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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貳章 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與比較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

回的宣告效果，並且探討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的影

響，因此，本章將回顧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回宣告效果的相關文

獻（註 1）。 

有關股利政策資訊內涵之相關文獻，始自 Lintner（1956）所稱

的股利平滑政策，Miller與Modigliani（1961）接著提出股利政策具

有資訊內涵的論點，Bhattacharya（1979）則是第一位證明出在資訊

不對稱的環境下股利具有信號放射功能的學者，之後陸續有學者對

於股利政策的資訊內涵進行實證研究，並且以投資人的角度提出各

種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的影響因素。本章第一節將回顧相關文

獻，以了解股利政策變動對股東財富有何影響。股票購回亦是公司

放射有關公司經營狀況資訊的一種方式，過去亦有不少文獻探討股

票購回對股東財富的影響，並且提出各種影響股票購回宣告效果的

假說，這些文獻將在本章第二節加以回顧。在美國，現金股利與股

票購回被視為可以相提並論的公司支付方式，過去有一些文獻針對

此二種盈餘分配方式進行比較性研究，本章第三節將回顧這些文獻。 

在進行相關文獻回顧之後，本章第四節將提出過去文獻對本研

究之含意，並提出過去文獻之不足之處，以及本研究可以努力的方

向。為了使本研究所提出的論點與台灣上市公司之股利政策不至於

有所脫節，將在本章第五節整理對數家個案公司進行本研究相關主

題之深入訪談後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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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股利政策變動對股東財富的影響 

    由於台灣實務上在制定公司股利政策時，都是同時決定現金股

利與股票股利，因此，在本節的文獻探討中，將針對現金股利宣告

效果、股票股利宣告效果以及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宣告效果之同時

探討三方面分別進行文獻回顧。 

一、現金股利之宣告效果 

    以下將就現金股利與股價關係，以及現金股利宣告效果之影響

因素兩方面加以探討。 

（一） 現金股利與股價之關係 

    如果現金股利具有信號放射效果，則現金股利增加，股價會有

正面反應，現金股利減少，股價會有負面反應。過去的文獻除了探

討短期的股價反應，也探討長期的股價表現。 

在短期的股價反應方面，Charest（1978b）發現，在宣告現金股

利增加的前後，公司的股價會有顯著為正的異常報酬，在宣告現金

股利減少的前後，公司的股價會有顯著為負的異常報酬。DeAngelo, 

DeAngelo 與 Skinner（1996）研究盈餘第一次下滑的公司，結果發現，

在短期，現金股利增發宣告時有經濟上小的、但統計上顯著為正的

異常報酬。在以台灣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的文獻中，林宜勉與潘

昭儀（民 87）發現，在宣告期內現金股利增加有正的累積異常報酬，

現金股利減少有負的累積異常報酬。 

在長期的股價表現方面，Charest（1978b）以及Grullon,Michaely

與 Swaminathan（2002）都發現，在宣告現金股利變動後三年內，股

價會繼續往同方向變動，也就是說，現金股利增加的公司會有較佳

的長期股價表現，現金股利減少的公司會有較差的長期股價表現。

然而，在 Grullon,Michaely與 Swaminathan的研究中，只有現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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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公司其優異的長期股價表現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現金股

利減少的公司其長期股價表現並未達到顯著水準，Benartzi, Michaely

與 Thaler（1997）也認同只有大額現金股利增加的公司會有較佳的

長期股價表現。 

股利始發（Dividend Initiations）係指公司第一次發放股利，相

反的，股利停發（Dividend Omissions）係指公司在經過多年的發放

股利後第一次停發股利，由於股利始發與股利停發都是股利變動最

強烈的情況，所蘊含的資訊可能與一般股利的變動有所不同，因此

有許多文獻都是以股利的始發/停發作為探討的對象。Asquith與

Mullins（1983）是第一個檢視始發現金股利對股東財富影響的人，

其實證結果顯示，始發現金股利的公司會有正的異常報酬，而且公

司在始發現金股利時會比後續增發現金股利時有較大的正異常報

酬，Lipson, Maquieria與Megginson（1998）也認同此說法。相反的，

當公司現金股利停發宣告時，股價會有負的累積異常報酬（Sant與

Cowan，1994）。Healy與 Palepu（1988）則同時檢定現金股利始發

以及停發的樣本，實證結果發現，現金股利始發宣告的異常報酬為

正，現金股利停發的異常報酬為負。Michaelly,Thaler與Womack

（1995）以及 Akhigbe與Madura（1996）則是研究現金股利始發與

停發時股價的長期（1∼3年）效果，結果發現，現金股利始發的公

司有較佳的長期股價表現，現金股利停發的公司有較差的長期股價

表現。Boehme與 Sorescu（2002）重新檢視 1927~1998年，公司在

股利始發與重發後的長期股價表現，結果顯示，宣告後等權平均異

常報酬顯著為正，但是加權平均異常報酬並不顯著。 

    Watts（1973）是唯一一篇指出現金股利改變對股價的影響並不

明顯的文獻，其認為股利改變即使有傳遞訊號，此訊號效果也是瑣

碎而不明顯的，因為持有內部資訊的管理者即使想要將未來盈餘的

資訊反應在公司的股利上，也會受到公司目標股利支付率影響而無

法完全達成。不過由於Watts 的研究衡量的是股價的月報酬，因此使

研究的精準性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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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金股利宣告效果之影響因素 

影響現金股利政策宣告效果的因素，包括資訊信號假說、股利

代理問題假說（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股利租稅效應假說以及剝削

債權人假說等，以下將分別介紹這些論點，並且回顧與這些論點有

關的文獻。 

1.資訊信號假說 

    股利的資訊信號假說係指，在公司管理者比外部投資人擁有較

多公司未來發展資訊的資訊不對稱環境下，管理者會透過現金股利

的變動以放射出有關公司未來發展前景的信號。 

一般而言，公司的未來發展會表現在股利變動後公司的盈餘變

動、分析師對公司評價的變動以及公司資本支出的變動上，其中尤

以股利的未來盈餘資訊內涵最常被研究。股利盈餘資訊內涵係指如

果現金股利具有盈餘資訊內涵，則現金股利增加的公司，未來盈餘

會增加，而現金股利減少的公司，未來盈餘會減少。 

過去有些文獻支持股利改變可以傳遞有關未來盈餘的資訊。

Watts（1973）的實證結果顯示，未來盈餘的改變與現在未預期現金

股利的改變之間成正相關，但是相關性並不強。Penman（1983）則

指出，基於現金股利為基礎的預測，其所產生的盈餘預測誤都比

martingale model (亦即僅由過去盈餘推估)來得小。Aharony與 Dotan

（1994）發現，現金股利增加得多，未預期盈餘增加得多，現金股

利減少得多，未預期盈餘減少得多。Brook,Charlton與 Hendershott 

（1998）以有四年平穩現金流量而後發生大額現金流量的公司為樣

本，發現有永久性高現金流量的公司將傾向在現金流量增加前就提

高現金股利，投資人似乎認知到股利的改變放射出未來獲利信號，

因此，在公司現金流量尚未真正增加時，公司股價就會有顯著為正

的異常報酬。在以現金股利始發/停發為研究樣本的研究中，Healy

與 Palepu（1988）、Michaelly,Thaler與Womack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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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artzi,Michaely與Thaler（1997）以及Lipson,Maquieria與Megginson

