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文獻研討 
2.1.海外上市動機 

    將刺激來源以個人與工作作為分野，若刺激來源是由個人或工作本身所提供，

則將這些刺激來源所導致行為的動機，稱為「內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如Amabile(1994)認為，此類動機主要來自工作本身即能帶來工作價值，如海外上市

前所有的準備工作、制度的建立；反之，若刺激來源是由個人或工作本身以外，則

將此刺激來源所導致行為的動機，稱為「外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

Amabile(1994)認為，此類動機主要來自完成工作後所帶來的價值，如海外上市完成

後所帶來的利益。 

 

2.1.1 內部動機 

    若按照Amabile(1994)的分類方式，企業因準備海外上市而產生價值，看來很

少，除了一些媒體報導及企業本身建立制度並與國際接軌以外(見表2-1-1)，似乎很

少這類的動機： 

表2-1-1表學者對於企業海外上市內部動機之研究 

提出時間 學者 內容 

1991 Biddle & 

Shahrokh M. 

Saudagaran 

會引起當地投資人對該企業的資訊需求，並會產生當地媒體

對該企業的報導，進而替企業作了免費宣傳 

海外上市必須按照國際市場的要求規範公司的經營，這對提

高公司各方面素質有正面效益，可以強化內控與內部稽核制

度，使各項管理制度與國際接軌 

資料來源：陳月梅，2005，從台灣與香港兩地證券市場的選擇探討台商企業選擇股

票掛台市場之決策分析，頁9 

 

2.1.2 外部動機 

    若按照Amabile(1994)的分類方式，企業到海外上市出自於內部動機，看來很

少，除了Biddle &Shahrokh M.Saudagaran(1991)對於企業赴海外上市的研究發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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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表2-1-1)，似乎大部分的動機都與外部動機相關，而學者也對這些外部動機(見

表2-1-2)也就是企業若完成海外上市將會有哪些利益產生，提出以下的研究發現： 

表2-1-2學者對於企業海外上市外部動機之研究 

提出時間 學者 內容 

1987 Howe & Kelm 公司可藉由海外上市增加國際知名度，有利於開拓海外市場

提升行銷能力 

1988 Saudagaran 與上市當地的金融及政府機構建立良好的合作關係 

皆由海外上市可擴大當地股東基礎，獲得政治上的支持，降

低國家主義情結所帶來的敵意風險 

1991 Biddle & 

Shahrokh M. 

Saudagaran 

海外上市可以獲得當地的投資者支持，有利於併購、合併、

股權交換 

保有自主權、減輕債權人對公司管理層的干預 

可降低海外投資的系統性風險(如匯率風險…) 

海外上市有助於員工認股計畫的實施，讓員工能分享企業經

營的成果，並容易招募優秀人才加入 

1992 Biddle & 

Saudagaran 

資訊成本為選擇海外上市的重要因素 

 

1998 Pagano、

Panetta 

&Zingales 

企業上市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能迅速克服資金來源的障礙 

資金籌措更具彈性 

1998 Saudagaran 市場流動性與市場區隔是企業取得資本的重要因素 

企業因本國市場較容量小、易飽和及影響股價，而考慮到海

外上市 

1999 Choi & 

Levich 

發現企業選擇海外融資的動機包括該證券市場財務資訊揭

露程度及所屬國家貿易往來程度 

2002 Pagano, 

Röell & 

影響企業赴海外上市的關鍵其實是因為企業本身赴海外投

資及銷售的比例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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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chner 

