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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過去國內外學者針對價量關係所進行之研究相當豐富，綜合學者所提出

的理論模型與實證結論可以了解到，當交易量越大時，反應較多相關的市場

訊息，因此股價變動較為劇烈，而導致兩者之間為正向相關，並且隨著衍生

性商品市場的出現，研究範圍自單一市場遍及跨市場的研究，但上述研究結

論大多僅集中於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間的關係。 

之後，學者進一步探討交易量所隱含之市場資訊，究竟是由交易次數抑

或是交易規模所帶來，而Jones,Kaul and Lipson（1994）首度針對交易次數

層面進行實證研究，並且發現交易次數才是造成股價波動的主要原因，也因

此引發後續國內外學者對此議題之探討。 

在本章中，首先在第一節介紹價量關係之理論假說，作為解釋股價波動

度與交易量成正相關的理論基礎，並且彙整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間相關的國

內外實證文獻。接著在第二節探討到交易次數層面，首先簡介相關的理論模

型，以進一步了解交易次數、交易規模與股價波動度間的關係，並且將交易

次數與股價波動度間的相關國內外實證研究加以彙整，以作為本研究之研究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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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影響之相關研究 

Karpoff(1987)曾指出金融市場的相關訊息除了反映在價格變動上，也會

影響交易量，交易量大時表示相關訊息較多，連帶使得波動性擴大，因此交

易量的變化可視為相關訊息的傳遞，當市場沒有新訊息產生時，交易量減少、

價格變動趨緩，一旦市場出現新訊息，交易量增加、價格變動速度也加快，

因此可以推論在完美且理性的市場中，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應該具有同時性

的正相關。 

一、理論模型簡介 

最常用來解釋價量關係的理論模型彙整如下，提供股價波動度與交易量

間為正相關的解釋基礎： 

(一)混合分配假說(Mixture of distribution hypothesis) 

最早是由 Clark(1973)所提出，其利用 1945 到 1958 年的棉花期貨日資

料，以探討投機性市場中價格變化的分配，其認為每日價格變動是 m 個日內

價格變動之加總，將 m 解釋為每日市場訊息抵達的速率，則每日市場訊息抵

達速率將影響日內價格變動，而每日價格變化的分配是依附於日內隨機次數

所產生價格變化的分配，因此價格變動的變異數與市場訊息抵達速率間成正

比，而由於交易量的增加同樣代表新市場訊息的流入，因此推導出交易量與

價格變動的變異數之間為正向關係，並且指出價格變動為一種包含交易量、

交易次數等各種訊息抵達速率變數的混合分配。 

(二)序列資訊抵達模型(Sequential information arrival model) 

由Copeland(1976)所提出，其認為並非所有交易者皆能迅速掌握到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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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訊息，因此該模型假設當新市場訊息抵達時，市場訊息會在交易者間序列

地傳遞直到均衡，隨著每次資訊的衝擊皆會引起交易量與價格變動的增加，

因此交易量與價格變動之間為正向關係。 

而之後Admati and Pflerderer(1988)也指出市場交易者會判斷進場交易

的時點，且不論是流動性需求的市場交易者(liquidity trader)或是擁有資

訊的交易者(informed trader)為了要策略性的隱藏其交易，皆偏好在市場較

熱絡、交易量較大時交易，因此交易量對價格變動的影響是依據目前的交易

量水準而定，並且也發現在交易量較大的開盤後與收盤前時點，股價與報酬

的變動較劇烈，呈現出兩者間存在正向的連動關係。 

二、現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影響之國內外實證文獻 

 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 

針對20種股票的日報酬率資料，實證探討股價波動度與交易量反應市場

訊息之間的關係。其指出Engle(1982)所提出的ARCH模型，確實能夠捕捉訊

息在市場中傳遞過程的時間相依性(time dependence)，亦即在股價報酬率屬

於混合分配之下，ARCH模型能反應由市場訊息抵達速率等混合變數所組成之

股價報酬率分配的特性。並且作者認為，由於交易量存在序列相關現象，因

此可能蘊含股價報酬率的資訊內涵，因此將日成交量作為每日流入市場訊息

速率的混合代理變數，透過將交易量放入與不放入GARCH(1,1)模型以比較對

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具有顯著正向的解釋

能力，且相較於原本不含交易量的 GARCH(1,1)模型來說，當交易量放入

GARCH(1,1)模型後，前期殘差平方與前期條件變異數的解釋能力降低，顯示

出ARCH效果有減弱的現象，因此反應出同時期的交易量能夠有效掌握市場訊

息抵達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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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合成(1994) 

