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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採固定/隨機效果模型，探討公司治理變數與公司策略、績效的關係，
以研發密集產業為對象，期間為 1997 到 2001 年。理論上，治理機制的發揮，
將促進股東的利益，抑制經理人的不良企圖；股東偏好創新策略，以極大化其
財富；經理人則傾向多角化策略，以極大化自身效用。實證結果顯示，公司治
理機制和創新策略、市場績效的關係多與預期相符，和多角化策略、會計績效
的關係則異同參半。其他發現如下：(1)策略變數的中介與干擾效果皆只獲部
分支持，(2)使用不同的績效指標會得到不同的結果，(3)管理者持股率的非線
性，僅在符號上呈現，未具統計顯著性。
關鍵詞：公司治理、創新策略、多角化策略、中介效果、干擾效果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fixed/random effects mode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on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for R&D-intensive industries during
1997-2001. Theoretically,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tects stockholders from managerial
opportunism. Stockholders prefer wealth maximizing innovation strategies while managers
prefer to maximize their own utility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are
almost consistent with our expectation, yet only weakly supported in cases where
diversification was adopted. Other findings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strategy variables are only slightly significant. (2) Empirical results
are varied across performance proxies. (3) Management ownership has an insignificantly
nonlinear impact on performance.
Key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 Innovation Strategy,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Mediating Effect, Moderating Effect

壹、前 言
公司治理係公司對抗危機的主要良方，我國不論政府或民間皆戮力於公司
治理之落實。國內有關公司治理的文獻 (如邱毅、張訓華，1991；俞海琴、周
本鄂，1994)，多在探討治理與公司績效的直接關係。Pettigrew(1992) 曾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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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式有跳躍式思考的缺失，且國外文獻 (如 Baysinger & Hoskisson, 1990;
Goodstein, Gautam & Boeker, 1994) 已開始針對董事會特性影響公司策略的方
向加以研究，故本文主要目的係探討國內上市公司的治理機制對公司策略及績
效之影響，期能避免重蹈 Pettigrew 所指之缺失。再者，策略要發揮效果需一
段時間，故考量影響時間的落後，改進國內文獻只探討公司治理機制與績效的
當期關係，亦為本文之目的與貢獻。最後，治理機制可能左右公司策略的選擇，
而策略取向又會影響公司績效，且適當的治理機制與策略的組合，可能帶來更
好的績效，故探討策略因素在治理機制及公司績效間扮演的中介 (mediating)
或干擾 (moderating) 角色，係本文第三個研究目的，盼能提供公司治理研究
不同層面之思考。
黃旭輝、陳隆麒、謝劍平 (2001) 認為：因國內法制環境弱、市場弱式效
率性及集中型股權結構的特性，使公司控制權相對安定，故我國外部監控機制
無從發揮，須更仰賴內部機制。Fama & Jensen(1983) 將決策過程分為決策管
理 (決策的擬定與執行) 及決策控制 (決策的核准與監督) 兩類，分別由管理
者與董事會所掌握。自利的管理者與代表股東的董事會在策略選擇上或有不同
考量，此獲本文實證支持。至於策略取向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文獻多主張研發
投資代表未來的成長機會，能提升公司長期之獲利 (Hill & Snell, 1988; Ayadi,
Dufrene & Obi, 1996)，卻未獲本文實證支持，可能研究期間值東亞金融風暴、
國內多起地雷股事件及美國知名企業財報不實等之打擊，導致國內股市不振，
在重視創新研發的今日，反而得到與績效呈負相關的結果；另方面，公司若無
法應用既有的核心技術與資源至新加入的領域，將造成資產運用不效率致績效
降低，故推論多角化策略對公司績效有負面影響 (Baysinger & Hoskisson,
1990)，與本文實證結果一致。最後，本文實證結果顯示策略具有部份的中介
與干擾效果，代表治理機制與策略的良好配合才是提高公司績效的良藥。後續
依序為文獻探討、研究設計、實證結果分析與結論。

貳、文獻探討及研究假說
根據代理理論的行為假設，所有個體都是自利、有限理性及風險趨避的。
故在股東與管理者的代理關係中，股東著眼於公司經營的獲利性，以追求公司
價值極大化為目標，管理者則重視自身的工作安全性與權力聲望，以自身效用
極大化為目標，彼此利益之衝突使代理問題因此產生，造成在策略選擇上的相
異，對公司績效亦產生不同影響，如利益收斂假說、積極監督假說、管理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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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資訊不對稱假說等。除了股權結構外，董事會特性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之一。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決策機關，掌握公司策略取向，影響公司績效甚鉅，
如資源依賴理論等。因國內外部治理機制不活絡，故本文的治理機制限於內部
機制中的股權結構與董事會特性兩大類。
至於公司策略，係指高風險高報酬的創新策略與具分散風險特性的多角化
策略，兩者之間的關係，在文獻上並無一致結論。有些學者認為：公司的資源
有限，若將大部分資源投注在創新活動中，則無多餘資源來發展公司的多角
化，故兩者間具抵換的關連性 (Anderson, Bates, Bizjak & Lemmon, 2000)；Hill
& Snell(1988) 認為由股東主導的公司偏好創新策略，管理者主導的公司則偏
好多角化策略，兩者間有替代關係。不過，Teece(1980) 卻認為若普遍重複使
用專門的知識或獨特且不可分割的實體資產可獲得範疇經濟的好處，公司進行
多角化便是有效率的策略活動。公司的多角化活動需要研發能力的支持，創新
活動需要多角化來獲取所需資源、移轉專業技術知識及回收投資，兩者之間為
相輔相成關係。但以代理理論的觀點來看，股東與管理者在策略傾向上存有利
益衝突；股東希望能因創新研發獲取高報酬，而其伴隨的高風險，股東可自行
以投資多公司組合的方式降低之；管理者則因顧及自身職位的安全性，不願投
入創新研發，而希望以多角化投資來降低公司營運風險，不但保障工作安全
性，亦可擴大自身權力地位。由此可知，代理理論支持多角化程度與研發強度
間可能具有替代性。本文所探討的對象為研發密集產業，非常依賴經理人在專
業領域的能力，且相較於其他產業須投注更多研發支出，可能因此排擠多角化
經費。因此，本文先以代理理論觀點，從兩種策略間具抵換關係的角度，回顧
公司治理機制、策略與績效間關係之相關文獻，並建立研究假說。

