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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交易量可能流向與決定因子 

在全球化浪潮襲捲之下，國內企業逐漸朝多個市場掛牌、多個市場發行證

券以籌資的方向邁進。本研究於第二章討論企業跨國掛牌行為背後的可能動

機，試圖從企業作出海外掛牌決策之前，尋找改善國內基本環境的著眼點。本

章則著重在企業赴海外掛牌之後，企業的母國可以從事哪些努力吸引雙重掛牌

的企業回母國市場交易，甚至可以吸引他國企業掛牌與國外投資人資金之進

駐。因此，本章探討的是，國內企業赴海外掛牌的現象對留在本國市場的企業

有何影響。隨著國際化的過程進行，交易量與資金是否會朝海外市場外移、打

擊本土市場的流動性？抑或交易量與資金會逐漸回流到本土市場，使流動性獲

得改善？又或者企業跨國上市的行為其實可以營造出一個對母國市場、海外掛

牌市場雙方皆有利的雙贏局面呢？本章第一節至第三節將分別就企業於海外掛

牌之後的資金與交易量之可能流向作深入探討，本章第四節則提出決定交易活

動發生地點的重要因子。 

 

 

第一節、交易量外移至海外新市場 

一國企業在全球佈局的考量下，可能出於追求與他國市場之間的整合性、

良善的公司治理制度及高度投資人保護程度，或為了提升企業的資訊透明度、

改善股票流動性等動機，而選擇至國外掛牌，企業國際化的程度因此提昇。對

跨國上市企業而言，其所發行的股票可以在多個市場中被投資人所交易，該股

票交易量會不會因而逐漸集中到新的海外市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對本土企

業及整體本土市場造成的負向「流動性外溢效果」（liquidity spillover effect）
就是國際化企業的交易量外移至他國市場之下，所作用出的產物。 

「流動性外溢效果」意指當交易量湧至一個市場，該市場的流動性改善，

將對其他市場的流動性造成衍生性的影響，影響方向可以為正面，亦可以為負

面。假使一家國際化企業赴他國上市後，由於國外市場的交易成本相對低、並

具有良好的股票流動性，如同 Chowdhry 與 Nanda(1991)所提出的證據，會使得

原先在本土市場交易的投資人移轉（migration）至新的海外市場交易，該國際

化公司在本土市場的交易量銳減。當本土市場在國際化企業的流動性變差之

下，仍需支付龐大的固定費用，將使分擔給國內市場中的本土企業的單位股票

交易成本大為提高，因而傷害該企業在本土市場的流動性，此時便會產生負向

的流動性外溢效果。這隱含著世界各大交易所為了爭取最高的掛單量，彼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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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呈現互相競爭的狀態。另外，當個別企業的流動性會受到所位處的市場整體

的流動性所影響，亦有可能產生流動性外溢效果（Chordia、Roll 與
Subrahmanyam，2000），如果跨國掛牌的企業交易量集中至海外市場，本土市

場的整體流動性削弱，會因此對留在本土市場的企業之流動性造成負面影響。 

Claessens、Klingebiel 及 Schmukler (2002)分析並檢驗 1975 到 2000 年間共

77 國的資料以及起始於 1983 年的個別公司資料，將從事跨國掛牌、跨國交易、

跨國籌資三種活動的企業定義為「國際化」公司，該研究指出驅動這三項跨國

活動的因子，並與驅動本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因子互做比較。其結論為：當一國

的經濟基本面(Economic fundamental)獲改善，當地交易所活動量增加，但企業

為追求較低的資金成本與更具流通性的公司股票，以提升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

力，企業在國外活動比率因此上升，因此經濟基本面發展越成熟，雖能增加本

國交易所活躍程度，但亦加快企業的交易量（資金）外移至他國交易所的速度。

尤其是法律系統較不具效率、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較低，以

及流動性較差的市場，企業交易量分散到海外的傾向越明顯。 

續後的文獻研究結果亦支持上述觀點，Claessens、Klingebiel 及
Schmukler(2004)指出，具有較高所得的經濟體因為有較完善的總體政策、較有

