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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公司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正常營運後，要將所賺得的盈餘分配給

股東時，可以選擇直接將盈餘以股利的方式分配給股東，或是選擇

用股票購回的方式使股東獲得資本利得。何種盈餘分配方式可以為

股東創造最大財富，是公司與投資人所關心的課題。 

股利政策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同的論點

（註 1），其中較獲得認同的觀點是，當公司支付較高的股利時，公

司的價值會提高。Lintner在 1956年對 28家美國公司進行訪談後，

歸納的結論是，公司的經理人會因為害怕散發一個負面訊息而不願

意刪減股利，也會因為害怕必須在未來刪減股利而不願意增發股

利，因此，公司的股利政策並不會輕易改變。Miller與Modigliani 

（1961）並進一步認為，因為公司往往會採取穩定的股利政策，所

以投資人會將股利政策的改變解讀為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獲利觀點的

改變，進而造成股價的改變，因此，股利政策改變具有傳遞公司價

值的資訊內涵之功能。 

股票購回，亦即公司買回自己公司的股票以作為庫藏股。雖然

說在需求線斜率為負、供給線斜率為正的一般股票市場中，公司進

行股票購回必定會因為減少公司流通在外股票的供給而造成股價的

提高（亦即價格壓力假說），但是Netter與Mitchell（1989）卻指出，

公司進行股票購回的宣告效果大於實質效果，也就是說即使公司沒

有真正完成股票購回的行動，當公司宣告買回庫藏股時，投資人會

認為公司正放射出公司價值被低估的訊號，而給予較大的正面反

應。所以，股票購回宣告也具有傳遞公司價值的資訊內涵功能。 

由於股利與股票購回都是公司可以採行的盈餘分配方式，而且

都具有傳遞公司價值的資訊內涵功能，所以兩者具有基本的比較基

礎。雖然國外有少數文獻對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之宣告進行比較性

之研究，然而，在以台灣公司為樣本的文獻中，卻沒有研究將此二



 2

者作一比較性之探討，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比較此二種盈餘分

配方式，以了解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的宣告效果是否不同，以

及股票購回對於股利政策變動的宣告效果有何影響。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闡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節說明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第三節則是介紹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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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本節將先提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動機，並且依此研究動機提出

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當公司規模越來越大，尤其是已經發展到公開上市時，公司的

所有權與經營權將會分離，公司的經營者相對於公司的所有權者（也

就是股東）來說，會更了解公司未來的發展前景，因此，兩者之間

將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根據 Akerlof（1970）的資訊不對稱理論

（註 2）以及 Spence（1973）的信號放射假說（註 3），在資訊不對

稱嚴重的環境中，好公司為了突顯自己與其他公司的不同，越有必

要放射出公司前景良好的信號，以吸引公司股東繼續投資，而股利

的改變以及股票購回的進行都是公司很好的信號工具。 

依據 Lintner（1956）的股利平滑政策（Dividend Smooth Policy）

以及Miller與Modigliani（1961）股利資訊內涵假說之論點，公司管

理者改變公司原本的股利支付方式，應該具有傳遞公司經營狀況的

資訊內涵，此是否意味著投資人會對改變股利政策的公司有所反

應？股利政策變動對投資人來說具有哪些含意？這些都是值得探討

的問題。 

根據 Wansley,Lane 與 Sarkar（1989）的問卷調查結果，股票購

回大多發生在公司管理者覺得公司的股價被低估時，因此，股票購

回也具有傳遞公司經營狀況的資訊內涵。投資人對公司股票購回宣

告會有何反應，以及投資人為何會有此反應，亦將是本研究所關心

的課題。 

過去有許多文獻分別針對股利政策的資訊內涵以及股票購回的

資訊內涵進行研究，但是有關於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的比較性研究

卻較少。由於股利增加以及股票購回都會有正面的宣告效果，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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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會產生較大的宣告效果，以及兩者的宣告效果為何會有所不

同，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如果股利政策變動以及進行股票購回都是在對投資人放射著公