一、 公司治理機制與公司策略
(一) 股權結構
股東因為可自行以低成本多角化投資多家公司來分散風險，故偏好公司採
行創新策略，以使長期利益極大化。然而對管理者而言，創新研發不但有高失
敗率，研發成果還可能隨即被模仿或取代，不若採用模仿策略安全，且選擇多
角化策略，一方面可擴大公司規模與提升自身權力地位，另方面又可分散自己
被解僱的風險。因此，Hill & Snell(1988) 認為由股東主導的公司偏好創新策
略，管理者主導的公司則偏好多角化策略。當股權愈集中時，股東對公司決策
的影響力愈大，愈能促使管理者採用使股東利益極大化的策略。
Denis, Denis & Sarin(1997) 認為企業的價值會因多角化而減損，管理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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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愈多，承擔價值損失的比重將愈大，而愈不願進行多角化。Anderson, et.
al.(2000) 也發現：多角化企業的董事持股率較未多角化企業低。
再者，機構股東雖須定期接受投資績效評比，而較重視公司短期獲利，惟
在持股達特定水準後，因難以有效調整部位，故會以較長遠的眼光，介入公司
策略之擬定 (Graves & Waddock, 1990)。Baysinger, Kosnik & Turk(1991) 實證
支持：機構股東較個人股東更能促使公司投資研發活動，以獲取長期利益；
Kochhar & David(1996) 也發現機構投資人通常會投資較具創新性的公司。
國內研究股權結構與公司策略關係的論著並不多，王元章 (2001) 指出研
發支出受內部人持股率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因為公司內部人具有資訊優勢，故
研發創新活動的高報酬特性會反映在其持股增加上，符合利益收斂假說；透過
經營權和所有權的結合，內部人持股愈高，公司傾向選擇創新策略。綜合國內
外文獻後，建立以下各組假說：
H1a-1：股權愈集中，公司愈重視創新策略。
H1b-1：股權愈集中，公司愈不重視多角化策略。
H1a-2：管理者持股率愈高，公司愈重視創新策略。
H1b-2：管理者持股率愈高，公司愈不重視多角化策略。
H1a-3：金融業持股率愈高，公司愈重視創新策略。
H1b-3：金融業持股率愈高，公司愈不重視多角化策略。

(二) 董事會特性
法令要求董事責任應強化為忠實義務，同時機構股東也開始要求董事應挑
戰一切由管理者主導的公司策略，故董事會對公司策略有直接影響。Baysinger
& Hoskisson(1990) 認為，董事會結構改變不僅影響股東及管理者的關係，同
時也影響著決策擬定的過程和結果。資源依賴理論認為，增加董事會規模和董
事成員的多樣性，有助於組織與外在環境連結，可獲取重要資源與降低環境之
不確定性 (Pearce & Zahra, 1992)。規模較大的董事會，管理者較難掌控，較能
以股東利益為優先。不過，規模較大的董事會雖可降低管理者專擅的機會，卻
因群體決策成本較高、意見紛沓，而有礙創新策略之推行 (Goodstein, et. al.,
1994)。尤其國內董事會多由控制股東決定董事人選，甚至有橡皮圖章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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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董事會難以發揮資源依賴理論所主張的功能，反以高階主管的利益為優先
(劉韻僖、葉匡時，1999)。因此，規模大的董事會可能不利於創新策略的發展。
近年來國內公司屢屢因董監事會失職而發生弊端，政府除了要求強化公司
資訊之公開透明外，也引進獨立董事制度，來強化監控管理者的表現。「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9 條中規定，申請公司之
獨立董事人數少於二人者，應不同意其股票上市 (自 91 年 2 月 22 日修正適
用)。Hill & Snell(1988) 認為，基於自身聲譽與專業的考量，外部董事之決策
較能客觀獨立而不受管理者左右，因此公司策略傾向從股東利益出發的研發活
動；反之，當內部董事比例愈高，愈可能採行利於管理者的模仿及多角化策略。
從代理理論來看，由於董事長對董事會有重要影響力，當總經理兼任董事
長時，董事會的控制功能便無從發揮 (Fama & Jensen, 1983)。另方面，根據資
訊流理論 (information flow theory) 主張，為了讓董事會順利運作，正確且及
時提供公司經營資訊極為重要，若由總經理兼任董事長，資訊溝通責任便可有
效達成；反之，則使策略形成緩慢 (Fosberg, 1999)。本文樣本為研發密集產業，
更加重視總經理的專業能力與資訊溝通效率，故傾向採取資訊流理論的主張。
因此建立下列各組假說：
H2a-1：董監事會規模愈大，公司愈不重視創新策略。
H2b-1：董監事會規模愈大，公司愈重視多角化策略。
H2a-2：外部董事比例愈高，公司愈重視創新策略。
H2b-2：外部董事比例愈高，公司愈不重視多角化策略。
H2a-3：總經理兼任董事長，公司較重視創新策略。
H2b-3：總經理兼任董事長，公司較不重視多角化策略。

二、 公司策略與公司績效
研發投資使公司建立競爭優勢，提升公司價值。研發投資代表公司未來成
長機會，創造公司長期獲利，故可提升公司價值 (Hill & Snell, 1988; Ayadi, et.
al., 1996)。王元章 (2001) 指出公司風險受研發支出與產業集中度正向且顯著
的影響，不過，研發支出同時也利於公司長期發展與利益；而企業進行多角化
活動，短期雖能降低經營風險，但過度分散投資的結果，卻可能導致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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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無效率，對公司績效有不良影響。
至於多角化策略可否提升公司績效，文獻仍未有定論。Pfeffer(1972) 認
為，透過多角化策略可降低環境資源的不確定性，不但能有效減少成本，亦可
降低對外部組織的依賴。Hill, Hitt & Hoskisson(1988) 則認為多角化公司的管
理者傾向避開風險性策略，注重短期性的財務績效，忽視具長期利益的創新策
略；Baysinger & Hoskisson(1990) 也主張企業可能無法應用既有技術與資源至
新加入的領域而產生營運不效率，隨著非相關多角化增加，導致公司績效降
低；Lang & Stulz(1994) 實證發現 Tobin’s q 與公司多角化程度為負相關；Hill &
Snell(1988) 也發現，不論相關多角化或非相關多角化事業，與單一/主要事業
比較下，皆對公司績效有負面影響。本文依此建立假說：
H3-1：研發支出愈多，公司績效愈佳。
H3-2：多角化程度愈高，公司績效愈差。

