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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探討我國金控公司董監事、外資及官股持股比率與經營績效的關

係。資料區間為 91 年至 93 年我國金控公司的年報，以迴歸統計資料分

析顯示我國金控公司經營績效與董監事持股比率、外資持股比率、官股

持股比率的關係並不顯著，其原因可能有三： 一、「利益收斂假說」學

說現象是不存在的，股權愈集中於董監事的手中，董監事的支出偏好行



為所造成的企業財富損失大部分也許仍由董監事自己承擔，但不必然會

使管理績效提昇，金控公司價值增加。股權愈集中，對於金控公司的價

值與績效不必然有正面的影響。 二、因金控公司豐厚的資本資產與財務

槓桿操作而產生代理問題，董監事的實際投資金額過低，再加上金融機

構高財務槓桿比率的操作，如此容易產生「代理問題」。 三、股權稀釋

效果使得金控公司股本過於龐大造成股權相對的分散而稀釋了金控公司

經營績效與董監事、外資及官股持股比率之間的關係。  

摘要

(英) 

The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holding ratio of directors & 

supervisors、foreign investors、government for Taiwa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he studying data range is from 2002 to 2004 of Taiwa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s’（FHC） annual reports. Using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statistics to analyse datas. Then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ck holding ratio of directors & supervisors、foreign investors、government 

and FHC performance is not outstanding. The perhaps three reasons are as 

following： 一、For Taiwan FHC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 doesn’t appear. If directors & supervisors hold more stock right, 

directors & supervisors expenditure partiality behavior will cause the losing of 

enterprise wealth that is taken by directors & supervisors. But it must not let 

performance promoted and value increased. The stock rights are more gathered up 

then it must not bring positive effect for value and performance of FHC. 二、

Because of FHC rich capit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everage operation it causes 

agency problem. The real investment of directors & supervisors are too low.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of financial leverage operation is so high. It easily causes 

“agency problem”. 三、The effect of stock rights diluting causes FHC 

enormous stock rights that become more opposite dispersing. Then it dilutes the 

relationship of FHC performance and stock holding ratio of directors & 

supervisors、foreign investors、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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