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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國八十六年秋，亞洲地區爆發金融危機，泰、馬、印、菲等國，面臨泡沫

經濟破滅之威脅，不但造成全球各地股市連番重挫，亞洲鄰近國家亦遭池魚之殃

1。台灣，受到此一風暴波及，股票指數從八月份最高點（10,116點），短短二個月

內狂跌三仟餘點，跌幅逾三成，企業界倍感壓力，要求政府提出因應對策。財政

部乃於是年十月三十日提出「庫藏股制度」方案，希藉由修正證券交易法，允許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自身股份，以提振低迷之股市，惟因學者專家對於二十八條之

二條文中有關「因公司財務或業務以外因素，對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時，為維護

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要」得買回股份之規範，提出可能發生市場操縱及內線

交易之質疑2，為避免實施庫藏股制度後可能衍生之脫法行為，要求證券主管機關

研擬周妥之配套措施後，再行提請審議，爰又延宕多年。 

    面對種種質疑，財政部經再三研議、多方徵詢意見並參卓先進國家法令規範

後，將原草案重做修正，俟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此一國人引頸企盼之「庫

藏股法案」終獲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七月十九日經總統明令公佈實施，財

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期會」）更在稍後之八月七日頒訂相關

遊戲規則----「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至此，我國庫藏股制度正式

宣告上路。 

    庫藏股制度運行始年，從八月至十二月底，短短五個月間，向證期會申報買

回自身股份之公司即多達 198家，申報數計 298件，其中，上市公司部份有 159

家，233件，上櫃公司有 39家，66件，亦即，不論上市或上櫃公司，均有多家公

司宣告買回二次以上，顯見業界對於是項制度熱烈捧場之程度。 

    然而，這項新制度運轉時間未及三年，卻已經出現退溫現象，依主管機關九

十二年度截至三月底之統計，整整一個季度，上市（櫃）公司宣告買回者，不過

                                                 
1 彭淮南，1998，亞洲金融風暴的反省與啟示，經濟日傲  1998/2/2∼2/4。  
2 立法院第三屆第四會期財政、經濟、司法委員會會議記錄，93∼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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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家，計 67件，相較於實施初期熱絡之景象，難掩幾許落漠，況且，以大盤觀之，

開辦之初，指數尚在八仟點左右，業者若謂當時股價已被低估而採行買回行動，

如今大盤沉浮於五仟點上下，為何買回情況反而冷清，個中原因，值得探討。 

  遠東企業集團（以下簡稱「遠東集團」）係國內著名集團之一，旗下擁有紡織、

水泥、百貨、航運、化學、金融及電信⋯等產業項目，目前該集團旗下計有七家

國內上市公司（遠紡、亞泥、遠百、裕民、東聯、宏遠、遠銀）及一家上櫃公司

（遠傳）。庫藏股制度出台未久，該集團即率先響應政府政策，辦理申報買回作業，

其後，更有不少公司實施二次以上之買回之行動，買回目的則涵蓋法令規定之所

有類別。遠東集團向以財務操作見長，對金融及證券市場的動靜具有靈敏之嗅覺，

因此，其迅速加入買回庫藏股之行列，想必具有相當程度之指標意義。惟誠如前

段情況所述，該集團所屬上市櫃公司當中，除遠銀於 2002年 11月份尚有宣告買

回之情事外，其他諸公司於 2001年 9月以後，對於庫藏股即未再有行動。由於遠

東集團之上市櫃公司均具相當之規模，一定程度上能為掛牌中之相關產業代言，

又其上市櫃公司橫跨多種產業類別，在整體產業中抑或具有某種程度之代表性，

因此，觀察遠東集團實施庫藏股的成效、探討其買回動機與策略，或能起到見微

知著之功效，從研究結果中窺知全體上市（櫃）公司對於庫藏股制度之看法，最

後，並期將研究結論與建議提供予主管機關作為日後修法之參考。  

第二節 論文架構 

  本研究計分六章，茲簡述各章要項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論文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暨本研究之架構體系。  

