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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簡稱CAPM)由Markowitz(1952)

提出之投資組合理論(Portfolio Selection)，探討投資人如何制訂投資決策，使其投

資組合在風險固定下獲得最大的報酬率；抑或在報酬率固定下使風險降到最低。

Treynor(1961)、Sharpe(1964)、Lintner (1965)與進一步發展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描述在證券的供需達到均衡時，證券之市場風險與報酬之間存在線性

關係，其公式如下所示： 

( ) ( )[ ] ifmfi RRERRE β*−+=  

其中， ( )iRE ：第i種證券的預期報酬率； 

fR ：無風險利率； 

( )mRE ：市場投資組合的預期報酬率； 

iβ ：第i種證券的貝他係數（相對於市場的波動性）； 

市場投資組合的預期報酬率高於無風險利率的部分，亦即 ( ) fm RRE − ，稱為

權益風險溢酬(Equity Risk Premium)，它代表投資人投資於股票市場相對於無風

險投資標的，所要求的市場風險補償。本研究對風險溢酬之探討，即依據資本資

產定價模型(CAPM)之定義。 

第二節 星期效應(Day-of-the-Week Effect)與其相關假說 

「星期效應」是世界各國股票市場上經常存在的現象。意指在一週當中，每

天的報酬率不盡相同，各天之間有所差異，其中最常存在的現象是週末報酬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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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週一者偏低，甚至呈負值的情形，特此稱為「週末效應」(weekend effect)或

「週一效應」(Monday effect)。眾多學者都曾對此現象進行研究，提出以下幾點

假說： 

1. 日曆時假說(calendar time hypothesis) 

假定股票報酬率產生的方式如同利息之產生，隨時間之經過而累積，

投資者不論有無交易都要求相等的報酬。投資人會在開市後的第一個交易日

要求補償假日休市報酬。因此在日曆時間假說下，週一當天的報酬率應包含

從週五收盤後至週一收盤共三天時間的報酬率，所以週一報酬率是一週內其

他交易日報酬率的三倍，因此週一的報酬率與風險溢酬應為一週中的最高。 

2. 交易時間假說(trading time hypothesis) 

即股票報酬率只有在股票交易期間才會發生，當股市休市時，投資人

並不會要求報酬，故報酬率的產生是間斷性的。因此，一週內每個交易日的

期望報酬率產生時間僅有一天，預期報酬率應該相等。早期理論認為股票市

效率市場，股價對於進入市場的資訊會立即反應，且非預期的資訊常是隨時

間經過而是隨機漫步。由此可知，早期學者認為股票報酬率產生過程接近「日

曆時間假說」。因此若符合交易時間假說，則每天的報酬率幾近相同。 

3. 測量錯誤假說(measurement error hypothesis) 

過去的實證假設證券的價格並不會有測量錯誤發生，但並不支持此假

設，若該證券交易並不頻繁，則其報價則可能過時，這便是打破此假設之最

明顯的例子。一旦某日發生報價上的測量偏誤，則可能在近日內透過套利使

之不偏，若週五的股票報酬率有顯著的超額報酬時，則投資人週一會調整資

產配置（增加無風險資產、減少股票資產），修正週五的超額報酬，產生顯

著的較低的報酬率與風險溢酬。也就是說，當天的報酬率與風險溢酬往往與

前一個交易日的報酬率成反向相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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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割效應假說(settlement effect hypothesis) 

若證券的交易與交割同步進行，則不會產生星期效應，但實際上當投資

者在市場中下單完成，只需要在數個規定之交易日內將金額存入帳戶內、完

成交割即可以，再加上證券商、銀行與證券交易所等金融機構通常在例假日

並不工作，所以投資人有可能多順延數日才交割，因此當天的報價其實並不

是現貨價格，而是數日之後的遠期價格。例如台灣規定必須在交易日(t)的兩

個交易日(t+2)內完成交割，因此若週一買（賣）股票，則必須在週三前交付

（收取）交易金額；對於週四的交易，則因為週六、日並不是交易日，則可

順延至下週，如圖 2- 1 台灣證券交易所交割程序所示。 

週一、二、三的交易日與交割日相差兩天，而週四、五則相差四天，投

資人則比較願意在週四（五）增加股票的投資比例、減少無風險資產的比例，

週一（二、三）減少股票的投資比例、增加無風險資產的比例，所以週四（五）

的報酬率與風險溢酬較高，而週一（二、三）的報酬率與風險溢酬較低，因

此形成了星期效應。 

 

圖 2- 1 台灣證券交易所交割程序 

5. 撮合相關誤差假說(specialist-related biases hypothesis) 

