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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講義（第一冊） 

Ch 01 財務管理概論 

1.1 基本概念 

一、財務管理之內容 

公司理財 

「公司理財」是「財務管理」內涵最具體的表現，公司經營的目標即是財務管理的目標。

公司係以營利為目的，也就是會想要極大化公司的利潤。理想的公司經營目標應該是：「普

通股股票價格極大化」。股票目前的價格反映公司未來的獲利能力；未來獲利持續看好的

公司其股價會上漲，未來獲利有隱憂的公司其股價會下跌。管理階層經營公司的成果會

在股價上表現出來。再者，公司既為普通股股東所擁有，理想的公司經營目標應是「普

通股股票價格極大化」，或是「股票價格極大化」。 

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是投資客與融資客完成資金移轉的地方；資金有不同的移轉方式，而市場中的

金融工具更是不斷更新。市場利率的高低攸關企業的融資成本，而總體經濟指標則反映

景氣狀況及金融活動的消長。 

投資學 

任何投資標的之選取必須同時考量「風險」與「報酬」；報酬率與風險有主觀及客觀兩種

衡量方式，前者利用機率分配，後者利用歷史資料。風險的衡量會因所持有資產的多寡

及種類的不同，投資人會因所持有的是「單一資產」或是由多種資產建構的「投資組合」

而重視不同的風險類別。 

二、公司理財 

公司理財之範圍： 

資本結構：即融資決策之評估，融資來源包含舉債及增資，需分析二者比例之允當性，

因不同資本結構將創造不同之公司價值。 

資本預算：即投資決策之評估，分析長期資本投資決策之優劣，並作相關風險評估。 

股利政策：分析公司盈餘分配之策略是否合理。 

營運資金管理：分析流動資產之融資及投資決策，及其相關風險與報酬。 

會計學與公司理財之相異點： 

會計學處理「事後資料」之彙總歸納解釋；公司理財著重「事前規劃」之預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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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以帳面價值評價，公司理財著重市場價值。 

會計學一般不設算機會成本，公司理財於作決策時多會考量機會成本。 

會計學多未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公司理財較強調貨幣之時間價值。 

會計學較重視以貨幣衡量之資訊，公司理財則加上數字以外訊息之分析。 

公司理財與經濟學之比較 

目標方面：公司理財的目標係使公司價值極大化（股票價格極大化），經濟學則追求效

用極大化。 

風險考量方面：公司理財重視現金流量及風險、折現觀念，經濟學重視機會成本觀念卻

少談及風險因子。 

三、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係指各種提供金融工具予交易雙方價格並進行交易的場所。金融市場研究之範圍

有： 

金融機構之管理與功能。 

金融法規之訂定與執行程度。 

政府政策之訂定與影響。 

四、投資學 

投資學之範圍： 

投資規劃：評估投資人之資金與風險接受程度，投資計畫之規劃與選擇，決定最適投資

組合。 

投資分析：運用各種分析方法，慎選投資標的。 

投資管理：針管目前之投資組合進行定期評估。 

投資之標的： 

實質資產：包含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 

金融資產：如股票、債券、選擇權、共同基金、期貨等金融商品。 

五、企業之組織型態 

獨資：係指所有權乃業主個人獨有之企業，企業之損益、風險皆由業主一人承受。獨資型

態成立的優點包括：容易成立，因不需太多資本。受到法令的管制最少。所有獲利

由業主獨享。其缺點，對外籌資不易：所有的損失都由業主一人承擔，業主負擔無限

清償責任，獨資企業的生命有限，因所有權不易移轉。 

合夥：合夥係二個人或二個人以上（即合夥人）合資經營之企業，其損益、風險及責任均

依合夥契約計算。合夥的優點與獨資相似，同樣是容易成立、法令管制少、所有獲利皆屬

於合夥人等；缺點也與獨資相仿，亦即對外籌資不易、業主有無限清償責任及所有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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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等。有關所有權移轉的問題，只要合夥人中有人去世或決定拆夥，原合夥關係即告終

止。 

公司：公司係依據公司法成立，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任何公司都要有自己的章程

（Charter）及一套施行細則；公司是一個法人，可以和自然人一樣享有權利並盡責任；

公司的型態可以分為下列四種： 

無限公司：由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的公司，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任。 

有限公司：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的公司。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 

