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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以台灣為個案：分析與討論 

本章將以台灣資本市場目前所遭遇到的情境，作為個案研討。首先，本章

第一節提出六大證券市場指標比較台灣與其他亞洲主要證券市場的相對表現。

第二節依據本研究前兩章之討論，剖析台灣企業選擇其他市場掛牌、籌資的動

機；第三節針對已跨國掛牌的台灣企業在兩個（多個）市場上的後續交易量流

向，深入評估我國市場吸引該批國際型企業轉回國內市場交易的可能性高低。

除了股票市場，本章第四節亦從企業擇時發行新證券的面向，討論未來我國債

券市場發展機會與努力方向。最後，第五節提出就台灣的個案研討而言，可以

獲得的政策上涵義。 

 

 

第一節、亞洲主要證券市場比較 

台灣證券市場相對於亞洲其他主要證券市場的相對表現如何？本節以六

大證券市場指標，針對台灣與其他亞洲主要證券市場的發展現況作比較。 

台灣證交所日前曾對許多國內企業均對赴香港上市深感興趣該一現象做

出回應，證交所表示，台股在本益比、上市費用方面，競爭優勢優於港股，而

且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台資企業，僅三分之一表現優於港股平均水準，到香港市

場掛牌，並沒有想像中的好17。在本節中，將探討台灣相較於亞洲其他主要證券

市場的競爭力為何。以六大指標，檢視自 2000 年至 2006 年該期間，台灣相較

亞洲主要證券市場（包括：上海、深圳、香港等三大市場）的競爭優勢: 

    第一個評量指標為證券市場的本益比(P/E ratio)，由圖一可以看出，根據

2006 年 11 月的數據，深圳與上海市場的本益比為前兩高，分別為 28.9 與

26.09，台灣市場的本益比則為 17.92，高於香港市場（15.94）。 

 

 

                                                 
17資料來源: 陳永吉，陳樹︰台灣上市條件優於香港，自由時報，200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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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亞洲主要證券市場本益比比較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世界主要證券市場比較(月報) 

    若從上市公司家數（圖二）來比較該四大證券市場，可以發現台灣的上市

公司數目成長幅度逐年趨緩，反觀香港與上海兩市場，近年來在上市公司總家

數皆有顯著成長趨勢，目前深圳市場的上市公司總家數雖仍少於台灣，但兩者

差異並不大(2006 年 11 月，兩市場上市公司家數相差 123 家)。依據交易所網

站公佈的數據，台灣近四年的掛牌公司家數幾乎呈現零成長，其中，2005 年上

市掛牌總企業家數已為負成長，較前年減少六家；2006 年底的總掛牌家數相較

於 2005 年底又減少三家，曾是亞洲四小龍中表現最活躍的台灣，總上市企業家

數於 2006 年被新加坡趕上，在四小龍中落居末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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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亞洲主要證券市場上市公司總家數比較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世界主要證券市場比較(月報) 

    檢視世界各大主要證券市場的上市公司市值如圖三， 雖然連續兩年台灣市

場的掛牌家數皆為負成長，但整體市值仍呈現持續成長的趨勢，香港的市值總

額佔四大市場中之首，並且近年來的總市值仍不斷飆高，可看出香港資本市場

呈現快速成長的趨勢。 

 

                                                 
18 2006 年 11 月底，新加坡的總上市企業家數為 704 家；韓國則有 72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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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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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亞洲主要證券市場市值總額比較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世界主要證券市場比較(月報) 

    再從證券市場市值占 GDP 的比率來檢視台灣的證券市場（圖四），由於

2006 年度的 GDP 統計數據尚未公布，觀察資料為 2000 年至 2005 年期間，該

四大亞洲證券市場的趨勢。台灣的證券市場市值/GDP 該比率皆有逐年成長的

趨勢，但從該比率來看，香港遙遙領先其他三大主要證券市場，幾乎達台灣該

比率的六倍，顯現香港的資本市場仍舊為該地經濟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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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亞洲主要證券市場市值占 GDP 比率比較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世界主要證券市場比較(月報) 

    我們使用起始自 2000 年截至 2006 年 12 月底的資料，比較亞洲地區該四

大證券市場的成交金額（trading value），以觀察各市場流動性的高低。從圖五

可以看出，台灣證券市場成交金額次於香港、上海，但高於深圳交易所的成交

金額。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台灣市場的成交金額低於上海市場，但兩市場之間

的成交金額相差幅度並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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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亞洲主要證券市場成交金額比較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世界主要證券市場比較(月報) 

     最後一項指標為證券市場的期終股價指數（stock index），如圖六。該指

標可以看出一個股票市場是處於牛市（bull market）或熊市(bear market)。公司

可能為了享受暫時性的國外相對高股票價格而赴該市場掛牌。當公司股價在本

國市場被低估時，該公司也有較高的可能性會選擇赴整體股價較高的國家上市

(Pagano、Randl、Röell 與 Zechner，2001)。因此，其他證券市場的股價指數高

低，亦可能是國內企業跨國上市的主因之一。由圖六可以看出，香港股價指數

在整體表現上凌越其他三大亞洲主要證券市場，並且有節節攀升的趨勢，台灣

市場股價指數則為第二高，但向上成長的幅度較香港股價指數小。由這項指標

看來，國內企業亦有可能為了享受香港股市目前相對較高的整體股市報酬，而

赴該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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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亞洲主要證券市場期終股價指數比較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世界主要證券市場比較(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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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從各項證券市場指標細項而觀，台灣的股票市場體質其實亦不壞，不但

股價指數僅次於香港市場，亦具有反映著市場流動性良好的高成交金額，以及

介於中間水準的本益比。雖然台灣近年來上市公司家數呈現成長停滯狀態，但

上市公司的市值仍逐年有顯著向上的趨勢，從市值占 GDP 的比率來看，則可以

看出證券市場業已成為台灣經濟的發展重心。 

 

 

