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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共分為四節說明實證結果，首先第一節描述樣本的基本特性，其次在第

二節就實證減資產生異常報酬的結果進行分析，第三節說明不同產業減資效應不

同，最後第四節則進行本次實證的總結。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事件公告日資料取自臺灣證交所、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網站

相關資料；事件研究係使用臺灣經濟新報資料庫事件研究模組及 Eviews 軟體。

資料中個股股價資料為調整後日股價，取樣時排除股價資料不完整之樣本。 

   在進行實證前對樣本選取與資料蒐集設定標準及做基礎分類詳述如下：  

一、研究期間 

本實證研究期間為民國 93 年 1 月 2 日至 96 年 4 月 30 日止，有鑑於近兩年

來進行減資異常報酬分析的著作付諸闕如。從近期報章雜誌上可以注意到的是減

資蔚為風潮，甚至有成為「明牌股」的趨勢，但探究減資之真實意義，無非是公

司彌補虧損抑或發還多餘現金之方法，透過研究期間的選取，驗證近年來，公司

進行減資的訊息是否對投資人產生不同的影響。 

二、樣本選取  

（一）公司法減資：依照公司法減資並依公告日為事件日。 

（二）證交法減資：依照證券交易法庫藏股註銷並依公告日為事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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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來源 

（一）樣本公司之股價、日報酬率、市價及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等資料，取自台

灣經濟新報（TEJ)「調整後股價（日）資料庫」及相關資料庫。  

（二）樣本資料取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網站及

股市觀測站庫藏股查詢系統等。  

四、樣本選取限制如下 

（一）依公司法第 167 條規定公司禁止買回自家股票，以維持資本充實，但公司

法或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二）以「證交法」第 28 條之 2及「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完

成庫藏股宣告買回規定程序之申請案件為限，並依據相關規定，完整揭露庫藏股

實施相關資訊之公司。  

（三）樣本公司必須為已上市上櫃發行公司，且於事件日前 251 個交易日即已

公開上市上櫃。  

（四）刪除下列之樣本公司：  

（1）合併、下市或列為全額交割股之上市公司。  

（2）研究期間歷史資料不足之上市公司。  

經上述抽樣標準本研究共取得 515 家樣本公司。公司法減 178 家，庫藏股註銷

33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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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不同產業別下減資分類 

公司法減資 178 家：電子業 84 家、傳統產業 86 家、金融業 8家。庫藏股註

銷 337 家：其中電子業 192 家、傳統產業 131 家、金融業 14 家。（參見表 4-1）。 

     綜合觀之，近幾年電子股實行減資的情況較以往成長不少，我們推敲原因，

除了電子公司上市上櫃數目近幾年不斷增加外，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基於部分電子

公司盈餘累積迅速，卻無適合的投資方案，因此辦理減資。 

第二節  減資是否產生異常報酬 

一、公司法減資 

以事件期前後 10 天觀察公司在減資後之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由表

4-2-1 與圖 4-2-1 發現，在除權日一至五天有顯著之負向報酬且達 5％以上之顯

著水準，在事件日後第 六天後，其標準化異常報酬已不顯著，顯示台灣股票市

場在減資公告日發生時，即時反映於股價上。 

根據圖 4-2-1 所示，就適用公司法減資之全體樣本而言，事件日對於全體

樣本具有顯著的價格效果，同時在公告日開始產生負向異常報酬，而全體股票的 

SCAR 在除權後的事件期間內，也呈現一個下降的趨勢。標準化平均累計異常報

酬率明顯下降，表示此事件對股價有負向的影響。  

二、證交法減資 

表 4-2-2 列示庫藏股註銷在事件期間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與標

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SCAR ）及其 t 統計量。以事件期前後 10 天觀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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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減資後之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由表 4-2-2 與圖 4-2-2 發現，在事件日一

