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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企業跨國上市的動機與決策因子分析 

台灣資本市場正面臨嚴峻的挑戰，企業在國際的競爭下，也不斷地將資金透

過各種方式迂迴轉進海外市場。為了提出根本解決之道，我們有必要先瞭解企業

海外佈局的成因為何。我們將依序回答以下幾個問題，包括哪些企業傾向於海外

上市？為何企業選擇全球上市？企業偏好在哪些股市上市？ 

 

第一節、哪些企業傾向於海外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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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出走的企業是否具有某些相同特徵或產業特性。從學

術文獻來看，Saudagaran (1988)、Biddle與Saudagaran (1989)以及Saudagaran與
Biddle(1992, 1995)等文獻探討公司跨國上市決策的決策因素時，所共同提及的變

數便是會計制度、掛牌與相關法規管制以及自願性資訊揭露的要求，他們發現當

海外市場與母國市場之間會計規範與法律規範差異性越大，企業的管理者越不喜

好至該海外市場上市。由於會計、法規、資訊揭露程度這些變數的在各市場之間

差異性，將增加企業跨國上市時的困難度，提高了企業海外上市的直接與間接成

本，因此這些文獻指出，唯有公司市值大、外銷金額佔總銷貨金額的比率高的企

業，方較能負擔該項因跨國上市的額外資訊揭露的成本。 

Pagano、Randl、 Röell 及 Zechner（2001）以及 Blass 及 Yafeh（2001)的

研究結果皆支持 Saudagaran (1988)、Biddle 與 Saudagaran (1989)以及 Saudagaran
與 Biddle(1992, 1995)的見解。他們發現高成長性、高潛力、研究發展費用（R
＆D）密集、屬於高科技產業以及具有高度出口導向的企業赴國外掛牌上市的傾

向較明顯。其中，高科技企業可能是出自於招攬產業人才的動機，而選擇至該

產業專業菁英之聚集處上市；亦有可能是因為美國等市場的投資人對高科技產

業較不陌生，資訊不對稱的問題可能較輕微，企業赴這些海外市場上市，從而

能吸引較多的海外投資者。Pagano、Röell 及 Zechner(2002) 分析 1986 年到 1997

年期間歐洲公司跨國上市的整體趨勢，也提出一致的證據，他們指出海外籌資

的公司具有規模大、高研究發展支出、在上市前具有高外銷比率等共通點。就

台灣的情形來看，近年來，跨國上市與籌資的台灣企業的確也具有以上特性;多

半是具有較大規模的高科技產業，其獲利來源亦多為出口外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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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essens 等人（2003）提供了一個關於「哪些企業從哪些國家赴他國上市

與籌資」的深入分析結果。除了前段曾提及的外銷比例高、公司規模大等特性，

Claessens 等人亦提及流動性與股價較高，以及具有良好營運績效的企業，較具

有跨國上市或跨國籌資的傾向。Sarkissian 與 Schill(2003)使用一段相當長的事

件期（掛牌當月前、後各十年），觀察企業長期資金成本的變化。在來自世界

多國的 1,298 件海外掛牌案中，平均資金成本降低 2.5%，其中，產品出口比重

極高的企業從資金成本降低的幅度最大， Sarkissian 等人以資訊的構面及投資人

熟悉成度來解釋該現象，跨國上市之前，企業產品外銷的比重越大，越為國外

投資人所熟知，因此企業由跨國上市決策中能獲益越多。 

高外銷比例、高度倚賴產品出口的企業傾向跨國上市的現象，除了可由資

訊面以及投資者熟悉程度的面向來解釋，追求產品市場上的成長機會亦有可能

是企業海外上市的主要動機。從美國的情形來看，美國的二大交易所 NYSE 及

NASDAQ 的上市費用相較於台灣或香港為高，但該兩大交易所仍為全球大企業

所夢想的掛牌上市處。Doidge(2004)等人就認為，成長機會(growth opportunity)
是公司決定赴何地上市的關鍵考量4具有強烈出口導向的公司傾向跨國上市之證

據，可以由 Stoughton、Wong 及 Zechner(1998)建立的「產品市場外溢效果」

（product market spillovers effect）該項假說來解釋。該假說預期跨國上市的公司

能夠大幅刺激外銷比例的上升，因此許多學者研究是否具有強烈出口導向的企

業選擇海外上市的可能性較高。因為企業得在本國以外的市場掛牌，可以傳達

給消費者該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具高品質的訊息。跨國上市隱含著市場份額的上

升與未來獲利能力獲保證等期許，並傳達給投資人關於管理者決策能力優秀、

公司具可靠性等正向訊息，向企業的供應商樹立值得信賴的形象（Pagano、Randl、 
Röell 及 Zechner，2001；Pagano、Röell 及 Zechner，2002)。在實證上，大多公

司在跨國上市後，銷貨成長率及利潤皆顯著上揚的證據亦與該假說一致，「產品

市場外溢效果」對於注重企業聲譽的產業格外重要。 

 

 

第二節、為何企業選擇全球上市與籌資？ 

     探討跨國掛牌企業具有的產業或公司特性之後，本節檢視過去學術領域曾

提及的數項理論依據來解釋企業於海外上市或籌資的行為，並歸納出企業海外籌

資的優點，企業可能為了追求這些裨益而選擇至海外上市。 

                                                 
4沈中華、王偉芳，香港上市與台灣上市上櫃的比較，證券櫃檯月刊，No.116，p.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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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破投資藩籬、分散企業風險：市場分割假說 

    跨國上市體現了金融市場正面臨的全球化潮流，而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正在於

國與國之間投資壁壘的撤除。最早學術界是以「移除投資邊界，降低企業的資金

成本」作為解釋企業資金外移現象的主流，該理論被稱為市場分割假說(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也可由國際資產定價模型（international asset pricing 
models；IAPMs）來解釋。Subrahmanyam（1975）的研究文獻指出，打破原有的

投資藩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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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上市為

國內公司提供了一個「退出」母國市場，轉戰國際市場的途徑，使得國內公司可

以規避國際間投資壁壘對企業所造成的限制。 

Errunza 與 Losq(1985)、Alexander、Eun 與 Janakiramanan(1987)的研究指出:

企業若不跨國上市，各國間的投資限制將導致市場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企

業的跨國上市行為跨越了原先國與國之間的投資疆界，能使股東的必要報酬率降

低、股票價格上漲。簡而言之，企業可能是藉由跨國上市來達到拓廣投資人組成

面、打破國與國之間的投資藩籬之效果，進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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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人的風險被有效分散，可因而降低向企業要求的風險溢酬(Errunza 與 Losq 稱

該風險溢酬為「super premium」)，資金成本便得以降低。當公司現金流量的折

現率（即公司的資金成本）降低，公司價值上升，使投資大眾重新評價(revaluation)
該標的股票，股價因而上揚。 

由於企業跨國上市可以有效降低國外投資人投資該企業的藩籬，能顯著拓展

該公司投資人組成結構。不少學者(Stulz，1999；Martin 與 Rey，2000；Lombardo
與 Pagano，1999)皆提出企業可利用海外掛牌而達到增加國外投資人族群的效

果，透過拓展公司的投資族群，可以達到風險共享（risk sharing），進而降低該公

司的資金成本（Karolyi，1998）。 

Jayaraman 等人(1993)、Foerster 與 Karolyi（1993 年及 1999 年）的研究重

點著眼在其他國家於美國交易所上市後的風險暴露程度是否有顯著變化。該三篇

研究分別發現在跨國上市之後，企業對母國市場的貝他值下降，或是企業對於全

球（或美國市場）的貝他值變大的現象。這項實證證據支持「市場分割假說」的

主張，企業往往能運用跨國上市以有效分散本國市場的風險。 

在「市場分割假說」成立之下，由於投資障礙的移除，將可使資金成本下降，

當其他條件不變，且證券市場能有效地取得與解讀資訊時，資金成本降低將立刻

反映在股價的上漲。因此部分學者使用事件研究法來檢驗跨國上市的決策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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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之間的關連性，Foerster 與 Karolyi (1999)及 Miller(1999)皆屬於該類型的研

究，並皆以宣告 ADR 發行當天作為事件日。其中，Miller 處理 1985 到 1995 年

該期間 181 家首次 ADR 發行企業的樣本，發現在事件日前、後平均具有 1.5%的

正向異常報酬率，來自新興市場的企業股價對於 ADR 計畫宣告的反應尤其明顯

（1.54%），Miller 特別指出，來自設有嚴格資金流量管制的智利企業在美國掛

牌後的異常報酬率相對較高，提供雙重掛牌的確能有效排除國際間投資障礙之證

據。Foerster 與 Karolyi 的研究則使用週資料研究 150 家於美國跨國上市的企業在

掛牌前一年、掛牌當週、以及掛牌後一年的期間是否有累積異常報酬率（cumulated 
abnormal return），實證結果顯示整體樣本企業股票在掛牌前一年具有 19%的高異