司經營狀況的信號，那麼投資人是否會考量公司有否進行股票購回

而對公司的股利政策變動做出不同的反應？台灣的庫藏股制度始自

民國 89年 8月 7日，在此之前，台灣的上市公司並不能在公開市場

買回自己公司的股票，公司要將盈餘分配給股東只有透過股利的方

式。如果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都在放射公司經營狀況的訊號，

那麼，公司在股票購回前後所進行的股利政策變動之宣告效果會不

會有所不同？這些都是值得了解的課題。 

二、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想要先由理論模式證明公司股利

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都會對股東財富造成影響，在有了理論基礎之

後，再由實證分析了解此二種盈餘分配方式的宣告效果是否有所不

同，以及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的影響。 

在理論模式的推導上，本研究擬以股東財富極大化為目標，分

別推導出不管是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都會對股東財富造成影

響。在股利政策的理論模式方面，過去文獻大多不是單純證明現金

股利具有資訊內涵（註 4），就是單純證明股票股利具有資訊內涵（註

5），鮮少有文獻在理論模式上對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做同時的探討

（註 6），然而台灣在股利政策實務上都是同時宣告現金股利與股票

股利，因此，本研究欲建立公司整體股利政策的理論模式。在股票

購回的理論模式方面，過去的文獻都是以公開收購（Tender Offer）

股票購回為研究對象（註 7），然而，台灣在實務上公司進行股票購

回的方式為公開市場（Open Market）股票購回，因此，本研究擬以

整體股東財富極大化為模式建立之目標，以符合公開市場股票購回

之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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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實證分析是建立在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都會影響

股東財富的理論基礎上，目的是要了解公司盈餘分配方式對股價的

影響，所要探討的主題包括： 

（一） 股利增發與股票購回之宣告效果比較 

本研究首先將在控制相關變數下，找出條件相仿的股票購回與

股利增發樣本，探討股利增發與股票購回之宣告效果是否有所不

同。在研究進行上，將由過去文獻中，歸納出影響股利增發與股票

購回宣告效果之共同因素，以及造成兩者宣告效果不同的因素為

何，進一步推論出何者會有較大的宣告效果，並以統計分析的方式

加以驗證。  

（二） 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之影響 

由於台灣的公司通常一年僅發放一次股利，而股票購回的宣告

則沒有時間上的限制，所以，本研究將以股利政策變動宣告為研究

主體，了解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的影響。內容包括：

比較有進行股票購回的公司與沒有進行股票購回的公司其股利政

策變動之宣告效果是否不同，以及公司在進行股票購回前與進行股

票購回後的股利政策變動之宣告效果是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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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節將界定本研究的範圍，並且提出幾個在研究上可能遭遇的

限制。 

一、研究範圍 

由於台灣庫藏股制度的實施始於民國 89年 8月 7日，所以可以

取得的股票購回樣本相對於股利政策變動的樣本而言將較有限，為

了便於做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兩者間的比較，本研究將以庫藏

股制度實施後至民國 91年底以前（亦即民國 89年 8月 7日至民國

91年 12月 31日）有宣告實施股票購回的台灣上市公司為主要的選

樣基準。 

在股利增發與股票購回宣告效果之比較方面，本研究擬以已經

進行股票購回的公司為研究對象，找出條件相似的股利增發樣本作

為對照組，比較股票購回與股利增發之宣告效果是否有所不同。在

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之影響方面，首先，將把股利政

策變動的公司區分成有無實施股票購回兩組進行比較，其次，將以

有進行股票購回的公司為探討對象，比較其在股票購回前後公司股

利政策變動之宣告效果是否有所不同。 

二、研究限制 

    雖然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上力求嚴謹，但是仍然可能因為下列研

究限制而使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稍受影響。 

（一） 台灣股票市場的股價有漲跌幅限制 

    由於股價受到 7％漲跌幅限制影響，會使得股利改變宣告的股價

反應並無法完全顯現，而造成實證結果的誤差。 

（二）研究期間正值股市空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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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樣本期間主要從民國 89年 8月 7日至民國 91年 12月

31日，此時期正值台灣股市的空頭時期（註 8），所得之結論是否適

用於多頭時期，仍有待做進一步的研究。 

（三） 公司財務資料的準確性受到質疑 

    自從美國恩龍（Enron）事件爆發以後，企業財務報表的正確性

遭受到相當大的質疑。雖然本文所選取的樣本是台灣上市公司，其

與台灣其他公司相比，在報表的審核上應該嚴格許多，但是仍然無

法保證能夠完全獲得正確的財報資料。 

（四）研究期間的樣本數可能不多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期間不長，而且又處於公司容易減發股利的

股市空頭時期，因此，股利增發的樣本將顯得較少，以致於無法再

將樣本做更完善的篩選（註 9），而可能使研究的結果不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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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本研究係要深入了解台灣上市公司在發生股利改變以及進行股

票購回時的宣告效果，以下將介紹整個的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在研究流程上將先透過文獻探

討與個案分析得到本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再經由理論模式的推導

證明公司發生股利政策改變以及進行股票購回宣告時，的確會對股

東財富造成影響，並由此發展出相關的研究假說，內容包括股票購

回與股利增發的宣告效果比較，以及股票購回對股利變動宣告效果

的影響。在取得研究樣本後，將用統計方法驗證各研究假說是否成

立，說明並解釋各實證結果，最後提出相關的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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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文獻探討 