效率的法律系統與較大的市場開放性，能使當地股票市場發展較佳。並且，當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法律與命令之健全度(Law and order)、股東權利保護、

通膨率、政府財政赤字/GDP、資本帳自由程度、總權益資金流動量佔 GDP 的

比率、股票市場自由程度等經濟環境基本面因子發展越佳，不僅能驅動本地市

場發展，同時也驅動了國際化的程度；也就是說，當本國的資本市場發展程度

越高，對國際性的資金及金融服務的需求也大幅增加，當本國市場已無法滿足

日益高漲的需求，企業將轉而投向國外市場募集所需資金或進行交易，使得跨

國的籌資活動隨之提昇。由於國內市場基本面的體質變優，經濟環境各因子的

改善將提高企業對於全球佈局的需求，將加速國際化程度，因此，國內企業為

了提昇本身在國際間的競爭能力，將籌資活動與交易量逐漸分散至海外，成為

無可避免的趨勢。 

Claessens、Klingebiel 及 Schmukler（2002，2004）該二項研究結果在政

策制訂方針上，可有許多涵義，國內市場資本額以及交易量隨著企業海外活動

量遞增而外移，在短期間內，可能對留在本國的企業流動性造成傷害，由於在

低流動性下，交易所仍須支付龐大數額的固定成本(如:結算系統、維持交易)，

這將大幅提高政府培育尚未發展完善的本國交易所時的困難度。Claessens 等人

從各證券市場之間所擁有的比較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s)該面向來分析，處

於發展階段的交易所在籌措資金、上市及提供交易服務上，較無比較優勢，有

關當局應持續改善經濟體的基本面，如:投資人保護措施、當地法律系統之品質

等，以吸引投資人。 

Levine 與 Schmukler(2003)檢驗企業跨國上市的行為透過哪些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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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對母國市場的流動性造成影響。他們檢驗 1989 年至 2000 年之間，

來自 55 個新興國家、共 592 家海外掛牌或發行存託憑證(DR)的企業，以及 2,489
家留在本土市場的企業作為樣本。該文獻指出企業國際化所造成本土企業流動

性降低的兩種管道。第一種管道即所謂的負向流動性外溢效果：在跨國上市後

的企業，該標的股票之交易量呈現外移(migration)至海外市場的現象，並且，

所有跨國上市企業的整體流動性與其他未跨國上市的個別本土公司之流動性之

間具有正向影響關係(即流動性外溢效果)，因此造成本土企業的流動性因為國

際化企業外移而受到傷害。Levine 與 Schmukler 並檢驗國際化企業是否對投資

人而言相對較具吸引力，其結論為肯定的。因此，另外一個對本土企業流動性

具負面影響的管道，則是在本土市場之內交易量的分散（trade diversion）。與

過去文獻中提及的見解一致，由於國際化能提昇企業的可見度、名聲以及營運

狀況的資訊透明度，投資人受到已透過跨國上市而達到國際化的企業所吸引，

投資標的自本土企業轉移至國際化企業，交易本土企業的情況減少，因此本土

企業的流動性再度受到傷害。 

研究負向流動性外溢效果之相關重要實證，有 Moel(2001)及 Karolyi 
(2004)。Moel(2001)檢驗新興市場發行 ADR 對於該國市場發展的影響層面與影

響程度，樣本資料多半來自於拉丁美洲與非洲。Moel 運用「市場開放程度」、

「流動性」以及「母國市場掛牌公司成長數」該三項指標，衡量 ADR 市場以

及企業母國市場個別的每一年的發展程度。然而，對於 ADR 市場及母國市場

在該三項指標上的關連性在研究結果中卻出現分歧的情形：ADR 市場發展程度

越高，則對於母國市場開放程度有正面幫助；然而，ADR 市場的拓展卻會對母

國市場的流動性以及掛牌公司意願造成反向的影響。特別是大規模的企業赴其

他市場掛牌，對於母國市場的不利程度更高。 

Karolyi(2004)從新興市場資料庫(Emerging Market Database)收集來自亞洲

與拉丁美洲的 12 國資料發行 ADR 的企業資料，以個別公司的基礎，衡量企業

發行的 ADR 掛牌於對本身以及其他國內企業的影響。Karolyi 為求檢驗結果的

可靠性，經過控制某些因素（如：亞洲金融風暴、資本市場自由化等等），所

得出的結果卻顯示：跨國掛牌行為的確可以帶給 ADR 掛牌企業本身相當大的

好處，然而卻不會使同市場中的其他企業也同樣獲益。實際上，Karolyi(2004)
發現，未赴美發行存託憑證的樣本企業，在本土市場中的品質遭受大幅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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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資金回流至企業母國市場 

