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兩個部分來進行討論。第一節為新上市公司股票的相關實

證，將探討過去文獻關於承銷價低估的實證資料；第二節為承銷價低估

理論，針對國內外對於承銷價低估的原因探討的文獻進行回顧。 

 

第一節  新上市公司股票之相關實證 

     

所謂的股票初次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s）是

指發行公司透過投資銀行或承銷商，在初級市場上以發行證券的方式公

開向大眾募集資金。而IPOs的相關議題之所以一直為學者所關心與研

究，是由於IPOs未曾在市場進行買賣，一般投資大眾對公司資訊的收集

也相對不容易，所以在承銷價的訂定方面，沒有過去的數據藉以參考，

對於公司真正價值難以評定，僅能以相同產業內相類似公司的財報分析

作為定價參考的依據。 

    從1963年美國證管會提出新上市公司的研究報告之後，引起學術

界對新上市股票相關議題的研究。Logue(1973)提出IPOs在上市初期存

在正的超額報酬現象；Ibbotson & Jaffe(1975)針對從1960年至1969

年在美上市的128家新上市公司股票作研究，發現樣本公司上市後第一

個月的平均異常報酬為11.4％；Amihud & Hauser & Kirsh(2001)研究

發現 1989至 1993年以色列的新上市股票有平均 11.99％的異常報酬

率；Chiang & Houge(2000)的研究也顯示，1996至1999年期間，台灣

的新上市股票的異常報酬率為20.15％。而對於新上市股票市場的異常

報酬現象中，以承銷價低估為最被學者廣泛所接受的原因。而對於造成



承銷低估的原因，將根據過去的文獻探討，把歸納出來的原因在第二節

中進行說明。 

 

 

 

 

 

 

 

 

 

 

 

 

 

 

 

 

 

 

 

 

 

 

 

 



第二節  承銷價低估理論 

 

世界各國新上市股票普遍存在承銷價格低估現象，但低估程度互有

差異，諸多文獻認為 IPOs 普通股承銷價短期有低估現象。而就理論上

來說，發行公司在初次上市時，承銷價的訂定原本應該以能夠真實反應

公司的真實價值為定價原則，因為當承銷價定得太高時，容易產生銷售

的困難或一上市即面臨新上市公司股票跌破承銷價的情況；若是承銷價

定得太低，會產生稀釋的情況，對原本公司股東不利，且也會提高公司

的籌資成本，甚至造成公司籌資不足的情況。但就一般實務狀況而言，

發行公司在訂定承銷價時，往往會採取折價發行的方式，其原因整理如

下: 

 

 

 

 

 

 

 

 

 

 

 

 

 

 



壹、國外文獻探討: 

 

一、資訊不對稱假說(The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Hypothesis) 

 

在IPOs市場中，發行人、承銷商及投資人等各角色之間，資訊取得

存在有不對稱現象，為彌補資訊不對稱，因而承銷價會有低估情形。 

 

(一)發行公司與承銷商之間資訊不對稱 

 

Baron (1982)認為承銷商對資本市場、市場需求等方面較發行公司

掌握更多正確的資訊，所以在訂定新上市股票的價格時，發行公司必須

借助承銷商的所掌握的資訊，因此認為承銷價低估的方式是用以作為承

銷商所貢獻資訊的代價。加上承銷商可以透過其過去承銷其他公司的經

驗來為新上市公司創造IPOs的需求，並利用其聲譽來為新上市公司作擔

保，因為新上市公司必須為此付出報償。所透過承銷價低估的方式，不

但可以讓承銷商在配銷時可以減低其銷售的壓力，若承銷商有意願認購

時也相對有利。而當市場的不確定性越低，新上市股票公司對承銷商的

依賴越重，其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因此會越高。 

 

 

 

 

 

 

 



(二)投資人間的資訊不對稱 

 

Parsons & Raviv(1985)認為新上市股票承銷價低估是由於投資人

之間資訊不對稱所造成。Rock(1986)的研究中顯示，當新上市股票的價

格越不確定時，擁有資訊的投資人獲利會越大，因此發行公司必須透過

承銷價低估的方式，才能吸引不具資訊的投資人投資其公司的股票。

Rock(1986)將投資人分為兩類：資訊充分的投資人(informed investor )

