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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規整理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欲找出一融券門檻，探討被公佈為處置股票的上市電子股，在

融券指標達到門檻值的前後時，是否代表著不同的意義。本章第一節先作

國內外股市監視制度簡介，第二節作國內外股市監視制度的文獻回顧，第

三節介紹信用交易制度和現行台灣的上市普通股股票之信用交易法規，第

四節整理影響股價、股價報酬率相關的文獻。 

 

第一節、 國內外股市監視制度簡介 

    為了維護證券市場的公平和秩序，保障投資人權益，防止不法炒作及

內線交易，世界各國多設有股市監視系統，及早發現有價證券的異常交

易，台灣證券交易所也於七十九年八月一日起實施股市監視制度。 

 

一、 國外股市監視制度簡介 

    [表 2-1]列出各主要國家的股市監視標準和處置措施，由於各國監視制

度各有不同，以下將從監視預警作業和處置措施方面，對各主要國家的證

券交易所作簡介： 

(一) 監視預警作業 

    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監視是運用每一股票歷史交易資料（此交易資

料每天重新計算）之電腦程式，此程式包括每一股票交易量與價格典型範

圍之參數，致使對每一股票皆有獨特之標準。當交易活動超過正常之參數

時，此系統程式設計會提醒持續監視螢幕之股票監視人員注意，監視人員

須即時分析此不正常活動是否有滿意之解釋，並對是否與上市公司接觸或

建議暫停交易等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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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數量、價格變化可以以公司消息、產業趨勢或國家經濟因素解

釋，但是若異常交易沒有明顯合理解釋時，紐約證券交易所將著手調查，

若發現會員或其雇員執行可疑之交易，其可採取懲罰措施（disciplinary 

action），對超過紐約證券交易所管轄權者，則可將資訊送交證管會（SEC）

作進一步考量。 

    倫敦證券交易所並無如漲跌幅度、集中度等純數據化的監視標準，而

是以上市公司公佈相關資訊前後，股價是否有異常波動，有價證券的價、

量波動度是否造成價格持續上漲或下跌，及其他各項判斷的非數據化指標

為主，再配合數據化指標的標準設計，藉以發展自動警示功能。 

    東京證券交易所當發現股票達到預警標準(包括股價暴漲暴跌、高低

價差、收盤前之股價操作買賣狀況等)時，針對達到預警標準的股票個別

監視，如短期內(2-3 天)達到者，則通知證券商注意並從嚴審核受託買賣

或限制接單，如長期(6-7 天)達到者，則通知交易審查部調查。 

    香港聯合交易所根據當日市場情況、證券類別、個別上市公司的動態

及上市科的特別要求而訂立異常標準，監視異常標準會隨著市場的變化而

變化。 

 

(二) 處置措施 

    國外各主要交易所在監視面處置措施最常採行者，是當系統發現異常

狀況時，如值班分析師研判上市公司可能有重大訊息發生，足以影響股

價，惟該訊息有待證實或未為投資大眾所週知者，則會令其交易暫停，使

訊息充分公開揭露讓投資大眾了解後，再行恢復暫停交易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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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主要國家交易所的監視標準和處置措施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證交所(2005)，「2005年世界主要證券市場相關制度」。 

 監視標準 處置措施 

紐約證券交易所 股票價、量不正常改變 暫停交易半小時到 1小時 
倫敦證券交易所 非數據化指標為主，配合數據

化指標(價量變化、集中度) 
詢問上市公司或較大證券商，

若有必要則暫停交易 

巴黎証券交易所 非數據化專業主觀判斷為
主，配合數據化指標 

暫停交易 

德國法蘭克福 
證券交易所 

非數據化專業主觀判斷配合

數據化指標 
暫停交易 

瑞典斯德哥爾摩

證券交易所 
非數據化專業主觀判斷為

主，配合數據化指標 
暫停交易 

東京證券交易所 股價暴漲暴跌、高低價差、收
盤前之股價操作買賣狀況等 

詢問公司，若有必要則暫停交

易 
韓國證券交易所 非數據化專業主觀判斷配合

數據化指標 
暫停證券買賣 

香港聯合證券 
交易所 

非數據化專業主觀判斷配合

數據化指標，數據化指標隨市

場調整 

詢問公司，若有必要則暫停證

券買賣 

新加坡交易所 股票價、量不正常改變 詢問公司，若有必要則暫停證

券買賣 
深圳交易所 
上海交易所 

股價漲跌比、成交量、週轉

率、券商交易集中度、投資人

持股比例 

詢問證券商，若有必要則暫停

證券買賣 

台灣證券交易所 漲跌幅度、成交量、週轉率、
集中度、本益比、股價淨值

比、券資比 

(一) 人工管制撮合 
(二) 限制各證券商申報買賣   

該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 各證券經紀商對委託買 

賣較大投資人應預先收取

一定比率以上之款券 
(四) 暫停一定期間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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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股市監視制度簡介 

主要的業務內容： 

(一) 監視預警作業  

當有價證券之交易有異常情形達一定標準時，為提醒投資人注

意，得將其名稱及交易資訊之內容於市場公告，期對異常交易發生嚇

阻作用，並通知受託買賣證券商請其注意交割安全。 

當上述被公告的有價證券為股票時，稱此股票為「注意股票」，俗

稱「警示股」，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三日主管機關對易遭投資人誤解的「警

示股票」用語改以「注意股票」取代。 

(二) 處置措施 

當有價證券交易情況持續達異常標準，異常情形有嚴重影響市場

交易之虞時，適時施以一定處置措施，增加買賣異常股票之不便，以

防止異常情形持續擴大，影響投資人權益及交割安全。 

當以上被處置的有價證券為股票時，稱此股票為「處置股票」。 

 (三) 查核作業  

對集中市場發生的交易異常狀況予以追蹤調查。查核過程中得向

證券商及上市公司調閱相關資料，並將有關資料完整建檔備查。查核

結果經研判涉及違反法令的可能性相當大者，報請主管機關核辦或逕

予函送司法調查或檢察機關。 

 