常報酬，反映著海外上市之前股東所要求的高報酬率。在掛牌當週則有 1.2%(以

企業母國貨幣計算)的正異常報酬，該股價上漲反映著重新評價的效果

(revaluation effect)，反映著投資人因為投資障礙的移除而降低所要求的投資報酬

率。掛牌的後一年則具有 14%的負異常報酬，但是掛牌並同時發行新權益證券籌

資的企業股價下降幅度較小。 

    依照「市場分割假說」的主張，股票市場的自由化（liberalization），應伴隨

著企業資金成本之降低，然而如何量化資金成本一直是學術研究上的一大難題。

Kim與Singal (2000)發現，新興市場的資本市場展露開放趨勢的當月份，該股票

市場呈現異常高報酬，但該研究的缺點在於，並未控制在新興市場開放過程中其

他經濟改革措施的可能效果。Henry(2000a)亦發現發展中國家開放國內市場予國

外投資人投資時，股票明顯上漲。Bekaert與Harvey(2000)則使用股利殖利率

(dividend yield)作為股東要求報酬的近似衡量值(proxy)檢驗市場自由化之前（前

7到36個月）與市場自由化之後（後4到34個月）企業資金成本的變動幅度。他們

發現，股票殖利率在市場開放之後較先前降低了5到90個基本點(basic point；bp)
不等，反映出企業跨國上市行為之後，資本成本顯著降低的現象。 

Errunza與Miller（2000）採用與Bekaert、Harvey(2000)相似的事件期長度，

進一步檢驗來自32個國家、126家公司發行ADR案的樣本，發現宣告發行ADR之
前的期間(-36個月到-7個月)，相較於ADR之後的期間（+4個月到＋36個月），

投資人長期持有（buy and hold）標的股票的報酬率下降許多，企業的權益資金

成本（同樣以股利殖利率來衡量）降低42%之多；同時，Errunza與Miller發現宣

告發行ADR的時點附近（-6至-1個月，以及宣告當月份），公司股價顯著上揚，

這個現象可以從資金成本的下降使公司價值隨而提昇的角度來解釋，亦即所謂的

「重新評價效果」。該發現支持「市場分割假說」，打破投資藩籬、資本市場自

由化的確能帶來經濟上的裨益。Karolyi(1998)則提供一項跨國掛牌後，由於企業

對母國市場的貝他值變小而使資金成本下降幅度的估計值。其檢測結果指出英國

除外的歐洲公司之資金成本在美國掛牌後下降大約33個基本點，亞洲公司的資金

成本所能降低的空間更大，高達207個基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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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s、Strickland與Zenner(2005)總結其研究發現支持「市場分割假說」。其

樣本期間為1980年到1996年，在該樣本中，有81家來自已發展（developed）市

場以及105家來自新興市場、並於美國主要交易所NYSE或NASDAQ以ADR形式

掛牌的企業。透過計算出公司的投資相對現金流量的敏感性5，Lins等人（2004）
發現企業成功地藉由跨國掛牌該渠道，接觸本國以外的國際市場，使得企業較不

受信用限制（credit-constrained），尤其來自新興市場的企業，其投資相對現金

流量的敏感程度在赴美國掛牌之後降低幅度更為顯著，並且赴美國掛牌之後，新

興市場的企業緊接著進行籌資活動的情況相較來自已發展市場的企業更普遍。但

值得注意的是，Lins等人也發現，採用La Porta、 Lopez-de-Silanes,、Shleifer、與

Vishny (1997，1998)所編制的各國法律保護程度指數之下，來自法律保護程度評

等分數在中等之下的國家，透過在美國掛牌，其投資對現金流量的敏感度的減少

幅度往往更高。 

早期蔚為主流學說的「市場分割假說」近來卻無法解釋某些現實世界中的資

本市場現象。Karolyi(2006)統整當前學術界針對「市場分割假說」提出的五大批

評6：首先，假如企業可以透過跨國掛牌消弭國際間投資的疆界，將資金成本顯

著地降低，為何仍有許多企業仍舊選擇留在本土市場而不在全球其他市場上市與

籌資？Doidge等人(2004)便曾指出，留在本國資本市場而未跨國上市的公司家數

約為跨國上市公司家數的10倍。其次，在美國與加拿大兩大證券市場之間已經達

到高度整合性，依照該假說，加拿大企業於美國跨國上市應該不會產生明顯的股

價正向反應，但實際上卻觀察到加拿大企業跨國至美國交易所掛牌而引起的正向

股價反應在長期而言仍存在（如：Jorion與Schwartz，1986、Mittoo，1992a及2003、
Doukas與Switzer，2000等文獻)，這意味著或許仍有其他學說可以解釋企業跨國

上市所產生的溢酬。第三，先前許多支持「市場分割假說」的實證研究，多半採

用事件研究法來檢驗是否跨國上市的確帶來正向的異常報酬，但這些事件研究的

檢驗，樣本規模多半並不大，並且所發現的正異常報酬亦不非常高（根據Miller，
1999的實證結果，只介於1%至2% 之間)。第四個學界的批評則是認為「市場分割

假說」無法合理解釋跨國上市行為在時間序列（time-series）上的趨勢。假設企

業的確透過跨國上市此舉，獲取消除投資障礙、降低資金成本的淨利益（net 
benefits），隨著企業爭相效仿的行為，資金成本降低的益處應該隨著時間而遞

減，從而企業選擇美國作為海外上市地的件數應該會下降。然而，Karolyi(2006)
卻觀察到過去十年之內，國外企業赴美國上市的案件有增無減的現象。最後，學

者批評「市場分割假說」並無法解釋為何在交易所上市的股票會具有較高的跨國

掛牌溢酬（cross-listing premium）（Miller，1999），亦無法解釋Foerster 與Karolyi
（1999)所觀察到的：在跨國掛牌並發行新股籌資相對沒有發行新股籌資的跨國

                                                 
5 Lins 等人（2004）控制市帳比（market-to-book ratio）等因素，使用季資料的「投資/總資

產」比率相對於「自由現金流量/總資產」比率，衡量投資相對於自由現金流量的敏感度。 
6 五大批評當中，其中有部分見解已於 Stulz(1999)的文獻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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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行為具有較輕微的股價下滑情形。 

二、 改善公司治理及減緩內部人代理問題：法律約束假說 

    新一波學術研究挑戰了「市場分割假說」，他們認為企業因跨國上市而使資

金成本降低的原因，與投資藩籬的消除較不相關，而應從公司治理的面向來討

論。具控制權的大股東或管理階層（兩者可統稱為「內部人」）容易因為追求本

身的私利，而非追求全體股東價值的最大化而作決策，因此該二族群與一般投資

大眾之間，容易產生嚴重的「公司內部人代理問題」（the agency problem of 
corporate insider discretion），因此需要完善的公司治理制度來制衡。內部人代理

成本在學術文獻中已被廣泛討論，如：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
Vishny，1998、1999、2002 等文獻皆有詳細分析與論述，在此不多贅述。從該

角度來看，公司在法規體制完善、投資人保護程度高、嚴格禁止內線交易、資訊

揭露要求程度高的市場掛牌，具有資訊內涵效果，顯示公司控股股東與管理階層

自願受規範，願意放棄一己之私利、顧全少數股東權益，追求公司整體價值最大

化，使代理成本降至最低的決心。是以，公司治理制度的優劣亦屬於公司跨國上

市決策的重要考量範疇，此即「法律約束假說(legal bonding hypothesis )」之核

心主張。 

企業可以經由自願地在法律規範完善、投資人保護制度較周密的市場上市來

減少公司治理成本，降低代理問題，從而進一步吸引更多投資者（Coffee，1999
及 2002；Stulz，1999）。Coffee 提出企業可以透過三種美國市場在法律上的機制

來「管束」企業的大股東與管理者，包括服從 SEC 的法規，遵循一般公認會計

準則(GAAP)、強調資訊揭露程度，以及使投資人得以藉由某些在母國市場欠缺

的法規，向企業提起低成本且高效率的集體訴訟案(Karolyi，2006) 。Coffee(2002)
則分析 Foesrter 及 Karolyi(1999)針對跨國上市的實證研究結果，認為一些亞洲國

家在美國市場雙重掛牌的長期報酬率較高，是因為這些亞洲國家原先的公司治理

制度仍未發展成熟，原本代理問題較為嚴重，不利於企業的少數股東，是以這些

來自亞洲的企業一般而言可以從海外上市的決策降低更多的代理成本，這些優點

因而反應在股價的大幅上漲。Stulz(1999)詳細解釋企業如何藉由海外上市的行為

降低權益資金成本。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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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lz 另外提及，在法規體制相對完善的國家上市，可能有更積極的大

群新股東監督公司、投資銀行與董事會的協助監控等裨益。 

在具有相對嚴格規定及標準的市場上市，可以作為宣示其公司具有較高品質

的訊號(Cheung 與 Lee，1995 以及 Fuerst，1998)；Blass 及 Yafeh（2001）也提

出一致的證據，他們使用 1990 至 1996 期間以色列公司在美國及特拉維夫交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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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PO 樣本資料，研究公司欲公開發行時，如何在本國交易所與世界的主流大交

