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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債券封閉型基金折價與異常報酬之研究

岳宇翔帶 陳家彬＊＊

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債券封閉型基金折價的因素與基金在

面臨改型之際是否有異常報酬的現象。資料期間以台灣回家債券封閉

型基金正式上市日期為資料開始，最終至83年 3 月止。本研究以逐步

迴歸法來找出最能解釋折價的最佳自變數。另外，以事件研究法

(Event Study）來觀察基金整個改型期間投資人的報酬變化情形，再以

t 統計量驗定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是否存在。實證結果發現同時

影響債券封閉型基金折價的最佳自費數有消費者物價指數與股價加權

指數。此外，根據相關係數分析發現，除鴻揚基金外，成交量亦是影

響折價因素之一，而廣福與鴻揭基金也受新基金供給與需求因素的影

響。另外，基金在改型期間的確存在顯著的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的現

象，由此亦可證明台灣基金市場並不符合半強式效率市場假說。

關鍵詞：共同基金，折糧價，異常報酬，事件研究法，效率市場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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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債券封閉型基金折價與異常報酬之研究

岳宇翔當 陳家彬＊＊

一、緒言

近年來，台灣證券市場蓬勃發展，若以證券市場的加權股價指數

計算，從民國81年底到83年底止，我國證券市場成長一倍以上。尤其

自民國 78年起投資人對股票的投機風氣日盛，加權指數從二千多點增

加到萬點以上，股票投資幾乎已成全民運動，但在一位投資人缺乏專

業知識，又無正確風險觀念，個個競相追逐金錢遊戲，這使得整個台

灣股市都籠照在「投攬」的氣氛下，完全失去資本市場的本意。在此

情勢下，社會游資充裕，除了建立正確投資觀念外，應妥著運用法人

投資機構，以達健全市場之功能。其中以共同基金（Mutual Fund）以

結合投資大眾之資金，透過具有專業知識的基金經理人來進行誼券投

資，更具穩定市場的功能。

共同基金主要分為兩種：封閉型與開放型基金，封閉型與開放型

基金主要不同在於發行股份或受益憑證贖回的方式。開放型基金的受

益憑證持有人，得對發行機構請求依目前淨資產價值的et Asset 

Value, NAY ，簡稱淨值）扣除手續費後買回自己發行的受益憑證’

相反地，若投資人想買基金的受益憑證也讀向基金公司申請購買。而

封閉型基金發行在外的總股份不變，發行後就不再增減（封閉起來）

，若投資人想要買進或賣出其受益憑證，必須去證券公司市場上交易

。因此，受益憑證的市場價值便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為市價高於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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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稱為糧價（Premium）：另一種則為淨值高於市價稱為折價

(Discount）。 Brickley and Schallheim ( 1985 ）認爵由於末實現資本

利得等會計估算上的差異，所以折價情形應該是存在於封閉型基金口

目前圍內共同基金約有50家左右，其中 82年度基金股票總市值佔

上市股票總市值約 3% ，且有增加的趨勢﹔其中封閉型基金約有25家

，佔總基金的一半。封閉型基金從77年光華鴻運基金等第一代基金（ 4

家），經過81年底國際萬寶等第二代基金，至82年中期新投信公司成立

的第三代基金（約20家），基金成長速度接近五倍，這使得封閉型基金

已進入戰園時代。最近圍內的封閉型基金長期出現折價，已引起投資

大眾熱烈討論及證管會的注意﹔因為封閉型基金在長期處於折價的情

形下，對投資人而言，因無法以淨值贖回受益憑置，故導致其權盎受

損。欲7解用何種方法來解決折價問題應先探討基金折價的原因，再

來研究如何解決折價問題。

再者，當封閉型基金面臨改型之際，許多套利者利用買入折價幅

度甚多的基金，以期在改型能以資產淨值方式出售給基金公司以賺取

異常報酬（Abnormal Return）。今年（84年）正值各個新投信基金上市滿

兩年的規定，符合誼＃管理規則中封閉型基金上市滿兩年復得改型揭

開故式基金，相信必定引起投資人的注意，這也可能為日後套利者帶

來獲取異常報酬的機會。 Brickley and Schallheim(1985）也罷爵如果

能將折價的原因來作為異常報酬考量因素的話，更能解釋異常報酬發

生的原因。這些引起我們研究基金折價與其異常報酬的興趣。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二：

1.決定並分析臺膏債券封閉型基金折溢價之因素。

2.揉討圍內封閉型基金在面臨改型之際是否存在聽著的異常報酬

，並以此來槍定台灣共同基金市場是否符合半強式教車市場價

說。

本文共分五節，第二節篇文獻回顧，其中討論了一些相關研究論

文及實置結果﹔第三節為研究設計，我們準備課用運步迴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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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也ise regression）自各費數中找出最能解釋折價的原因？並以基

金市價實際報酬與市場模型估計報酬之差，揉討基金在即將改型時是

否有異常報酬存在﹔第四節為實葦結果與分析，依攝第三節所提出的

研究方法及迴歸樟式作統計處理，並作結果的分析與解釋﹔末節為結

論，將本研究的結果作一綜合總結。

二、文獻回顧

付效率資本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es, EMH) 

教車資本市場（Efficient Capital Market）是指市場上證擇的價

格能夠完全地反應所有可以撞得的資訊，並當新的資訊出現之後，各

證券能夠立即且適當地調整其價格。

Fama(1976）認為資本市場的效率性有下列三種情形：

1.弱式效率性市場（Weak Form Efficiency) 

在此市場中所有包含在過去股價啟動中的資訊都已被完全反映

在股票的現行價格中。因此在選擇股票時，並不能從股過去趨

費有闊的資訊得到任何助益，而且技術分析將無法協助投資人

找出價格低估或高估的股票以賺取超額報酬。

2.半強式效率市場（Semi-strong For 血 Efficiency)

若市場中股票的現行市價能反映所有己公開的資訊，則該市場

就具有半強式效率性。在此市場中，基本分析無法帶給投資人

任何助益：換句話說，投資人就算根撮公開資訊徹底分析股票

也無法撞得超額報酬，因為當利多或利空消息一出現後，股票

價格就已立刻有效調整了。

3.強式效率性市場（Strong Form Efficiency) 

此市場是指股票現行市價已反映所有已公閱或未公開的資訊，

因此任何人其至內線人士也不倒外，都無法在股市中賺得超額

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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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已有很多學者針對上述三種不同程度的效率的市場做過

實証研究，大部份的研究都發現，美國股票市場具有高度的弱

式效車佳，以及相當程度的半強式效率住，卻不具強式效率性

。在國內，學者林煜宗（1988）教授在探討現有實證文獻結果後

認為，圍內的股票市場似尚符合弱式效率佳，但未符合半強式

與強式效率性。

口共同基金折溢價之可能原因

在國內外有許多學者曾對基金折造價的可能原因做了理論性與實

證性研究，本節將介紹歷年來的相關文獻，並做整合比較。首先

基金折造價的原因可歸納為下列幾項：

1.末實現資本資本利得

Copeland & Weston(1988）及Malkiel(1977）認為封閉型基金的

淨值在計算上並未扣除資本利得稅，這使得基金公司所代表的

淨值是，稅前，而非，說後，，投資人實際能得到淨值是基金

公司處分資產後所撞得價值，故基金的淨值是有高估之嫌，故

將其反應市價上而造成折價。

2.持有未上市的有價證券

Malkiel(1977）認為基金公司若買入未上市且未上櫃股票，困在

購買時與該公司簽約，在一定期間內不得出售。此外，若基金

購買未上市但有上櫃的股票，也可在店頭市場自由買賣。以上

這兩種睦票在基金公司計算淨值時也被計入，但對投資人而言

，此種股票流動佳低且風按住也較一般股票高，故投資人認為

基金淨值有高估之嫌，而反映在折價上。

以上此二種折價原因在台灣證券市場並不適用’、因為圍內目前並

不謀徵資本利得稅，且現行的「費者手投資信託管理辦法」 中明文禁止

基金不得購買未上市股票，可見這兩項因素並不適用於圍內基金折澄

價的情形。

3.收益的分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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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lkiel (1977）亦認為基金折價會受收益分配的影響，其理由如

