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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探討除權除息日股價行為的相關文章，包括：第一節，除權除息日股

價行為的相關假說；第二節，國外相關文獻；第三節，國內相關文獻。 

 

第一節  除權除息日股價行為的相關假說 

一、稅負差異假說（或稱租稅效應假說） 

  對投資人而言，股利所得相對於資本利得適用稅率的不利地位，將影響投資

人對股利的評價，進而影響除權除息日的股價行為。此假說由 Elton and Gruber 

(1970)的研究中得到驗證。他們認為除權除息當日的股價變動幅度與股利金額之

比（ /P DΔ 即 price drop ratio），可反應出投資人的股利稅率與資本利得稅率的相

對比例。當股利所得適用稅率相對於資本利得為高時， /P DΔ 將小於 1，反之， 

/P DΔ 將大於 1。除權除息日的股價行為若以 /P DΔ 為指標，可得到除權除息日

的當日股價行為將受稅負影響的結論。 

 

二、稅負顧客效果假說 

  稅負會影響投資人對股利的評價態度，因此投資人在進行投資標的選擇時，

將會考慮自身的稅率。當投資人屬於高稅率級距時，其將選擇低股利的公司進行

投資，以避免因股利所得而須繳納的所得稅；而當投資人屬於低稅率級距時，其

將選擇高股利的公司進行投資。 

 

三、長期交易者假說 

  此假說認為長期交易者為除權除息當日的邊際交易者，由於長期交易者的股

利所得適用稅率相對高於資本利得適用稅率，使長期交易者對股利的評價較低，

反應在股利評價指標 /P DΔ （即 price drop ratio）上，將使除權除息當日的 price 

drop ratio 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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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期交易者假說 

  此假說認為短期交易者為除權除息當日的邊際交易者。由於短期交易者的股

利稅率相對長期交易者的股利稅率較低，使短期交易者對股利的評價相對長期交

易者為高，反應在股利評價指標 /P DΔ （即 price drop ratio）上，將使除權除息

當日的 price drop ratio 較長期交易者假說之 price drop ratio 大。 

 

五、股利攫取者假說 

  此假說認為，某些投資人由於不同的考量因素，使其相對於資本利得而言，

較偏好股利。例如：法律規定公司法人投資者或是退休基金經由長期投資獲取的

股利免稅。因此造成公司法人投資者或是退休基金在除權除息日，為了獲取股利

而進入市場。股利攫取者在除權除息前後的行為，並不以稅負為考量，其關心的

是：股利收入能否在沖銷交易成本後，仍有適當的獲利。為反應股利攫取者對股

利的正向態度，除權除息當日的 price drop ratio 將會上升。 

 

六、稅額扣抵比率 

  我國於民國 87 年開始實施兩稅合一，該稅制的基本精神在於營利事業所繳

納的營利事業所得稅，於個人股東獲配股利時，可抵繳個人之綜合所得稅。因此

就個人股東而言，營利事業所繳納的營利事業所得稅可當作營利事業盈餘分配前

的扣繳稅款，故可視為預繳稅款，具有資產的性質，所以股東可扣抵稅額和稅額

扣抵比率對於投資人在進行企業評價及投資決策時是有影響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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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相關文獻 

