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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2003 年台灣依舊扮演亞洲 ECB 發行的主力市場。企業發行之海外

可轉債在發行條件設計上，不論轉換溢價率的高低，幾乎以零票面利率

發行，即使有賣回收益率的設計，亦微乎其微，其背後代表著投資人在

可轉債到期前執行轉換成股票的意圖濃厚。因此，企業為了順利籌得所

需資金，投資人對發行公司的股價表現與未來的獲利能力則是海外可轉

債能否順利發行之關鍵。而定價日為海外可轉債轉換價格訂定基準日，

轉換溢價率的高低，將影響海外可轉債由固定收益證券轉換為權益證券

所需轉換期間的長短，其股價的表現自然不同。   本文以 2003 年定

價之海外可轉債為研究案例，有別於過去有關可轉換公司債或海外可轉



換公司債的研究，幾乎著重在宣告日前後對股票報酬的影響，採用事件

研究法，探討企業發行海外可轉債，在定價前後發行公司股價是否有籌

資行情效果?此外，更進一步分析在不同轉換溢價率或不同景氣狀況

下，發行公司股價是否也有不同程度的籌資行情表現。   研究結果顯

示：2003 年定價之海外可轉債在定價日前 15 日至定價日後 30 日，股價

呈現顯著正的累積異常報酬，而有所謂的籌資行情效果。此外，不同之

轉換溢價率會有不同的籌資行情表現。高轉換溢價率(轉換溢價率 10%以

上)與低(或負)轉換溢價率(2%以下) 在定價日前 15 日至定價日後 30 日會

有籌資行情，中轉換溢價率(轉換溢價率 2%至 10%)則籌資行情效果不顯

著。另外，在股市多頭(2003 年 5-12 月)階段，企業發行之海外可轉債其

定價前後籌資行情效果佳；但在股市空頭階段(2003 年 1-4 月)，則不論

轉換溢價率高低，企業發行之海外可轉債，只有負面訊號，而不會有所

謂的籌資行情。  

摘要

(英) 

  In 2003 Taiwan remained a main market for Asia’s ECB issuance. 

However, most ECBs issued by Taiwan’s corporate bore no interest rate, 

namely zero coupon rate, regardless of conversion price (i.e. premium or 

discount) set forth in the offering terms, and even with a term of put to yield, the 

coupon rate virtually stood at zero suggesting that ECB investors had burning 

desires to convert ECB into common stocks. Therefore, stock price behaviors and 

future profitability were pivotal elements to a successful ECB offering. Pricing 

date was the date the conversion price was set, which would influence the length 

of time to convert fixed-income securities into equity securities, thereby weighing 

heavily on stock price performance.   This thesis covers cases of ECB 

issuances priced during 2003, instead of focusing on impacts caused by the 

coming of announcement date and afterward, an methodology of “Event 

Study”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Did Fundraising-drive stock price upswing 

really exist before and after the Pricing Date? “. In addition, a furthe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see how did the stock prices of ECB issuers move under 

different conversion premiums or business cycle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ECBs priced in 2003 and 15 days before and 30 days after the Pricing Date 

show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bnormal returns on the underlying stock prices, 

reflecting the so-called “Fundraising-drive Stock Price Upswing”. Moreover, 

ECBs with different conversion premiums would result in different underlying 

stock price performances. ECB with high conversion premium (e.g. more than 

10%) and low or negative conversion premium (less than 2%) priced 15 days 

before and 30 days after the Pricing Date would enjoy a “Fundraising-drive 

Stock Price Upswing”, while ECB with medium conversion premium presented 

an unobvious sign of stock price upswing. On top of that, during the bullish 

market between May 2003 and December 2003, ECB issued by Corporate indeed 

had a better “Fundraising-drive stock price upswing” on underlying stock 

price; contrary, during the bearish market between January 2003 and April 2003, 

corporate issuers of ECB only experienced an adverse repercussion, meaning no 

“Fundraising-drive Stock Price Upswing” in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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