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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包含四節，首先概述研究設計，包含資料來源、樣本期間、選樣標準及投

資組合建構方式，其次說明風險調整之實證迴歸模型，第三節說明納入公司特徵變

數之分類標準，最後介紹綜合前期兩期表現之中長期動能策略之投資組合建構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資料來源乃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茲將資料蒐集各項要點分述如下： 

一、 研究期間與研究對象 

研究期間自1992年1月至2005年12月，共計14年168個月。 

本研究的選樣標準為： 

A. 研究中樣本必須是台灣證券交易所交易之上市公司。 

B. 下市或變更交易方式的全額交割股公司，由於財務陷入困境且交易序與

一般公司不同，故不列入。 

C. 任一變數（報酬率、市值、帳面市値比）所需資料有欠缺者，不納入樣

本中 

二、 投資組合建構方法 

參考Deaves and Miu（2005）之方式，投資組合建構自1992年1月至2005年12月，

從所有上市公司中篩選出符合研究條件之標的股，在不同形成期（J1）1與持有期（K）

下組成各個投資組合。其中形成期J1（formation periods）與持有期K（investment 

periods）兩期間均包含了1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12個月、24個月、36個月

等七種不同長短月份，故有7 7× 共49個不同之投資組合。而投資組合形成方式，以

                                                 
1 本研究將涉及兩種不同之形成期 J1 與 J2，有關 J2 之概念將在第四節中長期動能策略時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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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6, K=3）為例，是將樣本中所有標的股票依過去六個月（t-1月到t-6月）的原始

報酬率減去對應期間之無風險利率後，由大至小依次排序，取前後各20%累積六個

月超額報酬率的股票為贏家（P5）與輸家（P1）的投資組合，並以等值加權的方式，

買進贏家股，賣出輸家股，形成動能投資組合2。再計算跳過一個月後，未來持有期

間三個月之平均月報酬率；其餘不同形成期之投資組合及持有期間報酬率亦依此類

推計算。研究期間之無風險利率以公營行庫（一銀）定存利率代表，相關利率走勢

圖見附件一。 

以（J1=6, K=3）的投資組合來說，第一個投資組合的形成日是1992年6月（形

成期J1自1992年1月至6月），持有期K自1992年8月至10月，形成期與持有期當中有

一個月的間隔，此做法乃參考Grinblatt and Moskowitz（2004），跳過ㄧ個月再計算

持有期之報酬可降低市場微結構改變的影響3；故依此建構方式類推，1992年7月將

形成第二個投資組合（自1992年2月至7月），持有期自1992年9月至11月；故從1992

年6月到2005年12月，總計共有161個投資組合，而實際的檢驗期則是從1992年8月至

2005年12月。 

圖 3-1 投資組合重疊法形成圖（Overlapping） 

 

 

                                                 
2 參考 Deaves and Miu（2005）的做法採取 equal weight 建構投資組合，其它亦有學者採取 value weight
方式，本研究亦有納入考量，其實證結果與等值加權相同，故在此將統一報導等值加權的結果。 
3 關於形成期與持有期中間不跳過一個月之策略亦有納入考量，其實証結果與間隔一個月相同，故

不再於本文中詳述。 

1992/02/01 1992/07/31
1992/09/01 1992/11/30

形成期 J1 持有期 K 

1992/01/01 1992/06/30
1992/08/01 1992/10/31

形成期 J1 持有期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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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挑選贏家股、輸家股的標準，首先要計算樣本股票 i在任一時點 t（投資組