Campbell and Beranek (1955)以兩段不同期間所抽取的兩組樣本，分別觀察

其除息日的股價行為。第一組樣本，取樣期間為 1949 年至 1950 年，先將該期間

內所發放的現金股利轉換為當時股價的跳動檔位（0.125 元）的倍數。再將除息

日當天，股價波動相對穩定者（以未達當天道瓊指數的變動區間之 25％為標準）

作為觀察樣本，計算股價變動相對於股利金額的比例的平均值。在本組樣本中，

以除息日前一天的收盤價為 cumP ，以除息當天的開盤價為 exP ，股利定義為 D，

計算 cum exP P
D
−

之值。Campbell and Beranek 發現，199 個樣本中， cum exP P
D
−

的中

位數為 0.92，且樣本間的差距很大。 

第二組樣本取自 1953 年 10 月至 12 月，亦先將該期間內所發放的現金股利

轉換為股價的跳動檔位的倍數，再按檔位大小，區分為十組，每組僅取 20 個樣

本，共取 200 個樣本，並計算不同組 cum exP P
D
−

的平均值。在第二組樣本中，

Campbell and Beranek 用兩種定義，計算 cum exP P
D
−

。第一種：與第一組樣本的定

義方式相同，以除息日前一天的收盤價為 cumP ，以除息當天的開盤價為 exP ，股利

定義為D，計算 cum exP P
D
−

之值。第二種：以除息前一日的最高價與最低價之平均

價格為 cumP ，以除息當日的最高價與最低價之平均價格為 exP ，股利亦定義為D，

計算 cum exP P
D
−

之值。在這兩種不同的定義下，Campbell and Beranek 發現，以收

盤價減開盤價的價差所求出的 cum exP P
D
−

，其中位數為 0.96，顯著地大於以除息前

後日最高價與最低價之平均價格的價差所求出的 cum exP P
D
−

，其中位數為 0.83，可

見市場有此慣例，將除息日前一日的收盤價扣除股利金額後的價格作為除息日當

天開盤的買進價格，才會造成這種現象。 

Campbell and Beranek 進一步觀察兩組樣本 cum exP P
D
−

的平均值，認為投資人

若參與除息，在當時的所得稅率級距 25％－50％下，每一元的股利D，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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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稅後股利收入，約為 0.75 D－0.5 D，且股價由 cumP 下跌至 exP 。而股價縮減

占股利的平均比例為 cum exP P
D
−

，遠高於參加除息可獲得的稅後股利收入，對投資

人不利。因此 Campbell and Beranek 認為，在稅負的考量下，投資人應在除息前

將持股賣出，待除息後再將持股買回。 

Elton and Grunber（1970）以 1966 年 4 月到 1967 年 3 月紐約證券市場上市

股票的為樣本，發現除息日當天的股價會有異常報酬率，即股價降幅會小於所配

發的現金股利，他們認為原因是：平均而言，美國的資本利得稅稅率小於股利所

得稅稅率所引起的稅負效果。Elton and Grunber 認為當市場均衡時，最後決定股

價的邊際投資人不管在除息前或除息後買賣股票，在繳納有關的所得稅之後都得

到相同的財富。因此，在不考慮交易成本的情況下，下列方程式應成立： 

( ) ( ) (1 )b c b c a c a c oP t P P P t P P D t− − = − − + − ，式中 aP 為除息日（除息後）之股

價， bP 為除息前一日（除息前）之股價， cP 為股票的成本，D為股利之金額， ct

為出售股票之資本利得的所得稅率， ot 為收到股利應適用的一般所得之稅率。移

項後可得
1
1

b a o

c

P P t
D t
− −

=
−

，當資本利得的所得稅率 ct 小於一般所得之稅率 ot （一般

國家的情況），就會在除息後出現 1b aP P
D
−

< 的情況。由以上論述，根據 Elton and 

Grunber 的看法，除息日價格下跌的幅度 b aP P− 小於股利金額D的原因即是來自

於投資人的 ct 與 ot 不同所引起，這就是所謂的租稅效應或稅負差異假說。 

Kalay（1982）認為 Elton and Grunber（1970）利用方程式
1 1
1

b a o

c

P P t
D t
− −

= <
−

推

出邊際投資人的所得稅率有一個必要的前提－決定均衡除息價格的最後（邊際）

投資人必須是資本利得稅率低於一般所得稅率的「長期投資人」。但是因為當時

美國的短期交易者（如證券自營商）出售股票的資本交易損益需按一般所得或損

失課稅（短期交易者之 o ct t= ），因此若 b aP P D− ≠ 這些短期交易者即可進行套

利，最後 b aP P− 與D又回到接近一的比值，而進行套利的交易成本之存在才是該

比值無法等於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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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ay 認為短線交易者考慮的是交易成本與除息日股價可能出現的波動幅

