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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資本市場氣候下股利政策資訊內涵差異之研究 

 

4.1 前言 

    由於經理人與資本市場上的投資間存在資訊不對稱的現象，因此經理人可以

透過某些資訊的宣告來傳遞私有資訊，股利宣告即為投資人重視的資訊之一，過

去文獻也多支持這個觀點。因此本章研究的重點轉移到探討公司經理人的股利決

策行為是否會受到市場氣候的影響。本章首先透過簡化Gervais, Heaton, and 

Odean（2000）的研究來推導經理人身處不同市場氣候時的決策行為分析性模式，

且以實證研究檢測公司經理人的股利決策受到市場氣候影響後，市場投資人對此

股利宣告的解讀為何。本章其他部分結構如下：4.2為相關文獻的彙總；4.3的

內容為分析性模型的設定、研究命題推論與建立實證假說；4.4的內容則是實證

研究設計；4.5的內容為統計結果的彚總與解釋；結論則列在4.6。 

 

4.2 相關文獻 

    股票股利宣告是否具有資訊內涵或是傳達哪些管理者的私有資訊，一直都是 

學術界與實務界有興趣的議題。學者們企圖由資本市場投資人的行為，以了解企

業股票股利的宣告是否傳遞了某些對企業價值評估的攸關資訊，而這些資訊使得

投資人修正對企業原有的信念並透過交易以使證券價格能反映這些資訊。對於企

業營運資訊居於資訊優勢的經理人而言，他們也迫切想了解股票股利宣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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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傳遞經理人私有資訊的功能，以及投資人對於這個訊號的解讀能力。依據一

般公認會計準則，股票股利的發放並不會影響股東的持股比例，也沒有增加股東

對公司淨值的求償權，Copeland and Weston（1988）即認為股票股利的發放僅

增加流通在外的股票股數，並不會改變公司風險或報酬的特性，股東的財富並未

受到實質影響，因此股票股利的發放只是會計上的紙上作業。國內相關研究方

面，李建然（民80）以董事會通過股票股利分配案的見報日為事件日所進行的

事件研究分析，實證結果也支持股票股利並不具有資訊內涵。然而有更多文獻提

出股票股利是具有資訊內涵的理論與實證證據。 

    部分學者的實證結果認為，除非股票股利宣告時伴隨現金股利增加，否則在

宣告日或除權日，股票價格並不會顯著變動（Barker（1958）, Chottiner and 

Young（1971）, Miller and Fielitz（1973））。Foster and Vickrey（1978）

則是首篇透過研究設計單獨檢視股票股利宣告時是否具有資訊內涵的學術研

究。他們認為股票股利宣告所傳遞的資訊會改變投資人對企業未來前景的信念，

並進而修正股票價值。其實證研究以1972-74年82家股票股利宣告的公司為樣

本，這些樣本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a）在股票股利宣告日、宣告日前一日與

後一日的三日內，沒有公司的特定訊息發布；（b）在這三日皆非現金股利宣告日

或除權日。他們的實證結果顯著支持股票股利的宣告對投資人具有正面的資訊內

涵的假說。Woolridge（1982, 1983a, 1983b）認為投資人與管理當局間存在資

訊不對稱，市場股票價格可能因此偏離真正價值，但是與市場投資人進行直接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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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對於管理當局而言卻具有風險，因為若管理當局對於公司未來展望的預期未

