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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價單或是市價單？ 

價格改善與延遲交易之抵換關係探討 

蔡怡純．馬黛．陳明吉* 

本研究的目的是建立一個資訊不對稱的動態模型，並同時探討非資訊交易者的投單策略

與限價策略，以說明文獻上相關議題的實証結果。模型結果推論：市價、非資訊交易者

的資產期望值、成交機率、檔位等因素，會影響交易者的投單策略，而除了上述因素外，

要求價格改善所增加的未成交風險機率也會影響到交易者的限價策略。本研究的結果可

以解釋實証文獻所得到的，價差、資產價格波動性、資產期望值等因素對交易者投單及

限價策略的影響，且預期「過度自信」的交易者會偏好下市價單。 

關鍵詞：資訊不對稱、委託單驅動市場、市價單、限價單 

JEL 分類代號：G14, G19 

1 前言 

隨著委託單驅動市場 (order driven market) 發展的成功，許多學術的文獻都著

眼於討論此類市場的相關議題，由於委託單驅動市場不存在造市者 (market 
maker) 報價、提供流動性，所以此市場的委託單組成、交易者的投單策略 (市
價單或限價單)、限價策略 (限價單價格的選擇) 與市場的流動性、交易價格特

性習習相關，格外地吸引學者投入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建立一個資訊不對稱

的動態模型，同時探討非資訊交易者的投單策略與限價策略，以說明文獻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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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議題的實証結果。 
雖然近年來已有數篇理論文獻針對交易者的投單策略、限價策略討論，但

是因為模型的限制都無法同時討論資訊不對稱下的投單策略和限價策略。如：

Glosten (1994) 提出，在均衡時，下限價單的交易者會在流動性驅使改變的交

易中獲利，而在資訊驅使價格改變的交易中損失，但是其並未假設投資人有不

同的下單方式。為深入探討投單策略，Handa and Schwartz (1996) 首先分析限

價單交易的基本原理，其認為經由限價委託交易可能有兩種風險，一是不利的

交易成交：當有逆向資訊進來時，限價單容易被撮合，但是這樣的交易往往是

對交易者不利的；二是有利的交易無法成交：當對交易者有利的資訊進來時，

限價單又不容易被撮合。所以 Handa and Schwartz (1996) 建立模型說明，交易

者預期的逆選擇機率會決定其下限價單的決策，且認為對一個必需交易的流動

性交易者來說，下限價單並非好策略。不過，Handa and Schwartz (1996) 以靜

態模型來探討此課題，過於簡化的結論並無法完整詮釋市場的動態。 
Parlour (1998) 與 Foucault (1999) 開始以動態模型分析交易者的投單策

略，Parlour (1998) 說明報價的深度會如何影響交易者的委託單策略，Foucault 
(1999) 則分析限價單交易者所面臨到的未成交風險。另外，Foucault et al. (2001) 
的動態模型中進而闡述交易者的耐性、委託單的策略與等待時間之間的關係，

結果發現交易者的投單決策會受到內部價差、有耐心交易者的比例與委託單到

達率的影響。但上述三篇文獻都並未涉及資訊不對稱的討論，且未一併投單策

略和限價策略。所以，Handa et al. (2003) 延伸 Foucault (1999) 的研究，加入討

論資訊不對稱在委託單驅動市場中價格形成的影響，結果發現，委託簿中的報

價及買賣價差會受到交易者對資產評價差異、不同類型交易者所佔比例及逆選

擇問題的影響，但 Handa et al. (2003) 為顧及資訊不對稱市場中的討論，所以

又轉為靜態模型，且仍為觸及限價策略的議題。 
綜上所述，資訊不對稱的動態市場中，交易者的投單策略與限價策略，仍

未有文獻完整詮釋，著眼於不同點的結果可能使結論相互不符，甚至無法說明

實証的結果。如：Handa and Schwartz (1996) 和 Foucault (1999) 對於資產價格

波動對限價單的影響之討論有所出入，Handa and Schwartz (1996) 認為資訊性

的資產價格波動與限價單偏好之間為反向關係，而 Foucault (1999) 則認為當資

產價格波動性上升時，市價單的成本相對而言較高，所以交易者會偏好下限價

單。Bae et al. (2003) 針對此相異之點作研究，發現實証的証據都不支持上述兩

篇理論文獻，Ranaldo (2004) 也得到與 Bae et al. (2003) 相似的結果。本文因為

減少模型的限制，所以得以說明 Bae et al. (2003) 和 Ranaldo (2004) 的實証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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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故建立一個資訊不對稱的模型，同時探討非資訊交易者的投單策略與限價

策略，對於解釋委託單驅動市場的動態是必要的。本文除了得到投單策略與限

價策略的決定因素，模型的結論也可說明許多相關文獻的實証結果，如：Biais 
et al. (1995)、Harris and Hasbrouck (1996)、Ahn et al. (2001) Al-Suhaibani and 
Kryzanowski (2001)、Coppejans et al. (2002) 等等。再者，本文尚討論過度自信 
(over-confidence) 交易者的投單策略。期盼經由較完整的模型討論，得以勾勒