易所之間作抉擇。由於以色列本土市場屬於銀行體制主導的經濟體，在證券承銷

方面，銀行干預程度高，較不利新證券的發行；相較之下，美國的承銷商聲名遠

播，並且在財務報表審計、債信評等機構、證券分析師數量與預測品質等方面，

皆素有好評，因此 Blass 及 Yafeh 發現，為數甚多的高品質與高創新的以色列企

業，不在祖國交易所上市，而選擇在投資人保護程度高與高市場紀律的交易所上

市，可向投資人傳遞「該企業相較於留在家鄉的公司具有更高價值」之訊息，即

使這樣的上市決策可能使該些企業承擔額外的成本，如：在美國市場 IPO 首日

的股價明顯被低估、公司控制權潛在遭稀釋的可能性等成本。前文曾提及 Lins、
Strickland 與 Zenner(2005)之發現：母國法律環境發展較差的企業透過在投資人保

護程度高的國家（如：美國）能夠大幅降低投資對於自由現金流量的敏感程度，

該現象亦提供「法律約束假說」一項有力的實證證據。 

支持「法律約束假說」的主要實證研究，包括 Reese 與 Weisbach(2001)、
Doidge(2004a，2004b)以及 Doidge、Karolyi 與 Stulz(2004)、Tribukait(2002)、Doidge
等人(2005)等。Reese 與 Weisbach 檢驗外國企業赴美國上市是否為了提升少數股

東權益保護程度。運用他們發現由於在美國上市必須遵循相對嚴格的 GAAP 與

證券法規，社會監督較嚴密，管理階層牟取私利的成本因而提高，使得大股東或

管理者執行不利中小投資者的決策可能性降低。整體而言，企業海外上市的續後

籌資活動支持「法律約束假說」，Reese 與 Weisbach 認為企業海外上市，是經由

管理者權衡私人利益以及公司未來的營運績效後所作下的決策。由於投資人保護

的程度在企業跨國上市後明顯地改變，顯然管理者追求私利的行為會大幅減少，

這將直接使企業營運的效率提升，此外，在代理問題趨於緩和之下，管理者採納

更多淨現值(NPV；net present value)為正的計畫案，將能增加預期的未來現金流

量。他們提出兩項證據支持其預期:首先，他們觀察到母國法律環境較差的企業

在美國掛牌之後，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發行新股籌資的頻率與金額都明顯較高，而

來自法規環境較完善的企業，則以美國市場作為主要權益證券發行地。第二個證

據則是企業幾乎在美國跨國上市後，續後的權益證券發行量皆呈現成長。因此他

們推論投資人權益保護程度為企業海外上市的關鍵因子之ㄧ，但 Reese 與

Weisbach 也強調:在具有嚴格法規體制的市場掛牌，對某些希望藉由發行股票籌

資的公司具有訊息內涵的保證效果，使投資人相信該公司的公司治理品質較高，

因而購買該公司新發行的股票，然而，另一方面，在某種程度上亦可能阻礙一些

對權益資金來源並不具強烈需求的國外企業上市。 

Doidge(2004a)研究指出新興市場的企業股權結構赴美國上市前、後有顯著

不同。他發現，來自新興市場的企業在跨國上市之前，股權結構多半較集中，跨

國上市之後，控制權的變動程度也明顯比來自其他國家的企業高。換而言之，在

原本股權結構集中的情況，管理者與具有控制權的大股東所作決策可能便於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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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利、剝削中小投資人，代理成本較高，透過跨國上市，公司治理可獲顯著改善，

尤其是母國的投資人保護程度較差的企業，顯示出更為劇烈的控制權變動情況。

Doidge(2004b)使用的樣本大小為 175 家發行具投票權(voting)與不具有投票權

(non-voting)兩種股票類型的企業，這些赴美國跨國上市的企業分別來自 20 個國

家，Doidge 觀察這些樣本公司的兩種股票類型之間的溢價（premium）在跨國上

市之前與之後的差異，藉以衡量控制權的大股東享有的私人利益(private 
benefits)。他預期，在「法律約束假說」成立之下，來自中小投資人保護制度較

差國家的企業，具投票權的股票溢價在跨國上市後應會下降，以反映出在嚴格的

法規體制監控之下，公司的控制股東與其他內部人所能攫取的私利，應會減少。

他的研究結果的確支持其預期，具投票權與不具投票權兩種股票類別之間的溢

價，相對於 745 家留在本國市場未跨國上市的企業降低了 43%之多。Doidge 並

以事件研究法作檢驗，在事件期間內，有 37 家公司出現具投票權的股票相較於

不具投票權的股票之間的溢價減少現象。 

Doidge 等人(2004)採用事件研究法檢驗 712 家樣本企業到美國跨國掛牌(包
括在交易所上市、在櫃臺買賣中心（OTC）上櫃以及依美國證監會(SEC)證券條

例第 144a 條進行私募 (private placement)7三種途徑)後的股價反應，並以 4,078
家來自全球各地的公開發行公司作為比較基礎，Doidge 等人以托賓 Q比率

(Tobin’s  q)8作為企業跨國掛牌的溢酬（cross-listing premium）的衡量指標，其

研究結果與「法律約束假說」相一致：在 1997 該年度，樣本企業的托賓 Q比率

相對比較基礎之企業高出 16％，其中，所受規範最嚴格的交易所上市公司之跨

國掛牌溢酬（37%）相較於上櫃、依 SEC 證券條例第 144a 條私募這兩種其他掛

牌途徑更高。Doidge 等人(2004)並驗證，企業自願赴投資人保護程度高的市場掛

牌，是公司內部人權衡企業成長機會與個人私利之後的產物，因此企業跨國上市

行為可被解讀為企業內部人認為跨國上市後，公司成長機會增加的利益大過於犧

牲私人利益的成本。是以跨國上市的溢價可隱含著投資人對該企業未來成長性看

好的預期。此外，Doidge 等人發現，來自法治環境較不成熟國家的企業在美國

掛牌後，透過跨國掛牌行為所帶來的溢酬相對較高。Pinegar 及 Ravichandran(2003)
的研究文獻則發現，企業在海外掛牌不只在事件期間的短期內對股價造成影響，

這個因跨國掛牌行為所產生的溢酬甚至可以持續數年。  

Tribukait(2002)研究墨西哥企業的ADR掛牌與否，是否會對企業盈餘宣告效

果（annoucement effect）造成影響。他發現，企業發行的ADR在美國掛牌，因而

                                                 
7發行商有意籌集資金，增加美國投資者的持股量，可以非公開形式在美國發行及銷售證券，這

種發行形式不能透過任何宣傳，144a 條對持有證券的期限沒有規定，但證券只能售予符合資格

的機構買家。144a 條亦規定發行商必須公開某些資料。 
8 Tobin q 比率為每股股票的價值除以每股股票的發行成本。Tobin q>1 時，代表股票市價大於

發行成本，當股票價格上漲，發行公司容易利用此時機增資發行新股，以籌集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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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較嚴密的法律監督，通常在盈餘宣告時點附近股價才會出現明顯反應，代表

內部人提前處理該公司股票的現象較不嚴重；對照來看，沒有ADR在美國掛牌

的企業，通常在盈餘公開發佈日的前31天左右，股票價格便出現了明顯上漲或下

跌的反應，Tribukait推論該現象應是企業內部人提早獲知訊息並預先進行股票買

賣的緣故。Benos與Weisbach(2004)則將公司內部人代理問題與跨國上市之間的

關連性作了一個極佳的闡述。他們統整不少相關實證研究結果，皆提出一致的證

據，支持投資人保護程度應為企業決定跨國上市的重大考量因子之一。 

在「法律約束假說」的分析架構中，當控制股東因握有控制權而能消費的私

人利益(private benefit)越高，則控制股東排斥在法律體制及公司治理制度完善的

市場上市之動機越強。因為投資人保護程度越高、社會監控功能越強，象徵著控

制股東必須犧牲個人可剝削中小投資者而取得的私人利益。Doidge等人(2005)利
用來自31國、超過4,000家企業作為觀察樣本，針對以上假說作檢驗。他們將控

制股東之所有權作為衡量私人利益高低的指標，發現一家企業選擇海外掛牌的機

率，與控制股東所掌有的控制權及現金流量享有權益皆呈反向關係，支持「控制

股東的私人利益越高，越不傾向跨國上市」之假說。 

部分文獻研究對赴美國掛牌是否真能有效維護投資大眾的權益產生疑慮，例

如Licht (2001a，2001b，2003)指出美國的SEC在強制要求國外證券發行者強化公

司治理制度時，其效率並不佳；Siegel(2005)檢視1995至2002年期間，墨西哥公

司發行ADR的情形。他發現SEC的法律規範對於投資人購買外國企業發行的證券

損失並未能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更驚人的是，自從1933年最早期的美國聯邦證

券法（federal securities laws）頒佈之後，投資大眾向國外企業提起法律訴訟案竟

只有25件。Coffee(2002)則辯駁，儘管訴訟案少，但某些法律訴訟案如：德國公

司Veba AG於2000年9月的判決(SEC判決摘要書974)能引起社會大眾關注，影響

程度十分深遠；並且控告國外企業的案件數目小，亦可能是因為許多案件採用私

下和解途徑解決而造成統計數字有所偏誤（biased）。 

近來的學術文獻如：Ayyagari (2004)、Burns(2004)的發現也十分耐人尋味。

Ayyagari (2004)研究作法類似Doidge(2004a)，但樣本包括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