和資訊缺乏的投資人(uninformed investor)。 

資訊充足的投資人在擁有充分的公司資訊下，了解新上市公司的真

實價值，故當新上市股票承銷價被低估時，會參與新股的申購，進而使

資訊缺乏投資人的投資機會受到排擠。而當承銷價高估時，資訊充分的

投資人會退出市場，資訊缺乏的投資人則因為缺乏資訊而申購股票，如

此使資訊缺乏的投資人獲得新股配售的機率提高，產生異選擇(adverse 

selection)或所謂贏家詛咒(winner’s curse)的情況，如此將造成資

訊缺乏投資人最終退出新上市股票投資市場。 

發行公司為了吸引資訊缺乏的投資人投資其股票，透過承銷價低估

的方式來補償資訊缺乏投資人在投資新上市股票的風險，使資訊缺乏投

資人在市場均衡時，得到無風險利率的報酬。 

 

 

 

 

 

 



(三)發行公司與投資人的資訊不對稱 

 

    許多學者基於發行公司與投資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提出了訊息傳

遞理論（signaling theory）。支持此理論的學者認為，發行公司比投

資人擁有較多關於公司內部的資訊，因此發行公司會設法傳遞出有利於

公司的訊息，以吸引投資者參與IPOs市場。 

    Leland & Pyle(1977)是最早提出可以透過新上市公司的內部持股

來傳遞公司真實價值的學者。他們認們公司內部的人員擁有公司未來發

展前景的資訊，故了解公司未來可能的現金流量，但一般的投資大眾卻

缺乏相關資訊，兩者間有資訊不對稱的狀況存在著。而當公司內部人員

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看好時，才會持有公司大量的股票。因此當新上

市公司內部人員持股比率越高時，將傳遞出公司未來現金流量看好，公

司價值越高的資訊。而透過此方式將公司真正價值的資訊傳遞給一般投

資大眾時，將可以減少新上市公司股票的折價幅度，盡而降低公司的籌

資成本。 

Ritter(1984)根據Leland & Pyle(1977)的理論進行跟深入的研究

與探討。他提出訊號發射假說、代理理論與財富效果假說來推論為何公

司的價值與內部持股比率呈正相關的原因。而最後的實驗結果證明代理

理論最能解釋此一現象。 

Allen & Faulhaber(1989)認為在新上市股票市場中新上市股票市

場中，投資人只能觀察到承銷的價格，而上市公司若希望能傳遞公司體

質健全的訊息給投資人，將透過承銷價低估的方式進行。體質佳的公司

雖然會因為承銷價低估造成籌資的成本提高，但因預期未來會有高的利

潤足以彌補折價發行所造成的損失，故仍會透過折價發行的方式來傳遞

公司的資訊，以便投資人將其與體質差的公司作出區隔。至於體質差的



公司，由於預期未來將無法產生足夠的利潤來彌補折價發行新股的損

失，因為不會利用折價發行作為傳遞公司資訊的方式。 

Welch(1989)的研究則假設品質差的公司議會模仿品質好的公司透

過折價發行來傳遞公司品質。但體質好的公司在上市後，可以透過現金

增資的方式來彌補上市前折價發行的損失，而體質差的公司在上市後，

投資人可以獲得公司內部的資訊，使其無法透過現金增資來彌補之前的

損失，因此推論體質差的公司不會透過折價發行的方式來模仿體質好的

公司。 

Grinblett & Hwang (1989) 整合Leland & Pyle(1977) 的模式與

Allen & Faulhaber(1989)提出的理論，推導出雙因子評價模型。提出

以發行公司內部持股比率與承銷價低估程度兩個訊號因子來計算出公

司真正的價值，更能解釋現實情況中，在擁有不同的資訊下，應該要選

取單一因子或兩因子同時來估計公司真正的價值。其主要的推論為：當

發行公司的內部持股比例越高或承銷價低估程度越高時，表示發行公司

預期未來公司的現金流量會越高，亦表示公司的真實價值越高。此理論

中的概念：承銷價低估的公司價值較承銷價沒有低估的公司來的更高，

與過去許多學者的研究不謀而合。 

另外，公司亦可透過承銷商或會計師聲譽來傳遞公司的價值。Booth 

& Smith(1986)認為承銷商的聲譽可以傳遞出新上市公司的價值。因為

聲譽好的承銷商只會願意選擇體質好、風險小的公司來協助承銷其股

票，以避免未來因為新上市公司的本身的營運不良進而影響到承銷商的

聲譽。 

Titman & Trueman（1986）則認為投資人會透過公開說明書和會計

師聲譽來推斷發行公司的體質。聲譽愈好的會計師暗示愈能將公司的資



訊精確地揭露出來，但也因此該會計師會對發行公司要求較高的費用。

而對於體質佳、風險低的發行公司而言，通常有意願也有能力負擔這筆

費用。對於體質較差、風險高的公司而言，因為擔心會暴露公司的缺點，

所以較不願意和聲譽好的會計師合作。由此可推斷投資人可透過會計師

的聲譽來推斷發行公司的體質。 

Beatty（1986）亦認為可透過簽證會計師的聲譽來判定發行公司的

體質。因為風險高的發行公司會透過竄改資料和美化報表來吸引投資

者。相反的，對於風險較低的公司，會雇用聲譽較好的會計事務所為其

公司簽證，以提高投資人對公司財務資訊的可信度。 

 