2003 Amit & Zott 指出籌資是企業的主要動機，因為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

便需要大量資金擴充，如果此時可以在海外上市籌集多一點

資金，則會考慮海外上市 

許多公司透過在海外當地上市，並以換股的方式進行併購，

以達到快速成長的目的 

可以提供股東退出機制，擴大股東基礎 

2003 Leuz＆

Oberholzer 

-Gee 

利用回歸分析表明在控制了風險及國家因素等變量後，海外

上市可以帶來成本降低效應，並在統計及經濟學上有其顯著

性 

2003 Sun and 

Tobin 

若上市地的公司治理要求較為嚴格，則企業內部人因此會避

開這些市場，選擇制度較為寬鬆的地點上市 

資料來源：楊秋芬，2004，從證券市場的選擇探討台商企業海外上市決策，頁6-8；

陳月梅，2005，從台灣與香港兩地證券市場的選擇 探討台商企業選擇股票掛台市場

之決策分析，頁8-10 

 

2.1.3從公司利害關係人看海外上市動機 

    將以上學者所研究之內外部動機，從公司利害關係人的角度來看，可以歸納以

下幾個方面： 

1. 財務面動機 

就公司財務部而言，推動企業到海外上市的動機，多半是因為考慮以下幾點： 

(1)降低投資風險：Biddle &Shahrokh M.Saudagaran(1991)可降低海外投資的

系統性風險(如匯率風險…)。 

(2)籌措資金有彈性：Pagano、Panetta&Zingales(1998)以指出企業上市的一個

重要因素是能迅速克服資金來源的障礙，使資金籌措更具彈性不受限制，像

現今台灣企業對大陸的投資金額有不超過企業本身淨值之40%的上限限制。 

(3)可以多籌一些資金：Saudagaran(1988)的研究指出，企業因本國市場較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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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易飽和及影響股價，而考慮到海外上市；Amit & Zott(2003)則指出籌

資是企業的主要動機，因為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便需要大量資金擴充，

如果此時可以在海外上市籌集多一點資金，則會考慮海外上市。 

(4)降低籌資成本：Leuz＆Oberholzer-Gee(2003)利用回歸分析表明在控制了風

險及國家因素等變量後，海外上市可以帶來成本降低效應，並在統計及經濟

學上有其顯著性。 

2. 行銷面動機 

   就公司業務部而言，推動企業到海外上市的動機，多半是因為考慮以下幾點： 

(1)有利於開拓海外市場：Howe & Kelm(1987)提出公司可藉由海外上市增加國

際知名度，有利於開拓海外市場提升行銷能力。 

(2)免費宣傳：Biddle &Shahrokh M.Saudagaran(1991)認為海外上市會引起當

地投資人對該企業的資訊需求，並會產生當地媒體對該企業的報導，進而替

企業作了免費宣傳。 

(3)資訊揭露及貿易往來程度：Choi & Levich(1999) 發現企業選擇海外融資的

動機包括該證券市場財務資訊揭露程度及所屬國家貿易往來程度。 

3. 人事面動機 

   就公司人事部而言，推動企業到海外上市的動機，多半是因為考慮以下幾點： 

(1)易招募優秀人才：Biddle &Shahrokh M.Saudagaran(1991) 海外上市有助於

員工認股計畫的實施，讓員工能分享企業經營的成果，並容易招募優秀人才

加入。 

4. 營運面動機 

就公司日常營運管理而言，推動企業到海外上市的動機，多半是因為考慮以下幾

點： 

(1)提高公司經營規範：Biddle &Shahrokh M.Saudagaran(1991)海外上市必須

按照國際市場的要求規範公司的經營，這對提高公司各方面素質有正面效

益，可以強化內控與內部稽核制度，使各項管理制度與國際接軌。 

(2)與當地建立關係：Saudagaran(1988)的研究指出，海外上市可與上市當地的

金融及政府機構建立良好的合作關係，並藉由海外上市可擴大當地股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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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獲得政治上的支持，降低國家主義情結所帶來的敵意風險。 