實現，管理當局可能受到股東的懲罰，所以管理當局會透過信號發射工具

（signaling device）來傳遞私有資訊，例如股利改變或股票購回，但相對於其

他信號發射工具，股票股利宣告是成本較低且傳達管理當局私有資訊較清楚

（unambiguous）的工具41，且Woolridge（1983）認為Foster and Vickrey（1978）

的實證研究中雖然獲得股票股利宣告具有正面資訊內涵的證據，但是其樣本中仍

包含支付現金股利的公司，所以該實證結果可能受到現金股利的影響。因此

Woolridge（1983）選擇僅支付股票股利的樣本來進行實證研究，其實證結果顯

示，不僅支持股票股利宣告具有傳遞公司未來價值可能提高的正面資訊內涵，更

進一步發現股票股利支付率越高，股票價格反映的程度也越高。國內文獻方面，

林尹淑（民80）將樣本侷限在僅發放股票股利或資本公積配股的樣本上，以股

東常會決議日為事件日，其實證結果發現兩者均呈現正向累積異常報酬42。李存

修（民80）的實證結果也發現，當股票股利配股率不大(小於28%)時，投資人將

股票股利視為公司成長的訊號，此時配股率與股票異常報酬間呈現正向關係；當

股票股利配股率大時(介於28%與84%之間)，配股率與股票異常報酬間反而呈現

負向關係；但是當配股率大於84%時，配股率與股票異常報酬間則又呈現正向關

                                                 
41
 Bhattacharya（1979）所發展的資訊不對稱模型中，提出因存在融資成本（例如舉債來支付現

金股利）與賦稅費用，使得現金股利的信號發射成本（signaling cost）較高。而這些因現金股

利所導致的成本，股票股利則不存在或較低。Miller and Rock（1985）認為以現金股利來發射

經理人所擁有的私有資訊，將會使得投資水準低於不存在資訊不對稱時的最適投資水準。 

42
 林尹淑（民80）的研究中，未分配盈餘配股在事件日前14日與後5日，有正向累積異常報酬；

資本公積配股則是在事件日起至後20日，有正向累積異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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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43。蔡秀玫（民83）以董事會決議見報日為事件日，從交易量觀點來探討股票

股利宣告是否具有資訊內涵，其實證結果顯示，宣告日後一日有顯著正向異常交

易量，且異常成交週轉率與配股率有顯著正相關，因此支持股票股利宣告具有資

訊內涵的假說。尤彥卿（民85）將實證樣本依股票股利增加、減少與不變分成

三群，以董事會決議日為事件日，探討股票股利宣告與股票股利率變動之資訊內

涵，實證結果顯示股票股利宣告與股票股利率變動在事件日的確造成股價顯著異

常變動。江淑玲（民87）的實證結果指出，國內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發放率與

成長機會間有正向關係，且這些具高成長機會的公司多採盈餘配股的股利政策。 

    文獻中也有學者持股票股利不一定具有正面資訊內涵的觀點。Grinblatt, 

Masulis and Titman（1984）指出股票股利的來源乃是保留盈餘轉增資，此將導

致流通在外股數增加，若企業未能妥當運用透過股票股利所保留的資金，公司未

來將會降低配發現金股利的能力，此時股票股利的宣告未必能符合投資人所好。

黃國誠（民86）考量管理當局能力以及公司成長機會下，推導公司最適股利政

策，該理論推導包含幾個重要結論：高能力管理者，若公司未來成長機會高，應

多發放股票股利而少發放現金股利，若看壞公司未來前景，則應多發放現金股利

而少發放股票股利；低能力管理者，則應多發現金股利而少發股票股利。因此投

資人可以透過對於管理當局管理能力的評估，了解其股票股利宣高所透露的資訊

內涵。 

                                                 
43
 李存修（民80）提出比價心理價說，認為當配股率過大時，除權後股價會遠低於除權前股價，

投資人基於撿便宜的心態下，造成除權後股價的填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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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e, Lee and Marcus（1984）的實證證據發現盈餘或股利改變對市場的影

響與之前市場所接獲訊息反應並不一致。部分文獻指出，投資人會引用先前所獲

得的其他攸關資訊來解讀會計訊號所要傳遞的資訊內涵（Gonedes（1978）；Ou and 

Penman（1989）；John and Lang（1991））。Banker, Das and Datar（1993）提

出透過對於股票股利宣告之前攸關會計資訊的檢視，可以了解股票股利宣告所傳

遞的資訊內涵。Banker, Das and Datar（1993）以企業過去現金股利與股票股

利的發放歷史，將樣本分為具有好歷史（good history）與不好歷史（bad history）

兩群，透過事件分析，該實證研究不僅得到不同股利發放歷史的樣本群對於股票

股利宣告有顯著不同反應之外，因股票股利宣告所導致的股票價格異常變動亦與

股票股利發放規模（size of stock distribution）、保留盈餘限制條款（retained 

earnings constraint）、資本支出水準（level of capital expenditure）以及

由營運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fund from operations）等攸關會計資訊有關。