兩合公司：由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股東所組織的公司。其中，

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而有限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

司負其責任。 

股份有限公司：由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的公司。全部資本分為

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 

成立公司的優點包括：對外籌資容易，股東只負有限清償責任（此點視公司型態而定），

及所有權轉讓容易等；缺點則包括成立手續較繁瑣，法令管制較多，稅也可能繳的比較

多等。公司規模愈大、資本額愈高，其組織結構相對亦較為健全；市場上比較有規模且

制度健全的公司大多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是

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組成，再由董事們推選出董事長（Chairman of the Board）。董事

會聘請並授權以總經理（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為首的管理團隊來經營公司。 

EX 1 
下列有關企業組織型態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有限公司」可以僅由一個股東出資即可成立，但是須負無限清償責任 

在「兩合公司」型態的企業中，至少有一個股東須負無限清償責任 

一般合夥人（General Partiner）可以參與企業的經營實務，但須承擔無限清償責任 

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只承擔有限清償責任。 

六、公開發行公司之型態 

上市公司：指公司股票於公開發行後資格符合上市條件，向證券交易所申請股票上市，於

集中市場（如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買賣。 

上櫃公司：公司股票於公開發行後，資格符合上櫃條件可在非集中交易場所（如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交易，又稱為店頭市場。 

興櫃公司：已申請上市或上櫃公開發行公司的普通股股票，在尚未上市或上櫃掛牌之前，

經由櫃檯買賣中心依規定核定，在證券商營業處所先與推薦證券商以「議價」交易方式交

易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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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代理理論 

一、資訊不對稱 

資訊不對稱係指交易雙方對於交易資訊的掌握不同，而可能出現欺騙之狀況，如： 

逆選權（adverse selection）：係指在資訊不對稱或不足下，而作出不當之決策。 

經營不善的經理人刻意放出不符實況的消息窗飾之，若存在資訊不對稱，投資人便可能

因此誤買該公司股票，此謂逆選擇。 

道德危險（moral hazard）：係指在資訊不對稱或不足下，經理人運用權益資金而作出不利

於股東利益之行為，如補貼性消費，過度投資等行為，此謂道德危險。 

EX 2 
通常一企業管理階層與資本市場中的投資人存有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現象。

試說明經理人如何藉著改變資本結構，來傳達公司價值訊息給外部投資人。 

Ans： 

當公司欲籌資，其融資方式會傳達公司價值訊息給外部投資人，舉債表示公司對未來獲利

能力看好並可降低代理問題，發行新股有可能表示目前股價高估或未來盈餘衰退。 

股利政策亦可傳達公司價值訊息，如股利發放增加，隱含未來盈餘成長，因為公司的股利

政策穩定為佳。 

EX 3 
下列何者是因經理人「道德危險」的心態所造成？ 

多角化經營 資訊不對稱 升高投入 群體效應 代理人問題。 

二、代理理論 

代理理論係指公司由數個利害關係人所組成，包括股東、債權人、管理當局、員工、客戶、

供應商、金融機構、政府等，彼此之間以各種契約對其行為加以約束。 

代理理論之假設如下： 

主理人與代理人皆追求本身效用最大及風險極小化。 

主理人與代理人所追求之目標往往不一致。 

主理人與代理人間存在資訊不對稱。 

三、代理成本 

監督成本（monitoring expenditure）：指主理人為確保代理人會依約行事，而對代理人進行

監督控制所發生的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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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成本（bonding expenditure）：指公司為減少管理階層的不忠誠行為而發生之風險所購

買之忠誠契約，契約成本即公司購買該契約的成本。 

報償機制成本（structuring expenditure）：指公司制度下之紅利、員工選擇權等激勵政策所

投入之成本。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機會成本係指代理人被制度約束而無法及時掌握良好投資

機會，因此所產生的損失。 

剩餘損失：指公司在執行各種方法以減少代理問題後，而管理階層仍可能會作出有損企業

利益之決策，因此造成之損股東之行為。 

四、代理問題 

股東與管理當局之權益代理問題： 

公司的管理團隊既然受聘來經營公司，應當為掌有公司所有權的全體股東謀取最大的利

益。然而，大多數的股東（小股東）並無法實質參與公司的經營，以致股東與管理團隊

之間出現了經營權（Management）與所有權（Ownership）分離的情況，進而引發「代理

問題」（Agency Problem）。管理團隊取得代理人身分後，本應以「股東財富極大化」為經

營目標，但因本身握有的股權極少，且與大多數的小股東之間有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問題，故會在行使決策權時，傾向於謀求個人利益而忽視股東權益。 

