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根據Grinblatt & Hwang所建立的訊號模型，以台灣新上市

股票市場進行實證研究。下列將針對研究假說、研究樣本與研究變數進

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假說 

     

根據Grinblatt & Hwang(1989)的理論模型，新上市股票市場承銷

價低估的現象只是體質良好的發行公司為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作

為對投資人傳遞公司體質訊息的一個訊號因子。體質好的發行公司為了

區別自身與體質差公司的不同，將利用公司內部持股比率與承銷價低估

的程度傳遞出公司真正的價值。體質良好的公司預期公司未來的現金流

量會提高，故公司內部人員的持股比例將較高。而體質好的公司也因為

預期在上市後，投資人將因為了解公司真正的價值後，而願意在未來用

較高的價格申購公司現金增資的股票，如此即可彌補公司在新上市時因

承銷價低估所造成的損失。 

本研究將根據  Grinblatt & Hwang(1989)的訊號理論以台灣新上

市股票市場進行實證研究，以其證明是否可透過承銷價低估與公司持股

比例來傳遞出台灣新上市公司的價值，進而降低市場上資訊不對稱的問

題。 

 

 

 

 



    Grinblatt & Hwang(1989)所提出訊息模型的三個數學均等式如下: 

1.μ(α,D) = Lµ (α) + D (1-α)/(1-αr) 

2.(α,D) = + D(1-α)r/(1-αr)αb 2σ 2
Lσ

3.μ(α,D) = Lµ (α) + (- )ab/r 2σ 2
Lσ

 

    變數的定義如下: 

μ:公司價值                         

α:公司內部持股 

D:承銷價折價幅度                    

Lµ :現金流量變動程度最低公司的公司價值度程 

r:投資人了解公司價值的機率 

2σ :公司現金流量變動程度             

2
Lσ :市場中最低的現金流量變動程度       

b:企業主對風險規避的 

 

 

 

 

 

 

 

 

 

 



    由Grinblatt & Hwang(1989)的訊號理論所推導出的八個假設命

題，以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進行驗證，命題如下: 

 

命題一: 當新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 )固定之

下，新上市公司價值(μ)與新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比率(α)呈正

相關。 

2σ

命題二: 當新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比率固定(α)之下，新上市公司價值

(μ)與新上市公司股票折價幅度(D)呈正相關。 

命題三: 當新上市公司股票折價幅度(D)固定之下，新上市公司從事新

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 )和新上市公司持有股票比率

(α)呈負相關。 

2σ

命題四: 當新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比率(α)固定之下，新上市公司股票折

價幅度(D)與新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

呈正相關。 

2σ

命題五: 當新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 )固定之

下，新上市公司股票折價幅度(D)與新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比率

(α)呈正相關。 

2σ

命題六: 當新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比率固定(α)之下，新上市公司價值

(μ)與新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呈正

相關。 

2σ

命題七: 當新上市公司價值固定(μ)之下，新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比率

(α)與新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 )呈
2σ



負相關。 

命題八:當新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固定之

下，新上市公司價值(μ)與新上市公司股票折價幅度(D)呈正相

關。 

2σ

另外，亦將進行一迴歸分析，以公司價值為應變數，以投資案變異

程度、公司內部持股、承銷價低估程度與產業別(I)為自變數，分析其

對公司價值是否會造成顯著的影響。 

命題九：在資訊不對稱之下，可以透過承銷價低估與公司持股來推估新

上市公司的價值。 

μ= a +b1α +b2D +b3 +b4I +εi 
2σ

 

    本研究將針對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的資料進行實證研究，證明上述

的八個推論在台灣是否成立，以期證明承銷價低估與公司持股比例在台

灣新上市股票市場是否可作為傳遞公司價值的兩個訊號因子。 

 

 

 

 

 

 

 

 

 



第二節  研究樣本 

 

一、研究期間與研究樣本 

 

    本研究期間為民國85年至92年，以台灣證券交易所中所有初次上

市公司（IPOs）為實證研究之樣本，共得123家。樣本分佈的時間與分

佈的產業如下： 

 

表3-2-1  各年上市家數與佔整體比率 

年度 上市家數 佔全部樣本比例(%) 

85 28 22.8 

86 17 13.8 

87 18 14.6 

88 17 13.8 

89 14 11.4 

90 16 13 

91 10 8.1 

92 3 2.5 

總計 123 100 

 

 

