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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高階管理者離職探討公司治理效力是近來一重要議題，文獻指出有效的

公司治理機制可發現高階管理者異動與公司績效呈負向關係，本文以台灣上市

公司為例，從高階管理者離職探討公司內部治理與外部治理之效力，首先係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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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台灣地區上市公司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之關係，並檢定高階管理者離職後

績效是否顯著改善，再檢視高階管理者持股、外部治理機制與績效之交互作用

對高階管理者離職之影響，本文的高階管理者包括董事長與總經理。 

本文發現，不良績效公司的高階管理者離職機率較高，且總經理離職之

後，公司股價績效顯著改善，顯示市場對總經理離職有正向評價。然而，高階

管理者持股比例會降低績效與離職間之負向關係，本文以外部董事比、機構法

人持股比及外部大股東代表外部治理，結果發現外部治理變數與董事長持股比

之交互項無顯著負相關，此外，外部大股東對監督高階管理者扮演一重要角

色，雖然高階管理者持股比與離職呈負相關，但外部大股東的存在，減緩總經

理持股對離職的負向影響。 

關鍵詞：高階管理者離職、公司治理、高階管理者持股 

Abstract 

An issue, which has recently assumed importance, is the studying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rom the point of top executive turnover.  Published paper has shown that 

the likelihood of top executive turnover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firm performance in an effec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situation.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x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elation to top executive turnover in Taiwan 

stock-listed firms. First we test top executive turnover rate in relation to the firm's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we examine the improvement in firm performance subsequent to top executive 

turnover. Finally, this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of management ownership, 

ex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on top executive turnover. In our paper, the 

top executives include the president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We find that the turnover rate of top executiv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oorly performed 

corporations.  However, after the general manager leaves, the stock price of the corpor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is result shows that investors respond well to general manager turnover 

in Taiwan stock-listed firms.  As top executive ownership increase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ion performance and top executive turnover rate reduces.  In this paper the 

external governance refers to external director ratio, institutional holding ratio, or external 

blockholders. The finding is th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variables of the external 

governance and president’s ownership are not significantly negative.  This represents that 

within our country the ex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can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president’s ownership on his turnover. Furthermore, external blockholde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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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onitoring the general managers in the corporations.  Although the amount of holding of 

stocks that the general managers own are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ir turnover, the existence of 

external major stock holder reduce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general managers’ ownership. 

Key words:Top Executive Turnover, Corporate Governance, Managerial Ownership  

壹、前言 

當亞洲許多新興國家涉入 1997-1998年間的全球金融風暴時，有許多人將

其歸因於不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corporate governance），如世界銀行的總裁

James Wolfensohn即曾提及不健全的治理是引發風暴的因素之一1。受到 2001

年美國發生的舞弊案「安隆事件」，使得大家更正視並強調公司治理的重要。

我國自 1998年以來，出現許多集團或公司財務危機事件，影響投資人與債權

人的權益，導致我們必須重視公司內部治理之問題。我國財政部證期會於 2001

年也出面積極推動對公司治理之要求，而公司治理的基本要件需對兩種人特別

規範，一是董監事，另一則是公司管理階層，當具有權勢之公司管理階層的作

為並未保護公司相關人士權益時，更應加以管理。過去有許多研究論及公司治

理，但較少探討公司治理對高階管理者離職與績效關聯性之影響，績效不佳的

高階管理者擁有的持股比權益是否會降低其離職機率，而監理機制是否能有效

抑止？這些都是本文欲探討的重點2。 

公司治理機制期望透過高階管理者離職之可能性來管理其行為，有許多研

究驗證內部監督機制 (internal monitoring mechanism) 的有效性，符合有效的

內部監督機制的實證結果發現，高階管理者離職與前期股價績效為負向關係

（Warner et al., 1988; Weisbach, 1988; Denis et al., 1997），而高階管理者離職

後，公司績效變好 (Denis and Denis, 1995)。也有文獻指出新上任的高階管理

者是外部人士，則公司績效顯著改善 (Khurana and Nohria, 2002)。這些研究顯

示有效的公司內部監督機制使績效不佳之高階管理者面臨離職之威脅，但高階

                                                        
1 資料來源：Wolfensohn, James. 1999. Learning a brutal lesson. The Banker, Feb., 14. 
2 國外有些探討高階管理者離職的研究，根據管理者的年齡是否將近 65 歲與管理者是否就任到另一家公

司，將管理者離職區分為強迫性（非常規性）與自願性，但這些資料在我國公開說明書及股東會年報均

未揭露，國內有些研究則根據報章資料已揭露者來判定與研究，但這樣可能會造成選樣上的偏誤，故本

文認為就國內公開資料，無法嚴謹且全面性地來區分高階管理者離職型態，所以在本文乃探討所有的離

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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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持股比可能會影響此一內部監督機制之有效性，從文獻我們發現高階管

理者持股與公司績效和高階管理者離職呈負向關係(Denis et al., 1997；Dahya et 

al., 1998)。雖然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指出管理者的所有權有利於誘使管

理者與股東利益一致，但我們從近來的研究也發現，管理者的所有權也使得免

除一位績效不良管理者將更形困難。 

高階管理者的持股與離職之威脅均是公司內部控制機制，若高階管理者面

臨離職威脅時，可能利用其持股率降低離職可能性，而使得內部治理機制效力

下降，此時是否可透過外部治理機制來降低此一不良影響，亦即透過董事會的

外部董事監督功能或外部大股東與機構法人的監督，降低高階管理者持股對離

職管理的不利影響，這是本文所關切的研究重點。 

Zahra and Pearce(1989)提及董事會需扮演服務、策略及控制的功能，控制

的角色乃指控制管理階層的營運績效，但董事會組成會影響董事會功能之行

使。董事會組成亦是探討公司治理效力時，不可忽略之重要因素。此外，外部

大股東與機構法人持股的外控效力亦是常被提及的，當公司績效不好時，外部

大股東有接收公司的可能性，所以外部大股東可展現有效的監督力。至於機構

法人的監督效力，則可由其具備的專業知識，可降低資訊不對稱下之監督成

本，故機構法人之監督較為有效力(Pound,1988)。顯見外部治理效力之重要性，

過去文獻多探討外部治理機制對不良績效高階管理者離職之影響，較少論及外

部治理機制的效力是否能減低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之不良影響。  

根據高階管理者持股狀況可將企業治理方式分為二大類，英、美的公司是

由外部人士掌控經營管理權的外部管理者制度（outsider system），另一類為股

權集中於單一人、家族、集團或控股公司的內部管理者制度（insider system），

我國現行企業之治理制度即屬此類，此種治理制度的優點為控股的股東實際握

有管理權，股東與管理者之利益衝突較小，但內部控制股東與外部小股東則可

能存在利益衝突問題，在此一情況下更突顯應探討我國外部治理機制對高階管

理者持股比之影響。倪豐裕與邱炳乾(2001)曾探討內外控人格特質對管理績效

的影響，結果發現給予內(外)控者之個人高(低)預算參與，可創造較高的管理

績效3。不同人格特質需有不同的管理制度，不同高階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下，

公司治理制度也應不同，所以需考量其在高階管理者持股下的外部治理效果。

所以配合管理者不同特質而給予適當公司治理機制，在本文管理者不同特質則

                                                        
3 內控人格特質乃指將事情之發生或結果歸因於自己行為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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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持有之股權。至於國內有關治理機制之文獻，陳家慧（2000）從盈餘管理

