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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台灣現貨市場台灣現貨市場台灣現貨市場台灣現貨市場之實證結果與分析之實證結果與分析之實證結果與分析之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台灣市場之異常報酬效果台灣市場之異常報酬效果台灣市場之異常報酬效果台灣市場之異常報酬效果    

一一一一、、、、    日異常報酬效果日異常報酬效果日異常報酬效果日異常報酬效果    

 首先以日資料檢驗台灣現貨市場在期貨結算時，是否出現異常報酬的

情況。結果(參考表 4-1-1)發現無論是全部樣本期間、改變最後結算方法

之前(民國 90年 10 月以前)或之後(民國 90 年 10 月以後)，檢定結果均不

顯著，亦即無足夠證據顯示台灣現貨市場在期貨結算日與非結算日的平均

報酬有顯著的差異。 

[[[[表表表表 4444----1111----1] 1] 1] 1] 日平均報酬率差異檢定結果日平均報酬率差異檢定結果日平均報酬率差異檢定結果日平均報酬率差異檢定結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7/9~94/12) (87/9~94/12) (87/9~94/12) (87/9~94/12)    

    T-(T-5) T-(T-1) T-(T+1)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0.91168 

（0.36452） 

0.09025 

（0.9283） 

-0.2652 

（0.7915） 

0.04446 

（0.96464） 

Wilcoxon 符

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40591 

（0.15975） 

-0.28635 

（0.77461） 

-0.10119 

（0.9194） 

-0.80307 

（0.42194）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87/9~90/10)(87/9~90/10)(87/9~90/10)(87/9~90/10)    

    T-(T-5) T-(T-1) T-(T+1)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0.04211 

（0.96664） 

-0.10024 

（0.92071） 

-0.3084 

（0.75955） 

-0.43163 

（0.66858） 

Wilcoxon 符

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55065 

（0.58187） 

-0.02263 

（0.98195） 

-0.06789 

（0.94587） 

-0.41487 

（0.67823） 

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5) T-(T-1) T-(T+1) T-(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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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1.47147 

（0.14769） 

0.18903 

（0.85086） 

-0.02897 

（0.97701） 

0.63431 

（0.52889） 

Wilcoxon 符

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3777 

（0.1683） 

-0.31334 

（0.75402） 

-0.02487 

（0.98016） 

-0.74107 

（0.458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T-5, T-1, T+1, T+5 分別代表四個非結算日。 

    3.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 

二二二二、、、、    日內異常報酬效果日內異常報酬效果日內異常報酬效果日內異常報酬效果    

 此部分以日內資料檢驗台灣現貨市場在進行最後結算當天，是否出現

異常報酬的情況。關於整天整天整天整天的日內異常報酬效果的檢定結果(參考表 4-1-2

及 4-1-3)同樣發現，無論是採全部樣本期間、改變最後結算方法之前(民

國 90 年 10 月以前)或之後(民國 90 年 10 月以後)，檢定之結果均呈現不

顯著的情形。 

 接著，檢驗台灣現貨市場在結算日當天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期間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期間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期間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期間(即開

盤後 15 分鐘)與非結算日相比，是否出現異常報酬，結果(參考表 4-1-5)

發現：(1)在全部樣本期間的部分，結算日(T)與結算日前一日(T-1)，以

及結算日(T)與結算日後五日(T+5)相比，發現存在異常報酬效果；(2)在

改變結算方式前之期間，均無異常報酬效果；(3)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期間，

除了結算日(T)與結算日前一日(T-1)檢定出存在異常報酬效果之外，與其

餘非結算日相比，均無任何異常報酬現象。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段期

間中，結算日(T)的平均報酬均低於其他非結算日，同時大部分均為負的

報酬率(參考表 4-1-4)。 

 最後，檢驗台灣現貨市場在結算日當天決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到收盤決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到收盤決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到收盤決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到收盤

的期間的期間的期間的期間(即開盤 15分鐘後至收盤)與非結算日相比，是否出現異常報酬，

結果結果(參考表 4-1-7)發現：(1)在全部樣本期間的部分，結算日(T)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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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前五日(T-5)，以及結算日(T)與結算日前一日(T-1)出現異常報

酬；(2)在改變結算方式前之期間，均不存在異常報酬效果；(3)改變結算

方式後之期間，除了結算日(T)與結算日前五日(T-5)檢定出存在異常報酬

效果之外，與其餘非結算日相比，均無異常報酬效果。而在這三段期間中，

結算日(T)的平均報酬均高於其他非結算日，同時大部分均呈現正的報酬

率(參考表 4-1-6)。 

[[[[表表表表 4444----1111----2] 2] 2] 2] 整天的日內報酬率平均數整天的日內報酬率平均數整天的日內報酬率平均數整天的日內報酬率平均數    

 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

間間間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前前前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後後後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 -4.7802E-06 -2.7E-05 5.34932E-06 

T-5 -1.2714E-05 -2.4E-05 -7.8609E-06 

T-1 -1.4024E-06 -1.1E-05 3.08276E-06 

T+1 1.97165E-07 -1.2E-05 5.63844E-06 

T+1 1.97165E-07 9.55E-06 -2.7207E-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T-5, T-1, T+1, T+5 分別代表四個非結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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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1111----3] 3] 3] 3] 結算日與非結算日整天的日內平均報酬差異檢定結果結算日與非結算日整天的日內平均報酬差異檢定結果結算日與非結算日整天的日內平均報酬差異檢定結果結算日與非結算日整天的日內平均報酬差異檢定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 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5) T-(T-5) T-(T-5) 

成對 T 檢定 T 統計量 
0.68158 

(0.49775) 

-0.11856 

(0.90675) 

1.47147 

(0.14769)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37500 

(0.16900) 

-0.24300 

(0.80800) 

-1.37800 

(0.16800) 

 T-(T-1) T-(T-1) T-(T-1) 