 

 

 

 



表3-2-2  各產業上市家數 

產業 上市家數 佔全體樣本比例(%) 

食品 3 2.4 

塑膠 1 0.8 

紡織 9 7.3 

電機 9 7.3 

化工 3 2.4 

玻璃 1 0.8 

鋼鐵 5 4.1 

汽車 2 1.6 

電子 67 54.5 

營建 9 7.3 

航運 4 3.4 

觀光 1 0.8 

貿易 3 2.4 

其他 6 4.9 

總計 123 100 

 

 

 

 

 

 

 

 



    根據表3-2-1的各年上市家數，以民國85年的上市家數比例22.8%

最佳，共有28家合乎研究標準的新上市公司。民國92年的2.5%為最低，

當年度只有3家合乎研究標準的新上市公司。次低的新上市年度為民國

91年，共10家的新上市公司。而從民國86年至民國90年間，新上市

公司家數佔總樣本的比例均在10%以上，在這五年間新上市公司家數維

持穩定的狀況，並沒有太大的變動。 

而表3-2-2的各產業上市家數，除了水泥業、電器電纜業、造紙業、

橡膠工業在民國85年至民國92年間沒有新上市的樣本，而金融產業則

由於產業特性較特殊，所以予以排除外，其他的一般產業在民國85年

至民國92年間均有新上市的樣本，但以電子產業的54.5%為最高；紡織

業、營建業與電機業的7.3%為次高之外，其他的產業樣本分配均在5%

以下。 

 

 

 

 

 

 

 

 

 

 

 

 

 



二、樣本選取標準 

 

研究樣本的取決標準： 

(一)符合初次上市股票定義，非現金增資，亦非公司債、特別股或受益

憑證。 

(二)考慮公司資訊在市場上揭露的程度，必須為『初次在公開市場上發

行的股票』，因此刪除由上櫃轉上市的公司。 

(三)能夠完整取得上市承銷價格、發行股數、股票收盤價、內部持股等

資料者。 

(四)由於金融保險業的產業特性與其他產業特性不同，故本研究將此產

業排除在研究樣本之外。 

 

民國85年至92年八年間共有394家新上市公司，而符合四項條件

者共有123家。因此，本文將以此123家IPOs作為實證研究Grinblatt 

& Hwang(1989)訊號模型的樣本。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中四個變數: 『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

『公司價值』、『承銷價低估程度』與『公司持股比例』的相關數據資料，

分別出自下列的資料庫: 

1、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 

2、 證券基金會 

3、 台灣證券交易所 

4、 上市用公開說明書與年報 

5、 證券暨期貨管理月刊 

 

 

 

 

 

 

 

 

 

 



第三節  變數定義 

     

本研究主要透過Grinblatt & Hwang(1989)提出三個數學恆等式所

推導出來的八個結論進行實證研究，驗證Grinblatt & Hwang(1989)的

訊號模型在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是否成立。本文在第四章將針對

Grinblatt & Hwang(1989)在研究中提出四個主要變數的相關性進行驗

證，以此證明Grinblatt & Hwang(1989)的訊號模型在台灣新上市股票

市場是否成立；另外加上一產業別的變異數，以驗證命題九中的產業別

等因素是否會顯著影響公司價值。故五個變數的定義如下: 

 

(一) 新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 2σ

 

Grinblatt & Hwang 在研究中以新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時所產生的

現金流量變異數來衡量新上市公司的風險程度，當現金流量的變異數越

大時，表示新上市公司本身所承擔的風險越大，同時也表示投資人在投

資此新上市公司時，所承擔的風險越大；反之亦然。但由於對新上市公

司從事新投資所產生現金流量變異的數據資料取得困難，所以本研究假

設在效率市場下，公司現金流量的變異將完全反應在股價上，故以股價

的變異來衡量現金流量的變異程度。 

 

 

 



本研究將以新上市股票在蜜月期結束
1
後100天股價變異數的自然對

數作為估計新上市公司股票價格變動程度的變數。而取對數的目的是為

了讓股價變異數的分配趨向常態分配。公式如下: 

2σ ＝ln(蜜月期結束後100天股價變異數) 

 

(二) 新上市公司的真實價值(μ) 

 