的角度來驗證公司治理機制，或從高階管理者的報償探討公司治理機制（林紓

瑋， 2001），然而不適任之高階管理者離職是公司內部治理的重要一環，由高

階管理者離職的角度，來探討公司內部治理的效力是不可忽視，國內探討高階

管理者離職的文獻，著重在高階管理者離職後對公司的影響（賴汝鑑，1986；

陳牡丹，1997），林穎芬與劉維琪（2000）則強調外部董事對高階管理者離職

之影響。本文欲驗證高階管理者持股對離職之影響，並探討外部治理是否能有

效抑止高階管理者持股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本文以民國 85年至 90年底期間，上市公司高階管理者異動與未異動的樣

本，運用羅吉斯模式(logistic model)分別探討高階管理者離職與離職前績效的

關聯性，並檢定高階管理者離職後公司績效是否顯著改善，來探討公司內部治

理的效力。其次，再探討高階管理者持股對高階管理者離職率的影響，可進而

瞭解公司的治理效力在高階管理者持股下，是否依然有效。若高階管理者持股

降低績效與離職之負向關係，最後，再檢視外部治理機制包括外部董事比例、

機構法人持股比、外部大股東對高階管理者持股與離職關聯性之影響。本文欲

了解健全股權結構或強化董事會功能，是否可降低高階管理者持股對離職之負

向影響。 

本研究與過去國外文獻不同處在於：高階管理者同時包含董事長與總經

理，且因二者功能不同，故本研究將董事長、總經理離職分開研究，並針對高

階管理者不同持股比例下，離職後改善之程度是否不同；此外，探討外部治理

機制對內部治理機制效力之影響，以了解強化股權與董事會組成是否可改善內

部管理者之治理制度。另尚考量國內企業所有人持股的特性，將配偶、未成年

子女目前所持有的股份也納入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的計算，更能符合國內企業

之狀況。 

本文以下部分之架構如下：第二部分是相關文獻回顧與假說之建立，第三

部分介紹本文研究設計與方法，第四部分陳述本文之實證結果，第五部分則為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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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本文從高階管理者離職面，探討公司治理之效力，分析高階管理者高持股

比率下，內部監督機制是否有效，並進一步探討外部治理機制對內部監督機制

之影響。本節將說明與本文研究有關的文獻，並建立研究假說。  

一、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 

在管理文獻中，很多研究皆指出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的機率呈現負相

關，但也有一些未顯著性的結果。Warner, Watts and Wruck（1988）的研究也

指出，當公司股票績效表現不佳時，高階管理者的離職更可能發生，兩者關係

為負向，此負向關係可能是因為董事會或是大股東的監督所致。而 Puffer and 

Weintrop（1991）則以財務分析師的預期數字來代替董事會成員對高階管理者

（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經營績效的預期，他們發現當報導年度的每

股盈餘低於預期時，離職就會發生。而 Gibbons and Murphy(1990)、Janakiraman 

et al.(1992)實證則發現相對績效評估（RPE，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與 CEO離職率有顯著關係。此外，亦有研究驗證 RPE運用於決定 CEO報償

的可能性，結果 Antle and Smith (1986)發現在 1947-1977年間，39家公司只有

16家公司在衡量 CEO報償時運用 RPE。 

但 Defond and Park (1999)實證研究也發現，RPE與 CEO離職關係不顯著

之因，乃在於產業競爭程度，當產業競爭程度愈高，則公司使用 RPE 為基礎

之會計衡量與 CEO離職關係愈顯著。 

近來 Abe (1997)也以日本企業長時間的資料探討 CEO 離職與績效之關

聯，結果發現長期銷售成長不佳之績效對CEO離職之影響不顯著，反而是CEO

每一年累積之績效與 CEO離職具顯著相關。根據前述文獻指出有效的內控監

督為，當公司績效下降時，高階管理者離職的可能性應該會增加。假使內控機

能是有效果的，可知：(1)在不良績效公司，應有較多的主管離職發生；(2)主

管離職之後，公司績效應該有改善，因會找更好的經理人員來取代。根據第一

項觀點，可探討高階管理者離職與公司前期績效之相關性應為負的，故得出假

說 1（以對立假說列示）。 

H1：其它條件不變下，高階管理者離職機率與公司前期績效之間呈現負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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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二項觀點，我們可探討高階管理者離職後，公司績效之變化。Virany, 

Tushman, and Romanelli (1992)認為若將高階管理者離職視為是組織瓦解的型

態之一，則當高階管理者離職可改變公司內部組織動態時，可導致公司後續績

效改善。Kang and Shivdasani (1995)與 Khurana and Nohria (2002)均指出只有在

高階管理者非常規性離職 (nonroutine turnover)且繼任者為外部人士時，高階

主管異動之公司其後續績效才會改善。可見得離職績效改變之重點是在內部權

力結構的改變，所以本文認為離職之高階管理者對公司的持股也會影響離職後

績效改善的程度。根據過去文獻指出管理者所有權會降低內部治理機能的效

力，本文認為高階管理者持股較高者，離職後仍對公司具有影響力，所以本文

推論高階管理者持股比較低者，高階管理者離職後公司績效改善較顯著。 

根據以上推論，我們建立下列假說（以對立假說列示）： 

H2：其它條件不變下，高階管理者持股比較低的公司，高階管理者離職

後公司績效改善較顯著。 

二、高階管理者持股比與離職 

管理者擁有所有權可能使其與股東利益一致，會努力增加公司價值，但其

持有權益越高，卻也使得要將其免職更形困難。這是因為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

可能影響高階管理者權力，例如：在公司的發展、在公司內的地位、較多的內

部董事代表等（Morck et al., 1989）。 

論及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與離職率的關係，Morck,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發現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越高，其離職機率越低，乃因高階管理者持

