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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資料來源與樣本蒐集 

一、研究期間 

本研究主要係著眼於 93 年 12 月份承銷制度改革後，對於承銷價格調整幅度

之決定因素、IPO 期初報酬率影響因素之探討，並以採用詢價圈購之案件者為例，

由於本研究係以掛牌首日之期初報酬率作為研究基礎，樣本選自於適用承銷新制

且適用於首五日無漲跌幅規定之初次上市(櫃)案件，樣本期間為 94 年 10 月份起

至 96 年 10 月底止，研究期間共計 2年。 

二、資料來源 

1. 上市(櫃)公司之相關資料，包含股價、成交量、報酬率、上市櫃日期、公司成

立期間、興櫃期間長短、加權指數資料等，取自於台灣經濟新報社(TEJ)之資

料庫，以及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以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之證券資訊整合資料庫。 

2. 初次上市(櫃)公司之承銷相關資料，包含詢價圈購價格區間、詢圈期間、主辦

承銷商、承銷股數、首五日無漲跌幅期間、承銷商過去承辦 IPO 之案件數等，

取自於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3. 興櫃市場交易資料，包含興櫃交易成交股價、興櫃市場交易時間長短等，取自

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至於 IPO 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董

事會審議通過日期，以及證券期貨局核准上市(櫃)契約日期等資料，則摘自於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網站。 

三、樣本篩選 

本研究係以94年 10月至 96年 10月適用 93年底承銷制度改革後新制之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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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之公司為研究對象，除須適用首五日無漲跌幅之規定外，其訂價須以 

詢價圈購方式為之10，但有下列情況者，則予以排除在外： 

1. 上櫃轉上市的公司(因大多無需進行公開承銷，且已有公開交易資料，上

市承銷價之訂定較有客觀之依據)。 

2. 金融、營建相關事業之公司(因金融、營建事業與一般產業相比，具有較

為特殊的差異性，故自樣本中去除之)。 

3. 變數資料有遺缺者，未避免影響實證結果，不予納入。 

4. 上市(櫃)公司係由已上市(櫃)公司所切割上市者，因適用簡易上市之規

定，其性質與一般 IPO 不同，故不予納入11。 

經過篩選過後，本研究期間合格樣本數共計 77 家公司，樣本敘述如下： 

【表 3-1-1：樣本篩選資料統計表】 

原始樣本 79 家 

   扣除樣本  

     1.分割上市 1 家 

     2.全數公開申購 1 家 

合格樣本 77 家 

                                                 
10 扣除採用全數公開申購之樣本「唐榮公司(2035)」。 
11 研究期間中，由凌陽科技所切割成立之子公司「旭曜科技(3545)」，係以分割受讓方式申請股票

上市，適用簡易上市之規定，與一般初次上市(櫃)所適用之規定不同，故自樣本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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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承銷價格調整因素之模型設計 

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並利用普通最小

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研析影響承銷商調整承銷價格之因素，其

模型設定如下，各變數之定義則臚列於後： 

ADJi= +++++ iiiii REVINDMKTWIDTHREPU 43210 )( βββββ  

iiii LNSIZEPREPRICEDUR εβββ +++ 765  

一、應變數─承銷價格調整幅度(ADJi) 

本研究係探討民國 93 年主管機關調整承銷制度後，採用詢價圈購為訂價方式

之 IPO 案件，其承銷價格調整幅度之因素探討，依據 Hanley(1993)之研究，對於

價格調整幅度的定義為： 

ADJi(價格調整幅度)=
E

E

P
PP −0 ； 

EP =
2

LH PP +
； 

( EP 預期承銷價格為詢價圈購價格之平均數， HP 為承銷商公告該次 IPO 詢價

範圍之高限價， LP 則為低限價，實際承銷價應落於此區間範圍之內。) 

0P =實際承銷價格。 

二、自變數 

(一)承銷商因素 

1. 承銷商商譽(REPUi) 

Megginson and Kathleen(1991)、Dunbar(1998)均以主辦承銷商市場佔有

率來反映承銷商商譽好壞，即市佔率越高，承銷商商譽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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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Plaksen(2006)對於股票上市(櫃)前資訊揭露效率對於 IPO定價的影