成對 T 檢定 T 統計量 
-0.30788 

(0.75909) 

-0.67882 

(0.50466) 

0.18903 

(0.85086)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05200 

(0.95900) 

-0.50300 

(0.61500) 

-0.31300 

(0.75400) 

 T-(T+1) T-(T+1) T-(T+1) 

成對 T 檢定 T 統計量 
-0.35202 

(0.72588) 

-0.38122 

(0.70687) 

-0.02897 

(0.97701)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11500 

(0.90900) 

-0.14600 

(0.88400) 

-0.02500 

(0.98000) 

 T-(T+5) T-(T+5) T-(T+5) 

成對 T 檢定 T 統計量 
0.23033 

(0.81851) 

-1.06047 

(0.30097) 

0.63431 

(0.52889)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39000 

(0.69700) 

-0.50300 

(0.61500) 

-0.74100 

(0.4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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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1111----4] 4] 4] 4] 開盤後十五分鐘日內報酬率平均數開盤後十五分鐘日內報酬率平均數開盤後十五分鐘日內報酬率平均數開盤後十五分鐘日內報酬率平均數    

 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

間間間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前前前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後後後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 -0.00015946 -0.0004 -5.0624E-05 

T-5 -2.5252E-05 -0.00017 4.07228E-05 

T-1 0.000159934 6.46E-05 0.000202722 

T+1 3.73954E-05 -0.00013 0.000113629 

T+1 6.21967E-05 -7E-05 0.0001215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T-5, T-1, T+1, T+5 分別代表四個非結算日。 

 

[[[[表表表表 4444----1111----5] 5] 5] 5] 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後十五分鐘日內平均報酬差異檢定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後十五分鐘日內平均報酬差異檢定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後十五分鐘日內平均報酬差異檢定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後十五分鐘日內平均報酬差異檢定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8889/1~94/129/1~94/129/1~94/12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5) T-(T-5)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1.09604 

(0.27682) 

-0.7254 

(0.47621) 

-0.83848 

(0.40592)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745 

(0.45600) 

-0.536 

(0.59200) 

-0.642 

(0.52100) 

 T-(T-1) T-(T-1) T-(T-1)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2.4967 

(0.01489)**(0.01489)**(0.01489)**(0.01489)**    

-1.71541 

(0.10099) 

-1.80224 

(0.07779)*(0.07779)*(0.07779)*(0.07779)*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2.195 

(0.028)**(0.028)**(0.028)**(0.028)**    

-1.25 

(0.21100) 

-1.865 

(0.062)*(0.062)*(0.062)*(0.062)*    

 T-(T+1) T-(T+1) T-(T+1)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1.48916 

(0.14094) 

-0.82404 

(0.41918) 

-1.30472 

(0.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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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255 

(0.21000) 

-0.016 

(0.98700) 

-1.388 

(0.16500) 

 T-(T+5) T-(T+5)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1.90813 

(0.06048)*(0.06048)*(0.06048)*(0.06048)*    

-1.36538 

(0.18658) 

-1.33055 

(0.18962)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53 

(0.12600) 

-1.088 

(0.27700) 

-1.039 

(0.299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其中「*」、「**」、「***」 

     分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表表表表 4444----1111----6] 6] 6] 6] 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之日內報酬率平均數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之日內報酬率平均數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之日內報酬率平均數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之日內報酬率平均數    

 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

間間間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前前前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後後後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 8.15E-06 7.05E-06 8.64E-06 

T-5 -1.1E-05 2.28E-06 -1.1E-05 

T-1 -1.3E-05 -2.2E-05 -8.7E-06 

T+1 -2E-06 -4.8E-06 -7.1E-07 

T+1 -4.4E-06 2.28E-06 -7.4E-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 T-5, T-1, T+1, T+5 分別代表四個非結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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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1111----7] 7] 7] 7] 日內報酬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日內平日內報酬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日內平日內報酬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日內平日內報酬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日內平

均報酬差異檢定結果均報酬差異檢定結果均報酬差異檢定結果均報酬差異檢定結果    

 

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全部樣本期

間間間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前前前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後後後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5) T-(T-5)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2.12319 

(0.03727)**(0.03727)**(0.03727)**(0.03727)** 

0.15542 

(0.87797) 

2.41625 

(0.01953)**(0.01953)**(0.01953)**(0.01953)**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2.475 

(0.013)**(0.013)**(0.013)**(0.013)** 

-0.99 

(0.32200) 

-2.313 

(0.021)**(0.021)**(0.021)**(0.021)** 

 T-(T-1) T-(T-1) T-(T-1)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1.89027 

(0.06286)*(0.06286)*(0.06286)*(0.06286)* 

1.23156 

(0.23173) 

1.41656 

(0.16307)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627 

(0.10400) 

-1.153 

(0.24900) 

-1.149 

(0.25100) 

 T-(T+1) T-(T+1) T-(T+1)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1.07527 

(0.28595) 

0.50892 

(0.61611) 

1.03913 

(0.30395)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272 

(0.20300) 

-0.698 

(0.48500) 

-0.95 

(0.34200) 

 T-(T+5) T-(T+5)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1.06744 

(0.28944) 

0.15542 

(0.87797) 

1.55267 

(0.12707) 

Wilcoxon 符號 

等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106 

(0.26900) 

-0.016 

(0.98700) 

-1.477 

(0.14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其中「*」、「**」、「***」 

     分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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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就全部樣本期間的日內資料來說，存在著異常報酬效果。

比較結算方式改變前後期間發現，在結算方法改變前，無論是每日資料或

日內資料，均不存在異常報酬效果，但在結算方法改變後，雖然不是非常

地明顯，但從日內資料的檢定發現，開始有異常報酬的情形出現。此外，

比較「結算日當天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期間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期間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期間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期間(即開盤後 15 分鐘)」與「決決決決

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到收盤的期間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到收盤的期間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到收盤的期間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到收盤的期間(即開盤 15 分鐘後至收盤)」發現，這

