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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本文探討自 1988 年政府開放證券商設立以來，我國新股承銷市場

主辦承銷商市場佔有率變動情形及其影響之因素。同時並檢視新股承銷

產業概況，以了解市場結構與競爭程度。我們發現台灣新股承銷產業集

中情形相當明顯，平均各年 CR4 約在 50%以上，HHI 值則多在 1000 至

2000 之間。此外，本研究發現市場開放前完全主導我國承銷產業的金融

機構，在開放後卻無法與專營證券承銷商競爭，其市場佔有率有逐漸下

滑之趨。其原因可能有四：(1)新競爭者的加入、(2)傳統銀行家經營心

態、(3)人才被挖角、(4)缺乏證券自營商執照。在影響主辦承銷商市場佔

有率變動因素方面，本文發現對於有信譽的承銷商而言，期初異常報



酬、長期異常報酬均與市場佔有率變動率呈顯著正相關，產業專業度則

與市場佔有率變動率呈顯著負相關。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thesis studies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 of investment bank IPO 

market share after the liberalization of securities firms since 1988. We can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ket structure by inspect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IPO market. We find the IPO market in Taiwan has high barrier to entry and 

high market concentration. The average CR4 in each year is about 50% and HHI 

is around 1000-2000. Furthermore,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mpletely led the 

IPO market before the market was deregulated. However, they can not compete 

with securities firms after the deregulation and the market share is declining. The 

reasons could be：(1)the participation of new competitors (2)traditional attitude 

of bankers (3)the lost of employees (4)the lack of dealer’s license. For reputable 

book managers, the abnormal initial return and abnormal 1-year return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hange of market share and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hange of market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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