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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於資訊不對稱情況下，影響公司採取股票購回策略之多

項因素。本文首先建立賽局模型說明: 當(a)內部關係人的持股比例較高 (b)市
場上優質公司所佔的比例較高 (c)股票購回的比例較低 (d)市場上公司市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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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性較大時，公司將較容易實施股票購回政策，以對市場釋放訊號。而後，

為了驗証上述模型，本研究使用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台灣股

市上市公司資料，總計 491 家公司，分屬 14 個產業，其中有 76 家公司在資料

期間宣告與進行股票購回之行動。實證資料驗証模型結果如次：除了公司內部

關係人持股比例不顯著外，其餘變數的統計資料估計結果都與本研究所建立的

模型推論一致。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驗証了在資訊不對稱下，訊號釋放理論可以

解釋公司採行股票購回之行為。另外在實務上，本研究也提供投資者一個方法

以觀測公司是否會採行股票購回政策。 

關鍵字：股票購回、資訊不對稱、訊號放射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determinants of a company’s intention to repurchase its 
own stock from the open-marke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 
game-theory model was formulated, in which four variables are identified as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company’s strategy for repurchasing its own stock: (a) proportion of 
share-holding by the insiders, (b) proportion of good companies in the stock market, (c) 
proportion of shares being previously repurchased from the market, and (d) variances of 
market values of the stocks in the market.  All the variables, except for (c), are predicted 
to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ntion to repurchase its’ own shares from the 
open-market.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model, this study used a data set from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dating from 2001 to 2003, containing 491 companies and 14 industries. During the 
data collection period, 76 companies in the data set did repurchase their own stock from the 
market. The empirical test finding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l prediction, except for 
the proportion of shares held by insiders, which was not a significant variable.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firmed that the information-signaling hypothesis und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has an ability to explain a firm’s behavior in share repurchase. This research also provides 
some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for a company to repurchase its’ own 
stock from the open market.     

Keywords: Stock repurchas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formation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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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 論 

盈餘分配政策中的公開市場購回股票(open-market share repurchase)於國

外已行之有年，台灣股市亦於 2000 年 8 月始實施庫藏股制度1。自從庫藏股制

度在台灣股市實施以來，有許多公司以維護股東權益之名義宣告股票購回，

Ofer and Thakor (1987)使用理論模型指出，股利發放和股票購回政策都會帶來

公司無謂的損失，因為將來可能會導致公司需要外部融資成本，所以此兩項政

策並非是模型的最適解 (first-best equilibrium)，但是 Ofer and Thakor (1987)和
Ross (1977)都指出在資訊不對稱 (Asymmetric Information) 的情況下，如果公

司管理者的報酬與公司市場價值相關，則管理者就有誘因去釋放出有關公司價

值的訊息，縱使此訊息的放射會帶來公司額外的成本。 

而這些訊號的發射往往也能拉抬公司的股價，如: 陳振遠和吳香蘭(2002)
及陳嘉惠、劉玉珍及林炯垚(2003)針對台灣股市的實證研究就發現，公司宣告

庫藏股購回對股價有正向之資訊內涵，其他國家股市的研究亦如是，如: 
Masulis (1980)和 Dann (1981)是較早針對美國市場的研究，就指出股票購回的

宣告會使公司股價上升; Rees (1996)首次研究英國股市的公開市場股票購回，

發現在宣告日就有正向的股價反應; Ikenberry, Lakonishok and Vermaelen (2000)
研究多倫多股票市場，使用 1060 個樣本，發現宣告股票購回能產生顯著的異

常報酬; Otchere and Ross (2002)使用澳大利亞的資料也發現公司買回股票的宣

告能產生正向的股價資訊…等等。  

但是，在什麼樣的市場條件下，公司選擇股票購回才會優於不選擇此政

策，過去的文獻指出，稅賦的考量、現金流量的處置和資本結構的改變都可能

是公司購回自家股票的動機，但是 Ikenberry, Lakonishok and Vermaelen (2000)
認為這些理由都不太與管理者相關，管理者著重的是以購回股票宣告: 公司目

前的股價是被低估的，投資該公司是吸引人的決策; Dann (1983)和 Wansley, 
Lane and Sarkar (1989)的分析亦如是。既然如此，如果著眼於訊號釋放的動機