二段期間的所得之平均報酬率呈現相反的結果，前者大多為負的報酬率，

而後者多正的報酬率。因此，接下來欲檢驗的即為台灣現貨市場是否存在

價格反轉效果。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台灣市場之價格反轉效果台灣市場之價格反轉效果台灣市場之價格反轉效果台灣市場之價格反轉效果    

 本節將針對台灣現貨市場在結算前後是否有價格反轉的情形做實證分

析。首先採用 Stoll and Whaley(1986)所提出的模型，也就是計算到期日

收盤前最後 30 分鐘至收盤時的報酬率(Rt)與到期日收盤至隔天開盤的報

酬率(Rt+1)；以及 Chou and Chen(2005)的修正模型，即計算最後結算日前

一日收盤至最後交易日當天開盤後 15 分鐘之報酬率(R’t+1)與最後交易日

當天開盤後 15 分鐘至最後交易日當天收盤的報酬率(Rt+1)，再借由二項檢

定來判斷是否有價格反轉的現象。 

 研究結果發現(參考表 4-2-1)，無論是全部樣本期間(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之前(89/1~90/10)，以及改變結算方式之後(90/11~94/12)

的檢定結果，價格反轉效果都是不顯著的，但是採用 Chou and Chen(2005)

的修正模型，則讓這三段樣本期間的 P-Vaule 均有明顯的下降，即更能捕

捉到台灣現貨市場結算前後的價格反轉效果。 

 採用本研究針對 Chou and Chen(2005)所做的再修正模型，亦即將模

型中「最後結算日前一日的收盤至最後交易日當天開盤後 15 分鐘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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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R’t+1)」修改為「最後結算日前一日收盤前 30 分鐘至最後交易日當天

開盤後 15 分鐘之報酬率」，與最後結算日當天結算價格決定後至收盤的報

酬率進行比較。其實證結果發現，在全部樣本期間(89/1~94/12)、以及改

變結算方式之後(90/11~94/12)，均出現顯著的價格反轉效果；但改變結

算方式之前(89/1~90/10)這段期間的價格反轉效果仍然是不顯著的。此

外，由下表的反轉比率可以發現，無論是採用哪一種價格反轉模型，相較

於改變結算方式之前(採特別開盤報價)，在改變結算方式之後（採開盤後

十五分鐘內平均價）的價格反轉比率均有提升的情形，亦即當台指期貨改

變了結算方式之後，現貨市場在期貨結算前後，發生價格反轉現象的情況

增加。 

[[[[表表表表 4444----2222----1] 1] 1] 1] 日內價格反轉實證結果日內價格反轉實證結果日內價格反轉實證結果日內價格反轉實證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格中第一列表示：反轉個數／全數到期天數 

          第二列表示：反轉的比率 

          第三列表示：P-value，其中「*」、「**」、「***」分別表示 10%、 

                      5%與 1%的顯著水準。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Stoll and Stoll and Stoll and Stoll and 

Whaley(1986)Whaley(1986)Whaley(1986)Whaley(1986)    

原始模型原始模型原始模型原始模型    

32/71 

[45.07%] 

(0.7617) 

9/22 

[40.91%] 

(0.7383) 

23/49 

[46.94%] 

(0.6123) 

Chou and Chen(2005)Chou and Chen(2005)Chou and Chen(2005)Chou and Chen(2005)    

修正模型修正模型修正模型修正模型    

37/71 

[52.11%] 

(0.3177) 

10/22 

[45.45%] 

(0.5841) 

27/49 

[55.10%] 

(0.1958) 

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    

44/71 

[61.97%] 

(0.0160)**(0.0160)**(0.0160)**(0.0160)**    

10/22 

[45.45%] 

(0.5841) 

34/49 

[69.39%] 

(0.0019)***(0.0019)***(0.0019)***(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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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無論是採用 Stoll and Whaley(1986)的原始模型、Chou and 

Chen(2005)的模型，以及本研究所提出的修正模型的實證結果均發現，改

變最後結算方式之後，台灣現貨市場在結算前後出現更明顯的價格反轉現

象。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台灣市場之報酬波動效果台灣市場之報酬波動效果台灣市場之報酬波動效果台灣市場之報酬波動效果    

一一一一、、、、    日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日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日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日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    

 採用日資料的實證結果發現(參考 4-3-1)，在全部樣本期間

(87/9~94/12)，以及改變結算方式之前(87/9~90/10)，結算日(T)與其他

四個非結算日(T-5, T-1, T+1, T+5)相比，均無顯著的報酬異常波動效果；

但是在改變結算方式之後(90/11~94/12)，最後結算日當天的報酬波動度

顯著低低低低於其前一日(T-1)的報酬波動性。因此，以日資料檢定台指期貨到

期時，並沒有現貨市場具有日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因此，接著再以日內

資料更詳細地觀察台灣現貨市場在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內的

日內報酬是否存在異常波動效果。 

[[[[表表表表 4444----3333----1] 1] 1] 1] 日報酬波動性檢定結果日報酬波動性檢定結果日報酬波動性檢定結果日報酬波動性檢定結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7/9~94/12) (87/9~94/12) (87/9~94/12) (87/9~94/12)    

 T/(T-5) T/(T-1) T/(T+1) T/(T+5) 

1.02095 0.87409 1.15428 1.19785 
F 檢定 

（0.46205） （0.26819） （0.25489） （0.2035）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87/9~90/10)(87/9~90/10)(87/9~90/10)(87/9~90/10)    

 T/(T-5) T/(T-1) T/(T+1) T/(T+5) 

F 檢定 0.97671 1.30068 1.31085 1.33971 

 （0.47201） （0.21708） （0.21035） （0.19222） 

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5) T/(T-1) T/(T+1) T/(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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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08 0.51459 0.91034 0.95561 
F 檢定 