雖然國內企業轉赴其他證券市場上市的現象引發各界憂心，然而，回顧學

術文獻，企業在長期而言，具有集中在單一市場交易的傾向，且多數情況下，

交易量會集中至該企業的母國。因此在我國與其他市場雙重掛牌或多國掛牌的

企業股票交易量，亦有可能發生逐漸回歸至台灣市場的情形。簡單來說，當公

司於海外掛牌的一段期間後，將可能觀察到該公司股票於海外的交易量遞減，

並伴隨著該股票於企業母國的交易量節節攀升，此即 Karolyi 於 2003 年所提出

的「回流假說」(flow back hypothesis)。在這樣的情況下，母國市場的流動性並

不會因企業赴海外上市該行為而惡化。 

    Karolyi（2003）研究於1998年11月由德國的汽車廠Daimler Benz與Chrysler
合併成的 DaimlerChrysler AG 公司所發行的 GRS(global registered share)的個

案。GRS 是一種特殊的證券，投資人得以在全球多個市場以不同的貨幣交易該

證券。DaimlerChrysler AG 公司除了在德國的法蘭克福交易所掛牌之外，該公

司發行的 ADR 亦於 1993 年即可於美國的 NYSE 交易，該公司所發行的 GRS
可同時於該兩大交易所交易。在 1998 年發行 GRS 之前，DaimlerChrysler AG
公司在美國市場的交易量約佔總交易量的 35%，Karolyi 發現該公司在 NYSE 發

行 GRS 的初時雖有極大的交易量，但在發行之後的六個月內，該股票的交易量

明顯回流至 DaimlerChrysler AG 公司母國的法蘭克福交易所，使得法蘭克福交

易所成為該公司股票的主要市場，最終 DaimlerChrysler AG 被移除 S&P500 指

數的成分股之外。 

    Witmer(2006)研究為何公司在雙重掛牌或多國市場同時掛牌的情況下，後來

會選擇於海外下市的原因。他指出，企業海外上市的主要追求目標之ㄧ，就是該

公司股票的高度流動性，若企業於海外新市場的流動性不如預期，將提高企業選

擇在新市場下市的可能性。Gagnon與Karolyi (2004)檢視了581家企業同時在本國

與美國上市的樣本，發現當該企業於海外上市地(此指美國)的流動性不佳以及存

在其他市場摩擦成本時，將嚴重妨礙祖國與海外上市地兩者股價差異的套利活

動，因此，若摩擦成本過高、缺乏足夠流動性，企業的股票交易量會逐漸流回到

母國交易所。 

    Foucault與Gehrig(2002)推論，DaimlerChrysler AG公司交易量回流至母國的

現象，或許與該企業的股權結構有極大的關連性，因為DaimlerChrysler AG於德

國已累積為數眾多的散戶投資人，使該公司股票在法蘭克福交易所保持格外高的

流動性，交易量因此叢聚(clustering)至該交易所。不同於Gagnon與Karolyi (2004)
認為企業股票交易量回流是因為該股票難以吸引國外投資人之看法，Miguel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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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eira(2006)提出另一種角度來解釋跨國上市的股票交易量回流的現象。Miguel
與Ferreira的研究結果顯示，當企業於美國跨國上市後，能有效吸引美國與其他

