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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我國 2007 年至 2016 年上市公司和電子業公司實施庫藏股之資料為樣本，

以事件研究法及複迴歸分析法，探討不同執行方式與公司條件特徵對股價異常報酬的影

響。採事件研究法實證發現，公司在宣告庫藏股之前，一般股價有被低估的情形，確有

負向報酬存在。上市公司在宣告買回庫藏股當日及後兩日確實存在顯著的正向異常報酬，

因此庫藏股的實施對投資人及股價皆有穩定的效果。電子業占成交量之多數，在實施庫

藏股後對股價也有正向之影響，投資人對於電子股也較有投資意願。另外，在宣告日及

後兩日內確實存在顯著的正向異常報酬，然而將時間拉遠可發現實施庫藏股宣告的反應

雖有正面效應有持續性之效果，但卻沒有長期的續航力。在庫藏股執行面因素，實證研

究結果發現，買回目的是公司為股價非理性下跌所採取的重要措施，實施庫藏股來穩定

股價，具有顯著影響。依執行庫藏股公司之不同條件特徵因素，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淨

值市價比愈低的公司，股價認同度愈高，其市場上投資者會給予較高的庫藏股購回宣告

效應，其產生的異常報酬亦愈顯著。 

關鍵字：庫藏股、異常報酬率、事件研究法、複迴歸分析 

This study takes the data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easury shares by listed companies and 

electronics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6 as a sampl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execution 

surfaces and company condition characteristics on abnormal stock price remuner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before the company declares the Treasury shares, 

the company's share price will experience an abnormal decline, indicating that the company is 

considering implementing Treasury shares after a period of decline, and the stock price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before the Treasury shares are declared. There is indeed a negative 

remuneration, an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tock price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easury shares is obviously underestimated. There is inde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bnormal remuneration on the same day and two days after they declared the purchase 

of treasury shares. Ther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easury shares has a stable effect on both 

investors and stock prices; the turnover of electronics companies often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turnover. After implementing the Treasury share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zero positive reward. 

It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tock price. Investors are also more willing to invest in 

electronic shares. In addition, significant positive abnormal returns did exist within the two days 

of the announcement date and the following two days. However, if the time is extended, it can 

be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Treasury Shares announcement has a continuous 

effect, it does not have long-term end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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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2008年金融海嘯，股票市場及債券市場重挫，全球經濟面臨嚴重衰退，台灣亦不免

受到影響，股市從 9295 點（2008 年 5 月 19日）一路滑落至 4089點（2008 年 11 月 20

日），國內上市櫃公司為了維持股價，藉此買回庫藏股以維持股價進行護盤，由此可知庫

藏股之重要性。根據資料統計，我國在 2000 年 6 月 30 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修正法案，財政部證期會並於 2000年 8月 7日公布「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同年 8月 9日正式實施「庫藏股制度」。俾使公司藉由買回庫藏股的方式可減少流

通在外的股數，並能提升股價與每股盈餘，挽救投資人的信心。 

  自實施庫藏股制度以來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全體上市公司中共有 365 家公司

實施庫藏股，申請實施庫藏股的公司家數占總上市家數之百分比 39.46%，總件數為 1267

件，其中以金融保險類占多數；另外，以其買回目的來分，轉讓股份予員工 770件；維

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479件；股權轉換 18件。而由金融海嘯前後期時間，2007 年 01

月 0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全體上市公司中共有 446家公司實施庫藏股，申請實

施庫藏股的公司家數占總上市家數之百分比 48.37%，總件數為 1603件，其中以電子業

類占多數；另外，以其買回目的來分，轉讓股份予員工 814件；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

益 780件；股權轉換 9件。由以上數據顯示可說明在爆發金融海嘯後，實施庫藏股的件

數比實施庫藏股至 2006 年共 5 年的數量多了 336 件，因此本論文想研究在爆發金融海

嘯後，公司實施庫藏股制度是否對股價有影響，以金融海嘯後實施庫藏股的上市公司數

據作為研究。 

 

二、研究目的 

我國在 2000年度立法通過「庫藏股制度」，當公司由於非本身基本面或其他經濟

面因素，股價卻發生連續重挫或異常下跌時，為了維護公司信譽與股東權益，便可自

集中交易市場買回自家公司股票，希望藉由其制度之施行來穩定國內股市，並預期未

來股價會上漲。而實施庫藏股制度對於股價之影響究竟為何，與實施目的有著極大的

關聯，因此本論文就買回庫藏股之原因加以研究，期望找出實施何種原因對購回庫藏

股與股價之間有著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期間是以金融海嘯的潛伏期 2007年作為一個開端至 2016年，