（0.38801） （0.011630.011630.011630.01163）********    （0.37309） （0.437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其中「*」、「**」、「***」 

     分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二二二二、、、、    日內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日內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日內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日內報酬的異常波動效果    

 以日內資料實證的結果發現(參考表 4-3-2)，無論是以全部樣本期

間、或是改變結算方式前的日內平均報酬的波動性來看，最後結算日當天

整天整天整天整天的日內平均報酬波動度，均不顯著高於其他四個非結算日。而改變結

算方式之後，在結算日當天的日內報酬波動度只有顯著高於其後一日，與

其他三個非結算日的差異並不顯著。 

 若以開盤後開盤後開盤後開盤後 15151515 分分分分鐘內鐘內鐘內鐘內之期間來看(參考表 4-3-3)：(1)在全部樣本期

間之下，結算日(T)當天的報酬波動性顯著高於其後五日(T+5)。(2)改變

結算方法之前，結算日之報酬波動性著大於其後五日(T＋5)，而與其他三

個非結算日相比均無明顯的異常波動效果。(3)在改變結算方式之後，結

算日之報酬波動性亦顯著大於其前一日(T-1)。 

 上述整體來說，以日資料來看，改變結算方式之後，結算日當天的報

酬波動性有顯著異於非結算日的現象。但以日內資料來看，最後結算日當

天開盤十五分鐘內的日內報酬波動度並沒有顯著大於其他非結算日，同時

改變最後結算方式的前後對於日內波動效果也沒有產生明顯的改變。故本

研究推測，無論是否為最後結算日，現貨市場在開盤前十五分鐘的日內波

動性可能均其他時段來得高。因此，接下來將繼續檢驗最後結算日(T)與

非結算日(T-5, T-1, T+1, T+5)在「開盤十五分鐘內的日內報酬波動度」

是否均大於「前一天收盤前三十分鐘的日內報酬波動」度，以及「開盤十

五分鐘後至收盤的日內報酬波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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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表表表表 4444----3333----2] 2] 2] 2] 結算日與非結算日整天日內報酬波動性差異檢定結果結算日與非結算日整天日內報酬波動性差異檢定結果結算日與非結算日整天日內報酬波動性差異檢定結果結算日與非結算日整天日內報酬波動性差異檢定結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5) T/(T-5) T/(T-5) 

F 檢定 
1.1569 

（0.27185） 

1.13575 

（0.38663） 

1.08608 

（0.38801） 

 T/(T-1) T/(T-1) T/(T-1) 

F 檢定 
0.99498 

（0.49162） 

1.33466 

（0.25704） 

0.51459 

（（（（0.011630.011630.011630.01163））））********    

 T/(T+1) T/(T+1) T/(T+1) 

F 檢定 
1.18447 

（0.24032） 

1.26103 

（0.29995） 

0.91034 

（0.37309） 

 T/(T+5) T/(T+5) T/(T+5) 

F 檢定 
1.16046 

（0.26761） 

1.18454 

（0.35078） 

0.95561 

（0.437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其中「*」、「**」、「***」 

         分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    [    [    [表表表表 4444----3333----3] 3] 3] 3] 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之日內報酬波動性差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之日內報酬波動性差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之日內報酬波動性差結算日與非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之日內報酬波動性差    

                                                            異檢定結果異檢定結果異檢定結果異檢定結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前前前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後後後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5) T-(T-5) T-(T-5) 

F 檢定 1.17901 

（0.24634） 

0.89613 

（0.40197） 

1.98023 

（（（（0.009840.009840.009840.00984））））************    

 T-(T-1) T-(T-1) T-(T-1) 

F 檢定 1.32298 

（0.12205） 

1.63684 

（0.13345） 

0.97811 

（0.4696） 

 T-(T+1) T-(T+1) T-(T+1) 

F 檢定 0.9564 

（0.4263） 

0.95079 

（0.45452） 

0.91858 

（0.38491） 

 T-(T+5) T-(T+5) T-(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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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檢定 1.62451 

（（（（0.022070.022070.022070.02207））））********    

2.23799 

（（（（0.035890.035890.035890.03589））））********    

1.12354 

（0.34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其中「*」、「**」、「***」 

           分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首先，先檢驗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期間的報酬波動度與結算前和結算後

相比是否有比較高的情況。因此本研究將比較以下二組資料，分別為：(1)

「最後結算日(T)開盤後 15 分鐘內(結算時)」與「最後交易日 (T-1)收盤

前 30 分鐘至收盤(結算前)」的報酬波動性，以及(2)「最後結算日(T)開

盤後 15 分鐘內(結算時)」與「最後結算日(T)開盤 15 分鐘後至收盤(結算

後)」的報酬波動性。 

 實證結果發現(參考 4-3-4)，無論是在全部樣本期間(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前(89/1~90/10)，以及改變結算方式後(90/11~94/12)這三

段期間，台灣現貨市場在結算時的報酬波動度均顯著大於結算前與結算後

的報酬波動度。 

 接著，將比較其他非結算日「當天開盤十五分鐘」與「其前一日收盤

前三十分鐘」的日內報酬波動性大小，以及其他非結算日「當天開盤十五

分鐘」與「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日內報酬波動性大小，檢驗是否開

盤後十五分鐘內的日內報酬波動度同樣亦有較大的情況。實證結果發現

(參考 4-3-4)，在全部樣本期間(89/1~94/12)、改變結算方式前

(89/1~90/10)，以及改變結算方式後(90/11~94/12)之樣本期間，四個非

結算日開盤後十五分鐘的日內報酬波動度均顯著大於「其前一日收盤前三

十分鐘之波動度」，以及「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之波動度」。 

 此外，另採用 Chou and Chen(2005)修正模型，以及本研究之修正模

型，並使用二項檢定，來檢驗其他非結算日是否亦存在顯著的價格反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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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而實證結果(參考 4-3-5)發現，T日&T+1 日以及 T+4 日&T+5 日這二