出委託單驅動市場的概況。 
本文其餘的文章內容如下：第二部份為模型假設，藉由模型設定儘量描述

委託單驅動市場的概況；第三部份為投單策略分析，探討非資訊交易者市價單

和限價單的選擇課題；第四部份為限價單決策分析，探討非資訊交易者限價單

價格的選擇課題；第五部份為數值分析，將模型的均衡解代入數值以繪圖說明；

第六部份為模型應用與限制，藉由模型的結果說明實証文獻得到的現象及模型

的限制與可延伸之方向；第七部份則為結論。 

2 模型假設 

2.1 資產價值 

假設一個委託單驅動的交易市場中只存在單一風險性資產，該資產的真實價值

為一隨機變數 v~ ，在交易期間內 (trading window) 共有 N 個交易者希望交易此

資產，此 N 個交易者依其擁有的資訊可區分成兩種類型，一種是擁有資產價值

公共資訊的非資訊交易者 (uninformed traders)，其交易動機可能為流動性驅使

的交易或是不正確資訊 (noise) 的引導，另一種交易者具有資產價值的私人資

訊，稱其為資訊交易者 (informed traders)，他們期望利用優勢資訊在市場中獲

利而交易。兩種型態交易者對資產價值的認知不同，非資訊交易者所擁有的公

開資訊得知資產價值符合一矩形 (uniform) 分配，即 ),(~~
HL VVUv ，所以根據

公開資訊資產價值的預期值應為 uHLu VVVvE =+= 2]~[ 。而資訊交易者擁有的私

人資訊，得知資產價值符合另一矩形分配，即 ),(~~
hl VVUv ，故其對資產價值

的 預 期 值 為 ihli VVVvE =+= 2]~[ ， 由 於 私 人 資 訊 具 有 優 勢 ， 所 以

( lh VV − )<( LH VV − )，亦即，公開資訊所獲知資產價值的變異數 12)( 2
LH VV − 大

於私人資訊所獲知資產價值的變異數 12)( 2
lh VV − 。最後，在交易期間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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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的真實價值會實現，成為市場的公開資訊。 

2.2 交易期間 

本文所定義的交易期間可視為一個正常交易日，風險性資產的一個交易日可以

區分成數個間斷的交易時間變數 t， },,,,,{ 2211 ττ Ttttt K= ，其中 1τ=t 為開盤的

時間， 2τ=t 為收盤的時間， it 為第 i 筆委託單發生的時點， 1−−=Δ iii ttt 為第 i 筆
委託單和第 i-1 筆委託單中間的間隔期間 (duration)，所以縱使正常交易日的開

盤、收盤時間或可交易時間是固定的， Tt 或是T 仍是隨機的，1 因為任何一個

交易者都無法知道當日的最後一筆委託會發生在何時、當日會發生多少筆委託

單及是否會成為當日最後一個委託下單者。 

2.3 投單策略和限價策略 

交易者會序列的 (sequentially) 進入市場，且試著交易一單位的資產，2 一旦進

入市場，非資訊的交易者可選擇兩種委託單型式，一種是限價委託單，另一則

是市價委託單。所謂限價委託是委託時指定價格，等待下一個交易者下市價單

而交易，而市價委託是依上一個交易者的限價立即交易。設在 1−= itt 時，有一

限價賣單的限價為
1−it

A 或有一限價買單的限價為
1−it

B ，則在 itt = 時，市價買單的

交易價格為
1−it

A 或市價賣單的交易價格為
1−it

B 。設ω 代表檔位，則在 itt = 時，限

價策略可以用 n 和 m 來表示：買價限價可能為 ωnA
it
−

−1
，賣價限價可能為

ωmB
it
+

−1
，分別代表 n 和 m 個檔位的價格改善。 

2.4 委託單執行時間 

假設交易者預期其委託單執行時間3 (execution time) 為變數 γ ，其會受到委託

                                                 
1Foucault (1999) 為得到動態模型中的靜態均衡，也設定市場交易結束變數為隨機。 
2本文於第六節模型應用與限制討論中，討論如放寬此假設對本文結論的影響。 
3由於假設交易者會序列的進入市場，所以預期限價委託單的執行時間，就是預期下一個交易

者進入市場的間隔時間，縱使本文假設交易者是序列的進入市場，但經由假設下一個交易者進入市

場的時間會受到交易者限價委託之價格的影響，我們仍可由此設定描述委託單的競爭型態。此外，

為描述市價單可以立即成交或享有時間優勢的特性，以下我們探討的交易者投單決策和限價決策都

假設市場上存在限價單，即限價委託薄非空白 (em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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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限價策略) 的影響，4 亦即， ),( mnγγ = ，且 0>∂∂ nγ 和 0>∂∂ mγ 。因

為在其它條件不變下，當限價買價愈低或限價賣價愈高時，則交易者預期其委

託單執行時間一定會愈久。當交易者下市價單時 0== mn ， 0=γ 。 
此外，再根據交易期間的定義，發現 1−= itt 時交易者預期委託單能在交易

期間內交易的條件之一就是 12 −−≤ itτγ ，設交易者預期其發生的機率變數為 ρ
則 0)( 12 ≥−≤= −itProb τγρ ，其中 Prob 為機率之義，而 2τ 為收盤時間其為固

