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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1992)以模型說明，中等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可以達到間接權益融
摘要
資的目的，以解決權益融資可能產生的逆選擇問題，並且避免發行債券可
(中)
能產生的財務危機成本，然而在 Stein 過度簡化的模型下，無法解釋品質

較佳的公司模仿品質較差的公司發行權益證券或可轉換證券的模仿行為，
因此本研究修改 Stein 模型中有關於財務危機成本的假設，主張公司選擇
不同的融資工具時，所承擔的財務危機成本將會改變，進而推導出公司類
型與融資類型分離式均衡與混合式均衡的條件，使模型更能貼近實務現
象。 由模型推論，可轉換證券的融資型態不一定專屬於中等公司，當財
務危機成本太小，抑或模仿的利得高於模仿成本時，企業融資可能出現模
仿的融資行為。本研究收集國內上市（櫃）企業從民 79 年起發行可轉換
證券的 106 個樣本，並參考 Bhabra & Patel（1996）的判定方式，將可轉換
證券區分為被模仿樣本與模仿樣本。實證的結果發現： 1、模仿公司與被
模仿公司在發行條件，包括轉換比率、發行溢價率及票面利率方面沒有顯
著差異。 2、發行前被模仿公司在獲利能力(ROA、ROE、EPS)、成長潛力
（研究與發展費用比率、營收成長率及盈餘成長率）皆顯著優於模仿公
司，但股價和 P/B 卻顯著低於模仿公司。發行後的累積超常報酬方面，被
模仿公司顯著高於模仿公司，顯示台股市場對企業發行可轉換證券的融資
行為的解讀具有效率性。 3、模仿樣本進一步依事件前五年平均 EPS 排序
平均分為三群，實證的結果證實高 EPS 群與被模仿公司屬性最為接近，
但是發行發行後的累積超常報酬最低。這個結果顯示，市場將高 EPS 模
仿群視為成長停滯且位於股價高點的公司，其發行可轉換證券的行為被解
讀為負面訊息。 4、以可轉換證券發行公司為樣本配對基準，縱斷面追蹤
個別公司在不同時期的融資行為。結果顯示，公司在負債比率較低、償債
能力較佳且成長機會不錯的情況下會以可轉換證券代替權益融資；在獲利
能力與自由現金流量提高時，則以可轉換證券代替負債融資，符合(Stein
1992)和(Green 1984)的假說。
Stein(1992) argues that corporate may use convertible bonds as a “backdoor” to
get equity into their capital structures when adverse-selection problems makes a
conventional stock issue unattractive. However, the highly simplified model can not
explain the situation that higher-quality firms mimic lower-quality firms offering
equity or convertible bonds. This paper correct the assumption of financial distress
costs in Stein(1992)’s model. We believe that mimicking is possible because the
costs of financial distress should not be constant when the firms select different
financing instrument, and then we can achieve an efficient separating equilibrium
and five pooling equilibrium. According to the extension version of the model,
financing through convertible security did not solely pertain to medium firm. It is
摘要
impossible to restrain the mimicking behavior of firms when the financial distress
(英)
cost is too low or the expected benefit of mimicking over the perceived cost. We
collect 106 issuance of convertible security from 1990 and refer to Bhabra & Patel
(1996) in categorizing mimicking firms from non-mimicking on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tate briefly below : 1、The issuing terms, namely convertible ratio,
premium ratio, and coupon rate, of the mimicking versus non-mimicking firm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2、The profitability indicators (i.e. ROA,
ROE, and EPS), and the measurements of growth potential (R&D ratio, sales
growth ratio, EBIT growth ratio) of non-mimicking firm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mimicking ones. However, the price and P/B of the former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latter.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of non-

mimicking firm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mimicking
ones. The results evidence the efficiency of Taiwan stock market to differentiate
non-mimicking firms from mimicking ones. 3、The mimicking firms are then
subdivided into high-EPS, medium-EPS, and low-EPS groups by five-year average
of EPS right before the issuanc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high-EPS
mimicking firms are more similar to non-mimicking firms in terms of pre-issuance
conditions, as compared to medium-EPS and low-EPS ones. However,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of high-EPS mimicking group is lowest among the four
groups. It indicates that the investors can truly identify the high-EPS firms with
stagnant growth from others and deem their issuance of convertible securities as a
negative signal. 4、We analysis over-sectionally the financing behavior of the firms
issuing convertible security. The paired sample that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ommon
equity and straight debt sample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issuers prefer
convertible security issues to common equity when they have lower debt ratio、
higher liquidity and gross opportunities. When the firms have better profitability
and higher free cash flow(FCF), the issuers prefer convertible security issues to
straight deb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 the hypotheses both of the
“backdoor” (Stein 1992) and the “risk-shifting”(Gree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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