股比率可能與高階管理者的權力有關，其認為管理者的所有權與在公司的發

展、在公司內的地位、較多的內部董事代表等屬性有關。而 Denis and Denis

（1994）則進一步指出在相似績效的兩個群體中，管理者持股比率較高的公

司，其高階管理者離職的機率較低。Denis, Denis and Sarin （1997）及 Dahya, 

Lonie and Power（1998）的研究則指出，管理者本身持有權益會妨害公司的內

部治理，因為當高階管理者持有大量股份，公司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之間的

強大關係將不可能存在。 

上述推論指出，若管理者所有權降低內部治理機能的效力，本文預期管理

者高度所有權將減低績效與離職之關聯性。換句話說，高階管理者的所有權使

得其可以隔離於內部監督之外，因此推論出待驗證之假說 3（以對立假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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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H3：其它條件不變下，高階管理者持股比會減弱離職與前期績效之間的

負相關。 

三、外部的公司治理效力 

從離職的角度看來，高階管理者持股反而有礙於其績效不佳時之離職率，

此時公司的外部治理機制(如外部大股東、機構法人與外部董事)是否能發揮其

治理功能以降低管理者持股的不利影響，乃是本文欲探討之重點，以下將說明

外部董事、機構法人與外部大股東的外部治理功能。  

(一) 董事會組成與公司治理效力 

面對代理問題時，董事會亦是公司內部解決代理問題之重要機制（Fama, 

1980；Williamson, 1983），獨立性及能力是影響董事會品質之主要因素。 

就董事會獨立性而言，Kesner,Victor and Lamont（1986）認為內部董事乃

指董事會成員中，實際參與公司業務之經營並在公司內部擔任行政工作之董

事。相反地，外部董事係指非兼任經理人職務之董事。許多文獻均指出外部董

事監督效力較佳，Fama（1980）由人力資源市場的角度來看，認為外部董事

為了創造及維持其專家之聲譽，他們有誘因做好監督管理當局的工作。Gilson

（1990）指出外部董事的存在可以使董事會更客觀及公正地做決策。Kaplan & 

Minton(1994)認為公司績效不好與外部董事功能有關，所以建議重要的治理機

制應由外部董事執行，Bhagat et al.(1999)發現個人之外部董事持股比率愈高，

則績效差之專業型 CEO的離職率較高。但 Franks, Mayer and Renneboog (2001) 

特別針對績效不好的管理者，檢定 5種治理的力量，分別包括現存大股東、大

股收購者、接收者、外部董事、發行新股，結果發現董事會扮演的治理角色並

不強。Weisbach（1988）認為內部董事雖可藉職務之便，擁有較多的資訊以限

制管理者的行為，但卻容易與管理者在互惠的動機下勾結，使得其客觀性受到

質疑。相對地，外部董事在執行對管理者的監督控制時，往往能以較超然的立

場發揮其監督的功效。Rechner（1989）認為內部董事一旦卸下董事之身分，

即搖身一變為總經理之部屬，聽命於總經理之指揮，為顧及自身利益，內部董

事必然不敢違逆總經理之意，如此一來將無法客觀地負起監督及評估高階管理

者責任，嚴重影響到董事會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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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認為外部董事因與公司主管的關係並不密切，因此外部董事自主性與

獨立性較高，監督控制功能較能發揮。故本文將探討外部董事對抑止高階管理

者持股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之功能。 

(二) 機構法人持股與公司治理效力 

有關機構投資人的外部治理功能，Pound（1988）曾提出效率監督假說，

認為機構投資人具備較完善之專業知識，所以相較於一般股東可以用較低的監

督成本來監督管理階層。因此將使監督活動更有效率。另一方面，以代理理論

的觀點來看機構投資人的角色，可有效的縮短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距離，並

且藉由所有權的集中減輕一部分代理成本。亦有許多文獻探討機構法人持股比

率對公司內部治理之影響，Brickley, Lease and Smith（1988）發現機構法人持

股比率與改善管理者之反接管行為之間呈現正相關。McConnell and Servaes

（1990）發現機構法人與 Tobin’s Q之間為正相關，推論其原因為在較高的機

構法人所有權下，可以改善公司的監督效力。 

因此，當機構法人股東持股比率高時，應該可以形成一股有效的外部監督

力量，所以本文推論機構法人持股比率愈高，愈可降低高階管理者持股對離職

率的負向影響。 

(三) 外部大股東與公司治理效力 

關於外部大股東的存在對高階管理者離職的影響亦是內部治理文獻探討

的重點。Shleifer & Vishny（1986）提出一個模型，在模型中指出大股東為管

理當局有效的監督者。Wruck（1989）則發現股價對發行消息的反應，是根據

公司所有權集中程度，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擁有一位大股東是被市場視為一項好

消息。陳金鈴（1997）也指出當股東持股增加後，由於公司經營成敗攸關個人

財富消長，因此必然會主動關心並且監督公司的活動，例如：大股東會爭取擔

任董監事之職務，以保障其個人利益。 

公司的一些小股東在公司並未有足夠大的權益利害關係，可以承受其監督

管理者的成本。所以要減少高階管理者掠奪性的程度及增加不良績效管理者離

職率之可能性，大股東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在台灣有些大股東即是經營團隊成

員，需依賴外部大股東才能達到真實監督的功能。Jensen (1993)與 Hart (1995)

提及當持股 5%以上的外部大股東存在時，可強化公司監督功能。而針對台灣

的特性，我們發現外部大股東受到證券交易法第 22條之 2 與第 25條的規範，

轉讓持股方式受到約束且必須每月申報持股數，因此不容易脫離政府規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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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推論外部大股東的外部監督力量可降低高階管理者持股對離職率的負

向影響。 

根據上述論述，本文推論出假說 4（以對立假說列示）： 

H4：其它條件不變下，外部大股東存在、機構法人持股比率與外部董事

比率越高，高階管理者本身持股與其離職率之負向關聯越弱。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本文有關的資料來自各上市公司股東會年報和台灣經濟新報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資料庫。選樣準則如下： 

1、樣本乃選取在台灣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研究期間從民國 85 年至

90 年4。共計 17 個類股（水泥、食品、塑膠、紡織纖維、電機機械、電器電

纜、化學工業、玻璃陶瓷、造紙、鋼鐵、橡膠、汽車、電子、營造建材、運輸、

觀光、百貨貿易、其它）。 

2、金融保險類股由於會計處理方法與一般行業迥異，無法以其財務報表

資料估算本文變數，故予以刪除。 

3、在這段期間內，每年底的股票報酬率、會計報酬及相關所有權結構、

董事會組成資料可以獲得。 

4.在研究期間，若同一年度高階管理者有一次以上的離職次數之公司則將

其剔除5。 

本文研究期間由民國 85至 90年，根據上述之樣本篩選條件，表 1顯示各

年度的個別樣本數，六年共有 1921個樣本。 

                                                        
4 由於若要瞭解 85年高階管理者離職，則需 84年底的相關資料，故本文所需之相關資料則為 84年底至 89

年底。 
5 亦即若公司當年度董事長(或總經理)有兩次或兩次以上之離職，則不列入樣本，因這樣的狀況已屬於不正

常的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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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樣本來源表 

