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文獻上有許多探討股市報酬率和成交量關係的文章 (以下簡稱「價量關係」)，都認為成

交量在傳遞訊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例如 Rogalski (1978)、Blume, Easley and O’hara 

(1994) 與 Wang (1994) 都指出成交量蘊含豐富的訊息，同時觀察報酬率和成交量能更

完整地解讀市場結構，有助於投資人制定更佳的投資策略。 

價量關係的實證研究，可以分成兩大類，一是觀察同期的價量關係，二是分析動態

的跨期價量關係。對於前者，實證研究經常指出幾種可能的情形，例如正向的「價量齊

揚」與「價跌量縮」和負向的「價量背離」，詳細的定義可參考第一章的前言；或參見 Ying 

(1966) 和 Karpoff (1987)。Karpoff (1987) 整理了許多文獻，綜合歸納後指出股市的同

期價量關係應呈現「價量齊揚」與「價量背離」的 “V” 字關係。Jennings, Starks and 

Fellinghan (1981), Karpoff(1986), Assogbavi, Khoury and Yourougou (1995) 與 Ackert and 

Athanassakos (2005) 發現融券成本較高時，看空者 (bear) 的反應會少於看多者 (bull)，

於是出現「價量齊揚」與「價跌量縮」的現象，因此價量之間的相關係數將呈現顯著的

正向。Karpoff (1988) 則發現融資與融券的成本相同時，會出現「價量齊揚」與「價量

背離」互相對稱的 “V” 字同期價量關係，因此價量之間的相關係數將不顯著異於零。

莊家彰與管中閔 (2005) 進一步指出以相關係數或簡單迴歸來描述同期價量關係的不

足，改採分量迴歸方能將上述價量關係完整地呈現出來。我們發現台灣股市的融券成本

較高，因此形成「價量齊揚」與「價跌量縮」的現象，而美國股市的融資與融券的成本

大致相同，所以呈現「價量齊揚」與「價量背離」互相對稱的 “V” 字關係。 

而不論 “V” 字的同期價量關係是否對稱，若以相關係數來衡量報酬率的變動量和

成交量之間的關係，都將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例如 Crouch (1970)、Clark (1973) 和 

Morgan (1976) 分別以報酬率的絕對值、平方與變異數來衡量報酬率的變動量，都指出

這些報酬率的變動量和成交量呈現正相關。Lamoureux and Lastrapes (1990) 則是利用 

ARCH 家族為實證模型，以報酬率為均數方程式的因變數，以同期成交量為變異數方

程式的自變數，同樣驗證出報酬率的變動量和成交量之間的正向關係。在理論基礎上，

有四個模型可以解釋報酬率的變動量和成交量之間的正向關係：Epps and Epps (1976) 

的「混合分配假說」(mixture of distribution hypothesis)，Harris and Raviv (1993) 的「意

見分歧模型」(difference of opinion model)，Copeland (1976) 的「訊息循序到達模型」 

(sequential information arrival model)，以及  Wang (1994) 的「訊息不對稱模型」

(information asymmetry model)。混合分配假說和意見分歧模型都認為當投資人接收到訊

息時，將對資產價格形成不同的預期，並且透過成交量將這個預期反應出來。當投資人

的預期越分歧時，成交量將越大，報酬率的變動量也越大，因此報酬率的變動量和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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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之間的正向關係。訊息循序到達模型假設訊息的散播在同一時間只傳遞給一個投資

人，投資人陸續收到訊息後，透過成交量循序地將訊息傳遞出去。越多投資人收到訊息

並透過成交量傳遞此訊息時，成交量將越大，報酬率的變動量也越大，因此報酬率的變

動量和成交量之間呈現正向關係。訊息不對稱模型指出當投資人之間的訊息出現不對稱

的現象時，非訊息投資人在進行交易時會要求較大的價格折讓，因此投資人之間的訊息

越不對稱，報酬率的變動量和成交量之間的正向關係越強。這些文獻都說明了成交量和

報酬率之間有密切的關係。 

而跨期價量關係的研究，一直是以技術分析為投資策略的投資人所關注的焦點。如

果價量之間存在顯著的跨期關係，表示現行的價格尚未完全反映所有歷史訊息，因此過

去的成交量有助於解釋現在的價格，投資人即可藉此進行投資套利。許多理論模型和實

證研究都認為成交量在揭露訊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例如在 Blume, Easley and O’hara 