家。該研究結果並不同於「法律約束假說」所預期的情況：大多數的企業在美國

上市應會從集中持股結構轉變成較分散的股權結構。相反地，她發現相當高比率

的樣本企業在美國掛牌後，仍舊維持高度集中的股權結構，Ayyagari對該現象的

解釋是，企業赴美國掛牌後，可能仍以遵循企業母國的法律規範為準，或適用的

公司治理制度仍與美國本土企業有些許不同，因此公司治理與法律環境成為企業

選擇上市地點的決策中，較不關鍵的考量因素。但Ayyagari觀察到許多企業的控

制股東組成內容在跨國掛牌後改變。由於企業發行ADR帶來增加國際能見度與

拓展投資人族群之利益，ADR掛牌似乎被企業原本的控制股東視為一種轉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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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權的途徑，在控制股東結構發生重大改變的企業中，有45%企業的控制股東身

份換為國外投資人，Ayyagari特別指出，將控制權售予國外投資人的企業，多半

具有規模較小、負債比率低、未來盈餘成長性較高等特徵。這些控制股東改變的

企業在平均而言，資產報酬率(return on assets)具永久性增高的現象，舉債能量

(debt capacity)亦顯著提昇。對照控制權並無改變的企業，則並無顯示負債比率與

資產報酬率增高的趨勢。 

Burns(2004)檢驗他國企業購併美國企業的支付方式以及購併溢價

（acquisition premiums）高低是否與主併(acquirors)有無在美國以ADR形式掛牌

有關。Burns發現跨國上市的他國主併公司(acquiring firm)運用雙方股票交換以支

付購併美國公司價款的情況遠比未在美國跨國上市的企業普遍，此外，平均而

言，前者以本身股票支付的總價款比後者以現金所支付的少10%。這意味著他國

企業於重視中小投資人權益的美國市場上市後，因為少數股權保護程度的提昇，

能使企業進行購併案時的成本降低；從另一角度來看，亦有可能是因為美國投資

者投資主併公司的權益證券時的障礙消除，使得以ADR形式掛牌的企業所支付

的購併價款相對較低。Burns發現，來自投資人保護程度較弱國家的企業，所支

付的購併溢價通常較高，該現象可能反映著被併公司（acquired firm）的投資人

因必須被納入較差的公司治理體系所要求的補償。在「法律約束假說」中，跨國

上市的企業必須遵循海外新市場之嚴密法規與公司治理制度所監督，依照該假說

推論，該種要求額外補償的現象應不再存在，因此這項發現隱含著，在現實世界

中應不止「法律約束假說」這一個構面可以解釋企業跨國上市的決策形成過程。 

其他挑戰「法律約束假說」的文獻包括Pinegar及Ravichandran(2003，2004)。
Pinegar及Ravichandran(2003)處理的樣本資料是兩種股票（具投票權以及不具投

票權）皆以ADR形式在美國交易的墨西哥企業，雖然樣本規模小（只有五家企

業），但卻發現一項令人驚奇的結果：具有投票權的股票相較於不具有投票權的

股票並沒有溢價（premium）存在，該文獻使得過去一些學者使用股票之間因為

投票權不同所產生的溢價，作為衡量公司內部人私人利益的指標之該項作法受到

質疑（如Doidge，2004的研究方法）。Pinegar及Ravichandran(2004)進一步提出其

他不符合「法律約束假說」的一些證據。當依照美國SEC證券條例第144a而進入

美國資本市場的企業行為侵害到投資人權益或違背與債權人約定的條款時，美國

市場在該方面的法律補救措施並不足，尤其當企業母國的法律系統發展程度較

差、並且所有權結構較集中時，情況更為明顯。這些來自新興市場的企業赴美國

上市後，因為投資人保護程度並沒顯著提昇，其Tobin’s q在理論上應該不會上

升。然而，Doidge等人(2004)的實證結果卻顯示相反的證據，這可能意味著這些

企業可能透過「法律約束」之外的機制或管道而贏得跨國上市溢價。Pinegar等人

亦指出，投資人保護程度在公司權橫跨國上市與否時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如先

前學術文獻所宣稱的那麼重要，企業可以採納其他作法如：自願性地揭露更多企



 

 16

業相關資訊等，可能便可取代企業透過在法律規範嚴峻的環境上市，所能帶來的

訊息發射效果。 

三、 緩和資訊不對稱，增加投資群:投資人認可假說 

資訊越透明，則能使投資人取得資訊成本越低，減輕資訊不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或反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風險。學者亦逐漸將

研究焦點擺在企業資訊的透明度。Merton(1987)提出一項創新的假說：「投資人

認可假說」（investor recognition hypothesis），該假說假設企業在跨國上市之前，

可能存在一些資訊不完全或資訊不對稱的問題。藉由跨國上市，企業的資訊環境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獲得明顯改善，可以進一步促進投資人對該企業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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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Merton認為資訊環境的改變應為企業追求海外上市的主要考量之一。Huddart、
Hughes及Brunnermeier (1998)則提出一個模型描述交易所之間的競爭情況，世界

各大交易所為了爭取交易量，除了極力降低交易成本以提昇市場流動性之外，更

極力提昇本身對掛牌企業資訊揭露的要求，彼此進行著資訊揭露程度的競賽，以

求成為最頂尖(race to the top)的交易地點。  

學者會轉朝資訊環境該面向作研究，主要是受到數篇較早期的學術研究作

品所啟發，包括Saudagaran (1988)、Biddle與Saudagaran (1989)以及Saudagaran與
Biddle(1992, 1995)等文獻研究。在這些重要的學術成果中，探討公司跨國上市決

策的決策因素時，他們共同提及的變數便是會計制度、掛牌與相關法規管制以及

自願性資訊揭露的要求，他們發現當海外市場與母國市場在這些變數上的差異性

越大（亦即，會計規範越不同、法律規範差異性越大等等），企業的管理者越傾

向不把該市場列為海外上市的優先選擇。這項發現似乎與「法律約束假說」不一

致。此外，由於會計、法規、資訊揭露程度這些變數的在各市場之間差異性，將

增加企業跨國上市時的困難度，提高了企業海外上市的直接與間接成本，因此這

些文獻指出，唯有公司市值大、外銷金額佔總銷貨金額的比率高的企業，方較能

負擔該項因跨國上市的額外資訊揭露的成本。 

但學者在1990年代所觀察到的現象卻明顯悖離Saudagaran (1988)、Biddle與
Saudagaran (1989)以及Saudagaran與Biddle(1992, 1995)的見解。在這段期間，選擇

在資訊要求程度最嚴格的兩市場NYSE及NASDAQ作為海外上市地的企業不勝

枚舉，不少學者開始研究是否企業能藉由在資訊透明度提高的環境上市，達到信

號發射（signaling）效果，減緩公司內部人與投資大眾之間的資訊不對稱問題。

Cantale(1996)、Fuerst(1998)以及Moel（1999）提出「企業會選擇最適的資訊環境

作為海外上市地，透過信號發射，讓投資人對該標的股票評價更高」的理論模型。

該三篇作品的特色在於皆使用信號發射理論來解釋企業跨國上市的行為，他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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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假設一定程度的資訊不對稱或是市場不完全（market incompleteness）問題存

在9，企業內部的私有資訊無法傳達給不具資訊優勢的投資大眾，企業的股價可

能因此遭低估，企業若選擇在資訊揭露要求高的市場掛牌，因而承擔其他企業所

無法負擔的額外資訊揭露成本，可充當一座與外部投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傳達

出企業具有高品質的信號，以彰顯企業真正的價值。在Fuerst(1998)的分析框架

中，企業利用在市場規範嚴格的國家掛牌以宣示公司品質的訊號，可以反映出企

業未來獲利能力佳、前景樂觀的好消息(good news)。Moel(1999)則運用兩國、兩

權益證券的簡單模型，闡示在該模型中，股票的價格隨著資訊揭露程度的改善而

上升的現象。然而，Moel特別指出，企業的最適（optimal）資訊揭露程度是由

公司面的因子，如：公司規模、公司個別風險(firm-specific volatility）等，以及

市場面的因子（如：資訊揭露環境優劣、所揭露訊息的品質等）共同決定。他預

期，規模越大、公司的個別風險較高、身處於資訊揭露品質較低的環境之企業，

為了達到最適的資訊揭露程度，應會增加己身的資訊揭露。 

部分學者主張，企業在海外市場掛牌上市後，若無發生新的籌資活動，則

「市場分割假說」所聲稱的：透過跨國上市促進市場整合(market integration)可帶

來的較低資金成本並無法實現，唯有發行新證券以籌募資金時，才能實際從資金

成本之降低而獲益。Fanto與Karmel(1997)對多家企業的管理階層進行調查而發

現，多數管理階層將「新資金來源的增加」列為企業追求海外掛牌的主要動機之

一。因此，越來越多學者將研究方向轉而專注在全球權益證券發行(global equity 
offerings；GEOs)的面向上，其主要焦點是為了研究身為全球普遍性的兩個現象：