有些證券交易並非集中交易、透過電子撮合，而是透過交易員(specialist)

報出買價(bid)與賣價(ask)的櫃臺買賣市場(over-the-counter，OTC)，因此若

為 OTC市場則其收盤價並不像集中交易市場(Exchange)一般，為實際的交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交易日 

：交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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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價格，可能是買價或賣價，所以當買價當週內變動相對於賣價更為頻繁

時，則會產生星期效應。 

6. 時差假說(time zone hypothesis) 

金融市場的國際化可能是產生星期效應的因素：國際化後，投資人可投

資國外的標的，不過因為時差的存在，所以各個股市的開（收）盤時間不同，

而使得各國間的星期效應相互影響。例如：日本與美國有 14小時的時差，

因此當日本週二早上開市時，美國當地還是週一的下午。若假設美國股市確

實存在週末效應，則代表美國的投資人會習慣在週一拋售股票，因此當其投

資日本股市時，則會使日本股市週二的股價下跌，而使得日本股市出現週二

股票報酬顯著為負、風險溢酬降低。 

7. 資訊處理假說(information-processing hypothesis) 

過去學者做的研究散戶投資人往往在週一時特別活躍，尤其是進行賣出

的投資決策1，其原因可歸咎於兩點，第一，散戶投資人若欲於平常工作日

時收集資訊，則往往需要花費更多的時間、成本（時間的機會成本較高），

因此他們選擇在假日時收集資訊、決定投資決策，而工作日則依據券商的投

資建議當作其投資決策2。第二，因為券商的投資建議往往買賣不對稱，買

的比例高過賣的比例3，因此基於以上兩點，使得散戶投資人會在平常工作

日時根據投資建議買進股票、減少無風險資產投資比例，而在假日時收集資

訊，當其發現券商的投資建議不當，抑或之前的過量買進使產生流動性風

險，則會立即在週一減少股票的比例、增加無風險資產的比例，因此造成了

報酬率與風險溢酬的週末效應。 

                                                 
1 Osborne (1962) 研究發現散戶投資人週一的投資活動，尤其為賣的投資行為最為活躍。 
2 Lakonishok與Maberly (1990)研究發現散戶投資人通常在例假日時收集投資資訊，而平常工作

日則採用券商的投資建議。 
3 Gorth, Lewellen, Schlarbaum,與 Lease (1979)、Dimson與Marsh (1986)研究發現券商買的投資
建議與賣的投資建議，比例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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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投資人在假日收集資訊時，特別重視週五的收盤資訊4，因此週

一的報酬率、風險溢酬將與週五的股票報酬率將呈正相關，尤其當週五股票

報酬率為負時更加顯著。 

因此資訊處理假說歸納週一的報酬率與風險溢酬為一週中之最低，且其

與週五的報酬率呈正相關，所以此假說與測量錯誤假說產生相反的推論。 

8. 正向回饋假說(positive-feedback-trading hypothesis) 

一些投資人的投資決策，往往根據股票報酬率的歷史資料，而最簡單、

且最易獲得的歷史資料就是前一日資料，因此此假說假設投資人投資決策會

依據前一日的表現而更動，所以形成星期效應。有此可之此假說與資訊處理

假說有相同的論點，但與測量錯誤假說互相矛盾。 

9. 投機放空假說(speculative short sale hypothesis) 

投機放空不像套利放空或避險放空擁有現貨部位，當股價上漲時則會遭

受損失，因為股價上漲的空間無限，因此投機放空是風險極大的行為。在休

市時，投機放空者無法透過交易來降低股價可能上漲帶來的風險，因此他們

會在收盤前買進股票還券，在下個交易日開盤時立即放空；不過這將帶來額

外的交易成本，所以當休市的時間太短時，這樣的行為並不理智，而週末假

日有較長的休市期間，所以投機放空者可能在週五收盤前還券，在週一時放

空融券，使得週五的報酬率與風險溢酬上升，週一者下降，形成週末效應。 

在金融創新選擇權以後，賣權(put options)不但擁有下擋風險，而且在

到期前並不會被要求強制還券，此兩項優點可能使得投機放空者改以賣權代

替融券，更重要的一點，有限的損失也使得投機放空者不需要擔心休市時的

風險，因此前述之行為將不復存在，週末效應也將減弱。 

                                                 
4 Abraham與 Ikenberry (1994)實證發現投資人週一的投資策略會參考週五的收盤資訊，尤其當

週五報酬率為負時，則其週一更會大量拋售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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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機套利假說歸納出當該股票融券交易量大者，則其週末效應顯著；但