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探討。就庫藏股研究之理論依據，彙整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

結果。  

第三章   庫藏股制度之相關配套機制。說明該制度實施背景、規範內容、主管機

關歷次修正情形、會計處理、課稅問題、我國實施庫藏股制度以來各年

度各產業宣告買回之情形，並彙整先進國家之庫藏股制度，供作參考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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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遠東企業集團簡介。簡述該集團所營事業範圍、營運及財務狀況、交叉

持股情形與所屬上市（櫃）公司基本資訊，俾對討論該集團實施庫藏股

作業之考量，有一背景上之瞭解。  

第五章 遠東企業集團實施庫藏股之概況。說明該集團所屬上市（櫃）公司實施

庫藏股之目的、各次宣告買回期間內其股價相對於同類股及大盤之異常

報酬情形以及子公司於公司法修正前持有母公司股份視為庫藏股處理對

財務上之影響。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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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實施庫藏股之動機 

    關於公司決定買回股份動機之研究，國內外學者論述甚多，茲將其中較普遍

被探討者3，彙整簡述如下：   

一、訊號發射假說：指公司管理當局擬藉由買回本公司股票，對外傳達公司股價

被低估之訊息。此項資訊內涵，投資人解讀認為，公司管理當局擁有最多資

訊，當公司認為股價被低估時，顯示市場上對其經營價值存在某種程度之偏

差判斷，因此，當公司發出此項訊號後，在一般條件不變之情況下，通常會

促使股價上漲。根據國外大部分實證研究證實，宣告庫藏股買回一般股價會

有正向反應，因此，傳達股價被低估而採行之宣告行動，其效果頗大。 

二、股利替代假說：又稱個人節稅假說或超額資本假說。係指當公司有超額資本

時，公司可保留現金或分配給股東，而買回庫藏可當作是將超額資本返還給

股東之一種方式，亦即，買回庫藏股可用來代替現金股利之發放。理論上，

當股東之資本利得稅較股利所得稅為低時，公司以買回庫藏股方式代替現金

股利發放，將使股東獲得節稅之利益。但實證研究顯示，實施庫藏股之公司，

其股利支付率並未低於未買回股份之公司，因此，股利替代假說並未得到支

持。 

三、財務槓桿假說：公司買回庫藏股，將減少東股權益或增加公司負債，改變其

資本結構。而由於負債衍生之利息支出可抵減所得稅，且若公司之投資報酬

率高於借款利率，則負債比率提高，將可藉由財務槓桿作用，提高東權益報

酬率。此一論述，獲部份研究之支持。 

四、再發行假說：公司買回庫藏股，可作為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

可轉換公司債或可轉換特別股轉換時之股票來源，亦可供作員工認購、紅利

或退休金計劃之用，凡此，可將買回之股份於嗣後再發行，避免另辦增資，

造成股本膨脹及稀釋盈餘之情形。  

                                                 
3 邱鍵麟，2001，根據 Masulis (1980)、Dann (1981)、Vermaelen (1981)、Wansley , Lane and Sarkar (1989)、

Davidson , Chhachhi and Glascock (1996)、Dittmar (2000)之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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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資假說：當公司有閒餘資本卻缺乏投資機會時，可將買回庫藏股視為一種

