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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累積異常報酬 

 
本研究主要目標在探討有關員工認股選擇權租稅政策訊息之發布，是否對

上市及上櫃公司— 資訊電子業的股票報酬造成異常影響，並隨著租稅政策消

息之發布，資訊電子業將隨之出現程度不一之負向累積異常報酬。 

員工認股選擇權初步比照員工分紅入股按面額課徵所得稅的訊息公佈，資

訊電子業在第一個事件日﹙91年3月14日﹚及事件期間﹙91年3月12日至3月18

日﹚每日的異常報酬率﹙AR ti, ﹚的敘述統計值列於表4-119。 

表4-1 第一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AR﹚之敘述統計值 

日期 平均數(%) t值 p-value 累積平均數(%) 

91/3/12 -0.2504 -1.3249 0.1963 -0.2504 

91/3/13 -0.0239 -0.1263 0.9004 -0.2742 

91/3/14 0.0583 0.3083 0.7602 -0.2160 

91/3/15 -0.0243 -0.1289 0.8987 -0.2403 

91/3/18  -0.6161 *  -3.2600 0.0030 -0.8564 

*：達到1﹪顯著水準 

 

表4-1 顯示三月十二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2504﹪，t 值為﹣1.3249，

p-value 為0.1963，沒有達到1﹪顯著水準。三月十三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

-0.0239﹪，t 值為-0.1263，p-value 為0.9004，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三月十四

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0583﹪，t 值為0.3083，p-value 為0.7602，沒有達到

顯著水準。三月十五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0243﹪，t 值為-0.1289，p-value 
                                                 
19 民國 91 年 3月 14日以前且在估計期間前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之上市櫃資訊電子業公司共

計 2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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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8987，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三月十八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6161﹪，t

值為-3.2600，p-value為0.0030，達到1﹪顯著水準。顯示此事件之影響雖在五

天窗期內有四天發生負的平均異常報酬，但僅在事件日後第二個交易日效果顯

著小於零。 

圖4-1 第一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平均數的累積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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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初步擬定員工認股權課稅制度，員工執行認股權時，須以執行價與

當初認購價格間的價差，核課所得稅，此一訊息之公佈，資訊電子業在第二個

事件日﹙92年8月4日﹚及事件期間﹙92年7月31日至8月6日﹚每日的異常報酬

率﹙AR ti, ﹚的敘述統計值列於表4-220。 

 

 

 

 

 

 

 

 

                                                 
20 民國 92 年 8月 4日以前且在估計期間前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之上市櫃資訊電子業公司共計

1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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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第二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AR﹚之敘述統計值 

日期 平均數(%) t值 p-value 累積平均數(%) 

92/7/31 -0.3328 *  -3.6458 0.0004 -0.3328 

92/8/1 0.0833 0.9125 0.3634 -0.2495 

92/8/4 -0.0486 -0.5327 0.5952 -0.2981 

92/8/5 -0.2540 *  -2.7825 0.0063 -0.5522 

92/8/6 -0.1134 -1.2421 0.2166 -0.6655 

*：達到1﹪顯著水準 

 

表4-2 顯示七月三十一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3328﹪，t 值為-3.6458，

p-value 為0.0004，達到1﹪顯著水準。八月一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0833﹪，

t 值為0.9125，p-value 為0.3634，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八月四日的平均異常報

酬率為-0.0486﹪，t 值為-0.5327，p-value 為0.5952，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八

月五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2540﹪， t 值為-2.7825，p-value 為0.0063，達

到1﹪顯著水準。八月六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1134﹪，t 值為-1.2421，

p-value 為0.2166，沒有達到1﹪顯著水準。 

圖4-2 第二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平均數的累積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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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近日公布實施員工認股權所得傾向課稅。不過，由於外界對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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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對員工認股權課稅，仍有許多不同意見，財政部至今仍未做出課稅決定。此

一訊息之公佈，資訊電子業在第三個事件日（92年11月27日）及事件期間（92

年11月25日至12月1日）每日的異常報酬率﹙AR ti, ﹚的敘述統計值列於表4-321。 

 

表4-3 第三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AR﹚之敘述統計值 

日期 平均數(%) t值 p-value 累積平均數(%) 