下：
(1）基金分配資本利得後導致資本利得稅減少，即基金所承受的

稅賦降低，故使投資者預期心理的影響而減少折價。

(2）若該基金之投資人多為低稅率者，將使基金傾向多發股利而

使折優減少，此即為顧客效果（Clientele Effect）。

(3）基金分配股息時，通常讀出售股票，而投資人所拿到的股利

正是基金出受股票的淨值所得部份，完全無折價問題產生，

故股利之分配無疑將投資人所受之折價損失減少，其效果正

如清算此基金的淨資產。

由於去年（83年）年底以來股市的大漲，使得基金的淨值大幅增加

，但是受到低配息政策的影響，受益人所分配的收益，遠低於該基金

淨值的成長。既然受益人只能眼見基金淨值的成長，卻享受不到實際

的收益增加，自然對封閉型基金的需求大滅，所以基金大幅折價是不

可避免的後果。一位基金經理人表示，目前封閉型基金的價格正是低

息政策下的真實反應。故近幾個月來，各基金公司紛紛修改翼約條例

改為採高配息政策，正是反映以上情形最好的說明。

(4）週轉率

Malkeil(1977）認為週轉車太高會導致交易稅增加﹔如果不考

慮交易稅，週轉率對投資組合沒有太大影響。

(5）基金間的代替性或相似性

封閉型基金折價本來是一件正常的事，在美國也能經常看到

封閉型基金處於折價的情形但折價幅度都不高。國內到了民

國82年中期新投信開放的時候，財政部為顧及新投信的穩定

經營 ，便硬性規定新投信必須先募集一個五十億的封閉型基

金才能撞准設立。而政大銀行系教授殷乃平（1994）也指出，

各家投信公司為了求穩定的基金管理費用，都偏向發行不會

因投資人不斷贖回而使基金規模減少的封閉型基金，因此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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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封閉型基金太多且多具同質性，值此代替性頗高，而造成

折價。

(6）基金供給與需求的差異

如上所說，民國82年初新基金的大量出爐，再加上股市行情

不佳，投資人對購買基金的意顧不高，再加上台灣投資人的

觀念與國外不同，國陣置券投信副總蔣國梁（1994）指出，台

灣投資人的自主性頭高，喜歡依自己的判斷進出股票，通常

不顧交由專業人士代為投資，因此自然對基金的需求不高，

於是在供給上升而需求下降的情說下，封閉型基金的市價與

淨值便漸行漸遠了。

(7）銷售因素

一股開放型基金都具有強大的銷售力量，而封閉型基金則苦

，此可能與本身基金的住質有關。因為開放型基金有面臨控

責人隨時贖回的壓力，為避免基金規模縮小故讀運用廣告效

果達到銷售目的，而封閉型基金則無此顧慮，所以投資人民

應在市價上而造成折價。

(8）對外人投資的限制

學者Bonser-Neal, Brauer及 Neal & Wheatley(1990）以法

國、南韓、台灣、日本、墨西哥五圍之國際投資的改變宣告

和國內基金的折造價問是否有關連住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當

宣告開放外人投資限制政策後，除台灣外，其它國家的基金

價格對淨值的比例有明顯下降的趨勢。所以聞故外資限制對

股票市場而言是一利多消息，這使得基金折價的確有縮小情

形。至於在台灣的實際影響，則頭再進一步嚴譚。

(9）基金的轉型、重整（Reorganization）或合併等活動

Brickley & Schallheim(1985）認為基金的折價問題並不會因

基金的轉型、重整或合併等活動而消除，故他們認為以上活

動的交易鹿本加入佳並不能完全解釋基金折價問題。此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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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張恩恩（1994）看法一致，基金折價並不會因重整活動而消

失，反而是基金本身消撮，折價問題依然存在。

(10）泡抹經濟因素

邱顯比（1990）利用泡操經濟（Bubble Economics）理論來解釋

台灣封閉型基金通價的產生原因。他的研究以淨值當作基要

(base），而將溢價部份視為泡諜，以隨機泡誅（Stochastic

Bubble）模型揮討泡操之型態及特性，並且進一步討論泡誅

所可能造成的過度反應（Overreaction）現象。其研究報告中

的基金以從民國78年底至79年底由折價，經造價再回折價的

的過程為標的，槍聽這陸過程是否與泡沫理論模型所預制的

特性相符。結果指出當時期之溫價行為與泡操理論大致相符

：泡沫未破誠前，泡誅報酬率顯著高於市場基要報酬率﹔而

其時間序列變化，則頭似吾吾個泡誰並荐的型態。在資產價格

變化方面，泡揀期基金股價之變化顯著高於正常期。變化率

增高的原因是因為泡誅生激所引起非系統風驗的增加，以及

過度反應所引起的系統風臉增加。所以當泡揀經濟情形產生

時，則基金多為造價，就如同民國78年股票狂飆時期一樣，

當時基金多呈現糧價。

(11)續強表現能力

若基金經理人的績效表現高於平均續殼的話，則可能投資人

廟意以溫價購入。國外學者一股以基金過去的續效來當作未

來續殼的替代變數，用以槍驗緝敢與折糧價間的關係 o 基金

的功能本來是集眾人之資金而作不同比例的投資以分敵風艙

，如果基金的風臉分散能力不鉤，導致基金淨值變異大，則

影響 基金經理人的續效表現。 Boudreaux(1973）及

Thompson(1978油1指出基金的風輸不夠分散而導致折價費生

。

(12）加權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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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股市是屬於連碟式市場，暑受消息和政策上的影響

。敢戶又佔大多數，容屬受到股市上草閉目表示行情看好，皮

之則麗的心理影響，而經常造成「齊漲齊跌」的現象，進而

影響基金折糧價。

也3）交易量

學者池祥萱（1992）論文研究發現，大多數基金如同股票一樣

易受交易量影響，進而對折價產生影響。

3.市場模型的建立

(1）投資組合（平均數一變異數模式）

平均數一聲異數模式係由Markowitz(1952）所提出，其理論

基體的假設前提為：

(j)投資者希望財富愈多愈好，但其財富滿足度強用呈遁減。

＠投資假定投資眼酬辜的機率分配為常態分配。

＠以報酬車之變異數或標準差來表示投資風轍。

＠投資者希望其效用之期望值為最大，而此一效用期望值乃

為期望報酬率與風幢之函數 D

＠根攝效率選擇原則（Principle of Efficient Choice），在

同一風臉水準下，投資者希望報酬車愈高愈好﹔而在同一

報酬水準下，投資者希望風幢愈小愈好。

基於以上的假設前題，投資組合的報酬車和風驗的公式為

E(Rp)= ~ WiE(RJ 

σ2 = k k W1Wjσ 可

式中， E(Rp）揖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

Wi,j為投資組合中各股票之權數，且Z W1=l 

σij為第 i 種與 j 種股票的共變異數（Covariance）。

(2）單一指數模型

Sharpe(1963）認攝影響股價報酬率只有市場報酬車，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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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車通常以市場加權指數表示，其公式如下：

Rit= a i＋ βiR副＋ εu

式中，

恥：第 i 種股票之報酬車

Rmt ：市場加權股價指數報酬軍事

αi， βi ：迴歸係數

εi ：殘差項，其平均數為零，費異數為常數

式中的 βi為貝他係數（beta），當貝他係數大於一時表示當市

場股價報酬率變動 1%時，而第 i 種股票變動將超過 1 %（風

幢較大），反之，當貝它係數小於一時，表示當市場股價報酬

車變動 1%時，而第 i 種股票變動將小於 1 %（風臉較小）。

其計算公式如下：

σ 旭

βi＝－－－：－一一＝
σ ＂＇m 

Z [(Rit - Ri)(Rmt - Rm)] 

k (R國－ Rm)2

4.封閉型基金重整所產生之異常報酬

此處的重整包含了改型、併購和清算等。由於購買基金的投資

人不顧受益憑證長期處於折價，故希望改揭開故型基金。若投

資人從知道基金將下市而持有當股票到下市以淨值計算，將可

撞得異常報酬。異常報酬產生原因說明了市場不具效車性，其

可能噩生原因有：股票分割、股利宣告、貨幣供給改變、公司

重大利多消息發佈及會計方法改變等因素，以上各種消息通常

在公佈前已初所謂內線人士(Insiders）所獲得，而提前買進此種

有價置勢因而謹利。以下便是國外學者所作的研究發現：

(!)Brickley and Schallheim(1985）針對美國1962至 1982年重整

過後（Reorganized）的 16個封閉型基金是否有異常報酬現象存

在， 而其諜用的投資策略是當封閉型基金宜告重整時的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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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入此基金，一直持有至真正重整為止，結果發現大部借基