上，投資人如何根據市場條件判斷公司是否會採行股票購回政策，以期在政策

宣告的股價漲聲中不缺席。 

此一主題的研究在投資實務的觀點上，有其必要性，但在理論的研究上卻

                                                 
1 所謂的「庫藏股」泛指公司於公開市場中所購回的自家股票，公司實施購回股票的動機可能

是(1)轉讓股份予員工 (2)股權轉換 (3)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本文僅討論「維護公司信

用及股東權益」動機的股票購回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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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有文獻著墨。Vermaelen (1981)用實証資料檢驗了幾個與股票購回政策相

關的假說2，發現訊號發射理論最能解釋實証上觀察到的現象；Baker, Powell, 
Veit (2003)探討的理論文獻更為完整3，亦發現在實証上，訊號發射理論最能解

釋為何公司要購回股票；陳嘉惠、劉玉珍及林炯垚(2003)使用台灣上市公司的

資料研究股票購回的影響因素亦支持資訊不對稱假說。既然，過往的文獻已然

將公司股票購回的動機聚焦在訊號釋放的目的上，本研究著眼於此觀點，建立

賽局模型，再深入探討在資訊不對稱情況中，公司為維護股東權益而實施股票

購回策略的影響因素，並佐以實証研究之証據。本文除了驗証資訊不對稱下訊

號放射假說可以用來解釋公司選擇股票購回的行為外，在實務上，也期望提供

投資者一個方法以觀測公司是否會選擇股票購回政策。 

本研究其他部份架構如下: 第二部份為理論模型，第三部份為模型假說與

實証方法，第四部份為資料分析與實証結果，最後則為結論。 

貳、理論模型 

一、模型設定  

本文分析一個三期的模型，即 t=0,1,2。在期初 t=0 時，假設市場中有 A、

B 兩種類的公司，其流通在外的股數都為 N，且公司在期初的清算價值都為 v，
及舉債的面額都為 F。假設兩類公司最大的差別在未來的現金流量，在 t=2 時，

A 類公司有 AP 的機率得到現金流量 AC 的收益，另外(1- AP )的機率則是無任何

收益流入; 而 B 類公司有 BP 的機率得到有現金流量 BC 的收益，另外(1- BP )
的機率亦是無任何收益流入。令 AP > BP 且 AC > BC ，所以在風險中立(risk 
neutral)的市場評價中，A 類公司未來的前景優於 B 類公司。假設上述變數: 流
通在外的股數 N、期初的清算價值 v、舉債的面額 F、機率 AP 和 BP 及現金流

量 AC 和 BC 都為公開資訊，亦即內部關係人和其他投資人都知道此資訊4。 

                                                 
2 包含了訊號放射假說 (signaling hypothesis)、為發行公司債、稅賦因素的考量。 
3 包含了訊號放射假說 (signaling hypothesis)、代理成本的減少、資本市場分配假說 (capital 

market allocation hypothesis)、稅賦因素的考量、最適資本結構的調整。 
4 此假設是為簡單、合理的說明為何模型中公司會有不同的種類及投資人，為何知道市場當中

有不同種類的公司。這樣的假設並不影響模型的一般化，因為在推論當中並沒有運用到機率

和現金流量這些變數，Ofer and Thakor (1987)也做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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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充分公開 

如果投資人擁有所有資訊，可以正確區分兩類公司，那麼兩類公司在第 0
期的價值即可依其未來現金流量的不同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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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i 公司的現值等於 i 公司預期的負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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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B。又因為 AP > BP 且 AC > BC ，所

以 AV0 > BV0 ，在一個資訊完全公開的市場中，A 公司在現金流量實現前的市場

價值及股價表現應優於 B 公司。 

三、資訊不對稱 

如果投資人無法正確區分兩類公司，亦即 iP = AP 或 BP 及 iC = AC 或 BC 是

私人資訊，僅有內部關係人知道，那麼兩種公司的價值就無法區分。假設大眾

投資人無法區分 A、B 類公司，僅由過去經驗判斷，推估 A 公司佔市場的比

例為 q∈(0,1)，那麼其在第 0 期對兩類公司的評價都為: 

=0V q AV0 +(1-q) BV0 且 AV0 > 0V > BV0  (3)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公司管理者可以利用財務政策或股權管理政策釋放訊

息幫助投資人判別公司類型，則 MM(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5無關論 
(irrelevancy propositions)可能就不適用了。Ross(1977)認為如果公司管理者的報

