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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討我國兩稅合一實施前後，上市公司分配民國 85 至 87 年度盈餘的除權(息)日是否仍有
以往文獻所稱在除權(息)日可以獲得平均超額利潤的市場異常現象(market anomaly)。研究結果發
現，兩稅合一降低股利所得之稅負，讓投資人進行除權(息)日套利的報酬比以往提高。此外，對於除
權(息)日超額報酬的解釋原因，本文的實證結果亦支持李存修(1991)的比價心理假說，亦即除權(息)
的股利愈多，除權(息)後的價格相對愈低，會使投資人有股價偏低的感覺而吸引買盤，因而造成除權(息)
日的超額報酬。最後，本文也發現公司稅額扣抵比率愈高者，其股東參與除權(息)交易所能獲得之股
票超額報酬率也愈高。
關鍵字：兩稅合一、除權除息、超額報酬、比價心理假說。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ex-dividend day stock prices i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following the 1998 introduction of the Imputation Tax System (th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income tax and individual income tax).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tax system,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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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n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excess return of stock purchases on the day prior to ex-dividend, and selling on
the next day, both at the closing price. Evidence also supports the bargain- hunting hypothesis (Lee, 1991),
that the excess retur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level of the dividend distributed,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ratio of the ex-dividend price to the cum-dividend price. This paper also documents the clear,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cess return and the imputation tax credit ratio.

KEYWORDS: Imputation Tax System, ex-dividend, excess return, bargain hunting hypothes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非常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委員之寶貴意見。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大約半個世紀以來，各國股市都發現股票除息日的股價降幅有小於股利金額的平均趨

勢，並在各國學術界引起廣泛之研究(例如 Campbell and Beranek, 1955; Durand and May, 1960;

Elton and Gruber, 1970; Kalay, 1982; Brown and Clarke, 1993; Bartholdy and Brown, 1999; Bhardwaj

and Brooks, 1999; 楊世芳, 1988; 林炯垚與陳怡文, 1990)。我國股市也經常在股票的除權(息)

日出現收盤價大於除權(息)參考價的現象，亦即在股票股利除權前一日以收盤價買進股票，

並於除權日當天以收盤價連同獲配之股票一併賣出，經常可以獲得超額利潤；在現金股利方

面，若在除息前一日以收盤價買進股票，並於除息日當天以收盤價賣出，則扣除現金股利的

成本後通常也是有利可圖。雖然國內文獻經常引用外國的租稅效應假說(Elton and Gruber,

1970)和短期交易假說(Kalay, 1982)來探究除權(息)日的股價行為，但是租稅效應假說忽略了證

券交易稅與手續費等交易成本的影響；短期交易假說雖然納入了交易成本的考量，卻只考慮

到稅前報酬，基本上未能顯示各種稅率的投資人從事除權(息)套利行為[註 1]所能獲得的「稅

後」超額利潤之多寡。

李存修(1994)研究民國 73 年到 81 年間，在除權日前後進行先買後賣是否有「稅後」之

超額報酬時[註 2]，在其模型中同時扣除交易成本、股利所得之稅負，以及除權日當日持有

股票一天應有的市場風險調整報酬率，以計算各種邊際所得稅率之投資人在除權日進行套利

的超額報酬。該文之統計分析顯示，除權交易日之異常報酬率遠比股利所得稅、來回手續費

及證券交易稅還多，故投資人在其研究期間內，若遇到股票除權即進行先買後賣之套利操

作，雖不保證每一次均會賺到超額報酬，但整個期間累積下來，應可得到顯著的超額報酬。

該文同時發現，這些超額報酬與盈餘配股率、權值等有正向關係，支持所謂比價心理假說之

論點。

由於我國自民國 87 年實施兩稅合一以後，公司已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可作為綜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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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的可扣抵稅額，因此投資人獲配股利的所得稅負擔原則上已較舊稅制時大為降低，但市場

行為是否亦因兩稅合一實施而有所改變，投資人沿用兩稅合一前之套利策略是否仍會賺取超

額報酬，仍有待實證研究之證實。因此本文的第一個研究目的，即在於配合兩稅合一制度之

實施，重新建構李存修(1994)所建立之分析模型，探討兩稅合一後在上市公司除權(息)時進

行套利是否仍有超額報酬。但是由於本文重新建立之模型亦可適用於除息之情形，因此本文

之研究範圍將包括除權、除息、以及同時除權除息的各種股利分配情況。本文的第二個研究

目的，在於探討除權(息)日進行套利所獲得報酬率高低的決定因素。除了延續李存修(1994)

的比價心理假說之驗證外，亦將配合本文之模型探討上市公司之稅額扣抵比率對於除權(息)

日套利報酬之影響情形。

貳、文獻探討

除權(息)日前後股票價格的漲跌變化，長期以來都有許多國內外文獻加以分析探討。

Campbell and Beranek (1955) 以及Durand and May (1960) 是最早揭開此一研究領域的兩篇國外

文獻，他們都發現在股利除息時，股價的跌幅小於股利的金額，從此開啟各國對於除權(息)

日股價變動的熱烈研究。Elton and Gruber (1970) 首先就此一現象提出租稅效應(tax effect)有系

統的加以闡述。Elton and Gruber 認為當市場均衡時，最後決定股價的邊際投資人不管在除息

前或除息後買賣股票，在繳納有關的所得稅之後都得到相同的財富。換言之，在不考慮交易

成本的情況下，下面之方程式必須成立：

Pb－tc(Pb－Pc)＝Pa－tc(Pa－Pc)＋D(1－to)，其中 Pa＝除息日(除息後)之股價，Pb＝除息前一

日(除息前)之股價，Pc＝股票之成本，D＝股利之金額，tc＝出售股票之資本利得(capital gain)

的所得稅率，to＝取得股利應適用之一般所得(ordinary income)的所得稅率。經過移項整理後

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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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on and Gruber 指出若資本利得的稅率 tc小於一般所得之稅

率 to（此乃一般國家之正常情況），就會在除息前後出現 1

D

PP ab 的情況，亦即除息日

價格下跌的幅度(Pb－Pa)小於股利金額 D的原因，乃係因投資人 tc與 to不同所引起。Elton and

Gruber 之此種論述一般被稱為租稅效應(tax effect)(例如林炯垚與陳怡文，1980)或稅負差異

假說(the tax differential hypothesis)(例如 Brown and Clarke, 1993)。Elton and Gruber並按 1966 年

4 月至 1967 年 3 月紐約證券市場之(Pb－Pa)/D的平均值約等於 78%以及 tc為 to的一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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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式關係推論出邊際投資人之一般所得的邊際稅率 to約為 35%。

Kalay (1982)則批評 Elton and Gruber (1970)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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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算邊際投資人的所

