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與整理的文獻分成三大部份。一、股利訊號發射模型；

二、代理問題對股利的影響；三、現金股利與現金增資兩者關聯性的國內

外實證研究。 

第一節 股利訊號發射模型 

一、訊號效果的理論基礎 

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只有公司的管理者和內部人擁有公司的內部

資訊，投資人無法得知這些內部資訊，他們充其量只能從公司之融資、投

資、財務報表及股利政策來判斷公司未來發展。因些，股利訊號發射假說

就是假設股利的發放等等行為含有某些資訊內涵，亦即公司的股利政策具

有傳達企業未來前景的情報，投資人可以利用這些資訊來評估該公司股票

的價值。因此，管理當局可以藉由高股利政策來傳達公司對於未來獲利樂

觀的預期，而且利用股利政策傳遞攸關資訊是無法被營運不良的企業所模

傲的。因此，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為了避免投資者認為公司經營不善，

公司不會減少發放股利；另外，除非公司預期未來盈餘會高於目前水準或

至少維持一定水準，否則公司也不會增發股利，以免未來無法持續支付調

高後的股利金額。換言之，股利訊號模型是建立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

而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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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外相關研究 

1、Ross（1977） 

Ross認為，資本結構訊息理論亦可應用於股利政策。即公司增加股利

發放的額度，表示公司向資本市場傳遞一個營運已經改善的訊息。而且因

為股利的發放需要成本，所以該政策無法被較差的公司所模仿。因此，利

用該政策向投資大眾傳遞未來營運效率的明確訊息將可被投資大眾所接

受。 

2、Bhattacharya（1979） 

提出類似的股利訊息模型，主張品質較佳的公司會支付較高的股利，

以傳遞其為「高品質」公司的訊息給市場上投資人，企圖降低內部管理者

與外部投資者間的資訊不對稱程度。在投資者相信支付較高股利的公司其

價值亦較高的前提下，一個非預期的股利增加將被視為一個良好的訊息。 

3、Kalay（1980） 

採用Ross（1977）的訊息模式於股利決策上，其研究的結果顯示管理

者不願意減少股利發放，以免投資人對公司未來的營運產生不佳的想象。

Ross並且使用Linter（1956）模式，但其結果並不充分支持不願減少股利

發放之資訊內涵假說，即股利的減少並不能完全傳遞經理人員對公司未來

盈餘之預期。 

4、Aharony and Swary（1980） 

探討所隱含資訊內容中，季股利宣告是否較季盈餘宣告傳遞了更有用

的訊息。以1963年到1976年149家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為樣

本，利用市場模型(Market Model)探討股利股利的宣告對股價產生的影

響。其實證結果如下： 

 2 
 



(1) 盈餘宣告與股利宣告之間，其累積異常報酬（CAR）具有相似的分佈；

支持股利具有資訊內涵之假說， 

(2) 股利的宣告比盈餘的宣告具有更多有用的訊息。他們認為，股利與

盈餘數字皆可用來傳遞公司未來成長的訊息，然而因為股利宣告可

以由管理當局自由裁量，而盈餘宣告不可自由裁量，所以股利改變

的宣告被視為更能預測真實情況的訊號。 

5、Woolridge (1983年) 

 主要在探討現金股利對股價的影響。其研究方法為以期間報酬比較法

(CPRA)來衡量股價在除息時期移動的顯著程度。研究結果發現現金股利愈

大，除息日的日報酬率愈大，意味著投資人可以從現金股利的發放解釋管

理當局所欲傳遞的訊息，因此現金股利符合資訊內容的假設。 

6、Miller & Rock（1985） 

Miller & Rock（1985）發展出一套訊息模式，並且認為股利與外部融

資其實是一體兩面。他們認為非預期發行新股或負債會被投資大眾解讀為

公司未來營運變壞的消息，而非預期的股利則會被解讀為好消息，進而反

應到股價上。 

7、Ravid and Sarig（1991） 

本篇論文主要是在探討公司同時採取「股利發放」和「舉債融資」兩

種財務工具時，所想要向投資大眾傳遞有關其公司營運品質及對未來現金

流量之承諾。利用稅負利益（tax benefits of debt）與財務危機成本（cost 

of distress financing）兩者的權衡下，推導出公司股利政策與負債融

資之訊息模型。其模型認為在資訊對稱的情況下，最適財務決策為不支付

股利，且存在一最適負債融資水準。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品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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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會較品質差的公司使用較多的負債並且支付較高的股利。 