樣本來源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上市公司總家數 

（扣除金融保險業） 

308 341 364 392 424 500 

財務資料不全者與 

其它變數無法取得者 

(54) (39) (37) (57) (61) (160) 

樣本數合計 254 302 327 335 363 340 

二、變數說明 

(一) 應變數 

高階管理者離職機率：高階管理者（top executive）一般是指企業內部最

高的決策者。就國外而言，高階管理者包括有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簡稱 CEO）、董事長（chairman）、總裁（president）與副總裁（vice-president）

等。在國內則相當於董事長與總經理，因此本文的企業高階管理者，乃指董事

長與總經理。其離職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與公司股東會年報。採用虛擬變

數來衡量高階管理者當年度離職率，若高階管理者當年度有離職，則離職率的

應變數為 1，若當年度無離職率則應變數為 0。 

(二) 自變數 

1.前期績效：Venkatraman & Ramanujam（1986）曾將績效衡量分為三個層

次，從最狹隘的財務績效指標，到最廣泛的組織績效。第一層次為最基本

的財務性指標，可細分為會計資料指標、市場資料指標兩類，所以本文同

時考量此二類績效指標。本文前期績效是以研究期間各上市公司高階管理

者離職前一年底的調整股票股利與現金增資後股票報酬率（PRET）與調

整後每股盈餘（PEPS）作為衡量標準6，PRET與 PEPS分別代表市場績效

與會計績效。選擇每股盈餘的原因在於，投資人通常以每股盈餘做為衡量

企業績效的指標；投資人對公司的評價會反映在股票報酬率。股票報酬率

可代表公司之市場績效，而每股盈餘代表公司經營績效，資料來源由台灣

經濟新報社取得。 

                                                        
6 當發放股票股利與現金增資都會影響股價波動與加權平均股數，所以應採調整後之股價來計算股票報酬

率，及調整後加權股數來計算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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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TMHOLD）：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是以每年年底董

事長、總經理所申報持有的股數為基準；另外對於配偶、未成年子女目前

持有的股份也納入高階管理者本身持股比率的計算。資料來源由每年的股

東會年報取得。 

3.外部大股東（BLOCK）：本文外部大股東定義為持股比率 5%以上的股東，

該股東非經營團隊、公司職員或非經營團隊、公司職員的二等親以內的親

屬，本文以虛擬變數表示之，若有外部大股東則 BLOCK=1，否則

BLOCK=0。資料來源由台灣經濟新報社與公司股東會年報取得7。 

4.機構法人持股比率（INSHOLD）：此處的機構法人持股比率包括公司法人

持股比率與其它法人持股比率。資料來源由台灣經濟新報社取得。 

5.外部董事比率（OUTD）：外部董事比率的計算方式是以研究期間每年年底

的外部董事人數除以全體董事人數。外部董事定義為：外部董事為非兼任

經理人職位的董事會成員8。資料來源由每年的股東會年報取得。 

6.機構法人指派(INSA)：當高階管理者為機構法人所指派的代表人時，則機

構法人指派變數為 1，否則為 0。資料來源由每年的股東會年報取得。 

(三) 控制變數9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CEODum）：Rechner（1989）認為由董事長兼任總經

理將會嚴重影響董事會之獨立性。而 Kesner & Dalton（1987）則認為董事長

兼任總經理容易造成董事會被管理階層所支配，受支配的董事會因而喪失了自

主性，成為管理者的橡皮圖章。徐木蘭（1994）認為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

容易造成董事會在執行監督考核功能時，失去超然獨立的立場。董事長兼任總

經理會增大董事長與總經理之職權，而影響其離職機率，所以本文將控制董事

長兼任總經理之變數。此處的變數乃是由台灣經濟新報社與股東會年報的資料

互相比對，取得每年底董事長、總經理名單的資料，察看有那些上市公司是董

                                                        
7 國外 Denis, et al. (1997)與國內陳家慧（2000）及林穎芬與劉維琪（2000）均以外部股東持股比 5%作為區

別外部大股東的臨界值，本文沿用此一作法之原因有二，其一為國內由內部人士持股之現象很普遍，根

據本文收集之資料，總經理的持股比接近 5%，與外部股東具抗衡作用；其次以 5%為最低之門檻，來驗

證持股比 5%之外部大股東是否具外部治理效果。 
8 由於國內企業由家族成員持股或擔任管理職位之現象較國外普遍，為排除家族成員的影響，若董事成員

亦是高階管理者的二等親，則將他排除於外部董事之外。 
9 國外文獻多會納入高階管理者的年齡(age)與工作經驗(tenure)，但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東會年報與公開說明

書，並未規定要揭露高階管理者的年齡與工作經驗，故國內無法取得這方面的完整資料。 



中山管理評論 

 ～87～

事長兼任總經理。若有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形，則 CEODum=1，否則

CEODum=0。 

三、實證模型 

(一) Logistic 迴歸模型 

本文的應變數分別為董事長與總經理當年度是否有離職，當年度離職等於

1，未離職則等於 0。自變數包括績效、高階管理者的持股比率、外部董事占

全體董事的比率、機構法人股東的持股比率、外部大股東的存在與否以及是否

有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況發生。 

由於高階管理者離職變數為二元變數（0與 1），本文以 Logistic 迴歸模式

來估計，應變數代表高階管理者的離職機率。我們先對自變數及應變數分別做

基本敘述性統計分析和相關分析。再檢測自變數對應變數的影響程度是否具有

重大性。 

我們以下列模式驗證 H1，檢視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機率之間是否呈現

顯著的負相關10，假說 1所關切的是係數 b1與 c1是否顯著為負的。 

)1(

)(Pr

11111

11111

ε+++++
++++=

INSAiCEODumhBLOCKgINSHOLDf

OUTDeTMHOLDdPEPScPRETbaturnoverobability ii  

 P(turnoveri)：高階管理者離職機率。高階管理者包括董事長或總經理，

本文將分別探討董事長或總經理之離職率。i=P and M, P表董事長，M表總經

理。 

PRET：前期市場調整後股票報酬。 

PEPS：前期調整後每股盈餘 

TMHOLDi：表 i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 i=P,M。 

OUTD：外部董事占董事會的比率 

                                                        
10 方程式(1)代表 ( )ZrPEPScPRETbfturnoverobability i ′++= 11)(Pr ，其中 b1與 c1

所捕捉到的關係是本文假說 1關切的，r ′是其他控制變數的係數，Z是其他控制變數，而 f(．)是 logistic

函數 f(a)= )1/( aa e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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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HOLD：機構法人持股比。 