台灣上市公司自公開市場買回庫藏股，並利用事件研究法和複迴歸分析觀察在其宣告

後股價變動所產生的異常報酬率，是否達到宣告公司所期望的結果。 

綜合以上，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下列幾點： 

研究目的一、以台灣上市公司與電子業為樣本，探討宣告買回庫藏股，對於股價是否

會有異常報酬。 

研究目的二、研究不同執行因素與股價異常報酬之關聯，如買回目的與實際執行率，

是否會影響股價的異常報酬。 

研究目的三、探討依公司條件特徵對股價異常報酬的影響，如公司市值規模與淨值市

價比，是否會影響庫藏股價的異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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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假說，說明本研究所欲驗證的一些假說。第二節為

資料來源及樣本取樣說明，說明本研究所蒐集之相關資料來源及樣本資料選取標準。

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型與研究之方法。 

一、研究假說 

（一）庫藏股的訊號效果 

假說 1-1： 

Ikenberry, Lakonishok and Vermaelen（2000）研究結果發現，當股價被低估時，實

施庫藏股對股價有較佳的正向效果。國內研究者謝易東（2008）證實台灣股市對實施

庫藏股宣告的反應確實存在顯著的正面效應。游朝旭（2001）實證結果，於宣告日

後，即使股價回跌，也不會低於宣告買回前的水準，亦代表實施庫藏股，具有穩定股

價的效果。根據上述觀點，設定以下假說來驗證實施庫藏股對異常報酬的效果： 

𝐻0：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股價無異常報酬之影響 

（二）庫藏股執行面因素 

假說 2-1： 

𝐻0：以目的三「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要買回，並辦理銷除股份者」宣

告買回庫藏股之公司，其實施庫藏股所產生的異常報酬與其他目的宣告之公

司無較顯著之影響 

假說 2-2： 

我國對於實施庫藏股法令之規定，需經公司董事會決議，於二日內公告並向證期

會申報，必須於申報日起兩個月內執行完畢，且無論公司是否有實際執行買回自家的

股票，應於上述期間屆滿或執行期間結束後五日內，需再向證期會申報並公告實際執

行情形；逾期未執行完畢者，如須再行買回，應重行提經董事會決議。Stephens and 

Weisbach（1998）以美國宣告實施庫藏股買回的公司為研究對象，指出庫藏股買回執

行率較高的公司會有較高的正向異常報酬；李陽（2006）也指出，執行率以事件研究

法證明其與股價異常報酬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故推論假說如下： 

𝐻0：宣告實施庫藏股的實際執行率與股價之異常報酬間無相關 

（三）公司條件特徵對庫藏股效果的影響 

假說 3-1： 

Pugh and Jahera（1990）實證結果發現，公司規模越大，機構投資者持股越多，宣

告後正值異常報酬與購回溢價越小。而國內李陽（2006）之研究亦支持此論點，另

外，謝易東（2008）也證實市值規模愈大的公司，其實施庫藏股所造成的異常報酬愈

不顯著，亦與此論點相同，本研究將探討規模不同之公司在股票購回時所產生異常報

酬之差異並建立以下假說： 

𝐻0：市值規模愈小的公司，實施庫藏股的異常報酬無較顯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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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3-2： 

  李陽（2006）以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淨值市價比高的公司，在實施庫

藏股後呈現較高的股價異常報酬。Ikenberry, Lakonishok and Vermaelen（1995）利用事

件研究法及迴歸分析法，採樣 777家在公開市場買回股票的公司，經研究結果發現，

依樣本的股價淨值比高低來分析，而淨值市價比最高組別較最低組別之異常報酬率顯

著許多。淨值市價比 BTMV（Book-to-Market-Value Ratios）係評估公司股價被低估之

程度，當公司淨值/市值之比愈高，代表公司股價被低估之情形愈嚴重，因此當公司宣

告實施買回股票時，其股價反應較大，則預期買回宣告所造成之異常報酬亦愈顯著。

由以上研究結果，設定假說如下： 

𝐻0：淨值市價比愈高的公司，其實施庫藏股所產生的異常報酬無較顯著之影響 

 

二、資料來源及研究樣本取樣說明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蒐集相關資料來源如下： 

1、庫藏股宣告資料取自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  

2、股價日報酬、公司財務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TEJ）資料庫。 

（二）研究樣本取樣說明 

台灣的庫藏股制度於 2000 年 8 月 9 日正式實施，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本研究以

2007 年至 2016 年止，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告之我國上市公司實施庫藏股買回宣告者為研