度。其策略可為除息日前先買進隨即於除息日後賣出，或除息日前先賣出隨即於

除息日後買進。在市場均衡的條件下，兩種策略應該均無獲利空間存在，方程式

推導如下： 

先買後賣者的無獲利條件： (1 ) ( ) 0c b at D P P Pα⎡ ⎤− − − − ≤⎣ ⎦  

先賣後買者的無獲利條件： (1 ) ( ) 0c b at P P D Pα⎡ ⎤− − − − ≤⎣ ⎦  

合併可得： ( )b aD P P Pα− − ≤  

無套利區間為：1 1b aP PP P
D D D
α α−

− ≤ ≤ +  

其中 aP 為除息日（除息後）之股價， bP 為除息前一日（除息前）之股價， ct

為出售股票之資本利得的所得稅率，α 為來回兩次的交易成本率，
2

b aP PP +
= ，

Pα 為買賣一次之交易費用。由無套利區間方程式可知，稅對短線交易者並無影

響，只有交易成本有影響，交易成本愈小可套利的空間就愈大，因此交易量的大

小應與交易成本成反比，這就是所謂的短期交易假說。 

Kalay 認為一般投資人的α 較大，因此較無套利機會，他使用與 Elton and 

Grunber（1970）相同期間的樣本，提出證據顯示決定紐約證券市場股票價格之

邊際投資人應該是會員證券商，即短期交易者而非 c ot t< 之長期投資人。由於

Kalay 的短期交易假說在推論相關條件時都與投資人的邊際稅率無關，他否定了

Elton and Grunber（1970）可以從 ( ) /b aP P D− 推算邊際投資人所得稅率的論點。 

Poterba and Summers (1984)利用英國 1955 年至 1981 年兩次稅制改革的機

會，對公司預期報酬與股利率間的均衡關係進行研究，探討投資人對於股利及資

本利得的評價是否受到稅的影響。Poterba and Summers 先以小樣本（16 家公司）

進行除權除息日的報酬率與股利率間的迴歸分析，再以大樣本（3500 家公司）

進行月報酬的迴歸分析，結果發現：不論是日資料或月資料，都顯著支持公司預

期報酬率與股利率間的均衡關係隨著稅制改革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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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 等人，亦於 1991 年利用英國兩次稅制改革的機會，以 1969 年至 1982