相關法規： 

    台灣證券交易所依「證券交易所管理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授

與之權，制訂「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實施股市監視制度辦法」。

依據前項辦法及該辦法衍生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布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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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布或

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四條異常標準之詳細數據及除外情

形」。 

 

公布注意交易資訊之有價證券的異常標準：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

作業要點」(民國 94年 3月 22日修正) 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九款： 

(一) 最近一段期間累積之收盤價漲跌百分比異常者。有價證券當日收

盤價未滿五元者不適用本項標準。 

(二) 最近一段期間起、迄兩個營業日之收盤價漲跌百分比異常者。 

(三) 最近一段期間累積之收盤價漲跌百分比異常，且其當日之成交量

較最近一段期 間之日平均成交量異常放大者。 

(四) 最近一段期間累積之收盤價漲跌百分比異常，且其當日之週轉率

過高者。 

(五) 最近一段期間累積之收盤價漲跌百分比異常，且證券商當日受託

買賣該有價證券之成交買進或賣出數量，占當日該有價證券總成

交量比率過高者(當日集中度過高)。 

(六) 當日及最近數日之日平均成交量較最近一段期間之日平均成交

量明顯放大者。 

(七) 最近一段期間之累積週轉率明顯過高者。 

(八) 本益比及股價淨值比異常，且符合包括當日週轉率過高、較其所

屬產業類別股價淨值比偏高、任一證券商當日成交買進或賣出金

額占當日該有價證券總成交金額比率過高或任一投資人當日成

交買進或賣出金額占當日該有價證券總成交金額比率過高等四

種情形之任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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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最近一段期間之券資比明顯放大者。 

 

    亦即臺灣證券交易所以「漲跌幅度、成交量、週轉率、集中度、本益

比、股價淨值比、券資比」等，作為異常標準的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93年 12月，台灣證交所才增列券資比指標，作為異

常標準的判斷之ㄧ，有價證券前一營業日券資比達 20％以上，並較最近 6

個營業日的最大券資比放大 4倍以上者，且同時符合融資使用率 25％、融

券使用率 15％以上，當日即改列注意股票。 

 

對連續公布注意交易資訊之有價證券採取的處置措施： 

    有價證券之交易，連續五個營業日或最近十個營業日有六個營業日或

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內有十二個營業日經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布其注意交易

資訊時，於次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採行下列處置措施： 

(一) 以人工管制之撮合終端機執行撮合作業。 

    (二) 限制各證券商申報買進或賣出該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 通知各證券經紀商對委託買賣較大投資人應預先收取一定比率

以上之款券。 

(四)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該有價證券一定期間之買賣。 

 

第二節、國內外股市監視制度文獻回顧 

    國內外股市監視文獻主要是以市場績效探討股市監視制度的有效

性，以警示宣告後降低異常報酬、波動性、流動性來認定監視制度的有效

性，由於國內外監視制度不太相同，國外主要是以被暫停交易股票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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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國內則以注意股票、處置股票為研究樣本。大多數文獻的研究結果

都同意股市監視制度有效，之後，宋明哲(2001)試圖尋找警示股宣告異常

報酬的影響因素。另外，林哲正(1996)認為股市監視制度是以規範投資人

的持股行為為主旨，以不同於市場績效的觀點，利用投資人的持股行為衡

量監視制度的有效性。 

 

一、研究結果發現異常報酬於警示後降低的文獻： 

    林文雄(1992)以連續受警示三次以上的警示股票為研究對象，資料期

間 A期為民國 79年監視制度開始實施至民國 81年 3月，B期為民國 80

年處置措施開始實施至民國 81年 3月，結果顯示警示後在 A期不存在超

額報酬，B期存在顯著負超額報酬。簡慈慧(1995)發現警示後注意股票股

價出現反向修正，且警示首日的修正幅度最大。張主卿(1995) 發現股票警

示後存有負報酬，監視制度對飆漲股票具有干預作用。林宏錦(2004)的研

究結果顯示注意與處置股票在宣告日後價格報酬會降低。柯嘉祺(1997) 從

處置措施變動來衡量監視制度的有效性，以民國 79年 8月到民國 85年 4

月受處置宣告之股票為研究對象，監視制度實施的六年內處置措施數度更

動，研究結果顯示處置措施對降低異常報酬存在效果，隨著處置措施的變

動，績效愈來愈好。Howe(1986)，發現暫停交易多是基於壞消息，被 SEC

暫停交易的股票再重新交易後，CAR顯著為負。 

宋明哲(2001)試圖尋找警示股宣告異常報酬的影響因素，發現警示宣

告日前 5日有顯著正異常報酬，公司的股本、市值、每股盈餘、（ME/BE）

產業類別以及星期別，對異常報酬有顯著程度的解釋能力。 

 

二、研究結果發現異常報酬沒有於警示後降低的文獻： 

    陳效踐(1993)發現部分投資人以警示為明牌進場交易，抵消警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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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異常交易的功能。劉堉婷(1996) 研究結果發現，超跌的資訊公告股價

於短期內不會出現反向修正，超漲的資訊公告使投資人盲目追價。 

 

三、監視制度實施後對波動性、流動性影響的文獻 

國內文獻指出，監視制度的實施降低了流動性和波動性，陳效踐(1993)