三、 公司治理機制與公司績效

(一) 股權結構
Agrawal & Mandelker(1990) 以積極監督假說推論，當股權集中度愈高
時，股東愈有監督的誘因與能力，可提高公司價值。邱毅、張訓華 (1991) 也
發現，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有顯著正相關。
利益收斂假說指出，當管理者持股愈多時，管理者與股東的利益愈趨於一
致，將有助於公司績效的提升。Leland & Pyle(1977) 以資訊不對稱來解釋，內
部人增加持股率時，係暗示公司價值將會增加。但管理據守假說指出，基於本
身職位安全性之考量，管理者會產生反接管行為而傷害公司價值。綜觀推論，
管 理 者 持 股 率 與 公 司 績 效 間 可 能 存 在 非 線 性 關 係 ， Morck, Shleifer &
Vishny(1988) 實證發現：公司績效隨著內部人持股率增加而先升後降再升。國
內邱毅、張訓華 (1991) 主張董監事持股率與公司績效為正向關係，俞海琴、
周本鄂 (1994) 則認為兩者是負向關係，未有一致看法。考慮國內受法令1 影
響，公開發行公司之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視公司實收資本額
的不同，各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的百分之五至十五。可見得國內管理
者持股率當高於 5%，Morck, et. al.(1988) 的 piecewise 模式中，係將董事持股
率依 5%與 25%，分成三段，而得到 N 型的關係，故本文推論適用第二段開始

1

詳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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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降後升，應屬合理。
Chaganti & Damanpour(1991) 指出，當機構股東持股率愈大，愈能限制管
理者採用損及其財富的策略，且在比較機構持股率高與低的兩群公司後，發現
前者 ROE 顯著大於後者。邱毅、張訓華 (1991) 也發現機構法人持股比率越
高，對企業財務績效有顯著正面影響。國內外文獻皆支持，機構股東因定期接
受投資績效評比，故會挑選績效好的公司投資。因此假說建立如下：
H4-1：股權愈集中，公司績效愈好。
H4-2：管理者持股率愈高，公司績效會先降後升。
H4-3：金融業持股率愈大，公司績效愈好。

(二) 董事會特性
董事會特性主宰董事會能否發揮監督功能或淪為橡皮圖章，過去研究對於
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的關係莫衷一是。Pearce & Zahra(1992) 認為董事會規
模愈大，組織愈複雜，管理者愈難支配董事會，董事會愈有能力準駁管理者的
提案，且大規模董事會成員的教育背景和產業專長較多元，可能促使公司產生
較高的績效。然而，Yermack(1996) 卻持相反意見，認為小規模董事會的即時
策略效率較高，且董事會的協調、溝通和決策制定成本隨著董事會人數增加而
提高，抵銷大規模董事會可能的利益，故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呈負相關。在
競爭激烈的研發密集產業中，具有彈性且能迅速反應的企業較能勝出，故本文
傾向後者的推論。
董事係由管理者提名，酬庸性質的外部董事，也許成為自利管理者損及公
司價值的幫兇。Baysinger & Hoskisson(1990) 也指出，外部董事由於資訊缺
乏，只能將管理者薪酬設計與公司短期績效連動，可能導致違背股東最大長期
利益。不過，Fama & Jensen(1983) 認為，因為外部董事為了提升個人人力資
本的價值，將基於股東利益有效而專業地監督管理者。Weisbach(1988) 也發
現外部董事比例愈高，愈可能成功撤換長期表現不好的管理者。
代理理論認為總經理兼任董事長，恐將操控董事會從事自利行為，傷害公
司價值。然而資訊流理論認為，董事會須有周全、及時的資訊才能正確決策，
董事長即是最佳的資訊傳遞者，若董事長由總經理兼任，則資訊可有效流通，
策略可迅速形成，公司績效會提升。故兼任的領導結構對公司而言，應是有利
於股東的型態。杜玉振、黃荃、林容竹 (2002) 也發現國內上市公司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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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或其近親兼任時，對公司財務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故本文對此提出
假說：
H5-1：董監事會規模愈大，公司績效愈差。
H5-2：外部董事比例愈高，公司績效愈好。
H5-3：總經理兼任董事長，公司績效較好。

(三) 中介效果與干擾效果
鮮少文獻研究策略變數在監控機制與公司績效間的中介角色，Hill &
Snell(1988) 以階層迴歸法實證發現：策略變數對於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的
關係，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對於內外部董事比例與公司績效的關係上，卻有
不同的表現。另外，Chaganti & Damanpour(1991) 則以階層迴歸法實證發現：
管理者持股對外部機構人持股與公司績效的關係，具干擾效果，且家族與內部
人持股對外部機構人持股與資本結構的關係，亦具干擾效果。這些合乎決策行
為理論及決策選擇理論的觀點，策略的中介與干擾效果應該存在。故本文提出
下列假說:
H6：策略變數在治理機制與公司績效的關係上，具有中介與干擾效果。

參、研究設計
一、實證模型
本文檢測國內上市資本密集產業的治理機制、策略及公司績效間的兩兩關
係。加入策略因素，係盼能避免以往國內文獻未考量 Pettigrew(1992) 所指跳
躍式思考的缺失，進而提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故依序建立模式 (1)-(3) 外，
也檢測治理機制及策略對公司績效的聯合預測力的模式 (4)，驗證策略是否在
公司治理及公司績效間扮演中介或干擾的角色。若治理變數對公司績效的顯著
性，因策略變數的加入轉為較不顯著，即顯示策略變數具有中介效果；若策略
與治理變數的交互項呈顯著性，則意指策略變數對治理變數與公司績效之關
係，有增強或弱化的干擾效果。
績效變數=f(公司治理變數，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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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變數=f(公司治理變數，控制變數)

(2)

績效變數=f(策略變數，控制變數)

(3)

