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實證結果 

本章主要介紹為 3.2 節研究假設之結果並且試圖分析研究結果與說明研究發

現。4.1 節主要介紹研究假設 1 – 4 的實證結果，4.2 節主要探討假設 5 實證結果。 

4.1 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超額報酬變化實證結果 

本節主要介紹研究 1 – 4 的實證結果。4.1.1 節為介紹研究假設 1；4.1.2 節

為介紹研究假設 2；4.1.3 節為介紹研究假設 3；4.1.4 節為介紹研究假設 4。 

4.1.1 整體樣本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的股價變動狀況 

本小節為分析整體公司更名樣本(291 筆)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的股價變動

狀況，而股價變動狀況將透過累積平均超額報酬(CAR)加以呈現，以檢視公司更

名的宣告效果是否存在。經實證研究後，發現整體公司更名樣本在公司更名事件

日前後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狀況如圖二所示： 

圖二 整體樣本累積平均超額報酬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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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圖可以發現，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前(t=0)累積平均超額報酬(CAR)沒有

顯著往下或者往上的趨勢，而在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後(t=0)累積平均超額報酬

(CAR)隨著時間的經過而呈現往下趨勢。在發現此點之後，可以將實證結果依

3.3.1 節所提及的 7 個事件期間作出細部區分，以利深度檢視累積平均超額報酬

的顯著狀況，7 個事件期間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顯著性如下表所示： 

表五 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檢定表-使用全部樣本 

事件期間 

1 2 3 4 5 6 7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樣本數 

-0.00145 0.01062* -0.04664*** -0.0931*** -0.15144*** -0.08393*** -0.14227***

291 (-0.13859) (1.66635) (-3.33859) (-3.76034) (-3.50324) (-2.75048) (-2.9043) 

說明：(1)、具有*的該列表示事件期間之內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 

      (2)、具有括弧那列為檢定累積平均超額報酬之 T-value。  

      (3)、***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4)、**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5%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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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0%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觀察表五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發現： 

一、事件期間 1 數據顯示：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為負值但是不顯著。 

二、事件期間 2 數據顯示：公司更名事件日當日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

均值為正值，且在顯著水準 ＝ 10%具有顯著性。故在事件期間 2 應拒

絕研究假設 1 的虛無假設而接受對立假設。 

三、事件期間 3-7 數據顯示：事件期間 3-7 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

均為負值，而且在顯著水準 ＝ 1%下皆具有顯著性。故在事件期間 3-7

應拒絕研究假設 1 的虛無假設而接受對立假設。 

分析上述實證結果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一、公司更名事件日前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沒有特殊變化。應是證券市

場投資人對公司更名事件不具有預期心理所以股價沒有特殊反應，因而

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前不存在正向或負向累積平均超額報酬的趨勢。 

二、從事件期間 2 的數據推論：在顯著水準 ＝ 10%下，股價累積平均超額

報酬平均值呈現正向顯著性，而此實證結果的產生，推測可能是由於公

司更名的宣告效果存在，證券市場投資人受到公司更名宣告效果影響因

而將股價拉高產生正的超額報酬。 

三、從事件期間 3 的數據推論：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已經呈現負值，而

且在顯著水準 ＝ 1%下具有顯著性，而此實證結果的產生推測可能是

由於公司更名宣告效果並不持久。 

四、從事件期間 4-7 的數據推論：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皆呈現顯著負

值，而且在顯著水準 ＝ 1%下具有顯著性，推測此實證結果可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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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後的負向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趨勢是公司更名

