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融資決策理論探討 
國外文獻 

1. Brennan and Schwartz（1980） 

作者認為可轉換公司債具有混合債券的特性，使得可轉換公司債的價

值對於風險變動的敏感度較低，如發行公司風險程度高，則可轉換公司債

中純粹債券價值會降低，但隱含選擇權的價值卻相對增加，因此，可轉換

公司債受風險的影響較小。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與 Bernnan and 

Schwartz (1988)亦提出相同觀點，認為高風險與高成長性的企業會選擇以

可轉換公司債籌資，因為投資人對高風險的投資案會要求較高的報酬，這

類的公司如果向銀行借貸或發行一般公司債，勢必面臨較高的資金成本，

導致較大的利息支出負擔。然而可轉換公司債因賦予投資人轉換的選擇

權，即使投資人不認同公司的風險，卻易於接受可轉換公司債的價值，使

可轉換公司債的發行較為容易，且其利率較一般公司債為低，可以降低公

司的利息支出。 

 

2. Green （1984） 

作者以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的風險移轉假說 (Risk-shifting 

Hypothesis)或稱為資產替代假說(Asset-substitution Hypothesis)的理論為基

礎，建立一套理論模式說明，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是解決股東與債權人之間

代理問題的方法之一，以避免股東藉由過度投資於高風險的投資計畫，來

剝削債權人之財富。Green 提出，可轉換公司債的轉換條款利用公司剩餘

求償的報酬結構，改變了原本扭曲的投資誘因，因為可轉換公司債之債權

人，未來有機會執行此轉換條款而成為公司股東，因而稀釋了原本股東可

以自高風險性投資所賺得的報酬，一旦計畫成功而使股東權益增加時，可

轉債之債權人可行使轉換權來分享利益，解決了負債代理問題，因此，Green

認為投資機會較多且營運風險較高的公司，其面臨之負債代理問題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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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越傾向透過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來融資。 

 

3. Stein （1992） 

作者認為有充分成長機會但苦無資金來源的公司，常常會受到融資的

限制。由於這些公司必須支付較高的利息，且財務危機成本高，因此不傾

向使用普通公司債來融資。但另一方面，公司目前的股價又未能反應真正

的價值，資訊不對稱造成發行普通股之融資成本高昂，而可轉換公司債的

發行與設計，正可以讓這些公司以間接權益的融資方式取得資金，稱之為

後門權益融資假說(Backdoor Equity Financing Hypothesis)，以減少資訊不

對稱下直接權益融資之逆選擇成本，且最可能發生在高度資訊不對稱及財

務危機成本高之公司。 

 

4. Mayers （1998） 

作者提出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原因是為了降低發行成本、解決連續融

資問題(Sequential-financing Problem)，同時控制過度投資問題。根據連續

融資假說推論，假設公司處於一個兩期的世界，且同時有一個「可獲利的

投資計畫」，以及一個在「第二期期初到期的投資選擇權」需要融資，如

果公司確實存在有價值的投資計畫，可轉換公司債之投資人樂於執行轉換

權而成為股東，進而將資金保留在公司內部，也就是公司可以以較低的資

金成本取得權益融資。反之，如果公司根本缺乏好的投資計畫時，根據可

轉換公司債發行條件之規定條款，公司必須支付現金來贖回債券，如此便

可有效解決公司過度投資的問題。 

 

表 2-1  可轉換公司債之融資決策理論相關文獻一覽表 

作者 年代 理論基礎 內容 

Brennan 

and 
1980 

風險綜效假說 

(Risk Insensitivity 

可轉換公司債價值對於公司風險的

敏感度很低，如發行公司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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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 Hypothesis) 高，則可轉換公司債中純粹債券價

