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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法令相關規定 

一、公司法減資 

在實務上公司進行減資措施有二種方式，一是依照公司法規定的減資程序，

另一種是根據證券交易法而衍生的庫藏股買回後註銷。我國公司法最近一次於

2001 年 10 月 25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修正「公司法部份條文」，其中關於減少、

增加資本，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回做一個新的詮釋。而關於減資之新修正條

文為第一六八條：「公司非依股東會決議減少資本，不得銷除其股份，減少資本，

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例減少之。但本法或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以

及第一六八條之一：「公司為彌補虧損，於會計年度終了前，有減少資本及增加

資本之必要者，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之議案，於股東會開會三十日前

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請股東會決議」。  

依據公司法進行減資基本上有兩項功能： 

(一)減資彌補虧損 

經常發生於公司已發生鉅額虧損，唯有新經營團隊願意挹注資金，取得對公

司部份營運之主導權，又不願承擔舊經營團隊經營公司產生之虧損時，可能會要

求舊股東先行減資彌補虧損，而後公司再辦理現金增資，而舊股東放棄優先認購

權，再由新經營團隊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以特定人身份承購新股取得公司

之股權。國內上市上櫃公司曾辦理減資彌補虧損者，如東隆五金請於民國 92 年

4 月，經董事會決議辦理減資彌補虧損以改善財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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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資並返還股東股款 

     企業符合有以下情形時，會考慮進行減資以返還股東股款；  

1、較為成熟產業 ，未來發展有限，已無需再投資資金。  

2、長期以來營業收入及獲利均穩定，且現金流量表中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

均為正值。  

3、有足夠的短期可資運用資金，通常係指公司的現金及約當現金及短期資

金運用所投資之股票或受益憑證餘額。  

4、企業短期內無重大資本支出計劃。  

此條件對電子業而言，更顯重要，因電子業除了資本密集的特性，更講究投

資的時效性，因此電子業通常必須較傳統產業握有更多的現金，以因應隨時可能

產生的投資計劃，正因如此電子業透過發放現金進行減資的比重仍較一般傳統產

業為低。國內上市上櫃公司曾辦理減資並返還股東股款者，例如晶華酒店就曾於

民國 91 年 3 月，經董事會決議辦理減資退還股東股款以提升股東權益、每股

盈餘及投資報酬率，同時消除股本過大及閒置資金情形 。 

二、庫藏股減資 

庫藏股制度是由美國首創，日本在 1950 年跟進採行之，而我國雖然早在商

業會計處理準則中有提到庫藏股的定義，但真正的庫藏股制度是在 2000 年六月

三十日經過立法院三讀通的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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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公司買回其股份共有三種用

途：首先，轉讓股份予員工，第二，配合公司發行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

別股、可轉換公司債、可轉換特別股或認股權憑證作為股權轉換所需，三為維護

公司信用及股東權益所必要而買回，並辦理注銷股份者。公司僅在以上三種情況

發生時，始得買回其股份。  

    庫藏股究竟有什麼功能，可以讓上市上櫃公司趨之若鶩，爭相採用呢？我們

可以從公司和股東二方面進行採討：  

（一）對公司股東方面  

1、提升盈餘之功能  

依據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五項後段規定，公司買回自己股份，在轉

讓前，不得享有股東權利如表決權、盈餘分派請求權、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股

份收買請求權、新股認購權等。因此，公司本身若持有庫藏股，則不得享有盈餘

分派請求權。換言之，公司若持有自己的股份越多，則發行在外的股數會隨之減

少，假設公司的稅後淨利不變，流通在外股數減少，則每股盈餘隨之增加。  

2、節稅之功能  

庫藏股在實務上也是股利政策的一種，若公司以股票買回之方式替代現金股

利的發放，則可以減少股東所需擔負的稅賦。依我國的稅法規定，對買回本身股

票所產生的盈餘不需要課徵證券交易所得稅，而且若出售股票之股東為公司組織

時，在賣出股票時產生虧損，則可在該股東「財產交易所得」項下扣抵，此對所

得較高的股東較有利，但若股東為個人則不能扣抵。原本我國股票股利所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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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綜合所得稅享有新台幣二十七萬元之投資儲蓄特別扣除額，雖自民國八十七