第二節、分析台灣企業海外掛牌之成因 

面對台灣企業選擇香港、新加坡等市場上市、上櫃，而缺乏意願回台掛牌

的現象，首先應了解該批企業選擇其他市場而非台灣市場掛牌、籌資的原因。

表六與表七分別以本研究第二章所提出的「與市場特性相關」以及「與國家特

性相關」的決定因子，分析台灣市場相對於香港及中國大陸市場的情況，以徹

底釐清台灣企業赴其他市場掛牌的動機。 

由該兩個表格可以看出，「會計制度」的差異並不大，顯示「投資人認可

假說」在討論台灣資本市場的個案中，較不適用。從其他因子 （無論是與市場

特性相關或是與國家特性相關的因子）皆可以清楚顯示香港市場對於企業而

言，較具吸引力的事實。尤其對台灣市場而言，爭議最大的投資大陸 40%上限

莫過於「市場開放程度」這項因子，顯示以「市場分割假說」來解釋目前台灣

資本市場的企業跨國掛牌風潮格外吻合。此外，台灣資本市場的「投資人保護

程度」及「流動性」相對香港差，從「法律約束假說」與「流動性假說」該兩

種面向也可以解釋近年來我國企業赴香港上市的現象。再由「專業科技人才密

集程度」這項因子來看，原本台灣市場相對於香港、新加坡市場的優勢在於科

技業與製造業的密集。從歷史來看，由於香港上市企業過去類股是以金融地產

類為主，而台灣企業往往是電子科技類，台灣企業對香港股市較易產生水土不

服的問題，但隨著近年來中國大陸各行業企業先後於香港上市，香港市場的上

市公司結構已於近年來慢慢變化，寶來金融集團大中華資本市場總經理黃齊元

於 2006 年三月受訪時指出19，香港股市的電子科技板塊，將來很可能由台資企

業來擔當主流。未來台灣企業若持續以在香港上市為目標，將提升香港股票的

廣度。

                                                 
19資料來源: 李亞，台灣寶來金融集團大中華資本市場總經理黃齊元：超過 100 家台資企業有

興趣到香港上市，第一財經日報，200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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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台灣企業海外掛牌成因分析 （與市場特性相關因子） 

關鍵因子 影響方

向 

說明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情況 

市場開放

程度 

正向 

（+） 

依照「市場分割假說」，各國之間的投資限制將導致

市場分割。若國際間投資障礙越少，市場開放程度

越高，各市場之間越趨於整合，則能使得原來在本

國國內定價的股票變動在全球範疇之內定價

（Subrahmanyam，1975）。企業的跨國上市行為減低

該企業受到本土市場系統性風險的干擾，使缺乏風

險分散能力的本土投資人能藉由企業的多國跨國掛

牌，亦能增加股權結構中的外國投資人比例，使投

資人的風險分散至全球而獲益（Alexander 等人，

1987；Errunza 與 Losq，1985）。 

香港市場秉持「要求資訊充分揭露，由投資人自行判斷風

險」，十分尊重市場機能；在上市資格、辦理籌資上，台灣

十分注重主管機關的監控與把關。雖然出發點在於篩選出

優質上市企業、維持高度市場紀律，以保護資訊不對稱的

小股東，但過程中也無形使得行政作業較為繁複。20投資大

陸 40%上限更造成阻礙市場整合趨勢之嚴重障礙。相形之

下，大陸近年來的一連串「股改」活動已經使其股票市場

的開放程度明顯較過去提昇，顯示大陸已開始逐步開放其

市場，準備迎接國際化浪潮的洗禮。 

投資人保

護程度 

正向 

（+） 

全球化可以降低未來現金流量所適用的折現率，而

公司治理制度及投資人保護環境的改善，都能降低

企業在資金市場進行籌資活動時的成本。亦可能增

加更積極的大群新股東監督公司、獲得投資銀行與

董事會的協助監控（Coffee (1999，2002)。企業透

過自願在投資人保護制度較周密的市場上市可減少

公司治理成本，降低代理問題，從而進一步吸引更

2006 年 IMD 公佈的世界競爭力排名中，台灣(第 18 名)略

勝於中國大陸(第 19 名)21。在 La Porta 等人（1998，1999）

關於國家法系的分類中，香港被歸屬在英美法系範疇內，

其中小投資者法律保護程度較高。中國大陸則屬於大陸法

系，中小投資者法律保護程度較低。根據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於 2004 年公告的數據，無論在金

融體系法制評價、內線交易評價與投資人保護程度評價分

                                                 
20康曉龍，台商回台或赴港上市面面觀，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 2004 年 11 月，p.19-32 
21 http://www01.imd.ch/documents/wcc/content/overallgrap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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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子 影響方

向 

說明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情況 

多投資者。 數上，香港的得分與台灣相比，前者表現皆較為出色。顯

示台灣欲與香港競爭，在法律系統效率程度、內線交易之

禁止與投資人保護的課題上，仍有努力空間。 

會計制度 正向（+）

或 

負向(-)

 

企業在跨國上市之前，可能存在資訊不完全或資訊

不對稱的問題。在會計制度規範完善的市場掛牌，

企業的資訊透明度明顯提昇，可以進一步促進投資

人對該家企業的了解，增加投資大眾對企業品質的

認同與肯定，成功拓展投資人的組成族群(Merton，
1987)。然而，由於轉換整套會計系統必須花費巨額

的適應成本（Saudagaran ,1988；Biddle and 
Saudagaran ,1989；Saudagaran and Biddle,1992, 
1995），若資訊揭露的額外成本，大於訊號發射的

利益，往往使欲上市的企業卻步。 

自 2005 年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s)已與中國大陸

所採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全面接軌；台灣的會計準則與

國際通行的會計準則(如一般公認會計準則或國際會計準

則)差異不大，這是因為我國會計準則的訂定，早期是遵循

美國的標準(GAAP)，近年來許多規定改採遵循國際會計準

則，由於台灣的會計制度與香港、大陸所採的國際會計準

則，近來的差異已經日益弭平，因此國內企業欲在該兩地

掛牌較無會計制度上適應不良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仍

有部份國內會計實務與國際會計慣例間差異尚存，因此台

灣的會計制度仍有持續調整的空間，以求能真正地與國際

接軌。 

流動性 正向（+） 企業於流動性較高的海外上市，買賣價差縮小，則

股東必要報酬率的降低，可以帶來公司整體價值的

提升。一般而言，流動性良好的證券市場可以促進

「價格發現」的功能。當企業認為本身股票價值遭

低估，也有可能跨國上市，使得企業股票能同時於

多個市場進行交易，達到更高的「價格發現」。 

以 2006 年 11 月的統計數據來看，台灣交易所的成交金額

高於深圳交易所，但較香港及上海交易所低。顯示香港與

上海交易所的流動性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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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子 影響方