值會降低，但隱含選擇權的價值卻

相對增加，因此，可轉換公司債受

風險的影響較小。 

Green 1984 

風險移轉假說 

(Risk-shifting 

Hypothesis)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是解決股東與債

權人之間代理問題的方法之一，投

資機會較多且營運風險較高的公

司，其面臨之負債代理問題越嚴重

則越傾向透過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來

融資。 

Stein 1992 

後門權益融資假說 

(Backdoor Equity 

Financing 

Hypothesis) 

可轉換公司債的發行與設計，正可

以讓這些公司以間接權益的融資方

式取得資金，以減少資訊不對稱下

直接權益融資之逆選擇成本。 

Mayers 1998 

連續融資假說 

(Sequential-financing 

Hypothesis) 

當後續投資選擇權價值與期初投資

案有正相關時，以可轉換公司債籌

資即可解決連續融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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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宣告效果 
國外文獻 

1. Myers and Majluf （1984） 

作者認為對公司真正的價值，管理者較投資者擁有更正確的資訊，因

而能更加了解公司的價值，且雙方都對此資訊不對稱的事實有相當的認

知。當管理者的決策行為著重於舊股東的利益時，在上述的假設情況下，

如公司需要外部融資，而管理者認為公司的市場價格超過其真正價值時，

必會利用發行新股融資；如認為公司市場價格低於其真正價值時，會以舉

債來融資。但只要公司的內部盈餘不足以支應新投資方案時，隱含了公司

未來現金流量的不足，因此投資人會要求可能有價格高估的風險證券折價

發行，股價因而會有負面反應，且發行金額愈大，股價下跌程度也將愈大。 

 

2. Dann and Mikkelson （1984） 

以1970至1979年間的124家美國公司、132個樣本，運用事件研究法的

二日市場模式(Two Day Market Model)探討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時對公

司價值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當公司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時，股價會

出現顯著的負超額報酬，且發行日當天的股價也顯著下跌，相對於公司發

行純粹債券時而言，公司股價僅有小幅的負超額報酬，發行日當天則無異

常報酬。其實證結果違反了「財務槓桿關聯訊息假說」(Leverage-related 

Information Hypothesis) (指公司管理者會藉由資本結構之改變，傳達予市場

管理當局對未來盈餘之預期，因舉債融資將增加未來現金流出與提高破產

成本，管理當局需對未來盈餘持正面看法，否則不會貿然舉債，故財務槓

桿增加對股價應具有正面效果) 和「初次發行價格低估假說」(Original Issue 

Underpricing Hypothesis)，但與「新融資活動訊息假說」一致。 

 

3. Eckbo （1986） 

以1964至1981年700多家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為樣本，研究

宣告發行對其股價的影響，發現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對該公司股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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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負價格效果，因此，作者認為當市場不對稱時，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傳遞了公司未來不利消息。此外，從橫斷面迴歸顯示，債券發行造成的價

格效果與發行額度大小、債券等級、發行後非預期的盈餘改變與負債產生

的稅盾並無相關。 

 

4. Mikkelson and Partch (1986) 

針對1972至1982年360家公司、595個樣本所做的研究指出，宣告發行

可轉換公司債對股價具有顯著負向效果。同時，並進一步提出「價格高估

說」來解釋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時股價下跌的原因。作者認為管理者在股價

高估時，才會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故投資人獲知此訊息會出售其持股，大

量賣壓會使股價下跌，而一旦股價因此被低估，公司將會宣告取消發行。 

 

5. Davidson, Glascock and Schwarz （1995） 

作者針對1980至1985年間Moody’s Bond Survey報導的146個樣本，皆

為首次發行之可轉換公司債進行研究，發現宣告發行的﹝-1,0﹞事件窗口

的累積異常報酬顯著為負值。其研究同時指出，可轉換公司債投資人預期

內嵌的買權變成價內而有意執行轉換權的時間越短，負的累積異常報酬越

顯著，可轉換公司債則越接近權益證券的性質。 

 