年起不再適用，但對所保留之盈餘增加，原股利所得己轉換成盈餘所得，再加上

目前對於證券所得己無需課稅，因而庫藏股有雙重節稅之功能。  

3、調節股價之功能  

公司宣布買回自己股份，即表示公司經營階層認為公司股價在市場上被低

估，並對公司未來營運展望具有信心，而以公司保留盈餘或資本公積等閒置資金

在市場上買回股票，如此一來便會吸引若干投資人隨之跟進買入該公司股票，造

成該公司股票需求大於供給，而產生股價上揚之情況，此乃為財政部所強力推動

實施庫藏股制度之主要理由。 

（二）對公司方面  

1、避免惡意併購 

當有第三人蓄意接手（take over）公司之經營權時，實施庫藏股可減少公

司流通在外之股份，使大股東持有股份數比例提高，從而加重他人接收經營權之

負擔，並藉以阻止第三人惡意併購。  

2、降低會計處理成本 

透過庫藏股之實施，可消除部分小額投資人，且發行新股之時間程序可較簡

化、時間亦可縮短，可以節省公司在會計及業務處理之成本。  

3、順應認股、換股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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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實施庫藏股所買回之股份可作為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用；或發行可轉換

公司債時備供轉換之用。 

4、增加籌措資金工具 

此與推行衍生性金融商品有關，在籌措資金時，因投資的股東其投資的目的

不盡相同，而發行不同種類之投資組合可彈性迎合不同目的投資人之需要。因

此，若要能靈活組合各種投資工具，則須有庫藏股制度之配合，如此在資金籌措

時，公司則可以有不同的手段與工具來對應。  

第二節 相關減資理論 

一、效率市場假說（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  

在一個證券市場中，若所有能夠影響股票價格的資訊都能被迅速且完全的反

應到股價上，則該市場即為一個效率市場。如果股票市場是具有效率的，那只要

觀察公司股價的變動情況，即能了解投資人對該公司所制定之決策的反應，同時

公司的股票價格也不會有被高估或被低估的現象，當然公司經營績效的好壞也就

能夠經由股票價格的高低正確的表現出來。依據 Fama ( 1976 ）對資本市場效

率性的實證研究，就所有證券價格充分反應所有有關資訊的含意中，按照不同的

資訊集合層次可將資本市場分為三種等級：  

（一）弱式效率性（ Weak Form Efficiency )  

在弱式效率性的資本市場中，目前證券價格充分反應過去價格或數量等資

訊，投資人利用各種技術分析方法對證券過去各種價格與數量資訊進行分析並無

法獲得超額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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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強式效率性（ Semi-Strong Form Efficiency )  

在半強式效率性的資本市場中，目前證券價格充分並迅速反應已公開資訊，

投資人不能利用基本分析法分析這些公開資訊而獲得超額報酬。  

（三）強式效率性（ Strong Form Efficiency )  

在強式效率性的資本市場中，目前證券價格已充分反應已公開資訊與未公開

資訊，沒有投資人能用公開或未公開資訊獲得超額報酬，即使是內線人士也不例

外。  

效率市場假說就主張：「在股票市場中充滿了眾多受過嚴格專業訓練的證券

分析師與證券交易商，他們幾乎全天候的在工作，且在有利可圖的投資機會出現

時，就能調動數以億計的資金買賣股票。所以當各種能影響某一股票價格的新訊

息出現時，買賣該股票的所有證券專家幾乎都能立即接收到訊息，並評估其對股

價的影響，然後立刻採取交易行動；因此，此一股票的價格會隨著新訊息的出現

而立即調整。」換句話說，在一個效率市場中，股票價格總是處於均衡狀態。因

此：減資除權效應是不存在的。  

二、理性預期模式（ Rational Expectation Approach )  

此理論主要是認為股價並非完全反應該股票的真實價值，而是反映投資人根

據所得到的資訊而產生的投資需求。因此，證券市場的功能在於尋找代表整個市

場的總合資訊集合之價格，股票之市場價值乃是由資訊預期而來的。  

理性預期模型是描述預期的一重要模型，此模式假設投資人是理性的，無資

訊的交易者可以觀察資訊交易者的行為然後加以學習，因此經過反覆映射後，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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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的交易者與資訊交易者的資訊集合相同。而理性預期均衡的特質在於投資人