事件日當日的宣告效果所無法抵消的。  

本節研究發現：於 7 個事件期間之內，公司更名事件在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後

(含當天)對於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有顯著影響，在事件期間 2 為正向而事

件期間 3-7 為負向，僅在事件期間 1 沒有顯著影響。 

4.1.2 紐約證交所公司更名效果 

本研究指定紐約證券交易所作為觀察『特定證券交易所更名效果』的指標，

使用 Pairwise T Method 作為檢定『紐約證券交易所更名公司的累積平均超額報

酬平均值是否與其他證交易所的更名公司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具有顯著

差異』。 

首先，先觀察紐約證券交易所更名公司在更名事件日前後的累積平均超額報

酬平均值與非紐約證券交易所更名公司在更名事件日前後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

平均值的實證結果，詳細狀況如表六所示： 

表六 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檢定表-依特定證券交易所 

總樣本數 事件期間 

291 1 2 3 4 5 6 7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紐約證交所 -0.00733 0.00801** -0.02704 -0.07568*** -0.13392*** -0.075** -0.13324***

94 (-0.71154) (2.17435) (-1.56736) (-2.84392) (-2.86674) (-2.44544) (-2.65252)

非紐約證交所 0.00136 0.01187 -0.05599*** -0.10142*** -0.1598*** -0.08819** -0.14658**

197 (0.09297) (1.28197) (-2.96021) (-2.95437) (-2.66741) (-2.06615) (-2.14421)

說明：(1)、具有*的該列表示事件期間之內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 

      (2)、具有括弧那列為檢定累積平均超額報酬之 T-value。  

      (3)、***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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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5%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5)、*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0%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觀察表六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發現： 

一、事件期間 1 數據顯示：在兩組樣本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皆不顯著。 

二、事件期間 2 數據顯示：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與非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在

公司更名事件日當天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都是正值，但是紐約證

券交易所公司更名事件日當日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在顯著水準 

＝ 5%下，具有正向顯著性，而非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更名事件日當日

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不具有顯著性。 

三、事件期間 3 數據顯示：兩組樣本的股價超額報酬率平均值都是負值，但

是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後 1 天至後 30 天的累積平均

超額報酬不具有顯著性，而非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後

1 天至後 30 天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卻在顯著水準 ＝ 1%下，具有顯著

性。 

四、事件期間 4-7 數據顯示：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後，兩組樣本的股價超額報

酬率平均值都是負值。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與非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在

公司更名事件日後 1 天至後 60 天與公司更名事件日後 1 天至後 120 天

在顯著水準 ＝ 1%皆具有負向顯著性；在顯著水準 ＝ 5%下，紐約證

券交易所公司與非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前 15 天至後

60 天皆具有負向顯著性；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前 15 天至後 120 天，紐約

證券交易所公司在顯著水準 ＝ 1%具有負向顯著性而與非紐約證券交

易所公司的在顯著水準 ＝ 5%具有負向顯著性。 

分析上述實證結果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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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更名事件日前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沒有特殊變化。此點與使用

全樣本的實證結果相同，故推論原因一致：每個證券市場投資人對公司

更名事件不具有預期心理。 

二、從事件期間 2-3 的數據推論：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更名事件日當日的累

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在顯著水準 ＝ 5%下具有正向顯著性，此點顯

示紐約證券交易所的公司更名宣告效果要較非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佳

且紐約證券交易所的市場投資人較易受到公司更名事件的影響而拉高

股價；從紐約證券交易所公司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在公司更名事

件日後 1 天至後 30 天為負值，但是不具有負向顯著性，因而推論紐約

證券交易所公司的公司更名宣告效果可能具有持久性。 

三、從事件期間 4-7 的數據推論：距離公司更名事件日越久公司更名宣告效

果會逐漸消失，而且兩組樣本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都是負值也具

有相當的顯著性。 

四、從事件期間 1-7 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推論：兩組樣本的絕對數值

差異不大，故預期在 7 個事件期間之內都應接受研究假設 2 之虛無假設。 

再者，表六的兩組樣本之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絕對數值差異不大，故預

期於 7 個事件期間之內都應接受研究假設 2 之虛無假設。在觀察 Pairwise T 

Method 的實證結果之前，必須先對兩組樣本的變異數是否相同的問題作一了

解。以下將在表七顯示 F-Test 兩常態母體變異數的實證結果與 Pairwise T 

Method 之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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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Pairwise T Method 檢定表-依特定證券交易所 

