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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企業經營詐欺不但傷害市場經濟紀律，也影響其他企業之籌資管道，然

而，企業發展之好壞，維繫一國經濟之興衰，因此，應如何使優良企業能

以較低之成本籌得所需資金，期能達到兼顧發展國民經濟及保障人民投資



之資本市場，即為當前刻不容緩之重要課題。 在政府施政方面，我國政

府為使企業重視信用評等及落實公司治理，已積極陸續推出相關政策及法

令，希望藉此強化公司體質，以保護投資人之權益。而在學術領域方面，

過去文獻中，有人研究公司治理對信用評等之影響，但迄今並未有人探討

信用評等對債務資金成本之影響，另外，有人研究公司治理對債務資金成

本之影響，然而，卻未有人將信用評等、公司治理及債務資金成本三個要

素之研究作一串連。 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目的在藉由外部機制（諸如

研究機構陸續發表相關之研究及評比）協助政府促使企業在法規要求外自

願健全公司治理機制，提供投資大眾更好之保護，使企業向國際舞台邁

進，另外，也希望能將該方面之研究作一串連及補足。故以 1999 年至

2005 年之上市上櫃公司為樣本，探討其信用評等、公司治理對債務資金成

本之影響，研究方法除採?述性統計量分析、相關係數分析及多元迴歸分

析外，另輔以五項敏感性測試來驗證實證結果之穩固性。 經各項統計分

析及實證研究發現，在主測試及敏感性測試中，所有變數之實證方向在任

何測試中均與理論預期方向相符，且大部分皆達顯著水準，經由本研究得

到下列兩項結論： 一、TCRI 之等級評分取決於財務報表之獲利能力、安

全性、活動力及規模等四項指標，其等級之好壞，除了顯現企業經營風險

之程度外，亦影響企業籌資所支付風險溢酬之高低，因此，企業欲降低成

本，以提昇經營績效，擴大市場利基，其財務報表之忠實表達及內涵則不

容忽視。 二、公司治理觀念薄弱是企業經營之潛在危機，而完善之公司

治理機制不僅可以維護公司股東權益、提昇公司價值外，還能增強投資人

之信心，以幫助企業能以較低之成本取得充足之資金，因此，企業欲創造

出更大之獲利，為全體股東謀福利，除了須積極配合政府公司治理政策

外，其自我要求健全公司機制也是很重要的。  

摘要

(英) 

Corporate falsity not only hurts overall economic discipline, but also affects the 

number of channels available for other companies to financing in the capital market. 

However, the healthiness of our corporation is crucial to the well being of our 

country. Therefore, how to enable our good companies to financing at a lower 

interest rate in the capital market is very important. Having a healthy domestic 

capital market and supply investors a protected capital market is our urgently 

expectation. Currently , this subject needs to be discussed to find the best solution. 

Our government had enacted laws and put the policy in administrative directives in 

order to promote companies to value the importance of credit rat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Hopefully, these measures would help strengthen corporations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shareholders. In academic area, most of the past research and 

studies focus on how corporate governance affects company’s credit rating but no 

studies focus on how credit rating affects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There are also 

researches that focus on how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affects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But no one link these studies and research how these factors are inter-

related which include credit rat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st of debt financing.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port is to research how about the external 

mechanism ( which like research organizations beginning to publish related research 

and comments ) is able to assist our government to promote companies to 

imple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out needing to resort to legal measure. We 



hope this will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and shareholders, and also help 

corporations better to compete and oper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pectantly, 

this report could make up deficit for previous studies. We employ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study how credit rat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affected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The data samples came from listed companies between 1999 

and 2005. In addition, we utilize five different Sensitivity Analyses to validate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ults. After we conducted every analyses and tests, results shown 

that all variables in the main test and sensitivity test coincide with our expected 

direction and most of variables reach the conspicuous performance level. Through 

this report can get two result as follows : 1. There are four factors that affected 

TCRI credit rating which include profitability, safety, activity, and scale reported in 

company’s financial report. In addition, the credit rating reflected the business 

activity risks and also reflected the risk premium associated with the company when 

it financing capital in the capital market. Therefore, if a company wishes to increase 

its profitability by lowering cost, and expanding its market share, it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accuracy and the content of its financial report. 2. A weak or 

incomple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is a hidden risk to a company. Not only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the shareholders, but also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it's due to investors have confidence in the 

company. This would allow a company to raise working capital in the capital market 

at a lower cost. Therefore, if a company wished to enhance earning return to 

shareholders, just cooperate with our government policy is not enough. Companies 

should implement a sound and comprehens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on it's 

own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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