黃慶堂與張文惠（民84）參考Banker, Das and Datar（1993）之實證模式，以

臺灣上市公司為樣本也獲得類似實證結論。以上這些文獻內容顯示，投資人對於

公司股票股利宣告所傳遞的資訊，會以其他攸關資訊佐證資訊內涵，若投資人判

斷股票股利的確傳達公司未來成長機會以及現金配股的能力，則投資人會對公司

股票股利宣告予以正面反應；反之，若公司企圖利用股票股利來掩飾其負面的營

運結果，市場則會對這些企圖傳遞虛假公司展望的公司股票予以懲罰。 

    過去文獻對於公司股票股利宣告是否具有資訊內涵，多採支持的態度，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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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投資人會參考之前的其他攸關資訊來解讀企業股票股利宣告所蘊含的資

訊。但是我們也發現，文獻中缺乏對於當公司處在不同的市場氣候時，經理人對

於股票股利決策過程的探討。當經理人獲得不同的市場氣候時，維持一致或提高

股票股利水準是否為最佳決策，這方面的理論或實證分析則較缺乏，因此本章研

究企圖透過分析模型與實證研究以探討經理人在獲得多頭市場氣候與空頭市場

氣候訊號時，是否會改變風險性投資案成功機會的先天信念，並進而採取不同的

股票股利決策以達追求企業價值極大的目的。 

 

4.3 分析模型與實證假說 

4.3.1 模型設定 

    本章研究簡化Gervais, Heaton, and Odean（2000）的分析模式，並以單

期模型作為命題建立與假說推論的基礎。假設期初公司獲得前期營運盈餘為$1，

且以現金方式呈現。本期公司面臨的決策問題如下：（a）將前期所獲之營運現金

以股票股利的方式資本化，將現金投入風險性投資案；或（b）將前期所獲之營

運現金以現金股利的方式發放給股東。無論公司選擇哪一個方案，目的都在追求

期末公司價值之極大化。 

    設θ~為公司於獲得$1的營運盈餘後所觀察到的市場氣候訊號44， 1~
=θ 代表市

                                                 
44
 在理性預期與效率市場假說下，本章研究假設市場氣候能反映實質投資環境的榮枯。Ahmed and 

Lockwood（1998）的研究中，以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針對1964到

1992年間的經濟情況界定榮枯，以Weisenberger Investment Company對相同期間對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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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氣候顯示的是多頭訊號， 0~
=θ 代表市場氣候顯示的是空頭訊號。當公司觀察

到市場氣候訊號之後，接下來面臨兩種不同型態的決策：將前期所獲得的營運盈

餘以股票股利的方式資本化後將現金投入具有風險性投資案，或以現金股利的方

式發放給股東，讓股東可以獲得無風險利率的報酬淨值 K
2
1
。假設代表風險性投

資案報酬淨值的η~服從以下設定： 

      K， 0>K                       代表投資案成功的機率為q~； 

=η~  

      0                              代表投資案失敗的機率為q~1− 。 

    K代表風險性投資案成功所獲得的淨報酬，但若投資案失敗，期淨報酬則為 

零，投資案成功與失敗的事前機率（prior probability）分別為q~與 q~1− 。接 

下來我們設定 q~的機率分配型態如下： 

       t+
2
1

          機率為
2
1
； 

  =q~                                     ，其中t為隨機變數，且 



∈

2
1,0t  

       t−
2
1

          機率為
2
1
。 

當公司選擇風險性投資案時，就必須付出努力（ e），且此為公司的私有資 

訊（private information），我們具體定義公司的努力程度（ e）為公司掌握風 

險性投資案攸關資訊的程度，操作性定義如下： 

                                                                                                                                            
為多頭或空頭的分野來交叉比對，發現在屬於經濟擴張期間的283個月份中，屬於多頭月份的高

達198個月份（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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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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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θθ                    （4.2） 

    其中[ ]1,0∈e ，當 1=e 時，代表公司付出全部努力；當 0=e 時，代表公司完 

全不努力。 

    由（4.1）式與（4.2）式可看出，當公司投入全部努力（1=e ）時，公司將

掌握風險性投資案的全部攸關資訊；反之，當公司完全不投入努力（ 0=e ）時，

則公司完全沒有掌握風險性投資案的攸關資訊。圖4.1顯示此單期模型的時間

線，且內容標示的為公司決策行為程序。 

-------------------- 

圖4.1約在此 

-------------------- 

4.3.2 建立研究命題與實證假說 

我們依據4.3.1節的模型設定，提出研究命題4.1： 

 

