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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企業生命週期與資金需求 

根據 Aswath Damodaran(1998)的分析，企業生命週期每一階段之資

金需求狀況及資金來源： 

一、草創期：代表企業形成後的最初階段，資金之需求較高，其資金 

    來源的對象為業主。 

二、擴張期：公司在成功的吸引客戶和具知名度後，它的資金需求會 

    隨著業務之擴張而增加，其資金來源的對象主要是私人或創投資 

    金，有些會透過公司上市並發行股份來募集資金。 

三、成長期：公司的收入快速成長，但盈餘落後收入，故內部現金流 

    量不足支應投資需求，通常此階段之資金來源會以發行股份或可 

    轉讓公司債來支應。 

四、成熟成長期：隨著成長趨向穩定，公司盈餘和現金流量會快速增 

    加，反映過去的投資，而新的投資需求會下降，所以資金需求以 

    內部產生之現金流量支應。 

五、衰退期：企業生命週期的最後一個階段，此階段的公司會發現在 

    企業成熟和新競爭者追上它們時，收入和盈餘會開始衰退，現有 

    投資可能會繼續產生現金流量，但速度減緩，而且公司的新投資 

    需求低，內部產生之現金流量超過再投資需求，故此階段的資金 

    需求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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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各生命週期之融資型態 

從上述五個階段的企業生命週期資金狀況分析，公司於草創期、 

擴張期及成長期因內部產生之現金流量無法支應投資需求，故資金之 

需求高，而成熟成長期及衰退期由於現有投資能產生內部現金流量而 

且公司的新投資需求低，故較可能產生多餘的閒置資金，至於資金是 

投資於內部成長、外部併購、抑或用來進行現金減資或購入庫藏股減 

資，則取決於公司對於資金之彈性運用選擇。 

 

第二節 減資的種類 

減資的意義，簡而言之，對一般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即公司透過 

法定之程序，使個別股東的股東權益消滅，且使其股票失去效力。 

一般而言，除欲進行企業分割，致被分割之公司資本減少外，減資之 

類型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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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減資彌補虧損： 

 公司經營產生累積虧損，故透過減少資本來彌補虧損，以提高每

股淨值，並使公司資本額與公司財產額一致，因公司財產並未減

少，故稱為「形式上減資」，此為減資種類之最大宗。經常發生 

於公司已發生鉅額虧損，新經營團隊願意挹注資金，取得對公司 

部份營運之主導權，但不願承擔舊經營團隊經營公司產生之虧損

時，可能會要求舊股東先行減資彌補虧損，而後公司再辦理現金

增資，由舊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再由新經營團隊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以特定人身份承購新股取得公司之股權。 

二、減資並返還股東股款 

 簡稱為現金減資，即本論文所探討的現金減資，公司考量經營環

境而縮小營運規模，公司將多餘的現金依各股東持股比例退還給

股東並進行減資，由於現金減資使公司實際資金及資產減少，故

又稱為「實質減資」。現金減資適用於產業特性成熟、營收及獲利

平穩之公司，該等公司早期可能因資本規劃失當，股本過度膨脹，

致其雖整體獲利尚稱良好，卻因股本過大而使每股盈餘、股東權

益報酬率及每股淨值偏低，由於每股獲利率及每股淨值較低，自

然影響其股價表現。此外，該等公司若帳上現金(含現金及約當現

金、短期投資)充沛，占資產總額比率極高且有閒餘，而短、中期

間又無重大資本支出規劃；加以負債比率極低，無重大優先順位

之銀行借款，則可考慮採行現金減資之策略，以提高每股盈餘、

股東權益報酬率及每股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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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購入庫藏股並進行減資 

簡稱為庫藏股減資，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要而買回，即

所謂的購入庫藏股，並辦理銷除股份進行減資，即所謂的庫藏股減

資。庫藏股係指公司買回流通在外的股票而尚未註銷者；實施庫藏

股之法令規定為證券交易法第 28條之 2。 

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規定： 

股票已在證券交易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有左列 

情事之一者，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 

二分之一同意，於有價證券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或依第 

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買回其股份，不受公司法第一百六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一、轉讓股份予員工。 