得稅率有一個必要的前提－－決定均衡除息價格的最後(邊際)投資人必須是資本利得稅率低

於一般所得稅率的「長期投資人(long-term investor)」。但是因為當時美國之短期交易者

(short-term trader，例如證券自營商)出售股票的資本交易損益須按一般所得或損失課稅(他們

的 tc=to)，因此若(Pb－Pa) ≠D這些短期交易者即可進行套利，最後(Pb－Pa)與 D又會回復到接

近於一的比值，而進行套利的交易成本之存在才是該比值無法正好等於一的原因。Kalay 乃

提出短期交易假說(short-term trading hypothesis)，將買賣股票的交易成本加進(Pb－Pa)和 D之比

較，推導出使市場趨於均衡而套利機會不再繼續存在之條件為   PPPD ab  ，其中

α為來回兩次的交易成本率，  2/ab PPP  。他並且使用與 Elton and Gruber (1970)相同

期間的樣本，提出證據顯示決定紐約證券市場股票價格之邊際投資人應該是會員證券商

(member of the NYSE)，亦即是短期交易者而非 tc ＜ to之長期投資人。由於 Kalay的短期交易

假說在推論相關條件時都與投資人之邊際稅率無關，他否定了 Elton and Gruber (1970)可以從

(Pb－Pa)/D推算邊際投資人所得稅率的論點。

Elton and Gruber (1970) 與 Kalay (1982)的文獻發表之後，究竟是資本利得與股利所得的稅

率差異(租稅效應假說)或短期交易者的交易成本(短期交易假說)決定除息日的股價降幅，引

起學術界的熱烈討論，不同國家的股票市場紛紛被用來作為研究的對象。惟限於篇幅，本文

以下僅就與兩稅合一等稅制變動有關之除權除息日股價行為的研究進行文獻回顧。

Brown and Clarke (1993)檢驗 1973 年到 1991 年之間澳洲的股市除息情況，在他們的研究

期間發生對資本利得從免稅變成應稅、實施兩稅合一等租稅變革，每一項變革都使取得股利

所得變得相對有利，但是他們的實證證據顯示，澳洲的股市投資人仍然偏好取得資本利得，

所以 Elton and Gruber(1970)的租稅效應假說並不適用於澳洲。

Bartholdy and Brown (1999)對 1982 年 1 月與 1985 年 8 月間的紐西蘭股票市場進行除息

日之股價行為研究，在他們的研究期間，紐西蘭稅法規定源自於股票溢價以及處分資產溢價

之資本公積所發放之股利，係投資人之免稅所得；但源自於資產重估增值之資本公積所發放

之股利則屬投資人之應稅所得。他們認為當時紐西蘭部份股利免稅、部份應稅的股市，提供

獨一無二的測試機會，以驗證租稅效應假說與短期交易假說這兩個的互相競爭的理論。但是

他們的實證結果顯示，紐西蘭的股市經驗支持租稅效應假說，而不支持短期交易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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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986年的租稅改革法案(the 1986 Tax Reform Act)大幅降低1987年間的資本利得之

課稅優惠，並且於1988年完全取消資本利得與股利所得的租稅差異。但是Michaely (1991) 卻

發現 1986、1987、1988 各年的除息降幅卻沒有因稅制的改變而有顯著的變化，因此他認為

租稅效應並不合乎當時的美國股市。然而 Bhardwaj and Brooks (1999) 則應用美國 1986 到

1989 年紐約證券市場所有的除息資料，舉證說明租稅效應存在於美國股市。他們認為

Michaely (1991)將一些極端值(outliers)納入研究樣本中，所以導致了與他們不同的研究發現。

總而言之，國外之相關文獻大都發現除息時股價降幅有小於股利金額之平均趨勢，但是

對於此種現象之解釋則各執一辭。在我國相關文獻方面，楊世芳(1988)指出在民國 61 年到

75 年間，我國上市公司每一年都有除息日收盤價大於除息參考價，以及除權日收盤價大於

除權參考價的平均趨勢。該文並且指出若僅就民國 63 到 65 年之資料加以進一步分析，則

我國除息日的股價行為適於租稅效應假說，而除權日之股價行為則適於短線交易假說。

林炯垚與陳怡文(1990)分析我國 72 年至 77 年間的除息日股價行為，其研究結果發現除

息日的平均股價降幅約僅為股利金額的 58.77%；而且依據市場模式等方法之估計，除息日

之平均超額報酬約在千分之八左右。由於在除息日前後數日皆未發現有類似之超額報酬，因

此林炯垚與陳怡文(1990)認為除息日之股價行為係因投資人規避股利所得的稅負所引起，所

以他們的研究結果支持租稅效應假說。

晚近在我國兩稅合一實施之前，黃士青(1997)曾研究我國上市公司民國 76 年至 85 年的

除權與除息資料，他發現我國股市在該期間有顯著填息與填權的行為，但是他依據 Elton and

Gruber(1970)的計算方法所求出的投資人邊際稅率，卻遠大於我國的最高稅率(除息日的邊際

稅率約為 80%，除權日則超過 100%)，因此他認為租稅效應無法完全解釋我國股市的填息

與填權行為。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黃士青(1997)發現在實施兩稅合一之前的民國 76 年至 85

年整整十年間，我國股市在除息日與除權日，平均都有超過市場報酬、交易成本與股利所得

稅負的超額報酬。

林德威(2000)研究實施兩稅合一對於上市與上櫃公司的融資政策、股利政策以及除權

(息)日前後之異常報酬率與交易量的影響，他們發現實施兩稅合一以後上市(櫃)公司的平均

負債比率，並未比實施前降低；而且保留盈餘加徵 10%稅負的規定，也未降低公司保留盈

餘的比率。亦即他們的研究並未發現在實施兩稅合一之後的第一年，已經達成了導正企業籌

措財源方式(以往偏向舉債以利用利息稅盾)以及防止企業藉保留盈餘規避股東稅負之立法目

的。他們的研究也發現兩稅合一實施前後的除權(息)日都有正的異常報酬(未扣除交易成本與

股利所得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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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之文獻回顧可以知悉，國內外大都發現在除息日與除權日有股價降幅小於股利價

值之平均趨勢，但是此種現象究竟起因於租稅效應假說或短期交易假說，則各方面之研究結

果因時因地而有不同之解讀。

李存修(1994)研究民國 73 年到 81 年間，在我國上市公司股票股利除權日前後進行先買

後賣是否有「稅後」超額之報酬時，並未沿用 Elton and Gruber(1970)或 Kalay (1982)的傳統之

稅負效應假說與短期交易假說之分析方法，而在其模型中同時扣除交易成本、股利所得之稅

負，以及除權日當日持有股票一天應有的市場風險調整報酬率，以計算各種邊際所得稅率之

投資人在除權日進行套利的超額報酬。該文之統計分析顯示，除權交易日之異常報酬率遠比

股利所得稅、來回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還多，投資人在其研究期間內，若遇到股票除權即進