金在使用策略後均有異常報酬現象且在統計上顯示超過 1%

的顯著水準，此異常報酬存在原因主要基金折價的情形在宣

告前已被經理人和投資人所發現，故會提早大量購買基金，

結果折價幅度因而縮小。另外發現，僅有American Utility 

Share基金因管理者反對重整計畫而導致異常報酬不顯著，

但這讓我們了解到基金管理者的態度亦會影響改型成功的機

率與異常報酬的產生。

(2) Thompson.(1978）針對封閉型基金折、溢價所產生資訊內容

(Imformation Content）是杏對基金報酬產生重大影響作研

究，作者經篩選後以1940至 1975年的23個封閉型基金為對象

，並分成「折價一平均」、「折價一加權」、「澄價一平均

」和「所有基金」四種策略研究，異常報酬指數（Abnormal

Performance Index, API）模型企日下：

1 N T 
API=- ~﹛日（ 1 + e jt)} 

N j=l t=l ·-

其中， e 為殘差項是由市場模型（Market Model）而來：

Rit＝ αi＋ βiR沮t+ e it 
其中， Rit為某股票在 t 期報酬率

αi及βi為迴歸係數

Rmt為市場報酬率

e it為殘差項，呈常態分配，平均為0 ，變異數為常數

由上得知，若API趨近於一，則表示異常報酬不顯著。

Thompson研究得出，四種策略中以「折價一加權」的異常

報酬最高，且「溢價一平均」的異常報酬為正但不顯著，年

幾何報酬率為·7.9% 。最後，作者根據其研究結果對效率市

場假說是否適用產生懷疑。

(3) Brauer(l984）針對美國 1960年至1981年止封閉型轉誤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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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金之 14家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在25個AR （異常報

酬， Abnormal Return）中有 14個為正， 11個為負，最大的

AR發生在時間為零時，即正式宣告日，在宣告日前異常報

酬已經出現，表示有內幕消息的存在。其檢定異常報酬的方

法如下：

HO ：宣告日起無異常報酬現象

Hl ：宣告日起有異常報酬現象

A.異常報酬指標（Abnormal Return, AR) 

ARit = Rirf (Xt) 

式中f(Xt）表市場報酬率，由於個各基金在1960年至1981年之

宣告日不一，故以組合（Por olio）方式代表 o

B.累積異常報酬（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 
n k 

CAR= ~ 2: ARit 
t=l t~l 

其可用來被定封閉型基變更為開放型基金前後有無異常報酬

現象。 Brauer的實證結果顯示封閉型基金在面臨改型宣告前

有異常報酬的存在。

至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發現國內有針對封閉型基金異常報酬

的研究，故無圍內相關文獻可供參考。

三、研究設計

（→研究範團與資料取得

本研究基於目前封閉型基金中僅有建弘廣福與光華鴻揚兩家轉型

成功而己 ，且均為債券式基金，故研究對象除上述兩家基金外，

另有國際萬寶和中華成龍基金，共四家債會封閉型基金。

此四家基金由於上市時間不一，且共同基金投資策略主要著重中長

期，故本研究變數資料採月資料為主，而各基金公司開始正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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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當月為資料開始，最終至83年 4 月止。此外，為作整合分析而

共同期間以最晚成立的國際萬寶的81年 1 月開始至83年 3 月止。

各基金的資產淨值、市價取自經濟日報證券版。而基金交島量、

發行量加權指數取自台灣證券交易所之證交資料。此外，各項經濟指

標取自金敵統計月報與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表3.1 債券封閉型基金上市目期

投信公司 基金名稱 正式上市日期

國際 萬寶 81/ 01/ 14 

光華 鴻揚 80/ 12/ 06 

建弘 廣福 80/ 12/ 13 

中華 成龍 80/ 11/ 27 

口封閉型基金折價因素之變數衡量

封閉型基金折價是由市價與淨資產之間的差距來衡量，故本研究

中之折價（Discount, DISC）變數可以下式計算：

DIS Cit= 

其中：

NAVit-MPit 

NAVit 

DIS Cit ：第 i 種基金在第 t 期之折價（＋）

NAVit ：第 i 種基金在第 t 期之淨資產價值

MP;t ：第 i 種基金在第 t 期之每股市價

折價主要在於衡量基金受益憑證價值之高估或低估情形，至於其

之所以折價的原因是本研究探討的主題。

1.圍內外文獻中的變數衡量

在前述文獻回顧中所歸納整理出各種折價因素，由於僅是敘述

性的描述而己，故本節再進一步將各折價因素變數加以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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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衡量。

(1）收益分配（DIV)

通常基金公司須出售手中的股票才能完成配息，股東獲得的

股利是己扣減過資本利得稅，這使得基金所含有的未扣除資

本利得稅減少，折價因而降低。再者，故益分配的高低亦可

能影響投資人對基金購買的意願，進而影響折價。由於各基

金公司限於基金管理規定，必須在次年的三月底前將去年股

利分配給股東，且每年配息一次。但因本研究中的其它變數

都以月資料衡量，故將每年的股利平均於當年的各月中，當

作收益分配變動。

(2）基金績效表現（Perform)

若基金讀效表現愈好，則投資人愈有可能願意以較高價格取

得此受益憑證，故在此基金績效的衝量採多數研究者所用的

Jensen指標。而此指標公式如下：

R it- R rt ＝ αi＋ βi( R mt - R rt）＋ ε 泊

其中， Rit : i 基金在第 t 期之報酬率﹔

Rrt ：第 t 期之無風險利率（Risk- free rate），本研究

為資料以月資料為主，故無風險利率以30天期活

期儲蓄存款利率為準﹔

αit : Jensen指標，當 αit為正時，表基金經理人有良

好的績效表現，反之，則否：

Rmt ：市場報酬率，本研究以台灣加權股價指數為市場

報酬率計算基礎﹔

εit ：殘差項，假設期望值為零，變異數為常數。

(3）市場加權指數（MARK)

債穿式基金在投資信託條例中規定：價勞式基金投資於股市

資金不得超過淨資產之30% 。雖然投資比例不如其它一般股

票型基金（投資資金比例可達100% ），但是其所對基金資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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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佔的比例將近%，亦不能忽視加權指數對此種基金淨資產

的影響，間接影響折價。

(4）基金的交易量(VOL)

許多股市分析師都認為「量是價的先行指標」，若基金股票

交易量愈大，則促使市價援高﹔反之，交易量減少，則使市

價下降，此二情形皆應影響基金折價大小。

(5）基金供給、需求的因素（D)

證管會在82年初搞活絡證券市場，一舉通過將近10個新的投

信公司，再加上證券管理規則中規定每一新投信公司必需設

立一個封閉型基金，所以導致82年初封閉型基金成長將近一

倍，這使得基金供給需求失衡，進而影響折價。故本研究利

用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來衡量此因素的影響，將82

年中新一代基金最晚成立的元富基金其白期 3 月 10日之前的

月份當做 0 ，之後月份為作 1 ，籍以測度其對折價影響。

2.考慮經濟情況與基金特性下折價變數衡量

封閉型基金折價是市價與淨資產價值間的差距，且封閉型基金

的買賣必須在股市中完成，其受益憑證如同一般股票一樣，故

影響股票市場的因素亦可能也會影響受盎憑誼的市價。又本研

究以債券封閉式基金為研究對象，故影響債券市場的因素也應

加以考量。綜合以上理由及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應考量的經

濟因素有下列幾項：

(1）消費者物價指數的PI)

消費者物價指數如果上升，則一般投資人對未來投資的實質

收益可能降低。叉車日原物料成本上漲，也是影響投資意屬等

不利因素，進而影響基金市價與淨值。

(2）匯率（Exrate)

新台幣對外幣匯率的波動，可能影響圍內進出 口貿易商對外

的競爭能力 。 又台灣是以貿易為導向 ， 匯率的波動對國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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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一定影響力。

(3）重貼現率（Rediscount)

重貼現率對股市及債券有極大的影響，我們可從去年美國六

次調高重貼現率中得到一些結果，利率調高可防止經濟過度

繁榮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對債券而言，雖利率調高對價券不

利，但以通貨膨脹而言卻是有利的，故其中的淨影響可由市

場價格的變動看出。由以上得知，重貼現率的變動將影響股

市與價券的變動，進而對封閉型基金的折價產生影響。本研

究重貼現率以中央銀行對一般銀行的重貼現率（以月資料為主

）為研究變數之一。

(4）貨幣供給重（Ms)

央行若大量釋出資金，則可能部份資金會投資於毆市中，促

使股市上揚。反之，則股市下挫，再者，大量的資金亦可能

使銀行利率調降，減少投資人與企業貸款成本。在貨幣供給

此變數上，本研究是以貨幣供給額MlB為準。所謂MlBNP流

通現金加上支票、活期存款及活期儲蓄存款。

(5）實質經濟成長葷的）

實質經濟成長率的變動表示一國經濟情形的盛寰。又股市是

一國經濟的樹窗，兩者之間關係密切，故可用以解釋基金折

價的原因。

3.基金折價因素之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先課討債券封閉型基金折價的因素，再以

此些因素來解釋異常報酬的現象，故首先必讀從以上各衛量變

數中找出最能解釋此四種基金折價的因素。本研究採取廣泛使

用的逐步迴歸法（Stepwise Regression）。其篩選最佳自變數是

以偏F值作為標準，當某一變數未達顯著水準則自迴歸模式中

剔除， 步驟如下（黃俊英， 1991) : 