 

 

 

 

 

 

 

 

 

 

 

 

 

 

 



二、避免控訴假說(The Lawsuit Avoidance Hypothesis) 

 

從1933 年證券法案(Securities Act) 要求所有參與證券發行的機

構，都要在公開說明書上簽名，以對資料遺漏負起責任，承銷價低估就

成為降低未來挨告次數及緩和情節嚴重性的一種方式。Tinic(1988)認

為新上市公司股票之所以折價發行，是為了避免未來的法律訴訟與公司

名譽的損失，同時減少公司在法律上的責任。 

 

三、市場回饋假說(The Market Feedback Hypothesis) 

 

承銷時如使用詢價圈購(bookbuilding)方式辦理，承銷商會以承銷

價低估方式，誘使投資人在銷售前期間揭示相關資訊，這些資訊可以協

助承銷商訂定承銷價格。而為了使投資人忠實地評估承銷價，承銷商以

承銷價低估方式來補償投資人。Jegadeesh, Weinstein & Welch(1993)，

就以「市場回饋假說」解釋承銷價低估現象。他們認為，發行公司並不

知道公司本身的價值，尤其是新上市公司的承銷價格，是以市場的所透

露的訊息來訂定的。 

 

 

 

 

 

 

 

 

 



四、承銷商壟斷假說(The Investment Banker's Monopoly Power 

Hypothesis) 

 

Ritter(1984)透過實証分析發現，承銷價低估會出現在特定的產業

和特定的期間內，認為承銷價低估是由於承銷商較發行公司具有議價力

所造成的。當發行公司為小型、剛起步或投機型公司時，其承銷商會掌

握比發行公司大的議價能力，要求發行公司提供較大的折價幅度。 

 

五、股權分散假說(The Ownership Dispersion Hypothesis) 

 

發行公司可能意圖以壓低承銷價的方式，來產生超額需求，如此可

以吸引很多小額投資人加入股東行列，可增加股票在市場的流動性，並

可以防止外人覬覦經營權。Booth and Chua(1996) 認為投資人會透過

對新上市股票未來在次級市場的流動性，來決定是否參與申購其股票。

當新上市公司顯現出未來在次級市場的流動性高時，投資人會參與申

購，並要求較低的折價幅度，但若預期股票在未來次級市場的流動性不

佳時，投資人會要求較高折價幅度來補償其可能面對的風險。Brennan & 

Franks(1997)透過對英國69家新上市公司進行研究，發現當外部股東均

為小股東時，投資人對公司營運的監督會降低，故公司為享受此好處，

會利用承銷價低估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因為當承銷價低估時，可使投

資人產生超額認購的情況。而公司購過配售股票的方式，可以重新調整

投資人股票分配的情況。對於小額申購的投資人給予較高的比例，而較

少比率分配給大額申購的投資人，以分散公司的股權，減少大股東出現

的機率。 

 

 



六、投資熱潮及投機泡沫(The Bubble And Fippers Hypothesis) 

 

新股上市時，次級市場的熱潮，也會造成新股承銷價低估現象。

Aggarwal and Rivoli(1990)觀測承銷價低估現象，認為短期市場的超

額報酬，可能是因為IPOs市場存在著投資熱潮及投機泡沫的現象所造成

的。 

 

七、穩定操作(The Stabilization Hypothesis) 

 

新股上市後承銷商會進行穩定操作，Ruud(1993)認為首日交易的正

報酬現象是因為有承銷商的穩定操作。穩定操作的結果，明顯的可以在

IPOs股票上市後，減少負報酬現象。Aggarwal and Rivoli(1990) ，

Ritter(1991)，Hanley, Kumar, and Seguin(1993)，及Ruud(1993) 都

認為IPOs價格的訂定是依據公司實際價值所估定，並無所謂承銷價低估

的情況發生，至於上市後所產生的超額報酬，主要是由於承銷商的穩定

操作手段所造成的。 

 

八、展望理論(The Prospect Theory Hypothesis) 

 