(1994) 所建立的模型中認為成交量可以提供訊息的精確度，投資人若加入成交量進行技

術分析，可制定較佳的投資策略。Wang (1994) 以訊息不對稱模型指出成交量可以對未

來的價格提供訊息。而 He and Wang (1995) 的理性預期模型則認為成交量是投資人反

映訊息的一個重要的管道。Rogalski (1978)、King and Wadhwani (1990) 和 Chordia and 

Swaminathan (2000) 則以實證研究的方法明確指出成交量在傳遞訊息上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 

在跨期價量關係的實證研究上，經常採用 Granger (1969) 所提出的一般化因果關

係定義來衡量跨期關係。由於此種關係是定義在整個條件分配上，所以可稱為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 (Granger causality in distribution)，由於此一定義很難進行實證檢驗。

Granger (1969) 和 Cheung and Ng (1996) 以無因果關係為虛無假設，然後針對特定的必

要條件加以檢定。Granger (1969) 考慮的是第一階動差上的因果關係，所以也稱為線性

或均數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 (Granger causality in mean)。換言之如果變數間的第一階

動差存在因果關係 (拒絕虛無假設)，則這個條件分配一定也存在因果關係。而 Cheung 

and Ng (1996) 則考慮第二階動差上的因果關係，所以也稱為變異數上的 Granger 因果

關係 (Granger causality in variance)。一旦變數間的二階動差存在因果關係，則這個條件

分配一定也存在因果關係。 

使用線性或均數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來觀察跨期價量關係的實證研究中，例

如 Hiemstra and Jones (1994) 和 Lee and Rui (2002) 都指出美國股市的成交量到報酬率

之間並無線性的 Granger 單向因果關係 (volum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eturn)，但前者

進一步指出價量之間存在非線性的 Granger 雙向因果關係，而後者則指出日本、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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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股市的成交量和報酬率的波動之間存在顯著線性的 Granger 雙向因果關係，而

且這些股市之間的價量也會互相影響。其他的實證研究，例如 Moosa and Al-Loughani 

(1995)、Silvapulle and Choi (1999)、Lee and Rui (2000) 和 Chen, Firth and Rui (2001) 則

針對不同的股市觀察其價量之間的線性或非線性的 Granger 雙向因果關係。Cheung and 

Ng (1996) 則是使用他們自己所提出變異數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法，來檢驗日本和美

國股市報酬率之間的變異數 Granger 因果關係。Caporale, Pittis and Spagnolo (2002) 也

是利用此檢定法來觀察部份東亞地區國家的股匯市之間是否存在外溢效果。Bhar and 

Hamori (2005) 則是利用此檢定法來觀察原油的期貨價格和成交量之間的關係。 

而不論是線性、非線性或變異數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法，都是指平均而言，

變數之間是否有顯著的跨期關係。這使得定義在整個條件分配上的因果關係和檢定方法

之間存在相當程度的落差。如果變數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非線性或變異數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則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一定也存在顯著的因果關係。但是當

變數之間的線性、非線性或變異數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不顯著時，卻無法推論分配

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是否顯著，因為不顯著的線性、非線性或變異數上的 Granger 因

果關係都只是條件分配上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根據傳統方法檢驗因果關係有相當的

侷限性。爲能更完整地呈現變數間的因果關係，本文嘗試以分量迴歸來更完整的檢驗分

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分量迴歸方法始於一個尋求誤差項最小絕對離差的目標函

數，根據這個目標函數，即可估算出較具代表性的條件中位數 Granger 因果關係，以

及其他分量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 

本文同時比較幾個國家或地區的股市跨期價量關係，這些股市包括日本、英國與美

國等世界前三大股市，以及合稱亞洲四小龍的台灣、香港、南韓與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

家的股市。實證結果顯示：除了台灣股市以外，其他的股市皆呈現 “V” 字跨期價量關

係。其中英國、美國、香港和新加坡股市的跨期價量關係皆呈現正向「價量齊揚」與負

向「價量背離」互相對稱的 “V” 字關係，而日本和南韓股市則呈現「價量齊揚」較強

的不對稱 “V” 字關係。表示這些個股市的價量之間都存在分配上的 Granger (1969) 因

果關係。但若以均數迴歸來衡量跨期價量關係，則都呈現不顯著的跨期價量關係，也就

是傳統文獻上所謂價量之間沒有 Granger 因果關係。本文所提出的 Granger 因果關係

之分量迴歸分析，可以觀察到整個條件分配中各分量的因果關係，為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提供一個較完整的檢驗方法。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介紹檢定 Granger 因果關係的方法；第三節說明實證資