年的資料進行租稅是否影響股票評價的相關實證。他們以英國的信託投資公司為

研究對象，因為這類公司有兩種股票，一種股票的股利以現金股利發放，另一種

股票的股利以股票股利發放，發放方式不同但股利額度相同，而且這兩種股票可

以互相轉換。在英國，股票股利並不課股利所得稅，僅在出售股票時課資本利得

稅。所以，投資人可透過這兩種股利間的轉換，調整投資組合的有效稅率。其實

證結果顯示，在資本利得稅較低時，發放股票股利的股票會以溢價出售；反之亦

然。也就是說，當發放股票股利的股票失去稅負上的優勢時，幾乎所有的投資人

發放股票股利的股票轉換為發放現金股利的股票，由此可知稅負確實會影響投資

人對股票的評價。 

Michaely and Vila (1995)研究：在均衡的架構下，分析投資人稅率上的異質

性與除權除息日的股價行為及交易量間之關係。此篇文章中，賦予所有類型的交

易者（包括套利者）在除權除息日的價格決定上，皆有一定的地位。此模型下，

除權除息日的均衡價格是存在的，而且該均衡價格受到以下幾種因素的影響：投

資人承擔的總風險、個別股票在除權除息日前後的風險、所面對股利所得及資本

利得相對稅率各異的不同投資人群體、在市場交易上的相對重要性等。此外，該

類型亦分析決定除權除息日的交易量因素與投資人在稅率上的差異程度和在除

權除息日前後所承擔的風險有關。在此模型下，即使在一個沒有交易成本的世

界，除權除息日當天的股價下跌幅度不需等於股利金額，且除權除息日會有較高

的交易量。作者認為除權除息日前後的交易量比起除權除息日當天的股價，隱含

了更多與投資人稅率偏好有關的資訊。此篇的實證結果顯示：當與除權除息有關

的風險增加，或投資人在稅率上的差異程度減少時，除權除息日前後的交易量會

減少。 

Chunchi and Junming (1996)引用 Michaely and Vila (1995)的模型，利用 1986

年美國稅制改革的機會，採用 1984 年至 1990 年的樣本資料進行實證研究。作者

發現：1986 年美國的稅制改革對不同股利率和不同交易成本的股票，在除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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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日前後的交易量以及股價表現的影響，有程度上的差異。新稅制實行後造成：

(1)除權除息日前後的交易量下降。(2)短期交易者將注意力集中於高股利率的股

票，使得這類股票在除權除息日的股價上漲幅度與股利金額之比與短期交易者的

動作有直接相關。此篇文章認為：稅負會影響投資人對於股利的相對評價及公司

的股利政策。 

Casey 等人利用不同的模型驗證 1986 年美國稅制改革是否對公司股利政策

有影響。此篇文章的作者認為：過去的實證研究並未將其他可能影響的因子（例

如：內部人員的持股比例、公司收益的平均成長率、公司對未來收益成長的預估、

公司的系統風險、公司的股東人數及公司的投資狀況等。）加以控制，所以結果

是有疑問的。作者在對這些變數加以控制下，利用美國 1982 年至 1992 年的資料，

並剔除期間內曾出現盈餘為負的公司樣本，進行橫跨 1986 年稅制改革的迴歸分

析。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了這些變數後，公司的股利政策普遍對於美國的新稅

制沒有反應。此外，產業類別對於對於股利的發放沒有明顯的影響；公司的規模

也不會使公司的股利政策不同。此篇文章認為，在控制可能影響公司股利政策的

所有因素後，稅制並不會影響公司的股利政策。 

Siddiqi (1997) 對 1986 年美國稅制改革對於除權除息日股價行為造成的影

響，提出不同的實證分析。此篇文章作者認為：(1)過去有關 1986 年美國稅制改

革的實證研究，皆偏重該稅制降低了股利在稅負上的劣勢，使除權除息日投資人

對股利的相對評價提高，使得投資人會先買進股票參加除權除息，造成當天的超

額報酬因而下降，此即所謂的稅負損失假說（tax-penalty hypothesis）。(2)該稅制

將公司稅率的最高級距由 1986 年的 46％降為 1987 年的 40％，在 1988 年再降為

34％，使得以股利稅負扣抵為交易動機的投資人，其稅後報酬大受影響，因此對

股利的相對評價下降，使得投資人不會先買進股票參加除權除息，因此造成除權

除息日當天的超額報酬上升，此即所謂的股利攫取假說（dividend capture 

hypothesis）。由於新稅制的兩大措施，對於除權除息超額報酬的影響方向完全相

反，所以應將這兩種相衝突的影響抽離出來觀察。作者將股票分類以驗證稅負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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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和股利攫取兩種理論，實證結果發現：(1)在股票未進行分類，新稅制的採行