假設 X1 ，丸， ······ X，為因變數Y的自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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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算每一個預測變數與準則變數的簡單相關係數（ r ），得一

相關矩障。

(2）由簡單相關矩陣中選取與單則壟數之相關係數最大的軍割壁

數（假設X4），代入迴歸禮式，得 Y=f(X4) 0 

(3）計算偏相關係數，並選取其中偏相關係數中最大的實瀏暨數（

設Xl），使其進入迴歸模式中，得出 Y=f（丸， X1）。

(4）進一步求算，假設是X1先進入模式的情說下， x4的貢獻

(Contributon）一即解釋變異的程度有多大。必讀x4的偏相

係數值高過某一預先決定的顯著水準， x4才能繼續留在模式

中，否則即予剔除。

(5）再進一步尋找偏相關係數最大者之預潤變數（假設X2），使之

進入迴歸模式，得Y=f（丸，丸， X2) 0 L的偏F值必讀達到賈

先決定之顯著水準才能進入模式中，同時分別求算L和丸，

X2的偏F值，如果未達預先決定之顯著水準時，予以剔除。

(6）此一步驟繼續進行，當進入模式之各預測變數之偏F值均達

顯著水準時，亦所剩的自費數不再建顯著水準，即停止潰算

工作，就已求出最佳模式。

逐步姐歸假設已經在迴歸模式中的每一個預測變數都是最佳

進入模式的變數。某一已經先進入模式中的預潤墮數可能與

以後進入模式的壁數具有高度相關，在這種情、況下，此一直

瀏變數可能因不能通過F值的積定而被剔除。故為了聲數間

因高度相關被剔除，因而講少解釋折價產生的真正的原因，

本研究在京算逐步迴歸前先將自費數以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求得值此間的相關性，

將高度相關且連顯著水準者予以合併，歸為一蝠 ，以免上述

情形噩生。此外，亦可避免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

的情形發生而使得模式的種定性偏低。

四基金改型所產生之異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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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通常用來檢定某一重大事件進行期間是否存在異常

報酬，也可以平均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是否顯著來檢定市

場是否符合半強式效率市場。本研究在對於債券封閉型基金是

否存在異常報酬亦是採取此方法。事件研究法，首先必讀將事

件發生時間的先後，分為觀察期、事件期，估計期和發生日，

每一進行過程皆有許多方法可供採用，研究者必需根據各種情

況來決定最適合的方式。因為至目前為止已改型成功的基金僅

有廣福與鴻揚兩家，基於樣本過少所以本研究採個別研究以觀

察各基金因改型事件而造成異常報酬的情形。以下便是依事件

研究法來說明時間的劃分基準：

(1）宣告期間

本研究以控東召開受益人大會為宣告日，主要是因為受益人

大會當天若出席人數達均以上且過2/3表決通過，決定更改為

開放型基金，則可正式下市。本研究宣告日是以經濟日報為

準，加上估計可能內線人士在宣告日前已撞得基金改型必定

成功的消息，故將宣告日（t=O）前二天至宣告當天（t=-2, 0）當作

內線人士可能獲得異常報酬的期間。

(2）事件期間

所謂事件期間是指某一事件（如購併，股利及增資等）的宣

告而可能造成股票市價異常表現。更詳細地說，就是透過觀

察在宣告日前後天數的股價變動所產生的異常報酬，用以檢

定市場對某一事件的反應。由於此二基金從召開受益人大會

至真正改型下市，所經過的期間不一，故依各基金實際情形

分別其決定事件期間。又投資人在召開受益人大會（宣告日

）之前可能已觀察到基金大幅折價情形，且預期未來可改型

成功的機率頗大，故當即基金連續二十日折價達到20%時，

即達到召開受益人大會標車 ， 此時投資人可能已大量購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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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提早作套利準備。所以，事件期間應從基金公司達到召開

受益人大會日期至基金真正改型下市為止。

表3.2 各基金事件期間日期表

基金公司 量召開大會日期 受盎人大會召開日 改型下市日期 有強頁數

（相對日期） 期（宣告日 t=O) （相對日期）

廣福 4/15卜的天） 7/8 9/17(54頁） 1247( 

海揖 7/26(-46天） 9/21 11月9(53頁） 1007\: 

(3）估計期間

所謂估計期間是指某一基金在無任何事件影響下，基金股票

市價應有的報酬章，即使有事件影響，其事件報酬輩的平均

值為零。所謂應有的報酬率則是一股市場人士對此基金直期

的報酬章。其目的在於輿事件期間報酬車相比較，以搶走是

否有異常報酬的情形。關於估計期間基金的異常報酬，估計

期間應避免太過接近宣告日而且不可太短。一位而言，採用

日報酬萃的典型估計期間大約在100天至200天左右，故本研

究將估計日訂為事件期間前150頁至各基金達到召開大會日

前一天止。

(4）觀察期間

即將以上宣告期間、事件期間和估計期間三者相加而得。以

下圖3.1便是各基金整個事件的觀察期間：

︱ 估計期間

150天

t=- 219 

廣福基金

事件期間 ︱

69天 55頁︱

t=-69 t=O t:::::54 

觀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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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揖基金

︱ 估計期間

150天

間期件事

夫
au 4 

t=-196 t=-46 t=O t=53 

觀察期間

圖3. 1 廣福及鴻揖基金之觀察期間

2.異常報酬（AR）之研究方法

所謂異常報酬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一盤譯詩在預期或正常情沮

下其市場模型之殘差項應為零﹔但若某一事件或消息的聲生或

發佈，則可能使得實際產生的報酬率大於或小於由市場模型估

計而得的報酬卒，此差距便為異常報酬。故為了要估計基金異

常報酬前必先估計基金預期或正常的報酬。至於模型估計期間

在本研究以上述事件研究法的估計期間為主。一位而言，研究

者大多採用單一指數模型。故本研究也將採用單一指數模型來

估計基金預期報酬卒，其模型車日下：

R1t＝ αi＋ βiRmt十 εit

其中 αi ’ βi是由估計期間的觀察值估算而得，其估計值分別為

告， fj 表示。而事件期間的異常報酬（ARit）主要是依據

Fama(1969）等學者發展出來的異常報酬模型來估計，可以利用

事件期間中實際的基金報酬車城去預期的報酬車而得，計算方

式如下：
" ,. 

AR1t= Rit一 αi一 βiRmt

上式ARit表示基金 i 在事件期間內第 t 日的異常報酬。由於事

件的異常報酬的計算常可能因其它無關的事件所干擾，在假設

此兩基金相互獨立的情形下，將此二者組成一投資組合，則可

避免其它事件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基金改型的樣本太少，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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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減少偏誤的發生，將以個別基金情形揉討，最後再將此二

基金中足以影響改型期間的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變化的個別因

素列舉出來，作比較分析。因為此二基金以宣告日為基準（七＝0)

，其它期間均為相對期間，但由於各個基金觀察期並不相間，

故無法有安全的將相對日期合併，所以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處

理此二基金改型期間所產生的異常與累積常報酬間的差異。

3.累積異常報酬（CAR）的計算

累積異常報酬的計算是將 t 日前所有異常報酬累加起來。目的

是在於了解某一事件的發生至第 t 日時所「創造」出來的異常

報酬，並且了解累積異常報酬在下市前可替投資人獲得多少報

酬。故本研究在求算累積累常報酬是從基金達到改型標準至下

市當日為止。其計算方式如下：

且

CAR＝三 ARt 
t=l 

4.統計檢定方法

為檢定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是否存在於基金改型，我們可

以利用 t 統計量檢定：若樟定結果顯著，則表示基金改型的事

件發生，投資人若持有受益憑證則可獲得異常報酬﹔反之，投

資人若持有受益憑證則不能撞得顯著異常報酬。其檢定的假說

及統計量的計算如下：

(1）異常報酬檢定（ARt) 

Ho: ARt=O 

H1: ARt幸。

其驗定統計量如下：

AR金
t(ARt）＝一一一一－

SCRt) 

其中 SCRt）為估計期間各基金的報酬率的標準差 ，我們可以在

某一特定顯著水準 α （ 5 %）下對以上求出 t 統計值進行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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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