績效變數=f(策略變數，公司治理變數，控制變數)

(4)

Ayadi, et. al.(1996) 認為，研發活動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方向未有一致結
論，主要係因績效代理變數之設定不同所致。財務績效指標 (如 ROA) 係由
會計數據計算而得，純屬歷史資料；市場價值績效指標 (如 Tobin’s q) 不但穩
定且最能反映研發活動的利益。王元章 (2001) 實證支持：以會計數據計算的
績效指標與研發支出呈負向關係，以市場價值建立的績效指標則與研發支出呈
正向關係。其他國內外公司治理研究，如 Lang & Stulz(1994), Yermack(1996) 與
杜玉振等 (2002)，也都使用 Tobin’s q 作為公司績效指標，故本文亦採用之。
為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robustness)，再以會計績效指標的 ROE2來驗證之。另
參考 Hill & Snell(1988) 消除產業別與年度別差異的做法，以各產業各年平均
績效值計算離差，並保留其正負號 (所有變數定義彙總於表 1)。

表 1 變數操作性定義
變數名稱
Tobin’s qavg(t, t+1)
ROEavg(t, t+1)
研發密度 t
多角化程度 At
多角化程度 Bt
股權集中度 At-1
股權集中度 Bt-1
管理者持股率 t-1
金融業持股率 t-1
董監事會規模 t-1
外部董事比例 t-1
兼任 t-1
設立年數 t-1
公司規模 t-1

操作性定義
[(權益市值+負債帳面值-流動資產帳面值)/資產帳面值]的離差
(稅後淨利/平均淨值)的離差
每位員工研發支出的標準化值
ΣSiln(1/Si), i=SIC 三碼區分的產業別；Si=第 i 種產業的銷售額佔總銷售
額之比重
1-ΣSi2
Σ(Pi/Ni)2Ni, Pi=第 i 層股權級距的股東持股率總和；Ni=第 i 層股權級距
的股東人數
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百萬股)/股東人數
董監事與未兼任董監事的管理者之持股率
本國及僑外的金融機構與信託基金公司持股率
董監事席次總和
外部與內部董事席次比，外部董事=該董事及其親屬未在公司任職，若
全部董事均屬外部，則以數值 99 代之
總經理(包括執行長)兼任董事長設為 1，否則為 0
公司設立年數
ln(資產帳面值)，資產單位為百萬元

創新策略常以研發支出佔銷售額比重來表示，但此項指標易受公司規模與
行銷能力所影響，故本文採用對景氣循環及會計操作較不敏感的代理變數：每
位員工研發支出，並參照 Hill & Snell(1988)針對產業及年度別進行標準化。至
2

因公司規模的代理變數為總資產，故會計指標以 ROE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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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多角化策略，本文以 Jacquemin & Berry(1979) 所提的 entropy 指標與
1-Herfindahl 指數設為多角化程度 A 與 B。公司治理變數有董監事會規模、外
部董事比例及兼任等 3 個董事會特性變數，與管理者持股率、金融業持股率及
股權集中度(A, B)3等 3 個股權結構變數。控制變數則為公司規模與設立年數兩
項。
國內相關的公司治理文獻，多著重當期關係之探討。因為當董事會特性與
股權結構改變時，對公司決策取向乃至未來績效的影響，應具時間遞延性，故
本文貢獻之一係以較接近事實的時間設計進行實證，即 (t-1) 期的治理機制影
響 t 期的策略，進而影響 t 與 (t+1) 期的公司績效。
本文以敘述統計分析來瞭解樣本特性與結構，使用 Kruskal-Wallis, Scheffe
及 Tamhane’s T2 等檢定，進行平均數多重比較，檢驗產業效果之存在，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與偏相關係數則可初步瞭解中介效果條件是否成立。Hausman
test 用來判定採用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s) 或隨機效果 (random effects) 模
式，決定處理變動截距項的方式4。

二、樣本選擇
詹文男、張朝清與曾秀芳 (2002) 發現，我國研發活動遲至 1994 年才稍
有規模，非電子業樣本之研發規模直到 1997 年才具陳述資格，故本文研究期
間為 1997-2001 年，共 5 年，並將研究對象限於研發活動較盛行的研發密集產
業之上市公司，刪除特別股、官股佔 50%以上、在研究期間中下市或轉列為
全額交割股、宣告破產、重整及資料極不完整之公司。參照 Hill & Snell(1988)
以產業平均研發水準大於 2%者為研發密集產業，因產業代表性問題，各產業
須至少有十家樣本公司。篩選出三種產業，最後樣本為：電子業 58 家、化工
業 17 家及電機機械業 14 家，共 89 家公司。
資料來源包括：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EJ) 提供股權結構、董事會特性
及財務比率等資料；美商鄧白氏國際徵信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台灣商業名錄，
用來初步判定公司產業別，再依 TEJ 公司特性及產銷組合資料判斷各產品的
SIC 碼，以利多角化變數值之求算。

3
4

兩個股權集中度實證結果類似，以 A 的結果說明之。
有關兩模型的說明，可參閱一般計量經濟學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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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本敘述統計分析
89 家樣本公司、研究期間 5 年，共有 445 個觀察值，各變數之敘述統計
量及相關矩陣列於表 2。同變數的不同代理指標間的相關係數較高，並不會造
成模式問題，因為兩者不會同時放入模式估計；不同自變數間有 4 組的相關係
數高於 0.3，故各估計模式應再進行多元共線性的檢查。

表 2 敘述統計量與相關矩陣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Tobin’s qavg(t, t+1)

-0.000 0.800 0.548 0.140 -0.117 -0.122 -0.026 0.201 0.092 0.044 0.224 -0.089 -0.044 0.013 0.260 -0.024

2. ROEavg(t, t+1)

0.000 13.220 1.000 -0.038 -0.085 -0.089 -0.030 0.162 0.052 0.013 0.252 -0.069 0.033 -0.094 0.117 0.001

3. 研發密度 t

-0.000 0.984

1.000 -0.249 -0.261 -0.098 0.195 -0.011 -0.012 0.142 0.042 -0.153 0.134 0.218 -0.201