響研究指出，商譽(reputation)越差的承銷商，易有自由現金流量(free cash 

flow)的管理者代理問題，則越容易將詢價圈購價格區間範圍設在低於法人投

資人認為是合理的股價區間範圍。據此，商譽越小的承銷商，其價格調整的幅

度也會越大。此外，根據 Hanley(1993)提出另一個承銷商商譽與價格調整關係

的解釋，承辦 IPO 越有經驗的承銷商，越有能力將 IPO 配售給在詢圈期間提供

有價值資訊的投資人(informed investors)，因此，主辦承銷商商譽越佳，越

能吸引提供具有價值資訊的投資人越多，最後調整價格的幅度也越大，而價格

調整的幅度將與主辦承銷商 IPO 的經驗與商譽呈現正相關。另根據 Benveniste 

et al.(2003)發現承銷商商譽越高者，IPO 收益(proceeds)
12調整幅度也越大。 

Dunbar(1998)與 Ho et al.(2002)皆以主辦承銷商承辦 IPO 案件數的市佔

率作為承銷商商譽的代理變數(proxy)，市佔率越高，則表示承銷商的商譽越

高。該研究係參酌前二研究變數設定方式，以研究期間及研究期間前三年承銷

商主辦 IPO 件數作為指標，主辦越多則承銷昌商譽越高，並利用設虛擬變數

(dummy variable)的方式，將主辦件數前五名的承銷商設為 1，反之為零13。 

根據陸石睦(2003)變數設定方法，以承銷商主辦 IPO 件數作為指標，採用

市佔率為之，以該 IPO 主辦承銷商前三年之主辦 IPO 案件數市佔率做為指標。

例如 A 公司 94 年上市，則以該主辦承銷商於 91 年至 93 年所主辦承銷 IPO 案

件市佔率設定為承銷商商譽，95 年上市的公司，則以該主辦承銷商於 92 年至

                                                 
12 IPO 收益調整(proceeds revisions)定義為：The percentage deviation between the final 

gross proceeds (excluding the overallotment option) and expected proceeds (the product 

of the midpoint of the indicative price range and the number of shares reported in the 

issuer's S-1 registration filing). Benveniste et al.(2003)指出，若該研究將 IPO 收益

調整替換為「價格調整」，對於研究結果沒有影響。 
13 承銷商商譽之衡量方式尚有 Nanda and Yun (1997)認為承銷次數較高者，承銷商經驗較豐富，

爰以承銷次數作為承銷商商譽之代理變數。陳安琳、陳振源與王恕(2002)則以某ㄧ期間主辦承

銷商承辦 IPO 之「發行規模」作為承銷商商譽之代理變數。金城隆、林修葳與洪郁珊(2003)則

以上市櫃前三年主辦承銷商市佔率為承銷商商譽之衡量，市場率在最後三分之  ㄧ者設為「0」，

中間三分之ㄧ者設為「1」，前面三分之ㄧ者則設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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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主辦 IPO 案件的市佔率為承銷商商譽的代理變數(proxy)。 

UWi,t=主辦承銷商前三年主辦 IPO 市佔率。 

2. 詢圈價格區間設定(WIDTHi) 

Benveniste 與Spindt(1989)提出價格區間設定與公司股票價值不確定性

關聯性的假設，認為承銷商對於公司該次 IPO 承銷股份的價值不確定性越大，

則會選擇越大的價格區間(width)做為最為最後決定承銷價的價格區間，以保

留彈性。反之，若承銷商對於 IPO 價值不確定性越小，在擁有較多的資訊前提

之下，可選擇較小的詢圈價格區間。而根據 Hanley(1993)實證結果發現，價格

區間越大，則最後承銷價調整的絕對值也越大。因此，假設當該 IPO 價值越不

確定之下，承銷商設定的價格區間會越大，調整的幅度會越大。 

WIDTHi=
L

LH

P
PP −

 