行先買後賣之套利操作，雖不保證每一次均會賺到超額報酬，但整個期間累積下來，應可得

到顯著的超額報酬。該文同時發現，這些超額報酬與盈餘配股率、權值等有正向關係，這個

研究發現與李存修(1991)對股票股利與現金增資之除權股價行為的研究結果相似，李存修

(1991、1994)認為這種除權日有超額報酬的現象起因於「比價心理假說(the hypothesis of

bargain hunting)」--除權後的股價，無論與除權前比較或與同一產業其他股票之價格比較，均

相對地偏低，在投資人撿便宜的心理下，遂造成了除權後的異常報酬率(李存修 1991，11

頁)。

本文之研究目的不在於探究除權(息)日之股價降幅小於股利價值的現象究竟起因於租稅

效應假說或短期交易假說，而在於配合兩稅合一制度之實施，重新建構李存修(1994)所建立

之分析模型，探討兩稅合一後在上市公司除權(息)日進行套利是否仍有超額報酬。本文的另

一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除權(息)日進行套利所獲得報酬率高低的決定因素；除了延續李存

修(1994)的比價心理假說之驗證外，亦將配合本文之模型探討上市公司之稅額扣抵比率對於

除權(息)日套利報酬之影響情形。本文在最後結論時，亦將探討上述研究結果在我國稅務行

政管理上之意涵，並提出有關之建議。

參、理論模型

一、兩稅合一實施後之理論模型

設某上市公司股票除權(息)前一天之收盤價為 P，盈餘配股率為 a (盈餘配股每股 10a

元)，資本公積配股率為 b (資本公積配股每股 10b 元)，現金股利為每股 m 元，則除權(息)

後的每股成本 P'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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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
mP

P



 。

上列之公式適用於 a、b、m都不為零，或其中數個等於零的情況。例如若m=0 但 a與

b 不為零，代表僅發放盈餘配股及資本公積配股；若 m≠0 但 a=b=0，則代表僅配發現金股

利。

我國實施兩稅合一以後，公司發放股利也會發給投資人股利憑單作為報稅憑證，以顯示

這些股利曾經由公司繳納多少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而這些稅額可以讓股東作為綜合所得稅的

可扣抵稅額。因此股東實際上沒有公司所得稅的負擔，兩稅合一是對個人股東的一項減稅措

施。假設兩稅合一之後，公司之稅率為 tc，個人股東之稅率為 tp，則個人股東之稅負計算，

應首先將收到之股利淨額(10a + m)元還原(或稱設算(imputation))為稅前之股利總額(10a +

m)/(1 - tc)[註 3]，將其申報在綜合所得中，然後乘以個人適用之邊際稅率 tp，再扣抵該稅前股

利總額已在公司階段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10a + m)/(1 - tc)]×tc。所以，兩稅合一以後，個人

股東每持有一股而配發 m 元之現金股利、a 股之保留盈餘轉增資之股票股利和 b 股之資本

公積配股時，該個人股東增加之稅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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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於除權(息)前一天以收盤價買進一股，並參與配股、配息後，為使其所增加之稅

負得以彌補過來，除權(息)交易日當天股價須較除權(息)後的每股成本(P´)上漲Δ P 元(投資

人之股數已從 1股變成 1+a+b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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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相對於除權(息)後的每股成本，每股須有報酬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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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支付股利之所得稅以外，投資人若於除權(息)前一天以收盤價買進股票，並於除

權(息)交易日以收盤價賣出，尚須負擔兩個重要的機會成本。首先是買進與賣出股票的來回

交易手續費(一般為買價和賣價的千分之一點四二五)以及賣出時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千分

之三)，若以 c表示這一個交易成本佔投資成本的比率，則

  PbaPPc a  )003.0001425.0()1(001425.0



8 兩稅合一前後上市公司除權及除息日股價行為之探討

其中，P為除權(息)前一天之收盤價， Pa為除權(息)交易日之收盤價。

另一個重要之機會成本則為持股一天在市場風險下應有的報酬率。投資者在從事上述買

賣操作時，尚須承擔持股一日之風險，因此光有上述(k+c)之報酬率是不夠的，必須再加上

持股一天的預期日報酬率，才能達到損益平衡和市場均衡(李存修，1994，45 頁)。換言之，

在除權(息)前一日以收盤價買進股票並在除權(息)日以收盤價賣出，所要求的除權(息)日之均

衡日報酬率(無超額報酬機會的日報酬率) Er 應為

ckrr
E



其中 r 為承擔一日風險時之預期日報酬率，本文沿用林炯垚與陳怡文(1990)、李存修

(1994) 與黃士青(1997)之方法，利用市場模式(market model)來估計 r [註 4]。

本文以除權(息)交易日為 0，前一交易日為-1，前二交易日為-2，依此類推。一般市場

慣例，從股利之正式宣告到除權(息)交易日，很少超過二個月，一旦正式宣告後，股價便可

能因該事件之情報傳遞而產生異常變化，在估計市場模式時，如不將宣告後的期間剔除，所

估得之係數便有可能受到扭曲，故本文沿用李存修(1994)之作法，以-150 至-60 共 91 個交

易日之股價資料來估計市場模式之係數 î與 î：

titmiiti err ,,,   t = -150,......,-60 (1)

tir , =第 i 種股票在第 t 日之日報酬率

tmr , =以台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計算之第 t 日的股票市場日報酬率。

接著以除權(息)交易日之市場日報酬率，以及市場模式估出的 î、 î，來求算每一樣

本股票在除權(息)交易日的預期報酬率 0,̂ir ，作為投資人承擔一日風險所要求之報酬率 r 之估

計值，亦即 r 之估計式 0,̂ir 為： 0,0,
ˆˆˆ miii rr  ，因此，均衡時(無超額報酬時)之條件為

ckrr iE  0,̂ 。

若除權(息)日觀察到之真正日報酬率為 ri,0，且 ri,0符合前述之均衡條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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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0,

因為 0,̂0, irri  即為市場模型(market model)所稱之異常報酬率(abnormal return, ARi,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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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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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上式推出市場均衡時所隱含的邊際投資人之所得稅率如下:

其中：

pt
=沒有超額報酬的的投資人之所得稅率，亦即 Elton and Gruber(1970)所稱的市場均

衡時所隱含的邊際投資人之所得稅率

P=第 i 種股票除權(息)前一日之收盤價

m=第 i 種股票之每股現金股利

a=第 i 種股票之盈餘配股率

c=來回交易手續費率與證券交易稅稅率之和

tc=i 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有效稅率，若 i 公司 87 年度之稅額扣抵比率為 Cr，則本文

以Cr/(1+Cr)換算其 tc [註 5]。

若除權(息)日觀察到之真正報酬率 ri,0，除支付股利所得稅 k，來回手續費及證交稅 c外，

尚可得到超過承擔一日風險所應得的報酬率 0,̂ir ，則

ckrr ii  0,0, ˆ

那麼投資人在除權(息)前一天以收盤價買進股票，並於除權(息)日以收盤價賣出進行套

利，所能得到之超額報酬率 qi,0可計算如下:

 
  (3)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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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ckrrq iii  0,0,0, ˆ

，或ckARq ii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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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市場模型求出異常報酬率 ARi,0之後，將按各種不同之綜合所得稅率(tp=0%、

6%、13%、21%、30%、40%)分別帶入(3)式，以求出各種不同稅率之個人進行除權(息)套

利所能獲得之超額報酬。

二、兩稅合一實施前之理論模型

因為實施兩稅合一之前，公司所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tc不能用來扣抵股東的綜合所得