4. 多角化程度 A t

0.391 0.358

1.000 0.986 0.102 -0.088 -0.132 -0.145 -0.107 0.177 0.055 0.036 -0.125 0.473

5. 多角化程度 B t

0.225 0.213

1.000 0.104 -0.092 -0.125 -0.133 -0.110 0.172 0.038 0.046 -0.138 0.467

6. 股權集中度 A t-1

0.037 0.055

1.000 0.191 0.180 0.194 -0.084 -0.076 0.161 -0.085 -0.364 0.017

7. 股權集中度 B t-1

0.036 0.056

1.000 0.128 0.110 0.103 -0.093 -0.019 0.107 0.004 -0.191

8. 管理者持股率 t-1

0.246 0.126

1.000 0.967 -0.008 -0.198 0.051 -0.114 -0.196 -0.180

9. 管理者持股率平方 t-1 0.076 0.079

1.000 -0.025 -0.157 0.044 -0.104 -0.199 -0.173

10.金融業持股率 t-1

0.070 0.077

1.000 -0.029 -0.073 -0.062 0.248 -0.242

11.董監事會規模 t-1

9.557 3.463

1.000 -0.027 -0.139 0.292 0.164

12.外部董事比例 t-1

14.457 31.893

1.000 -0.224 -0.041 0.075

13.兼任 t-1

0.254 0.451

1.000 -0.006 0.030

14.公司規模 t-1

8.983 1.043

1.000 -0.116

15.設立年數 t-1

22.730 10.881

1.000

進一步計算各產業各年度之變數平均數、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及四分
位距時 (限於篇幅並未列表)，發現董監事會規模未有劇烈變化，符合董監事
會三年改選一次的規定。另外，我國企業普遍以集團型態存在，當公司準備跨
足新事業時，習慣以成立子公司來經營，而非新部門型態；新事業由子公司專
業經營，母公司僅擔任子公司董事長，故以總經理未兼任董事長者居多，尤其
電機業與電子業更是明顯。在股權結構方面，各產業的管理者持股率逐年遞
減，尤其電子業下降幅度最大，係因公司股本擴大管理者持股成本增加之故；
股權集中度多有先微升後陡降的情形，也許與公司推動治理導致大股東較難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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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經營有關。策略變數的部分，雖隸屬研發密集產業，仍有多家廠商未投入研
發活動，顯現同產業公司策略取向的差異。Tobin’s q 因受到整體環境景氣影
響，產業表現普遍逐年下滑，2001 年僅電子業勉強維持在 1 左右，但其標準
差也是最高的，顯示研發密集產業高報酬高風險的特性。另外，ROE 雖仍以
電子業表現最好，但各年互有消長，與市場指標呈不同調的情形。
無母數 Kruskal-Wallis 檢定發現：研發密度、Tobin’s q 與 ROE 之原始值
在各產業間均有極顯著差異 (達 1%)；使用 ANOVA 的 F 統計量檢定也得到相
同的結果。多組獨立樣本且假設變異數相同的 Scheffe 檢定及未假設變異數相
同的 Tamhane’s T2 檢定皆發現：3 個變數在兩兩產業、兩兩年度間存有顯著差
異 (達 5%)，尤其是與電子業比較的組別。因此本文依產業與年度別，將研發
密度取標準值且績效指標取離差，以去除產業與年度效果。

二、中介效果條件分析
存在中介效果的條件為：(1)自變數與應變數相關，(2)自變數與中介變數
相關，(3)中介變數與應變數相關，(4)當中介變數與應變數的相關排除後，自
變數與應變數的相關會消失。檢視 Pearson 相關係數與偏相關係數 (擇要列於
表 3) 發現：管理者持股率、董監事會規模與 Tobin’s q 間、兼任與 ROE 間、
股權集中度 B、金融業持股率與兩績效指標間之相關皆達 10%顯著水準；多數
治理變數與各策略變數間亦為顯著相關；策略變數與兩種績效指標也多呈顯著
相關。排除策略變數與績效的相關後，僅股權集中度 B、金融業持股率與 ROE
之相關程度稍有升高外 (幅度未超過 0.008)，其餘皆呈明顯較大幅度的下降。
由此可知，各變數的關係部分符合中介效果條件，故在中介效果檢測外，本文
也對干擾效果進行檢定。

表 3 Pearson 相關係數與偏相關係數之比較
績效變數
公司治理變數
股權集中度 A
股權集中度 B
管理者持股率
金融業持股率
董監事會規模
外部董事比例
兼任

Tobin’s q
相關係數
偏相關係數
-0.026
0.201***
0.092*
0.224***
-0.089**
-0.044
0.013

-0.005
0.176***
0.083*
0.203***
-0.081*
-0.021
0.000

相關係數
-0.030
0.162***
0.052
0.252***
-0.069
0.033
-0.094*

ROE
偏相關係數
-0.026
0.170***
0.039
0.255***
-0.050
0.029
-0.083*

各績效變數下的第 1 欄代表治理變數與公司績效的相關係數，第 2 欄代表排除策略變數影響
後的偏相關係數。
*達 10%顯著水準，**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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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迴歸分析
本文資料係屬 pooled cross-sectional time series 的型態，故進行 panel data
analysis。先以 Hausman test 判斷固定或隨機效果模式何者為佳，若 χ2 顯著，
代表應採固定效果模式；反之，則採隨機效果模式。再採 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1998) 的兩階段做法進行各模式的多元共線性診斷5，結果均發現共線
性問題不大。

(一) 公司治理機制與策略變數
公司治理機制與策略變數的關係如表 4 所示，分別檢測治理機制與創新、
多角化策略間的關係。模式一採固定效果模式估計，其股權集中度、管理者持
股率、金融業持股率與兼任顯著為正 (3 個達 1%、1 個達 10%)，支持 H1a-1, H1a-2,
H1a-3 及 H2a-3，分別與 Hill & Snell(1988), 王元章 (2001), Baysinger, et. al.(1991)
及 Fosberg(1999) 等相關文獻的結果相符，顯示股東力量集中時，可促使公司
採用符合股東利益的創新策略；管理者的持股率愈高，因利益收斂效果增強，
傾向偏好研發策略；持股高的機構股東將以較長期的觀點，介入公司策略之選
取；對研發密集產業而言，專業的總經理兼任董事長將能更支持創新策略的推
動，符合資訊流理論。董監事會規模顯著為負 (達 1%)，支持 H2a-1，與 Goodstein,
et. al.(1994) 相符，顯示董監事會規模愈大，意見紛沓愈難通過不確定性高的
創新策略。最後，外部董事比例顯著為負 (達 5%)，拒絕 H2a-2，可能因為許多
關係網絡並未顯現於資料庫中，無從確認外部董事的獨立性，致結果與預期相
反。

