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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文獻探討方面，在此將分成反應不足與動能策略、過度反應與反向策略以及

影響報酬因子三部份說明。 

第一節 反應不足與動能策略 

反應不足理論是指當市場有新的訊息時，證券的價格無法即時且完全的反應，

因此會出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情況，也就是股價上漲者乃是延續前期的上漲的

強勢，股價下跌者乃是延續前期的弱勢。因此在反應不足理論成立下，買進前期股

價強勢的股票，同時賣出前期股價弱勢的股票所形成的零成本投資組合（zero-cost 

portfolio），將可獲得正的異常報酬。所謂「動能投資策略」─買贏家、賣輸家，即

是針對反應不足理論所形成的投資策略。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以1965年到1989年紐約券交易所上市之股票月資

料為研究樣本，以形成期和持有期分別為3、6、9、12個月的中期期間內，形成16

種不同的投資期間，結果證明在形成期為3至12個月的中期期間內，買入過去贏家組

合股票並賣出過去輸家組合股票可以獲得顯著的報酬，而且此報酬並非因為系統風

險或股價對一般因素的延遲反應，而是由於股價對公司特有資訊（firm-specific 

information）延遲反應所造成。並且還發現，在小規模或在大Beta之樣本下，動能

策略報酬會較高。 

Chan，Jegadeesh and Lakonishok（1996）以1977年到1993年紐約證交易所、美

國證券交易所與那斯達克上市之股票為樣本，目的在檢驗是否因為市場對資訊的反

應不足，特別是過去盈餘的消息，而可由過去的報酬得到未來報酬的可預測性。研

究者發現：前六個月之股票報酬率可以預測未來之報酬趨勢，且可持續12個月以上，

顯示市場並非完全效率市場，而是逐步反映市場上的新訊息，所以投資人可由目前

市場中的公開資訊賺取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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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wenhorst（1998）研究1980至1995年間歐洲共12個國家股市之投資組合，發

現在考慮風險與規模因素下持有一年之報酬存在連續性，即過去一年中之強勢股在

未來一年中每月報酬率之表現優於弱勢股約1%，故Jegadeesh and Titman（1993）之

發現不是一個個別事件，且歐洲12國家股市之投資組合報酬率與美國股市之報酬率

存在相關性。 

Daniel, Hirshleifer and Subrahmanyam（1998）則由投資人的行為模式切入，認

為一般投資人會有過度自信（overconfidence）的現象，即投資人會高估自身對資產

價值評估的準確性，以及自我歸因（self-attribution）的現象，也就是會將成功的投

資歸屬於自身的判斷，忽略了其他相關因素。過度自信與自我歸屬的行為皆易導致

股票報酬與過去表現具有中期正向相關、長期反向相關的現象。 

Barberis, Shleifer, and Vishny（1998）結合反向及動能投資策略，提出投資人會

對公司新訊息抱持懷疑的態度，所以會對於未預期的新訊息初期有反應不足的情

形，但當投資人長期間聽到或收到好消息時，便容易對公司未來前景抱持較樂觀的

態度，導致公司的股價有被高估的情形，但股價不可能會持續被高估，所以當股價

回復到其真實價值時，股票價格就會有反轉的現象。 

Conrad and Kaul（1998）發現就短期（一個月以內）及長期（三至五年）而言，

反向策略會獲得顯著之報酬，中期而言（三至十二個月）動能策略會獲得顯著之報

酬，且報酬率期望值之橫斷面變異為造成動能策略與反向策略報酬主因，故縱使股

價走勢為隨機漫步，亦會產生動能策略成功之現象。 

Hong, Lim and Stein（1999）以1976年到1996年紐約證券交易所、美國證券交易

所和那斯達克上市股票月資料為研究對象，除了證明存在反應不足的假說之外，尚

且發現動能效果的存在，是由於公司特有資訊的逐漸發佈傳遞，特別是壞消息（bad 

news）傳遞速度較為緩慢所造成。同時也發現小型股因為分析師報導較少，其動能

效果較大型股強，研究者解釋小型公司有較慢的訊息散播，並且因此有較強的反應

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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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kowitz and Grinblatt（1999）以1963年到1995年間CRSP的資料庫，1963年到

