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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以事件研究法分析當前金融市場 

數個重要事件之宣告對股價的影響 
 

計畫編號：NSC 91-2416-H-018-009 

執行期限：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 

主持人：林哲鵬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一、 中文摘要 

 

台灣金融市場近年朝向國際化的發

展，目前上市及上櫃公司家數已近千家，

在此一市場中所產生的事件主體，已具有

相當程度之獨特性供國際財金學界及投資

人作為參考。有鑑於台灣近年電子商務金

流世代的來臨、上市電子公司在本地的益

形重要、以及企業紛赴大陸投資，本計畫

乃就下列幾個主題進行研究，包括： (1)

觀察銀行股價於財政部核准本地銀行從事

網路銀行業務事件前後之變化、(2)查驗台

灣上市電子公司處分重大投資收益與股價

的關聯性、(3)估計台灣電子業增加資本支

出之宣告對其股價的影響、以及(4)檢視台

灣上市電子及非電子公司宣佈赴大陸投資

與其股價之變動等四個事件之資訊內涵。 

研究結果指出：(1) 「財政部核准網

路銀行業務」對銀行的股價有顯著正的影

響， 但「央行核准網路銀行外匯業務」對

銀行股價的衝擊並不顯著；(2)投資人對於

公司所處分的投資帶有重大投資利益時，

會提前反應並給予正面的評價；(3)整體電

子業資本支出宣告確實存在著資訊內函，

對股價有顯著為正的影響。若將電子業再

分成上、中、下游，增加資本支出之宣告

對股價將分別造成顯著為正、不顯著、顯

著為正的異常報酬；(4) 投審會核准國內

上市公司赴大陸投資消息之宣告事件，在

宣告日後第四天，會產生顯著之負向異常

報酬。 

 

關鍵詞：事件研究法、股價、異常報酬、

電子銀行、處分利益、上市電子公司、海

外投資、台灣 

Abstract 

 
Being an internationalizing financial 

market, Taiwan recently plays a role to 
provide meaningful contents for event study 
academicians.  These event contents, to a 
certain degree, have their uniqueness to give 
future contributions to investors in 
understanding how stock prices are impacted 
by related announcements.  In this project, 
we examines: (1) how stock prices will be 
affected when the application of local 
Taiwanese banks are approved to engage in 
e-bank business, (2) if there exists any 
abnormal returns when listed electronic 
companies exercise their major capital gains,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expenditure announcements made by 
electronic companies and their stock prices, 
and (4) if there are announcement effects 
when listed Taiwanese enterprises decide to 
make overseas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turns are mostly found associated 
with the announcements of above events, 
except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negative 
returns when Taiwanese enterprises decide to 
make overseas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Market investors in Taiwan seem to be more 
posi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bank 
business, the exercise of capital gains, the 
general capital expenditure decision rather 
than making overseas investments in China. 
 

Keywords： Event studies, Stock prices, 
Abnormal returns, E-bank, Excise capital 
gains, Listed electronic companies, Overseas 
investmen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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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事件研究法在財金領域上被廣

泛的應用，主要的原因在於此研究法提供

學者及投資人能更適切地加以觀察不同事

件對於公司股價所產生的衝擊，並有機會

檢測市場對新資訊反映的迅速程度。此

外，學者們並可以由事件研究觀察到的實

證結果，繼績推衍建構合宜的財金理論，

以解釋、說明或印證相關的現象或先前的

理論基礎，因此，多方地就各類事件加以

謹慎地檢測具有其重要性。有關事件研究

法在台灣股票市場中的應用，近年來，其

實探討的事件也非常多，然而以台灣為研

究主體發表於財金重要期刊者並不多見。

有鑑於台灣近年電子商務金流世代的來

臨、上市電子公司在本地的益形重要、以

及企業赴大陸投資的現象，本計畫乃就下

列幾個主題進行研究，包括： (1)觀察銀

行股價於財政部核准本地銀行從事網路銀

行業務事件前後之變化、(2)查驗台灣上市

電子公司處分重大投資收益與股價的關聯

性、(3)估計台灣電子業增加資本支出之宣

告對其股價的影響、以及(4)檢視台灣上市

電子及非電子公司宣佈赴大陸投資與其股

價之變動等四個事件之資訊內涵。盼望本

研究的投入，能從中發現具有價值的研究

結果。玆就上述四個主題之重要性敘述如

下： 

 