（1998）都發現，始發現金股利的公司在股利政策改變前後都有正

的盈餘改變，而停發股利的公司在股利停發後盈餘可能減少，但並

不十分強烈，Nissim與 Ziv（2001）以一般股利變動的公司為樣本，

也有相似的發現。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並不支持股利變動能夠傳遞未來盈餘資訊的

看法。Benartzi,Michaely與 Thaler（1997）認為，股利反應的是過去

的盈餘而不是未來的盈餘，其實證結果顯示在 t 年度調高股利的公

司，通常在 t-1年及 t年盈餘顯著增加，但其後年度卻沒有非預期的

成長。同時，在 t年度調降股利的公司，在 t-1年及 t年時盈餘減少，

但 t+1年時盈餘卻又顯著增加。然而，Nissim與 Ziv（2001）卻認為，

Benartzi,Michaely 與 Thaler（1997）的實證結果是因為其在衡量股利

改變與未來盈餘的關係時存在反應變數的誤差（以市場價格平減所

產生的誤差），以及遺漏了與股利改變有關的重要控制變數。不過，

Nissim 與 Ziv 的實證結果也只認同股利增加具有未來盈餘資訊的看

法，而股利減少同樣不能傳遞未來盈餘資訊。Jensen與 Johnson（1995）

以股利減少的公司為樣本亦有類似的發現，其更進一步指出股利減

少後公司盈餘上升並非因銷貨上升而來，而是因為公司在股利減少

後，降低成本甚至出售資產，因此股利的下降代表公司財務下滑的

終點，也代表公司重組的起點。 

而公司內部人在公司宣告現金股利變動前的行動，則可以確認

信號本身是否可靠。John與 Lang（1991）指出，內部人交易的方向

與程度是公司用來與投資人溝通的重要工具，其認為並非所有股利

的增加都是好消息，當有顯著內部人買進時，高於預期的現金股利

宣告會產生正的股價反應，當有顯著的內部人賣出時，高於預期的

現金股利宣告會產生負的股價反應。 

2.股利代理問題假說（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 

由於管理者與股東之間所追求的利益不盡相同，因此，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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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會從事使股東財富極大化的行為，亦即管理者與股東之間有

代理問題存在。Easterbrook（1984）指出，因為管理者與股東之間的

代理問題所衍生出的兩項代理成本為股東監督管理者的成本，以及

風險趨避的管理者選擇安全但較不具吸引力的計畫而使公司蒙受損

失的成本，此即 Jensen（1986）所稱的可支配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假說，亦即有代理衝突的管理者會將資金投資在低報酬率的

計畫或是將資金浪費掉。為了不讓管理者對公司的資金做不當的運

用， Easterbrook與 Jensen都認同透過現金股利支付以迫使管理者在

需要資金時到資本市場去籌措資金，在資本市場較嚴格的監督之

下，代理成本將可望降低。因此，代理成本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公司

在發放現金股利後又馬上到資本市場籌資的行為。 

    股利代理問題對股利變動宣告效果之影響，可以由 Dewenter與

Warther（1998）比較美、日公司的跨國性研究中獲得更深入的了解。

Dewenter與Warther（1998）指出，因為日本經理人與股東互動程度

比美國來得密切，而且日本公司股東比美國公司股東有較長遠的投

資眼光，所以日本公司（特別是集團企業，Keiretsu）比美國公司

面對較少資訊不對稱及代理衝突，因此，日本公司對於股利停發以

及股利再發放有較小的股價反應，而且也較不會不願意停發或是減

少股利。 

因此，在股利代理理論下，公司的現金股利增加時，將代表公

司管理者不當使用公司資金的代理成本降低了，此時市場將給予正

面的回應;反之，市場會給現金股利減少的公司負面的回應。 

3.股利租稅效應假說 

    在有租稅的環境下，當投資人所面臨的股利稅率大過資本利得

稅率時，投資人將希望公司減少發放股利；反之，當投資人所面臨

的股利稅率小於資本利得稅率時，投資人將希望公司增加發放股

利。如果用股利收益率代表投資人偏好股利的程度（註 2），亦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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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收益率越高，投資人對股利的偏好越強，那麼，就高股利收益率

的股票來說，股利增加將產生顯著為正的價格反應，Bajai 與 Vijh

（1990）的實證結果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將稅率差異應用到顧客對股利偏好的差異時，卻沒有得到

太多實證上的支持（註 3）。如果投資人對股利有不同的偏好，則當

公司的股利政策改變時，將會有較強烈的顧客移動效應。然而，

Michaelly, Thaler與Womack（1995）的實證結果卻顯示，無論是股

利始發或停發的樣本都沒有很強的顧客移動效應。 

4.債權人剝削假說 

    如果公司以舉債或是減少有利投資支出的方式，籌措支付現金

股利所需的資金，則將使公司的破產風險提高，而不利於公司原來

的債權人，造成財富由債權人移轉到股東的現象，此時，公司的債

券價格會下降。Handjinicolaou與 Kalay（1984）嘗試驗證股利政策

改變的財富重分配假說，不過並沒有獲得支持。 

（三） 現金股利宣告效果影響因素之比較性研究 

1.資訊信號假說與股利代理問題假說之比較 

Lang與 Litzenberger（1989）以資訊信號假說以及可支配現金流

量(過度投資)假說解釋股利宣告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先用理論模型

推導出 Tobin’s Q<1係代表公司有過度投資的現象，再取 1979~1984

年 CRSP (Center for Research in Security Prices)資料庫中，股利變動

幅度達到 10%的 429個樣本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 Tobin’s Q<1的公

司大幅度變動股利的股利宣告效果較大，而且股利改變後分析師並

不會立即修正其對公司的盈餘預測，研究結果支持可支配現金流量

假說。但是 Yoon與 Starks（1995）同樣比較資訊信號假說與可支配

現金流量假說對股利改變宣告效果的解釋能力，取紐約證交所中

1969~1988 年股利改變至少 10％以上的 3748 個股利增加的樣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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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個股利減少的樣本，實證結果發現，股利增加之後連續三年資本

