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當資產市場出現新的訊息時，投資人立刻對資產價格形成新的預期，並透過成交量將訊

息反映在價格上 (Harris and Raviv, 1993) ，因此成交量和價格的變動 (以下簡稱報酬率) 

應當存在某種關係 (以下簡稱「價量關係」) ，而這種關係一直是投資人所關注的焦點。

投資人若了解股市的價量關係，即可掌握訊息傳播的方式與市場結構，有利於投資人形

成更佳的投資策略 (Karpoff, 1987) 。所以股市的價量關係便成為財務實證研究的重要

課題。財務的實證研究經常指出幾種同期的價量關係，例如：正向的「價量齊揚」與「價

跌量縮」或負向的「價量背離」，詳細的定義可參考第一章的前言；在 Karpoff (1987) 所

整理的文獻回顧中有相當完整的探討。許多文獻提出各種不同的理論模型說明這些價量

之間的關係，並在實證研究上獲得印證，例如： Epps (1975)、Gallant, Rossi, and Tauchen 

(1992)、Campbell, Grossman, and Wang (1993)、Blume, Easley, and O’Hara (1994)、Wang 

(1994)、Kocagil and Shachmurove (1998)、Chordia and Swaminathan (2000)、 Suominen 

(2001) 和莊家彰與管中閔 (2005) 等。 

Karpoff (1987) 指出理論上股市的價量關係應該呈現 “V” 字關係， “V” 字的右半

邊代表條件在成交量之下的報酬率分配的右尾呈現「價量齊揚」，左半邊代表分配的左

尾呈現「價量背離」，Gallant et al. (1992) 和 Blume et al. (1994) 也分別在實證資料與模

擬實驗中獲得部分印證。文獻上經常使用相關係數或簡單迴歸來衡量變數間的均值關

係，若以此二者來衡量股市的 “V” 字對稱關係，極可能因為「價量齊揚」與「價量背

離」正負抵消而估得不顯著的價量關係，如此既不能表現「價量齊揚」，亦無法說明「價

量背離」。再者如果股市的價量關係並不對稱，例如「價量齊揚」的效果比較強，通常

可以用上述二種方法估得顯著的正向關係。而這種具有顯著正向關係的股市，其左尾的

價量關係究竟是負向的「價量背離」，還是正向的「價跌量縮」，或是此二者兼具，則不

得而知；如果是二者兼具，各自的強度又是如何，亦無從判斷。凡此總總，都說明了上

述二種方法無法將股市的價量關係有效地呈現出來。 

為能有效地呈現各種不同的價量關係，一種可能的替代方案便是分量迴歸。簡單迴

歸以殘差項的加權最小平方和為目標進行估計，而分量迴歸則是以殘差項的最小絕對離

差為目標；簡單迴歸可估得價量之間的均值關係，而分量迴歸除了可以估得中位數的關

係以外，尚可調整其目標函數的權數而估計所有分位數的價量關係。因此不論其關係是

否為左右尾互相對稱的 “V” 字關係，或是左右尾同為正向的「價跌量縮」與「價量齊

揚」，皆可藉由分量迴歸完整地呈現出來。莊家彰與管中閔 (2005) 即利用分量迴歸對亞

洲四小龍之一的台灣股市和成熟的美國股市進行分析，我們發現此二股市的價量關係有

相當的差異，其中台灣股市的融券成本較高，形成「價跌量縮」與「價量齊揚」不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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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量關係，同時報酬率在接近最大漲幅限制時呈現不顯著的價量關係，但是報酬率在

接近最大跌幅限制時，「價跌量縮」的效果甚至更強。相對而言美國股市並沒有這些限

制，所以呈現「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互相對稱的 “V” 字關係。 

至於亞洲四小龍的其他三個成員，香港、南韓、新加坡與同樣位於亞洲的日本，是

否和台灣股市同樣呈現此種不對稱的價量關係，或是其他關係？其他歐美地區的股市，

例如英國金融時報指數、美國道瓊工業指數和德國股價指數是否與美國 US 指數有同

樣對稱的 “V” 字關係？都是我們在這一章想要觀察的重點。在這些股市當中，香港、

南韓與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家和日本股市的價量相關係數，都是顯著的正相關，因此一

般的預期是這些國家應該會和台灣股市相似，都呈現不對稱的價量關係。至於是「價量

背離」與「價量齊揚」的不對稱 “V” 字關係，或是同為正向的「價跌量縮」與「價量

齊揚」，則必須透過分量迴歸的實證分析才能獲得答案。其他歐美地區的股市價量相關

係數都不顯著，所以我們預期應該可能呈現「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的對稱 “V” 關