發現收足款券處置方面，有降低波動性、流動性的功能。簡慈慧(1995)發

現監視制度的實施使股價的波動性、流動性降低。鄭文選(1997)認為監視

制度可使股價報酬較快產生平均數復歸，但無法有效降低報酬波動程度；

並且發現公司規模愈大，受警示宣告宣告後，波動性顯著降低。林宏錦(2004)

發現注意與處置股票在宣告日後交易流動性會降低。 

    Lee(1994)的研究結果則不然，他研究 1988年間被 NYSE、AMEX暫

停交易的股票，比較同家公司實際暫停交易期間和模擬連續交易期間的交

易量與波動性，發現暫停交易組，相較於對照組，提高了交易量及波動性。 

 

四、持股型行為觀點衡量監視制度的有效性 

林哲正(1996)發現警示公告對小型公司成效佳，小型股受人為操縱的

可能性高；另外又發現投機股(投機股的平均持有期間短，研究期間的警示

事件愈多次代表投機程度愈高)投資人特別重視技術指標、融券餘額與土地

重估增值三項變數，對於警示頻率過高的股票，在土地重估增值公告前後

或融資餘額過高導致拋售持股時加強監控，當可降低不法操作發生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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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國內監視制度文獻回顧 

作者 資料期間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林文雄 
(1992) 

A：民國 79年監
視制度開始實施

至民國 81年 3月 
B：民國 80年處
置措施開始實施

至民國 81年 3月 

連續受警示

三次以上的

警示股票 

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 
成對 t檢定 
Z檢定 

警示前有顯著超額報酬 
警示中不存在顯著超額報酬 
警示後在 A期不存在超額報
酬，B期存在顯著負超額報酬
遭警示股票的成交量變動

率、成交值變動率、週轉率變

動率只有在 A期有顯著差異 
陳效踐 
（1993） 

民國 79年 1月~
民國 81年 7月 

受警示宣告

的股票 
事件研究法 部分投資人以警示為明牌進

場交易，抵消警示措施降低異

常交易的功能 
收足款券處置方面，有降低波

動性、流動性、股價報酬的功

能 
簡慈慧 
（1995） 

民國 81年 10月~
民國 83年 12月 

受警示宣告

的股票 
事件研究法 
成對檢定 

警示後注意股票出現反向修

正，且警示首日的修正幅度最

大 
監視制度的實施使股價的波

動性、流動性降低 
劉堉婷 
(1996) 

民國 81年 10月~
民國 84年 8月 

受警示與處

置宣告的股

票 

事件研究法 超跌的資訊公告股價於短期

內不會出現反向修正，超漲的

資訊公告使投資人盲目追價 
張主卿 
(1995) 

民國 82年 11月~ 
民國 83年 11月 

受警示宣告

的股票 
事件研究法 
向量自我迴歸

模型 
因果關係檢定

法 

警示後存有負報酬，監視制度

對飆漲股票具有干預作用 

鄭文選 
（1997） 

民國 84～85年 受警示宣告

之股票 
變異數檢定法 監視制度可使股價報酬較快

產生平均數復歸，但無法有效

降低報酬波動程度 
公司規模愈大，受警示宣告宣

告後，波動性顯著降低 
柯嘉祺 
 (1997) 

民國 79年 8月~
民國 85年 4月 

受處置宣告

之股票 
異常報酬與累

積異常報酬指

標 

監視制度實施六年內處置措

施也數度更動，處置措施對降

低異常報酬存在效果，隨著處

置措施的變動，績效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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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哲 
（2001） 

民國 85年 1月~
民國 90年 1月 

受警示宣告

之股票 
事件研究法 
複迴歸 

警示宣告日前 5日有顯著正
異常報酬，公司的股本、市

值、每股盈餘、（ME/BE）產
業類別以及星期別，對異常報

酬有顯著程度的解釋能力 

林宏錦 
（2004） 

民國 90年 7月~
民國 91年 12月 

注意與處置

股票 
事件研究法 注意與處置股票在宣告日後

價格報酬、交易流動性會降

低，無助漲效果存在 
林哲正 
（1996） 

民國 80年 1月～

民國 84年 12月 
受警示宣告

之股票 
可靠度理論中

的加速失敗時

間模型 

.警示次數在兩次以內的成效
較佳，警示三次以上則易產生

明牌效應 
警示公告對小型公司成效佳，

小型股受人為操縱的可能性高

投機股投資人特別重視技術

指標、融券餘額與土地重估增

值三項變數，對於警示頻率過

高的股票，在土地重估增值公

告前後或融資餘額過高導致

拋售持股時加強監控，當可降

低不法操作發生的可能性 

 

 [表 2-3] 國外監視制度文獻回顧 

作者 樣本資料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Howe 
(1986) 

1959~1979年 
被 SEC暫停交
易的股票 

研究暫停交易股票

的長短期股價行

為、暫停交易天數

對股價的影響 

暫停交易多是基於壞消息，重

新交易後，CAR顯著為負，
暫停交易期間愈長，負異常報

酬愈大 
Ferris 
(1992) 

1963~1987年 
被 NYSE、
AMEX暫停交
易的股票 

研究暫停交易對股

票報酬率、波動

性、交易量的影響

暫停交易前出現異常報酬，暫

停交易後二十天變異數和交

易量才恢復正常 

Lee 
(1994) 

1988整年間
NYSE、AMEX
暫停交易股票 

比較同家公司實際

暫停交易期間和模

擬連續交易期間的

交易量與波動性 

暫停交易組，相較於對照組，

提高了交易量及波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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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現行台灣上市普通股之信用交易法規 

一、信用交易制度 

    信用交易包含融資和融券，是指投資人運用財務槓桿，以一定成數的

保證金，從事借款買股票或借股票賣出的行為。 

 