針對台灣股市1991年1月1日至1993年8月31日的個股日資料，利用

GARCH模型進行股價波動度與交易量關係的實証研究。發現到個股日報酬率大

多符合 GARCH 模式，且支持過去文獻指出同期價量為正相關的研究結論。此

外，在交易量指標上增加「交易量波動度」變數，並且分別探討同期與前一

期的價量關係，實證發現前一期交易量、交易量波動性與本期股票報酬率之

間的關係，仍有30%的個股具有顯著相關性，因此認為台灣股市的價量有密不

可分之關係存在，並且若適當選擇個股，更可利用前一期交易量來改善對本

期股價報酬率的預期。 

 林華德、王甡(1995) 

利用GARCH模型探討成交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研究期間涵蓋自1986

年1月4日至1994年12月31日，並且為能掌握報酬衝擊對股價波動度原應

有的關係，因此利用包括不對稱效果的GARCH(1,1)修正模型進行台灣股市日

成交量對股價波動度影響之探討，實證顯示不論是以當期或是落後一期的成

交量作為解釋變數，皆可獲得其對股價波動度顯著為正的效果，而且都不會

影響到原來GARCH(1,1)結構與不對稱效果，顯示雖然成交量對台灣股市是一

個相當重要的觀察變數，但此研究結果卻與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

等學者建立混合分配假說之實証結論並不一致。 

 劉亞秋(1996) 

針對台灣股市1980年1月4日至1991年12月31日的股價日資料，採

用 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3)所使用的遞歸(iterating regression)

模式進行成交量與股價波動度關係的實証研究，並且進一步將成交量區分為

預期與未預期兩種以觀察其對股價波動度的個別影響，不僅發現到成交量對

股價波動度有顯著影響，並且未預期成交量對股價波動度所造成的影響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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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預期成交量，而未預期成交量的增加要比減少更能影響股價波動度。 

 羅主誠(1998) 

採用Nelson(1991)與Pericli and Koutmos(1997)的EGARCH模型，探討

1994年1月1日至1998年2月17日，台灣股票市場加權指數以及個股型認

購權證的標的股票之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的關係。首先利用EGARCH模型估計

股價波動度，藉以探討股價波動度的時間序列結構，並且發現到股價波動度

呈現非線性波動，且負向衝擊較正向衝擊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大，顯示出正

向與負向報酬衝擊具有不對稱的效果。而在加入交易量變數後，發現到當期

與前一期的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皆有顯著的影響，且樣本中大多數個股的當

期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呈正向變動，但前一期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卻呈負向

變動，作者解釋這可能是由於投資人因為前一日的成交量過大，而預期今日

投入股市的交易量縮減，進而使股價波動變化不大。 

 李騰正(2001) 

更進一步利用高頻率資料探討成交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其針對1999

年11、12月的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日內資料，利用GARCH相關模型進行實證探

討。結果發現 GARCH 模型在加入成交量變數之後，確實能對台灣加權股價指

數的波動行為有較佳的詮釋，但卻發現到台灣股市的正向衝擊較負向衝擊對

股價波動度的影響較大，此現象與先前學者的研究結論並不一致。而成交量

與股價波動度間也呈現正向關係，但加入成交量變數後並不會對 GARCH 效果

有所抵銷。 

三、衍生性商品交易量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影響之國內外實證文獻 

理論上在完美且理性的市場中，股票與衍生性商品市場的價格應會同時

反應相同的市場資訊，因此不論是現貨抑或是衍生性商品的交易量皆會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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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波動度造成影響，然而因為兩商品在交易制度上仍有不同，因此，投資人

在接受到市場新資訊時，可能會依其偏好或是受到交易制度的影響，而透過

交易行為將所持有的資訊反應在現貨或是衍生性商品市場上，因此可以了解

到衍生性商品的交易量也隱含其標的股票的相關市場資訊，而推論衍生性商

品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為正向關係。由之前國內外學者所提出之的理論與實

證研究皆發現到，大致上支持現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為正向影響，在接受

到相同的市場訊息之下，推論衍生性商品的交易量也應該隱含對標的股價波

動度的資訊內涵，因此，以下針對衍生性商品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影響之實

證文獻作一整理。 

 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2) 

