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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樣本選取與基本統計分析 

本研究乃以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認購權證及其標的股票的日資料進行

實證研究，樣本選取2002年上市之所有個股型認購權證，共計101檔，資料

範圍自2002年1月7日至2003年12月26日4，本研究所採用之相關交易資

料(包括標的股票日報酬率、權證日成交量、權證日成交筆數)，皆取自台灣

經濟新報社資料庫（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其中，標的股票日報酬

率是採調整後之每日收盤價換算而得。 

雖然證交所為避免擴大資金流向電子類股，而對其他產業造成資金排擠

效果，進而限制券商不得連續發行電子類股的認購權證，但由表 4-4-1 仍可

觀察到，券商發行個股型認購權證所選取之標的仍以電子類股佔大多數，且

發行之標的類型存在集群之現象，像是電子類即以聯電、仁寶、明基、台積

電等熱門股為主，而非電子類的標的以統一、台化、正新、太電等居多。在

權證發行量方面大多為20,000張。 

【表4-1-1置於此】 

在權證存續期間方面，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售)權證上

市審查準則第十條之規定，台股認購權證自上市買賣日起算，存續期間需為

半年以上、兩年以下5，但大部分以一年為主，而由於大多數的台股認購權證

其交易活動在存續期間的後期有逐漸稀少的現象，為避免影響研究結論，因

                                                 
4 由於台股交易制度自92年7月1日始取消上下兩檔限制，可能對股價波動度造成影響，因此本研

究針對期間跨越交易制度改變之權證，加入虛擬變數觀察，發現結果並無不同，顯示此交易制度的

改變並不會對本研究之結論造成影響。 
5 依規定認購權證之存續期間原為一年到兩年，而為配合認售權證融券期間六個月的限制以及券商

避險需求，認購(售)權證的存續期間自91年底改為半年至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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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一致將所有權證到期前兩個月的資料予以剔除，以適切說明認購權

證交易活動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因此由表 4-1-2 可以觀察到，樣本資

料在篩檢後大約剩下200筆左右6。 

表 4-1-2 將認購權證標的股票之日報酬資料，進行基本敘述統計分析。

在樣本的研究期間，其標的股票的平均日報酬有58支為正，43支為負。經單

根檢定後，每檔權證之標的股票日報酬率皆符合恆定之條件，且由於大多數

權證之標的股價波動符合白噪音過程7，殘差項不具序列相關現象，因此模型

之均值方程式(mean equation)一致採用AR(0)模式。此外，由於台股認購權

證之存續期間較短，導致所選取樣本期間大多為 200 天左右，可能尚無法完

全捕捉到時間序列資料之型態與特徵，但由ARCH效果檢定卻發現，仍有約半

數之標的個股波動呈現叢聚特性，因此本研究採用具有變異數異質性特性之

波動性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表4-1-2置於此】 

 

 

 

 

 

 

 

 

 

                                                 
6 除0761、0762、0766三檔權證之存續期間為半年左右。 
7 總樣本資料中有75%之樣本，其檢定結果為無法拒絕殘差項符合白噪音過程之假設。 



 44

第二節  實證模型之選取 

本研究採用GARCH(1,1)模型為基礎，並且為了適切的考慮到台股報酬衝

擊對條件波動原應有的關係，因此視個別股票之特性，利用Likelihood Ratio 

Test加以判斷，而分別適用GARCH(1,1)與GJR-GARCH(1,1)模型，實證模型選

取結果列示於表4-2-1。 

【表4-2-1置於此】 

由表 4-2-1 可以觀察到，尚未加入交易活動變數之 GARCH(1,1)與

GJR-GARCH(1,1)模型中，大多數 ARCH 項(前期殘差項)與 GARCH 項(前期條件

變異數)之估計係數為顯著的，並整理於表 4-2-2 中，且絕大部分 ARCH 項與

GARCH 項之係數和小於 18，表示此實證模型大致上符合恆定條件9。以下將利

用此實證模型作為基礎，分別加入各種認購權證交易活動變數，以探討認購

權證交易活動變數對標的股價波動度之影響。 

 

【表 4-2-2】 尚未加入交易活動變數模型之 ARCH(GARCH)項估計係數顯著個

數彙整表 

顯著水準  1β (ARCH項) 1α (GARCH項) 
10% 30  68  

5% 22  66  

1% 13  61  

總樣本數 101 101 

 

 
                                                 