二、配合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轉換公司債、可轉 

    換特別股或認股權憑證之發行，作為股權轉換之用。 

三、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要而買回，並辦理銷除股份者。 

前項公司買回股份之數量比例，不得超過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 

分之十；收買股份之總金額，不得逾保留盈餘加發行股份溢價及已 

實現之資本公積之金額。 

本文所探討之庫藏股減資為上述第三款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

益所必要而買回，並應於買回之日起六個月內辦理銷除股份者。 

 

 



 

 10

 

第三節 減資之文獻探討 

由於本論文主要係探討現金減資之影響及效果暨現金減資宣告對

股價之影響為何，故本節有關文獻探討部分將分別針對減資彌補虧

損、現金減資及庫藏股減資等三種減資種類之部分文獻有關減資宣告

對其股價之影響作探討介紹。 

一、減資彌補虧損 

     國外之減資實務為減少每股票面金額而流通在外股數不變，

故減資前後之每股盈餘及每股淨值並無改變，換發股票後對公司

股價亦無影響，故無國內之減資彌補虧損實務。而國外有所謂之

反分割具有使流通股數減少的作用，與國內之減資彌補虧損實務

類似，在國外相關文獻中有關反分割對股價之影響方面，實證顯

示股價報酬率為負向訊號，亦即市場對反分割有負向的股價反應。 

國內有關減資彌補虧損之論文研究中，包括有呂佳真(91)台灣

上市公司減資資訊內涵之研究、邱繼毅(93)我國上市櫃公司減資行

為之資訊內涵實證研究、林寶珍(93)上市公司減資方式與其股價異

常報酬關係之研究及吳桂銀(94)不同類型減資事件之實證研究，以

下茲針對這四份論文研究介紹其實證發現。 

呂佳真(91)台灣上市公司減資資訊內涵之研究，該研究就近期

台灣上市公司減資家數遽增，將減資之定義區分為依公司法而為

之法定減資(含減資彌補虧損及現金減資)及證券交易法庫藏股票

制度買回並辦理資本註銷，研究採事件研究法中之市場模型來進

行殘差分析，依據上市公司減資為重大訊息之一須公告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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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大訊息發表日為事件日，藉由事件宣布後，觀察其反應在資

本市場上之變化情形，以瞭解兩種方式之減資是否具有某種資訊

內涵，對投資人之影響為好消息，抑為壞消息，或者有資訊不對

稱之現象。實證結果顯示： 

(一)公司依公司法宣告減資，在事件日之前並無顯著異常報酬反應 

出現，未產生資訊不對稱現象。在事件日後一、二天，有顯著

之負向異常報酬，且累積平均異常報酬於宣告日後呈現向下趨

勢，顯見減資宣告對投資大眾而言，其信號效果為負面報酬。 

   (二)公司依證交法宣告庫藏股減資，在事件日前後雖未見顯著之平

均異常報酬，未產生資訊不對稱現象。惟累積平均異常報酬出

現向上趨勢之正面效應，顯示與庫藏股買回時，產生之庫藏股

宣告效應一致。庫藏股減資之宣告僅為買回目的維護股東權益

與公司信用宣告之續後法定程序，故未有明顯之宣告效果，但

長期看此宣告仍對投資人為一正面消息。 

(三)食品類股、水泥類股，實施庫藏股減資宣告效果遠低於其他之

產業，依證交法宣告庫藏股減資公司，研究發現淨值市價比較

高之公司較淨值市價比低之公司，其註銷宣告效果之平均異常

報酬較高。 

邱繼毅(93)我國上市櫃公司減資行為之資訊內涵實證研究，研

究主要目的是以辦理減資彌補虧損之上市上櫃公司為樣本，檢測樣

本公司之營運績效是否較減資宣告前差？股票風險是否較減資宣

告前高？股票流動性是否較減資宣告前低？藉以尋找公司宣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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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以彌補虧損傳遞予投資人何種負面訊號，導致在減資宣告日後股