當該股票賣權的交易量大，則其投機放者的交易量將萎縮，因此其週末效應

將減弱，甚至於消失。 

第三節 星期效應之實證研究 

一、 美國股票市場之實證研究 

Cross(1973)對1953至1970年S&P 500指數進行研究，首開對於星期效應現象研

究之先河，其研究發現週五的股價指數有62%是上漲的；但週一卻只有39.5%；

週五報酬率顯著為正，為0.12%，但週一報酬率顯著為負，為-0.18%。之後

French(1980)研究S&P 500指數，以1953至1977年之日資料進行週末效果之研究，

除了全長的25年，亦將此期間劃分成5個子期，不管何種期間樣本，一週中各日

的報酬不盡相同，週一報酬顯著為負。French假設週一負報酬乃來自週末效應或

是假日休市效應所產生，其研究結果發現，假日休市效應會使股票報酬率增加，

而週末效果才會使週一產生負報酬，因而認為週一負報酬是來自週末效應。 

Gibbons與Hess(1981)將1962至1979年的S&P 500指數資料分成數個子期，以簡

單迴歸模式(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驗證週末效應： 

ittititititiit DrDrDrDrDrR ε+++++= 5544332211       (1) 

其中， itR 為指數（證券）i 的報酬率 

jir , j=1,2,…,5  為週 j 的平均報酬率 

JtD  , j=1,2,….,5  為虛擬變數，若為週 j 時，則其值為1，否則為0 

實證發現，S&P 500指數週一的報酬顯著較低，並且發現週三與週五的報酬

率較高，週一的報酬率區間從-33.5％～-26.8％。此外Gibbons與Hess為了怕交易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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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絡的股票影響研究結果，因此選取道瓊工業指數(DJIA)的30家標的股做同樣的

研究，亦發現週一的平均報酬率為負值。 

Keim與Stambaugh(1984)以S&P 500指數當研究標的，但延伸研究時間至每週

交易六天的期間，全期為1928至1982年，並將之分成兩期，第一個期間由1928年

至1952年，此期間每週交易6天；另一期間由1953年至1984年，這段期間每週交易

5天，週六休市，並利用同Gibbons與Hess(1981)的簡單迴歸模式驗證週末效應。實

證發現兩段時期的週末前夕，週五（六）均有較高的報酬率，而週一的報酬率較

低，尤其1928至1952年的週一平均報酬率顯著為負值，因此歸納出週末休市對週

五之報酬率有顯著影響，但對週一報酬則無影響；而Keim與Stambaugh亦對櫃檯

交易(OTC)之交易熱絡的股票進行研究，發現OTC市場也存在著週末效應。 

Harris(1986)研究日內報酬率是否有週末效應，利用1981至1983年的紐約股票

交易所(NYSE)交易資料為對象，將日報酬分解為交易期間報酬與非交易期間報酬

外，更將交易期間分成每15分鐘為一區間計算一次報酬，實證發現在交易開始45

分鐘內，週一統計平均是負值，而其餘各日之前45分鐘為正報酬，有顯著的差異。

而此段時間之後的日內報酬則無顯著差異，所以Harris學者認為週末效應持續至

週一交易時間前45分鐘。 

Chow、Hsiao與Solt(1997)假設週末效果存在的情況下，希望能利用週末效果

以得出星期五與星期一的最佳介入時點，輔以最佳的投資策略來創造最高的投資

報酬，三位學者以檢定星期五下半個交易日與星期一下半個交易日這段期間之投

資報酬率交互作用之成果來看預設的三個投資策略之績效，另外作者們也將交易

成本和利息之因素加入投資策略。三個投資策略分別是：(1)Naive Strategy:在星期

五開盤與星期一收盤時放空。(2)如果星期五的投資報酬是正，則在週末結束後應

選擇買入。(3)如果星期五報酬為負，則在週末結束後選擇賣出。實證資料對象為

1970年至1993 年6 月底之S&P 500 指數，所得結果認為當週五產生負報酬時，

通常在下星期一會產生更大的負報酬，其機率有80%。在經過統計分析三種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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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績效後，發現第三個策略的投資報酬最好。也就是說，資料中星期五的報酬為

負的情況佔 50%，當星期五的報酬率在-1%~-0.7%時，可以選擇放空股票，而最

好的交易時間是星期五下午。證實在正確的時點交易的情況下，週末效果確實可

以利用來創造正投資報酬。 

Wang、Erickson與Li(1997)收集1962至1993年的NYSE-AMEX、1973至1993年的

Nasdaq以及1928至1993年的S&P 500的股價指數報酬率作研究，除了將資料分為週

一與非週一，亦將週一分成兩群，第一群為當月的前三個週一，第二群為當月的

第四、五個週一，進行來做研究，研究方法如下： 

Return =α+β(last-half month)+γ(all Mondays)+ 

δ(last-half month Mondays)+ε       (2) 