各國的機構投資人之目光，使得該企業於母國市場的股份的交易量大幅提升，該

股票在母國交易所的流動性因而增高。 

    Halling、Pagano、Randl與Zechner（2004）研究1986年至1997年期間內，111

家歐洲企業於國外上市後，其股票交易量隨著時間的地理分布情形，也發現與

Karolyi（2003）一致的證據。Halling（2004）等人實證結果發現，雖然股票的

交易量可能短暫地從母國市場分散到海外市場，大多數樣本期間的歐洲企業赴母

國以外的歐洲其他國家或美國的NYSE、NASDAQ交易所上市後的短期間(約六

個月)內，可能因為該企業的海外掛牌在媒體上引起投資人的關注，企業母國的

股票交易量反而呈現異常性升高。當拉長觀察期來檢視掛牌的海外市場與母國市

場，可發現相當高比率的海外掛牌公司之股票交易量，最終仍受原先上市的市場

所吸引。這項研究結果代表Karolyi(2003)所觀察的交易量回流母國市場情形，並

非單一特例，而可能是全球普遍性的現象。 

     呼應Foucault與Gehrig(2002) 的見解，Halling、Pagano、Randl與Zechner
（2004）分析企業的交易量為何會回流的原因，是因為企業最初上市的交易所（大

多為該企業母國的交易所）多半已擁有一群龐大數目的散戶投資人(uninformed 
investors)，而通常散戶投資人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高的流動性，使該市場

成為該企業股票最具有流動性之交易地點15，另外一個原因是，投資人十分重視

是否能取得最新、最攸關的資訊（Grinblatt與Keloharju，1999；Coval與Moskowitz，
1999），因此，投資人可能認為在地理上距離企業營運總部最近的市場，能以最

快的速度蒐集到該企業相關資訊，因為企業的營運總部多半設置在企業母國，因

此不管該股票同時於多個交易所掛牌交易，最後流動性最高的市場仍會是企業母

國的交易所。 

 

 

第三節、母國市場與海外新市場的雙贏局面 

關於跨國掛牌企業的續後交易量流向，亦有可能有第三種局面，也就是Smith
與Sofianos(1997)的研究所指出的重要發現：企業跨國掛牌行為，亦有可能產生

對企業母國產生正向的「流動性溢出效果」。 

                                                 
15 Admati and Pfleiderer (1988) ; Chowdry and Nanda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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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與Sofianos(1997)觀察128家在美國NYSE跨國上市的樣本公司，不僅在

掛牌後半年內明顯使交易該標的公司股票之平均總交易金額大幅上揚，在母國市

場的流動性亦有顯著改善的情形：交易金額增加24%（由210百萬美元增加到260

百萬美元），年平均周轉率增加25%(由65%增加到90%)。該證據支持了利用跨國

上市促使全球化進行的過程，可以提昇流動性進而降低公司資金成本的假說

（Stulz，1999） 

    在Smith與Sofianos(1997)的研究發現中，平均而言，企業海外上市行為對於

企業母國市場與新的海外上市地（此指美國NYSE交易所）雙方皆有極大的裨益，

而並非如某些學者所宣稱的「零和遊戲」（zero-sum game）之局面：當股票可在

多個市場交易，其中一個市場的流動性改善，將傷害另一市場的流動性。相反地，

由Smith與Sofianos(1997)研究結果看來，這一波因為全球化而興起的企業赴海外

掛牌風潮，無論對母國市場或新的海外市場之發展皆有極大的推動效果，是一種

雙贏局面（win-win situation）。 

    這樣的雙贏局面，代表企業的母國市場以及海外新市場皆具有高度流動性、

極低的交易成本，國際之間的投資疆界皆已消弭。不同於前兩節所探討的情況，

市場之間的交易量競爭不一定是其中一方贏得勝利，另外一方受到傷害的局面。

當市場分隔(segmentation)隨著全球化、國際化的發展，政府對於資金的管制鬆

綁，使企業與其他市場參與者得以自由地進行投資與籌資行為，支持「市場分割

假說」之主張；另一方面，從「法律約束假說」的面向來討論，面臨全球證券市

場的競爭之下，各市場必會不斷檢討相關法規與制度，以改善公司治理環境、提

高投資人保護程度，以吸引國內、外企業及投資大眾。日益高漲的競爭壓力，亦

能有助於各大證券市場積極改善資訊環境，由資訊不對稱問題的減輕，又能增加

投資人對國外企業的認同感，豐富企業的投資人組合。無論雙方是經由上述哪一

種渠道而改善本身市場的品質，皆能夠大幅提昇各自市場上的流動性，使市場更

蓬勃發展。 

 