研究命題4.1：若公司獲得市場氣候為多頭訊號時，公司應發放股票股利而

將前期盈餘投入風險性投資案；若公司獲得市場氣候為空頭訊號

時，則公司應將前期盈餘以現金股利的方式回饋給股東。45 

 

                                                 
45
 證明過程請詳見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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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研究命題4.1，我們進行以下推論：當公司觀察到市場氣候為多頭訊號

時，認為風險性投資案成功的機率會因公司努力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從附錄1

的證明過程可知，此時公司選擇風險性投資案所得到的期末公司價值的期望值比

選擇無風險投資案為高，因此公司應將前期所獲得的$1現金盈餘投入風險性投

資案，才是公司最佳決策；當公司觀察到市場氣候為空頭訊號時，從附錄2的證

明過程中可知，此時公司選擇風險性投資案所得到的期末公司價值的期望值比選

擇無風險投資案為低46，因此公司應將前期所獲得的$1現金盈餘發放給股東投入

無風險性投資案，才是公司最佳決策。我們依據以上推論，發展本章研究的實證

假說4.1與實證假說4.2： 

 

    實證假說4.1：當市場氣候訊號為多頭時，減少現金股利發放但增加股票股

利發放的公司之市場異常報酬為正。 

實證假說4.2：當市場氣候訊號為空頭時，減少股票股利發放但增加現金股

利發放的公司之市場異常報酬為正。 

 

                                                 
46
 在本章研究的模型中，我們並未刻意突顯經理人的角色，因為這並不是本章研究實證上的焦

點，但是從典型的代理模型典範中，本章研究所指公司的努力付出其實是由經理人來承擔，且本

章研究定義努力的程度是來自於對風險性投資案攸關資訊的掌握，努力付出的程度越高，經理人

的努力成本越高，此對於經理人追求個人效用上為負面影響，且在 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

所發展的確定等值總合方法（Total Certainty Equivalent Approach，TCE）求解過程中，經理

人努力成本也是目標函數的減項，因此在市場氣候訊號為空頭時，經理人即使提高其努力程度，

風險性投資案對企業帶來的價值在扣除經理人努力成本之後，對企業價值提升而言未必是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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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研究設計 

4.4.1 研究期間 

    由於證券市場被視為經濟狀況的窗口，因此我們以證券市場的表現來定義市

場氣候，將市場趨勢往上定義為市場氣候的多頭訊號，將市場趨勢往下則定義為

市場氣候的空頭訊號，研究期間為1996年1月1日到2001年10月31日，這段

時間臺灣證券市場整體表現如圖2.1與表2.2所示。 

    從圖2.1與表2.2看出，市場氣候為多頭訊號包含兩個期間，分別為1996

年1月4日到1997年8月30日及1999年3月1日到2000年4月30日；市場

氣候為空頭訊號也包含兩個期間，分別為1997年9月1日到1999年2月28日

及2000年5月1日到2001年10月31日。 

4.4.2 資料來源與樣本篩選標準 

    樣本所需的股票報酬資料以及會計資料，均來自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至於

樣本的選擇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a）必須於本章研究期間內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公司，且這段期間內

未因其他因素（例如發生財務危機）被變更交易方式者； 

（b）在這段期間內曾發生暫停交易者予以刪除； 

（c）本章研究樣本必須能從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中獲得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包

括盈餘配股與資本公積配股）資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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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章研究樣本必須能從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中獲得董事會開會日期47。 