股利政策變動對股東財富之影響 

股票購回對股東財富之影響 

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之比較性研究 

個案分析 

上市公司經理人訪談 

研究設計 

實證架構 

研究假說 

變數的操作性定義 

實證分析方法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結論與建議 

實證結果分析 

樣本基本資料敘述 

研究假說之驗證 

         理論模式建立 

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之資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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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架構 

本研究的內容共分為六個章節，茲將各章節內容簡要分述如下。 

第壹章  緒論 

    本章主要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界定研究範圍與提出可能發生

的研究限制，並且說明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第貳章  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 

本章首先回顧過去有關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等相關文獻，在做

完文獻回顧後，提出過去文獻對本研究之含意，以及過去文獻不足

之處與本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最後，再輔以個案訪談，以確立論

文方向。 

第參章 理論模式建立 

    建立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的資訊內涵理論模式，透過理論模式

的推導，了解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的確會對股東財富造成影

響，以做為後續實證分析的基礎。 

第肆章 研究設計 

    建立實證架構，提出實證上相關的研究假說，說明各研究變數

的操作性定義、假說的驗證方式、研究樣本的篩選方式以及各種資

料的取得方式。 

第伍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將先對研究樣本作一完整之描述，並且對各研究假說做驗

證，以及對驗證結果提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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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對研究結果做出最後結論，並提出建議以供各相關人士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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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根據陳隆麒（民88年）的歸納，股利政策與公司價值之間的

關係有以下三種論點： 

（1）主張股利政策與公司價值無關的是 Miller 與 Modigliani

（1961）的股利政策無關論，亦即在完全資本市場下，公

司的價值主要決定於公司的投資政策，公司的股利政策與

公司的價值無關。 

（2）主張股利政策有利公司價值的為一鳥在手論（Bird in the 

Hand Theory），亦即投資人偏好得到風險較低的股利勝過

風險較高的資本利得，就好像停留在叢林中尚未被抓到的

兩隻鳥比不上一隻已握在手中的鳥一樣。 

（3）主張股利政策不利公司價值的則是所得稅差異論，亦即投

資人為了避免被課較重的股利稅，將喜歡公司少支付股

利，而將較多的盈餘保留下來作為公司再投資用。 

註 2：Akerlof（1970）以二手車市場為例，指出許多市場中的買方

用商品平均值來評價產品，此種評價方式將使得賣方只願意提

供給市場品質低於平均值的產品，因為好品質的產品並不能得

到等額的報酬。結果，商品的平均品質將會下降，市場規模將

會萎縮。Akerlof因為此主張而獲得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註 3：Spence（1973）則指出，在資方與勞方之間存在資訊不對稱的

勞動市場中，有能力的求職者可以用學歷作為其有較高能力

的信號，增加其被雇用的機會。Spence 亦因為此主張而獲得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註 4：例如 Bhattacharya（1979）、Miller 與 Rock（1985）以及 John

與 Williams（1985）等人提出的現金股利資訊內涵之理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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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註 5：例如 Brennan與 Copeland（1988）、闕河士（民 85年）等人所

提出的股票股利資訊內涵理論模式。 

註 6：黃國誠（民 86年）以管理者聲譽模式的觀點用賽局理論的方

式對公司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政策做理論模式的推導，與本研

究以極大化投資人價值的理論模式推導並不相同。 

註 7：美國公司股票購回的方式可以分成三種： 

（1﹚公開市場（Open Market）股票購回係指上市公司可以透

過經紀商在公開市場中購回自己公司的股票。 

（2）公開收購（Tender Offer）股票購回係指公司宣告在預定的

某一段期間內買進公司一定數量的公司股票，其收購的價

格常見的方式為固定價格收購（Fixed Price Tender Offer）

或是上下限價格收購（Dutch Auction Repurchase）。 

（3﹚私下協議（Negotiated）股票購回係指公司以議價方式直

接向公司的特定股東購回本身股票。 

在過去的文獻中，都是以公開收購的方式建立理論模式，例如

Vermaelen（1984）以及 Ofer與 Thakor（1987）的研究。 

註 8：由民國 82年至民國 91年每年年底的台灣加權股價指數之走勢

（見下圖）可知，民國 89/8/7∼91/12/31台灣股市正處於空頭時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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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例如如果只選擇股利變動宣告離股票購回宣告時間落差較近的

樣本，以及只選擇已經確實完成股票購回活動的股利政策變動

樣本，則可能會使研究的結果所受的干擾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