短期間內，在本國市場首次公開發行(IPO)後的股票價值低估，以及長期間來看，

在現金增資(SEO)之後，股價的表現多半不佳的現象。一家企業的股票同時於多

個市場交易的情形，也吸引學者的關注。Chalinsky與Ramchand（2000）以及

Foerster與Karolyi(2000)皆是檢視企業在GEOs後，短期與長期的股價表現。前者

處理在1986至1995該十年期間進行GEO的438家美國企業的樣本，並將該批樣本

的股票表現與只於本國市場（此指美國）發行權益證券的企業股價作比較。

Chalinsky與Ramchand發現，一般而言，企業發行新股籌資後的股價多半會下跌，

然而，在多個市場發行的企業股票下跌幅度。相較於只在本土市場發行的股票小

了0.8%。雖然，他們同時也指出，同時在多個市場發行股票雖能對股價造成正向

影響，但該好處也會被相對較高的全球發行成本部分抵銷掉。 

運用與Chalinsky與Ramchand（2000）類似的研究方法，Foerster與Karolyi(2000)
檢驗企業在美國發行權益證券籌資之後的長期股價表現。使用的樣本資料為來自

35個國家（主要來自亞洲、拉丁美洲以及歐洲等區域）、共333件包括ADR發行

的GEO案，樣本期間為1982年至1996年。Foerster與Karolyi(2000)發現，平均而言，

在發行後的三年中，這批樣本企業股價比母國市場的類比公司(comparable firms)

                                                 
9 可參見 Merton(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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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了8%至15%。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樣來自存在嚴重投資障礙的國家，發行全球

性權益證券之後，企業在美國主要交易所上市的續後股價表現亮眼，尤其是母國

的會計規範較不完善的企業股票報酬率更高，相反地，依美國SEC證券條款第

144a條進行私募的企業股價表現明顯較差。這項發現並不符合「市場分割假說」，

而是與「投資人認可假說」相一致，反映著企業的資訊環境在跨國掛牌後獲得進

一步改善，尤其是對資訊透明要求程度最高的交易所上市公司，整體資訊環境轉

變最大。Foerster與Karolyi(1999)研究企業所發行的ADR於美國市場掛牌對股票

價格之影響。他們發現企業在跨國上市後，投資人組成庫(investor base)明顯拓

展，支持Merton(1987)的主張。Miller（1999）所觀察到的現象:企業經由交易所

掛牌的途徑相較其他兩種進入美國證券市場的途徑－OTC掛牌或透過美國SEC
證券條款第144a規定進行私募，具有較高的跨國掛牌溢酬（cross-listing 
premium），亦可以由資訊揭露要求程度不同這個構面來思考，該三種進入證券

市場途徑中，於交易所掛牌的資訊揭露要求最為嚴格，因此投資人對交易所掛牌

企業更予以肯定，所以可觀察到投資大眾對交易所掛牌的企業在股價上的正向回

應。 

企業藉由跨國上市可吸引更多國際性的分析師注目，增加國際知名度。增加

國際分析師注目，可降低企業與外國投資人之間的資訊不對稱問題，因此增加投

資人族群的效果。具良好聲望的資訊中介者(reputational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如:媒體、分析師等，在企業海外上市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亦開

始受到學術界的關心。Lang、Lins與Miller (2003, 2004)兩篇文獻研究便極具有代

表性。Lang等人(2003)發現企業的托賓Q比率10與分析師增加數及其預測結果準確

度，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在235家於美國市場掛牌的樣本企業中，相較於來自

28國的4,859家類比企業，這些跨國掛牌公司的平均分析師數目比中位數（4）多

了2.64名，不僅如此，分析師對跨國上市企業股價預測的準確程度亦上升了

1.36%。Lang等人(2004)更進一步驗證，增加國際分析師注意力、提高分析師預

測報告準確度的這兩項優點，對於母國市場少數股東權益保護程度較差的企業更

為攸關。尤其是家族企業或股權結構較集中的企業，具良好聲望的資訊中介者所

能帶來的正向影響程度更深遠。 

一些學者研究美國投資人的投資組合中，持有國外證券的比重，以研究有

在美國掛牌的企業，是否能有效吸引美國投資者購買該企業的權益證券。Edison
與Warnock(2004)研究發現，投資人持有在美國掛牌的新興市場股票的比重，與

該批股票在美國市場的相對市值成比例。Ahearne等人(2004)和Edison與
Warnock(2004)得出類似的研究結果，赴美掛牌的國外企業股票佔美國投資人投

資組合中的較高比重，相反地，沒有在美國掛牌企業的股票持有比重則較低。

                                                 
10在 Doidge 等人（2004)的文獻中，托賓 Q 比率（Tobin＇s Q）被用來衡量一企業因跨國掛牌所

產生的溢酬（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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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er(2004)更發現，美國投資者平均持有跨國上市公司的比重為17.4%，相較

之下，未跨國上市的公司被持有比重只有3.3%。可以從「資訊不對稱」以及已被

學者廣泛討論的「本國偏誤」(home bias)或「模糊嫌惡」（ambiguous aversion）
來解釋上述三篇文獻所觀察到的現象。首先，外國企業若未在美國市場掛牌，則

該企業母國投資人對該企業資訊的瞭解程度必定較美國投資人深入，因為「資訊

不對稱」的問題較嚴重，未於美國上市的企業並不會被美國投資人列為投資標的

之優先選擇。相反地，赴美跨國上市的企業知名度大增，分析師的預測報告數量

顯著增加，分析師的預測品質亦可能提昇，使該企業的資訊透明度提高，減輕原

先「資訊不對稱」的嚴重程度。再者，因為「本國偏誤」導致投資人不喜好投資

不熟悉的標的，較偏好投資其本國市場掛牌的公司股票，而較不傾向投資在其他

證券市場上市的標的企業。在這兩個構面影響之下，當投資人欲投資外國證券以

分散其投資風險，極可能選擇已在該國市場掛牌的企業作為投資標的。 

資訊環境改善可以帶給企業的最大裨益，莫過於Lang、Raedy與
Yetman(2003)所觀察到的：提昇企業自律能力。Lang等人使用依一般公認會計

準則(GAAP)編制財務報表的企業，以及未在美國掛牌的國外企業作為配對樣

本，檢驗赴美國掛牌、採納較嚴格的會計規範及資訊揭露要求，是否會對企業在

母國市場發佈的會計資訊造成影響。該研究結果發現，於美國交易所上市的他國

企業在掛牌之後，較不會積極運用盈餘管理(earning management)的手法，會計

科目的報導也轉趨保守(conservative)，企業所報導的會計資訊與股票價格之間的

關連性變強，當企業營運出現壞消息(bad news)也會即時於財務報表予以揭露。

這些轉變情形與企業掛牌前的會計品質有關之外，亦與企業決定赴美國掛牌有極

大關連性。然而這種轉變並沒有出現在美國上櫃企業或依證券條例SEC第144a進

行私募的企業，顯示資訊品質提昇的效果對於交易所上市企業最為明顯，這顯示

企業轉移至資訊透明程度較高的環境之中，連公司管理階層的行為都會因此發生

根本上的改變，加強企業自律的效果。 

面臨與「市場分割假說」、「法律約束假說」類似的局面，一些學者的研

究證據與「投資人認可假說」並不一致。Chemmanur與Fulghieri（2005）所建構

的理論模型與Huddart等人(1998)不同之處，在於前者認為資訊取得成本的高低亦

必須納入考量範疇，因此，由於必須考量資訊取得的成本，由各交易所自行權衡

取捨最適管制程度(optimal regulation)，各大交易所之間從而存在著一種自然的

區隔，不同資訊揭露程度、不同資訊品質的交易所是得以並存的，而並非如

Huddart等人(1998)所主張：處於競爭狀態的交易所一味地追求最高的資訊揭露程

度。Chemmanur與Fulghieri強調，只有當投資人能以較低的成本取得企業有關資

訊時，企業才得以從在資金揭露要求嚴格或資訊品質良好的市場掛牌而獲益。

Bailey、Karolyi與Salva(2005)檢視來自46國共427家跨國赴美國掛牌的樣本企

業，觀察這些樣本公司的報酬率波動度及交易量在美國掛牌前、後對於公司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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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的反應，是否因在美國掛牌後經提昇的資訊揭露程度而有所不同。一般而

言，在企業赴美掛牌之後，市場對於該公司盈餘發佈的反應的確較劇烈，絕對報

酬率以及交易量顯著增加。令人意外的是，Bailey等人卻發現，即使經過分析師

數目、盈餘預測結果的分歧度等控制，盈餘宣告效果反應最劇烈的卻是來自已發

展國家的企業，以及在OTC上櫃或依144a條進行私募的企業；而並非來自新興市

場的企業，或資訊報導要求程度最嚴格、資訊環境提昇最多的交易所掛牌公司。

該項證據因而引發學者對「投資人認可假說」的疑慮。 

四、 降低交易成本，提昇股票流動性：流動性假說 

公司也可能是為了追求海外市場更佳的流動性而選擇跨國上市。Amihud與 
Mendelsson (1986)提出「買賣價差(bid-ask spread)較小，投資人會因此減低其