價出現負向異常報酬的現象。實證結果彙整如下： 

該文利用宣告減資彌補虧損的上市上櫃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檢

視減資宣告的訊號發射效果。實證發現在減資宣告日後之短期間內

出現了負向的異常報酬，而且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在事件期各交易

日持續向下，因此得知宣告減資以彌補虧損具有負向的宣告效果。

該研究並測試減資宣告是否傳遞給投資人公司營運績效、股票的市

場風險以及股票流動性將會改變的訊號，以解釋宣告減資以彌補虧

損所產生之負向宣告效果。實證發現樣本公司在減資宣告前後一年

之營運績效以及股票的市場風險並未顯著改變，因此無法以公司營

運績效或股票的市場風險的變動來解釋負向的減資宣告效果。但是

關於股票流動性的實證結果卻發現減資宣告日之後一年間股票的

週轉率以及成交量都較減資宣告日之前一年來得低，因此該文認為

公司宣告減資以彌補虧損後股價異常下跌的可能原因，在於該宣告

具有未來公司股票流動性將會降低的訊號效果。 

林寶珍(93)上市公司減資方式與其股價異常報酬關係之研究，

該研究主要目的係透過事件研究法驗證上市公司減資宣告之效

果，針對符合樣本敘述之企業取樣，以事件研究法進行實證研究，

結論如下： 

(一)有關庫藏股註銷減資宣告，在宣告日當日以及後續幾日並無明

顯宣告效果，僅在宣告日前後有零星幾日之顯著異常報酬，並

不能強力證明庫藏股購回註銷之減資宣告具有顯著宣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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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公司宣告庫藏股購回註銷減資宣告之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 

報酬發現，在事件日前後累積平均異常報酬均呈持續上升現

象，此效果雖非由此事件宣告而形成，但整體績效於宣告日後

股價持續上揚，仍可說明此一宣告並無負向之效果。 

(三)企業依公司法宣告減資，事件日之前並無顯著異常報酬出現，

但在事件日後 1-4 日，產生顯著之負向異常報酬，顯示股市對於

此一事件有即時的反應。 

(四)觀察依公司法宣告減資事件之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發現， 

在事件日起至事件期結束，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持續呈負

向走勢，顯示此一宣告影響為負向。 

(五)透過二組不同事件期設定比較，觀察二類事件標準化累積平均

異常報酬觀察發現，不同事件期對分析結果並無影響。 

吳桂銀(94)不同類型減資事件之實證研究，探討減資事件之股

價反應，以 1996-2004 年宣告減資公司為樣本，針對公司法減資及

庫藏股減資兩種不同減資行為之宣告對其股價之影響，實證結果顯

示： 

(一)市場解讀公司法減資訊息為負面消息，首次宣告後的股價反應

顯著為負的，而庫藏股減資，市場認為是好消息，首次宣告後

的股價反應明顯為正向的股價反應。 

(二)完成減資後，公司法減資在完成減資(重新上市)後，有顯著正

向的股價反應，庫藏股減資則無顯著之股價反應。 

(三)在多個事件日宣告日時，如為公司法減資的多個事件日之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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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呈現遞減現象，首次宣告日之股價反應最高，而在庫藏 

