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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主要是針對臺灣 50指數期貨與基金上市之後，臺灣期貨及現貨市場報

酬率間領先落後關係與波動性的變化來進行研究。研究分為兩部份，在第一部份

除了觀察臺灣 50指數期貨與現貨之間的關聯性，同時也探討了臺灣 50指數期貨

與基金上市之後，臺灣加權股價指數、金融保險類股股價指數及電子類股股價指

數期貨與現貨市場的變化，第二部份則是採用可模擬現貨走勢的臺灣 50指數基

金、國泰金及臺積電的股價來做為現貨的替代變數，觀察其與期貨之間的關聯性

是否與第一部份的結果類似。 

因此，接下來的文獻探討欲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回顧過去文獻對期貨上

市後市場波動性是否增加的看法；第二部份，整理相關文獻認為期貨與現貨市場

報酬率間存在有領先落後關係的原因。 

第一節 期貨上市後對市場造成的影響 

文獻上對於期貨上市後對現貨市場所造成影響的看法分歧，部份學者認為，

期貨上市之後，因其具有低成本、高槓桿操作等優勢，將造成現貨市場的交易量

移轉至期貨市場，使得現貨市場的流動性降低，並因而增加其價格波動性。亦有

學者們認為期貨上市之後將吸引更多的套利投機者進入現貨市場，由於具有資訊

的投機者會採取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的策略，而雜訊交易者會因為無法獲利而離開

市場，最終將導致市場價格波動性減緩。 

Maberly (1989)、 Brorsen (1991) 與 Darrat and Rahman (1995) 均以 S&P500

指數為研究樣本，探討 1982年 4月 21日 S&P500指數期貨上市之後，是否會因

為資訊流動速度增加進而導致現貨市場波動增加，這些學者有著不一致的結論。

Maberly (1989) 認為期貨引進後對現貨市場波動性的影響，會因為樣本的區間選

擇差異而獲致不同的結論，但支持空頭市場的價格波動大於多頭市場的論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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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rsen (1991) 將樣本分為三個區間，探討「對經紀人佣金解除管制」與「期貨

上市」這兩個事件對 S&P500現貨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市場效

率性和價格波動存在著一個抵換關係，這兩個減少市場摩擦成本的事件確實提升

了價格反應的速度，但同時也增加了短期價格波動的幅度。Darrat and Rahman 

(1995) 則選取期貨交易量與未平倉量來做為衡量期貨交易活動的變數，檢視期

貨市場的存在是否造就了股價指數大幅度頻繁地波動，在其研究中指出，期貨市

場的出現，並沒有造成股價指數大幅度地波動，相反地，利率的結構性變動與代

表整個市場狀況的店頭市場指數才是真正影響股價大幅度波動次數頻繁的原因。 

另外，Lee and Ohk (1992) 和 Antoniou and Holmes (1995) 同樣針對英國金融

時報 100種股價指數(Financial Times Stock Exchange 100 Stock Index；FTSE-100)

期貨上市前後，現貨市場的波動變化來進行研究，然而，由於 FTSE-100股價指

數和期貨於同一天推出，因此，必須選擇一現貨指數的替代變數，方可比較期貨

上市前後現貨市場的波動變化。Lee and Ohk (1992) 以金融時報普通股股價指數

(Financial Times Ordinary Share Index)在 FTSE-100 股價指數期貨上市前後 100

天、250 天與 500 天的日報酬為樣本資料，先以修正後的 Levene 統計量檢定期

貨推出是否對波動性造成影響，再以 Swithing GARCH模型的係數觀察市場反應

衝擊的效率是否提高，實證結果顯示，股價指數期貨的上市不但顯著地增加現貨

指數的波動，同時亦改善了市場反應衝擊的能力。 

Antoniou and Holmes (1995) 則選取和 FTSE-100期貨相關性較金融時報普

通股股價指數為高的金融時報 500 種股價指數(Financial Times Stock Exchange 

500 Stock Index；FT500)來做為樣本資料，並以 GARCH模型探討現貨市場股價

波動的變化，結果發現，期貨交易不僅提升了新訊息對股票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

力，同時降低了衝擊的持久性，亦即 FTSE-100指數期貨的上市，改善了資訊流

動的質與速度。然而，作者認為現貨市場的波動增加，是來自於資訊的增加，並

不是投機者人數上的增加所造成的市場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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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文獻方面，自從 1997年 8月 1日證期會開放臺灣投資人可以直接下