支出顯著增加，股利減少之後連續三年資本支出顯著減少，股利改

變宣告後分析師立即修正其對公司盈餘的預測，因此，實證結果符

合資訊信號假說，而不符合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林宜勉與潘昭儀

（民 87）則是針對民國 76年至 84年間，台灣上市公司曾發生現金

股利變動且得以衡量 Tobin’s Q比率共 297次樣本事件，進行現金股

利資訊信號假說與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適用性之比較分析，發現結

果部份支持股利資訊信號假說，部份支持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 

2.資訊信號假說與股利租稅效應假說之比較 

Divecha與Morse（1983）同時研究股利信號效果與租稅效果，

取 1977∼1979年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的 668家公司共 1039個事件，

進行實證之結果顯示，公司增加股利會有顯著為正的異常報酬，而

且公司若同時增加股利和降低股利支付率（每股股利/每股盈餘），會

比公司同時增加股利和股利支付率，在宣告期間會有較高的異常報

酬，此一結果同時符合股利信號效果與租稅效果。就股利租稅效果

而言，則此一結果表示在資本利得稅低於股利稅的考量下，投資人

不喜歡公司增加股利支付率，而喜歡公司降低股利支付率。就股利

信號效果而言，股利支付率的降低代表著盈餘增加得比股利增加得

多，象徵著有較高的投資機會。作者本身比較偏好股利信號效果的

解釋。 

3.資訊信號假說、股利代理問題假說以及股利租稅效應假說之比較 

Denis,Denis 與 Sarin（1994）則以資訊信號假說、股利代理問題

假說以及股利租稅效應假說解釋股利改變宣告效果，發現股利變動

宣告的超額報酬與標準化股利變化(股利改變的幅度/公司權益的價

值)以及股利收益率正相關，與 Tobin’s Q則沒有關係。他們並進一

步發現分析師在股利改變後顯著地修正其盈餘預測，而且 Tobin’s 

Q<1的公司在股利增加後的確會增加其資本支出，在股利減少後，

則會減少其資本支出。整體來說，其研究結果支持資訊信號假說以



 23 

及股利租稅效應假說，而不太支持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 

綜合以上的比較性文獻，可以發現大多數的研究結果係支持現

金股利的變動具有放射公司未來發展前景信號的功能。 

二、股票股利宣告效果 

股票股利又稱為無償配股，並沒有真正發放現金給股東，只是

將公司的保留盈餘以及資本公積轉為公司的股本，也就是說，在發

放股票股利時只是將公司資產負債表右下方的股東權益進行帳面轉

換而已，公司真正的現金流量並沒有減少。 

股票分割與股票股利基本上是很相近的觀念，美國實務上習慣

將配股率<25%的稱為股票股利，配股率>25%的稱為股票分割，亦即

認為股票股利是一種小型的股票分割。股票股利與股票分割相同的

地方是，兩者同樣不會影響公司的現金流量只會增加公司流通在外

的股數，股票股利與股票分割不同的地方是，股票股利的發放會移

轉公司的保留盈餘到公司資本項下，此一移轉會增加公司的成本，

例如，公司債權人通常會對公司的保留盈餘水準加以限制，而股票

分割則只是單純地將公司的股本進行切割，沒有保留盈餘移轉的問

題。在Grinblatt, Masulis 與 Titman（1984）、Liljeblom（1989）、

McNichols 與 Dravid（1990）的研究中，都將股票分割與股票股利兩

者一併討論，因此，本研究在做有關股票股利的文獻回顧時，將把

股票分割的文獻同時納入討論。 

    以下將就股票股利與股價關係，以及股票股利宣告效果之影響

因素兩方面加以探討。 

（一﹚ 股票股利與股價之關係 

在短期股價反應方面，許多文獻指出，股票股利/股票分割宣告

時，公司股價會有異常報酬，股票股利配股率越高，或是股票分割

比率越高，股票股利/股票分割宣告時，股價的異常報酬率越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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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Fama,Fisher,Jensen,與 Roll（1969）、Charest（1978a）、Foster III 與 

Vickrey（1978）、Grinblatt, Masulis 與 Titman（1984）、Lakonishok

與 Lev（1987）、Asquith,Healy與 Palepu（1989）、Liljeblom（1989）、

McNichols 與 Dravid（1990）以及 Ikenberry,Rankine與 Stice（1996）。

在以台灣的資料為樣本的文獻中，亦多認同此一論點，例如黃慶堂

與張文惠（民 84年）以及闕河士（民 85年）的研究。雖然Phillips,Baker 

與 Edelman（1997）發現，股票股利減發在股利宣告時會有負的但

不顯著的市場反應，但是在將樣本進一步加以切割後，發現小公司、

低股價以及低機構持股的公司，管理者決定減發股票股利會發射出

負面的訊號，進而使股價下跌。 

在長期股價表現方面，Ikenberry,Rankine與 Stice（1996）則是

研究股票股利宣告後的長期績效，指出長期異常報酬比短期異常報

酬大，顯示股價繼續往同方向變動。 

（二）股票股利宣告效果之影響因素 

    有些學者嘗試對股票股利/股票分割宣告時顯著為正的異常報

酬提出解釋的原因，Fama,Fisher,Jensen,與 Roll（1969）認為，市場

將股票分割宣告解讀為近期會有現金股利增加的可能性，因為管理

者往往不願意減少現金股利，只有當其確定公司未來盈餘足以維持

其每股股利的水準時，才會進行股票分割，所以在股票分割之後，

通常現金股利會增加。其將樣本分為在股票分割後現金股利增加，

以及在股票分割後現金股利減少兩群，結果發現前一組有正的報

酬，後一組有負的報酬，但是整體樣本有正的報酬。 

然而，Grinblatt,Masulis 與 Titman（1984）以及 Asquith,Healy與

Palepu（1989）卻認為，股票股利/股票分割宣告時顯著為正的異常

報酬不能夠被急迫增加的現金股利預期所解釋，Grinblatt,Masulis 與

Titman並且認為，股票股利/股票分割宣告具有傳遞公司未來經營狀

況之資訊內涵，其嘗試以保留盈餘假說、聲譽假說、注意假說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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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範圍假說解釋股票股利/股票分割之宣告效果（註 4）。Ikenberry, 