Return =α*+β* (last-half month)+γ* (all Mondays)+ 

δ* (last-half month Mondays)+ε*       (3) 

實證發現β與β*均不顯著異於0，而γ、γ*、δ、δ*均顯著為負，這顯示

確實存在週末效應（週一效應），且後半個月的週一（第四、五個週一）更顯著

為負；此外，若將前三個週一單獨研究，發現扣除第四、五個週一後，其週一效

應將不再顯著。Wang、Erickson與Li解釋這現象是因為週一與上週的週五有正向

關係5，再加上選擇權的到期日為每月的第三個週五。 

前述的研究均發現美國市場有星期效應，但Najand與Yung(1994)以S&P 500指

數期貨進行研究，卻發現之前學者做的週末效應不復存在，週一的報酬率不再顯

著低於其他日，Najand與Yung認為週末效應似乎是存在的，只是報酬率受到資料

的異質性(heteroskedasticity)影響，而使得研究結果不再有週末效應。 

Sullivan、Timmermannb與White(2001)將研究時間拉長從1897至1996年，以此

                                                 
5 Abraham與 Ikenberry (1994), "The Individual Investor and the Weekend Effect,"研究發現週
一與上週的週五的報酬率有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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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一百年的DJIA指數資料研究，發現整段期間並不存在星期效應，但是如果透

過拔靴法(bootstrap)抽取某段子期來做研究，可能就會得到顯著的星期效應，作

者並透過拔靴法檢定(bootstrap testing)，發現若抽取某段子期來研究，會得到與完

整期間不同的結果。 

Seyed與Perry(2001)以美國三大股市S&P500、NYSE與DJCOMP，與NASDAQ

與RUSSELL兩個資本額較小的股市做研究，期間從1964至1998年，使用Wang、

Erickson與Li(1997)的方法，結果發現整段研究期間週一效應並不固定，明顯地會

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Seyed與Perry使用Chow test將期間分成1964-1987與

1988-1998兩段期間，實證結果1964-1987的五個股票市場，與過去的學者的研究

結果相同，(1)週一報酬率顯著為負，且低於其他日子；(2)週一與上週的週五呈

現正相關；(3)當月的最後兩個週一影響週一效應最顯著。但1988-1998則產生不

同的結果：發現三大股市（S&P500、NYSE與DJCOMP）產生反轉的週一效應，

(1)週一報酬率顯著為正；(2) 週一與其他日子並沒有顯著的不同；(3)週一與上週

的週五不存在相互的關係；(4)報酬率為正的週一效應，主要來自於當月前三個週

一所貢獻。而NASDAQ與RUSSELL有類似過去的週一效應，(1)週一報酬率為負但

是不顯著；(2)週一的報酬率顯著低於其他日子；(3)週一與上週的週五呈現正向

關係；(4)當月最後兩個週一的報酬率顯著為負，且低於其他週一。這說明三大市

場漸漸符合弱式資本市場，而NASDAQ與RUSSELL並沒有此種趨勢。 

Brusa、Li與Schulman(2000a；2003)也發現與Seyed與Perry(2001)相同的結果，

以1988年為分界，1988年之前有傳統的週末效應，但1988年之後規模越大的公司

則週末效應逐漸遞減，甚至產生反轉的週末效應（週一報酬率顯著為正，且高於

其他日子），但是小規模的公司依舊存在傳統的週末效應。 

Gu(2004)使用power ratio方法重新檢視美國股市的週末效應，其方法如下： 

RF*＝（1 + mean Friday retur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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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1 + mean week return） 

Power ratioF = 
W

F

R
R *

            (4) 