單交易新加坡摩根臺股指數期貨契約，且臺灣期貨交易所陸續推出本土臺灣股價

指數期貨、電子指數期貨、金融保險指數期貨與小型臺灣股價指數期貨之後，研

究期貨上市對市場價格波動影響的論著也漸漸多了起來，然而，國內文獻大多傾

向於支持期貨市場的開放會增加現貨市場的波動幅度，以下將分別一一介紹。 

黃聖求 (2001) 與周雨田等 (2002) 均針對摩根臺指與臺指期貨上市之後對

臺灣現貨市場的影響來進行研究。黃聖求 (2001) 是利用八個加入虛擬變數的

GARCH族模型，探討摩根臺指與臺指期貨開始交易、臺灣股票及期貨市場延長

交易時間此三個制度的實施對臺灣加權股價指數報酬率及波動性的影響，實證分

析指出，三種新制度的實施對臺灣股票市場報酬率的影響皆不顯著，但臺指期貨

的上市對報酬率的波動則存在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意味著此一衍生性金融商品

的推出，將導致臺灣股市的波動幅度增加。而周雨田等 (2002) 將研究期間分為

股價指數期貨上市前、摩根臺指期貨上市後、臺指期貨上市後三個子時期來進行

研究，其 GARCH模型的實證結果指出，在期貨市場開放後的兩個子時期，新消

息、未預期的干擾所帶來的衝擊效果加大，而舊消息對報酬波動的持續影響效

果，則有弱化的現象出現，因此，作者認為摩根臺指期貨與臺指期貨的上市，雖

然提高了市場的波動性水準，但同時也加快了訊息流入現貨市場的速度，改善了

臺灣股票市場交易的效率性。  

詹博欽 (2000) 則針對臺灣期貨交易所於 1999年 7月 21日推出電子類股與

金融保險類股股價指數期貨此一事件，對現貨市場的價格波動、成交量與市場流

動性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現貨期貨兩市場間資訊傳遞的情形來進行研究，實證結

果顯示，電子期貨上市之後，吸引了許多資金投入，訊息同時在期貨市場與現貨

市場間傳遞，雖然市場較為活絡，但也因此造成股價波動的幅度變大；對金融保

險類股指數而言，在資金排擠、市場不活絡的情形下，反而使得金融保險類股的

波動與成交量均顯著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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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以往，李忠穎 (2002) 除了探討小型臺指期貨上市後對小型臺指現貨

市場的影響，也探討此一事件對其他現貨市場，包括電子類股及金融保險類股現

貨市場的影響，另外也針對台灣電子類股及金融保險類股的期貨與現貨市場的變

化來進行研究，實證發現，由 TGARCH模型的結果可以推論小型臺指期貨上市

之後，擴大了訊息在現貨與期貨市場的流通管道，電子類股及金融保險類股現貨

市場的波動性均顯著增加；但 Bi-GARCH 模型的實證結果卻顯示電子類股及金

融保險類股現貨與期貨市場的波動性有降低的情況產生，然而作者並未針對此提

出合理的解釋。 

第二節 期貨與現貨市場報酬率之領先落後關係 

若市場效率假說成立，則所有可得的資訊都應該立即且充分地反應在價格的

變動上，換言之，任一市場的價格變動不應領先或落後另一個市場，亦即股價指

數期貨報酬率應與同期的現貨報酬率相等。然而，在實際市場的運作中，往往由

於市場的無效率，造成兩市場的價格變動存在有領先落後與波動外溢的現象；在

過去文獻中認為造成市場的不完美性的原因包括有非同步交易、市場摩擦成本、

特有資訊與期貨市場成交量不足等等，以下便分別針對上述四種原因的文獻加以

探討。 

1.非同步交易 

由於組成股價指數的所有成分股不一定均會在計算股價指數的那個時點有

交易產生，因此，小規模公司股票的不頻繁交易將會造成股價指數的計算使用的

是前一個成交價格或是前一日的收盤價，若是此時期貨的價格能立即對新資訊做

出反應，將會造成期貨市場價格波動領先現貨市場的情況。Shyy et al. (1996) 便

以 1994年 8月 1日至 8月 31日的法國 CAC指數期貨與現貨為樣本資料，檢定

非同步交易對期貨與現貨市場間價格發現能力的影響，結果發現，若採日內每分

鐘成交價格，期貨市場會領先現貨市場反應訊息；若是改採買賣報價的平均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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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非同步交易的因素時，期貨市場的領先優勢將會消失，因此作者認為不頻繁