8 除0709、0728、0736、0745、0749、0756、0759外。 
9 此外，亦針對所有樣本之配適模型進行診斷分析，利用Ljung-Box Q統計量對模型之標準化殘差

進行檢定，發現絕大多數皆無法拒絕無序列相關之假設，同時，利用Lagrange multiplier test針

對標準化殘差平方項進行檢定，結果顯示模型配適後之殘差並無殘存之ARCH效果，故可表示此實證

模型配適尚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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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認購權證交易量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影響 

為了探討認購權證交易活動變數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首先，將認購權

證交易量加入模型中以觀察，實證結果整理於表 4-3-1 中，發現加入交易量

於GARCH(1,1)與GJR-GARCH(1,1)模型後，ARCH項(前期殘差項)與GARCH項(前

期條件變異數)之估計係數大多數呈現不顯著，且相較於表4-2-2，可觀察到

顯著個數有明顯減少的情況，表示加入交易量後會造成 GARCH 效果有明顯衰

退的現象，也就是說認購權證交易量可以有效解釋股價波動的特性，此實證

結果與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等學者一致。此外，也可發現到在加

入交易量變數後，所有樣本之ARCH項與GARCH項係數和皆小於1，顯示認購

權證交易量有助於GARCH模型更符合恆定之條件。 

【表4-3-1置於此】 

 

【表 4-3-2】 加入交易活動變數模型之 ARCH(GARCH)項估計係數顯著個數彙

整表 

顯著水準  1β (ARCH項) 1α (GARCH項) 
10% 17  7  

5% 15  7  

1% 8  6  

總樣本數 101 101 

 

 

由表 4-3-1 可觀察到，在所有 101 個樣本中，認購權證交易量之估計係

數在 10%的顯著水準下，有 88 個為正向顯著、1 個為負向顯著，可以了解到

認購權證與股價波動度間絕大多數為正向關係(87.13%)，若利用符號檢定進

行統合性的分析，則可得到t值顯著大於0，表示大體上看來，認購權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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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為顯著正向的。若將交易量較熱絡的前50個樣本進行

分析，更可發現有高達 47 檔(94%)認購權證對股價波動度為正向顯著影響，

亦即認購權證交易量越大，則對應較大的標的股價波動，此實證結果與過去

國內外文獻的結論相一致，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彙整於表4-3-3中。 

此外，依產業別進一步分析，由於電子類股大多為市場熱門股，較易受

到市場分析師與投資人的關切，相關的市場資訊也較多，因此以電子類股為

標的的認購權證，其流動性可能較非電子類為佳，與其有關的市場資訊較能

在權證市場中發酵，因此推論電子類股之認購權證交易量所隱含的資訊內

涵，較非電子類股為多。實證發現，認購權證交易量對標的股價波動度有顯

著正向影響的樣本數，在電子類60檔權證中有54檔(90%)、非電子類41檔

權證中有34檔(82.93%)，可以觀察出以電子類股為標的之認購權證交易量較

非電子類認購權證，對股價波動度更具解釋能力。 

 

 

【表4-3-3】  權證交易量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影響彙整表 

交易量 
權證表現 顯著水準

顯著檔數 t 值 

10% 88  (7.46)* 

5% 83 (6.47)* 正向顯著 

1% 69 (3.68)* 

10% 1  (-9.85) 

5% 0 (-10.05) 負向顯著 
1% 0 (-10.05) 

總樣本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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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認購權證交易次數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影響 

將上一節認購權證交易量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具有正向資訊內涵的結論延

伸，更進一步探討究竟是交易次數，亦或是交易規模較具有資訊內涵，因此

將認購權證交易量分解為交易次數與平均交易規模兩大部分探討。 

由表 4-4-1 可觀察到，在所有 101 個樣本中，認購權證交易次數之估計

係數在10%的顯著水準下，有92個為正向顯著，比例高達91.09%，若利用符

號檢定進行統合性的分析，則可得到t值顯著大於0，表示大體上看來，認購

權證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為顯著正向的。若將交易量較熱絡的前50

個樣本進行分析，更可發現有高達 49 檔(98%)認購權證對股價波動度為正向

顯著影響，與上一節之交易量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比較後可發現，交易次數

本身對股價波動度更具解釋能力，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彙整於表

4-4-2中。 

【表4-4-1置於此】 

 