將週五的報酬率複利為週報酬率，以便與週報酬率相比較，當Power ratioF＞

（＜）1時，則表示週五的平均報酬率高（低）於其他日子，依此類推。Gu實證

1953至2001年的DJIA與S&P 500兩大股市、1993至2001年的RUSSELL 1000、以及

1987至2001的RUSSELL 2000、3000，實證發現DJIA與S&P 500的週末效應有隨時

間遞減的情形，於1988年週末效應消失，並於之後出現反轉的週末效應；RUSSELL 

1000與3000並沒有週末效應，但RUSSELL 2000則有持續的週末效應。最後Gu認

為股價的波動度是貢獻週末效應的原因，但一旦出現週末效應則股價波動會越

大，因此作者在自變數中加入股價的標準差與變異數，以OLS實證之，發現股價

的波動度確實會影響週末效應。 

二、 台灣股票市場之實證研究 

Ho(1990)使用1975至1987年的台灣證券交易所日資料進行研究，結果顯示台

灣股市有顯著的星期效應，其週二的報酬率顯著為負，且為所有日子中最低，週

三與週六顯著為正。Jean(1991)使用VAR(vector autoregressive analysis)與變異數拆解

研究台灣資本市場與日本、美國、英國的資本市場間的相互關係，研究期間從1987

至1990年，實證發現美國市場並沒有顯著的星期效應，但卻台灣的股價指數與基

金淨值有顯著的星期效應。Tong(1992)從1980至1988年研究亞太資本市場是否存

在星期效應，實證發現台灣股市週六的報酬率顯著為正，與過去的學者得到相同

的結果，但週一報酬率並非為負值，顯然與美國的週末效應相反，因此否定了假

日效應影響週末效應的假設，也推翻交割假說與時間延遲假說的可能性。 

王韻棋(1997)以多種統計方法，探討1991年至1994年間，日內效應、星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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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否存在，結果發現有考慮自我相關的統計方法得到週二有顯著的負報酬，週

五有顯著正報酬的結果，而敘述統計和OLS兩種方法所得結果有些許差異。作者

認為投資人在週二收盤時買入股票，在週五開盤時賣出股票是較佳的切入點。 

Wang與Walker(2000)使用ANOVA與Kruskal-Wallis統計方法研究日本、香港與

台灣股市的星期效應，藉以瞭解機構投資人與散戶投資人何者影響星期效應較顯

著。研究期間從1988至1996年，實證發現確實台灣股市存在星期效應：週二有顯

著負的報酬率，而週五與週六有顯著正的報酬率，週一的報酬率為所有日子之最

低，並且與上週的週五呈現正相關。 

王彥茸(2000)亦使用ANOVA與Kruskal-Wallis統計方法，研究台灣股市實施隔

週休二日後星期效應是否有改變，研究期間為1998至2000年。實證發現實施隔週

休二日前後，整體股價指數平均週報酬率並無顯著不同；週休一日當週具有週末

效果，週一報酬最低，愈到週末報酬愈高，結果與國外學者研究週末效果之結論

一致；週休二日當週的週五報酬率偏低，週一反而具有明顯高於其他日子的高報

酬，其中週三報酬最低，其次是週二。 

以上的研究結果均顯示台灣股票市場存在著星期效應，但是並不穩定，會隨

著時間而變。Lin與Walker(1996)重新檢視台灣股票市場的星期效應，期間從1986

至1994年，作者發現當資料直接使用OLS進行實證，則週六的報酬率顯著為正，

而其他日子亦為正但不顯著；作者亦加入無風險利率當做OLS的解釋變數（如式

(5)）進行實證，得到與之前相同的結果。 

∑
=

++=
6

1
0

j
tjtjt eDINTR γγ           (5) 

INT：為無風險利率（其他變數與(1)相同） 

不過當作者將統計的 t值使用大樣本調整，且經過異質性

(heteroskedasticity)、自我相關性(autocorrelation)與非常態樣本處理後，發現前述的

結果不復存在，顯示台灣股票市場的實際上是不存在星期效應，符合弱式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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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股市之實證研究 

Jaffe與Westerfield(1985a)以1970至1983年的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及英國