到五日 SAR 分別為 0.0358、0.8488、0.3791、0.1292、0.1875 有顯著之正向報

酬且達 1％以上之顯著水準，在事件日後第 6 天之後，其異常報酬仍維持為正

向，SAR=0.1434%，顯示台灣股票市場在庫藏股註銷除權日發生時，即時反映於

股價上。圖 4-2-2 將庫藏股註銷樣本異常報酬予以圖示，繪製其趨勢圖。其中圖

表中 Day 0 為事件日，也就是庫藏股宣告日。根據 SAR 與 SCAR 圖所示，就庫

藏股註銷而言，事件日對於庫藏股註銷具有顯著的價格效果，同時在宣告日開始

產生正向異常報酬，而全體股票的 SCAR 在除權後的事件期間內，也呈現一個上

升的趨勢。標準化平均累計異常報酬率明顯增加，表示此事件對股價有正向的影

響。  

三、公司法減資與庫藏股註銷減資之比較 

    綜合以上所述，公司法減資與庫藏股減資兩者宣告後的效果大相逕庭，我們

將兩者 SAR 整理成 4-2-3 圖，由圖 4-2-3 清楚可以看出公司法減資的 SAR 在事件

日後平穩地居於負的異常報酬，另一方面，庫藏股消除股本減資則是於事件日後

大幅度的居於正的異常報酬，但漸漸居於平穩。符合本篇研究假設：減資產生異

常報酬。 

    簡言之，實施庫藏股註銷減資符合假說二，即上市櫃公司依據證交法宣告庫

藏股註銷減資具顯著正向資訊內涵。另外，透過公司法減資則符合假說一，即上

市櫃公司依據公司法實施減資在宣告日具顯著負向資訊內涵，且宣告後六天異常

報酬開始出現反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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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不同產業的減資結果 

一、依公司法減資產業分類 

(一)金融業適用公司法減資 

    表 4-3-1 列示金融業全體樣本在事件期間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 

與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SCAR ）及其 t 統計量。以事件期前後 10 天觀

察公司在減資後之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由表 4-3-1 與發現，在公告日後第一

日、第七日產生顯著異常報酬-0.6741％、1.0382％且達 10％以上之顯著水準。 

圖 4-3-1 將金融業減資的異常報酬予以圖示，繪製其趨勢。事件日對於全

體樣本具有顯著的價格效果，而適用公司法減資的金融產業的 SCAR 在公告後的

事件期間內，也呈現一個明顯下降趨勢。標準化平均累計異常報酬率明顯遞減，

表示此事件對股價有負向的影響。 但值得注意的是，適用公司法減資的金融股

於事件日後第七日呈現顯著的正的異常報酬，使得 SCAR 在事件日第七日後出現

價格反轉的現象，我們認為價格反轉現象可能是投資人對於減資事件過度反應後

的修正。 

 (二)電子業適用公司法減資 

   表 4-3-2列示電子業全體樣本在事件期間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 與

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SCAR ）及其 t 統計量。由表 4-3-2 與圖 4-3-2 可

以發現有顯著異常報酬，宣告日當天以及接下來連續三日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率分別為-0.2302%、-0.405%、-0.1433%、-0.1818%，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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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日高達-1.4501%，顯示台灣股票市場電子業減資公告日後，電子產業的標

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呈現負的異常報酬。 

圖 4-3-2 將電子業減資全體樣本異常報酬予以圖示，繪製其趨勢。根據 SAR 

與 SCAR 圖所示，事件日對於全體樣本具有顯著的價格效果，而適用公司法減資

的電子公司的 SCAR 在公告後的事件期間內，也呈現一個明顯下降趨勢。標準化

平均累計異常報酬率明顯遞減，表示此事件對股價有負向的影響。  

 (三)傳產產業適用公司法減資 

表 4-3-3 列示適用公司法減資的傳統產業在事件期間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

酬（ SAR ） 與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SCAR ）及其 t 統計量。由表 4-3-3