向 

說明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情況 

市場規模 正向（+） 資本市場規模愈大的市場，愈能吸引企業進行投資

與上市。當市場規模大，可接觸到龐大的潛在投資

者族群，以爭取國際能見度。57%的企業表示，增加

能見度與優良企業聲譽是公司作出海外上市決策的

最大裨益(Bancel and Mittoo, 2000)。 

以 2006 年 11 月的最新數據來看，香港證券交易所的上市

公司總市值高達 15,690 億美元遠遠高過台灣的 5,770 億美

元；上海交易所的市值（7,050 億美元）亦高於台灣市場22，

從資本市場的規模這項指標來看，或能解釋台商紛紛希望

能在香港上市的現象。 

法人投資

人規模 

正向（+） 資本市場中的個人投資人所佔比重越少，機構投資

人的規模越大，則市場上的波動度較小，可降低風

險。Catalan et al.（2000）發現，機構投資人的比重

與股市發展具有相當大的正向影響。 

香港與台灣市場在股權結構上大為不同，台灣股權結構以

散戶投資人為主，在股票集中交易市場方面，截至 2006 年

9 月市場法人交易及持股比重分別為 27％及 55％，其中外

資交易及持股比重分別為 18％及 34％23，法人投資比重尚

有不足。而香港的市場制度承襲英國金融制度，市場監管

機制成熟，市場的高度自由化深受歐美等國際投資人之肯

定，股權結構以機構投資人為主。台灣的法人投資人規模

仍遠不及香港。 

追隨其他

企業的腳

步 

正向（+） 當國內企業或同產業企業搶先赴海外掛牌上市，若

其他公司（尤其是同業）沒有跟進，有可能會導致

該企業在產業競爭上居於劣勢(Stoughton et al.,1999; 
Pagano et al.,2000)。從信號發射的角度來看，投資人

從這項因子來看，不難理解為何台灣企業往往在同業公司

宣布在香港或新加坡等交易所掛牌日之後不久，數家企業

也爭先效仿。舉例而言，鴻海集團推出以通信產品為主的

富士康在港上市後，其市值一躍成為香港上市台灣企業之

                                                 
22交易所市值資料取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為 2006 年 10 月之資料。 

23資料來源：我國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15年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年衝刺計畫(2007-2009年)，政府推動金融市場套案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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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子 影響方

向 

說明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情況 

可能認為企業害怕海外市場的嚴格法律規範及資訊

揭露要求程度，因此選擇不在海外掛牌。 

最，在鴻海集團進軍香港股市前後，台灣電子企業也紛紛

到當地籌資，其中包括佳能集團旗下的精熙、軟板業的龍

頭佳邦國際、IC 設計公司晶門等。 

租稅優惠

程度 

正向（+） 稅賦屬於交易成本中的重要一環，當國外市場的稅

賦較輕，意味著交易成本較低，則該市場通常能吸

引越多的投資人，象徵著流動性亦佳(Batram 與

Dufey，2001；Baruch 等人，2006)。企業為了追求

股票的高度流動性，極有可能具有赴租稅較為優惠

的市場掛牌的傾向。 

 

依照現有法令規定，欲在台灣上市的企業必須將營運總部

設於台灣，但依據「最低稅負制」，原本企業享有的營運總

部租稅優惠，將形同虛設。原規定企業從海外賺得的盈餘、

權利金等，可以免繳營利事業所得稅，「最低稅負制」的實

施，使得企業的海外收益匯回台灣時，至少必須繳交 10%

的稅負，這樣將導致「雙重課稅」的情況，大為降低企業

將營運總部設立於台灣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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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台灣企業海外掛牌成因分析 （與國家特性相關因子） 

關鍵因子 影響方

向 

說明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情況 

時區差距 負向(-) 企業傾向選擇在地理位置上相近的國家或區域上市

與籌募新資金。Pulatkonak 與 Sofianos(1999)研究企

業海外跨牌後，決定企業股票的交易量流向的關鍵

因子。在其研究結果中，影響最為顯著的因子便是

「時區差異」（解釋能力 40%）。 

這項因素可以極佳地解釋為何臺灣企業在選擇跨國上市的

地點時，傾向將離台灣最近的大陸與香港，以及不遠的新

加坡列為最優先的目標地。 

文化異同 負向(-) 當語言、文化傳統越不相近，則公司去該地上市或

籌資的可能性越小。這種傾向可從減少資訊不對稱

的角度來解釋(Pagano, Röell, and Zechner,2001)。也

可以從溝通成本、適應文化成本的角度來思考。 

這項因子或許能夠解釋為何企業紛紛選擇到香港及新加坡

等地掛牌上市，因為這兩地與台灣地緣相近，同以華人為

主，且語言相同，文化相去不遠，省去企業在當地籌資時，

在溝通上的困難與成本，留在該地的管理階層與員工也不

必花時間去適應截然不同的民俗風情。 

經濟發展

程度 

正向（+） 當一國的經濟發展程度越高，越能吸引全球的企業

赴該國籌資與掛牌。如許多歐洲企業選擇至每人平

均國民所得極高的美國、英國上市（Henderson、
Jegadeesh 及 Weisbach，2006），以色列許多企業選

擇赴美國上市（Blass 與 Yafeh，2001）。 

從環球透視預測機構(GII)、國際貨幣基金(IMF)、英國經

濟學人資訊中心(EIU)以及聯合國(UN)等國際經貿組織與

經濟預測機構，陸續於 2006 年 8、9、10 月所公布之最新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估計 2006 年全球經濟成長率約介於

3.8%～5.1%之間。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的最新預測，2006

年第三季開始，國際油價及股市大幅回檔、國內政治相對

穩定的前提下，我國2006年實質 GDP 成長率預期將與2005

年相當；估計 2006 年的實質 GDP 成長率將由 2005 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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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子 影響方