(2）累積異常報酬槍定（CARi)

H。： CARi=O

H1: CARi丰 O

其方法如同上述的異常報酬一樣，採用 t 統計量來檢定其顯

著性，計算如下：

CA Rt 
t(CARi）＝一一一－－

S(Ri）／可守

其中， N為累積異常報酬起始日起日至 t 日的總天數。同樣

地，在某一特定顯著水準 α 下對以上求出的 t 統計值進行雙

尾檢定。

綜合言之，當因基金改型而引起顯著性的正的異常與累積異

常報酬的話，表示出投資大眾己對此改型消息產生積極的介

入行動。若在宣告日前二日即產生正的異常報酬的話，則可

能是內線消息所導致﹔而如果有負的異常報酬的話，表示有

還利回吐的情形，以致市價下跌，才造成負的異常報酬的結

果。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國內封閉型基金折價問題澀過將近半年的熱烈討論後，新版折價

方案已確定在今年（84年） 4 月 20日生效實施，由於折價改型門檻放寬

，到時偎投資人將可有更大的套利空間。一股而言，若依據買入持有

策略（Buy and Hold），若投資人在封閉型基金達到改型條件的第一天

買入持有此基金（折價20%以上），一直到基金改型下市， 在這段大約

3 個月的期間 ，則有超過20%的報酬，接利驚人，已引起市場人士注

意。所以本節將以上述策略為前題，根據前一節折價與改型異常報酬

的研究方法及假說 ， 將期間樣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 並對實證結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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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及討論。

村相關性分析與逐步迴歸結果

本研究是以逐步迴歸法來找尋最佳自費數（折價因素），但樣本變

數間常因相關住高而導致迴歸模式產生多元共線佳的情形發生﹔再者

，變數間的相關程度亦可解釋此變數進入迴歸模型較另一變數進入此

模型更能解釋對折價因素。故本研究將分為二部份來揉討對折價的影

響：先以Pearson相關分析來研究各基金變數間的相關住﹔再以逐步

迴歸找出最佳自變數後，分析最佳自變數與變數對折價影響，作合理

解釋。另外，選擇最佳自變數的F值驗定以 5%為顯著水準。

1.相關分析結果（以下為四家基金相關分析結果並說明如后：）

表4.la 萬寶基金變數間相關分析結果

D DIY EX RATE G l!S RED I SC VOL 

CPI I. 00 .8199• 1958 .6189• .2005 - .0095 - .6977• .3520 
.4235• 

D 1.00 . 0285 1 . 7帥 - . 0480 [ .5745· .3148 .0447 .6862• . 2392 

DIY -.0285 . 0302 - . 07481. 2703 . 2日71 - . 2256 -.2日45

.7445• 。302 I 1. 00 -.0494 .4555• ’。 164 . 0567 

G － ρ74巴 ［ － .0494 1.0日 一 . 2293 .3072 - . 1455 .3115 

.2736 

l!S .7日50 ﹒ .6754• 』 .22 日3 1.00 .5761• . 0496 -.6750• .3901 

11.m: .3148• .3072 . 5761• l. 00 .0230 -.2028 .3H2 

PERFDRll -.0095 .0447 - -2256 .0567 -.1455 .0496 ．且230 I. 00 .1066 
.210 日

RED I SC -.2045 -.6083• .3115 - . 2028 - . 1066 l. 00 
. 6977• .5852• .575日﹒ . 4107 

VOL .3520 .2392 .6889• .1012 』 .2736 .3901 .3742 - . 2100 -.41 日7•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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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lb 廣福基金變數間相關分析結果

CPI D DIV EXRATE G JIS JIAU PE Rf ORJI RED I SC VOL 

CPI 1.0 [] .8199• . 2351 .6189• .7650• .2005 .0031 -.6977• .3603 
.4235• 

D .8199• 1. 00 .0159 7455• -.0480 .6745• .3148 .0490 -.6862• .2812 

DIV .2351 口159 1.00 。496 - .0日60 .3107 .2132 ” . 4346• -.2193 .6329• 

EX RATE .6189• . 7445• .0496 1 00 - . 0494 . 4855• .0164 .1358 -.6083• .1246 

G - .0960 -.0494 1. 0[] - 2293 .3日72 . 0333 .3115 - .2432 

.4235• 。48日﹒

li!S ‘ 7650• .6754• ‘ 2132 .4855• - .2293 1.00 .5761• 。 156 > .6750• ‘ 3458 

JIAU .2005 3148• .3107 .0164 .3072 .5761• 1.00 。416 -.2028 .3811 

PERFORll - .0031 。490 1358 .0333 .0156 。416 1.00 -.1361 - . 1663 
.4346• 

RED I SC .6329• -.6083• .3115 -.2028 - 1361 1.0日 ‘ .3765 

.6977• 6日62• .6750• 

VOL .3603 .2812 .6329• 1246 -.2432 .3458 .3811 - .1663 -.3765 1.00 

表4.lc 鴻揚基金變數間相關分析結果

CPI D DIV EX RATE G llS MAH PERFORll RED I SC VOL 

CPI l. 0 日 .8199• .1024 6189• .7650• .2005 。479 .6977• “ .0796 
.4235• 

D .8199• I. 00 - 04日。 .6745• .3148 』 0123 -.6862• . 0956 

DIV . 1204 -.0558 -.0185 .2065 .2478 -.3872 - 16日7 .5210• 

EX RATE .6189• 7445• -.0071 I. 00 - .0494 . 4855• .0164 .0779 .6083• - . 0353 

G - .0185 -.0494 l.O [] -.2293 .3072 。823 .3115 . 0592 
. 4235• 。480•

llS .7650• .6754• .2765 .4855• - . 2293 1.00 .5761• - ‘ 0839 -.6750• . 1665 

KAH .2005 .3148• .2478 。164 .3072 .5761• 1.00 .0277 - .2028 .5389• 

PERFORll - . 0479 .0123 - 3872 .0779 .0823 .0277 1.00 - 0873 .7540•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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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I SC - . 1607 1- .6083• I .3115 一. 2028 I - . l 066 I 1. oo I - . 2623 

. 6977• I .6862• . 6750• 

VOL I - . 0796 I . 0956 I . 521 o • I - . 0353 I - . 0592 I . 1665 I . 5389 I . 7540 • I - . 2628• I l. oo 

表4.ld 成龍基金變數間相關分析結果

CPI D DIV EXRATE G MS llARK. PERFORll RED I SC 

CPI l. DO .8199• 。 0715 6189• I . 7恥 . 2005 -.0190 .6977• . 1210 i 
. 4235• 

D .8199• l. 01] - 0909 .7455• －附0 j . 5 7 ~5· .3148 .0656 -.6862 • 

DIY . 0715 4 日906 l. 00 -.0167 叫. 1679 .2185 -.4658• 1514 .5020• ! 

EXRATE .6189• . 7445• - .0167 1 日﹝﹞ . 0494 l 的﹒ ’ 。1 64 . 1263 - . 6083 • .0083 

G .0 21 日 -.0494 1. 00 - . 2 2目3 3日72 ’ 。 192 .3115 
. 4235• ’。480• 。723 !' 

vs . 7650• .67仲 I . 1679 .4855• - .2293 . 0 日8日 -.6750• . 2751 

ERK. . 20 []5 ω ︱ 叩 。164 3日72 .5751 · I 1 DO ! ’ 。5 4 6 -.2028 .4229 ! 

PERfORV ” . 019日 .1263 。1 日2 . DC SD 』 0546 1 ‘ 0日 ’ .1364 - • 2379 I 

. 4658 . 、

’. RED I SC - 1514 .6083• 1 日。 ’ b 

.6977• .6862• .€75G• .4107 ; 

YOL .121 日 .1585 .5020• ’。。83 - .0723 ! . 2751 4的︱ 『 .2379 1-.2師 l. 00 ! 