合形成日）前 1t − 月到 6t − 月的累積六個月超額報酬率總和，
1

,
6

t

i i
t

r r τ
τ

−

= −

= ∑ ，即個別股

票在投資組合形成前六個月的累積超額報酬，其中 ,ir τ 表示股票報酬率減去無風險利

率後的超額報酬。跳過ㄧ個月後，再計算其持有三個月的平均月報酬。由於每個月

份都會建立新的投資組合，因此第一個月份建立的投資組合與第二個月份建立的投

資組合在形成期上會產生5個月的重疊（overlapping）。舉例說明，第一個月份建立

的投資組合形成期若為1992年1月至6月（J1=6），其相對應之持有期間為1992年8

月至10月（K=3）；而第二個投資組合的形成期為1992年第2月至7月（J1=6），對

應之持有期間為1992年9月至11月（K=3），兩個投資組合之形成期在1992年2月至6

月產生重疊。採行此重疊期間之組合方式，可最小化小樣本誤差，並增加解釋之效

力。 

三、 投資組合報酬衡量方法 

當投資組合依形成期之累積超額報酬建構出贏家投資組合與輸家投資組合後，

將贏家組合（P5）的報酬減去輸家組合（P1）的報酬即為動能投資組合之報酬

（P5-P1），乃因動能策略認為過去表現好的股票會持續表現好，故應將贏家股買進，

而過去表現差的股票會持續表現差，故應賣出輸家股。換言之，若要衡量反向投資

組合的報酬表現則是將輸家投資組合的報酬減去贏家組合（P1-P5），因反向策略認

為過去的輸家股與贏家股因投資人過度反應下在未來會有反轉的現象。也就是指，

反向策略的報酬即為動能策略報酬取以負值。故當投資組合報酬是為正值時，即顯

示市場傾向動能投資策略，反之當報酬為負值時，表示支持反向投資策略。 

而以下研究為求表達簡化明瞭，將統一報導贏家組合減去輸家組合（即動能投

資組合）之報酬，欲求反向投資組合之報酬，讀者可自行取負號轉換；因此，在後

文敘述時，本研究將統一以檢視是否具有動能現象為目的，以免去文字之重複。 

動能投資組合形成後，要針對不同形成期（J1）與持有期（K）下的組合進行

統計檢定，檢定動能策略之報酬是否顯著。因此，將對動能策略（贏家股報酬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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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家股報酬, P5-P1），或是反向策略（輸家股報酬減去贏家股報酬, P1-P5），進行

報酬率是否顯著異於零之單一樣本 t 檢定。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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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原因乃來自股價對公司特有資訊的延遲反應。

另外許多學者（Chan，Jegadeesh and Lakonishok（1996）、Hong, Lim and Stein（1999））

也提出相同看法，；國內相關文獻（黃偉信（2000）、洪胤傑（2000）、游奕琪（2000））

也多指出台股存在動能效果，因此，基於反應不足之理論，建立假說一： 

假說一： 

H1：動能投資策略具有顯著報酬。 

 

第二節 風險因子調整模型 

在了解不同形成期及持有期下之投資組合是否具有顯著之動能策略報酬，本研

究接著要進行風險因子之調整。Fama and French（1996）發現Fama and French（1993）

之三因子模型可以解釋De Bondt and Thaler（1985, 1987）所發現之長期報酬之反轉

性（即反向策略），卻無法解釋Jegadeesh and Titman（1993）所發現中期報酬之連

續性（即動能策略）。Jegadeesh and Titman（2001）亦曾考慮CAPM模型與Fama and 

French （1993）之三因子模型風險調整後，是否其中期動能策略仍存在超額報酬，

亦即兩模型迴歸關係之截距（alpha）是否顯著異於零。故在此參考Jegadeesh and 

Titman（2001）之做法，針對具顯著報酬之投資組合以三因子模型加以調整。 

一、 Fama and French三因子模型 

就Fama and French（1993）之三因子模型而言： 

[ ]it ft i mt ft i t i tE(R ) - R = E(R ) - R + s E(SMB ) + h E(HML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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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E(R ) 為個股之預期報酬率， mtE(R )為市場投資組合之預期報酬率， ftR 為

