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  研究設計 

    本章依據前章所探討的國內外相關文獻，建立本研究的研究假

說，接著說明資料來源與樣本選取、研究變數操作性定義，最後介紹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說 

    本研究可分為二部份，第一部分為針對公司是否的確受到股票購 

回假說的影響採取買回自家股票的決策進行探討，第二部份則是希望

進一步觀察股票宣告之後對股價真正造成的作用效果以及部份公司

特性變數對買回事件的影響程度。 

ㄧ、股票買回假說驗證 

(ㄧ) 自由現金流量假說 

    在自由現金流量的假說中，說明了當公司存在大量的多餘資金卻

又沒有值得的專案得以投資時，為了避免產生過高的代理成本，公司

會主張將資金返還給投資大眾以謀取公司的最高價值，在驗證此項假

說的過程中，本研究以「自由現金流量」為多餘資金的代理變數，而

「Tobin's Q」代表公司未來的投資潛能，希望探討公司多餘資金的閒

置程度對股票買回決策有正面的影響，所以發展出本研究的第一項假

說： 

    假說 1：自由現金流量/Tobin's Q比值高的公司比自由現金流量

/Tobin's Q比值低的公司更傾向買回股票。 

(二) 個人所得稅節稅假說 

    雖然以往學者如Grullon and Michaely(2002)曾經發現公司的現金

分配方式有從原先的股利發放逐漸被股票買回取代的現象，不過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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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由於庫藏股制度實施至今尚未滿五年，因此股利發放是否會被股

票買回取代的相關研究數據資料仍相當缺乏，所以針對此假說，本 

研究希望透過間接的方式觀察其是否存在。 

    當投資人面對公司較高的股利支付率時，也等於是面對了較高得

應付稅額，所以公司若實施股票買回將現金發還給股東，則形同持股

之股東在公開市場上賣出持股，僅需課徵證券交易稅，資本利得的部

分並不課稅。在兩者之間比較之後，我們可以發現當公司支付較高的

股利率後，能夠透過買回自家的股票為股東帶來些許的稅賦降低，稍

微舒緩前期的較高稅賦負擔，因此，可以獲得本研究的第二項假說如

下： 

    假說 2：公司股票若經歷了較高的股利支付率，比較會執行股票 

           買回。 

(三) 資訊信號假說 

    資訊信號假說著重在探討當公司股票價值受到外界低估，無法反

映公司的真正價值時，所採取的股票買回宣示策略，因此可以推論的

是，當公司股價呈現嚴重下跌時，基於放出「公司股價遭受不合理的

低估」的訊息，管理階層比較會使用庫藏股的方式矯正股價的被誤

判，如此可獲得本研究的第三項假說如下： 

    假說 3：公司股票若經歷了較大的股價下跌，公司會比較傾向買  

           回股票。 

(四) 財務槓桿假說 

    公司若維持在過低的負債水準，依據Modigliani and Miller (1963)

與之後的 Altman(1984)所發表的有限稅盾效果來看，將無法達到公司

價值最大化的境界，所以透過票買回能夠從股東權益面調節公司的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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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水準，進而增加公司的獲利，因此本研究的第四項假說如下： 

    假說 4：槓桿程度較低的公司，會比較傾向買回股票。 

(五) 管理者的誘因假說 

    假設公司管理階層持有較多的股票選擇權，依據 Dunsby(1994)