92/11/25 -0.1884 -2.2206 0.0280 -0.1884 

92/11/26 0.0037 0.0442 0.9648 -0.1846 

92/11/27 0.2117 2.4960 0.0137 0.0271 

92/11/28 0.1342 1.5819 0.1160 0.1613 

92/12/1 0.6068 *  7.1536 0.0001 0.7680 

*：達到1﹪顯著水準 

 

表4-3 顯示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1884，t 值為-2.2206，

p-value 為0.0280，沒有達到1﹪顯著水準。十一月二十六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

為0.0037，t 值為0.0442，p-value 為0.9648，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十一月二十

七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2117﹪，t 值為2.4960，p-value 為0.0137，沒有達

到1﹪顯著水準。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1342﹪，t 值為

1.5819，p-value 為0.1160，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十二月一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

為0.6068﹪，t值為7.1536，p-value為0.0001，達到1﹪顯著水準。顯示此事件之

影響雖在五天窗期內有四天發生正的平均異常報酬，但僅在事件日後第二個交

易日效果顯著大於零。 

在第二個事件期中，即財政部初步擬定員工認股權課稅制度，員工執行認

股權時，須以執行價與當初認購價格間的價差，核課所得稅之消息發布後，市

場上己部分反應員工執行認股選擇權時以價差課稅之影響，在第三個事件期

                                                 
21 民國 92 年 11月 27日以前且在估計期間前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之上市櫃資訊電子業公司共

計 13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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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市場上對財政部至今仍未做出課稅決定之負面反應並未彰顯，甚而出現正

向之累積異常報酬。 

 

圖4-3 第三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平均數的累積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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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認股權課稅共識已漸凝聚，各界傾向支持財政部賦稅署「按其他所得

在執行日課稅」的方案。財政部將在釐清部分課徵技術後，趕在今年5月所得

稅申報前發布命令，上述之訊息公佈資訊電子業在第四個事件日﹙93年1月15

日﹚及事件期間﹙93年1月14日至1月16日22﹚每日的異常報酬率﹙AR ti, ﹚的敘

述統計值列於表4-423。 

 

 

 

 

 

 

 
                                                 
22 為排除春節假期（1月 17日至 1月 26）日對市場之影響，本事件期間僅設定為 93 年 1月

14日至 93 年 1月 16日三天。 
23 民國 93 年 1月 15日以前且在估計期間前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之上市櫃資訊電子業公司共  
計 16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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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第四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AR﹚之敘述統計值 

日期 平均數(%) t值 p-value 累積平均數(%)

93/1/14 0.3087 *  3.9175 0.0001 0.3087 

93/1/15 -0.0700 -0.8880 0.3759 0.2388 

93/1/16 -0.2953 *  -3.7466 0.0003 -0.0565 

*：達到1﹪顯著水準 

 

表4-4 顯示一月十四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3087﹪，t 值為3.9175，

p-value 為0.0001，達到1﹪顯著水準並和預期相反。一月十五日的平均異常報

酬率為-0.0700﹪，t 值為﹣-0.8880，p-value 為0.3759，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一月十六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2953﹪，t 值為-3.7466，p-value 為0.0003，

達到1﹪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此事件之公布對市場之影響未臻明確，或許是並

未有課稅行政命令之發布，使投資人仍抱持著觀望之角度，但事件日及隔日，

負向異常報酬已漸可觀察到其影響力。 

 

圖4-4 第四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平均數的累積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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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在 92 年所得稅法定申報日前一天，財政部 4月 30日完成了爭議許久的

員工認股權證課稅原則，並依照財政部當初的規劃，在執行日課徵員工認股權

證的所得稅，此一訊息之公佈，對資訊電子業在第五個事件日﹙93 年 5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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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事件期間﹙93 年 4月 29日至 5月 5日﹚每日的異常報酬率﹙AR ti, ﹚的

敘述統計值列於表 4-524。 

 

表4-5 第五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AR﹚之敘述統計值 

日期 平均數(%) t值 p-value 累積平均數(%) 

93/4/29 0.0716 0.9706 0.3330 0.0716 

93/4/30 0.3449 *  4.6783 0.0000 0.4164 

93/5/3 -0.5263 *  -7.1397 0.0000 -0.1099 

93/5/4 -0.2465 *  -3.3431 0.0010 -0.3564 

93/5/5 -0.4514 *  -6.1234 0.0000 -0.8078 

*：達到1﹪顯著水準 

 