究對象，本研究期間總執行次數為 1603 次，實施公司家數為 446 家，申請實施庫藏股

家數占總上市家數之百分比：48.37%，兩次以上買回申請之家數：306 家，更占總實施

庫藏股家數之百分比：69%。 

表 3-1為研究期間庫藏股的統計資料，依實施庫藏股制度的三個目的做分類，轉

讓股份予員工是最普遍出現的實施目的。 

表 3-1 原始樣本描述 

依買回目的分類 

買回目的 購回次數 

(1)轉讓股份予員工 814 

(2)股權轉換 9 

(3)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780 

Total 1603 

 

表 3-2為研究期間研究樣本購回次數及家數，另以電子類作研究標的，因其佔庫

藏股實施產業中比重最大。 

表 3-2 本研究樣本描述  

Panel  A 本研究樣本數  

 購回次數  公司家數  

（ 1）所有宣佈的樣本  1603 446 

（ 2）電子類  1003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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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利用事件研究法與複迴歸分析作為研究方法，探討公司實施庫藏股對股

價之影響。 

第一部份：庫藏股的訊號效果 

研究方法一：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是一種統計方法，主要目的是探討當某一事件發生

時，是否會引起股價的異常變動，因而產出「異常報酬率」（Abnormal Returns；簡稱

AR），可以用來瞭解市場證券價格與特定事件是否有關聯性，藉以明瞭事件是否對公

司股價造成影響。 

（一）事件研究法研究步驟 

本次庫藏股的研究目的是觀察事件前後股價異常報酬的變化，而台灣庫藏股制度

規定由 2個月的執行期間，因此本研究的事件期為事件日之前後 10個交易日，共計 20

個交易日。 

 

 

 

 

 

 

 

 

 

 

（二）異常報酬率之估算模式 

一般來說，股票報酬率預期模式可以分為三大類：平均調整模式（Mean Adjusted 

Returns model）、市場指數調整模式（Market Adjusted Returns model）、市場模式

（Market model），而其中市場模式是事件研究法中最被廣為應用模型之一，也具有非

常好的表現與檢定力，因此本研究以市場規模來估計預期報酬率，利用普通最小平方

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 OLS）作為市場模式參數的估計方式，探討庫藏股宣

告的市場反應，建立以下迴歸模式進行估計 

itmtiit RR
i

    （公式一） 

itR ：證券 i 在第 t 日的報酬率； mtR ：市場投資組合 m 在第 t 日的報酬率； i ：

迴歸係數，市場模型的截距項；
i

 ：迴歸係數，市場模型的斜率，代表證券 i 的系統

風險衡量指標； it ：證券 i 在第 t 日的誤差項。 

其中， it 為誤差項且 ),0(~ 2 Nit 。經過最小平方法即可以得到估計值 î 與 î ，

因此事件期 E期的預期報酬率為 

事件日 

（宣告日） 

研究期間 
事件期 

估計期 執行期間 

-11 -10 0 +10 +11 
-111 

圖 3-1 事件研究法日期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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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iiE RRE  ˆˆ)ˆ(    （公式二） 

上式中， î 和 î 為第 i 公司利用估計期所得之參數，而異常報酬是以事件期的實

際報酬率減去預期報酬率，亦即 

)ˆ( iEiEiE RERAR    （公式三） 

其中， iEAR
為 i公司在事件期 E之異常報酬率， iER

為實際報酬率與
)ˆ( iERE
為預期

報酬率，而且依據研究目的所選擇的預期模式而有所差異。文獻上，異常報酬亦稱為

超額報酬（Excess Return）、預測誤差（Prediction Error）與殘差（Residual）。 

事件研究法的精神在於探討某事件對股票報酬之影響，但若僅觀察 iEAR 是無法得

到任何結論，因為每家公司在估計過程中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尚有許多非研究事件

的干擾事件，將造成股價之變動等等，因此欲進行統計檢定之前，必須先計算平均異

常報酬率（Average AR，簡稱 AAR），定義為 





N

i

iEE AR
N

AAR
1

1

 

iEAR
為事件期第 i家公司的異常報酬其中， N 為公司個數，

率。研究者會依其目的或是某種因素，累積事件期之異常報酬率，稱為累積平均異常

報酬率（Cumulative AAR，簡稱 CAAR）。 

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定義為 





2

1

),( 21






E

EAARCAAR

  