【表4-4-2】  權證交易次數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影響彙整表 

交易次數 
權證表現 顯著水準

顯著檔數 t 值 

10% 92  (8.26)* 

5% 91 (8.06)* 正向顯著 

1% 80 (5.87)* 

10% 0  (-10.05) 

5% 0 (-10.05) 負向顯著 
1% 0 (-10.05) 

總樣本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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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產業別進一步分析，實證發現，認購權證交易次數對標的股價

波動度有顯著正向影響的樣本數，在電子類 60檔權證中有 56 檔(93.33%)、

非電子類 41 檔權證中有 36 檔(88%)，可觀察到以電子類股為標的之認購權

證，由於市場資訊較多且流動性較佳，因此較非電子類股之認購權證交易次

數，對反應市場資訊的股價波動度更具有高度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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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認購權證平均交易規模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影響 

在上一節了解認購權證交易次數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具有高度正向資訊內

涵後，同時在本節也探討交易規模本身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影響為何，是否

其本身所隱含的資訊內涵程度很低，抑或是對標的股價波動度有負向的影響。 

由表 4-5-1 可觀察到，在所有 101 個樣本中，認購權證平均交易規模之

估計係數在10%的顯著水準下，有13個為正向顯著(12.87%)、14個為負向顯

著(13.86%)，若利用符號檢定進行統合性的分析，則不論正向或是負向顯著

個數皆呈現不顯著的結論，因此大體上看來，認購權證平均交易規模本身對

股價波動度並無顯著影響。若將交易量較熱絡的前50個樣本進行分析，也同

樣發現僅有少數樣本呈現顯著影響的結論，有6個為正向顯著(12%)、8個為

負向顯著(16%)，與上一節之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比較後可發現，大

體上看來，平均交易規模本身對股價波動度並不具解釋能力，平均交易規模

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彙整於表4-5-2中。 

【表4-5-1置於此】 

 

【表4-5-2】 權證平均交易規模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影響彙整表 

平均交易規模 
權證表現 顯著水準

顯著檔數 t 值 

10% 13  (-7.46) 

5% 12 (-7.66) 正向顯著 

1% 9 (-8.26) 

10% 14  (-7.26) 

5% 13 (-7.46) 負向顯著 
1% 12 (-7.66) 

總樣本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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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產業別進一步分析，實證發現，認購權證平均交易規模對標的

股價波動度有顯著正向影響的樣本數，在電子類 60 檔權證中僅有 4 檔

(6.67%)、非電子類 41 檔權證中有 9 檔(21.95%)，而認購權證平均交易規模

對標的股價波動度有顯著負向影響的樣本數，在電子類 60 檔權證中有 7 檔

(11.67%)、非電子類41檔權證中有7檔(17.07%)，因此大體上看來，不論產

業別，認購權證之平均交易規模所隱含的資訊內涵程度，皆遠較交易次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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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認購權證交易次數與平均交易規模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

影響 

依據之前所得到認購權證交易次數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正向資訊內涵，

遠高於平均交易規模，因此本節更進一步將交易次數與平均交易規模兩者同

時放入模型中，以探討是否認購權證交易量所隱含的資訊內涵，其實是源於

交易次數本身所造成的。 

由表 4-6-1 可觀察到，在所有 101 個樣本中，認購權證交易次數之估計

係數在10%的顯著水準下，仍有87個樣本為顯著，且全為正向顯著，比例高

達 86.14%，而認購權證平均交易規模之估計係數在 10%的顯著水準下，雖有

41 個樣本為顯著，但其中 29 個為正向顯著(27.72%)，12 個為負向顯著

(11.88%)，顯著個數的比例皆很低，因此相較於交易次數來說，平均交易規

模幾乎不具顯著性。若利用符號檢定進行統合性的分析，則可得到交易次數

正向顯著個數之統合t值為顯著大於0，但平均交易規模不論正向或負向顯著

個數之統合t值皆不顯著大於0，表示大體上看來，認購權證交易次數對股價

波動度的顯著正向解釋能力，並不受到平均交易規模的影響，與Jones,Kaul 

and Lipson（1994）等學者的發現相似。若將交易量較熱絡的前50個樣本進

行分析，更可發現在加入平均交易規模後，有高達 46 檔(92%)認購權證對股

價波動度仍為正向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結論大致上支持過去文獻所提及的

策略型模型，交易者會策略性的隱藏其所持有的有利資訊，而透過多次小規

模交易以獲取最大利潤。此外，雖然台股認購權證採集合競價制度，可能會

稀釋交易次數所隱含的資訊內涵，但國內權證有單筆買賣上限之規定，券商

會主動幫大規模交易的客戶進行拆單的動作，而可能對交易次數的增加有貢

獻度，因此種種交易制度的限制，可能會影響到交易次數所隱含的資訊內涵

程度，但實證發現，與 Jones,Kaul and Lipson（1994）、Gopina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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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hnamurti(2001)等學者對美國股市所得到的研究結論一致，交易次數對