4.4.3 樣本分群 

    從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觀點，以下四個群組的股票股利宣告

被投資人視為傳遞企業前景為正面消息的訊息發射工具，包括（a）維持現金股

利與股票股利的發放水準，（b）維持現金股利發放水準股票且提高股票股利的發

放，（c）維持股票股利的發放水準下增加現金股利的發放，以及（d）現金股利

與股票股利發放水準同時增加；但是降低現金股利發放水準或降低股票股利發放

水準等群組的投資人，卻視股票股利宣告為傳遞企業負面消息的訊息發射工具

（例如企業營運短缺現金，故透過股票股利來保留現金）。Banker, Das and Datar

（1993）提出投資人依據企業過去股利發放紀錄來解讀股票股利宣告資訊內涵的

差異，因此過去文獻中才會出現對於股票股利資訊內涵解讀不一致的實證情況。

但是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實證研究卻未將經理人面對不同市場氣

候時，是否會採取不同股利決策考慮在內。本章研究透過分析模型所建立的研究

命題4.1指出，企業處於多頭市場氣候時，風險性投資案成功的機率可以靠企業

的努力而增加，且企業價值的期望值也會提升，因此我們推論在多頭市場氣候

時，企業應透過股票股利將現金投資於風險性投資案，因此我們認為那些在多頭

市場氣候下降低現金股利發放水準且提高股票股利發放水準的公司，其股利宣告

在多頭市場氣候中，可能被投資人視為具有正面資訊內涵。反觀當企業處於空頭

                                                 
47
 若該年度董事會開會日期資料超過一個，則以最前面的日期視為事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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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氣候時，企業應降低或停止風險性的投資案，而將盈餘以現金的方式發放給

股東才能提升企業在投資人心目中的價值，因此我們推論在空頭市場氣候時，宣

佈降低股票股利發放水準且增加現金股利發放水準的企業，可能會被投資人視為

具有正面資訊內涵，這是本章研究補充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地方。 

    我們參考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實證研究設計，依公司前一年

與當年度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的差異48, 49，將實證樣本區分為實驗組、對照組一

以及對照組二，分別處於不同市場氣候下的操作性定義列在表4.1。 

-------------------- 

表4.1約在此 

-------------------- 

    比對表4.1與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分組方式，本章實證研究

預期實驗組樣本的股利宣告在具有正面的資訊內涵，但在Banker, Das and Datar

（1993）的研究中則被歸為不好歷史的公司，這是本章實證研究與文獻觀點不一

致的地方。對照組一與對照組二的樣本則分別與Banker, Das and Datar（1993）

                                                 
48
實務上，我國股票股利的來源為盈餘配股與公積配股，本章研究對於股票股利的計算為二者加

總。 

49
本章研究以 Aharony and Swary（1980）所提之天真模式（naïve model）作為計算現金股利或

股票股利差異的基礎。我們假設 1,,
~

−= tsdtSD DD ，其中 tSDD ,
~

為當年度預期的股票股利， 1, −tSDD 則

是前一年宣告的股票股利，也就是投資人以前一年股票股利的發放水準作為當年度股票股利的預

期。我們令 tSDtSDtSD DDD ,,,
~−≡δ ，其中 tSDD ,δ 代表當年度股票股利宣告與預期股票股利間的

差異。現金股利差異的定義方式與股票股利定義方式類似，此不再重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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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區分的好歷史的公司與不好歷史的公司符合，因此我們預期對照組一的樣本公

司股利宣告同樣也具有正面的資訊內涵。對照組二的樣本公司股利宣告則是具有

負面的資訊內涵。 

    依據4.4.2的樣本篩選標準，在研究期間內，第一個多頭期間我們獲得200

個觀察樣本，第一個空頭期間我們獲得171個觀察樣本，第二個多頭期間我們獲

得248個觀察樣本，第二個空頭期間則獲得213個觀察樣本，我們將這四個期間

所獲得的觀察樣本所處的產業群組列在表4.2。 

-------------------- 

表4.2約在此 

-------------------- 

4.4.4 實證研究設計 

4.4.4.1 檢定實證假說4.1 

    為了獲得實證假說4.1的實證證據，我們將透過事件研究法的設計，觀察多

頭市場氣候下的實驗組樣本（降低現金股利發放水準且提高股票股利發放水

準），是否會出現正向超額異常報酬，實證設計如下50： 

( )Mtiititi RR βαε θ

~~| ,1~, +−=
=

 

其中 iα
~與 iβ

~
為估計期市場模式參數， ti ,ε 則為事件日（ t）期間的超額異常報

酬，我們再將事件日期間所得之超額異常報酬累加而得累計超額異常報酬

                                                 
50
 本章研究將 ( )7,7− 定為事件期， ( )257,8 −− 則為市場模式參數估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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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如下所示： 