註：以上變數的意義請參閱第三節研究設計，「＊」表示顯著水

準達到 5%

從 4.1相關分析中發現四家基金的共同變數（CPI 、 D 、

EXRATE 、 G 、 MS 、 MARK 、 REDISC）闊的相關係數是一

樣的，其原因是這些變數是經濟變數或證券市場變數，不

受個別基金的影響。至於其它變數（DIV 、 PEREORM 、

VOL）為各基金特有變數，此些變數依基金不同而表現不同

。 經濟與證券市場變數為一固定變數，因為這些變數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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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環境所造成的，個人或個別團體無法改變。至於基

金特有變數則稱為非固定變數或可操作變數，其主要原因

為這些變數可藉由人為刻意的操作而改變其結果，若可操

作變數在某一基金中呈現出顯著水準，則表示基金折價可

能是由有人為操作所造成的。

2.逐步迴歸結果分析

超過以上表4.1相關係數分析後，再對各基金作逐步迴歸分析，

可提供除了逐步迴歸選擇出的最佳自變數外，尚有其他的變數

也是影響基金折價因素，但因很此相關性太高（達顯著水準）

而無法納入模型內。

由表4.2中可知，經由逐步迴歸結果得出同時影響四家債券型基

金折價因素有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市場加權股價指數

(MARK）兩因素。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升將造成通貨膨脹而使

得對未來投益的減少，同時使市場資金流向黃金或不動產等較

具保值性的商品上，故影響基金市價，進而使折價增大。市場

加權股價指數的上升表示投資人對未來經濟環境看好，此點我

們可從表4.1中各基金變數中的加權指數與其它變數間相關性可

以看出，大部份呈現正相關，尤其是貨幣供給量（Ms）因素，此

表示當經濟情況繁榮應可造成市場加權股價指數上揚，以致市

價上搗而折價因而減少。另外，成交量(VOL）此變數雖然只影

響三家基金而對鴻揚基金並無法成為最佳自費數，但觀察鴻揚

基金變數間相關性表發現，成交量與加權股價指數有顯著相關

。因此，我們單獨對成交量變數作折價的簡單迴歸分析，結果

得到F=4.47達到 5%的顯著水準，故成交量因素亦是影響鴻揚

基金折價因素之一。因為加權股價指數已納入迴歸模型，才導

致成交量無法納入迴歸模型中。當成交量增加會促使股價上漲

而使折價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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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各基金逐步迴歸結果表

基金名稱 最佳自費數 t 值 F f直

消費者物價指數 10.331 

國際萬寶 加權指數 -3. 454 35.76 

成交量 事 3.053

消費者物價指數 5.290 

建弘廣福 新基金快結與需求 2. 189 31. 79 

加權指數 -3. 939 

成交量 -3. 122 

消費者物價指數 2.614 

光辜鴻揖 新基金快給與需求 3.170 59.74 

加權指數 -6. 375 

消費者物價指數 11.333 

中華成龍 加權指數 -4. 943 44.57 

廣交量 ” 2.297 

註：費中各項 t 值和 F值均達到 5%顯著7.J<單

我們將上述運步迴歸結果以一扭迴歸種型表示如下：

國障萬寶基金 ：

DISC= -3.6676 + 0.0374(CPI) - 0.00003532(MARK) 

- 1.8727*10-10(VOL) 

R2=0.8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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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76 

建弘廣福基金：

DISC= -2.6071 - 0.0274(CPI) - 0.0452(D) 

- 0.00003683(MARK) - 1.5733咒o-10CVOL)

R2=0.86409 

F=31.79 

光華鴻揖基金：

DISC=: -1.2762 + 0.0168(CPI) + 0.0699(D) 

- 0.00009408(MARK) 

R2=0.91804 

F=59.74 

中華成龍基金：

DISC= -3.7823 + 0.0392(CPI) - 0.00005060(MARK) 

- 1.7748*10-10(VOL) 

R2=0.83631 

F=35.76 

其它影響個別基金因素尚有如！賣稿與鴻揖基金的俱給需求因素，當

政府開放新基金進入市場時，將造成斬、舊基金共分食一個大餅，這也

使得台灣投資人在自主性較強（需求不高）下，又加上快給大量增加而

造成折價增加口至於其它二基金是否不受此因素影響，我們從表4.1中噩

現萬寶典成龍基金俱給需求因素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呈現高度正相關，這

顯示出此因素對此三基金亦顯著影響，其迴歸模之 F 值分別為23.53及

17.凹，只不過因為運步迴歸以最能解釋折價因素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所替

代而已。至於其它暨數是杏還有被最佳自變數所替代的，答案是有的，

像貨幣價結、 外匯實質經濟成長率等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有高度的相關

性，由於變數過多將以表列方式展現之。如表4.缸，最佳自變數與其它暨

數間具有有高度相關，但變數間高度相關並不代表與折價亦會有顯著相

關，所以還必賓在將與最佳自鹽數有高度相闊的變數單獨作迴歸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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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下表4.品，其解釋如同上，就不多贅述。

表4.3a 自費數與其它變數間顯著關保表

最佳變數 顯著關係變數

消費者物價指數 外匯、實質經濟鹿長率、貨幣俱站、重貼

現寧、新基金哄抬其需求

加權指數 賞幣快結

鹿交量 l控益分配、加權指數

表4.曲折價與非最佳自壁數聞簡單迴歸之F值

基 金 DN G Exrate Ms Redisc 

萬寶基金 0.07 0.89 16.05* 8. 75* 8. 18* 

廣福基金 0.02 3.23 16.30串 10.87* 9.09* 

鴻揖基金 0.33 7.65* 14.05車 6.78* 8.89* 

成龍基金 0.56 6.57* 13.60* 5.77* 7.24* 

＊表示達到 5%顯著7.}z準

綜合上述所言，可歸納整理出表4.4 ，各基金折價因素主要受消費者

物價指數、力日權臣費指數、新基金價給與需求、重貼現車、匯車及貨幣

哄抬因素所影響。消費者物價指數、扣權股價指數及新基金偎緝真真需

求己解釋過，誰不另說明白而重貼現單調高（低）會使債＃市價下降（上升）

，影響基金淨值，使得折價聾小（大）。匯率的費動則影響進出口企業

的淨利和與園外的競爭能力，進而影響盟軍市場，基金折價因而產生暨

動。貨幣位給額的增加（請少）會影響企業與投資人可貸資金鹿本的降

低（上升）， 影響股票市場費晨，使得基折價鹽小（大）。 此外，鴻揖

興農龍基金亦受實實經濟成長率影響，實質經濟成長車增加 （誡少），

~ 345~ 



30 興大台中在間部學報

表示未來經濟情前看好（壇），影響股票市場，進而使得基金折價變小

（大）

最後，本研究將基金折價因素是否曼可揖作變數的影響作一故述性

的探討。從表4.1中費現可揖作變數居交量與回家基金的收益分配均有達

到顯著水準，此表示出基金公司的經理人常常藉著股利發放或者提高股

利政策，的確可使基金成交量增加，這使得封閉型基金較不至因折價幅

度過高而導致改型壓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鴻揖基金中可揖作變數成

交量除與肢益分配顯著相關外，尚有興績致表現也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

，比點與其它基金呈現章相關不同（表4.lc）。此衰示出鴻揖基金在折價變

數中三個可操作變數間相互影響甚大，當基金表現好時，常較能引起投

資人的注意，肯定續效表現進而購買此受益憑置，使成吏量上升。

費4.4 各基金影響折價因素一覽表

基 金 影 響 折 價 因 素

萬寶基金 CPI 、 MARK 、 VOL 、 D 、 Redisc 、 Exrate 、 Ms

實福基金 CPI 、 MARK 、 VOL 、 D 、 Redisc 、 Exrate 、 Ms
< 

鴻揖基金 CPI 、 MARK 、 VOL 、 D 、 Redisc 、 Exrate 、 Ms 、 G

成龍基金 CPI 、 MARK 、 VOL 、 D 、 Redisc 、 Exrate 、 Ms 、 G

口基金改型成功之異常報酬結果

1.基金改型事件期間之折價表現分析

本研究以標本基金達到改型的當天為事件期間的第一天，而往其

中經過基金的宣告改型下市，最佳至完全清算下市爵止。由市場

交易顯示此已改型下市的廣福及鴻兩個基金的折價率如圖4.1所示

。我們可以費現第一個故型成功的廣福基金其折價車在宣告日（

受益人大會召開）之前，除了達到受益人大會當天（t=-69）有較大

的表現外，其餘夫數並無顯著六幅折價，有時反而折價車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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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福基金折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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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廣福與清揚基金折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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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折價率至t=·20日達到最高，有21.48%之多，此後折價率

便意劇下降，而宣告日當夭折價率為 8.35% ，一直下降到下市

(t=54）當目僅剩 1.12% 。了解其原因發現這可能與某些法人團體猩

得內線消息確定可改型成功，所造成異常報酬上漲的情形。至於

第二個改型成功的鴻揚基金，亦如同廣福基金一樣達到目｛ t=46) 