定，故 ρ  (交易者預期委託單能在交易期間內交易之機率) 為 γ  (預期委託單執

行時間) 及 t  (下單時點) 之函數，且皆與其反向相關，亦即 )),,(( tmnγρρ = 且

0)),,(( <∂∂ γγρ tmn 和 0)),,(( <∂∂ ttmnγρ 。 

2.5 交易者行為 

本文假設有兩種不同資訊型態的交易者，以下再詳細描述此兩類交易者的行為： 
1. 非資訊交易者：假設在 N 個交易者中存在 U 個風險中立的非資訊交易者，

這些交易者除了擁有公共資訊外，在開盤前會接受到雜訊的引導，而可能

對資產價值有不一樣的判讀，有 bU 數量的交易者，認為資產價值是偏向高

價，其資產價值之期望值為 ε+== ∫ u

V

VU VvdvfvvE H

u
b

~)~(~]~[ ， 0>ε ，而成為資

產的買方，另有 sU 數量的交易者，認為資產價值是偏向低價，其資產價值

之 期 望 值 為 ε−== ∫ u

V

VU VvdvfvvE u

L
s

~)~(~]~[ ， 而 成 為 資 產 的 賣 方 ， 且

sb UUU += 。可以看到的是如果雜訊僅影響他們認知資產價值波動的範圍 
(volatility range)，而不影響資產價值符合的分配的話，則 )()41( LH VV −=ε
為 41 倍的公共資訊價值波動的範圍。 

2. 資訊交易者：假設在 N 個交易者中存在 I 個風險中立的資訊交易者，其根

據優勢的私人資訊獲利，當私人資訊之資產期望值高於公開資訊之資產期

望值時，即 uuii VvEVvE =>= ]~[]~[ 時，他們會選擇買進資產，反之，當 ui VV <

時，他們會選擇賣出資產，但如果私人資訊對資產的評價等於公開資訊的

相等，即 ui VV = ，他們不會進入市場交易。許多文獻5 因為私人資訊可能

僅有短期的優勢及競爭的型態，所以假設資訊交易者僅會下市價單，本文

                                                 
4Lo et al. (2002) 使用計量模型分析限價委託單的執行時間，發現限價單的執行時間十分顯著

與限價價格相關，但不顯著與限價數量相關。 
5不考慮資訊交易者的模型有 Parlour (1998)、Foucault (1999) 和 Foucault et al. (2001)。而不考

慮資訊交易者的下單行為的相關理論文獻有 Glosten (1994)、Handa and Schwartz (1996) 和 Handa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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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依循這樣的假設。 
最後假設上述兩種交易者都是追求預期效用之極大值。 

3 市價單或限價單：投單策略分析 

因為資訊的差異決定交易者是否進入市場，所以下限價單成交的機率及價格都

與資產價值的公開資訊和私人資訊之間的差異相關，兩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有三

種： ui VV > 、 ui VV = 、 ui VV < ，假設每種出現的機率都各為 1/3。6 另外，由於

市場沒有報價存在，所以其他交易者的投單策略與任一交易者本身的策略息息

相關，假設任一交易者預期其他非資訊交易者買方下限價單的比率為 1π ，預期

其他非資訊交易者賣方下限價單的比率為 2π ， 1π 和 2π 可以用來描述不同的市

場條件，例如 1π 可能會受到市場融券比率的影響，融券比率愈高，大家預期其

他交易者的交易急迫性會上升，會比較積極 (aggressive) 交易，所以 1π 會下

降，而 2π 則可能會受到融資比率上升的影響而下降。 
以下再分述資訊差異的三種可能情況下，單一交易者所面對交易對手的可

能情形： 
1. 當 ui VV > 時，市場上的買方數量為 bUI + ，賣方數量為 sU ，所以此情況下，

買方進場的條件機率是 UIUI b ++ ，令其為 1p ，故賣方進場的條件機率

為 ( 11 p− )，買方中資訊交易者的比率為 bUIIk +=1 ，而賣方中資訊交易

者的比率為 0。 
2. 當 ui VV = 時，市場上的買方數量為 bU ，賣方數量為 sU ，所以此情況下，

買方進場的條件機率是 UUb ，令其為 2p ，故賣方進場的條件機率為

( 21 p− )，買方中資訊交易者的比率為 0，而賣方中資訊交易者的比率也為

0。 
3. 當 ui VV < 時，市場上的買方數量為 bU ，賣方數量為 sUI + ，所以此情況下，

買方進場的條件機率是 UIUb + ，令其為 3p ，故賣方進場的條件機率為

( 31 p− )，買方中資訊交易者的比率為 0，而賣方中資訊交易者的比率為

                                                 
6當一個理性的非資訊交易者在推估自已的資訊是否正確時，在沒有特別的資訊下，應預期各

種不同市場條件發生的機率是相等的，即預期資訊交易者會買進、賣出、或不交易的機率應是相等。

但 Lichenstein and Fischoff (1977) 做實驗請受測者預測股價的漲跌，僅有 47%的人預測正確，但受

測者預期自已預測正確的比率為 65%，我們若利用 Lichenstein and Fischoff (1977) 的實驗結果來推

估「過度自信」者的行為，認為他們應該會高估自己的雜訊與私人資訊同方向的機率，此部份留待

第六節中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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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Ik +=2 。 
根據上述我們繪圖於圖 1 說明非資訊交易者進入市場時所預期面對的市場

