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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金融市場在政府及民間企業共同通力合作下，正積極朝向自由化與

國際化的目標邁進，也使得我國股票市場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再加上近

十幾年來證券市場蓬勃發展及新上市公司快速地增加，以致於有關新上



市(櫃)股票的研究常常成為被探討的課題；另外，也由於近幾年來集中市

場及店頭市場之成交量擴增，股價上漲且交易活絡，也帶動了未上市股

票市場再度興起。 而目前有關研究未上市股票市場的文獻並不多，故本

論文擬針對未上市(櫃)股票市場相關問題予以探討研究，包括：未上市

(櫃)公司事件日異常報酬之探討、未上市(櫃)公司在上市(櫃)後對股價波動

性及效率性之探討，利用實際資料作相關主題的分析，實證結果顯示：

事件日前五日有異常報酬。而事件日在蜜月期結束後之五日、十日、十

五日、二十日、二十五及三十日均無正的異常報酬。在研究事件日異常

報酬之影響因素方面，其結果顯示：各樣本公司之 85 年、86 年度 EPS 值

及董監事與大股東持股率對異常報酬並無顯著影響。以及在研究未上市

(櫃)公司在上市(櫃)後股價波動性及效率性為何方面，其實證結果顯示：

股價波動性無顯著變化的公司有 9 家，波動性顯著變大者有 19 家，變小

者有 11 家；至於效率性方面，無顯著變化的公司有 6 家，效率性變佳的

公司有 19 家，變差的有 14 家。  

摘要

(英) 

There will be fulfilling a goal that creates a free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by the 

enforcement of civic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 of the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stock is frequently discussed due to the 

size of the security market and the number of the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stock 

increased rapidly. Recently, The revival of the unlisted stock market affected by 

increasing trading volume, going up stock price and the actively trading of the two 

stock markets (TSE and OTC). So far there were few thesis related of the unlisted 

stock market, makes a survey of the following issues with regard to the unlisted 

stock market as following: 1. The abnormal return on the event day of the unlisted 

stock. 2. The efficiency and volatility of the stock price when an unlisted company 

becomes a listed one. The results as following: 1.There was abnormal return of the 

unlisted stock prior to listing day. 2.There were no abnormal return on the event 

day 5,10,15,20,25,30 days afterwards. 3.With regards to sampling company 

abnormal return, there will be affected by EPS and the holding rate of major 

stockholder within the period 1996 to 1997. 4.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find that 

the change of the volatility after stock listing: 9 companies unchanged, 19 

companies changed for strong, 11 companies changed for weak. The change of the 

efficiency after stock listing: 6 companies unchanged, 19 companies changed for 

strong, 14 companies changed for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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