1973年只包含了紐約證券交易所、美國證券交易上市的公司為樣本，1973年以後則

再加上那斯達克上市的公司為樣本。以Fama and Macbeth（1973）的迴歸方法，以

前期的報酬對當期報酬作迴歸分析，透過迴歸係數求出預期報酬，以預期報酬高低

形成投資組合，檢視投資組合動能投資策略的報酬，結果發現：小規模的公司動能

投資策略報酬比大規模的公司較高；控制公司規模下，低帳面市值動能投資的投資

策略報酬比高帳面市值比的大；高股票週轉率動能投資的投資策略報酬比低股票週

轉率的大。 

Daniel and Titman（1999）以1963到1997年在美國上市之股票為研究對象，認為

投資人進行投資活動時，容易產生行為偏誤，例如過度自信（overconfidence）進而

產生動能現象；研究結果發現成長型股票有較大的動能效果，作者認為此乃因低帳

面價值股（成長股）的市場資訊較模糊，投資人容易過度自信而有的現象。 

Chan, Hameed, and Tong（2000）發現23個國家市場指數報酬率（1週、2週、4

週、12週及26週）存在動能策略之現象，且主要原因為市場指數時間序列之可預測

性，且成交量愈大者其動能策略之報酬愈大，顯示成交量訊息內容之重要。 

Grundy and Martin（2001）發現在調整三因子模型之風險後，美國股市仍然存

在六個月之動能策略，且認為產業別因素及期望值之橫斷面變易皆非此動能策略報

酬之主因。 

Deaves and Miu（2005）以1982年到2004年間加拿大在TSX上市的股票為樣本，

發現其具有中期動能、長期反轉的報酬現象。又再以前期中期動能與前期長期反向

表現為形成條件，綜合前期兩期之表現組成兩面向之動能策略，而其策略報酬結果

顯著較單純動能策略為佳。 

而較近期的研究中，Grinblatt and Han（2005）提出動能現象與展望理論（prospect 

theory）、心智會計（mental accounting）與錯置效果（disposition effect）的概念具

有一致性；所謂錯置效果，即投資人傾向對贏家股提早獲利了解，對輸家股則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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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持有，顯示了投資人對好壞消息的延遲反應，可能導致動能現象；而所謂展望

理論，則表示因為受參考點（reference point）的影響，投資人的需求曲線（demand 

curve）反應了近期的績效表現。 

國內相關文獻部份，謝政能（1990）以1980年至1989年期間台灣證券交易所上

市股票為樣本，探討台灣股市是否存在投資人過度反應的行為。乃選取52家樣本股

票，分別對日資料及月資料加以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短期而言，台灣股市並沒有

過度反應的現象，且長期而言，有反應不足的現象，也就是股價具有持續的動能，

且中、大型股具有較大的動能現象。 

謝朝顯（1994）以1975到1993年間238家台灣證券市場上市公開發行之普通股為

研究對象，以月資料採動能投資投資組合策略對台灣股市進行實證研究。研究者發

現：台灣股市動能效果之方向與幅度呈現極為顯著的季節效應，動能投資組合在4

月到8月的累積報酬可達約11％；而在9月到3月則累積損失約12％。可見台灣股市並

非是個具有效率的市場，而且波動幅度很大。台灣股市漲跌停制度之實施與動能效

果之實證現象有極其顯著之關聯性，放寬漲跌停幅度會降低動能投資策略之績效表

現。 

游奕琪（2000）以1993年到1999年之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股價及財務相關

資訊進行實證分析，以探討股票過去報酬率對未來的股票報酬率的影響結果，研究

者參考Jegadeesh and Titman（1993）與Moskowitz and Grinblatt（1999）之投資組合

法探討價格持性性的來源，並以Fama and MacBeth（1973）之橫斷面迴歸分析法分

辨產業動能策略、個股動能策略與企業相關屬性變數對股票報酬的解釋，實證結果

發現，台灣股市存在動能持續性，且產業動能投資策略比個股動能投資策略產生更

高的報酬。 

洪胤傑（2000）以1995年至1999年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股票為樣本，參考

Moskowitze & Grinblatt（1999）所提出的產業動能投資策略，配合著國內投資人喜

愛短線操作的習性，以傳統動能投資策略為基礎，分別設計出短期各種投資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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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這些投資策略的可行性，研究者發現，台灣股票市場在短期，產業動能投資策