利用目前的均衡價格去獲知他人所擁有的資訊，故均衡價格提供資訊訊號，而這

些資訊訊號可藉由改變投資人之信念進一步影響投資人的偏好。其相關之假設如

下：  

(一)證券市場的競爭是具連續性的，各期的股價是當期投資人評估下期預期股價

的結果。  

(二）一般投資人對股價的評估是根據股價評估模式而得，亦即期初股價係當期

預期股利和期末預期價格的現值總和。  

(三）每期期初，投資人願支付額外的成本來取得當期預期股利與期末預期股價

的資訊。支付額外的資訊成本越高所產生的資訊會越精確。  

因此，減資行為因次數增加投資人會預測其反應效果最終會遞減至無影響。 

 三、資訊不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 ）  

Akerlof ( 1970 ）提到買賣雙方因為資訊的不對稱會導致逆選擇（ adverse 

selection ）和道德危機（ moral hazard）中的問題。此資訊不對稱的情形存

在於公司管理者與投資人之間。因此公司經理人為了解決資訊不對稱問題，常採

取資訊透明的方法，例如在市場上常看到公司經理人即時對市場發佈該公司的重

大訊息。公司經理人將公司資訊揭露給投資人，一來可減少內線者利用其所擁有

的內線消息進行投機行為，二來由於公司主動揭露資訊，投資者收集資訊的成本

因而降低，使得股票交易更容易完成，且對於公司股票價值有了更正確的評估。

文獻(91 呂佳真)指出：實行公司法減資的公司以及實行庫藏股減資的公司，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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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後都呈現顯著的異常報酬，因此，我們關心的是公司在進行減資時，是否存

在資訊不對稱的問題？換言之，在減資宣告日前，是否已呈現異常報酬？這是本

文關心的重點之一。 

 

第三節 文獻整理 

    由於本論文主要係探討現金減資之影響及實施庫藏股對股價之影響，故本

節有關文獻探討部分將分別針對減資彌補虧損、現金減資及庫藏股減資等三種減

資種類之部分文獻有關減資宣告對其股價之影響作探討介紹。 

一、減資彌補虧損 

國外之減資實務為減少每股票面金額而流通在外股數不變，故減資前後之每

股盈餘及每股淨值並無改變，換發股票後對公司股價亦無影響，因此沒有像國內

透過減資彌補虧損的實務。而國外有所謂之反分割具有使流通股數減少的作用，

與國內之減資彌補虧損實務類似，在國外相關文獻中有關反分割對股價之影響方

面，實證顯示股價報酬率為負向訊號，亦即市場對反分割有負向的股價反應。 

國內有關減資彌補虧損之論文研究中，包括有呂佳真(91)台灣上市公司減資

資訊內涵之研究、林寶珍(93)上市公司減資方式與其股價異常報酬關係之研究及

吳桂銀(94)不同類型減資事件之實證研究，以下茲針對這三份論文研究介紹其實

證發現。 

呂佳真(91)：台灣上市公司減資資訊內涵之研究，該研究就近期台灣上市公

司減資家數遽增，將減資之定義區分為依公司法而為之法定減資(含減資彌補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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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及現金減資)及證券交易法庫藏股票制度買回並辦理資本註銷，研究採事件研

究法中之市場模型來進行殘差分析，依據上市公司減資為重大訊息之一須公告大

眾，以重大訊息發表日為事件日，藉由事件宣布後，觀察其反應在資本市場上之

變化情形，以瞭解兩種方式之減資是否具有某種資訊內涵，對投資人之影響為好

消息，抑為壞消息，或者有資訊不對稱之現象。實證結果顯示： 

(一)公司依公司法宣告減資，在事件日之前並無顯著異常報酬反應出現，未產生

資訊不對稱現象。在事件日後一、二天，有顯著之負向異常報酬，且累積平均異

常報酬於宣告日後呈現向下趨勢，顯見減資宣告對投資大眾而言，其信號效果為

負面報酬。 

(二)公司依證交法宣告庫藏股減資，在事件日前後雖未見顯著之平均異常報酬，

未產生資訊不對稱現象。惟累積平均異常報酬出現向上趨勢之正面效應，顯示與

庫藏股買回時，產生之庫藏股宣告效應一致。庫藏股減資之宣告僅為買回目的維

護股東權益與公司信用宣告之續後法定程序，故未有明顯之宣告效果，但長期看

此宣告仍對投資人為一正面消息。 

(三)食品類股、水泥類股，實施庫藏股減資宣告效果遠低於其他之產業，依證交

法宣告庫藏股減資公司，研究發現淨值市價比較高之公司較淨值市價比低之公

司，其註銷宣告效果之平均異常報酬較高。 

林寶珍(93)：上市公司減資方式與其股價異常報酬關係之研究，該研究主要

目的係透過事件研究法驗證上市公司減資宣告之效果，針對符合樣本敘述之企業

取樣，以事件研究法進行實證研究，結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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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庫藏股註銷減資宣告，在宣告日當日以及後續幾日並無明顯宣告效