    事件期間 

1 2 3 4 5 6 7 

檢定法 項目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F test 
變異數是否

相同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T-statistic -0.49  -0.39  1.13 0.59  0.34 0.25  0.16 Pairwise 

T test p-value 0.6276  0.6989 0.2592 0.5540 0.7336 0.8021  0.8752 

觀察表七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發現： 

一、兩組樣本在 7 個事件期間之內的變異數均不相同。 

二、紐約證券交易所與非紐約證券交易所的更名公司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

均值在 7 個事件期間之內都不存在顯著差異。所以，於 7 個事件期間之

內，應接受研究假設 2 的虛無假設而拒絕對立假設。 

從表七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一、從事件期間 1-7 的數據推論：於 7 個事件期間之內，應接受研究假設 2

的虛無假設而拒絕對立假設的此一實証結果與先前預期相符合，這表示

公司更名的宣告效果在兩組樣本不存在差異。 

二、從事件期間 3-5 的數據推論：儘管紐約證券交易所的公司更名宣告效果

要較非紐約證券交易所的公司更名宣告效果持久，但是此持久效果並沒

有讓兩組樣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產生顯著差異。 

本小節研究發現：於 7 個事件期間之內，公司更名事件在不同的證券交易所，

不會對於兩者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產生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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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公司更名幅度效果 

本研究指定大幅度更名公司作為觀察『公司更名幅度效果』的指標，使用

Pairwise T Method 作為檢定『大幅度更名公司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是否

與小幅度更名公司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具有顯著差異』。 

首先，先觀察大幅度更名公司在更名事件日前後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

狀況與小幅度更名公司在更名事件日前後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狀況的實

證結果，詳細狀況如表八所示： 

表八 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檢定表-依更名幅度 

總樣本數 事件期間 

291 1 2 3 4 5 6 7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大幅度更名 0.0018 0.01708** -0.0402** -0.09283*** -0.13992*** -0.07395** -0.12105**

202 (0.13515) (2.01733) (-2.42244) (-3.11048) (-2.70228) (-2.03199) (-2.08105)

小幅度更名 -0.00882 -0.00403 -0.06125** -0.09373** -0.17759** -0.10658* -0.19044**

89 (-0.55264) (-0.50879) (-2.36364) (-2.10207) (-2.25073) (-1.89641) (-2.09304)

說明：(1)、具有*的該列表示事件期間之內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 

       (2)、具有括弧那列為檢定累積平均超額報酬之 T-value。  

       (3)、***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4)、**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5%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5)、*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0%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觀察表八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發現： 

一、事件期間 1 數據顯示：在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皆不

顯著，此點與前兩小節的實證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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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期間 2 數據顯示：大幅度更名公司在公司更名事件日當天的股價累

積平均超額報酬是正值，而且在顯著水準 ＝ 5%下具有顯著性；而小

幅度更名公司在公司更名事件日當天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卻是負

值，但是不具有顯著性。 

三、事件期間 3-7 數據顯示：在事件期間 3-7 之內，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

均超額報酬平均值都是負值，而且皆具有一定的顯著性。僅在事件期間

6，小幅度更名公司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在顯著水準 ＝ 10%下具有負

向顯著性。 

分析上述實證結果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一、公司更名事件日前股價累積超額報酬平均值沒有特殊變化。此點與之前