股權投資的要求報酬率」之看法，亦即所謂的「流動性假說」。假如企業於流動

性較高的海外上市，因此導致買賣價差縮小，則股東必要報酬率的降低代表公司

資金成本的下降，可以帶來公司整體價值的提升。Mittoo（1992b）、Fanto與Karmel
（1997)、Bancel與Mittoo(2000)藉由向企業管理階層進行調查（survey），發現企

業海外上市的決策多半是為了追求該公司股票的高度流動性。 

Kyle(1985)、Admati與Pfeiderer(1988)以及Chowdhry與Nanda(1991)所提出一

個創新的理論模型，分析擁有資訊優勢的公司內部人、造市者(market maker)與
一般不具有資訊優勢的散戶投資人該三個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前兩篇研究提

出，在該模型中，有能力獲知企業內部資訊的投資人傾向選擇市場上交易量最密

集的時機交易，企圖掩藏自己擁有的資訊優勢，也因此使得交易量大幅集中在某

個時期。在觀念上類似Kyle(1985)、Admati與Pfeiderer(1988)，Chowdhry與
Nanda(1991)卻指出投資人會選擇在交易量最密集的場所交易，也因此將使得交

易量可能叢聚(clustering)至某一特定市場的現象。 

因此，不少學者開始檢驗在跨國上市或ADR發行後的短期間內，交易量是

否真會出現叢聚於某一市場或呈現異常性升高的現象？交易量的提昇是否能造

成買賣價差有效降低？當標的股票的交易量波動性大幅增加時，對股價造成的影

響又是如何？ 

    從加權平均的買賣價差日資料來看，美國公司於倫敦交易所或東京交易所上

市之後，股票流動性往往沒有獲顯著改善（Noronha、Sarin與Saudagaran，1996）。
相反地，大多數針對其他國家企業於美國上市的續後流動性研究，皆發現買賣價

差的降低或標的股票交易量顯著上揚的證據。較早期的研究如Tinic與
West(1974)，他們使用112家加拿大企業作為樣本，發現它們於美國掛牌後的買

賣價差相較於純粹在加拿大市場交易的股票有顯著降低的趨勢，支持跨國上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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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司股票流動性提昇的假說。Smith與Sofianos(1997)的研究結果報導了以下結

果：在128家於NYSE交易所跨國掛牌的企業樣本中，平均每支股票的每日總交

易金額（包括母國與美國NYSE的交易）成長率將近42%（掛牌前為240百萬美元，

掛牌後為340百萬美元）。Foerster與Karolyi(1998)則提供52家已於多倫多交易所

(TSE)上市的加拿大公司在NYSE、AMEX或NASDAQ上市後，不但日內(intraday)
的交易量上升了29%，並且有效買賣價差（effective bid-ask spread）更降低了44

個基本點的實證證據。  

King與Segal(2003)檢驗加拿大企業是否因為赴美跨國上市的決策而產生溢

酬（premium）。一般而言，在美國跨國上市的加拿大企業股價相較於只在母國

（加拿大）交易的企業股價來得高，但只有當股票在美國相對加拿大本地市場具

有較高度的流動性(周轉率較高)時，股票報酬才具有顯著上揚的趨勢，在美國市

場流動性較差的股票，則仍舊維持折價（discount）的情形。然而，高度的流動

性並非「法律約束假說」成立的前提要件，因此這項證據與企業跨國上市決策主

要動機是追求高度股票流動性的假說較為一致。11Foerster與Karolyi(2000)發現，

ADR於美國市場發行之後的報酬率，與標的股票在美國市場上的交易量有密切

關係，雖然他們強調兩者之間並不一定存在因果關係。可能是市場上的高度流動

性導致較佳的股價表現，亦有可能是因為高報酬率而吸引更多投資人交易該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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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因此藉由跨國上市，使得企業股票能同時於多

個市場進行交易，希望進一步透過全球各大證券市場的造市者(market-makers)為
求吸引投資人的交易量而不斷競爭的過程中，促使達到更高的「價格發現」（price 
discovery）功能。尤其，企業海外上市的新市場，在價格發現的功能上的影響力

也逐漸加深，（Karolyi，2006）。這亦是企業追求高度流動性的可能動機之一。 

    本節的最後，以表格方式呈現以上四大假說內容及其相關重要文獻，表一至

表四依序為：「市場分割假說」、「法律約束假說」、「投資人認可假說」與「流動

性假說」。 

                                                 
11 但 King 與 Segal(2003)亦指出，有可能因為流動性較高，引起美國分析師與投資銀行等資訊中

介者（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的注意力，亦可能造成「法律約束假說」及「投資人認可假說」

所宣稱：透過嚴密監督、資訊更透明達到較高的股票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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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市場分割假說 (market segmentation hypothesis) 
重要文獻 說明 

Subrahmanyam（1975） 打破原有的投資藩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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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er,Eun, and 
Janakiramanan(1987)；
Errunza and Losq(1985) 

各國之間的投資限制將導致市場分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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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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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降低向企業要求的風險溢酬

(super premium)，股票價格上漲（revaluation effect)。

Stulz (1999)； 

Martin and Rey (2000); 
Lombardo and Pagano 
(1999) 

企業跨國上市可以有效降低國外投資人投資該企業的藩

籬，顯著拓展該公司投資人組成結構，達到風險共享（risk 
sharing）效果，進而降低該公司的資金成本。 

Foerster and Karolyi 
(1999) 

樣本企業股票在美國掛牌前一年具有 19%的高異常報

酬;在掛牌當週則有 1.2%，反映著重新評價的效果;掛牌

的後一年則具有 14%的負異常報酬。 

Jayaraman et al.(1993); 
Foerster and Karolyi
（1993,1999） 

企業在跨國上市之後，對母國市場的貝他值降低，或是

企業對於全球（或美國市場）的貝他值變大的現象。 

Miller(1999) 

以宣告 ADR 發行當天作為事件日，在事件日前、後平

均具有 1.5%的正向異常報酬率，來自新興市場的企業股

價對於 ADR 計畫宣告的反應更明顯（1.54%），來自設

有嚴格資金流量管制的智利企業在美國掛牌後的異常報

酬率也相對較高。 

Kim and Singal (2000) 
新興市場的資本市場展露開放趨勢的當月份，該股票市

場呈現異常高報酬，但該研究並未控制在新興市場開放

過程中其他經濟改革措施的可能效果。 

Henry (2000a) 新興市場開放國外投資人投資時，股票明顯上漲。 

Bekaert and Harvey 
(2000) 

用股利殖利率(dividend yield)作為股東要求報酬率的

近似衡量值，檢驗市場自由化前、後企業資金成本的變

動幅度。發現股票殖利率在市場開放之後較先前降低

5~9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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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續） 

重要文獻 說明 

Karolyi (1998) 
英國外的歐洲公司之資金成本在美國掛牌後下降大約

33個基本點，亞洲公司的資金成本下降約207個基本點。

Lins et al. (2005) 以掛牌前後，投資相對現金流量的敏感性之差異來觀察

企業跨國掛牌的利益。來自新興市場的企業投資相對現

金流量的敏感程度赴美國掛牌之後降低幅度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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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法律約束假說 (legal bonding hypothesis) 
重要文獻 說明 

Coffee (1999,2002) 

企業可以經由自願地在法律規範完善、投資人

保護制度較周密的市場上市來減少公司治理

成本，降低代理問題，從而進一步吸引更多投

資者。 

Stulz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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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ung and Lee (1995); 
Fuerst (1998)； 
Blass and Yafeh（2001） 

在具有相對嚴格規定及標準的市場上市，可以

作為宣示其公司具有較高品質的訊號 

Lins et al.(2005) 
母國法律環境發展較差的企業在投資人保護

程度高的國家掛牌後，投資對於自由現金流量

的敏感程度降低幅度較大。 

Reese and Weisbach 
(2001) 

企業海外上市，是經由管理者權衡私人利益以

及公司未來的營運績效後所作下的決策。由於

投資人保護的程度在企業跨國上市後明顯地

改變，顯然管理者追求私利的行為會大幅減

少，這將直接使企業營運的效率提升;在代理問

題趨於緩和之下，管理者採納更多淨現值為正

的計畫案，將能增加預期的未來現金流量。 

Doidge (2004a) 

研究結果發現：來自新興市場的企業在跨國上

市之前，股權結構多半較集中，跨國上市之

後，控制權的變動程度也明顯比來自其他國家

的企業高。 

Doidge(2004b) 

觀察具投票權相對於不具投票權股票的溢

價。來自中小投資人保護制度較差國家的企

業，具投票權的股票溢價在跨國上市後，相對

留在母國市場的類比公司下降 43%，反映出在

嚴格的法規體制監控之下，公司的控制股東與

其他內部人所能攫取的私利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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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續） 