Rankine與 Stice（1996）則是進一步將此論點詮釋成自我選擇假說

(Self-Selection Hypothesis)，意指如果管理者認為股價落在某一交易

範圍會有利可圖，而且體認到若讓股價跌落最低限制時將會是耗費

成本的，則公司是否進行股票分割將會視其管理者對未來獲利的期

望而定，悲觀的管理者將會因為害怕未來公司股價會跌落到低於某

一可接受範圍而較不會進行股票分割，在這種情況下，股票分割可

以被解讀為管理者對公司的未來是樂觀的。 

Asquith,Healy 與 Palepu（1989）則是認為，股票分割宣告對於

股票分割前的盈餘增加有確認作用，在股票分割宣告前，市場預期

盈餘的增加是短暫的，股票分割會使投資人提高過去盈餘的增加是

具有永久性的預期，因此，分割前盈餘改變越大，股票分割的市場

反應越大。 

不管是基於對現金股利即將增加的預期，或是基於對過去盈餘

增加的確認，都是對公司經營狀況的肯定，因此，本研究認為股票

股利/股票分割具有正面市場反應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放射出公司經

營狀況好的資訊內涵。 

三、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宣告效果之同時探討 

    美國公司以發放現金股利為主，如前所述，現金股利的減少將

可能傳遞給投資人公司未來前景不佳的訊息，但是實際上，現金股

利的減少所放射出的訊號是有些含糊的，如同 Grinblatt與 Titman 

（1998）所言，現金股利的減少可能意味著公司較不獲利，也可能

意味者公司有好的投資機會，想要把資金保留下來做進一步的投

資，所以，投資人將會對有否搭配股票股利增發的現金股利減發公

司做出不同的反應。例如Ghosh與Woolridge（1988）以及Michaelly, 

Thaler與Womack（1995）都發現，以股票股利替代現金股利會減輕

現金股利減少或現金股利停發的負面衝擊。因此，如果只有考慮現

金股利的變動，可能會做出錯誤的結論，如果配合檢視股票股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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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則較能夠了解公司股利變動的真正原因。尤其是台灣上市公

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時，都是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同時決定，同時考

慮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之變動有其必要性。 

由過去文獻的實證結果發現，美國投資人重視現金股利的程度

更甚於股票股利，但是台灣投資人對於股票股利重視的程度卻超過

現金股利。Phillips,Baker與 Edelman（1997）研究美國的公司，發現

股票股利減少的公司若同時伴隨著現金股利的始發或增加，股價將

顯著地增加，而股票股利減少的公司若同時伴隨著不變的現金股利

或現金股利減少，股價將顯著地下跌，因此，其認為市場似乎更加

注重現金股利所產生的訊號效果。但是陳隆麒、闕河士、黃國誠與

黃旭輝（民 85年）以台灣公司上市後首次支付股利的樣本為研究對

象，發現公司上市後首次股利宣告對股價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

且股票股利的宣告比現金股利的宣告具有更顯著的異常報酬。 

黃國誠（民 86年）則認為，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的宣告效果要

視公司的投資機會而定，他以公司成長機會作為股利政策宣告效果

的中介變數，實證結果發現，如果管理者在公司成長機會看好時採

取少發現金股利並多發股票股利的方式，以及在公司未來成長機會

看壞時採取增發現金股利並且少發股票股利的方式，則其股利政策

宣告會有正的異常報酬。 

Banker,Das與 Datar（1993）則是將樣本依據宣告股票股利的增

減以及現金股利的增減分為好歷史的公司以及壞歷史的公司，分析

1976~1983在 CRSP 資料庫中187家宣告發放股票股利的公司。實證

結果發現，好歷史的公司有正的異常報酬，壞歷史的公司有負的異

常報酬，而發放股利的規模、資本支出水準則會對宣告效果有增強

的作用，從營運而來的資金多會增強正的異常報酬，減弱負的異常

報酬。黃慶堂與張文惠（民84年）則是模仿Banker,Das與Datar（1993）

的做法，研究民國76年至 82年台灣上市公司，將樣本依據股票股

利與現金股利之變動關係分成好消息公司與壞消息公司，發現兩者

在股票股利宣告當天及隔天之異常報酬差異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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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股票購回對股東財富的影響 

    台灣自從頒佈實施庫藏股制度以來，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上

市公司曾經買回自己公司的股票（註 5），由此可見股票購回已經成

為公司在盈餘分配上的一項重要的方式。 

根據證期會（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簡稱證期會）發佈的「上

市上櫃公司購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2條及第 4條規定，台灣上市

公司買回庫藏股之方式有二，其一為經由集中市場證券經紀商買

回，也就是公開市場股票購回，另一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依公開

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之規定買回庫藏股。由於公開

收購程序較公開市場買回的程序煩瑣，一般公司都是透過公開市場

的方式買回庫藏股。 

    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購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2 條規定，台灣

上市公司的股票購回決策必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而且要在決議後

二日內公告有關買回目的、買回數量、區間價格等相關資訊，並且

向證期會申報。因此，台灣的投資人可以明確地掌握公司宣告股票

購回決策的時間，並立即針對股票購回事件做出回應。 

以下將進行有關股票購回宣告效果的文獻回顧，內容包括股票

購回與股價關係，以及股票購回宣告的影響因素。 

一、股票購回與股價之關係 

    在短期的股價反應方面，許多文獻都認同公司宣告進行股票購

回時，公司股價會有正面的反應。例如：Dann（1981）、Vermaelen 

（1981）、Howe,He與 Kao（1992）以及 Raad與Wu（1995），在台

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則有陳振遠與吳香蘭（民91年）

以及鄭桂蕙（民91年）認同股票購回宣告有正面股價反應的觀點。 

    在長期的股價表現方面，Stewart（1976）使用 1954-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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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stat資料庫，發現有進行股票購回與沒有進行股票購回的公

司，在一開始股價並沒有顯著差異，但隨著時間兩者的差異逐漸拉

大。Ikenberry,Lakonishok與 Vermaelen（1995） 檢視 1980~1990年

美國公司在公開市場購回宣告後的長期績效，發現不管是 B/M（帳

面價值/市場價值，Book Value/Market Value）高的價值股或是 B/M

低的成長股，其短期的市場反應都差不多，但是價值股卻有較佳的

長期市場反應，顯示價值股在股票購回宣告一開始的股價反應被低

估了。 

二、股票購回宣告效果之影響因素 

影響股票購回宣告效果的因素，包括資訊信號假說、可支配現

金流量假說、取代現金股利假說（租稅效應假說）、剝削債權人假說、

資本結構調整假說以及防禦購併假說等。以下將分別介紹這些論

點，並且回顧與這些論點有關的文獻。 

1.資訊信號假說 

    由於公司內部的管理者對公司的營運狀況比外部的投資人了

解，因此，當公司的管理者覺得公司的價值被低估，或者是想要告

訴投資人公司的發展前景良好時，其將可能選擇以股票購回作為信

號發射工具（Wansley,Lane與 Sarkar，1989）。因此，股票購回能傳

遞公司未來的盈餘資訊，Vermaelen（1981）、Dann,Masulis 與Mayers

（1991）以及 Bartov（1991）的實證結果都顯示，公司在股票購回

宣告後會有正的未預期盈餘。 

    在股票購回宣告當時，投資人也可以由公司在進行股票購回時

所提供的目標購回比例以及內部人持股情況了解公司所欲釋放的公

司經營狀況或是未來發展前景的資訊，Vermaelen（1981）就認為，

公司使用目標購回比例以及內部人持股比例作為進行股票購回時的

信號工具。Netter與Mitchell（1989）的實證結果也顯示，在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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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國股市崩盤時，有宣告股票購回的公司比沒有宣告股票購回的