=
=

，若無外部大股東存在

，若有外部大股東存在

0

   1
:BLOCK  




=
=

，若董事長未兼總經理

，若董事長兼總經理

0

    1
:CEODum  

INSA：



=
=

構法人指派，若高階管理者非為機

法人指派，若高階管理者為機構

0

    1
 

ε：殘差項。 

其次，為驗證高階管理者本身持有權益會影響到公司內部治理的效力，我

們納入前期績效與高階管理者所有權之交互項變數，檢驗高階管理者所有權是

否會降低離職機率與前期績效間之負相關。模式(2)如下： 

)2(

)(Pr

22

22222

22222

ε+⋅ϕ+
⋅θ+++++

++++=

i

i

ii

TMHOLDPEPS

TMHOLDPRETINSAiCEODumhBLOCKgINSHOLDf

OUTDeTMHOLDdPEPScPRETbaturnoverobability

 

在模式(2)中，本文欲驗證 22 ϕθ 與 是否顯著為負的，若非顯著為負則支持

本文的假說 311。 

最後，為驗證 H4，瞭解外部治理效力對高階管理者持股與離職率關聯性

之影響，我們將外部治理之代理變數與高階管理者持股交互項變數納入迴歸模

式，欲驗證當外部治理機制越強時，是否會降低高階管理者持股比對離職率之

負向關聯，驗證假說 4之模式如下： 

)3(

)(Pr

333

33333

33333

ε+⋅δ+⋅ϕ+
⋅θ+++++

++++=

BLOCKTMHOLDINSTHOLDTMHOLD

OUTDTMHOLDINSAiCEODumhBLOCKgINSHOLDf

OUTDeTMHOLDdPEPScPRETbaturnoverobability

ii

i

ii

 

在模式(3)中，本文欲驗證 333 , δϕθ 與 是否顯著為負的，若非顯著為負的，

                                                        

11當績效與離職為顯著負相關，而高階管理者持股與績效之交互項非顯著為負時，表示高階管理者持股越

高時，績效與離職之負相關已不存在，亦即高階管理者持股越高，績效與離職之敏感度較低此一說法與

推論可見 Denis et al. (1997, pp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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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支持本文的假說 412。 

(二) t 統計量檢定 

對於高階管理者離職後，公司會計、股票績效的變化，本文運用 t 統計量

檢定法驗證假說二，首先檢視高階管理者離職後，公司的會計績效或股票績效

是否具有顯著性的差異，並根據高階管理者持股比分群，分群標準分別是持股

比 1%，5%及 10%13，以 t 統計量檢定高階管理者持股較小者，其離職後公司

績效改善程度較大。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樣本敘述性統計與分析 

本文研究期間共有 1921 個有效樣本，其中 180 個董事長離職樣本，357

個總經理離職樣本，表示總經理平均離職比例較高14。表 2為樣本中各項變數

的簡單敘述性統計。由表 2可以看出，台灣上市公司在此六年的樣本期間股票

報酬率為-4.18%，但最高卻達到 369.17%，最低為-92.84%，而每股盈餘平均

為 0.43 元，最高的達到 7.25 元，最低的為-120.92 元，顯見公司績效好壞差異

大。 

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平均持股比率分別為 9.95%與 5.82%，二者最高持股比

甚至高達 97.13%15，且中位數均小於平均數，顯示有右偏的情況，與國外研究

相比，美國高階管理者持股狀況為左偏之分配(Denis et al., 1997; Denis & Sarin, 

1999)顯示我國高階管理者高持股比例者較多。 

在外部治理變數方面，外部董事比率之平均數達到 46.62%。然而，我國

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所占的實際比率應該遠低於此數字，此乃因為我國股東會年

                                                        
12若高階管理者持股對與離職具負相關，而外部治理變數（外部大股東、機構法人持股比與外部董事比）

與高階管理者交互項係數非為顯著負相關，則表示當外部大股東存在、機構法人持股比越高與外部董事

比越高，則高階管理者持股與績效之負向關聯性較弱。 
13 Dahya et al. (1998)以英國公司為例，發現當高階管理者持有股權大於 1%時，即發生固守職位。所以本文

以高階管理者持有股權 1%來區分內部治理效力。 
14 當總經理於該年度離職時，其離職率為 1，而總經理的離職個數比較高，所以總經理的平均離職率較高。 
15 此一樣本為董事長兼總經理，故二者持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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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若干公司並未揭露其全部的經理人數，且股東會年報中無法辨識出家族董

事，以致有時無法排除表面上為外部董事，但實質為內部董事之比例。至於，

我國上市公司機構法人的持股平均達到 22.88%。此研究結果與國內其它研究

差異不大，例如：楊俊中（1997）的研究指出機構法人（公司法人加上其它法

人）平均持股達到 19.09%。然而，此數字比起國外的相關研究仍有一段差距，

例如：Denis et al.（1997）的研究指出機構法人持股高達 33.3%。而有外部大

股東之平均數為 16%，此數字遠低於國外 Denis et al.（1997）的研究結果 0.46。

由此一結果可知，我國的外部治理機制平均仍較外國低。 

表 2指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平均為 0.23，表示我國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上市

公司是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此數字遠高於 Dahya et al.（1998）調查英國資料

得出的 0.095。 

表 2 各自變數的敘述性統計表 

  各變數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調整後股票報酬率   -4.18%    -14.45% 0.51   -92.84%   369.17% 

調整後每股盈餘    0.43    0.66 3.40    -120.92     7.25 

董事長持股比    9.95%    6.23% 11.01      0%16    97.13% 

總經理持股比    5.82%    2.34% 9.16      0%    97.13% 

外部董事比率    46.62%    50% 0.27      0%     1   

機構法人持股比    22.88%    18.51% 17.75      0%    92.21% 

外部大股東的存在   16.24%     0 0.37      0     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23%     0 0.42      0     1 

 