選取自1982年4月至1989年3月S&P 500股價指數期貨的日資料，以

分析 S&P 500 股價指數期貨與現貨交易活動變數(交易量與未平倉量)對指數

波動度的關係，其研究方法採用 Schwert(1990)的遞歸程序(iterative 

procedure)，再額外加入交易活動變數，並進一步將交易活動變數拆解成三

部分，首先將長期移動趨勢從原始交易量序列中移除，取 100 天的移動平均

序列，再將去除時間趨勢後的交易量資料進一步利用ARIMA(0,1,10)拆解成預

期與未預期部分，以此模式所估計出的交易量作為預期交易量，而模式的殘

差即為未預期交易量。 

研究結果顯示，期貨交易活動變數的加入，並不會影響到原本現貨交易

活動變數對波動度的正向影響。未預期的現貨與期貨交易量對波動度的影響

皆為顯著正向，作者認為這是因為新市場資訊皆會對兩市場有所衝擊，使兩

市場的交易量與價格改變，因此未預期交易量越大時，波動度也越大。波動

度與所有的現貨交易活動變數間皆為正向關係，表示當現貨交易量越大時，

波動度也越大，但是預期與移動平均的期貨交易量越大時，波動度卻有降低

的現象，作者解釋這可能是因為期貨的交易成本較低，擁有資訊的交易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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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願意到期貨市場中交易，導致現貨市場的交易量部分移轉至期貨市場，現

貨市場的交易量減少，導致波動度降低。 

因此可以了解到，由於新資訊的流入市場，導致未預期期貨交易活動越

頻繁，波動度越大，但預期期貨交易活動的增加，將會減緩股價的波動度，

進而增加現貨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並不支持期貨市場因為提供更多投機機

會，而導致現貨市場更不穩定的說法。 

 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3) 

再一次採用遞歸模型分析期貨市場中交易量、波動度與市場深度間的關

係，但僅探討期貨交易活動對期貨波動度的影響，且研究領域跨越以金融商

品為標的的期貨市場，以比較在不同的期貨市場是否有不同的結果，其分別

針對德國馬克、日圓、黃金、白銀、棉花、小麥、政府長期公債、國庫券八

種不同標的資產的期貨進行探討，樣本選取自1982年5月至1990年3月的

日資料，研究方法同時考量到波動度具有叢聚現象、交易量與波動度關係具

有不對稱性、條件報酬平均數與條件報酬波動度之間的交互作用，並且也利

用 AR(10)或 ARIMA(10,1,0)模式將交易活動變數(交易量與未平倉量)拆解成

預期與未預期部分，以個別觀察對波動度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 

首先，發現到在加入交易活動變數之後，八個市場的前期條件變異數估

計係數皆仍為顯著的，表示波動叢聚性並未因交易量變數的加入而消失，此

研究結果與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等學者並不一致，因此了解到前

期波動度的衝擊對條件波動度極具解釋能力。此外，幾乎在所有市場中，過

去未預期報酬對波動度的影響，僅有日圓期貨為正向顯著的，隱含正向未預

期報酬對波動度有較大的影響，可由此了解到槓桿效果幾乎不存在非股票市

場(nonequity market)。 

而交易量與波動度關係的實證結果是與先前研究一致的，皆發現到成交

量與波動度之間具有強烈的同時期正相關存在，並且也發現到未預期成交量



 15

對波動度的衝擊較預期成交量的影響大，更進一步利用虛擬變數觀察到未預

期交易量對波動度的影響具有不對稱性，正向未預期交易量對波動度的影響

較負向未預期交易量大。 

而在波動度與市場深度方面，由於未平倉量與交易者及市場資金多寡有

關，而這些因素皆有助於市場深度的提升，因此作者以未平倉量作為市場深

度的代理變數，結果發現到在所有市場中，未平倉量對波動度的影響皆呈現

顯著負值，隱含未平倉量越大，將減緩波動度並且提升市場深度。此外，也

指出未預期未平倉量與波動度的關係是呈現 V型的，交易結果若未平倉量有

產生變化者，相較於未平倉量維持不變者，對價格的衝擊明顯較大，此實証

結果隱含交易量與波動度間的關係可能也會受到市場參與者的種類不同所影

響。 

 Park,Switzer,and Bedrossian(1999) 

