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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我國自民國 72 年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於國外發行募集投資國內之信託基金，開啟外
資進入我國資本市場之大門。近二十年間，外
資在我國股市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本研究
探討外資交易行為與對我國股、匯市的影響。
在外資的持股行為方面，由於資訊不對稱的問
題，外資偏好持有大型股以及高成長股。在投
資障礙下，外資會偏愛高貝他的股票，然而這
個現象只在小公司顯著，顯示外資投資在小公
司所面臨的資訊不對稱以及投資障礙的問題，
較投資在大公司嚴重。在稅賦的考量下，預期
外資會較偏愛低股利殖利率的股票，然而實證
上所得到的證據稍顯微薄。在外資的交易行為
與股市的關係上，我們發現外資採順向操作
(momentum )的行為，亦即買進贏家(winner)的
股票而賣出輸家(loser)的股票，且外資的買超
(或賣超)具有持續性。股市對外資的買超有正
向反應，即當外資買超時，股市會上漲；當外
資賣超時，股市會下跌。外資的交易對股市的
影響，顯著地高於國內法人。除此之外，外資
的投資績效顯著地高於國內的法人及散戶。在

外資的淨匯入對股、匯市的影響方面，外資的
買超對匯市的影響甚小，進一步地探討外資的
匯進匯出(flow)對股、匯市的影響，發現淨匯進
金額(net flow)與匯市的關係不顯著，淨匯入金
額具有持續性，且淨匯入金額與前一期股市報
酬具有正向的關係，我們推測這可能和外資交
易採順向操作及持續性等行為有關。

關鍵詞： 外國投資人、持資行為、順向操作、
外資淨匯入。

Abstract

Taiwan opened its stock market in 1983 by
allowing its domestic investment trust companies
to raise overseas funds to invest in the local
marke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role played
by foreign investor i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oreign investors’
trading behavior and its impact on Taiwanese
stock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foreign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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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ly prefer large firms and high growth
stocks.  Foreign investors hold more shares of
high beta stocks only for small firms, but not for
large firms, indicating that large firms seem to
have a lower investment barrier than small firms
to foreign investors.  Owing to their differential
tax status, foreign investors are expected to hold
more stocks with low dividend payouts.
However,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weak and
mixed.  (2) Foreign investors pursue momentum
strategies, that is, buying winners and selling
losers.  The net buy of foreign investors is
persistent, and its impact on stock market is
positive, the net buy pushes stock prices up and
net sell depresses stock pric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foreign investors
is better than performances of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individual investors.
(3) The trading behavior of foreign investors has
little impact o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W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net flow by
foreign investors on the stock and exchange
market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net flow is
persistent, and foreign exchange rate is not
influenced by the net flow of foreign investors.
We conjecture that the phenomenon is due to the
foreign investors’ momentum strategies and the
persistent tarding behavior.

Keywords: Foreign investors, Investor behavior,
Momentum strategies, Net flow.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我國於民國 72 年 5 月 26 日開放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於國外發行募集投資國內之信託基
金，開啟外資進入我國股市的大門，民國 80
年 1 月 2 日開放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QFII)投資國內股
市，85 年 3 月 3 日開放外國自然人投資。此外，
對外資的總持股比率、個別持股比率、投資總
額、個別投資額度等限制，近年來均有逐漸放
寬的趨勢，外資對我國股市的影響力正逐漸增

加。

由於投資環境的差異，外資與本國投資人
的持股行為可能會有所不同；舉例來說，由於
外國投資人所面臨的資訊不對稱以及投資障礙
問題，較本國投資人嚴重，因此外資會偏愛大
型股等(詳細內容請見Kang and Stulz (1997) 以
及 Dahlquist and Robertsson (2001))。

全球性的投資人為了使其投資組合多角
化，達成降低投資組合風險的目的，會投資在
全球各地的市場中，藉由這些市場與全球市場
之相關係數很低，來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而
這些外資在進入新興股市中，會推升當地股票
市場的股價，也有可能提高新興市場與全球市
場的整合性。Bekaert & Harvey (2000)及 Henry
(2000a)的實證發現，新興國家對外資開放股市
後，因推升股價而大幅降低資金成本。由於資
金成本的降低，會使許多原本為負 NPV 計畫成
為正 NPV 的計畫，當地的投資金額會增加，
Bekaert & Harvey (2000)及 Henry (2000b)均發
現新興國家在開放外資後，其投資金額的確增
加。然而，這些外資在新興國家的投資行為為
何？外資是否具有更優越的投資績效？而外資
的匯進與匯出，對匯率市場的影響為何?

綜合上述的背景說明，本研究希望能藉由
實證分析，達成以下的三個主要目的：

(1) 探討外資的持股行為與公司特質的關係，
以檢定資訊不對稱、投資障礙、規避匯率
風險、稅賦差異等假說。

(2) 探討外資交易淨買量與股價的關係，外資
的交易行為是否是正向回饋或是負向回饋?
此外，外資、本國法人、散戶三者的交易
行為是否彼此相互影響?誰具有較優勢的
資訊？

(3) 檢視外國專業機構投資人的交易是否與匯
率有關?外資的匯入與匯出與匯率的關係
為何?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期間自 1996 年至 2000 年，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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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的交易行為與對我國股、匯市的影響。茲
將研究重要結果簡要地分成三個部份說明如
後：