五國之證券市場股票報酬為研究對象，實證發現美國、英國及加拿大存在週末效

應，即週五的報酬率較高且為正；而週一的報酬最低且為負；澳洲、日本亦存在

星期效應，週五與週六報酬較高且為正，週二報酬較低且為負。作者的研究結果

和Theobald與Price(1984)以1975至1981年倫敦交易所(London Stock Exchange)的研

究相同，顯示英國股市存在著至週末效應，並且由於此五國的股市總值占全世界

股市總值的87%，所以作者認為週末效應乃是一種全世界普遍的現象。 

不過Board與Sutcliffe(1988)研究倫敦交易所，實證發現週末效應隨著時間漸漸

遞減，Steeley(2001)甚至發現1990年代的英國如同美國一樣，週末效應消失了，

作者使用ANOVA與Kruskal-Wallis統計方法驗證1991至1998年的FTSE指數，發現無

法拒絕每日的報酬率均相等的假設，因此證明了週末效應的消失。Steeley認為此

乃因英國的總經環境指標公布日大多在週二至週四，週一鮮少公布經濟指標，投

資人於週一的資訊處理成本較低，因此買賣股票的意願較高，再加上券商的建議

大多為買進，使得週一報酬率上升、週末效應消失。Draper與Paudyal(2002)再檢

視英國股市的週一報酬率，但是不同於過去的研究，他們加以控制對英國交易系

統影響較大的因素，這些自變數包括股利發放日、壞消息的公布、交易活動與買

賣利差(bid-ask spread)等，研究樣本為1988至1997年的FTSE 100與FT-ALL兩指數，

實證發現經這些重大變數的控制後，週一的報酬率變成正值，且無異於其他日子。 

其他歐洲股市的研究，Solnik與Bousquet(1990)實證巴黎證券交易所(Paris 

Bourse)的星期效應，得到與日本、澳洲一致的結果，週二的報酬率顯著且一致的

為負，作者將巴黎證券交易所與其他市場作比較，發現其特殊的市場結構，在巴

黎證券交易所上市的公司股票價格，與遠期合約有很大的基差(forward basis)，原

因乃為遠期市場並沒有每日結清制度(marking-to-market)，因此作者檢視此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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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程序是否為星期效應的成因，但還是無法解釋週二的負報酬。Barone(1990)

則根據米蘭證券交易所(Milan Stock Exchange)的“MIB storico”指數，分析義大利股

票市場，研究期間從1975至1989年，實證發現週一、二有顯著為負的報酬率，週

五則顯著為正。 

在亞洲股市的研究，Jaffe與Westerfield(1985a，1985b)發現1970至1983年澳洲、

日本週五與週六報酬較高且為正，週二報酬較低且為負；Ho(1990)研究10個亞太

資本市場，亦發現有普遍的星期效應；Kato(1990)研究1978至1987的日本TOPIX指

數，週二報酬率最差顯著為負，而週三則最高顯著為正，且週一與上週的週五間

確實存在週末效應，並實證出週二的負報酬乃起因於美國的週一效應；此外作者

亦發現公司規模越大則星期效應越弱。Tong(1992)發現1980至1988年韓國市場與

台灣一樣，週六的報酬率顯著為正，但週一報酬率並非為負值，顯然與美國的週

末效應相反。Wang與Walker(2000)研究1988至1996年日本與香港股市，發現日本

股市與之前學者的研究不同，週二的報酬不再為負，而週四至週六則顯著為正，

但依舊存在週末效應；香港股市週二、週三與週五顯著為正，亦存在週末效應。 

Brusa、Li與Schulman(2000b)研究包含美國(DJIA Index)、英國(FTSA 100 

Index)、日本(Nikkei 225 Index)、澳洲(All Ordinaries Shares Index)、法國(CAC 40 

Index)、香港(恆生指數)、智利(IPSA Stock Index)、巴西(Bovespa Stock Index)與阿

根廷(Merval Index)，期間從1988至1995年，實證結果有三點：(1)只有美國呈現反

轉的週末效應，週一的報酬顯著為正；澳洲與英國並不存在週末效應或反轉的週

末效應，其他國家則依舊存在週末效應。(2)資料經過週次或月份拆解，依舊得到

相同的結果，顯示現象的強韌性(Robustness)。(3)在週五與週一個相關性研究，當

週五呈現正報酬時，接下來的週一美國股市會有顯著的正報酬，但其他國家則不

顯著；但當週五呈現負報酬時，接下來的週一其他國家會有顯著的負報酬，但美

國則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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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風險資產之實證研究 

無風險資產可分為長期的公債(Treasury Bonds)與短期的國庫券(Treasury 

Bills)，在公債的研究方面大都沒有季節性效應，Schneeweis與Woolridge(1979)以

ANOVA與無母數統計方法檢定1952至1977年的美國公債市場，發現並不存在季

節性效應，且每個月平均報酬的差異不顯著。Chang與Pinegar(1986)用OLS模型檢

定1963至1982年的美國公債、Sharp(1988)以無母數統計方法檢定1952至1985年的

美國公債，均發現結果季節性效應不存在。Compton與Kunkel(2000)研究1988至

1998年的美國公債，不管是元月效應或星期效應均不顯著，但月中效應

(turn-of-the-month effect)存在，後半月的公債報酬率顯著高於前半月。但加拿大

的公債市場則有部份的季節性效應存在，Athanasskos與Tian(1998)研究1963至

1990年的加拿大公債，發現季效果的季節效應存在於加拿大的公債市場，第四季

有顯著較高的報酬率。 

對於國庫券的研究則有不同的結果，Park與Reinganum(1986)以無母數統計

方法檢定1959至1982年的美國90天期國庫券，發現其存在月中效應，後半月的報

酬率顯著高於前半月，作者提出可能原因為美國的薪資大多在月底發給，所以投

資人會把薪水投資進國庫券中，因此使得後半月的報酬率較高。此外，Gibbons

與Hess(1981)、Flannery與Protopapadakis(1988)、Griffiths與Winters(1993)研究美

國90天期的國庫券，發現其存在星期效應，星期三的報酬率顯著高於其他日子。 

第四節 星期效應假說之實證研究 

一、 日曆時間假說與交易時間假說之實證研究 

French(1980)首先提出日曆時間假說，認為股票報酬應隨著時間的流逝而產

生，因此週一交易日股票報酬應包括週五收盤到週一收盤共三天這段時間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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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則週一的報酬應是一週中其它交易日的三倍。然而實證結果卻發現25年總期

