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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

在美國，有關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司債之研究，均

發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造成股票價格顯著地

下挫，這些實證結果與各種理論模式的預期相符合；然

而，在台灣，各實證研究的結果則無一致性，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就是再度探討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

果。不同於先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之處，乃本研究的樣

本公司必須在研究期間內，曾經辦理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

司債的發行。此種樣本公司挑選方式，可避免研究期間不

同或樣本公司屬性不同所造成的影響。依照先前理論模式

的推論，本研究的現金增資宣告效果（股價下挫幅度）應

大於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本研究的另一個目的是探

討可轉換公司債的條款（例如：到期年限及轉換價格）是

否會影響到其宣告效果的幅度；可轉換公司債的條款設

計，會造成可轉換公司債屬性的差異，有些可轉換公司債

的屬性會偏向股票，有些則會偏向一般公司債的屬性。實

證結果顯示，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均為負

向，但只有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達 5％的顯著水準。

而兩者宣告效果的差異則未達顯著水準。在可轉換公司債

屬性與宣告日效果之關係上，屬性越偏向股票的可轉換公

司債的負向宣告效果卻較小，此種結果與理論預期相違，

有待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現金增資；宣告效果；可轉換公司債

Abstract

In U.S., finance academics study the security-issue 

decision to understand why firms choose to issue a particular 

security and how investors react to that choice. Researches 

on U.S. markets have documented nega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rice reactions to both seasoned equity offer and 

convertible debt offer announcements. And the magnitude of 

price reactions associated with seasoned equity offer 

announcement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convertible debt offer 

announcements. However,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price reactions to both seasoned equity offer and convertible 

debt offer announcements in Taiwan stock markets are 

mixe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to 

reexamination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easoned equity 

offer and convertible debt offer announcements in Taiwan 

stock markets. Only those firms having both seasoned equity 

and convertible debt offer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sample. This sampling design is to 

eliminate both issues of study period and sample 

characteristics. The second objective is to examine if the 

magnitude of price reactions to convertible debt offers is 

related to the probability of conversion at issue. If the 

probability of conversion is higher, the magnitude of price 

reactions should be greater in theo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rice reactions to both seasoned equity offer and 

convertible debt offer announcements are negative. But only 

the convertible on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zero.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gnitude of price reaction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nvers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conversion, the magnitude of price 

reactions is smaller. This contradicts to the predic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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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theory.