略優於個股動能投資策略，顯示在短期產業動能效果存在；但在極短期，產業動能

投資策略並無法獲利，而個股動能投資策略則能獲得明顯報酬。 

黃偉信（2001）以1996年至2001年間台灣上市公司股票為研究對象，研究台股

前期報酬以及經由前期報酬所形成的預期報酬，對於動能效果之影響以及公司特徵

變數間是否有動能效果之差。發現台股存在動能效果，而前期報酬一致性對於報酬

的解釋力不強，但是加入前期報酬一致性之變數，發現台灣股市與電子股仍存在反

應不足的效應，致使動能投資策略可以獲利，另外也發現電子股動能效果大多高於

非電子股。而透過預期報酬模式的預期報酬高低所形成的動能投資策略之報酬大多

為正值，動能效果具有可預測性，而非電子股的報酬預測模式所形成之動能效果比

電子股強。 

呂嘉倩（2004）參考Lee and Swaminathan（2000）之研究方法，主要探討不同

形成期搭配不同持有期下，若台股採行動能策略是否能獲得超額報酬。實證結果發

現，簡單動能效果並不理想，再將週轉率納入建構投資組合的基礎後，在三種週轉

率投資組合中，以高週轉率投資組合其股價動能效果最為理想。最後，又發現高週

轉率動能投資組合之年報酬率於研究期間後半段有較高的現象。 

表 2-1 反應不足與動能現象之相關文獻摘要 

作者 研究結果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 

動能投資策略可以獲得顯著的報酬，平

均一年超額報酬率高達12.01%。但此報

酬並非因為系統風險或股價對一般因素

的延遲反應，而是由於股價對公司特有

資訊延遲反應所造成。並且還發現，在

小規模或在大Beta之樣本下，動能策略

報酬會較高。 

Chan，Jegadeesh and Lakonishok（1996）

前六個月之股票報酬率可以預測未來之

報酬趨勢，且可持續12個月以上，顯示

市場並非完全效率市場，而是逐步反映

市場上的新訊息，所以投資人可由目前

市場中的公開資訊賺取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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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wenhorst（1998） 

研究歐洲共12個國家股市之投資組合，

在考慮風險與規模因素下持有一年之報

酬存在連續性，即過去一年中之強勢股

在未來一年中每月報酬率之表現優於弱

勢股約1%，且歐洲12國家股市之投資組

合報酬率與美國股市之報酬率存在相關

性。 

Daniel, Hirshleifer and Subrahmanyam 
（1998） 

投資者對於公司個別消息存在持續且非

理性的延遲反應，包括過度自信

（ overconfidence ） 及 自 我 歸 因

（self-attribution）現象。過度自信與自

我歸屬的行為皆易導致股票報酬與過去

表現具有中期正向相關、長期反向相關

的現象。 

Barberis, Shleifer and Vishny（1998） 

結合反向及動能投資策略，提出投資人

會對公司新訊息抱持懷疑的態度，所以

會對於未預期的新訊息初期有反應不足

的情形，但當投資人長期間聽到或收到

好消息時，便容易對公司未來前景抱持

較樂觀的態度，導致公司的股價有被高

估的情形，但股價不可能會持續被高

估，所以當股價回復到其真實價值時，

股價就會產生反轉的現象。 

Conrad and Kaul（1998） 

發現就短期及長期，反向策略會獲得顯

著之報酬，中期而言動能策略會獲得顯

著之報酬，且報酬率期望值之橫斷面變

異為造成動能策略與反向策略報酬主

因，故縱使股價走勢為隨機漫步，亦會

產生動能策略成功之現象。 

Hong, Lim and Stein（1999） 

證明存在反應不足的假說之外，尚且發

現動能效果的存在，是由於公司特有資

訊的逐漸發佈傳遞，特別是壞消息傳遞

速度較為緩慢所造成。 

Moskowitz and Grinblatt（1999） 

發現小規模的公司動能投資策略報酬比

大規模的公司較高，且在控制公司規模

變數下，低帳面市值動能投資策略報酬

比高帳面市值比的大，高股票週轉率動

能投資策略報酬比低股票週轉率的大。

Chan, Hameed, and Tong（2000） 發現23個國家市場指數報酬率存在動能

策略之現象，且主要原因為市場指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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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序列之可預測性，且成交量愈大者其