選取1991年在CBOE交易所上市交易最活絡的45支個股選擇權，透過將

交易活動變數分別放入GARCH(1,1)與不對稱 GARCH(1,1)模型中，以分別探討

現貨與個股選擇權的交易活動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影響。 

首先，作者指出在利用選擇權交易量從事波動度與交易量方面的研究

時，由於選擇權市場存在價差交易(spread trading)，但價差交易並非基於

市場新資訊的流入而產生，可能會稀釋交易量與價格波動間的關係，因此作

者從選擇權的總交易量中抽離出價差部分所引起的交易量，剩下的部分即假

設為反應市場新訊息而產生的交易活動。再進一步利用ARIMA(0,1,5)模式將

交易活動區分成預期交易量與未預期交易量以進行分析與比較，同時也考量

到選擇權交易活動變數與現貨不同的是存在到期日的影響，依據 Stoll and 

Whaley(1987)的研究指出，股價指數期貨市場在三巫日(triple-witching 

expiration day)時，交易活動會有非常劇烈的變化，因此作者利用到期日的

虛擬變數以考量選擇權到期日可能產生交易量激增的現象。並且為了去除現



 16

貨與選擇權規模不相當的問題，因此將每支個股選擇權交易量分別除上各該

契約的未平倉量，個別股票交易量除上個別在1991年底的流通在外股數，以

進行比較。 

實證結果發現，如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等學者之結論，當交

易量變數(不論是股票或個股選擇權)被放入GARCH(1,1)模型中時，大多數的

GARCH 效果呈現不顯著的現象，當交易量變數加入不對稱 GARCH(1,1)模型

中，不對稱效果也將變得不顯著。 

而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方面，發現不論是現貨與個股選擇權的未預期

交易量，皆與股價波動度為顯著正向關係，但僅有少數公司的預期交易量的

估計係數為顯著，此預期交易量欠缺正且顯著的結果與 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2)的研究結論一致，表示未預期交易量皆較預期交易量更具資訊

內涵，且可以了解到個股選擇權市場的交易活動並不會系統性的引起現貨市

場的價格不穩定。此外，以未平倉量作為交易活動變數予以執行相同的分析，

結果顯示選擇權未平倉量皆與股價波動度有負向關聯，隱含選擇權市場增加

了現貨市場的深度，此結論與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3)在期貨市場上

的發現相似。 

 林祺傑(1995) 

  選取 1992 至 1994 年雪梨期貨交易所的 AOI 指數期貨的日資料，藉由

GARCH(1,1)模型，分別探討當期與前期期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實

證結果發現，在加入交易量變數之後，會造成 GARCH 效果相當程度的衰退，

此實證結果與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並且

當期期貨交易量與同期股價波動度間存在顯著正向關係，而前期期貨交易量

則對股價波動度並無顯著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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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逸謙(1999) 

  選取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S&P 500指數期貨、日本大阪證券交

易所(OSE)的Nikkei 225指數期貨、英國倫敦國際金融期貨交易所(LIFFE)的

FTSE 100指數期貨、香港期貨交易所(HKFE)的恆生指數期貨及德國期貨交易

所(DTB)的 DAX 指數期貨作為研究標的，以加入交易量變數的 GARCH(1,1)模

型，探討期貨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間的關係。 

  實證結果證實，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兩者存在顯著正向關係，亦即較大

的交易量，會對應著較大的股價波動度，此結果符合Clark(1973)所提出的混

合分配假說。再進一步觀察加入交易量變數前後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結果

發現在加入交易量變數之後，會造成GARCH效果相當程度的衰退，也就是說，

交易量可以有效的解釋部分股價波動的現象，此實證結果與 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 

 楊坤豪(1999) 

  針對1997年至1999年5月底止，台灣證券交易所的14檔個股型與4檔

組合型認購權證，採用Schwert(1990)所用的遞歸方式，進行認購權證交易活

動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影響，作者也利用ARIMA(p,d,q)預測模式將現貨與認

購權證的交易量個別分解為預期、未預期與十日移動平均三項以分別探討，

並且發現到台灣認購權證市場與現貨市場在交易量上的走勢有很大的差異。 

  首先，在現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方面，發現不論是預期、未預

期或長期移動平均的現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皆為正向顯著影響，而且與

之前學者的研究結果相似，皆發現到未預期現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

較預期現貨交易量大。在加入認購權證交易量後，對現貨交易量估計係數的

影響並不大，大部分現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仍是正向顯著的。而認

購權證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方面，作者認為未預期交易量的發生，代

表臨時的市場雜訊，將擴大市場的短期波動，而權證的移動平均交易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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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長期趨勢，依照交易量移轉假說，對股價波動度應有正向影響，實證結果