(二)資訊外溢效果 

1. 大盤報酬率(MKTi)與同類股報酬率(INDi) 

Logue(1973)認為承銷價會部分隨著等待期間(waiting period)14市場報

酬率來做調整，而 Hanley(1993)也認為承銷價格調整與等待期間大盤走勢呈現

正相關。當等待期間市場走勢上揚時，承銷商會將價格往上調，相反的，當等

待期間的大盤呈現向下走勢時，承銷商會將價格往下調整。Lowry and 

Schwert(2001)以 1985-1999 為研究期間，採用 IPO 前 50 天大盤指數報酬率作

為替代變數衡量公共訊息(public information)的資訊外溢效果，對於價格調

整具有顯著影響。 

Edelen and Kadlec(2005)研究等待期間的公開資訊(public information)

                                                 
14 等待期間(Waiting period)係指 IPO 案件向 SEC 申請掛牌上市日(Filing date)起至上市(櫃)日 

(Offer date)止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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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部分價格調整(partial adjustment)之影響中指出，等待期間的攸關公開

資訊對於價格調整以及 IPO 期初報酬率皆有顯著的影響，由於產業報酬率的波

動度較市場波動度來的大，對於期初報酬率能夠捕捉較大的變動量，因此

Edelen and Kadlec(2005)提出採用等待期間「同產業公司(comparable 

firms)15」加權平均報酬率做為替代變數(proxy)較以「市場報酬率(market 

return)」作為替代變數來的佳，以該研究為例，同類股公司報酬率標準差為

等待期間為大盤報酬率標準差的 1.7 倍。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定價日前一個月市場報酬率與同類股報酬率 

  Mean Std Dev Minimum Maximum 
加權股價指數 2.75% 4.82% -9.31% 10.53% 
類股指數  2.82% 8.02% -20.54% 32.16% 

由於實務上訂價日後自實際掛牌上市日止，仍有將近一周的交易期間，故

為探討市場報酬率對於承銷價訂定的影響，本研究以「訂價日前一個月」之加

權股價指數報酬率做為替代變數，並分別觀察大盤以及同類股指數與承銷價格

調整之關連性。 

MKTi=
in

∑ i)( 價指數報酬率定價日前一個月加權股
 

INDi=
i

i

n
∑ )( 指數報酬率定價日前一個月同類股

 

2. 其他 IPOs 價格調整幅度(REVi) 

Edelen and Kadlec(2005)認為另外一種在等待期間所獲得的資訊來源為

詢價圈購階段承銷商從投資人身上所獲得關於需求量的私有資訊。詢價圈購有

關的理論(Book building theories)主張資訊的取得必須以部分調整承銷價的

形式來進行補償。而實證結果指出承銷價格不僅隨著公開的資訊調整，也會隨

                                                 
15 Edelen and Kadlec(2005)係以 Fama and French(1997)所定義的 CRSP 產業分類法進行樣本分類

並藉以採計算「比較公司(comparable firms)」於等待期間的累積加權平均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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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私有資訊進行調整(Loughran and Ritter,2002)。本研究以掛牌前ㄧ個月其

他市場上掛牌的 IPOs 平均價格調整幅度，作為承銷商自投資人獲得有關需求

的私有資訊，以驗證承銷商是否會透過觀察其他 IPO 的價格調整行為來作為承

銷價格訂定之參考依據。 

REVi=
in

∑ 平均價格調整幅度掛牌前ㄧ個月其他IPOs
 

(三) 興櫃市場因素 

1. 興櫃期間長短(DURi) 

興櫃市場係透過自營商營業處所議價方式買賣在興櫃市場掛牌的股票，某

種程度可反映投資人對於公司價值所擁有的資訊，對於公司真實價值的衡量，

具有一定的指標性。當興櫃交易期間越長，資訊揭露的程度越高，則承銷商透

過詢價圈購階段(bookbuilding phase)所獲得投資人提供的攸關性訊息應相對

較少，因此，可推論興櫃期間越長，價格調整幅度越低。據此，本文爰將「興

櫃交易期間」納入分析，自興櫃交易開始日至上市(櫃)前一日止，以「月」為

單位，取自然對數作為替代變數。 

DURi=Ln(興櫃交易開始日,上市櫃日期) 