5

兩階段的做法係先檢查條件指標 (condition index)，針對高於門檻值 15 者，再進一
步檢查其變異數比例 (variance proportions)，若有兩個以上變數之變異數比例皆不小
於 0.9，即代表有多元共線性的問題存在，反之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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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司治理機制與策略變數的關係
模式 (一至三)
股權集中度 A t-1
管理者持股率 t-1
金融業持股率 t-1
董監事會規模 t-1
外部董事比例 t-1
兼任 t-1
公司規模 t
設立年數 t
Adj-R2
Hausman test
觀察值筆數

一: 研發密度 t
0.871***
(3.227)
0.347***
(3.138)
0.226*
(1.661)
-0.022***
(-4.694)
-0.001**
(-2.287)
0.082***
(3.706)
-0.126***
(-4.003)
0.055***
(7.973)
0.948
17.866**
427

二: 多角化程度 At 三: 多角化程度 Bt
0.409*
0.233*
(1.955)
(1.861)
0.040
0.031
(0.236)
(0.305)
-0.021
-0.007
(-0.166)
(-0.082)
0.009
0.005
(1.455)
(1.270)
-0.001
-0.000
(-1.152)
(-0.888)
0.026
0.015
(1.006)
(0.989)
-0.016
-0.008
(-0.690)
(-0.577)
0.014***
0.008***
(5.024)
(5.017)
0.055
0.048
6.773
8.781
427
427

括弧內為 t 值，*達 10%顯著水準，**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因金融業持股率有遺漏值 18 筆，故觀察值筆數為 427 筆。

模式二與三檢測治理機制與多角化策略的關係，兩者皆採隨機效果模式估
計且結果相似。治理變數中，僅股權集中度達 10%顯著水準，其餘不顯著，
但就符號而言，則與預期異同參半，假說獲得微弱的支持。金融業持股率、外
部董事比例為負，符合 H1b-3 及 H2b-2 的方向，持股高的機構股東與外部董事可
能會促使公司避免採行過度的多角化策略。董監事會規模為正，符合 H2b-1 的
方向，可能依資源依賴理論所預期，規模愈大代表董事成員愈多樣性，有助於
公司與外在連結，利於採行多角化策略。然而，股權集中度與管理者持股率為
正，不符 H1b-1 及 H1b-2 的方向，董監持股愈高，可能傾向多角化策略，微弱符
合管理據守假說，與模式一的利益收斂假說合併考量，管理者持股率可能係呈
非線性關係，故於表 6 與表 7 的績效模式中加入其平方項。最後，兼任為正，
不符 H2b-3 的預期，當總經理兼任董事長時，可能如劉韻僖、葉匡時 (1999)所
言，董事會由一人主導，其他董監事可能僅是橡皮圖章而順應管理者，未能阻
擋對管理者有利的多角化策略。各治理變數與多角化策略的關係微弱且與預期
不盡相同，可能係因國內多角化活動在研究期間前多已進行，而公司治理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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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才受重視，兩者發展時間不同導致關係分歧。

(二) 策略變數與公司績效
策略變數與公司績效的關係見於表 5，四種模式均採固定效果模式估計。
多角化策略變數的不同並未影響結果，惟變數的顯著性，在不同績效變數模式
中有所不同。Tobin’s q 模式的多角化策顯著為負 (達 5%)，支持 H3-2，即市場
認為公司多角化程度升高，可能引發營運不效率而降低公司價值，此與
Baysinger & Hoskisson(1990), Lang & Stulz(1994) 主張一致；創新策略為負，
不過其係數絕對值遠小於多角化變數，就相對程度而言，對公司績效的影響還
是較為有利，部分支持 H3-1，可能市場對於公司採行創新策略仍持正面看法，
然而樣本期間股市有重大利空事件 (如：東亞金融風暴、國內地雷股事件等)
的影響，導致係數未呈顯著正值。
ROE 模式中，研發密度顯著為負 (達 1%)，與王元章 (2001) 一致，可能
係因當期與次期平均的 ROE，受到研發成果短期不易顯現的特性所影響。另
外，多角化變數為負，符合 H3-2 的預期，與 Tobin’s q 模式的結果一致。

表 5 策略變數與公司績效的關係
Tobin’s qavg(t, t+1)
研發密度 t
多角化程度 At

-0.040
(-1.621)
-0.164**
(-2.524)

-0.040
(-1.636)

-0.255**
(-2.578)
-0.310***
-0.306***
公司規模 t-1
(-6.952)
(-6.813)
0.091***
0.090***
設立年數 t-1
(10.491)
(10.265)
Adj-R2
0.778
0.858
Hausman test
41.220***
40.525***
觀察值筆數
442
442
應變數：前兩欄為 Tobin’s q，後兩欄為 ROE。
括弧內為 t 值，***達 1%顯著水準，**達 5%顯著水準。
因為 Tobin’s q 有遺漏值 3 筆，故觀察值筆數為 442 筆。

ROEavg(t, t+1)
-2.377***
(-4.604)
-0.524
(-0.340)

多角化程度 Bt

-8.220***
(-10.633)
1.431***
(8.058)
0.838
41.671***
445

-2.338***
(-4.586)