由表 3可以看出，台灣上市公司平均高階管理者離職比例會隨高階管理者

持股比例而減低，且董事長持股高於 10%時，其平均離職比例急劇下降至個

位數，而總經理持股則只要大於 1%，平均離職比例約為持股小於 1%者的 0.5，

董事長有 40%的平均離職比例發生在持股比率低於 1%以下；總經理則是有

67%的平均離職比例發生在持股比率低於 1%以下，顯示總經理持股對抑制離

                                                        
16 此筆資料之董事長是投資公司的代表人，資料表示董事長本身及其二等親屬無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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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效果較明顯。而對於持股比率大於 10%以上的樣本，不論是董事長或總

經理，其平均離職比例都相當的低，約莫只占樣本數的 5%。此結果與國外研

究相當一致。總體而言，表 3的結果似乎顯示著台灣的上市公司，當高階管理

者持股大於 10%時，就會固守其職位。本文下一部分將以羅吉斯模式驗證高

階管理者持股比例是否會顯著地降低其離職率，及績效和離職率之關聯性。 

表 3 高階管理者持股比與平均離職比例 

高階管理者

持股比 

董事長離職

個數 

董事長平均離職比

例(離職個數/總樣本)

總經理離職

個數 

總經理平均離職比例

(離職個數/總樣本) 

<1% 73 40.56% 240 67.23% 

1%-5% 67 37.22% 74 20.73% 

5%-10% 30 16.67% 23 6.44% 

10%-15% 3 1.67% 11 3.08% 

15%-20% 3 1.67% 3 0.84% 

20%-25% 0 0% 2 0.56% 

25%-30% 1 0.56% 2 0.56% 

>30% 3 1.67% 2 0.56% 

總  計 180 100% 357 100% 

二、實證結果 

(一) 績效與高階管理者之離職 

本部分藉由前述所建立之羅吉斯模式，來探討績效、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例

與外部治理機制等變數對高階管理者離職機率的影響。表 4列示以董事長、總

經理離職作為應變數之迴歸分析實證結果。 

表 4：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機率之實證結果 

自變數 董事長離職 總經理離職 

-1.870*** a -1.877*** 
截距 

（0.000）b （0.000） 
-0.003* -0.001 

前期股票報酬率 
（0.079）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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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董事長離職 總經理離職 

-0.142*** -0.137*** 
前期調整後每股盈餘 

（0.001） （0.001） 
-0.113*** -0.082*** 

高階管理者持股比 c 
（0.000） （0.000） 

0.334 1.123*** 
外部董事比率 

（0.371） （0.000） 
-0.007 -0.006 

機構法人持股比 
（0.249） （0.194） 

0.749*** 0.808*** 

外部大股東的存在 
（0.001） （0.000） 
-1.129*** -0.391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0.001） （0.702） 

0.538** 0.444** 

機構法人指派 
（0.011） （0.014） 

Chi-square 113.295 117.706 
Degrees of freedom 8 8 
Sig. level 0.000 0.000 
各變數之 VIF值 均小於 1.5 均小於 1.3 

註: a: 迴歸係數, b: P值   

c:當應變數為董事長離職，高階管理者持股比則為董事長持股比，若應變數為總經理

離職，高階管理者持股比則為總經理持股比。 

*,**,***分別為顯著水準達 0.1, 0.05, 0.01              

觀察值個數 1921              

 

表 4之實證結果顯示，控制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例與外部治理變數後，可發

現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的機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此實證結果與研究假說 1

的預期一致。且我們發現會計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之負相關較為顯著，不論

董事長或總經理離職，均達 0.01 的顯著水準，表示決策單位比較會根據會計

績效來決定高階管理者的去留，高階管理者需為會計績效成果負責。而市場績

效與董事長離職的關聯性大於與總經理的關聯性，顯見董事長比較會因公司股

價在市場的表現而發生去留之問題。 

二迴歸式結果均指出，外部大股東的存在與機構法人指派之係數均顯著為

正，表示外部大股東存在與機構法人指派均會增加離職之可能性，而高階管理

者持股比的係數顯著為負(P<0.01)，表示在我國上市公司中，高階管理者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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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越高的確降低其離職機率，是否會造成其固守職位的現象呢？在實證的第三

部分，本文要進一步驗證持股是否會降低績效與離職之負相關。 

(二) 高階管理者離職前後績效之檢定 

以 t檢定驗證董事長與總經理離職後，當年與後續一年之績效有無顯著差

異，結果列示於表 5。表 5顯示就整體樣本而言，只有總經理離職後股票報酬

率顯著提昇，假說二獲得部分支持。在分群樣本中，發現總經理持股不大於

1%或 5%或 10%的樣本，股票報酬率的改善顯著優於經理持股大於 1%或 5%

或 10%的樣本，但是總經理離職後，會計績效卻無改善，反而總經理持股不

大於 1%或 5%或 10%的樣本，總經理離職後會計績效變差。此一結果顯示市

場績效更快地反應總經理離職的訊息17，市場看待總經理替換會給予正面的反

應，且若總經理持股較小，當其離職時表示其原有權力與做法較能隨著離職而

離開公司，較符合文獻上所提及的管理者離職代表公司組織結構的破除，所以

可能帶來好的轉變。過去文獻 Dahya et al.（1998）的研究指出非例行性主管

離職之後，公司的兩項會計上獲利力指標（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d 與

Operating profit/total assets）有顯著的惡化。從表 5我們也發現總經理離職後

會計績效卻是呈現顯著的下降，而且持股較小的去職總經理樣本群下降較為顯

著，針對此現象，吾人認為這可能有兩種原因，首先是由於去職之高階管理者

為固守職位，可能將一些應計費用項目遞延，使得前期的費用會遞延至高階管

理者離職之後才實現，造成公司日後繼任之高階管理者需承擔前一位高階管理

者盈餘管理之後果，而使得高階管理者離職次年的調整後每股盈餘並沒有顯著

的改善，另一原因則如同Murphy and Zimmerman(1993)所指出的，可能是新

任總經理耗用大量成本，誇大前任總經理的失敗，以使董事會降低對總經理的

會計表現期望，所以在當期或下一期會計盈餘並不會立即改善反而下降。本文

認為當去職總經理在公司持有的股權越低，權力越小，現任的總經理越可能如

此做，才使得會計績效反而變差。 

 

 

 

                                                        
17 Clinch(1991)也曾指出市場績效比會計績效更快反應在總經理的報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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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階管理者離職後與離職前的績效差異分析 

