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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 86 年 1 月到 88 年 12 月，3 年研究期間的內部關係人申報持股轉

讓的 1022 樣本作為研究的對象，關於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效果方面，本

研究不僅探討 1022 個整體樣本的情形，另外再將樣本區分成電子業與非



電子業、管理者與非管理者、法人與非法人、一類與兩類以上內部人申

報，來研究是否其對股價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本研究不僅討論股價

方面的影響，在市場交易量方面，我們也觀察在檢定期市場交易量的走勢

是否有出現價量齊飛或價量同時萎縮的情況。 我們從宣告日前 7 天開始

一直到宣告日前 1 天發現有正的顯著異常報酬，這種現象顯示內部人申報

持股轉讓的負面消息並沒有外洩，同時也說明了內部人會炒高股價之後再

進行持股轉讓的申報，目的就是為了要出脫持股以實現獲利，內部關係人

申報股轉讓的舉動，確實會造成股價顯著的下挫，這種負異常報酬的情況

還一直持續到宣告日後的第 22 天才停止，這不僅證明內部人申報持股轉

讓被市場解讀成利空的訊息，同時市場投資大眾也可以根據此消息採取賣

出的策略獲利。 在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對市場交易量的影響方面，我們

發現在宣告日之前呈現價量齊飛的現象，且內部關係人會利用此機會進行

持股轉讓，但是在宣告日後的 3 天內，我們卻發現價量背離的情況，交易

量並沒有像股價一樣有過度反應及巨幅萎縮的情況發生，市場交易量到了

宣告日後第 4 天才出現負的異常交易量，但是並沒有顯著的異常交易量出

現。 茲將本研究結論整理如下： 1.在內部關係人申報持股轉讓之消息宣

告日前，本研究並沒有發現訊息外漏的現象。 2.內部關係人申報持股轉讓

確實會造成股價的下跌，且此負異常報酬的情況一直延續到宣告日後第 22

日，因此不符合半強式效率市場假說。 3.內部關係人申報持股轉讓之宣告

日前價量齊飛，宣告日後則出現價量背離，在宣告日後我們並沒有發現有

顯著的異常交易量發生。 4.非電子業在宣告日後所造成股價負效果較電子

業為鉅，但均數差的結果並沒有發現有顯著差異存在。 5.親身參與事務且

持有公司股份的管理者(在本研究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申報持股轉讓

確實會使得公司股價下跌。 6.法人與非法人之內部關係人申報持股轉讓對

價量的影響，兩者並無差別。 7.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與大股東的申報持

股轉讓對股價的影響並無差異。 8.一類與兩類以上同時申報持股轉讓對累

積異常報酬的影響，只有在宣告日當天有顯著的差異。 9.內部關係人持有

公司股權的比重愈大，所造成的股價跌幅也愈大。 10.關於價量關係的探

討，本研究發現只有在宣告日當天有顯著正向的價量關係存在，而且隨著

時間的拉長，此價量關係也會漸趨微弱。  

摘要

(英) 

This study is about insiders announcing their trading and how to affect stock price 

and trading volume. The study is from 1997 to 1999 and including 1022 samples. 

We not only confer stock price but also trading volume. Besides we distinguish our 

samples into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nd non-electronics industry; managers and 

non-managers; corporation and non-corporation; one-kind and over two-kind 

insiders to understand if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efore the event 

days, we observe the positive abnormal return. This situation shows the messages of 

insider trading are not leaked to the public. But we know the insiders can make the 

stock price upward before their trading. When insiders announce their trading, it 

really make stock price downward. So the public regard the messages of insider 

trading as bad news. Before the event day, we observe both the stock price and 

trading volume upward and insiders can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is suitable time to 

transfer their shares. After the event day, we observe the stock price and trading 

volume go opposite. The trading volumes don’t show overreaction. We don’t 



observe confident negative abnormal trading volume after event day. Our 

conclusions： 1.Before the event day, we don’t observe the messages of insider 

trading are leaked. 2.Insiders announce their trading really make the stock price 

downward, so it does not support the semi-strong effective hypothesis. 3.Before the 

event day, we observe both the stock price and trading volume go upward but after 

the event day, the stock price and trading volume go opposite and we don’t 

observe the confident abnormal trading volumes. 4.The non-electronics industry 

make the stock price declined than electronics industry, but the result of mean test 

don’t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5.The managers (including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managers) announce their trading really make the stock price 

downward. 6.The corporation and non- corporation announce their trading don’t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7.The directors, supervisors, managers, and 

stockholders announce their trading can’t effect the stock price differently. 8.The 

one-kind and over two-kind insiders have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stock price only 

on the event day. 9.The more insiders have their shares; the more the stock price 

decline. 10.On the event da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ock price and trading 

volumes is positive and ,the relation is disappeared when the time go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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