二、 緣由與目的：

有關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司債之發行宣告效果，在

美國與台灣已有相當多研究探討這方面的課題。在美國，

此兩種型態證券發行之宣告，均造成發行公司股價的下

挫，且現金增資的股價下挫幅度大於可轉換公司債所造成

的下挫幅度。然而，在台灣市場上，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

司債的發行宣告效果，學者並無一致的結論。在現金增資

方面，黃俊華（1991）及吳文生（1993）均報導負的效果，

廖清芳（1996）則報導正的效果，而陳隆麒、郭敏華與菅

瑞昌（1997）及張素綾（1998）則報導無重大效果。在可

轉換公司債方面，林靜容（1991）及張正中（1998）均報

導負的效果，而李建邦（1997）則報導不顯著的負效果，

吳文生（1993）及冷必成（1996）則報導不顯著的正效果。

上述之國內研究因其採樣期間的差異或採樣樣本所

屬產業的不同，造成結果的不一致。理論上，現金增資對

股價的負面影響應大於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對股價的影

響。為了克服上述國內研究採樣上的缺失，本研究將同時

探討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司債的發行宣告效果，納入本研

究的樣本公司必須在本研究期間曾經有現金增資，且也發

行可轉換公司債。換言之，本研究的樣本公司兼有現金增

資與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事件，而僅有其中一項事件之公

司則被排除，此種樣本篩選標準，應可避免產業因素及採

樣期間的影響。

另外，可轉換公司債是一種混合型證券，它兼有股

票與債券的特性，可轉換公司債的屬性是偏向股票或偏向

一般債券，受到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條款之影響，諸如：可

轉換債的到期年限與轉換價格的高低等。Lewis, Rogalski 

and Seward（1999）曾在 Black-Scholes 選擇模式的假設之

下，使用 N（d2）值估計可轉換公司債由債券轉換成股票

的機率值，機率值越高的可轉換公司債，代表可轉換公司

債比較偏向股票的屬性，而機率值越低的可轉換公司債，

代表比較偏向一般公司債的屬性。依照財務相關理論，此

項機率值之大小與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效果（指股價下挫幅

度的大小），應呈現正相關；換言之，機率值越高的可轉

換公司債，其發行所造成標的股票價格下跌幅度應較大。

三、 研究發現

實證結果分成三部份，依序為現金增資的宣告效

果、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及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

果與發行條款間的關係。

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 84 年至 88 年為研究期間，以台灣證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在研究期間內共有 69 家上市

公司進行了 135 次現金增資；而這 69 家上市公司發行了

65 支國內可轉債與 27 支海外可轉債。

為了能較精確地衡量並比較同一家公司的現金增資

宣告效果與可轉換公司債宣告效果，若現金增資宣告日與

可轉換公司債宣告日差距超過一年者，均加以排除；事件

宣告日期採用董事會決議日，其資料來源為「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網站所提供的證券資

料整合資料庫，同時參照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圖書

館簡報資料以確定正確的宣告日期；若無法找到宣告日

期，則該樣本將加以排除。

此外，在樣本宣告期間內有出現其他重大宣告事

件，如：股利宣告，則該樣本也加以排除。經過上述篩選

過程後，計有 39 家公司列入研究對象，這 39 家公司共進

行 45 次現金增資與發行 43 次可轉換公債。39 家公司的

產業分佈情形為：食品類股 1 家，紡織類股 3 家，機電類

股 2 家，電器類股 2 家，造紙類股 1 家，鋼鐵類股 2 家，

汽車類股 1 家，電子類股 9 家，營建類股 7 家，運輸類股

2 家。

2. 宣告日效果：

a. 現金增資方面

本研究使用市場模式來探討宣告日效果，模式參數

估計期間為宣告日前 150 交易日至前 30 交易日，估計期

間為 120 個交易日。表 1 列出現金增資宣告日前後 10 日

的平均異常報酬率，現金增資宣告當日有正的異常報酬。

但未達顯著水準；但在宣告次一日則有負的異常報酬，t

值為-1.73，達到 0.10 的顯著水準。本研究的結果與先前

現金增資的宣告效果之研究結果並不完全一致，顯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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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不同期間與研究樣本公司）對宣告效果之影響甚大。