料與基本統計量；第四節為實證結果的討論；最後為本文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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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本節先說明 Granger 因果關係的定義和動差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方法，其次敘

述以分量迴歸重新檢驗 Granger 因果關係的檢定方法。分量迴歸的估計方法由 Koenker 

and Bassett (1978) 所提出，較詳細的說明可參考 Kuan (2004) 的講義；其他有關分量迴

歸的議題與最近的發展請參閱  Koenker (2000)、Koenker and Hallock (2001) 與 

Dielman (2005)。 

2.1 Granger 因果關係的定義與檢定方法 

早期因果關係的定義為：當某歷史事件 Ft-1 的發生會提高另一事件 Et 發生的機率時，

即認定事件 Ft-1 導致事件 Et (Ft-1 causes Et)。例如 Good (1961, 1962) 和 Suppes (1979) 

所設定的機率因果關係定義。其中 Good (1961, 1962) 的定義式為：P(Et | Ft-1) > P(Et |not 

Ft-1)，P(．|．) 是條件機率值。 Suppes (1979) 的定義式為：P(Et | Ft-1) > P(Et)。而 Granger 

(1969) 則認為在 t 期的時候，只要歷史資料 xt-1 的發生會改變另一變數 yt 發生的機

率時，即可認定變數 xt-1 導致變數 yt。由於此等關係是建立在整個條件分配上，所以

可稱之為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Granger (1980) 正式將此等關係以式 (1) 呈現出

來： 

P(yt ∈A|yt-1, xt-1) ≠ P(yt ∈A|yt-1)， for some A                    (1) 

式 (1) 中 yt 是 t 期的因變數，在本文為股價指數的報酬率，A 是某事件集合。

yt-1={yt-1,yt-2,…} 是包含 t-1 期和所有 t-1 期以前的報酬率，xt-1={xt-1,xt-2,…} 是包含 t-1 

期和所有 t-1 期以前的訊息項，在本文為成交量。我們可以看到，Granger (1980) 所定

義的機率因果關係，表示歷史資料裡面是否包含 xt-1
 將影響報酬率 yt ∈A 出現的機

率，不論是提高或降低報酬率 yt ∈A 出現的機率都將被認為具有因果關係，因此比 

Good (1961, 1962) 和 Suppes (1979) 所定義的機率因果關係更一般化。 

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如式 (1) 所述是一種相當一般化的定義，很難進行

實證檢驗。為了簡化起見，Granger (1969) 和 Cheung and Ng (1996) 分別對這個條件分

配提出一個可以檢驗的模型。Granger (1969) 提出檢驗均數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即 

E(yt|yt-1, xt-1) ≠ E(yt|yt-1)，E(．|．) 為條件期望值運算子。而 Cheung and Ng (1996) 則檢

驗變異數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即 E((yt-μy,t)2|yt-1, xt-1) ≠ E((yt-μy,t)2|yt-1) 其中 μy,t 是條件

在 yt-1 之下的平均數。Pantelidis and Pittis (2004) 將此二者合寫成式 (2)： 

( ) ( )111 |,| −−− ≠ tr
t

ttr
t yEyE yxy ，                           (2) 

式 (2) 中， r = 1 時，即是 Granger (1969) 所定義的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而 r = 2 

時，則是 Cheung and Ng (1996) 所定義的變異數 Granger 因果關係，因此這兩種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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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都是在觀察變數之間是否有顯著的關係。 

Granger (1969) 利用式 (3) 進行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的實證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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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

11,| xy ，                 (3) 1

檢驗因果關係時，只要使用簡單迴歸即可估算出式 (3) 中的各項估計參數，就是在 r = 

1 之下進行估計與檢定式 (2)。如果接受虛無假設：bi 全為零，則式 (2) 左邊的 xt-1 即

可刪除，式 (2) 的等號便可以成立，表示變數 xt-1、yt 不存在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 