(3)海外投資及銷售的比例增加：Pagano,Röell & Zechner(2002) 影響企業赴

海外上市的關鍵其實是因為企業本身赴海外投資及銷售的比例增加。 

5. 策略面動機 

就公司長遠策略而言，推動企業到海外上市的動機，多半是因為考慮以下幾點： 

(1)進行併購：Biddle &Shahrokh M.Saudagaran(1991)指出海外上市可以獲得

當地的投資者支持，有利於併購、合併、股權交換。Amit & Zott(2003)指

出許多公司透過在海外當地上市，並以換股的方式進行併購，以達到快速成

長的目的。 

6. 董事訴求之動機 

   就公司董事而言，推動企業到海外上市的動機，多半是因為考慮以下幾點： 

(1)選擇制度較為寬鬆的地點上市：Sun and Tobin(2003)提出若上市地的公司

治理要求較為嚴格，則企業內部人因此會避開這些市場，選擇制度較為寬鬆

的地點上市。 

7. 股東追求之動機 

   就公司股東而言，推動企業到海外上市的動機，多半是因為考慮以下幾點： 

(1)保有自主權：Biddle &Shahrokh M.Saudagaran(1991)保有自主權、減輕債

權人對公司管理層的干預。 

(2)市場流動性與市場區隔：Saudagaran(1998)提出市場流動性與市場區隔是企

業取得資本的重要因素。 

(3)可以提供股東退出機制：Amit & Zott(2003)指出可以提供股東退出機制，

擴大股東基礎。 

為了後面個案研究分析方便起見，在此特別將以上幾個動機編排序號，供之 

後個案分析時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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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按公司利害關係人將企業赴海外上市之動機分類 

1.財務面動機 

I 降低投資風險 

II 籌措資金有彈性 

III 可以多籌一些資金 

IV 降低籌資成本 

2.行銷面動機 

I 有利於開拓海外市場 

II 免費宣傳 

III 貿易往來頻繁 

3.人事面動機 

I 易招募優秀人才 

4.營運面動機 

I 提高公司經營規範 

II 與當地建立關係 

III 海外投資及銷售的比例增加 

5.策略面動機 

I 進行併購 

6.董事訴求之動機 

I 選擇制度較為寬鬆的地點上市 

7.股東追求之動機 

I 保有自主權 

II 市場流動性與市場區隔 

III 可以提供股東退出機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2上市地點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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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了海外上市動機之後，下一步將會考慮的是應該在何處上市？畢竟不同

的上市地點，所帶給公司的效益也不同，當然對公司的影響也會不一樣。如果醞釀

上市動機被當成上市前的階段所發生的事，上市地點的選擇則是在進行上市規劃時

牽涉到上市前與上市中這兩個階段所必經的途徑。 

2.2.1上市地點選擇的因素 

    學者對於上市地點選擇的研究，主要著眼於外國證券市場與本國證券市場的差

異之處，特別是在證券市場的特性、規模、流動性、本益比等市場面因素；以及上

市當地政府的租稅政策、上市財務規定、揭露原則等財務面因素，以下將各學者依

照理論提出時間的排列方式說明與上市地點選擇相關的文獻研究(見表2-2-1)。 

表2-2-1學者對於企業海外上市地點選擇之研究 

提出時間 學者 內容 

1988 Saudagaran 若本國證券市場與國外證券市場有明顯的區隔，則本國

企業到國外證券市場上市時會享有溢價 

1992 Biddle & 

Saudagaran 

會計準則與揭露要求會影響公司對上市地點的選擇 

1999 Choi & Levich 企業會傾向到財務報表要求較不嚴格的國家上市 

2001 Pagano,Randle, 

Röell & Zechner 

企業確實可能到流動性好及規模大的市場跨國上市以取

得較低的融資成本 

公司比較不會到會計準則與本國差異大的國家上市 

2002 Pagano, 

Röell & Zechner 

若本國市場在資金的運用上有重大的限制，則公司到海

外去籌資的動機就比較強烈 

2003 Amit & Zott 公司在流動性較高及能吸引機構法人注意的國外證券市

場上市，比在本國證券市場發行股票，可以獲得較高的

上市價格及本益比 

2003 Sarkissian 

&Schill 

公司傾向在那些資本化高、規模大、較開放的租稅環境

的資本市場上市 

證券市場的相似性及及熟悉性等因素在公司選擇海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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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點上具有支配性，且證據顯示海外上市有地域之聚