酬與公司市場價值相關，則管理者就有誘因去釋放出有關公司價值的訊息。

Ross (1977)認為舉債是一個有用的訊息，當價值高的公司舉債數量高過某一水

準，就能避免價值低的公司仿傚此行為，得到投資人可以依訊息區分公司的均

                                                 
5 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 經由某些條件設定得到公司的市場價值與資產結構無關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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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separating equilibrium)。本文在此部份為討論資訊不對稱情況中，股票購

回的策略及其資訊內涵，所以不考慮舉債及股利政策的資訊效果。而在股票購

回的策略方面，縱使公司管理者的薪資制度不與公司市場價值相關，只要管理

者或其親屬有持股，管理者仍有誘因去釋放出有關公司價值的訊息。  

假設 i 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比例為 iα ∈(0,1)，且令管理者在 t=0 時的預期效

用函數都為: 

)()()( 22110 WEWEWUE ββ ++=  (4) 

其中 tW 為第 t 期時，管理者的資產現值，在此部份我們僅考慮管理者持

股的資產價值，所以 00 VW iα= 及 i
tit VW α= 而 tβ 為折現因子。如此一來，

當管理者的持股愈高，則其報酬與公司的市場價值愈相關，就愈有誘因去釋放

出有關公司價值的訊息6。 

假設在 t=0 時，投資人因為無法區分公司成長性的優劣，所以兩類公司的

市值都是 0V ，而管理者可選擇在此時執行公司的股票購回。又假設股票購回

的比例為δ，則其購回成本為 0Vδ ，因為根據式(3)得到 AV0 > 0V > BV0 ，所以當

某一公司宣佈要購回股票時，投資人會認為該公司在 t=0 期時的股價是低估的
7，亦即推論其為 A 類公司，甚而推論未購回股票的公司為 B 類公司，所以在

公司購回股票(t=0)後、現金流量實現(t=2)前，亦即 t=1 時，投資人就會修改對

該公司的評價。但是，如果股票購回的比例不高，即股票購回的成本不高，兩

類公司施行此政策都不會造成額外的外部融資成本，所以 B 類公司就有可能

仿傚此策略，一旦所有公司都如此行之之下，投資人仍無法判別公司類型，就

不會修改對公司的評價。故在 t=0 時，公司管理者為追求公司市值最大而選擇

購回股票的課題可以描述成一個賽局(game)模型。此賽局的報酬矩陣(payoff 
matrix)為下表 1。 

 

 

                                                 
6 Ross (1977)為表述管理者釋放訊息的動機，假設管理者的薪資結構與公司的市場價值相關；

Ofer and Thakor (1987)則假設公司的管理者有一個外生的持股比例變數 α，故管理者的預期

效用函數與公司市場價值相關。所以本文亦假設管理者會追求公司的市值極大，因為其會影

響到管理者的報酬。 
7 因為

AV0 > 0V > BV0 ，所以照理說 A 類公司(股價被低估的公司)購回股票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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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股票購回策略之報酬矩陣(公司市值) 

 B 類公司 

 執行股票購回 不執行股票購回 

執行股票購回 
)1)(( 001 rVVV A +−= δ  

)1)(( 001 rVVV B +−= δ  

)1)(( 001 rVVV AA +−= δ  

)1(01 rVV BB +=  A
類

公

司 不執行股票購

回 

)1(01 rVV BA +=  

)1)(( 001 rVVV AB +−= δ  

)1(01 rVV A +=  

)1(01 rVV B +=  

 

根據表 1，我們可觀察此賽局的均衡解，以下分成兩種情況來討論:  

(一) AV0 >(1-δ) 0V > BV0 的情況分析 

我們假設 AV0 >(1-δ) 0V > BV0 ，以觀察模型的均衡解結果得到下列定理一: 

定理一： 當 AV0 >(1-δ) 0V > BV0 時，存在唯一均衡解為兩類公司都執行股票購

回8。 

因為當 AV0 >(1-δ) 0V > BV0 時，對兩類公司來說，執行股票購回都是優勢策略，

故此情況下的聶許均衡解(Nash equilibrium)為雙方都選擇購回股票。但是很明

顯的，雙方陷入了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因為此均衡解比兩類公司都

不執行股票購回的情況差。再將式(3)代入 AV0 >(1-δ) 0V > BV0 的條件，我們可

以得到下列定理二: 