係。 

除此之外，亞洲地區的股市在 1997 下半年到 1998 上半年共同經歷了一場金融風

暴，因此本文也將進一步觀察這場風暴在亞洲地區和歐美地區是否造成不同的價量關

係。Furman and Stiglitz (1998) 和 Radelet and Sachs (1998) 認為這場風暴是因為亞洲地

區許多公司皆採行高風險的財務政策，這種政策使這些公司曝露在高風險的環境裡，也

使得投資人對於新的訊息採取恐慌性的反應，再加上錯誤的總體政策與失衡的基本面 

(Corsetti, Pesenti, and Roubini, 1998 和 Kaminsky and Reinhart, 1999) ，終於釀成這場金融

風暴。Epps (1975) 指出當投資人所認定的股價報酬率風險較高時，股價報酬率對成交

量的反應會比較敏銳，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受到亞洲金融風暴影響較深的股市，通常會

出現較強的「價量齊揚」與「價量背離」。 

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亞洲四小龍等亞洲新興工業國家與日本股市「價量齊揚」的

效果較強，至於左尾的價量關係則各有不同，其中香港、南韓和新加坡呈現較弱的「價

量背離」現象；而日本則比較近似台灣股市，呈現較弱的「價跌量縮」。至於其他成熟

股市的價量關係，例如，英國金融時報指數、美國道瓊工業指數和德國股價指數基本上

與美國 US 指數一樣，呈現「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互相對稱的 “V” 字關係。 

進一步觀察亞洲金融風暴期間的價量關係發現，亞洲地區的股市，除了台灣以外，

包括日本、香港、南韓和新加坡都在風暴期間都出現較強的「價量齊揚」與「價量背離」

的現象。這表示在風暴期間，每單位成交量通常伴隨著更劇烈的股價波動 (Epps, 1975)，

這個結果和我們的預期大致上相同，也就是投資在亞洲地區的投資人於風暴期間認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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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報酬率的風險較高，遂使得股價報酬率對成交量的反應較為劇烈。相對而言，歐美地

區的國家，受到亞洲金融風暴的影響較小，所以整體的價量關係在亞洲金融風暴期間並

無重大改變。本章的結果都是透過分量迴歸所獲得。 

本章的結構如下：第二節介紹實證模型、實證方法與資料描述。第三節為實證結果。

第四節是結論。 

2. 實證模型、實證方法與資料描述 

本章的實證模型如式 (1) 所示： 

yt＝αθ+βθxt+εtθ，                              (1) 