股價波動的解釋能力並不受到平均交易規模的影響，更可進一步了解到，認

購權證交易量所隱含的資訊內涵，其實是交易次數本身所帶來的，而並非規

模之因素，也就是說，交易次數本身才是造成股價波動度的主要原因，交易

次數與平均交易規模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彙整於表4-6-2中。 

【表4-6-1置於此】 

 

【表4-6-2】 權證交易次數與平均交易規模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影響彙整表 

交易次數 平均交易規模 
權證表現 顯著水準 

顯著檔數 t 值 顯著檔數 t 值 

10% 87  (7.26)* 29  (-4.28) 

5% 84 (6.67)* 27 (-4.68) 正向顯著 

1% 71 (4.08)* 17 (-6.66) 

10% 0  (-10.05) 12  (-7.66) 

5% 0 (-10.05) 10 (-8.06) 負向顯著 
1% 0 (-10.05) 10 (-8.06) 

總樣本數  101  101  

 

此外，依產業別進一步分析，實證發現額外加入權證平均交易規模後，

權證交易次數對標的股價波動度仍有顯著正向影響的樣本數，在電子類60檔

權證中有高達57檔(95%)、非電子類41檔權證中有30檔(73.17%)，而交易

次數顯著但平均交易規模不顯著、或是交易次數較平均交易規模顯著之個數

中，在電子類60檔權證中有高達56檔(93.33%)、非電子類41檔權證中有26

檔(63.41%)，由以上數據可發現到，以電子類股為標的之認購權證交易次數

對反應市場資訊的股價波動度更具高度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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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認購權證預期與未預期交易活動對標的股價波動度的影響 

一、認購權證交易活動變數資料之最適ARIMA(p,d,q)模式 

交易者透過交易行為將資訊傳遞到市場，因此交易活動變數蘊含著資訊

對市場的衝擊，然而，交易活動變數可進一步區分為預期和未預期部分，而

兩部分所隱含的資訊內涵可能不同，過去文獻也指出，相較於預期交易活動

來說，未預期交易活動的發生，代表臨時資訊對市場的衝擊，擴大股價的短

期波動，因而對股價波動度較具有正向的資訊內涵，因此本研究欲藉由

ARIMA(p,d,q)模式，將交易活動變數進一步分解，以模式所求得的交易活動

變數視為預期部分，而模式的殘差項為未預期部分，以探討是否與國內外學

者得到的研究結論一致，皆是未預期較預期交易活動對股價波動度較具有解

釋能力，並且結合之前交易次數較具資訊內涵之結論，進一步觀察是否認購

權證的未預期交易次數為造成股價波動的主要因素。 

首先，將交易活動變數(交易次數與平均交易規模)進行單根檢定，以決

定差分級數，接著，在 p=0~5 與 q=0~10 的 66 種組合中，利用 Ljung-Box Q

統計量，去除模式殘差項不符合白噪音過程之ARIMA(p,d,q)模式，並且為避

免模式參數過度配適的問題，因此利用 AIC 與 SBC 準則在剩下殘差項符合白

噪音過程之 ARIMA(p,d,q)模式中，篩選出最具解釋能力與精簡性的

ARIMA(p,d,q)模式，整理於表 4-7-1 中。由表中可以觀察出，由於權證發行

期間與條件的不同，導致即使為相同標的的認購權證，在時間序列上仍有截

然不同的走勢。 

【表4-7-1置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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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購權證預期與未預期交易活動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影響之探討 