表4-5 顯示四月二十九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0716﹪，t 值為0.9706，

p-value 為0.3330，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四月三十日（即財政部發布課稅行政

命令之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3449﹪，t 值為4.6783，p-value 為0.0000，

達到1%顯著水準，和預期不符。五月三日（即市場接受訊息之日）的平均異

常報酬率為-0.5263﹪，t 值為-7.1397，p-value 為0.0000，達到1﹪顯著水準。

顯示市場接受財政部對執行認股權之員工課徵綜合所得稅之命令發布後，異常

報酬率顯著小於零。五月四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2465﹪， t 值為-3.3431，

p-value 為0.0010，達到1﹪顯著水準。五月五日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為-0.4514

﹪，t 值為-6.1234，p-value 為0.0000，達到1﹪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市場對

於該課稅行政命令之發布，負向異常報酬率持續顯著影響多日。 

 

 

 

                                                 
24 民國 93 年 5月 3日以前且在估計期間前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之上市櫃資訊電子業公司共計

18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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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第五個事件期間異常報酬率平均數的累積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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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預測期間的累積異常報酬率﹙CAR1﹚至第四個期間的累積異常報

酬率﹙CAR 5﹚的敘述統計值彙整於表4-6。 

 

表4-6 CAR1 - CAR 5  的敘述統計值 

變數 

 

CAR1（%） 

 

CAR 2（%）

 

CAR 3（%） CAR 4（%） 

 

CAR 5（%）

 

平均數 

 

-0.8564 

 

-0.6655 

 

0.7680 -0.0565 -0.8078 

 

標準差 

 

1.5449 1.5556 1.8216 1.8691 2.6800 

MIN 

 

-2.8590 -3.9909 -4.4817 -3.5383 -10.6958 

 

MAX 

 

3.1325 4.4518 6.9284 7.7688 6.7255 

 

t值 -2.0265 

 

-3.2605 

 

4.0495 -0.4140 

 

-4.9002 

 

p-value  0.0527 0.0015 

 

0.0001 0.6794 

 

0.0000 

CAR1：自九十一年三月十二日至三月十八日之累積異常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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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2：自九十二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六日之累積異常報酬率。 
CAR 3：自九十二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一日之累積異常報酬。 
CAR 4：自九十三年一月十四日至一月十六日之累積異常報酬率。 
CAR 5：自九十三年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之累積異常報酬率。 

 

表 4-6 顯示 CAR 1的平均數為－0.8564％，t 值為-2.0265，p-value 為

0.0527。在 10％的顯著水準下，實證結果顯示，員工認股選擇權初步比照員工

分紅入股按面額課徵所得稅的訊息公佈，員工認股選擇權之資訊電子產業發行

公司有負的累積異常報酬（CAR 1＜0）。CAR 2的平均數為-0.6655％，t 值為

-3.2605，p-value 為 0.0015。在 1％的顯著水準下，實證結果顯示財政部初步

擬定員工認股權課稅制度，員工執行認股權時，須以執行價與當初認購價格間

的價差，核課所得稅一訊息之公佈，員工認股選擇權之資訊電子產業發行公司

有負的累積異常報酬（CAR 2＜0）。 

CAR 3的平均數為 0.7680％，t 值為 4.0495，p-value 為 0.0001。實證結果

顯示外界對財政部擬對員工認股權課稅，仍有許多不同意見，財政部至今仍未

做出課稅決定之消息發布，市場未明顯受到負面影響，且出現正向顯著大於零

之異常報酬，此或許乃先前之事件日已反應出市場預期，本次事件未再造成後

續效果。CAR 4的平均數為-0.0565％，t 值為-0.4140，p-value 為 0.6794。實

證結果顯示員工認股權課稅共識已漸凝聚，各界傾向支持財政部賦稅署「按其

他所得在執行日課稅」的方案之訊息公佈，對於資訊電子業之發行公司未造成

顯著之影響。CAR 5的平均數為-0.8078％，t 值-4.9002，p-value 為 0.0000。在

1％的顯著水準下，實證結果顯示市場接受財政部對執行認股權之員工課徵綜

合所得稅之命令發布後，累積異常報酬率顯著小於零（CAR 5＜0）。 

由上可發現，當員工認股選擇權初步比照員工分紅入股按面額或者依差額

課徵所得稅的訊息公佈時，市場出現顯著之負向累積異常報酬，隨後兩事件期

因無新訊息產生或受過年封關行情影響，而未出現顯著負向之累積異常報酬；

待員工需依差額課徵所得稅命令發布時，市場再度顯現負向之異積異常報酬。

實證結果和假說一相符，此即不利員工之認股選擇權租稅政策消息發布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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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對資訊電子業股價將產生負向累積異常報酬；有利員工之認股選擇權租稅政