∑
−=

=
1

1
,,

t
titiCAR ε  

    因此實證假說4.1統計檢定的假說檢定如下： 

    0H ： 0]1~[|, ==θtiCAR  

    2H ： 0]1~[|, >=θtiCAR  

 

4.4.4.2 檢定實證假說4.2 

    為了獲得實證假說4.2的實證證據，我們也透過事件研究法的設計，觀察空

頭市場氣候下的實驗組樣本（降低股票股利發放水準且提高現金股利發放水

準），是否會出現正向超額異常報酬，實證設計與檢驗假說4.1的實證設計類似，

因此實證假說4.2統計檢定的假說檢定如下： 

    0H ： 0]0~[|, ==θtiCAR  

    3H ： 0]0~[|, >=θtiCAR  

 

4.5 實證結果 

    首先，我們將四段不同期間實驗組、對照組一以及對照組二包含樣本所屬的

產業群組列在表4.3。 

-------------------- 

表4.3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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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3顯示，第一個多頭期間（1996年1月至1997年8月）的200個觀察

樣本中，屬於實驗組（A1）的有33個樣本，對照組一（A2）則有92個樣本，對

照組二（A3）則有72個樣本，且傳統製造業在這三個樣本組中皆占多數，至於

實驗組（A1）則是由18個傳統製造業、6個資訊電子業、6個服務業以及3個其

他產業所屬公司所構成。第一個空頭期間（1997年9月至1999年2月）的171

個觀察樣本中，屬於實驗組（B1）的有15個樣本，對照組一（B2）則有95個樣

本，對照組二則（B3）有61個樣本，傳統製造業在這三個樣本組中同樣占有多

數，至於實驗組（B1）則是由6個傳統製造業、2個資訊電子業、3個服務業以

及4個其他產業所屬公司所構成。第二個多頭期間（1999年3月至2000年4月）

的248個觀察樣本中，屬於實驗組（C1）的有10個樣本，對照組一（C2）則有

83個樣本，對照組二（C3）則有155個樣本，傳統製造業在這三個樣本組中同

樣占有多數，至於實驗組（C1）則是由3個傳統製造業、3個資訊電子業、3個

服務業以及1個其他產業所屬公司所構成。第二個空頭期間（2000年5月至2001

年10月）的213個觀察樣本中，屬於實驗組（D1）的有25個樣本，對照組一（D2）

則有96個樣本，對照組二（D3）則有92個樣本，傳統製造業在這三個樣本組中

同樣占有多數，至於實驗組（D1）則是由10個傳統製造業、5個資訊電子業、8

個服務業以及2個其他產業所屬公司所構成。 

    至於分處四個多空期間，實驗組、對照組一以及對照組二的現金股利差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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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票股利差異的敘述統計資料則列在表4.4。 

-------------------- 

表4.4約在此 

-------------------- 

    從表4.4可看出，就四個多空頭市場期間的全部樣本來看，第二個多頭期間

所包含樣本的每股現金股利增加幅度平均值最大（0.0820），第一個多頭期間所

包含樣本的每股現金股利增加幅度平均值則最小（-0.0980）。第二個空頭期間所

包含樣本的每股股票股利增加幅度平均值最大（0.1894），第一個多頭期間所包

含樣本的每股股票股利增加幅度平均值則最小（-0.2935）。若就實驗組的樣本來

看，第一個空頭期間所包含樣本的每股現金股利增加幅度平均值最大（0.5773），

第一個多頭期間所包含樣本的每股現金股利增加幅度平均值則最小（-0.6845）。

第一個多頭期間所包含樣本的每股股票股利增加幅度平均值最大（0.9439），第

一個空頭期間所包含樣本的每股股票股利增加幅度平均值則最小（-0.8140）。 

    接下來我們進行實證假說的檢定工作。針對實證假說4.1，我們採取兩個市

場多頭期間的樣本來測試實驗組（A1與C1）的 ]1~[|, =θtiCAR 是否顯著大於零，

對照組一（A2與C2）的 ]1~[|, =θtiCAR 則預測為顯著大於零，至於對照組二（A3

與C3）的 ]1~[|, =θtiCAR 則預測為顯著小於零。第一個多頭期間所包含實驗組

（A1）、對照組一（A2）以及對照組二（A3）的實證結果列在表4.5， ]1~[|, =θtiCAR

的圖形則列在圖4.2。第二個多頭期間所包含實驗組（B1）、對照組一（B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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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照組二（B3）的實證結果列在表4.6， ]1~[|, =θtiCAR 的圖形則列在圖4.3。 