的研究，管理者基於自身利益的考量，將會盡力維持股價的表現以獲

得更高的報酬，然而，當公司分配現金時，若以股利發放方式為之，

將會使股票的每股價值遭受稀釋，影響股價的水準，因此，透過股票

買回的方式能夠避免上述的不利因素，而且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若

買回是為了後續的轉讓，買回庫藏股亦是一個極佳的選擇。不過礙於

台灣企業使用股票選擇權的比例極低，無完整資料得以使用，所以本

研究以高階管理人持股比例代替選擇權持有比例發展第五項假說如

下： 

    假說 5：高階管理人持股比例較高的公司，會比較傾向買回股票。 

二、股票買回假說執行效果驗證 

    股票買回宣告後股價的表現也有可能受到買回動機等因素之影

響，本研究假說六即欲探討股價反應與買回動機兩者之間的作用關

係： 

    假說 6-1：公司在股票買回宣告之後的股票異常報酬與前期自由

現金流量/Tobin's Q的比值具有正向關係。 

    假說 6-2：公司在股票買回宣告之後的股票異常報酬與前期股利

支付率具有正向關係。 

    假說 6-3：公司在股票買回宣告之後的股票異常報酬與前期槓桿

程度具有負向關係。 

    假說 6-4：公司在股票買回宣告之後的股票異常報酬與前期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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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人持股比例具有正向關係。 

    假說 6-5：公司在股票買回宣告之後的股票異常報酬與前期股票

報酬率具有負向關係。          

三、企業特質對股票買回宣告與執行成效之影響效果 

    當次的買回宣告的正向結果可能會成為爾後決定是否再度宣告

買回的重要影響因素，所以本研究的第七項假說如下： 

    假說 7：公司是否發佈股票買回宣告會受前次買回的正向成果表 

           現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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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蒐集與樣本分析 

    本研究以上市上櫃公司股票買回宣告事件為研究對象，相關的研

究資料來源與樣本選取說明如下： 

ㄧ、研究資料來源 

    本研究所需要的資料類別包括：上市上櫃公司股票買回宣告事件

的宣告與執行資料、上市上櫃公司財務比率與基本資料、上市上櫃公

司每日股票交易資料等。茲將各類資料的來源列述如下： 

(一) 上市上櫃公司股票買回宣告事件的宣告與執行 

    本研究探討的標的公司之選取，係依據「台灣證券交易所」之「公

開資訊觀測站」所公佈的庫藏股實施宣告日期及相關執行資訊為主要

研究樣本再進一步比對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兩大報中所刊登出的消

息，以最早出現之報導為宣告日。 

(二) 上市上櫃公司財務比率與基本資料與加權股價指數 

    樣本公司的每日股票交易資料與台灣證券交易所加權股價指數

直接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資料庫（TEJ）」，因為該資料庫已計算好

股票日報酬率，並對除權與除息效果已進行調整，故可直接使用。 

(三) 上市上櫃公司基本財務資料 

    對於上市上櫃公司的相關財務資料如：Tobin's Q值、高階管理人

持股比例及公司獲利能力等基本資料，皆取材自「台灣經濟新報社資

料庫（TEJ）」。 

 

二、研究樣本選取 

    本研究樣本選取的標準如以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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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研究所選取之上市上櫃公司以 2004 年 12 月 31 日前已上     

市，且在宣告期間未下市之公司為主，主要是為了確保能夠蒐集到

分析所必須的公司資訊。股票買回宣告事件的選取期間由 2000 年 8

月起至 2004 年 7月底止。 

2.在日報酬資料的研究中樣本公司必須於其事件日前 180 個交易     

日即已於台灣證券交易所公開上市，且估計期及事件期間之日成交

量不為零。 

3.為了探討公司是否宣佈股票買回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在前半部     

份將引入與庫藏股實施公司相同數量的未宣告買回公司進行作為對

照組，並納入鑑別分析模式中觀察買回與未買回公司對各個庫藏股

假說影響效果的反應，所另挑選的公司設定與庫藏股實施公司樣本

群中各樣本時間相同的同產業競爭對手，挑選方法則是從同一類股

中選取資本額相近的公司為主，以控制公司規模對分析模式的影響。 

4.本研究的假設前提是基於公司管理者以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為     

目標，因此會透過股票買回宣告方式達成。不過國營事業公司由於

肩負國家政策，公司管理階層對於決策的自由裁量權較少因此在研

究當中不列入樣本範圍之內。此外，金融業公司的某些財務特性與

一般公司性質不同，特別是在負債比率方面，所以在分析過程當中，

將會排除金融業公司的樣本。 

5.符合上述篩選條件之公司，各項分析或計算變數所需之資料如：     

各公司之股價、宣告買回相關資訊、季或年度財務資料等，必須完

整無遺漏，否則亦自樣本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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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數的操作性定義 