組非結算日前後期間，存在顯著的日內價格反轉效果。 

 由上述實證結果可知，當期貨到期結算時，台灣現貨市場在決定最後

結算價格的期間，也就是最後結算日當天開盤後十五分鐘內的日內報酬波

動性的確顯著高於結算前與結算後之報酬波動性。但另一方面，檢定非結

算日開盤後十五分鐘內的報酬波動性，也同樣出現相對較高的情況，而這

或許也能夠說明為何在前面的檢定中，最後結算日當天開盤十五分鐘的日

內報酬波動度並未顯著高於其他非結算日。。故可推知，相較於其他交易

時段而言，開盤後十五分鐘內的報酬波動性，普遍來說是比較高的。此外，

實證結果也發現，在四組非結算日前後期間，其中有二組也檢驗出具有顯

著的價格反轉效果。因此，本研究認為台灣現貨市場開盤後十五分鐘內的

價格行為不是那麼地穩定，故以此段期間的指數為基礎，所計算出來的最

後結算價格並不是很恰當。 

   [   [   [   [表表表表 4444----3333----4] 4] 4] 4] 開盤十五分鐘日內報酬波動與其他交易時段之日內報酬開盤十五分鐘日內報酬波動與其他交易時段之日內報酬開盤十五分鐘日內報酬波動與其他交易時段之日內報酬開盤十五分鐘日內報酬波動與其他交易時段之日內報酬    

                                                        波動差異檢定結果波動差異檢定結果波動差異檢定結果波動差異檢定結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9/1~94/1289/1~94/1289/1~94/12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改變結算方式

前前前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改變改變改變結算方式結算方式結算方式結算方式

後後後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結算時/    

結算前 

19.47543 

（（（（1.37E1.37E1.37E1.37E----27272727））））

************    

18.06228 

（（（（4.1E4.1E4.1E4.1E----09090909））））************    

20.52467 

（（（（5.78E5.78E5.78E5.78E----20202020））））

************    

結結結結    

算算算算    

日日日日    

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    

T-1 & T 

結算時/    

結算後 

213.6337 

（（（（1.18E1.18E1.18E1.18E----62626262））））

************    

306.9644 

（（（（1.3E1.3E1.3E1.3E----21212121））））************    

139.2499 

（（（（4.1E4.1E4.1E4.1E----39393939））））************    

open t-5+15/  

close t-6-30 

25.35684 

（（（（2.9E2.9E2.9E2.9E----31313131））））************    

31.0363 

（（（（2.13E2.13E2.13E2.13E----11111111））））

************    

15.48502 

（（（（2.5E2.5E2.5E2.5E----17171717））））************    

非非非非    

結結結結    

算算算算    

日日日日    

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    

T-6 & T-5 
opent-5+15/ 

opent-5+15 to 

close t-5 

247.9641 

（（（（6.7E6.7E6.7E6.7E----65656565））））************    

281.2425 

（（（（3.25E3.25E3.25E3.25E----21212121））））

************    

171.3257 

（（（（3.01E3.01E3.01E3.01E----41414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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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t-1+15/  

close t-2-30 

23.29417 

（（（（4.5E4.5E4.5E4.5E----30303030））））************    

42.38052 

（（（（9.48E9.48E9.48E9.48E----13131313））））

************    

17.88744 

（（（（1.14E1.14E1.14E1.14E----18181818））））

************    
T-2 & T-1 

opent-1+15/ 

opent-1+15 to 

close t-1 

137.6319 

（（（（4.78E4.78E4.78E4.78E----56565656））））

************    

108.9652 

（（（（6.15E6.15E6.15E6.15E----17171717））））

************    

179.2807 

（（（（1.03E1.03E1.03E1.03E----41414141））））

************    

open t+1+15/  

close t-30 

21.61524 

（（（（4.97E4.97E4.97E4.97E----29292929））））

************    

26.67971 

（（（（9.45E9.45E9.45E9.45E----11111111））））

************    

17.9874 

（（（（1.02E1.02E1.02E1.02E----18181818））））

************    
T & T+1 

opent+1+15/ 

opent+1+15 to 

close t+1 

338.3658 

（（（（1.36E1.36E1.36E1.36E----69696969））））

************    

284.3529 

（（（（2.89E2.89E2.89E2.89E----21212121））））

************    

438.1706 

（（（（5.79E5.79E5.79E5.79E----51515151））））

************    

open t+5+15/  

close t+4-30 

13.92035 

（（（（4.71E4.71E4.71E4.71E----23232323））））

************    

8.646523 

（（（（3.25E3.25E3.25E3.25E----06060606））））

************    

23.70267 

（（（（2.43E2.43E2.43E2.43E----21212121））））

************    
T+4 & T+5 

opent+5+15/ 

opent+5+15 to 

close t+5 

85.26323 

（（（（6.72E6.72E6.72E6.72E----49494949））））

************    

46.07411 

（（（（4.09E4.09E4.09E4.09E----13131313））））

************    

210.3769 

（（（（2.29E2.29E2.29E2.29E----43434343））））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結算時表示：結算日(T)當天開盤十五分鐘內的報酬波動度；結算前表示：  

    結算日前一日(T-1)收盤前三十分鐘內報酬波動度；結算後表示：結算日(T)  

    當天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報酬波動度。 

    3. 以 T-6 日& T-5 日為例，opent-5+15 表示：T-5 日當天開盤十五分鐘內的報 

       酬波動度；close t-6-30： T-6 日收盤前三十分鐘內報酬波動度；            

       open t-5+15 to close t-5表示：T-5 日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報酬波動度。 

    4.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其中「*」、「**」、「***」 

     分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而括弧上方之數值為 F 統計量。 

[[[[表表表表 4444----3333----5] 5] 5] 5] 非結算日前後的價格反轉效果非結算日前後的價格反轉效果非結算日前後的價格反轉效果非結算日前後的價格反轉效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    