公司有相對較高的內部人購買公司股票。Raad 與Wu（1995）的實

證結果也指出，雖然內部人有淨賣出活動的股票購回公司也有正的

異常報酬，但是內部人有淨買入活動的公司有更顯著的異常報酬。

管理者持股對股票購回宣告有顯著的正效果，允許股票購回的流通

在外股數比例越大，股票購回宣告效果效果也越大。在以台灣上市

公司為樣本的研究中，陳振遠與吳香蘭（民 91年）的實證結果發現，

庫藏股購回比率與累積異常報酬率間成顯著正相關，而內部關係人

持股比率及內部關係人淨買入比率則對累積異常報酬無顯著影響。 

    偏低的股價表現是公司要進行股票購回的重要誘因，Stephens

與Weisbach（1998）以美國公司為研究對象，Ikenberry,Lakonishok

與 Vermaelen（2000）以加拿大公司為研究對象，他們的實證結果都

顯示，股票購回與公司先前的股價表現負相關，當股價下跌時，管

理者購買更多股份。Netter與Mitchell（1989）以 1987年美國股市

崩盤時的公司為樣本，其實證結果顯示，在崩盤期間(1987/9/30至

1988/3/31)未進行股票購回宣告前，公司的股價異常地下跌，而股票

購回宣告使得公司的股價在宣告之後反彈，而且持續超過 40天。 

2.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 

    Jensen（1986）的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指出，在公司管理者與股

東之間有代理衝突的情況下，公司管理者將可能把公司的多餘資金

投資在低報酬率的計畫或是將其浪費掉，因此，公司應該要把多餘

的資金透過現金股利或是股票購回的方式分配給股東，以使公司日

後在需要資金時必須透過資本市場籌資，以較嚴格的資本市場監督

管理者的行為。 

    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在股票購回活動上是否成立，在過去的文

獻中尚未得到一致的結論。Howe,He與 Kao（1992）實證 1979~1989

年 55個美國公司的資料，模仿 Lang與 Litzenberger（1989）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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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obin’s Q<1作為過度投資的代理變數，發現 Tobin’s Q>1的公司

與 Tobin’s Q<1的公司在股票購回宣告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其進

一步將樣本分成高 Q（Tobin’s Q>1）高現金流量以及低Q（Tobin’s 

Q<1）低現金流量兩群，發現反而是高 Q高現金流量的公司有較高

的股票購回宣告效果，與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的預期正好相反。然

而，Vafeas與 Joy（1995）實證 1985~1991年 96個美國公司的樣本，

發現在高可支配現金流量群中，Tobin’s Q<1的公司比 Tobin’s Q>1

的公司有較高的宣告報酬，實證結果符合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的預

期。 

3.取代現金股利假說（租稅效應假說） 

對投資人來說，現金股利與股票購回有兩點差異，其一為現金

股利是投資人不得不接受的公司現金支付，股票購回則是投資人可

以自由選擇的公司現金支付，其二是現金股利必須要被課股利稅，

股票購回則是課資本利得稅，租稅效應假說所要探討的就是現金股

利與股票購回在課稅上的差異。就台灣目前的稅法規定而言，股利

收入係併入綜合所得中課稅，稅率在6%~40%之間，資本利得則是屬

於證券交易所得，在目前台灣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下，股票購回比

現金股利在租稅上較具有優勢。 

    租稅效應假說主要論點為當管理者為股東的租稅負擔著想時，

其在選擇盈餘分配方式時將選擇以股票購回的方式，而非現金股利

的方式（Bartov,Krinsky與 Lee，1998），而投資人會給有考慮股東租

稅負擔的公司較高的評價。 

股利收益率是衡量股東租稅負擔的一項指標，依據 Elton與

Gruber（1970）的推導，股利收益率與股東的股利租稅負擔成反比。

美國 1986年的租稅改革也是衡量股東租稅負擔的一項指標，1986

年美國租稅改革係要縮小股利稅與資本利得稅之間的差距，如此一

來，股票購回相對於現金股利在租稅上所具有的優勢將會減弱。Lie

與 Lie（1999）即證實當管理者有低股利收益率，以及在 1986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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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革以前，管理者較可能選擇採用股票購回，而不採用現金股利

的方式。McNally（1999）的實證結果也認同股利收益率與股票購回

宣告報酬負相關，Grullon與Michaely（2002）的實證結果則是支持

1986年的租稅改革政策實施以後股票購回之異常報酬比租稅改革前

小，這些實證結果都符合租稅效應假說。 

4.剝削債權人假說 

    剝削債權人假說係指，如果公司用以進行股票購回的資金來源

是來自舉債，或是減少有利投資，則會使公司的風險提高，而不利

於公司原來的債權人，進而使公司的債券價格下跌。也就是說，公

司進行股票購回會使得財富從債權人移轉到股東。 

在實證研究方面，Dann（1981）檢視股票購回對購回公司普通

股股價、債券以及特別股股價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股票購回

宣告的一天內公司價值顯著增加，普通股股東是股票購回的最主要

受益者，但是其他證券的價值也沒有因股票購回而減少，因此，實

證結果並不符合財富移轉假說的預期。 

5.資本結構調整假說 

    資本結構調整假說是指，如果公司進行股票購回的誘因是為了

調整公司的資本結構，則公司將會以舉債的方式籌措購回庫藏股所

需的資金，在負債資金所產生的利息費用可以減少公司階段被課徵

的所得稅（負債稅盾作用）的情況下，股東將因而獲利。 

在實證研究方面，McNally（1999）以股票購回宣告前的負債比

例（負債/資本）代表稅盾效果，認為股票購回宣告前負債比率低的

公司，表示其較可能低於最適的槓桿水準，因此較可能因為股票購

回而提高負債比率，其研究結果支持負債比率低的公司有較高的股

票購回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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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防禦購併假說 