                                                 
8 Ross (1977)指出當放射訊號的成本較小時，會存在一個均衡是好壞公司都選擇放射訊號，此

時投資人仍是無法觀察公司的差異，此推論與本文相同。為避免壞公司模倣訊號的條件在於

訊號的成本要很高，甚至使放射假訊號的公司有可能面臨倒閉的成本。由於在實証上此成本

的替代變數難尋，故本文在模型上不做倒閉的成本的假定，但是也以簡單的方式呈現訊號成

本(購回比例)對公司購回策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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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二： 當 q>
))(1( 00

0
BA

B

VV
V

−−δ
δ

時，存在唯一均衡解為兩類公司都選擇購回

股票。 

因為將式(3)代入 AV0 >(1-δ) 0V > BV0 ，我們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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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因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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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1 且 q∈(0,1)，所以左方的不等式一定成立，亦即，

只要 q>
))(1( 00

0
BA

B

VV
V

−−δ
δ

則 AV0 >(1-δ) 0V > BV0 成立，兩類公司執行股票購回就

都是優勢策略，故此情況下存在唯一的均衡解為雙方都選擇購回股票。 

而經由定理二的條件，我們可得到下列三個推論: 

推論一: 當投資人認知，前景看好的公司(A 類公司)佔市場的比例(q)愈高

時，愈多公司會選擇執行股票購回。 

因為當投資人認知，前景看好的公司佔市場的比例愈高時，一旦

該公司有股票購回，而某些公司並未如此時，投資人會判定這些

未執行的公司為前景不佳，並給予較低的評價，此評價( BV0 )相
較於投資人無法判別公司時的評價( 0V )差異很大，使這些公司無

法忍受評價的下降進而選擇釋放訊息即股票購回。 

推論二: 當股票購回比例(δ)愈低時，愈多公司會選擇執行股票購回。 

當股票購回比例愈低時，以購回股票來釋放訊息的成本愈低，所

以公司愈會選擇釋放訊息。 

推論三: 當市場中公司差異性愈大時( AV0 - BV0 )，愈多公司會選擇執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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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購回。 

當市場中公司差異性愈大時，前景看好的公司愈會希望釋放訊息

以宣告它是好公司，希望投資人修正評價，而前景較不看好的公

司，愈害怕投資人接收到訊息之後修正評價，所以也選擇執行股

票購回釋放出假訊息。 

(二) AV0 > BV0 >(1-δ) 0V 的情況分析 

我們假設 BV0 >(1-δ) 0V ，以觀察模型的均衡解結果得到下列定理三: 

定理三： 當 BV0 >(1-δ) 0V 時，存在兩個聶許均衡解分別為，A 類公司執行股

票購回而 B 類公司則否和 B 類公司執行股票購回而 A 類公司則否。 

因為當 BV0 >(1-δ) 0V 時，對兩類公司來說，就不存在優勢策略，故此情

況下的聶許均衡為雙方採取與對方不同的策略。所以上述我們以一個聯立賽局

(simultaneous game)9的觀點來看，會發現兩類公司在宣告要股票購回時，可能

會儘量搜集情報，以觀察對方是否要購回股票，以採取不同的策略。 

同樣的，我們將式(3)代入(1-δ) 0V < BV0 的條件，我們可以得到定理四: 

定理四: 當 q<
))(1( 00

0
BA

B

VV
V

−−δ
δ

時，存在兩個聶許均衡解分別為，A 類公司執

行股票購回而 B 類公司則否和 B 類公司執行股票購回而 A 類公司則

否。 

最後，我們合併定理一至定理四來看，且將模型改為序列賽局(sequential 
game)10 得到下列推論: 

推論四: 當前景看好的公司(A類公司)佔市場的比例(q)愈高時或當股票購

回比例(δ)愈低時又或當市場中公司差異性愈大時，一旦某些公

司宣告要執行股票購回時，其他公司會追隨。反之，一旦某些公

司宣告要執行股票購回，其他公司不會追隨。 
                                                 
9 假設兩類公司必須同時做決策。 
10 假設兩類公司不同時做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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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証明推論四，我們先把模型改為序列賽局(sequential game)，圖 1 和圖 2
中分別繪出此模型的不同假設條件下的決策樹。其中陰影的部份代表報酬較高

的策略11。 

                  不購回股票     不購回股票 
 
 A 類公司                        購回股票 
 (B 類公司) 
                  購回股票       不購回股票 
 
                                 購回股票 
                                 B 類公司 
                                 (A 類公司) 