後，除權除息當天的超額報酬是上升的，與稅負損失假說的預期相反。然而這種

未將兩種相衝突的影響抽離出來觀察的實證結果並不可信。(2)作者將股票依照

股利攫取投資人選股的因素（如：低交易成本、高股利率和個股風險低等）加以

分類後，這些股利攫取投資人偏好的股票群，在新稅制實行後，其除權除息日當

天的超額報酬是上升的，符合股利攫取假說的預期。但其他不符合股利攫取投資

人選股的因素（如：高交易成本、低股利率和個股風險高等），並未如稅負損失

假說的預期：有除權除息日當天的超額報酬上升的情況。大部分股票除權除息當

天的超額報酬，在稅制改革前後，都沒有明顯變化，因此，不符合稅負損失假說

的預期。 

Jeff and Michaely (1991)亦利用 1986 年美國稅制改革，檢測現金股利與股票

股利是否會因股利稅率改變，而遭受不同的評價。此篇文章作者以美國 Citizens  

Utilities Company 和 Stamford 這兩間公司的普通股股東為研究對象，觀察是否因

為該次的稅制改革，而讓投資人對於現金股利有較高的評價。實證結果顯示：這

兩家公司的股票並非永久地受稅制改變的影響，只是在稅制改變時點前後，暫時

性的在股價上有所改變。在 1985 年及 1986 年，在公司支付等值的股利下，收到

現金股利的股票相對於收到股票股利的股票有價值，這和稅負會影響股票評價的

觀點相符。但在 1987 年至 1989 年間，對於金股利和股票股利的評價卻又回復到

1982 年至 1984 年時的情況，這和稅負會影響股票評價的觀點不符。 

Lakonishok and Vermaelen (1983)以加拿大多倫多證券交易所 1971年至 1972

年的股價來檢驗稅制改革前後除息日的股價行為。由於 1971 年以前現金股利平

均所得稅率為 20％，但資本利得卻是免稅，因此投資人有偏好資本利得的傾向。

但 1972 年稅制改革後，現金股利所得之邊際稅率下降，而資本利得稅則增課交

易所得稅，依據稅負顧客效果的預測，理論上除息日股價降幅與股利比( /P DΔ )

在 1972 年應大於 1971 年，但實證上卻未能得到相同的結果，因此推論除息日的

交易主要應為短線交易者所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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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h and Johnston (1984)將特殊交易者區分為兩類，一是法人投資者的短線

交易假說，為了避免重複課稅，一般公司在買賣股票或取得股利所得時，相關的

所得稅稅負都有優惠的措施，因此法人有短線交易機會的可能性較大。另一種專

業投資者的短線交易假說，則是因為以證券買賣為經營主要項目的公司或團體，

在買賣股票所需要手續費用可能比一般的投資人低，而所得的計算可以扣除一般

的營業費用，故在實質的稅率和交易成本方面佔有優勢而較有短線交易的機會。 

Eades ,Hess and Kim (1984)以 1962 年至 1980 年 NYSE 上市股票為樣本，研

究所有類型的盈餘分配，包括普通股現金股利、特別股現金股利、普通股股票股

利與股票分割及不需課稅的現金股利（清算股利、資本退回）等四類，分別就其

除息日或除權日之異常報酬加以研究。此篇的作者認為若以除息日之股價降幅與

股利比( /P DΔ )做統計，會產生異質變異數的問題，因此改採超額報酬的方式來

衡量除息日的填息現象。實證結果發現只有普通股現金股利符合稅負顧客效應假

說，其餘均不成立。且發現在除息日前五個交易日就有超額報酬，除息前一日的

超額報酬甚至超過除息日，因此認為稅負效果假說不成立。至於不需課稅的普通

股股票股利與股票分割，則發現在除權日有正的異常報酬，而不需課稅的現金股

利類型則發現在除息日當天會有負的異常報酬率，這兩點都不支持稅負效應。 

Kalay (1984)更進一步闡述短線交易假說，認為不只在除息日和除息前一日

會有異常交易量發生，而是只要接近除息日，不論前後，都可能會有異常交易量

的發生。這是因為高稅率級距投資人會傾向於除息日前賣出股票，除息日後再買

入股票，但低稅率級距投資人會傾向於除息日前買入股票，除息日後再賣出股

票，因此買賣雙方需求配合，成交量就會放大，所以他認為只要接近除息日，不

論前後，都可能會有異常交易量的發生。 

Lakonishok and Vermaelen (1986)認為：如果稅率是重要的考量因素，則高稅

率投資人會於除息前一日賣出股票，如果要購買股票，則會選擇在除息當日買入

股票，以降低稅負；低稅率投資人則反向操作。因此，在除息前一日和除息當日

會出現異常交易量。他們以加拿大多倫多證券交易所 1970 年至 1981 年所有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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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金股利、股票股利和股票分割的股票為樣本，實證結果發現除息日前後的交易