間與5個子期間中，一週當中各天的報酬都不相同，而週一報酬不但沒有較高，

反而皆為負報酬，因而推翻了這個假說。 

二、 測量錯誤假說之實證研究 

Gibbons與Hess(1981)假設測量錯誤假說存在，虛無假設為週五的報酬率與週

一的報酬率呈現負相關，使用以下式(6)實證1953至1970年S&P500指數： 

ittitititiiti DDDDR εααααα +++++= 554422110,      (6) 

H0： 051 =+ ii αα (for all i) 

實證結果拒絕虛無假設，因此研究結果不支持測量錯誤假說。而Keim與

Stambaugh(1984)亦使用測量錯誤假說驗證1928至1982年S&P 500指數的星期效

應，探討週五與週一之間的關係，結果也顯示週五並非與週一呈現負相關，因此

研究結果不支持此假說。Joseph與Hewins(1992)以英國外匯市場交易的9種貨幣之

即期匯率和一、三、六、十二月的遠期匯率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由1978年至1985

年，其目的在檢驗星期效應及其相關的解釋因素，承襲Keim與Stambaugh使用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探討星期一與星期五是否存在負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無法

以系統性衡量誤差來解釋異常報酬。 

三、 交割效應假說之實證研究 

Gibbons與Hess(1981)除了使用測量錯誤假說，亦使用交割效應假說進行驗

證，因為美國市場規定在三個交易日完成交割，因此週三至週五的交割日會延至

隔週，因此週一與週二理當會有相同的報酬率因此虛無假設如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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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itititiiti DDDDR εααααα +++++= 554422110,      (7) 

H0： 021 =− ii αα (for all i) 

實證結果拒絕虛無假設，因此不支持交割效應假說。Joseph and Hewins(1992)

亦使用此法驗證英國外匯市場的星期效應，實證結果亦拒絕此虛無假設，不支持

交割效果假說。 

Kato(1990)因為日本股市特殊的休市結構，使用另一種方法驗證交割效應假

說：1972年以後日本股市有時會於第二、三個週六休市，一直到1986年7月至1989

年1月期間，才固定每月的第二、三個週六休市，這使得1972年以後，日本股市

不管當月的第二、三個週六是否休市，均不進行交割，因此每月第一、四個週四

（A群資料）必須要當週交割，但第二、三個週四（B群資料）則可以延至下週

交割。Kato使用此特殊現象檢定交割效應假說，若此假說存在，則滿足對立假設 

H1：R4A＜R4B（H0：R4A≧R4B不滿足）；實證結果顯示支持交割效應假說。 

四、 撮合誤差假說之實證研究 

Keim與Stambaugh(1984)認為撮合誤差是造成星期效應的原因，則前一天的報

酬率會影響隔天的股價，且影響的效果應該一致，不會依造日子不同而有所改

變，因此Keim與Stambaugh使用式(8)檢定，檢定結果拒絕虛無假設，因此不支持

假設的撮合誤差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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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5,1,0 === iforH ii ψ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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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時差假說之實證研究 

Jaffe與Westerfield(1985a)於先前的研究發現日本與澳洲週二有星期效應，報

酬率顯著為負值，而美國則是週一有顯著的負報酬率，美國與澳洲、日本的星期

效應有所差異，因此其更深入的探討為何美與日澳產生差異，因此Jaffe與

Westerfield(1985b)以1970至1983年的美國、澳洲、日本三國之證券市場股票報酬

為研究對象，並提出時差假說驗證日本股市的星期效應；因為日本比紐約早14

的小時，而澳洲亦比紐約早15小時，因此當日本與澳洲週二開市時，正好是美國

紐約週一傍晚，所以作者認為美國的週一效應間接的造成了日本與澳洲的週二效

應。其驗證迴歸模式同式(9)，當日本股市的星期效應扣除美國星期效應造成的影

響後，檢定是否依舊存在星期效應，若星期效應因此消失，則可以確定美國的確

造成日本股市的影響： 

ittititititititus DrDrDrDrDrRR ε+++++=− + 55,44,33,22,11,1,,     (9) 