    「融資」是指投資人預期股價會上漲，但手中資金不夠，於是以部份

自有資金做為保證金(或稱自備款)，向授信機構融通一定額度的資金，委

託證券經紀商買進股票，買進之股票歸授信機構保管，作為借款之擔保品。 

 

    「融券」是指投資人預測股價會下跌，手中卻沒有股票，於是向授信

機構融通股票，由投資人繳納規定的保證金，取得一定數量之股票，先行

在市場上賣出，賣出所得價金亦歸授信機構保管，作為融券之擔保，爾後

再伺機將股票回補。(黃興檸 1998) 

 

    證券信用交易，可增加證券投資的槓桿效果，在市場上創造更多的供

給與需求，具有活絡股市，促成公平價格形成，並具有穩定價格的機能，

例如在股價飆漲時，亦是融券放空的時機，此時可藉由融券放空抑制股價

過度上漲；同樣地，股價跌深時，透過融資買進可避免股價過度下跌。 

 

    惟證券信用交易和商品的實質生產無關，證券的移轉只代表財富的重

分配，因此證券信用交易基本上是以追求短期價差利潤為目的，本質具有

投機色彩；另外若證券市場不成熟，股價受人為哄抬炒作，或是證券供需

關係急遽改變時，信用交易將產生助漲助跌之效果。倘若缺乏妥適管理，

在信用交易的槓桿效果下，風險加倍，難免造成更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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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台灣的上市普通股股票之信用交易法規 

相關法規： 

    「證券交易法」第 61條授權制定「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而

前述標準的具體數據和作業程序則規定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暫停與恢復融資融券交易暨調整融資比率或融券保證金成數之

具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 得為融資融券標準  

    普通股股票上市滿六個月，每股淨值在票面以上，由證券交易所公告

得為融資融券交易股票，但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不核准其為融資融

券交易股票： 

（1）股價波動過度劇烈。 

股價波動過度劇烈指當標的證券同時有下列情事 

1. 該證券漲跌幅度達採樣證券1漲跌幅度2之平均值加兩個標準

差以上，且超過同產業證券漲跌幅度之平均值的百分之一百五

十。 

2. 該證券差價比率3達採樣證券差價比率之平均值加兩個標準差

以上，且超過同產業證券差價比率之平均值的百分之一百五

十。 

                                                 
1採樣證券：以非屬變更交易方法之上市普通股票及受益憑證為採樣證券，作為

與標的證券比較之基準。 
 

2漲跌幅度：指標的證券、採樣證券或同產業證券計算採樣期間其每日漲跌幅 
(絕對值) 之平均值。 

 
3差價比率：指標的證券、採樣證券或同產業證券計算採樣期間其最高價與最低  
價之差價對其平均價之比率。 

 



 16

（2）股權過度集中。 

         股權過度集中指當標的證券有下列情事之一 

1. 持有一千股至五萬股之股東人數不足五百人。 

2. 全體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所持有

記名股份占公司上市股份之比率，於公司實收資本額在五億元

以下者，達百分之七十五，於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五億元且在

五十億元以下者，達百分之八十，於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五十

億元者，達百分之八十五。 

（3）成交量過度異常。 

成交量過度異常指當標的證券於採樣期間4有下列情事之一 

1. 該證券週轉率達採樣證券週轉率平均值十倍以上。 

2. 該證券週轉率低於採樣證券週轉率平均值百分之十，且成交量

總數不足一千張。 

 

(二) 暫停股票信用交易或調整其融資比率或融券保證金成數 

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股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證券交易所得公告

暫停該股票之融資、融券交易，或調整其融資比率或融券保證金成數 

（1）上市股票變更交易方法為全額交割者 

（2）上市股票停止買賣者。 

（3）上市股票終止上市者。 

（4）上市股票每股淨值低於票面者。 

（5）上市股票有鉅額違約情事且融資或融券餘額達一定比率者。 

（6）股價波動過度劇烈者。 

                                                 
4採樣期間：每日審核價格及成交量，以審核日 (含) 前三十個營業日為採樣期
間，作為計算資料擷取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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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股權過度集中者。 

（8）成交量過度異常者。 

（9）其他不適宜繼續融資融券交易之情事者。 

依前項暫停融資融券交易或調整融資比率、融券保證金成數者，

於暫停或調整原因消滅時，由證券交易所公告恢復。 

 

(三) 融資融券限制 

每種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股票，其融資餘額或融券餘額達該種股

票上市股份百分之二十五時，暫停融資買進或融券賣出；俟其餘額低

於百分之十八時，恢復其融資、融券交易。若融券餘額雖未達百分之

二十五或低於百分之十八，如其餘額已超過融資餘額時，暫停融券賣

出；俟其餘額平衡後，恢復其融券交易。         

 

(四) 融資自備價款、融券保證金成數 

上市證券融資成數：6成 

上市證券融券保證金成數：9成 

由金管會證期局依當前市場發展之需要機動調整。 

 

(五) 融資券期限、限額 

（1）融資融券期限為半年(自 84年 7月 24日調整)，半年期限屆滿前

得申請展延半年，並以一次為限。 

（2）對上市單一個股的融資限額為 1500萬元 

     對上市單一個股的融券限額為 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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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其他規定 

1. 台灣股市有平盤以下不能放空的規定，但是自 2005年 5月 16

日起，台灣 50成份股解禁，平盤以下可放空。 

2. 國內三大法人不能融資融券。 

 

