 

本研究將以經常用於預測營利事業危機發生之 Logit 模型，來預測私

立大學院校發生異常狀況之可能。此時利用 Logic 迴歸的目的是在於建立

一個最精簡和最能配適的分析結果，可用來預測依變數與一組預測變數之

間的關係。Logit 模型的基本假設與其他多變量分析不同，因為它不需要假

設分配類型，此意味著 Logic 迴歸無需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 

研究退場機制的建立，剛好適合 Logistic的二分類問題，即結果為「評

鑑通過」或是「評鑑不通過」，以下將介紹模型的建立。 

(一) Logit 模型 

線性迴歸屬於線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LPM)的一般最

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統計分析的一種，但是當以虛擬的

二分定性變數為因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時，OLS估計就開始產生問題了。有

學者提出，加權估計模式來修正 OLS 迴歸，並命名為加權最小平方法

(Weighted Least Squares, WLS)。  

多變量迴歸分析雖然已被廣泛地應用，但在實務上，分析資料常常不

符合多變量迴歸中的某些統計假設，而導致相當不合理的估計。WLS還是

線性迴歸，如果它們以虛擬變數作為因變數，其因變數的估計值不僅可能

不在 0和 1之間，而且還可能大大超出和遠離這個值域。若在多使用多變



量迴歸便會違反其許多重要假設條件，而導致迴歸估計產生嚴重誤差，以

致無法進行合理的假設檢定，此時常使用 Logistic迴歸來進行分析。 

1. Logistic非線性機率模型 

Logistic 模型是一個機率模型，模型的因變數變化範圍皆在 0 和 1 之

間。Logistic函數的機率值域就被限制在(0，1)之間的合理範圍內。上限 p=1

和下限 p=0都是水平漸近，實際上無論參數和自變數如何變化，函數值不

會達到上限點或下限點。X 泛指任意一個自變數，值域沒有任何限制，於

是得到 Logistic函數，其定義為： 

 

 

1. 當 b為正時，Logistic函數會隨 z 值的增加而增加 ；當 b為負時，Logistic

函數會隨 z 值的增加而減小  

2. -a/b實際上是曲線的中心，在這一點上機率函數值正好是 0.5 。函數以

轉折點（cutoff value）（-a/b, 0.5）為中心對稱，在這一點上曲線的變化率

最大  

3. 當 b的絕對值愈大，曲線的中段上升或下降的速度愈快。這意味著主要

變化部分被壓縮在 z 軸上對應轉折點的附近範圍裡。 

下圖為 Logistic函數的走向： 

 

圖 3- 1 Logistic 曲線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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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Logistic 曲線圖 2 

2. Logistic機率函數的轉換 

Logit 模式的反應函數呈現曲線型態，其反應函數之機率值落於 0到 1

之間的模型，但是由於所得之因變數值不一定會落在 0與 1之間，為了將

其轉換成機率模式，故以 Logistic分配來予以轉換。 

 

 

這是 Logistic 機率函數的常用表達之一。上述公式經過一系列轉換，

等式兩取自然對數，可達到機率函數與自變數間關係式的公式如下： 

 

 

上式表示事件機率以自變數的非線性表達式，可以轉換為事件機率的

函數用自變數的線性關係來表達。 

事件發生的機率＝p 

事件不發生的機率＝1－p 

                  

當事件發生機率 p進行 Logistic函數轉換後，就能將 Logit p以自變數

和迴歸係數以線性方式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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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 Logit         與一般的線性迴歸方程在形式上是相同的，皆

屬於線性表達式，b 的正負決定了自變數作用的方向，由於自變數的單位

不同，只有經過標準化後的 Logistic 迴歸係數才能用來進行自變數之間的

比較。  

3. 整個模型的檢定 

Logistic迴歸方程採用最大概似法(MLE)來求參數值，故迴歸方程式的

整體檢定乃透過概似值(Likelihood)，此概似值是一種機率，函數值處於(0，

1)之間。當對這個函數值取自然對數後，其對數值是個負數，在 SPSS輸

出中，將此指標標誌為「-2 Log Likelihood」(可縮寫為-2LL)。此值愈小，

意味著迴歸方程的概似值愈接近，代表模型的配合程度愈好。該 Logistic

模式之參數估計採最大概似估計法，並以概似比統計量來檢定之。 

三、研究變數 

本研究變數的選取是經由參考過去文獻中曾為學者所採用的變數，依

照林江亮博士在中原學報期刊所使用的變數。 

(一) 因變數 

本研究因變數為學校是否有通過 95 學年度的教育部大專院校評鑑，

是否發生危機，採二分類方法(Dichotomous)來區別有通過學校和未通過學

校。其中，1為有系所未通過評鑑學校，0為通過評鑑學校。 

(二) 自變數 

由於私立大專院校的財務性資料取得不易，因此本文的財務資料係以

可以自各學校之網站上取得者為限，分別取得各樣本發生財務問題的前一

年，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來進行分析。 

∑= iixbp



經由文獻探討、參照公開說明書所使用的會計資訊後，本研究選取裁

決性應計項目取絕對值與會計資訊，用以建立盈餘管理程度指標及危機預

警模型。茲將所選用解釋變數說明如下： 

1. 收入結構變數 

學雜費收入佔總收入比率、推廣教育收入佔總收入比率、建教合作收

入佔收入比率、補助及捐贈收入佔總收入比率、財務收入佔總收入比率 

2. 經常性支出結構變數 

董事會支出佔總收入比率、行政管理支出佔總收入比率、教學研究及

訓輔支出佔收入比率、獎助學金支出佔收入比率、建教合作支出佔總收入

比率、推廣教育支出佔總收入比率、財務支出佔收入比率 

3. 流動性變數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比率。 

4. 長期償債能力變數 

淨利率、負債比率 

5. 固定資產結構變數 

固定資產比率、儀器佔固定資產比、圖書佔固定資產比 

6. 評鑑係數人數 

學生報到率、學生畢業率、學生退學率 
表 3- 1 變數表 

項目組成之構面 因變數 定義變數 

學費收入佔總收入 學雜費收入/總收入 

推廣收入佔總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總收入 

建教收入佔總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總收入 
收入結構變數 

補助收入佔總收入 補助及捐贈收入/總收入 



董事支出佔總支出 董事會支出/總支出 

行管支出佔總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總支出 

教研支出佔總支出 教育研究及敘輔支出/總支出 

獎學金支出佔總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總支出 

建教支出佔總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總支出 

經常性支出結構變數 

總支出佔總收入 建教合作支出/總支出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流動性變數 

流動資產比率 流動資產/資產總計 

淨利率 本期餘絀/總收入 
長期償債能力變數 

負債比率 負債總計/資產總計 

固定資產比率 固定資產/資產總計 

儀器佔固定資產比 機械儀器及設備/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結構變數 

圖書佔固定資產比 圖書及博物/固定資產 

報到率 報到人數/招生人數 

畢業率 畢業生/全校人數 評鑑係數變數 

退學率 退學人數/全校人數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研究之實證模型 

本研究之目的是建立因素決定模型，使用各財務變數，並且採用

Logistic 迴歸分析來判斷學校發生財務困難機率之關連性。本研究分別以

危機發生前一年研究變數代入模型中，以 50%的機率為分割點，財務危機

預測機率高於 0.5 者歸類為危機學校，低於 0.5 者則歸類為正常學校，用

來分類財務危機學校與財務正常學校之正確預測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