許多文獻將個別證券異常報酬率標準化（Standardized）後，計算平均異常報酬率

以及累積異常報酬率。其目的是將異常報酬率的分配轉換為標準常態分配，以符合齊

一分配（Identical Distribution）之條件。Zibart（1985）指出此作法將有助於提高檢定

異常報酬率之能力，尤其是在股價對某些事件反應較弱的情況之下，因此本研究之後

所討論的異常報酬率與累計異常報酬率皆為標準化後的數據。 

 

（三）異常報酬之統計檢定 

平均異常報酬（AR）與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CAR）檢定的目的，主要是檢定事

件期「每一期」橫剖面平均異常報酬率及累計平均異常報酬慮是否顯著異於零。 

本研究利用 Boehmer, Musumeci and Poulsen（1991）所提出的標準化橫剖面法

（Standardized-Residual Cross-Sectional Method）進行 t 統計量之檢定，先將個別證券的

異常報酬率加以標準化，再計算事件期某一期 E之標準化平均異常報酬率，除以橫剖

面標準化異常報酬之變異數： 

（公式五） 

（公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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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六）  

       

標 準化累計異常報酬率的 t 值則為： 

 

 

（公式七） 

 

在顯著水準為下，若 t 值大於臨界值（ =0.1，t：1.653，t=1.974， =0.01，

t=2.604）則拒絕虛無假設（ 0H ： EAR =0），代表購回庫藏股宣告存在異常報酬效應；

反之，若 t 值小於臨界值表示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即宣告部會產生異常報酬。 

此法在 Boehmer et al.（1991）的模擬實驗中發現，不論事件是否會引起事件期異

常報酬率的變化，此法在檢定及型 I錯誤上的表現最佳，並且既使在事件集中的期況

下，對此檢定法之表現幾乎沒有影響。 

研究方法二：複迴歸分析 

庫藏股執行面因素與實施庫藏股公司條件特徵對庫藏股效果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的複迴歸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來分析影響因庫藏股所引

起事件日的異常報酬率之因素。利用下列複迴歸方程式，驗證庫藏股執行面因素與實

施庫藏股公司條件特徵對庫藏股效果的關係。此複迴歸的應變數為宣告日之異常報酬

AR(0)，可驗證短期的宣告效果與實施期間異常報酬與各變數的關係。 

其中複迴歸為係數項， 1 ～ 4 為各因子的迴歸係數，為誤差，其餘相關變數代號

定義與計算如下表。 

 

 

表 3-3 相關變數代號定義與計算 

代號 定義 計算方式 

1  買回目的 TEJ 事件研究法所得數據 

2  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之實際執行率 
公司實際從市場上購回庫藏股股數

除以其宣告購回庫藏股股數之比率 

3  公司市值規模 公司股價乘以現行流通股數 

4  淨值市價比 每股淨值除以每股股價之比值 

 

參、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資料說明，說明本研究所蒐集時間及樣本分類為台灣上

市公司和電子業。第二節為敘述統計，說明研究中全體上市公司和電子業之資料分

析。第三節為推論統計，說明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和複迴歸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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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說明 

本章將對所蒐集 2007年至 2016年和單獨 2008年的全體上市公司與電子業實施宣

告庫藏股之樣本進行實證分析，依照先前提出的假設，利用事件研究法和迴歸分析。 

 

二、敘述統計 

表 4-1描述個變數之統計資料，由表中可知本研究所選取台灣上市公司之 416 件

樣本的事件日當天之異常報酬平均數為-0.20%，而最小值為-8.04%，最大值為 8.89%。

買回目的之平均數為 2.002%。庫藏股的實際執行率的之平均數為 69.3%，由此可知上

市公司實際執行庫藏股比率高達 70%，而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100%。取自然對數後

之公司資本額的平均數為 20714.65百萬，而最小值為 308百萬，最大值為 1765903 百

萬。淨值市價比之平均數為 1.36%，而最小值為 0.16%，最大值為 5.56%。 

表 4-1 台灣上市公司之敘述統計量 

變數 代號 平均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樣本數 

事件日異常報酬（%） Y -0.201957452 -8.0446 8.8881 416 

買回目的 X1 2.002403846 1 3 416 

實際執行率（%） X2 69.2503125 0 100 416 

市值規模（百萬元） X3 20714.65385 308 1765903 416 

淨值市價比（%） X4 1.358457376 0.15576324 5.555555556 416 

註 1：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2第一項規定，實施庫藏股之目有三種：1、轉讓股份予員工；2、配合附

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轉換公司債可轉換特別股或認股權憑證之發行，作為股權轉換之