動能策略之報酬愈大，顯示成交量訊息

內容之重要。 

Grundy and Martin（2001） 

在調整三因子模型之風險後，美國股市

仍然存在六個月之動能策略，且產業別

因素及期望值之橫斷面變易皆非此動能

策略報酬之主因。 

Grinblatt and Han（2005） 

提出動能現象與行為理論中的展望理論

（prospect theory）、心智會計（mental 
accounting）與錯置效果（ disposition 
effect）的概念具有一致性。 

Deaves and Miu（2005） 

以加拿大在TSX上市的股票為樣本，發

現其具有中期動能、長期反轉的報酬現

象。又再以前期中期動能與前期長期反

向表現為形成條件，綜合前期兩期之表

現組成兩面向動能策略，而其策略報酬

結果顯著較單純動能策略為佳。 

謝政能（1990） 

短期而言，台灣股市並沒有過度反應的

現象，且長期而言，有反應不足的現象，

也就是股價具有持續的動能，且中、大

型股具有較大的動能現象。 

謝朝顯（1994） 

台灣股市動能效果之方向與幅度呈現極

為顯著的季節效應，且漲跌停制度之實

施與動能效果之實證現象有極其顯著之

關聯性，放寬漲跌停幅度會降低動能策

略之績效表現。 

游奕琪（2000） 
台灣股市存在動能持續性，且產業動能

投資策略比個股動能投資策略產生更高

的報酬。 

洪胤傑（2000） 

台灣股市在短期，產業動能投資策略優

於個股動能投資策略，顯示在短期產業

動能效果存在，但在極短期，產業動能

投資策略並無法獲利，而個股動能投資

策略則能獲得明顯報酬。 

黃偉信（2000） 

台股存在動能效果，而前期報酬一致性

對於報酬的解釋力不強，但是加入前期

報酬一致性之變數，發現台股與電子股

仍存在反應不足的效應，致使動能投資

策略可以獲利，另外也發現電子股動能

效果大多高於非電子股。而透過預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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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模式的預期報酬高低所形成的動能投

資策略之報酬大多為正值，動能效果具

有可預測性。 

呂嘉倩（2004） 

簡單動能效果並不理想，將週轉率納入

建構投資組合的基礎後，在三種週轉率

投資組合中，以高週轉率投資組合其股

價動能效果最為理想。最後，我們發現

高週轉率動能投資組合之年報酬率於研

究期間後半段有較高的現象。 

 

第二節 過度反應與反向策略 

所謂過度反應，是指某些事件所引發股票價格劇烈的變動，超過理論的預期價

值，隨後又會產生股價的反方向修正的現象。由於投資人過度重視短期消息的傾向，

常導致股票價格不合理，以致在一段時間之後，會產生價格修正，超漲的股票會回

跌，超跌的股票會反彈。因此如果過度反應成立，則買進前期超跌股票，同時賣出

前期超漲股票之反向投資策略，應可獲得正的異常報酬。 

早期研究由De Bondt and Thaler（1985, 1987）發現以過去三年為基礎所建構之

輸家投資組合報酬率在三年後大於贏家投資組合的報酬率約25%，在排除季節、公

司規模、及風險因素後，認為此實證結果與投資人過度反應之投資行為有關，且弱

勢的市場無效率是存在的，故實驗心理學所認為人們對於非預期事件過度反應之現

象亦存在於證券市場中。從此，遂引發許多學者投入股市是否存在過度反應現象之

研究，並導致現今行為財務學之發展。 

Fama and French（1988）以1982年到1985年間紐約證券交易所的股票為樣本，

以月資料，研究股價變動間的序列相關，研究結果發現：短期而言，在日或週的持

有期間下，股價報酬間呈負相關，而且不顯著，但若持有期間為一年以上，即長期

而言，股票間的報酬卻成顯著的負相關，這顯示股市存在過度反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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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and MacKinlay（1988）以1962年到1985年紐約證券交易所與美國證交所為

