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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從 1990 年上海證交所成立營運到 2006 年之間，上證綜合指數如一條水

平線，交易冷淡。但 2006 年後情勢改觀，指數不但衝破 6000 點大關，

成交量在東亞更是僅次於東京交易所。雖然目前無法直接投資上海 A

股，但著眼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潛力，及兩岸三通的無限想像之下，滬市

絕對是一個值得注意與研究的市場。此外因大陸上市企業的多元性，例

如天然資源、交通運輸、傳統重工業等，都是台灣少見的產業。相對如

美國以大型集團股、香港重金融、台灣則以科技類股聞名，中國股票市

場特性明顯與過去熟識的市場有所不同，使過去研究結論不一定符合大

陸股票市場。再加上時間點的巧合，一段百家齊漲的上漲波段及急速反



轉的下跌波段，提供了研究與驗證不同於台灣、美國、香港等股市報酬

特性的機會，希望藉由本文找出符合大陸股價報酬的特性。 本文將研究

期間分成上漲與下跌區段，將樣本漲、跌幅排序分群，利用平均數差異

檢定及迴歸分析進行實證，首先找出漲幅最高組在 2004、2005 的獲利能

力、資產經營與交易量的指標方面，例如：每股盈餘、總資產成長率、

週轉率等，與漲幅最低組並無顯著差異。但是 2006 年則上述指標均顯

著優於漲幅最低組。在漲幅最高組在資本結構上，從 2004 到 2006 都顯

示具有高負債比特性，同時衍生高漲幅組在流動比與速動比等短期償債

能力指標表現較差。股權結構方面，則最高漲幅組有比較低的限制流通

股比率與較高境外股比例。在公司治理變數方面，大股東持股比例在漲

幅最高組明顯比較高。透過對漲幅進行迴歸分析得知，從 2004-2006 的

數據上，對漲幅最具解釋能力的變數為每股盈餘與境外股比例。此外週

轉率在 2004-2005 的數據顯示對漲幅有正向影響，不過 2006 時則無顯著

的反應。 從下跌區段跌幅與樣本數據實證中得知，跌幅較大的樣本群居

然是規模較大、資產成長較快、每股盈餘較佳等基本面表現比較好的個

股，在週轉率的表現上，跌幅高的也是市場上交易量較大的個股，因此

從差異分析的結果應僅可解讀為上漲區段過度反應而出現下跌修正的現

象，因此，本文利用模擬投資組合的方式，在波段高點賣出漲幅最高組

及買入漲幅最低組，然後 Buy & Hold 直到波段低點進行反向交易，由模

擬交易結果報酬率有 59% 、$RMB198,845 元的收益，另外針對漲幅最高

及跌幅最多的兩組進行比對，發現在 46% 的樣本重覆，因此證實確有過

度反應的現象存在。最後針對跌幅分析結果得知營業利益愈小、總資產

成長愈大者跌幅相對較大。 最後透過產業類別分組觀察發現, 採掘業、

建築房地產、社服/傳播/金融與機械設備製造是平均漲幅最高，同時也

是跌幅最多的產業，相對在農林牧漁業、石化塑膠在上漲區段的表現較

落後，但在下跌區段則表現相對抗跌。  

摘要

(英)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stock market,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has been 

operating since 1990 till now. Due to lower variability, it has never been a hot 

market until 2006. In 2006, After regulation reformation, Shanghai Stock Index 

started to rise and went up over 6000 points in October 2007, but it began to went 

down immediately. At the end of June 2008, it went to lower than 3000 points 

within 10 months. Because of different regulation and industries with Taiwan 

Stock Exchange and some well-known stock markets, lik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t is a really interesting research issue to know what kinds of industries 

or what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panies which stock return is higher than 

oth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 the period of Shanghai Stock Index from 1180 

rising to 6120 that higher return companies run better EPS、higher growth rate of 

assets and larger trading volume. Also higher percentage of debt and lower 

floating rate are their characteristics. We also find that the greatly EPS and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 stock shares in oversea bring better stock return. In the period of 

Shanghai Stock Index from 6120 decline to 2748, we find that worst stock return 

companies are larger companies, and also earned better profits、good growth rate 

of assets. Why well-operated companies run worst stock return, I think the only 

reason should be the over reaction. We do prove that there is a over reaction 



effect by going through a simulation stock trading. In the simulation deal, we sold 

a portfolio with the top one fifth highest return stocks and bought a portfolio 

which included the one fifth worst return stocks at October 16 2007, the date that 

Shanghai Stock Index was the highest than ever. The portfolio had been bought 

and held till June 19 2008, the date Shanghai Stock Index was the lowest in the 

past 10 months. Then, we bought back the highest return stocks and sold out the 

worst return stocks. Finally we have 59.6% return rate in the simulation. 

Therefore, it did exist a over reaction effect within 2006 to 2008. At last, after 

observing the return in the 11 categories of various industries, we know that the 

top 4 industries with highest stock return in rising period are also the top 4 

industries with the worst return in the decline period. They are mining、real 

estate、the group with social service、media、financial companies and 

mechanical industries. Furthermore, two groups performed better stock return 

than others in the decline period. One group are those companies include 

farming、animal husbandry、forestry、fishery and the other group are the 

companies in the plastics industry、petr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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