用；3、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要買回，並辦理銷除股份者。 

表 4-2描述個變數之統計資料，由表中可知本研究所選取電子業之 258件樣本的

事件日當天之異常報酬平均數為-0.16%，最小值為-8.86%，最大值為 9.07%。買回目的

之平均數為 1.984%。庫藏股的實際執行率之平均數為 72.3%，由此可之電子業在全上

市公司中的實際執行庫藏股比率為 72%，而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100%。取自然對數

後之公司資本額的平均數為 2331.73百萬，而最小值為 375百萬，最大值為 1765903 百

萬。淨值市價比之平均數為 1.31%，而最小值為 0.16%，最大值為 5.56%。 

表 4-2 電子業之敘述統計量 

變數 代號 平均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樣本數 

事件日異常報酬率（%） Y -0.16481938 -8.862 9.0702 258 

買回目的 X1 1.984496124 1 3 258 

實際執行率（%） X2 72.30457364 0 100 258 

市值規模（百萬元） X3 23317.73256 375 1765903 258 

淨值市價比（%） X4 1.312679808 0.15576324 5.555555556 258 

三、推論統計 

（一）事件研究法 

本章將對所蒐集 2007年至 2016年全體上市公司與電子公司實施宣告庫藏股之樣

本進行實證分析，依照先前提出的假設，利用事件研究法得知該異常報酬。分為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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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加以分析：1、全體樣本在宣告實施庫藏股之後與異常報酬的關係。2、電子業樣

本在宣告實施庫藏股之前後與異常報酬的關係。 

1、全體樣本與異常報酬的關係 

（1）公司在宣告實施庫藏股前與執行期間之異常報酬 

𝐻0：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股價無異常報酬之影響 

表 4-3顯示全體樣本日資料的平均異常報酬，宣告實施庫藏股前 10個交易日，皆

為負向異常報酬，且距宣告日越近負向異常報酬越顯著，故認為在宣告實施庫藏股之

前股價有被低估的情形，且宣告實施庫藏股前確實存在負向的異常報酬。宣告買回庫

藏股當日及後兩日之正向異常報酬分別為 0.13％、2.22%、0.6%，其 t 值分別為 1.98、

28.88、9.45，當日以及 t+2日在 1%的顯著水準下及 t+1日在 5%的顯著水準下，報酬

皆是顯著異於零，顯示宣告日及其後兩日內確實存在顯著的正向異常報酬，然而若將

時間拉短可發現在執行買回期間 10個交易日內，在宣告日前交易日都出現負向異常報

酬，在宣告日開始有正向異常報酬，並距宣告日後越接近，較有顯著的正向異常報

酬，在宣告日後交易日，皆持續異於零的正向異常報酬，在 1%顯著水準下，意指有很

明顯之正向影響，由數據指出，全體上市公司實施庫藏股後對股價是有正向之影響。 

表 4-3 所有樣本事件日之異常報酬率(-10,+10) 

期間 AR(%) t 值 P 值  期間 AR(%) t 值 P 值  

-10 -0.2616 5.0891 0 *** 1 2.2264 28.884 0 *** 

-9 -0.1388 2.5118 0.012 ** 2 0.6067 9.4574 0 *** 

-8 -0.3683 6.5602 0 *** 3 0.3128 5.65 0 *** 

-7 -0.2605 4.7115 0 *** 4 0.2586 4.9971 0 *** 

-6 -0.1606 2.7904 0.0053 *** 5 0.2149 4.2079 0 *** 

-5 -0.1861 3.1291 0.0018 *** 6 0.2068 3.876 0.0001 *** 

-4 -0.3664 -6.127 0 *** 7 0.2438 4.5104 0 *** 

-3 -0.3277 5.4215 0 *** 8 0.2297 4.4893 0 *** 

-2 -0.4769 7.3728 0 *** 9 0.1084 2.1117 0.0347 ** 

-1 -0.3922 5.8295 0 *** 10 0.0827 1.7011 0.0889 * 

0 0.1382 1.9889 0.0467 **      

*表示 10%的顯著水準， **表 5%的顯著水準， ***表 1%的顯著水準 

 

圖 4-1  台灣上市樣本之平均異常報酬（AR） 

 

表 4-4顯示宣告實施庫藏股前與執行期間的事件窗口之累計異常報酬，由不同的

事件窗口可看出異常報酬之趨勢。宣告日前後 1天及 2天的事件窗口之累計異常報酬

率為 1.97%與 2.1%，可見台灣股市對實施庫藏股宣告的反應為正向。宣告日之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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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窗口 A，為負向之累計異常報酬，且達 1%的顯著水準，故認為在宣告實施庫藏股之