投資，亦即，投資自己公司之股票。此假說一般適用於買回之股份可於一段

時間後加以處分之情況，若法令限制庫藏股不得自由處分，則以買回庫藏股

作為投資操作之想法，即不適當。  

六、財富移轉假說：係指公司買回股份，將造成資產之減少或負債之增加，不利

於債權人財產請求權之保障，當公司買回股份時，即已無形地剝奪債權人之

財富而移轉予股東所有。然因各國法令一般均限制公司買回數量，且許多債

務契約亦訂有相關規範，因此，此假說之實證結果，並不顯著。 

七、控制權假說：又稱反購併假說，指管理當局為控制公司經營權，阻礙外部人

介入公司經營時，可藉由買回公司股份，促使股價提高，增加其收購成本，

而降低被收購之可能。  

八、經理人動機假說：係指當公司管理當局擁有股票選擇時，基於自身利益考量，

於分配盈餘時，為不造成每股價值遭到稀釋，會傾向於以買回本公司股票來

替代股利發放；所買回之股份並可作為經理人執行選擇權之用。 

第二節國外實施庫藏股之實證研究 

  企業買回自身股份之動機，形形色色不盡相同，而各該特定目的下之行動成效

如何，則有賴實證結果予以檢視。關於此一議題，國內外研究文獻甚多，茲彙集

其中數篇，並區分國外與我國之實證情形列表整理如以下二節，期對本論文後段

探討遠東集團庫藏股之實施成效，起到指引作用。 

研 究 者 研究主題或內容  發                           現 

Vermaelen 

(1981) 

探討公司自公開市場

或經由公開收購買回

股份時，公司股價行

為，並檢驗訊號發射

假說、股利替代假

說、財務槓桿假說及

財富移轉假說  

    1.無論從公開市場買回或經由公開收購方式

買回，股價均有顯著之正向異常報酬，但

自公開市場買回者，其顯著情形甚於經由

公開收購方式買回者。  

 2.支持訊號發射假說。 

    3.不支持股利替代假說、財務槓桿假說與財

富移轉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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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ann 

(1981) 

探討公司買回股份，

對股東及債權人財富

之影響，並檢驗個人

節稅假說、號發射假

說與財富移轉假說。 

    1.公司買回股時，可轉換債券與可轉換特別

股格也有正向變化，但明顯小於普通股

（支持財富移轉假說）  

 2.支持訊號發射假說。 

    3.無足夠証據支持個人節稅假說。  

Wansley,  

Lane, 

Sarkar 

(1989) 

對最近五年內曾買回

庫藏股之公司進行問

卷調查，探討其買回

動機之順序。  

    1.最重要之動機，依序為：(1)股價遭低估 

(2)向投資人發射對公司未來盈餘與股價

深具信心之訊號  (3)提高公司的財務槓

桿度 (4)擁有多餘現金，缺乏投資機會。 

    2.不重要之動機，依序為： (1)增加內部人持

股 (2)買回大股東股權 (3)替代現金股利

發放 (4)消化大筆賣壓。  

Pugh & 

Jahera 

(1990) 

以公司規模、買回股

份比例、內部人持股

比例、機構投資人持

股比例、資本結構及

未來成長率等項目，

測試對公司超額報酬

之影響。 

    1.公司規模愈大或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愈

高者，異常報酬愈小。（意謂資訊不對稱情

況較不嚴，宣告效果較小）。 

    2.內部人持股比例愈大，異常報酬率愈大

（資訊不對稱情形嚴重）。 

   3.買回股份比例愈大，異報酬率愈大（支持

訊號發射假說）。 

    4.負債比率與異常報酬率正相關（証明公司

可以買回股份之方式達到調整資本結構

之目的，亦即支持最佳資本結構假說）。 

    5.資金需求愈大，異常報酬率愈小（代表公

司未來成長性大，如買回庫藏股，市場將

予負面評價）。 

Tsetsekos, 

Kaufman, 

Gitman 

(1991) 

對美國主要大型公司

財務主管進行問卷調

查，探討其買回股份

之動機及何種情況下

會買回公司股份。 

    1.買回股份之動機：(1)改變公司資本結構 

(2)提高股價 (3)向市埸發射訊號。 

    2.考慮買回之情況：(1)股價過低 (2)有庫藏

股需要  (3)缺乏有利之投資機會。  

    3.該研究另一個重要結論認為買回公司股

份應視為理財活動而非投資活動。  

Ikenberry, 

Lakonishok, 

檢驗股價受低估是否

真為公司買回股份之

價值型股票（指股價/淨值比低的股票）存在

極高之長期（研究期間為四年）異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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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maelen 

(1995) 