8、DeAngleo, DeAngleo and Skinner（1992） 

以1980 年至1985 年間，至少有一年產生稅後淨損失之公司為研究。

探討股利減少和股利增加宣告事件的資訊內涵。其實證結果發現，當公司

宣告股利減少的訊息時，公司未來盈餘和股票報酬有增加的趨勢；當公司

宣告股利增加的訊息時，則無上述的現象產生。 

9、Banker, Das and Datar（1993） 

根據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的變動關係，區分出好樣本群及壞樣本群以

探討異常報酬的關係。其實證結果發現，根據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的變動

關係所區分出的好樣本群及壞樣本群和股價的異常報酬方向具有顯著相

關；好消息的樣本群之異常報酬大多為正值，壞消息的樣本群之異常報酬

大多為負值。 

10、Barclay, Smith ＆ Watts（1995） 

以各個不同的財務理論來驗證公司的財務槓桿及股利政策，實證結果

顯示：公司具有較高的成長機會時，其槓桿與股利發放率均較低。但在訊

息發射效果方面，管理當局增加股利發放的訊息之後，並沒有給管理當局

帶來超額報酬。 

11、Akhigbe ＆ Madura（1996） 

認為在資訊不對稱的市場下，公司股利政策的宣告可能隱含著公司管

理當局對未來經營績效的預期，其實證結果顯示，股利宣告具有傳達公司

未來經營績效的資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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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eAngleo, DeAngleo and Skinner（1996） 

從NYSE 中挑選盈餘至少成長九年的時間且首次盈餘下降之145 家公

司為樣本，探討股利政策之資訊內涵。其結果發現，股利政策宣告無助於

未來盈餘之預期。 

13、Benartzi, Michaely and Thaler（1997） 

主要在探討股利變動所隱含公司未來盈餘的資訊內涵。其實證結果發

現，當期股利增加之公司，其當期與前期之盈餘有顯著之增加；而當期股

利減少之公司，其當期與前期之盈餘有降低現象，但下一期之盈餘卻有顯

著增加現象。 

14、Nissim and Ziv（2001） 

探討股利變動與未來盈餘或未來超額盈餘之間的關係，其結果發現在

控制未來盈餘變動下，股利變動與未來二年之盈餘變動，存在正向關係；

而且，在控制帳面價值、過去的獲利能力及市場預期的未來獲利能力後，

股利變動與未來獲利水準亦呈正向關係。此實證結果支持股利之資訊內涵

假說。 

15、郭瓊珠（1989） 

利用平均異常報酬（AR）和累積平均異常報酬（CAR）來觀察異常報酬

率之變動，探討43 家上市公司於68 年至77 年間，董事會宣告現金股利

前後30 日之異常報酬情形。結果顯示現金股利宣告的確具有資訊內涵效

果，且盈餘宣告為現金股利宣告之先行指標，二者間並且有交互影響存在。 

16、馬筱惠(1995) 

藉由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到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間，一般產業之上市公

司的財務資料，探討企業的公司品質與其融資政策和股利政策間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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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到下列結論： 

(1) 為了與品質差的公司間有所區隔，品質好的公司會發放較高的股利，

並將此作為訊息傳遞給投資大眾。 

(2) 對好公司而言，因為有能力掌握最適資本結構及股利政策，因而可以

決定最佳的股利和舉債之訊息組合。基於股利與舉債邊際成本的考量，

好公司會同時使用股利與舉債作為傳遞公司品質的訊息。 

(3) 品質差的公司由於沒有能力模仿品質好的公司利用股利作為傳遞品質

的訊息，亦無能力改善資本結構，因此具有高負債比率、低股利發放率

的現象. 