與作者預期相符，呈現出未預期與長期移動平均權證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皆

具有正向影響，但在預期權證交易量方面，作者認為預期權證交易量，代表

套利者（多為大型機構法人）或避險者的交易擴大，雖然現貨市場可能會因

為套利者短時間的大量進出而對市場造成衝擊，但作者認為其對現貨市場的

真實價格發現機能的助益效果可能更大，因此預期認購權證的預期交易量應

會減輕股價波動度，但實證結果卻發現其估計係數並不顯著。 

 劉思辰(2002) 

  以台灣期貨交易所的台灣加權股價指數、電子類股價指數、金融類股價

指數以及小型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的日資料，分別採用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3)所建構的模式與不對稱GARCH模型(包括EGARCH、GJR-GARCH、

NGARCH)，將交易活動變數區分為預期與未預期部分，以探討期貨交易量、未

平倉量對於股價指數波動度之影響。 

實證結果發現，在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3)的模式與不對稱GARCH

模型之下，各股價指數的未預期期貨成交量對股價波動度皆呈現正向顯著的

關係，此結果支持混合分配假說，並且也與之前文獻一致，呈現未預期成交

量對股價波動度的衝擊較預期成交量為大，此外，未預期未平倉量對股價波

動度呈現負向顯著的關係，此結論也與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3)所指

出期貨未平倉量越大，將減緩股價波動度，並增加市場深度的研究結論一致。 

此外，在成交量對股價波動度的不對稱效果方面，於Bessembinder and 

Seguin的模式中可以發現到，台股、電子與金融股的未預期成交量對於股價

波動度有著正向顯著的不對稱效果，表示正向未預期成交量對於股價波動度

的衝擊大於負向未預期期貨成交量的衝擊，此結果也與Bessembinder and 

Seguin(1993)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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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毓敏(2003) 

選取台灣各年度發行及不同類型的20檔認購權證與其標的股票作為研究

對象，採用GJR-GARCH(1,1)-M模型進行分析，以同時考量到股票報酬異質性、

訊息對波動度的不對稱效果與現貨市場存在的高風險高報酬特性，並且將交

易活動變數區分成預期與未預期的部分，也有考慮到兩市場交易規模存在差

異的問題，但與Park,Switzer,and Bedrossian(1999)不同的是，其預期交易

量是以觀察日前十天的平均交易量來衡量，並且將現貨與認購權證交易活動

變數同時放入模型中，以直接比較兩者對股價波動度的資訊內涵。 

實證結果發現，認購權證的標的股票大致上仍符合高風險高報酬特性，

並且認購權證交易量會提高股價波動度，而預期交易活動對股價波動度的影

響，大於預期交易活動，此外，現貨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雖然顯著，

但在方向上卻無一致的結論，同時也發現到，標的股票的正向衝擊比負向衝

擊所引發的波動度大，此結論與先前研究結論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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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衍生性商品交易量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影響之國內外文獻彙整 

作者 研究範圍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Bessembin

der and 

Seguin 

(1992) 

1982 年至 1989

年S&P 500股價

指數期貨日資

料 

Schwert(1990)

所採用的遞歸模

型 

未預期期貨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

為顯著正向關係，但預期期貨交易

量的增加，將會減緩股價波動度，

進而增加現貨市場的深度與流動

性。 

Bessembin

der and 

Seguin 

(1993) 

馬克、日圓、黃

金、白銀、棉

花、小麥、政府

長期公債、國庫

券八種不同標

的 資 產 的 期

貨，1982 年 5

月至 1990 年 3

月的日資料 

Schwert(1990)

所採用的遞歸模

型 

1.觀察加入交易量變數後，其

GARCH效果仍然顯著。 

2.成交量與波動度間具同時期正

相關，並且未預期成交量對波動度

的衝擊較預期成交量大 

3.未預期交易量對波動度的影響

具有不對稱性，且正向未預期交易

量對波動度的影響較負向未預期

交易量大。 

4.交易量與波動度間的關係可能

也會受到市場參與者的種類不同

所影響。 

Park,Swit

zer,and 

Bedrossia

n 

(1999) 

1991 年在 CBOE

上市交易最活

絡的 45 支個股

選擇權日資料 

GARCH(1,1) 與

Engle(1990) 的

不 對 稱

GARCH(1,1)模型 

1.加入交易量變數後，其 GARCH

效果與不對稱效果變得不顯著。 

2.未預期選擇權交易量與股價波

動度為顯著正向關係，且未預期交

易量較預期交易量更具資訊內涵。

林祺傑

(1995) 