背後原因及市埸對宣

告資訊之反應是否有

效率。  

率，且在距離宣告時間頗久（約三年）後，

股價才完全反應宣告所內含之資訊，在宣告

時市易對其資訊內涵有反應不足之現象。  

Liu & 

Ziebart 

(1997) 

探討公司宣告買回庫

藏股時之價反應與其

後股價異常報酬率之

關係，藉以驗證買回

庫藏股之宣告是否存

在股價過度反應或反

應不足之情況。  

   1.宣告買回期間，累積異常率為正數者，股

價有過度反應現象；宣告買回期間累積異

報酬率為負者，其後之異常報酬率則無明

顯反轉之情形。  

   2.宣告後，宣告買回比例較大且規模較小之

公司，其股價反映較大。 

Stephens & 

Weisbach 

(1998) 

探討公司經由公開市

場買回股份之原因及

經由公開市埸買回之

資訊內涵與實際執行

狀況對異常報酬率之

影響。  

   1.宣告買回份之比例愈大，異常報酬率愈

高，顯示買回規模具有資訊內涵。  

 2.實際買回數與宣告當時之異常報酬率呈正

相關。  

   3.實際買回數與公司前一季之股票報酬率呈

負相關，而與公司預期及未預期之現金流

量呈正相關。  

Dittmar 

(2000) 

探討公司買回股份之

動機。  

 1.支持訊號發射假說。 

   2.支持超額資金假說（公司有超額資金時會

買回股份） 

   3.不支持股利替代假說（買回公司股利支付

率不比未買回股份之公司低，亦即公司買

回股份並非用於取代股利之發放）。 

   4.支持財務槓桿假說（財務槓桿低之公司較

可能買回股份）。 

   5.支持經理人動機假說（經理人擁有之選擇

權愈多，愈會買回股份）。 

   6.部份樣本期間支持反購併假說（在公司遭

受被購併之威脅時，有可能買回自身股份

做防衛）。 

前 7.期報酬低之公司，買回股份之情形並不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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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實施庫藏股之實證研究 

毛治文  

(民 88) 

檢驗經由子公司買回

母公司股份，其股價

超額報酬與買回比

例、內部人持股比例

及內部人淨買進股數

三者間之關聯性  

   1.買回股份後，股價有顯著上升之情形，顯

示公司經子公司買回股份，傳達股價遭低

估之訊息予投資人，以抑制股價繼續下跌。 

 2.買回比例與買回第一天之超額報酬無顯著

之關聯。 

   3.內部人持股比例大小，係買回後超額報酬

之主要影響因素。 

 4.購回前一個月內部人淨買進股數愈大，則

買回後第一天之超額報酬也愈大。  

沈永偉  

(民 88) 

採問卷調查方式，彙

總上市公司決策主管

對買回股份之看法與

意見 

   1.公司以相互轉投資方式購回股票之原因，

主要在於市埸因素 ---- 欲穩定公司股價。 

   2.公司購回股票的動機中，以訊號發射假說

最為公司經營者所重視，其次為再發行假

說。 

   3.大多數之公司，在證交法第二十八條之二

通過後，願意依新法令實施買回作業。 

 4.買回股份之動機，不因產業不同而有太大

之差異。 

翁世錦  

(民 89) 

探討上市公司實施庫

藏股之相關現象及子

公司買回母公司股份

之情況、動機與可能

之行為  

   1.子公司公告買回母公司股份時，有正向之

資訊內涵。 

   2.子公司公告買回母公司股份後，有負向之

資訊內涵。 

   3.電子業與傳統業對於公告相同之訊息會產

生顯不相同之效果。  

   4.董監改選六個月內，子公司公告買回母公

司股者，其股價異常報酬無顯著之差異。  

 5.子公司買回母公司股份，在結帳日時其有

維護股價的作帳行情，且較其他無子公司

買回之公司，更顯著。  

黃世欣  探討庫藏股法案事件   1.庫藏股法案事件確對上市公司各產業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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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0) 對整體上市產業之影

