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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有關台灣公司治理的研究，包括 Claessens 等人(2000、2002)、Yeh、

Lee 和 Woidtke(2001)，以及葉銀華、李存修及柯承恩(2002)等，皆以上市

公司為研究對象，而缺乏上櫃市場的分析。根據制度面與公司治理機

制，發現上市、上櫃公司存在著差異，因此有必要補足在上櫃公司治理

機制的實證研究。   根據 La Porta 等人(1999)、Claessens 等人(2000)最

終控制之觀念與研究方式，計算 2001 年台灣 370 家上櫃公司最大股東的

投票權和現金流量權；再參考 Yeh、Lee 和 Woidtke(2001)、葉銀華、李

存修及柯承恩(2002)的實證，納入董事會組成與參與管理等變數。再依

李德冠(2001)、林明謙(2001)實證，以及最近上市櫃公司財務預測失真的



問題，探討大股東裁量性的行為。根據上述公司治理變數，本文探討其

對公司績效與大股東裁量性行為的影響。   公司治理變數對公司績效

影響的實證發現，專業管理者擔任董事席位比率、其他股東擔任監察人

席位比率、監察人席位數，以及最大股東現金流量權，對公司績效呈現

正相關，支持正的誘因效果。但是最大股東成員擔任監察人席位比率、

公司股權存在金字塔結構或交叉持股，則對公司績效呈現負相關，支持

負的侵占效果。考慮交互作用時，現金流量權與專業管理者董事席位比

率的正誘因效果有雙重正向的影響，而現金流量權的正誘因效果會抑制

最大股東董事、監察人席位比率的負面侵占效果。   而公司治理變數

對大股東行為的實證則發現，監察人席位數對大股東行為呈現負相關。

另外，最大股東成員擔任董事席位比率對關係人資金往來比率呈現正相

關，傾向支持負的侵占效果。上櫃股權結構存在交叉持股對投資公司家

數呈現正相關；但是控制股東現金流量權愈高，或現金流量權佔投票權

比率愈高，趨使其專注本業經營而減少成立投資公司。此外，專業管理

者擔任董事席位比率或大股東現金流量權愈高，有助於財務預測編製的

準確度。  

摘要

(英) 

  Many empirical literatur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aiwan listed 

companies, but no one study about OTC listed companies. Contrary to previous 

literature, we tried to find whether Taiwan OTC listed companies exist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Adopting the ultimate control concept 

developed by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1999), using the chain of 

ownership to find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who has the most voting rights. We 

gather 370 OTC listed companies’ information in 2001, including board 

composi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the stock 

overinvestment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the frequencies of financial 

forecast modification.   Empirical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managers hold larger 

proportion of board seats, would lead to higher corporate value. Also, the more 

supervisor seat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cash flow right or cash flow-control 

right ratio, the better corporate performance. But if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sample firms exists cross-holding, would lessen corporate value. Besides,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variables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positive incentive effect of cash flow right would restrain the 

negative entrenchment effect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proportion of board or 

supervisor seats. Moreover, the positive incentive effect of cash flow right and 

managers’ proportion of board seats would result double positive effect.   

Empirical resul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behaviors 

suggests that increasing the supervisor-seat numbers would lessen the behaviors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expropriating corporate wealth. Besides,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holds larger proportion of board seats, would lead to higher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else the firm existing cross-holding would has more subsidiary 

investment company. Finally, the mor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cash flow 

right, the less subsidiary investment company and the frequency of financial 

forecast modification. The manager holding larger proportion of board seats 

would als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financial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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