1992至1994年

雪 梨 期 交 所

AOI 指數期貨

的日資料 

GARCH(1,1)模型 

當期交易量與同期股價波動度間

存在顯著正向關係，但前期交易量

則對股價波動度並無顯著解釋能

力。 

陳逸謙

(1999) 

S&P 500 、

Nikkei 225 、

FTSE 100、香港

恆 生 及 德 國

DAX 指數期貨

日資料 

GARCH(1,1)模型 
交易量與股價波動度兩者存在顯

著正向關係。 

楊坤豪

(1999) 

1997至1999年

14 檔個股型與

4 檔組合型台

股認購權證日

資料 

Schwert(1990)

所採用的遞歸模

型 

加入認購權證交易量後，對現貨交

易量估計係數的影響並不大。未預

期權證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皆有

正向影響，但預期權證交易量估計

係數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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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思辰

(2002) 

台指期、電子

期、金融期、小

台指四種股價

指數期貨的日

資料 

分別採用遞歸模

型 與 不 對 稱

GARCH模型 

不同模型皆得到未預期期貨成交

量對股價波動度呈現正向顯著的

關係。 

王毓敏

(2003) 

各年度及各類

型的 20 檔台股

認購權證與標

的股票的日資

料 

GJR-GARCH(1,1)

-M模型 

認購權證交易量較現貨交易量對

股價波動度的影響較顯著正向，且

未預期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

響大於預期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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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度影響之相關研究 

由之前所彙整的文獻中可以了解到，先前學者的研究重心皆偏向針對整

體成交量之研究，且得到股價波動度與總交易量間為正向關係的一致性結

論，然而，交易量可進一步分解為交易次數與平均交易規模，因此引發後續

學者探討究竟何者才是造成股價產生波動的主要原因。 

而過去文獻提及股價產生波動的原因，包括基於資訊或是非資訊的因

素。市場可能存在雜訊交易者或是基於流動性需求的交易者，基於一些非資

訊因素而進行交易。而在資訊因素方面，Harris and Raviv（1993）指出交

易者可能單純因為對於相同資訊的解讀不同，而導致交易的產生，而價格也

隨著交易者解讀資訊分歧的程度而產生波動。此外，資訊不對稱也可能會引

發交易的產生，擁有資訊交易者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會利用其所擁有的

私有資訊進行利潤極大化的行為，而依據擁有資訊交易者的交易行為，發現

到資訊不對稱會進一步影響到交易規模，而衍生出以下兩種理論基礎，可以

進一步解釋交易次數、交易規模與股價波動度之間的關係： 

(一)競爭型模型(competitive model) 

此模型假設擁有資訊交易者處於資訊傳播迅速的競爭環境當中，因此當

其取得有用的市場資訊時，為了避免此有利資訊所隱含的利潤被其他交易者

所瓜分，會偏好在最短的時間內採取大規模交易以獲利，因此認為交易規模

與擁有資訊交易者所擁有資訊品質之間為正向關係。Pfleiderer（1984）、

Holthausen and Verrecchia（1990）、Kim and Verrecchia（1991）等學者

皆以此模式為研究方向。 

(二)策略型模型(strategic model) 

此模型假設獨占資訊交易者，由於並非處於競爭的市場中，因此會傾向

藉由多次的小規模交易，來隱藏其交易資訊，此策略行為將會減弱交易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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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獨占資訊交易者所擁有資訊的正向關係。Kyle(1985)、Admati and Pfleider

（1988）、Foster and Vishwanathan（1990）等學者皆以此模式為研究方向。 

此外，Gopinath and Krishnamurti(2001)曾指出交易規模會策略性的受

到交易者的交易動機、資訊形式、風險態度、市場微結構等因素，因此，交

易規模所隱含的資訊可能不如交易次數清楚。Easley and O`Hara(1990)與

Harris and Raviv(1993)也曾指出交易次數對於價格改變具有一定的資訊內

涵。因此，本節將針對過去有關交易次數與股價波動度關係之實證文獻作一

整理。 

 Jones,Kaul and Lipson（1994） 

最早針對總交易量分解為交易次數與平均交易規模，以比較與股價波動

度間的關係。其以1986到1991年NASDAQ-NMS的853支股票日資料作為研究樣

本，研究方法採二階段最小平方法迴歸模型。並且作者將樣本依股票市值之

大小區分為五個樣本群，以比較交易活動變數是否會因為公司規模的不同，

而對股價波動度有不同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交易次數與股價波動度間有顯著之正向關係，而股價波動