向 

說明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情況 

4.03%小幅下滑至 4.01%，若以目前我國經濟與產業發展已

漸趨成熟情形來看，4%左右的成長率應屬正常、穩定的水

準。台灣高盛證券在最新的全球景氣預測報告中指出，台

灣 2007 年經濟成長率預估為 4.5%，在四小龍中次於新加坡

的 6.2%和香港的 5.5%24，因此台灣經濟發展尚屬於穩定成

長的情況；相較於中國大陸的經濟因出口大幅成長帶動

下，其經濟發展並沒有減緩的跡象，GII、IMF、EIU、UN
等機構亦看好中國 2006 年經濟成長表現，一致認為仍將維

持 10%左右的經濟成長，亦可帶動香港整體市場的經濟發

展。 

                                                 
24 資料來源: http://www.epochtimes.com/b5/6/9/10/n14494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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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子 影響方

向 

說明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情況 

總體穩定

程度 

正向（+）一國的總體經濟不穩定，幾乎會對所有資本市場的發

展有負面的影響。一般而言，可以用通貨膨脹率、財

政收支是否赤字這兩項指標來觀察總體經濟的穩定

程度。當通貨膨脹率走高，則會窒礙經濟體的發展，

股市亦不蓬勃。政府財政赤字嚴重時，可能經由資本

市場來補全其財政赤字的缺口，將對該國的私部門經

濟造成排擠效果。 

 

台灣目前的通貨膨脹問題並不嚴重，依據台灣經濟研究院

於 2006 年十一月的預估數據，由於近年我國失業情形已獲

持續改善，目前國內物價上漲情形趨緩和，估計 2006 年全

年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為 0.95%，2007 年預測為 1.99%；

在財政收支上，根據我國財政部統計，台灣自 1999 年起財

政收支已連續八年為負，唯 2003 開始至 2005 年的財政赤

字缺口呈現逐漸下降的趨勢，但 2006 年度截至十月的政府

財政赤字數字，相較於 2005 年一月至十月的財政赤字略

高，究竟財政收支問題是否成為台灣企業朝外發展的原

因，可能需要進一步觀察。 

 

專業科技

人才密集

程度 

正向（+） Pagano et al. (2001) 發現，具有高成長性、高潛力、

R＆D 費用高度密集以及屬於高科技產業的企業，較

有可能在高科技的專業人才密業的海外市場掛牌上

市，企業聚集至該市場的現象可能是希望利用該地

的豐沛人力資源之出發點。 

資金外移的台灣企業確實以獲利來源為外銷、規模大的高

科技產業為主。因為近年來中國大陸各行業先後於香港掛

牌，使原本以金融、房地產為主的香港交易所市場廣度大

為拓展，亦吸引台灣不少高科技產業前往掛牌。台商企業

蜂擁至香港上市，使國內高科技業者相對轉移到香港市

場，原來台灣市場以高科技產業密集的相對優勢逐漸減

弱。因此國內企業以香港上市為目標是為了網羅同產業專

業人才之可能性大為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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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評估企業跨國掛牌對台灣市場影響及續後交易量流向 

當國內企業紛紛選擇海外掛牌時，對於母國市場以及該市場中的企業，可

能引發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情況。在本節，主要針對「交易量」作為研究跨國掛牌

續後影響的變數。25一些學者認為企業在多個市場掛牌的行為具有正面影響。因

為企業赴其他市場掛牌的潮流，象徵著市場自由化的徵兆，將可以催化母國市場

邁向國際化的過程。面臨世界各大證券市場的競爭之下，可以刺激本土證券市場

積極檢討市場微結構(micro structure)的設計，並且推動相關經濟上的改革、檢討

不合時宜的法令，以發展出更透明的資訊環境、更完善的公司治理制度，保護投

資大眾的權益，母國市場交易系統的效率得以提昇，成功吸引各國投資人，最終

促成市場的成長與發展。企業在多個市場掛牌的行為因此能帶給本土企業以及尚

未國際化的企業莫大的裨益。海外新市場的發展，也得以因為彼此之間的競爭而

更上一層樓。這種現象就是前章曾討論的「雙贏局面」。 

另外一種見解，則認為國際化過程，將使母國市場內的投資活動與交易量

被分散，轉移至海外市場，導致整體市場發展呈現遲滯狀態，因而對母國市場及

身處該市場的其他企業會造成不良的影響。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政府可能更因此

抱持著「保護主義」，為擔心企業海外掛牌之後，國內市場的資金與交易活動亦

隨之外移，資金流量的管制可能因此更嚴格，使得市場中的本土企業與世界其他

國家的分割程度更為嚴重。這樣的負面影響屬於前文已討論的「負向流動性外溢

效果」，也就是海外新市場在爭取交易量的競賽中贏得勝利，因而損害企業母國

市場的流動性。 

Lee(2003)用一種創新的角度間接檢驗「流動性外溢效果」的影響方向。運

用檢視企業跨國掛牌的消息宣告，對企業競爭對手的公司股票價格造成正面或負

面的影響，形同進行「市場分割假說」與「法律約束假說」該兩大理論模型何者

解釋能力較高的檢驗。在他的分析架構中，假如企業跨國掛牌決策的宣告，會導

致競爭對手企業出現股價上漲的正面反應，則支持「市場分割假說」。這意味著

市場上的投資人將這個消息解讀為市場自由化、投資障礙減少的好消息，因此競

爭對手公司可以運用相同的方式（跨國掛牌），將投資人的風險有效分散給全球

投資人。如果企業跨國掛牌的消息對競爭敵手的股價造成反向影響，則為支持「法

律約束假說」的證據。表示投資人認為對手公司的管理階層沒有作出相似的海外

掛牌決策，是因為不願意放棄個人私利的享受，隱含著該公司的代理成本較高，

因此不願赴公司治理環境佳、投資人保護程度高的市場掛牌。Lee(2003)的研究

結果發現，對競爭對手的股價具負面效果的情形，集中在控制股東的代理問題較

                                                 
25 其他變數如：跨國掛牌後股價的波動性(volatility)、股價與母國市場報酬率的互動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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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企業，以及與宣告跨國掛牌的企業在股票報酬率上相關程度越高的企業。