響並實證庫藏股宣告

之效應  

影響效應，其中又以庫藏股制度正式討論

及完成三讀之事件日影響最大。 

   2.上市公司在庫藏股宣告後之三個交易日，

存有顯著之異常報酬，惟第四個交易日

起，此種顯著之情況，即漸行消失。  

   3.上市產業部份：電子產業在宣告效果上無

顯著之表現，金融業在宣告日後幾個交易

日內相對於傳統產業有較大之宣告反應，

但傳統產業在宣告效應之維持上卻較金融

業長。  

 4.上櫃產業部份：傳統產業對宣告效應之反

應，明顯高於金融業及電子業，且傳統產

業之宣告效應確有提前反應之現象。  

黃泰銘  

(民 90) 

探討公司買回股份期

間，投資人是否有異

常報酬並研究台灣證

券市埸是否具有效率

性。 

   1.投資人對於公司宣告買回股份，通常給予

正面回應，公司宣告買回期間，市埸流動

有明顯增加之趨勢，意謂台灣投資人在空

頭市埸時，存在搶短多之投機心態。  

   2.顯示公司內部資訊伴隨著宣告日之接近，

漸為社會大眾所知悉，故宣告買回期間之

報酬率將較正常期間之報酬率高。 

 3.公司宣告買回之前，市埸已逐漸反應此一

訊息(ex.宣告日前，市埸已有異報酬產生及

買賣價差縮小等現象)，顯示台灣證券市場

非屬效率市埸，甚且，公司宣告買回之後，

市埸仍有異常報酬之存在，說明台灣亦非

半強式效率市場。 

楊琬婷  

(民 90) 

探討上市及上櫃公司

宣告買回庫藏股，是

否會影響公司股價，

並比較公司間之差異

是否會產生不同程度

之效應。 

 1.宣告買回比例愈大，累積異報酬愈高。  

   2.為維護東權益買回者，其累積異常報酬率

明顥大於轉讓給員工者。 

   3.公司規模較小者，其累積異報酬率高於規

模較大之公司。  

   4.第一次買回者，其累積異常報酬大於第二

次買回之情形。  

 5.累積異報酬為正數者，其股價表現較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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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6.上市與上櫃公司，其股價表現無顯著差異。 

 7.上櫃證券股表現較上市金融股佳。 

   8.上市電子股表現較上櫃同類股佳。  

   9.獲利能力愈高，宣告買回庫藏股之累積異

報酬愈高。 

 10.公司宣告買回股票，在短期間內確有正向

激勵股價之效果，但長期效果則不明顯。 

王一方  

(民 90) 

從執行買回股份、買

回目的、不同產業、

買回數量等角度，探

討公司買回庫藏股

後，其股價變動之情

形。 

   1.公司買回股份，股價有明顯上升之效應（實

施買回之公司其股價變動率大於加權指數

變動率）。 

   2.為維護股東權益及公司信用而買回者，其

股價報酬率較為轉讓給員工而買回者高。  

 3.實施買回之公司中，非電子類之股價報酬

率高於電子類。   

黃淑芬  

(民 90) 

探討實施庫藏股與經

子公司買回之交叉持

股制度，對公司股價

之影響。 

   1.公司宣告回前，股價均有負值之顯著異常

報酬，而宣告與正式實施後，股價發生逆

轉，開始有正值之異常報酬，且有持續性

之效果。 

   2.宣告買回效果大於實際執行效果（公司宣

告欲買回時，已透露其認為股價被低估之

訊息，而使股價止跌回穩，故在股價回升

後便減少實際買回數量，以致庫藏股宣告

效應大於實際執行效應）。 

   3.公司未實施交叉持股前，股價呈現負值且

顯著之異常報酬，實施交叉持股後對被買

入公司之股價並未發生逆轉，股價仍存在

負值且顯著之異常報酬，並有持續下降之

情形。  

 4.空頭市埸時，公司買回股份，有拉升股價

之效果，產生逆轉之現象，但利用子公司

買回之交叉持股制度，對於股價則並無止

跌回穩之逆轉情況，因是，實施庫藏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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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之影響應大於交叉持股者。  