度與平均交易規模間卻沒有顯著之正向關係，並且當兩者同時放入模型中作

為解釋變數時，平均交易規模的加入並不會對交易次數的解釋能力造成影

響，且不論在何種公司規模的樣本群中，皆可發現交易次數與股價波動度有

強烈正相關的現象，亦即平均交易規模事實上並沒有額外之資訊內涵，因此

從研究結論可以了解到，在之前許多關於價量關係之實證研究中，所得出股

價波動度與總交易量為正相關之一致性結論，其實本質上是在反應股價波動

度與交易次數間的正向關係，也才會得出當交易次數作為控制變數時，量對

股價波動間的關聯性即消失，因此，造成股價波動度之主因其實是交易次數，

而並非規模(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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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pinath and Krishnamurti (2001) 

由於Jones,Kaul and Lipson（1994）雖然指出造成股價波動度的主要原

因為交易次數，但卻並未在其研究中針對交易次數所隱含的資訊內涵提供明

確的解釋，因此Gopinath and Krishnamurti (2001)延續其理論架構，更進

一步採用1996年4月，NASDAQ市場中958支個股的日內高頻率資料，以最小平

方迴歸模式進行實證探討。 

其研究結果與Jones,Kaul and Lipson（1994）一致，皆發現到交易次數

與股價波動度間為顯著正向關係，然而在模型中額外加入平均交易規模變數

後，平均交易規模並不會對交易次數的解釋能力造成影響，亦即平均交易規

模並不具有額外之資訊內涵。作者更進一步探討交易次數所隱含的資訊內

涵，發現大公司的交易次數同時受到市場公開資訊與公司特定資訊的影響，

且此兩種資訊與大公司的交易次數間為顯著正向關係，然而對中小型公司而

言，公開特定資訊的影響並不顯著，而僅有公司特定資訊才能解釋其交易次

數的發生，因此可以了解到公開市場資訊僅影響到大公司的交易次數而造成

股價波動。 

 孟祥鈞(2001) 

選取1999年後半年之NASDAQ與NYSE市場609支個股的日資料進行實證

分析。首先，作者參考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的方式，同樣得到股

價波動度具有GARCH(1,1)效果，並且在將交易量放入模型後，會削弱股價波

動度的持續性與群聚性，因此得到交易量確實能解釋大部分單日股價波動度

的初步結論。接著採用與Jones,Kaul and Lipson（1994）一樣的兩階段最小

平方迴歸模式，以探討股價未預期波動與交易量變數間的關係，也同樣發現

交易量對波動的影響是由交易次數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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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真（2002） 

以1995年1月到2001年11月台灣證券市場上市公司之日資料，利用

Gopinath and Krishnamurti (2001)之研究模型為基礎，探討交易次數與平

均成交張數或平均成交值對每日股價變動絕對值及股價變動間的關係。其實

證結果指出，國內股市也存在交易對波動度的關係，並且同樣發現不論在何

種公司規模的樣本群下，當成交筆數與平均每筆成交張數(或平均每筆成交值)

同時納入模型時，成交筆數皆較交易規模更具解釋能力，因此交易次數才是

造成台灣股市波動的主要原因。 

 Chiang,Tai and Chou(2003) 

由於台灣 OTC 市場採用電腦化、委託單驅動、集合競價的機制，在制度

上與集中市場或國外市場並不相同，因此作者以台灣OTC市場2000年的日內

資料作為研究對象，探討究竟是交易次數或是交易規模才是造成股價波動的

主要原因。其實證結果指出，在 OTC 市場同樣發現交易次數較具資訊內涵的

結論，並且在將樣本依公司規模區分後，發現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的影響，

會隨著公司規模的增加而減少，表示大公司的股價變動相對上較不受到交易

活動的影響。 

此外，作者更進一步探討市場資訊型態與市場狀況(多頭或空頭)如何影

響交易次數與股價波動間的關係，卻發現公開市場資訊僅對小公司的交易次

數有顯著負面的影響，並且對於所有公司規模的交易次數，皆主要受到公司

特定資訊的影響，且為顯著正向的，利用逐步迴歸觀察，更發現到公司特定

資訊在解釋交易次數時，是較市場公開資訊更具解釋能力的，此結論與

Gopinath and Krishnamurti (2001)並不一致。而在考慮市場條件的影響後，

發現不論市場資訊型態為公開或公司特定資訊，皆可發現對於大公司而言，

當市場為多頭且市場資訊增多時，交易次數也會增加，而當市場空頭且市場

資訊增多時，交易次數隨之減少，而對於小公司而言，交易次數只有在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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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才會受到公開市場資訊的影響，且交易次數隨資訊增多而減少，但不論