    於前述的研究假說中，重要的研究變數有：股票異常報酬、自由

現金流量值、Tobin's Q值、市場投資報酬率、公司營運績效、槓桿程

度、高階持股比例、公司債報酬、公司規模、股利支付率等，以下透

過自變數與應變數的分類，進一步對變數設定明確的操作性定義。 

一、應變數的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將分別針對公司是否宣佈股票買回的影響因素以及宣告

後對股價表現效果的影響因素進行探討，其中，是否宣佈股票買回的

分析方式為試圖透過鑑別分析找出主要的影響因素；宣告後對股價表

現效果則是使用廻歸分析衡量各自變數對股票異常報酬的影響程

度，以下分別說明股票買回宣告與否、個別股票日報酬率、市場投資

組合日報酬率、股票異常報酬率等逐一說明。 

(一) 股票買回宣告與否 

    前半部份的整體研究樣本當中，包含了一半為宣告買回自家股票

的樣本公司、另一半則為未宣告公司，為了進行鑑別分析，本研究將 

宣告買回公司設定為「1」，未宣告買回公司設定為「0」方便分析的

進行。 

(二) 個別股票日報酬率 

    由於台灣上市上櫃公司有除權與除息行情，因此必須針對除權與 

除息與否進行不同的日報酬率調整，計算公式如下： 

1.非除權（除息）日時 

  100%×= ⎟⎟
⎠

⎞
⎜⎜
⎝

⎛
1-

前一日收盤價
本日收盤價

日報酬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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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權（除息）日時 

  
( ) 100%1 ×

×+
+++×= ⎟⎟

⎠

⎞
⎜⎜
⎝

⎛
1-

前一日收盤價
本日收盤價

日報酬率
SF

CSN
 

(3-2) 

  其中，N：股票股利配股率（即無償配股率）； 

        S：現金增資配股率（即有償配股率）；  

        C：現金股利；  

        F：現金增資每股承銷價。 

(三) 市場投資組合日報酬率 

     由於資本市場上無一套完整精確的所有資產組合可供計算市場

投資組合報酬率，因此僅以台灣證券市場中的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的

變化，作為近似市場投資組合報酬率的替代者，其日報酬率計算公式

如下： 

100%×= ⎟⎟
⎠

⎞
⎜⎜
⎝

⎛
1-

指數前一日發行量加權股價
數本日發行量加權股價指

市場投資日報酬率  (3-3) 

(四) 股票異常報酬率 

     關於宣告事件股票異常報酬率的衡量，本研究係利用樣本股票

在事件期間的實際日報酬率及由市場模式所推估的預期報酬率計算

後相減而得，包括下列四個相關的異常報酬率： 

1.個別樣本股票異常報酬率 

    在獲得市場模式的參數估計值後，便可進行個別樣本股票預期日

報酬率之計算，而其與實際日報酬率之間的差異即為異常報酬率。茲

將計算公式列示如下： 

         RR tmiiti ,,
ˆˆˆ βα +=

         RRAR tititi ,,, −= (3-4) t=-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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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樣本股票 i在事件期間第日的預期報酬率；  R tiˆ ,

            ：樣本股票 i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異常報酬率；  AR ti,

            ：樣本股票 i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實際報酬率；  R ti ,

            ：市場投資組合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實際報酬率；  R tm,

            ：樣本股票 i與市場投資組合日報酬率的迴歸分析截距

項；  

β i

            ：樣本股票與市場投資組合日報酬率的迴歸分析係數。 α i

2.全體樣本平均異常報酬率 

    全體樣本平均異常報酬率係指加總所有樣本的日異常報酬率，再

除以樣本個數，其計算公式如下： 

        