2. 興櫃市場價格與預期承銷價之差異程度(PREPRICEi) 

在承銷商定價會參考興櫃市場交易所提供資訊且興櫃價格為承銷價的不

偏預期的假設前提下，當「預期承銷價(價格區間的中間值)」與興櫃價格越接

近時，則最後價格調整的幅度也會越小，反之，當預期承銷價背離興櫃交易價

格時，則價格調整的幅度應越大。由於主管機關要求承銷商應在 IPO 公開說明

書中揭露最近一個月興櫃市場掛牌之各月平均股價資料16，且無論是機構投資

                                                 
16 為使初次申請上櫃公司的承銷價格能即時反應市價，過去承銷價參考指標之一的興櫃三個月的平

均股價訂定方式，主管機關於 95 年 7月宣布將參考指標修正為「最近興櫃一個月平均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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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是一般投資人均可透過興櫃市場的交易反應其對於該股份價值的認定，興

櫃價格也直接反映投資人所擁有的私有訊息。因此本研究推論，定價日最近一

個月興櫃市場價格應對於承銷商之定價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 

PREPRICE1i=
預期承銷價

預期承銷價易平均成交均價定價日前一個月興櫃交 )-(
 

(四) 公司屬性因素─承銷規模(LNSIZEi) 

Benveniste and Spindt(1989)認為當公司股份價值不確定性越高時，調

整承銷價格的可能性就越高，而事前發行的風險，除了會反映在價格區間幅度

之外，也會反映在預期承銷規模，且承銷規模與價格調整呈現負相關。

Benveniste et al.(2003)也發現承銷規模越大者，則該次發行的風險越小， 

IPO 收益調整(proceeds revision)幅度也越小，與 Beatty and Ritter(1984)

結果ㄧ致。 

由於發行規模並非為常態分配， 因此本文以發行公司在 IPO 公開說明書

內所載公開發行數量與實際承銷價格之乘積作為發行規模，並取自然對數為替

代變數，以符合其為常態分配的假設。 

LNSIZEi=Ln(發行股數*發行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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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 IPO 期初報酬率因素之模型設計 

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並分別利用普通

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研析影響初次上市(櫃)公司期初報酬

率之因素，以及二階段最小平方法(Two-Stage Least Square;2SLS)結合前一小節

之回歸分析結果，利用第一階段模型內生變數的估計值，代回第二階段的結構方

程式中，其模型設定如次： 

普通最小平方法： 

IRi= +++++++ iiiiii LNSIZEAIRINDREPULNSYNADJ 6543210 1 θθθθθθθ         

iii PRELNAGE ςθθ ++ 87                                  (式 3-3-1) 

二階段最小平方法： 

+++++=
∧∧∧∧∧

iiiii LNAGEaPREPRICEaTHDWIaREPUaaADJ **** 43210

iii REVaLNSIZEa ε++
∧∧

** 65                            (式3-3-2) 

iiiiiiii INDbMKTbAIRbPREbLNSNYbADJbbIR μ++++++=
∧

)*(***** 6543210

(式 3-3-3) 

透過第一階段(式 3-3-2)的迴歸分析，將可以得知所有控制變數與承銷價格

調整(ADJi)的關係，並藉由第一階段迴歸所得的各迴歸式係數估計結果，拆解成兩

部分，進行第二階段的迴歸分析。第一部份係屬能夠解釋內生變數部分(
∧

iADJ )，

另一部份則屬於內生變數無法被解釋的部份，即為殘差(
∧

iε )，將第一階段的內生

變數估計值(
∧

iADJ )帶入第二階段(式 3-3-3)之內生變數(IRi)，並透過普通最小平

方法作多變量的迴歸分析，以觀察控制變數與期初報酬率(IRi)之間的關係，各變

數之定義則分述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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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變數─期初報酬率(Initial Return, IRi) 