果，僅在宣告日前後有零星幾日之顯著異常報酬，並不能強力證明庫藏股購回註

銷之減資宣告具有顯著宣示效果。 

(二)觀察公司宣告庫藏股購回註銷減資宣告之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發現，在

事件日前後累積平均異常報酬均呈持續上升現象，此效果雖非由此事件宣告而形

成，但整體績效於宣告日後股價持續上揚，仍可說明此一宣告並無負向之效果。 

(三)企業依公司法宣告減資，事件日之前並無顯著異常報酬出現，但在事件日後

1-4 日，產生顯著之負向異常報酬，顯示股市對於此一事件有即時的反應。 

(四)觀察依公司法宣告減資事件之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發現，在事件日起至

事件期結束，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持續呈負向走勢，顯示此一宣告影響為負

向。 

(五)透過二組不同事件期設定比較，觀察二類事件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觀察

發現，不同事件期對分析結果並無影響。 

吳桂銀(94)：不同類型減資事件之實證研究，探討減資事件之股價反應，以

1996-2004 年宣告減資公司為樣本，針對公司法減資及庫藏股減資兩種不同減資

行為之宣告對其股價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 

(一)市場解讀公司法減資訊息為負面消息，首次宣告後的股價反應顯著為負的，

而庫藏股減資，市場認為是好消息，首次宣告後的股價反應明顯為正向的股價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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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減資後，公司法減資在完成減資(重新上市)後，有顯著正向的股價反

應，庫藏股減資則無顯著之股價反應。 

(三)在多個事件日宣告日時，如為公司法減資的多個事件日之股價反應，呈現遞

減現象，首次宣告日之股價反應最高，而在庫藏股減資，首次宣告日之股價反應

最高，董事會通過註銷日次之，但股價反應未依事件日順序遞減。 

(四)以迴歸模式分析影響減資之股價反應的因素，實證結果發現，若為公司法減

資，影響股價反應的因素為減資原因及減資比率，當減資目的為彌補虧損時，累

積異常報酬率為負，而減資比率與累積異常報酬率呈正相關，若為庫藏股減資，

影響股價反應的因素為預定買回比率及公司規模，預定買回比率愈高，累積異常

報酬率愈高，而公司規模愈大，累積異常報酬率愈低。從上述有關公司法減資(由

於現金減資的情形甚少，故上述論文所實證研究之公司法減資均為減資彌補虧損)

之實證研究顯示，減資彌補虧損宣告後，有負向的宣告效果，累積異常報酬亦呈

負向的走勢，故市場認為該宣告釋放的訊號效果為負面。 

二、現金減資 

國外之減資實務做法有減少每股票面金額而流通在外股數不變、反分割使流

通股數減少及庫藏股減資做法，並無國內所謂的現金減資實務。由於國內現金減

資之程序及時間均較辦理庫藏股減資複雜及費時，故現金減資之案例相對於庫藏

股減資為少，比較有名之案例包括 91 年的晶華酒店、93 年的台灣固網及 94 年

的龍邦建設及太欣半導體等，由於案例甚少，故目前並未看到現金減資相關之研

究論文，僅有黃德芬及盧素蓮於 2003 年 3 月號會計研究月刊中探討減資返還股

款之策略運用探討現金減資，茲介紹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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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芬及盧素蓮探討減資返還股款之策略運用，該文主要是以晶華酒店 50%

之現金減資實例說明，在適當狀況下，現金減資可有效提高每股盈餘的策略之

一，也可能是股東權益極大化的一種做法，現金減資可適度提高股價並增加財務

操作效率，也可在不損及股東財富狀況下確保債權人權益，另外以晶華酒店現金

減資案例分析其對於股價之影響，由晶華酒店之股價走勢分析，股價自 91 年 3

月 25 日公告日前三個交易日即有明顯向上反應，公告日前後月平均報酬率約

32%，是以該公司辦理現金減資對於股價確實有正面積極之作用，足見市場投資

人對於管理當局提昇獲利之決心尚能給予「利多」之正面評價。 

三、庫藏股減資 

國外的庫藏股減資由於庫藏股制度行之多年，所以相關之實證文獻甚多，其

中購回庫藏股宣告之股價反應研究方面，分集中市場買回庫藏股之效應及公開收

購宣告買回庫藏股之效應，在集中市場買回庫藏股之效應方面，研究結果顯示，

宣告日後 3 至 5 天之股票累積異常報酬為正向，在公開收購宣告買回庫藏股之

效應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宣告日後短期股票累積異常報酬亦為正向，因此宣告

實施庫藏股之訊息，市場多視為好消息，予以正面之反應。 

國內的庫藏股制度自 2000 年開始實施後，實施庫藏股的上市櫃家數甚多，

相關庫藏股的研究論文也非常的多，茲以公司買回及註銷庫藏股，所產生的資訊

效果對股價的影響程度為探討重點，以下茲針對蔡曉琪(90)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買