該研究結論與「法律約束假說」相一致。 

Melvin與Valero-Tonone（2003）的研究方法與Lee(2003)相同，亦發現在企

業宣告與實際掛牌日期前後，65家規模相當且位於同產業的母國競爭對手企業，

平均遭遇了-305個基本點的累積異常報酬(CAR)，支持跨國掛牌將對母國市場上

的競爭對手造成傷害。尤其對於新興市場中的競爭對手企業的負面影響更大，可

能意味著投資人認為這些企業相較於跨國掛牌企業擁有較低的資訊透明度。

Fernandes(2003)研究一國之中第一個以ADR掛牌的企業，對於國內其他競爭企

業的股價影響。卻發現競爭對手企業在股價上出現正向反應，類似Lee(2003)的
觀察結果，這種正向的「溢出效果」對於與宣告跨國掛牌的企業在股票報酬率上

相關程度越高的企業，更為顯著。 

當前台灣所面臨的情境之下，企業跨國掛牌之後，資金及交易量回流國內

市場，或者促使我國市場與海外新市場的雙贏局面之可能性有多少？台商企業紛

紛選擇到香港、新加坡等市場掛牌之後，續後的交易量流向，可能屬於第三章第

一節至第三節所描述的哪一種可能情況？依據本研究第三章第四節所提出的交

易地點決定因子，表八完整分析台灣市場爭取跨國掛牌企業的交易量之可能性。 

單看台灣與目前我國企業最偏好的海外上市地—香港之比較結果，發現「與

新市場的時區差異」、「母國市場發展程度」、「母國對資金流量的限制」這三

項指標之下，我國市場對交易活動的相對吸引力相對較差，其中，「與新市場的

時區差異」即便有心積極改變，也較難控制的變數；況且從台灣當前的狀況來看，

「母國對資金流量的限制」這個因子尤其重要。政府對於企業投資大陸的40%上

限，箝制了不少國內企業在籌資與投資活動上的彈性，不僅使得企業在我國市場

上市（櫃）意願低落，更嚴重的是，從交易量與資金流量的構面來討論時，在資

金流量上設限，亦造成投資人進行套利過程中的高成本，可能促使我國市場流動

性更趨惡化，降低企業資金及交易量回流的可能機率。 

「海外上市地規模」、「海外上市地資訊環境」、「母國市場的散戶投資

人數目」、「市場與其他市場之間的資訊連結程度」這四項指標分析結果顯示，

若持續致力於擴大我國市場規模、改善資訊環境，十分有利於我國市場吸引企業

的交易量回流，或能促進我國市場發展，進而達到雙贏之局面。最後，「市場中

的證券報酬率相關程度」、「佣金費率」該兩項因子，不是難以比較，就是兩市

場之間的差距性並不大，可能並非較為攸關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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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我國市場爭取交易量的可能性分析 

因子 對母國市場 

流動性影響 

台灣、香港、中國大陸情況 

與新市場的時區

差異 

負向  

（-） 

國內企業的海外掛牌市場多半為與台灣位於同一時區的香港市場。由於沒有時區的差異，許多交

易量可以十分輕易地轉移至這些海外市場，將可能對我國市場的流動性造成負面影響。 

佣金費率 負向  

（-） 

香港交易所於2003年4月1日正式取消硬性規定證券及期貨交易最低經紀佣金之規定，佣金收費是

由經紀與其客戶自由商議。台灣市場現行集中市場手續費採用上限費率制，即由證券經紀商於客

戶成交金額之0.1425%以下自行訂定手續費費率標準。上海及深圳交易所的收費標準則為，A股、

B股、證券投資基金的交易佣金實行最高上限浮動費率制度，證券公司向客戶收取的佣金不得高

於證券交易金額的0.3%，也不得低於代收的證券交易監管費和證券交易所手續費等。A股、證券

投資基金每筆交易佣金不足5元人民幣，按5元人民幣收取；B股每筆交易佣金不足1美元或5港元

的，按1 美元或5 港元收取。由佣金費率這項指標來看，台灣的佣金費率上限仍小於中國大陸所

規定的0.3%；但由於香港與台灣市場的收取費率皆屬於一個範圍，而非單一數值，故很難對台灣、

香港進行佣金費率的比較。 

母國市場發展程

度 

正向  

（+）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雖皆屬於新興市場，但台灣與香港的發展程度已十分接近已發展

(developed)市場，目前仍領先中國大陸。但中國大陸的近年市場成長速度飛快，對於未來交易量

的競爭結果有何影響仍有待觀察。平心而論，香港市場的發展程度仍略勝於台灣，因此單看台灣

企業赴香港掛牌之後，交易量可能受到香港市場的拉力。 

母國市場的散戶

投資人數目 
正向  

（+） 

通常在台灣與其他市場雙重掛牌的企業，在台灣皆已擁有大群散戶投資人，若如 Chowdhry and 
Nanda（1991)所言，則因散戶投資人聚集在台灣市場，將大幅提高國內企業的交易量回流台灣市

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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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對母國市場 

流動性影響 

台灣、香港、中國大陸情況 

市場與其他市場

之間的資訊連結

程度 

正向  

（+） 

當母國市場與海外市場相互之間的資訊透明程度越高，本土市場的流動性與交易量均能顯著提

昇，企業跨國掛牌的行為能有效促進母國市場的發展（Domowitz et al., 1998; Hargis and Ramanlal, 
1998）。目前中國大陸的市場與台灣市場之間的資訊連結程度相對較低，台灣與香港交易所之間

的資訊連結程度則十分緊密，兩市場之間的訊息流通十分便利，可能提昇投資人在台灣進行交易

的誘因，促進國內市場的流動性。 

海外上市地規模 正向  

（+） 

若海外上市地的規模越大，國際能見度越高，有助於企業拓展投資族群，進而改善本國市場的發

展程度（Hargis and Ramanlal, 1998; Foerster and Karolyi, 1999）。以上市公司市值總額做為市場規

模的衡量指標，目前香港市場的市值穩居亞洲主要市場第二（僅次東京交易所），上海交易所的

規模在 2006 年 10 月亦超越台灣，深圳交易所在市場規模上則與其他三市場仍有一段差距。台灣

相對香港及上海而言，市場規模較小，在爭取市場交易量時較為不利。 

海外上市地資訊

環境 

正向  

（+） 

我國企業赴香港等市場掛牌可以增加更多分析師推薦與國際媒體的注目，提高知名度與聲望，拓

展企業的投資族群，對於我國市場的發展程度及流動性都能有一定程度的裨益。 

市場中的證券報

酬率相關程度 
正向  

（+） 

企業在跨國掛牌之後，其交易量傾向轉移到與該企業股票報酬率較為相關的市場（Baruch et al., 
2005)。無論是在企業的母國市場或是海外新市場，企業傾向集中至同儕聚集地以進行交易活動。