稅，所以若將第(2)式取 tc=0，所得到之以下的第(4)式即為實施兩稅合一之前，除權(息)日所

隱含的市場邊際投資人之所得稅率 pt :

同理，若將兩稅合一實施前之第(3)式以 tc=0 代入，而得到以下之第(5)式，即代表兩稅

合一前投資人在除權(息)前一天以收盤價買進股票，並於除權(息)日以收盤價賣出，在扣除

支付股利所得稅 k，來回手續費及證交稅 c，以及承擔一日風險所應得的報酬之後，所能得

到超額報酬率 qi,0:

(5)
)(
)10(

0,0, c
mP

tma
ARq p

ii 





有關第(4)、第(5)式之詳細推導，可參考李存修(1994)或向本文作者洽取。

三、稅額扣抵比率與超額報酬之關係

本文的第二個研究目的，在於驗證稅額扣抵比率對除權(息)日超額報酬率之影響。我國

自民國 87 年起實施兩稅合一，公司階段所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得於盈餘分配時作為股

東之可扣抵稅額，抵減個人綜合所得稅。故兩稅合一後，公司稅額扣抵比率愈高者，其股東

獲得可扣抵稅額的比例愈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股票之超額報酬率也愈大，說明如

下：

由第(3)式，兩稅合一後股票除權(息)日之超額報酬率 q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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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式取公司稅額扣抵比率 Cr(等於 tc/(1-tc))之偏微分如下[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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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第(6)式中，
mp
ma


 )10(

及(1-tp)均 > 0，所以 0


Cr
q

。因此，本文預期兩稅

合一實施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司稅額扣抵比率愈高者，其股東參與除權(息)交

易所能獲得之股票超額報酬率亦將愈高。

肆、實證方法與結果

一、除權(息)日超額報酬之實證

本文之研究期間涵蓋上市公司85年度至87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除權(息)日的股價行為

[註 7]。雖然我國自民國 87 年開始實施兩稅合一，但是必須等到民國 88 年上市公司分配 87
年度之股利時，股東才能取得兩稅合一股利可扣抵稅額的租稅優惠。本文僅採取上市公司

87 年度的股利分配，探討兩稅合一實施後的股利除權(息)日之股價行為，係由於某些上市公

司 88 年度之股利分配將遲至 89 年底才除權(息)，本研究在 89 年間著手進行時，尚無法取

得 88 年度完整的分析資料。至於兩稅合一實施前則取 85 年度與 86 年度作為與兩稅合一後

之比較對象，係因黃士青(1997)之研究期間已涵蓋 75 年度至 84 年度除權、除息日的股價行

為，且其研究結果與本文 85、86 年度之研究結果都發現投資人在除權除息日可以獲得超額

報酬，因此本文並未將 84 年以前之各年度納入研究期間。

本文之研究數據主要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之資料庫系統，

表 1顯示本文自 TEJ各模組資料所選取之研究資料。

表 1：本研究使用之 TEJ 模組及擷取之研究資料

TEJ模組名稱 選用之研究數據名稱

TEJ Profile--股東會事項 公司代碼、股東會年度、股東會日期、除權日、除息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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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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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配股、公積配股、現金股利、現金增資認購率

TEJ Equity--調整後股價(日) 公司代碼、年月日、報酬率

TEJ Equity--名目股價(日) 公司代碼、年月日、收盤價

表 2列示研究樣本之篩選過程，首先從「TEJ Profile--股東會事項」資料庫取得曾經召

開 85 到 87 年度股東會的上市公司每年度各約四百餘家，但首先刪除雖然召開股東會卻沒

有宣告盈餘分配或增發新股，因而無除權日亦無除息日之公司；其次為避免現金增資事件對

股利分配事件產生干擾效果，本表之第三列刪除股利之除權(息)日與現金增資之除權日在同

一天，或僅為現金增資之除權日而未發放股利之公司。在去除辦理現金增資的公司之後，資

料庫中仍然出現少數公司有除權(息)日卻無發放任何之股利，這些可能在輸入時發生錯誤的

資料在第四列予以刪除。

表 2：樣本之篩選過程 (單位：家)

87 年度

盈餘分配

86 年度

盈餘分配

85 年度

盈餘分配

1.召開年度股東會之上市公司家數 444 444 429

2.既無除權日又無除息日 (134) (49) (41)

3.除權(息)日含現金增資 (28) (96) (135)

4.有除權或除息日卻無任何股利發放 (2) (0) (1)

5.除權日與除息日不同之上市公司 30 21 28

6.無 87 年度稅額扣抵比率資料 (21) -- --

7.除權(息)日之前第 150 天到前第 60 天之股價

資料不完整者
(11) (24) (35)

8.除權(息)日至該日之後 10 個交易日之股價資

料不完整者
(5) (3) (0)

有效樣本家數 273 293 245

在本文研究期間，每年各約有二十至三十家的公司除權日與除息日不同，本文將其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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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除息各視為一個樣本觀察值，第五列即顯示因此而增加的樣本量。第六列接著刪除缺乏

87 年度稅額扣抵比率資料之 21 家公司(本文稅額扣抵比率之資料來源詳下文說明)。然後為

配合市場模型估計之需要，在第七列刪除無法自「TEJ Equity--調整後股價(日)」資料庫完整

取得除權(息)日之前第 150 天到前第 60 天之股價資料的公司。最後為檢驗每日漲跌幅度之

限制是否造成異常報酬率無法在除權(息)日一天之內顯現出來，本文也將分別計算+1 至+10

等十個交易日之異常報酬，因此在第八列刪去除權(息)日至該日之後十個交易日之股價資料

不完整者。經過以上之篩選過程後，有效樣本量分別為 87 年度 273 家、86 年度 293 家、

85 年度 245 家。

本文稅額扣抵比率之資料來源，係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取得

每一家樣本公司發給股東的股利憑單，依該憑單所記載之稅額扣抵比率作為本文該比率之計

算根據。依據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6規定，稅額扣抵比率應以股利分派基準日作為計算之基

礎日，因此股利憑單所記載的稅額扣抵比率才是投資人實際能獲得的可扣抵稅額[註 8]。雖

然「TEJ Finance—財務資料/二稅合一」資料庫包括稅額扣抵比率之資料，但是該資料庫之比

率係取自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年報、半年報、季報)之附註，由於 87 年度是實施兩稅合一之

後第一個編製財務報表的年度，各家上市公司對於可扣抵稅額比率的附註揭露方式可能差異

甚大。例如，有些公司 87 年度揭露之稅額扣抵比率已經計入了在 88 年應補繳的應付所得

稅，有些公司則未予計入，更有些公司則根本未予揭露。在期中報表方面，有些公司就不再

揭露有關稅額扣抵比率之附註；也有部份公司 88 年度期中報表揭露的稅額扣抵比率是 87

年度年報的比率而未予調整增減變動，有些則有調整增減變動。所以 TEJ資料庫稅額扣抵比

率的衡量未具一致性，況且由於上市公司分配 87 年度盈餘之除權(息)日係介於 88 年 5月 4

日至 89 年 1 月 21 日之間(詳註 7)，究竟應採用哪一個年報或季報的揭露數字也有選擇上的

困難。

雖然本文採用股利憑單上之稅額扣抵比率，但仍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第一，部份上市