策消息發布時，市場對資訊電子業股價將產生正向累積異常報酬。 

 

第二節 員工認股權比例與累積異常報酬率之迴歸分析 

 
本文另一研究目的，旨在探討造成累積異常報酬的原因。本文假設不利員

工之員工認股選擇權租稅政策之訊息公布，將使員工負擔較多之稅賦，將降低

公司員工未來實質所得，為使原激勵效果不受影響，公司必須發行更多之員工

認股權憑證，然此一來，或將稀釋股東之權益，因而員工認股權比例愈高之公

司，將產生較低之負的累積異常報酬。表4-7 列示迴歸模型中各解釋變數的敘

述統計值。 

表4-7 迴歸模型中各解釋變數的敘述統計值 

變數 RATIO RD 
RD 

*RATIO
BONUS SIZE GROWTH DR 

平均數 
 

0.0063 

 

6.0709 0.0402 0.1310 15.2166 2.0090 0.1128 

最大值 0.0178 70.4400 0.3394 0.5464 20.9755 8.7764 0.4528 

最小值 0.0003 0 0 0 12.3598 0.5955 0 

標準差 0.0034 9.3111 0.0577 0.0708 1.4184 1.1508 0.1040 

 

註：RATIO（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率）：
普通股股本

員工認股權發行數  

RD（研究發展支出金額）：
銷貨收入淨額

研究發展費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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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US（員工分紅占盈餘比例）：

＋以前年度未分配盈餘本年度稅年度稅後淨利

股員工現金紅利＋分紅入  

   SIZE（公司規模）：LN(
1000

公司總市價 ) 

GROWTH（公司成長性）：
普通股權益帳面值

普通股權益市價  

DR（長期負債比率）：
總資產資產帳面值

長期負債  

表 4-8 各變數之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數表 

  

CAR 

 

RATIO RD
RD* 

RATIO
BONUS SIZE GROWTH DR 

1.000 -.166 -.002 -.125 -.113 .129 -.104 .016 CAR 

 . .024 **  .976 .092 *  .126 .080 *  .162 .832 

 1.000 .023 .433 -.074 -.218 -.114 .145 
RATIO 

 . .759 .000 ***  .316 .003 ***  .122 .050 **

  1.000 .785 .003 -.103 -.010 -.104 
RD 

  . .000 ***  .964 .165 .889 .159 

   1.000 -.011 -.146 -.038 .007 RD 

*RATIO    . .877 .048 **  .610 .923 

    1.000 .161 .988 -.248 
BONUS 

    . .029 **  .000 ***  .001 ***

     1.000 .297 .035 
SIZE 

     . .000 ***  .641 

      1.000 -.240 
GROWTH 

      . .001 ***

       1.000 
DR 

       . 

***  相關係數在1%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   相關係數在5%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    相關係數在10%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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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列示變數間之相關係數，由表可知如僅觀察累積異常報酬（CAR）

和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率（RATIO）二者，則將發現其存在顯著之負向關係，和