當天有大幅折價表現但此幅度比廣福基金還犬，這可能自於鴻揚

基金在廣福基金成功改型下市的激勵下的表現結果，而宣告日時

折價車亦較廣福基金低，為2.71% 。至完全下市（t=53）其折價僅剩

0.42%而已。

由此二基金折價率中大略可知，當投資人在面臨基金改型之際，

所持的投資態度尚屬保守，尤其可從廣福基金中看出，折價率一

度還突破折價20%關卡，這是可能是因為前面幾次基金如建弘福

元、中華成長等基金幾度改型均因開會人數未達標準，而終告流

會。這使得投資人在面對廣福基金改型時探取此保守策略。但在

鴻揚基金中卻因廣福改型成功首倒一闊，而歡勵了投資人（包含

了法人、中實戶等）大力介入，才使得市價逐漸攀高，折價率大

幅下降，導致市價與淨資產價值近乎相等，其中差即為手續費與

時間成本。

從上述得知，若投資人以買入持有策略購買此頸即將改型的基金

，表面看起來的確可謹利20%以上，但此說法卻忽略了基金以往

的E常表現以及整個大盤股市的走勢，所以我們必讀再以前面所

提及的異常報酬之研究方法作統計樟定及進一步分析。

2.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之統計結果分析

本研究是以基金改型之事件期間作為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計算的

期間， 由於期間均超過100天以上且相對日期亦無法以前章之投資

組合研究方法將其平均起來，而且至目前為止，也只有兩家基金

改型鹿竭而己，即使平均，其偏誤亦可能存在而無法消除，故本

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來分析此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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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之前，應先將估計其耳聞之 α 、 β 求算

出來並作 F 與 t 輸定，以觀察市場模型在此的這切位與解釋能力

，其結果如表4.5 °在顯著水準 α ＝0.05下， F 值封顯著﹛直晨4.18'

t 值顯著值為 1.96 °如果市場模型參數達至1顯著水準，表示該模

型為顯著的。從此表得知，老莫型的 F值真β 係數的 t 官均達到顯

著水準，僅 α 係數的 t 值未達到，但其係數垣小對整體模型影響

不大。而在模型解釋能力上，挂然三基金R2~ 不寓，平均為

0.2319 °但就市場模型的實葦研究而言，朱萬壽（1986）研究發表，

使用日資料進行分析較採週資料或月資料所算得的R2值篇小，也

就是計算報酬率的單位期間愈長，市場模型的解釋能力愈佳，本

研究因使用日資料為計算報酬率，其R2價倍4：互合軍主常 D 再者，

R2值的大小並無一定比較標單，僅表示其解釋區變數的變異程度

高低。另外，在股票市場的異常報酬研究當中，比市場模型已被

廣泛使用且其解釋能力亦頗受肯定﹔而在現近的基金折價及報酬

研究當中（如Abraham and Marcus(1993 ）， β 係數也被憲用在

這方面的衡量上。綜合言之，本研究以此市場模型來估算異常與

累積異常報酬及進行統計樟定應有其相當的適用性。

表4.5 估計期間市場模型之參數投定

基金 α 值 β 值 F 值 t （ α ） t 〔 β ） R2 

廣福 -0.0006 0.4959 36.5牢 -0.352 6.044* o. 1996 I 

廣福 -0. 00137 0.5655 52.8車 -1. 391 7.267牢

註：＊表示達到 5%顯著水準

. . (1）貴福基金

＠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圖形分析

在圖4.2廣福基金的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的圖形中發現，異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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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4.2 廣福基金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圓

酬的現象在宣告日之前已經開始產生，雖然並不是很明顯，但

顯示投資人已開始反應此基金動態，在日期t=-20時，異常報酬

開始逐漸增加，此種情形至宣告日後第二天後才消失，在基金

下市之前，並無明顯哭出的異常報酬表現。我們再從累積異常

報酬圖來看，在t=-60至，20之間累積異常報酬並無增加趨勢，且

一開始還出現負值 ， 在t=-20以後 ， 累積異常報酬開始急速上

升， 而在t=2時結束此上揖趨勢。並在t=30時達到最高，最後累

積異常報酬約在25%左右。若再配合圖4.1之廣福折價圖，更能

顯示出投資人在宣告目前大約20天左右開始大量買入基金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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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渴揚基金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圓

套利機會的情形。由以上情形得知，宣告目前天大約20夫左右

，可能已有某些法人集團等組織開始運作，促使廣福基金改型

戲功 ，或者投資人已有內組消息，所以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才

會在垣期間內很快地上濫。

＠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統計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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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基金異常與累積常報酬之表現已在前述提及，但其是否通

過統計樟定，可從表4.6中觀察出，廣福基金從達到受盎人大會

當天起異常報酬現象並無明顯的聲化﹔直到宣告日前 6 天（t=-6)

起，異常報酬才達到顯著水車。以整個事件期間來看，廣福基

金達到顯著水準之異常報酬主要噩生在基金宣告日前後兩夫

(t=-2, 2）。此衰示在宣告日前二天（t=-2）時投資人若購買此受益憑

誼，則會獲得顯著之異常報酬。至加宣告目當天及後一夫，投

資人已確定可改型役的套利機會，造廣大量買盤而使市價上漲

。至於累積異常報酬由於投資人起韌並不看好此一基金，因為

認為此基金改型消息應與其它前面基金一樣不會成功，故累積

異常報酬並無顯著增加，無一達到 t 輸定的顯著值。此現象直

到宣告日前兩週（ t=-14 ）時，才有明顯變化，累積異常報酬開

始運漸增加，但一直到最後還是無法達到顯著水車。分析其原

因除了廣帽基金是第一個折帽過大而改型農功的東側外，再者

，厲福市價報酬車鹽異數（即風瞌住）較高，這亦是投資人在

購買時比較保守的因素之一。

(2）鴻揖基金

＠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圖形分析

從圖4.3鴻揖基金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圖中可以看出，整體而言

，鴻揖基金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的表現均較廣基金明顯，尤其

是在達到改型條件後的第二天，異常報酬高達 6% ，此復異常

報酬表現平均而言大約0.47% 。至於宣日復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

的表現，我們從廣福基金中可以看出應該無特別異常的表現才

是，但轉揖基金則否。尤其在宣告日確定改型後，正的異常報

酬經常出現且幅度也犬，這點可從累積異常報酬圖t=O以後看出

，最後在下市前累積異常報酬甚至高達40%左右 。 如前所述，

這可能顯示揖揖基金改型的消息在廣福基鹿功改型的觀勵下較

早引起投資人注意而使得套利的行動提前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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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統計檢定分析

從表4.7中發現，鴻揚基金的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在達到受益人

大會的第二天（t=-45）就已高出頭著水準甚多，這也是造成累積

異常報酬達到顯著水準的次數會在整個事件期間如此之多的原

因。而其異常報酬分佈的情形較廣福基金分散，但反而在宣告

日附近幾天都無一達到顯著水準，這表示投資人在有廣福前例

後，大都會在先前幾天作套利的準備，我們可從上述在t=-45時

的情形看出此現象。宣告日後在t=lO，日，凹， 15有達到聽著水準

’但在第 15天出現負的異常報酬，此表示已有獲利回吐的現象

，投資人不顧等到最後以淨值賈固受益憑證，因為其實此時折

價率也只剩 5%左右而己，還不如種早賣出受益憑證，以免市

場行情不好時，基金市價也跟著滑落下來，遭受無謂損失。

五、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債券封閉式基金折價的因素是否可以藉由

幾項最佳的自變數來解釋以及折價的真正原因。再者，我們也樟定了

當基金在面臨改型期間是否有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的現象﹔最後

，再初步檢定台灣共同基金市場是否符合半強式效率佳市場假說。經

由本研究可得到以下幾點重要結論：

H根據逐步迴歸模型結果顯示，同時影響債券封閉型基金折價的最

佳自變數有消費者物價指數輿加權指數。此外，根據相關係數分

析發現，除鴻揚基金外，成交量亦是影響折價因素之一。另外，

廣福與鴻搗基金也受新基金供給與需求因素的影響。

口依據Pearson相關分析與非最佳自變數之簡單迴歸結果發現，同

時影響折價百素有消者物價指數、加權指數、新基金供給與需求

、成交量 、外匯、重貼現率與貨幣供給額因素。另外、鴻語與成

龍基金亦受實質經濟成長率的影響。由以上得知，除成交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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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廣福基金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統計控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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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鴻揚基金異常與累積異常報酬統計控定表

異常報酬 t(0.05) 累積異常 t(0.05) t 異常報酬 tCO.OS) 累積異常 t(O，但〉

Q_l\ 。－~ 0.:!JI; O.Ii 4 O.l!li 0.11 且.Th 且岳重

6.0:.: 5 9lt 6.:DO 4.47* 5 0 O!li 0.00 zι百草 3.:Ilt 

J.~ 1包 8且 4.f!F 6 0.丑~ 0.15 :5~區 3-4# 

I.~ l 21 9.4fii 4 67* -{!.21.\ -0 21 :5.Bi 3 ]!I: 