前股價明顯有被低估的情形。宣告日之後庫藏股執行期間的事件窗口 B為正向之累計

異常報酬，且亦達 1%的顯著水準。 

表 4-4 各事件窗口之累計異常報酬率 

 事件窗口  CAR(%)  t 值  p 值   

A (-10, -1 )  -2 .94  -12.88  0  *** 

B (+1,+10)  4 .49  5.76  0  *** 

 ( -1 ,+1)  1 .97  -11.58  0.02  ** 

C (-2 ,+2)  2 .1  0 .13  0.9  *  

 ( -10,+10)  1 .69  5 .76 0  *** 

*表示 10%的顯著水準， **表 5%的顯著水準， ***表 1%的顯著水準 

 

圖 4-2 台灣上市樣本之平均累積異常報酬率（CAR） 

 

2、電子業樣本與異常報酬的關係 

（1）電子業在宣告實施庫藏股前與執行期間之異常報酬 

     電子 𝐻0：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股價無異常報酬之影響 

  表 4-5 顯示電子業樣本日資料的平均異常報酬，宣告實施庫藏股前 10 個交易日，

皆為負向異常報酬，相較於全體樣本，距宣告日越近負向異常報酬較無顯著之變化，故

認為在宣告實施庫藏股之前股價亦有被低估的情形，且宣告實施庫藏股前確實存在負向

的異常報酬。宣告買回庫藏股當日及後兩日之正向異常報酬分別為 0.11％、2.35%、0.61%，

其 t 值分別為 1.18、23.61、7.26，當日以及 t+2 日在 1%的顯著水準下及 t+1 日在 5%的

顯著水準下，報酬皆是顯著異於零的，顯示宣告日及其後兩日內確實存在顯著的正向異

常報酬，然而若將時間拉短可發現在執行買回期間 10 個交易日內，在宣告日前交易日

為負向異常報酬，在宣告日當天開始有正向異常報酬，與全體樣本在 T+1都較有顯著之

正向異常報酬，並且隨著離宣告日越遠，其正向異常報酬越小，但皆為異於零的正向之

報酬，也在 1%顯著水準下，意指有很明顯之正向影響，由數據顯示，電子類公司實施

庫藏股後對股價是有正向之影響。 

表 4-5 所有電子業樣本事件日之異常報酬率 (-10,+10) 

期間  AR(%)  t 值  P 值   期間  AR(%)  t 值  P 值   

-10  -0 .3288  -4.7257  0 *** 1  2 .3505 23.6079  0 *** 

-9  -0 .125  -1.643  0.1004   2  0 .6146 7.2565  0 *** 

-8  -0 .3861  -5.2543  0 *** 3  0 .3364 4.613  0  *** 

-7  -0 .2518  -3.4661  0.0005  *** 4 0 .314 4.633  0  *** 

-6  -0 .1059  -1.3965  0.1626   5  0 .2537 3.7797  0.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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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2367  -3.006  0.0026  *** 6 0 .2457 3.61  0.0003 *** 

-4  -0 .408  -5.2701  0 *** 7  0 .264 3.6416  0.003 *** 

-3  -0 .4489  -5.5824  0 *** 8  0 .2613 3.8056  0.0001 *** 

-2  -0 .6183  -7.019  0  *** 9  0 .0871 1.2676  0.2049  

-1  -0 .5552  -6.1671  0 *** 10 0.0677 1.0688  0.2852  

0  0 .1101  1.182 0.2372        

*表示 10%的顯著水準  **表 5%的顯著水準， ***表 1%的顯著水準  

 

圖 4-3 電子業樣本之平均異常報酬（AR） 

 

表 4-6顯示電子業宣告實施庫藏股前與執行期間的事件窗口之累計異常報酬，由不

同的事件窗口可看出異常報酬之趨勢。宣告日前後 1天及 2天的事件窗口之累計異常報

酬率皆約 1.9%，可見台灣股市對電子類實施庫藏股宣告的反應亦為正向。宣告日之前的

事件窗口 A，為負向之累計異常報酬，且達 1%的顯著水準，故認為在宣告實施庫藏股

之前股價明顯有被低估的情形。宣告日之後庫藏股執行期間的事件窗口 B為正向之累計

異常報酬，且亦達 1%的顯著水準。 

表 4-6 各事件窗口之累計異常報酬率  

 事件窗口  CAR(%)  t 值  p 值   

A (-10, -1 )  -3 .46  -11.7  0  *** 

B (+1,+10)  4 .79  3.81  0.0001 *** 

 ( -1 ,+1)  1 .9  -3 .1  0 .002 *** 

C (-2 ,+2)  1 .9  -1 .18  0.2365  

 ( -10,+10)  1 .44  3.81  0.0001 *** 

*表示 10%的顯著水準  **表 5%的顯著水準， ***表 1%的顯著水準  

 