情況。 

圖 1：非資訊交易者所預期面對的市場情況 

上述的樹狀圖描述非資訊交易者預期市場的可能情況， iV 和 uV 分別代表資

訊和非資訊交易者所預期的資產價值， 1p 、 2p 和 3p 為各種條件下買方進場的

機率， 1k 和 2k 為各種情況下資訊交易的機率， 1π 和 2π 為交易者預期其他非資

訊交易者下市價買賣單的機率。 
非資訊交易者進入市場後，可以選擇下市價單以上一個交易者的限價成

交，或下限價單等待下一個交易者下市價單而成交，根據圖 1，以下我們分析

非資訊交易者下兩種委託單的預期效用，再根據其預期效用得出交易者投單策

略的影響因素。 
設在 itt = 時，市價單的買價為上一個交易者下限價單的賣價

1−it
A 或市價單

的賣價為上一個交易者下限價單的買價
1−it

B ，則非資訊交易者買方下市價單的

預期效用為： 

1
)(

−
−+=

itu
m
b AVEU ε  (1) 

而非資訊交易者賣方下市價單的預期效用為： 

           買方進場( 1p )    資訊交易者( 1k )     市價單(1) 

iV > uV                  非資訊者(1- 1k )     市價單(1- 1π ) 
       賣方進場(1- 1p )     市價單(1- 2π )    限價單( 1π ) 

                            限價單( 2π ) 
       買方進場( 2p )      市價單(1- 1π ) 

iV = uV                     限價單( 1π ) 
         賣方進場(1- 2p )     市價單(1- 2π ) 

                          限價單( 2π ) 
買方進場( 3p )    市價單(1- 1π ) 

iV < uV                     限價單( 1π ) 

           賣方進場(1- 3p )   資訊交易者( 2k )   市價單(1) 
                         非資訊者(1- 2k )    市價單(1- 2π ) 
                                          限價單( 2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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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ε−−=
− ut

m
s VBEU

i
 (2) 

此時，非資訊交易者買方也可以選擇下限價單，要求 n 檔位的價格改善，

即限價買價為 ωnA
it
−

−1
，但是限價買單被執行需要有三個條件，一為在下一個

交易者進入市場之前，市場仍是繼續交易，二為下一個交易者是賣方，三為下

一個交易者下市價單。所以非資訊交易者買方下限價單的預期效用為【詳細推

導請見附錄一】： 

})1()](3)[1{(
3 2233212 ππρ kppppEU l

b −+++−−=  

)}(){(
1

ωε nAV
itu −−+
−

 
(3) 

同樣的，非資訊交易者賣方也可以選擇下限價單，要求 m 檔位的價格改善，

即限價賣價為 ωmB
it
+

−1
，而限價賣單被執行也需要有三個條件，一為在下一個

交易者進入市場之前，市場仍是繼續交易，二為下一個交易者是買方，三為下

一個交易者下市價單。故非資訊交易者賣方下限價單的預期效用為【詳細推導

請見附錄二】： 

}])1()[1{(
3 1132111 kpppkpEU l

s +++−−= πρ  

)}(){(
1

εω −−+
− ut VmB

i
 

(4) 

其中 )),,(( tmnγρρ = 為在下一個交易者進入市場之前，市場仍是繼續交易

的機率， })1()](3)[1){(31( 2233212 ππ kpppp −+++−− 為下一個交易者為賣方且

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 }])1()[1){(31( 1132111 kpppkp +++−−π 為下一個交易者

為買方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其中 UIUIp b ++=1 , UUp b=2 , 
UIUp b +=3 , bUIIk +=1 , sUIIk +=2 ，I 和 U 分別代表資訊交易者和非

資訊交易者數量， bU 和 sU 分別代表非資訊交易者的買方和賣方數量。 
以 下 為 方 便 表 示 ， 我 們 令

})1()](3)[1){(31( 2233212 ππ kppppx −+++−−= ，為下一個交易者為賣方且下

市價單的平均機率，令 }])1()[1){(31( 1132111 kpppkpy +++−−= π 為下一個交易

者為買方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 
由式 (1) 和式 (3)，我們得到非資訊交易者下限價買單的條件為下限價單

的預期效用高於下市價單的預期效用，即為以下之條件式： 

11
)()}(){()),,((

−−
−+≥−−+

ii tutu AVnAVxtmn εωεγ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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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項得到此條件為： 

))()),,((1()),,((
1−

−+−≥
itu AVxtmnxntmn εγρωγρ  (6) 

式 (6) 的左方為下限價買單所帶來的價格改善期望值，式 (6) 的右方為下

限價買單所帶來的未成交風險成本期望值。 
同樣的，由式 (2) 和式 (4)，我們得到非資訊交易者下限價賣單的條件為： 

)()}(){()),,((
11

εεωγρ −−≥−−+
−− utut VBVmBytmn

ii
 (7) 

移項得到此條件為： 

))()),,((1()),,((
1

εγρωγρ +−−≥
− ut VBytmnymtmn

i
 (8) 