當公司受到公司外部欲購併者的威脅時，其將會進行股票購

回，以增加公司內部人的持股比例，減少公司被購併的危機。Denis

（1990）檢視為了回應惡意公司收購活動而做的防禦性股票購回宣

告，結果顯示，防禦型股票購回的宣告會有負的市場反應，然而，

在公司贏得戰役後，公司的資本結構與所有權結構也都會提高，而

且公司也會有超高比例的高階主管替換，這些舉動都會進一步造成

戰役結束後公司的股票報酬的提高。 

三、股票購回宣告效果影響因素之比較性研究 

1.資訊信號假說與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之比較 

Nohel與 Tarhan（1998）檢視股票購回的資訊信號假說以及可支

配現金流量假說，認為如果宣告股票購回的用意是為了放射出公司

未來前景改善的信號，則將可以看到在公司進行股票購回後，公司

營運績效有改善。相對地，如果有一家公司帳面上有許多不好的資

產，而若他們將這些資產賣掉，並且以此所得進行股票購回，則亦

可以看到績效改善，然而，此種透過重組公司資產的方式改善公司

績效，是基於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而非信號假說。因此，只有看

營運績效的改善，將無法對此二假說加以區分，要區分此二假說，

就必須檢視公司營運績效改善的原因。實證結果發現，只有低成長

公司在股票購回後營運績效會改善，而且這些公司在進行股票購回

之前以及期間都有資產銷售，但是卻沒有顯著的資本支出增加，因

此，研究結論為投資人對股票購回有正面反應的最佳解釋方式為可

支配現金流量假說。 

2.各種假說之綜合研究 

Dittmar（2000）研究 1977~1996年 Compustat與 CRSP資料庫

中，股票購回與資金分配、投資、資本結構、公司控制以及薪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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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間的關係。允許每個誘因隨時間而改變，發現在整個樣本期間，

公司會因為股價被低估而進行股票購回，在許多的期間，公司會為

了要分配多餘資金而進行股票購回，在某些期間，公司會為了改變

其槓桿比率、避免被購併、以及減少股票選擇權稀釋效果而進行股

票購回。 

Pugh與 Jahera,Jr.（1990）雖然承認股票購回宣告的異常報酬通

常被視為是管理者對公司股價被低估的聲明，但是仍然認為會有其

他因素會影響股票購回宣告的異常報酬。他們以 1978~1985年在紐

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 32家公司為樣本，所進行的實證結果發現，與

宣告效果負相關的有：宣告前報酬、未來所需資金、公司被外界忽

視的程度，與宣告效果正相關的有：負債比例的改變、收購股數佔

流通在外股數的比例、內部人持股、內部人持股與收購股數佔流通

在外股數的比例。 

在以台灣上市公司為實證對象的研究中，鄭桂蕙（民 91年）的

實證結果顯示，台灣上市公司宣告買回庫藏股之市場反應顯著支持

資訊信號假說，亦即當公司價值被低估的程度越高時，宣告買回庫

藏股之市場反應越大，至於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資本結構調整假

說以及剝削債權人假說則無法解釋股票購回之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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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之比較 

股票購回與現金股利一樣，都是公司將公司內超額的現金分配

給股東的方式，所不同的是股票購回的實施比現金股利的發放更具

有彈性，正如股利平滑政策所言，若非必要公司並不會隨意變動其

股利的支付內容，而公司卻可以視情況隨時調整其股票購回計畫。

有關現金股利與股票購回之比較性研究，可以分資金來源、資訊信

號與流動性三方面加以探討。 

一、資金來源 

股票購回與現金股利可能有不同的資金來源，Jagannathan, 

Stephens與Weisbach（2000）指出，股票購回與現金股利係被不同

的公司在不同的時機使用，股票購回係在公司有較高的短暫非營運

現金時使用，進行股票購回的公司通常有較不穩定的現金流量，而

現金股利係被有較高的恆常營運現金流量的公司所支付，分配現金

股利的公司通常有較穩定的現金流量。Guay與 Harford（2000）的實

證結果也發現，公司選擇增加現金股利以分配相對持久的現金流

量，而選擇股票購回以分配相對短暫的現金流量，而且股利增加的

公司相對於股票購回的公司提高支付後的現金流量水準較不會回復

到提高支付前的水準。因此，就資金來源的觀點來說，現金股利與

股票購回之間並不具有替代性。 

二、信號內涵 

現金股利與股票購回卻會傳遞相似的資訊信號，雖然 Asquith與

Mullins（1986）認為股票購回較適合用以傳遞短暫的信號，現金股

利的宣告較適合用以傳遞定期的信號，但是兩者都是要傳遞給投資

人有關公司未來前景看好的資訊。 

（一）現金股利增發與股票購回之宣告效果比較 

在有關現金股利增發與股票購回宣告效果的比較上，Ofer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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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kor（1987）首先發展一個模型解釋，為何股票購回宣告平均來

說比股利宣告有顯著較高的股價反應。他們指出雖然公司無論是發

放現金股利或是進行股票購回，都有可能要作成本較高的外部融

資，但是有進行股票購回的公司管理者在股票購回後其對公司的持

股將會增加，這將使得風險趨避的管理者的風險增加，而形成另一

種成本，也就是說現金股利的信號成本比股票購回低。當公司的價

值被低估的程度低的時候，管理者會以較低成本的現金股利作為發

射信號的工具。當公司的價值被低估的程度高時，管理者則會以較

高成本的股票購回作為發射信號的工具。 

    Choi與 Chen（1997）以 1968~1984年美國公司的資料，實證分

析 Ofer與 Thakor的理論模型，檢視股票購回與現金股利增加所要傳

遞的資訊差異，結果發現，在控制時間、產業、現金分配的規模以

及其他公司專屬特色以後，股票購回會比股利增加造成較大的股價

反應。進一步檢視資訊的內容，發現在股票購回後，分析師往上修

正公司的盈餘預測的幅度大於股利增加，以及在股票購回後，公司

的系統風險降低而股利增加卻沒有此現象。 

    Guay與 Harford（2000）的實證結果則發現，當不考慮投資人對

現金流量持久性的預期時，股票購回宣告的確比現金股利增發宣告

有較大的市場反應。但是在考慮投資人對現金流量持久性的預期

後，由於投資人認為增發現金股利是公司在放射現金流量是持久的

信號，進行股票購回是公司在放射現金流量是短暫的信號，當公司

實際的支付行為超乎投資人的預期時，投資人對公司增發現金股利

的反應會比進行股票購回的反應大。 

（二）現金股利與股票購回資訊信號的替代性 

Grullon與Michaely（2002）研究 1972~2000年 15843家美國公

司後發現，股票購回不只是美國公司支付的一種重要方式，而且會

取代股利，實證結果顯示，有股票購回的公司在減少股利時，股價

下跌的程度顯著地比沒有股票購回的公司小，表示就資訊信號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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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效果而言，現金股利與股票購回之間會有替代性。 