集情況 

若企業所處國家之公司或個人稅負較重，則會選擇到可

以讓註冊在租稅天堂的公司上市之國家 

資料來源：楊秋芬，2004，從證券市場的選擇探討台商企業海外上市決策，頁9-12； 

    茲將以上學者所研究企業在海外上市地點之選擇的考量點，歸納以下幾個因

素： 

1. 市場區隔：Saudagaran(1988)指出若本國證券市場與國外證券市場有明顯的區

隔，則本國企業到國外證券市場上市時會享有溢價。 

2. 會計準則與揭露要求：Biddle &Saudagaran(1992)認為會計準則與揭露要求會影

響公司對上市地點的選擇；Choi & Levich(1999)更指出企業會傾向到財務報表

要求較不嚴格的國家上市；Pagano,Randle,Röell & Zechner(2001)也認為公司

比較不會到會計準則與本國差異大的國家上市。 

3. 市場流動性及規模及本益比：Pagano,Randle,Röell & Zechner(2001)認為企業

確實可能到流動性好及規模大的市場跨國上市以取得較低的融資成本；Amit & 

Zott(2003)也指出公司在流動性較高及能吸引機構法人注意的國外證券市場上

市，比在本國證券市場發行股票，可以獲得較高的上市價格及本益比；Sarkissian 

&Schill(2003)也說公司傾向在那些資本化高、規模大、較開放的租稅環境的資

本市場上市。 

4. 資金運用限制：Pagano,Röell & Zechner(2002) 若本國市場在資金的運用上有

重大的限制，則公司到海外去籌資的動機就比較強烈。 

5. 群聚效應：Sarkissian &Schill(2003)認為證券市場的相似性及及熟悉性等因素

在公司選擇海外上市地點上具有支配性，且證據顯示海外上市有地域之聚集情

況。 

6. 租稅利益：Sarkissian &Schill(2003)認為若企業所處國家之公司或個人稅負較

重，則會選擇到可以讓註冊在租稅天堂的公司上市之國家。 

為了後面個案研究分析方便起見，在此也將以上幾個因素編排序號，供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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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時參照： 

表2-2-2海外上市地點選擇之考量因素 

1.市場面因素 

I 市場區隔 

II 市場流動性及規模及本益比 

III 群聚效應 

2.制度面因素 

I 會計準則與揭露要求 

II 資金運用限制 

III 租稅利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3上市效益的分析 

    企業在完成海外上市後，經過一段時間對於海外資本市場的摸索，漸漸了解及

適應了當地證券交易所的監管，以及與投資者的互動，接下來會思考並探討，到底

海外上市後對於企業來來了什麼效益？是否能達成當初所規劃的上市目的？以及上

市後股東的財富有何變化？員工的財富有何變化？財務數字表現是否比上市時好？

以下就各學者所提出的相關研究文獻作一探討。 

2.3.1海外上市對企業效益的影響 

    學者對海外上市效益的研究，可以分成營運面及財務面兩個層面來探討，並對

企業在海外上市後，與上市前或是與在本國上市相比較，有無發現明顯的效益， 

以下將各學者依照理論提出時間的排列方式說明與海外上市後之效益相關的文獻研

究(見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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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學者對於企業海外上市效益之研究 