                     AR

  其中，   ：全體樣本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  

          n：全體宣告樣本的個數。 

3.個別樣本累積異常報酬率 

    若將事件窗口內個別樣本的各日異常報酬率相累加，則可得到個

別樣本累積異常報酬率，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    ：樣本股票 i在事件窗口的累積異常報酬率；  

           e：事件窗口起使日；  

           b：事件窗口結束日。 

4.全體樣本累積異常報酬率 

    若將事件窗口內全體樣本的各日平均異常報酬率相加，則可得到

t n
=

AR
n

i
ti∑

=1
,

t=-30~+30 (3-5) 

ARt

t

CARt ∑
=

=
b

ei
tiAR , (3-6)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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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樣本的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計算公式如下： 

 

CAR ∑
=

=
b

et
tAR (3-7)   

  其中，    ：全體樣本累積異常報酬率；  CAR

           e：事件窗口起使日；  

           b：事件窗口結束日。 

 

二、自變數的操作性定義 

    關於本研究的自變數部份，茲將其操作性定義分別說明如下： 

(一) 自由現金流量值 

     自由現金流量主要用以衡量扣除利息、稅賦與股利支出後，公

司由各期營運活動所賺取的現金流入或流出。現金流量愈多，將可支

持公司進行更多的投資，也代表經理人有更多可支配的資源，本研究

依據 Howe, He, and Kao（1992）定義自由現金流量如下： 

自由現金流量＝營業利益＋折舊－利息支出－所得稅支出－現金股  

(3-8)               利發放 

而分析模型當中所使用的變數設定為前期自由現金流量對前期銷貨

淨額之比值 

      (FC)＝ 
銷貨淨額

自由現金流量

1

1

−

−

t

t (3-9) 

 

(二) Tobin's Q值 

     Tobin's Q主要衡量公司未來發展潛力，本研究使用的 Tobin's Q

值乃是根據 Lang and Litzenberger(1989)所提出的複雜計算公式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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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and Pruitt(1994)簡化過後而得： 

  

(TbQ)=          
總資產帳面價值

長期負債流動資產短期負債特別股市價普通股市價

1-

)-( 1-1-1-1-1-

t

ttttt +++

 
(3-10) 

(三) 槓桿程度 

     本研究以評估槓桿程度的指標為資負債比率，其計算公式列示

如下： 

      (LR) = 
總資產帳面價值

總負債帳面價值

1-

1-

t

t (3-11) 

 

(四) 高階持股比例 

     本研究以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所持有之股數佔流通在外股數

之比例做為評估高階持股比例的變數，其計算公式列示如下： 

      (MH)= 100%)(

1-

1- ×
++

外界流通總股數

經理人所持股數監察人董事

t

t (3-12) 

      

(五) 股利支付率 

     本研究以公司前期發放之現金股利對稅後淨利之比做為衡量股

利支付率的變數，其計算公式列示如下： 

100%
1-

1- ×
稅後淨利

現金股利發放總金額

t

t (3-13)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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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為了驗證先前所設定之設定的各項假說，本研究以台灣證券交易

所上市上櫃公司實施庫藏股宣告事件為研究對象，首先觀察個別存在

下，假說 1至假說 6-5是否獲得支持，接著探討假說 1至假說 5整體 

 

 

 

 

 

 

 

 

 

 

 

 

 

 

 

圖 3-1  實證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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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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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假說 6-1至假說 6-5的整體效果，透過事件研究法與鑑別分析

法進行實證分析，圖 3-1 說明整個實證分析的方法流程： 

    本節接下來將針對將使用到的鑑別分析、事件研究法、廻歸分析

法、t統計量檢定等方法與研究假說的驗證程序作一說明： 

一、鑑別分析法 

    鑑別分析係指探討單一分類性應變數對數個分析性自變數之統

計分析模式。鑑別分析包括三種方法：費雪法以說明鑑別分析之學理

基礎為主；正典法以選取具顯著解釋力之解釋變數為主；默氏法則是

以構建預測機率函數為主。本研究基於尋找影響事件的根因，所以將

使用正典法分析。 

(一) 正典相關分析簡介 

    所謂正典相關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係指將兩組可

觀察之顯現變數(X,Y)，減縮為M對正典變量(W,V)之統計分析方法，

其目的在於以少數M對正典變量間之正典相關係數(ρm)，探討顯現變

數(X,Y)間之關係。正典變量(W,V)分別為顯現變數(X,Y)之線性組

合，二者間之關係如下所示： 

Wm= =[a∑
=

K

k
kkm Xa

1
1m a2m K aKm] =

⎥
⎥
⎥
⎥

⎦

⎤

⎢
⎢
⎢
⎢

⎣

⎡

KX

X
X

M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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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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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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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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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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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Y