-------------------- 

表4.5約在此 

-------------------- 

-------------------- 

圖4.2約在此 

-------------------- 

-------------------- 

表4.6約在此 

-------------------- 

-------------------- 

圖4.3約在此 

-------------------- 

    表4.5顯示，實驗組（A1）在1=t 時，樣本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CAR）顯

著為正（0.0517），從圖4.2來看，樣本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CAR）在 ( )4,3− 間

出現往上遞增的趨勢；表4.6顯示，實驗組（C1）在0=t 時，樣本的平均累計

異常報酬（CAR）顯著為正（0.8019），從圖4.3來看，樣本的平均累計異常報

酬（CAR）在 ( )0,7− 間也出現往上遞增的趨勢，因此我們認為實證假說4.1獲得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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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4.5與表4.6以及圖4.2與4.3觀察對照組一（A2與C2）的實證結果，

A2在事件期( )7,7− 所顯示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雖為正值，但並未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水準，而C2則是在 4−=t 以及 1=t ，平均累計異常報酬顯著為正值，且圖

4.2與4.3分別顯示A2在( )2,3− 、C2在( )0,2− 期間CAR亦顯示遞增趨勢，這個

實證結果與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主張一致。 

    另外我們亦從表4.5與表4.6以及圖4.2與4.3觀察對照組二（A3與C3）

的實證結果，A3在事件期( )7,2 所顯示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顯著為負，而C3則是

在 ( )1,2 −− 間顯示樣本公司的其平均累計異常報酬顯著為負值，且圖4.2與4.3

分別顯示A3在( )2,1− 、C3在( )1,4− 期間CAR亦顯示遞減趨勢，這個實證結果同

樣與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主張一致。 

皆下來我們針對實證假說4.2，我們採取兩個市場空頭期間的樣本來測試實

驗組（B1與D1）的 ]0~[|, =θtiCAR 是否顯著大於零，對照組一（B2與D2）的

]0~[|, =θtiCAR 則預測為顯著大於零，至於對照組二（B3與D3）的 ]0~[|, =θtiCAR

則預測為顯著小於零。第一個空頭期間所包含實驗組（B1）、對照組一（B2）以

及對照組二（B3）的實證結果列在表4.7， ]0~[|, =θtiCAR 的圖形則列在圖4.4。

第二個空頭期間所包含實驗組（D1）、對照組一（D2）以及對照組二（D3）的實

證結果列在表4.8， ]0~[|, =θtiCAR 的圖形則列在圖4.5。 

-------------------- 

表4.7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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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4.4約在此 

-------------------- 

-------------------- 

表4.8約在此 

-------------------- 

-------------------- 

圖4.5約在此 

-------------------- 

    表4.7顯示，實驗組（B1）在( )1,2 −− 以及 5=t 時，樣本的平均累計異常報

酬（CAR）顯著為正，從圖4.4來看，樣本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CAR）在 ( )0,4−

間出現往上遞增的趨勢；表4.8顯示，實驗組（D1）在6−=t 、 3−=t 以及 ( )3,1−

間，樣本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CAR）顯著為正，從圖4.5來看，樣本的平均

累計異常報酬（CAR）在 ( )1,7− 間也出現往上遞增的趨勢，因此我們認為實證假

說4.2獲得支持。 

    從表4.7與表4.8以及圖4.4與4.5觀察對照組一（B2與D2）的實證結果，

B2在( )0,1− 以及 ( )4,2 間所顯示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顯著為正值，而D2則僅在

7−=t 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顯著為正值（0.0362），且圖4.4與4.5分別顯示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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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1,2 −− 、D2在( )1,0 期間CAR亦顯示遞增趨勢，這個實證結果亦與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主張一致。 