量確實有異常增加的現象，而此異常交易量的淨增加與交易成本呈負相關，與股

利報酬率呈正相關。所以他們認為短線交易者對除息日股價的決定有不可忽視的

重要性。 

Karpoff and Walking (1988)研究 1965 年至 1984 年 NYSE 的資料，證實短線

交易者對股價有其影響力，而且提出實證來支持短線交易假說中所提到的交易成

本與套利利潤呈負相關。其認為短線交易者會在除權日或除息日進行套利行為。 

Lasfer (1995)研究 1985 年至 1994 年英國的資料，其中經歷 1988 年英國的

稅制改革，此次稅制改革降低股利所得稅和資本利得稅的差距。實證結果發現：

(1)在稅制改革之前，除權日當天的異常報酬率顯著為正，但稅制改革後，除權

日當天的異常報酬率不僅不顯著，甚至為負。(2)英國在除權日或除息日前後並

不會有異常交易量，即短線交易的情形並不存在。針對此點，作者認為原因可能

是：(1)英國法令禁止機構投資人從事短線套利。(2)英國的證券市場較有效率，

導致稅負的好處加上異常報酬可能小於交易成本，所以投資人在除權日或除息日

並沒有從事套利行為的誘因。 

Michaely and Murgia (1995)研究義大利米蘭交易所 1981 年至 1990 年的資

料，並以兩種不同股利稅負的股票來做比較，一種是 saving stock，其股票稅負

一律為 15％，而另一種為 common stock，其股利稅負以投資人的所得稅等級而

定。實證結果發現：saving stock 在除權日當天並沒有異常報酬率和異常交易量

的產生，common stock 在除權日當天則有顯著為正的異常報酬率和顯著的異常交

易量，但作者認為此現象不能完全歸因為稅負不同，可能還包括其他因素。 

Frank and Jagannathan (1998) 研究 1980年至 1993年香港股票市場的除權除

息狀況，因為在香港不論是股利所得或是資本利得均是完全免稅，依稅負效果除

息日當天不應有異常報酬率，但實證結果發現：在香港股票市場，除息日當天卻

有異常報酬率，且和股利多寡近乎是獨立不相關的。但和一般預期不同的是，香

港股票市場除息日當天是有負的異常交易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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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相關文獻 

陳聽安、蘇建榮（1997）針對兩稅合一進行相關研究發現：公司在兩稅合

一前享有的租稅優惠程度愈大，在兩稅合一實行後，其邊際稅負愈可能會上升。

反之，則可能會下降或維持不變。在證券交易所得免稅以及轉增資股票股利緩課

的情況下，對於保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的營利事業所得稅，其稅負必定會比已分

配盈餘之稅負來得重。同時根據其實證結果顯示：兩稅合一後對上市公司製造業

的固定資本投資並無顯著的影響，而高科技產業，關於保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

利事業所得稅，對其固定資本投資所產生的負面效果有限而不顯著。 

孫克難（1997）研究指出，兩稅合一及保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

得稅之規定會干擾企業內部活動，影響產業發展，但作者亦肯定兩稅合一可消除

舉債與募股間、股利分配與保留盈餘間的扭曲程度。 

李存修（1991）針對民國 73 年至民國 79 年的台灣上市公司進行股利之稅

負套利假說進行研究。若令除權日為時間 0，作者將-5 日至-2 日之間各股的日平

均異常報酬對配股率做迴歸，發現配股率高者，棄權現象反而不明顯與避稅假說

不合，即棄權並非以避稅為出發點。而配股率愈高者，異常報酬率愈大，雖可解

釋為稅負補償效果所致，但在棄權與稅負無關的前提下，此種解釋較為牽強。 

李存修（1994）研究民國 73 年到 81 年間，在我國上市公司股票股利除權

日前後進行先買後賣是否有「稅後」超額報酬時，並未使用 Elton and Grunber

（1970）或 Kalay（1982）之稅負效應假說與短期交易假說之分析方法，而在其

模型中同時扣除交易成本、股利所得之稅負，以及除權日當日持有股票一天應有

的市場風險調整報酬率，以計算各種邊際所得稅率之投資人在除權日進行套利的

超額報酬。據其統計結果顯示，除權交易日之異常報酬率遠比股利所得稅、來回

手續費及證券交易稅多，投資人在其研究期間內，若遇到股票除權即進行先買後

賣的套利操作，雖不保證每一次均會賺到超額報酬，但整個期間累積下來，應可

得到顯著的超額報酬。該文並發現，這些超額報酬與盈餘配股率、權值等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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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這個發現與李存修（1991）對股票股利與現金增資之除權股價行為的研究