 

第四節、決定交易地點的重要因子 

     本節將探討的是，企業在海外掛牌之後，投資人如何從多個可供交易的市

場之中選擇交易地點？可解釋交易發生地點的決定因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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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atkonak與Sofianos(1999)研究企業在海外跨牌後，決定企業股票的交易

量流向的關鍵因子。該篇文獻的樣本資料是在美國NYSE掛牌的254家他國企業，

於1996年度的全球交易資料。Pulatkonak與Sofianos提出三種可能影響企業股票交

易活動發生地點的決定因子，分別是國家相關（country-specific）因子、公司相

關（company-specific）因子以及發行相關(issue-specific)因子。這些因子總共可

以解釋64%的樣本公司在美國NYSE交易量變化情況。其中，影響最為顯著的因子

是屬於國家相關因子的「時區差異」，當其他條件不變之下，「時區差異」具有

40%的解釋能力。這表示著當企業母國與新海外掛牌市場位於同一時區，投資人

在新市場的交易活動會較活躍。母國的佣金費率(commission rate)也是一大關鍵

因子，假如母國的佣金費率相對較低，則爭取交易量時，母國市場較具有競爭優

勢。另一個重要的國家相關因子則是母國為已發展市場或發展中市場（新興市

場），假設母國市場發展程度較高，則標的股票在海外新市場的交易量會較少。

Pulatkonak與Sofianos指出，企業於NYSE雙重掛牌後，與已發展的母國市場相互

競爭掛單量之下，在NYSE的交易量減少幅度達30%之多。因此，本研究將「時

區差異」、「佣金費率」以及「母國市場發展程度」列為決定因子。 

此外， Foucault與Gehrig(2002)及Halling 等人(2004)推論企業的交易量回流

母國市場的主因，在於該企業在母國市場已累積為數眾多的散戶投資人，使該企

業股票在母國市場的流動性特別高（見本章第二節）。Chowdhry與Nanda(1991)
指出，擁有內部資訊優勢的投資人會叢聚(clustering)到交易量最密集的市場交

易，以掩飾本身所具有的內部情報，通常散戶投資人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

高的流動性，因此使散戶的所在市場能成為企業股票最具有流動性之交易地點。

因此，本研究將「母國市場的散戶投資人數目」列為決定交易地點的因子之一。 

Hargis與Ramanlal(1998)發展的理論模型中，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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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均能顯著提昇，企業

跨國掛牌的行為對母國市場的發展便能產生正面影響。這個結論與Domowitz等
人(1998)的見解相呼應。相反地，若市場之間的資訊透明度差，本土市場的流動

性惡化，交易量外移，終將對本土市場的發展造成妨礙。另外一項被Hargis與
Ramanlal視為重要因素的是海外上市地的市場規模與資訊透明程度，因為新市場

的規模越大、資訊越透明，能使企業因跨國掛牌此舉接觸到更多潛在投資人，拓

展企業的投資人組成庫（Merton, 1987; Foerster與Karolyi, 1999），因此改善本國

市場的發展程度。本研究據此將「市場與其他市場之間的資訊連結程度」、「市場

規模」及「海外上市地的資訊環境」列為關鍵因子。 

Baruch、Karolyi與Lemmon(2005)發展出一個全新的理論模型解釋跨國掛牌

企業的交易量在地理上的分佈情形。該模型預測股票的交易活動傾向密集發生在

同儕產業(peer companies)集中的市場。該研究的觀察期間為1995年至2004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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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24國、共251家於美國主要交易所掛牌的他國企業之股價報酬、交易量的月