其中， tusR , 代表美國在 t日之股市指數報酬 

1, +tiR 代表日本或澳洲於t+1日之股市指數報酬 

JtD ，j=1,2,….,5，為虛擬變數，若為週 j 時其值為1，否則為0 

5,1,0 ...: ii rrH ==  

實證發現日本與澳洲股市均無法拒絕虛無假設，不過日本股市的F檢定值非

常接近臨界值，所以作者認定美國投資人確實貢獻澳洲股市星期效應部份因素，

但對日本股市的星期效應的影響卻不明顯。Kato(1990)亦使用同樣的方法從新驗

證1978至1987的日本TOPIX指數，結果亦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因此證實此段時間

美國投資人確實影響日本股市的星期效應。這兩篇研究似乎證明國際金融市場隨

時間經過越來越開放，交易也越見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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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資訊處理假說與正向回饋假說之實證研究 

Brockman與Michayluk(1998)使用ANOVA與Kruskal-Wallis統計方法，驗證1963

至1993年NYSE與AMEX、以及1973至1993年NASDAQ的機構投資人與散戶投資

人，是否資訊處理假說與正向回饋假說：若該股市週一的報酬率為一週中之最

低，且週一的報酬率與週五的報酬率呈現正相關係，則具有滿足資訊處理假說；

若股市每天的報酬率成現正相關，則滿足正向回饋假說。實證結果顯示美國機構

投資人滿足資訊處理假說與正向回饋假說，但是散戶投資人則不滿足。Wang與

Walker(2000)以同樣的方法驗證1988至1996年日本、香港與台灣股市，其結果如下

表格 2- 1日本、香港與台灣股市的資訊處理假說與正向回饋假說實證結果所示。 

表格 2- 1日本、香港與台灣股市的資訊處理假說與正向回饋假說實證結果 

 散戶投資人 機構投資人 

資訊處理假說 不存在 存在 日本 

正向回饋假說 當前日報酬為正時，存在 存在 

資訊處理假說 存在 存在 香港 

正向回饋假說 當前日報酬為正時，存在 當前日報酬為正時，存在

資訊處理假說 存在 不存在 台灣 

正向回饋假說 存在 不存在 

七、 投機放空假說 

Chen與Singal(2003)認為投機放空假說會影響星期效應，以1962至1999年的

NYSE與1979年至1999年的NASDAQ進行實證，作者認為有較高的相對融券交易



 

 -  - 24

量(relative short interest，RSI)的股票，其星期效應比較嚴重，其分析式子如式(10)； 

itititititit

itititititit

ititititi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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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βββ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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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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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_____

54

326

54321

  (10) 

其中， itR 代表證券 i 在 t日之股市指數報酬 

M_D, Tu_D, W_D, Th_D, F_D分別代表週一至週五的虛擬變數 

itH 為高融券交易量的虛擬變數，若證券 i 的融券交易量(RSI)大，

則其值為1為虛擬變數，否則為0。 

實證結果顯示 5β 與 15 ββ − 顯著為正，顯示RSI小的股票具有週末效應；而 6β

顯著為負，雖然 10β 不顯著為正，但是 610 ββ − 顯著為正，這表示RSI大的股票其

週末效應顯著大於RSI小的股票，因此支持投機放空假說。 

此外Chen與Singal亦假設賣權會影響投機放空者的策略，使得RSI影響週末效

應的效果減低，因此使用式(11)與(12)檢定之： 

itititititit VolOptDOptDVolWkEndR εβββα +×+++= 321     (11) 

ititititititit PutRatioVolOptDOptDVolWkEndR εββββα ++×+++= 3321  (12) 

其中 itWkEndR 表示股票 i 的週末效應（週五的報酬率減下週週一的報酬率） 

itVol 表示股票 i 的股票交易量 

itOptD 表示股票 i 的是否發行選擇權，若是其值為1，反之則0 

itPutRatio 表示賣權的交易量比率（賣權交易量除以股票交易量） 

雖然美國股市在1977年開始發行選擇權，但交易量資料卻在1998年3月之後

才開始收編於資料庫，因此作者將股票交易量當做選擇權交易量的代理變數，其

認為選擇權交易量大者其股票交易量亦大，因此使用式(11)實證，結果 2β 與 3β 顯

著為負，選擇權的發行與交易量確實使得週末效應減弱。式(12)則以1998年3月

至1999年的選擇權交易量資料進行實證， 2β 與 4β 顯著為負，亦得到相同的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