我們若同時比較式 (1) 的機率因果關係和式 (2) 因果關係的操作模型，會發現式 

(2) 是式 (1) 的充分條件。如果變數之間存在顯著的均數或變異數 Granger 因果關係，

則一定有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但是當變數之間的均數或變異數 Granger 因果

關係不顯著，也就是式 (2) 操作模型的等號成立時，卻無法推論分配上的 Granger 因

果關係是否顯著，因為此時不顯著的均數或變異數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都只是整個

條件分配上的一個必要條件。式 (1) 是定義在整個條件分配上，而式 (2) 則分別只有

觀察這個條件分配的第一和第二階動差。雖然第一和第二階動差可以概略地描繪一個分

配，但是第一和第二階動差並不足以完整刻畫出一個分配，許多具有相同第一、二階動

差的條件分配，可能呈現各種不同的機率因果關係。在未來的研究中，或許會有文獻將

式 (2) 的操作模型擴充到更高階 (即 r>2) 的動差來檢驗 Granger (1969) 所定義的機

率因果關係式 (1)。 

爲能確實呈現並檢驗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我們將重新設定分配 Granger 因

果關係的操作模型。既然分配 Granger 因果關係是定義在整個條件分配上，那麼檢驗

時也應該觀察整個條件分配，才能比較貼近定義式 (1)。所以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觀察整

個分配的因果關係，如式 (4) 所示： 

Qθ(yt| yt-1, xt-1) ≠ Qθ(yt| yt-1)，0 < θ < 1                    (4) 

在式 (4) 當中， Qθ(．|．) 是第 θ 個條件分量運算子 (θth conditional quantile operator )。

實際檢驗時，我們將比照式 (3)，以式 (5) 來觀察整個條件分配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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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 (5) 當中，aiθ 和 biθ 是第 θ 個分量斜率估計項。我們將在 0 到 1 之間選擇不同

的分量 θ，以分量迴歸來觀察這些分量下的因果關係。檢定分配 Granger 因果關係的

                                                 
1Granger (1969) 的原文並無截距項a0，而落後期數k趨近於無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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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假設為：biθ= 0，0 < θ < 1。若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價量之間無分配上的 Granger 因

果關係。而 θ = 0.5 的因果關係，可稱之為中位數 Granger 因果關係。 

2.2 以分量迴歸檢驗 Granger 因果關係 

分量迴歸可以觀察到整個分配的因果關係，所以可以更完整檢驗因果關係式 (1)。以下

我們將列舉 4 個不同的圖形，說明分配和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出現不同或相同的檢

驗結果時，分量迴歸都可以有效地提供整合的解答。圖 1 到圖 4 分別代表 4 種不同

型態的因果關係，這些圖形都是立體圖形，基於作圖的方便性，我們只列舉落後 1 期

的成交量對當期報酬率的因果關係。這些立體圖形的平面是由落後 1 期的成交量和報

酬率所構成，縱高軸是當期的報酬率。每個圖型皆以 3 條實線分別代表第 1、2 和 3 個

四分位數的因果關係，並以編號Ⅰ、Ⅱ和Ⅲ代表。 

圖 1 是一個正向「價量齊揚」與負向「價量背離」互相對稱的 “V” 字跨期關係，

其中編號Ⅰ的第 1 個四分位數的因果關係，呈現負向的「價量背離」。中央位置編號Ⅱ

的第 2 個四分位數因果關係，呈現不顯著的中位數 Granger 因果關係。編號Ⅲ的第 3 

個四分位數因果關係，呈現正向的「價量齊揚」，此種對稱的 “V” 字關係確實存在顯著

的分配 Granger 因果關係。但是編號Ⅰ、Ⅲ負正關係互相抵消的結果，容易使得均數

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呈現不顯著。這種分配和均數不一致的現象說明了僅觀察均數

來檢驗因果關係的不足。類似的問題只要透過分量迴歸來觀察整個條件分配即可獲得解

答。 

圖 2 中的 3 條實線都呈現是顯著的正向價量關係且互相平行，其中正向的價量

關係表示落後期的成交量擴大時，當期的報酬率將會上漲。所表現的因果關係是：顯著

的分配和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圖 3 中的 3 條線都呈現不顯著的價量關係且互相

平行，所表現的是：不顯著的分配和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而圖 4 這種正向的「價

量齊揚」較強的不對稱 “V” 字關係，則表現出顯著的分配和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