國外對於期初報酬率之計算，是假定市場有效率的情況下，將所有隱含 IPO

的資訊將再第一天反應完畢。我國於 93 年推出承銷新制時，以開放 IPO 案件上市

(櫃)首五日內無漲跌幅之規定，俾使資訊得以有效率的反應，及減少 IPO 蜜月期

往往長達數月之情況發生，首件適用於該規定之個案即為英華達公司(3367)之上

市案。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在控制其他可能因素之下，價格調整幅度對於期初報

酬率之影響。 

IRi=
0

01

P
PP −

；P1為初次上市(櫃)當日之收盤價。 

二、自變數 

(一)價格調整幅度(ADJi) 

Benveniste and Spindt(1989)所提出的部分調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認為，承銷商必需要對在詢圈期間提出私有需求(private demand)資訊的

投資人進行補償，使得承銷價格並不會就詢圈期間所獲資訊作完全調整，造成承

銷價只會部份向私有資訊(private information)進行調整，餘未調整的部份，則

以折價形式來補償給提供資訊的投資人。Hanley(1993)、  Bradley and 

Jordan(2002)以及 Benveniste et al.(2003)等針對美國不同樣本其間的研究結

果，均得到同樣的結論─承銷價向上調整幅度越高者，則該次發行的期初報酬率

也越高。 

(二)承銷商因素 

1.承銷團總數(LNSYNi) 

承銷團規模越大，又有可能提高價格向上調整的機會，越容易產生 IPO 折

價發行的情況(Corwin and Schultz,2005)。但是，若控制價格調整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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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銷團規模對IPO期初報酬率是否仍具有額外的影響力呢? 若承銷團可以幫助

確認該次發行 IPO 的品質或是對於降低資訊不對稱有實質幫助，則可以預期，

當承銷團規模越大時，IPO 折價發行的情形會有所改善。 

另外，Barzel et al.(2000)認為，承銷團團員數目的多寡，有時候只是

為了避免過多的搜尋成本。在其假設的模型中，承銷團會納入一些對該次 IPO

發行並不是非常積極的承銷商。因為當某家原本不該承銷團之內的證券商正積

極的從事該 IPO 價值的研究，希望能夠在該 IPO 成功上市後因此獲利。但由於

該證券商並不屬於承銷團的一員，因此該證券商所做的研究或調查，對於提升

該 IPO 定價的正確性以及更好的配銷並沒有實質的助益。因此，若將該證券商

納入承銷團中，則可降低承銷團的研究調查費用，同時也可以讓該證券商保持

其被動的態度。這是另一個解釋承銷團數目與 IPO 折價幅度關聯性的關點。 

本文以公開說明書所載承辦承銷商數目並取自然對數做為替代變數。 

2.承銷商商譽(REPUi) 

Logue (1973)認為承銷商與發行公司會了保障其聲譽及降低對投資人所

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因而願意降低承銷價格，並認為承銷商普遍傾向將承銷價

低估，係為減少投資人因為股票價格下跌而對承銷商提出興訟的可能性，與近

期的文獻認為由商譽不佳的承銷商所承銷的股票，發生 IPO 折價的機會就越高

之實證結果一致(Carter,Dark and Singh(1998)；Rahman and Yung(1999)，

Chen and Ritter (2000)也認為承銷商聲譽、分析師報告以及「買入建議」是

發行公司選擇承銷商的幾個重要考量因素。另外，Tinic (1988)則從承銷商所

承擔的風險層面切入，認為承銷價的低估有利於承銷商降低承銷風險與成本，

而承銷商與發行公司會為了避免法律糾紛而將承銷價格低估。本節承銷商商譽

代理變數之設定同前，不另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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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訊的外溢效果 

Booth and Chua(1996)認為，在一段期間之內，若有許多 IPO 同時發行，

則會產生資訊的外溢效果，對投資者而言，可以透過觀察其他家公司的 IPO 的

狀況而得到免費的訊息，因此，公司發行的資訊成本(information cost)能夠

降低，此部分的資訊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ies)，投資人使用時，公司並無

需額外支付此部分的成本，因而具有降低資訊成本的效果。故若近期有越多 IPO

案子聚集發行(intensity)，則投資人所花費的資訊搜尋成本越少，IPO 折價的

幅度也越少。 

1.掛牌前ㄧ個月市場報酬率(MKTi)與類股報酬率(INDi) 