-2.018
(-0.799)
-8.177***
(-10.605)
1.429***
(8.089)
0.842
30.004***
445

(三) 公司治理機制與公司績效
表 6 顯示在策略變數加入前後，治理機制與 Tobin’s q 間的關係及治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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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策略的交互效果，三個模式均採固定效果模式估計。
模式一與模式二中，六個治理變數全部與假說方向吻合，但只有股權集中
度與外部董事比例分別達 10%與 5%顯著水準。就符號而言，管理者持股率一
次項為負、二次項為正，微弱符合 H4-2 的先降後升。國內董監有最低持股限制，
故與 Morck, et. al.(1988)的後兩段符號一致，意指董監事因持股增加而提高其
據守能力，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微弱符合管理據守假說，但在持股達一定水
準後，因分擔成本損失的比重隨之增加，其利益與股東漸趨一致，微弱符合利
益收斂假說，這個發現可能解釋以往國內研究僅考量線性關係而有結果不一致
的情形。股權集中度、金融業持股率、外部董事比例及兼任皆為正，符合 H4-1,
H4-3, H5-2 及 H5-3 的預期，股權愈集中，監督管理者的誘因與能力愈高，支持積
極監督假說；高持股的機構股東較能限制管理者採傷害其投資績效的行為，可
能有助於公司績效；外部董事為自身聲譽考量，發揮監督興利的功能，以提高
公司績效來增加個人人力資本價值；兼任董事長的總經理在重視專門技術的研
發密集產業，可能更能發揮資訊溝通與決策的優點。董監事會規模為負，符合
H5-1 的預期，太大的董監事會規模使即時策略效率降低，溝通協調成本提高，
公司績效可能降低。另外，策略變數加入模式後，由 t 值的變化可看出，除了
管理者持股率外，各治理變數的顯著性都下降了，表示 H6 的中介假說獲得大
部分支持。
模式三加入治理變數與策略變數的交互項後再進行估計，不過限於篇幅，
僅列示至少達 10%顯著水準的交互項。研發密度及金融業持股率之交互項顯
著為正 (達 5%)，表示研發支出較高時，機構股東的專業監督能力將更有利於
公司績效的提升。多角化程度與股權集中度、董監事會規模之交互項皆顯著為
正 (達 10%)，表示多角化程度較高時，股東主導的公司才能避免不利的擴張，
可利用多角化來提高公司績效；而多元化的董監事可為公司多角化提供輔助資
源、降低環境不確定性，進而提升公司績效，符合資源依賴理論。至於多角化
程度與管理者持股率的交互項，一次項顯著為負、二次項顯著為正 (皆達
1%)，多角化程度愈高，管理者持股率與公司績效的非線性關係愈明顯，剛開
始管理據守力量較強，後來則是利益收斂力量凌駕其上。總而言之，策略變數
在治理變數與市場績效指標的關係中具有部份干擾效果，而以創新與多角化策
略比較，後者對治理變數與 Tobin’s q 的關係之干擾效果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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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治理機制與公司績效的關係—策略的中介與干擾效果—Tobin’s q
模式 (一至三)
股權集中度 At-1
管理者持股率 t-1
管理者持股率平方項 t-1
金融業持股率 t-1
董監事會規模 t-1
外部董事比例 t-1
兼任 t-1

一: Tobin’s qavg(t, t+1)
0.468*
(1.815)
-0.675
(-1.279)
0.996
(1.477)
0.059
(0.207)
-0.002
(-0.284)
0.001**
(2.364)
0.037
(0.810)

研發密度 t
多角化程度 At

二: Tobin’s qavg(t, t+1)
0.446*
(1.713)
-0.797
(-1.400)
1.220
(1.560)
0.025
(0.084)
-0.002
(-0.193)
0.001**
(2.163)
0.037
(0.793)
-0.028
(-1.142)
-0.100
(-1.409)

研發密度*金融業持股率
多角化程度 A*股權集中度 A
多角化程度 A*管理者持股率
多角化程度 A*管理者持股率平方
多角化程度 A*董監事會規模
公司規模 t-1
設立年數 t-1
Adj-R2
Hausman test
觀察值筆數

-0.306***
(-6.155)
0.098***
(11.200)
0.859
57.466***
427

-0.300***
(-5.770)
0.096***
(10.031)
0.858
55.917***
427

三: Tobin’s qavg(t, t+1)
-0.840
(-1.228)
0.708
(0.780)
-0.285
(-0.260)
-0.079
(-0.159)
-0.010
(-0.657)
0.001
(1.248)
0.076
(1.182)
0.018
(0.160)
0.421
(1.362)
0.606**
(2.084)
1.620*
(1.791)
-7.301***
(-3.892)
11.729***
(4.163)
0.027*
(1.678)
-0.302***
(-5.261)
0.096***
(8.529)
0.829
61.453***
427

括弧內為 t 值，*達 10%顯著水準，**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3 筆遺漏的 Tobin’s q 包含於 18 筆遺漏的金融業持股率樣本中，故觀察值筆數為 427 筆。

表 7 係用 ROE 來驗證以上結果，均採固定效果模式估計。模式一中，管
理者持股率一次項顯著為負、二次項顯著為正 (皆達 1%)，仍支持 H4-2 先降後
升的非線性；金融業持股率顯著為正 (達 5%)，支持 H4-3；外部董事比例及兼
任為正但不顯著，微弱符合 H5-2 及 H5-3；其餘治理變數與表 6 符號相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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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外部董事比例為負，與模式一不同，其餘則是類似。另外，策略變數加入
模式後，僅三個治理變數的顯著性下降，H6 的中介假說獲得較少的支持。模
式三的交互項結果與表 6 不太一致：研發密度與董監事會規模、外部董事比例
的交互項顯著為正 (達 1%)，表示研發支出較高時，不受管理者支配的多元化
董事們，可發揮較高的監督力，降低資訊不對稱，提高公司績效；研發支出較
高時，外部董事發揮監督興利功能之效果較佳。研發密度、多角化程度及金融
業持股率之交互項均為顯著，前者為負、後者為正 (分別達 1%與 5%)，表示
不同的策略取向，會影響到機構股東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方向。綜合而言，創新
策略的干擾效果比多角化策略明顯。

表 7 治理機制與公司績效的關係—策略的中介與干擾效果—ROE
模式 (一至三)

股權集中度 At-1
管理者持股率 t-1
管理者持股率平方項 t-1
金融業持股率 t-1
董監事會規模 t-1
外部董事比例 t-1
兼任 t-1

一: ROEavg(t,t+1)

二: ROEavg(t,t+1)

-6.910
(-1.009)
-42.693***
(-3.031)
82.374***
(4.088)
10.545**
(2.275)
0.097
(0.436)
0.002
(0.149)
0.406
(0.480)