因此分配和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出現不同或相同的檢驗結果時，分量迴歸都可以提

供有效的整合。 

Kandel and Pearson’s (1995) 和 Chordia, Roll and Subrahmanyam (2001) 都指出報

酬率是成交量的 “V” 字函數。在 Blume, Easley and O’hara (1994) 所建立的模型中，也

可以模擬出這種 “V” 字價量關係。莊家彰與管中閔 (2005) 則是以報酬率為因變數、

成交量為自變數將 Ying (1966) 和 Karpoff (1987) 所指稱的同期 “V” 字價量關係呈現

出來。若將因變數和自變數互換，將無法呈現這種價量之間特有的 “V” 字關係。而且

上述許多理論模型和實證結果也都指出成交量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訊息媒介。因此在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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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證分析當中，我們仍將以成交量為解釋變數、報酬率為被解釋變數做為觀察價量因

果關係的基本模型。而本文發現跨期的價量之間仍然存在 “V” 字關係，因此若將因變

數和自變數互換，將無法呈現這種價量之間特有的跨期 “V” 字關係。更具體地說，本

文將觀察的重點放在 Granger (1969) 所定義的單向因果關係，即成交量是否導致報酬率

的因果關係檢定  (volume Granger causes return)，而不觀察價量之間的回饋效果 

(feedback effect)。 

3. 實證資料與基本統計量 

本文的實證資料包括日本、英國與美國等世界前三大股市以及亞洲四小龍等新興工業國

家或地區的股市資料，各股市的資料包括每日收盤指數和成交量，成交量的單位是百萬

股。台灣樣本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以下簡稱 TW 指數)，樣本時間起於 1989 年 

10 月 2 日，迄於 2005 年 12 月 9 日。其他資料皆取自 Datastream 資料庫。日本股

市為日本東京證券股價指數 (以下簡稱 TOPIX 指數) 、英國股市為英國金融時報指數 

(以下簡稱 FTSE 指數) 、美國股市則包括道瓊工業指數 (以下簡稱 DJ 指數) 、紐約

證券股價指數 (以下簡稱 NYSE 指數) 和史坦普 500 指數 (以下簡稱 S&P 指數)，香

港 (以下簡稱 HK 指數)、南韓 (以下簡稱 KO 指數) 和新加坡股市 (以下簡稱 SG 指

數) 資料則為 Data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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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了 NYSE 

指數和 S&P 指數的樣本期間為 1990 年 12 月 24 日到 2005 年 12 月 23 日以

外，其他資料的樣本期間皆為 1990 年 4 月 2 日到 2005 年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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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量變數則由原始資料取對數而得。各股市的基本統計量及 Phillips-Perron 單根 (unit 

root) 檢定的結果綜合於表 1。DJ 指數、NYSE 指數、S&P 指數、FTSE 指數、TOPIX 

指數、TW 指數、HK 指數、KO 指數和 SG 指數的樣本數分別為 3770、3778、3784、

3786、3716、4389、3711、3678 和 3763 筆。我們可以看到，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的

股市報酬率標準差通常較大，其中 KO 指數與 TW 指數的報酬率標準差為最大與次

大，而最小及次小的分別是 DJ 指數及 S&P 指數；在偏態系數方面，除了 SG 指數的

價量資料與 KO 指數的成交量變數在 5﹪的顯著水準下呈現不偏以外，其他的資料皆

呈現偏態；而 TOPIX 指數的價量資料、DJ 指數和 FTSE 指數的成交量與 KO 指數

的報酬率皆呈現右偏，其他的資料皆為左偏。各股市的價量資料在 5﹪的顯著水準下都

拒絕常態峰，其中所有的報酬率變數都是高峽峰；而成交量變數除了 HK 指數以外，

其他指數的成交量變數都是低闊峰。從表 1 的最底列，我們可以看到，DJ 指數、NYSE 

指數、S&P 指數、FTSE 指數和 HK 指數價量之間的相關係數在 5﹪的顯著水準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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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顯 著 異 於 零 ， 而 其 他 股 市 都 顯 著 大 於 零 。 我 們 利 用 套 裝 軟 體  E-Views 計 算 

Phillips-Perron 檢定，結果發現不論是報酬率或成交量，此檢定均能在 5﹪的顯著水準

下拒絕單根的假設。 

4. 實證分析 

我們以式 (6) 為實證模型來衡量各股市的跨期價量關係， 

yt=a0θ +a1θyt-1 +…+akθyt-k+b1θxt-1+…+bkθxt-k+εtkθ,             (6) 