國內文獻 

1. 陳靜宜 （1995） 

作者探討公司不同的融資活動之宣告對股價的影響，以1991年至1994

年間，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17個有效樣本之宣告日前後30日的研究調查指

出，訊息提前於董事會前20日內即已外洩，使得宣告效果事先已顯著地反

映在股價上，因此，我國股市應具有半強式效率，而投資人視發行可轉換

公司債為利多題材，故發行宣告對股價具有正面的影響。此外其研究亦發

現： 

(1) 發行普通股與可轉換公司債的相對股價異常報酬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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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行普通股與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規模與股價異常報酬成正比。 

(3) 可轉換公司債和純粹公司債的發行總額與股價異常報酬成正比。 

(4)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造成財務槓桿增加的程度與股價異常報酬成正

比。 

 

2. 李建邦 （1997） 

作者以1989至1996年間國內33件成功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為樣

本，首先利用事件研究法來計算其宣告期間的累積預期報酬，然後再利用

交叉迴歸分析來研究預期轉換期間與累積異常報酬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

現： 

(1) 在宣告期間的二日累積異常報酬為不顯著的負效果。 

(2) 利用迴歸分析的研究結果發現，預期轉換期間與累積異常報酬具

有不顯著的正相關，加上宣告期間的累積異常報酬為不顯著的負

效果，可說明可轉換公司債較屬於權益的性質。 

(3) 發行量相對大小、股價報酬標準差、凍結期間、發行目的、風險

溢酬等變數對宣告效果亦是具有不顯著的影響。 

 

3. 蘇郁雅 （2002） 

作者探討1997至2001年間，台灣電子類股曾宣告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

債公司之宣告效果，研究結果發現，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公司的發行宣

告，對股價之影響為不顯著的負向異常報酬。 

 

4. 俞海琴、唐心怡、李秀虹 （2002） 

作者以1998年至2002年3月發行幣別為美元之台灣22檔海外可轉換公

司債為樣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企業至海外發行可轉債後，確實產生負

向異常報酬，和美國企業發行可轉債有相同的結論。作者並進一步探討原

因，歸納如下： 

(1) 公司發行海外可轉債被視為現金增資的一種，投資人視為其股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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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市場高估的負向訊息。 

(2) 許多東南亞及新興的發展中國家有大量的資金需求，紛紛投入可籌

募龐大資金、利率水準低的歐洲債券市場，使得債券市場有逐漸飽

和趨勢。 

(3) 公司發行海外可轉換債後其系統風險並未減少反而可能提高。作者

推論與公司負債比率上升、發行地幣值升貶等匯率、利率之連動關

係，而使得其系統風險相形增加。 

 

5. 王琇瑩 （2004） 

作者針對1993至2001年間台灣上市、上櫃公司成功發行的61檔國內可

轉換公司債與35檔海外可轉換公司債進行實證研究，其結論如下： 

(1) 宣告發行時的訊息效果方面，ECB發行公司不論是宣告發行前後一

週或二週的股價累積異常報酬都顯著為正，但CB發行公司卻不

然，前者優於後者。 

(2) CB公司宣告發行日的訊息效果方面，宣告前後二週的股價累積異

常報酬顯著為負值，發行前後一週則不顯著為負。 

(3) ECB和CB宣告發行時價格效果的不同，和「與國內籌資相比，發

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有較高的融資空間」之假設無關，融資空間假

設不成立；但和「與國內籌資相比，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融資

成本較低」之假設有關，融資成本假設成立。 

(4) 投資人對公司轉換溢價隱含的對未來股價成長的信心及未來資金

成本的降低才是解釋宣告發行時價格效果的因子。 

(5) 投資人給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相對較高的短期價格反應確實表現

在海外可轉換公司債長期較佳的營運績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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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可轉換公司債之宣告效果相關文獻一覽表 