資料作為樣本，Baruch等人藉由標的企業股票報酬率與市場中其他掛牌企業股價

報酬率之間的相關係數，賴以衡量一個市場中的掛牌企業組成成分與該標的企業

在產業性質上的相似程度。該研究總結，企業在跨國掛牌之後，有相當高比重的

交易量會轉移到與該企業股票報酬率較為相關的市場。因此本研究將「市場中的

證券報酬率相關程度」亦列為考量因素之一。 

證券市場中的流動性提供者(liquidity provider)—造市者(market maker)對於

企業在一個市場中的流動性亦扮演著關鍵的角色。Bacidore與Sofianos(2002)預
測，相對於已發展市場，新興市場與其他市場之間在資訊上的連結較不緊密，而

市場之間資訊連結的關係將決定這些跨國掛牌企業在新市場上的流動性高低

（Domowitz等人，1998）。由於跨國上市的新市場投資人對於來自新興市場的

標的股票較不熟悉，不具有相對資訊優勢，交易所產生的資訊不對稱與反向選擇

風險因而提高。當兩市場中的同一標的股票價格出現差異時，由於新興市場與其

他市場整合度較差，將增加套利者進行套利過程的成本，造市者會因此向來自新

興市場的企業索取較高的交易成本，以補償較高的反向選擇、資訊不對稱風險還

有提高的套利成本等。此外，若新興市場對資金流量設有限制，資金無法自由在

各市場之間匯入與匯出，將提高造市者的存貨持有成本，因此可以預期造市者的

期末存貨中應會持有較少部位的新興市場企業。相較之下，已發展市場與其他市

場之間在資訊上充分連結，透過市場之間的激烈競爭，可以降低股票交易成本，

使已開發市場企業的交易量相對較高，造市者所持有的期末存貨部位亦可能較

多。Bacidore與Sofianos的研究結果的確證實以上預期，他們發現來自新興市場的

企業在美國掛牌之後，出價(quote)的深度(depth)較淺，並且具有相對較高的有效

價差（effective bid-and-ask spread），表示這些股票的交易成本相形較高；同時

他們亦觀察到，造市者持有的期末存貨中來自新興市場的企業股票部位接近於

零。 

Rabinovitch、Silva與Susmel(2003)的研究結果則提供一個重要證據，顯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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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novitch
等人研究來自阿根廷的六家企業，以及來自智利的14家企業，在母國市場以及在

美國市場發行的存託憑證（ADR）的配對樣本。觀察其在母國市場及美國市場的

個別流動性。有趣的是，阿根廷與智利這兩國，雖具有一定的共通特性，例如：

兩國皆屬於新興市場、市場的交易時間皆與美國市場交易時間重疊等，然而，在

Rabinovitch等人的樣本期間內，阿根廷政府（相對於美元）採用嚴格的固定匯率

政策，對於資金流量則採取自由的態度；反觀智利，在匯率管制上採取富彈性的

的浮動匯率(floating)機制，但直到2000年以前，智利對於國外投資仍設有重重障

礙。因此，Rabinovitch等人的檢驗，可說是同步針對匯率上以及資金流量管制上

這兩種政府干預方式分別對企業股票流動性所造成的影響作檢驗。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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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novitch等人（2003）發現，智利的企業在母國市場與ADR市場的報酬率存在

顯著的差異，換而言之，智利對國外投資設限的政策，導致投資人進行兩市場之

間套利過程的困難，因此增加投資人的套利成本。以標的股票的買賣價差平均日

資料，作為套利成本的近似衡量指標時，來自智利及來自阿根廷的樣本企業的套

利成本分別為1.37%與1.14%，表示套利者欲針對智利股票進行套利所耗費的成本

相對較高。此外，Rabinovitch等人的檢驗結果更指出，智利的企業在本身市場及

ADR市場之間的報酬差異性（也就是套利空間）被弭平的速度遠較阿根廷企業的

股票慢，隱含著較高的套利成本則可能使價格調整過程的速度放緩，可能因此導

致較差的股票流動性。 

追隨Rabinovitch、Silva與Susmel(2003)的腳步，Auguste等人(2002)及
Melvin(2003)兩篇續後研究，同樣將研究重心擺在企業在本土市場及美國ADR市
場的交易成本與流動性。不同之處在於，該兩篇文獻研究阿根廷在2001年放棄盯