公司股票股利之除權日與現金股利之除息日不同，從本文資料來源的股利憑單上也可以發現

此類公司同一年度內之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可能有不同之稅額扣抵比率，必須加以區別選

用。第二，另有部份公司在 88 年分配股利時，不但分配帶有稅額扣抵比率的 87 年度盈餘，

也分配 86 年度以前不帶有可扣抵稅額之盈餘，在這種情況下，因為 TEJ 資料庫的每股股利

並未詳細區分其盈餘年度，所以本文乃以股利憑單所載資料以加權平均之方式計算其稅額扣

抵比率。舉例而言，若 A公司股利每股二元；其中一元係發放自 87 年度之盈餘，其股利憑

單上顯示稅額扣抵比率為 30%；而另一張憑單則顯示另外一元之股利係發放自 86 年的盈

餘，不帶有可扣抵稅額，則本文係以可扣抵稅額($1×30%)除以股利兩元所得到之 15%，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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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投資人衡量該公司全部股利之稅額扣抵比率。

表 3 列示研究樣本的敘述性統計值，其中顯示在本研究期間股票除權(息)當日平均報酬率均

為正值，且大於當日的市場平均報酬率。本文接著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進行

市場模型(上節之第(1)式)之估計，以求算各年度除權(息)日起至其後第十個交易日之異常報酬率

ARi,t = titi rr ,, ˆ (t=0,…,10) 的平均數，其結果如表 4。該表顯示不管兩稅合一實施前之 85、

86 年度或實施後之 87 年度，第 0天除權(息)日平均皆可獲得 1.3%左右之異常報酬率，且 t

統計值都在 7 以上，而除權(息)日之後的第 1 個交易日到第 10 個交易日，則沒有任何一日

之異常報酬率AR有明顯大於 0之趨勢[註 9]。因此平均而言，除權(息)日的異常報酬應不受

到每日漲跌幅度之限制而繼續在其後數天顯現出來，此與李存修(1994，48 頁)之發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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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樣本敘述統計

變數名稱與符號 盈餘

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數 算術

平均數
標準差

87 0 70 5.00 7.47 9.27

a=盈餘配股率% 86 0 70 8.70 10.17 10.27

85 0 120 5.00 8.14 10.98

87 0 30 2.00 4.08 5.09

b=資本公積配股率% 86 0 45 5.00 6.27 7.05

85 0 40 2.00 4.30 5.74

87 0 3 0.50 0.30 0.49

m=現金股利(元) 86 0 2.5 0.00 0.14 0.35

85 0 2.5 0.00 0.21 0.43

87 5.75 395 23.80 40.40 51.48

Pb=除權(息)前一日收盤價(元) 86 11.10 293 33.50 44.62 36.60

85 15.40 367 41.00 53.09 42.95

87 5.60 298 22.10 34.22 37.62

Pa=除權(息)當日收盤價(元) 86 10.50 195 29.50 37.29 26.41

85 14.90 219 36.60 46.20 31.19

87 -8.43 6.95 0.96 1.07 3.41

Ri=i股票除權(息)當日報酬率% 86 -6.98 6.96 1.25 1.32 3.13

85 -6.88 6.99 1.34 1.44 2.78

87 -6.40 5.69 -0.26 -0.207 2.188

Rm=除權(息)當日市場報酬率% 86 -3.76 4.04 -0.32 -0.164 1.338

85 -3.09 2.85 0.34 0.199 1.164

87 0.538 0.621 0.585 0.585 0.017

Cost=交易成本% 86 0.554 0.616 0.589 0.589 0.014

85 0.555 0.616 0.589 0.589 0.013

Tc=8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率% 87 0 24.998 10.274 10.659 8.489

Cr=87年度稅額扣抵比率% 87 0 33.33 11.45 12.98 11.11

說明：1.各年度盈餘分配的樣本大小分別為87年度273家，86年度293家，85年度245家。我

國自 87 年度開始實施兩稅合一，因此 87 年度才開始有稅額扣抵比率(Cr)，而表中之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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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率(Tc)係就Cr換算而得。

2.民國87年度除權(息)當日報酬率之最小值為-8.43%，超出當時漲跌幅7%的限制，經查台

灣經濟新報社(TEJ)的資料庫與經濟日報，發現該資料係屬瑞昱半導體(代碼 2379) 的 87

年度股利分配，其除權日為88年6月11日，該日之收盤價為$112，除權前一日之收盤價

為$159，本文及TEJ算出之報酬率-8.43%係等於[$112×(1＋盈餘配股率20%＋資本公積

配股率10%)－$159] ÷$159。瑞昱半導體因另有員工分紅配股3.66%稀釋降低其除權參考

價，所以發生了報酬率低於-7%的情形。惟除權當日之收盤價$112仍在除權參考價$119.2

的 7%上下限之內，有關除權參考價的計算請參考 TEJ 的資本形成與股利模組簡介

（http://www.tej.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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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兩稅合一前(86、85 年度)、後(87 年度)除權及除息交易日及之後十個交易日

之平均異常報酬率

兩稅合一後 兩稅合一前盈餘分配

年度 87 年度 (N=273) 86 年度 (N=293) 85 年度 (N=245)

交易日
平均

AR%

t 統計

值

P-

value

平均

AR%

t 統計

值

P-

value

平均

AR%

t 統計

值

P-

value
0 1.37 7.42 .0001 1.38 8.31 .0001 1.20 7.22 .0001
1 0.26 1.33 .1831 -0.05 -0.33 .7382 -0.21 -1.27 .2037
2 0.34 2.01 .0450 0.26 1.86 .0637 -0.07 -0.44 .6616
3 0.24 1.39 .1665 0.15 1.15 .2516 0.19 1.13 .2587
4 -0.05 -0.31 .7568 0.17 1.32 .1864 -0.19 -1.09 .2775
5 0.01 0.08 .9352 0.15 1.16 .2477 0.04 0.25 .7989
6 0.06 0.35 .7276 0.38 2.85 .0047 -0.04 -0.25 .8063
7 -0.09 -0.56 .5737 0.29 2.34 .0202 -0.10 -0.59 .5568
8 0.13 0.77 .4411 -0.03 -0.23 .8220 -0.15 -0.81 .4215
9 0.39 2.45 .0150 -0.19 -1.66 .0971 -0.29 -1.78 .0771
10 0.01 0.09 .9321 -0.17 -1.51 .1321 -0.19 -1.15 .2502