17、黃琬娟(1996) 

以民國71年至84年底連續兩個年度中有現金股利變動宣告的上市公司

為研究對象，共得有效樣本89個。得到如下的結果： 

(1) 股利增加宣告具有正的宣告效果，且其訊息有提早外洩及在宣告日之

後仍有所反應的現象；股利減少宣告具有負的宣告效果，且其訊息在宣

告當天有尚未反應完畢的現象。 

(2) 以事件期21天的AR值進行過度投資假說、股利訊號模式、股利顧客效

果、公司資訊環境假說的檢定，其結果皆不顯著。 

(3) 股利變動的宣告並未傳遞著管理當局對未來盈餘的預期。 

18、黃國誠（1999） 

利用事件研究法對股利變動進行宣告效果驗證，研究顯示不論在總股

利變化、股利內容變化、重大總股利變化上，股利的宣告都會引起投資人

的反應，投資人相信非預期的股利宣告傳達了公司未來成長能力。 

 6 
 



19、詹忠衛(2002) 

在無法純粹就融資決策區分公司品質之下，高品質公司將藉由股利政

策作為補充訊息。就低品質公司而言，負債水準隨著公司品質之提高而降

低，但是股利則隨著公司品質之提高而增加。然而，高品質公司之負債水

準及股利則均會隨著公司品質之提高而增加，代表高品質公司會在高負債

政策下輔以高現金股利，以釋放其內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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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代理問題對股利的影響 

一、代理問題的理論基礎 

Jesen & Meckling(1976)認為公司的經營管理者並不全然是公司

的所有者，在人性是自利的情況下，經理人會違反最大化股東價值的

目標，因此為了促使管理當局能和股東的利益站在同一陣線上，即追

求股東財富的最大化，於是會產生一些代理成本(積極的誘因與消極的

監督成本)。而最大化股東財富的方法，在於採用最佳的監督成本與約

束成本，以使得總代理成本最小。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 

1、Rozeff ( 1982年)  

Rozeff以代理理論來解釋最佳股利政策的存在。認為在不考慮稅

負的情況下，公司應盡量發放股利，迫使管理當局必須向外融資，如

此可以將公司內部經營狀況暴露在外部投資人的監督下，以減少代理

成本的產生。然而，這麼做的話，也會使得公司的資金成本向上提升。

所以公司的股利政策就是在融資成本與代理成本間做一權衡(trade 

off)。而其實證結果發現，內部人持股比率、成長率與股利支付率呈

負相關。 

 

2、Easterbrook（1984） 

公司將原本要用於投資的資金當做股利發放給股東時時，必須向資本

市場取得新資金以維持最適投資策略，而在此時公司的整體狀況會受

到金融仲介機構嚴密的審核，故可藉此降低對管理者之監督成本，因

此透過現金股利之發放有助於降低代理成本。在人是自利的假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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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不是完美的代理人，故他會以個人利益極大化為目標，因而針

