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將針對從民國85年至民國92年間的台灣新上市股票進行

Grinblatt & Hwang訊號模型的實證分析與影響公司價值的迴歸分析，

探討台灣市場承銷價低估的狀況是否可用其訊號模型來解釋，並對實證

的結果加以分析整理，提出可能的解釋與推論。本章將分為兩節來討

論：第一節根據樣本的基本統計量分析來描述樣本的特性；第二節則是

針對前八個命題來進行變數間的相關性分析與第九個命題的迴歸分析。 

 

第一節  樣本特性分析 

 

本節將針對樣本的屬性分析進行探討。研究的主要四個變數為:『新

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新上市公司真實價

值』、『新上市股票折價幅度』與『新上市公司持股比例』。但為了了

解上市時間與產業別對四個變數的數值是否會造成影響，故下列將分別

針對總樣本、上市時間與不同產業別的樣本基本統計量進行分析，表4-1

為整體樣本的基本統計量分析。 

 

 

 

 

 

 

 

 



(一) 總體樣本的基本統計量分析 

 

表4-1-1  整體樣本的基本統計量 

針對民國85至民國92年八年間，整體123家新上市公司四個變數的基本

統計量:樣本數、最小值、中位數、最大值、平均數和標準差進行說明。 

 

 
樣本數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現金流量變動

程度 
123 -1.15 3.37 9.48 3.68 2.18 

公司真實價值 123 13.10 15.26 20.69 15.51 1.13 

承銷價低估程

度(%) 
123 -6.97 6.67 14.33 4.61 4.97 

公司持股比例

(%) 
123 0.10 31.23 97.13 33.01 18.59 

 

從民國85至民國92年間，新上市的123家公司中，有81.3%的公司有

超額報酬的現象產生，可以看出在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的確有承銷價低

估的狀況存在，並且相當的普遍。而由上表4-1，我們也可以看出平均

的承銷價低估為4.61%，明顯呈現大於零的情況，而其標準差為4.97。

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上，公司內部的平均持股比例為33.01%，中位數為

31.23%，表示國內新上市公司一般的內部持股比例不低，但根據標準差

為18.59來判斷，新上市公司的內部持股比例隨公司不同而有較大的差

異。新上市公司的平均現金流量變動程度為3.68，標準差為2.18。 

 

 

 

 

 



(二) 不同上市時間的基本統計量分析 

 

    根據附錄表一至表八可知，新上市公司的上市時間不同，承銷價的

低估程度也有所不同。在民國90年前，每年平均承銷價的低估程度呈現

逐年遞減的現象，至民國91、92年才又再度提高。而在公司持股方面，

以民國87至民國89年的持股比例最高，平均都超過40%以上。 

 

(三) 不同產業的基本統計量分析 

 

根據附錄表九至表十八各產業的基本統計量分析中發現，就股票價

格變動程度來說，以食品產業、紡織纖維業、建材營造與航運業等傳統

產業有股價變動偏低的情況。而在全部的產業當中，以電子工業的股票

價格變動程度為最高，其平均股價變動程度為4.84。在承銷價低估程度

方面，以建材營運業的1.08%為最低；電機機械產業與貿易百貨業則偏

高，均超過6%。在公司持股比例方面，以化學生技醫療業的50.56%為最

高，貿易百貨業的18.35%為最低。 

 

 

 

 

 

 

 

 

 

 



第二節  實證結果分析 

     

本節將針對Grinblatt & Hwang所提出的訊號理論的八個推論進行

實證研究的分析與探討，以證明是否可用其訊號理論來解釋台灣新上市

股票市場承銷價低估的現象，並將探討承銷價低估等自變數對公司價值

是否顯著影響。 

 

假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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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1  現金流量變異固定下，公司價值與公司持股比例之相關分析 

將123個樣本根據其公司現金流量變異分為兩組，並透過Pearson相關

性剪定來分析兩組公司價值與公司持股比例之相關性。 

 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小 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大 