與圖 4-3-3 可以發現有顯著異常報酬，宣告後一、二、三日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

酬率分別為-0.3303%、0.3437%、-0.4384%，第八日的標准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甚至高達-1.9272%，顯示台灣股票市場傳統產業減資公告日後，其標準化平均異

常報酬（ SAR ）呈現出負的異常報酬。 

圖 4-3-3 將異常報酬予以圖示，繪製其趨勢。根據 SAR 與 SCAR 圖所示，

事件日對於全體樣本具有顯著的價格效果，而適用公司法減資的傳產公司的 

SCAR 在公告後的事件期間內，也呈現一個明顯下降趨勢。標準化平均累計異常

報酬率明顯遞減，表示此事件對股價有負向的影響。  

（四）適用公司法減資不同產業 SCAR 綜整 

    如上所述，適用公司法減資的產業分類，三種分類的產業的 SCAR 都呈現顯

著的負向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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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4 將適用公司法減資各產業的累積異常報酬予以圖示，繪製其趨勢。

由該圖可以明顯看出適用公司法進行減資的三種產業皆呈現負向的累積異常報

酬，除金融業呈現不穩定的跳動外，電子產業以及傳統產兩者差異不大，可見近

幾年在臺灣實施公司法減資對投資人而言仍為一個負向的訊號。  

 

二、證交法減資產業分類 

(一)金融業庫藏股減資 

   表 4-3-4 列示金融業庫藏股註銷樣本在事件期間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 SAR ）與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SCAR ）及其 t 統計量。以事件期前後 

10 天觀察公司在庫藏股宣告後之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由表 4-3-4 發現，事件

日前二日 SAR 分別為 0.7095%、0.2216%，事件日後一、八、九日 SAR 分別為

-0.8411%、0.7301%、1.1651%，呈現顯著異常報酬，然而其他事件日的異常報酬

並不顯著。另一方面，金融業庫藏股註銷減資的 SCAR 在事件日前後十日的觀察

值中，沒有一個具有統計上顯著的效果，因此本研究認為金融產業適用證交法進

行庫藏股註銷股本的樣本，其結果的異常報酬並不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因此無

法進行分析。  

(二)電子業庫藏股減資 

表 4-3-5 列示適用證交法庫藏股減資的電子業在事件期間的標準化平均異

常報酬（ SAR ） 與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SCAR ）及其 t 統計量。由表

4-3-5 與圖 4-3-5 可以發現，事件宣告後二至五日皆呈現正向的 SAR，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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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75%、0.3699%、0.0802%、0.1812%，顯示台灣股票市場電子業進行庫藏股減

資公告後，其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呈現出正的異常報酬。 

圖 4-3-5 將異常報酬予以圖示，繪製其趨勢。根據 SAR 與 SCAR 圖所示，

事件日對於進行庫藏股減資的電子業具有顯著的價格效果，在公告後的事件期間

內，呈現一個明顯上升趨勢。標準化平均累計異常報酬率明顯出現價格反轉，表

示此事件對股價有正向的影響。  

（三）傳統產業庫藏股減資 

表 4-3-6 列示適用證交法庫藏股減資的傳統產業在事件期間的標準化平均

異常報酬（ SAR ） 與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 SCAR ）及其 t 統計量。由

表 4-3-6 與圖 4-3-6 可以發現，宣告後的第二、三日 SAR 分別為 1.3245%、

0.5943%，第九日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率高達 2.3509%，顯示台灣股票市場傳

統產業進行庫藏股減資公告後，其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 SAR ）呈現出正的異

常報酬。 

圖 4-3-6 將異常報酬予以圖示，根據圖所示，事件日對於進行庫藏股減資

的傳統產業具有顯著的價格效果，在公告後的事件期間內，呈現一個明顯上升趨

勢，表示此事件對股價有正向的影響。  

 (四)庫藏股減資不同產業 SCAR 綜整 

    如上所述，適用證交法庫藏股減資的產業分類，扣除未達統計上顯著的金融

產業外，電子產業以及傳統產業的的 SCAR 都呈現顯著的正向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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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7 將適用公司法減資各產業的累積異常報酬予以圖示，繪製其趨勢。