    由於發行公司與投資人之間資訊的不對稱，所以投資人在公司上市

前無法得知公司真正的價值。本研究將透過過去歷史資料的探討，了解

公司的真正價值是否可用其他的訊號機制加以傳遞。由於新上市公司的

承銷價普遍有低估的情況，故無法以此作為計算公司真實價值的基準。

因此本研究以上市後蜜月期結束當天
2
的收盤價作為股票的真實價格，並

將其與新上市公司的發行股數相乘來估計新上市公司的真實價值。而為

使分配趨向常態分配，故再取之對數計算。新上市公司真實價值的公式

如下: 

 

μ＝ln(上市後蜜月期結束當天收盤價× 發行股數) 

 

 

 

 

 

                                                 
1國內市場有漲跌幅限制，所以價格通常無法在當天內反映，因此往往會有連續

幾個交易日以開盤漲跌停或跌停板一價到底的狀況，稱之為『蜜月期』。 
2所謂的『蜜月期結束當天』是指新上市股票掛牌後連續以開盤漲停或跌停板一

價到底的情況結束的第二個營業日。本研究參考夏侯欣容（民82）以蜜月期結

束當天的收盤價作為衡量股票真正的價格。 



(三)新上市股票折價幅度(D) 

 

一般認為新上市公司產生正的初期報酬的原因，是IPOs上市時承銷

價定的太低所致，而上市後股票表現會上漲至真實價格，因此造成有正

的初期報酬。Grinblatt & Hwang(1989)認為承銷價低估是公司為了傳

遞出體質良好的一個訊息，故當承銷價低估程度越高時，將傳遞出公司

價值越高的訊息。 

故本研究以初期報酬的大小來衡量承銷價的低估程度，當初期報酬

越大，表示承銷價被低估越多。而Rock(1986)認為在理論上承銷價應與

上市後第一個均衡股價相等，這樣承銷價才合理。故根據Rock(1986)的

理論，將以承銷價與第一個均衡股價的差異來估計承銷價低估的程度。

但由於國內的法規限制與國外有差異，所以在計算第一個均衡股價的方

法上會有所不同。國外有些國家股票市場沒有漲跌幅的限制，故新股在

上市當天即可完全反映其真實價格。此時承銷價折價幅度可直接用第一

天收盤價減去承銷價再除以承銷價便可算出。 

由於國內有7%張跌幅的限制，使得新上市的股票資訊往往無法在當

天的價格中充分反應，所以本研究以上市後蜜月期結束當天的收盤價減

去承銷價，再除以承銷價來衡量公司折價程度。 

因此，承銷價低估公式
3
如下：  

D＝〔（上市後蜜月期結束當天收盤價-承銷價）〕÷承銷價 

 

 

                                                 
3國外對承銷價低估的定義是：（上市後第一個交易日之收盤價-承銷價）÷承銷

價。而國內市場有漲跌幅限制，所以本研究參考夏侯欣容（民82）以蜜月期結

束當天的收盤價作為衡量股票真正的價格。 



 (四)公司持股比例(α) 

 

    本研究將公司持股比例定義為公司內部人員的持股比例。而此處的

公司內部人員包括：(副)董事長、高階經理人、董事與監察人員。

Grinblatt & Hwang(1989)認為公司的內部持股亦為傳遞公司體質的一

個訊號因子，由於公司的內部人員對公司的體質較一般投資人來得更清

楚，故當公司內部人員的持股較高時，表示他們對於公司未來的發展前

景看好，進而可以傳遞出公司體質較佳的訊息；反之亦然。 

 

（五）產業別 

 

由於電子股的產業特性較特殊，使其上市時的股價波動異於一般產

業，因此迴歸中放入此自變數因子。當新上市公司為電子股時，虛擬變

數設為1，反之設為0。 

 

 

 

 

 

 

 

 

 

 

 



第四節  實證方法 

     

由於前八個命題是由四個實證假說推導出，而四個實證假說內均有

一個固定的變數，再求其他兩個變數間的正負向關係。本研究在考量各

樣本數值的變化後，將根據各樣本前四個變數的大小進行分組。當假設

檢定中其中一個變數為固定之下，將此變數數值相近的樣本集合起來，

再對其他變數兩兩間進行相關性檢定以驗證前八個命題。以此來驗證

Grinblatt & Hwang所提出的八個推論是否符合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的

狀況，進而了解台灣的新上市股票市場承銷價低估的現象是否可用

Grinblatt & Hwang的訊號模型來進行解釋。另外，亦透過迴歸分析來

驗證各個自變數對公司價值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