重要文獻 說明 

Doidge et al. (2004) 

以 Tobin’s  q 衡量企業的 cross-listing 
premium。在 1997 該年度，樣本企業的 Tobin’s 
q 較類比企業高 16％，其中，所受規範最嚴格

的交易所上市公司之跨國掛牌溢酬（37%）相

較於上櫃、依美國證監會證券條例第 144a 條

私募這兩種其他掛牌途徑更高。跨國上市的溢

價亦可隱含著投資人對該企業未來成長性看

好的預期。 

Tribukait (2002) 

企業的 ADR 在美國掛牌，受到較嚴密的法律

監督，在盈餘宣告時點附近股價才會出現明顯

反應；沒有 ADR 在美國掛牌的企業，通常在

盈餘公開發佈日的前 31 天左右，股票價格便

出現了明顯變動，表示內部人提前交易的問題

較嚴重。 

Doidge et al. (2005) 

將控制股東之所有權作為衡量私人利益高低

的指標，發現一家企業選擇海外掛牌的機率，

與控制股東所掌有的控制權及現金流量享有

權益皆呈反向關係，顯現當控制股東的私人利

益越高，越不喜好跨國上市的傾向。 

 

 

 

 



 

 26

表三：投資人認可假說（investor recognition hypothesis） 

重要文獻 說明 

Merton (1987) 

假設企業在跨國上市之前，存在一些資訊不完

全或資訊不對稱的問題。藉由跨國上市，企業

的資訊環境獲得明顯改善，可以促進投資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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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資訊環境的改變應為企業追求海外上市的主

要考量。 

Huddartet al. (1998) 

世界各大交易所為了爭取交易量，除極力降低

交易成本以提昇市場流動性之外，更極力提昇

本身對掛牌企業資訊揭露的要求，彼此進行著

資訊揭露程度的競賽。 

Cantale (1996); 
Fuerst (1998); 
Moel（1999） 

使用信號發射理論來解釋企業跨國上市的行

為，在 Merton(1987)的假設：存在資訊不對稱

或是市場不完全之下，企業內部的私有資訊無

法傳達給投資大眾，企業的股價可能因此遭低

估，企業若選擇在資訊揭露要求高的市場掛

牌，因而承擔其他企業所無法負擔的額外資訊

揭露成本，可傳達出企業具有高品質的信號，

彰顯企業真正的價值。 

Foerster and Karolyi 
(2000) 

同樣來自存在嚴重投資障礙的國家，發行全球

性權益證券（GEO)之後，對資訊透明要求程度

最高的交易所上市企業續後股價表現亮眼，尤

其是母國的會計規範較不完善的企業;資訊揭

露要求較低的私募的企業股價表現明顯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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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續） 

重要文獻 說明 

Foerster and Karolyi (1999 
企業發行的 ADR 於美國市場掛牌之後，投資

人組成庫(investor base)明顯拓展，支持

Merton(1987)的主張。 

Miller（1999） 

企業經由交易所掛牌的途徑相較其他兩種進入

美國證券市場的途徑－OTC 掛牌或透過美國

SEC 證券條款第 144a 規定進行私募，具有較

高的跨國掛牌溢酬（cross-listing premium）， 

Lang et al. (2003) 

平均而言，於美國市場掛牌的企業比中位數（4

名）多 2.64 位分析師，並且分析師對跨國上市

企業股價預測的準確程度亦上升 1.36%。對母

國市場少數股東權益保護程度較差的企業而

言，這兩項優點更為攸關。 

Edison and Warnock 
(2004) 

美國投資人持有在美國掛牌的新興市場股票的

比重，與該批股票在美國市場的相對市值成比

例。 

Ahearne et al.(2004) 

赴美掛牌的國外企業股票佔美國投資人投資組

合中的較高比重，沒有在美國掛牌企業的股票

持有比重則較低。可以從資訊不對稱、home 

bias 或 ambiguous aversion 來解釋。 

Lang at el. (2003) 

資訊環境改善甚至可能提昇企業自律能力。較

不會積極操作盈餘管理，會計報導轉趨保守，

會計資訊與股票價格之間的關連性變強，營運

出現壞消息也會即時予以揭露。這種資訊品質

提昇的效果對於交易所上市企業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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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流動性假說 (liquidity hypothesis) 
重要文獻 說明 

Amihud and Mendelsson 
(1986) 

企業於流動性較高的海外上市，因此導致買賣

價差縮小，則股東必要報酬率的降低代表公司

資金成本的下降，可以帶來公司整體價值的提

升。 

Mittoo（1992b); 
Fanto and Karmel (1997); 
Bancel and Mittoo (2000) 

調查結果顯示，企業管理階層多認為海外上市

是為了追求該公司股票的高度流動性。 

Kyle (1985);  
Admati and Pfeiderer 
(1988) 

在其所建構的模型中，具有企業內部資訊優勢

的投資人傾向選擇市場上交易量最密集的時機

交易，企圖掩藏自己擁有的資訊優勢，也因此

使得交易量大幅集中在某個時期。 

Chowdhry and Nanda 
(1991) 

為掩飾自身資訊優勢，投資人可能選擇在交易

量最密集的場所交易，因此導致交易量具有叢

聚至某一特定市場的傾向。 

Tinic and West (1974) 

平均而言，112 家加拿大樣本企業於美國掛牌

後的買賣價差，相較於純粹在加拿大市場交易

的股票有顯著降低的趨勢，支持跨國上市能使

公司股票流動性提昇的假說。 

Smith and Sofianos (1997) 
在 128 家於 NYSE 交易所跨國掛牌的企業樣本

中，平均每支股票的每日總交易金額成長率將

近 42% 

Foerster and Karolyi 
(1998) 

52 家已於多倫多交易所(TSE)上市的加拿大公

司在 NYSE、AMEX 或 NASDAQ 上市後，日

內交易量上升 29%，有效買賣價差也降低 44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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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續） 

重要文獻 說明 

King and Segal (2003) 

樣本資料是於美國主要交易所上市的加拿大企

業。當股票在美國相對加拿大本地市場具有較

高度的流動性(周轉率較高)時，股票報酬才具

有顯著上揚的趨勢，在美國市場流動性較差的

股票，則仍舊維持折價情形。 

Foerster and Karolyi 
(2000) 

ADR 於美國市場發行之後的報酬率，與標的股

票在美國市場上的交易量有密切關係，但作者

強調兩者之間並不一定存在因果關係。 

Karolyi（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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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因此跨國上市，使得企業股票能同時於多個

市場進行交易，希望進一步透過全球各大證券

市場的造市者競爭的過程中，促使達到更高的

「價格發現」。新市場的流動性越佳，則新市

場對於該標的股票之價格發現貢獻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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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企業偏好在哪些股市上市？ 

由於越來越高的國際化程度，企業在本國以外的國家籌資或掛牌上市的現

象屢見不鮮，上一節歸納出產業選擇全球佈局、海外上市的動機之後，本節將

提出下一個問題是：在現實世界中，哪些市場相較於其他市場更具有吸引力呢？

公司決定於何處上市與籌資的背後關鍵因子為何?以下將從公司的立場詳細探

討。 

企業在選擇海外上市與籌資的地點時，納入考量的決定因子有哪些？過去

學術文獻分析企業赴海外掛牌行為的解釋變數，大致可以分為與市場（交易所）

本身相關的因子，以及與市場所位處的國家(或地區)相關的因子。與市場（交

易所）本身特性相關的因子包括：市場開放性、投資人保護程度、會計制度異

同、市場流動性高低、資本市場的規模、法人投資人比重、同業是否已於該交

易所掛牌、與租稅規定等因子。其中，前四項因子分別為本研究討論的「市場

分割假說」、「法律約束假說」、「投資人認可假說」以及「流動性假說」的關鍵

因子。與市場所位處的國家(或地區)特性相關的因子，主要包括：時區差異、

文化異同、經濟發展程度、總體穩定程度以及專業科技人才密集程度等。因此，

本節探討企業決定海外上市地點的關鍵考量因子時，將依該二面向逐一討論。 

一、 與市場特性相關的決策因子 

(一)、 市場開放程度： 如果市場在經濟上的對外開放程度越高，對該國股市

的發展會有正面的幫助（Bekaert 與 Harvey，2000 及 2003; Edison 與

Warnock，2003; Hargis，1998 等）。當企業母國在法規上設有藩籬，

無法有效促進國際化與自由化的推動，則該國企業越有可能透過海外

掛牌以規避祖國在法規環境的干預，獲取資金的籌募與運用上的高度

彈性。目前已有不少國際證券市場顯露自由化的趨勢，美國自 1990 年

代以來市場管制不斷放寬，倫敦亦於 1986 年大幅鬆綁市場的管制；又

例如，東京交易所（TSE）為了鼓勵新興與成長型企業於該交易所掛

牌，於 1999 年八月將當地掛牌規定放鬆後，使得公司欲於東京上市的

難度大為降低，1999 年之後的三年平均公司掛牌家數相較於 1999 年

前三年平均數，高出一倍以上12； 

(二)、 投資人保護程度:一個投資人權利受到保護、內部人交易的禁止與少數

股權的保障程度高的國家，公司亦越偏好至該地發展。Claessens、

                                                 
12 資料來源：Katsuhiko Okada and Takashi Yamasaki, 2005 

(http://www.b.kobe-u.ac.jp/publications/dp/2005/2005_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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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ngebiel 與 Schmukler(2003)指出開發程度較低國家之企業傾向透過