式 (8) 的左方為下限價賣單所帶來的價格改善期望值，式 (8) 的右方為下

限價賣單所帶來的未成交風險成本期望值。 
由式 (6) 和式 (8) 可發現，非資訊交易者在抉擇下限價委託單或市價委託

單時，面臨到價格改善和延遲交易之間的抵換關係，唯有在預期下限價單的價

格改善利益高過下限價單可能帶的延遲交易進而造成未成交風險成本時，非資

訊交易者才會下限價單。又根據上述的條件，我們發現非資訊交易者下限價單

的偏好受到下列五個因素的影響： 
1. 市價 (

1−it
A , 

1−it
B )：由於假設在 1−= itt 時，有一限價賣單的限價為

1−it
A 或有一

限價買單的限價為
1−it

B ，則在 itt = 時，市價買單的交易價格為
1−it

A 或市價賣

單的交易價格為
1−it

B 。故當此市價買價愈高 (交易者所能買進的價格愈

高)，或賣價愈低 (交易者所能賣出的價格愈低)，交易者愈覺得此市價不合

理，所以會偏好下限價單以求價格改善。 
2. 非資訊交易者的資產期望值 ( ε+uV , ε−uV )：當買方預期的資產價值愈高

時，或賣方預期的資產價值愈低時，其愈會高估未成交風險，所以不偏好

下限價單。 
3. 下一個交易者進入市場前，市場仍是繼續交易之機率 ( ρ )：如果此機率愈

大，則下限價單的非成交風險會愈小，所以交易者愈會偏好下限價單。而

由於 ρ =Pr( 12 −−≤ itτγ )，即委託單是否能在市場關閉前交易會受到預期委

託單執行時間的負向影響及市場距收盤時間的正向影響，所以如果交易者

預期委託單執行時間愈短，或市場距收盤時間愈長，交易者愈會偏好下限

價單。 
4. 下一個交易者為賣方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 (x) 及下一個交易者為買方

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 (y)：交易者在下買單時，若下一個交易者為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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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 (x) 上升，則預期下限價單的成交機率會上升，反

之，交易者在下賣單時，若下一個交易者為買方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 (y) 
上升，則預期下限價單的成交機率也會上升，所以兩變數上升都會使非資

訊交易者偏好下限價單。 
5. 檔位 (ω )：當檔位愈大時，交易者變動限價策略 (n, m)，所造成的限價之

絕對價格變動量 ( ωω mn , ) 也愈大，帶來的價格改善也愈大，所以交易者

會偏好下限價單。 

4 限價單之價格決定：限價策略分析 

根據式 (6) 和式 (8) 我們得到非資訊交易者下限價單的條件，進而我們再來討

論限價單的限價又是如何決定的，會受何種因素的影響呢？令 l
bEUL =1 為非資

訊交易者買方下限價單的預期效用， l
sEUL =2 為非資訊交易者賣方下限價單的

預期效用，則： 

)},(){()),,((
11 ωεγρ nAVxtmnL

itu −−+=
−

 1≥n  (9) 
)},(){()),,((

12 εωγρ −−+=
− ut VmBytmnL

i
 1≥m  (10) 

式 (9) 對 n 微分再令其為零，得到買方預期效用極大之一階條件： 

0)}(){(
1

1 =
∂
∂

−−++=
∂
∂

− n
nAVxx

n
L

itu

ρωεωρ  (11) 

式 (10) 對 m 微分再令其為零，得到賣方預期效用極大之一階條件： 

0)}(){(
1

2 =−−++=
∂
∂

−
εωωρ ut VmByy

m
L

i
 (12) 

根據式 (11) 和式 (12)，我們得到 itt = 時，非資訊交易者下限價單的最適

限價策略： 

ω

ερ
ρω

1
)(

)(
*

−
++−

∂
∂
−

=

itu AV

nn , 1≥n  
(13) 

ω

ερ
ρω

1
)(

)(
*

−
−−+

∂
∂
−

=

itu BV

mm , 1≥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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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式 (13) 和 (14)，以下我們詳細分析最適限價策略的決定因素，可以