    股減資，首次宣告日之股價反應最高，董事會通過註銷日次之， 

但股價反應未依事件日順序遞減。 

(四)以迴歸模式分析影響減資之股價反應的因素，實證結果發現，

若為公司法減資，影響股價反應的因素為減資原因及減資比

率，當減資目的為彌補虧損時，累積異常報酬率為負，而減資

比率與累積異常報酬率呈正相關，若為庫藏股減資，影響股價

反應的因素為預定買回比率及公司規模，預定買回比率愈高，

累積異常報酬率愈高，而公司規模愈大，累積異常報酬率愈低。 

從上述有關公司法減資(由於現金減資的情形甚少，故上述論文

所實證研究之公司法減資均為減資彌補虧損)之實證研究顯示，減資

彌補虧損宣告後，有負向的宣告效果，累積異常報酬亦呈負向的走

勢，故市場認為該宣告釋放的訊號效果為負面。 

二、現金減資 

        國外之減資實務做法有減少每股票面金額而流通在外股

數不變、反分割使流通股數減少及庫藏股減資做法，並無國內

所謂的現金減資實務。 

由於國內現金減資之程序及時間均較辦理庫藏股減資複

雜及費時，故現金減資之案例相對於庫藏股減資為少，比較有

名之案例包括 91年的晶華酒店、93年的台灣固網及 94年的

龍邦建設及太欣半導體等，由於案例甚少，故目前並未看到現

金減資相關之研究論文，僅有黃德芬及盧素蓮於 2003年 3 月 

號會計研究月刊中探討減資返還股款之策略運用探討現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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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茲介紹其探討。 

黃德芬及盧素蓮探討減資返還股款之策略運用，該文主要是以

晶華酒店 50%之現金減資實例說明，在適當狀況下，現金減資可有

效提高每股盈餘的策略之一，也可能是股東權益極大化的一種做

法，現金減資可適度提高股價並增加財務操作效率，也可在不損及

股東財富狀況下確保債權人權益，另外以晶華酒店現金減資案例分

析其對於股價之影響，由晶華酒店之股價走勢分析，股價自 91 年 3

月 25日公告日前三個交易日即有明顯向上反應，公告日前後月平

均報酬率約 32%，是以該公司辦理現金減資對於股價確實有正面積

極之作用，足見市場投資人對於管理當局提昇獲利之決心尚能給予

「利多」之正面評價。 

由於國內現金減資案例較少，所以並無針對現金減資之研究論 

文，故本文希望對現金減資相關之研究能有更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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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庫藏股減資 

         國外的庫藏股減資由於庫藏股制度行之多年，所以相關之 

實證文獻甚多，其中購回庫藏股宣告之股價反應研究方面，分集中

市場買回庫藏股之效應及公開收購宣告買回庫藏股之效應，在集中

市場買回庫藏股之效應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宣告日後 3至 5天之

股票累積異常報酬為正向，在公開收購宣告買回庫藏股之效應方

面，研究結果顯示，宣告日後短期股票累積異常報酬亦為正向，因

此宣告實施庫藏股之訊息，市場多視為好消息，予以正面之反應。 

國內的庫藏股制度自 2000年開始實施後，實施庫藏股的上市櫃

家數甚多，相關庫藏股的研究論文也非常的多，茲以公司買回及註

銷庫藏股，所產生的資訊效果對股價的影響程度為探討重點，以下

茲針對蔡曉琪(90)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庫藏股票之研究、許明裕

(91)上市公司買回庫藏股之資訊內涵實證研究及實例分析、簡惠專

(92)台灣上市公司買回及註銷庫藏股及孫全輝(93)庫藏股制度宣告

前後期之報酬效果等四份論文研究介紹其實證發現。 

蔡曉琪(90)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庫藏股票之研究、該研究係

以於民國 89年 8 月 7 日至民國 89年 12 月 31 日間，初次宣告買本

公司股票之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對象。該研究採事件研究法及迴歸

分析法，針對買回庫藏股票宣告效果做相關之實證研究，研究結果

發現：市場對於公司宣告買回庫藏股有高達 5%的反應，此結果說

明了公司買回庫藏股具有相當大的資訊內涵，能向市場傳達公司股

價受低估的訊息，而達到降低資訊不對稱的程度，提昇公司價值。

故訊息發佈假說受到支持。在異常報酬的持續力方面，實證結果顯

示，宣告時異常報酬為正者，宣告效果具較好的持續力，亦即宣告

時股價對宣告所內含的資訊有反應不足的情況。宣告時異常報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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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者，宣告後股價並未回升，異常報酬並無顯著持續性。在影響買