交易確實是造成一般文獻上推論期貨領先現貨的原因。 

然而 Tse (1999) 卻持有相反的看法，Tse (1999) 以 EGARCH模型探討道瓊

工業指數期貨與現貨兩個市場之間的價格發現及波動外溢效果，實證結果顯示，

由三十支交易十分頻繁的成份股所組成的道瓊工業指數，其期貨市場的價格波動

會顯著地影響現貨市場，因此，作者認為非同步交易並不是造成期貨領導現貨市

場波動的原因，期貨市場的低交易成本與較少的交易限制才是真正造成此現象的

主因。 

2.市場摩擦成本 

市場摩擦成本包括有交易成本、保證金制度與平盤以下不得放空等限制。由

於投資人會傾向於在成本較低的市場來進行交易，如此一來，將造成其反應訊息

與衝擊的速度會優於其他市場，在大多數的文獻中也均認為，股價指數期貨只需

低廉的保證金與手續費便可從事高槓桿套利操作的優勢的確是造成期貨價格波

動領先現貨市場的原因之一。Chu et al. (1999) 便以 S&P500指數期貨、現貨與

SPDRs 的日內資料為樣本，並利用共整合檢定與誤差修正模型探討三者間的價

格發現能力，在其研究中指出，期貨市場低交易成本及高槓桿操作的特性，是造

成其顯著領先於其他兩個市場的主因。 

Min and Najand (1999) 則使用韓國KOSPI200指數期貨與現貨的十分鐘日內

資料探討期貨與現貨報酬的領先落後及波動外溢效果，並利用因果關係檢定發現

期貨市場領先現貨市場長達 30分鐘以上，而波動則有彼此影響的現象存在，針

對此實證結果，Min and Najand (1999) 同樣認為較低的交易成本與交易限制是造

成期貨市場反應訊息速度較快並領先現貨市場的原因。 

在國內文獻方面，鍾惠民等 (2003) 與張瓊嬌、古永嘉 (2003) 均針對臺灣

期貨市場，在 1996年 5月 1日調降期交稅，此一減少期貨交易成本之政策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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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鍾惠民等 (2003) 的研究結果顯示，期交稅調降前，期貨與現貨市場的

價格波動存在雙向回饋的影響關係；但調降期交稅後，期貨市場對現貨市場的影

響轉為單向，強化了期貨市場的價格領先效果。因此，作者認為此一稅制改革，

除提高了市場的流動性與交易量，同時也強化了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而張

瓊嬌、古永嘉 (2003) 則指出調降期交稅僅會影響兩市場價格變動未預期衝擊的

相關係數，並不影響跨市場價格波動的持久性及外溢效果，市場資訊主要仍由現

貨市場傳遞至期貨市場，現貨市場較具有效率性。 

3.特有的資訊 

當投資人擁有整體市場的資訊時，會傾向於利用能夠反映整體市場狀況的指

數衍生性商品，例如指數期貨或指數型基金來進行套利操作；若是獲得特定公司

的私有資訊時，消息靈通的交易者則會選擇在現貨市場進行交易，如此一來，將

造成現貨市場反應資訊的速度領先於期貨市場。Grunbichler et al. (1994) 便指

出，德國 DAX期貨市場由人工喊價的交易制度改為電子交易制度後，具有撮合

速度快、可以馬上反映價格資訊與揭露市場上目前委託報價等優點的電子交易系

統，的確造成投資人傾向於在期貨市場交易，並進而提升了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

能力。 

Frino et al. (2003) 則利用 1995年 8月 1日到 1996年 12月 31日的澳洲 SPI

指數期貨與現貨日內買賣報價為樣本資料，在消除非同步交易的因素之後，發現

總體資訊的發佈會提高指數期貨的價格領導能力，而特有公司資訊的宣佈則增強

了現貨市場對期貨市場的訊息傳遞效果，並減弱了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能力，這

表示當投資人擁有整體市場狀況的資訊時，會傾向於在期貨市場交易；若是獲得

個別公司的資訊時，將會選擇在現貨市場中進行套利。 

4.期貨市場成交量不足 

市場成交量的多寡代表了投資人對此市場的參與程度，若期貨市場的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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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現貨市場有明顯大幅落後的情形時，將會造成現貨市場在流動性較高的情況