Pearson 相關 0.241484523 0.323972402 

顯著性 (單尾) 0.01623953 ** 0.010861536 ** 

個數 73 50 

** 在顯著水準為0.05時 (單尾)，相關顯著。 

 

在公司價值與公司內部持股方面，根據實證結果顯示，當現金流量

變動程度固定時，公司價值與公司持股比例呈正相關。亦即表示當公司

內部持股比例越高時，可以傳遞出公司價值越高的訊息。 

此結論同時證明Grinblatt & Hwang在研究中提出的特出案例一，



當外部投資人了解公司的現金流量變異數之下，公司的價值可以直接利

用單因子訊號模型---公司內部持股，來加以反應。也就是當多家公司

的現金流量變異數相同之下，公司內部持股比例越高者，其公司的真實

價值將越高。故外部投資人此時可以透過公司內部持股比例來推斷公司

的真實價值，以解決新上市股票市場上發行公司與投資人間資訊不對稱

的問題。 

 

 

 

 

 

 

 

 

 

 

 

 

 

 

 

 

 

 

 

 



假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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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2  公司持股比例固定下，公司價值與股票折價幅度之相關分析 

將123個樣本根據其公司持股比例大小分為兩組，並透過Pearson相關

性檢定來分析兩組公司價值與股票折價幅度之相關性。 

 公司持股比例小   公司持股比例大 

Pearson 相關 0.193375009 0.178822086 

顯著性 (單尾) 0.098975186 * 0.06958809 * 

個數 60 63 

* 在顯著水準為0.1時 (單尾)，相關顯著。 

 

    在實證研究中，當公司持股比例固定之下，公司價值與公司折價幅

度呈現正相關。即當公司折價幅度越高時，能傳遞出公司價值越高的訊

息。 

此結論同時證明Grinblatt & Hwang在研究中提出的特殊案例二，

當公司的內部持股固定之下，公司的價值可以直接利用承銷價低估程度

來加以反應。也就是說，當多家公司的內部持股相同之下，承銷價折價

幅度越高的公司，其公司真實價值越高。故外部投資人此時可以透過公

司公司承銷價低估程度來推斷公司的真實價值，以解決新上市股票市場

上發行公司與投資人間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假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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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3  折價幅度固定下，現金流量變動程度與公司持股比例之相關

分析 

將123個樣本根據其股票折價幅度大小分為兩組，並透過Pearson相關

性檢定來分析兩組現金流量變動程度與公司持股比例之相關性。 

 股票折價幅度小 股票折價幅度大 

Pearson 相關 -0.106288634 -0.108318364 

顯著性 (單尾) 0.197828191 0.211267281 

個數 66 57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在不同的折價幅度之下，新上市公司現金流量

變動程度和新上市公司持有股票比率有負向關係，但相關性不顯著。 

 

 

 

 

 

 

 

 

 

 



假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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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4  公司持股比例固定下，股票折價幅度與現金流量變動程度之

相關分析 

將123個樣本根據其公司持股比例大小分為兩組，並透過Pearson相關

性檢定來分析兩組股票折價幅度與現金流量變動程度之相關性。 

 公司持股比例小   公司持股比例大 

Pearson 相關 0.212929856 0.403616309 

顯著性 (單尾) 0.062406646 * 0.00051866 *** 

個數 60 63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單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1時 (單尾)，相關顯著。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當公司持股比例固定時，新上市公司股票折價

幅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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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當

折價幅度越高時，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波動程度越高。也就是說，當多

家公司的內部持股比例相同之下，承銷價折價程度越高的公司，其現金

流量變異程度會越高。因為折價程度越高的公司，其籌資成本越高，因

此其未來面對的投資風險亦會越高，與Grinblatt & Hwang的推論相符。 

 

 

 

 



假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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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5  公司現金流量的變異固定下，股票折價幅度與公司持股比例

之相關分析 

將 123個樣本根據其公司現金流量的變異大小分為兩組，並透過

Pearson相關性檢定來分析兩組股票折價幅度與公司持股比例之相關

性。 

 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小 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大 