推論一致，故推論原因一致：證券市場投資人對公司更名事件不具有預

期心理。 

二、從事件期間 2 的數據推論：大幅度更名公司的宣告效果要較小幅度更名

公司來得好。而本研究假設經過 Wall Street Journal 報導的公司都具有

一定知名程度，市場投資人應都會給於一定程度的關注，所以公司更名

的幅度大小應不影響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但是實

證結果呈現如此狀況，所以推論證券市場投資人給於大幅度更名的公司

股價不正確的評價或者分析師對於大幅度更名公司有調升每股盈餘預

測值而使得投資人受到影響進而給於不正確的評價，後者將會在 4.1.5

節獲得進一步觀察。 

三、從事件期間 2-3 的數據推論：事件期間 2 的股價累積超額報酬平均值為

正值且在顯著水準＝5%下具有顯著性，而事件期間 3 的股價累積超額

報酬平均值卻為負值且在顯著水準＝5%下具有顯著性，因而推論公司

大幅度更名宣告效果並不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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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事件期間 3-7 的數據推論：在事件期間 3-7 之內，兩組樣本的股價累

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差異不大而且顯著程度差異也不大，故預期於事

件期間 3-7 之內應接受研究假設 3 的虛無假設。 

表九顯示 F-Test 兩常態母體變異數的實證結果與 Pairwise T Method 之實證

結果： 

表九 Pairwise T Method 檢定-依公司更名幅度 

    事件期間 

1 2 3 4 5 6 7 

檢定法 項目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F test 
變異數是否

相同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T-statistic 0.51  1.82* 0.69 0.02  0.40  0.49  0.65 Pairwise-t 

test p-value 0.6100  0.0698* 0.4885 0.9866 0.6888  0.6231  0.5149 

說明：(1)、***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2)、**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5%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3)、*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0%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觀察表九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發現： 

一、兩組樣本在事件期間 1-2 之內的變異數均不相同，而在事件期間 3-7 之

內的變異數均相同。 

二、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數值差異，在事件期間 2 以及

顯著水準＝10%下具有顯著性，這顯示大幅度更名公司對於累積平均超

額報酬平均值影響程度要較小幅度更名公司的影響程度大。故在事件期

間 2 之內，應拒絕研究假設 3 的虛無假設而接受對立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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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幅度更名公司與小幅度更名公司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在

事件期間 1 與事件期間 3-7 都不存在顯著差異，故於事件期間 1 與事件

期間 3-7 之內，應接受研究假設 3 的虛無假設而拒絕對立假設。 

從表九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一、從事件期間 2 的數據推論：在事件期間 2 之內，公司大幅度更名的宣告

效果確實比小幅度要來得好，此點與先前預期相符合；公司更名幅度差

異的宣告效果，在事件期間 2 之內對於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

酬平均值影響存在差異。 

二、從其他事件期間的數據推論：在其他事件期間之內，公司大幅度更名的

宣告效果與公司小幅度更名的效果不存在顯著差異，此點與先前預期相

符合。 

本小節研究發現：於 7 個事件期間之內，公司更名幅度差異會在事件期間 2，

在顯著水準＝10%下，對於兩者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產生顯著差異。 

4.1.4 更名原因效果 

本研究指定更名原因中有提及公司更名對於提升銷售量有幫助的公司作為

觀察『更名原因效果』的指標，使用 Pairwise T Method 作為檢定『有提及公司

更名對於提升銷售量有幫助的公司的股價表現是否與沒有提及的股價表現具有

顯著差異』。 

首先，先觀察兩類樣本在更名事件日前後的實證結果，詳細狀況如表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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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檢定表-依特定更名原因 

總樣本數 事件期間 

291 1 2 3 4 5 6 7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原因-成長率 0.00386 0.02428 -0.03876 -0.11794*** -0.17363** -0.0898 -0.14549 

101 (0.19519) (1.56811) (-1.46566) (-2.73165) (-2.3068) (-1.55551) (-1.63698) 

原因-無特殊 -0.00427 0.00336 -0.05083*** -0.0799 *** -0.13965*** -0.08081** -0.14056** 

190 (-0.35263) (0.64389) (-3.14228) (-2.64336) (-2.64093) (-2.28501) (-2.40439) 