Loughran and Ritter(1995)認承銷價低估的現象可用展望理論來

解釋。他們認為，發行公司在意的是財富的變化，並非財富的多寡。展

望理論預期，在IPOs市場中，發行公司會以股價上漲後所留給市場的財

富，來計算他們的損失，而這些財富本來應歸屬於原始股東。但他們認

為承銷價低估，進而產生留給市場財富的現象，是對承銷商的另一種形

式的補償。承銷價低估對發行公司而言是一種間接成本，但發行公司認

為承銷價的低估，將會伴隨而來的是未被預期的財富增加。 



貳、國內文獻探討: 

 

針對承銷價低估的相關議題，國內有相當多的實證研究與探討。根

據過去台灣對新上市股票市場超額報酬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的新

上市股票市場的確實存在初期超額報酬的現象；而對於產生超額初期報

酬的原因，國內過去的實證研究結果分析原因如下：江建政（民86）透

過對224個樣本的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年度』與『承銷制度』對初期

報酬均有相當高的解釋能力；高惠娟(民87)認為『代銷方式』與『承銷

商聲譽』對初期報酬有顯著影響；吳貞樺(民88)發現『盈餘管理』、『財

務預測指標』與初期報酬為正相關；『中籤率』、『股票承銷量』及『競

價拍賣制』與初期報酬呈負相關。另外，還有吳振生(民91)與林淑娟(民

91)分別實證發現『中籤率』與『配售率』與初期報酬相關。鍾雅芳(民

92)實證結果為『公司財務績效』與『股權分散程度』越高，公司折價

程度也會越大。 

表2-2-1彙總從民國86年至民國92年間，國內學者對新上市股票初

期超額報酬的實證研究與分析結果的匯總，影響因素大致如下：公司財

務績效、所有權結構分散程度、上市後的流動性、配售率、中籤率、股

票承銷量、承銷制度、承銷商聲譽等因素相關。 

 

 

 

 

 

 

 



表2-2-1  國內新上市股票超額報酬的實證研究 

研究者 研究期間 樣本個數 實證結果 

鍾雅芳

(民92) 
民82-91 355 

1. 折價程度與上市前後的公司財務績效成正
相關 

2. 折價程度與所有權結構分散程度成正相關
3. 折價幅度與上市後的流動性成正相關，但
具時效性 

4. 所有權結構分散程度與與上市後的流動性
成正相關 

林淑娟

(民91) 
民85-90 118 

1. 初期報酬與配售率成顯著負相關 
2. 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存在逆選擇的情況 

吳振生

(民91) 
民85-89 331 

1. 新上市股票有74.54%被低估，承銷價平均
低估3.85﹪ 

2. 上市後第一日之超額報酬率為4.02%，蜜
月期為7天 

3. 中籤率與承銷價低估相關 

吳貞樺

(民88) 
民80.6-86 145 

1. 國內新上市股票市場普遍有初期異常報酬
的現象 

2. 透過單元迴歸模型實證，盈餘管理、財務
預測指標與初期異常報酬之間存在正相關

3. 透過多元迴歸模型實證，財務預測指標與
初期異常報酬為正相關 

4. 中籤率、股票承銷量及競價拍賣制度與初
期異常報酬為負相關 

5. 公司事後風險、上市時機與初期異常報酬
呈正相關 

6. 上市後一年內是否辦理現金增資與初期異
常報酬呈顯著負向關係 

高惠娟

(民87) 
民75-86 229 

1. 折價幅度越大，超額申購越踴躍 
2. 高折價公司的折價程度與代銷方式、承銷
商聲譽等均成正相關 

3. 折價程度與上市後流動性成正相關，但具
時效性 

廖國興

(民87) 
民82-87 275 

初期異常報酬或蜜月期長短均與會計師聲譽

無關 

程文萱

(民86) 
民84.3-86 31 

1. 國內上市(櫃)公司從第1個至第300個交
易日存在正向超額報酬，新上市(櫃)股票

有承銷價低估的現象 



2. 承銷制度與初期超額報酬無關 

江建政

(民86) 
民79-86.9 224 

1. 國內IPOs市場確實存在初期異常報酬的
情況 

2. 透過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年度對期初異常
報酬的差異具有相當顯著的解釋能力 

3. 採用競價拍賣的IPOs有較高的初期報酬 
4. 透過隨機邊界法的分析得到，在充分訊息
下，承銷價格確實存在故意低估的現象；

另外以承銷價格作為自變數，期初異常報

酬為應變數的簡單迴歸模型分析，發現折

價幅度確實與期初異常報酬呈現高度正相

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