 

 
a： 離職後減離職前績效差異之平均數,()表標準差 

b： t 值    

*,**,***分別表顯著水準達 0.1, 0.05, 0.01 

c:驗證後期績效是否改善的樣本數比本研究實際收集到離職樣本數少，因為有些樣本後期績效的資料不全，所以無法從事

所有樣本的成對 t。 

d:對於樣本小於 30的群組，本文再運用無母數之Wilcoxon-Mann-Whitney兩樣本檢定法驗證績效之改變，顯著性結果與 t

檢定相似，惟董事長持股比>10%之群組，離職後一年與前一年績效差異是不顯著的。 

關於董事長離職後，就整體樣本而言，會計績效與市場績效並未有顯著改

變，但董事長持股不大於 10%的群組，董事長離職後會計績效卻變差，且會

計報酬因董事長離職而有顯著降低，可知去職董事長持股比很小時，繼任董事

長不用承擔前一任董事長盈餘管理之後果，或誇大其會計損失，反而是去職董

事長持股比大到 10%的群組，其繼任董事長繼任後會計績效變差。令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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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當董事長持股 10%以上，其離職後公司股票報酬率增加，表示市場對

於能使高持股而績效不佳董事長離職之公司有正面的反應。此一結果顯示董事

長持股對公司影響程度大，縱使其離職，市場績效之反應均低於總經理離職之

正向反應。 

本文進一步比較機構法人指定的高階管理者離職後，績效是否有顯著變

化，結果發現法人指派之高階管理者離職後績效並無顯著改善，但以 t檢定比

較法人指派之高階管理者離職後績效與非法人指派之高階管理者離職後績效

之差異，發現法人指派之董事長離職後一年之會計績效改善顯著大於非法人指

派之董事長，達 0.05 顯著水準；法人指派之總經理離職後一年市場績效改善

大於非法人指派的總經理，t值=1.892(p<0.1)18。顯見法人機構對其指派的高階

管理者有重要的監督，當法人機構替換其所指派的高階管理者後，公司績效改

善幅度較大。 

(三) 高階管理者持股對績效與離職率關聯性之影響 

由於之前的迴歸實證結果指出，績效與高階管理者本身的持股比率對高階

管理者離職機率具有顯著的影響。故表 6至表 7分別是以董事長持股比率、總

經理持股比率、股票報酬率、調整後每股盈餘等四項因子，分析出來的矩陣結

果。在矩陣中，由於三個樣本年度的績效差異頗大，故分成三年度分別選取績

效前、後 10%的樣本。將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劃分為持股 0-5%、5-10%及 10%

三群。 

 

                                                        
18 法人指派與非法人指派之高階管理者離職後之績效差異：(t 檢定乃檢定法人指派群之高階管理者離職後

與離職前之績效差異是否大於非法人指派群組) 

高階管理者類型 董事長 總經理 
樣本群 法人指派 非法人指派 t檢定 法人指派 非法人指派 t檢定 
樣本數 80 79 82 201  

離職當年與前一年之會計績效差異 0.728 
(7.410) 

-0.484
(2.997)

1.356 0.302
(4.781)

-0.392
(2.849)

1.229 

離職後一年與前一年之會計績效差異
2.597 

(11.570) 
-1.776

(7.009)
2.422** 0.924

(6.841)
-0.616

(4.914)
1.658 

離職當年與前一年之市場績效差異 -6.791 
(86.697) 

-4.734
(84.729)

-0.146 -6.370
(70.623)

-0.189
(73.437)

-0.640 

離職後一年與前一年之市場績效差異
24.863 

(144.374) 
6.891

(108.683)
0.846 15.118

(92.937)
-4.191

(67.863)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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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績效與董事長持股比各組之離職比率 

 董 事 長 持 股 比 

 0-5% 5-10% >10% 

股價報酬在樣本公司 
前 10%的離職比率 

0.006 0.002 0 

股價報酬在樣本公司 
後 10%的離職比率 

0.011 0.004 0.001 

調整後每股盈餘在樣本公司

前 10%的離職比率 
0.008 0.001 0 

調整後每股盈餘在樣本公司

後 10%的離職比率 
0.019 0.006 0 

 

表 7 績效與總經理持股比各組之離職比率 

 總 經 理 持 股 比 
 0-5% 5-10% >10% 

股價報酬在樣本公司 
前 10%的離職比率 

0.011 0.003 0.001 

股價報酬在樣本公司 
後 10%的離職比率 

0.021 0 0.001 

調整後每股盈餘在樣本公司

前 10%的離職比率 
0.019 0.002 0 

調整後每股盈餘在樣本公司

後 10%的離職比率 
0.028 0.002 0.001 

 

由表 6至表 7可發現，不論是董事長或總經理，離職比率最高的樣本皆是

發生在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最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

大於 5%時，不論在績效最好或是最差的一群，離職的比率均迅速銳減；而當

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大於 10%時，離職發生的比率幾乎為 0。 

另一方面，在不良績效公司中，對於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介於 0-5%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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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言，當績效由最好的一群變為最差的一群時，離職比率約莫增加幅度較

大。然而，當高階管理者持股變為 10%以上時，離職比率增加幅度變小。 

為了驗證是否高階管理者本身持有權益會影響到公司的內部治理機能，我

們運用 logistic model來檢定績效與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之交互項對離職率之影

響。我們選擇兩種方式來處理高階管理者比例之變數，第一是採用連續變數，

第二種則是採用分類型的虛擬變數，根據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來分類，此一做法

乃參考 Denis et al.(1997)，而由表 6與表 7 矩陣結果，我們發現高階管理者持

股比大於 5%時，離職率即大幅下降，故我們將以高階管理者所有權 5%與 10%

來劃分持股變數，若高階管理者持股大於 5%，則第一個持股虛擬變數為 1，

否則為 0；若高階管理者持股大於 10%，則第二個持股虛擬變數為 1，否則為

0。結果列示於表 8與表 9。 

經由表 8與表 9的 logistic模型之實證結果，發現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仍

然與表 4 結果相同，高階管理者離職率與前期調整後每股盈餘呈現顯著負相

關。但從績效與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之交互項，當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為連續變數

時，可發現當高階管理者持股越高，不論是每股盈餘或股票報酬率，均發現前

期績效與高階管理者的離職率之顯著負相關已不存在。 

當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為二元(binary)變數(0,1)時，表 8的第二欄結果顯示，