說明:P-value 為雙尾檢定機率值。

表 5再將各年度除權(息)日之平均異常報酬率分別就除權、除息、全部公司(含同時除權

與除息)分開列示，表中同時列出股利分配的情形。該表顯示國內企業股利分配的方式仍以

分配股票方式較多，而各年度除權、除息以及全部樣本之平均異常報酬率均為正數，且達傳

統 5％之顯著水準，顯示於 85-87 年度間投資人無論參與除息或除權均可獲得異常之報酬

率，並不因股利分配方式為現金或股票而有異，惟各年度間除權日之平均異常報酬率仍高於

除息日之平均異常報酬率。

從表 4與表 5 雖然可以發現 AR在除權(息)日有大於 0之平均趨勢，但這並不表示每一

個投資者皆可進行套利而獲利，因為尚未考慮到交易成本以及股利的所得稅負。利用上一節

的第(3)式及第(5)式，本文在表 6 中分別求出在兩稅合一前後各種邊際稅率的投資人，進行

除權(息)日套利的稅後超額報酬。



18 兩稅合一前後上市公司除權及除息日股價行為之探討

表 5： 上市公司 85-87 年度除權(息)日之股利分配與平均異常報酬率 AR

A：實施兩稅合一以後之年度的盈餘分配

民國 87 年度盈餘分配 公司

家數

平均配股

率%

最低配股

率%

最高配股

率%

平均

AR

%

t 統計值

僅有除息 42 8.23 2 20 1.07 2.93

僅有除權 168 14.51 1 70 1.19 4.75

全部(含同時除息及除權) 273 14.51 1 70 1.37 7.42

B：實施兩稅合一以前之年度的盈餘分配

民國 86 年度盈餘分配 公司

家數

平均配股

率%

最低配股

率%

最高配股

率%

平均

AR

%

t 統計值

僅有除息 29 8.32 2 25 1.22 3.50

僅有除權 234 18.78 2 72 1.33 6.77

全部(含同時除息及除權) 293 17.89 2 72 1.38 8.31

民國 85 年度盈餘分配 公司

家數

平均配股

率%

最低配股

率%

最高配股

率%

平均

AR

%

t 統計值

僅有除息 41 9.02 2 25 0.67 2.34

僅有除權 181 15.39 3 120 1.23 5.97

全部(含同時除息及除權) 245 14.52 2 120 1.20 7.22

說明:舉例而言，若除權之配股率百分比為 14.5 則代表每一百股配發 14.5 股；但除息之

配股率百分比 14.5 則指面值每股 10 元之股票配發 1.45 元的現金股利(10 元的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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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除權(息)套利操作之平均超額報酬率 q與 t 統計值

兩稅合一後 兩稅合一後

87 年度盈餘分配 86 年度盈餘分配 85 年度盈餘分配
所得稅

稅率(%)
平均 q值 t 平均 q值 t 平均 q值 t

40 -0.219 -1.197 -0.348 -2.118* -0.211 -1.258
30 0.149 0.822 -0.064 -0.391 -0.006 -0.034
21 0.481 2.647* 0.192 1.175 0.179 1.082
13 0.776 4.241* 0.420 2.563* 0.343 2.078*
6 1.034 5.594* 0.619 3.766* 0.487 2.950*
0 1.255 6.710* 0.790 4.782* 0.610 3.694*

*表示達到單尾檢定的 5%之顯著水準

說明：87 年度的超額報酬率(q)係由上節之第(3)式計算而得，而兩稅合一實施前之 85 與 86

年度的超額報酬率(q)則係由第(5)式計算而得。

表 6 顯示在實施兩稅合一之前的 85 與 86 年度之盈餘分配，僅綜合所得稅之邊際稅率

在 13%以下的投資人，可以進行除權(息)日之套利而獲得顯著大於零的平均超額報酬率。但

是在實施兩稅合一以後的 87 年度之盈餘分配，上升到邊際稅率 21%以下的投資人都可以獲

得顯著大於零的平均超額利潤。這個實證證據顯示，以往在除權(息)當日套利的機會，在兩

稅合一實施之後仍然存在；而且因為兩稅合一消除了股利所得的重複課稅，其所降低之稅

負，進一步讓更多的投資人(邊際稅率從 13%提昇到 21%)，可以在除權(息)前一日買進並在

次日賣出股票而獲得超額報酬。表 6也顯示在實施兩稅合一前後的 85-87 年度之盈餘分配，

高稅率的股東通常不能進行除權(息)日之套利而獲得大於零之超額報酬；稅率 40%的投資人

甚至在 86 年度會產生報酬顯著小於零的虧損情況。但是，此情形在 87 年度便不顯著了。

總之，兩稅合一的實施使得除權(息)日套利的報酬比以往提高。

本文亦利用上節第(2)式與第(4)式分別求算兩稅合一前後，在市場均衡 (無超額報酬)

時，進行除權(息)日套利的邊際投資人(marginal investor)所隱含的所得稅稅率 pt 。由於計

算公式之分母不能等於零，研究樣本必須排除僅有資本公積配股而沒有盈餘配股也沒有現金

股利的公司，所以 85-87 年度所使用的樣本大小分別降至 224、259 與 235 家。在利用第(2)

式與第(4)式計算 pt 的過程中，本文限制 tp最高為 40%，最低不能小於零；經計算所得的市

場均衡(無超額報酬)時的隱含所得稅稅率 pt ，自 85 到 87 年度分別為 20.95%、21.86%及

22.35%。這些結果與表 6比較，並無牴觸之處，以 86 年度為例，雖然稅率在 21.86%以下

的投資者可以獲得超額報酬，但表 6顯示稅率 21%者所獲得之超額報酬雖然為正(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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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顯著大於零。

二、比價心理假說之實證

李存修(1991、1994)提出「比價心理假說」解釋除權交易日具有異常報酬率之原因。「比

價心理假說」的論點認為，投資人對於個別股票有一預設之股價範圍，當除權後個別股票的

股價相對較低時，會使投資人有股價偏低的感覺，因而吸引買盤，所以除權配股率愈大，除

權後價格便相對愈低，除權交易日之比價心理愈強，將有買盤湧入，因而產生的異常報酬率

便愈大。

本文參考李存修(1994)以上市公司個別股票除權(息)交易日之異常報酬率（ARi,0）減除

來回手續費率及證交稅率（ci）後之值 AR i,0為應變數，進行下列迴歸分析，以驗證「比價

心理假說」於兩稅合一實施前後的 85-87 年度之盈餘分配是否仍為有效：

1. 自變數為盈餘配股率（ai）

iii aAR  0,' (7a)

2. 自變數為盈餘配股率和資本公積配股率二者（ai及 bi)

iiii baAR  0,' (7b)

3. 自變數為總除權配股率（ai + bi )

iiii baAR   )(' 0, (7c)

4. 自變數為除權參考價與除權前一交易日收盤股價之比值（P/P）

iiii PPAR   )(' 0, (7d)

5. 自變數為除權前一交易日收盤股價與除權參考價之差(P–P)

iiii PPAR   )(' 0, (7e)

李存修(1994，53-54 頁)認為迴歸式(7a)-(7e)中之自變數彼此均有密切的關係(例如：P/

P = 1 /(1 + a + b ))，故不宜同時列入一個複迴歸模型中，以免產生共線性的問題。這些自變

數所欲衡量者均是除權後比價空間的大小，但是在不知市場到底重視哪一個衡量方式的前提

下，以嘗試的心態，對每一種可能的自變數均做個別的分析。在「比價心理假說」下，迴歸

式(7a)-(7c)之自變數的迴歸係數應為正數，此係因為除權配股率愈大，除權後股價便相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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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導致較強的比價心理，異常報酬率便會愈大。而迴歸式(7d)之β 迴歸係數則應為負值，