看到最適限價買價 ( ω*
1

nA
it
−

−
) 和最適限價賣價 ( ωmB

it
+

−1
) 會受到五個因素

的影響： 
1. 市價 (

11
,

−− ii tt BA )：當市價買價愈高，交易者愈需要價格改善 ( *n 上升)，所

以限價相對於市價會愈低，同樣的，當市價賣價愈低，交易者愈需要價格

改善 ( *m 上升)，所以限價相對於市價會愈高。 
2. 非資訊交易者的資產期望值 ( εε −+ uu VV , )：當買方預期的資產價值愈高

時，愈會高估未成交風險，所以愈不要求價格改善 ( *n 下降)，所以限價會

愈接近市價。當賣方預期的資產價值愈低時，愈會高估未成交風險，所以

愈不要求價格改善 ( *m 下降)，所以限價會愈接近市價。 
3. 要求價格改善所增加的未成交風險機率7 ( mn ∂∂∂∂ ρρ , )：如果要求價格

改善所增加的未成交風險機率愈高時，非資訊交易者會愈不要求價格改善 
( ** , mn 下降)，限價愈接近市價。另外，此機率可以拆成兩個部份：

))(( nn ∂∂∂∂=∂∂ γγρρ 或者是 ))(( mm ∂∂∂∂=∂∂ γγρρ ，亦即，求價格改

善所增加的未成交風險機率等於 (要求價格改善所增加的交易延遲) × (交
易延遲所增加的未成交機率)。這兩個部份，後者 ),( mn ∂∂∂∂ γγ 與交易價

格的波動性相關，前者 ( γρ ∂∂ ) 則與市場距離收盤的剩餘時間相關。當

市場的機制 (如：價格波動檔位的限制) 造成交易價格的波動性較小時，

要求價格改善就可能造成較大幅的交易延遲，交易者就會偏好減少價格改

善的要求。而當交易時間變數 t 上升，使市場距離收盤的剩餘時間減少時，

交易延遲所增加的未成交機率會愈大，交易者也會偏好減少價格改善的要

求。 
4. 下一個交易者進入市場前，市場仍是繼續交易之機率  ( ρ )：因為

)( mn ∂∂∂∂ ρρ 為負，所以此機率愈大，交易者會增加要求價格改善的幅

度，亦即，當下限價單的非成交風險愈小時，交易者會較有耐心，選擇等

待以較有利的價格成交。 
5. 檔位 (ω )：當檔位上升時，交易者變動限價策略 ( mn, )，所造成的限價

之絕對價格變動量 ( ωω mn , ) 也愈大，所以交易者也會偏好減少價格改善

                                                 
7或說要求價格改善所減少的成交機率，因為 n∂∂ρ  ( m∂∂ρ ) 為負，增加價格改善 (n 或 m

上升)，下一個交易者進入市場前，市場仍繼續交易的機率就會下降 ( ρ 下降)，所以此部份可說是

「要求價格改善所減少的成交機率」但也可以表示為「要求價格改善所增加的未成交風險機率」，

後者應較易使人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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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5 數值分析 

為更清楚描述限價策略之決定因素，以下我們舉例繪圖說明限價買價和相關變

數之間的關係。設：(1) 市價買價 50
1
=

−it
A  (2) 非資訊交易者的資產期望值 

48=+ εuV  (3) 要求價格改善所增加的未成交風險機率 5.0−=∂∂ nρ  (4) 下
一個交易者進入市場前，市場仍是繼續交易之機率  5.0=ρ  (5) 檔位 

5.0=ω ，我們代入數值可得到： ωερρω })(])({[
1

*

−
++−∂∂−=

itu AVnn =5，亦

即買進的最適限價應為 47.5。 
接下來，我們分別在圖 2 至圖 6 中描述，其餘變數不變下，某一變數與最

適限價 (價格改善) 之間的關係。8 

圖 2：市價買價與最適限價 (價格改善) 之間的關係 

                                                 
8在圖 2 至圖 6 中， 1<n 代表交易者的最適策略為不下限價單，下市價單。 

不同市價買價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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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6

8

10

12

14

16

45.5 46 46.5 47 47.5 48 48.5 49 49.5 50 50.5 51 51.5 52 52.5 53 53.5 54

市價買價



限價單或是市價單? 價格改善與延遲交易之抵換關係探討 

 

213 

圖 3：非資訊交易者的資產期望值與最適限價 (價格改善) 之間的關係 

圖 4：要求價格改善所增加的未成交風險機率與最適限價 (價格改善) 之間的關係 

不同資產價值期望值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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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市場繼續交易之機率與最適限價 (價格改善) 之間的關係 

圖 6：檔位與最適限價 (價格改善) 之間的關係 

6 模型應用與限制 

許多實証的研究都發現市場的條件會影響交易者的投單策略，本篇文章更具體

不同市場繼續交易機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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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委託單驅動市場中，非資訊交易者的最適投單策略及限價策略的決定因

素，故本模型的推論可解釋討論委託單驅動市場相關議題的實証文獻所得到的

結果，以下我們一一說明： 

6.1 價差、資產期望值與投單策略 

Biais et al. (1995) 使用 Paris Bourse 的資料發現價差較大時交易者會偏好下限

價單，Harris and Hasbrouck (1996) 整理 NYSE 的資料發現，當價差為$1/8 時，

有 42%的委託單為市價單，而當價差為$1/4 時，僅有 30%的委託單為市價單。

其他市場也都得到相似的實証結果，如：Ahn et al. (2001) 研究 Hong Kong 
Stock Market、Al-Suhaibani and Kryzanowski (2001) 研究 Saudi Stock Market，
Coppejans et al. (2002) 研究 Swedish OMX Futures Market。 

價差會什麼會影響到交易者的投單策略呢？就我們所知，目前尚未有理論

的文獻對此現象提出完整解釋。而本文發現市價會影響交易者的投單策略及限

價策略，當交易者可交易的市價買價過高和市價賣價過低時，非資訊的交易者

會偏好下限價單且增加要求價格改善的幅度，此條件就是代表市場的買賣價差

過大，市價不合理，所以交易者下市價單會面臨太高的價格風險，增加對限價

單的偏好。 
綜上所述，交易者在價差大時偏好下限價單，應是由於價差大隱含市價的

不合理 (市價買價太高或市價賣價太低)，而市價的不合理，或說價格風險太

高，也應該會受到資產價值期望值的影響。果然，Hollifield et al. (2001) 使用

Stockholm Stock Exchange 的資料，發現委託單的組成 (市價單和限價單的比率) 
可以用來解釋資產價值期望值的變動。所以本文發現，第二個會影響到非資訊

交易者投單策略和限價策略的因素即是資產期望值。 

6.2 成交機率、價格波動性與投單策略 

Ranaldo (2004) 的實証研究發現在某一些市場條件下，交易者會面臨到較低 
(高) 的委託單成交機率，而提高 (降低) 他們下市價單的偏好。成交機率和限