圖 1: 股票購回序列賽局之決策樹(q>
))(1( 00

0
BA

B

VV
V

−−δ
δ

) 

 
 
                  不購回股票     不購回股票 
 
 A 類公司                        購回股票 
 (B 類公司) 
                  購回股票       不購回股票 
 
                                 購回股票 
                                 B 類公司 
                                 (A 類公司) 

圖 2: 股票購回序列賽局之決策樹(q<
))(1( 00

0
BA

B

VV
V

−−δ
δ

) 

                                                 
11 可以由表 1 中得知何者報酬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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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和圖 2 的建構是假設兩類公司不同時做決策，假設 A 類公司(B 類公

司)先做決策，則 B 類公司(A 類公司)可以根據其決策選擇較有利的策略做因

應，因此 A 類公司(B 類公司)在做決策時就會考慮 B 類公司(A 類公司)會如何

因應。從圖 1 中可以看到當 A 類公司(B 類公司)選擇不購回股票時，B 類公司

(A 類公司)會選擇購回股票，而當 A 類公司(B 類公司)選擇購回股票時，B 類

公司(A 類公司)也會選擇購回股票，這兩種情況是前者對 A 類公司(B 類公司)
較有利，所以先行決策的公司會決定購回股票；圖 2 的分析亦然。 

另外，由圖 1 中可以看到，當前景看好的公司(A 類公司)佔市場的比例(q)
愈高時或當股票購回比例(δ)愈低時又或當市場中公司差異性愈大時，可以先

做決策的公司仍會以股票購回來釋放訊息，但一旦宣告此訊息，另一類公司定

會追隨，此訊息亦無效。另外，如果某些公司為了特殊原因如: 股權轉讓或員

工配股等所需而選擇股票購回，其他的公司縱使沒有上述動機也會因此而追

隨。 

同樣的，由圖 2 中可以看到，當前景看好的公司(A 類公司)佔市場的比例

(q)愈低時或當股票購回比例(δ)愈高時又或當市場中公司差異性愈小時，可以

先做決策的公司也會選擇以股票購回來釋放訊息，但是因為一旦宣告此訊息，

另一類公司不會追隨，所以此訊息有效，先做決策的公司可佔時機之利。而同

樣的，如果某些公司為了特殊原因如：股權轉讓或員工配股等所需而選擇股票

購回，則其他的公司就沒有動機追隨此政策了。  

參、模型假說與實証方法 

一、模型假說 

根據上一個章節的賽局模型分析，我們建立下列假說: 

假說一：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愈高時，公司管理者愈有誘

因選擇股票購回政策來放射訊號以提高或維護公司股價。 

假說二：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前景看好的公司佔產業內的比例愈高時，公司管

理者愈有誘因選擇股票購回政策來放射訊號以提高或維護公司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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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三：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其他公司股票購回比例愈低時，公司管理者愈有

誘因選擇股票購回政策來放射訊號以提高或維護公司股價。 

假說四：其他條件不變下，當產業內公司差異性愈大時，公司管理者愈有誘因

選擇股票購回政策來放射訊號以提高或維護公司股價。 

二、實証方法 

為驗証上述四個假說，我們選擇了五個變數，以下先介紹變數定義: 

iY  ：為一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當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有選擇股票購回

時(不計次數)則 iY =1，而當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時，

iY =0。 

iX 1 ：為 i 公司的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12。 

iX 2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市場價值的 Pearson 偏態係數。 

iX 3 ：為在資料期間內，i 公司宣佈股票購回前，產業內最後一家宣告股票購

回公司之股票購回比例(%)，若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

時，則選擇資料期間內，產業內最後一家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票購回

比例(%)13。 

iX 4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市場價值的標準差除以平均數。 

C：為常數。 

                                                 
12 包含董監事、經理人和大股東。 
13 由圖 1 和圖 2 所分析的序列賽局中可以看到，當先行決策公司的股票購回比例愈高時，會降

低其他公司後續跟隨的意願，在模型中我們簡化只考慮兩類公司，實務上，可能有多家公司

相互觀察對方的決策，所以先行決策公司的股票購回比例，亦可以用一般平均水準來考量，

故本文另也使用不同的替代變數來估計模型。假設 iX 3 ：為在資料期間內，i 公司宣佈股票

購回前，產業內所有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票購回比例平均值(%)，若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