假說二相符，此即不利員工之員工認股選擇權課稅行政命令發布時，員工認股

選擇權數量佔股本比例較高的企業，其負的累積異常報酬率低於企業發行認股

權股份佔股本比例較低的公司。 

又（RD *RATIO）和累積異常報酬（CAR）顯著負相關，和假說三相符，

此即發行員工認股選擇權之公司，給付認股權愈大且發行比率愈高者，負的累

積異常報酬率愈低。另外，表中亦證實了部分文獻之規模效應存在，即當不利

訊息公佈時，大公司承受衝擊的能力較佳，股價下跌幅度較小。 

此外，亦可發現公司規模（SIZE）愈大，發行員工認股權比率卻反向減少，

相對之下，小規模公司反而發行較高比率之員工認股權憑證。且公司規模和公

司之成長性（GROWTH）呈顯著之正相關，長期負債比率（DL）愈高者則和

公司之成長性呈反顯著負相關。 

公司成長性及規模和其員工紅利（現金及分紅入股）間呈顯著正向關 

係，卻和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率呈顯著之負向關係，說明成長性及規模愈高愈大

之發行認股權證公司仍傾向給予其員工較多之短期激勵工具－分紅入股。或許

和公司成長性和規模愈大之企業，賺取營業利潤之機會較高，故得發行較多之

員工分紅入股，反之則多採行員工認股選擇權之激勵制度有關。 

  將第三章中建立之迴歸模型和迴歸實證結果列示並做較深入之敏感性分

析和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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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例與 CAR
5
迴歸分析結果之一 

CAR ti, ＝a＋b1 RATIO i＋b 2 RD 1, −ti ＋b 3 (RD 1, −ti * RATIO i )＋b 4 BONUS 1, −ti ＋

b 5 SIZE 1, −ti ＋b 6 GROWTH 1, −ti ＋b 7 DR 1, −ti ＋e ti ,  

 

變數 截距 RATIO RD 
RD 

*RATIO
BONUS SIZE GROWTH DR 

預期符

號 
NA - ? - ＋ ＋ ? ? 

迴歸係

數 
-15.7677 -52.2228 0.0684 -13.3007 105.0198 1.0395 -7.0449 -0.1792

t值 -3.3814 -0.6671 1.6960 -1.8440 2.8618 3.4616 -3.0133 -0.0928

p-value 0.0009 0.5056 0.0916 * 0.0669 *  0.0047 *** 0.0007 ***  0.0030 ***  0.9262

FValue             3.3172 

Prob>F             0.0024 

R-square            0.1166 

Adj R-sq            0.0814 

***  相關係數在1%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   相關係數在5%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    相關係數在10%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表4-9 顯示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例（RATIO）的係數(b
1
)為-52.2228，t值

-0.6671，p值為0.5056，和預期方向相符，但不顯著。如將式中之RD *RATIO

之變數捨去，則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例（RATIO）的係數將成為-146.4064，t值

-2.4513，p值為0.0152，和預期方向相符，且達5%顯著水準，即員工認股選擇

權比率愈高之發行公司，受不利員工之課稅行政命令之影響，將呈現出顯著負

向異常報酬。 

研究發展費用率（RD）之係數（b 2）為0.0684，方向和無特定事件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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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相同且顯著；RD *RATIO之係數（b 3）為-13.3007，t 值為-1.8440，p值

為0.0669，結果則和預期顯著相同，和累積異常報酬呈顯著之負向關係，即在

員工認股選擇權課稅行政命令發布之特定事件時期，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公司，

將因為股價波動幅度增加，造成員工執行日股票市價大於認購價格之幅度提

高，稅基墊高，稅負較重，對員工認股選擇權誘因之打擊加大，而產生較低之

負的累積異常報酬，符合假說三。員工分紅（含現金及分紅入股）占盈餘比例

（BONUS）之係數（b 4）為105.0198，t 值為3.4616，p值為0.0047，結果則和

預期顯著相同，此即採行員工分紅入股之比率愈高之公司，其受員工認股選擇

權課稅行政命令發布之負面影響較小。 

公司規模（SIZE）之係數（b 5）為1.0395，t 值為3.4616，p值為0.0007，

顯示公司規模愈小，受到該課稅行政命令之影響愈大，負向異常報酬愈大。公

司成長性一變數（GROWTH）之係數（b 6）為-7.0449，t 值為-3.0133，p值為

0.003，和累積異常報酬顯著正相關。 

續以184家公司資料中，將變數有部分數值為零者剔除，共計餘132筆資

料，再次進行迴歸分析，結果列於表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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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例與 CAR
5
迴歸分析結果之二 

CAR ti , ＝a＋b1 RATIO i＋b 2 RD 1, −ti ＋b 3 (RD 1, −ti * RATIO i )＋b 4 BONUS 1, −ti ＋

b 5 SIZE 1, −ti ＋b 6 GROWTH 1, −ti ＋b 7 DR 1, −ti ＋e ti ,  

 

變數 截距 RATIO RD 
RD 

*RATIO
BONUS SIZE GROWTH DR 

預期符

號 
NA - ? - ＋ ＋ ? ? 