第四節、影響股價、股價報酬率相關的文獻 

在早期的研究中，如Black, Jensen & Scholes(1972)、Fama & 

MacBeth(1973)，提出證據支持CAPM，顯示平均報酬與β存在正相關。從

這之後，有愈來愈多的國內外研究發現除了β之外，仍有許多相關的變數

具有解釋股票間平均報酬變異或股價的變異的能力。比較重要的變數包括

(一)公司特性因素--規模、市價淨值比；(二)交易活絡程度--成交量；(三)

信用交易指標。 

 

(一)公司特性因素--規模 

Banz(1981)以1936年到1975年間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為研究對

象，在CAPM的模型中加入一個公司規模的變數，以市場價值衡量公司規模，

結果發現股票平均報酬和公司規模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然後利用Jensen’s 

α衡量投資組合調整後風險的溢酬，發現小規模的公司有較大的風險調整

後報酬，亦即驗證了規模效果的存在。Reinganum(1981)研究1963年到1977

年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和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普通股，亦發

現存在規模效果。Fama & French(1992)利用Fama & MacBeth (1973)的迴歸

模型，研究1963到1990年NYSE、AMEX和NASDAQ非金融類普通股票，

結果顯示β對解釋平均報酬變異似乎沒有幫助，但公司規模和平均報酬呈

現顯著負相關；而Bard M. Barber and John D.Lyon(1997)則針對金融類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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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補Fama & French(1992)的不足，結果發現金融類股票的平均報酬

與市場價值、淨值市價比之間的關連性和非金融類股票是相似的，公司規

模與報酬成負向關係。 

陳惠萍(1999) 也利用 Fama與MacBeth (1973)的橫斷面迴歸，檢視民

國 76年 5月到民國 87年 4月的台灣股票市場，亦發現存在規模效果。宋

明哲（2001）試圖尋找警示股宣告異常報酬的影響因素，發現警示宣告日

前 5日有顯著正異常報酬，公司的股本、市值、每股盈餘、（ME/BE）產

業類別以及星期別，對異常報酬有顯著程度的解釋能力。 

 

 (一)公司特性因素--市價淨值比 

Rosenberg,Rold and Lanstein(1985) 以 1973年到 1984年在美國 NYSE

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買高 BE/ME股票，賣低 BE/ME股票」的策略建

構一投資組合，發現可獲得顯著異於零的報酬。 Fama and French(1992、

1993)檢視 1963~1990年在美國 NYSE、AMEX、 NASDAQ的非金融公司，

發現淨值市價比與報酬成正向關係；而 Bard M. Barber and John 

D.Lyon(1997)針對金融類股票做研究，發現金融類股票的平均報酬與市場

價值、淨值市價比之間的關連性和非金融類股票是相似的，淨值市價比與

報酬成正向關係。另外 L.Franklin Fant and David R. Peterson(1995)、Bauman 

& Miller(1997)、K. Victor Chow and Heather M. Hulburt (2000. 9 )，分別對

美國股票市場的不同期間作研究，皆發現淨值市價比效果，報酬和 BE/ME

呈現正相關。 

    金傑敏(1996)、彭國根( 1997)、陳惠萍(1999) 分別對台灣股票市場的

不同期間作研究，亦皆發現淨值市價比效果，報酬和 BE/ME呈現正相關。

但是林天中(1997)，利用 Fama & French(1992)迴歸分析，檢定民國 75年 7

月到民國 86年 12月的台灣股市, 發現台灣股市存在規模效果，淨值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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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具解釋能力。 

 

(二)交易活絡程度-成交量 

    最早提出價量關係理論的是 Osborne(1959)，他發現價格變動的絕對值

與成交量呈正相關。Ying(1966)研究 S&P 500 每日股價指數和 NYSE每日

成交量，Crouch(1970)研究 Dowjones和 NYSE成交量，也都得到相同的結

論，即價格變動的絕對值與成交量呈正相關。1980年後，開始有學者討論

成交量和股價的因果關係，Jain & Jon(1988)提出報酬率領先成交量，股價

影響成交量，且為正相關。Smirlock & Starks(1988)，卻發現大多數個股是

成交量領先價格變動絕對值；而 Grevas, Kaniel & Mingelgrin(2001) 形成不

同投資組合檢視報酬率和成交量關係，發現成交量影響報酬率，成交量和

報酬率成正相關。 

 

    在國內的研究中，量影響價的文獻有：葉銀華( 1991)，發現成交量領

先股價變動，股價和成交量呈正相關；游淑禎(1996)發現成交量對於股價

報酬率有顯著影響，且為單向因果關係；黃文芳(1996)研究結果顯示，報

酬率和成交量呈現雙向因果關係，而且「成交量(成交量變動率)領先報酬

率」之出現頻率高於「報酬率領先成交量(成交量變動率)」之出現頻率；

李岳桓(2000)發現成交量影響股價報酬率，且呈正相關。 

 

    價影響量的文獻則有：鄭淙仁(1992)發現股價變動絕對值和股價報酬

率會影響成交量，且呈正相關；蕭幸金(1993)也指出股價報酬率的變動會

影響成交量，且股價報酬率的絕對值和成交量呈正相關。 

 

    由以上發現股票價格和成交量的價量因果關係仍多分歧，不過幾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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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股價變動絕對值或股價、報酬率變動和成交量呈正相關。顧廣平(1998)

卻對價量關係有不同的結論，他利用 Fama與MacBeth (1973)的橫斷面迴

歸法，研究民國 62年 7月~民國 86年 6月的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普通

股，發現股票平均報酬與成交量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高成交量低營

收市價比」的投資組合，在未來的獲利狀況不如前期，反之，過去獲利衰

退的「低成交量高營收市價比」，在未來的獲利狀況有所改善，此結論如

同 Fisher(1986)與 Lakonishok,Shleifer和 Vishny(1994)所提出的「過度反應

假設」，代表平均報酬和成交量、營收市價比的關連性，是由於投資人對

過去表現較佳的公司過度樂觀，對過去表現較差的公司過度悲觀。 

 