依據之前所得到認購權證交易次數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具有高度顯著正向

解釋能力，因此，將利用ARIMA(p,d,q)模式分解之預期與未預期交易活動變

數加入實證模型中，以進一步了解是否與國內外學者得到的研究結論一致，

皆是未預期較預期交易活動對股價波動度較具有解釋能力，並且未預期認購

權證交易次數為造成股價波動的主要因素。 

由表 4-7-2 可觀察到，在所有 101 個樣本中，認購權證未預期交易次數

之估計係數在10%的顯著水準下，有高達90個樣本為顯著，且全為正向顯著，

比例高達 89.11%，而權證預期交易次數方面，也有 61 個樣本為正向顯著

(60.40%)、7個樣本為負向顯著(6.93%)，並且有高達74檔權證之未預期交易

次數較預期交易次數更具解釋能力(73.27%)；而權證未預期平均交易規模之

估計係數在10%的顯著水準下，僅有13個樣本為正向顯著(12.87%)、19個樣

本為負向顯著(18.81%)，而在權證預期平均交易規模方面，僅有17個樣本為

正向顯著(16.83%)、34個樣本為負向顯著(33.66%)。 

【表4-7-2置於此】 

 

若利用符號檢定進行統合性的分析，則可得到權證預期與未預期交易次

數的正向顯著個數之統合t值皆為顯著大於0，但權證預期與未預期平均交易

規模不論正向或負向顯著個數之統合t值皆不顯著大於0，認購權證預期與未

預期交易活動對股價波動度的影響彙整於表4-7-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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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3】 權證預期與未預期交易活動對標的股價波動度影響彙整表 

權證表現 
顯著 

水準 

預期 

交易次數 

未預期 

交易次數 

預期 

平均交易規模 

未預期 

平均交易規模

61 90 17 13 
10% 

(2.09)* (7.86)* (-6.67) (-7.46) 

57 89 16 11 
5% 

(1.29) (7.66)* (-6.87) (-7.86) 

52 80 15 8 

正向顯著 

1% 
(0.30) (5.87)* (-7.06) (-8.46) 

7 0 34 19 
10% 

(-8.66) (-10.05) (-3.28) (-6.27) 

7 0 33 18 
5% 

(-8.66) (-10.05) (-3.48) (-6.47) 

5 0 29 14 

負向顯著 

1% 
(-9.05) (-10.05) (-4.27) (-7.26) 

總樣本數  101 101 101 101 

 

表示大體上看來，也可發現到認購權證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度的顯著正

向解釋能力，並不受到平均交易規模的影響，此外，雖然權證預期交易次數

對股價波動度也存在正向關係，但明顯呈現未預期交易次數較預期交易次數

對股價波動度更具解釋能力的結果，與過去國內外文獻得到未預期交易活動

變數較具解釋能力的結論相仿，這可能是因為國內市場也同樣較易受到臨時

資訊的衝擊，且臨時資訊較易透過交易次數反應在市場中，而擴大了市場的

短期波動，在國內散戶居多的淺碟型市場結構之下，交易者較容易對市場資

訊產生意見分歧的情況，尤其是對臨時的市場新資訊，也因此對未預期交易

次數較有貢獻，加上台股認購權證有單筆買賣上限之規定，券商會主動幫大

規模交易的客戶進行拆單的動作，而更可能提高交易次數的資訊內涵，因此

導致認購權證未預期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度具有高度正向的解釋能力。 

總括而言，認購權證交易次數較平均交易規模對股價波動度更具資訊內

涵，而權證未預期交易次數與預期交易次數皆為正向顯著影響，並且權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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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交易次數所蘊含之資訊內涵較預期交易次數為多，顯示股價波動度較易

受到臨時資訊的影響，並且透過交易次數傳遞到市場中。 

此外，依產業別進一步分析，實證發現，認購權證未預期交易次數對標

的股價波動度為顯著正向影響的樣本數，在電子類 60 檔權證中有高達 55 檔

(91.67%)、非電子類 41 檔權證中有 35 檔(85.37%)；而認購權證未預期交易

次數對標的股價波動度，較預期交易次數更具顯著正向影響的樣本數，在電

子類60檔權證中有45檔(75%)、非電子類41檔權證中有29檔(70.73%)，可

觀察出權證未預期交易次數較預期交易次數對股價波動度更具資訊內涵的現

象，電子類權證與非電子類權證在比例上並無明顯差異，但仍可觀察出電子

類權證的比例較高一些，此結果的產生可能是因為在國內散戶居多的淺碟型

市場結構之下，交易者較容易對市場資訊產生意見分歧的情況，尤其散戶對

於較熱門之電子類股的臨時資訊更易有過度反應的可能，因而對電子類權證

的交易次數帶來貢獻，導致以電子類股為標的之認購權證未預期交易次數對

反應市場資訊的股價波動度較具有高度的解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