回宣告效果之因素方面，實證結果發現，公司宣告前二年利潤率愈

高者，宣告時所產生之異常報酬愈大。亦即宣告效果部份來自對過

去二年會計利潤率重新評估的程度。市價對帳面價值比愈小及預定 

買回比率愈大的公司，宣告買回效果愈大。此結果支持公司宣告買

回股份所內含的資訊可信度愈大的公司，宣告效果較大。 

許明裕(91)上市公司買回庫藏股之資訊內涵實證研究及實例

分析，該研究除針對國內外庫藏股相關文獻進行探討比較外，並運

用事件研究法以一年完整週期對實施庫藏股制度之上市公司股價

及流動性（週轉率）的宣告效果進行實證，研究實證後結論如下： 

(一)不同產業宣告買回庫藏股有不同之宣告效果，非電子業宣告買 

回庫藏股後，股價最具有顯著性且持續性的正向反應，金融保 

   險業次之，電子業則較不顯著。 

(二)公司宣告買回庫藏股後之資訊內涵係傳達「好消息」，公司股 

價會有持續性之正向反應，且均達顯著水準，但就迴歸係數來 

看，購回初期與後續窗口異常報酬率間呈負相關性。公司宣告 

買回庫藏股後之資訊內涵係傳達「壞消息」，公司股價會有持 

續性之負向反應，但卻不顯著。 

(三)除在事件窗口（0）及（-2，+2）執行一次買回庫藏股有比多次 

買回較明顯之股價反應外，其餘各窗口執行多次買回庫藏股之 

持續性反應較一次買回有較明顯之持續性反應。 

(四)庫藏股註銷後，股價有顯著之反應，短天期股價異常報酬率呈 

持續性正向反應及顯著水準；長天期股價異常報酬率卻呈負向 

走勢，但不具顯著水準。 

(五)公司買回庫藏股後，市場反應與股票流動性變化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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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惠專(92)台灣上市公司買回及註銷庫藏股，該研究主要藉由

事件研究法探討上市公司買回及註銷庫藏股，所產生的資訊效果 

對股價的影響程度，實證結果如下： 

宣告買回庫藏股的上市公司，在事件日之前，平均異常報酬率有顯 

著的負向效應，在事件日之後，則有顯著的正向效應，且累積異常 

報酬有顯著的正向報酬。顯示上市公司在宣告買回自家的股份前， 

股價有異常下跌、被低估的情形；而公司在實施庫藏股制度之後， 

可使股價被低估的情形獲得改善，產生正向的異常報酬，有向市場 

宣告公司股價偏低，而進一步穩定股價的效果。不同目的的股價效 

應，以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為目的買回股份，較以轉讓股份予 

員工為目的在事件日之異常報酬為高，進行差異檢定後的結果顯 

示，在宣告買回庫藏股時會因買回目的不同，而有不同的異常報 

酬。上市公司在宣告註銷買回的股份之後，股價未有顯著的異常， 

就異常報酬走勢來看，上市公司宣告註銷庫藏股後，平均異常報酬 

雖然不顯著，不過可看出在此期間的累積異常報酬皆為正值，且呈 

現上升的趨勢，可見公司股價在宣告買回庫藏股前遭低估的情形有 

獲得改善，表示宣告註銷庫藏股對投資人而言，仍具有正向的資訊 

內涵。 

孫全輝(93)庫藏股制度宣告前後期之報酬效果，該文研究之目

的主要在探討庫藏股制度宣告前、後的報酬效果及從產業別來探討

其前因後果。該研究是以台灣證券交易所所公告之自民國八十九年

八月實施庫藏股制度以來至民國九十二年年底所有曾實施此制度

之上市公司為樣本，將一些公司內部影響股價因素去除，採「事件

研究法」來證明庫藏股制度之宣告效果外，也利用多元迴歸來分析

此制度之宣告內容、公司宣告前期會計資訊是否會與宣告後之異常



 