其中 yt 代表報酬率，xt 代表成交量，εtkθ代表殘差項，我們選擇的分量 θ = 0.01, 0.05, 0.1, 

0.15, …, 0.9, 0.95, 0.99，共有 21 條分量迴歸估計式，因此可以較完整地檢驗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我們採用 STATA 軟體進行估計，為了和同期價量關係一起比較，

所以我們也使用報酬率為因變數，同期成交量為自變數，並且包含截距項的實證模型來

觀察同期的價量關係 (即 yt=aθ+bθxt+εtθ)。在假設檢定與建構信賴區間時，我們估計變異

數的自體重複抽樣次數為 1000。 

在以式 (6) 進行因果關係的檢驗之前，應先決定出一個適當的落後期數。本文所

設定的最大落後期數是 (kmax=6)，由於這些估計結果過於繁瑣，所以本文僅以圖形呈現

落後 1 期和落後 6 期的實證結果。圖 5 到圖 13 所呈現的即是這些估計結果。以圖 5 

的 DJ 指數而言，實線 “———— ” 代表以分量迴歸衡量落後 1 期的因果關係，即式 

(6) 中的斜率估計項 ，以虛線 “ ━ ━ ━ ” 和 “ - - - - - - - ” 分別代表落後 1 期的

因果關係 95﹪信賴區間的上限和下限，以虛線 “----------- ” 代表落後 6 期的總和因果

關係 ( )。Chordia and Swaminathan (2000) 認為觀察總和因果關係可以了解

價量之間的變動方向。在圖 5 中，我們可以看到落後 6 期的總和因果關係的虛線都落

在落後 1 期的因果關係 95﹪信賴區間之內。而且其他落後 2、3、4 和 5 期的總和因

果關係也都落在落後 1 期的因果關係 95﹪信賴區間之內，表示雖然落後期數不同，但

是總和因果關係卻無明顯差異。此外其他股市的因果關係，如圖 6 到圖 13 也多呈現

此種型態，因此本文將最適落後期設定為 1 期。 

θ1̂b

θθ 61
ˆˆ bb ++Λ

表 2 和表 3 綜合了各股市的同期與跨期價量關係的對稱性檢定，此對稱性檢定

只考慮價量關係的強度，並未考慮正負向，其虛無假設為：第 θ 個分量的斜率絕對值

等於第 (100-θ) 個分量的斜率絕對值 (H0：|b1, θ|=|b1, 100-θ|)。為能簡明地表達價量之間的

正負向關係，我們在表 2 和表 3 當中以符號 “+” 、 “-” 、 “♁” 和 “Θ” 分別代表

在 5﹪的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的正、負向與不顯著的正、負向價量關係，並將估計結果

繪製成圖，圖 14 到圖 22 即是以圖形方式呈現各股市同期與跨期價量關係的估計結

果，在這些圖形當中，我們以分別實線 “————” 和虛線 “ ----------- ” 表示使用分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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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所衡量的同期與跨期價量關係，以虛線 “─ ─ ─” 和 “ ─ - ─ - ─ -  ” 分別

表示使用簡單迴歸所衡量的同期與跨期價量關係，以符號 “ + ” 、 “ ━ ” 和 “ ° ” 分

別代表在 5﹪的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的正、負向和不顯著的價量關係。表 4 是各指數