結果相似，李存修（1991、1994）認為這種除權日有超額報酬的現象起因於「比

價心理假說」－除權後的股價，無論與除權前比較或與同一產業其他股票之價格

比較，均相對偏低，在投資人撿便宜的心理下，於是造成除權後的異常報酬率。 

黃士青（1996）關於除息日有三發現：(1)除息日的確有填息的情況發生，

且達到統計上顯著的要求，但無法完全由稅負效果的角度來解釋。(2)短線套利

的機會因為交易成本過大而消失，短線套利假說也不成立。(3)由交易量觀察也

無法證實有短線交易者存在。總結來說，除息日當日股票價格雖有異常上漲情

況，但無法藉此套利。關於除權日發現：除權日也有填息的情況發生，而且扣除

交易成本後，短線套利者仍有可觀的利潤，符合短線套利假說，即除權日之交易

價格不單純由規避稅負者決定，可能還會因短線交易者進場套利而改變，且就交

易量的觀察而言，也符合短線套利假說之推論。而此研究認為：(1)參加除權對

投資人是有益的。(2)除息日後賣出股票對投資人是較有利的。 

范瀛文（1998）利用事件研究法，以民國 85 年至民國 87 年無償配發股票

股利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其除權日的平均異常報酬。並以橫斷面迴歸分

析研究除權日存在異常報酬的原因。實證結果顯示：(1)除權公司在接近除權前

會有顯著為負的異常報酬，支持棄權假說。(2)公司在除權日當天會有顯著為正

的異常報酬，支持除權日當天的除權行情。(3)高股票股利的公司有最大的正異

常報酬。 

崔惠雯（1999）以民國 81 年至民國 87 年的台灣上市公司為樣本進行除權

日超額報酬的研究，該研究利用李存修（1994）所提出的一日交易模式發現：(1)

五種邊際稅率的投資人均可自除權日操作中獲取超額報酬。(2)邊際稅率愈低者

所獲得的超額報酬較高。三、配股率愈大，除權後股價相對偏低的股票，正異常

報酬率愈大。 

馬孝睿（1999）利用民國 87 年實施兩稅合一的機會，以稅制改革前後各一

年為樣本期間，針對有宣告股利發放的上市、上櫃公司，研究股利及股價的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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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關係，以評估公司及投資人如何反應股利的稅負效果。此篇文章主要研究主