說明：(1)、具有*的該列表示事件期間之內的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 

       (2)、具有括弧那列為檢定累積平均超額報酬之 T-value。  

       (3)、***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4)、**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5%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5)、*是表示該值在顯著水準 ＝ 10%之下依然具有顯著性。 

觀察表十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發現： 

一、事件期間 1 數據顯示：在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皆不

顯著，此點與前三小節的實證結果一致。 

二、事件期間 2 數據顯示：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皆為正

值，但是不具有顯著性。 

三、事件期間 3-7 數據顯示：在事件期間 3-7 之內，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

均超額報酬平均值都是負值。更名原因中沒有提及銷售成長率的公司皆

具有一定的顯著性；有提及銷售成長率的更名公司僅在事件期間 4 在顯

著水準 ＝ 1%下具有負向顯著性與在事件期間 5 在顯著水準 ＝ 5%下

具有負向顯著性，其他事件期間則不顯著。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後(事件期

間 3-5)，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有越來越低的趨勢。 

分析上述實證結果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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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更名事件日前股價累積超額報酬平均值沒有特殊變化。此點與之前

推論一致，故推論原因一致：證券市場投資人對公司更名事件不具有預

期心理。 

二、從事件期間 2 的數據推論：在事件期間 2，儘管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

均超額報酬平均值都是正值但是並不顯著，所以推論證券市場投資人對

於公司更名的特定原因(本研究為銷售成長率)沒有特別強烈反應。 

三、從事件期間 3-7 的數據推論：在事件期間 3-7 之內，兩組樣本的股價累

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差異不大，故預期於事件期間 3-7 之內應接受研

究假設 3 的虛無假設。 

表十一顯示 F-Test 兩常態母體變異數的實證結果與 Pairwise T Method 之實

證結果： 

表十一 Pairwise T Method 檢定-依特定更名原因 

    事件期間 

1 2 3 4 5 6 7 

檢定法 項目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F test 
變異數是否

相同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T-statistic 0.35  1.28  0.39 -0.73 -0.37  -0.13  -0.05 Pairwise-t 

test p-value 0.7263  0.2029 0.6976 0.4655 0.7090  0.8944  0.9618 

觀察表十一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發現： 

一、兩組樣本在事件期間 1、2、3、6 之內的變異數皆不相同，而在事件期

間 4、5、7 之內的變異數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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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期間 1-7 之內，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的數值差

異並不顯著，故在事件期間 1-7 之內，應接受研究假設 4 的虛無假設而

拒絕對立假設。 

從表十一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一、從事件期間 1-7 的數據推論：在事件期間 1-7 之內，公司特定更名原因-

有助於提昇銷售成長率-是無法讓兩組樣本的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

均值的數值產生顯著差異，故而推論證券市場投資人對於公司更名原因

並不看重所以無法對股價累積平均超額報酬平均值造成影響。 

本小節研究發現：於 7 個事件期間之內，公司特定更名原因-有助於提昇銷售

成長率-並不為證券市場投資人所看重。 

回顧 4.1 節的實證結果，可以整理出下表： 

表十二： 企業更名效果之實證結果整理 

事件期間 

1 2 3 4 5 6 7 

每組樣本股價

累積平均超額

報酬平均值顯

著性比較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總樣本數 

291 
不顯著 

正向顯著，

α=10%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紐約證交所 

94 
不顯著 

正向顯著，

α=5% 
不顯著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1% 

非紐約證交所 

197 
不顯著 不顯著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5% 

大幅度更名 

202 
不顯著 

正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5% 

小幅度更名 

89 
不顯著 不顯著 

負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10% 

負向顯著，

α=5% 

原因-成長率 

101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5% 
不顯著 不顯著 

原因-無特殊 

190 
不顯著 不顯著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1% 

負向顯著，

α=5% 

負向顯著，

α=5% 

說明：(1)、α 為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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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的分析師每股盈餘預測值變動狀況 