樣本，以週股票報酬的資料進行研究，討論股價變動間的序列相關，研究者發現：

平均加權指數報酬之一階自我相關為正相關，表示沒有過度反應現象，但個別股票

之一階自我相關則為負相關，表示存在著過度反應的現象，其中以小規模的企業特

別顯著。 

Jegadeesh（1990）也指出，依據股票過去的短期表現（一個月），發現其未來

績效會有反轉現象發生。 

Conard，Kaul and Nimalendran（1991）以1983年到1987年間紐約證券所和美國

證交所上市股票為樣本，以週報酬資料，進行實證分析，研究股價變動間的序列相

關問題，研究者發現：股票報酬為負的自我相關，亦即市場有過度反應的現象，並

推測此現像是由買賣價差所造成。 

Chorpa，Lakonishok，Ritter（1992）以1926年到1986年間紐約證券交易所的股

票為樣本，發現在考慮β以及規模效果之後，仍無法解釋過度反應的現象；此外，小

規模的公司產生之過度反應現象，明顯大於大規模公司。 

Lakonishok，Shleifer and Vishny（1994）以1963年到1990年間紐約證券交易所

上市股票月報酬資料作實證研究，以本益比、帳面市值比與營收市價比等財務績效

指標做樣本的分類，形成各種投資組合。研究者發現：長期下，在上述的三種指標

的分類下，價值股將比熱門股獲得較高的平均報酬，並認為原因是投資人不正確的

將過去的訊息作延伸才造成價值股在未來有較高的平均報酬，以致紐約證交所股票

有過度反應的現象，使得反向投資策略可以獲利。 

Chou, Chung and Wei （1999）認為在給定報酬率的時間序列結構下，同一資產

可因形成期長短不同而被歸類為贏家或輸家，據此所建構之反向策略的績效也會隨

著持有其長短而有所改變。他們發現東京股市在不同形成其搭配不同持有期下反向

策略皆有顯著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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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gadeesh and Titman（2001）延續Jegadeesh and Titman（1993）之研究，在較

長之實證資料下，依然發現中期報酬率之連續性，且透過後續之累積報酬率狀況證

實動能策略報酬之原因為近年來行為財務理論所提出之過度反應現象所致。 

就國內研究而言，詹家昌（1991）參考De Bondt and Thaler（1985）之方法，以

1981到1990年間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的股票為樣本，以個股月報酬研究台灣股市是

否存在過度反應現象，也針對風險變動及公司規模等因素進行探討作者發現台灣股

市具有過度反應的現象，但並不顯著。 

林美珍（1992）以1981年到1991年間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股票之月報酬，參考

De Bondt and Thaler（1985）之研究架構，研究台灣股市是否存在過度反應，研究者

發現：短期而言並無過度反應之現象，但長期而言，則有過度反應現象，且輸家組

合的過度反應大於贏家組合，此種不對稱性顯示出投資人對於壞消息容易過度悲

觀，而大量拋售持股，使市場賣押大量湧現；反之，對於好消息則存觀望的心理，

以致於輸家組合的過度反應幅度大於贏家組合。 

絲文銘（1994）以1981到1991年間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股票為樣本，買入持有

形成贏家與輸家組合，以RATS模型估計投資組合之風險，並以CAPM之方法計算投

資組合的超額報酬。研究者發現：贏家組合與輸家組合從形成期進入持有期後存在

風險變化的現象，且此差異對以往所發現過度反應現象具有解釋能力。並且在調整

風險差異因素之後，過度反應現象仍然存在。 

程淑美（1999）參考De Bondt and Thaler（1985）對過度反應現象之檢定流程，，

探討台灣股市是否存在過度反應現象，及市場風險溢酬、元月效應、價格效應與漲

跌幅限制因素是否可解釋此現象。研究者發現：台灣股市在長期下，存在顯著的過

度反應現象，而即使是二年以內，亦存在過度反應現象（但不顯著）；股價變數對

投資組合之解釋能力比公司規模變數大,而股價效應檢定結果顯著，可作為台灣股市

過度反應現象發生之解釋因素；價格、漲跌幅限制因素及市場風險溢酬等三因素模

式為適合解釋輸家組合過度反應現象之定價模式，但較不適用於解釋贏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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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盈攸（2000）以1990到1999年的股價、個股所屬產業及相關的財務資料進行