(三)信用交易指標 

    國內研究信用交易與股價的文獻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為開放或停止

信用交易對股價的影響；第二類為信用條件調整對股價的影響；第三類為

信用交易指標與股價報酬間之關係。本研究欲從處置股票中，尋找一異常

信用交易的門檻值，因此以第三類的信用交易文獻整理為主軸。 

 

    國外的信用交易文獻，有些是研究整體市場融券餘額和股價指數間的

關係：Seneca(1967)利用融券餘額除以交易量作融券指標，發現融券餘額

和未來股價指數呈負向關係；Brent、Morse and Stice(1990)以融券餘額除以

流通在外股數做融券指標，但是卻無法利用融券指標明確判斷未來股價走

向；Woolridge and Dickison(1994)利用融券餘額除以交易量和融券餘額變動

率作融券指標，發現巨量融券與未來股價呈負向但不顯著。 

 

    探討個別公司信用交易和股價報酬關係的文獻：Fidglewski(1981)以融

券餘額除以流通在外股數做指標，以十組投資組合做研究樣本，發現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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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未來的股價沒有顯著的關連性；Woolridge and Dickison(1994)發現個別公

司被巨量融券時，與未來股價呈負向但不顯著；Asquith and Meulbroek(1995)

和 Hemang，Ramesh，Ramu Thiagarajan，Balachandran(2002) 以融券餘額

除以流通在外股數做指標，都得出個別公司股票被巨量融券時與未來股票

的超額報酬為負 

 

    國內方面，陳淑金(1992)以融券餘額除以融資餘額(券資比)為指標時，

對國內五十家股票上市公司做研究，券資比和超額報酬為正相關。王端鎂

(1995)，發現個別公司當期的淨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表 2-8]有詳細定義)

與當期的股票報酬率有正相關。姚復章(1997) 利用 Asquith and 

Meulbroek(1995)的事件研究法，同樣以融券餘額除以流通在外股數做指

標，發現國內個別公司被巨量融券時，和股票超額報酬成負相關。黃興檸

(1998)，對國內電子類 15支個股作分析，在當期下，融券餘額變動率對個

股報酬率為正相關者有 11支。李岳桓(2000)，研究國內 15支電子股，股

價報酬率受到融券餘額變動量影響，且為正相關者，有 10支個股。葉怡

芬(2004)，將民國 80~92年的台灣上市公司，形成 10組投資組合樣本，分

析融資融券指標和股票報酬之關係。以 R3水準分類的結果最為顯著，R3=

融資(券)增減佔流通在外股數比例。低融券水準產生最高報酬，最高融券

水準產生最低報酬。 

 

綜合以上文獻討論，個別股票報酬率除了可以被市場報酬解釋外，規

模、淨值市價比、成交量、信用交易指標，也是重要的解釋股票報酬的變

數。本文迴歸模型的自變數，規模、淨值市價比、成交量成長率、信用交

易指標皆落後因變數股價報酬一期。本文的迴歸模型以個別股票日報酬率

為因變數，因變數先和市場報酬(加權指數日報酬率)跑簡單迴歸，取其殘

差值，此殘差值代表扣除市場報酬影響的個別股票日報酬率；再將殘差值



 23

和其個別股票的最適落後期的殘差值跑迴歸(以上步驟會在第三章第三節

詳細說明)，取最終的殘差 itY ，此時最終的殘差 itY (經過調整的個別股票的

日報酬率)，消除了殘差自我相關，為白噪音(white noise)。 

 

    因此，最終的殘差 itY  (經過調整的個別股票的日報酬率)，可由規模、

淨值市價比、成交量成長率、信用交易指標來解釋，並且可預期 itY 和規模

呈負相關，和淨值市價比呈正相關，和成交量成長率呈正相關，和券資比

呈正相關，但是當個別公司被巨量融券時， itY 應該和成交量成長率呈負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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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公司特性因素-規模，文獻整理 

作者 樣本資料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Banz 
(1981) 

1936年到 1975
年間紐約證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 

探討股票報酬和公

司規模間的關係 
迴歸分析 
在 CAPM的模
型中加入一個

公司規模的變

數 

股票平均報酬和公

司規模間呈現顯著

的負相關，存在規

模效果 

Reinganum 
(1981) 

1963年到 1977
年紐約證券交易

所(NYSE)和美國
證券交易所

(AMEX)上市的
普通股 

探討股票報酬和公

司規模間的關係 
依市值高低將

樣本分成十個

投資組合，檢定

其超額報酬(各
組報酬減去市

場報酬) 

存在規模效果 

Fama & 
French 
(1992) 

1963到 1990年
NYSE、AMEX和
NASDAQ非金融
類普通股票 

檢視 beta、規模、
益本比、BE/ME、
leverage和股票報
酬關係 

Fama & 
MacBeth (1973)
的迴歸模型 

Beta不是解釋橫斷
面報酬的唯一因

素，規模與報酬成

負向關係，淨值市

價比與報酬成正向

關係 
林天中 
(1997) 

民國 75年 7月到 
民國 86年 12月 

並檢定臺灣股市在

研究期間內, 是否
存在規模效果及

BE/ME效果 

Fama & French
(1992)迴歸分
析 

台灣股市存在規模

效果，淨值市價比

不具解釋能力 

陳惠萍 
(1999) 