(1)在網路銀行業務方面 

隨著近年民營銀行與外商銀行的開放

設立、信合社的改制、以及銀行、證券、

保險等金融業務的重疊，國內銀行業者面

臨著同業競爭、利潤降低以及客戶忠誠度

減少等問題。為走出當前困局，銀行業者

正積極朝向網路銀行金融業務發展。財政

部於民國 88 年 5 月 26 日完成「網路銀行

業務契約範本」並於民國 89 年 2 月 15 日

核准財金公司開辦「網際網路銀行共用系

統作業」，銀行自此得向財政部申請網路

銀行業務，使其網路銀行從原先四項基本

功能：提供客戶交易明細查詢、餘額查詢、

匯率利率查詢、及理財試算，擴展至跨行

轉帳、水電費繳交等業務。央行亦於民國

89年底，核准9家銀行辦理網路銀行外匯

業務，使該等銀行能夠透過網際網路將資

金轉往海外帳戶。此一結合電腦設備與通

訊網路之網路服務，不僅為金融業者帶來

另一銷售通路，提供客戶更便利的服務，

更能有效地降低銀行經營成本。陳琪（民

86）指出，結合電子科技與傳統業務所發

展出之電子銀行，如：ATM、電話銀行、網

路銀行等，將能有效地降低銀行建置成本

的支出，提昇銀行的競爭力。鄭月遂（民

87）亦論及設置無人銀行的成本只須設置

一般分行的5﹪以下。美國研究機構的調查

亦指出，金融機構在網路上的經營成本只

要目前傳統銀行的 1/50。然而市場投資人

如何對銀行 e 化轉型在市場予以反映，過

去其實並未有過檢視。本部分之研究擬透

過事件研究法，分析當財政部核准各銀行

辦理網路銀行業務、央行核准各銀行辦理

網路銀行外匯業務時，投資人對於該事件

的反應，以及其資訊內涵對股價的影響，

期能得到有趣的發現供各界參考。 

 

(2)在公司處分重大投資收益方面 

台灣上市公司經理人有時為了達成公

司的既定盈餘目標獲成長率，往往利用處

分資產所得或處分投資損益等營業外所得

以操縱公司的盈餘。比起本業盈餘，台灣

企業的營業外所得對投資人而言，反為另

一相當重要的資訊。有鑑於電子產業在台

灣本地的日形重要，本部分的研究擬觀察

台灣上市電子公司處分重大投資收益之宣

告對股價的衝擊，並檢視營業外所得中的

處分投資收益是否具有盈餘以外的增額資

訊內涵，期能以本地企業經營上的特殊

性，對相關議題有更多的瞭解。 

 

(3)在公司增加資本支出方面 

公司在經營過程中，常面臨著市場的

劇烈競爭。在技術的日新月異的世代，公

司經理人更應避免盲目投資或過份擴張，

否則可能導致獲利力降低，甚至產生財務

危機。在公司經營活動中，資金的支出佔

有重要的地位，若按期間長短來劃分，可

分為收益支出及資本支出兩大類，期間在

一定會計期間以內者稱為收益支出，超過

者則稱為資本支出。資本支出基本上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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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土地、房屋、設備、機器及其它大額

且長期固定資產之一切支出。過去文獻對

資本資出宣告對股價之影響得到的結論並

不一致，有些指出資本支出宣告對股價有

正面影響，但也有文獻指出支出宣告對股

價有負向之衝擊。台灣產業結構隨著時代

的變遷，資訊電子產業已經成為國內主流

產業，電子股交易量也已佔整體股市 80%

以上，不論由市值或成長性觀之，其他產

業均難望其項背。資訊產品在台灣已成為

全球之生產中心，其中IC代工、監視器、

主機板、電源供應器、鍵盤、滑鼠、掌上

型掃描器、視訊卡、機殼、桌上型掃描器

及數據機等市場佔有率均為世界第一。由

於電子產業具有技術進步快、產品生命週

期短、生產成本與售價呈現長期下滑趨勢

的特色，加上過去文獻鮮少以電子產業為

中心就資本支出之宣告與股價變動之關連

加以觀察，本部分之研究乃以此為中心，

並擬再將電子業區分為上、中、下游，以

檢視增加資本支出之宣告與股價變動的關

連性。 

 