圖 4-4 電子業樣本之平均累積異常報酬率（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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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迴歸模型實證結果 

此研究探討 2008 年全體上市公司和電子業公司實施庫藏股因不同執行面因素（買

回目的與實際執行率），以及公司條件特徵（公司市值規模與淨值市價比），是否對股價

造成異常報酬。因本研究所使用資料期間，台灣上市公司實施庫藏股之樣本將剔除不可

抗拒因素，例如：無買回目的和實際執行率、無市值和淨值市價比資料、比對台灣上市

公司事件研究法資料不符合，因此上市公司樣本為 416件，電子業為 258件。 

1、台灣上市公司研究結果 

從表 4-7 我們可以發現，在樣本數為 416 件之情形下，實際執行率與市值規模之 P

值分別為 0.8432 和 0.7806，兩者皆大於 10%，當𝛼在 0.1 的檢定水準，不顯著異於零，

表示接受𝐻0、拒絕𝐻1，我們得知實際執行率與市值規模是不影響股價異常報酬之因素，

而推翻研究假說 2-2宣告實施庫藏股的實際執行率與股價之異常報酬間呈正相關，以及

假說 3-1市值規模愈小的公司，實施庫藏股的異常報酬愈顯著，我們探討結果發現可能

原因是因為研究時間及樣本數不同所導致和假說不一致。 

買回目的之 P 值為 0.0210，當𝛼在 0.05的檢定水準下，顯著異於零，宣告日異常報

酬之相關係數為 0.3215，代表存在顯著正相關，表示拒絕𝐻0、接受𝐻1，我們可知買回目

的是影響股價異常報酬之因素，因此可應證假說 2-1以買回目的三－為維護公司信用及

股東權益所必要買回，並辦理銷除股份者，宣告買回庫藏股之公司其實施庫藏股所產生

的異常報酬較其他買回目的宣告之公司顯著。 

淨值市價比之 P 值為 0.00017，當𝛼在 0.01 的檢定水準下，顯著異於零，宣告日異

常報酬之相關係數為-0.7191，當淨值市價比越低，投資人對股價的認同度越高，而宣告

日之異常報酬會越高；反之亦然，因此淨值市價比也是影響股價異常報酬之因素，但研

究結果顯示淨值市價比與實施庫藏股所產生的異常報酬呈負相關，即淨值市價比愈低的

公司，其實施庫藏股所產生的異常報酬愈顯著。 

表 4-7 上市公司複迴歸模型之係數檢定表 

變數 係數 t 統計 P 值  

買回目的 0.321547992 2.317663549 0.020956776 ** 

實際執行率 0.000719913 0.197806651 0.8432939  

市值規模 3.56793E-07 0.278753386 0.780573948  

淨值市價比 -0.719125784 -3.788971781 0.000173826 *** 

*表示 10%的顯著水準， **表 5%的顯著水準， ***表 1%的顯著水準 

 

2、電子業研究結果 

從表 4-8 我們可以發現，在樣本數為 258 件之情形下，實際執行率與市值規模之 P

值分別為 0.3198 和 0.7864，兩者皆大於 10%，當𝛼在 0.1 的檢定水準，不顯著異於零，

表示接受𝐻0、拒絕𝐻1，我們得知實際執行率與市值規模是不影響股價異常報酬之因素，

而推翻研究假說 2-2宣告實施庫藏股的實際執行率與股價之異常報酬間呈正相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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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3-1市值規模愈小的公司，實施庫藏股的異常報酬愈顯著，我們探討結果發現可能

原因是因為研究時間及樣本數不同所導致和假說不一致。  

買回目的之 P 值為 0.0746，當𝛼在 0.1 的檢定水準下，顯著異於零，宣告日異常報

酬之相關係數為 0.3302，代表存在顯著正相關，表示拒絕𝐻0、接受𝐻1，我們可知買回目

的是影響股價異常報酬之因素，因此可應證假說 2-1以買回目的三－為維護公司信用及

股東權益所必要買回，並辦理銷除股份者，宣告買回庫藏股之公司其實施庫藏股所產生

的異常報酬較其他買回目的宣告之公司顯著。 

 

表 4-8 電子業複迴歸模型之係數檢定表 

*表示 10%的顯著水準， **表 5%的顯著水準， ***表 1%的顯著水準 

 