無工作賣力之誘因：若無適當之激勵政策，因經營成果多由股東享受，會導致經理人喪

失賣力工作之誘因。 

補貼性消費（perquisites）：經理人追求其本身效用最大，故可能會挪用公司資源以滿足

其個人所需。 

管理買下（management buyout；MBO）：指經理人若為取得公司控制權，能會刻意壓低

股價以利其以低價買入股份。 

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若經理人為追求其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過度投資。 

EX 4 
假定華隆公司的總經理在公司的年度報告中聲稱：華隆公司的首要目標就是使普通股的價值

與日俱增。他隨後在年度報告中宣布： 

公司正投入十億元的資金在馬來西亞蓋一座新廠。新廠需要三年才能蓋好，而在這三年中，

該廠無法為公司帶來任何收入，所以在這一段期間，公司的盈餘將下降。 

公司已捐贈一百萬元給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公司在未來一年中打算投資二億元購買污染防治設備，以減少噪音，改善空氣污染。 

公司打算將負債比率由目前的百分之四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 

公司打算在明年投資五十億元生產筆記型電腦，而該投資與公司本業沒有關聯。 

試分別討論上述事件對華隆公司股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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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若股東以每年的股利維生，則偏好盈餘源流發生時機早的專案，故會出清華隆股票，致使

華隆股價在興建新廠期間下跌。若股東認為新廠完成後，可產生豐厚的現金流量流入，未

來股票上漲空間很大，便不會拋售華隆股票，反而會趁機加碼，如此一來，股價反而會上

漲。 

華隆捐贈一百萬元給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帳面上減少股東權益，使每股盈餘降低，應該會

造成股價的下跌。但一百萬並不會造成華隆負擔，反能增加社會公益形象故長期而言，對

華隆公司業務的拓展有所助益，則股價應該會漲。 

若購買污染防治設備後，確認減少噪音，改善空氣污染，有助於工廠順利運作，提升社會

福利。雖然投資二億元防治污染設備，使每股盈餘減少，但考慮長期之利益，股價不一定

會下跌。若污染防治效果不彰，則此二億元之投資，無法替公司未來營運產生益處，則股

價將來會下跌。 

華隆提高負債比率，可以發揮財務槓桿效果，則會使公司價值增加，股價因而上漲。 

由於明年將投資五十億元與華隆公司本業無關的筆記型電腦，會因為經驗不足，增加營運

風險，又投資金額高達五十億元，財務風險大增，股價應該會下跌。 

 

股東與債權人之負債代理問題：代理問題也可能會出現在股東與債權人之間，這是因為股

東對公司經營有控制權，而債權人則無，同時雙方又有潛在的利益衝突問題。大股東可能

透過董事會指使管理者從事些對自己有利但卻剝奪債權人應享利益之行。當公司價值大於

其負債，則債權人可取回全部債權；若小於其負債，則公司面臨清算，債權人有優先獲得

公司剩餘財產權；此時，股東之求償權為零。因債權人與股東為公司資本來源之二方，而

股東因有所有權，故可運用權力安排負債資金，以保障其本身權益，方法有下列： 

資產替代（asset substitution）：指股東利用權力，指使經理人將負債所得資金投資於風

險較高的投資方案，而此決策未經債權人同意甚或未告知債權人，使債權人之權益受損。 

債權稀釋（claim dilution）：指股東利用權力指使管理當局發行新債，提高了公司的負

債比率，而此決策未經債權人同意甚或未告知債權人使財務風險上升不利原債權人。 

股利支付（dividend payout）：指股東指使管理當局以負債資金發放股利，因而提高了公

司負債比率也增加原債權人之風險。 

不足額投資（under-investment）：指股東為降低利息費用，而將投資所得全數清償負債，

使經理人無法進行原應進行之足額投資，有礙公司之成長。 

EX 5 
一般而言，在借貸契約中都附有各種限制條款，試說明這些條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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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一般而言，在借貸契約中都附有各種限制條款，主要目的在防止下列四種代理問題的發生： 