無風險資產報酬率， tE(SMB )為小規模（市值）公司（small size，後50%）投資組

合報酬率與大規模（市值）公司（big size，前50%）投資組合報酬率的差距之預期，

tE(HML )為高帳面市值比（high BE/ME，前30%）公司投資組合報酬率與低帳面市

值比（low BE/ME，後30%）公司投資組合報酬率的差距之預期， iβ 為系統風險， is

與 ih 分別為 tE(SMB )與 tE(HML )之迴歸係數。 

迴歸方程式為： 

( ) ( )it ft i i mt ft i t i t itR R R R s SMB h HML eα β ⎡ ⎤− = + − + + +⎣ ⎦  

其中 iα 為截距，即一般所謂alpha， iβ 、 is 與 ih 分別為時間序列迴歸方程式之斜率，

ite 為殘差。若 iα 顯著不異於零，則表示三因子模型可以解釋投資策略之報酬，而該

投資策略不存在超額報酬。若 iα 顯著大於零，則表示三因子模型無法解釋投資策略

之報酬，而該投資策略存在超額報酬。Fama and French（1995）曾證明，帳面市值

比（BE/ME）及HML之迴歸係數代表相對強弱（relative distress）之指標，一家獲

利情形不好的公司一般會有較高的帳面市值比（BE/ME）及正的HML之迴歸係數；

反之，一家獲利情形良好的公司一般會有較低的帳面市值比（BE/ME）及負的HML

之迴歸係數。至於公司規模（size）亦有類似情形，亦即一家獲利情形不好的公司

一般會有較大之規模（size）及正的SMB之迴歸係數；反之，一家獲利情形良好的

公司一般會有較小之規模（size）的及負的SMB之迴歸係數。 

為探討動能策略之報酬表現是否與風險因素有關，本研究將針對有顯著報酬表

現之組合，在考慮Fama and French（1993）三因子模型的風險調整後，檢視各策略

是否仍然存在超額報酬，即 iα 是否顯著大於零。 

假說二： 

H2：動能策略具有顯著之三因子模型調整後超額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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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數設定 

變數選取方面，無風險利率以公營行庫（一銀）定存利率代表；市場報酬則以

台股加權股價指數月報酬率替代；而SMB與HML的計算方式乃參考Fama and French 

（1993）之方法，SMB變數的計算是以前年底市值為標準，分出大、小規模公司 （市

值之前、後50%），再取當月小規模公司（Small size, 市值後50%）投資組合平均

報酬率減去當月大規模公司（Big size, 市值前50%）投資組合平均報酬率得到SMB

（Small Minus Big）；HML的計算則以前年底帳面市值比為標準，分出高、中、低

面額市値比之公司（帳面市值比前30%、中間40%、後30%），再取當月高帳面市值

比公司（High BE/ME, 帳面市值比前30%）之投資組合平均報酬率減去當月低帳面

市值比（Low BE/ME，帳面市值比後30%）公司投資組合平均報酬率得到HML（High 

Minus Low）。 

 

第三節 加入公司特徵變數之動能或反向策略之效果 

在調整風險因子之影響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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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與大、小帳面市值比下，動能策略是否會因為

加入考量這兩項因素而有更明顯的報酬差異。在Jegadeesh and Titman（1993）的研

究中即指出，在小規模或在大Beta之公司樣本下，動能策略報酬會較高。Moskowitz 

and Grinblatt（1999）也發現，小規模公司的動能投資策略報酬比大規模的公司較高；

控制公司規模下，低帳面市值比動能投資的投資策略報酬比高帳面市值比的大。基

於不同的公司特徵變數可能會帶來不同的動能或反向策略報酬，在此將針對符合條

件的上市公司樣本進行分類，分別討論大、小規模公司以及高、低帳面市值比下，

動能策略是否會帶來不同的報酬表現。 

ㄧ、公司規模對於動能效果之影響 

以規模效應來說，國外學者如：Basu（1983）、Fama and French（1992）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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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發現公司規模與股票報酬呈現負向關係；國內學者則看法比較分歧，對台灣股市

之規模效應看法大致分為三類：包括了與國外文獻一致，報酬與規模成反向關係；

但也有文獻指出台灣股市報酬與規模成正向關係。除此之外，尚有學者認為規模效

應無法解釋台灣股市之報酬。而關於規模對動能效果之影響，Moskowitz and 

Grinblatt（1999）發現小規模的子樣本比大規模的子樣本，有較大的動能效果。Hong，

Lim and Stein（1999）證明小型股因為分析師報導較少，其動能效果較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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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啟發了本研究

想觀察依據公司規模變數區別下，小規模的子樣本是否比大規模的子樣本有較大的

動能或反向效果。因此，提出第三個假說。 

假說三： 

H3：小規模的子樣本，具有較大的動能效果； 

當驗證公司規模的大小，對於動能效果之影響時，須於每月初按公司規模，將

樣本依其前月月底所有樣本之50%市值分成大、小規模兩等分，再依據前述之投資

組合形成方式，分別在大、小規模的公司樣本下，依據過去報酬表現前後20%形成

贏家股及輸家股，組合成動能投資策略。 

二、帳面市值比對於動能效果之影響 

關於帳面市值比對於股票報酬的影響，國外學者如： Fama and French （1992）、

Capual，Rowley and Sharpe（1993）等學者都認為帳面市值比與股票報酬成正向關

係。國內學者，大部份對帳面市值比的結論傾向台灣股市具有帳面市值效應。而

Daniel and Titman（1999）以帳面市值比做為特徵變數，發現帳面市值比與動能效果

成反向關係，也就是高帳面市值比的股票，動能投資策略的報酬較低。在此本研究

也想觀察，低帳面市值比的子樣本是否比低帳面市值比的子樣本，有較大的動能效

果。因此，提出提出第四個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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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說四： 