式 (1) 的 yt 是股價指數的報酬率，xt 是股市成交量，αθ、βθ 與 εtθ 分別是被估算的截

距項、斜率項與誤差項，下標 θ 代表不同的分量機率值。為了完整觀察各股市的價量

關係，我們選擇不同的分量 θ＝0.01, 0.05, 0.1,…,0.9, 0.95, 0.99，以分量迴歸為實證方

法，觀察這些分量下的價量關係。所以每個股市的價量關係都有 21 組分量迴歸的估計

值。我們所使用的統計軟體是 STATA，在假設檢定與建構信賴區間時，估計變異數的

自體重複抽樣次數為 1000。 

本文分析的台灣樣本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資料為台北加權指數的每日收盤指

數 (以下簡稱 TW 指數)、股市交易量為成交量，單位是百萬股，樣本期間起於 1990 年 

4 月 2 日，迄於 2005 年 3 月 31 日，共 4077 筆資料。其他國家的資料皆取自

Datastream 資料庫，這些資料包括德國股價指數 (以下簡稱 DAX 指數) 、美國道瓊工

業指數 (以下簡稱 DJ 指數) 、英國金融時報指數 (以下簡稱 FTSE 指數) 、日本東京

股價指數 (以下簡稱 TOPIX 指數) 以及香港 (以下簡稱 HK 指數)、南韓 (以下簡稱 

KO 指數) 與新加坡 (以下簡稱 SG 指數) 等地區或國家的 Datastream 股價指數，此

一指數是根據當地股市中所抽取的一些代表性股票計算而得，其代號分別為：

TOTMKHK、TOTMKKO 和 TOTMKSG，其中 DAX 指數的樣本期間起於 1999 年 1 

月 5 日，迄於 2005 年 3 月 31 日，共 1585 筆資料，股市的交易量為成交值，單位

是百萬德國馬克。其他 DJ 指數等六個股市資料的樣本期間與交易量的定義皆與 TW 

指數一樣，而樣本數則依序為 3770, 3786, 3716, 3711, 3678 與 3763。 

實證分析中的報酬率變數是將每日收盤指數取對數後，前後兩期相減而得；成交量 

(值) 變數是由原始資料取對數而得。這些資料的基本統計量及 Phillips-Perron 單根檢定

的結果綜合於表 1。由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報酬率標準差通常比較

大，KO 指數與 TW 指數的報酬率標準差分別為最大與次大，FTSE 指數與 DJ 指數

分別為次小與最小。最大與次大的成交量標準差分別為 KO 指數與 SG 指數，次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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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則是 TOPIX 指數的成交量與 DAX 指數的成交值。DAX 指數、SG 指數的價

量資料與 KO 指數的成交量，在 5﹪的顯著水準下皆屬不偏分配，TOPIX 指數的價量

資料與 DJ 指數、FTSE 指數的成交量以及 KO 指數的報酬率皆為右偏，其餘的資料

皆為左偏。所有峰態係數在 1﹪水準之下都拒絕常態峰，其中除了 DAX 指數與 HK 指

數的成交量為高狹峰以外，其餘的成交量都是低闊峰；而所有的報酬率都是高狹峰。 

表 1 中最底列是各股市價量之間的相關係數，在 10﹪水準之下除了 DAX 指數、

DJ 指數與 FTSE 指數的相關係數不顯著異於零之外，其餘股市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其中以 TW 指數的相關係數最大，其次依序是 TOPIX 指數、SG 指數、KO 指數與 HK 

指數。我們可以根據不顯著的相關係數初步判斷，DAX 指數、DJ 指數與 FTSE 指數

的價量關係可能是對稱的 “V” 字形，其餘具有正相關係數的股市則有不對稱的價量關

係。但是如同前言所述，如果這個不對稱的價量關係是來自較強的「價量齊揚」，那麼

左尾的價量關係到底是「價跌量縮」還是「價量背離」，或二者兼具，各自的強度如何，

都無法判斷，因此必須以分量迴歸進一步的觀察才能獲得答案。 

3. 實證結果 

我們根據實證模型式 (1) 以分量迴歸對各股市的價量關係進行估計與檢定，並將這些結

果綜合整理於表 2 到表 9。其中表 2、表 4 的分量對稱檢定結果顯示 DAX 指數與 

FTSE 指數的斜率估計值，在 10﹪的顯著水準下呈現「價量齊揚」與「價量背離」正

負完全對稱的價量關係；而表 3 的 DJ 指數除了在分量 θ＝0.3 與 0.4 以外，其餘的

分量也都呈現對稱的價量關係。此三個成熟股市的價量關係與第一章的美國 US 指數

相似。 

而表 5 到表 9 的分量對稱檢定結果則顯示 TOPIX 指數、TW 指數、 HK 指數、

KO 指數與 SG 指數都呈現不對稱的價量關係。其中表 5 的 TOPIX 指數在左尾 θ＝

0.01, 0.05 與 0.1 的斜率估計值呈現「價量背離」的負值，此三個分量只有 θ＝0.05 呈

現顯著，其餘的左尾分量 θ＝0.15, 0.2,…,0.45 則呈現「價跌量縮」的正值，而右尾 θ

＝0.55, 0.6,…,0.99 則顯示「價量齊揚」的正值。觀察表 5 左右尾相對位置的斜率估計

值可以發現，右尾「價量齊揚」的效果在 10﹪的顯著水準下都比左尾「價量背離」或

「價跌量縮」的效果強，這種現象使得中位數分量 θ＝0.5 的價量關係呈現顯著的正相

關，也使得最小平方法和表 1 的相關係數所觀察到的價量均值關係皆呈現顯著的正相

關。表 6 中 TW 指數的斜率估計值除了在最右尾 θ＝0.99 為不顯著的負值以外，其

餘的斜率估計值都呈現顯著的正值，而左尾 θ＝0.15, 0.2,…,0.45 的「價跌量縮」都比右

尾相對位置的「價量齊揚」弱。這種情形也使得衡量中間位置的價量關係，包括中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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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量 θ＝0.5、最小平方法與表 1 的相關係數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整體而言，TOPIX 指