林玉成  

(民 90) 

   1.探討上市公司宣告

實施庫藏股之效

應，檢視上市公司

是否有宣告實施庫

藏股之資訊內涵。 

2.以台灣褔興公司為

例，探討其實施庫

藏股之操作策略、

時機以及檢視其資

訊內涵與實證研究

之結果是否相符，

並查核公司實施庫

藏股前後之財務變

化。 

1.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時，其股價會有正向

反應。  

   2.公司以不同目的申報買回，市埸對此訊息

反應會不同，對股價之反應亦將不同  ---- 

為維護東權益而買回者，市場對其反應較

大，其股價之異常報酬亦較為轉讓給員工

而買回者高。  

   3.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大者，其實施庫藏股

效應之差異並不顯著。  

 4.公司規模大者，其實施庫藏股之反應小。 

   5.公司買回之比例愈大，其股價反應也愈

大。 

   6.淨值 /市價比率愈高，表示價值遭低估愈

多，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時，其股價反應

將較大。 

   7.電子業與非電子業實施庫藏股之宣告效

應，無顯著差異。 

 8.適合實施庫藏股之公司，其所具備之條件

為：(1)現金充裕(2)未分配盈餘及資本公積

較多(3)股價低於或接近真實淨值(4)公司

業績及盈餘具成長性。  

謝育政  

(民 90) 

觀察上市（櫃）公司

實施庫藏股後，其價

之異常報酬與累積異

常報酬之變化。  

 1.整體而言，公司買回庫藏股後，股會有顯

著上升。 

   2.宣告買回期間內，無論有無按買回計劃執

行完畢，其股價均有明顯上升之反應。 

   3.公告期限內，提早執行完畢，其股價雖有

上升但不明顯。  

 4.二度實施庫藏股者，其股價亦有顯著上升。 

孫鑑吾  

(民 90) 

探討庫藏股法案通過

後，國上市（櫃）公

   1.就整體言，較可能實施庫藏股之公司，具

有以下特色：a.規模大 b.經營績效佳 c.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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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實施庫藏股之真正

動機。  

機會大 d.資本公積及保留盈餘多。  

   2.各產業均支持訊號發射假說，而政治成本

假說亦可合理解釋大規模公司實施庫藏股

之動機。 

   3.非電子業中，以債務合約假說較能解釋負

債比率低之公司，較可能實施庫藏股。 

 4.自由現金流量假說，股利替代假說不能解

釋國內實施庫藏股之現象。  

張莉莉  

(民 90) 

探討買回庫藏股之公

司，相對未宣告買回

者，於財務及營運特

徵上有何不同，並探

索影響公司買回次數

多寡之考量因素。 

   1.內部人持股比率愈低時，由於資訊不對稱

之因素，致公司愈可能買回自身股份。 

   2.獲利性愈佳之公司買回次數愈多。  

 3.財務槓桿比率低者，為求最佳資本結構買

回次數愈多。  

 4.公司宣告買回股份，致股價呈現上漲情形

時，會激勵公司管理當局繼續買回。 

邱煥堯  

(民 90) 

驗證台灣股票市埸是

否存在庫藏股情結

（即管理當局買回股

份時，是否能穩住該

公司之股價，甚或將

股價拉升至公司認為

之合理價位）  

   1.台灣股票市場確實存在庫藏股情結，特別

係在公司宣告買回後之三日內，更形明顯  

   2.為維護股東權益而買回者，其報酬率高於

其他目的買回者。 

 3.電子類股之效應，明顯低於其他類股。  

   4.規模小之公司，其異常報酬率明顯高於規

模大者。 

 5.市價淨值比低者，其報酬率較高。 

許兆億  

(民 90) 