Y
Y

M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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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akm= Xk對應於正典變量Wm之正典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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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m= Yp對應於正典變量Vm之正典係數； 

        X=X變數向量，係一(K×1)向量； 

        Y=Y變數向量，係一(P×1)向量； 

        m=1,2,…,M，M=min(P,K)。 

    上述正典變量共有M對，M為 X變數與 Y變數個數取較小值，

即 M=min(P,K)。正典相關分析係以正典相關係數極大化(max r)為原

則，逐次構建 M 對正典變量。正典法即是以自變數所構成之正典變

量，構成正典鑑別函數。 

(二) 正典鑑別函數 

    正典鑑別法結合正典相關分析及費雪法之概念，構建正典鑑別函

數。正典鑑別法係先將分類性應變數予以數量化，即創造虛擬變數替

代之。然後，要求自變數與應變數間之正典相關極大化，以萃取出正

典鑑別函數。 

1.創造虛擬變數 

    正典鑑別法並不侷限於簡單鑑別分析之運用，故分類性應變數係

分為 I組，可數量化為(I-1)個虛擬變數。本研究的虛擬變數創造如下

所示： 

      D  
⎩
⎨
⎧

=
無宣告購回庫藏股個案,

有宣告購回庫藏股個案,

0
1

2.正典鑑別函數之推導 

    除了正典相關分析之外，正典鑑別函數之推導尚涉及其他極複雜

的數學運算，包括標準化正交轉換、主成份分析、逆標準化正交轉換

等，本研究將以SAS統計軟體計算之。構建而成之正典鑑別函數，共

有M個(CAN1,CAN2,...,CANM)，皆為自變數之線性組合，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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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CANm=a1mX1+a2mX2+...+akmXk 

    其中，CANm=第m個正典鑑別函數，m=1,2,...,M，M=min(K,I−1)； 

            akm=正典鑑別係數，即第k個自變數(Xk)在第m個正典 

鑑別函數中之權重係數； 

            Xk=第k個自變數。 

    理論上，這M個鑑別函數之顯著性，具有CAN1>CAN2>…>CANM 

之排序關係。因此，並非所有鑑別函數皆具有顯著的鑑別力，必須藉

由下一步假說檢定的檢驗。 

(三) 假說檢定 

    正典鑑別法之假說檢定包括總檢定、顯著性檢定與鑑別力檢定

等。總檢定探討正典鑑別函數是否顯著，鑑別力檢定則是探討解釋變

數之顯著性。對應於這兩種檢定，分別使用Wilk's Lambda及 F統計

量對應的 p值檢定之。 

1.總檢定 

    總檢定的目的在探討 min(K,I−1)個鑑別函數是否皆不具有非顯

著性，顯著的鑑別函數方可用於判斷個案之所屬組別。總檢定之虛無

假說與對立假說可列示如下： 

      H0：所有鑑別函數皆不顯著 

      H1：有些鑑別函數顯著 

    透過 Wilk's Lambda 統計量之 p 值與設定之顯著水準 α 值的比

較，若對立假說成立，即有些正典鑑別函數顯著，應進一步探討哪些

鑑別函數具顯著性。 

2.顯著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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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著性檢定即是要選出具顯著鑑別力顯著之鑑別函數。其虛無假