董事長所有權顯著影響離職對績效的敏感度，前期每股盈餘的係數顯著為負，

當董事長所有權介於 5%-10%之間及大於 10%時，所有權與會計績效之交互項

係數為負的但並未顯著，所以當董事長所有權小於 5%，所有權與會計績效之

交互項應顯著為負，表示當董事長所有權大於 5%時，會計績效與離職之負相

關不顯著。從表 9的結果，我們亦可發現會計績效與總經理持股交互項之變數

均非顯著為負，當總經理持股 5%以上，會削弱績效與總經理離職之負相關19。

此一結果可支持假說 3。對於市場績效而言，當董事長持股比介於 5%-10%時，

持股比與市場績效之交互項係數顯著為負，但當董事長持股比大於 10%，交

互項係數不再顯著為負值，而總經理持股比大於 10%時，持股比之虛擬變數

與市場績效之交互項係數亦顯著為正，表示在這個所有權範圍內(高階管理者

                                                        
19 本文進一步以1%來區分總經理持股，當總經理持股大於1%，則總經理持股之虛擬變數為1，否則為0。

將前期績效與總經理持股之虛擬變數之交互項納入logistic model。結果發現前期每股盈餘與總經理持股

虛擬變數交互項之係數為-.067(p=0.432), 前期股票報酬率與總經理持股之虛擬變數交互項之係數為

0.09(p<0.05)，整條logistic model之chi-square=201.306。當總經理持股大於1%時，就會減弱前期績效與總

經理的離職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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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大於 10%)，離職機率顯著地對市場績效較不敏感。 

表 8 董事長持股、績效與離職關聯性之實證結果 

 
註:  a: 迴歸係數  b: P值 

DHOLD1：當 5%<董事長持股<10%則為 1，否則為 0。 

DHOLD2：當董事長持股大於 10%則為 1，否則為 0。       

*，**，***分別表顯著水準達 0.1，0.05，0.01 

觀察值個數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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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總經理持股、績效與離職關聯性之實證結果 

 
註:  a: 迴歸係數  b: P值 

CHOLD1：當 5%<總經理持股<10%則為 1，否則為 0。 

CHOLD2：當總經理持股大於 10%則為 1，否則為 0。    

*、**、***分別表顯著水準達 0.1、0.05、0.01 

觀察值個數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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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灣上市公司資料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的確減

少了內部治理的效力，與本文假說 3預期相符，在高階管理者擁有高度所有權

的公司，績效不好對高階管理者離職之影響會變得較不顯著。亦即當高階管理

者持股比率高時，產生的固守職位效果，使得公司要免除一位不良績效的高階

管理者更形困難。此時我們也發現，外部董事比率、外部大股東的存在與機構

法人指派之係數均顯著為正，對於總經理離職而言外部董事比率、大股東的存

在及機構法人依然對其有一定的監督效果。對董事長而言，只有外部大股東變

數才顯著為正的，表示外部治理機制仍有其效力。下一部分本文將探討外部治

理機制對高階管理者所有權之影響。 

(四) 外部治理機制對高階管理者持股與離職率關聯性之影響 

前述研究結果可發現高階管理者持股的確會降低其本身離職機率，本文進

一步欲驗證外部治理機制是否可降低高階管理者持股對其自身離職率之影

響。將高階管理者持股比與外部治理機制之交互項納入迴歸模型。本文採用的

外部治理機制包括外部董事比例、機構法人持股比與外部大股東之存在，我們

驗證外部治理機制對高階管理者持股與離職關聯性之影響，實證結果列示於表

10。本文發現就董事長而言，外部董事比率與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之交互項及外

部大股東存在否與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之交互項之係數均為正的，只是未達 0.1

之顯著水準，而機構法人持股比率與高階管理者持股比之交互項之係數則顯著

為正的，表示當外部董事比率越高、外部大股東存在及機構法人持股比越高，

高階管理者持股與離職之負相關不顯著20。就總經理離職而言，總經理持股比

與大股東存在交互項係數為正的(p<0.1)，表示當大股東存在時，未發現總經理

持股可顯著降低離職率，但總經理持股比與外部董事比之交互項係數仍顯著為

負的(p<0.05)，高階管理者持股比與機構法人持股比之交互項係數也是顯著為

負的，達 0.01 的顯著水準。表示外部董事比與機構法人持股比越高時，總經

理持股比對離職仍持續有一顯著負的影響，所以外部董事比與機構法人持股比

對管理總經理持有股權而造成的固守職務行為，其效力並不明顯。因為在營運

上，總經理直接管理公司的經營團隊，若又加上總經理握有公司的股權越高，

外部董事與機構法人持股比要真正落實獨立與監督的原則實屬不易。本文結果

顯示就董事長而言，假說 4可獲得支持，外部董事比率越高、有外部大股東及

機構法人持股比越高，此時董事長持股與自身離職之負向關係越不顯著。 

                                                        
20 因為高階管理者持股之係數是-0.18(p<0.001)，所以若外部治理變數與高階管理者持股之交互項係數不顯

著為負時，我們可說當在這些外部治理情況下，離職機率對高階管理者持股是較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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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外部治理變數、高階管理者持股與離職關聯性之實證結果 

 
註:  a: 迴歸係數  b: P值    

c:當應變數為董事長離職，高階管理者持股比則為董事長持股比，若應變數為總經理離職，高

階管理者持股比則為總經理持股比。 

*，**，***分別表顯著水準達 0.1，0.05，0.01。 

觀察值個數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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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文以高階管理者離職為構面，探討台灣上市公司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對

內部治理效力之影響，並進一步驗證外部治理機制對內部治理效力之影響。經

過迴歸實證發現，其它條件不變下，高階管理者離職機率與公司前期績效之間

呈現顯著負相關，特別是考量會計績效(調整後每股盈餘)。同樣地，高階管理

者離職機率與其持股比率之間亦呈現顯著負相關。關於高階管理者離職後，績

效是否顯著的改善，我們發現當總經理本身持股較小時，只有總經理離職後市

場報酬率會改善，表示因其持股比小，其離職後管理權力較能完全撤離公司，

所以平均而言，市場對此一異動反應良好，但會計績效並未馬上有好轉之現象。 

此外，當我們考量高階管理者本身持股對前期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關係

的影響時，的確當高階管理者持股比增加時，會減低前期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

職的負向關係，使得前期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的負向顯著關係不存在。結果

也發現當高階管理者持股大於 5%以上時，前期會計績效與高階管理者離職之

間原本顯著的負相關已不存在，而高階管理者持股大於 10%，總經理持股與

市場績效之交互項顯著為正，此時績效不好與離職率的正向關係不存在。從台

灣資料也發現高階管理者持股比率的確減少了內部治理的效力。 

在外部治理機制對高階管理者持股比與離職關聯之影響，結果指出外部治

理機制能使董事長持股與離職率的負向關聯減弱，其中尤以機構法人持股比之

治理效力最好。在總經理的部分，我們發現外部大股東的確扮演一重要的治理

角色，總經理本身的所有權對內部治理的效力具有重大的影響，但外部董事與

機構法人持股部分卻未發現此一現象，表示國內的治理機制在監督總經理固守

職位的行為仍需加強，而本文亦發現治理產生的監督效力的確能增進市場對公

司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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