實證。研究者發現在形成期和檢定期越短時，則執行動能投資的投資策略可以獲得

較多的異常報酬。但若把時間拉長時，則隨著股價出現的反轉現象，使得執行反向

投資策略較有利。 

林銘燦（2001）以1988到2000年間台灣上市公司為樣本，觀察在台灣股市可能

影響動能策略之因素如各股每月市值、平均每股盈餘、帳面市值比、淨值報酬率及

週轉率等，用以觀察台灣地區股票上市公司各種動能策略和股票報酬之間的關係。

研究者發現：用過去的週轉率也能作為價格動能的大小和持續期間的長久的指標。

尤其是價格動能大小在下個五年間通常都會減少或反轉，而且在高（低）週轉率贏

家（輸家）通常會有更快的減少或反轉。 

另外，關於理性學派的解釋並非不存在，Chordia and Shivakumar（2002）提出

動能現象與營運週期（business cycle）及市場狀態（market state）有關的說法，其

認為總體經濟因素能解釋大部分的動能現象。Cooper, Gutierrez and Hameed（2004）

則反駁Chordia and Shivakumar（2002）的說法，認為其結果沒有控制市場微結構變

化所導致之誤差；Griffin, Ji and Martin（2003）也認為總體經濟因素的解釋能力在

國際間並不穩健；Cooper, Gutierrez and Hameed（2004）亦提出動能現象僅在市場走

勢佳時存在的論點，其宣稱此項發現與Daniel, Hirshleifer and Subrahmanyam（1998）

的行為模型論點一致，因投資人的過度自信與市場狀態存在正相關的關係。 

其它關於理性學派對動能現象的研究還包括了Wang（2005），其認為與時俱變

的CAPM模型與未知的beta（beta uncertainty）就能大部分解釋動能現象，此項論點

與Cooper, Gutierrez and Hameed（2004）的發現具有一致性，當市場表現好時，投資

人會應用貝氏學習（Bayesian learning），當有正向衝擊時向上修正其投資組合beta，

負向衝擊時向下修正，故所謂的動能現象其報酬是來自此無法解釋的風險。 

除了上述之外，尚値得探討的議題包括如何加入其他變項以改善動能策略績

效。Lee and Swaminathan（2000）提出，當期間延長時，動能現象會產生反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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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若依照股票過去極長期的表現作依據，過去表現並不會是一個有效預測未來

表現的指標；此外，其也指出交易量可作為動能策略的輔助條件變數，高交易量的

贏家股或低交易量的輸家股，其動能現象會有加速消失反轉的情形，此情況與所謂

的動能生命週期（momentum life cycle）具有一致性，低交易量的輸家股在經過一段

時間後通常會產生反轉，變成高交易量且表現好的贏家股，此情形將持續至績效表

現高點後逐漸轉差但仍維持高交易量的狀態，最後再變成低交易量的輸家股，依此

持續循環形成動能生命週期。Grinblatt and Moskowitz（2004）發現短期與長期過去

表現與未來績效具反向關係，而中期過去表現與未來績效具正向關係；再者，其更

發現若依據過去表現的一致性為條件變數，動能策略績效表現將優於僅使用單一過

去期間的動能策略。 

表 2-2 過度反應與反向現象之相關文獻摘要 

作者 研究結果 

De Bondt and Thaler（1985, 1987） 
證實過度反應現象，發生於持有期間第

2-3年，同時發現輸家組合的過度反應效

果大於贏家組合。 

Fama and French（1988） 

短期而言，日或週的持有期間下，股價

報酬間成負相關，但不顯著；長期而言，

股票間的報酬卻成顯著的負相關，顯示

股市存在過度反應現象。 

Lo and MacKinaly（1988） 

平均加權指數報酬之一階自我相關為正

相關，沒有過度反應現象；但個別股票

之一階自我相關則為負相關，存在著過

度反應的現象，其中以小規模的企業特

別顯著。 

Jegadeesh（1990） 依據股票過去的短期表現，發現其未來

績效會有反轉現象發生。 

Conard，Kaul and Nimalendran（1991） 股票報酬為負的自我相關，亦即市場有

過度反應的現象。 

Chorpa，Lakonishok，Ritter（1992） 

考慮β風險以及規模效果之後，仍無法解

釋過度反應的現象。並發現小規模的公

司產生之過度反應現象，明顯大於大規

模公司。 

Lakonishok，Shleifer and Vishny（1994） 長期下，價值股將比熱門股獲得較高的

平均報酬，並認為原因是投資人不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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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將過去的訊息作延伸才造成價值股在

未來有較高的平均報酬，使得反向投資

策略可以獲利。 

Chou Chung and Wei（1999） 

在給定報酬率的時間序列結構下，同一

資產可因形成期長短不同而被歸類為贏

家或輸家，據此所建構之反向策略的績

效也會隨著持有其長短而有所改變。發

現東京股市在不同形成其搭配不同持有

期下反向策略皆有顯著之報酬。 

Jegadeesh and Titman（2001） 

延續Jegadeesh and Titman （1993）之研

究，在較長之實證資料下，依然發現中

期報酬率之連續性，且透過後續之累積

報酬率狀況證實動能策略報酬之原因為

近年來行為財務理論所提出之延遲過度

反應（delayed overreaction）現象所致，

而非來自報酬率期望值之橫斷面變異。

詹家昌（1991） 股市存在過度反應現象，但不顯著。 

林美珍（1992） 

短期並無過度反應之現象；長期而言，

則有過度反應現象。輸家組合的過度反

應大於贏家組合，此種不對稱性乃是來

自投資人對於好壞消息的反應不一。 

絲文銘（1994） 

贏家組合與輸家組合從形成期進入持有

期後存在風險變化的現象，且此差異對

以往所發現過度反應現象具有解釋能

力。但調整風險差異因素之後，過度反

應現象仍然存在。 

程淑美（1999） 

長期下，存在顯著的過度反應現象。股

價對投資組合之解釋能力比公司規模變

數大。價格、漲跌幅限制因素及市場風

險溢酬等三因素模式為適合解釋輸家組

合過度反應現象之定價模式，但較不適

用於解釋贏家組合。 

劉盈攸（2000） 

形成期和持有期越短時，則執行動能投

資的投資策略可以獲得較多的異常報

酬。但若把時間拉長時，則隨著股價出

現的反轉現象，使得執行反向投資策略

較有利。 

林銘燦（2001） 
價格動能大小在下個五年間通常都會減

少或反轉，而且在高（低）週轉率贏家

（輸家）通常會有更快的減少或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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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其它解釋因素相關文獻 