研發密度 t
多角化程度 At

-0.644
(-0.091)
-51.409***
(-3.554)
87.952***
(4.221)
13.409***
(2.875)
0.026
(0.125)
-0.005
(-0.423)
0.118
(0.143)
-2.601***
(-4.899)
0.014
(0.009)

研發密度*金融業持股率
研發密度*董監事會規模
研發密度*外部董事比例
多角化程度 A*金融業持
股率
-5.126***
-6.743***
(-5.186)
(-7.084)
0.986***
1.268***
設立年數 t-1
(4.948)
(6.191)
Adj-R2
0.813
0.823
Hausman test
44.747***
52.209***
觀察值筆數
427
427
括弧內為 t 值，**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因為金融業持股率有遺漏值 18 筆，故觀察值筆數為 427 筆。

公司規模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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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ROEavg(t,t+1)

26.083**
(2.264)
-30.939
(-1.427)
48.585*
(1.681)
9.158
(1.627)
0.006
(0.022)
0.026
(1.342)
0.580
(0.456)
-9.950***
(-2.906)
3.895
(0.542)
-25.761***
(-4.187)
0.424***
(3.008)
0.087***
(3.487)
22.818**
(2.033)
-7.610***
(-7.137)
1.672***
(6.610)
0.840
61.128***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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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表 6 與表 7 可發現，市場與會計指標的結果不盡相同，符合 Ayadi, et.
al.(1996) 的主張，績效代理變數的選擇，可能是造成各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
因。建議後續研究須慎選績效指標搭配合理推論，避免結果受到扭曲。

伍、結 論
公司治理機制具有策略控制功能，而採行不同策略會帶來相異的公司績
效，其間影響應有時間落後的特性，此為本文特點之一，即 t-1 期的治理變數
影響 t 期的策略變數，再進一步影響 t 與 t+1 期的平均績效。此外，本文篩選
所得的研發密集產業，包括電子、電機與化工業，故以變數取離差或標準化的
方式，排除產業與年度效果，再用固定或隨機效果模式，排除個別公司效果後，
檢驗變數間的關係與所扮演的角色。
國內常以治理機制與公司績效的直接關係為研究課題，但 Pettigrew(1992)
認為治理機制係透過中介因素而間接影響公司績效，故本文加入策略變數，並
檢驗是否具有中介或干擾效果。策略變數包括創新與多角化策略，創新研發具
有高風險高報酬的特性，而多角化則具有分散風險的特性。本文樣本的研發密
集產業非常依賴經理人在專業領域的能力，且相較於其他產業須投注更多研發
支出，可能因此排擠多角化經費，採用代理理論的觀點，從兩種策略間具抵換
關係的角度，驗證治理機制、策略與公司績效間之關係。因國內的法制環境、
市場效率性等特性，外部治理機制較弱，故文中治理機制限於內部機制的股權
結構與董事會特性；前者有股權集中度、管理者持股率及金融業持股率，後者
則為董監事會規模、外部董事比例及兼任。根據各種理論與主張，配合產業特
性與法規環境，本文推論股權集中度、管理者持股率、金融業持股率及外部董
事比例愈高，董監事會規模愈小，總經理兼任董事長者，公司治理情形較好。
一般認為，公司治理做的愈好，公司策略應以股東利益為考量，傾向創新策略，
可提高公司績效，反之則偏好多角化策略，將損及公司績效，此為本文假說的
基本觀點。
實證發現治理機制與創新策略的關係幾乎與預期完全相同，顯示國內研發
密集產業之治理機制較能發揮功能，印證一般想法：電子業係國內率先引進並
落實公司治理的產業。惟外部董事比例與假說預期相反，可能係因國內資料無
法捕捉其關係網絡，無從確認其獨立性，故建議國內資料庫應盡量補充董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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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脈關係網絡資料，若能以獨立董事的概念進行研究，應可避免結果受到資
料扭曲。另外，治理變數與多角化策略的關係與預期異同參半，可能因國內多
角化活動在研究期間前多已進行，而公司治理係於近年才受重視，兩者發展時
間不同致關係分歧。其中，董監持股愈高，傾向多角化策略，符合管理據守假
說，加上創新策略模式得到的利益收斂效果，顯示管理者持股率與公司績效間
可能為非線性關係，故再加入平方項，避免模型錯設的扭曲。當總經理兼任董
事長時，淪為橡皮圖章的其他董監事可能順應管理者而傾向多角化策略 (劉韻
僖、葉匡時，1999)。
其次，多角化策略與公司績效的關係均符合假說預期，而創新策略與公司
績效的負向關係則與假說相反。在 Tobin’s q 模式中，創新策略的負向影響程
度比多角化小，可能市場對於採行創新策略仍持正面看法，然而樣本期間股市
有多件重大利空事件的影響，導致係數呈不顯著的負值。在 ROE 模式中，研
發密度顯著為負，可能係受到研發成果短期不易顯現的特性所影響。
再者，考量治理機制與 Tobin’s q 的關係時，本文將管理者持股率平方項
加入模式中，試圖解釋以往國內研究僅考量線性關係而結果不一致的情形，實
證結果雖未顯著，但先降後升的關係與預期相同。加入策略變數前後，符號上
均無改變，符合假說預期，市場認為各治理機制的採用對公司績效有正面助
益。且加入策略變數後，除了管理者持股率外，各治理變數的顯著性都下降了，
表示大部分支持策略變數的中介效果。干擾效果也得到部分支持，多角化策略
比創新策略更明顯。建議公司制定策略取向時，應注意其干擾效果的衝擊，才
能避免產生負面衝擊，真正提高績效。總之，本文結果已可略見策略變數之中
介與干擾效果，對於公司改善績效，提供了治理機制與策略面的進一步意涵，
即公司選擇治理機制時，應考量對策略取向的搭配，才能達成確切提高績效，
創造公司價值。
以往採用不同績效變數的文獻，往往產生矛盾的研究結果，本文再用 ROE
模式來驗證 Tobin’s q 模式的結果，也發現不太一致，符合 Ayadi, et. al.(1996) 的
主張。故提醒後續研究在績效指標的選用上，應針對研究問題與目的慎選之，
避免結果受到扭曲；在相關文獻的比較上，也要重視不同績效指標可能使結果
發生歧異，提升解釋的適當性與對實務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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