對代理問題下現金股利的發放提出兩項解釋： 

(1) 大部份的經營者將大部分的個人財富（股票及薪資）繫於公司的經

營，如果公司破產了，他們將遭受非常大的損失，因此經營者所關

心的是公司的總風險。為了規避公司破產的風險，經營者將會儘可

能的降低公司的負債比率。其中可能的方法是，在既有的負債水準

下，儘量保留盈餘以使負債比率下降。因此，經營者在降低其所承

受風險的同時，提高了債權人的利益，等同於把財富由股東身上移

轉到債權人的手上，因此就產生了代理成本。所以股東為了降低代

理成本，將會增加股利的發放以促使經營者向外籌措資金，而負債

比率的回升即可消除財富轉移到債權人的現象。 

(2) 股利發放有助於監督經營者。當增加股利的發放時，經營者為了獲

得資金以供運用便會向銀行借款、發行商業本票或公司債券，也可

以在證券市場上發行新股，無論以何種方式舉債，都需經過金融中

介機構對財務狀況及經營績效的審核通過，才可募集所需的資金。

如果是在證券市場上發行新股，則除了需通過證管會的審查外，新

股上市後還得受證券分析師的評估，新的投資者也會慎察經營者的

行為，如果管理上的代理成本未受到任何的補償，則將無法吸引他

們購買新股。如果是向銀行舉債，則銀行唯有在肯定公司的經營績

效及經營者的行為後，才會同意此項借款，此外，銀行亦會監督公

司的經營績效以保障其權益。在這樣募集資金的過程中，公司實已

受到各界的監督和評估；故股利的發放有助於減輕代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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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惠芳 (2000) 

研究發現在民國 70年至 80年間，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

的發放情形呈現不顯著的負向關係，而在民國81年至89年內部人持

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的關係為顯著正向，這和支持代理理論的學者

Jensen and Meckling(1976)、Rozeff(1982)、Easterbrook(1984)所

述內部人持股和現金股利率二者呈抵換關係不一致。再者，民國 81

年至 89年內部人持股比率對現金股利宣告的累積異常報酬是具正向

顯著的影響，這支持本研究認為內部人持股比率比較高的公司愈可能

透過現金股利的發放建立自己公司的聲譽，釋放公司內部管理對未來

公司前景佳的預期，給予外部股東一個正向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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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金股利與現金增資兩者關聯性研究 

 本節主要在探討國內外學者對於現金增資前股利發放行為的解釋與實

證研究。主要如下： 

1、John & Williams (1985) 

在假設公司投資政策固定下，利用 NpCID e+=+ ，其中D為股利金額、

I為投資金額、C為公司現有的資金、 為現金增資可籌得的資金。利用

經理人為追求當下股東價值極大化的目標式下，以及資金流入等於資金流

出的條件式下，得到下列的式子： 

Npe

LCI
XtDXtDICXDP
+−

+−−=
)(exp)()]([  

 由上式可以發現，股利可以用來顯示公司價值，並藉以降低權益證券

發行時所造成的稀釋效果。所以根據此篇研究，公司在宣告進行現金增資

前，應先宣告股利增加的發放，以達減少因為增資使得當前股東造成的稀

釋效果。 

2、Loderer & Mauer (1992) 

本篇研究以實證的方式來驗證John & Williams在1985年提出的理論。研

究期間為1980至1984年共450個普通樣本為研究對象。採用市場模型檢

定。其研究結果如下： 

(1) 現金增資的公司與未現金增資的公司在現金股放的發放家數上並無顯

著不同，代表公司並不會特別因為即將進行的增資行為而發放股利。 

(2) 現金增資的公司在股利的發放水準上，與去年股利水準比較，並不會

比未現金增資的公司有顯著的增加。但是現增的公司會比較不願意去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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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發放的股利金額，不過因為樣本數不足，所以無法證實該論點。 

(3) 現金增資的公司較會在股利宣告後宣佈公司將進行現金增資。在股利

宣告與現增宣告的時間差距中位數為24日。 

(4) 以INFORMi = 2

2)2/1(

i

i

s
AR
為應變數、股利發放與否為自變數的市場模式

做檢定，發現現金增資前股利的發放對於股價的穩定度並沒有幫助，也

就是股利的發放並不能減少評價的不確定性。 

(5) 以ARi為應變數，股利發放與否為自變數的市場模式做檢定，結果亦發

現股利的發放對於現增宣告日的股價異常報酬有負的相關。而且股利的

增加或不變亦和現增宣告日的股價異常報酬有負的相關。說明現金增資

前的股利發放並不能使股價上漲。 

3、Twu Mia (2003) 