台灣：民國 76年
5月~87年 4月 
上海：1994年 5
月~1998年 5月 

台灣與上海股票市

場是否存在系統風

險效應、規模效

應、淨值市價比效

應、益本比效應及

財務槓桿效應 

Fama與
MacBeth (1973)
的橫斷面迴歸 

台灣股票市場存在

規模效應、系統風

險效應及淨值市價

比效應 

宋明哲 
（2001） 

民國 85年 1月到
民國 90年 1月 
受警示宣告之股

票 

研究造成警示股票

有顯著異常報酬的

因素 

事件研究法 
複迴歸 

警示宣告日前 5日
有顯著正異常報

酬，公司的股本、

市值、每股盈餘、

（ME/BE）產業類
別以及星期別，對

異常報酬有顯著程

度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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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公司特性因素-市價淨值比，國外文獻整理 

作者 樣本資料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Rosenberg,Rold 
and Lanstein 

(1985)  

1973~1984年在
美國 NYSE上市
公司 

研究 BE/ME和
股票報酬關係 

以比率大小形成

投資組合檢驗報

酬的顯著性 

高 BE/ME具有超額報
酬 

Fama and 
French 

(1992、1993) 

1963~1990年 
在美國 NYSE、
AMEX、 
NASDAQ的上市
普通股 

檢視 beta、規
模、益本比、

BE/ME、
leverage和股票
報酬關係 

迴歸分析 Beta不是解釋橫斷面
報酬的唯一因素，規模

與報酬成負向關係，淨

值市價比與報酬成正

向關係 
L.Franklin Fant 
and David R. 

Peterson 
(1995) 

1973~1991年在
NYSE、AMEX、 
NASDAQ交易的
非金融公司 

探討規模效

果、BE/ME、過
去報酬和 beta
與報酬的相關

性 

迴歸分析 報酬和 BE/ME有顯著
的正相關 

Bauman & 
Miller 
(1997) 

1980年 3月
~1993年 3月 
美國在 NYSE、
AMEX、 
NASDAQ上市櫃
公司 

檢視投資報酬

和市價淨值比

的關係 

以比率大小形成

投資組合檢驗報

酬的顯著性 

低市價淨值比傾向有

較高的報酬 

K. Victor Chow 
and Heather M. 

Hulburt  
(2000. 9 ) 

根據 Fama and 
French (1995)的
投資組合分類 

利用公司規模

和 BE/ME作股
票投資組合的

選取 

SD (stochastic 
dominance )、
LPM ( lower 
partial moments )
和 GM 
( Gini-mean 
difference)做排
序 

規模大、高 BE/ME的
股票投資組合表現較

好 
要決定投資組合的效

率，必需將 BE/ME的
影響納入考量，而並沒

有發現公司規模在投

資組合的選取和效率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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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公司特性因素-市價淨值比，國內文獻整理 

作者 資料期間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金傑敏 
(1996) 

民國67年~民國
84年 

探討台灣股票市中，公

司規模、帳面價值對市

值比、前期報酬及

BETA對股票報酬的影
響 

迴歸分析 台灣股票市場亦存在

權益帳面價值對市值

比效應，且有季節性現

象 

彭國根 
( 1997) 

民國 76年 5月~
民國 84年 4月 

並檢定臺灣股市在研

究期間內, 是否存在規
模效果及 BE/ME 
ratio效果 

時間序列分

析及 Fama 
& 
French(1993
)實證模式 

高 BE/ME ratio投資組
合的平均報酬率,有
67%的月份是高於低
BE/ME ratio 投資組
合 

林天中 
(1997) 

民國 75年 7月~ 
民國 86年 12月 

檢定臺灣股市在研究

期間內, 是否存在規模
效果及 BE/ME 
效果 

Fama & 
French 

(1992)迴歸
分析 

台灣股市存在規模效

果，淨值市價比不具解

釋能力 

陳惠萍 
(1999) 

台灣：民國 76
年 5月~87年 4
月 
上海：1994年 5
月~1998年 5月 

台灣與上海股票市場

是否存在系統風險效

應、規模效應、淨值市

價比效應、益本比效應

及財務槓桿效應 

Fama與
MacBeth 
(1973)的橫
斷面迴歸 

台灣股票市場存在規

模效應、系統風險效應

及淨值市價比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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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交易活絡程度-成交量，國外文獻整理 

作者 樣本資料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Ying 
(1966) 

1957年 1 月~ 
1962年 10月 
S&P 500 每日股價指數
和 NYSE每日成交量 

卡方檢定 
變異數分析 
交叉光譜分析 

價格變動的絕對

值與成交量呈正

相關 

Crouch 
(1970) 

1966~1968年 
Dowjones和NYSE成交量

多元迴歸分析 價格變動的絕對

值與成交量呈正

相關 
Jain & Jon 

(1988) 
1979~1983年 
S&P指數與NYSE成交量
每小時資料 

ARIMA模式 
Granger因果關
係檢定 

報酬率領先成交

量，股價影響成

交量，且為正相

關 
Smirlock & 

Starks 
(1988) 

1981年 7月 15日~ 
1981年 8月 21日 
NYSE 300家個股每小時
資料 

複迴歸分析 大多數個股是成

交量領先價格變

動絕對值 

Basci, 
Ozyidirim & 

Aydogan 
(1996) 

1988年 1月 8日~ 
1991年 3月 29日 
Istanbul交易所 29支個股
的週資料 

共整合檢定 
 

股價和成交量呈

顯著正相關 

Grevas, Kaniel 
& Mingelgrin 

(2001) 

1963年 8月 15日~ 
1996年 12月 31日 NYSE
上是股票每日及每週資料

形成不同投資組

合檢視報酬率和

成交量關係 

成交量影響報酬

率，成交量和報

酬率成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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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交易活絡程度-成交量，國內文獻 

作者 樣本資料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葉銀華 
( 1991) 