三、流動性 

雖然公開市場股票購回相對於現金股利來說具有租稅優勢，但

是大部分的公司還是發放現金股利，Barckay與 Smith（1988）對此

現象提出另一個見解，認為在管理者與投資人資訊不對稱的環境

下，公開市場股票購回會使管理者有機會使用內部資訊而獲利，並

使與其交易的投資人因害怕付出代價而不願意交易，因此，公開市

場股票購回不利於市場的流動性，此為公開市場股票購回相對於現

金股利的缺點。以買賣價差（Bid-Ask Spread）衡量市場的流動性，

由於公開市場股票購回宣告將透露出有更多有資訊的交易者

（Informed Traders）會在次級市場中交易公司股票的訊息，在有資

訊的交易者只會在價格有利時才進行交易的情況下，將會造成賣價

（Ask Price）的提高與買價（Bid Price）的降低，因此，在公開市場

股票購回後，買賣價差會提高。不過，由於 Barckay與 Smith（1988）

係使用年度的資料，並無法真正檢視在股票購回宣告日前後買賣價

差是否會擴大，因此實證結果遭到質疑。Singh,Zaman與 Krishnamurti

（1994）以及Miller與McConnell（1995）都進一步改以日資料加以

檢視，但是都沒有發現在公開市場股票購回宣告後，買賣價差會增

加。 

Brockman與 Chung（2001）則是以香港股票交易獨特的揭露環

境為研究對象，由於香港政府要求公司在進行股票購回後的第二個

交易日必須要揭露其股票購回的相關價量資料，因此 Brockman與

Chung（2001）得以實際的股票購回日而非股票購回宣告日進行實證

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在公司進行股票購回時，買賣價差會擴大，

因此證實管理者在進行股票購回時的確有擇時能力。然而，市場流

動性的變動只有在實際股票購回日時顯著變小，到了資訊揭露日時

就已回歸正常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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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對本研究的涵意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主要是著重在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對股東財

富的影響，本節將先對過去文獻做一個綜合性的結論，進而指出過

去文獻不足之處，以及本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一、過去文獻之綜合結論 

（一） 投資人對於公司增發股利會有正面評價，投資人對於公司進

行股票購回也會有正面評價。 

    由過去的文獻中可知，公司股價無論是在公司增發股利或是在

公司進行股票購回的宣告期間都有正面報酬，而且之後也會有良好

的長期股價表現。此一現象或許可以解釋成是投資人對於公司增發

股利或是進行股票購回等事件在一開始有反應不足的情況，也可以

顯現出公司無論是增發股利或是進行股票購回的確都放射著公司未

來前景良好的信號。 

（二） 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與股票購回宣告效果之影響因素相似 

    由過去的文獻回顧可知，用以解釋影響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

的因素有資訊信號假說、股利代理問題假說（可支配現金流量假

說）、股利租稅效應假說以及剝削債權人假說，用以解釋影響股票購

回宣告效果的因素則有資訊信號假說、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取代

現金股利假說（租稅效應假說）、剝削債權人假說、資本結構調整假

說以及防禦購併假說等，其中資訊信號假說、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

股利租稅效應假說以及剝削債權人假說等四種假說可以用來解釋這

兩種不同的盈餘分配方式之宣告效果，可見股利變動與股票購回之

間有許多共同的比較基礎，而且除了租稅效應假說的預測方向剛好

相反以外，其他三種假說對股利變動與股票購回有相同的預測方向。 

（三） 資訊信號假說是影響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與股票購回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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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最重要影響因素 

    在股利政策變動的文獻中，無論是現金股利變動或者是股票股

利變動，大多數的文獻都認同與傳遞公司發展前景的訊號有關。在

與股票購回有關的文獻中，股價低估是進行股票購回的最主要原

因，管理者想要藉由股票購回傳遞給外部投資人公司經營情況良好

的資訊。 

（四） 股票購回不會影響到現金股利增發的資金來源，但是股票購

回會影響股利變動的宣告效果 

Jagannathan, Stephens 與Weisbach（2000）以及 Guay與 Harford

（2000）都指出，股票購回與現金股利係被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時

機使用，公司選擇增加現金股利以分配相對持久的現金流量，而選

擇股票購回以分配相對短暫的現金流量，因此，現金股利增發與股

票購回在資金來源上並不衝突。然而，由於股利政策變動與股票購

回都是在放射公司經營情況的信號，Grullon與Michaely（2002）的

實證結果即顯示，有股票購回的公司在減少股利時其股價下跌的程

度顯著地比沒有股票購回的公司小，因此，股票購回會影響股利政

策變動的宣告效果。 

（五） 公司會基於不同的考量而選擇增發現金股利或是進行股票購

回 

在資本利得稅較股利稅低的租稅環境下，公司若考慮投資人的

租稅負擔，將選擇進行股票購回而非增發現金股利。依據 Ofer 與

Thakor（1987）的模型，在股票購回的信號成本比現金股利高的情

況下，當公司的價值被低估的程度嚴重的時候，管理者會選擇進行

股票購回而非增發現金股利。然而，依據 Barckay與 Smith（1988）

以及 Brockman與 Chung（2001）的觀點，公開市場股票購回不利於

市場的流動性，基於市場流動性的考量，公司會選擇增發現金股利

而非進行公開市場股票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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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去文獻不足之處與本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以下針對過去文獻的不足之處，提出本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以顯現本研究的學術貢獻。 

（一） 以一致的架構比較股利增發與股票購回宣告效果之不同 

Cho與 Chen（1997）以及 Guay與 Harford（2000）在進行現金

股利增發宣告與股票購回宣告之比較時，並沒有將影響這兩種盈餘

分配方式宣告效果的共同解釋因子（資訊信號假說、可支配現金流

量假說、股利租稅效應假說以及剝削債權人假說）納入考量，本研

究擬將資訊信號假說、可支配現金流量假說、股利租稅效應假說納

入考量（註6），以進行研究。 

（二） 有關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之影響進行更深入的

研究 

過去在有關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變動宣告效果之影響的研究

上，只有Grullon與Michaely（2002）探討股票購回對現金股利減發

宣告效果的影響，本研究擬由兩個方向探討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變

動宣告效果之影響，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1.橫斷面方面 

本研究想要探討有進行股票購回的公司與沒有進行股票購回的

公司，在股利政策變動時，其宣告效果是否有所不同，以了解股票

購回對股利政策變動宣告的影響。 

2.縱貫面方面 

本研究想要探討公司在進行股票購回活動之前與之後，其股利

政策變動的宣告效果是否會有所不同，以了解股票購回對股利政策

變動宣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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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訪談分析 