作者 研究結果 

Chordia and Shivakumar（2002） 

提出動能現象與營運週期（business 
cycle）及市場狀態（market state）有關

的說法，其認為總體經濟因素能解釋大

部分的動能現象。 

Cooper, Gutierrez and Hameed（2004） 

反駁Chordia and Shivakumar （2002）的

說法，認為其結果沒有控制市場微結構

變化所導致之誤差。並提出動能現象僅

在市場走勢佳時存在的論點，因投資人

的過度自信與市場狀態存在正相關的關

係。 

Griffin, Ji and Martin（2003） 總體經濟因素的解釋能力在國際間並不

穩健。 

Wang（2005） 

認為與時俱變的CAPM模型與未知的

beta（beta uncertainty）就能大部分解釋

動能現象。當市場表現好時，投資人會

應用貝氏學習（Bayesian learning），當

有正向衝擊時向上修正其投資組合

beta，負向衝擊時向下修正，故所謂的動

能現象其報酬是來自此無法解釋的風險

Lee and Swaminathan（2000） 

當期間延長時，動能現象會產生反轉；

指出交易量可作為動能策略的輔助條件

變數，低交易量的輸家股在經過一段時

間後通常會產生反轉，變成高交易量且

表現好的贏家股，此情形將持續至績效

表現高點後逐漸轉差但仍維持高交易量

的狀態，最後再變成低交易量的輸家

股，依此持續循環形成動能生命週期。

Grinblatt and Moskowitz（2004） 

發現短期與長期過去表現與未來績效具

反向關係，而中期過去表現與未來績效

具正向關係，再者，其更發現若依據過

去表現的一致性為條件變數，動能策略

績效表現將優於僅使用單一過去期間的

動能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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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股票報酬率之因素 

投資人從事動能投資策略，無非希望透過該策略來獲取超額報酬，所以瞭解股

票超額報酬的來源與影響股票報酬的風險因素，對投資人而言為一項相當重要的研

究課題。由前兩節有關動能及反向策略的文獻中可得知，研究者除了探討市場是否

具有動能或反向現象之外，亦關心於此超額報酬之來源，故本研究也將針對具顯著

報酬之組合進行最基礎的三因子風險調整，並進ㄧ步納入規模以及帳面市值比等變

數為條件，相關文獻如下： 

一、 市場風險 

Sharpe（1964）, Lintner（1965）, and Black（1972）所提出的資本資產定價模

型在均衡假設下，預測證券的期望報酬與市場的系統風險（β值）存在線性關係，β

值為解釋橫斷面期望報酬的唯一因子。因此無法藉由承擔其他的風險獲得補償，唯

有承擔系統風險，才能獲得超額報酬。Grundy and Malkiel（1996）發現系統風險對

股票預期報酬具有解釋能力。Heston, Rouwenhorst, and Wessels（1999）也發現在歐

洲股市，β值對股票預期報酬具有解釋能力。 

二、 規模效應與帳面市值比 

A. 規模效應 

所謂規模，通常是指公開上市公司的市場價值（即股票價格與其流通在外普通

股股數的乘積）；而規模效果（Size Effect）是指上市股票之報酬率與其公司規模呈

一定之關係，大部分而言，公司規模與報酬之間呈現反向關係，亦即小規模的公司

股票報酬率會較大規模公司股票報酬率為大。原因可能在於小型公司多具有高成長

率，股價升高的幅度價大。不過學術研究也發現小型股高報酬率的現象並不穩定，

也就是說，在不同的期間之中，小型股有時為高報酬率，但有時報酬率並不高。 

Banz（1981）以1926年到1975年紐約證交所（NYSE）上市公司股票為樣本，

探討股票報酬率與公司規模間的關係，其方法是利用CAPM加入規模變數因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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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發現：小規模的投資組合比大規模投資組合有較高的風險溢酬；但在所有研究