迴歸係

數 
-16.2225 24.0614 0.0705 -20.3087 86.0609 1.0390 -5.5596 -1.2547

t值 -2.9703 0.2607 1.6087 -1.8440 1.8262 2.9165 -1.8209 -0.5245

p-value 0.0036 0.7947 0.1102 0.0153 ** 0.0702 * 0.0042 ***  0.0710 *  0.6009

FValue             3.1331 

Prob>F             0.0044 

R-square            0.1503 

Adj R-sq            0.1023 

***  相關係數在1%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    相關係數在10%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表4-10 顯示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例（RATIO）的係數(b
1
)為24.0614，t值

0.2607，p值為0.7947，和預期方向相反，但不顯著。 

RD *RATIO之係數（b 3）為-20.3087，t 值為-1.8440，p值為0.0153，結果

則和預期顯著相同，和累積異常報酬呈顯著之負向關係，即在不利員工之員工

認股選擇權課稅行政命令發布之特定事件時期，發行員工認股權之公司，將因

為股價波動幅度增加，造成員工執行日股票市價大於認購價格之幅度提高，稅

基墊高，稅負較重，對員工認股選擇權誘因之打擊加大，而產生較低之負的累

積異常報酬，仍和假說三相符。員工分紅（含現金及分紅入股）占盈餘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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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US）之係數（b 4）為86.0609，t 值為0.0702，p值為0.0702，結果則和

預期顯著相同，此即採行員工分紅入股之比率愈高之公司，其受員工認股選擇

權課稅行政命令發布之負面影響較小。 

公司規模（SIZE）之係數（b 5）為1.0390，t 值為2.9165，p值為0.0042，

顯示公司規模愈小，受到該課稅行政命令之影響愈大，負向異常報酬愈大。公

司成長性一變數（GROWTH）之係數（b 6）為-5.5596，t 值為-1.8209，p值為

0.0710，和累積異常報酬顯著負相關。 

吾人繼續以民國九十年發行員工認股選擇權憑證之上市櫃資訊電子產業

共計 20 家公司，進行民國九十三年四月底員工認股選擇權課稅之累積異常報

酬及主要變數進行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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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員工認股選擇權比例與CAR4迴歸分析結果之三 

CAR ti , ＝a＋b1 RATIO i＋b 2 RD 1, −ti ＋b 3 (RD 1, −ti * RATIO i )＋b 4 BONUS 1, −ti

＋b 5 SIZE 1, −ti ＋b 6 GROWTH 1, −ti ＋b 7 DR 1, −ti ＋e ti,  

 

變數 截距 RATIO RD 
RD 

*RATIO
BONUS SIZE GROWTH DR 

預期符

號 
NA - ? - ＋ ＋ ? ? 

迴歸係

數 
41.4355 -407.6422 0.1190 -12.3258 -560.9760 -2.1707 32.5427 -1.5617

t值 1.4789 -1.6863 0.6028 -0.6128 -1.8643 -1.2834 1.7568 -0.2961

p-value 0.1649 0.1175 0.5578 0.5515 0.0869 * 0.2236 0.1044 0.7722

FValue             6.3278 

Prob>F             0.0028 

R-square            0.7868 

Adj R-sq            0.6625 

*    相關係數在10%下具有顯著性(2-tailed)。 

 

由表 4-11，我們可以發現，在民國九十年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之上市櫃資

訊電子公司屆滿二年之閉鎖期，員工得行使認股之權利，在財政部發布課稅行

政命令後，市場對於發行選擇權比例愈高之公司，更憂心其因此而犠牲了股東

之權益（p-value 由 0.5056變為 0.1175，顯著性明顯上升），而反應在股價下

跌表現之上。 

另外，企業員工分紅占盈餘比例愈高之公司，和預期相反的出現顯著和累

積異常報酬同向之反應，或許透露出員工分紅比例高之公司，其股東思量財部

部對認股選擇權課稅之方式，乃朝向租稅之公平正義發展，顧及員工分紅入股

之課稅可能為下一階段租稅改革之首要目標，而反應在股價下跌表現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