H4：低帳面市值（成長股）比的子樣本，有較大的動能效果； 

當驗證公司帳面市值比的大小，對於動能效果之影響時，須於每月初將樣本依

其前月月底所有樣本之50%帳面市值比分成高帳面市值比與低帳面市值比兩等分，

再依據前述之投資組合形成方式，分別在高、低帳面市值比的公司樣本下，依據過

去報酬表現前後20%形成贏家股及輸家股，組合成動能投資策略。 

 

第四節 依據前期兩期表現為條件之中長期動能策略投資組合 

參考Deaves and Miu（2005）依據加拿大股市具有中期動能、長期反轉之現象，

將此兩期表現綜合成中長期動能策略，運用兩面向的選股方式，以增加策略之績效

表現。本研究將運用此概念在台灣股市上，改善以往台股單純動能策略，不再僅由

過去的形成期J1為標準，挑選贏家股與輸家股，形成動能策略投資組合；而是再加

入更長期的形成期挑選標準（J2），中長期動能策略將同時考量過去中期（J1）及

過去長期（J2）的表現以建立贏家及輸家投資組合，建立動能策略。 

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在美國證券市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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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Jegadeesh（1990）, De Bondt and Thaler

（1985）），而就中期而言（三至十二個月），動能策略會獲得顯著報酬（Jegadeesh 

and Titman（1993））。因此若以美國股市為研究標的，運用中長期動能策略，將

綜合中期動能現象與長期反轉現象兩股力量，買入依中期形成期（J1）挑選出的贏

家並且在長期形成期（J2）下挑選出的輸家股，賣出依中期形成期（J1）挑選出的

輸家並且在長期形成期（J2）下挑選出的贏家股，預期在依據兩期前期的表現下，

能得到更佳的報酬表現。 

因此，本研究將依據上述概念，針對台灣股市為標的，檢驗中長期動能策略是

否能得到更優異的報酬表現。而中長期動能策略的組成，必須建立在單純動能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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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上，也就是說，要改良單純動能策略，則台股單純動能策略必須先要有顯著

的結果，才能進一步發展成中長期動能策略。 

一、中長期動能策略投資組合建構方法 

投資組合的建構方法是將股票的過去中期（J1）及長期表現（J2）作為兩個面

向的分類，不同於以往僅依照過去單一期間的超額報酬（J1）取前後百分之20%股

票的單面向分類法，改良後的分類方式是先將股票的過去中期表現（J1）依績效好

壞分成五組（M1、M2、M3、M4、M5），其中M5代表表現最好，M1代表表現最

壞。同時，也在此五組分類中再依過去長期的超額報酬（J2）將股票分為五等分（L1、

L2、L3、L4、L5），其中L5代表表現最好，L1代表表現最壞。照此分組方式，將

會得到總共5*5=25組的股票分類（Mi*Lj, i,j=1,2,3,4,5）。因此，在M1L1組別下的股

票，將同時具有中期表現（J1）分類下的輸家股以及長期表現（J2）分類下的輸家

股。而在實際操作時，過去中期（ J1）及長期（ J2）的形成期間需非重疊

（non-overlapping），以避免同時考慮到相同期間的表現，但在不同時點下投資組

合建構個過程與單純動能策略相同仍採形成期重疊(overlaaping)的方法，以增加樣本

數及統計檢定力。 

圖 3-2 投資組合非重疊法形成圖（J1 and J2 Non-overlapping） 

 

舉例說明，當台股在單純動能策略中發現具有中期動能（J1=9）及長期動能

（J2=24）時，在固定持有期間為六個月下（K=6），中長期動能策略為（J1, J2, K）

=（9, 24, 6）。以本研究為例，第一個投資組合即是以過去九個月（前期中期表現J1，

1993年4~12月）超額報酬將股票分為表現好到壞五等分（M5=好、M1=壞），在這

五個組別中，再依過去二十四個月扣除與J1重疊的部份（前期長期表現J2，1992年1

K 
持有期 

形成期 J2 
前期長期績效表現 

形成期 J1 
前期中期績效表現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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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93年3月，形成期J2與J1不重疊，實際僅十五個月）的超額報酬將股票分為好