之各分量 Granger 因果關係的聯合檢定結果。 

以表 2 和圖 14 的 DJ 指數為例，在表 2 的 DJ 指數同期價量關係中，我們可

以從中括號左邊的符號 “-” 了解到左尾的分量 θ=0.01, 0.05,…,0.45，都呈現顯著負向

的「價量背離」，而中括號右邊的符號 “♁” 與 “+”，可以觀察到右尾的分量，除了 θ=0.55 

的分量呈現不顯著正向的「價量齊揚」以外，其他的分量 θ=0.6,0.65,…,0.99 都呈現顯

著正向的「價量齊揚」；所有的對稱性檢定，在 5﹪的顯著水準下都呈現不顯著，表示 DJ 

指數的同期價量關係有相當高的對稱性。使用簡單迴歸所衡量的均數關係，則呈現不顯

著異於零的價量關係。我們也可以從圖 14 中，觀察到以分量迴歸衡量同期價量關係的

實線呈現這個結果，在這條實線上，左尾 θ=0.01, 0.05,…,0.45 都出現代表顯著負向「價

量背離」的符號 “ ━ ”，而右尾 θ=0.55 則出現代表不顯著價量關係的符號 “ ° ”，但

是這個符號出現在橫軸的上方，所以是不顯著的「價量齊揚」，其他的右尾 θ=0.6, 0.65,…, 

0.99 都呈現顯著正向「價量齊揚」的符號 “ + ”。 

若以同樣的方法來觀察 DJ 指數的跨期價量關係，我們可以在表 2 的 DJ 指數發

現，落後 1 期的跨期價量關係中，大致上仍然具有「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互相

對稱的效果。其他的股市，包括表 2 的 NYSE 指數、S&P 指數和 FTSE 指數以及表 

3 的 HK 指數和 SG 指數的跨期價量關係，也大致呈現「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

互相對稱的現象，如圖 15、圖 16、圖 17、圖 20 和圖 22 所示。而表 2 中的 TOPIX 

指數和表 3 的 KO 指數則是呈現「價量齊揚」較強的不對稱現象，如圖 18 和圖 21 所

示。這些股市的均數跨期價量關係都呈現不顯著異於零，這就是許多文獻所謂沒有 

Granger 因果關係 (Hiemstra and Jones, 1994、Chen, Firth and Rui, 2001 及 Lee and Rui, 

2002)。而這種兩尾的價量關係都顯著的 “V” 字關係，表示這些股市的跨期價量關係存

在顯著的分配 Granger 因果關係。表 4 的檢定結果同樣指出這些股市具有顯著的分配 

Granger 因果關係。  

雖然上述八個股市都存在顯著的分配 Granger 因果關係，但是同期與跨期價量關

係的變化並不完全相同。以圖 14 的 DJ 指數為例，我們可以先觀察右尾的部份，代表

分量迴歸衡量跨期價量關係的虛線都位於以分量迴歸衡量同期價量關係的實線下方，表

示跨期價量關係的「價量齊揚」比同期的弱；在左尾的部份，代表分量迴歸衡量跨期價

量關係的虛線都位於以分量迴歸衡量同期價量關係的實線上方，表示跨期價量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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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量背離」比同期的效果弱。所以在DJ 指數的跨期價量關係中，「價量齊揚」和「價