市場條件為多頭或空頭，小公司的交易次數皆明顯受到公司特定資訊的影

響，只是方向不同。因此可觀察出在考量市場狀況後，對於大公司而言，交

易次數是同時受到市場公開資訊與公司特定資訊的影響，但對於小公司而

言，交易活動主要是受到公司特定資訊的影響，此考量市場條件後的結論即

與Gopinath and Krishnamurti (2001)相似。由此可了解，市場狀況能夠影

響資訊型態對交易次數與股價波動間的關係，因此作者建議當探討究竟是何

種資訊型態對交易次數有影響時，加入市場條件因素是必要的。 

 劉邦杰(2003) 

以Gopinath and Krishnamurti (2001)之研究架構為基礎，針對1997到

2001年台灣上市公司日資料，探討影響股價波動的主要原因，並進一步探討

價形成過程中股票交易、股價波動與資訊流三者之間複雜關係。 

實證結果顯示，交易筆數對股價波動之解釋方面皆較平均每筆交易規模

變數為佳，因此在台灣股市中，交易筆數係決定股價波動之主要因素。而在

交易活動與資訊流關係方面，發現到對於大公司而言，決定其交易活動之因

素包括市場資訊與公司特定資訊，此兩者對大公司股票交易皆呈現正向顯著

關係，且公司特定資訊之影響力大於市場資訊，而對於中小型公司而言，主

要決定因素亦為公司特定資訊與市場資訊，公司特定資訊對中小型公司之交

易活動呈現正向顯著關係，但市場公開資訊則呈現負向顯著關係，且公司特

定資訊之影響力大於市場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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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度影響之國內外文獻彙整 

作者 研究範圍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Jones,Kaul 

and Lipson

（1994） 

1986 到 1991

年 NASDAQ 的

853 支股票日

資料 

二階段最小

平方法迴歸

模型 

交易量對波動的影響是由交易次數所造

成的，平均交易規模並不具額外之資訊

內涵。 

Gopinath and 

Krishnamurti 

(2001) 

1996 年 4

月 ， NASDAQ

市場中958支

個股的日內

高頻率資料 

最小平方迴

歸模式 

1.交易量對波動的影響是由交易次數所

造成的，平均交易規模並不具額外之資

訊內涵。 

2.大公司的交易次數同時受到市場公開

資訊與公司特定資訊的正向影響，然而

對中小型公司而言，僅有公司特定資訊

才能解釋其交易次數的發生。 

孟祥鈞(2001) 

1999 年後半

年之 NASDAQ

與 NYSE 市場

609 支個股的

日資料 

GARCH(1,1)

與兩階段最

小平方迴歸

模式 

1.交易量能解釋大部分的股價波動。 

2.交易量對波動的影響是由交易次數所

造成的。 

李嘉真（2002） 

1995 年 1 月

到2001年11

月台灣上市

公司之日資

料 

最小平方迴

歸模式 

交易量對波動的影響是由交易次數所造

成的， 因此交易次數才是造成台灣股市

波動的主要原因。 

Chiang,Tai 

and Chou  

(2003) 

台灣OTC市場

2000 年的日

內資料 

最小平方迴

歸模式 

1.在OTC 市場同樣發現交易次數較具有

資訊內涵的結論。 

2.市場狀況也能夠影響資訊型態對交易

次數與股價波動間的關係。在考量市場

狀況後，對於大公司而言，交易次數是

同時受到市場公開資訊與公司特定資訊

的影響，但對於小公司而言，交易活動

主要是受到公司特定資訊的影響。 

劉邦杰(2003) 

1997 到 2001

年台灣上市

公司日資料 

最小平方迴

歸模式 

1.交易筆數對股價波動之解釋方面皆較

平均每筆交易規模變數為佳。 

2.對於任何規模的公司，交易次數皆同

時受到市場公開資訊與公司特定資訊的

影響，且公司特定資訊之影響大於市場

公開資訊，但影響的方向會因公司規模

而有不同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