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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篇研究實為國內首篇結合事件研究法與行為財務學雙重領域的探討。

由於新訊息帶給市場的衝擊在以往的研究中只能從整體市場表現進行分

析及研究，至多的研究層面涵概到機構投資人，但是仍無法一窺市場內

部所有交易人投資行為的互動。因此，本篇研究除涵概期間、包含樣本

最為完整之外，更對內部所有投資人的投資行為表現有更為深入的了

解，連以往投資行為成迷的個別投資人也有更為完整的研究。 本研究以

MSCI 宣布調整成份股事件為起點，藉以分析在新訊息衝擊下，市場是

否具有效率性以及了解若市場無效率則充斥在其中的不同投資人，其投

資行為是否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可分為三大主軸，首先是以事件期



來看，所得出的結論為機構投資人與個別投資人具有相互對做的投資行

為，其中國外機構投資人對此訊息的掌握度較高，但是卻受限於機構因

素而落入僵固的投資策略陷阱中，並且發現個別投資人所展現出來高度

的投資彈性以及學習能力；再則，以公司屬性分群之後，以探討機構投

資人與個別投資人其所偏好的股票類型及表現在不同股票屬性上的不同

操作行為並且透過迴歸分析以了解報酬與交易量的關係；最後，以自然

人屬性為分析的標準，將自然人切割成不同屬性的組合，分析其投資行

為及偏好。  

摘要

(英)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investor’s behavior for 

Taiwan listed firms that added into and deleted from the MSCI free indices since 

May 1999. We combined event study and behavior finance. In the past,because of 

lacking actual individual trading data ,we always analyz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behavior only so just saw a part of market, not all market.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paper is we got an individual trading databasea bout 53680 accounts 

from1997~2001, so we can really understand all part investors of market. For 

additions we found a positive abnormal return over the event period, and further, a 

significant negative abnormal return following the addition. We find at the same 

event period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investors’ behaviors were against each 

other, in other words, when for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bought some added 

stocks and individual investors would sell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 key point is 

that individual investors have learning effect through analyzing three events which 

came through individual investors themselves and different type of investors. 

Because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learning effect, their performance was better 

than better, event if overcom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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