由該圖可以得知，儘管三種產業在實施庫藏股宣告後，SCAR 皆呈現上升趨勢，

但電子產業以及傳統產業仍有所不同。電子產業在實施庫藏股宣告前，股價呈現

出明顯的下降趨勢，在事件日後出現價格反轉的現象。另一方面，傳統產業在事

件日前負向的累積異常報酬未如電子產業來的強，此外，在事件日後，表現出比

電子業強而有力的上升趨勢，標準化累積異常報酬至事件日後第十日達 2.35%。 

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以 2004 年至 2007 年 4 月間，上市（櫃）公司減資的樣本，使用事件

研究法，探討我國之上市（櫃）公司依據公司法減資彌補虧損以及依據證交法購

入庫藏股並進行減資，兩者宣告後對異常報酬的影響。茲將實證結果彙總如下： 

    公司法減資後之異常報酬方面，整體樣本的結果顯示負向的標準化累積異常

報酬，符合假說一，即上市櫃公司依據公司法實施減資在宣告日具顯著負向資訊

內涵。。證交法減資之異常報酬方面，整體樣本的結果顯示上升趨勢的標準化累

積異常報酬，此結果符合假說二，上市櫃公司依據證交法宣告庫藏股註銷減資具

顯著正向資訊內涵。 

    此外，呂佳真(91)對於適用公司法減資的結論為減資宣告對投資大眾而言，

其信號效果為負面報酬，此點與本研究相同。關於適用證交法減資的效果，呂佳

真(91)、林寶珍(93)的研究顯示未有明顯之宣告效果，與本研究不同，本研究顯

示依據證交法宣告庫藏股註銷減資具顯著正向資訊內涵。 

    本研究進一步將整體樣本予以分為金融業、電子業、傳統產業後，分別探討

各產業減資宣告後的異常報酬變化，整體而言，適用公司法減資的三種產業分類

 49



目 錄  
 

內    容…………………………………………………………………………頁次

 

致謝詞……………………………………………………………………………… 1 

中文摘要…………………………………………………………………………… 2 

Abstract  ………………………………………………………………………… 3 

目錄………………………………………………………………………………… 5 

表目錄……………………………………………………………………………… 7 

圖目錄……………………………………………………………………………… 8 

第一章 緒論……………………………………………………………………… 9 

第一節 研究背景…………………………………………………………… 9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11 

第四節 研究流程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4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 14 

第二節 策略行銷 4C 理論………………………………………………… 24 

第三節 五力分析模型………………………………………………………29 

第三章 台灣貿易商產業分析 ………………………………………………… 34 

第一節 台灣貿易商結構分析………………………………………………36 

第二節 台灣貿易商的困境與挑戰…………………………………………39 

第三節 台灣中小型貿易業的五力分析……………………………………45 

 5

仍如同未分類前的結果，在適用公司法減資宣告後產生負向的異常報酬。適用證

交法庫藏股註銷減資的產業分類則產生不同的結果，儘管在實施庫藏股減資宣告

後，標準化異常報酬皆呈現正向上升趨勢，但電子產業宣告前有顯著的負向異常

報酬，因此價格反轉在事件宣告後十日內，正的累積異常報酬並不高，可能的解

釋為公司在經歷一段異常下跌後才宣布實施庫藏股。相對地，傳統產業在宣告前

並沒有顯著且大幅的負向累積異常報酬，但在實施庫藏股宣告日後，宣告效應相

當顯著，可以清楚觀察到顯著的正向上升的累積異常報酬。由此結果驗證假說

三，依不同產業減資異常報酬有所不同。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