89/1~90/1089/1~90/1089/1~90/10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    

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TT----6666 日日日日    &  T&  T&  T&  T----5555 日日日日    

Chou and 

Chen(2005) 

修正模型 

32/71 

[45.07%] 

(0.7617) 

8/22 

[36.36%] 

(0.8569) 

24/49 

[48.98%] 

(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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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 

再修正模型 

29/71 

[40.85%] 

(0.9230) 

9/22 

[40.91%] 

(0.7383) 

21/49 

[42.86%] 

(0.8042) 

TTTT----2222 日日日日 &  T &  T &  T &  T----1111 日日日日    

Chou and 

Chen(2005) 

修正模型 

34/71 

[47.89%] 

(0.5937) 

11/22 

[50%] 

(0.4159) 

23/49 

[46.94%] 

(0.6123) 

本研究之 

再修正模型 

35/71 

[49.30%] 

(0.5000) 

9/22 

[40.91%] 

(0.7383) 

26/49 

[53.06%] 

(0.2809) 

TTTT 日日日日 &  T+1 &  T+1 &  T+1 &  T+1 日日日日    

Chou and 

Chen(2005) 

修正模型 

41/71 

[61.97%] 

(0.0160)**(0.0160)**(0.0160)**(0.0160)** 

12/22 

[68.18%] 

(0.0262)**(0.0262)**(0.0262)**(0.0262)** 

29/49 

[59.18%] 

(0.0762)*(0.0762)*(0.0762)*(0.0762)* 

本研究之 

再修正模型 

35/71 

[57.75%] 

(0.0770)*(0.0770)*(0.0770)*(0.0770)* 

9/22 

[54.55%] 

(0.2617) 

26/49 

[59.18%] 

(0.0762)*(0.0762)*(0.0762)*(0.0762)* 

T+4T+4T+4T+4 日日日日 &  T+5 &  T+5 &  T+5 &  T+5 日日日日    

Chou and 

Chen(2005) 

修正模型 

43/71 

[60.56%] 

(0.0284)**(0.0284)**(0.0284)**(0.0284)** 

15/22 

[68.18%] 

(0.0262)**(0.0262)**(0.0262)**(0.0262)** 

28/49 

[57.14%] 

(0.1264) 

本研究之 

再修正模型 

44/71 

[61.97%] 

(0.0160)**(0.0160)**(0.0160)**(0.0160)** 

15/22 

[68.18%] 

(0.0262)**(0.0262)**(0.0262)**(0.0262)** 

29/49 

[59.18%] 

(0.0762)*(0.0762)*(0.0762)*(0.076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格中第一列表示：反轉個數／全數到期天數 

          第二列表示：反轉的比率 

          第三列表示：P-value，其中「*」、「**」、「***」分別表示 10%、 

                      5%與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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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台灣市場之異常交易量效果台灣市場之異常交易量效果台灣市場之異常交易量效果台灣市場之異常交易量效果    

一一一一、、、、    日異常交易量效果日異常交易量效果日異常交易量效果日異常交易量效果    

 台灣現貨市場在期貨到期結算是否有異常交易量效果。以日資料的檢

定結果發現(參考 4-4-1)，以全部樣本期間來看，相對於結算日前一日(T-1)

與後五日(T+5)，在結算日(T)當天有顯著較高的交易量。然而，改變最後

結算方式以前(87/9~90/10)，除了二項檢定有檢驗出結算日(T)相較於其

後五日(T+5)存在顯著的異常交易量效果之外，結算日當天的日交易量並

沒有顯著地高於其他三個非結算日；但是，當改變最後結算方式之後

(90/11~94/12)，實證結果卻發現，結算日(T)相較於結算日前一日(T-1)

與後五日(T+5)，具有顯著的異常交易量效果。換言之，以日資料的分析

結果發現，改變最後結算方式之後，台灣現貨市場在台指期貨到期時，異

常交易量效果反而更顯著了。 

[[[[表表表表 4444----4444----1] 1] 1] 1] 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日平均交易量差異檢定結果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日平均交易量差異檢定結果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日平均交易量差異檢定結果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日平均交易量差異檢定結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7/9~94/12) (87/9~94/12) (87/9~94/12) (87/9~94/12)    

     T-(T-5) T-(T-1) T-(T+1) T-(T+5) 

成對 T 檢定 t 統計量 
0.37959 

（0.3526） 

1.80417 

（（（（0.037370.037370.037370.03737））））********    

0.34772 

（0.36445） 

1.62864 

（（（（0.053550.053550.053550.05355））））****    

Wilcoxon 符號等

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60499 

（0.27259） 

-1.60829 

（（（（0.053890.053890.053890.05389））））****    

-0.65021 

（0.25778） 

-1.78699 

（（（（0.036970.036970.036970.03697））））********    

二項檢定 P-Value （（（（0.080290.080290.080290.08029））））****    （（（（0.033080.033080.033080.03308））））********    （0.11769） （（（（0.052610.052610.052610.05261））））****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87/9~90/10)(87/9~90/10)(87/9~90/10)(87/9~90/10)    

     T-(T-5) T-(T-1) T-(T+1) T-(T+5) 

成對 T 檢定 t 統計量 
0.6914 

（0.24687） 

0.67918 

（0.25068） 

-0.63954 

（0.26326） 

0.84307 

（0.20238） 

Wilcoxon 符號等

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55065 

（0.58187） 

-0.36962 

（0.71167） 

-0.55821 

（0.5767） 

-1.1541 

（0.24846） 

二項檢定 P-Value （0.162） （0.162） （0.62859） （（（（0.093870.093870.093870.0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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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90/11~94/12)(90/11~94/12)(90/11~94/12)(90/11~94/12)    

     T-(T-5) T-(T-1) T-(T+1) T-(T+5) 