在觀察完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股價累積超額報酬的變動狀況之後，本小節將

分析『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的分析師每股盈餘預測值變動狀況』，使用更名樣本

數 560 筆，主要將透過分析師針對更名公司前後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是否達

到統計顯著來檢視公司更名事件是否會對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值產生影響，詳

細研究方法在 3.3.2 節。 

經實證研究後，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值的變動狀

況如圖三所示： 

圖三 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比率圖-調降、不變、調升 

每股盈餘預測值變動狀況

47.32%

0.89%

51.7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調降(差異值<0) 沒有變動(差異值=0) 調升(差異值>0)
 

從圖三得出以下發現： 

一、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值幾乎都會變

動，維持原有預測的僅有 5 筆資料僅佔 560 筆資料的 0.89%；往上調升

預測值的資料筆數有 290 筆為 51.79%；往下調降預測值的資料筆數有

265 筆為 47.32%。合理懷疑公司更名事件確實會對分析師的每股盈餘

預測值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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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發現，進行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之實證研究，實際檢驗每

股盈餘預測變動值是否顯著異於零，而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的

實證結果可以分為 I、II、III 與 IV 等四個部份，以下將一一說明之： 

I. 直接對於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作檢定，在顯著水準＝5%之

下，實證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十三 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檢定表 

變數名稱 樣本數 平均值 標準誤 標準差 信賴區間 

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 560 0.00916 0.02181 0.51605 -0.0337 0.052 

T-statistic 0.4202           

p-value 0.6745           

虛無假設：平均值=0             

 

從表十三可以得出以下結論： 

一、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不顯著異於零，所以表示分析師的每股盈

餘預測值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動。 

而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的詳細數值如下：公司更名事件日

之後，I/B/E/S 分析師的預測每股盈餘調降平均值為 0.17，預測每股盈餘調升平

均值亦為 0.17。 

根據上述資料配合圖三可以發現，調升每股盈餘預測值與調降每股盈餘預測

值的資料幾乎各佔一半而且調升與調降的幅度差不多，所以合理懷疑應是每家公

司的規模對於每股盈餘的預測值大小造成影響，所以將利用公司股價與每股盈餘

預測值進行平減以抵消公司規模對於 EPS 預測值大小的影響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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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再次進行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之實證研究，而本次實證樣本會透過

股價的平減進行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是否顯著異於零，在顯著水準＝10%之下實

證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十四 股價平減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檢定表 

變數名稱 樣本數 平均值 標準誤 標準差 信賴區間 
股價平減每股盈餘

預測變動值(PFE)
560 -0.00362 0.00199 0.04719 -0.00691 -0.00034 

T-statistic -1.8157           
p-value 0.07           
虛無假設： 
平均值=0 

            

 

根據表十四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 

一、儘管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資料筆數中，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調升與調降

的資料數目差不多而且兩者的平均值也相去不遠，但是從股價平減每股

盈餘預測變動值的平均值看來，I/B/E/S 分析師在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後平

均下調幅度要比調升幅度來得大。 

二、將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利用股價平減之後，在顯著水

準＝10%之下，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股價平減指數為負值且顯著。 

從前述發現之中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一、在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後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股價平減

指數是顯著的往下修正，推論公司更名事件對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

餘預測值具有負向影響能力。 

III. 再次進行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之實證研究，而本次實證樣本會透過

公司更名事件日前的最後一筆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值將每股盈餘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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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值平減，然後進行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是否顯著異於零的檢定，然而其中有

1 筆資料是 I/B/E/S 分析師在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前的最後一筆每股盈餘預測值＝

0，所以這筆資料必須刪除，在顯著水準＝10%之下實證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十五 盈餘平減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檢定表 

變數名稱 樣本數 平均值 標準誤 標準差 信賴區間 

盈餘平減每股盈餘預

測變動值(EFE) 
559 0.00428 0.04543 1.07415 -0.07057 0.07913 

T-statistic 0.0942           

p-value 0.925           

虛無假設：平均值＝0             

 