Pearson 相關 -0.120465798 -0.094966187 

顯著性 (單尾) 0.155005652 0.255907885 

個數 73 50 

 

    實證研究中顯示，在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固定之下，股票折價幅度與

公司持股比例間呈負向關係，但相關性不顯著。 

 

 

     

 

 

 

 

 

 



假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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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6  公司持股比例固定下，公司價值與現金流量變動程度之相關

分析 

將123個樣本根據其公司持股比例大小分為兩組，並透過Pearson相關

性檢定來分析兩組公司價值與現金流量變動程度之相關性。 

 公司持股比例小 公司持股比例大 

Pearson 相關 0.550357258 0.496742105 

顯著性 (單尾) 2.61592E-06 *** 1.72951E-05 *** 

個數 60 63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單尾)，相關顯著。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當公司內部持股比例固定時，新上市公司價值

與新上市公司現金流量變動程度的相關性顯著。本研究推測由於公司價

值越高的公司，對新投資相對來說也會投入較高的金額，因次當現金流

量的額度大時，容易造成較大的波動性。而此實證結果符合Grinblatt & 

Hwang的研究結果。 

 

 

 

 

 

 



假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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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相關。

2σ

 

 

表4-2-7  公司價值固定下，公司持股比例與現金流量變動程度之相關

分析 

將123個樣本根據其公司價值大小分為兩組，並透過Pearson相關性檢

定來分析兩組公司持股比例與現金流量變動程度之相關性。 

 公司價值小     公司價值大 

Pearson 相關 -0.09844 -0.02064 

顯著性 (單尾) 0.212253 0.13237 

個數 68 55 

 

根據實證顯示，當公司價值固定時，新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比率與新

上市公司從事新投資所造成現金流量的變異有負向關係，但兩個間的相

關性並不顯著。 

 

 

 

 

 

 

 

 

 



假說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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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8  公司現金流量的變異固定下，公司價值與股票折價幅度之相

關分析 

將 123個樣本根據其公司現金流量的變異大小分為兩組，並透過

Pearson相關性檢定來分析兩組公司價值與股票折價幅度之相關性。 

 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小 現金流量變動程度大 

Pearson 相關 0.194311437 0.211163645 

顯著性 (單尾) 0.098608829 * 0.070504673 * 

個數 73 50 

* 在顯著水準為0.1時 (單尾)，相關顯著。 

 

根據實證研究結果，當股票價格變動程度固定之下，新上市公司價

值與新上市公司股票折價幅度呈正相關。也就是說，當多家公司的現金

流量變異程度相同之下，承銷價折價幅度越高的公司，其公司真實價值

越高。故外部投資人此時可以透過公司公司承銷價低估程度來推斷公司

的真實價值，以解決新上市股票市場上發行公司與投資人間資訊不對稱

的問題。 

 

 

 

 

 



假說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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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9  公司內部持股比例與承銷價低估對公司價值影響的迴歸分析 

利用 123個樣本驗證承銷價低估與公司內部持股對公司價值是否有影

響。利用迴歸分析探討是否可以利用公司內部持股比例與承銷價低估來

推估公司的價值。 

應變數 
自變數 

T值 顯著性 

(常數) 59.97957 0.000459813 *** 

公司內部持股比例 3.596328 0.030902768 ** 

承銷低估程度 3.335554 0.084265456 * 

現進流量變異程度 5.796053 0.000576814 *** 

產業別 -0.24397 0.807674105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時 ，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1時 ，相關顯著。 

 

    由表4-2-9可知，在顯著水準為0.05 之下，公司內部持股比例與公

司價值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在顯著水準為0.1之下，承銷價低估程

度與公司價值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而產業別對公司價值的影響沒有顯

著相關性。此結論與Grinblatt & Hwang所提出的雙訊號訊號模型相符。 

由於命題一至命題八是由Grinblatt & Hwang的雙因子模型所推導出



來，分別在一個變數固定之下，推導另外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而命題

九則是就整體運用迴歸來分析公司內部持股比例與承銷價低估這兩個

自變數對公司價值的影響，故兩種研究方法結論應該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