淨值市價比之 p值為 0.000057，當𝛼在 0.01的檢定水準下，顯著異於零，宣告日異

常報酬之相關係數為-0.9683，當淨值市價比越低，投資人對股價的認同度越高，而宣告

日之異常報酬會越高；反之亦然，因此淨值市價比也是影響股價異常報酬之因素，但研

究結果顯示淨值市價比與實施庫藏股所產生的異常報酬呈負相關，即淨值市價比愈低的

公司，其實施庫藏股所產生的異常報酬愈顯著。 

 

肆、結論 

（一）事件研究法 

1、台灣上市樣本與異常報酬情形 

由實證結果得知全部樣本在庫藏股宣佈前 10 個交易日的異常報酬為-0.26%，代表

在庫藏股宣佈前股價有被低估的情形；在宣告日當天的股價報酬為 0.13%，公司的股價

報酬呈現顯著的正值，而在宣告後 10 個交易日公司股價也如預期般呈現顯著的正值，

然而若將時間拉長可發現離宣告日越遠，其正向異常報酬越小，並且越不顯著，可見台

灣股市對實施庫藏股宣告的反應雖有正面效應，但以長期來看報酬越不顯著。 

表 5-1 台灣上市樣本與異常報酬情形 

變數 係數 t 統計 P 值  

買回目的 0.330236262 1.790374848 0.074584575 * 

實際執行率 0.004751984 0.996880772 0.319771117  

市值規模 -3.60899E-07 -0.271269922 0.786403771  

淨值市價比 -0.968300967 -4.095917107 5.65754E-05 *** 

項目 研究假說 時期 實證結果 

訊號結

果 

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股價無異

常報酬之影響  
宣告前 10天   支持 (顯著) 

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股價有正

向的異常報酬  
宣告日 支持（顯著） 

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股價有正

向的異常報酬  
宣告後 10天 支持（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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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子業樣本與異常報酬情形 

由研究結果得知電子樣本在宣告實施庫藏股前 10個交易日皆為負向異常報酬，相

較於全體樣本，距宣告日越近負向異常報酬較無顯著之變化，在宣告日當天公司正向

異常報酬為 0.11%，公司的股價異常報酬呈現顯著正值，而在宣告後 10個交易日公司

股價也呈現顯著正值。由於電子股之成交金額往往占成交量之多數，市場活絡性較

大，股價反應亦較劇烈，即使股價回跌，也不會低於宣告前買回的水準，亦就是代表

實施庫藏股對股價有穩定的效果。 

表 5-2 電子業樣本與異常報酬情形 

 

（二）複迴歸分析 

1、庫藏股執行面因素  

在庫藏股執行面因素，實證研究結果發現，買回目的是公司為股價非理性下跌所採

取的重要措施，實施庫藏股來穩定股價，具有顯著影響。實際執行比例愈高，投資人對

於公司實施庫藏股的動機愈肯定，即認同公司股價被低估的可能性愈高。而本組實證結

果顯示，不論實際執行比例之高低，對實施庫藏股所造成的異常報酬皆無較顯著之影響。 

表 5-3 庫藏股執行面因素  

項目  樣本  時期  研究結果  

買回目的  
上市公司： 416 件  

電子業公司： 258 件  
事件日  支持（顯著） 

實際執行率  
上市公司： 416 件  

電子業公司： 258 件  
事件日  不支持（不顯著 )  

 

2、庫藏股公司條件特徵因素  

依執行庫藏股公司之不同條件特徵因素，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淨值市價比愈低的公

司，股價認同度愈高，其市場上投資者會給予較高的庫藏股購回宣告效應，其產生的異

常報酬亦愈顯著。而市場規模的部分，規模較小的公司較不會受到分析師仔細觀察，易

造成資訊不對稱，使股價有被低估的高可能性。而本組實證結果顯示市值規模對實施庫

藏股所造成的異常報酬無較顯著之影響。 

表 5-4 庫藏股公司條件特徵因素  

項目  樣本  時期  研究結果  

市值規模  
上市公司： 416 件  

電子業公司： 258 件  
事件日  不支持（不顯著 )  

淨值市價比  
上市公司： 416 件  

電子業公司： 258 件  
事件日  支持 (顯著 )  

 

項目 研究假說 時期 實證結果 

訊號結果 

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

股價無異常報酬之影響 
宣告前 10天 支持（顯著） 

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

股價有正向的異常報酬 
宣告日 支持（顯著） 

公司宣告實施庫藏股對

股價有正向的異常報酬 
宣告後 10天 支持（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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