Lin and Fok(1997)指出證券市場景氣好時，IPOs 受到當時大盤趨勢的影

響，折價幅度會較大，而 Logue(1973)與 Hanley(1993)也都認為 IPO 折價幅度

會與等待期間(waiting period)市場報酬率呈現正相關。Loughran and 

Ritter(2002)利用 IPO 前 15 天市值加權的市場報酬率為指標，發現 IPO 期初

報酬率與市場報酬率具有顯著的關連性。Lowry et al.(2001)則指出，在控制

最近價格對於期初報酬率的影響以及承銷商整合正負面資訊不對稱行為之

後，大盤報酬率與 IPO 期初報酬率之關連性則變的不顯著。另外，Benveniste 

et al.(2000)則發現註冊期間(Registration Period)S&P500 報酬率在成熟的

產業中，與 IPO 期初報酬率呈現不顯著關聯性，而與成熟產業呈現顯著關聯性。 

為總體市場走勢與同產業公司報酬率對於 IPO 期初報酬率之影響，本研分

別以掛牌前一個月加權指數報酬率與同類股指數報酬率以為替代變數觀察之。 

MKT1i=
in

∑ i)( 指數報酬率掛牌前一個月加權股價
 

IND1i=
i

i

n
∑ )( 數報酬率掛牌前一個月同類股指

 

2. 掛牌前ㄧ個月 IPOs 的期初報酬率(A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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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ghran and Ritter(2002)認為 IPO 的期初報酬率具有正向的自我相關

性，表示 IPOs 具有某種程度的聚集效果； Lowry and Schwert(2002)實證結

果則發現，前期 IPOs 承銷數量與 IPOs 期初報酬率呈現不顯著相關，惟 IPO 掛

牌後的期初報酬率，卻與下一期 IPO 承銷數目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當正要打

算上市(櫃)公司看到目前的市場上掛牌的 IPO 具有蜜月多頭行情時，會搶搭此

熱潮趕上市(櫃)，但是，IPO 的掛牌熱絡，卻不表示未來會有蜜月多頭行情； 

Benveniste et al.(2003)則認為較晚掛牌上市(櫃)的公司會整合前期掛牌公

司進行公開承銷時所釋放出的共同因素資訊(common-factor information)，

實證結果發現當越多公司在短期間分享這些共同因素資訊時，IPO 期初報酬率

會較小。Edelen and Kadlec(2005) 研究 1985 年至 2000 年期間共計 7500 家

IPOs，以近期(30 天)掛牌上市公司的期初報酬率作為控制變數，亦發現其與

IPO 折價幅度具有正向關聯。本研究參酌 Edelen and Kadlec(2005)以「掛牌

前ㄧ個月 IPOs 之平均期初報酬率」作為替代變數。 

而在第一筆資料之前，制度上仍屬於有漲跌幅限制者，若仍以期初報酬率

計算可能產生偏誤，故前期 IPO 期初報酬率以「蜜月期之報酬率」作為計算方

法，而蜜月期則定義為掛牌日至漲停打開日止之報酬率。。 

(四)興櫃市場因素 

當事前不確定風險越大時，IPOs 的初始報酬率會越大(Beatty and 

Ritter,1986)，而興櫃股票市場的設立，有助於增加股票的流動性，並導入公

司資訊，幫助投資人降低資訊不對稱，進而降低投資人之必要報酬率(姜堯民、

戴維芯，2007)，因此興櫃市場的設立能夠降低上市後的交易週轉率以及報酬

波動性(張翠玲，2003)。在現行制度之下，IPOs 公司正式上市(櫃)當日其興櫃

交易即終止，故其興櫃市場交易成交價格與承銷價之差異，某種程度上應可反

應 IPO 折價幅度。國內過去針對興櫃市場交易與初次 IPO 股票的蜜月效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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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興櫃市場交易熱絡程度以及興櫃市場股價皆與 IPO 的超額報酬率具有