作者 年代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Myers and 

Majluf 
1984 事件研究法 

投資人會要求可能有價格高估的風

險證券折價發行，股價因而會有負

面反應，且發行金額愈大，股價下

跌程度也將愈大。 

Dann and 

Mikkelson 
1984 事件研究法 

公司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時，股

價會出現顯著的負超額報酬，且發

行日當天的股價也顯著下跌。 

Eckbo 1986 事件研究法 
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對該公司股

價具有顯著的負價格效果。 

Mikkelson 

and Partch 
1986 事件研究法 

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對股價具有

顯著負向效果，並提出「價格高估

說」來解釋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時股

價下跌的原因。 

Davidson, 

Glascock and 

Schwarz 

1995 事件研究法 

宣告發行的﹝-1,0﹞事件窗口的累

積異常報酬顯著為負值。 

陳靜宜 1995 事件研究法 

(1) 發行普通股與可轉換公司債的

宣告對股價具有正面影響。 

(2) 發行普通股與可轉換公司債的

相對股價異常報酬較大。 

李建邦 1997 事件研究法 

(1) 在宣告期間的二日累積異常報

酬為不顯著的負效果。 

(2) 預期轉換期間與累積異常報酬

具有不顯著的正相關，加上宣告

期間的累積異常報酬為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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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效果，顯示可轉換公司債較

屬於權益的性質。 

蘇郁雅 2002 事件研究法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公司的發行宣

告，對股價之影響為不顯著的負向

異常報酬。 

俞海琴、 

唐心怡、 

李秀虹 

2002 事件研究法 

(1)公司發行海外可轉債被視為現

金增資的一種，投資人視為其股

價已被市場高估的負向訊息。

(2)公司發行海外可轉換債後其系

統風險並未減少反而可能提高。

王琇瑩 2004 
事件研究法、 

多元迴歸分析 

(1) ECB發行公司不論是宣告發行

前後一週或二週的股價累積異

常報酬都顯著為正。 

(2) CB公司宣告發行日的訊息效果

方面，宣告前後二週的股價累積

異常報酬顯著為負值，發行前後

一週則不顯著為負。 

(3) 投資人對公司轉換溢價隱含的

對未來股價成長的信心及未來

資金成本的降低才是解釋宣告

發行時價格效果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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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之長期績效分析 
國外文獻 

1. Patel, Enery and Lee （1993） 

作者以 1971至 1981年間 57家發行可轉換債券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

探討其營運績效在可轉換債券發行前後的改變，而營運績效的衡量指標為

「折舊前的營業淨利成長超過同業平均的部分」以代表公司績效。其實證

結果發現如下： 

(1) 公司在發行可轉換債券後，績效有顯著的下降，但發行後發行公司

的績效仍比同業平均為佳。 

(2) 新證券的發行量與發行後發行公司績效的衰退幅度成正相關。 

 

2.McLaughlin, Safieddine and Vasudevan （1998） 

作者以 1980至 1993年間 828家可轉換債券之發行公司為樣本，對發

行前後營運績效的變化進行研究。其主要營運績效的衡量變數為「稅前營

運現金流量/總資產」，同時建構一非發行可轉換債券公司所組成的配對組

合，以及利用產業平均此兩者作為績效的比較，以觀察樣本公司發行前後

營運績效的變化。其實證結果顯示： 

(1) 雖然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在發行後的營運績效衰退，但其表現在發

行前後均優於產業平均，但劣於配對投資組合公司。 

(2) 在可轉換債券發行前，發行公司有營運績效改善的現象，但在發行

後發行公司的營運績效將會衰退，此隱含公司經理人在選擇發行時

間時，會選擇在公司營運績效相對較高的期間來發行可轉換債券。 

此外，作者同時利用迴歸模型來分析發行公司發行可轉換債券後，影

響營運績效的因子，並得到以下結論： 

(1) 發行前一年度之財務槓桿較高的公司，發行後營運績效的表現較

佳。 

(2) 發行前營運績效改善幅度越大的公司，發行後營運績效惡化的程度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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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資產投入越高的公司，發行後營運績效的表現越差。 

 