民國 77年 9月~ 
民國 79年 2月 
週與日資料 

轉換函數模式 成交量領先股價變動，

股價和成交量呈正相關

鄭淙仁 
(1992) 

民國 78年 8月 1日~ 
民國 78年 8月 14日 
台灣股市日內價量 

Pearson積差相關
檢定 
複迴歸分析 

股價變動絕對值和股價

報酬率會影響成交量，

且呈正相關 
蕭幸金 
(1993) 

民國 77年~81年 
日資料 

Kruskal-Wallis 
迴歸分析 
ARIMA 分析之轉
換函數模式  

股價報酬率的變動會影

響成交量，股價報酬率

的絕對值和成交量呈正

相關 
游淑禎 
(1996) 

民國 60年 1月~ 
民國 84年 9月 
月資料 

Granger直接檢定
法 
交叉相關分析法 

成交量對於股價報酬率

有顯著影響，且為單向

因果關係 
黃文芳 
(1996) 

民國 75年~84年 
台灣證券交易所發行 
量加權指數及總成交

股數之日資料 

因果檢定 報酬率和成交量呈雙向

因果關係，「成交量(成交
量變動率)領先報酬率」
之出現頻率高於「報酬

率領先成交量(成交量變
動率)」之出現頻率 

顧廣平 
(1998) 

民國 62年 7月~ 
民國 86年 6月 
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之普通股 

Fama與MacBeth 
(1973)的橫斷面迴
歸 

股票平均報酬與成交量

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

李岳桓 
(2000) 

民國 87年至 88年 
15支上市電子股 

複迴歸分析 成交量影響股價報酬

率，且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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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信用交易指標，國外文獻整理 

作者 樣本資料 信用交易指標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Seneca 
(1967) 

1946年 1月~ 
1965年 7月 交易量

融券餘額 相關分析 融券餘額增加使未來股

價指數下跌 
Fidglewski 

(1981) 
1973年 1月~ 
1979年 7月 流通在外股數

融券餘額  Spearman
等級相關檢

定 

融券與未來的股價沒有

顯著的關連性 

Brent、Morse 
and Stice 

(1990) 

1974~1986年 
流通在外股數

融券餘額  迴歸分析 無法明確判斷未來股價

走向 
 

Woolridge and 
Dickison 
(1994) 

1986 ~1991年 融券餘額變動率

交易量

融券餘額 

迴歸分析 全體市場和個別公司分

析顯示，巨量融券與未

來股價呈負向但不顯著

Asquith and 
Meulbroek 

(1995) 

1976~1993年 
流通在外股數

融券餘額  事件研究法 個別公司股票的巨量融

券與未來股票的超額報

酬為負 
Hemang，

Ramesh，Ramu 
Thiagarajan，
Balachandran 

(2002) 

1988年 6月~ 
1994年 12月 流通在外股數

融券餘額  四因子模型 
(控制市場、規
模、淨值市價

比、動能) 

Nasdaq市場中個別公司
的巨量融券與未來股價

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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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信用交易指標，國內文獻整理 

作者 資料期間 
(頻率) 

信用交易指標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陳淑金 
(1992) 

民國 78~80年 
(月) 

R1.信用交易量佔成交量比
率 
R2.融券放空率(券資比) 
=融券餘額/融資餘額 
R3.融券利用率 
=融券餘額/融券限額 
R4.融資利用率 
=融資餘額/融資限額 

迴歸分析 R1>0.3，超額報酬為負 
0<R2<0.8，超額報酬為正
0<R3<0.7，超額報酬為正
0.3<R4<0.4，0.6<R4<0.8 
超額報酬為正 
R4>0.8，超額報酬為負 

 

王端鎂 
(1995) 

民國 82~84年 
(日) 

淨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

1

1

−

−−
=

t

tt

Net
NetNet  

( =tNet 第 t期融資餘額- 第
t期融券餘額) 

VAR模型
和 ARCH
模型 

當期的淨融資融券餘額增

加率與當期的股票報酬率

有正向的反應 

姚復章

(1997) 
民國 80~85年 

(週) 
    

流通在外股數

融券餘額  事件研究

法 
巨量融券餘額提供未來的

股票超額報酬為負的資訊

黃興檸 
(1998) 

民國 84~86年 
(日) 1-t

1

)(
)()(

融資餘額

融資餘額融資餘額 −− tt

1-t

1

)(
)()(

融券餘額

融券餘額融券餘額 −− tt  

TFARMA
模式 

在當期下，對電子類 15
支個股作分析的結果： 
融資餘額變動率和個股報

酬率為正相關者有 12
支；融券餘額變動率對個

股報酬率為正相關者有11
支 

李岳桓 
(2000) 

民國 87~88年 
(日) 

R1=融資(券)餘額 
R2融資(券)利用率 
=融資(券)餘額/融資(券)限
額 
R3融資(券)餘額變動量 
= 1t )()( −− t餘額券融資餘額券融資  

迴歸分析 研究 15支電子股，R1、
R2、R3對股價報酬率有影
響。其中股價報酬率受到

融資餘額變動量影響，且

為正相關者，有 12支個
股；受到融券餘額變動量

影響，且為正相關者，有

10支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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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流通在外股數

餘額券融資 )(  

R2融資(券)成長率= 

1-t

1

)(
)()(

餘額券融資

餘額券融資餘額券融資 −− tt  

R3= 

流通在外股數

餘額券融資餘額券融資 1)()( −− tt  

迴歸分析 以 R3水準分類最顯著： 
低融資水準產生高報酬 
中高融資水準產生低報酬

高融資水準產生高報酬 
低融券水準產生最高報酬

最高融券水準產生最低報

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