目前台灣企業興起一波至香港掛牌的風潮，可能將使得香港市場中聚集較多與我國企業類似的

「同儕公司」(peer company) ，進而吸引更多我國企業前往香港交易。 

母國對資金流量

的限制 

負向  

（-） 

政府對資金流量的嚴格管制，對於企業的股票流動性具有負面影響。台灣當前實施的投資大陸 40%

上限即屬於嚴格的資金流量管制，大為增加企業進行國際間投資、籌資活動的困難。因此，對於

我國市場流動性十分不利。反觀香港市場的投資障礙低，交易我國企業股票時，所選擇的交易場

所可能排除台灣市場，而選擇香港市場，將對國內市場的流動性更為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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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企業擇時發行新證券 

企業傾向選擇市場環境的時機，發行不同的證券以籌募新資金。假如企業可

以準確地看出目前市場處於相對高點，並趁機發行新證券以籌資，企業將能募集

到較多的資金。從實證研究結果來看，Henderson、Jegadeesh 及 Weisbach(2006)
指出，在發行新證券以籌資時，企業選擇在股票市場正熱之際發行新股。

Henderson 等人觀察到在相當高的市場報酬之後往往跟隨著新股的發行熱潮之現

象。由於高市場報酬往往意味著整體經濟上的投資機會的增加，因此企業可能傾

向於此時發行新股以利用這些投資機會；另一種解釋角度則是市場過熱導致企業

股價被高估，因此企業可能趁機發行新股。同理，由於債券價格與利率呈現緊密

的負向關係，Henderson 等人亦發現企業傾向在市場利率較低時，發行長期債券。

從理論來看，股市與債市的相關程度往往為負，若一國的經濟基本環境較有利於

股市(債市)的發展，則同期間內，該國的債市(股市)發展情況則會較差。 

（一）台灣股市債市的發展變化 

     圖七比較近六年來，台灣股票市場資本額每年度變動量26，以及債券市場發

行淨額每年度變動量27，可以發現，股市與債市大致上呈現反向發展的明顯趨勢，

尤其台灣債券市場近兩年發行淨額變動幅度有明顯向上成長趨勢，同期間的股票

市場資本額增加量則有下滑情形，正支持企業傾向利用低利率的國內環境發行債

券籌資的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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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場資本額變動 債券市場資本額變動

單位：十億新台幣

圖七：股市資本額變動幅度與債市發行淨額變動幅度 

資料來源:整理自證券暨期貨市場 95年 11 月份重要指標 

再觀察利率與上市公司數量變化的關係圖，我們使用金融業隔夜拆款平均利

                                                 
26 股票市場資本額變動量包括上市、上櫃、興櫃公司的資本額與前一年度年底的差額 
27債券市場包括政府公債、金融債券、受益證券與各種公司債，同樣計算出每一年底與前一年底

的總債券發行淨額差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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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做為觀察國內利率高低的指標，並觀察每一年底與前一年底的在台上市公司家

數相差數額(即每一年度內，新上市公司家數減去下市公司家數的數目)，從圖八

可以發現台灣金融業拆款平均利率逐年下降，然而 1996 年起，每一年底與前一

年底的上司公司家數變動量，與利率大致呈現正向關係；換而言之，利率走低，

企業可以趁時發行新債券以籌資，而不需發行新股以募集所需資金，導致同期間

內於台灣股市申請初次上市的公司數量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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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利率與上市公司家數變化數量 

資料來源：整理自證券暨期貨市場 95年 11 月份重要指標、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 

（二）亞洲國家中相對低的利率環境 

根據表九，台灣的利率在亞洲各國家中處於相對低水準。儘管台灣股票市

場正面臨新掛牌件數逐年遞減的問題，但企業聰明地善加運用我國低利率的環境

在債券市場發行新債以籌資。 

企業具有擇時發行新證券的能力，因此政府應該同步思考致力培植國內債

券市場，提高債券市場的流動性。長久以來，政府與投資人的關注焦點始終以股

票市場為主，目前國內已維持數年的低利率環境，若配合債券市場流動性的提

昇，以及積極鼓勵國內、外企業於台灣發行債券籌資的相關措施，將可能讓我國

債券市場的發展更推上另一波高峰，兼顧我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的長期發展，

提高資本市場廣度與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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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亞洲主要國家利率比較表 

國家 利率名稱 目前利率

台灣 

重貼現率(Rediscount Rate) 2.75%

擔保放款融通利率(Accommodations) 3.125%

中國 

  

金融機構 1年期基準貸款利率(1Yr Loan Rate) 6.12%

居民儲蓄 1年期存款利率(1Yr Fixed Depo) 2.52%

香港 

  

  

最優惠利率(Prime Rate) 7.75%

儲蓄利率(HK Savings Rate) 3.00%

韓國 隔夜利率(O/N Call Rate) 4.50%

新加坡 基準利率(Prime DBS Rate) 1.38%

資料來源：鉅亨網金融中心，亞洲國家關鍵利率表 （更新日期：2007/1/13） 

 

 

第五節、政策上的涵義 

本研究剖析國內資本市場可能問題，並提出四大假說以解釋企業全球佈局的

原因與需求，在此依據本章針對台灣企業赴海外掛牌的現象所做的個案分析結

果，提出以上研討結果在政策上的涵義。建議主管當局與交易所、櫃買中心應降

低資金管制，檢討租稅制度及吸引法人投資者；降低交易成本使流動性提昇、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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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交易所與櫃買中心的監管功能朝「公司化」邁進、促進交易所之間的策略聯盟，