表 1 公司宣告現金增資的平均異常報酬率（n=45）

事件日   異常報酬率（％）   t 值

-10        -0.05         -0.18

-9         -0.30         -0.88

-8         -0.05         -0.17

-7         +0.21         0.78

-6         +0.56         1.71

-5         -0.16         -0.41

-4         +0.05         0.13

-3         -0.30         -1.15

-2         +0.27         0.65

-1         +0.34         1.05

0          +0.17         0.50

1          -0.51         -1.73

2          -0.32         -0.95

3          +0.92         2.85**

4          -0.30         -0.87

5          +0.13         0.46

6          -0.09         -0.28

7          -0.31         -0.89

8          -0.89         -2.38*

9          -0.27         -0.71

10         -0.24         -0.67

0,+1       -0.34         -0.76

說明：**表示 0.01 的顯著水準

       *表示 0.05 的顯著水準

b. 可轉換公司債方面

表 2 列出可轉換公司債宣告對發行公司普通股股價

的影響。表 2 列出宣告日前後 10 日的平均異常報酬率，

在宣告日當日與次一日，發行公司的普通股股價均下跌，

在宣告日當日下跌了 0.10﹪，t 值為-0.32，未達顯著水準，

而宣告日次日的異常報酬率為-0.73﹪，t 值為-2.23，達 5

﹪顯著水準。總和宣告日與次一日之異常報酬率為-0.83

﹪，t 值為-1.82，達 10﹪的顯著水準。本研究的可轉換公

司債的宣告效果，與國外研究結果相一致，也與國內部分

研究結果（林靜容（1991）與張正中（1998））相一致。

表 2 公司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平均異常報酬率

（n=43）

事件日   異常報酬率（％）  t 值

-10        -0.16          -0.39

-9          0.35          0.78

-8          0.59          1.55

-7          0.54          1.67

-6          0.24          0.67

-5         -0.21          -0.66

-4          0.23          0.64

-3          0.45          1.56

-2          -0.02         -0.05

-1          -0.65         -1.75

0           -0.10         -0.32

1           -0.73         -2.23*

2           -0.17         -0.42

3           -0.06         -0.14

4           -0.10         -0.28

5            0.28         0.76

6            0.17         0.40

7            0.45         1.32

8            -0.09        -0.23

9            0.4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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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44        -1.46

0,+1          -0.83        -1.82

說明：**表示 0.01 的顯著水準

         *表示 0.05 的顯著水準

c. 兩者效果之比較

雖然本研究的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

均為負向，然而，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高出現金增資

的宣告效果。此項實證結果與一般理論所預期並不完全一

致。然而兩者的宣告效果的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其結果

列於表 3。

表 3 現金增資與可轉換公司債宣告效果之比較

事件日   異常報酬率差異     t 值             （可轉

債-現增）

-10         -0.11           -0.20

-9           0.65           1.16

-8           0.64           1.36

-7           0.33           0.78

-6          -0.32           -0.65

-5          -0.05           -0.10

-4           0.18           0.33

-3           0.75           1.93

-2          -0.29           -0.53

-1          -0.99           -2.02*

0           -0.27           -0.59

1           -0.22           -0.50

2            0.15           0.27

3            -0.98          -1.91

4            0.20           0.39

5            0.15           0.32

6            0.26           0.49

7           0.76          1.56

8           0.80          1.52

9           0.71          1.43

10          -0.20         -0.41

說明：**表示 0.01 的顯著水準

         *表示 0.05 的顯著水準

3. 可轉換公司債屬性與宣告效果之關係

宣告效果會受到可轉換公司債屬性的影響，當可轉

換公司債的屬性偏向股票時，則宣告效果將較大；相反

地，當可轉換公司債的屬性偏向債券時，則宣告效果將較

小。我們以 Black-Scholes 選擇權模式內的 N（d2）值，

來估計可轉換公司債的屬性，

N（d2）是標準化常態分配的累積機率值，而 d2 計算公式

如下：

( )
T

TrX
S

d
σ

σ








−+

=
2

ln
2

2

S 為宣告日股票價格，X 為可轉換公司債的轉換價格，r

為 5 年期政府公債利率，T 為可轉換公司債的到期期限，

ó 為股票報酬標準差，使用宣告日前 150 天至前 30 天的

股價資料估計。因為海外可轉債的轉換價格無法取得，此

部份以國內 34 支可轉債進行分析。我們以 N（d2）作為

自變數，以宣告日異常報酬為因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其

結果列於表 4。表 4 中 N（d2）的係數為 1.48，t 值為 1.78，

未達 5％的顯著水準，然而，此項結果與理論所預期的相

左；因為結果顯示，當 N（d2）愈大，即可轉換公司債的

屬性愈偏向股票時，其宣告日異常報酬卻愈小。

表 4 可轉換公司屬性對宣告效果之影響（n=34）

ii dNAR )( 2∗+= βα i =1,… ,34

N（d2）為可轉換公司債之屬性值； ARi 為第 i 種證券宣

告日的異常報酬率。

         係數     t 值   調整後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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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     -0.96    -1.48     0.09

N（d2）   1.48    1.78

說明：**表示 0.01 的顯著水準

         *表示 0.05 的顯著水準

四、 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經由樣本挑選之設計，以探討現金增資與可

轉換公司的宣告效果，實證結果顯兩者皆有負向的宣告效

果，但均未達顯著水準。此項結果與國外研究結果之方向

一致，但結果則較弱。在可轉換公司債屬性與宣告效果間

的關係上，實證結果與理論預期方向相左，有待進一步的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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