有選擇股票購回時，則選擇資料期間內，所有產業內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票購回比例平均

值(%)。估計的結果列在附錄一，其顯示所有的解釋變數都不顯著，模型的配適度較差。這

樣的結果，細想之下也是滿合理的，因為假設某一個產業，接續有幾家公司選擇較低的股權

比例以購回股票，那麼其他公司可能也會想倣效，但突然有一家公司大幅提高股權比例水

準，就會使其他公司接續宣告此動作的意願下降，此時考慮此公司大幅提高股權比例水準的

影響，會比考量所有公司股權比例的平均水準影響要來的顯著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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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X 、 2X 、 4X 以各年底的平均資料來計算14，再來根據上述變數

定義，我們使用 Logit model 來建構實証模型： 

iziiiii e
XXXXYEP

−+
===

1
1),,,1( 4321   (6.1) 

iiiii
i

i
i XXXXCZ

P
P

L 44332211)
1

ln( γγγγ ++++==
−

=   (6.2) 

其中 iP 代表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選擇股票購回事件的機率，此機率服從累

積 Logistic 分配 ( iZ )，所以我們稱 L 為 logit，而(6.1)(6.2)即為一 logit model。
根據假說一， 1γ 應顯著為正，因為公司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愈高，管理者愈

有誘因去維護公司價值，所以會增加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而根據假說二， 2γ
應顯著為負，因為當偏態係數大於零，代表產業內公司市值為右偏，投資人認

為的前景看好公司佔產業內的比例愈低，會減少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另外，

根據假說三， 3γ 應顯著為負，因為前一家宣告股票購回的比例愈高時，公司

仿傚這樣的訊號發射成本愈高，會減少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最後，根據假說

四， 4γ 應顯著為正，當公司的差異性愈大時，管理者宣告股票購回政策影響

的股價變化也愈大，會增加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 

另外，根據資訊不對稱假說，Vermaelen (1981)及陳嘉惠、劉玉珍及林炯

垚(2003)的實証結果說明，當公司規模愈小、資訊不對稱程度愈高時，公司的

購回比例會隨之提高。所以本文除使用全部資料來估計迴歸式之外，另將資料

分成大、小二類公司15再分別用以估計實証模型，以觀察是否公司規模特性也

會影響到股票購回的決定因素。  

肆、資料分析與實証結果 

我們使用台灣股市 2001年 1月 1日至 2003年 12月 31日的上市公司資料，

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及證期會公開資訊觀測站。因為我們需要資料

                                                 
14 由於相同的因素可能會影響同公司或同產業的不同變數，所以這些變數間可能會存在共線性

的問題，此為本文使用實証模型驗証理論的一個限制。 
15 以資料期間公司各年底市值之平均數為區分，如果大於所有公司資料之平均數，則屬於大公

司類，如果小於所有公司資料之平均數，則屬於小公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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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前一家宣告股票購回公司的股票購回比例以判斷公司是否會因此比例

不同而影響跟隨政策，故資料期間內產業內第一家宣告股票購回的公司資料就

不採用，且資料期間內產業內無任何公司宣告股票購回，則該產業的資料亦不

採用。根據上述的條件，最後我們採用 491 家公司的資料，分屬於 14 個產業，

其中共有 76 家公司在資料期間內宣告股票購回16。使用資料的簡單統計量如

下表 2。 

表 2 資料的簡單統計量 

變數 1X  2X  3X  4X  

平均數 26.37 4.66 2.75 2.11 

標準差 15.05 1.90 1.67 0.50 

極大值 80.72 6.83 7.35. 2.67 

極小值 2.78 1.30 0.02 1.21 

註: 上述變數定義如下: iX 1 為 i 公司的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 iX 2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

司市場價值的 Pearson 偏態係數。 iX 3 為在資料期間內，i 公司宣佈股票購回前，產業內最

後一家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票購回比例(%)，若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

時，則選擇資料期間內，產業內最後一家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票購回比例(%)。 iX 4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市場價值的標準差除以平均數。 

 

再來，我們將(6.1)和(6.2)式的估計結果列在表 3: 