數與 TW 指數的價量關係較為類似，都有較弱的「價跌量縮」與較強的「價量齊揚」

現象。 

表 7 中 HK 指數的斜率估計值，除了左尾在 θ＝0.45 為「價跌量縮」以外，其

餘都是「價量背離」，但其效果都比右尾相對位置的「價量齊揚」弱。表 8 的 KO 指

數與表 9 的 SG 指數同樣是左尾「價量背離」或「價跌量縮」的效果比右尾相對位置

的「價量齊揚」弱。基本上，HK 指數、KO 指數與 SG 指數都出現較弱的「價量背離」

與較強的「價量齊揚」不對稱的價量關係。這種情形也會使得衡量中間位置的價量關係

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由此可見中間位置呈現正相關的價量關係可能包含較強的「價量齊

揚」與較弱的「價量背離」或「價跌量縮」，此時唯有以分量迴歸來描述各分量的價量

關係才能獲得完整的觀察。 

為了更清楚地比較分量迴歸與最小平方法估計結果的差異，我們將表 2 到表 9 的

估算結果繪製成圖。圖 1 到圖 8 所呈現的是各股市價量關係的迴歸斜率估計值 95﹪

的信賴區間，虛線是最小平方法的估計結果，實線是分量迴歸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看

到由最小平方法所形成的信賴區間與分量迴歸所形成的信賴區間通常只有中間位置重

疊，與分量迴歸所觀察到的左右尾價量關係顯然不同，這些圖形使我們可以更清楚的呈

現出分量迴歸與最小平方法估計結果的差異。以圖 1 到圖 3 所呈現的三個成熟股市而

言，分量迴歸觀察到左尾的價量關係呈現負向的「價量背離」，而右尾則呈現正向的「價

量齊揚」，但是最小平方法只能呈現不顯著的價量關係，既不能表現「價量背離」，亦無

法說明「價量齊揚」。至於圖 4 到圖 8 的最小平方法雖然呈現顯著的正向價量關係，

但是同樣無法完整描述兩尾的價量關係。這些實證結果說明了分量迴歸較適合用來觀察

股市的價量關係。圖 9 到圖 16 是將各股市的價量散佈圖與迴歸估計結果併在同一畫

面，這些圖形使我們能夠更具體的掌握各股市的整體價量關係。 

為了進一步觀察亞洲金融風暴期間，各股市的價量關係是否有所改變。我們將擷取 

1997 年 7 月 1 日到 1998 年 6 月 30 日的樣本資料，觀察這段期間的價量關係是否

異於其他期間，其他期間可能包括風暴發生前、風暴發生後與全樣本扣除風暴期間。由

於本文的 DAX 指數樣本期間起於 1999 年，並不涵蓋亞洲金融風暴期間，因此本文並

未分析亞洲金融風暴是否改變 DAX 指數的同期價量關係。我們首先以標準差來衡量各

股市報酬率的波動程度，並將結果整理於表 10，表 10 共衡量了全樣本等 5 種不同期

間的報酬率標準差，我們可以看到除了 DJ 指數、FTSE 指數與 TW 指數以外，其餘

的 TOPIX 指數、HK 指數、KO 指數與 SG 指數在風暴期間的報酬率標準差都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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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顯示前三個股市在亞洲金融風暴期間的股價報酬率並無特殊的波動；後四個股市

在風暴期間的波動較大，因此我們可以初步的預期，前三個股市在亞洲金融風暴期間的

價量關係可能沒有重大改變，後四個股市在風暴期間的價量關係可能會有所不同。 

為了檢驗這個預期，我們將以分量迴歸估計表 10 中 7 個股市 5 種不同期間的價

量關係；由於估計結果過於繁多，我們僅將部分結果整理於表 11 與表 12。表 11 是

比較成熟股市在亞洲金融風暴期間與全樣本扣除亞洲金融風暴期間 (以下簡稱非風暴

期間) 的價量關係。表 12 是比較亞洲新興工業國家股市的價量關係，其中信賴區間是

指以分量迴歸衡量亞洲金融風暴期間的價量關係，其斜率估計值 95﹪的信賴區間；估

計值是指非風暴期間的分量迴歸斜率估計值。如果信賴區間不包含斜率估計值，表示亞

洲金融風暴期間股市的價量關係有明顯的改變，以 “#” 標示。我們可以從表 11 看到 

DJ 指數、FTSE 指數與 TOPIX 指數分別有 3、0 與 9 個 “#” 字號；表 12 顯示 TW 

指數、HK 指數、KO 指數與 SG 指數分別有 6、10、14 與 10 個 “#” 字號。這些 “#” 

