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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根據中華徵信所出版的「2008 版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公佈台灣

100 大集團企業在全球僱用員工人數達 298 萬 6 千人，若假設其員工都

在國內工作，則相當於我國就業人口平均每 3.45 人中，就有 1 人是在

100 大集團中工作。顯示集團在台灣的產業結構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集團的股價波動性是值得研究的議題之一。 本研究依核心公司所歸

類的產業區分為傳統產業以及電子產業，並以資產總額排名前五大之集

團為研究對象，傳統產業依序為：台塑、長榮、華新麗華、裕隆以及中

鋼，電子產業依序為：鴻海、友達明基、台積電、聯電以及金仁寶共十

家集團企業。以 90 天股價歷史波動率探討關聯性，得到結果如下列幾



點： 一、多元迴歸下集團企業股價波動性以整體集團為傳產業較具有顯

著影響，轉投資於電子產業之集團則不一。核心公司為電子產業者具顯

著影響效果較普遍。 二、各集團進行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的結果顯

示： a.電子產業上下游供應鍊關係，多半呈現上游公司影響下游公司現

象。 a.電子產業受子公司市值大小影響 b.核心公司偏好投資對於能掌握

關鍵技術的子公司。 整體而言，集團內上市股價波動性的因果關係與產

業別不具相關性。 三、同一集團企業內股價波動性關係不受產業別影

響，且集團企業在考慮轉投資時，偏好轉投資電子產業。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2008 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 published by 

Taiwan Ratings. They released there are 2,980,006,000 people working for 

Taiwan's top 100 public enterprises in the world. We assumed this number for the 

employees working in the domestic, among the equivalent employed population 

average 3.45 people, there is one person works in the company listed in top 100 

companies. That shows conglomerat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aiwan's 

industrial structure, so the conglomerate's share price volatility is one of the topics 

which worthy to study. In this study,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core of 

the company is divided into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nd 

total assets of the top five of the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ompanie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Formosa Plastics Group, Evergreen, Walsin, Yue Loong 

and China Steel , the companies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are: Hon Hai, Friends of 

the Daming Ji, TSMC, UMC and Compal Group total ten groups. A analysis of 

90-day historical volatility of stock price related result, get some points such as 

the following: 1.Multiple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volatility of the Group 

company stock transfer industry to the overall group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instead, the group invested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not one. 

The core of the company for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with significant effects were 

more common. 2 The various groups tried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showed: a. Electronics industry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upply chain, 

most companies show the upstream firms affect downstream. b.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ffected by the size of market value of subsidiary. c. The core company 

prefer to invest the subsidiary which acquires the key technology. Overall, the 

result of stock price volatility in the conglomerate that is non-related to the 

industries. 3. Stock price volatility in the same conglomerate that is non-related to 

the industries. And the conglomerate considering some investment, they prefer to 

invest in electronic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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