顯著關連性(楊雅婷，2003；許石睦，2004)。 

據此，欲探究興櫃市場交易內涵資訊與承銷商定訂承銷價格之間的關連

性，本研究以「興櫃市場交易期間長短」與「興櫃市場成交價格」，作為興櫃

市場之變數探討。 

1.興櫃市場交易期間(DURi) 

楊雅婷(2003)以台灣91年 1月至92年 9月間自興櫃市場轉上市(櫃)公司

共計 151 家公司為樣本，研究興櫃交易如何影響上市(櫃)後之報酬率，發現興

櫃交易時間越長，資訊揭露程度越高，IPO 後的超額報酬率也越低。變數設定

同前。 

2.興櫃市場成交價格(PREi) 

承銷新制已刪除傳統承銷價格採證期會頒布之慣用公式計算參考價之規

定，並加強承銷價格訂定資訊揭露之規定，要求 IPO 公開說明書中，需揭露最

近一個月興櫃掛牌各月平均股價以為參考。現行制度，訂價日後由於掛牌作業

流程仍尚須約一周的作業時間，而興櫃市場交易則會持續至掛牌前一日止，推

測對於投資人應會將對於 IPO 股價的預期反應在這段時間的興櫃交易；而實務

上也觀察到，IPO 掛盤前幾個交易日，興櫃市場交易有逐步熱絡的情況，掛牌

前一日所有樣本均有興櫃交易發生，是否隱含興櫃最後一天的成交均價為承銷

價的不偏預期，爰納入此變數觀察之。 

PREi=
i

ii

iceOfferingpr
iceOfferingprPREPRICE )( −

 

PREPRICEi=掛牌前一日興櫃交易成交均價 

(五)公司屬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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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成立時間(LNAGEi) 

主管機關對於公司上市(櫃)給予設立年限的規定，目的希望讓新成立的公

司能夠接受市場的考驗以及累積財務業務紀錄的期間，以確定該公司穩定性與

持續性。Barry and Brown(1985)認為公司成立期間越長，累積的資訊數量也

越高，資訊不對稱程度也相形降低，因此上市後的超額報酬率會較低，且相關

實證研究亦均指出，成立時間越長的公司，IPO 的期初報酬率越低(Muscarella 

and Vetsuypens，1989；Carter and Manaster，1990；Jon A. Garfinkel17，

1993；Loughran and Ritter18，2004)。 

綜上，當公司成立時間越長，公司透明度相對越高，投資人所能獲得的資

訊越多，IPO 折價幅度會較低。本研究以公司成立時點至上市(櫃)日止，以年

為衡量單位，由於「公司成立期間長短」並不呈現常態分配，爰參酌 Jon 

A.Garfinel(1993)取自然對數作為替代變數。 

LNAGEi=Ln(公司設立時間,上市櫃日期) 

2.承銷規模(LNSIZEi) 

Beatty et al.(1986)以公司發行量與發行股數來衡量該次發行不確定性

程度與 IPO 折價幅度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當發行規模越大時，公司議價能力

與談判能力均較強，IPO 折價幅度也越小。據此，發行規模與 IPO 期初報酬率

應呈現負向關聯性。Benveniste et al.(2002)認為為了解決與資訊外溢有關

聯性的協調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承銷商會將 IPOs 聚集一起發行，

觀察承銷規模與 IPO 期初報酬率呈現負相關之結果。馬黛與胡德中(2003)指

出，當 IPO 發行規模越大時，承銷商所承受的壓力越大，為降低其風險，承銷

                                                 
17 Jon A. Garfinkel(1993)以公司成立年限加一後取自然對數職作為替代變數研究公司成立時間長

短與 IPO 折價幅度之關連性。 
18 Loughran and Ritter(2004)以 Ln(1+公司成立年限)作為替代變數研究公司成立時間長短與 IPO

折價幅度之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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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傾向壓低承銷價，因此 IPO 期初報酬率會較大。變數衡量方式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