3. Lee and Loughran （1998） 

作者以 1975至 1990年間共 986家發行可轉換債券的公司作為研究樣

本，探討其營運績效在可轉換債券發行前後的改變，而衡量營運績效的指

標為「邊際利潤率」與「資產報酬率」。其實證結果顯示： 

(1) 此兩項代表公司營運績效的指標，在公司發行可轉換債券後均急速

的衰退，顯示可轉換債券發行後公司的營運績效表現並不佳，而其

中資產報酬率在發行後第四年幾乎已下跌至發行年度的一半，跌幅

遠高於同產業的配對公司。 

(2)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在發行前，不像普通股發行公司於發行前的營

運績效有小幅改善的現象，可轉債發行公司發行前之營運績效並無

改善現象。 

 

4. Lewis, Rogalski and Seward （1999） 

作者以 1979至 1990年間共 566家發行可轉換債券的公司作為研究樣

本，探討其營運績效在可轉換債券發行前後的改變，而營運績效的衡量則

分為現金流量相關及投資相關兩大類指標。其研究結果發現： 

(1) 可轉換債券發行後的營運績效皆大幅衰退。 

(2)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之與現金流量相關的營運績效指標，衰退的部

分原因是來自於產業狀況；而與投資相關的營運績效指標，其衰退

則是個別公司因素所造成的。 

 

國內文獻 

1. 吳儀玲 （1993） 

作者以 1990 至 1991 年間 16 家發行可轉換債券的公司為樣本，藉由

財務比率作為表達各公司經營狀況和公司體質的指標，來檢視上市公司發

行可轉換債券前後體質的改變，同時再配對抽取同一期間同產業發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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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公司，以可轉換債券發行當季為基準點，分析發行前 10 季與後 3 季

的財務資料，探討兩組樣本是否有顯著不同。其實證結果如下： 

(1)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在發行前，無論是獲利能力、償債能力、成長

力和公司規模等財務屬性均顯著優於同期發行普通股的公司。 

(2)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於發行後，在獲利能力的指標方面如股東權益

報酬率、總資產投資報酬率與營業收入/銷貨額等均劣於同產業同

期發行普通股的配對公司。 

 

2. 余曉亭 （1999） 

作者探討上市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後對於發行公司長期績效的

影響。長期績效的評估標準分為股價報酬率與公司之財務比率，以 1990

至 1996年間 31家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為研究樣本，其實證結果顯示： 

(1) 比較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後逐年的公司營運績效上：除了負債比率、

流動比率與 CFO/Asset有好轉之外，其餘包括營業利益率、資產報

酬率、權益報酬率皆較開始發行時惡化。表示公司在施行可轉換公

司債此項融資決策之後，大致上營運績效變差。 

(2) 比較發行與未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在營運績效的表現上：發行可轉換

公司債的公司在營運績效的表現上普遍劣於同產業內未發行可轉

換公司債的公司，其中尤其以市值計算的資產報酬率、市值計算的

權益報酬率、及 CFO/資產市值劣於未發行公司最為顯著。 

(3) 比較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相對於大盤之股價報酬率上：發行可轉換公

司債之後股價的異常報酬多小於 0（相對於大盤、相似規模、相同

產業），顯示發行後股價報酬率表現較差。 

 

3. 施敏慧 （2001） 

作者以 1997 至 1998 年間國內 54 家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為研究

樣本，以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純益率以及每股盈餘作為財務績

效之評估標準，並利用 Black-Scholes 選擇權定價模型結合現金流量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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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可轉換公司債區分為債券型與權益型兩種，再探討 1995至 1999共

五年間，此兩類型可轉換公司債之績效變化。其研究結論歸納如下： 

(1) 不論就融資前後各期績效的變動，或發行前後公司平均績效的比較

來看，兩類型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績效皆會變差。 

(2) 就債券型與權益型之轉換公司債績效之比較，債券型轉換公司債的

平均績效大部份均小於權益型轉換公司債的平均績效。 

 