成對 T 檢定 t 統計量 
0.04477 

（0.48224） 

1.73824 

（（（（0.044290.044290.044290.04429））））********    

0.71742 

（0.2383） 

1.38641 

（（（（0.086010.086010.086010.08601））））****    

Wilcoxon 符號等

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31832 

（0.37512） 

-1.63633 

（（（（0.050890.050890.050890.05089））））****    

-0.9997 

（0.15873） 

-1.40754 

（（（（0.079630.079630.079630.07963））））****    

二項檢定 P-Value （0.12643） （（（（0.042720.042720.042720.04272））））********    （（（（0.022190.022190.022190.02219））））********    （0.126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其中「*」、「**」、「***」分  

     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二二二二、、、、    日日日日內異常交易量效果內異常交易量效果內異常交易量效果內異常交易量效果    

 由於證交所網站所僅提供民國 90 年 10 月份以後的日內成交量資料，

因此本文僅能就改變結算方式之後(90/11~94/12)的期間檢驗是否存在異

常交易量效果。 

 而實證結果發現(參考 4-4-2)：(1)結算日當天整天的平均日內平均交整天的平均日內平均交整天的平均日內平均交整天的平均日內平均交

易量易量易量易量，與結算日之前一日(T-1)和後五日(T+5)相比，具有顯著的異常交易

量效果。(2)在決定最後結算價格的 15151515 分鐘內平均交易量分鐘內平均交易量分鐘內平均交易量分鐘內平均交易量也顯著高於結算

日之前五日(T-5)、前一日(T-1)以及後五日(T+5)的平均交易量。(3)結算

日開盤 15 分鐘後至收盤期間之日內平均交易量，與結算日之前一日(T-1)

和後五日(T+5)相比，仍然存在著顯著較高的異常交易量，而這也顯示在

決定最後結算價決定完畢後，市場上的投資人又開始積極進行現貨回補的

動作。因此，改變了最後結算方式之後，無論是以結算日整天、開盤後 15

分鐘內，或者是開盤 15 分鐘至收盤期間，與其他非結算日相比，台灣現

貨市場仍然存在著顯著較大的異常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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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4444----2] 2] 2] 2] 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日內平均交易量差異檢定結果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日內平均交易量差異檢定結果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日內平均交易量差異檢定結果改變結算方式後之日內平均交易量差異檢定結果 

整天日內平均交易量整天日內平均交易量整天日內平均交易量整天日內平均交易量    T-(T-5) T-(T-1) T-(T+1)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0.3141 

（0.3774） 

1.95334 

（（（（0.028310.028310.028310.02831））））********    

0.59616 

（0.27693） 

1.68812 

（（（（0.048940.048940.048940.04894））））********    

Wilcoxon 符號等

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41281 

（0.33987） 

-1.61644 

（（（（0.053000.053000.053000.05300））））****    

-0.84055 

（0.2003） 

-1.72586 

（（（（0.042190.042190.042190.04219））））********    

二項檢定 P-Value （0.12643） （0.28409） （（（（0.022190.022190.022190.02219））））****    （（（（0.076200.076200.076200.07620））））****    

開盤後開盤後開盤後開盤後 15151515 分鐘內日內平均交分鐘內日內平均交分鐘內日內平均交分鐘內日內平均交

易量易量易量易量    
T-(T-5) T-(T-1) T-(T+1)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1.62332 

（（（（0.055540.055540.055540.05554））））****    

2.77264 

（（（（0.003950.003950.003950.00395））））

************    

1.35327 

（（（（0.091150.091150.091150.09115））））****    

1.39429 

（0.084820.084820.084820.08482））））**** 

Wilcoxon 符號等

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1.80543 

（（（（0.035500.035500.035500.03550））））

********    

-2.37243 

（（（（0.008840.008840.008840.00884））））

************    

-1.3777 

（（（（0.084150.084150.084150.08415））））****    

-1.25833 

（0.10414） 

二項檢定 P-Value 
（（（（0.022190.022190.022190.02219））））

********    
（（（（0.042720.042720.042720.04272））））********    （0.1958） （0.28409） 

開盤開盤開盤開盤 15151515 分鐘後至收盤之日內分鐘後至收盤之日內分鐘後至收盤之日內分鐘後至收盤之日內

平均交易量平均交易量平均交易量平均交易量    
T-(T-5) T-(T-1) T-(T+1) T-(T+5) 

成對 T檢定 T 統計量 
0.29988 

（0.38278） 

1.92839 

（（（（0.029870.029870.029870.02987））））********    

0.58522 

（0.28057） 

1.68772 

（（（（0.048980.048980.048980.04898））））********    

Wilcoxon 符號等

級和檢定 
Z 統計量 

-0.40287 

（0.34352） 

-1.5468 

（（（（0.060960.060960.060960.06096））））****    

-0.8107 

（0.20877） 

-1.72586 

（（（（0.042190.042190.042190.04219））））********    

二項檢定 P-Value （0.12643） （0.28409） （（（（0.022190.022190.022190.02219））））********    （（（（0.076200.076200.076200.076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表格中，括弧(  )內的數值代表 P-Value。其中「*」、「**」、「***」分  

     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而括弧上方之數值為 F 統計量。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以日資料及日內資料來檢驗異常報酬效果、價格反轉效果、異常