跨國掛牌來使其受到較嚴格的法律規範。一國的公司治理品質越差，

則企業越傾向在外國掛牌上市以保護股東的權益，企業透過於外國交

易所上市，也可達到宣示該企業自願在強調公司治理品質的市場上

市，以展現其重視股東權益的效果(Reese 及 Weisbach，2001)。 

(三)、 會計制度:在「投資人認可假說」的架構中，資訊環境的改善是企業追

求海外上市的主因，因為可以吸引許多原本對企業資訊不了解的投資

人認知與認同，拓展企業的投資族群。會計制度與「法律約束假說」

的關係也十分密切，公司若在會計制度規範較完善的國家掛牌，可藉

由較完整的資訊揭露之要求，使得公司資訊更透明化，因此減低股東

的公司治理成本（Ashbaugh，1997）。然而，另一方面，亦有許多學

者指出轉換整套會計系統必須花費巨額的額外適應成本，當適應成本

超出資訊透明度增加的利益，往往使欲上市的企業卻步；如 Pagano、
Randl、 Röell、Zechner(2001)與 Bancel 及 Mittoo(2000)發現當某國會

計制度與祖國越不相近，企業越不喜歡去該國上市的傾向。因此這項

因素的影響方向是正或負，學者意見十分分歧。 

(四)、 流動性: 公司傾向在具有高度流動性的市場上市與籌資。提供具有流動

性的交易服務通常被企業視為股票交易所的主要功能。流動性佳的市

場其交易成本較低，進而能有效降低企業的資金成本，使整體市場的

交易活動更蓬勃，這便是為何企業與投資者皆極為關切市場流動性的

緣故 (Amihud 與 Mendelson，1986)。13 Henderson、Jegadeesh 及

Weisbach(2006)實證結果發現位於流動性差的國家之企業傾向至具有

高度流動性的市場發行新權益證券。 

(五)、 市場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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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cel 與 Mittoo 於 2000 年針對 305 家歐洲企業所進行的調查，發現

將近六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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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 等人(1999)發現，即使在美國 NYSE
上市費用極高，但 NYSE 相對倫敦交易所(LSE)的國際能見度更高，

可以增加分析師推薦及媒體注目，因此企業仍願意支付較高的掛牌成

本。Henderson、Jegadeesh 及 Weisbach(2006)研究發現，在 1991~2001

的樣本期間，企業在他國市場發行權益證券的比率佔跨國籌資行為的

12.23%。美國是最受歡迎的跨國權益證券發行地，約佔全球跨國發行

股票案的 66%。其次為佔 10%的英國。美國與英國在跨國權益證券發行

                                                 
13一般而言，一個資本市場的流動性可用成交金額(Trading Value)或買賣價差(Bid-ask spread)
兩項指標來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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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導地位，可明顯看出「市場的規模」是企業決定在何處上市並籌

資的一項關鍵決定因子。 

(六)、 法人投資人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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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vido
及 Musalem（2000）檢視 OECD 等 27 國的股市發展決定因素發現，除

了總體穩定程度與法律體系外，機構投資人的比重與股市發展具有相

當大的正向影響。 

(七)、 追隨其他企業的腳步:企業有「模仿」其他企業於海外掛牌上市的傾向，

尤其當位於同產業的公司已在某國上市之際更加明顯。這是因為若該

公司選擇不追隨同業的腳步，有可能會導致該企業在產業競爭上居於

劣勢(Stoughton、Wong 與 Zechner，1999；Pagano、Randl、Röell 及
Zechner，2000)。 

(八)、 租稅優惠程度：企業如在海外上市，通常必須在當地繳稅，在其營運、

生產地也必須負擔營業稅及所得稅等相關稅捐。因此，若本國的租稅

負擔相對於海外市場較重，企業有可能選擇不在本國市場掛牌，而直

接赴其他海外市場掛牌。若稅賦制度較不優惠，亦有可能影響投資人

的投資意願，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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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與位處國家特性相關的決策因子 

除了與市場（交易所）攸關的因素，公司決定上市的地點還跟許多因素有

關，可說是相當複雜的決策。包括：時區差異、文化異同、經濟發展程度、總

體經濟穩定程度、科技程度與專業人才等因素。總體經濟的穩定程度無可諱言

與資本市場的吸引力有密不可分的關係。而公司決定在何地上市，亦可能與專

業科技人才密集處有關，該傾向在高科技產業尤其明顯。以下將詳細介紹與該

交易所位處的國家特性有關的上市決策地因子。 

(一)、時區差距:時區距離與公司跨國上市決策成反向關係，換而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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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化異同:公司傾向選擇文化與企業的家鄉地相近的國家(地區)作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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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上市的目的地。Pagano、Röell 與 Zechner(2001)將歐洲諸國與美國分

成三大文化族群14，發現企業在同一個文化族群中的跨國掛牌頻率，比起

隨機選擇上市地點而高出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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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傾向亦可從減少資訊不對稱的角度

來解釋，例如美國投資人在解讀英國企業的財務報表等相關資訊時，比

起解讀西班牙或法、德的企業資訊較為輕鬆。 

(三)、經濟發展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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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度多以每人平均所得(Income per 

capita)或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來衡量。此項變數與公司

跨國上市或籌資的決策成正相關。如許多歐洲企業選擇至美國與英國上

市（Henderson、Jegadeesh 及 Weisbach，2006），以色列許多企業選擇赴

美國上市（Blass 與 Yafeh，2001）。 

(四)、總體穩定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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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通貨膨脹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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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觀而論，當通貨膨脹率走高，則會窒礙經

濟體的發展，股市亦不蓬勃；政府的財政收支亦對一國總體經濟具有相

對成度的影響力，若政府的支出遠超過收入，因為政府可能會經由資本

市場來補全其財政赤字的缺口，將可能對該國的私部門經濟造成排擠效

果。 

(五)、專業科技人才密集程度:公司決定在何地上市，可能與專業科技人才密集

處有關，該傾向在高科技產業尤其明顯。此項看法與 Blass 及 Yafeh
（2001）的證據一致。Pagano、Randl、 Röell 及 Zechner(2001)探討歐洲

企業於國外掛牌的決定因子，他們發現高成長性(高潛力)、R＆D 費用

高度密集以及屬於高科技產業的企業，較有可能在海外（此指美國）掛

牌上市，企業會聚集至高科技的專業人才密業地的現象可能是出自欲利

用該地的豐沛人力資源之出發點。 

 

 

 

 

第四節、小結 

    為釐清國內企業朝香港等海外市場掛牌的背後動機，本章的第一節提出四

                                                 
14 該三大文化族群分別是:(1)奧地利、德國、荷蘭與瑞士；（2）比利時、法國、義大利與西班

牙；(3)英國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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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理論基礎解釋企業跨國掛牌行為，分別是「市場分割假說」、「法律約束假說」、

「投資人認可假說」以及「流動性假說」，回顧過去文獻，分別指出各假說在實

證上的正、反面證據。然而，由於各個國家與市場的發展程度不同、政府干預

程度亦不同，各國企業海外掛牌、籌資的行為，本就無法從單一理論（假說）

來充分解釋。舉例來說，企業若來自於資金管制嚴格、存在國與國之間投資障

礙的證券市場，可能是為了追求與其他市場的整合性，而赴他國上市，間接避

開本國市場的投資障礙，該情形便可充分以「市場分割假說」來解釋。若企業

的母國與海外上市地點之間已經達到高度的整合性，母國的公司治理環境與資

訊揭露要求程度並不如海外上市地點的時候，則可以從「法律約束假說」及「投

資人認可假說」這兩大構面來看待企業跨國上市的現象。此外，假設企業在本

土市場必須負擔較高的交易成本，流動性也較差，在「流動性假說」的分析框

架中，企業較可能具有赴流動性高的市場掛牌的傾向。 

     本章亦企圖歸納出跨國上市企業的共同特性，國外學者發現具有研究發展

費用高度密集、外銷比例高、公司規模較大、股票價格較高等特徵，以及屬於

高科技產業的企業，較有可能選擇至他國證券市場掛牌上市。這樣的觀察結果，

亦十分符合台灣跨國掛牌企業的特徵。最後，本章列舉與市場（交易所）特性

攸關的決策因子，以及與市場所位處的國家特性攸關的決策因子，盼能有助於

政府主管當局、證券交易所與櫃買中心理解企業外移現象的成因、背後動機，

進而積極構思突破當前困境的根本之道。同時，本章亦可以讓有意赴海外掛牌

上市的企業，明白跨國掛牌此舉帶來的裨益以及必須額外付出的成本，企業決

定海外上市地點的決策因子，亦能幫助管理階層評估諸多證券市場之中，何地

帶給企業跨國上市的利益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