回庫藏股票之研究、許明裕(91)上市公司買回庫藏股之資訊內涵實證研究及實例

分析及孫全輝(93)庫藏股制度宣告前後期之報酬效果等三份論文研究介紹其實

證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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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曉琪(90)：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庫藏股票之研究、該研究係以於民國

89 年 8 月 7 日至民國 89 年 12 月 31 日間，初次宣告買本公司股票之上市上

櫃公司為研究對象。該研究採事件研究法及迴歸分析法，針對買回庫藏股票宣告

效果做相關之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市場對於公司宣告買回庫藏股有高達

5%的反應，此結果說明了公司買回庫藏股具有相當大的資訊內涵，能向市場傳達

公司股價受低估的訊息，而達到降低資訊不對稱的程度，提昇公司價值。故訊息

發佈假說受到支持。在異常報酬的持續力方面，實證結果顯示，宣告時異常報酬

為正者，宣告效果具較好的持續力，亦即宣告時股價對宣告所內含的資訊有反應

不足的情況。宣告時異常報酬為負者，宣告後股價並未回升，異常報酬並無顯著

持續性。在影響買回宣告效果之因素方面，實證結果發現，公司宣告前二年利潤

率愈高者，宣告時所產生之異常報酬愈大。亦即宣告效果部份來自對過去二年會

計利潤率重新評估的程度。市價對帳面價值比愈小及預定買回比率愈大的公司，

宣告買回效果愈大。此結果支持公司宣告買回股份所內含的資訊可信度愈大的公

司，宣告效果較大。 

許明裕(91)：上市公司買回庫藏股之資訊內涵實證研究及實例分析，該研究

除針對國內外庫藏股相關文獻進行探討比較外，並運用事件研究法以一年完整週

期對實施庫藏股制度之上市公司股價及流動性（週轉率）的宣告效果進行實證，

研究實證後結論如下： 

(一)不同產業宣告買回庫藏股有不同之宣告效果，非電子業宣告買回庫藏股後，

股價最具有顯著性且持續性的正向反應，金融保險業次之，電子業則較不顯著。 

(二)公司宣告買回庫藏股後之資訊內涵係傳達「好消息」，公司股價會有持續性

之正向反應，且均達顯著水準，但就迴歸係數來看，購回初期與後續窗口異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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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率間呈負相關性。公司宣告買回庫藏股後之資訊內涵係傳達「壞消息」，公司

股價會有持續性之負向反應，但卻不顯著。 

(三)除在事件窗口（0）及（-2，+2）執行一次買回庫藏股有比多次買回較明顯

之股價反應外，其餘各窗口執行多次買回庫藏股之持續性反應較一次買回有較明

顯之持續性反應。 

(四)庫藏股註銷後，股價有顯著之反應，短天期股價異常報酬率呈持續性正向反

應及顯著水準；長天期股價異常報酬率卻呈負向走勢，但不具顯著水準。 

(五)公司買回庫藏股後，市場反應與股票流動性變化呈負相關。 

孫全輝(93)：庫藏股制度宣告前後期之報酬效果，該文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

討庫藏股制度宣告前、後的報酬效果及從產業別來探討其前因後果。該研究是以

台灣證券交易所所公告之自民國八十九年八月實施庫藏股制度以來至民國九十

二年年底所有曾實施此制度之上市公司為樣本，將一些公司內部影響股價因素去

除，採「事件研究法」來證明庫藏股制度之宣告效果外，也利用多元迴歸來分析

此制度之宣告內容、公司宣告前期會計資訊是否會與宣告後之異常報酬、累計累

常報酬及執行效果，也從產業別分析了其各自購買原因及未執行完畢之原因，該

研究結果如下: 

(一)一般而言，宣告日的平均報酬為 1.149%，宣告後一日之累計異常報酬為

3.055%，就產業別而言，以金融服務業與傳統產業宣告之報酬為最高，反而實施

次數最多的電子產業所帶來的異常報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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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多數的公司在實施庫藏股制度前六十日至前二日的累積異常報酬均產生

負向的累積異常報酬，股價有被市場低估之情形。 

(三)宣告股票買回對股價的影響在短期之內可能會有持續之效果。 

(四)宣告之內容對於報酬之相關性呈現不顯著之情形。 

從上述有關庫藏股宣告對股價影響之實證研究顯示，庫藏股宣告後，有正向

的宣告效果，累積異常報酬亦呈正向的走勢，故市場認為該宣告釋放的訊號效果

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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