由表 3 中可以看到，除了公司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不顯著影響公司是否宣

告股票購回外，其餘的估計結果都與我們模型的推論一致17。如 2γ 的確顯著為

負，說明當偏態係數大於零時，產業內公司市值為右偏時，會減少公司購回股

票的機率; 3γ 也顯著為負，說明前一家宣告股票購回的比例愈高時，公司仿

傚這樣的訊號發射成本愈高，會減少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 最後， 4γ 也顯著

為正，說明當公司市值的差異性(標準差/平均數)愈大時，管理者宣告股票購回

政策影響的股價變化也愈大，會增加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另外，可以觀察到

的是，前一家宣告股票購回的比例( 3X )對公司股票購回政策的影響是最顯著

                                                 
16 僅考慮「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動機的股票購回，另外，由於台灣庫藏股實施辨法中明

定公司限期申報買回時間、價格區間及數量，所以本文得到的資料都是已完成購回動作，可

避免使用到公司僅宣告而不實施庫藏股政策的錯誤資料。 
17 除了表 3 外，分組資料(表 4)的估計結果也都顯示公司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不顯著影響公司

是否宣告股票購回，而且估計的係數甚至有可能是負值(但不顯著)。本文為簡化模型，只考

量管理者持股比例與公司市值的相關，事實上管理者影響公司價值的誘因尚與公司市值相關

的紅利、薪資制度，而此部份替代變數難尋，所以造成實証結果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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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如果現金流量充裕的公司，沒有外部融資成本增加的問題，欲選擇股

票購回來分配資產時，不妨採取較高的股票購回比例，可避免其他公司倣效，

帶給公司股東更多的財富增加。 

表 3 實証結果（全部資料） 

模型: 
iziiiii e

XXXXYEP
−+

===
1

1),,,1( 4321  

iiii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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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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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n( γγγγ ++++==
−

=   

變數 估計係數 t 值 P-value 

1X  -0.0003 -0.0394 0.97 

2X  -0.6560 -2.0974 0.04 

3X  -0.2644 -3.0150 0.00 

4X   2.2940  1.9251 0.05 

C -2.8326 -2.4927 0.01 

註: 上述變數定義如下: iY : 為一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當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有選擇

股票購回時(不計次數)則 iY =1，而當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時， iY =0。 iX 1

為 i 公司的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 iX 2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市場價值的 Pearson 偏

態係數。 iX 3 為在資料期間內，i 公司宣佈股票購回前，產業內最後一家宣告股票購回公

司之股票購回比例(%)，若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時，則選擇資料期間內，

產業內最後一家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票購回比例(%)。 iX 4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市

場價值的標準差除以平均數。 

 

而為了觀察公司規模是否會影響到股票購回政策的決定因素，所以我們再

進一步將資料分成大公司組與小公司組，分別用以估計(6.1)和(6.2)式的實証模

型，估計結果列在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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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証結果（分組資料） 

模型: 
iziiii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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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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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公司樣本 

變數 估計係數 t 值 P-value 

1X  -0.0230 -1.0382 0.3024 

2X  -1.6045 -2.1090 0.0382 

3X   0.2087  0.9613 0.3394 

4X   4.9123  1.6738 0.0982 

C -3.8266 -1.3594 0.1780 

(b)小公司樣本 

變數 估計係數 t 值 P-value 

1X   0.0018  0.1832 0.8547 

2X  -0.4796 -1.3184 0.1881 

3X  -0.3126 -3.1093 0.0020 

4X   1.8391  1.3291 0.1846 

C -2.6815 -2.0437 0.0416 

註: 上述變數定義如下: iY : 為一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當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有選擇股

票購回時(不計次數)則 iY =1，而當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時， iY =0。 iX 1 為

i 公司的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 iX 2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市場價值的 Pearson 偏態係

數。 i3X 為在資料期間內，i 公司宣佈股票購回前，產業內最後一家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

票購回比例(%)，若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時，則選擇資料期間內，產業內

最後一家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票購回比例(%)。 iX 4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市場價值的

標準差除以平均數。 

 

由表 4 中可以看到，不管是使用大公司或是小公司樣本的估計結果都未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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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文理論模型的推論，只是顯著影響的變數不同18。在大公司的樣本中， 2γ
顯著為負，說明當偏態係數大於零時，產業內公司市值為右偏時，會減少公司