住美元的固定匯率政策後，對阿根廷企業股票在兩市場之間的套利過程是否產生

不同的影響。Auguste等人(2002)及Melvin(2003)不約而同地發現，外界預期阿根

廷披索(peso)將遭受的強烈貶值壓力，以及政府施加的資金管制規定16，使得阿

根廷企業的股價在ADR市場相較於在阿根廷市場高出許多，表示在母國市場與

ADR市場之間的股票報酬率，存在顯著的可套利差距(arbitrage gap)。再度支持

政府對資金流量的控制，將導致價格決定過程的不效率，並可能因此使股票交易

成本提高，使流動性惡化。 

Bacidore與Sofianos(2002)、Rabinovitch等人(2003)、Auguste等人(2002)以及

Melvin(2003)這些文獻研究給予的涵義為：除了「市場發展程度」以及「市場與

其他市場之間的資訊連結程度」之外，「資金流量的限制」亦為決定企業交易量

所在地的決策因素。Errunza與Losq（1989）以及Domowitz(1997，1998)均不約而

同地指出，投資障礙不利個別公司股票以及整體市場的發展。Errunza與Losq
（1989）指出，政府若能移除投資活動上的資金管制，則資產的價格是由各個國

際市場共同所決定的，受到單一市場影響的幅度較小，能使得投資人的投資風險

被有效分散；另外，資金管制的放鬆通常能對企業的總交易量造成顯著的正面影

響；市場之間的整合性提昇，市場上的參與者皆能因此同受其惠，增加所能享受

的福祉(welfare)。 

本研究整理決定企業交易量與資金流向的關鍵因子，並評估這些因子對企業母國

市場流動性的影響方向（表五）。當影響方向為正，表示企業跨國掛牌後，對母

國市場與本土企業具有正面的流動性外溢效果，使整體市場與個別企業的流動性

皆獲得改善；相反地，若影響方向為負，表示交易量與資金流量出現外移至新市

場的傾向，傷害企業母國市場的流動性，並使市場中的本土企業同蒙其害。

                                                 
16 阿根廷所設下的資金管制即為大眾所熟知的「corral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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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決定交易活動發生地點的關鍵因子 

因子 對母國市場 

流動性影響 

說明 

與新市場的

時區差異 

負向  

（-） 

Pulatkonak and Sofianos(1999)指出，當企業母國與新海

外掛牌市場位於同一時區，投資人在新市場的交易活動

會較活躍。(Grinblatt and Keloharju, 1999; Coval and 
Moskowitz, 1999; Halling at al., 2004） 

佣金費率 負向  

（-） 

假如母國的佣金費率相對較低，則爭取交易量時，母國

市場較具有競爭優勢。亦即，佣金費率較低的市場可以

贏取較多的交易量。（Pulatkonak and Sofianos,1999) 
母國市場發

展程度 

正向  

（+） 

母國為已發展市場或新興市場，對於交易量的競爭結果

亦有相當大影響力。若母國市場發展程度相對較高，則

標的股票在海外新市場的交易量會較少。 

（Pulatkonak and Sofianos,1999) 
母國市場的

散戶投資人

數目 

正向  

（+） 

擁有內部資訊優勢的投資人會叢聚到交易量最密集的

市場交易，以掩飾本身所具有的內部情報，通常散戶投

資人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高的流動性，因此使該

市場能成為企業股票最具有流動性之交易地點。

（Chowdhry and Nanda,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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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均顯著提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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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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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上市地

資訊環境 

正向  

（+） 

企業因跨國掛牌可以增加分析師推薦與國際媒體的注

目，可接觸更多潛在投資人，拓展企業的投資人組成

庫，進而改善本國市場的發展程度。（Hargis and 
Ramanlal, 1998） 

市場中的證

券報酬率相

關程度 

正向  

（+） 

Baruch et al. (2005) 觀察標的企業股票報酬率與市場中

其他掛牌企業股價報酬率之間的相關係數，觀察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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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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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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idore and Sofianos,2002; Rabinovitch 
et al.,2003; Auguste et al. 2002; Melvin,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