下，導致其反應訊息的能力優於期貨市場，並因而形成現貨市場價格領先期貨市

場波動的現象。黃玉娟、徐守德 (1997) 和賴瑞芬 (1997) 在針對摩根臺指期貨

與現貨市場間價格變動的領先落後關係進行研究時，便同樣認為，由於新加坡摩

根臺指期貨市場的成立時間太短，加上臺灣股市的投資人以散戶佔大多數，在期

貨方面的專業知識與經驗仍嫌不足，使得期貨市場在投資人參與意願低弱的情況

下，其成交量與現貨市場實在難以相比，也因而造成現貨價格領先期貨市場波動

的現象。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由以上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在探討期貨上市的影響方面，國外文獻並

不完全支持期貨上市會造成現貨市場波動增加的說法，相反地，國內學者則傾向

於支持價格波動將會提高的論點。然而，這些文獻皆僅針對現貨市場的變化來進

行研究，只有李忠穎 (2002) 同時探討了期貨上市後對市場中其他的期貨與現貨

市場所造成之影響，但李忠穎 (2002) 實證研究所使用的雙變量 GARCH模型，

存在有以二階段估計法來估計模型之條件平均數方程式與條件變異數方程式，以

及事先選定報酬率落後階數為一階的兩項缺失。另外，在探討期貨與現貨市場報

酬率間的領先落後關係時，多數的學者均認為非同步交易、低市場摩擦成本是造

成期貨市場領先現貨市場的主要原因，而擁有個別公司的私有資訊則是導致現貨

市場領先期貨市場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僅有國內學者針對現貨市場領先

期貨市場的現象，另外指出這是由於期貨市場發展未趨成熟，致使交易量與流動

性皆明顯落後於現貨市場，才因此造成現貨市場的價格變動具有領先期貨市場的

現象。 

由臺灣期貨與現貨市場的現況可以發現，金融保險與電子類股兩大熱門投資

標的無不隨時牽動著臺灣期貨及股票市場的走勢，因此，以臺灣前 50大市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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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做為標的所發行之臺灣 50期貨與基金的上市，對目前已存在的臺灣加權股價

指數、金融保險類股指數與電子類股指數期貨與現貨市場將造成怎樣的衝擊，勢

必成為未來政府與投資人所關心的焦點。故本研究改進李忠穎 (2002) 的缺失，

不僅採用一階段估計法來進行模型估計，更依照實際樣本的形態選定報酬的最適

落後階數，再針對台灣 50指數期貨與基金上市之後，臺灣現有的臺灣加權股價

指數、金融保險與電子類股期貨與現貨市場領先落後關係與波動性的變化來進行

研究。 

再者，由於台灣 50指數期貨與基金的標的是為臺灣前 50大市值、交易皆十

分頻繁的股票，在排除了非同步交易的因素下，台灣 50期貨與現貨之間的關聯

性將是本文另一個探討的重點。 

此外，由於指數現貨包含了相當多的成份股，致使其部位的建立將需要十分

可觀的費用，也因而提高了投資人以現貨與期貨來進行「指數套利」的困難度。

因此，本文採用 Stoll and Whaley (1990) 與鍾惠民等 (2003) 以各現貨指數中市

值最大股票的股價來做為其替代變數之做法，探討在期貨低交易成本優勢不存在

的情況下，台灣 50指數期貨與基金推出前後，臺灣期貨與現貨市場領先落後關

係與波動性的變化是否與原來的結果類似，若是實證結果極為相同，則相關機構

與一般投資人將可以各期貨與其標的指數中市值最大股票來進行套利操作。 

本研究與其他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本文為首度針對台灣 50指數期貨與基

金上市前後，臺灣現有的臺灣加權股價指數、金融保險類股股價指數與電子類股

股價指數期貨與現貨市場領先落後關係與波動性的變化來進行研究的文章；此

外，本文在進行模型估計時，更首度採用了一階段估計法，來聯合估計雙變量

GARCH模型中的條件平均數方程式與條件變異數方程式，以避免過去相關文獻

將兩條方程式個別估計時所造成的估計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