價單偏好的正相關相當直覺，但是什麼因素影響到成交機率，進而透過此變數

而影響到投單策略呢？目前理論有一些文獻各著眼於不同的因素，而本研究試

圖更完整的詮釋這些因素。 
本模型所描述的成交機率包含兩個部份，一個是委託單撮合前 (下一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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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者進入市場前) 市場繼續交易的機率、另一個是下一個交易者之交易需求與

目前交易者的相反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前者與限價價格、市場剩餘時間相

關，後者與資訊相關，因其決定於交易者結構 (資訊與非資訊比例)、預期私人

資訊與非資訊交易者資訊之差異的機率所影響。透過將成交機率分成兩部份，

我們得到與資訊相關及和資訊不相關的成交機率組成因素，更完整的描述交易

者投單策略的影響因素。 
Bae et al. (2003) 探討 NYSE 市場之交易者下單策略，其研究最大的目的即

是在觀察交易價格波動性與限價單偏好之間的正向關係，Bae et al. (2003) 研究

的動機來自兩篇理論文獻：Handa and Schwartz (1996) 和 Foucault (1999)，Handa 
and Schwartz (1996) 認為資產價格波動性與限價單偏好之間的正向關係唯有在

限價單的提供者面對到較低的逆選擇風險時才會成立，而 Foucault (1999) 則認

為當資產價格波動性上升時，市價單的成本 (價格風險) 相對而言較高，所以

交易者會偏好下限價單。可以看到 Handa and Schwartz (1996) 和 Foucault (1999) 
對資產價格波動是否會增加交易者下限價單的偏好，意見相左。Bae et al. (2003) 
針對此相異之點作研究，發現實証的証據都不支持上述兩篇理論文獻：資產價

格的波動性會使交易者下限價單的比例提高，但是與資訊相關的資產價格波動

性不會影響投單策略。Ranaldo (2004) 使用 Swiss Stock Exchange 的資料，得到

相似的結果，發現暫時性 (temporary) 的價格波動性會增加交易者下限價單的

偏好。 
本研究的發現可以說明 Bae et al. (2003) 及 Ranaldo (2004) 的實証結果，本

文發現要求價格改善會增加未成交風險機率 (減少下一個交易者進入市場前，

市場繼續交易的機率)，當市場的機制造成交易價格的波動性較小時，要求價格

改善就可能造成較大幅的交易延遲，交易者就會偏好減少價格改善的要求，改

下市價單。而這部份的影響是非資訊性的，所以本文佐証 Bae et al. (2003) 及
Ranaldo (2004)，認為非資訊性的交易價格波動可以增加交易者下限價單的需

求。 
而與資訊相關的成交機率，是受到交易者結構 (資訊與非資訊比例)、預期

私人資訊與非資訊交易者資訊有差異的機率所影響，並非是受到資產價值波動

性的影響。所以與資訊相關的資產價格波動性不會影響投單策略。 

6.3 委託單的日內型態 

Bae et al. (2003) 使用 TORQ dataset 中交易最頻繁的 30 檔股票的委託單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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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委託單的日內型態是開盤時限價單的比例大於市價單，在盤中時兩類委託

單比例接近，收盤前市價單的比例大於限價單。 
上述的結果應該也是受到與資訊不相關的成交機率部份所影響，本研究發

現當市場距離收盤的剩餘時間減少時，交易延遲所增加的未成交機率會愈大，

交易者也會偏好減少價格改善的要求，可能改下市價單。 

6.4 過度自信與投單策略 

部份討論投單策略的理論文獻，如：Foucalt et al. (2001) 會將交易者區分成有

耐心的 (patient) 和沒有耐心的交易者，但此區分在模型變數的選擇上十分困

難，可能是藉由等待成本 (waiting costs) 來區分，但這樣的區分在實証量化上

也十分困難。 
另一個有趣但難以描述的交易者行為是「過度自信」，在行為財務學

(Behavioral Finance) 如火如荼發展的同時，針對理性交易者分析的模型，勢必

也要顧及交易者非理性時對模型結論的影響。本文模型若考量非資訊交易者是

過度自信，則需修改其預期資訊正確之機率的假設，原先本文假設，當一個理

性的非資訊交易者在推估自已的資訊是否正確時，在沒有特別的資訊下，應預

期各種不同市場條件發生的機率是相等的，即預期資訊交易者會買進、賣出、

或不交易的機率應是相等，即本文所設定 iV 與 uV 的三種可能關係發生的機率各

為 1/3，而得到上述所有的模型結果及推論。但根據 Lichenstein and Fischoff 
(1977) 的研究，其做實驗請受測者預測股價的漲跌，僅有 47%的人預測正確，

但受測者預期自已預測正確的比率為 65%。我們若利用 Lichenstein and Fischoff 
(1977) 的實驗結果來推估非資訊交易者的「過度自信」行為，應是過度高估自

已所擁有雜訊的準確度，高估自已的雜訊與私人資訊同方向的機率，其錯估會

產生什麼影響呢？舉例來說，有一非資訊交易者為賣方，其由於過度自信，故

預期資訊交易者亦為賣出的機率 ( ui VV < 事件發生的機率) 等於 1，即預期其他

市場的機率為零。藉由上述假設，此交易者高估自已資訊的準確程度，亦即，

高估自已交易方向與資訊交易同向的機率。則其他條件不變下，根據圖 1，我

們可算得其預估下限價單會成交的機率為 )1( 13 πρ −p ，若交易者是理性的，根

據 我 們 上 述 的 推 導 其 預 估 下 限 價 單 會 成 交 的 機 率 為 yρ ， 其 中

}])1()[1){(31( 1132111 kpppkpy +++−−= π ，可見此交易者高估了自已資訊的準

確程度後會低估「下一個交易者為買方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  (y)」，由

}])1()[1){(31( 1132111 kpppkp +++−−π 降為 )1( 13 π−p ，故預期下限價單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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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率當然就下降了，所以他會較理性的交易者更偏好下市價單【詳細證明請