說與對立假說可列示如下： 

      H0：第m個鑑別函數不顯著 

      H1：第m個鑑別函數顯著 

    透過轉換之後的概似 F統計量和對應之 p值與設定之顯著水準 α

值的比較，若對立假說成立，即則該鑑別函數具顯著性，可進一步判

斷個案之所屬組別。 

3.鑑別力檢定 

    鑑別力檢定，在探討個別分析性解釋變數之鑑別力是否顯著，虛

無假說與對立假說可列示如下： 

      H0：第k個解釋變數之鑑別力不顯著 

      H1：第k個解釋變數之鑑別力顯著 

    檢定統計量為 F統計量及對應之 p值，透過與設定之顯著水準 α

值的比較，若對立假說成立，即則解釋變數之鑑別力顯著方值得納入

鑑別函數之中。 

二、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是實證研究上用來測試某一特定事件發

生後對公司股價之影響程度。即檢定受到該事件影響下的實際報酬率

是否與不受該事件影響下的預期報酬率相等，若不相等則表示存在異

常報酬，顯示該事件的確會影響股價報酬。實際作法為將觀察期分為

估計期與事件期兩大部分：第一階段，使用估計期間內之樣本觀察值

估計下一階段所採用的均衡模式參數；第二階段，將估計所得之參數

來估計事件期之均衡預期報酬率。最後比較實際報酬率與預期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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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異，求得異常報酬，並依所得異常報酬構成統計量，檢定事件日

所產生之異常報酬是否具顯著性。 

    事件研究法一般所使用的均衡模式多為以下三種：（1）市場模式

（Market Model）、（2）平均值調整報酬模式（Mean-Adjusted Model）

與（3）市場調整報酬模式（Market- Adjusted Model），而本研究採用

其中的市場模式法來進行實證研究。 

(一) 市場模式 

    市場模式是一種單一因素的模式，並假設個別股票的報酬率與市

場報酬率間存在一種簡單的線性關係。故該模式可用個別股票報酬率

對市場組合報酬率進行簡單迴歸分析獲得迴歸方程式而得，其模式之

數學表示式如下： 

εβα t,it,miit,i RR ++=  (3-17) 

其中，  ：樣本股票 i在第 t日的報酬率； R t,i

：市場投資組合在第 t日的報酬率；  R tm,

及  為迴歸係數，且  為股票 i的系統風險； β i β iα i

：第 t日的殘差項。 tε ,i

(二) 時間參數的選擇 

    本研究在時間設定上將依次事件的分析過程分為四段期間，分別

如下列所述： 

1.事件日 

本研究以初次出現在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或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的報導為事件日（宣告日），即「第 0日」，而以-t表示宣告前第 t個

交易日，以 t表示宣告後第 t個交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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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察期間 

觀察期間指對於某事件研究的整段時間長度，在此設定為宣告前

第 150個交易日起至宣告後第 90個交易日(買回期間為一個月者設定

為 60天)止，共計 241(211)個交易日。  

3.事件期間 

指宣告日前第 30 個交易日起至宣告後第 60 個交易日(買回期間

為一個月者設定為 30天)止，共計 91(61)個交易日，用以觀察股價反

應。  

4.估計期間 

指宣告日前第 150個交易日起至宣告日前第 31日個交易日止，

共計 120 個交易日，用來估計樣本公司及市場投資組合報酬率之依

據。 

    此外，由下圖可以發現，每個事件主要觀察的事件窗口(觀察期 

間中的某段有意義的分析時間區段)有五個，如以(起始時點,終止時點)

方式表示，可表示為為(-30,-11)、(-10,-2)、(-1,+1)、(+2,+10)、(+11,+30)

與(+31,+60)。 

 
觀察期間

事件期間估計期間

 

 

 

-150 -31 -30  0 30 60 90 t 

圖 3-2  事件研究各時間參數關係 

(三) 模式參數估計 

    本研究首先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簡稱OLS)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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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參數的推估，求得估計模式之後，必須對模式進行三項殘差項的

檢定以確認模式是否成立，分別為常態性檢定、恆常性檢定與獨立性

檢定，其中，獨立性檢定的條件要求每個廻歸估計的殘差項(εt)彼此

間獨立，然而，在處理財務上時間序列的資料時，時常發現當期的變

異會明顯的隨著上一期變異而出現一大一小的情況，也就是會受到前

幾期變異大小的影響，處理這種資料時，廣泛被運用的模式為

Bollerslev(1987)年所提出的一般化自我廻歸條件異質變異數模式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簡 稱