    為了了解台灣實務上有關盈餘分配方式的運作，本研究對六家

公司進行深度訪談，其中包括三家電子業公司，三家非電子業公司，

訪談的對象都是公司中負責決定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業務的主管，

每個受訪對象都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以下將摘要個案訪談的內容，

以及提出個案訪談對本研究之涵意。 

一、 個案訪談問題 

由於本研究係股票購回與股利政策之比較性研究，因此，在進

行訪談時，將分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兩方面提問，由於股利政策係

公司行之多年的決策，因此，採取問答題的方式，以使管理者更能

暢所欲言，而股票購回係公司近兩年才進行的決策，因此，採取半

開放式的問法，以引導管理者作答。 

個案訪談的問題如下： 

(一)股利政策 

1. 公司股利政策的制訂上，係追隨公司去年的股利政策？ 

2. 公司股利政策的制訂上，係依據公司當年度的經營情況決定？ 

3. 公司股利政策的制訂上，係考量公司未來可能的發展情況決定？ 

4. 公司股利政策的制訂時，會考慮股票購回？ 

5. 請概述公司股利政策之制訂流程？ 

6. 請概述公司股票股利、現金股利之考量因素？ 

（二） 股票購回 

貴公司從事股票購回之原因為： 

1.公司的股價被低估                               

2.告訴投資人公司未來的發展前景良好                  

3.增加公司的財務槓桿(負債/股東權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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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有閒餘資金，卻沒有適當的機會 

5.提供員工認股的股份 

6.整個股票市場低迷 

7.避免有人想要惡意收購公司股票 

8.提供可轉換公司債、認股權證等所需股份 

9.取代現金股利 

10.讓公司股權更集中 

11.藉由宣告股票購回讓外界注意到公司         

12.減輕投資人的租稅負擔                           

二、個案訪談結果 

    以下分別以股利政策制定、股票購回決策以及兩種決策之間的

相關性等主題，摘要整理個案訪談的結果。 

(一) 股利政策的制定 

1. 六家公司的受訪者都表示公司的股利政策係追隨公司的章程

規定，先由公司去年度的盈餘、公司未來的發展以及同業的狀

況等決定公司要分配多少總股利，公司營運狀況佳時分配較多

股利，營運狀況不佳時分配較少股利。在總股利金額決定以

後，再依據公司近一年內有無資本支出，決定現金股利與股票

股利的分配金額。在制定股利時並不會追隨公司去年的股利政

策，去年股利發放情形只當參考用。 

2. 在分配股票股利時，會考慮股本膨脹對每股盈餘所造成的影

響。 

3. 在分配現金股利時，則會考慮到法令的限制，即使公司沒有多

餘的資金，也會基於證期會的平衡股利政策考量，而發放現金

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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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票購回決策 

1. 六位受訪者都認為，股價低估是公司進行股票購回最重要的

決定因素，受訪者也都認同公司想要藉由股票購回以告訴投資

人公司的發展前景良好。 

2. 六家公司中有四家公司（電子業與非電子業各兩家）認同當

公司有閒餘資金，卻沒有適當的投資機會時，公司會進行股票

購回。 

3. 受訪的公司在進行股票購回時，主要的資金來源係來自自有

資金，有一家電子公司以及兩家非電子公司在實際進行股票購

回時，有零星的短期借款。 

4. 除了一家非電子公司購回股票的目的是為了要減資以外，其

餘的五家公司都表示公司所購回的股票將提供員工認股。 

5. 由於受訪的公司股權本來就很集中，因此並沒有公司會因為

避免被惡意收購而進行股票購回。 

(三)在現金股利與股票購回的關聯性方面 

1.受訪者普遍認為在進行現金股利決策時，並不會把資金保留下

來做股票購回時使用，因此，現金股利與股票購回之間有不同

的資金來源。 

2.在做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決策時，股東的租稅負擔並不是重要

的考量因素。 

三、個案訪談對本研究之涵意 

    由個案訪談結果可知，公司的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決策，都隱

含著公司經營狀況以及發展前景的資訊，然而，股利與股票購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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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之間並沒有衝突，因此，由資訊內涵信號放射效果的角度，

將較能了解公司股利政策與股票購回決策這兩種盈餘分配方式有何

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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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本研究在所回顧的文獻，將以評審較為嚴格的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及國內博士論文為主要探討對象。 

註 2：Elton與 Gruber（1970）曾經推導出股利稅率與股利收益率（每

股股利/每股股價）及股利支付率（每股股利/每股盈餘）成負相

關，亦即適用低股利稅率之投資人偏好高股利收益率以及高股

利支付率的股票，而適用高股利稅率之投資人偏好低股利收益

率以及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 

註 3：投資人對股利的不同偏好不一定來自稅率差異，例如低所得或

是喜歡當期收入的投資人，偏好公司支付高股利，高所得或是

不須靠當期收入過活的投資人，則是偏好公司支付低股利。 

註 4：Grinblatt,Masulis 與 Titman（1984）用股票股利/股票分割具有

資訊內涵的角度解釋股票股利宣告會有正異常報酬的可能原

因，包括：  

（1）保留盈餘假說 

發放股票股利將使公司的保留盈餘減少，而限制了公司發放

現金股利的能力。如果公司預期未來盈餘不錯，則較不會受

此限制影響；如果公司預期未來盈餘不佳，則較會受此限制

影響，以致其模仿高價值公司發射信號必須付出相當成本。 

（2）聲譽假說 

公司如果未來沒有好的成長機會卻又宣告發放高額的股票股

利，則公司未來的每股盈餘必定會遭到稀釋，而影響其本身

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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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假說 

股票股利的發放會使投資人注意到這家公司，促使分析師重

新評估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這對股價被低估的公司是有利

的。 

（4）交易範圍假說 

管理者發放股票股利的目的是想要使其股價跌到投資人習慣

的交易價格，經營不佳的公司將不會發放股票股利，因為不

佳的經營績效自然會使其股價跌落到投資人習慣的交易價

格，投資人觀察到此一關係，將會把股票股利的宣告做有關

資訊方面的推論。 

註 5：自民國 89年 8月 7日至民國 91年 12月 31日，台灣上市公司

中已經有 259家公司進行 649次股票購回宣告，佔上市公司

公司的 40.12％。 

註 6：由於剝削債權人假說涉及對公司債券價格的探討，超乎本研究

探討公司股價的範圍，所以本研究不討論剝削債權人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