見附錄三】。這只是一個極端自信的例子，認為自已一定與資訊交易同方向，

實際上只要高估自已交易方向與資訊交易同向的機率，就會低估限價單的成交

機率，而較偏好下市價單。 
所以如果本研究所考量的非資訊交易者有「過度自信」的行為，其投單策

略會與理性的交易者有什麼不同呢？答案是：在同樣的市場條件下，過度自信

的交易者會較理性的交易者偏好下市價單。 

6.5 交易量及其他模型限制 

由於本文僅設定交易者下一單位的委託單，所以無法探討委託數量此變數與模

型相關變數之間的關係，此為本模型之最大限制。若要放寬此限制，可由兩種

情況著手，一為假設交易量為外生變數，那麼放寬假設後的結論會與本文的假

設雷同，因為此舉只是將本文假設的交易者改為交易數量即可滿足，如：原本

設定有 N 個交易者、U 個風險中立的非資訊交易者、I 個風險中立的資訊交易

者，將改為市場中的委託單有 N 張，其中 U 張為非資訊交易者所下之委託單，

資訊交易者所下之委託單為 I 張。 
但如果我們考量的是另一種情況，即交易量為內生決定，模型的結果則不

克由本文得知，因為目前尚未有文獻探討到委託單驅動市場中，存在資訊不對

稱下，同時考量限價策略、投單策略、交易量策略三者的結果。如：Kyle (1985) 
首先探討連續拍賣市場中證券價格之形成，其僅考量單一資訊交易者，所以得

到資訊交易者會節制交易以隱藏資訊之結果，文中得到報價市場中交易量與證

券價格之相關決定於市場深度，但對於限價策略、投單策略都未能觸及；後續

研究如 Holden and Subrahmanyam (1992) 也僅能對 Kyle (1985) 模型中之資訊

交易者個數進行修正，而得到不同市場情況之推論，故亦未對限價策略和投單

策略有所著墨。而針對限價策略或投單策略之文獻，如：Glosten (1994)、Handa 
and Schwartz (1996)、Foucault (1999) 及 Handa et al. (2003) 等，都未能探討到

交易量策略，且亦未能同時考量資訊不對稱、限價策略及投單策略。 
本文相較於上述文獻，著重於討論交易者預期委託單是否能被交易的機

率，且此機率與限價委託單的執行時間相關，而根據 Lo et al. (2002) 使用計量

模型分析限價委託單的執行時間，發現限價單的執行時間十分顯著與限價價格

相關，但不顯著與限價數量相關。故取捨之下，放棄對交易量策略的探討。雖

然如此，但由上述四個小節中可看到，本文的推論仍能解釋現存實證文獻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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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現象。 
另外，尚如：資訊交易者如何隱藏資訊、預期資產價值是因時變動的…，

這些課題本文都未能觸及，期待後續文獻再進一步發展，以解開委託單市場的

黑盒子。 

7 結論 

本研究的目的是建立一個資訊不對稱的動態模型，同時探討非資訊交易者的投

單策略與限價策略，以說明文獻上相關議題的實証結果。模型結果推論：市價、

非資訊交易者的資產期望值、成交機率、檔位會影響交易者的投單策略，而除

了上述因素外，要求價格改善所增加的未成交風險機率也會影響到交易者的限

價策略。 
本研究的推論可以解釋實証文獻所得到的價差與交易者投單策略之間的關

係 (Biais et al., 1995; Harris and Hasbrouck, 1996; Ahn et al., 2001; Al-Suhaibani 
and Kryzanowski, 2001; Coppejans et al., 2002)，可以解釋委託單組成比率與資產

價值期望值之間的關係 (Hollifield et al., 2001)，可以說明非資訊性的資產價值

波動與交易者投單策略之間的關係 (Bae et al., 2003; Ranaldo, 2004)，可以解釋

委託單的日內型態 (Bae et al., 2003)。最後，我們預期「過度自信」的交易者會

偏好下市價單。我們期盼經由較完整的模型討論，得以勾勒出委託單驅動市場

的概況。 

附錄一 

式 (3) 之推導： 
非資訊交易者買方下限價單之預期效用為限價單成交機率乘上資產期望值高於

限價買價的價值，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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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式 (4) 之推導： 
非資訊交易者賣方下限價單之預期效用為限價單成交機率乘上限價賣價高於資

產期望值的價值，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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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過度自信交易者預估「下一個交易者為買方且下市價單的平均機率」為

)1( 13 π−p 理 性 交 易 者 預 估 同 樣 之 機 率 為

}])1()[1{()31( 1132111 kpppkp +++−−π ，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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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得證其低估限價單成交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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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evelop a dynamic model of order submission strategies in an order-driven 
market, where traders differ in their share valuations. Our model shows that sev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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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se factors, the non-execution probabilities arising from improving the pr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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