4. 陳俐君 （2002） 

作者以 1995 至 1999 年間國內 58 家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上市公司為

研究對象，以實證方式探討融資選擇決策所造成財務彈性的改變對可轉換

公司債發行公司發行後營運績效之影響，並試圖以發行前營運績效的改

善、發行量/總資產、資本支出/總資產、財務彈性、市價帳面價值比及公

司規模等變數，用多元迴歸模型來分析影響營運績效的因素。其實證結果

顯示： 

(1) 融資選擇決策所造成公司財務彈性的改變，對於可轉換公司債發行

公司發行後營運績效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表示發行後財務槓桿愈

高，愈缺乏財務彈性的公司，發行後的營運績效表現愈差。 

(2) 國內上市公司在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前營運績效的改善與發行後營

運績效的關係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發行前營運績效改善愈大的公

司，發行後的營運績效惡化程度愈高。 

(3) 可轉換公司債的發行規模愈大，發行公司在發行後的營運績效表現

也愈差。 

 

5. 陳韋霖 （2003） 

作者以 1991至 2000年間 46家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及 58家發行國

內可轉換公司債之台灣企業為樣本，其實證研究發現，相較於國內可轉換

債券發行公司的營運績效而言，在發行後海外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的營運

績效顯著較佳，但此一結果並不能由發行企業的特性來解釋，反而是因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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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來源的擴充使公司流動性增加所造成的。 

 

表 2-3  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之長期績效相關文獻一覽表 

作者 年代 主旨 實證結果 

Patel, Enery 

and Lee 
1993 

探討可轉換債券

發行公司之長期

績效 

(1) 公司在發行可轉換債券後，績效

有顯著的下降，但發行後發行公

司的績效仍比同業平均為佳。

(2) 新證券的發行量與發行後發行

公司績效的衰退幅度成正相關。

McLaughlin, 

Safieddine 

and 

Vasudevan 

1998 

可轉換債券發行

公司於發行前後

營運績效之變化

(1)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在發行後

的營運績效衰退，但其表現在發

行前後均優於產業平均，但劣於

配對投資組合公司。 

(2) 發行前，發行公司有營運績效改

善的現象，但在發行後發行公司

的營運績效將會衰退，此隱含公

司經理人會選擇在公司營運績

效相對較高的期間來發行可轉

換債券。 

(3) 發行前一年度之財務槓桿較高

的公司，發行後營運績效的表現

較佳。 

(4) 發行前營運績效改善幅度越大

的公司，發行後營運績效惡化的

程度越大。 

(5) 固定資產投入越高的公司，發行

後營運績效的表現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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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and 

Loughran 
1998 

公司發行可轉換

債券後之營運績

效表現 

(1) 公司發行可轉換債券後其營運

績效指標均急速的衰退。 

(2)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在發行前

之營運績效並無改善現象。 

Lewis, 

Rogalski  

and  

Seward 

1999 

探討發行公司之

營運績效在可轉

換債券發行前後

的改變 

(1) 可轉換債券發行後的營運績效

皆大幅衰退。 

(2)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之與現金

流量相關的營運績效指標，衰退

的部分原因是來自於產業狀

況；而與投資相關的營運績效指

標，其衰退則是個別公司因素所

造成的。 

吳儀玲 1993 

上市公司發行可

轉換債券前後經

營狀績效之探討

(1)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在發行

前，無論是獲利能力、償債能

力、成長力和公司規模等財務屬

性均顯著優於同期發行普通股

的公司。 

(2)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於發行

後，在獲利能力的指標方面均劣

於同產業同期發行普通股的配

對公司。 

余曉亭 1999 

上市公司發行可

轉換公司債之後

對於公司長期績

效之影響 

(1) 發行後除了負債比率、流動比率

與 CFO/Asset有好轉之外，其餘

包括營業利益率、資產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皆較開始發行時惡

化。 

(2)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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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績效的表現上普遍劣於同產