-1.57.\ 1.55 7.~ 3.噩詳 自 D- 19、 ?;;_3早日 3.l!拿

。lf> 0.14 8.01'-i 3.Z}< 9 c.1:-. 日，：7 :5-5JX 3-31* 
-l.1民 -l.17 6品 2.iii< '.j i.9:1. !.St Zi-5); 3 !Do: 

O.!"el 0-91 7.7:l阻 2.il~ 。』 r、1、.. Z.C" '.:93!\ ~ 

4.rn; 4伽 JI.~ 3 日！~ ·c 
－·＇凡’了，’k• O.C3 2:151\ 3K• 

-4.31!; -4-21:掉 7.53、 2.:£>: -’r 。 〈』 j;'_ :;.13' 3.?_'j'.可見 4-1!.!• 

-1.”- 
-I 也 6.~ 1.95 .. ’L‘J 司可主， Q_oi 332. 4.2：玄

l 61包 l.:il 8.l:JI 2-3:』 ' 5 「﹔ 51\ --4.宏偉 ZS品：＜. 3.5Jt 

。兩 o.布 8.00'. 2.4事 I :3 I OB; 5位 Z';_ffi'、 3 巴拿

L:S.、 ！.訂 10.e.: Z訂k i.rB主 . "' 3)_0!\ :;.i(.I: 

。眩， 。前 11.16" 2.16< h耳 國J 丘吉 --C.5[ 21.:m 3-W: 
。 J!J; 0.19 JJ_lf\ 2.思念 4們．．﹒’主、, --·“-‘l ’e . Z'l.$ 1瓷缸

-0.llr> -0.18 JI.I~ 2.1.13< a: I 0-:P.... 0.37 2:l.i在 3砂

。恥 。.2'1 ll.4?.!: 2-61>< 'J" 口，由'f, G.ffi 3日臨 3叮當

-0 p; -0.33 11.<rni 2.51盡
,,, -0.5'i ~－51 20.~ 3.Slt 

。 13'> 0.15 11.ZJ.. 2.-C< ::: I -<J＿書， 『：.'.ll 2:1.91\ 3.毀

－！.品也 -u日 9屆 2-1主 2~ Q_;r、 0.i甘 到.！；？. 3.:£排

-0.四． 舟，隨 9.J:?. I.SJ z; } a_3苦奮 丘吉7 S:.[(1' 3 61• 

0.3i\ 0.37 9.5'.1. 1.00< 軍 0.6！』 自.o: 泣，且丸 3 傍

0.2; 0.51 10.0L" 2.IBt ＇！主' • !.:.>:". 、一．．對’, '.Q.gj, 3帝

-0.~. 舟，-13 9日到 1.90 2! 。.a去， G.!:E 33.日前 3 ii* 

-0.31. -0.32 9訊 1 回 2:l o_s:\ G.SJ 泊臨 JS:< 

0.-SO 。＿4,j 9π可 U6 3l 3_p; 3.3i 37.2r、 ~－ 19陸

『0.4.'?. -0-45 9.~ l.i.l ξm 團已 -1.$ -1.57 35 fffi ·－~ 
-0 ：；市 -o.訂 8.部 1，也 :r 0.S 0 . .2i J:;_(Y; ~－ a:lt 

I.I到 111 9.8L\ 4用,, 0.01＇九 J醉＿＇J”a- l)l(I, 3.93< 

--0.惚， --0.(ll 9.在 '.13 e申、． G.li'• ＇.、， ；： J) 23電 3.93< 
。91＇可 o.oo ms. :.35 ︱：五 0.9l. J ♂J訂- li.W. 4屆

0.3f.O 0.34 W.S?, ）‘~ li -1'.!'.'i .；月、－ －~~ .Jl_Jr、 3.會

4.0-,.,, 4.@: 15.臼』 2, -'.l.i?', .. ”﹒．』'" 5時i S.IB< 
--0.60'. 4自 14.-U'o ? ｛；＿重 3': a lg'; ' '- :S :E.﹔本 3 8iZ 

2.3"九 2 31* 16.81'有 2.~ －、7& --:- <;?, -3 2Z 23.9﹔丸 3.831: 

--0.&r; -0.87 15.怨自 Z主＂ ︱ ζ ︱ o.se, r:.s.: :E皂， 3.9]* 

Lll'> 1.23 17.Zl』 2.i位 .;J 0.5!~ 0·.S: z;_;J2;, 3.告訴

I.Sf. 1.52 18.市 2.""" 」2 0 (!?; C.C2 s;-.x. 且喜生k

--0.B -0.42 18.妞， 2.Si"' 品 口部 c.訂 ~－！Z- 3.古詩

。封』 O.:ll 18.83'. 2.9:% ~、, 。. HJ'; G.]5 l3.'.ll\. 3.:E偉

。－耳其 。岳 19－日！＇， 3位 !£ u；；卡 弋＿＿ , 釘，但． 3－~ 

--0.[JJ; --0.的 19.7亂 2偉 ︱£ 巳豆豆 C.£6 3':.C：』 3.9): 

J.J:f> 1.12 2日91'· 3.12< 可尸I !.O!, :.r:s 2311:'－τ 3.砂

-0.411. -0.40 2J.日， 3巴拿 也丹 -om. －。但 $.0＇.~ 主還與

o.恥 O.!l3 21. 313" .;o a< c . .e; 。」2 32.~ Hi• 

5.1『． 5且~ a;_:g, 3岱禽 ~ －）.~； －~－D‘ . 3日星民 3.33* 
-1 :J]>, －！.~ 2S 由于τ 3.~ 5! 。 .jj•; 33. E血 3－~排

0.21~ 0.21 Zi3J, 3.5?-t ‘":!. 、 ！.白， ：．也 q品，＿、認~. 3.卻

--0.丸見 ”。iO ZI fll', 3--l-l* '13 。 11九 0. ：。 3日.9}. 3.跡

註： t=-46為達到受益人大會， t＝。為召開受益人大會， t"'53為改型下市日期

~ 355~ 



40 興大台中夜間都學報

折價因素主要是受經濟因素影響較大。

臼根據Pearson相關係數分析結果，可操作變數中的廣交量與收益

分配間在所研究四個基金中都具有高度正相關，顯示基金公司可

藉由股利政策來增加成交量，進而促使折價縮小（從84年初各基

金紛紛開受益人大會來修改契約，以提高配息能力來影響折價中

得到證實）。此外，鴻揚基金的三項可操作變數中，成交量、收

益分配與績效表現具有顯著正相關，而其它基金則無，顯示投資

人對鴻揖基金的績效表現給於正面評價，最後反映在基金市價上

。

的在異常報酬方面，廣稿與鴻揚基金的確在改型期間具有顯著的異

常與累積常報酬的現象。而且鴻揚基金的異常報酬現象比廣福基

金早產生且幅度較大。至於累積異常報酬方面，亦是鴻揚基金上

漲的幅度比廣福基金快且多，至於其原因主要是廣幅基金是台灣

首度改型成功的基金，且在此之前已有數家基金未能通過改型，

故投資人均較採取保守策略。

Cfil 由廣福和鴻搗基金從達到召開受益人大會當日與召開大會當日均

有顯著異常報酬現象，而累積異常報酬方面以鴻揚基金而言，幾

乎整個改型期間均達到顯著水準’可以判斷台灣的共同基金市場

並不符合半強式效率市場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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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iscounts and 
Abnormal Returns of the 
Closed-end Bond Mutual 

Funds in Taiwan 

Yu-Shia Yue* Chia-Pin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iscounts and abnormal 

returns (AR) of the closed-end bond funds being reorganized 

in Taiwan. Monthly data are used and the period starts from 

the date of each fund going public and ends in March 1994. 

This research adopts Step-wise Regression to search the 

best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r discounts. Also. we use Event 

Study to observe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the funds' 

investors during the reorganizing period, and use t-test to 

examine whether ARs and CARs exist or not.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est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r the closed-end bond funds' discounts include 

Consumer Price Index and Stock Market Index.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e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except Hom-Yang fund, volume is also a significant variable 

in explaining the discounts. Further, for Kwan-Fu and 

Hom-Yang f u nds, the discounts are also affected by new 

funds' supply and dem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nagement, Da-Ye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e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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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do exist 

significant ARs and CARs during the reorganizing period.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mutual 

fund market in Taiwa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of 

semi-strong form efficient market. 

Keywords: Mutual fund, Discount and premium, Abnormal 

return, Event study,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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