資產替代（asset substitution）：指股東利用權力，指使經理人將負債所得資金投資於風險

較高的投資方案，而此決策未經債權人同意甚或未告知債權人，使債權人之權益受損。 

債權稀釋（claim dilution）：指股東利用權力指使管理當局發行新債，提高了公司的負債比

率，而此決策未經債權人同意甚或未告知債權人使財務風險上升不利原債權人。 

股利支付（dividend payout）：指股東指使管理當局以負債資金發放股利，因而提高了公司

負債比率也增加原債權人之風險。 

不足額投資（under-investment）：指股東為降低利息費用，而將投資所得全數清償負債，

使經理人無法進行原應進行之足額投資，有礙公司之成長。 

五、代理問題解決方法 

解決權益代理問題之方法： 

報償制度（compensation scheme）： 

員工選擇權（stock option）：公司給予經理人在某特定期間，以特定價格認購公司股

票的權利。如此，股票價值攸關經理人個人獲利，經理人便有誘因努力工作，提升

公司經營績效及股票價值。 

績效股（performance stock）：指公司依據經理人績效給與股票報償之，績效愈好則給

予的股份愈多，股價亦隨績效佳而上漲，經理人獲利也會增加。 

紅利：根據公司經營績效發放紅利（bonus）或獎金，高科技電子業常以此為誘因。 

接管之威脅：經理人若不努力經營公司，公司可能因績效不佳、股價下跌而使其他公司

有機會購併之，如此即有可能撤換原有之管理團隊，為避免遭到接管撤換，經理人更會

努力工作。 

解雇的威脅：由於股東擁有公司之所有權，依公司法可將不適任之經理人於以撤換。 

降低自由現金流量：若自由現金流量過多，經理人可能會濫用公司資源，投資於不適合

之投資案，故應減少自由現金流量以防經理人浪費公司資源。 

人力市場之操作：經理人若不努力工作導致公司經營不善，其薪資亦會連帶調降以符合

市場狀況。 

EX 6 
試比較股票購買選擇權與績效股的異同。那一種才是比較有效的管理激勵工具？ 

Ans： 

股票購買選擇權係指，允許管理人員在某特定期間，以某特定價格購買公司股票的權利。而

績效股是公司根據每股盈餘、資產報酬率、以及股東權益報酬率等做為標準，來評估管理人

員的績效，再視個人績效的高低，分別給予數量不等的股票做為酬勞。二者相異於即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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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振，使得公司良好績效未能充分反映到股價，績效股仍有即定的價值，但股票購買選擇

權則無價值。 

EX 7 
假定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係由總經理任命，而他們卻有權利決定總經理薪資，試問此種作法將

會產生甚麼代理問題？應如何解決？ 

Ans： 

董事會成員是股東，應是主理人，而公司之總經理應是代理人，應由主理人任命代理人，而

非代理人任命主理人，總經理若可以任意任命董事會成員，會造成總經理、特權在握與過度

投資及努力不足等問題產生。 

解決的方法應該是由股東中選出董事會成員，而由董會成員來任命公司總經理，並決定其薪

資。 

EX 8 
經理人常會因追求個人私利因而損傷股東利益，我們統稱此為股東權益代理問題，下列何者

為解決企業代理問題之道？ 

企業應該不計任何代價，消弭一切經理人追求個人私利行為 

企業解決企業代理問題，設計激勵及監督制度應考量成本效益，以免傷害股東價值 

為了消弭一切經理人追求個人私利行為，公司高階主管應該由大股東親自擔任 

由於無法完全消弭經理人追求個人私利行為，公司不該花費任何成本遏止，以免更進一步

傷害股東價值。 

解決負債代理問題之方法： 

限制條款：在債務契約中訂立各種限制條款，如限制股利發放比例，負債比率不得超過

某一水準等。 

提高借款利率：債權人可以要求更高的借款利率之方式，以補償其承擔之高風險。低風

險的公司可能因成本太高而轉由其他管道籌資，留下的借款者大部分都是高風險的公

司，此係逆選擇。又高利率將導致經理人寧可將負債資金以股利發放掉，也不願意做足

額的投資，此係道德危險。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當股東以負債資金發放高額股利，債權人便可以

將自持有之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或行使公司債中所附的認股權證而成為股東，

領取相等高額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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