(1)外資的持股行為

  本研究探討 1996 年至 2000 年上市公司的外
資股權比率與公司特質的關係(研究期間內每
年 3 月底的上市公司之外資持股比率以及前一
年年底的各公司特質變數)，在排除金融股、資
訊不全以及全額交割股之後，分別以迴歸分
析、Tobit 迴歸模型，以及依各公司特質高低來
區隔組成投資組合等不同的研究方法，發現外
資偏愛大型股、低 Book-to-Market(B/M)股、高
貝它公司以及高外銷比率股。由於資訊不對稱
的問題，外資偏好持有大型股以及低 B/M 股(為
高成長股的代理變數)，此發現與 Kang and
Stulz(1997)以及 Dahlquist and Robertsson(2001)
的發現是一致的。在投資障礙下，外資會偏愛
高貝他的股票，然而這個現象只在小公司顯
著，顯示外資投資在小公司所面臨的資訊不對
稱以及投資障礙的問題，較投資在大公司嚴
重，這項結論支持 Stulz(1981)所提出的投資障
礙假說。

  外資偏愛投資在高外銷比率上，與 Kang and
Stulz (1997)的發現是一致的，Kang and Stulz 認
為外資偏愛「有名氣」的公司，我們提出不同
的看法，外資投資在高外銷比率的公司是為了
規避外資本身所面臨的匯率風險。當新臺幣貶
值時，外資在臺灣的投資轉換成美元的報酬率
後會降低，若外資持有較高比率的外銷股票，
這些外銷比率高的公司因臺幣貶值預期會提升
其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因此當臺幣貶值時高外
銷比率的公司會有較高的報酬，提供外資「自
然」的避險工具。

  最後，由於外資無法在國內享受投資抵減、
費用抵稅等稅賦的優惠，而我國的股票資本利
得稅率為零，在稅賦的考量下，預期外資會較
偏愛低股利殖利率的股票，然而實證上所得到
的證據稍顯微薄。

(2)外資的交易行為與股市的關係

  本研究以 1996 年 1 月至 2000 年 6 月的日資

料，探討外資、國內機構投資人(包括投信與法
人)、本國自然人等的淨買超以及其與股市的報
酬關係。

  本研究發現，外資採採順向操作(momentum )
的行為，亦即買進贏家(winner)的股票而賣出輸
家(loser)的股票，且外資的買超(或賣超)具有持
續性，這項結論與 Grinblatt and Keloharju
(2000)、Froot et al. (2001)以及 Choe et al.(1999)
等一致。從研究資料亦發現，本國的機構投資
人亦有順向操作的現象，而本國自然人則是負
向(contrarians)操作的投資策略，亦即買進輸家
的股票，賣出盈家的股票。對股市的影響上，
外資的影響力要高於本國機構投資人，當外資
買超時，股市會上漲；當外資賣超時，股市會
下跌。

  Brennan and Cao (1997)提出理論模型，認為
本國投資人對本國資本市場所累積的資訊要優
於外資，因此外資會有順向操作的策略，以補
捉外資所沒有的私有資訊，他們認為外資的投
資績效應較本國投資人差。從本研究的實證結
果並不支持 Brennan and Cao(1997)的理論模
型。我們發現，外資的確有順向操作的投資策
略，而且外資的買超或賣超具有連續性，但是
外資的投資績效要高於本國的機構投資人，外
資的投資績效並非來自於本國股市報酬率具有
正向自我相關1，而是來自於外資具有較優越的
資訊可以判斷與預測未來的報酬。

(3)外資的淨匯入對股、匯市的影響

  本研究以 1996 年至 2000 年 6 月的日資料與
月資料，探討外資的交易對匯市的影響，發現
外資的買超與賣超對匯市的影響甚小。

  本研究蒐集 1996 年 1 月至 2000 年 6 月 QFII
匯進以及匯出我國市場的資料(月資料)，並進
一步地探討外資的淨匯入金額(net flow)對股、

                                                
1 若外資具有順向操作的策略，且買賣超具有連續

性，而股市亦具有正向自我相關，則外資的投資

績效優越可能僅是其具有較好的投資策略，而不

是外資具有較優越的資訊可以判斷與預測未來的

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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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的影響，發現淨匯進金額(net flow)與匯市
的關係不顯著，淨匯入金額具有持續性，且淨
匯入金額與前一期股市報酬及同期的股市報酬
具有正向的關係，但是與後一期至二期的股市
報酬具有負向相關。我們推測這可能和外資交
易採順向操作及持續性等行為有關，舉例來
說，當前一期股市報酬為正(負)時，外資在本
期會買進(賣出)，因此外資會有淨匯入(淨匯
出)。然而，當先前外資的高額的淨匯入，在後
幾期外資淨匯入無法達到投資人的預期時，股
價會下跌。這項結果符合 Froot et al. (2001)的發
現。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探討外資的投資行為及其對新興國
家股、匯市的影響，以我國的上市公司為樣本，
研究期間自 1996 年至 2000 年。本研究並分為
三個子題：(1)探討外資的持股與公司特質的關
係，(2)外資的交易行為與股市的關係，(3)外資
的淨匯入對股、匯市的影響。這三項子題的研
究結果，有些與現有的國內外文獻結論是一致
的，有一些則與目前的文獻有不同的結論，我
們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很遺憾地，由於無法順利取得各外國專業
機構投資人(QFII)的買進賣出持股資料，本研
究無法探討 QFII是否具有群聚交易(herding)的
現象。雖然如此，這項缺陷對研究成果應不會
有嚴重偏誤的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具有學術與實務的價值，我
們亦針對部份的研究成果撰寫成學術論文，已
在學術期刊審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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