字號通常出現在兩尾的部份。以表 12 的 KO 指數為例，左尾 θ＝0.05, 0.1,…,0.3 風暴

期間的信賴區間都是負值，而且比非風暴期間的斜率估計值小，表示風暴期間的 KO 指

數有較強的「價量背離」，而右尾 θ＝0.65, 0.7,…,0.99 風暴期間的信賴區間都是正值，

而且比非風暴期間的斜率估計值大，表示風暴期間的 KO 指數有較強的「價量齊揚」。

其他表 11 的 TOPIX 指數與表 12 的 HK 指數、SG 指數各期間價量關係的變異也多

出現在兩尾，同樣說明風暴期間在 TOPIX 指數、HK 指數與 SG 指數有較強的「價量

背離」與「價量齊揚」。風暴期間較強的「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表示投資人在風

暴期間認為股價報酬率的風險較高，遂使得股價報酬率對成交量的反應較為劇烈 (Epps, 

1975)。   

為能更簡明地呈現風暴與非風暴期間價量關係的差異，我們將估計結果繪製成圖 

17 到圖 23。在圖 17 到圖 23 中我們以實線和 “△” 標示亞洲金融風暴期間的各分量

迴歸斜率估計值，以虛線表示風暴期間斜率估計值的 95﹪信賴區間，以實線和 “○” 標

示非風暴期間的斜率估計值，灰色區域為非風暴期間斜率估計值的 95﹪信賴區間，若

非風暴期間的斜率估計值不落在風暴期間斜率估計值的 95﹪信賴區間內，則以 “●” 

標示，表示風暴與非風暴期間的價量關係出現明顯的差異，此 “●” 符號和表 11、12 中 

“#” 字號相呼應。其中圖 17 呈現 DJ 指數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圖 17 的 3 個 

“●” 符號呼應表 11 中 DJ 指數的 3 個 “#” 字號，圖 18 沒有 “●” 符號呼應與表 

11 中 FTSE 指數沒有 “#” 字號，圖 20 的 6 個 “●” 符號呼應表 12 中 TW 指數的 

6 個 “#” 字號，包括圖 17、18 與 20 的三個圖，其虛線所形成的信賴區間幾乎涵蓋

了不同期間的斜率估計值，表示風暴期間與非風暴期間的價量關係無明顯差異，這就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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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DJ 指數、FTSE 指數與 TW 指數在亞洲金融風暴期間的價量關係並無明顯變化。

其他四個股市，TOPIX 指數、HK 指數、 KO 指數與 SG 指數的價量關係，如圖 19、

圖 21、圖 22 與圖 23 所示，分別有 9、10、14 與 10 個 “●” 符號和表 11 的 TOPIX 

指數、表 12 的 HK 指數、KO 指數與 SG 指數的 “#” 字號相呼應，呈現此四個股市

在風暴期間有較強的「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 

4. 結論 

本章延續第一章的實證方法，觀察包括 TW 指數在內的亞洲新興工業國家與其他成熟

股市的價量關係。實證結果顯示，日本 TOPIX 指數、TW 指數、HK 指數、KO 指數

與 SG 指數等亞洲地區股市皆呈現不對稱的價量關係。其中 TOPIX 指數和 TW 指數

比較近似，都呈現「價跌量縮」與「價量齊揚」不對稱的關係；HK 指數、KO 指數與 

SG 指數則是呈現「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不對稱的 “V” 字關係。由於這五個市

場都有較強的「價量齊揚」，遂使得包括中位數分量迴歸、最小平方法與相關係數等三

個衡量中間位置的估計值，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若沒有觀察其他分量的價量關係，將

無法有效區分各股市價量關係的差別。而英國 FTSE 指數、美國 DJ 指數與德國 DAX 

指數的價量關係都呈現「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對稱的 “V” 字形，與美國 US 指

數相似。  

進一步觀察各股市在亞洲金融風暴期間的價量關係，則發現 DJ 指數、FTSE 指數

與 TW 指數在風暴期間並無明顯變化，而 TOPIX 指數、 HK 指數、 KO 指數與 SG 

指數，在風暴期間則有較強的「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表示投資在這四個股市的

投資人於風暴期間認為股價報酬率的風險較高，遂使得股價報酬率對成交量的反應較為

劇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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