題有二：(1)稅對於股利政策的關係。(2)稅對於公司價值的關係。其實證結果發

現：兩稅合一後，股利發放率與股利額度顯著增加，且稅負對於股利政策的影響

力下降，即稅負會影響公司的股利政策，但在兩稅合一後，其影響力下降。 

陳怡文（1990）研究民國 72 年至民國 77 年台灣上市公司除息日之異常報

酬率，使用平均市場報酬率調整模式和市場報酬率調整模式兩種方式，發現除息

日當天確實有顯著的填息現象，而此現象可用稅負效果來解釋，但稅率顧客效果

並不成立。 

王雪花（1994）以民國 73 年至民國 82 年台灣上市公司為樣本，市場模式

計算異常報酬率和橫斷面迴歸分析為基礎，發現除權日前後皆有正的異常報酬

率，且除權後的異常報酬率顯著大於除權前，推論填權效果存在。並針對盈餘轉

增資和資本轉增資對投資人稅負的不同加以分析，但兩者所產生的異常報酬無重

大差異，實證結果不支持稅負效果假說。 

陳昭銘（1994）以民國 78 年至民國 82 年台灣上市公司除息資料為樣本，

分析是否存在短線交易的行為。實證結果發現：除息日前後交易量有異常增加的

現象，投資人的確有採取節稅之短線交易，而股利收益率較高的股票對短線交易

者的吸引力較大。 

王玉鳳（1995）以民國 75 年至民國 83 年之盈餘配股、資本公積配股作為

研究題材，實證結果發現：(1)除權日的填權行為會受到個股類別、外資持有比

率和稅負效應的影響。(2)盈餘配股樣本除權日當天的超額報酬大於資本公積配

股樣本。(3)以盈餘配股的短線交易模擬分析，稅率 21％以下的個人投資人應做

先買後賣的策略，更高稅率的投資人則無套利空間。 

林德威（2000）以民國 87 年至民國 88 年上市及上櫃公司為樣本，研究除

權除息日異常報酬率之顯著性，比較兩稅合一前後之市場反應，並分類為高科技

類股及非高科技類股進行比較。實證結果發現：(1)兩稅合一後，高科技類股除

權日後的累積異常報酬率並未增加，除權日前累積異常交易量亦未增加。(2)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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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扣抵比率愈高的個股，在除息日前棄息的情形愈減緩，而除權日前愈有正的異

常報酬率。 

陳奕任（2000）以民國 87 年度上市及上櫃公司為樣本，研究投資人於除權

除息日前後之交易行為是否受到稅額扣抵比率多寡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1)

上市和上櫃電子業異常報酬率及異常周轉率的現象並不顯著，顯示租稅效果並非

影響電子業除權除息交易行為的重要因素。(2)上市和上櫃電子業的累積異常周

轉率則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戚務君、俞洪昭、許崇源及曹美娟（2000）針對兩稅合一制度下，股東可

扣抵稅額揭露之價值攸關性進行研究，以民國 87 年度為研究期間，並分別取

87/12/31、88/3/31 及 88/6/30 為截止日之股東可扣抵稅額納入研究模型，樣本共

達 465 家。實證結果發現：(1)不論是上市股票或上櫃股票，股東可扣抵稅額的

揭露對於投資人在進行企業評價時具有價值的攸關性。(2)上市股票對於股東可

扣抵稅額之反應較上櫃股票大，可能的原因為股東可扣抵稅額的價值攸關性會受

到個別公司股票的流動性高低所影響，即公司規模越大，稅額扣抵比率的價值就

越容易受到投資人的注意。 

林世銘、陳明進與李存修（2001）以民國 85 年至民國 87 年上市公司除權

除息日之樣本，探討兩稅合一前後，在除權除息日進行先買後賣的交易策略的股

票報酬情形。研究結果發現：(1)在兩稅合一後，除權除息日仍會出現正的異常

報酬率。(2)在兩稅合一前，只有所得稅稅率在 13％以下的投資人可從先買後賣

的策略中獲利。而兩稅合一實行後，所得稅稅率在 21％以下的投資人都可從先

買後賣的策略中獲利。(3)實證結果支持比價心理假說，即除權除息股利愈多，

投資人愈會覺得除權除息日的價格相對較低而引起買盤，因而造成除權除息日的

超額報酬。 

柯治宏（2001）研究民國 85 年至民國 88 年間上市上櫃電子業公司除權除

息日之異常報酬，並探討比價心理假說於兩稅合一前後是否適用於電子業。實證

結果發現：(1)電子業於除權除息日確實存在顯著的異常報酬，而於除權除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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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十日內均無顯著異常報酬，顯示異常報酬已於除權除息當日反應完畢。(2)比

價心理假說的變數並不顯著，顯示兩稅合一前後電子業的比價心理並不明顯。 

林俊成（2001）以民國 85 年至民國 88 年間均除權或除息的上市上櫃公司

為樣本，研究兩稅合一制度在除權除息日對投資人行為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

(1)兩稅合一前後，異常報酬率和異常交易量差異不大。(2)異常報酬率和稅額扣

抵比率的關係不顯著，顯示稅額扣抵比率並非增加異常報酬率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