到壞五等分（L5=好、L1=壞），形成5*5=共25組的股票分類（Mi*Lj, i,j=1,2,3,4,5）；

由於中長期動能策略要綜合兩面向的力量，故在綜合中期動能及長期動能的表現

下，所應採取的策略應為買進M5L5，賣出M1L1組，也就是買入同時具有中期贏家

股及長期贏家股，賣出同時具有中期輸家股及長期輸家股之股票。而持有期績效表

現的計算，與單純動能策略相同，將跳過1994年1月，自1994年2月起持有六個月至

1994年7月計算平均月報酬，以避免市場微結構改變之影響。 

若台灣股市存在中期動能及長期動能的情形，則觀察以下之分類圖可發現，在

固定任一Li組下，報酬率會由M1至M2至M5逐漸增加；而當固定任一Mi組下，報酬

率會由L1至L2至L5逐漸增加；換言之，在固定任一Li組下，M5-M1會得到正的報酬

率，而在固定任一Mi組下，L5-L1會得到正的報酬。在兩面向的動能策略分類中，

也可以同時檢驗單純動能策略是否具顯著表現，當在固定任一組Li下，檢驗M5-M1

之平均報酬率是否顯著正的異於零，就相當於檢驗單純動能策略，依據中期過去表

現組成之動能策略是否具有顯著報酬。同樣地，在固定任一組Mi下，檢驗L5-L1之

平均報酬率是否顯著正的異於零，就相當於檢驗單純動能策略依據長期過去表現組

成之動能策略是否具有顯著報酬。 

表 3-1 中長期動能策略示意表 

J1（前期中期） K 

（持有期） M1 M2 M3 M4 M5 

L1 1（M1L1） 2（M2L1） 3 （M3L1） 4（M4L1） 5（M5L1）

L2 6（M1L2） 7（M2L2） 8（M3L2） 9（M4L2） 10（M5L2）

L3 11（M1L3） 12（M2L3） 13（M3L3） 14（M4L3） 15（M5L3）

L4 16（M1L4） 17（M2L4） 18（M3L4） 19（M4L4） 20（M5L4）

J2 

（前期

長期） 

L5 21（M1L5） 22（M2L5） 23（M3L5） 24（M4L5） 25（M5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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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若今台灣股市類似美國及加拿大証券市場呈現出中期反轉與長期動能的

現象，則中長期動能策略的組合也將改變。由於中長期動能策略要綜合兩面向的力

量，故在綜合中期反轉及長期動能的表現下，所應採取的策略應為買進M1L5，賣出

M5L1組（此兩組在表3-1中以斜線為底），也就是買入同時具有中期輸家股及長期

贏家股，賣出同時具有中期贏家股及長期輸家股之股票。而對於單純動能策略的檢

定，則要在固定任一組Li下，檢定M5-M1之平均報酬率是否顯著負的異於零，就相

當於檢驗單純反向策略，依據中期過去表現組成之反向策略是否具有顯著報酬。而

在固定任一組Mi下，則同樣的檢驗L5-L1之平均報酬率是否顯著正的異於零，就相

當於檢驗單純動能策略依據長期過去表現組成之動能策略是否具有顯著報酬。 

由於中長期策略是建立在單純策略顯著的基礎之上，因此在建構中長期動能策

略的投資組合時，首先要先檢定單純策略是否顯著，並確認單純策略具有的是動能

或是反轉現象，若單純策略無論中期或長期都具有顯著的報酬，中長期動能策略的

建立才具有意義。因為中長期策略的目的，是期待綜合兩種過去表現的特性，因綜

效的結合而使報酬率發揮到最大，因此將建立第五個假說：  

假說五： 

H5：中長期動能策略與單純動能策略相較，具有較大的動能效果； 

 二、在公司變數下之中長期動能策略 

除了探討中長期動能策略在台股全樣本下之表現外，也將續接前部分針對公司

變數分類下討論中長期動能策略的表現。以規模變數為例，在依照前述方法將樣本

分為大、小規模兩個子樣本後，同樣依據五等分的分類法，分別在大、小規模樣本

下將各股依照過去中期超額報酬（J1）表現好壞分五等分，在這五等分裡，又依過

去長期超額表現（J2）表現好壞再分成五等分；因此，在大、小規模的子樣本中，

同樣的也分類出5*5=25個組別，然後依據其單純策略的表現建立出中長期動能策

略，再檢定中長期策略是否具有顯著較優異的報酬。而以帳面市值比為變數分類下

的高、低帳面價值子樣本也是採取同樣的作法，在此就不多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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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六： 

H6：在大、小規模子樣本下，中長期動能策略與單純動能策略相較，具有較大

的動能效果； 

假說七： 

H7：在高、低帳面市值比子樣本下，中長期動能策略與單純動能策略相較，具

有較大的動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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