業內未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公

司。 

施敏慧 2001 

債券型與權益型

可轉換公司債財

務績效之變化 

(1) 兩類型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公

司績效皆會變差。 

(2) 債券型轉換公司債的平均績效

大部份均小於權益型轉換公司

債的平均績效。 

陳俐君 2002 

財務彈性的改變

對可轉換公司債

發行公司長期營

運績效之影響 

(1) 發行後財務槓桿愈高，愈缺乏財

務彈性的公司，發行後的營運績

效表現愈差。 

(2) 發行前營運績效改善愈大的公

司，發行後的營運績效惡化程度

愈高。 

(3) 可轉換公司債的發行規模愈

大，發行公司在發行後的營運績

效表現也愈差。 

陳韋霖 2003 
海外融資對公司

經營績效之影響

相較於國內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的

營運績效而言，在發行後海外可轉

換債券發行公司的營運績效顯著較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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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之風險改變 
國外文獻 

1. Healy and Palepu （1990） 

作者以Moody’s Industrial Manuals 1963至 1981年間 93家初次發行股

票之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司經營者的融資決策是否傳達給投資人對公

司展望之新資訊，並研究股票發行後公司之系統風險、非系統風險、財務

槓桿、盈餘水準、財務預測是否改變。其研究結果指出： 

(1) 初次股票之發行傳達了未來風險改變之訊息，發行後公司系統風險

顯著增加，而財務槓桿顯著下降，其淨效果提高了權益系統風險。 

(2) 系統風險之增加反映在宣告發行之負向價格效果。 

(3) 管理者預見公司未來營運風險增加時，會透過發行權益融資減少財

務槓桿以降低財務風險。 

(4) 初次股票之發行對公司之未來盈餘水準不具有訊息效果。 

 

2. Lewis, Rogalski and Seward （2002） 

作者以 1979至 1990年間共 566家發行可轉換債券的公司為樣本，探

討可轉換債券之發行公司在發行前後公司風險之改變，分別研究其總風

險、系統風險與非系統風險在發行日前一年與發行日後一至三年的變化情

形，作者用標準市場模式估計樣本之 beta係數與殘差變異數代表其系統風

險與非系統風險，並以股價報酬變異數代表總風險。得到實證結果如下： 

(1)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在發行後一至三年的系統風險與發行前一年

的系統風險相比，其系統風險皆顯著下降。但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

之財務槓桿卻是顯著上升，作者推論可轉債發行後提高槓桿程度使

財務風險增加，因此公司會相對降低系統營運風險，而營運風險的

減少充分抵銷財務風險的增加。 

(2)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之非系統風險在發行後相較於發行前顯著增

加，此上升情形部分由產業因素所造成。 

(3)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之總風險在發行後相較於發行前亦顯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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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顯示非系統風險之增加程度超過系統風險之減少程度。 

 

表2-4  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之風險改變相關文獻一覽表 

作者 年代 主旨 實證結果 

Healy  

and  

Palepu 

1990 

初次之股票發行

對公司風險與未

來盈餘水準之訊

息效果與影響 

(1) 初次股票之發行傳達了未來風

險改變之訊息，發行後公司系統

風險顯著增加，而財務槓桿顯著

下降，其淨效果提高了權益系統

風險。 

(2) 初次股票之發行對公司之未來

盈餘水準不具有訊息效果。 

Lewis, 

Rogalski  

and  

Seward 

2002 

探討可轉換債券

之發行公司在發

行前後公司總風

險、系統風險與

非系統風險之改

變 

(1)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在發行後

其系統風險皆顯著下降。 

(2)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之非系統

風險在發行後相較於發行前顯

著增加，此上升情形部分由產業

因素所造成。 

(3) 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司之總風險

在發行後相較於發行前亦顯著

增加，顯示非系統風險之增加程

度超過系統風險之減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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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投資者認可假說之實證 
國外文獻 