購回股票的機率， 4γ 在α=0.1 的顯著水準下，也顯著為正，說明當公司市值

的差異性(標準差/平均數)愈大時，管理者宣告股票購回政策影響的股價變化也

愈大，會增加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而在小公司的樣本中， 3γ 顯著為負，說

明前一家宣告股票購回的比例愈高時，公司仿傚這樣的訊號發射成本愈高，會

減少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 

由表 4 的結果中可以發現，股票購回政策的主要影響因素可能依公司規模

大小而有差異，我們依照一般大家對大小公司的印象來觀察上述的結果，發現

此結果有其合理性，因為大公司的效益是來自於規模經濟，其與產業內好壞公

司的分佈較相關，所以股票購回的動機在於區隔產業內公司的差異性。而小公

司資訊不對稱的情況可能較顯著，所以股票購回宣告所帶來的資訊效果與購回

成本之間的高低才是小公司考量之重點，因此之前其他公司的購回比例與倣效

成本才是其重要的考量。不過，不管是使用大公司或是小公司樣本的估計結

果，都未違反本文理論模型的推論。 

伍、結 論 

本文為針對討論，資訊不對稱情況中，公司為維護股東權益而實施股票購

回策略的影響因素，首先建立賽局模型說明，當公司內部關係人的持股比例愈

高時、市場中優質公司所佔的比例較高時、股票購回的比例愈低時，市場中公

司市值的差異性愈大時，公司較會選擇購回股票以放射訊號。進而提出四個假

說，指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愈高時、當前景看好的公

司佔產業內的比例愈高時、當其他公司股票購回比例愈低時、當產業內公司差

異性愈大時，公司管理者愈有誘因選擇股票購回政策來放射訊號以提高或維護

公司股價。 

                                                 
18 以大公司樣本估計的結果中，可以看到有兩個係數估計的結果雖然不顯著，但正負值與模型

推論不一，一為公司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對股票購回政策的影響，二為前一家宣告股票購回

的比例對股票購回政策的影響，前者，我們在註解 13 中已有說明，因為管理者影響公司價

值的誘因尚有與公司市值相關的紅利、薪資制度，所以似乎難以用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來觀

察，而後者可能是因為大公司流通在外的股數較多，減少股權稀釋的動機較強，所以縱使前

一家公司宣告股票購回的比例較高，使仿傚這樣的訊號發射成本變高時，也不會減少公司購

回股票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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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使用台灣股市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上市公司資

料，來進行 Logit 模型的實証研究，共採用 491 家公司的資料，分屬於 14 個

產業，其中共有 76 家公司在資料期間內以維護股東權益為由宣告股票購回。

實証結果發現，除了公司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不顯著影響公司是否宣告股票購

回外，其餘的估計結果都與我們模型的推論一致，証明當產業內公司市值的偏

態係數大於零時，即產業內公司市值為右偏時，會減少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
且証明前一家宣告股票購回的比例愈高時，公司仿傚這樣的訊號發射成本愈

高，會減少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 最後，証明當產業內公司市值的差異性(標
準差/平均數)愈大時，管理者宣告股票購回政策影響的股價變化也愈大，會增

加公司購回股票的機率。而公司的規模大小僅會影響實証估計上顯著的變數，

不管使用大公司或小公司的樣本來估計，結果都不違反本文的假說。 

股票購回政策宣告所引起的超額報酬效果在實証上已被普遍的証實，何以

某些公司會選擇此政策以維護股東權益，而其他則否，本文的研究結果除了在

理論上，提供在資訊不對稱情況下，以訊號放射假說來解釋公司選擇股票購回

的決定因素外，在實務上，也提供投資者一個方法以觀測公司是否會選擇股票

購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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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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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估計係數 t 值 P-value 

1X  -0.0044 -0.5158 0.61 

2X  -0.2948 -0.8941 0.37 

3X  -0.1573 -0.9558 0.34 

4X   0.7438  0.6209 0.53 

C -1.4470 -1.1717 0.24 

註: 上述變數定義如下: iY : 為一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當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有選擇股

票購回時(不計次數)則 iY =1，而當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時， iY =0。 iX 1 為

i 公司的內部關係人持股比例(%)。 iX 2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市場價值的 Pearson 偏態

係數。 iX 3 為在資料期間內，i 公司宣佈股票購回前，產業內所有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

票購回比例平均值(%)，若 i 公司在資料期間內沒有選擇股票購回時，則選擇資料期間內，

產業內所有宣告股票購回公司之股票購回比例平均值(%)。 iX 4 為 i 公司產業內所有公司

市場價值的標準差除以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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