期間內有數個子期間呈現不顯著，規模效應在研究期間並不穩定，因此公司規模並

無法完全解釋股票的異常報酬。 

Basu（1983）以1962年到1978年紐約證交所上市公司股票為樣本，研究者採用

Two-Parameter CAPM的研究方法，探討是否存在規模效應與本益比效應。研究者發

現公司規模與本益比之關係呈現負相關，即小規模公司比大規模公司可獲得較高的

報酬，但是在控制市場風險與本益比之關係，規模效應則不顯著，因而較高的報酬

可能是規模效應和本益比之間交互作用所導致。 

Fama and French（1992）以1963年到1990年間，在紐約證交所、美國證交所和

那斯達克上市的非金融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系統風險、公司規模、帳面市值比、

槓桿與本益比和報酬率的關係。以每年六月底把所有的股票先利用公司規模分成10

組，再用前2至5年的月報酬計算出β。每個規模之投資組合再依β分成10組，總共100

組，採行Fama and MacBeth（1973）之橫斷面迴歸模式來加以驗證。研究者發現：

公司規模與股票報酬呈現強烈的負向關係；控制公司規模因素後，β係數與報酬率無

顯著的關係；以多元迴歸模式實證發現，公司規模與帳面市值比兩個變數可以代替

其他變數來解釋公司報酬。 

B. 帳面市值比效應 

帳面市值比（Book to Market Ratio）與本益比常被應用於證券投資分析實務中，

作為評估股價是否有偏離現象；從一些實證結果發現帳面市值比可以取代本益比變

數，而使得後續對於帳面市值比的研究相對增加了。而帳面市值比效應是指，高帳

面市值比的股票比低帳面市值比的股票有較高的報酬率，投資者可藉由買進高帳面

市值比的股票，賣出低帳面市值比股票來獲利。 

Fama and French （1992）除前述之規模效應外，其結論亦顯示，不管是在單變

數迴歸或是多變數迴歸中，股票報酬和帳面市值比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而且其效

果較規模效應來得大，同時帳面市值比吸收了本益比對股票報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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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ual，Rowley and Sharpe（1993）以1981年到1992年為研究期間，比較美、

英、法、德、日及瑞士之價值型股票（Value Stock）和成長型股票（Growth Stock）

與報酬率關係。研究者發現：價值/成長因素與帳面市值比存在密切關係（低帳面市

值比屬於成長型股票，高帳面市值比屬於價值型股票），並且顯示高帳面市值比之

投資組合的績效表現比低帳面市值比之投資組合好。 

Haugan and Baker（1996）發現低帳面市值比的股票通常有較高成長，唯投資者

通常會對成長有過度期望，造成對低帳面價值/市價比的股價有高估現象。 

若針對本研究而言，假設台股的確具有顯著的動能或反向策略報酬，則不免讓

人懷疑，這些報酬是否來自承擔了較大的市場Beta、規模或帳面市值比的風險，而

非其策略本身具有的報酬。針對此議題之相關文獻發現，Fama and French（1996）

對中期動能策略之報酬來源，由其著名的三因子模型（市場、規模及帳面市值比）

調整後，並無法完全解釋之，表示動能策略的確具有其可行性。除上述之外，亦有

許多相關文獻研究結果支持動能現象並由多種角度切入提供支持，如Moskowitz and 

Grinblatt（1999）發現，動能現象不僅存在於個別公司水準，產業動能現也相當顯

著，且此產業動能並不會消弭個別公司動能；Barberis and Shleifer（2003）指出不同

風格股票也存在動能現象，表示動能現象不受股票風格不同所影響。 

除了調整上述風險因子之影響外，本研究也將把規模、帳面市值比這兩項公司

特徵變數納入考量，分別探討在大、小型股與大、小帳面市值比子樣本下，動能策

略是否會因為加入這兩項因素而有更明顯的報酬表現。有關這部份的文獻，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在研究中指出，在小規模或在大Beta之樣本下，動能

策略報酬會較高。Moskowitz and Grinblatt（1999）也發現，小規模的公司動能投資

策略報酬比大規模的公司較高；控制公司規模下，低帳面市值動能投資的投資策略

報酬比高帳面市值比的大。同樣考量風險因子，此部分與上述風險因子調整的差異

在於，風險調整乃試圖將動能策略之報酬排除掉市場、規模與帳面市值比等因子，

探討其報酬來源是否是因承擔了此三項因子而存在；而在這部份，則是加入這些因

子，探討是否在不同的公司特徵變數下，會有不同的動能或反向報酬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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