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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國內企業籌措資金的管道日趨多元化且邁向國際化，當企業進行海外籌

資活動時，可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或海外存託憑證，而企業宣告發行

與實際發行對股價之影響，過去研究結果對股價之影響可分為無價格影

響、正的價格影響及負的價格影響，多探討單一融資工具對發行公司股

價的影響，並且大多只檢驗宣告日，本研究以四個不同事件日來檢驗兩

種籌資方式之宣告效果，分別為：董事會決議日、證期會核准日、訂價

日、發行日，並比較兩者對股價之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實證結

果如下： 1.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在董事會決議日前有顯著負向影響，

在證期會核准日前有顯著正向影響，訂價前有顯著正向影響，但訂價宣



告後，有顯著負向影響。在發行日前後，有顯著正向影響。 2.發行海外

存託憑證在證期會核准日對股價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他三個事件日則為

顯著負向之影響。 3.宣告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在訂價日之異常報酬高

於宣告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異常報酬，但在發行日則無顯著之差異。 4.

宣告發行美國存託憑證在發行日之異常報酬高於宣告發行全球存託憑證

之異常報酬。 5.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與海外存託憑證公司之財務特

性，其市價淨值比與公司規模有顯著不同。  

摘要

(英) 

Corporate financing become varie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When enterprises 

raised fund overseas, they can choose to issue ECB or DR. The researches of the 

effect to stock in the past were positive, negative, and no effect. Most of the 

researches were probe into only ECB or DR. and only examine the declare day. 

My research used four different event day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two 

overseas financing announcements. They are: the board meeting date, the SFB 

approving date, the pricing date, and the issuance dat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When issuing ECB,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the 

board meeting date,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the 

SFB approving date,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the 

pricing date,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bnormal returns after the pricing 

date,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ance 

date. 2.When issuing DR,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bnormal returns on the 

SFB approving date, but there are all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bnormal returns on 

other announcement dates. 3.On the pricing date,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ECB 

announcement are higher the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DR announcement, bu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on the issuance date. 4.On the issuance date,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ADR announcement are higher then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GDR announcement. 5.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rice-to-book ratio 

and company size for the corporations which issuing ECB or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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