   1.探討開放庫藏股制

度後，實施買回公

司之股價績效及公

司行為。 

2.討論庫藏股公司

之資訊內涵及公司

持徵、預計買回股

數、執行結果、買

回頻率之決定因

   1.股價績效部份：為轉給員工及為維護股東

權益而買回者，於宣告日後，其股價均獲

有正向且顯著之累積異常報酬。 

 2.買回公司之特徵：  

 (1) 為轉給員工而買回者：  

        A.正相關項目：a.市價淨值比  b.內部

持股比重 c.資本規模。 

        B.負相關項目：負債比率。  

   (2) 為維護股東權益而買回者：其公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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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徵    僅資本規模一項，且呈正向關

係。 

   3.預計買回股數：  

    (1) 為轉給員工而買回者：  

   A.正相關項目：僅保留盈餘及資本公積。 

   B.負相關項目：a.每股盈餘 b.上月成交

量。 

  (2) 為維護股東權益而買回者：  

      A.正相關項目：a.保留盈餘及資本公

積 b. 資本規模。  

     B.負相關項目：僅保留盈餘一項。  

   4.執行率之決定因素：  

   (1) 為轉給員工而買回者：  

    A.正相關項目：僅資本規模一項。 

    B.負相關項目：a.宣告後之累積異常報

酬 b.本次預計買回股數。  

(2) 為維護股東權益買回者： 

A.正相關項目：無。 

   B.負相關項目：a.宣告前累積異常報酬 

b.本次預計買回股數。  

   5.買回頻率決定因素：  

   (1) 為轉給員工而買回者： 

         A.正相關項目：a.累積買回占計劃

買回股數之比率 b.累積買回金

額。 

         B.負相關項目：a.股價與面值之差額 

b.股價淨值比  c.上月成交量 d.累

積平均執行率。  

    (2) 為維護股東權益而買回者：  

          A.正相關項目：與轉給員工而買回

者同。  

         B.負相關項目：除股價淨值比例之

外，其餘與為維護股東權益而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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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者相同。 

邱鍵麟  

(民 90) 

探討上市公司實施庫

藏股股價之影響程

度，並就宣告買回股

份具有訊號發射假說

之意義，檢驗其發射

效果、持續性及強弱

程度。  

  1 .訊號發射效果方面：宣告買回股份時，股

價確會產生正向之激勵效果，並立即反應

於市場上，但買回期間之平均成交量，則

未發生異常增加之情形。 

   2.持續性方面：宣告買回股份前，原呈下跌

走勢之股價，於買回 66個交易日內大致呈

現穩定上揚之現象，亦即，在股價遭低估

時，宣告買回股份具有明顯改善之效益。  

 3.訊號強弱程度方面：淨值市比愈高者，買

回庫藏股將產生較大之正向異報酬，若以

買回比率高低、公司規模大小、買回目的

及產業別等項目測試，則未發現訊號發射

之強弱程度與異常報酬間具顯著之相關

性。 

李宗祥  

(民 90) 

探討上市公司買回本

公司股份之動機及宣

告買回後股價之異常

報酬率。 

   1.公司買回股份之動機首係股價遭低估，其

次在對投資人發出公司對未來盈餘及股價

深具信心之訊息，至於以調整財務結構而

思買回之動機，則非重要。  

   2.因股價被低估而買回者，其股價有正向之

異常報酬。 

 3.同時宣告買回之公司，股價淨值比較低

者，其宣告買回後股價正向異常報酬較顯

著，惟預定買回率較高者，則無顯著反應。 

蔡曉琪  

(民 90) 

探討初次宣告買回庫

藏股之公司，其股價

變化效果。 

 1.市場對公司宣告買回之資訊，有明顯之反

應，說明買回庫藏股具有極大之資訊內涵，

可向市埸傳達公司股價被低估之訊息。 

 2.在異常報酬之持續力方面，實證顯示異報酬

為正者，具有較佳之持續力，亦即宣告時，

股價有反應不足之情況。 

 3.在影響宣告效果之因素方面，實證發現公司

於宣告前二年利潤率愈高者，宣告時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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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報酬率愈大。 

 4.市價帳面值比愈小及預定買回比率愈大之

公司，宣告買回之效果愈好，此一結果顯

示買回股份所內含之資訊可信度愈高者；

其效果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