 在John & Williams(1985)的模型中，將公司控制者的持股率納入為變

數，在公司控制者追求本身的利益極大化以及公司的資金流入等於資金流

出的假設下，得到下列關係式： 

 )0,max(12)( CI
n

XXD −+=  

  
n

ICnXDXDP
2

))(21()(
2
1)]([ −+

+=  

其中，D為現金股利、I為公司計劃的投資金額、X為I的現值，但該數據在

資訊不對稱下，僅有公司的內部人知道、C為現金流入量、n為(1-公司控

制者的持股率)、P為公司股票的價格。所以，由上面兩個式子可得知如下

的結果： 

(1) 公司控制者的持股率愈高，所發放的股利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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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佳股利愈高，公司的價值愈高。 

 

4、徐惠敏(1996) 

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企業的股利政策是否會因現金增資而有所改

變以及測試股利宣告對現金增資所傳遞的訊息。研究期間自民國77年至民

國84年止，研究樣本數為147個。其研究結果如下： 

(1) 股利的發放與否與現金增資無關。 

(2) 不管股利有沒有發放對現金增資皆具正的訊息效果；顯示股利宣告對

於現金增資事件之異常報酬不含訊息性。 

(3) 沒有發放股利的宣告與現金增資的宣告對於股價的聯合效果顯著為

正；股利發放之多寡及股利結構的變動，其與現金增資宣告對股價的聯

合效果均為正，但僅有股利增加或股票股利比重增加、不變的情況下，

其統計檢定方為顯著，其餘則為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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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整理與啟示 

一、文獻整理 

將1~3節探討的文獻整理如下表： 

表2.4-1.文獻整理 

 支持 不支持 

訊號發射模型 MM、Ross、Bhattacharya、

Aharony and Swary、

Woolridge、 Miller & 

Rock、Ravid and Sarig、

Banker, Das and Datar、

Akhigbe ＆ Madura、

Benartzi, Michaely and 

Thaler、Nissim and Ziv、

郭瓊珠、馬筱惠、黃琬娟、

黃國誠、詹忠衛 

Kalay、 DeAngleo, 

DeAngleo and Skinner

(1992、1996)、Barclay, 

Smith ＆ Watts 

股利有助於代理問

題的解決 

Rozeff、Easterbrook、周

惠芳 

 

股利有助於提升現

金增資股價 

John & Williams、Twu  Loderer & M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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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本研究的啟示 

根據股利訊號發射模式與股利對於代理問題的解決兩個理論模型以及

後續學者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股利的發放可以發射出好的訊息並且有助

於代理問題的解決，這些對於股價的反應都具有正面的助益。因此，本研

究在此推論：上市公司為了拉抬增資的股票價格以減少增資帶來的稀釋效

果，可以在增資前利用股利的發放來達到此目的。 

再者，根據John & Williams (1985)、Twu (2003)的理論模型指出，

股利可以用來顯示公司價值，並藉以降低權益證券發行時所造成的稀釋效

果。其中Twu 更認為：公司控制者的持股比率愈高，股利發放對該公司控

制者的成本愈低，因此該公司愈有可能發放較高的股利。所以，本研究將

以此為理論基礎，驗證是否公司控制者在現金增資前的股利發放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 

因此，上述的文獻對於本研究的啟發有以下幾點： 

1、 在股利訊號發射模型及股利有助於減輕代理問題成立下，股利的發

放有助於增資股價的提升，因此公司有動機在現金增資前發放現金

股利。 

2、 如果公司於現金增資前較之前年度傾向於發放股利，則符合John & 

Williams (1985)的理論模型。 

3、 反之如果公司於現金增資當年度較前年度不傾向於發放股利，則如

果Twu (2003)的理論模型成立的話，從股利發放對於公司控制者的

成本觀點出發，應可發現控制者持股率愈高的公司在現金增資前會

愈傾向於股利的發放。 

茲將上述1~3點繪成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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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過去文獻對於本研究的啟發 

 

John & Williams (1985)、

Twu(2003)模型皆不成立 

Y

Y

Y 

N 

N 

N

John & Williams 

(1985)、Twu(2003)

模型成立 

Twu(2003)模型成立

尋找股利訊號發射模

型及股利減輕代理問

題不成立的原因 

公司控制者持

股率愈高愈可

能發放股利? 

公司應於增

資前發放股?

股價上升?

現金增資前的

股利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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