 19

報酬、累計累常報酬及執行效果，也從產業別分析了其各自購買原

因及未執行完畢之原因，該研究結果如下: 

(一)一般而言，宣告日的平均報酬為 1.149%，宣告後一日之累計異 

常報酬為 3.055%，就產業別而言，以金融服務業與傳統產業宣 

告之報酬為最高，反而實施次數最多的電子產業所帶來的異常 

報酬最低。 

(二)大多數的公司在實施庫藏股制度前六十日至前二日的累積異常 

報酬均產生負向的累計異常報酬，股價有被市場低估之情形。 

(三)宣告股票買回對股價的影響在短期之內可能會有持續之效果。 

(四)宣告之內容對於報酬之相關性呈現不顯著之情形。 

從上述有關國內外庫藏股宣告對股價影響之實證研究顯示，庫藏股

宣告後，有正向的宣告效果，累積異常報酬亦呈正向的走勢，故市

場認為該宣告釋放的訊號效果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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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金減資與庫藏股減資 

如上所述，減資實務包括減資彌補虧損、現金減資及庫藏股減資

等三種，均為公司重要的財務策略之一，其中現金減資為本論文所探

討的主題，而現金減資或庫藏股減資為兩種不同的減資選擇，惟兩者

有以下之差異，茲比較說明如下： 

表 2-1 現金減資與庫藏股減資比較 

項目 現金減資 庫藏股減資 

一、減資法源 依公司法第 168 條規

定，經董事會決議召開

股東會通過減資者 

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經董事

會決議買回庫藏股者，其目的為維

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而買回者 

二、減資程序 法定程序較複雜，而且

所需時間較長，主要程

序包括召開董事會、召

開股東會、通知主要債

權人並公告、金監會核

准、訂定減資基準日、

投審會核備、公開資訊

觀測站公告、變更登

記、換發股票及支付減

資款 

法定程序較為簡單，而且所需時間

較短，主要程序包括召開董事會、

向金監會申報、執行買回、買回起

六個月內辦理變更登記 

三、減少股本 減資並返還股東股款可

降低公司股本 

買回公司股份可降低公司股本 

四、減資數量

及金額限

制 

現金減資之數量及金額

並無限制 

公司買回股份之數量比例，不得超

過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十 

；收買股份之總金額，不得逾保留

盈餘加發行股份溢價及已實現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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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積之金額 

五、價格 依面額10元退還給股東 依市價購回 

六、減資幅度 由於按面額 10 元減資，

故減資幅度較庫藏股減

資(如市價高於10元)幅

度為大 

如市價高於 10 元，庫藏股減資幅度

較現金減資為小 

         

項目 現金減資 庫藏股減資 

七、銷除股份

時效 

立即辦理銷除股份 買回之日起六個月內辦理銷除股份 

八、股東持股

比率 

由於現金減資是所有股

東按相同比率降低，故

股東持股比率不變 

公司自市場買回股票，故股東持股

比率會產生變化 

九、經營權控

制 

由於減資前後股東持股

比率不變，故不影響公

司經營權控制 

公司買回公司股份，使得原有董事

及大股東持股比率相對上升，有利

掌控董事席次及控制公司經營決策 

十、適用範圍 適用於所有公司 適用於上市櫃公司 

資料來源：作者收集相關法令規定彙總之比較 

現金減資或庫藏股減資目的都是為了減少公司股本，以提高公司每

股盈餘(EPS)、每股淨值及股東權益報酬率，最後希望能達到提升公司

股價的目標，惟其中包括減資法源、減資程序、減資數量及金額限制、

價格、減資幅度、銷除股份時效、股東持股比率、經營權控制及適用範

圍等均有不同規範，故公司於規劃減資時到底是選擇現金減資或庫藏股

減資端賴各公司之實際需求，但從國內企業實施現金減資或庫藏股減資

情形來看，採庫藏股減資家數明顯較實施現金減資家數為多，惟採現金

減資已漸漸為企業及市場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