(4)在台商宣佈赴大陸投資方面 

近年來，隨著國內投資環境惡化，勞

工成本上漲，環保意識抬頭，勞資糾紛不

斷等種種不利因素，使得我國傳統出口商

品的報價相對提高，價格競爭優勢逐漸喪

失，促成我廠商海外投資的提升。台灣自

1987 年底起，我政府開始逐步放寬對大陸

間接經貿交流的限制，加上大陸實施經濟

改革以及政策的開放，以及其充沛又廉價

的勞動力，並具有地緣及與台灣同文同種

的優勢，使得國內廠商紛紛移往中國大陸

投資發展。過去國內文獻曾指出上市公司

到大陸投資的消息經宣佈以後，股東所得

到的是負的異常報酬，表示公司管理當局

在當時進行大陸投資的決策時其實並不受

投資人的認同。隨著時代的改變、新政策

的提出、本部分之研究欲繼續探討近年投

資人是否仍對該等投資宣告仍持有類似的

反應，並擬再將樣本區分為電子與非電子

業兩大類加以探討，期能供政府作為施政

及公司投資決策前的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1)在網路銀行業務方面 

經實證後，我們發現「財政部核准網

路銀行業務」會對銀行的股價造成顯著為

正的影響。然而，投資人並無法在訊息出

現時做出立即的判斷，而有資訊延後反映

的現象。在「央行核准網路銀行外匯業務」

對銀行股價的關聯性方面，其結果並不顯

著，隱喻投資人對銀行從傳統臨櫃改至以

網路銀行辦理外匯業務時，在經營上抱著

未能有效地降低據點設置及人事成本的支

出的想法。 

 

(2)在公司處分重大投資收益方面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發現，投資人對於

公司處分投資並且有重大的投資利益時多

給予正面的評價，並會對該處分之宣告提

前反應。若以事件前後不同觀察區間來

看，處分日前之區間幾乎為顯著為正的累

積異常報酬；但在處分日之後，多數觀察

區間之累積異常報酬、包括整個事件期間

窗口，其累積異常報酬並不顯著。若以事

件前後不同觀察區間長短來看，處分日前

後一個交易日與前後三個交易日之區間有

顯著為正的累積異常報酬產生，而處分日

前後五個交易日與整個事件期間窗口之區

間雖然仍有正的累積異常報酬，但已不具

有顯著性，顯示投資人對事件約在處分日

後三天反應完畢。綜合本研究之結果，投

資人對公司處分重大投資收益時，多會給

予正面的評價並提前反應。 

 

(3)在公司增加資本支出方面 

整體而言，台灣上市電子公司增加資

本支出之宣告增加對股東財富會帶來正向

的影響，代表整體電子業資本支出宣告確

實存在著某種資訊內涵。若將電子業再分

成上、中、下游，研究結果發現上游擊下

游電子業者宣告資本支出增加時，會造成

股價顯著為正的異常報酬，但中游電子業

者之宣告則未有顯著異常報酬的產生。此

一結果可能肇因於上游業者為新技術開發

的源頭，常會帶動整個電子產業的成長；

但中游業者所生產的主要為連接器、電阻

器、電源供應器、機殼⋯.等產品，比起上、

下游電子公司之產品較不具有高附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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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加上中游電子業進入性障礙較低，因

此當資本資出增加時，並沒有顯著正向異

常報酬的產生。 

 

(4)在台商宣佈赴大陸投資方面 

本部份研究的主要目的乃觀察國內上

市公司進行赴大陸投資消息宣告時，宣告

事件是否有正面的資訊效果。研究結果指

出，就全體樣本而言，投審會核准國內上

市公司赴大陸投資消息之宣告事件，在宣

告日當天會產生了負向但不顯著之異常報

酬，然而到了宣告日後第四天，負向異常

報酬開始轉為顯著。此一結果顯示雖然大

陸擁有成本低廉、市場廣大的優越投資環

境，但由於海峽兩岸的不確定性關係，使

得投資人對企業赴大陸投資，在先告當時

並非具有相當的信心。就產業類別而言，

電子業與非電子業公司其資訊效果的反應

情況有所不同。國內投資人對於電子業赴

大陸投資有較負面的反應，反映出國人對

於電子業赴大陸投資將可能承受較大風險

的看法。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並達成預期之

目標。研究之成果主要就近年台灣市場中

數個重要之金融相關事件作了相當程度之

檢視。未來擬就各個事件之特殊背景作進

一步的說明，並嘗試投稿於財金領域之期

刊，使財金社會對於當前的台灣市場有更

深的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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