報酬波動效果以及異常交易量效果存在與否，來判台灣現貨市場是否會在



 71 

期貨到期結算時產生到期效應。結果整理如下表 4-5-1 至表 4-5-3。    

 在改變最後結算方式後，結算日當天開盤十五分鐘，也就是決定最後

結算價格的期間檢定出具有異常報酬效果，但在改變結算方式前不具有顯

著的異常報酬效果。同時，以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也檢驗出存在顯著的價

格反轉效果，並且最後結算方式改變後的反轉比率高於改變以前。  

 此外，與四個非結算日相比，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的日內報酬波動性

只有顯著大於其中一個非結算日，且無論改變結算方式前後均是如此，故

並不能確定結算日的報酬波動性是否高於與非結算日。因此，改以檢驗結

算時，亦即結算日開盤十五分鐘的報酬波動性，是否相對大於結算前與結

算後期間，實證結果(參考表 4-5-2)發現，無論改變結算方式前後，結算

日開盤十五分鐘的報酬波動性均顯著地提高。接著，本研究另外檢驗了四

個非結算日在開盤十五分鐘的報酬波動度是否也是高於其前面與後面之

交易時段，而實證結果(參考 4-5-3)不管是改變結算方式前或後均是肯定

的；同時，在四個非結算日中，也有二個非結算日之前後有出現顯著的價

格反轉情形，因此讓人懷疑，究竟是由於期貨到期結算而產生異常報酬波

動，亦或開盤十五分鐘的價格行為本身就是不穩定的。 

 在結算日當天的現貨交易量方面，在最後結算方式改變前後，均檢定

出具有異當交易量效果，同時改變結算後的異當交易量效果相較於改變

前，似乎是更明顯的。 

 故整體而言，實證結果發現，將最後結算方式由「特別開盤報價」改

為「開盤十五分鐘平均」似乎沒有減緩現貨市場的到期效應，甚至出現更

明顯的情況。而從相關的實務報導
4
也可映證，台指期貨到期結算時對於

現貨市場所產生的到期效應，並未因改變期貨結算方式之後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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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5555----1] 1] 1] 1] 異常報酬異常報酬異常報酬異常報酬、、、、波動度及交易量效果之實證結果彙總波動度及交易量效果之實證結果彙總波動度及交易量效果之實證結果彙總波動度及交易量效果之實證結果彙總    

 異常報酬效

果 

異常報酬波動效

果 

異常交易量效果 

[[[[日資料日資料日資料日資料]]]]    

全部樣本期間 X X V(3/4,*,**,*) 

改變結算方式

前 

X X V(1/4,*) 

改變結算方式

後 

X X V(3/4,**,**,*) 

[[[[日內資料日內資料日內資料日內資料]]]]    

整天平均整天平均整天平均整天平均       

全部樣本期間 X X - 

改變結算方式

前 

X X - 

改變結算方式

後 

X X V(3/4,*,**,**) 

15151515 分鐘內平均分鐘內平均分鐘內平均分鐘內平均       

全部樣本期間 V(2/4,*,**) V(1/4,**) - 

改變結算方式

前 

X V(1/4,**) - 

改變結算方式

後 

V(1/4,*) V(1/4,***) V(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表格中的(3/4)表示，結算日和四個非結算日相比，與其中三個非結算日有 

        顯著的差異。 

      2.V:表示顯著；X:表示不顯著。表格中，括弧(  )中「*」、「**」、「***」 

        分別表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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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5555----2] 2] 2] 2] 開盤開盤開盤開盤 15151515 分鐘內與其他交易時段之報酬波動度比較表分鐘內與其他交易時段之報酬波動度比較表分鐘內與其他交易時段之報酬波動度比較表分鐘內與其他交易時段之報酬波動度比較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T 代表最後結算日。 

    2.openT+15 表示結算日當天開盤十五分鐘內的報酬波動度；closeT-1-30 表示結   

     算日前一日收盤前三十分鐘內報酬波動度；openT+15 to closeT表示結算日當 

     天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報酬波動度。 

    3. openT±i+15 表示非結算日當天開盤十五分鐘內的報酬波動度；close(T±i)-1-30 表 

     示非結算日前一日收盤前三十分鐘內報酬波動度；openT±i+15 to closeT±i表示 

     非結算日當天開盤十五分鐘後至收盤的報酬波動度。 

    4. V:表示顯著，表格中，括弧(  )中「*」、「**」、「***」分別表示 10%、 

5%與 1%的顯著水準。 

[[[[表表表表 4444----5555----3] 3] 3] 3] 價格反轉效果實證結果價格反轉效果實證結果價格反轉效果實證結果價格反轉效果實證結果    

 
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全部樣本期間    

89/1~94/12    

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改變結算方式前    

89/1~90/10    

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改變結算方式後    

90/11~94/12    

            T            T            T            T----1111 日日日日 &  T &  T &  T &  T 日日日日(結算期間前後)    

Chou and Chen(2005)修正模

型 
X X X 

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 V(**) X V(***) 

TTTT----6666 日日日日 &  T &  T &  T &  T----5555 日日日日    

Chou and Chen(2005)修正模

型 
X X X 

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 X X X 

TTTT----2222 日日日日 &  T &  T &  T &  T----1111 日日日日    

Chou and Chen(2005)修正模 X X X 

結算日結算日結算日結算日(T)(T)(T)(T)    非結算日非結算日非結算日非結算日(T(T(T(T----5, T5, T5, T5, T----1, T+1, T+5)1, T+1, T+5)1, T+1, T+5)1, T+1, T+5)     

openT+15＞ 

closeT-1-30 

openT+15＞ 

openT+15 to 

 closeT 

openT±i+15＞ 

close(T±i)-1-30 

openT±i+15＞ 

openT±i+15 to 

 closeT±i 

全部樣本期間 V(***) V(***) V(***) V(***) 

改變結算方式

前 

V(***) V(***) V(***) V(***) 

改變結算方式

後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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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 X X X 

TTTT 日日日日 &  T+1 &  T+1 &  T+1 &  T+1 日日日日    

Chou and Chen(2005)修正模

型 
V(**) V(**) V(*) 

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 V(*) X V(*) 

T+4T+4T+4T+4 日日日日 &  T+5 &  T+5 &  T+5 &  T+5 日日日日    

Chou and Chen(2005)修正模

型 
V(**) V(**) X 

本研究之再修正模型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V:表示顯著；X:表示不顯著。表格中，括弧(  )中「*」、「**」、「***」分別表

示 10%、5%與 1%的顯著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