提出時

間 

學者 內容 

1991 Biddle & 

Saudagaran 

企業至國外上市可藉由強化國外投資者與消費者認

知程度，提高公司聲譽 

海外上市可以獲得當地的投資者支持，有利於併

購、合併、股權交換 

1994 Jain and Kini 當公司有次級發行(secondary offering)需要時，

上市後的經營績效較好。尤其在海外較易進行次級

發行的市場時 

1995 Zingales 風險分散是公司上市的好處之一 

1998 Pagano、Panetta 

&Zingales 

上市因融資管道增加，對銀行議價能力提高，因而

可以提高額度降低貸款成本 

2001 Stoughton, Wong & 

Zechner 

發現上市公司對顧客而言，隱含著產品有較高之保

障，有助於產品銷售，拓展市佔率 

2003 Sarkissian &Schill 企業到海外上市，對國外資本市場而言，此種證券

可以降低投資人的系統性風險，而對此類發行公司

的報酬率要求較低，所以對企業而言，可以取得較

低成本之資金 

2004 Kenneth,Pattanaporn 

and Nofsinger 

企業海外上市後，外部股東會增加，而外部股東為

增加自身財富，避免管理者因從事過多的在職消費

而降低公司價值，會對管理者進行監督，而且若外

部股東所持有的權益愈多，對管理者的監督效果愈

強，公司價值將因而增加。 

資料來源：楊秋芬，2004，從證券市場的選擇探討台商企業海外上市決策，頁13-14； 

茲將以上學者所研究企業在海外上市後之效益分析，歸納以下幾個層面： 

1. 提高公司聲譽：Biddle &Saudagaran(1991)認為企業至國外上市可藉由強化國外

 14



投資者與消費者認知程度，提高公司聲譽。 

2. 利於併購：Biddle &Saudagaran(1991)指出海外上市可以獲得當地的投資者支

持，有利於併購、合併、股權交換。 

3. 較易進行次級發行：Jain and Kini(1994)提出當公司有次級發行(secondary 

offering)需要時，上市後的經營績效較好。尤其在海外較易進行次級發行的市

場時。 

4. 分散融資風險：Zingales(1995)認為公司海外上市可以分散融資風險。 

5. 降低貸款成本：Pagano、Panetta&Zingales(1998)認為上市因融資管道增加，對

銀行議價能力提高，因而可以提高額度降低貸款成本；Sarkissian &Schill(2003)

更指出企業到海外上市，對國外資本市場而言，此種證券可以降低投資人的系統

性風險，而對此類發行公司的報酬率要求較低，所以對企業而言，可以取得較低

成本之資金。 

6. 有助於產品銷售：Stoughton, Wong & Zechner(2001) 發現上市公司對顧客而言，

隱含著產品有較高之保障，有助於產品銷售，拓展市佔率。 

7. 外部股東監督提升公司價值：Kenneth,Pattanaporn and Nofsinger(2004)研究

發現當內部人持股比例是低(0%至31%)或高時(71%以上)，與公司價值間呈正向關

係，支持利益收歛假說1；在持股比例中等時(31%至71%)，與公司價值呈反向關

係，支持利益掠奪假說2。也就是說企業海外上市後，外部股東會增加，而外部

股東為增加自身財富，避免管理者因從事過多的在職消費而降低公司價值，會對

管理者進行監督，而且若外部股東所持有的權益愈多，對管理者的監督效果愈

強，公司價值將因而增加。 

 

 

                                                 
1 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利益收斂假說（convergenceof interest hypothesis）認為股權集中度和公司價值呈正相關，當董事

會有一定的持股比例程度時，則董事的財富增減與公司的營運績效具有高度相關，所以董事會必然會盡力去監督管理當局的

行為，亦即股權愈集中，管理者的支出偏好行為所造成企業財富損失，大部分由管理者自己承擔，因此決策行為會較審慎與

合理，以追求公司價值之極大化，對公司的經營績效評估愈好。 
2 Demsetz(1983)提出利益掠奪假說（entrenchment hypothesis）認為股權集中度和公司價值呈負相關，即公司股權愈分散，對公

司績效評估愈好，亦即公司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區分愈明顯，對公司愈有利。如董事會基於本身職位安全性考量，通常會否決

對股東有利的購併提議或否決可使公司股價上漲的股權收購案，凡此均將因股權愈集中，而愈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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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海外上市效益之分類 

1.營運面效益 

I 提高公司聲譽 

II 有助於產品銷售 

III 外部股東監督提升公司價值 

2.財務面效益 

I 利於併購 

II 較易進行次級發行 

III 分散融資風險 

IV 降低貸款成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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