根據表十五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 

一、儘管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資料筆數中，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調升與調

降的資料數目差不多而且兩者的平均值也相去不遠，但是從盈餘平減

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的平均值看來，I/B/E/S 分析師在公司更名事件日

之後平均上調幅度要比下調幅度來得大，此點與 II 的實證結果恰好相

反。 

二、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利用更名前最後一筆的每股盈餘

平減之後，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盈餘平減指數為正值但不顯著。 

從前述發現之中可以得出以下推論： 

一、在公司更名事件日之後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變動值盈餘平

減指數呈現往上修正但是不顯著，故而推論公司更名事件對 I/B/E/S 分

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值不具影響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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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 與 III 的實證結果一致：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值不會因為更名

事件略有衝突之下，而 II 的實證結果在顯著水準＝10%具有負向顯著性，但是顯

著水準略有不足，所以根據上述實證結果推論 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值

不會因為公司更名事件的發生而產生顯著差異，所以應該接受研究假設 5 的虛無

假設而拒絕對立假設。 

IV. 此處的實證結果與前三個實證結果略有不同，本點就『I/B/E/S 分析師

預測值是否準確』加以討論。因先前推論公司更名事件不會對 I/B/E/S 分析師的

每股盈餘預測值產生顯著差異，若 I/B/E/S 分析師對於更名公司更名前的每股盈

餘預測值是相當準確的，那麼這個預測值就應該是決定公司更名前後股價的主要

力量，所以進一步檢視 I/B/E/S 分析師對於更名公司更名前的每股盈餘預測值是

否準確是有其必要。首先觀察預測值準確概況，透過每股盈餘預測值與更名公司

的每股盈餘實際值的差異值進行觀察，而有 6 筆資料是 Datastream 資料庫沒有

收集到當年度的每股盈餘實際值因而放棄，所以本次實證資料比數只有 555 筆： 

 圖四 每股盈餘預測值與實際值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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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得出以下發現： 

一、在公司更名事件日前後，I/B/E/S 分析師的每股盈餘預測值與每股盈餘實

際值幾乎都會不一致，預測完全正確的僅有 6 筆資料僅佔 555 筆資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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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預測值大於實際值的有 274 筆為 49.37%；預測值小於實際值

的有 275 筆為 49.55%。合理懷疑分析師預測值不準確。 

以下將就 I/B/E/S 分析師對於更名公司更名前的每股盈餘預測值與更名公司

的每股盈餘實際值作出檢定，檢定目標為『兩者的差異值是否顯著異於零』，實

證結果如下： 

表十六 每股盈餘預測值與實際值檢定表-實際減去預測 

變數名稱 樣本數 平均值 標準誤 標準差 信賴區間 

預測誤差  555 -0.06484 0.05327 1.25497 -0.15261 0.02293 

T-statistic -1.2171           

p-value 0.2241           

虛無假設： 

平均值=0 
            

從表十六可以得出以下發現： 

一、平均而言，預測值要較實際值低但不顯著。 

從上述發現可以推論： 

一、I/B/E/S 分析師對於更名公司更名前的每股盈餘預測值具有一定的準確

程度。 

回顧 4.2 節的實證結果，可以將 4.2 節的實證結果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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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企業更名效果成對比較之實證結果整理表 

事件期間 

1 2 3 4 5 6 7 
成對樣本的

Pairwise-t 
test 比較 -15 至 

-1 
0 +1 至 +30 +1 至 +60

+1 至 

+120 

-15 至 

+60 

-15 至 

+120 

第一區分準則 

特定證交所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紐約 

非紐約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第二區分準則 

更名幅度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大幅度 

小幅度 
不顯著 

正向顯著，

α=10%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第三區分準則 

特定更名原因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原因-成長率 

原因-無特殊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說明：(1)、α為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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