1. Kadlec and Mcconnell （1994） 

作者以 1980 至 1989 年間 273 家公司為其樣本，研究 OTC 的股票至

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後，市場的反應是否支持Merton的投資人認可假

說，作者以股東人數作為投資者認可的代理變數。其研究結果如下： 

(1) 上市前的異常報酬顯著為正，表示公司會選擇績效表現較佳的期

間上市。在宣告上市當週的異常報酬亦顯著為正，與上市會增加

股票價值的假說一致。 

(2) 在公司上市後有 63％樣本公司個人股東增加，69％樣本公司法人

股東增加，而較小比例的家數呈現股東減少，平均而言，公司在

上市後股東人數比上市前增加 19%。 

(3) 公司至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後支持投資者認可假說。 

 

2. Foerster and Karolyi （1999） 

作者以 1976至 1992年間 11個國家首次在美國以 ADR掛牌的 153家

公司為樣本，探討掛牌前後公司之績效表現，實證結果指出： 

(1) 在掛牌前一年的平均超額報酬為 19%，掛牌當週更增加 1.2%，但

掛牌後的一年間便顯著減少 14%。 

    (2) 樣本公司的市場風險相對於該國的市場指數顯著下降，但相對於

全球市場指數則無顯著改變。 

    (3) 跨國上市後的股價表現實證結果符合市場區隔假說。 

    (4) 跨國上市提升了公司股東人數及流動性，並支持投資者認可假說。 

 

3. Baker, Nofsinger, and Weaver （2002） 

作者以 193 家至紐約證券交易所、210 家至倫敦證券交易所跨國上市

之樣本為研究對象，探討跨國上市是否能增加公司能見度，並以投資分析

家的推薦與媒體報導(The Wall Street Journal或 Financial Times)為公司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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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代理變數。發現如下： 

(1) 不論至紐約證券交易所或倫敦證券交易所跨國上市都顯著提昇公

司之能見度。 

(2) 公司至紐約證券交易所或倫敦證券交易所跨國上市後其資金成本

顯著下降。 

(3) 作者進一步以媒體報導為投資人認可之代理變數，研究結果發現

跨國上市確實支持投資者認可假說。 

 

表 2-5  投資者認可假說之實證相關文獻一覽表 

作者 年代 主旨 實證結果 

Kadlec 

 and 

Mcconnell 

1994 

OTC 的股票至紐

約證券交易所掛

牌上市後之績效

表現 

(1) 上市前的異常報酬顯著為正，

表示公司會選擇績效表現較

佳的期間上市。在宣告上市當

週的異常報酬亦顯著為正，與

上市會增加股票價值的假說

一致。 

(2) 在公司上市後有 63％樣本公

司個人股東增加，69％樣本公

司法人股東增加，而較小比例

的家數呈現股東減少，平均而

言，公司在上市後股東人數比

上市前增加 19%。 

(3) 公司至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後支持投資者認可假說。 

Foerster 

 and  

Karolyi 

1999 

外國公司ADR在

美國掛牌後之績

效表現 

(1) 在掛牌前一年的平均超額報

酬為 19%，掛牌當週更增加

1.2%，但掛牌後的一年間便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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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減少 14%。 

(2) 樣本公司的市場風險相對於

該國的市場指數顯著下降，但

相對於全球市場指數則無顯

著改變。 

(3) 跨國上市後的股價表現實證

結果符合市場區隔假說。 

(4) 跨國上市提升了公司股東人

數及流動性，並支持投資者認

可假說。 

Baker, 

Nofsinger, 

and  

Weaver 

2002 
跨國上市是否能

增加公司能見度

(1) 不論至紐約證券交易所或倫

敦證券交易所跨國上市都顯

著提昇公司之能見度。 

(2) 公司至紐約證券交易所或倫敦

證券交易所跨國上市後其資

金成本顯著下降。 

(3) 作者進一步以媒體報導為投

資人認可之代理變數，研究結

果發現跨國上市確實支持投

資者認可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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