    另外我們亦從表4.7與表4.8以及圖4.4與4.5觀察對照組二（B3與D3）

的實證結果，B3在( )2,1 以及 4=t 所顯示的平均累計異常報酬顯著為負，而D3則

是在 ( )7,2 間顯示樣本公司的其平均累計異常報酬顯著為負值，且圖4.4與4.5

分別顯示B3在( )2,1− 、C3在( )7,1− 期間CAR亦顯示遞減趨勢，這個實證結果同

樣與Banker, Das and Datar（1993）的主張一致。 

    上述實證結果顯示：（a）本章的實證假說4.1與4.2皆獲得支持，即市場在

多頭期間，那些降低現金股利水準而提高股票股利水準的公司，其股利宣告被投

資人視為具有正面的資訊內涵；但當市場在空頭期間，則換成那些降低股票股利

水準而提高現金股利水準的公司，其股利宣告被投資人視為具有正面的資訊內

涵，這是本章研究與過去文獻不同的地方；（b）對照組一的樣本即是被Banker, 

Das and Datar（1993）視為具有好歷史的公司，我們的實證結果亦發現這些公

司的股利政策亦被投資人解讀為具有正面的資訊內涵；（c）對照組二的樣本則是

被Banker, Das and Datar（1993）視為具有不好歷史的公司，我們的實證結果

亦發現這些公司的股利政策同樣亦被投資人解讀為具有負面的資訊內涵。 

 

4.6 本章研究結論 

    以往文獻有關公司股利政策資訊內涵的探討多僅單獨討論股票股利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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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內涵或是僅單獨討論現金股利的資訊內涵，Banker, Das and Datar（1993）

則同時討論市場投資人對公司股利宣告中現金股利變化與股票股利變化的看

法，Banker, Das and Datar（1993）依據公司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的變化將公

司區分為兩種不同型態的公司，透過事件研究法檢視投資人在這兩種不同型態的

公司股利政策的資訊內涵。但是Banker, Das and Datar（1993）對公司型態的

區分方式並未將市場氣候納入考量，本章研究則是對此予以補充。 

本章研究以文獻中主張股利政策具有資訊內涵為基礎，探討公司管理當局在

面對不同市場氣候時所做的股利決策，市場投資人是否能接受到不同的資訊內

涵。本章研究透過分析性模式提出，當經理人面對多頭市場氣候時，應提高股票

股利發放水準且降低現金股利發放水準，反之，當經理人面對空頭市場氣候時，

則應提高現金股利發放水準且降低股票股利發放水準。本章的研究期間包含了兩

個多頭期間以及兩個空頭期間，我們將每個期間所蒐集的樣本區分成實驗組、對

照組一以及對照組二，實證結果發現，實驗組的樣本事件期中，的確傳達出正面

的資訊內涵，這個實證結果支持本章的研究假說且是本章研究與文獻不同的地

方。至於對照組一與對照組二，則是分別顯示傳達正面以及負面的資訊內涵，這

是與Banker, Das and Datar（1993）實證結果一致的地方。這些研究結果顯示，

在臺灣公開上市的證券市場中，股利政策的確具有傳達經理人所擁有私有資訊的

功能，且當經理人面對不同市場氣候所做的不同股利決策時，投資人亦能解讀經

理人所欲傳達的不同資訊內涵。即當處於多頭市場氣候下，那些降低現金股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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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以及提高股票股利水準的公司，投資人認為其股利宣告具有正面資訊內涵，但

當處於空頭市場氣候下，則是那些降低股票股利水準以及提高現金股利水準的公

司，投資人認為其股利宣告具有正面資訊內涵。 

就學術研究的觀點而言，過去研究多假設經理人是處於同質性的環境下，透

過股利政策的宣告來傳遞經理人對未來的看法，但是本研究指出，當市場環境改

變時，為了追求公司價值的極大化，經理人可能做出與過去不同的股利決策，且

市場上的投資人亦會在考量市場環境改變後來解讀股利宣告的資訊內涵。 

如何透過政策宣告來將經理人的私有資訊傳達給投資人且能被投資人正確

解讀，是管理實務的一個重要議題。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指出，投資人會依據不同

的市場氣候來解讀公司政策宣告所傳達的資訊，並據此修正其對公司價值的信念

以及投資行為。察覺市場氣候的變化以及公司未來前景將受到何種影響，並透過

政策宣告將此訊息正確傳遞給投資人，是經理人要面對的嚴峻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