GARCH)模式，此模式將前一期或前兩期的誤差變異數透過遞延落差

模式一般化進而推導出的GARCH(1,1)模式可表示如下： 

       =
     

εβα tt,mt RR ++ (3-18) 2
11

2
110

2
−− ++= ttt σλεγγσ

    透過 Durbin-Watson檢定得以判斷模式的獨立性是否成立，若成

立，則維持以一般 OLS 法估計市場模式參數，若獨立性不成立，則

使用 GARCH(1,1)模式估計相關參數 

(四) 異常報酬率的衡量 

    在獲得市場模式的參數估計值αi及βi兩迴歸係數後，便可進行個

別股票樣本預期日報酬率的計算，而異常報酬率即是實際日報酬率與

預期日報酬率的差異，茲將計算公式列示如下： 

         RR tmiiti ,,
ˆˆˆ βα +=

         RRAR tititi ,,, −= (3-19) 

  其中，  ：樣本股票 i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預期報酬率； R tiˆ ,

          ：樣本股票 i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異常報酬率；  AR ti,

          ：樣本股票 i在事件期間第 t日的實際報酬率。 R 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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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統計量檢定法與廻歸分析法 

    當異常報酬率算出後，首先進行股票買回宣告效果的驗證，此時

使用 1-way ANOVA分析法，首先針對異常報酬的 t統計量檢定，接

著針對假說 6與假說 7透過兩組異常報酬率的 t統計量檢定是否成

立。最終，利用複廻歸分析再度觀察假說 6是否依然得到支持。 

(一) 異常報酬的 t統計量檢定 

    對於全體樣本平均異常報酬率與全體樣本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率，本研究使用 t檢定統計量分別進行其是否顯著為 0之檢定。若檢

定結果拒絕虛無假設，表示異常報酬率顯著不為 0，即股票存在異常

報酬率，且該異常報酬率可能顯著大於 0或小於 0，此時表示股價產

生正或負的異常反應，其檢定公式如下： 

1.全體樣本平均異常報酬率的檢定統計量 

      
)(

=)(
ARS

AR
ARt t

t  t=-30~+30 (3-20) 

2.全體樣本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的檢定統計量 

      
)(×1+-

=)(
ARSbe

CAR
CARt  (3-21) 

    在上述兩個檢定統計量的公式中，S(AR)表示所有樣本股票在估 

計期間內平均異常報酬率的標準差，其公式如下所列： 

      
119

∑ )-(
=)(

150-

31-=

2

t
t ARAR

ARS  (3-22) 

 

  其中，
120

∑

=

150-

31-=t
tAR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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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兩組異常報酬率的 t統計量檢定  

    關於兩種不同類型、組別間異常報酬率的 t統計量差異性檢定，

本研究係採用下列公式進行分析，其中及分別代表兩種不同類型的樣

本股票在不同事件窗口的累積異常報酬率，而及分別為不同類型樣本

股票在事件窗口之累積異常報酬率的平均數，檢定公式為： 

      

2

2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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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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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CARt ii  (3-2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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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廻歸分析法 

    本研究除了利用 t統計量針對假說進行檢定外，亦使用複廻歸分

析法希望進一步驗證假說的成立性，針對假說 6，複廻歸分析將以

(0,60)的累積異常報酬值作為應變數，撘配之前所設定的自變數，模

式可列式如下： 

  CARi=α1+α2(FC/TbQ)i+α3 DVi+α4 LRi +α5 MHi +α6 RETURNi +εi

  其中，CARi：樣本公司股票i在事件窗口(0,60)的累積異常報酬率； 

     FC/TbQ i：樣本公司股票i的自由現金流量與Tobin's Q值比率； 

         DVi：樣本公司股票i的股利支付率； 

         LRi：樣本公司股票i的負債比率； 

        MHi：樣本公司股票i的內部管理者持股比率； 

    RETURNi：樣本公司股票i的股票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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