這是由於股價相對愈低時，在比價心理所造成的買盤拉抬下，異常報酬率便會愈高。最後，

如比價心理存在，迴歸式(7e)之自變數(即所謂之權值或息值)應有正的迴歸係數。

本文以 85、86 及 87 年度盈餘分配之樣本分別進行上述(7a)-(7e)之迴歸分析，表 7 顯

示五個迴歸模型中自變數之迴歸係數均與預期之方向相符，迴歸式(7b)中，自變數資本公積

配股(bi)之迴歸係數在 5%之顯著水準下於各年度均未顯著異於零，而盈餘配股(ai)之迴歸係

數則均顯著大於零，顯示投資人仍能分辨配股之來源，資本公積配股並非實質之股利分配，

故其異常報酬率應低於盈餘配股之異常報酬率。其餘迴歸模型中，除迴歸式(7e)之自變數除

權(息)前後之價差(P-P)於民國 86 年度未達傳統 5%之顯著水準外，其餘迴歸模型自變數之

迴歸係數於各年度間均達 5%顯著水準，顯示在本研究期間投資人對於除權、除息之股票，

仍存有比價之心理。亦即除權(息)引起投資人認為股價有被低估之心理，因而拉抬買盤而產

生異常報酬率，且配股率愈高者，其比價效應愈大，而有愈大之異常報酬率。

惟表 7各迴歸模型實證結果之 Adjusted R2值普遍均不高，以連續三個年度最具有解釋

能力的迴歸式(7d)為例，其 Adjusted R2亦僅在 1.1%到 3.2%之間。雖然李存修(1994)利用

民國 73 年到 81 年之資料，以同樣的模型驗證比價心理假說時，其 Adjusted R2亦僅在 1.4%

到 3.8%之間，與本文之結果相似，但本模型解釋能力不高，代表可能尚有其他解釋變數應

予納入比價心理假說的實證模型，值得後續之研究繼續加以探討。

由於李存修(1994)之研究對象係針對除權之交易，因此本文另以僅有除權之另一個較小

的樣本進行(7a)-(7e)之迴歸分析，實證結果亦與表 7之研究發現極為相似，為節省篇幅本文

不再予以列示，歡迎有興趣參考之讀者向作者洽取。

表 7： 除權(息)日異常報酬率對各自變數之迴歸結果：各年全部樣本

A：兩稅合一實施後之民國 87 年度 (N=273)

迴歸 斜率係數

模型

截距

係數 a b a+b P/P P-P Adj.R2

7a 0.407 * 0.050 * 0.0198
7b 0.277 0.049 * 0.032 0.0191
7c 0.252 0.046 * 0.0220
7d 7.923 * -7.994 * 0.0316
7e 0.639 * 0.021 * 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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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兩稅合一實施前之 86 年度 (N=293)

迴歸 斜率係數

模型

截距

係數 a b a+b P/P P-P Adj.R2

7a 0.465 * 0.032 * 0.0100
7b 0.369 0.031 * 0.017 0.0084
7c 0.358 0.026 * 0.0110
7d 4.318 * -4.080 * 0.0112
7e 0.681 * 0.014 0.0001

C：兩稅合一實施前之民國 85 年度(N=245)

迴歸 斜率係數

模型

截距

係數 A b a+b P/P P-P Adj.R2

7a 0.320 0.036 * 0.0189
7b 0.147 0.035 * 0.041 0.0231
7c 0.155 0.037 * 0.0270
7d 6.098 * -6.140 * 0.0304
7e 0.435 * 0.023 * 0.0164

*表示達到單尾檢定的 5%之顯著水準。

三、兩稅合一稅額扣抵比率對除權(息)日超額報酬

率之影響

依據上節第(6)式之推導，本文預期兩稅合一實施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司

稅額扣抵比率愈高者，其股東參與除權(息)交易所能獲得之股票超額報酬率亦將愈高。因此，

本文以個別股票於民國 87 年度除權(息)日之超額報酬率(q)為應變數；在自變數方面，則因

為表 7 比價心理假說之實證結果顯示，迴歸式(7d) 之 P/P 對於除權(息)日之異常報酬率有

最高之 Adjusted R2，所以本文以 P/P 再加上稅額扣抵比率(Cr)為另一自變數，在各種級距

的邊際稅率下(0~40%)，進行迴歸分析，依據本文之預期，自變數 Cr 之迴歸係數應為正值，

實證結果列示於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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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兩稅合一稅額扣抵比率對 87 年度除權(息)日超額報酬率之影響

迴歸係數應變數

(N=273) 截距項 P/P Cr
Adj. R

2

q0
7.909 *
(3.438)

-8.155 *
(-3.193)

0.050 *
(3.056) 0.0613

q6
7.508 *
(3.289)

-7.876 *
(-3.108)

0.044 *
(2.74) 0.0534

q13
7.041 *
(3.101)

-7.551 *
(-2.996)

0.038 *
(2.357) 0.0446

q21
6.507 *
(2.871)

-7.179 *
(-2.853)

0.031 *
(1.904) 0.0351

q30
5.906 *
(2.594)

-6.761 *
(-2.675)

0.022
(1.385) 0.0256

q40
5.238 *
(2.273)

-6.296 *
(-2.46)

0.013
(0.807) 0.0172

*表示達到單尾檢定的 5%之顯著水準。

說明：舉例而言，q21 代表邊際稅率為 21%的投資人進行除權(息)日套利之超額報酬。

表中括弧內之數值為 t 統計值。

表 8顯示，P/P 之迴歸係數在各級邊際稅率下仍為顯著之負值，符合比價心理假說之預

期，而在控制比價心理效應之後，Cr 之迴歸係數在各級邊際稅率下亦均為正值，驗證了本

文「公司稅額扣抵比率愈高者，其股東參與除權(息)交易所能獲得之股票超額報酬率亦將愈

高」的理論推演，但只有對於邊際稅率在 0~21%之投資人才達到傳統 5%之顯著水準，對於

邊際稅率為 30%及 40%之投資人，可能因投資人對於股利所得仍須補繳個人所得稅，而減

少其超額報酬，故並未達傳統 5%之顯著水準。

五、結論

本文重新建構李存修(1994)所建立之分析模型，探討兩稅合一實施前後，上市公司分配

85-87 年度盈餘的除權(息)日是否仍有以往文獻所指稱的超額報酬。根據本文表 6 之研究結

果，除權(息)日出現平均超額報酬的市場異象(anomaly)，不但在實施兩稅合一之後繼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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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且原來新稅制實施前只有邊際稅率 13%以下的投資人才可以獲得超額利潤，但在 87

年度實施兩稅合一後，則擴大到稅率 21%以下的投資人都可以獲得超額報酬。但從稅務行

政管理的角度觀之，這樣的實證結果顯示除權除息前後之買賣交易，可以被用來作為租稅規

避之工具，而造成國庫不合理的稅收損失。因為我國實施兩稅合一以後，在公司繳納 25%

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後，若由綜合所得稅稅率 40%之股東取得股利，則該股東應於報稅期