與重視債券市場的發展。 

一、 降低資金管制、檢討租稅制度與提高法人投資比重 

在過去，許多國家對於資金在國際間流動設有限制，使得資本帳不自由，妨

礙投資人在其他交易所交易，亦使得國外投資人難以參與本土市場活動。然而國

際資本市場有不斷鬆綁的傾向。以加拿大為例，由於地理距離相近之便，加上美

國證券市場具有良好的流動性、投資人保護程度佳、高市場能見度等優點，許多

加拿大公司選擇在美國主要交易所交易，該現象引起了加拿大政府的密切注意。

起初，加拿大主管機關企圖運用法規與命令之障礙，阻阨企業資金外移至美國，

例如不允許電子交易系統運用等限制，然而，所有政策上的藩籬卻反而促使加拿

大證券的交易量更朝美國外移，這使得加拿大政府重新思考政策是否應該放寬，

並且慎重檢討其市場制度設計，以適應全球無疆界的潮流。 

    許多學者研究智利政府的資金管制規定之影響28，該國資金流入必須有非賠

償性保留金要求（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s），此項規定是用來控制短

期的資金移動性。另外，智利曾一度對資金流向設有限制，但智利在資金移動性

的管制規定，雖能在外界之經濟衝擊較小時，緩衝其他國家對智利造成的影響，

但當規模較大的外界衝擊（如：1997年亞洲金融風暴）發生時，仍無法有效避免

國內經濟受波及。Schmukler與Zoido-Lobatón（2001）更進一步發現智利對國內

資金流量的管制只在短期內有效，當時間一長，國內企業還是會尋求其他管道規

避政府的限制。智利當時的經驗正與目前台灣資本市場面臨的情境十分吻合。 

Domowitz、Glen與Madhavan(1997)使用在美國跨國上市的墨西哥企業做為樣

本，其研究結果亦顯示政府對國外投資人股權限制不但窒礙了股票的流動性，也

將擴大市場衝擊的風險暴露部位。，Domowitz等人發現，不受外人投資限制的

企業具有較高的交易量、較高的股報報酬，並且面對市場衝擊的成本也相對而言

較低。Domowitz、Glen與Madhavan(1998)更進一步指出，企業海外籌資與上市的

現象有利亦有弊，裨益在於能使國內市場體認面臨全球競爭的事實，即刻加快改

革腳步、改善自身體質；弊處則在於交易量從本國市場分散到國外的潛在可能

性。若政府在股權投資上仍設有限制，將使企業跨國上市所可能導致的交易量外

移現象更加惡化。 

若企業母國的投資環境佳，流動性高且具有低市場摩擦成本，大多數跨國掛

牌的股票交易量具有回歸到最初上市的母國交易之傾向。因此，企業跨國掛牌交

易，可能並不那麼值得擔憂。然而，上述成立的前提乃建立在母國的市場環境相

                                                 
28 如：De Gregorio, Edwards, and Valdes (2000), Edwards (1999), Gallego, Hernandez, and 
Schmidt-Hebbel (1999), Valdés-Prietoand Soto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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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海外上市地更具有流動性，市場摩擦成本較低，並不存在資金匯出與匯入等

限制。一般來說，台商願意回台籌資的目的，在於要能夠將募集而來的資金用於

投資、生產等活動；然而，依照現行法律規定，自海外匯回台灣的利潤或將資金

再匯出時，將受到 40%上限的限制，這項管制使得台商企業調度資金的彈性降低，

也影響回台上市上櫃的意願。此外，如果我國稅率相對其他市場較高，亦使國內

企業喪失將企業的營運總部設置在台灣的誘因。此外，鑑於自然人的投資決策較

易受市場傳聞影響，投資專業分析能力並不如法人，為強化股票市場穩定力量，

宜適度改善投資人結構，提高國內法人及外資投資比重。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

適度放寬資金與投資活動上的管制，致力於研擬出更優惠的稅賦制度，吸引法人

投資者進駐，讓在其他市場掛牌交易的台灣公司股票交易量，有機會回流到台灣

市場，至少可以營造出一個具有足夠流動性、無投資障礙的市場，與香港市場平

起平坐，使雙方市場共享國際化所帶來的雙贏成果。 

二、 降低交易成本，提升流動性，期許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吸引力的市場 

企業於海外上市、籌資，絕大多數是為了追求低交易成本及高度的流動性，

Foerster 與 Karolyi(1998)便指出，在 52 家在美國雙重掛牌的加拿大公司樣本中，

買賣價差顯著減少的情況集中發生在總交易量大幅外移至美國市場的股票上，該

現象極有可能是因為加拿大市場的造市者為吸取掛單量，降低該批股票的交易成

本，以求改善市場流動性，以聚集投資人於多倫多交易所交易。因此，為了降低

交易成本以提昇我國市場的流動性，市場開放程度、徹底杜絕內線交易、加強投

資人保護措施、資訊更透明等等，都是政府當局未來可以積極耕耘的目標。 

目前不少國際證券市場都朝自由化發展。例如美國自 1990 年代以來、倫敦

於 1986 年以來大幅鬆綁市場的管制。東京交易所於 1999 年將當地掛牌規定放鬆

後，於該市場掛牌的總家數高出一倍以上29。就台灣與香港的市場開放程度作比

較，香港市場要求資訊充分揭露，給予投資人自行作決策的權力，十分尊重市場

機能，台灣則偏重主管機關的監管與把關，但篩選優質上市企業以保護投資人權

益之出發點之下，無形中使得行政作業較為繁複。30大陸近年來亦體認當全球逐

漸走向管制鬆綁的現象，進行一連串「股改」活動，因此我們建議我國更應提高

資訊揭露的透明度，並開放資本市場，以鼓勵企業來台交易與上市。 

在市場規模大的地點上市，企業能贏取國際能見度、提高聲譽。從市場上

                                                 
29 資料來源：Katsuhiko Okada and Takashi Yamasaki, 2005, Exchange Listings in Japan– New 

Evidence against Managers’ Opportunism Hypothesis., 

(http://www.b.kobe-u.ac.jp/publications/dp/2005/2005_28.pdf) 
30康曉龍，台商回台或赴港上市面面觀，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2004 年 11 月，頁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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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總市值該指標比較市場之規模，香港市場的市值仍遠高過台灣31。就股權