量背離」的效果都比同期的弱。其他的股市，如 NYSE 指數、S&P 指數和 FTSE 指

數也都有跨期價量關係較弱的現象。 

而 TOPIX 指數、HK 指數、KO 指數和 SG 指數的同期與跨期價量關係的變化

則呈現另一種型態。這四個亞洲股市的同期價量關係，都呈現「價量齊揚」較強的不對

稱現象。在跨期的價量關係中，右尾「價量齊揚」的效果都比同期的效果大幅減弱。而

左尾「價量背離」的效果，除了 TOPIX 指數在分量 θ=0.01, 0.05、 HK 指數在分量 

θ=0.01, 0.05, 0.1, 0.15 和 SG 指數在分量 θ=0.01 比同期的效果減弱以外，其他左尾「價

量背離」的效果都小幅增強，於是「價量齊揚」較強的不對稱同期價量關係，在 HK 指

數和 SG 指數的跨期價量關係中，變成「價量背離」與「價量齊揚」互相對稱的現象。

而 TOPIX 指數和 KO 指數雖然仍呈現「價量齊揚」較強的不對稱跨期價量關係，但

不對稱的現象已經大幅減少。其中 TOPIX 指數在同期價量關係的 10 組對稱性檢定

中，有 9 組呈現顯著的不對稱，在跨期的價量關係中，只有 3 組呈現不對稱。 KO 指

數則由同期的 7 組不對稱減少為跨期的 4 組不對稱。 

至於 TW 指數的同期與跨期價量關係，如表 3 和圖 19 中所示，在同期的價量

關係中，除了右尾 θ=0.99 呈現不顯著以外，其他的分量皆呈現正向的「價跌量縮」和

「價量齊揚」，這些效果有 4 組呈現顯著的不對稱。在跨期的價量關係中「價跌量縮」

和「價量齊揚」都有減弱的現象，其中右尾 θ=0.8, 0.85, 0.9, 0.95 減弱為負向的「價量

背離」，而 θ = 0.8, 0.85 在 5﹪的顯著水準下呈現不顯著異於零。表 3 的對稱性檢定顯

示，TW 指數的跨期價量關係都呈現對稱的現象，但這種對稱的現象和其他股市的對稱

存在明顯的不同，TW 指數的左尾跨期價量關係是正向的「價跌量縮」，其他股市的左

尾跨期價量關係多呈現負向的「價量背離」， TW 指數的部分右尾跨期價量關係呈現負

向的「價量背離」，其他股市的右尾跨期價量關係多呈現正向的「價量齊揚」。簡單的說，

TW 指數的跨期價量關係和其他股市的 “V” 字跨期價量關係並不一樣，而不論是否為 

“V” 字跨期價量關係都表示這些股市的價量之間存在顯著的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

係。表 4 的檢定結果同樣指出 TW 指數呈現顯著的分配 Granger 因果關係。 

圖 23、圖 24 和圖 25 是以立體圖型來呈現三種不同型態的股市跨期價量關係， 

這三個股市分別是 DJ 指數、KO 指數和 TW 指數。這些立體圖形的平面是由落後 1 

期的成交量和報酬率所構成，縱高軸是當期的報酬率，以虛線 “─ ─ ─” 表示中位數

分量迴歸所衡量的跨期價量關係，其他的分量以實線 “————”表示，以虛線 

“-----------” 表示簡單迴歸所衡量的跨期價量關係，帶有符號 “ ° ” 表示在 5﹪的顯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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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下呈現不顯著異於零的跨期價量關係。以圖 23 的 DJ 指數為例 (圖 23 可以和表 2 

或圖 14 互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到其中 θ=0.5, 0.55, 0.6 的分量迴歸和簡單迴歸皆呈現

不顯著。當昨天的成交量變動時，今天的報酬率除了 θ=0.5, 0.55, 0.6 分量和均數以外，

其他不同分量下的變動方向並不相同，呈現正向的「價量齊揚」與負向的「價量背離」

互相對稱的 “V” 字跨期價量關係。圖 24 是以 KO 指數為例，呈現「價量齊揚」較強

的不對稱 “V” 字跨期價量關係。圖 25 則是以 TW 指數為例，呈現出異於其他股市的

跨期價量關係。這三個股市的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都呈現不顯著異於零，但是若以

分量迴歸來觀察分配上的跨期價量關係，則會發現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都呈現

顯著，但不完全相同。這些立體圖型可以更具體的說明顯著的分配 Granger 因果關係

和不顯著的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之間的差別。 

5. 結論 

股市的價量之間是否存在跨期關係，一直是許多投資人所關注的焦點。他們的因果關係

也成為許多文獻探討的重要議題。在研究這個議題之前，必須先定義因果關係。Granger 

(1969) 將因果關係定義在整個條件分配上，可稱之為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由

於這種定義太一般化了，很難進行實證檢驗。為了簡化起見，Granger (1969) 和 Cheung 

and Ng (1996) 分別對這個條件分配提出一個可以檢驗的模型。其中 Granger (1969) 檢

驗一階動差的因果關係，Cheung and Ng (1996) 則是檢驗二階動差的因果關係。使用簡

單迴歸來檢定均數 Granger 因果關係，並不能觀察到兩尾的跨期價量關係。因此本文

首度嘗試以分量迴歸來觀察各股市價量之間的因果關係。分量迴歸可以將整個條件分配

的關係較完整地呈現出來，因此可以比較完整地檢驗 Granger (1969) 因果關係的定義。 

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除了台灣股市以外，其他的股市皆呈現 “V” 字跨期價量關

係。其中英國、美國、香港和新加坡股市的跨期價量關係皆呈現正向「價量齊揚」與負

向「價量背離」互相對稱的 “V” 字關係，而日本和南韓股市則是「價量齊揚」較強的

不對稱 “V” 字關係。表示這些個股市的價量之間都存在分配上的 Granger (1969) 因果

關係。但若以均數迴歸來衡量跨期價量關係，則都呈現不顯著的跨期價量關係，也就是

傳統文獻上所謂價量之間沒有 Granger 因果關係。這些實證結果都說明了本文所提出

的 Granger 因果關係之分量迴歸分析，可以觀察到整個條件分配中各分量的因果關

係，為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提供一個較完整的檢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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