間補繳40%－25%＝15%之綜合所得稅；但若由稅率低於25%的股東(例如稅率21%的股東)

取得股利，則該股東將於報稅時獲得 4%(即 21%－25%)的退稅款或抵減其他各類所得之稅

負的權利。在一補、一退之間政府損失了 19%的稅收，正好是兩種股東綜合所得稅稅率之

差距。參照本文之研究發現，兩稅合一之後，若稅率 21%以下之投資人於除權除息之前買

入高稅率股東出售之股票；而在除權除息之後，稅率 21%以下之股東又將股票賣出而被高

稅率之股東承接，則政府向公司課徵的 25%營利事業所得稅，經由民間這樣的股票移轉，

即將有一大部分又流出國庫。

許多實施兩稅合一的國家為防止此種租稅規避之行為，紛紛訂有各種反租稅規避之法律

規定(葛克昌，1999，202-203 頁)。其中澳大利亞與加拿大規定，當股東之可扣抵稅額大於

當年度應納稅額時，不能退稅也不能留抵，惟此種規定與我國當初立法時所宣示之架構不

符，恐難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另外，美國雖尚未實施兩稅合一，但其財政部對兩稅合一之研

究報告(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1992)則曾建議應至少連續持有股票達某一特定

期間以上，否則股東將喪失扣抵權。本文認為美國所研議之作法，值得我國作為未來修訂法

律以防範租稅規避、保全國庫稅收的參考方向。

李存修(1991)的比價心理假說認為股利愈多，除權(息)後的價格相對愈低，會使投資人

有股價偏低的感覺而吸引買盤，因而造成除權(息)日的超額報酬。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比

價心理假說仍然適用於實施兩稅合一前後的 85-87 年度之盈餘分配。此外，不論是本文第(6)

式的理論推演或是表 8的統計分析，都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公司稅額扣抵比率愈高者，

其股東參與除權(息)交易所能獲得之超額報酬率亦將愈高，顯示稅額扣抵比率為影響投資人

投資報酬之攸關因素。

本文探討除權(息)日之超額報酬率時，係假設除權前買進所能配發之股票，在除權當日

即可賣出，但實際上必須俟股利發放日才能取得配股。因此，本文與以往文獻皆假設可以融

券之方式，在除權日即先行出售配發之新股，但融券之保證金並不在本文之考慮範圍內，此

為本文之研究限制。再者，本文驗證比價心理假說以及稅額扣抵比率對除權(息)日超額報酬

之影響時，所採用之迴歸模型的 Adjusted R2值普遍偏低(詳表7與表8)，代表迴歸模型的解

釋能力不高，顯示可能尚有其他解釋變數應予納入迴歸模型，未來的研究或可納入公司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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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公司規模與產業別等因素繼續加以探討。

註 釋

[註 1]：Scholes and Wolfson (1992, p. 104) 定義套利(arbitrage)為：買入一項資產並賣出

另一項資產，雖然買賣相抵後之淨投資金額等於零，但卻能因此而獲利。本文所稱之

除權(息)套利行為，則專指在除權(息)日前一日買進股票，並於次日將該股票(連同獲

配之股票)予以賣出。

[註 2]：本文所稱之「異常報酬」為股票報酬率超過市場風險調整報酬率之部分；所稱「超

額報酬」則指股票報酬率同時扣除市場風險調整報酬率、交易成本及股利所得稅負後

之剩餘部分。

[註 3]：現行稅法規定，個人股東取得盈餘配股之股票股利應按面值報繳綜合所得稅，而資

本公積之無償配股則非課稅所得。目前上市公司發行之股票面值皆為 10 元。

[註 4]：對於第(1)式市場模式 î與 î之估計，本文除沿用李存修(1994)以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估計外，也將利用GARCH(1,1)模型進行估計以作為敏感性分析。

[註 5]：我國兩稅合一採取設算扣抵制，在其基本架構下，若公司的稅前盈餘為 Y，付給政

府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為 T(將來可供股東扣抵)，則本文之有效稅率 tc=T/Y，而依據所

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六，稅額扣抵比率Cr=(股東可扣抵帳戶餘額)/(累積未分配盈餘帳

戶餘額)=T/(Y-T)，將分子分母同除以 Y，可得Cr=tc / (1- tc)。因為公司的有效稅率 tc

不等於一，所以反過來可以求得 tc = Cr/(1+Cr)。上述 Cr 與 tc的兩個互換公式，在保

留盈餘被加徵 10%稅負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成立，因為若被加徵的稅負為 A，其餘情況

同前，則有效稅率 tc=(T+A)/Y，稅額扣抵比率Cr=(股東可扣抵帳戶餘額)/(累積未分配

盈餘帳戶餘額)=(T+A)/[ Y-(T+A)]，將分子分母同除以 Y，仍可得Cr=tc / (1- tc)，所以

也可以求得 tc = Cr/(1+Cr)。因此，本文之理論推演仍然適用於保留盈餘被加徵 10%

稅負以後之情況。

[註 6]：tc = Cr/(1+Cr)，因為稅額扣抵比率Cr 不會是負數，所以 tc 是連續的，
Cr
tc




可以取

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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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上市公司各年度之盈餘通常係在次年才召開股東會決定盈餘分配計畫，在本文研究

樣本內的公司 85 年度股利分配之除權、除息日，介於 86 年 4 月 8 日至 86 年 12 月

26 日；86 年度則介於 87 年 4月 9日至 87 年 12 月 16 日；兩稅合一實施後之 87 年

度則介於 88 年 5月 4 日至 89 年 1月 21 日之間。

[註 8]：公司法第 165 條規定股利分派基準日前五日停止股東名簿之過戶，由於實務上買賣

股票後，需再經兩個營業日才能完成變更股東名冊之登記，因此要進行本文之套利行

為(除權或除息日前一日買進，次日賣出)必須在股利分派基準日之前的第七個營業日

買進股票。本文假設投資人在除權(息)前一日買進股票時，能對稅額扣抵比率做合理

之估計或取得該比率之有關資訊。

[註 9]：為進行敏感性分析，本文除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估計市場模式以求算異常報酬

率之外，也曾沿用 Lin and Shen (1995)、林炯垚與沈中華(1996)、林德威(2000)之作

法，採用 Bollerslev (1986)所提出的「一般化自我迴歸異質條件變異數模型」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model, GARCH)族系中

的 GARCH(1,1)模型進行估計。結果顯示 GARCH(1,1)之估計結果與 OLS 所產生之

表 4的結果甚為相近；本文並進一步分別就每一個年度除權(息)日樣本公司的異常報

酬率 ARi,0計算GARCH(1,1)與 OLS 所得到的值之相關係數，結果發現 85 到 87 年度

的 Pearson 相關係數分別為 0.9984 、 0.9990 與 0.9979，而 Spearman 相關係數

也都在 0.99 以上。因此，表 5 至表 8 利用 OLS 的分析結果，若利用 GARCH(1,1)

的結果加以計算應不至於有重大之差異。關於GARCH(1,1)之估計結果，歡迎有興趣

參考之讀者向作者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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