結構分析，台灣股權結構以散戶為主，而香港市場則以機構投資人為主。在投資

者權益保護的課題上，根據 World Competitive Yearbook(WCY)於 2004 年公告的

數據，香港在金融體系法制評價、內線交易評價與投資人保護程度評價上皆比台

灣出色。以上顯示欲與香港競爭，台灣在法規完善程度、資訊透明度要求與投資

人保護的議題上，仍尚待進一步的改善。 

Maureen O' Hara32指出未來交易所的功能主要以提供「流動性」給上市公司

為主，證券市場必須擁有提高交易量的能力，如果能將焦點放在交易面，致力於

提高交易市場的流動性，將能在競爭劇烈的環境中脫穎而出，成為吸引國內、外

的掛單量，並提供投資者高度流動性的證券市場。主管機關的眼光不應只著眼在

吸引台商回來上市上櫃，而更應該提昇自身的投資環境、降低法規障礙，以聚集

全世界的資金來台灣籌措與投資。 

總而言之，既然大型的跨國企業為了強化本身的國際競爭優勢，將資金朝海

外投資，為全球化之下無可避免的未來趨勢，政府優先的因應措施為，檢討現今

法規環境是否有不合時宜之處，追求一個更自由化、國際化的資本市場，放寬不

必要的管制，營造優良的投資環境，以吸引企業來台灣從事籌資與交易活動。交

易所與櫃買中心在上市面的實際作法則可以包括:新市場或新類版的成立、新商

品的創新、承銷制度簡化、上市資格與大股東集保制度放寬，在交易面的建議措

施則包括:提供投資人可便利交易國外證券以及可供國外投資人參予我國資本市

場的交易平台、提升 ETF 流動性、增加委託種類、延長交易時間、提升電腦處理

技術、營造適合法人交易的環境與系統等。建議主管當局以及證券交易所、櫃買

中心能將焦點著重於吸引國內、外的掛單量，吸引法人投資者進駐，拓展市場規

模，成為具有足夠流動性的市場，強化我國資本市場的競爭優勢。 

三、 獨立監管角色，交易所與櫃買中心轉型為服務型態 

台灣證券市場在國際化的浪潮中不但無法置身其外，也面臨區域市場競爭的

極大挑戰。在全球競爭下，證券交易所與櫃買中心不再是獨佔事業，因此必須以

有效率的企業方式經營。許多交易所因而採取去中立化（demutualization）的方

式來加強競爭力，逐漸將決策權轉授予外部投資人，以專業經營團隊取代交易所

會員，來增進交易所的效率和獲利能力。 

過去證券交易所的獲利來源主要為掛牌費用、會員費和銷售資訊服務、交易

手續費。前兩項獲利來源的重要性在科技化的時代已逐漸下降。尤其是隨著公司

                                                 
31交易所市值資料取自台灣證券交易所網站，為 2006 年 11 月之資料。 
32Maureen O' Hara , Designing a Financial System for the Millenium, CMRC 1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Proceedings 



 

 68

可以選擇於海外掛牌等壓力，交易所之間的競爭日趨激烈下，交易所可能必須被

迫降低掛牌費用。同時，會員費用也必須降低，因為證券經紀自營商發現在多個

交易所交易，比起侷限於單一交易所交易來得好。科技的進步使得資訊成本降

低，減少了提供資訊服務該項獲利來源的比重。最後，交易手續費成為交易所最

重要的獲利來源（Aggarwal，2002）。因此我們更應營造出一個低交易成本、高

流動性的國際市場，以吸引全球資金來台籌資、投資與交易。 

交易所與櫃買中心必須成為一個具競爭力的組織，致力於降低交易成本，以

迎戰國際化的競爭壓力，並提供客戶最佳的流動性服務。交易所與櫃買中心從身

兼監管責任的角色，轉變成向投資人與企業提供專業、高品質服務的營利機構，

儼然成為全球化之下的必然趨勢。許多主要證券交易所已紛紛切割監管功能，朝

「公司化」發展，有些更進一步於本身交易所掛牌上市，由傳統會員制的結構，

轉變成追求「公司化」後的交易所股東利益極大化。例如赫爾辛基、阿姆斯特丹、

雪梨等交易所都已轉變為私人營利企業的結構，積極提昇該交易所本身競爭力，

致力於利潤之提升與成本之縮減。 

NASD 在 2000 年去中立化，並創立兩個子公司：NASDR 負責法規，Nasdaq
則負責商業交易，以減少利益衝突。當 Nasdaq 準備要公開發行時，NASDR 和

Nasdaq 之間的區隔性變得更明顯，NASD 在 2002 年被分割出去，提供其他交易

所法規服務。建議我國證券交易所與櫃檯買賣中心可借鏡國際經驗，將其法規功

能外包給獨立的第三者機構，切割原有的監管功能，交易所與櫃買中心則可專注

於提供高流動性的服務，致力於降低市場上參與者的交易成本，鬆綁交易面、掛

牌面等諸多限制，以便企業從事籌資活動，亦可降低投資人的交易成本，使組織

定位轉變為流動性服務的提供者，朝「公司化」邁進，進而上市，追求股東利益

極大化，成為具區域競爭能力與高度流動性的資本市場。 

四、 提升債券市場之競爭力，兼顧股市與債市之長期發展 

企業具有擇時發行新證券的能力，因此政府應該同步思考致力培植國內債券

市場，提高債券市場的流動性。長久以來，政府與投資人的關注焦點始終以股票

市場為主，目前國內已維持數年的低利率環境，若配合債券市場流動性的提昇，

以及積極鼓勵國內、外企業於台灣發行債券籌資的相關措施，將可能讓我國債券

市場的發展更推上另一波高峰，兼顧我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的長期發展。 

五、  積極進行策略聯盟 

最後，建議交易所能積極促進與世界其他主要交易所之間的策略聯盟，簽

訂合作備忘錄 (MOU)。策略聯盟的優點在於，在確保本身存在之下，又能增加

產品創新的空間，統合技術、提高公司掛牌意願和降低投資人交易成本。交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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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策略聯盟在國際間十分常見，如 Euronext。Aggarwal(2002)指出，交易所

可以經由證券交易所之間的策略聯盟和合資來達到產品創新並能提高獲利能力

與縮減成本。以 Bolsas 當地的交易所為例，當其面臨許多藍籌股公司紛紛到紐

約或倫敦證交所掛牌時，當地交易所的交易量和掛牌數銳減，於是 Bolsas 形成

聯盟作為因應之道，統合交易技術、會員、掛牌需求和下單執行，以達成最終目

標—增加利潤和減少成本，各聯盟成員之間的交易手續費也能趨於標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